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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一生中，有無數的緣起緣滅，每一段的

人生際遇，編織成不同的人生畫布。在人與人之間

的相處過程中，我們常在不斷的接受幫助與幫助別

人中循環。自父母、手足、師長、朋友、配偶……等，

在不同的時空，會有許多重要的人物出現，是我們

生命中的貴人。

貴人的幫助，不一定是實質的，有可能是願意支

持、相信你的人、願意給你提攜指導、願意陪你共

患難、也許是你效法的楷模，甚至，是故意出現來

考驗你的人，所有這些人成就了現在的你。

在你成為一位護理專業人員的過程中，必定也有

貴人相助；學姊、學長、主管、其他單位同仁、病人、

家屬……；有些甚至是逆增上緣，讓你經過一陣痛

苦後重生。

感謝所有在你、我護理生涯中出現過的貴人，

讓你我有此貢獻護理良能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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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臺科技大學畢業後開始從事護

理工作至今也許多年了，回想這麼多

年來的過程，我心存感激，尤其是在

新手時期遇到的貴人們。

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到一家醫學中

心，但不到 3 個月就發現自己無法勝

任而離職。後來到一家地區教學醫院

的婦兒科病房，不管是面對病人或是

家屬，不論是在衛教上、技術上、應

對上及工作獨立性，都遭受到許多問

題，充滿了淚水及挫敗。舉例來說，

要向個案及家屬衛教說明時，很害怕，

甚至說話會結巴，幾乎會帶著衛教單

張逐一念出裡面的內容；在技術方面，

尤其是靜脈注射，時常第一針無法注

射上，甚至有個案對我發脾氣，不要

我再幫他打針，當下的我很難過，後

來很排斥也怕去做這件事……

感謝當時帶領我的學姊與單位護理

長，他們特地利用下班時間指導我、

訓練我的台風；在注射技術方面，也

一直輔導我，先讓我觀察學姊注射的

技巧，只要有靜脈較明顯的個案就優

先找我，讓我訓練膽量，直到我真正

能獨當一面。我只能說自己真的很幸

運，單位護理長及資深學姊、甚至比

我早一點到職的同仁都很照顧我，對

我這外地來的新手學妹，不但沒有苛

責的語氣、排外的態度，反而樂於指

導我、關心我，幫我漸漸勝任工作，

也讓我樂在護理工作。

■ 文｜沈玉娟  臺中慈濟醫院婦產科病房護理師

菜鳥守護者
Thanks to the Instructors in my Freshman Period

有前輩們的耐心指導，護理新人才得以技術純

熟，盡早體會護理工作的意義，要回頭感謝這個

時期的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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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的工作表現獲得主管的肯

定，也得到院方頒布的模範護理人員

獎及績優人員獎。

幸好有許多貴人曾經用心幫助我這

個菜鳥進入護理，讓我對護理有著特

別的熱愛，雖然因為一些因素而轉換

環境，但到現在仍繼續從事護理工作。

常有人問我為什麼喜歡護理工作？我

的答案，第一是「樂在工作」，第二

是「自我肯定」，第三是「做我自己」，

所以能堅守在護理工作崗位上。

現在，自己的心境又有轉化，覺得

遇到的每個人都是我人生難能可貴的

貴人。靜思小語「以親切的愛心，去

關懷別人，這分愛心，便是造福的種

子。」這句話深植我心，因為我經歷

過受人幫助而成長的這種溫馨感受。

其實在臨床上總會遇到各式各樣的

人，轉個心念，想法就改變了，也許

貴人也包含自己。心寬就是福，待人

退一步，愛人寬一步，希望在未來的

旅途上能以更成熟的心智來面對護理

領域，努力成就自我，成為自己與他

人的貴人。

專科畢業後踏入護理職場，也在工

作中順利取得二技學位，時光荏苒，

我的護理生涯也走過 12~13 年的歲

月，哇！青春一去不復返，但我已不

見當年的青澀，而是擁有護理職場上

的成長與自信。 
回憶當年初踏入臨床，學姊多半著

重在教導臨床業務，每天嚴厲的緊逼，

工作上的挫折及心理壓力大，差點因

此打退堂鼓。花了許多日子才熟悉臨

床業務，這中間當然有遇到不順心的

人、事、物，但幸運的我也遇到很多

人給我支持與幫助。

獨立工作之後，分秒必爭的業務讓

自己時時刻刻像陀螺一樣打轉，猛然

回頭時發現對護理的熱忱、對生活的

■ 文｜余芳維  臺中慈濟醫院洗腎室護理師

病友的愛
Love from Dialysi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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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已被澆熄。沉思問自己這樣的生

活快樂嗎？思考很久才決定自己必須

調整腳步，重新再出發。 
記得剛到洗腎室時，因為病人的不

信任感，加上緊張的情緒，打針方面

不純熟，動作似乎太慢，常遇到挫折，

或是機臺警戒聲響起時，總是慌慌張

張、不知所措，非常感謝亦師亦友的

雅薰護理長，親自帶領我從頭到尾做

一遍，不厭其煩地重複教導，也會陪

在我身邊跟病人或家屬打招呼，介紹

我給他們認識，以增加病人對我的認

識及信任感。

照顧血液透析患者是一條長久且不

間斷的護理過程，病友的信任非常重

要。初到時，老病人們看到陌生的我

會有不安全感，但也有熱心的病人會

不斷的鼓勵我幫助我，體諒我技術上

的不純熟，叫我不用介意，病人們也

會關心我們的日常生活起居，給予我

們心靈上的支持。這種良好的護病關

係，讓我發現原來護理職場可以讓人

這麼愉快，期許自己日後能提供最好

的關懷與照護回饋他們。未來有新增

的工作夥伴，我也會讓他們感受到愉

快、溫暖如家庭的工作氣氛。 
護病關係和諧，同事間互相幫忙的

團隊默契，再加上志工師兄姊的鼓勵

及病人的肯定，我發現我又重回當年

那熱心助人青春洋溢的自己，每天不

用超時的下班，假日也有時間陪陪我

親愛的家人。感謝所有人，感謝病友

的愛，我重新體會到工作與生活可以

相輔相成，也讓我重新愛上護理這一

門行業。

在我護理生涯中，除了病友，也要

感謝父母，曾經帶領我並給我機會的

主管們，以及在職場上一直互相扶持

的夥伴們的彼此成就。

病友與家屬的肯定，一直都是所有護理同仁最大的成就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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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年臺中慈院經歷了一次院

區大搬遷，在這時間自己也升為單位

副護理長，接手新單位──亞急性呼

吸照護病房的成立，領著一批來自各

方未知的新進同仁一起從無到有、迄

今漸趨穩定的規模。現在回憶起來充

滿著酸甜苦辣與許多的溫馨，這些女

孩們也給了我很多不一樣的體驗；我

想對這一個階段的我來說，她們都是

我的貴人。      

體貼與獨立背後的努力與決心

上人說過：「以戒為制度，以愛為

管理。」面對一個全新的職務與環境，

要再面對一群全新的面孔，對於當時

的自己來說，真的是誠惶誠恐。面對

臨床病人的照護，我是再熟悉不過，

困難在於如何帶領這一批嶄新的生力

軍，不知她們有著什麼樣的背景與性

格，要如何搏感情，並肩攜手前進，

讓她們順利留任並能接納慈濟人文，

著實是一項大考驗。

這一年多來的相處，細細品味著與

每一個孩子的相處，雖然難以十全十

美，偶而會有一些任性的行為，但整

體而言她們總叫我感到窩心。而在深

入了解她們經歷過的成長背景後，更

佩服她們的體貼與獨立，甚至感動也

感恩。

走過荊棘路

更能通達病苦心 

以齡云為例，進來之前已有三年

臨床經驗，她亮眼的外表及平靜的性

格是我對她的第一印象。她用心作筆

記，臉上總是散發著燦爛的笑容，言

談間很溫和，也會貼心地為主管設

想。心想這應該是來自和諧人家的孩

子，某日有機會與她獨處才知道她的

早熟反而來自家庭的不安定。

齡云家境清寒，因為護士行業而就

讀護校，畢業後努力考上臺北的國立

大學繼續讀護理，她說：「學習的過

程並不容易，但想到以後較懂得照顧

■ 文｜王佳玲  臺中慈濟醫院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副護理長

與年輕一代齊成長
Learn from the Young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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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於是我撐了過來。」但是在念

高中時母親過世了，齡云的父親更加

沈淪於賭博、酗酒。齡云有一天接到

弟弟打電話來哭著說：「爸爸又喝酒

鬧事了！」讓她想放棄學業回南部照

顧家裡，因為她是長女，該承擔照顧

家的責任和義務。「可是大弟對我說：

『姊，你放心的完成學業，家裡我會

扛著不會讓它倒下來的。』我就這樣

咬牙繼續，也珍惜能學習的機會，儘

管實習過程很辛苦。」

「更重要的是，當自己用心照顧病

人，給予病人及家屬溫暖的關懷及微

笑時，病人會感到較舒適且不會覺得

醫院是冷冰冰的。病人能順利出院，

病人及家屬也會開心的給我們回應、

道謝，這是我最快樂的一刻了！這種

感覺是微妙的，也讓我在工作中得到

很多快樂、成就感。」「真的很感恩，

一路走來家人給我的支持。」她的眼

神充滿著堅毅，而身為她主管的我卻

已經忍不住不捨與感動的淚水。

齊慰病苦的夥伴  

工作幸福的來源

上人說過：「孩子自小見聞父母的

身教，看在眼、聽在耳、清楚在心；

心地溫良和善，舉止動作優雅，是展

現個人的修養，也顯出良好的家教。」

雖然齡云的家庭裡曾經波濤洶湧，她

卻讓自己洗綀出良好的修養與行為，

不管在同事間或對待病人與家屬，總

是自然而真誠，受單位同仁一致的肯

定。

而在我們單位，有好幾位像齡云這

樣讓我心疼又放心的護理師，常常心

裡都想：「我真的是很有

福報，能擁有這樣一群良

善的孩子共同在此守護生

命與健康。」她們不單是

我個人最好的貴人，相信

也是病苦人的福分。感恩

同仁們一次次在工作上的

用心付出、配合與承擔，

願盡最大的祝福，祈願大

家身心靈常保健康與平

安，也願妳們的良善堅定

在菩薩道上，看著你們的

笑容就是阿長最好的支持

力量與幸福來源喔！
王佳玲副護理長 ( 右 ) 覺得單位的同仁雖然年輕卻令人放心，不單

是她個人的貴人，相信也是病人與家屬的貴人。左為張齡云護理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