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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留任磁吸力調查

「你怎麼會繼續在這裡工作？」「你怎麼能待那麼久？」

類似這樣的問題，護理師應該都不陌生。

每個人的答案會是很不同，或是有些雷同？

這就是我們想找出的醫院的「魅力」，現在稱「磁吸力」。

所謂的「磁吸醫院」要通過認證機構的 14 項標準，

護理同仁要的不多，

只要能在工作環境中感受到關愛、支持，與一點點感謝，

不管是來自病人、家屬、同儕、主管，或是院方；

覺有情，構築了醫院的磁吸力，

讓護理師們感受到力量，懷抱著希望，

付出專業，實現助人的使命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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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因媒體不斷的報導護理職場

種種不合理的問題，讓社會大眾驚

覺護理執業環境的艱困，有超時工

作、護病比過高、人力不足、無法

適當的休假……等；又常有民眾控

告醫護等醫療糾紛，顯現對待醫護

工作者漸有的消費者心態，對護理

人員也是一大考驗；有時，被「內

外夾攻」的感覺太強，免不了會產

生不如歸去的想法。

回歸本心  克己復禮  

而在大環境批評聲浪、紛擾不斷的

同時，證嚴上人開始在每天的志工早

會上強調醫護工作者的價值，一次又

一次地提醒慈濟志工和民眾，別忘了

感謝醫護，並把感謝表達出來，回復

三、四十年前人民與醫護的純樸互

動。上人也說，每每聽到醫師、護理

師的分享，他感受到同仁的付出與使

命感，總是很感動。上人的疼惜與呼

籲，護理同仁們都很「感心」 。
大環境再怎麼不平靜，工作還是

要繼續，內心還是需要篤定。我們

邀請所有慈濟的護理同仁們，回想

當初為什麼進來，為什麼現在還在，

也問問大家，在這個工作上的成就

在那裡，期望社會怎麼看待護理工

作者。最後，更請同仁寫下對彼此

的鼓勵。自我檢視，找回初衷，聽

到自己的真心；檢視工作環境，讓

我們找到慈濟醫療留住人才的「吸

引力」。

找工作要離家近  次為慈濟來

以慈濟醫院六個院區護理人員為

對象發出問卷的電子信件，本期共回

收 1,166 份有效問卷。基本資料統
計結果，女性佔 97.9%，年齡層以
21~25 歲最多，佔 26.8%，教育程

■ 文／廖慧燕 大林慈濟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楊曉菁 大林慈濟醫院內科加護病房護理長

問卷基本資料統計

性別 人數 %

男性 25 2.1

女性 1,141 97.9

合計 1,166 100.0

年齡 人數 %

25歲以下 320 27.4

26~30 310 26.6

31~35 251 21.5

36~40 166 14.2

41歲以上 119 10.2

總計 1,166 100.0

職務別 人數 %

護理師 909 78.0

正、副護理長 128 11.0

督導級以上 19 1.6

功能小組 43 3.7

專科護理師 67 5.7

總計 1,16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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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大學比率較高，59.69%，職務
別以基層護理人員最多，69.0%，
其次是正副護理長 11.0%，工作單
位以急重症單位 22.1% 最多，其次
為內科病房 17.5%及門診 15.3%。
當初來慈濟醫院工作的最主要

原因，回答比例依次為：離家近

(29.2%)、 同 學 相 約 (13.1%)、 經
人介紹 (12.4%)、新醫院新氣象
(8.7%)、公費生 (7.2%)；而與慈濟
有關的原因加起來有 18.0%，包含

上人的理念、家人是志工、受慈濟

感動、在慈濟的媒體看到，等於因

「慈濟」來醫院工作的比例排在第

二，僅次於「離家近」。

很多人都半開玩笑地說選工作的

優先順序是：錢多、事少、離家近。

六家慈濟醫院的位置，除了臺北慈

院，其他院區較屬於非都會地區，

「離家近」的答案或許表示慈濟醫

院增加了偏遠地區的就業機會，尤

其是花東地區，可以就近工作，不

需要離家。當然應該也有嫁人娶妻

落地生根的吧。

因為「同學相約」來到慈濟醫院

工作的有 13.1%。相信很多人有類
似的經驗，在南部專科畢業後跟同

學相約去台北打拚，在人生地不熟

的地方工作，剛開始是相當需要同

儕間的互相加油及勉勵。想想不也

是因為如此，與同學間的情誼堅不

可破，且互相珍惜。當初經人介紹

來的有 12.4%，無法判斷是老師或
在慈院工作的人，不過，應該是好

的評價，才能吸引人來。

因習慣而留任    

至於現在還繼續待在醫院的原

因？比例最高的是「護理工作在哪

都一樣、久了就習慣了」42.9%，
其次是「家在附近」35.4%、「薪
資可接受」29.4%、「同儕間的支
持」26.0%，有 15.3% 表示是因為
「喜歡這裡的人文氣息」，10.5%

工作單位 人數 %

內科 204 17.5

外科 151 13.0

骨科 39 3.3

神經/復健科 32 2.7

精神科 36 3.1

產兒科病房 100 8.6

急重症單位 258 22.1

門診 178 15.3

其他 168 14.4

總計 1,166 100.0

教育程度 人數 %

專科 417 35.8

大學 696 59.7

研究所 53 4.5

總計 1,16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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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至今繼續在慈濟醫院工作的原因？

(	N	=	1,166，複選 )Q2
護理工作在哪都一樣、久了就習慣了

家在附近(含娘家及住家)

薪資可接受

同儕間的支持

喜歡這裡的人文氣息

護理專業訓練課程資源豐富

認同主管

福利佳

其他

35.4
29.4
26.0
15.3
10.5

7.4
2.7
8.7

42.9

0% 50%

您當初來慈濟醫院工作最主要的原因？

(	N	=	1,166，單選 )Q1

29.2%

離家近

13.1%

12.3%

11.3%

8.7%

7.2%

6.9%

4.1%

3.6%

3.4%

經人介紹

其他

公費生

證嚴上人的理念

透過媒體看到
( 大愛電視、慈濟月刊等 )

新醫院新氣象

被慈濟所為感動

家人是慈濟志工

同學相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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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認同主管」而留在這裡。

「護理工作在哪都一樣、久了就

習慣了」這個答案有超過四成的人

選，非常耐人尋味。或許顯示了護

理人員對於環境的高適應性，但是

不是也隱藏了對醫療環境生態的「不

抱期望」？當然，另一個解釋就是

「日久生『情』」，不是男女之情，

而是時間久了，與環境、與工作夥

伴建立的情感，也就不難理解選擇

「同儕支持」的也是將近三成。

因為薪資可接受而留任的比例，

也有近三成；可惜認為「福利佳」

而留任的只有 2.7%，各院可以想想
怎麼改善囉。

病人肯定與夥伴情  

自我實現的成就 

能夠留在醫療職場，工作所帶

來的成就感非常重要。成就感來

自「病人和家屬的肯定」最多，

63.5%，其次是「同事的奮鬥情
感」，佔 43.3%，「累積的照護專
業」37.7%，「助人且可自我成長」
30.0%。從這些回答中，可與馬斯洛
的需求相印證，能留在護理領域愈久

的人，這份工作帶給他們的已經從基

本需求、安全需求、社交與尊重的需

求，到「助人且可自我成長」的自我

實現需求了，可喜的是，也有三成的

人有接近自我實現的境界。

其實護理人員要的不多，記得在

呼吸照護中心帶單位時，某天一位

病人按了門鈴，告知自己的姓名，

說他是回醫院複診，特地上來單位

來看看我們。他說，感恩住在這裡

時有護理同仁的照顧，而我們最關

心的是他身體的狀況，他就自動把

脖子伸長，讓我們看看之前開刀的

氣切口已復合了。那天病人這樣的

舉動，讓單位一整天的工作情緒高

漲；可見病人的感恩，對我們來說

是莫大的鼓舞。還有一位 ICU 病人
在住院時不經意聽到護理人員閒聊

提到想吃波羅麵包，病人出 ICU 之
後的某一天特地過來，送給照顧他

的護理師幾個波羅麵包就走了。護

理人員的激動久久無法言喻。

在忙碌的護理工作中，一些病人

和家屬的貼心舉動，在不同的地點

重覆地發生著。得到病人或家屬的

肯定，對護理人員是莫大的激勵及

成就感。

而根據一些研究論文，護理人員

工作快樂的原因不是薪水的多寡，

而是同仁之間的互助合作、和諧氣

氛。平日就有志工爸媽的關懷，只

要主管、同事多用一點心，單位很

容易就有家的感覺，工作起來覺得

夥伴、有靠山，就能有繼續留下來

的動力。

期待社會的尊重 

當問到護理同仁期望社會大眾對

護理人員的觀感，選擇「值得尊重」

的高達 86.7%，可見這是大家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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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心聲。其次是「具有專業素養」

71.1%，「可信任」54.5%。
記得念護校的時候，學姊常跟我

們說「護理的工作是『高級女傭』，

沒人要做因為要把屎把尿……」十

幾二十年過去，但是護理工作的本

質不變，當病人無法自行生活照護

時，一樣要靠護理人員協助病人執

行基本的生理需求，24 小時輪班，
隨時反應病人狀況；但所有護理同

仁們期望社會大眾對護理需要多點

尊重，可見在執行護理專業上曾讓

同仁有感覺不受尊重之處。最近報

紙刊登一則病人家屬對護理人員的

道歉啟事，起因是護理人員照護病

人時被家屬恐嚇威脅，引起護理人

員的不滿，所以要求登報道歉及捐

款給慈善機構。「我們需要的不

多」，就是需要被尊重。

有志一同  互相鼓勵  

身為護理的一分子，想要對姊妹

弟兄說什麼鼓勵的話嗎？問卷的

最後採取開放式回答。有 35 .8%
的人留空白，沒有寫任何話，有

1 .5% 的人寫的是比較情緒性、

負 面 的 話， 而 正 向 的 鼓 勵 則 有

62 .7%。看了許許多多護理夥伴寫
下的互相鼓勵的話，句句都是有感

而發，其實如同上人說所，在臨床

上有志一同，有使命感的人很多，

這當中最多的話如：「辛苦了，請

大家繼續努力。加油！」、「肯定

自我專業，幫助需要的人。」、「堅

持下去， 一切都是值得的！」不管
字句長短，句句深入心中。

也有人提出肯切的建議，例如：

「一定要培養與護理有關或無關的

是什麼原因帶給你護理工作最大的成就感？

(	N	=	1,166，複選 )Q3
病人和家屬的肯定

同事的奮鬥情感

助人且天天可自我成長

累積的照護專業

收入優渥

其他

63.5
43.3
37.7
30.0
10.0

3.8
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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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期望社會大眾對護理人員的觀感是？

(	N	=	1,166，複選 )Q4
值得尊重

具有專業素養

可信任

可協助解決問題

健康諮詢者

可親近

受肯定且被表揚者

可依賴

71.1
54.5
46.8
40.4
38.9
36.0
32.2

86.7

0% 100%

第二專長，有助於提升和開闊臨床

照護的技能和視野」、「不要傻傻

的一律 b y o r d e r，要有自己的專
業判斷能力」，或是一些如「開放

讓我們護理人員說話的時間，讓

我們也可以提出意見改善政策」、

「用意志力撐下去，因為這是一個

不能求回報的工作，提高薪資並無

法留任，只是暫緩問題」的中立看

法。

當護理人力不足的問題出現在大

林慈院時，院長室主管們在 3 月份
關了床位，4月 7日與護理主管們面
對面談談，了解護理面臨的困難點，

協助處理跨科室的問題。單位內也

需要護理長對同仁的關心及志工對

單位護理人員的關懷，甚至醫院內

的人文活動很多，同仁自發性參與

及樂在其中……。雖然整個醫療環

境與護理工作制度的改革需要時間，

醫院內能採取行動聽基層護理同仁

的意見，做些小小的改變，同仁是

很容易滿足的。

上人對醫院同仁慈示，人世間的

愛很重要，人人都有一分守護生命

磐石的精神，守護健康守護愛，現

在人的生老病死都在醫院，不能沒

有醫護人員，醫療永遠都是被需要、

被肯定、被信任的。

我們這些選擇了與生命息息相關

的行業的人，選定一個可以發揮的

地方，與志同道合的人，為人間解

疾苦，像同仁們在問卷裡寫下的「這

是一條艱辛又漫長的路」、「這是

一份希望和愛的工作」，讓我們繼

續營造慈濟的護理人文，把愛傳出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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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從護校畢業踏出社會，從一無所知到今日成

為基層管理者，一晃眼 35年過去了，這當中曾經
更換過幾個職場，轉眼落腳大林也十年了。感覺

能在一個職場待得夠久，身邊的「人」非常重要，

有「家」的感覺非常關鍵。

從前輩身上汲取經驗  圓融處理人事

在我專業成長的歷程中，就有兩位前輩讓我印

象深刻又懷念，很多觀念態度都是她們教我的。

年輕時負笈北部工作，單位的護理長對於我們

這些青澀的學妹總是呵護有加，尤其南部上來的，

她常會在家裡款待我們。護理長雖然單身卻見廣

多聞，總愛聽我們生活上的小事件，適時的提出

意見糾正我們，鼓勵我們多參與活動，因此我在

那個時期參加了不少活動，如救國團的戰鬥營、

東海岸健走，吉他社、土風舞等。我對於她心中

充滿感恩，除了臨床的教導，在生活歷練上開闊

許多。

另外一位則是亦友亦姊的主管，是影響我處理

人事物頗深的人，她從不口出惡言，善解人意，

總是樂意分享。在我夜二專進修的時期，這個主

管總會多備一份便當，讓我下班後趕車無後顧之

憂，相處十幾年未曾爭吵過，在人生低潮時總會

適時的伸出援手扶持。是我至今仍非常懷念的主

管。

樂在基層  臨危受命接單位

到慈濟醫院工作之初，本想當個小小的護理人

員，但到了 2005年時，一個機緣下臨危受命接
下了病房的護理長職務，當時只想做個救火隊，

■ 文︳   劉英美 大林慈濟醫院 11A病房護理長   

媽
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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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找到主管來接任即回到原護士職

務。

接任之初，只能以「水深火熱」來

形容，為何如此說呢？第一個月是適

應單位，第 2個月就須獨當一面，嚴
酷的考驗也接踵而至，因為第一個月

有 2人離職，第二個月 2人離職，第
三個月 5人離職，單位等於一半是新
人，我才恍然大悟為何單位主管總在

異動。也曾有逃之夭夭的念頭，後來

想了好幾夜，我實在不能丟下這一些

新人，不然會成為一個罪人，但是擺

在眼前的問題還是得解決。

與佐理員一起當媽  營造家氛圍

心中想到，單位的護理佐理員都是

資深人員，且年齡都有資格當新進護

理人員的母親了，她們自己的小孩大

概也剛入職場，很能夠了解這群「孩

子」的心情。所以我去找這些護佐，

告訴他們：「我們一起來扶持新進護

士吧，好讓新人早日熟悉病房。」我

也成為這些孩子的老媽媽，我辦公室

的門隨時打開歡迎他們。

這些新人常因適應問題紅著眼眶

走進辨公室，想想以前的主管帶我的

方式，我也成了這些孩子的聆聽者與

安撫者，半夜常會被手機鈴聲驚醒，

「阿長，我要怎麼辦？」還有一次與

同仁面談時，才發現單位一位護佐家

中 4個小孩竟然有不同姓氏，深入訪
談才知道，原來她有兩次婚姻，先生

都因癌症往生，一個人要帶 4 個小
孩，當下也差點跟著飆淚。那天回家

途中，又想到她的遭遇，一陣心酸，

竟然流淚不止。

大家經過一兩年的互相扶持，漸漸

的進入狀況，我對單位每位同仁的家

庭狀況大致了解，病房也從一個人力

永遠補不齊，變成在三、四年間離職

率幾乎零的單位。我想，是因為大家

互相扶持、信任、交心，讓整個單位

產生向心力而得到的收穫吧。

感念舊日主管的身教，劉英美也邀資深護佐們共

同用媽媽的心陪伴單位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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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因結婚生子選擇離開職場，當一位全職

媽媽，如今小孩都上學了，可以再為護理盡點心

力，當再回到大林慈院，感觸特別深，因為在面

試時，是很自然地將所有生活中的委屈說出來，

當時面試的興隆督導，傾聽我的狀況，鼓勵我，

我感覺自己回到了充滿人情味的大家庭。

再進職場  心境如新手

這次轉換單位至門診，本以為是件輕鬆的工作，

但當學姊從跟診一開始的叫號、需注意的大小細節

及每位醫師的習慣、每個診間安排檢查的流程等仔

細教起，我已經怕記不起來，擔心自己獨力上線時

會被病人客訴或等太久，心情如初入職場時 一樣
緊張。感謝學姊叮嚀我，只要將每天來上班及下班

所學的謹記在心，盡自己最大的力量，就能提供來

院看診的民眾最好的看診品質。這樣的話語一直讓

我謹記在心。

參與人文活動後  欲罷不能

醫院內的人文活動相當多，有社區愛灑活動、

社區複合式篩檢、關懷戶的居家打掃等。每次參

加人文活動後，都讓我感觸良多，心中一直激盪

著感動的漣漪。

回想起剛接觸到的人文活動，是參加歲末祝福

的年終關懷義診。當時中醫科林正德醫師夫婦及

葉明憲醫師邀請我一起去，本來想拒絕，因為不

想犧牲與三個小孩出遊的假期，問了好幾個學姊

也因家中有事無法答應，心想林醫師是需要護理

人員幫忙，只好答應參加。

一大早從醫院出發到達嘉義靜思堂時，映入眼

■ 文︳   朱英眉  大林慈濟醫院門診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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簾的是志工師兄姊早已在布置會場、

整理二手衣物、檢查照顧戶清冊、指

揮車輛停放等，各司其職，一點都不

馬虎。當師兄發現我們抵達時，馬上

招呼我們停車，並帶我們到中西醫義

診區，協助我們確認看診動線後，沒

一會兒陸續有幾個師姊帶著照顧戶前

來掛號看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年

約 80歲的阿嬤，帶她來的師姊表示，
阿嬤住在番路鄉山區內，交通非常不

方便，若遇到土石流所有的道路都會

坍塌，年輕人都去城市工作了，所以

家中沒有其他成員。林正德中醫師問

她：「阿嬤妳是哪裡不舒服嗎？」

阿嬤說：「最近都睡不著、頭很痛、

很暈、吃不下飯。」測量後血壓值

189/101mmHg，林醫師表示應先轉介
至陳世琦醫師處理高血壓的問題，陳

醫師接手後開立降血壓藥服用，林醫

師予針灸治療 20分鐘後取針，再次確
認血壓 134/88mmHg，陳醫師予開立
處方藥七天，並交代師姊一週後再帶

阿嬤來醫院看診做進一步檢查。此時

阿嬤心情激動，流下淚來，頻頻點頭

感謝我們的用心及師姊不辭辛勞的帶

她前來看診，解決她的問題，還送她

衣物、春聯、營養午餐、一袋慈濟包

包和棉被，阿嬤直說感恩、感恩。

看著所有來參與的照顧戶及小朋友

收穫滿滿，還可以盡情享用志工準備

的愛心餐點，吃得飽飽的還可以外帶，

那開心快樂的樣子，真是不感動也難。

感恩感動  要為慈濟努力  

參與過慈濟人醫會的義診，親身見

證慈濟志工的付出，真的就是力行「尊

重生命」，用愛來彌補醫療資源的不

足，讓每一條寶貴的生命，不論處在

任何角落，都能得到最及時的關懷與

照料。 
感謝上人給我們這麼好的醫療環

境，且在眾多服務熱忱志工的協助下，

讓我有機會幫助更多需要被幫助的人，

希望藉此也能學習慈濟人付出無所求、

還說感恩。願我也能時時刻刻以感恩

心，誠正信實地面對人與事。放假時

投入參與各種慈濟活動，每一次都讓

我從頭感動到尾，總之心得就是一句

話「感動」。加油了！

朱英眉從參與人文活動中得到感動，讓她體會付

出還要道感恩是什麼樣的心情，也以這樣的心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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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護理人員短缺，簡守信院長先想到的是減

少護理人員的工作量，不得不以關病床因應，也

想聽聽護理人員的聲音，所以特別舉辦一場護理

主管共識營，邀請所有護理主管參加反應目前所

遇到的困境，所有院長室主管也都出席。

而且地點安排在位於嘉義民雄的表演藝術中心，

讓大家暫時脫離醫院環境，難得悠閒地體驗閩南風

情的建築，感受一下不同的氣氛；荷花、綠柳、蟬

鳴，在微雨中更顯浪漫，就連護理主管中也有許多

人未曾踏足此地，宛如來到杭州西湖，頻頻讚嘆。

演藝廳園區內可見天牛、青蛙、蟬，還有紫色的苦

楝花，一片自然美景讓大家心情為之放鬆。

集思廣益  輕鬆愉快

首先由簡守信院長的「領導統御」課程揭開序

幕。簡院長分享在慈濟醫院的主管在管理層面皆

要有人文特質，他引用多種影片及圖片來表達，

內容生動且易於讓護理主管們瞭解，收獲頗多，

大家對於簡院長平日在院內的付出也有所感受。

■ 文︳   廖慧燕  大林慈濟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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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個環境，大林慈濟

醫院院長室邀護理主

管們放鬆心情盡量說，

全院一起想辦法解決

護理缺人的困境。攝

影／陳敬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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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所有護理主管分成六組討論。

主要討論的內容是依院長所說的「只

提問題，先不去考量任何改善方案」，

這也讓大家看到院長對於這個活動安

排的誠意，就是要協助護理人員解決

困境，不把問題丟回給同仁。

六組的報告中，大家皆是用心的腦

力激盪提出現行的問題，不會因為是

高層主管來指導而不敢反映，這也是

院長給我們的感覺，就是放心無顧慮。

內容大都是各單位所遇到的困擾，包

含：與醫師之間及各團隊之間的溝通、

人力問題、薪資福利等。各組施展全

力來呈現最完整的報告，讓院長們能

瞭解。整個活動是在輕鬆且愉快的氣

氛中進行，先前我擔心的緊張氣氛想

必是多慮了。

用心感受　耐心回應

活動中看到各個院長室主管認真筆

記，就擔心有所疏漏。最後簡院長、

賴副院長、賴醫秘及劉主秘有回應屬

於他們業務的問題。這些回應護理主

管們皆接受且能理解，除了現場回應

之外，院長還囑咐企劃室要把問題拿

回院內做檢討改進。

「好的主管加上有效的溝通等於雙

贏」，雖然離第一次舉辦的主管共識

營已經 3個多月了，目前依據我們反
應的意見來執行改善的護理問題已經

有十多件，例如：夜班費的調整、人

力配置、與醫師之間的溝通、薪資調

整、護理表單簡化等。會議仍持續定

期舉辦中。讓我們感受到院方對護理

同仁的用心與誠意。雖然簡院長在八

月開始到臺中慈院，相信接棒的賴寧

生院長也將繼續為改善護理職場而努

力。

在我的認知中，護理人員是小小螺

絲釘，微不足道，可能讓人忽略不被

重視，但缺少了小小螺絲釘機器就無

法運轉順暢，而且如果放任不處理，

問題就會愈來愈大。但在我們醫院有

明理的領導者，看到了我們的需要，

看到了我們的重要，所以我們更要好

好珍惜這分緣，以專業來提供民眾最

佳照護。

為讓護理工作環境更好，大林慈院護理主管共識

營中，簡守信院長請大家知無不言，把問題通通

提出來。8月起，簡院長調任臺中慈院院長，由

賴寧生接任院長，繼續深耕人文，打造正向環

境。攝影／陳敬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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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林蓉欣  大林慈濟醫院斗六門診中心居家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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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這個大家庭，我有幸於 2003年加入，但
2007年申請育嬰假留職停薪，時間快屆滿前，原
本決定要離開職場了，斗六護理長通知我斗六門

診有職缺，離家比較近。原本對慈濟印象就很好，

只是輪三班無法兼顧家庭，與家人溝通後，決定

再度成為慈濟的護理同仁。

斗六門診中心規模小，還是有一大群熱心的

志工師兄姊，像關心自己的孩子般對待我們，

定期舉辦聚餐，把大家拉近在一起，就是有家

的溫馨；例如，春菊師姊會先問大家愛吃什麼；

日子接近時，師兄姊會常提醒聚餐時間，村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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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雲林斗六的門診中心，地方不大，慈濟志工的關懷讓工作

同仁的關係更為緊密了，也是居家護理的最佳後盾。攝影／翁

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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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兄當日也會逐一邀約當天看診的

醫師，萬一延診，師姊一定會預留

一份給沒有享用到的同仁，隔日收

到此份驚喜特餐的人無不感動萬分，

那種倍受重視的感覺，真好。特別

的是，每次菜單都是師姊們絞盡腦

汁的依季節去設計不同的菜色，夏

天有清爽的涼拌菜，冬天暖暖有素

薑母補湯……。師兄姊總是謙虛的

說，大家把飯菜吃光光就是最大的

回饋！

居家護理的督查考核 (簡稱「居家督
考」)是我工作每年的「大事」，在督
考前的準備工作令人人仰馬翻。感恩，

每年有護理部主管們幫忙指導，使督

考順利通過；有同事們的陪伴與支持，

煩惱都能迎刃而解；居家個案的一些

需求，幸好有師兄姊也幫忙至案家關

懷，讓居家護理更完善。志工師兄姊

無所求的關懷與協助，讓我們更能全

心全意投入服務民眾，也提升了自己

的心靈，讓人生更覺有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