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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s Diary

我的夢想是環遊世界。

舞蹈家許芳宜說：「我因為夢想改

變一生」，護理並非是我的夢想，但

護理協助我實現夢想並改變我的思考

方式；因為護理是可以讓我帶著旅行

的專業。是的！只要是有人的地方，

就有護理的需求。而旅行讓我體驗不

同的生活、人文和地理風景，也因此

豐富了我的人生地圖。2006 年，機

緣下看到一則有關海外志工的新聞

後，我選擇暫時離開護理教職，然後

於 2007 到 2009 年，我為自己安排

了兩年「海外醫護志工」的主題旅

行。

第一年，至印度大吉嶺西藏難民自

助中心 (TRSHC)。這裡讓我體驗到生

活簡單的快樂、茶園的美麗、喜馬拉

雅山山脈的雄偉、聆聽藏經吟唱及經

輪轉動時的靈靜、凍傷所造成的皮膚

紅腫及瘙癢、被跳蚤攻擊到快「抓

狂」、乾季缺水時使用每一滴水的小

氣、地方為爭取成立自治區罷工時，

因沒經驗未先去「搶購」食物而差點

斷糧的恐慌、加入藏人抗議政治壓迫

遊行時的憤慨等。

印度貧富差距懸殊，很多人民負擔

不起醫療費用，在我工作的西藏難民

診療所 (TRSHC Diagnostic Clinic) 時

常遇到病人因無法負擔醫師看診費

用，而只要求拿藥 ( 有點像密醫行為

)。在幾次免費的行動醫療服務中，

也曾發生病人人數過多而必須忍痛停

止服務後面的病人……這是難過且無

力的抉擇，但因考量到團員也是須要

休息的，且隔天亦有另一群病人在另

一地區等候我們的服務。我想，這是

另一種課題，必須面對和學習的吧。

能力、時間雖有限，也期許自己能做

多少就做多少，但不能勉強，因為把

Being a Medical Service Volunteer 
to Calmly Better the World
■ 文  ︳黃川芳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臨床實習指導老師

改變力量
溫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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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非甘比亞，黃

川芳老師自我推薦

到護理學校教授重

症護理。

自己燃燒完成了灰燼，如何有能力再

照亮別人呢？當然自己也進行了一些

專案，如藥物管理、糖尿病單張製作

及衛教人員的訓練、長者及工作人員

的血壓監測、兒童口腔衛教及兒童牙

刷的分發、及肺結核患者 N95 口罩

的分發等。

第二年，我到西非甘比亞。這裡讓

我體驗到非洲地理與文化的粗獷及美

麗、氣候高溫及乾燥，非洲鼓音樂的

震撼、族群的多樣化、奴隸貿易歷史

的悲哀、大片土地的荒蕪、生活步調

的慵懶、瘧蚊的威力。甘比亞時常發

生醫療物資「斷貨」的窘境，我在當

地最具規模的國立醫院 RVTH(Royal 

Victoria Teaching Hospital) 服務，

親自經歷了因急救藥物不足而決定終

止急救、生理食鹽水不足而請家屬煮

芭樂葉水 ( 據說有療效 ) 用以清潔約

80% 的 2-3 度燒傷、無消毒藥水而請

家屬買醋稀釋來消毒因車禍露出大片

頭蓋骨的傷口，還有抗生素療程到一

半時藥局通知沒藥了等等，在臺灣想

像不到的狀況和處置方式。

甘比亞 95% 人口信仰穆斯林，據

說可蘭經記載男人可娶 4 位女人，

所以可想像男人地位的崇高。曾遇過

兩位懷孕病人，一位因子癇症而造成

胎死腹中，無家屬陪同，所以我陪伴

在側並借她手機，聽她哭著乞求她先

生來醫院簽墮胎手術同意書，是的，

不要懷疑，她是用「乞求」這動詞；

另一位是蜘蛛膜下腔出血，母親與胎

兒仍活著，醫生建議終止懷孕以保住

母親的性命，但家屬卻遲遲不願簽墮

胎手術同意書，最後母子兩條生命逝

去。

此次經驗亦讓我意外地瞭解到，國

際慈善捐贈的美意也可以變成惡夢，

例如捐贈了管灌幫浦卻未捐贈管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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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當有人發現了這問題並送來管灌

袋，又因型號不同無法使用。此外，

雖然有人捐贈呼吸器，但醫院加護病

房卻無相關設施故無法使用……，這

些事情，只因為沒有周全的事先評

估，這些捐贈物資最後都成了佔空間

的垃圾，不是嗎？

為了讓自己的價值發揮得更好，我

設計了一臺簡易的小型急救車、設計

了加護病房的記錄單張、毛遂自薦到

護理學校每週一次的授課 ( 重症護理

概念簡介 )、及口腔衛教及兒童牙刷

的分發等 ( 我覺得這一點我自己做得

很好，因為這是我應該做的事情 )。 

兩年間的志工旅行，每次病患或其

家屬的一個笑容、一句謝謝都是支持

自己理念的最佳動力。證嚴法師的靜

思語：「從付出中獲得滿心歡喜，

從付出中藉事練心、涵養開闊的心

量。」是的，付出當下，福已在其中。

記得替一位病患用針頭移除其手掌

上的一小根木刺後，他竟高興得捧著

我的臉並輕吻我的手，讓我一時不知

如何是好；應只是我那小小的動作，

移除了他兩三天的疼痛不適感吧。又

如一位燒傷病患，他因到我工作地點

換藥，而感受到和其他醫院的換藥

方式不同，且會主動提供相關知識及

衛教，所以後來他私下詢問我是否可

以到他的住處去，協助評估他太太的

黃川芳老師到燒傷

病人家為她換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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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傷傷口並給予建議。最後他太太也

成為我的病患，但因傷口範圍從大腿

至小腿且有感染情形，無法步行，所

以我決定利用午餐時間及假日到她家

換藥並提供她一些自行從臺灣帶來的

敷料及藥物。看他們的傷口範圍逐漸

縮小、活動能力漸增，說真的，很有

滿足感。讓人更開心的是，我們也成

為朋友了呢。順帶一提一則有關他

們 8 歲兒子的可愛小趣事。有一天，

他自己步行來找我到他家幫他媽媽換

藥，但其實我已經到他家去了，而當

他回到家時，我也已離去了。後來我

的病人問他兒子去那裡了，他竟天真

地回答說「去臺灣」找我──因為父

母告訴他我是從臺灣來的。而當時他

以為我工作的地點叫臺灣，真是可愛

呢！也有一位病人因糖尿病傷口癒合

不佳，在我協助換藥下而改善，他說

如果痊癒了要給我錢，我說我來這裡

不是為了錢，後來他問我是來自中國

嗎？我回答他：「我來自臺灣。」我

想，志工是擁有溫暖的改變力量，透

過「利他」行動會有更多人認識臺

灣，了解臺灣人，你同意嗎？

早期臺灣曾經是一個接受國際非營

利組織援助的國家。現在看到臺灣有

越來越多的人積極投入非營利組織

(NPO) 這塊另類的工作領域中，並將

視野拓展到國際上，關注並實際參與

國際救援行動，這的確是令人雀躍

的。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說：「21

世紀是非營利組織的世紀」。期望有

更多臺灣人能積極參與 NPO 事務，

以建立更和平美好的生存環境。

話說「人生就像一次旅行」，而

我認為我的人生是精彩的，那麼你

呢？你要如何設計自己親愛的人生

旅程？

黃川芳老師透過志工旅行發揮自己的專長，更為甘比亞的孩子進行口腔衛育，也分送牙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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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吳郁梅  花蓮慈濟醫院神經內科專科護理師  

   攝影︳  楊舜斌

走入職場已經十個年頭，會一頭栽

進護理這個領域其實源自於爸爸的一

句話：「你去念慈濟護專好了！」當

時國三的我並沒有太多的想法，隨即

便答應了爸爸的要求，也順利考取並

進入學校就讀。對於初次離家的我，

當媽媽幫我整理行李並帶我坐火車到

花蓮時，我的心情是雀躍的，心中想

著終於可以離開家裡出來闖蕩了。不

過，這樣的心情並沒有維持太久，當

下午媽媽要離開時，我開始後悔為何

要選擇到偏遠的花蓮來念書？之後每

天以淚洗面的日子，足足過了一個月，

才開始適應學校生活。

用心領會  有趣的工作

開始對護理產生好奇心是在基本護

理學實習，實習老師告訴我，護理是

個「用心」去經營的事業，凡是真誠

用心付出，必然也會收穫良多。於是，

年輕的我開始學著用心領會。內外科

實習時，臨床老師啟發我對護理的興

趣，我開始覺得護理是門有趣的工作，

除了可以探索醫學的奧妙之外，在完

成本分事後，病人、家屬的一句道謝、

微笑都可以讓我欣喜許久，挑燈夜戰

的辛苦就當吃補了。

五年級正式進入全年實習的階段，

完成了這一段天堂路，我們將從護生

跨越到護理師的里程碑。可能是基

於對公費生的厚愛，帶我的實習老師

各個以經驗豐富、態度嚴謹著稱，實

習過程中，雖然辛苦但也樂在其中，

而我也在這些老師的身上偷學不少功

夫，奠定日後工作所需的基本功。學

生生活就在懵懵懂懂間流逝而過。

志為梯 
青雲有路

From a ICU Nurse to a 
Neurology Nurse Practiti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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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用期滿當自強

學姊隱身變顧問  

考完執照考試的隔天，我隨即進入

醫院開始新兵訓練營的生活。分派的

單位是實習待過的地方，在熟悉的地

方工作，壓力或許減少了一些，不過

心理還是忐忑不安的，深怕自己撐不

過就變成了護理界的逃兵。

幸好當時有單位學姊和學校的實

習老師幫忙，完成他們自己的工作之

後，還撥空關心我，並且傳授我適應

職場的撇步，例如時間的規劃管理、

處理病人事務的輕重緩急等，讓我順

利的度過難熬的新人試用期。

試用期後表示我已通過基本條件，

成為必須能夠獨當一面處理病人的事

務的人。反義而言，輔導學姊變成我

的王牌顧問，有什麼事，我得先自己

想盡辦法處理，包括：病人的針打不

上、抽不到血、醫師要在床邊抽胸

水、抽腹水或行腰椎穿刺……等，在

我抵擋不住時，「王牌顧問」才會現

身為我解燃眉之急。

血流滿面的經驗

這段期間也經歷了一些經驗，提醒

自己照護病人時，須時時注意細節，

否則得花更多時間和精力來彌補無意

中犯下的錯誤。

舉例來說，有次我在為一位年長

貧血的阿嬤執行輸血，當我換下第

一袋輸空的血袋並將第二袋血品換上

時，沒注意到入針處沒有完全推入血

袋中，也沒看到輸血管路勾住我的衣

服，一轉身，輸血管路便硬生生的被

扯下來，血袋中的血嘩啦啦的流下

來，流過我的臉頰滴到衣服上。倉皇

地將病人端管路封住後，立刻衝回護

理站。回到護理站，學姊看到我血流

從重症病房護理師到成為專科護理師，吳郁梅逐步實現理想，感謝過程中所有帶過她的學姊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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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面立刻衝上前來，以為發生什麼大

事，最後我默默的跟她說：「學姊，

我沒把血袋固定好，管路被我扯下來

了。」說完眼淚就掉了下來。學姊連

忙安慰我，並幫我找一套乾淨的衣服

換上。接下來除了要重新輸血，還多

了一份意外事件報告。

突來的死亡衝擊

另一個難過的經驗發生在假日的午

後。

「今天白班很好上，沒有太多繁瑣

的事情，病人的情況也還算穩定，再

過一個半小時我就能準時交班開心的

下班去了。」我心裡想著。走到床邊，

看著無人照顧的中風阿嬤，我上前

問：「阿嬤你還好嗎？有沒有哪裡不

舒服呀？」阿嬤說：「我沒事。」交

班前半小時，趁著空檔，我再次探視

病人做最後交班前的確認，走到阿嬤

床前叫了幾聲，心想阿嬤怎麼都不理

我？怎麼阿嬤臉色變得「青筍筍」，

一摸阿嬤的手，心也涼了一半，立刻

呼叫急救，但依然回天乏術。醫師向

剛抵達的家屬說明之後宣告死亡。

這件事對我的衝擊很大，我依然不

懂為何病人病況變化可以如此之大？

明明前一個小時我們還有對話，但之

後卻……。自此之後不管是上什麼班，

有空、沒空，我都要求自己至少每個

小時巡視一下，確定病人還有呼吸，

沒有意外狀況發生。

實現第一個願望

重症護理師

在適應病房的工作之後，我開始計

畫實現我的願望。學生時代的我很佩

服在加護病房工作的學姊們，不論是

在照護病人的態度、專業知識及人際

上的應對進退，都有領導者的風範。

而進入病房工作後，看到專師學姊們

認真工作的態度和照顧病人的用心，

也讓我欽佩不已。所以我期許自己，

如果可以，我想要轉調到加護病房，

接受訓練後轉變為一位厲害的護理

師。如果有機遇，專師這個選擇好像

也不錯。

於是我參加了加護訓練班，一邊上

班一邊上課，遇到其他單位缺人，護

理長安排我去哪裡支援我就去哪，心

內病房、外科病房、急診，都曾留下

我的足跡。坦白說，支援的生活挺辛

苦的，因為單位屬性大不相同，許多

疾病照護、護理技術、醫療儀器都要

重新複習，因此下班回家吃完飯後就

得忙著做功課、抄筆記。日子累歸累，

卻也增長了我的見識。後來加護病房

缺人，麗花護理長也鼓勵，我轉調到

加護病房去工作，實現我的第一個夢

想──當個加護病房的厲害護理師，

這一待就是四年。

剛到加護病房，大部分的儀器和裡

面的人、事對我來說都是新奇又有點

恐怖的。這時不禁要感謝單位許多資

深學姊的一對一教學，和麗花護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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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雜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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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學弟妹們勇敢接受實習的挑戰，吳郁梅專師與慈濟技術實習學妹們合影。（鍾佳玲提供）

讓我去支援的經驗，雖然每次外放到

其他單位支援時，心中不免嘀咕、抱

怨連連，但此時才驚覺，有了支援經

驗我才能快速適應加護病房這個大環

境和每天不同的變化球。

這四年當中，也得到單位主管的首

肯及同事們的協助，完成了二技的學

業。在求學的過程中，有幸遇到來自

於醫院裡各個單位及其他醫院優秀的

學姊們，在課堂中我們分享自己的專

長所學和臨床工作經驗，實習時我們

彼此鼓勵、互相督促完成自己的本分

事和老師交代的工作，三年的進修時

間便在不知不覺的忙碌中度過。

把握機緣成為專師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在完成二技學業後，打算轉調回病房

工作以緩解普通病房資深人力缺編之

急。在偶然的機會下，神經科主任向

我打聽是否有護理同仁想轉職當專科

護理師，以因應住院醫師短缺的窘境。

一向沒膽的我不知哪來的勇氣，便向

主任毛遂自薦，經過面談後也順利在

工作七年後實現我我的第二個願望。

來到神經科擔任專師這個角色，其

實沒有想像中輕鬆愜意。

一開始以為只要接病人、問病史、

身體評估，之後告知醫師安排檢查就

大功告成。事實上，除了上述這些步

驟之外，還要將病人異常表徵，藉由

身體評估及神經學評估後，一一推敲

出可能的問題 ( 鑑別診斷 ) 有哪些，

再依序與醫師討論並且擬定治療目標

及計畫。有時碰到病況複雜的重症病

患時，更需要花費精神釐清前因後果，

找出較好的方法來幫助患者。

一路走來感謝許多醫師和老師們的

協助，讓我能夠順利考取專科護理師

執照，在職場照顧病人也更得心應手。

「人易在安逸、舒適的環境下放鬆，

進而慢慢地失去飛躍的能力，最終淪

為安逸的犧牲品」，對於未來，我期

許自己繼續保持著熱情，精進不懈的

向上提升，接續完成未來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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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誌白衣
Angel,s Diary

迎接國際護師節的早晨，滿桌的

水果甜點，還有色彩繽紛的氣球點

綴在關山慈濟醫院大廳的每個角落，

空氣中洋溢著甜蜜溫馨的氣息。當 <

幸福的臉 > 音樂響起，護理人員陸

續入座，潘永謙院長、張志芳醫師

及各單位主管同仁也到場同歡。

「我們醫院是一個讓人想用心守

護、想用生命寫故事的地方。」護

理部古花妹督導收集護理同仁參加

各類活動照片製成簡報，讓大家回

顧這一年來的點滴；也播放來自各

單位同仁的祝福影片，有的畫面更

是搞笑滿檔，同仁們在大笑的同時，

心裡也泛著攜手守護偏鄉、對彼此

付出的感動。花妹督導有感而發地

表示，希望護理同仁像家人般的感

情可以綿延傳承，「也很感恩慈濟

家人的護持和陪伴，讓我們能安安

穩穩，用心、用情、用大愛照護苦

難眾生。」

為了幫護理師打氣的票選活動「人

氣女王我最讚」結果出爐，五位人

氣女王分別為微笑天使邱思婷、最

佳團隊獎則是孫美蘭、最佳人緣獎

馬秀美、最佳服務獎邱玉涵、教學

精神獎馬美蘭，以及在護理界服務

超過四十年的重量級人物陳桂珠。

急診室馬美蘭護理師謙虛地說自

己還有很多需要努力的空間，但不

管會在職場上待多久，她都會秉持

最初的熱忱來服務病人，也會時時

警惕自己更進步。病房部的孫美蘭

因為沒有準備謝詞，就用好歌喉即

興哼了幾句「我來自關山，慈濟是

個好地方，嘿 ! 慈濟慈濟慈濟是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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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嘿 !」，下臺前還不忘幽默地

告訴大家「下次再當選的時候，我

會再準備更長的感謝詞！」

一個半小時的護師節活動，在護

理同仁燕婷及燕芬姊妹倆自彈自唱

改編童歌 < 伊比呀呀 > 的遊戲中歡

樂度過。

雖然偏鄉護理人員必須身兼多職，

但活潑開朗的白衣大士，總能用爽

朗的笑聲輕鬆化解壓力。去年才從

臺中回到家鄉的慈濟志工蔡春蘭說，

來關山慈院服務一年多，最讓她感

動的就是大家的笑容，尤其看到再

過兩天就要進入預產期的急診室護

理師邱燕婷，仍堅守崗位，臉上沒

有一絲倦容，更是讓她欽佩這樣的

工作態度。

婦產科張志芳醫師說，關山慈院

轉眼間已經十三年，有的護理人員

在這裡產下了不少孩子，有的從外

鄉來的也落地深根，希望大家都能

陪伴關山慈院走過更多的十三年，

也鼓勵護理同仁繼續增「產」報國。

潘院長表示，護理人員是醫院最大

的力量，不只要承擔臨床上的工作，

還要負責社區衛教、幫忙評鑑等業

務，工作量相當的多，甚至有時在

辛勞工作時，偶爾還會變成醫師及

病人的出氣筒。在一年一度的護師

佳節，除了要謝謝大家的辛勞，也

要感恩花妹督導及護理長的帶領，

才能讓關山慈院的護理師是全臺灣

離職率最低的，最後衷心祝福大家

護師節快樂！

守護偏鄉的革命情感，讓關山慈院的醫護人員擁有著有如家人般美好的情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