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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動柔軟心
阿長，請聽我說
Please Listen to Me, Dear Head Nurse

The Vulnerability 
    of Patients Moved Me 
       to Be a Better N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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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ulnerability 
    of Patients Moved Me 
       to Be a Better Nurse

五專在安寧病房實習時，內心的衝擊

與感動無法用言語形容，所以二技畢業

後來到臺中慈院面試，第一選擇當然是

安寧病房，但被分配到腫瘤科病人居多

的 9B 病房，一邊開始適應臨床工作，

一邊還是想著要到安寧病房，才能進從

事所嚮往的安寧緩和照護。直到後來才

發現，臨近死亡是任一個病房都可能發

生的，要執行緩和醫療，要看自己是否

做好準備。

再怎麼努力也沒用，想逃離的心情

工作約半年時，照護到一位罹患淋

巴癌末期的奶奶，我看著原本可以跟護

理人員談笑風生的奶奶忽然病情急轉直

下，不管我再怎麼努力依醫囑給藥、換

藥、輸血，也無法讓病情有所好轉，我

覺得自己每天像個機器人一樣重複做著

同樣的事，眼睜睜看著病人奶奶狀況愈

來愈差，上班的心情也愈來愈差，懷疑

自己或許不適合這份工作，難過得就想

離職算了。

我跑到護理長辦公室，告訴許琦珍護

理長 ( 現為督導 )，「阿長，我沒辦法再

繼續照顧這床病人奶奶了！我覺得壓力

好大，想要跳過她。」但琦珍阿長告訴

我，不要這樣就被打敗，愈艱難的病人

可以學習的愈多。並請當時的江芳瑩學

姊 ( 現為護理長 ) 輔導我。

理解生命的必然，做護理該做的事

芳瑩學姊與我討論病人奶奶的病情變

化，也主動犧牲下班時間陪伴我查閱書

籍，了解病人的疾病進展，如何給

病人最好的護理，並手牽手的帶我去執

行護理作業，讓我很感動。因為，我終

於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只照醫囑做事的機

器人，我懂得當醫療所有該做的都做了，

生命還是可能朝結束的方向走；但在學

姊的示範帶領下，我還是可以用行動做

出護理的獨特性，尤其聽到病人家屬對

我的稱讚，抑鬱的心情隨風散去，更加

肯定自己。

但當病人奶奶時辰到了的那一天早

上，我慌亂得不知如何是好，最終還是

芳瑩學姊運用安寧護理方式，引導家屬

完成四道人生，道謝、道愛、道歉、道

別，並帶我用恭敬的心情執行遺體護理，

讓生死兩無憾。有時在夜深人靜時還會

想起此次的照護經驗，想著當時如果我

懂得多為病人做些什麼多好。我決定是

時候充實自己了。

進修安寧，感謝強大後盾

當時看到單位的學姊們陸續去上課取

得知識及學分，我也想著應該要跟上學

姊們的腳步。那時應是工作滿兩年時，

我去找琦珍阿長和學姊聊：「阿長，我

有時在想我的未來還能有什麼樣不同的

發展？在照顧 ( 癌症 ) 病人時，總覺得

很想再為他們做些什麼？覺得自己能力

還不夠……」，提出我的疑惑，也說出

想在職進修安寧護理課程學分的想法。

想不到琦珍阿長欣快地答應，還提供我

一些課程資訊。

然後，我第一個想到邀約一起上課的

																									■	文／張佩瑜		臺中慈濟醫院 9B病
房
護
理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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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芳瑩學姊，如意算盤是，如果有這

麼強大的後盾一起進修，絕對一帆風順。

要考取安寧護理師證照需要上初階、進

階課程及在外院實習五天，且額外累積

40 個學分才有資格應試，感恩芳瑩學姊

排除萬難的排假與我一起去上課跟實習。 

觸動內心柔軟角落，領受護理的美好

上完一系列課程後，遇到一位一經診

斷就肺癌末期的阿姨。從她住院一開始

表現出無助、焦慮、害怕死亡的到來及

對醫療過程充滿不確定感，第一次互動，

阿姨就抱住我大哭，我感覺，我身為護

理人的開關被「啟動」了。我與阿姨建

立了良好的護病關係，幫助她後續願配

合治療；印象最深刻的是阿姨臨終前那

段清醒的時間，她握著我的手告訴我，

很謝謝我的照顧。我當時內心最柔軟的

一個角落被觸動了，默默發願一輩子都

要從事護理工作啊！後來阿姨的時辰到

了，這次我不再不知所措，可以熟練的

帶領家屬執行四道人生，並帶著家屬一

同執行遺體護理，讓阿姨有尊嚴的走完

人生最後一程。原來，這沒有我想像中

困難，只要我願意先踏出第一步，我也

可以做到。

阿長．請聽我說
Please Listen to Me, Dear Head N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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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院服務已經快五年了，在遇到

臨終或是需要安寧護理的病人時，都能

把所學的相關照護技巧及學理知識應用

的得心應手，也可以教導新進學妹及實

習生正確的觀念，讓他們不至於無所適

從，而我也從中累積寶貴的經驗，更獲

得無限的成就感，上班也變得更有自信

及愉快。昔日親愛的芳瑩學姊，現在的

芳瑩阿長，我有話要對您說：謝謝您帶

我一起共同成長，也讓我知道原來安寧

療護並非只有等待死亡，更不只局限於

安寧病房才能夠執行，在腫瘤病房甚至

一般病房，很多患者都有這個需求，

所以我在臨床照護上，必須時時精進自

我，謝謝您陪伴我去上課精進，一起共

同成長，期許我們今年就能考到安寧護

理師的證照，一同在 9B 病房繼續為病

人服務。

雖然初入職場的張佩瑜 ( 中 ) 對安寧療護具高度興趣，但臨近死亡時心情卻無法承受，
在學姊江芳瑩 ( 左 ) 等人的輔導及陪伴下，現在臨床工作已得心應手，也有能力開始
帶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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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長．請聽我說
Please Listen to Me, Dear Head Nurse

我是在 2009 年那一年，從學校一畢

業就加入臺中慈院，每天上班都是戰戰

兢兢甚至以淚洗面，度過最難熬的新人

時期；下班就開始翻閱內外科課本、做

好筆記隨身攜帶，因為害怕學姊明天會

抽問。因為我的個性比較內向，所以常

常有問題也不敢問學姊，常因不知如何

跟學姊溝通而被罵得一塌糊塗。很慶幸

學姊們很有耐心也願意指導，所以壓力

再大也熬過來了，最神奇的是，竟然不

曾萌生要離職的念頭。

不當好好學姊，也不當恐怖學姊

因為醫院也是啟業初期，所有人事

物皆在變動，很快的，自己開始擔任指

導學妹和小主管，可能是因為自己過去

的學習經驗，所以為了避免學妹內心受

創，常常扮演「好好學姊」去收拾善後，

但是後來發現這樣下去只會害了學妹

們，讓她們無法獨立上線。我應該讓學

妹一起做，從中學習，而不是幫她完成。

所以我開始調整教學方式。

遇見過各種類型的新進學員，也在她

們身上看到過去的自己，但是在忙的時

候情緒也可能失控，覺得學妹怎麼會連

這麼簡單的事情都做不好！直到有一天

我發現學妹竟然會害怕跟我交接班的時

候，我開始重新檢視自己，因為不知道

從什麼時候開始，我也變成了學妹眼中

的恐怖學姊！

新世代輔導方式，與你同在

這幾年的經驗告訴我，只要學妹開始

害怕與妳相處或是害怕被罵，那她就有

可能會對妳有所隱瞞，所以我必須去重

新調整自己的觀念、控制自己的情緒。

因為隨著世代變遷，帶領現在的學妹不

能依據自己以前的經驗教法，要讓自己

成為她的同學、朋友，知道她的想法、

學習她們的語言，她們才會誠實告訴我

不懂的地方及困難，這時再適時帶著她

們去補強。從佩瑜身上，我看到ㄧ個新

進學妹從什麼都不清楚到能夠完整的照

護自己所負責的病人，並且主動發現病

人問題、協助解決處理，這讓我覺得蠻

有成就感的！

新人時期的佩瑜，其實是我差點脫口

說出「你要不要考慮不要當護理人員」

的學妹之一。記得那一次情形是，病人

消化不佳，但佩瑜沒有去評估，就請家

■	文	︳江芳瑩		臺中慈濟醫院 9B 病房副護理長

Convoy the Juniors to Be Well-Prepared

阿長這樣說：

陪妳做足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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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直接為病人灌奶，導致病人嘔吐。我

當下非常生氣，因為在學姊的立場會認

為消化評估及灌食是非常基本的護理評

估，站在病人立場，這是一件危險的事，

因為嘔吐也可能會導致病人嗆咳吸入性

肺炎產生。雖然佩瑜當時回答，她是請

家屬把牛奶灌進去，但沒想到家屬也是

一位新手，不知道要反抽看消化情形，

她也不知道家屬會誤會成要把全部的牛

奶都灌進去病人體內……聽得當下我臉

色凝重，但還是再一次仔細的教導。

陪伴成長，開展所有可能性	

隨著自我的成長與升遷，我擔任腫瘤

外科病房護理長也二年；當時帶領我的

琦珍護理長給了我一個重要的觀念，就

是要幫單位同仁去做生涯規畫、培養相

關人才、自我能力的提升。所以我在提

升自己的同時，也要讓同仁跟我一起成

長，現在也有很多位優秀的學妹了，佩

瑜也是其中之一。看著佩瑜的成長，不

管是護理專業或個人生活，因為她也結

婚當媽媽了。她的專業目標非常明確，

就是想成為安寧護理師，所以我也一起

協助她，規畫取得相關學分。

佩瑜的主動學習、追求新知及自我規

畫，其實也連結帶動了單位其他同仁的

上進心。因為要讓同仁知道護理並非只

能永遠在臨床上照護病人，ㄧ直不斷做

著常規工作，所以只有讓單位的每一個

人自己去體驗，藉由傳承、單位人員的

升遷以及職涯跑道的轉換，讓單位學妹

及同仁看到表現很好的學姊後續都有很

好的發展空間，大家就會有學習的標竿

及方向。單位陸陸續續都有同仁主動爭

取去外院取得腫瘤、安寧相關學分及證

照，這除了讓病人能夠獲得更妥善更有

品質的照護之外，也能讓單位能夠一起

共同成長茁壯。有時我也會舉自身經驗

來鼓勵同仁，告訴他們，其實人生還是

有很多可能性，我們必須隨時準備好自

己。

現為單位主管的江芳瑩副護
理長 ( 右 )，在自我成長的同
時，也陪伴新人成長獨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