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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長，請聽我說
Please Listen to Me, Dear Head N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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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從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系畢業後，8 月就從臺南的家北上到臺

北慈濟醫院任職，成為 11A 血液腫瘤病房的護理新鮮人。媽媽是臺南永康區慈濟

志工，從小在慈濟世界中成長，念書時也加入慈青社，我非常喜歡慈濟知足、感恩、

善解、包容的人文。

克服初學的艱難

選擇成為護理師，是順應媽媽的期待，因為媽媽本身是護理師，她說護理工作

是一門終生受用的學識及技術，不論對家人、朋友都能有所照護，對社會也是一

種貢獻，但沒想到護理領域的內涵是這麼艱難。一開始念護理系時真的很痛苦，

生理、解剖這些課程，對我來說很不容易，但不想讓媽媽擔心，還是努力學習，

一步步，也走到實習階段。

開始實習後，每個階段所學都不同，排山倒海而來的工作壓力，讓我幾乎要放

棄這條路。兒科實習時，老師規定下班前，要把跟學姊交班的內容先跟她講一次，

才能交班，如果超過時間太多次就會被扣分。那段期間，我常常被扣分，每天騎

車回家的路上都在掉眼淚，非常想休學。但「人要克服難，不要被難克服」這句

話縈繞腦海，就不斷告訴自己，「再撐一下，再撐一下。」終於，圓滿實習，也

順利通過國家考試，取得護理師執照。

實習結束後沒多久，媽媽檢查出罹患乳癌，內心震撼又難過，而發願要更加強

自己照護病人的能力。應徵臺北慈濟醫院護理師時，填了血液腫瘤科病房，除了

希望學習好如何照護癌症病人，也期待這樣的經驗可以讓自己更懂得如何陪伴與

照顧媽媽。幸運的，很快就接到醫院的面試通知。記得面試那一天是個颱風天，

媽媽擔心我北上的安全，還猶豫是否讓我獨自一人去面試，我請媽媽安心，搭高

鐵當天來回，順利完成面試。

選擇臺北慈濟醫院，還有個重要原因，是醫院會積極輔導護理師繼續進修，很

期待自己能夠進入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進修，所以希望能在臺北慈院累積臨床

經驗，並進入大學持續精進。面試時，陳美慧護理長了解媽媽不放心我獨自北上，

希望選擇離家近的醫院，於是當天晚上主動與媽媽聯繫，表達歡迎我來臺北慈院

工作的心意，並請媽媽放心，鼓勵我工作同時繼續進修大學學業。

美慧護理長與媽媽同是慈濟人的對話，快又順利，立即取得共識，媽媽也同意

了。來到臺北慈院血液腫瘤病房，與另外兩位新同仁，一起成為林秋涵副護理長

的學生，並承接了自己第一個照護的病人。

■	口述／高瑀蓮　臺北慈濟醫院血液腫瘤科病房護
理
師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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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謹細心的好老師

雖然到醫院實習過，但要實際執行臨床護理工作，還是讓我的心忐忑不安，擔

心沒能照顧好病人、害怕帶我的學姊很兇……。上班第一天，見到親切的秋涵副

護理長，我的心安定許多。秋涵副護理長帶領我們非常有耐心，一開始都陪著到

病房，將護理照護的動作先做給我們看，再讓我們自己操作一遍，確定都學會了，

她就不再跟在身邊。

秋涵副護理長從電腦系統開始教我們，循序漸進的依照每個人來單位的時間和

吸收能力做訓練進度調整。如果有做錯的地方，她都會再教一遍；秋涵副護理長

每次教導時都會說：「要認真看，要學會獨立作業，才能發揮良能。」也提醒我們：

「到病房執行照護動作時，一定要先向病人說明清楚，說明完才可以開始執行照

護工作。」

秋涵副護理長常常關心我照顧病人的狀況，溫言軟語的詢問有沒有遇到任何問

題；每當有新的醫囑出來時，她也都會提醒我趕快去了解、去執行。很感謝秋涵

副護理長的用心帶領，雖然新手護理師的我常會不小心製造一些問題，但她總是

很有耐心地回應。

有一次，因為執行護理工作的時間掌控不佳，沒空吃午餐，一直到晚上 6、7 點

才將工作告一段落，變成午晚餐一起吃；也常常在交班後，整理當天的病人資料，

拖到晚上 10、11 點才下班。這樣沒效率的工作狀態，讓我沮喪。秋涵副護理長注

意到我的時間掌控問題，總會提醒我還有哪些事情沒做，或是幫忙一些瑣碎的事，

讓我能早點下班。就如有一次，我接了兩個需要化療的新病人，當忙完手邊工作

要去找輸液幫浦時，看到兩臺機器上分別貼著我的名字，當下覺得好感動，原來

秋涵副護理長已先幫我預約了。

堅定護理選擇		做好眼前每件事

從事護理工作，雖然載負著媽媽的深深期待，但也是我自己的選擇，在護理系

的課程學習之後，更加堅定這個選擇。因為自己是護理新人，許多臨床上要執行

的護理工作都在學習，加上個性使然，會一再檢視確認，所以常常讓時間拉長，

整個照護工作變得很沒效率，甚至延後下班；有時這樣仔細的檢視卻不見得代表

萬無一失，還是會有失誤，得讓秋涵副護理長來幫忙善後。每每見到秋涵副護理

長辛苦的帶我們，就好希望自己趕快把所學的都記住，早日成為一個熟練獨立的

護理師，可以照顧好每一位病人。

正式成為護理師近三個月，有自己需要負責照顧的病人，即便有秋涵副護理長

阿長．請聽我說
Please Listen to Me, Dear Head N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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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導與鼓勵，還是期許自己要趕緊學習獨立，承擔起照護病人的護理工作。也

給自己設定目標，要更準時下班，不讓秋涵副護理長擔心，才可以運用下班時間

繼續進修，提升護理專業能力。

照顧病人的時候，常常會想到媽媽，很自然的將病人當做自己的家人，會去思

考他們的需求。了解生病的人除了身體的不適，心裡也是苦悶，所以到病房照護

病人時，都會在執行護理動作時，跟病人和家屬聊天，問他們睡得好不好、吃得

好不好。

很感謝我照顧的病人和家屬，都很愛護我，也常鼓勵我。有一次，幫一個身上

滿是壓瘡的病人做了一整天的傷口、管路護理，並教導看護做鼻胃管護理與換藥。

後來病人出院前，他的家屬居然特地到美食街買水果給我，當時真的好感動，之

前的沮喪一掃而空，更體會到那分人與人之間彼此牽引的感覺，只要我用心對待

病人，他們是感受得到的；病人和家屬的信任感就像無聲的鼓勵，我也從中獲得

不小的成就感。

對我來說，在護理領域裡，要學的事情還有很多，希望能學習到秋涵副護理長

的高 EQ 與細心。雖然還不是非常清楚未來的道路會如何延伸，要花多少年的時間

才可以像秋涵副護理長一樣，但自己要做好眼前的每一份工作、每一件事，多加

把勁，向每位學姊學習。( 採訪整理／廖唯晴、吳燕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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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業那一年，也就是 2005 年，才從護專畢業，取得護理師執照後，就加入臺北慈

濟醫院。啟業之初，一切從零開始，整個醫院裡，無論是在他院服務過或像我一樣

剛畢業的，對臺北慈院而言，都是新進護理師，由花蓮慈院調任來的學姊負責訓練。

以前的護理師訓練比較像是戰鬥營的「魔鬼」訓練方式。學姊都是不苟言笑、非

常嚴格的，照護工作稍有不慎，立刻會被嚴厲指正。那時剛畢業、還是新手護理師

的我，每天戰戰兢兢，下班回家也不敢休息，不斷查閱內外科的教科書和文獻，生

怕隔天上班被學姊問倒。雖然在高壓管理下，心裡壓力非常大，卻因此吸收更多醫

學知識，真所謂「因禍得福」。這樣扎實的魔鬼訓練日子並沒有太久，大約一個多

月後，因為新病房陸續開啟，我被轉調到新病房，擔負起教導「更新進護理師」的

責任。

繼續鐵的紀律		換來反對聲浪

醫院初成立階段，所有的人事物都在磨合，更是需才孔急，一批批的新人加入，

只要到任一個月以上的都可謂「資深」，因此沒有帶人經驗的我，只能打鴨子上架，

開始學習帶新人。自己是在高壓、魔鬼訓練的帶領方式下學習護理工作，自覺壓力

下的成長學習效果蠻好的，所以剛開始帶學弟妹時，也很自然遵循學姊的方式；學

姊怎麼教我，我就怎麼教學弟妹。當時的我，理所當然的以為，那樣的方式就是教

學的唯一模式，是效果很好的方式，所以也不假辭色的繼續以「鐵的紀律」來訓練

要求學弟妹，完全不知道，背後正蘊釀著一股「反秋涵」聲浪。

帶著一梯又一梯的新進學弟妹，我只想著要將護理經驗傳承給他們，讓他們成為

一個可以獨立作業的護理師，所以嚴格要求學弟妹們護理動作到位、盯著他們要照顧

■	口述	︳林秋涵　臺北慈濟醫院血液腫瘤科病房副護理長				攝影	︳范宇宏

妳一定做得到
Sure, You Can Do IT

阿長這樣說：

Please Listen to Me, Dear Head Nurse
阿長．請聽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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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病人。那段期間，感覺自己像陀螺一樣，日子就在教學弟妹、盯學弟妹到學弟妹

獨立作業中度過。認為「嚴師必可出高徒」，卻沒想到我這個「嚴師」居然成為護

理部主管們眼中的「頭痛人物」，他們開始擔心我帶領的模式，認為有些學弟妹會

離職，是因為我太嚴格而造成的；當時甚至有主管直指：「新進學弟妹不能給秋涵帶，

不然會被逼走！」盡心盡力帶學弟妹，卻換來這樣的論斷，心中起了許多掙扎與疑

惑，「以前學姊也是這樣帶我啊，雖然會有壓力，但我理解學姊嚴格是希望我能盡

快上手，做好護理工作，才能好好照護病人，為什麼學弟妹們就沒辦法接受？」

將心比心調整	教學能力受肯定

感謝護理部主管們體解我希望學弟妹好的那分心，經過溝通討論後，還是支持我

繼續帶領學弟妹。歷經一兩年的時間，漸漸從帶領及與學弟妹們的互動中，領悟出

一些管理的道理；開始將心比心的回想以前被學姊教導時的點滴，雖然可以有效率

的吸收所學、縮短護理工作上手的時間，但內心所承受的壓力卻大到不可言喻。反

思學弟妹們被自己用同樣嚴厲的方式帶領時，必定也是每天經歷「恐怖」感受，這

樣不成了一種「惡性循環」？那段期間，自己的人生也跨到另一個重要階段──結

林秋涵副護理長 ( 右 ) 即時指導，讓高瑀蓮
( 左 ) 可以立刻練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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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也生了寶寶，多了妻子和媽媽的角色與身分，可以感受得到自己的心在微妙變

化，變得柔軟了，更能以同理心去看待學弟妹們的心境，「為什麼學弟妹們就沒辦

法接受」的疑慮漸漸解除，並調整帶領的方式；一晃眼，從新手護理師到帶學弟妹，

至今已 12 個年頭。

回想那段剛開始帶學弟妹的時光，心裡還是有些酸酸的，當時聽到主管的責難時， 

心裡真的很不平衡，後來告訴自己，「只要對得起身為學姊的角色，對的事，做就

對了。」學習慢慢放下、不執著在那些點上，也不去在意那些語言，一段時日後，

所帶的學弟妹表現漸漸展現出來；事實證明一切，主管也漸能理解，不再苛責。最

欣慰的是，得到學弟妹的肯定，這是最直接的成就感。

記得當時帶的一位學弟，因為人力調整，學弟調到其他組，但他工作壓力大到想

離職，後經主管關懷輔導，學弟願意留下來繼續努力，但明白表示希望能讓我帶他，

這個學弟對我的肯定，除了給我一劑強心針，更讓我有不一樣的感受，體會到帶領

可以有不一樣的方式，可以把學弟妹當自己的弟妹看，用同理心帶他們。逐步調整

自己的帶領方式後，漸漸發現與學弟妹的相處愈來愈自在。

Please Listen to Me, Dear Head Nurse

林秋涵 ( 左 ) 帶著高瑀蓮 ( 右 ) 與家屬衛教互動。

阿長．請聽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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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柔軟的帶領		適性教導陪伴

帶領學弟妹的過程，讓我學習很多，所謂教學相長，將自己的經驗和所學教給學

弟妹後，學弟妹的回饋又讓我可以不斷修正護理模式及帶領方式。現在帶三位學弟

妹，每個都要細心陪伴，隨時隨地提醒與教導；每個人的個性、學習方式和速度都

不一樣，有的會落東落西，需要盯很緊，有的卻是自主性高，把自己逼得太緊，所

以要因材施教。例如高瑀蓮的特性，就是她自我要求高。

瑀蓮到任已兩個多月，學習力很強、EQ 高。照理說，像瑀蓮這樣會自我要求的學

妹很好帶，但我一樣費心，因為她讓我放心不下的地方就是，過於急著讓自己進入

狀況，給自己太大壓力。平日見瑀蓮工作非常投入，對病人、對同事都很和善，不

曾見她生氣，但看似平穩的情緒，往往在下班交接時會崩潰，因為交班時，接班的

學姊問問題時，瑀蓮若答不出來，就開始難過，然後忍到下班回宿舍哭。我只要發

現這樣的狀況，就會趕緊介入關懷，因為了解瑀蓮很「ㄍㄧㄥ」，所以都會等瑀蓮

工作告一段落，才去了解狀況，互動中若覺得瑀蓮可能快要哭出來，就故意說：「幹

嘛哭啦……」利用輕鬆的方式，透過聊天安撫、淡化她的緊繃情緒，並給予正面鼓勵。

瑀蓮非常自律，自我要求高，每次遇到護理執行工作上有缺失，她一定會修正確

認後才下班，所以剛開始幾乎每天都很晚才下班。我開始要求瑀蓮，要以準時下班

為目標，要從一開始的11點多下班，到10點多，漸漸調整，直到可以準時4點下班。

瑀蓮很認真，但仍然有需要提醒與修正的部分，就好比無菌技術和戴手套，其實

都有相關 ISO 可查詢，我都鼓勵她自己去查詢，多了解。如果一直無法做正確，就讓

她回家自己用功，重複練習，做到正確為止，漸漸看到瑀蓮進步了。每次修正錯誤後，

瑀蓮都會請我再確認，她真是一個很用心要學好護理工作，有心照護好病人的學妹，

學習態度好，有慈悲同理心，但就是需要不斷給予及時又明顯的溫暖與鼓勵。

信任新人能獨當一面

這麼多年來帶學弟妹，覺得以前我們是這樣被帶過來的，我可以做到，相信學弟

妹們也能做到，所以常鼓勵缺乏安全感的瑀蓮要相信：「真的沒有做不到的！」畢

竟她總有一天要自己獨當一面，所以只要確認她的無菌技術、護理技術沒問題，我

就會放手。遇到問題時，再一起討論是哪個環節出狀況。這樣下次遇到一樣的問題，

她自然會知道要怎麼處理。

瑀蓮跟病人的互動很好，常得病人和家屬的讚賞。有一位她負責照顧的病人出院

時，還特別準備水果表達謝意，病人說，瑀蓮很細心、有耐心地幫他護理傷口，他

很感謝瑀蓮。期待瑀蓮可以在護理工作上愈來愈自在，更有自信的面對病人與家屬。

（採訪整理／吳燕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