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故事

工作若是因為壓力太大不快樂，或是缺乏使命感，

日復一日，就只剩下「忙碌」、「艱困」等形容詞。

為此，許多堅守崗位的護理人，

下了班就投入尋找小小的幸福片刻，

舒壓且充飽電再出發。

醫院的福利措施，軟硬兼顧，

照顧護理師及所珍愛的家人，

食衣住行育樂，創意倍出。

不管是設立咖啡館、美食街、托幼或托老中心；

帶領農場耕種收成；成立各類健康促進社團；

舉辦人文藝術保健講座；

或協助報名慈濟冬令發放、急難賑災、人文活動等等。

希望護理同仁下班後，能放鬆、開懷、減壓，

變身假日農夫、運動高手、文藝青年、愛心志工……

懷抱幸福的心，珍惜自己所擁有的，樂在護理。

A Survey about Fringe Benefits of the Hospitals
Discover Happiness
護理福利措施調查

發現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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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什麼？先來看看學者的定義。

2003年《教育學刊》吳淑敏寫的「婦
女幸福感之研究」認為，幸福感是一種

內心精神層面的悅樂、安適狀態。陳素

幸譯作《不斷幸福論》一書的作者德國

學者柯萊恩 (Stefan Klein)認為，幸福是
一種態度，認識幸福、學習幸福的人，

才能得到幸福，幸福就在腦子裡。2007
年《高雄師大學報》刊登陳密桃、陳玲

婉所著的「國小學童母親的人格特質與

親職壓力、幸福感之相關研究」指出，

幸福感是一種整體的心理感受、是個人

情緒及認知層面上對整體生活滿意的評

估結果，也是個人人格特質與環境交互

影響所產生的心理感受：包含了快樂、

滿足與愉悅的情緒，個人的幸福感程度

依個人的需求與標準而異。歸結起來，

幸福，應該是每個人所希望擁有與追求

的，而人們在探究美好生活的要素時，

通常會先從了解幸福感的本質開始。

幸福感很抽象，難量化，很憑個人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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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2.9

女  1,431 97.1

總計  1,474 100.0

年齡  人數 %
≦20歲  16 1.1

21-25歲  382 25.9

26-30歲  386 26.2

31-35歲  328 22.3

36-40歲  207 14.0

41歲以上  155 10.5

總計  1,474 100.0

護理職級  人數 %
N 483 32.8

N1 339 23.0

N2 465 31.5

N3 126 8.5

N4 61 4.1

總計  1,474 100.0

職務別  人數 %
護理師、護士 1178 79.9

副護理長 52 3.5

護理長以上 81 5.5
個管師(含其他功
能小組) 53 3.6

專科護理師 110 7.5

總計  1,474 100.0

工作科別屬性  人數 %
內科 133 9.0

外科 247 16.8

精神科 41 2.8

小兒 75 5.1

婦產 61 4.1

急重症 358 24.3

功能小組 45 3.1

洗腎室 36 2.4

開刀房 103 7.0

門診 199 13.5

心蓮 31 2.1

行政 44 3.0

其他 101 6.9

總計  1,47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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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但是我們還是想了解醫院的相關福

利措施帶給同仁的「幸福感」如何？有

助於找到改善的方法與著力點，讓同仁

的幸福感再增加。

這次電子問卷調查中，六家慈濟醫院

有效問卷為 1,474 份，性別為女性占
97.1%，男性 2.9%；年齡層以 26-30
歲 ( 占 26.2%)、21-25( 占 25.9%) 及
31-35 歲 ( 占 22.3%) 最多；職級以 N 
483 人 ( 占 32.8%) 及 N3 465 人 ( 占
31.5%)回覆最多；職級務別以基層護
理人員最多 1,178人 (占 79.9%)，專科
護理師次之，110人 (占 7.5%)，工作
單位以急重症單位 358人 (占 24.3%)
最 多， 門 診 單 位 次 之，199 人 ( 占
13.5%)。

有「人」支持  有幸福感

問卷第一題先問工作中會有幸福感的

事，53.7%的人選擇「薪資」，比例很
高，但不是第一選擇，第一選擇是──

「同儕間的相互支持」，70.6%，有高
達七成的人這麼覺得。這呼應臨床的留

任結果，如果單位的氣氛好，同事感情

好，離職率就比較低；或是如果你在醫

院裡有「麻吉」，也能互相砥礪，遇到

低潮有人陪著走過⋯⋯ 
接續的答案比例，依序是「家人的支

持」42.0%、「工作環境」35.0%、「上
級的支持及關懷」34.3%、「福利設施」
31.2%，最後是「志工的關懷及陪伴」
16.4%。

而不管你是輪三班，或

是主管、專師、個管師等

護理職稱，有時不上班也

可能接到電話，如病人有

狀況，家屬有事要問，放

假變成要去上班⋯⋯護理

工作在一般人休假日或長

假時反而更忙，最需要的，

就是家人的認同及體諒，

甚至是補位，所以，家人

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整體來看，除了薪資、

工作環境，其他的答案都

跟「人」有關，與同儕、

朋友、家人、主管、志工

之間的情感交流，會讓自31.2%  福利設施

上級的支持及關懷  34.3%

志工的關懷及陪伴  16.4%

其他  5.0%

53.7%  薪資

家人的支持  42.0%

35.0%  工作環境
70.6%
同儕間的相互支持

在工作中，甚麼事情會讓您有幸福感？

（N	=	1,474，可複選）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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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有幸福感，甚至工作環境都會因人對

了而加分。這不就是證嚴上人說的「愛

的存款」，工作業務有相關的人彼此有

愛的存款，就不會覺得上班八小時、十

小時很漫長，有時還常笑聲不斷。當然，

狀況相反的話，就不好處理了。

最愛咖啡館		員工旅遊次之

第二個問題，問慈濟六院護理同仁對

目前醫院現有福利或環境的幸福感。 
調查結果顯示，第一名是「咖啡廳

(知名咖啡館 )」38.4%，第二是「員
工旅遊」24.2%，第三是「紓壓按摩小
站」18.4%，接著依序是「地下街」
16.1%、「員工餐廳」15.7%、「非專
業講座」11.1%。光是想著醫院有這些
福利設施，同仁上班時可能心中生起了

小小的期待，就會有幸福感吧。

例如，等一下忙完了，找誰一起去坐

一下，喝一杯吧！不過，有些答案一看

就是地域性的差別，地下街在都會區的

臺北慈院、臺中慈院有，按摩小站如果

是免費的，只有大林慈院有，員工餐廳，

聽說花蓮慈院現在愈來愈好吃了；玉里、

關山慈院的伙食本就倍受稱讚。至於旅

遊，可能大家都想出國長見識，但時間

有限，即使在臺灣來個深度旅遊也不錯

⋯⋯忙著上班的同時，閃過一絲玩樂的

幻想，也等於休息了一下。

也有少數的比例選幼兒園 10.0%、日
間托老 3.6%、農場 3.1%，及冬令發放
6.4%。

	大林創舉		幸福咖啡館

咖啡館的魅力真是凡人無法擋，很多

人都覺得是釋放壓力、放鬆心情的好地

11.1%  多舉辦非專業講座 (紓壓情緒等 )

3.6%  設置日間托老中心

18.4%  設置免費紓壓按摩小站
其他  24.2%

舉辦員工旅遊  24.2%

冬令發放  6.4%

地下街  15.7%

員工餐廳  16.1%

38.4%
咖啡廳 (知名咖啡館 )  

3.1%  屬於自己的小農場 (大愛農場 ) 

10.0%  設置幼兒園

目前醫院現有什麼樣的福利或環境讓您幸福有感？

（N	=	1,474，可複選）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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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雖然很多醫院內皆有設置咖啡廳，

但是皆有收費，如果用醫院的福利設置

免費的咖啡廳提供同仁飲料點心，是否

會讓同仁更有幸福的感覺？在大林慈濟

醫院就設置了一間「幸福咖啡館」給同

仁，完全免費，裝潢溫馨有格，燈光美、

氣氛佳，一點不輸給外面的咖啡館，也

因此得到很多同仁正面的回饋及反應。

賴寧生院長說，設置這個咖啡館就是要

讓同仁感受到這裡就像家一樣很輕鬆很

自在，也要讓同仁喝到咖啡就能感受到

幸福。

幸福指數不過半		首選便利店

至於護理同仁覺得醫院給他感覺到

的幸福指數是好或壞呢？以四等級分，

可惜覺得幸福的人略少於覺得不幸福的

人，各是 45.7%、54.3%，不過，需

要注意的是，覺得「非常不幸福」的人

有 12.0%，覺得「非常幸福」的只有
1.6%。如一開始引述專家的定義，幸福
除了環境之外，個人的人格特質也有影

響。

雖然第一題的結果就呈現福利設施不

是同仁們最重視的幸福來源，但這卻是

醫院可以去做、實質上看得到的，所以

接下來問慈濟六院的護理同仁，希望醫

院再增加哪些設施。

結果發現，要讓護理同仁幸福加分，

第一名是「設置全方位的二十四小時便

利商店」52.4%。或許因為現代人皆以
快速及便利為主，新新世代的人就是喜

歡這種便利商店，不過慈濟醫院內所販

賣的東西都要是素食。繼臺北、臺中、

花蓮慈院之後，2013年 8月 1日起，
大林慈院也進駐了一家便利商店，也是

醫院克服種種關卡努力的去爭取

也讓商家點頭來院設置。曾經聽

同仁說：「現在有便利店，真的

很高興。」對年輕學弟、學妹來

說，他們說不出來為什麼，就是

喜歡，就是不一樣。

想方設法謀福利		休閒多選擇

想要醫院開辦的福利設施，第

二名是「免費咖啡廳」49.9%，
第三是「設置免費紓壓按摩小

站」35.8%、第四是「舉辦員工
旅遊」31.8%。結果跟醫院現有
設施的選擇順序是相符的。也就

是說，醫院已經在做的，是受大

目前您覺得醫院讓您感覺到的

幸福指數是？ (	N	=	1,474	)Q3

42.3%  不幸福

1.6%  非常幸福

44.1%  幸福

12.0%  非常不幸福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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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多舉辦非專業講座 (紓壓情緒等 )

4.5%  設置日間托老中心

35.8%  設置免費紓壓按摩小站

其他  11.5%

舉辦員工旅遊  31.8%

冬令發放  7.4%

地下街  28.6%

員工餐廳  11.6%

 49.9%  免費咖啡廳

5.6%  屬於自己的小農場

12.7%  設置幼兒園

您希望醫院再加設哪些設施，讓你幸福加分？

(	N	=	1,474，可複選）Q4
全方位的 24 小時便利商店

52.4%

部分護理同仁喜愛的，不過，有些這個

醫院有、那個醫院沒有。相信每家醫院

的福利委員會也想全部都做，但是能力、

經費有限。

就如前所說，咖啡廳大家都有，但是

免費的咖啡廳大家會更喜歡。大林慈院

的幸福咖啡館從2012年12月成立開始，
獲得很好的回響，那裡也變成大家下班

之後要去坐一坐的地方，也是大家聊聊

天談談心的地方。又如按摩小站，下班

之後可以紓解一天的疲勞也是同仁想要

的。當然旅遊也是，舉辦多樣化的旅遊

景點讓同仁出去散心，也因旅遊結識不

同科室的朋友，對於未來工作上的合作

也是有加乘的效果。

非專業講座也很受歡迎，是一種心靈

的成長；這一種福利應是比較能立刻付

諸實現的，只要負責人能做好聯繫工作，

經費不用太多。

另外，有些同仁覺得上班能安心，是

把家人安頓好，包括小孩和老人，把家

中老小安置好無後顧之憂，所以設置托

兒所、托老所也是必須要考量的。至於

沒空出外逛街，若能就近有地下街、購

物商城，是不少同仁期待的。

像在大林慈院，護理師惠美就感受到

院方的用心。她說：「我們沒有熱鬧的

商街，但是有得天獨厚的寬廣環境與空

間，福委會為我們辦了一場 12年來的
首度車展。」還為活動取名──「跨界

綠精靈車展」，很多人偕伴來參觀。

「看到了一些頂級車實體呈現在眼前，

雖然不一定有能力購買，但卻擁有看到

閃亮名車，像去展覽館參觀車展的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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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對於員工福利的努力，

您有感嗎？ (	N	=	1,474	)Q5
22.0%  有感   

1.5%  非常有感  

34.3%  無意見  

29.5%  無感

12.7%  非常無感

100%

0%

情緒。」惠美還分享了一段小插曲，

「某一天，有個同仁到醫院對面商家買

東西，店家疑惑地問：『聽說你們醫院

在辦「靈車展」⋯⋯同仁更疑惑地回

覆：『沒有呀，我沒聽說耶！』原來是

店家把活動旗幟上的跨界綠精靈車展錯

看成『靈車展』。」惠美說，同仁一回

來講，一群人笑翻了。這不就是幸福外

一章。

院方再加油		追加幸福感

問卷最後一題很犀利地問大家，「醫

院對於員工福利的努力，您有感嗎？」

謎底揭曉，無意見的占 34.3%，三成
的人；「無感」(29.5%)加上「非常無
感」(12.7%)，共 42.2%；而「有感」
(22.0%) 加上「非常有感」(1.5%) 為
23.5%。有四成的人沒有感覺到醫院為
同仁謀福利的努力，嚴格地說，則有近

八成的人沒有感覺到，表示醫院還有非

常大的努力空間。如何提供同仁所想要

的，如何讓同仁感受到醫院所付出的努

力，這是必須要去思考的。

提供能夠有無後顧之憂的托老托兒

所，設置一個放鬆的免費咖啡館，提供

免費的按摩小站，設置受大家歡迎的便

利商店及多樣化購物的商店街，帶帶大

家去旅遊，如有塊小農地也可以提供同

仁過過農夫的生活⋯⋯各院可以考慮從

那一項開始，讓同仁享受醫院的努力，

讓大家有以在此工作為傲的心情，幸福

感自然降臨。順便一提，有不少同仁依

興趣組織社團，也是很有幸福感的。

回到最開始，護理同仁最在乎的「人

際」，與醫院同事彼此間的互動支持感，

是護理大小主管們可以著力的，也是志

工師兄師姊不斷為醫護維繫的。

為了提升留任率及滿意度，員工福

利可以讓護理同仁看到院方的努力。

六院護理同仁，在服用慈濟四神湯「知

足、感恩、善解、包容」與慈濟四物

湯「合心、和氣、互愛、協力」盡職

工作的同時，若能利用暇餘享用醫院

為同仁追加提供的福利設施或活動，

生活中將一次又一次的發現那小小、

確定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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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

始，咖啡變成了生活的

一部分。

城市中充斥各式各

樣的咖啡館，回想幾年

前，因為左岸咖啡廣告

的置入式行銷促成我到

巴黎一遊。冷冷的三月

天，坐在著名咖啡館的

露天座位，導遊說，有

陽光的咖啡才是法國人

的最愛，我看著桌上那

一杯黑黑黏稠的飲料，

身體已凍得不自然，一

心想著移動到店內的座

位去取暖。當時的心境

感受，怎麼也與電視廣告的人文氛圍連結不上。

幾年之後，迷上了綠色美人魚招牌的咖啡，總是喜歡

一推開店門的感覺，一切都是那麼自然地發生。迎上來

咖啡香氣，輕鬆的爵士音樂，伴上咖啡師傅的招呼與問

候，熱誠又有朝氣的家常問話；環顧店內陳設與氛圍，

總是吸引我再度光臨。

這些年來咖啡相關的主題店如雨後春筍般四處林立，

但總情有獨鍾於綠色美人魚招牌，坦白說咖啡品項大同

小異，無非就是義式美式的作法，可是價格卻有數倍的

區別。家人不解我為何鍾情高價的咖啡，我也在探索合

適的解釋。

在尋覓間，似乎有了些許感受湧入心頭。

一切事物，再美好的或再混沌的，終歸是人們的心境

在取決好壞；頂著名牌加持的咖啡，若沒了烹煮咖啡人

暖和的心意，輕柔的對待與真誠的用心，如何為咖啡的

苦味中注入那抹香醇，如何學會品嘗咖啡？就彷彿我們

如何品味自己。

■
 

文
｜ 

林
甄
卉

           

大
林
慈
濟
醫
院
外
科
加
護
病
房
護
理
長

幸
福
咖
啡

Happy Café
in Our Hospital



23Volume 12  .  Number 4

大林院區規劃了「幸福咖啡」，總讓我每每擦身而過時，或踏入時，

心情也有著品嘗咖啡時省思生活中的甘苦點滴，不同人自有不同體現。

然而在面對種種外境接踵紛沓而至時，自己的心境能否保有品嘗咖啡時

的那抹幸福，進而分享原本僅屬於自己的幸福，讓那抹隱藏於咖啡背後

的幸福，看似清清淡淡卻韻味久久圍繞不散去。這樣的幸福氛圍，最終

依舊是需要人心的維繫。

每一天傍晚驅車進出院區，首先印入眼簾就是「幸福咖啡」紫色的

招牌，讓人忍不住回頭瞧瞧幸福咖啡裡的人事物；紫色的招牌默默的佇

立在那兒，已經半個年頭過去，在單位同仁的推薦下，終於有機會一睹

「她」的風采。一切也是那麼自然地發生，迎上來咖啡香氣，輕鬆的爵

士音樂，櫃檯裡咖啡師傅的招呼自在又隨意；環顧店內陳設與氛圍，簡

潔清靜，家常溫馨，店裡面都是白天熟悉的工作夥伴，在這裡大家不談

工作上的事，純粹喝咖啡吃點心，像在自家客廳，喝完咖啡後大家隨手

地整理環境用物⋯⋯

幸福咖啡的存在，只是一種形式，她，是有形的護持，她，是無形的

感恩；在我腦海裡的記憶，咖啡是有價的，但是凝聚的溫馨是無價的。

大林鄉間小鎮，我們不需要濃妝豔抹，不需要交通往返，就在自家門

口，我們共同營造心中的香醇，幸福就在心裡茁壯了。

來到大林慈院幸福咖啡

館，品味咖啡的同時，

享受片刻的一抹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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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總喜歡膩著母

親到田野間，大人們辛

勤地插秧，斗笠遮不住

日光的強悍，汗水濡濕

衣服。童年不識愁滋味

的我，沾染一身泥土香

在阡陌間奔跑嬉戲，花

草、魚、蛙盡是掌上玩

物。年歲日增，小時候

的光景已不復見。那日，

一則醫院公告將我引領

至田野間與幸福相遇。

      護理轉作田  請教老農夫  

醫院有一片空地荒草蔓生，尚未有建築規劃，希望閒置

空間可提供給同仁使用耕作，鼓勵愛護大地多食蔬果，所

以也希望大家耕種時，不要使用農藥，並教導大家製作有

機堆肥。

初始栽種不知如何下手，「農友」們你一言我一句地討

論起來，興奮的情緒難以遮掩。有人從網路找方法；有的

看書找答案；更進一步則找農民達人問方法，所以整田方

法各有千秋，每走到一畝田便知道是那位同仁農友的。

而我的栽種老師則是病人。因為我種的蒜頭小如彈丸卻

嗆辣有勁，但烹煮時費時費工不怎麼方便，連媽媽都不想

拿來料理食物。那日，注射室裡一位長者身體不適來打點

滴，留針時我看著他長著厚繭又黝黑的手說：「阿伯！你

種田的嗎？」阿伯滿臉皺紋、一頭灰髮，臉上堆著愁苦粗

聲粗氣地說：「是啊！做農甭賺錢。」我臉上帶著笑、心

裡打量著要問的問題，像極了偷學功夫的小徒弟，緩聲問：

「阿伯，如果我的蒜頭之前種的收成很小顆，有辦法重種

後變大嗎？」阿伯聽後臉上泛著笑說道：「可以呀！只要

基肥放多一些就可以，我以前有種過如拳頭般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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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苦阿伯頓時變身英雄好漢，細說當年勇如行雲流水，病容那時好似消失

了。

種菜感受病友心		田間樂事說不完

有些同事從沒種過菜，也鮮少與菜市場打交道，剛出了芽的菠菜當雜草

除掉，被一旁眼尖的大姐瞧見連忙阻止，一群人耳聞大笑，笑聲穿透了牆

籬。這裡開心的事很多，但也有心痛的事。2011年泰國水災時，臺灣的
雨量也豐沛到滿溢的程度，我已快收成的綠花椰菜泡水，枯黃的花了無朝

氣，讓我一見人便抱怨，試想若是向天掙飯吃的農人，將是刻骨刮肉之痛，

我終於了解農人為什麼颱風天不乖乖待在家，冒雨搶收農作之心；即使傷

口腐壞到幾乎要截肢，仍要擔心稻作沒施肥、入水、放水。想想不可思議，

但非得親身遭遇才能感受痛楚。

環保站的志工「師伯」屢次來「巡田」，也會對每個人指導一番。因為

每個人分到的農地不大，因此總想貪心的多種一些菜，反而因為種得太密

集導致植栽太細瘦，又捨不得淘除，因而難免被熱心的師伯「刮」兩下。

其實，葉菜類淘除掉的小苗才是農人的福利，這可是市面上買不到的。環

保站的師伯常要我將菜帶回去給父母，爸

媽吃到我種的菜，喜悅之情溢於言表，我

也很開心地和他們分享種菜經。

讀護理、到後來從事護理工作後，我在

家的時間不長，有時回家累了就睡，和爸

媽話題也不多。自從開始拎菜回家後，總

有一大串話不間斷。當然，媽媽也捨不得

我，除了護理工作之外還要耕種，屢屢勸

我別再做了。但對我而言，田野的泥土不

僅育養著蔬果美食，更有換不到的歡笑與

經驗，田野經驗更是我與家人打開就停不

了的話匣子，讓我彷彿又回到那個膩在母

親身邊、沾染一身泥土香在阡陌間奔跑的

童年。

閒暇時化身農友，感受泥土

香，體會收成分享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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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二、週四晚上，二期宿舍排球場見！」每當看著

週報內容，腦海裡就會浮現夥伴們活動時的畫面，臉上就

會出現時而會心一笑，時而仰頭哈哈大笑的表情，這就是

讓我心中充滿快樂及幸福感的醫院社團──一手好排排球

社。

萬事起頭難的健康促進

每天忙碌的臨床工作，總讓人下班後只想休息，更別提

要做什麼運動。大概也是因為這樣吧！醫院舉辦健康促進

活動，並給予經費支持，鼓勵各單位安排活動時間及運動

項目，扣除單位輪班及放假同仁，能參加的人數不多，所

以我們決定舉辦跨科室的健康促進活動。可是，玩什麼運

動好呢？真的要很感謝當初設想在二期宿舍建蓋籃球排球

場的人，加上舍監告知宿舍警衛室備有籃球及排球可以使

用，在 2007年 8月 29日，我們開始自己的健康促進。
排球要 12人才可對打，剛開始，我們幾乎差了一半的

人數。心想：「沒有關係，只要每週都有來球場打球就好。」

有一次，當我們要打球時，發現場地有幾個人在打籃球，

場地必須共用，我們居於弱勢，我鼓起勇氣問：「要跟我

們打球嗎？」沒想到對方竟然答應，場地頓時成為排球場。

為了吸引大家的參與，我們也以週報的方式來吸引更多

的夥伴。因為幾位開團元老的努力，讓我們的活動慢慢有

更多人、更多科室的參與，甚至也有院外的夥伴前來共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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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舉。也因為大家的熱情參與，讓我們獲得了院內健康促進活動競賽的優

勝，「一手好排」排球社進而在 2011年 3月 1日正式成立，固定每週兩
次的運動時間。

因為大家對排球的熱愛，我們從一盤散沙，到現在可以舉辦比賽，也參

與外面機構的比賽，雖然技術不如人，但是可以與所有喜歡排球的人一起

活動，是件無限歡樂的事情！

感受團隊意識，互助互信的重要

後來院方健康促進小組也給予支持。除了場地使用，從一開始的用電要

收費，到現在完全免費；每年舉辦比賽時也給我們最大的協助；包括場邊

座椅，架設球網等，我們不用再因為球跑到場外而中斷活動，讓我們盡量

有一個愉快的打球環境。

藉由排球，我學到了很多的東西。它不只是運動，也鍛煉個人的靈活及

敏捷度，對球的反應以及判斷能力。除此之外，排球還可以讓人有團隊意

識，學習與隊友間互信互助，產生團隊向心力，運用在職場上，我更感受

到工作時分工合作的重要性。最棒的是，在球場上不管打的好壞，夥伴們

都會給予正向鼓勵，每每都是整晚笑聲不斷，完全有下班後舒壓的效果。

至今，「一手好排」如同一家人，在球場上不只是打球，發洩壓力，還

會照顧新加入的夥伴，無私的付出，一同參與醫院的活動，一同員工旅遊，

在球場上慶生，還有人在球場上求婚。有夥伴在生日時許下了「一手好排」

在一起的十年約定。希望一手好排社團，不只是十年。

每每看到球場上的

每位夥伴，為一手好排

的付出，都讓我感動不

已，有一手好排真好！

真幸福！心動了嗎？你

也去找自己心之所向的

幸福吧。

護理同仁依興趣聚在一起、組

成社團，是身心靈健康促進的

好方法。圖為大林慈院一手好

排排球社活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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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 12年前，結束在繁
榮都市的工作，決定到大

林鄉下試試。記得那天火

車一路搖搖晃晃，只見眼

底的景色越來越寬闊，當

時是酷寒的冬天，身體的

冷混合著景色的涼，讓我

不禁想，就一個月吧，我

會離開的！但緣分就是如

此的奇妙，我不但沒有在

一個月後離開，還在這 12
年中完成了諸多人生大事

——升學、結婚、還有人

生中最美好的禮物——女兒 QQ。
在大林落地生根的我，開始懂得享受樸實的樂趣，最

開心的是假日騎著腳踏車載著 QQ去探險。QQ會想像
天上的白雲像棉花糖，貼心的她常問媽媽喜歡什麼口味，

那認真又可愛的模樣，總讓我感受生活的簡單幸福。  
是在 QQ三個月大時，帶她到大愛幼兒園的托嬰中心

就讀。現在母女每天騎著「QQ號」一起上學，雖然路
程只有短短 5到 10分鐘，每一步都是我們倆的幸福時
光。透過幼兒園安排的每日繪本欣賞、課程引導、手指

謠、體能活動和肢體伸展，QQ的動作發展和語彙能力
進步不少。生活中從自己開始拿湯匙進食，到能達到保

持桌面的清潔；從包尿布到現在可以自行如廁、控制；

與同儕互動中，從原本的爭吵、搶奪到現在可以耐心等

待。看著 QQ每天令人驚喜的表現，都讓我感到欣慰與
欣喜。

QQ貼心、知足，懂得感恩爸媽，還會幫媽媽搥背、幫
忙做家事，這學期還得到「禮貌小菩薩」的獎狀！真覺得

自己的辛苦沒有白費，希望 QQ能繼續在這樣的環境下成
長。醫院設置了幼兒園，讓我上班時無後顧之憂，下班後

能在最短的時間看到我的寶貝。幸福就是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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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屬鄉下地方，招募不易。曾經有位護理師來報到

一星期後跟我說：「我要離職，因為這裡太偏僻，我適

合繁華的都市。」也因此讓我們思考，如何讓護理同仁

能在這裡有都市般方便的活動，願意安住在這裡，再與

人文室及志工組討論後，決定主要方向為非專業的娛樂

學習，所以就設置了「蕙質蘭心社」。其涵義為「品性

高潔、美麗聰明」，也是護理人員的象徵。

社團一開始由護理部主辦，只開放給護理人員參加，

一個月舉辦一次。在課程舉辦前先做民意調查，再依需

求找講師。從美容、美髮或服裝打扮進而至心靈的探索，

課程場場爆滿，又加上每次志工師兄姊協助準備的精美

素食餐點，讓大家參與意願更高。

每位講師都是業界頂尖人物，都是發心來義務演講，

如：美容方面邀請大愛臺的老師來教大家保養、彩妝，

美髮方面邀請首席設計師來指導如何整理頭髮，如何綁

美麗清爽的髮型；當然，也有談養生及如何紓壓的課程。

也不會忘記邀請投入慈濟的偶像明星前來分享，如殷正

洋、陳霆等。

蕙質蘭心社愈辦愈好，持續 8年後，決定開放給全院
同仁參加，甚至連家屬也來參與。在這樣的改變下，活

動也漸漸轉變成親子為主，並以可以動手做的課程來進

行，如：竹蜻蜓紙飛機 DIY、巧克力、奶酪及薑餅屋製
作等，獲得大家一致的好評。且在

活動當中，看到平常繁忙的父母能

與孩子親近互動，令人感動。

大林鄉下有溫情，醫院的用心同

仁也感受得到。蕙質蘭心下一次的

活動又要辦什麼啊？想想，期待不

也是一種幸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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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同仁們一起工作，大家是同事、也像朋友，感情很

好，雖然如此，還是很難把工作場所當成是自己的家。為

了照顧同仁，醫院推動懿德爸媽到單位的關懷活動，轉眼

也已經超過 3年。單位同仁來來去去時有變動，唯一不變
的，是每個月一次的聚餐。9A病房的懿德爸媽從不間斷
每月的聚會，而且每次我忘了回覆是否參加，爸媽們總會

主動提醒我，甚至不厭其煩的打電話到單位確認。

每一次的聚會，是大家最開心的時刻，因為餐桌上擺滿

了各式各樣的菜色，這些點心可都是爸爸媽媽們花了很多

時間及心思準備的餐點，吃在嘴裡有滿滿的幸福，一次次

下來，讓我們開始有家的感覺。

在這個家庭聚會裡，爸媽們還得接受點菜的臨場考驗，

所以每一位師兄姊都有十八般武藝；有蛋糕爸爸，每次帶

來最好吃的甜點，有紅豆媽媽，帶來像廣告說「電腦選的

擱綿擱鬆」的紅豆牛奶，還有愛「拈花惹草」的素華媽媽，

總是把硬邦邦的討論室點綴成素雅的用餐環境，即使她人

在大陸，也不忘叮嚀其他爸媽要定時到單位關心我們。為

了營造不一樣的用餐情境跟心情，帶我們到慈濟斗南聯絡

處享受田野用餐之美，而且還有古箏優雅的琴聲相伴。 
此外，還有開心果蓮淑媽媽爽朗的笑聲陪伴，心靈導師

爵妃媽媽還擔任單位同仁結婚時的新娘秘書，還有很多位

懿德爸爸媽媽，都是用心付出，只為讓我們能有家的感覺。

雖然沒辦法在這裡一一列舉每個人的名字，總而言之，謝

謝您們給 9A的大小孩子們有如此幸福家庭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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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懿德爸媽的家聚活動，總想辦法讓護理同仁盡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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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的圖書館，除了有豐富的藏書，各式各樣的影音

光碟，還有什麼？大林慈院的圖書館還會舉辦各類別的講

座，有知性的親子對話、時事中最夯的省錢議題、當然也

有成功人士勵志的演說。參加這些講座，帶給我的工作與

生活很多正向的思考與幫助。

例如，現在當了父母，對教養就很關心。圖書館辦的親

子講座中，廖坤山老師的演講內容令我印象深刻。該演講

主題是：莫讓「成績」變成「陳跡」，從親子共讀到獨立

學習。老師建議從親子共讀開始，從孩子小時候就一起讀

繪本，我們當父母親的，以身作則來營造一個愛閱讀的環

境，孩子進而能養成獨立學習的能力。

還有《花小錢，過好日》的作者張偉明先生分享了如何

從生活中節省支出。至於成功企業家的人生哲學是什麼？

我們近距離聆聽了王品集團董事長戴勝益先生的三合一咖

啡人生哲學。他說的咖啡是指工作、責任與壓力，這三種

的味道嚐起來是苦的，但是人生就必須要有如此的焠煉才

能成熟；如果加點糖，味道就會順口些，而糖指的是家庭

生活，一個溫暖的家能夠洗去滿身的疲憊讓自己再充電；

如果能夠再做點個人有興趣的事，那種感覺就更棒了，奶

精就是個人生活，每個人總有一些夢想、興趣，生活中有

了個人實現的元素在裡頭，面對一切不如意時就能更有毅

力的去面對。

在大林慈院很幸福，因

為醫院一直努力打造成深

具人文的醫療環境，希望

自己在享受這人文的幸福

時，也能回饋，把幸福帶

給周遭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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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慈院不定期舉辦各類主題的

講座，讓同仁的視野更寬廣，也

從中得到生活的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