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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Out of Our Comfort Zone

「終於下班了！今天有夠忙！」、「唉，等下回家還
有一堆家事要做。」因為工作太累了，同事之間要
好好犒賞自己的話也常出現，例如：「這真的很好
吃！」、「放假去XX餐廳啦！」「哇，這好好看喔！
我要買！」工作之餘，慾念的牽絆是不是就不知不
覺地浮現了？是否覺得人生總有許多不滿足之處？

臺北慈院在院長的帶領下，總不乏機會付出，每月
人醫會到瑞芳、坪林義診，帶新進護理師為弱勢家
庭打掃、醫療衛教；6月底開始照護塵爆傷患，8月
颱風過後大家也一起去烏來重災區幫忙清污泥……

護理工作已經夠累了，還要去義診、發放、居家關
懷、幫人家打掃家園？
說也奇怪，當伸出雙手、跨出雙腳付出後，心境，不
一樣了；每個人都說，收穫滿滿，只有做過的人才知
道。不管是剛出社會的護理菜鳥、有經驗的護理老
手，心起善念，背起行囊，走向苦難眾生，身體力行，
果真見苦知福。他們同樣的話是：歡迎你的加入。
試一試便知。

■ 編輯︳  楊心彤　臺北慈濟醫院夜班護理長

跨出舒適圈

心靈

Turning Point
轉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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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在付出
Enjoy participating in Free Clinic

■ 文、圖︳  吳宜璇  臺北慈濟醫院 11A病房護理師

原本是個可以睡到自然醒的休假好日

子，但早上叫我起床的動力，就是今天

要去義診！

大學時加入慈青社，曾跟著慈濟人醫

會去偏鄉義診，畢業後如願來到臺北慈

院工作，而這也是第一次以護理師的身

分參加。一大早，全院一行人在趙院長

的帶領下前往瑞芳，加入北區人醫會的

義診隊伍。

當天除了在活動中心的礦工勞工健檢，

我也被分配到山區往診，看到督導及護

理長、學姊們也投入其中，內心很敬佩

也很開心。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們拜訪一位阿美

族頭目，這位伯伯大約六十歲，卻因為

中風的關係半邊偏癱，只能待在家裡並

長時間坐在輪椅上，本來的意氣風發變

得無比憔悴，心裡除了不捨之外，更讓

我開始思考，究竟能為他帶來什麼？所

以我握著他的手，教他怎麼用健康的一

側幫助患側做運動，用健康的腳幫不能

動的腳做復健，以減少肢體的攣縮程度，

並稱讚伯伯做得很棒，鼓勵他在家邊看

電視也要邊復健，因為我深信只要每天

都能進步一點，就值得去努力。也許是

這樣的話語真有溫暖到他的心，他的眼

淚就這樣掉下來了。擦乾他的眼淚同時，

我也熱淚盈眶，我想這就是人與人之間

最真誠的互動吧！ 

因為我感受過，為需要的人付出是很

快樂的事情；護理師工作就是在助人，

休假還能當志工，不管是工作或休閒，

都能當一個聞聲救苦的菩薩，是讓人歡

喜的事情，也讓我的生命充滿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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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參加冬令發放的動機，是想「充

電」，拓展自己人生的視野，讓心重新

出發。

第一次搭飛機		到福鼎三開體悟

第一次參與冬令發放是到大陸福州福

鼎，聽到資深慈濟志工分享發放時的「三

開體悟」：開眼界，見苦知福；開心門：

心開，運轉，福就來；開智慧：人圓、

事圓、理圓！希望這一趟能順利帶回這

些法寶。 

隔天起了個大早準備出發，其實這是

我第一次出國，上飛機時心裡既緊張又

期待，起飛後離開陸地到了海平面，上

了雲端，覺得世界好大，人好渺小，突

然心開了，很感恩要帶著全球慈濟人的

愛，給需要的人。

風光明媚的山裡，看見的都是老人，

婦人及孩子，氣溫攝氏兩度，枯黃草原

結上一層層霜，蜿蜒四十多公里的山區

小徑後，終於來到發放地管陽鎮！

下車後跟著大家搬 20 公斤大米、各種

物資、布置會場。當地鄉民很多人是翻

山越嶺來領物資的，有的人甚至走了 3

小時才到，就為了有物資度過寒冬。發

放前我們幫爺爺奶奶塗凡士林按摩手，

泡溫水剪指甲……看著粗糙、凍傷的裂

痕，真心疼。

發放開始時，學習著 90 度鞠躬，恭敬

地把這分愛的物資傳遞給爺爺奶奶們。一

個小男孩和奶奶看見我們在發放，好奇

地問我們在做什麼？知道我們是來幫忙

這裡的貧苦人後，男孩跑回家拿來自己

的存錢筒，他也要捐出來幫助家鄉的人，

柔韌的軟實力
Persistent Soft Power

■ 文、圖︳  陳盈如  臺北慈濟醫院兒護中心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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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奶奶感動地哭了。後來有個母親陪

著兩個孩子來學校吃飯，正好我在身旁，

知道原委後，問我：「我這兩孩子也可

以盡點力嗎？但我身上沒多少錢。」我

告訴她：「當然可以啊！愛心不分大小

的，都是可以幫助人的！」於是媽媽把

錢給那才 2 歲跟 4 歲的孩子，讓我牽著

他們的手把錢捐出去！後來學生的數學

老師也來捐款！轉眼啟動了一生無量似

的善的循環，覺得一切都很不可思議。

而我們也有協助洗頭唷！聽幫忙剪髮

的當地慈濟志工分享，我才知道原來很

多人沒有水洗頭，沒有錢剪頭髮，頭都

被嫌臭，但進山要 2、3 小時，根本請不

到理髮師。所以慈濟人幫忙剪髮洗髮時，

有奶奶覺得就像看到菩薩來一樣，很感

恩啊！

而到當地人家中關懷時，看著生病的

爺爺住在沒有燈，又濕又冷的木板與石

頭房子裡，就覺得很難過！還有眼睛看

不見的老奶奶一個人住，蓋著又濕又臭

又重的棉被，大家就幫奶奶曬棉被、陪

她聊聊，送上祝福……我看見這些爺爺

奶奶眼中泛著淚，臉上掛著笑容。

有能力付出的感動		同理心做就對了

「我想給你一個最暖的擁抱！」我不

再只是在電視機面前看著苦難的人，為

他們難過沒辦法做些什麼，而是真正到

當地去幫助，那種感覺真的很感動！

慈濟人的「柔軟」，是這趟冬令發放

我學到最多的，柔軟的心化解了語言的

隔閡，堅定的眼神，告訴了他們，有我

們在，一起來讓生活變得更好，讓苦轉

為樂。人生沒有過不去的苦，一切的苦

都是化妝後的祝福。

護理工作要面對形形色色的人，有些

人照護起來並不簡單，甚至會把情緒發

在我們身上。參加了冬令發放，我體會

到這一群默默付出的師姑師伯的柔軟心，

不管陪伴起來有多苦多不容易，他們以

同理心傾聽需要的聲音，不知不覺也讓

我融入在裡頭，跟著大家一起做，不管

辛苦，都是幸福！讓我知道，這一分柔

軟的軟實力，也能很好地發揮在護理工

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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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ing Others Is a Part of My Life

■ 文︳  蔡碧雀　臺北慈濟醫院值班護理長

攝影︳  簡淑絲

助人是生活一部分

我的護理生涯至今 24 年，因為有急診

訓練背景，遇過不少大型災難救護，如：

花蓮的空軍訓練機撞山、立榮航空空難、

山難救援……等等，都於第一時間到達現

場協助救援。又因為在慈濟醫院工作，只

要有天災人禍發生，就知道又有付出救人

助人的機會，例如 1999 年的 921 地震發

生後，我們就在災後第一天前往南投設立

醫療站；每個月一次的人醫會義診，也是

時間允許就去參加，參加義診好像已成為

生活的一部分了。

今年 4 月 25 日尼泊爾發生了大地震， 

5 月 13 日，因緣具足，我跟著第四梯賑

災義診團從臺灣出發。於此與大家分享這

次的經驗，畢竟是我生平第一次參與的國

際「震災」後義診。

完整的災難醫療需要很多人的成就，

從出發前醫藥材需求量的設定及準備，到

達現場時動線規劃及探勘，災民的心靈膚

慰、關懷及陪伴，這些都需要專業人員的

協助，所以我們的團體成員實力非常堅

強，有醫師、護理師、藥師，還有對國際

救災非常有經驗的慈濟志工。

我們到達尼泊爾時，在災難分期中已近

復原期，災區已開始進行各種復原活動及

工程，而我們的重點是讓受災者重新恢復

健康生活。要圓滿每天的義診活動，我們

在出發前需將隔天所需之醫耗材備齊，這

一次的成員沒有藥師，各家醫院的院長、

副院長、醫師們都彎下腰來，跟著我和人

醫會曾美玉師姊一起整理醫耗材，備好了

才去休息，讓人很佩服，我想是大家都希

望能為災民多做一點。

這七天的災區義診，碰到一個非常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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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的個案，是出生七天、全身長水泡

的嬰兒。此次醫療團隊中沒有皮膚科醫

師，但大家都想要幫忙治療，雖然花蓮

慈院王志鴻副院長猜想可能是天皰瘡，

但還是不敢貿然用藥，醫師們討論後決

定向外求援，用 LINE 將照片傳回臺灣給

皮膚科專家診斷，確立為罕見的新生兒

膿皰病，我立刻上網查詢治療方式後報

告王副院長，接著將藥品準備好，隔天

一早由負責往診的曾美玉師姊送至家中

幫她治療。在有限的資源下大家互相幫

忙、補位，感受到團結的力量很不可思

議，儘管彼此專長不同，但當每個人都

能一起集思廣益時，問題都一一迎刃而

解。

海外賑災，語言溝通是一大考驗，一

開始都要麻煩當地學生志工幫我，後來我

用羅馬拼音，把一天吃幾次藥的尼泊爾發

音寫在筆記上，反覆練習幾次，第一次開

口難免彆扭，到後來很自然地就可以告訴

病人一天吃幾次藥，從一次到四次都會說

了！

在尼泊爾震災的這幾天，每天都看到

很多人呆坐在我們服務的定點外，身體無

任何就醫需求，但他們的眼神中流露出對

未來的茫然，看得出這次強震對他們的傷

害。看到師兄師姊們運用如團體活動、主

動居家訪視、諮商輔導等方式，希望協助

災民們快點度過災後創傷症候群。

雖然已經很常參加義診了，但此次的尼

泊爾行，還是收穫滿滿。在義診時每位成

員都不求回報，盡心盡力想為病人或災民

解決困難，不論多辛苦臉上掛的笑容都發

自內心，那是非常美的畫面，就如上人所

說的「付出無所求」，「甘願做、歡喜

受」，這些經驗的累積是我人生職場中最

難忘也是最驕傲的回憶，也希望大家如果

有機會參與，一定要把握住，植福田真的

會成長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