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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太魯閣族小女孩，到成為第

三屆十大南丁格爾獎得主，楊秀花是

怎麼走出自己的護理路？

陪父親住院  愛上護理之美

在秀花八歲那年，升小二暑假的某

一天，嗚伊嗚伊的巨聲劃破了沉靜的

部落，長期酗酒的父親酒後駕車與吊

車相撞，嚴重受傷，但卻奇蹟式地存

活下來。「爸爸在門諾醫院住了兩個

多月，我也睡躺椅兩個多月。睡熟了

掉下躺椅時，爸爸因為骨折無法抱我

上床，就會按叫人鈴把護士找來，把

我抱回床上。」這段陪伴爸爸住院的

期間，秀花看到那些護理師大姊姊是

怎麼照顧爸爸和其他病人的，決定長

大以後當護士很不錯。

國中畢業，同時考上慈濟和聖母護

專，但秀花不想留在家鄉，只想著離

遠一點，就到宜蘭念書。護專畢業後

考上長庚護專二技，從宜蘭搬到臺北

繼續念書。

■ 文 ︳  羅淑芬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副教授

   編輯︳  黃秋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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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辛勞童年為力量  到都會闖蕩

當初要念護專，爸爸是極力反對

的，因為他認為護理工作太辛苦了。

但秀花坦白說，這個選擇的背後也

有她對父母的抗議。「媽媽希望我

念花蓮女中，但是爸媽在我國中畢

業時離婚，我對他們很失望，所以

我也不要讓媽媽滿意。」 

秀花是花蓮縣萬榮鄉西林村的太

魯閣族原住民，「我們是知亞干部

落，大家比較不知道，就在觀光景

點二子山溫泉旁邊。」從秀花有記

憶以來，爸爸就總是在喝酒，不是

不工作，而是工作機會很零星，有

一搭沒一搭的。秀花說：「為了養

活五個小孩，媽媽要花一天的時間

上山，採山蘇、過貓、摘藤心回來，

隔天再花一天時間下山去賣菜。」

所以秀花五歲就開始幫忙媽媽。

上了小學，不懂考試為何事，二、

三年級時，媽媽把秀花轉學到花蓮市

寄住在阿姨家，秀花還記得那時媽媽

看到成績單後失望的表情，「怎麼五

個小孩，沒有一個會念書。」原來媽

媽希望他們好好讀書才有未來，從此

秀花就認真讀書，考試都能拿到全班

前幾名，因為她知道媽媽的辛苦，希

望能讓媽媽開心。而且她發現，只要

她肯花功夫念書，要成績好不難。

小五轉回部落，在已婚的大哥家

住，因為媽媽到日本去當清潔婦賺

錢了。秀花每天除了上學時間外，

要作所有家事、煮飯、還要帶幼齡

的侄子侄女，根本沒有時間和環境

念書。在家庭破碎的現實之中，秀

花每天辛勤勞動，邊渴望著父親的

呵護、家庭的團圓，但母親終究對

父親失去期待而決定分開，秀花不

能接受，她回應的方式就是「不考

上花女」，其實她沒好好拚聯考，

但只差十分就考上花蓮區的女子高

中第一志願。小小的叛逆讓秀花朝

著小時候的志向前進，帶著自己的

堅強與獨立，她什麼都不怕地到繁

華的都市去打拚。

走入臨床前的心靈魔考

國中畢業之後，秀花一切靠自己，

尤其是經濟方面，所以她在念護專

前要先賺到學費，護專畢業後也要

花一年的時間賺錢存到學費了才能

再去念書。秀花護理生涯的第一個

個案，是在護校寒假當看護時。她

照護一位腦幹出血的阿公，阿公意

識昏迷，呼吸忽快忽慢，喉嚨出現

咕嚕咕嚕的痰音，深怕阿公突然死

亡，她居然三天三夜沒闔上眼，但

還是不敵無常。她哭得比家屬還像

家屬，阿公往生的臉孔烙印在腦海

許久。而那次的照顧經驗，她發誓

要做一位好護理師。

只是，隨著一次次實習，愈來愈

了解臨床護理，秀花反而退卻，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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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不再了。二技要念完了，同學都

在狂念書或補習考護師執照，秀花

卻無所事事。「護理工作太沈重了，

做不好會出人命的！所以那時我不

想做護理了，心裡想，或許念語文

好了。」還在東想西想，接到大姊

一通「氣 ( 泣 ) 訴」電話，因為姊姊

的夢想就是當護理師，但當年家裡

沒辦法讓她念，現在秀花就要實現

夢想了卻要喊停！秀花說：「那時

姊姊不知道我沒有考上護師執照，

而且我也不在乎。」

同住租屋處的一位大哥哥，他在

補習班教書，把漫無目的閒晃的秀

花叫來說：「你也去補習，同學都

正在準備。」聽他說著那些名字，

都是她的好同學，秀花才清醒過來

似地，積極去準備應考，接著跨入

臨床護理工作。「這一個大哥哥，

說起來算是我護理工作上的其中一

位貴人吧。」

看見原民的苦  培養護理韌性

第一份工作在林口長庚醫院將近

三年，在胸腔內科病房服務。新手上

路，挫折難免，秀花時常鼓勵自己，

萬事起頭難；每天面對繁重工作，還

要接受病人及家屬因擔心病情的情緒

失控咆哮，適應環境的壓力，但這些

困難並沒有難倒她，因為照護病人的

成就感及家屬的肯定，是面對這些挑

戰時最好的良藥。「擇己所愛，愛己

所擇」，看似簡單的道理，卻是秀花

歷練一次又一次挫折，磨練出對護理

令人敬佩的信念。

離家北上念書、到臺北工作，轉眼

十二年過去，秀花決定要回家鄉了。

到慈濟醫院上班，先進入腸胃科病房

服務。

「剛到腸胃科病房，突然覺得在

臺北工作好輕鬆！」早年的腸胃科

病房充滿了酒精中毒、肝硬化等病

人，很多都是原住民，而且沒有人

照顧的比例很高，護理師在例行工

作之外，要幫病人換尿布、床單弄

髒也要換、餵飯……。秀花提到了楊秀花僅存幾張小時候的照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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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姊曾跟她開玩笑：「秀花，怎麼

都是你們原住民啦！」雖然是無心

的話，但這些不愛惜自己健康的族

人，讓年輕的她覺得很丟臉。

那時有一位病房的頭痛人物，三

不五時就按鈴找護士，前一分鐘才

去完回護理站，下一分鐘她又按了，

讓大家頭痛不已。有一天，這個人

在秀花的背後大叫她的原住民名字，

才知道原來是自己的表妹。同事們

都非常驚訝：「她是妳的表妹！」

這時約二十七歲的秀花，自己也完

全認不出這個表妹，因為離開部落

十多年，表妹跟小時候的樣子天差

地別。酗酒、吸毒的結果，這個表

妹在二十多歲就往生，還留了一個

小孩增加家人的負擔。該為原住民

同胞多做些什麼的念頭，在她的心

底不自覺地縕釀。 

但是護理工作一直這麼順嗎？秀

花說：「也曾有想離職的念頭。但

我覺得是自己心態的問題，心態改

變看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樣，學會感

恩每件挫折跟困難，勇敢去面對它，

其實收穫是自己無法想像的。」

父親的特別護士

生命的天使與驕傲

在腸胃科病房服務三年，在父親

往生後，轉到重症加護病房。對父

親的愛與恨，是秀花心中一直存在的

糾結，她不懂父親為什麼要這樣一直

喝。「直到有一天，姑姑跟我說，妳

爸爸一定是心裡有什麼事過不去，才

會這樣的。」讓秀花靜下心來去感受、

接受父親一生的苦。不管對爸爸有多

麼不滿，只要他身體不舒服，秀花立

刻化身為爸爸的特別護士，仔細照

顧。

而父親從一開始最反對她從事護理

工作，到後來在離世前留下一席話：

「謝謝妳堅持選擇護理這條路，要不

是有妳，我早在四年前那場重病就離

開了，謝謝妳讓我在這四年得到最好

的照顧，爸爸永遠惦記妳的好，妳是

我的救命恩人，妳是我生命的天使，

以後，妳也要用照顧我的方式去照顧

妳所照顧的病人，我會在天上為妳感

到驕傲。」

臉上總是掛著笑容，楊秀花說這是她從事護理

工作的祕密武器。攝影／林永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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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社區  面向寬廣多元

「當對加護病房所有儀器及重症

疾病熟悉之後，我開始覺得護理生

命少了一種元素，在個案身、 心、

靈的照顧，我覺得我只能提供到身

體的部分。」秀花感覺到自己的工

作瓶頸，決定結束十年的加護病房

工作，於是在 2010 年轉任居家護理

師，走入社區，走進個案的家庭，

也因而關懷更多的原住民朋友，以

及自己的部落。

秀花發現自己不僅可以提供居家

個案的護理指導，甚至可以提供身

心靈的照顧；不僅到病人家，也到

社區關懷站照護長者。她到了個案

家，還會順便幫臥床病人修剪頭髮、

刮鬍子，讓家屬很感動。發現多數

居家照護的病人都有口腔護理的問

題，便設計臥床病人專用的口腔照

護抽吸器，並製作衛教短片燒錄成

光碟讓家屬學習；協助錄製太魯閣

族語的戒檳衛教數位教材、乳房攝

影車衛教教材，到處推動戒菸、戒

檳、戒酒……

幾年下來，秀花愈來愈適應這份

工作，她說：「社區是多元的，沒

有加護病房侷限，面向寬廣，非常

符合我的特質，我喜歡和人互動，

我喜悅現在的工作，同時也找到人

生存在的價值生的價值。」

回饋部落  耕耘護理之外的福田

今年是第三年由秀花個人名義發起

原住民部落發放物資的活動，每次活

動都圓滿順利，也連結她和許多善心

朋友的友誼，更拉近她和部落之間的

距離。她和先生常帶著兩個孩子回部

落，「我們都很喜歡回山上。」她也

讓孩子學習手心向下去幫助別人。

同事、朋友知道她要送物資，紛紛

將消息一個傳一個，幫忙收集物資；

甚至報名要參與物資發放的活動，現

在連許多不認識的人也都紛紛響應。

「每當活動結束，看到部落居民拿到

我們傳遞的物資後，每個人都笑得很

開心，而我們傳遞著愛的物資同時，

心裡也很踏實滿足。」

在提供居家照護的同時，若觀察到環境或案家

需要什麼協助，楊秀花就會記在心上去想辦

法。攝影／彭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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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捐物資到部落的行動，來自於

秀花剛到居家護理時去參加了東區慈

濟人醫會在西林的義診，剛好是她的

部落附近。「我們去往診，有些部落

老人重聽，有些是國語聽得懂但不太

會說，他們聽到我說族語都非常高興，

好像一層隔閡就這樣打破了。」看到

不少部落家庭有物資上的需求，她想

了想，就開始了這樣一年一度的募物

資行動。

投入護理工作 17 年，能得到南丁格

爾獎的肯定，秀花直說很意外，「我

只是將護理的工作延伸到部落服務，

謝謝我的家人及族人。」「感恩曾經

幫助過我的所有人，包括老師、醫院

同事，還有最重要的病人及家屬。」

「人的生命長短無法掌握，但生命

的姿態要寬闊；付出，讓生命更深厚，

讓靈裡都喜樂。」這句是她的座右銘，

也是現在及未來努力的目標。她也鼓

勵原住民朋友，「環境困苦，我們一

樣可以勇敢面對所有的困難，因為原

住民資質沒有比別人差。」

「我知道上帝要使用我這個器皿，

在我體力不支、軟弱想放棄時給我力

量。」最後，秀花感謝地說：「身為

原住民的護理專業人員，可以在這塊

土地上為偏鄉的部落族人服務，是一

件榮耀與幸福的事。」

從事護理工作十多年，秀花已贏得娘家與婆家最大的肯定與支持。圖為秀花與母親及家人上山採摘箭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