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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Other DoersHelp-Other Doers

助人，是護理工作的本質；助人的事，做就對了；

參與過社會服務的護理同仁常回饋「得到的比付出的多」，

許多人也透過社會服務活動為臨床工作再充電，突破關卡，繼續前進。

你，在這個地球上，想完成什麼樣的存在感，放手去做吧。

護理人員的社會服務經驗

The Social Service Experiences of 
Tzu Chi Nursing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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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李崇仁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問卷基本資料統計

性別  N %

女 959 94.6

男 55 5.4

總計 1,014 100.0

職級別  N %

護理師／士 805 79.4

副護理長 53  5.2 

護理長 41  4.0 

督導及以上 12  1.2 

個管師(功能小組) 33  3.3 

專科護理師

 (含資深護理師) 70 6.9

總計 1,014 100.0

工作科別屬性  N %

內科 188 18.6

外科 165  16.3 

小兒 33  3.3 

婦產 42  4.1 

急重症 207  20.4 

功能小組 7  0.7 

血液透析室 41  4.0 

手術室 70  6.9 

門診 128  12.6 

心蓮 16  1.6 

行政 25  2.5 

精神科 37 3.6

其他 55 5.4

總計 1,014 100.0

年齡  N %

≦20歲 24 2.4

21-25歲 373 36.8

26-30歲 167 16.5

31-35歲 130 12.8

36-40歲 137 13.5

41歲以上 183 18.0

總計 1,014 100.0

年資  N %

≦1年 146 14.4

1-2年 176 17.3

2-3年 100 9.9

3-5年 168 16.6

5年以上 424 41.8

總計 1,014 100.0

剪刀、石頭、布，一起去服務！

推開宿舍大門，學姊心裡想著今天

天氣這麼好，來關心一下剛到單位的

直屬學妹吧。才走上樓就聽見暖暖的

聲音，「學姊！」走進學妹房間，陽

光灑在看起來抱著一定非常舒服的抱

枕玩偶上，還有什麼比這更放鬆心情

的？「學妹，我帶妳出去走走吧！妳

看，我們醫院後面就是山喔。」『學姊，

我才剛下山呢！』「真假？」學妹懶

懶地抱著她的可愛抱枕，『我的小鯨

魚枕頭山，哈哈。』「好，既然妳這

麼愛爬山，那妳就陪我去山上義診吧，

翻山送愛！」學妹嘟著嘴猛搖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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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拳，剪刀、石頭、布，保證妳收穫

滿滿啦！」

工作外圓願助人		也參與社會服務

近十年來企業界開始對於社會責任愈

來愈重視，藉由媒體宣導其參與或推動

社會服務的訊息日增；護理工作本身就

具有助人屬性，從《志為護理》18 卷

1 期的封面故事即統計過，慈濟護理人

員有近九成曾經參與滿足病人的心願行

動，甚至付出下班後的額外時間；由慈

濟科技大學護理系主責的這一期，我

們就從護理教育者的角度，來探討分析

護理工作者的社會服務參與度與原因，

也分享護理教師投入社會服務的心路歷

程，以及帶領護理學生們參與的經驗與

心情，畢竟，護理工作辛苦雖辛苦，卻

是能夠在滿足生理需求的同時完成自我

實現的一種職業。

本期問卷先了解慈濟六院護理同仁

們曾參加的社會服務活動，問卷列出

的八個選項都有人參加過，比例最高

的是臺灣的義診 (31.2%)，次為「環境

保育與清潔」(30.9%)、「慈善訪視關

懷」(27.8%)、「醫院的巡迴醫療服務」

(22.7%)。而選擇「其他」10.7% 中，有

人寫到育幼院，有人寫社區衛教，還有

參加義賣、紅十字會救助；也有一些是

慈濟體系的海外冬令發放，還有人到花

博當志工……

至於現階段的自己想參加什麼樣的社

會服務呢？最高比例是「海外義診」、

「醫院的巡迴醫療服務」，都超過三成；

您曾經參加的社會服務活動？

（	N	=	1,014，複選	）1
學童健康營隊  15.1 %

學童導護志工  3.6 %

國小弱勢學生課業輔導  5.2 %

醫院的巡迴醫療服務  22.7 %

臺灣的義診  31.2 %

海外的義診  4.2 %

慈善訪視關懷  27.8 %

環境保育與清潔  30.9 %

其他  10.7 %

De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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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健康營隊  22.0 %

學童導護志工  9.7 %

國小弱勢學生課業輔導  13.9 %

醫院的巡迴醫療服務  31.0 %

臺灣的義診  29.8 %

海外的義診  32.2 %

慈善訪視關懷  16.1%

環境保育與清潔  18.5%

其他  2.3 %

無  6.5 %

外義診的有 4.2%，想去還未去的比例

32.2%，是 28.0% 的人待實現的社會服

務項目；義診可以發揮所學，出國又能

拓展個人視野，與主要動機相符。

其實，社會責任在護理教育架構中是

護理使命與核心價值之一環，社會服務

可以許多方式進行，從短期的醫療照護

服務到長期的醫療照護系統的建構、人

員訓練等，對於醫院服務滿 3 年的護

理師，經歷臨床事務的磨練，這一群充

滿自信的護理師能夠面對醫療資源較為

匱乏的環境，給予許多疾病複雜度較高

的個案多年未接受足夠的照護，一對一

提供個案亟需的醫療照護資訊，精神衛

生的諮詢輔導有時也是必要的，展現耐

心、理性的溝通，社會服務正是貢獻所

學的好選擇。

本問卷對象臨床第一線的護理師占

79%，小於 30 歲占 57%，而工作年資

3 年以上占 59%，可見年輕族群是醫院

臨床工作的中堅分子，處於兩個世代的

狹縫之間──過去強調數字、重視績效

的管理世代與追求更人性管理的千禧世

代。年輕的護理師族群，一方面承擔目

前垂直管理的領導模式，一方面因應千

禧世代習於平行的互動關係，激勵自己

勇於接受挑戰。不管是臺灣或海外的義

診，離開醫院到陌生的環境，原本不會

是問題的議題可能浮上檯面，語言、文

化的差異，甚至性別議題也可能因為不

同的地區而有不同的看法；這些都是走

出醫院實際參加義診後的收穫。

當然，也有人就是想完成跳出既有的

緊接著「臺灣義診」29.8%，再來是「學

童健康營隊」22.0%。

開闊視野		貢獻所學

接著詢問參加社會服務活動的最主要

動機是「開闊個人視野」35.8%、「希

望貢獻所學」29.6%、「工作以外的成

就感」24.8%、「見苦知福」20.7%。

從問卷第一、二題的結果，已去過海

現階段您對下列何項社會服

務活動感興趣？

(	N	=	1,014，複選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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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框，到完全不同的領域，獲得工作以

外的成就感，所以會跑去做環保、資源

回收，去淨灘或當花博志工，換個環境、

換個腦袋。

六成曾參與社會服務		

過去三年內曾經參加社會服務性活動

頻率的結果顯示，有 36.4% 未參加過，

而有 63.6% 的比例參加過，平均一年

兩次以上的，有 6.0%。其實相對於一

般社會大眾，尤其是過去普遍覺得填飽

肚子最重要，生活無虞之後才去參加社

會服務活動；慈濟六院護理人員有超過

六成都參加過社會服務，是很令人感動

的，尤其我們了解臨床護理工作有多麼

的忙碌，而且是相對高壓的環境，放假

休息都來不及了，還會抽空參加社會活

動。

做就對了		師生服務學習

至於是否會關注工作單位舉辦社會服

務性活動的訊息，僅有 1.1% 未注意，

不 過 大 部 分 是 偶 爾 注 意， 只 有 8.6%

非常關注。而得到社會性服務訊息的

管道，最多是醫院信箱，近八成，同

事口頭告知 23.8%，單位的社群網絡

13.6%；「其他」6.6% 中，有人回答社

團、朋友、師長或母校邀約、教會資訊、

獅子會、後備軍人等，也有人是當地志

工邀約。

在慈濟這個大家庭工作，想參加社

會服務性活動，當然有非常高的「可近

性」，有環保站、有社區需要衛教或小

醫療站；全球有災難，醫院也常辦義賣

活動邀請護理同仁參與……

慈濟教育體系的老師們，也是同樣

的。慈濟大學與慈濟科技大學也將志工

當您想參加社會服務活動，最

主要的動機是？ (	N	=	1,014，

複選至多 3項	)
3

希望貢獻所學  29.6 %

同事邀約  15.5 %

認識更多有志參與社會服務的朋友  14.9 %

開闊個人視野  35.8 %

見苦知福  20.7 %

工作以外的成就感  24.8 %

其他  3.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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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律動的團康遊戲等，學習到如何去應

變每一件事情的變化，工作人員大家一

同合作，提升人與人之間應對的改變、

自我正向思考。透過老師引導學生參與

社會服務活動，反而提前強化了學生的

社會生存能力，且從中感受護理工作的

價值。而對於規畫及帶領活動的老師，

也獲得了期待之外的人生智慧。

自我實現		工作充電

人生在世，不脫離愛與被愛，護理人

員將專業與服務結合，工作愈久，愈是

體會這個職業的特質。護理這份職業，

給予我們一個機會探究人生的意義，

面對生老病死、喜怒哀樂的強烈表現，

除了具備一定水準的專業技術和知識之

過去三年內您曾經參加的社

會服務性活動頻率？（	N	=	

1,014，單選）
4

服務學習融入教程，或是課外活動選

擇。

「做就對了」，以慈濟科技大學林淑

芬老師為例，積極辦理人文營、志工服

務體驗課程，包括關懷榮民之家、原鄉

部落中小學，也辦理護理技術競賽，提

升護理技術熟練度及臨床照護能力，使

學生對護理更具信心，提供志工服務前

的教育訓練。

藉由志工服務讓護理科系學生在進

入職場前，提早接觸社會的服務工作，

擴展個人生活經驗的領域，例如辦理健

康生活的教學活動，提升小學生對自己

健康的重視及保護能力；健康生活教學

包含：視力保健、飲食金字塔、愛滋防

治、性別教育，培養團體默契及增進身

您是否會關注工作單位舉辦

社會服務性活動的訊息？

（	N	=	1,014，單選）
5

8.4 %

4-6 次 ( 含 )  

49.2 %

1-3 次 ( 含 )  

36.4 %

沒有參加過  

6.0 %

6 次以上
8.6 %

非常關注  

90.3 %

偶爾關注  

1.1 %

未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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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信箱  77.1 %

醫院的網頁  24.0 %

單位的社群網絡  13.6 %

主管口頭發布訊息  26.0 %

同事口頭告知  23.8 %

其他  6.6 %

您關注到社會服務性活動訊息，從哪裡得知？（	N	=	1,014，複選）6

外，也必須對人生與人性有一定深度的

了解，才能陪伴病苦的人一起走過人生

的悲歡。藉由社會服務活動，從社區人

們的表現、家屬的反應、當地文化衝擊，

刺激自己重新思考，給自己加油、充電，

護理工作雖然辛苦，但也是一種福分，

這份工作安定、專業、能夠幫助別人，

走入社區、走入偏鄉，不但豐富自己的

人生閱歷，服務學習過程中，得到其他

專業同仁的互相配合，培養獨立思考、

分析、判斷、解決問題的能力。

很奇特地，參與過社會服務的人，總

會回饋「得到的比付出的多」，許多人

也透過社會服務活動幫自己的臨床工作

充了電，突破關卡，繼續前進。

親愛的你／妳，想一想，當你熬過

實習過程的考驗走入臨床，緊接著在一

大堆「學理不足、技術不熟、溝通不到

位？能不能獨當一面？升學或就業？哪

家醫院很可怕？」類似的擔心懷疑或小

道消息之間認真學習、認真工作，轉眼

兩三年、三五年過去了，當初的小苗茁

壯成有點強壯的樹了，有著一顆運用學

理的批判思考腦袋，敏捷有效率的優雅

身段，犀利而不失溫柔的溝通技巧，已

是學弟妹的護理典範。此時，是的，請

試著與剛踏入臨床的自己對話，問問彼

此，當初的自己想做的完成了嗎？現在

的自己又想實現什麼樣的自我？在這個

社會、在這個地球上，完成什麼樣的存

在感，放手去做吧。



20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封面故事

助人的
行動派

學分外的翻轉課程
Flipped Classroom in Aboriginal Tribes

■ 口述、圖│潘靜怡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講師

 撰稿│辛孟娟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講師

走出醫院、校園，走入社區看看，甚至走入家庭「服務」，對以前每天在醫院處

理繁複工作及帶領學生實習的我，根本是不可能的；但學生邀約我帶領她們進入部

落陪伴小朋友後，我卻離不開了。

相異的生活背景衝擊，埋下契機

剛開始會答應帶部落陪伴，只是想去看看真正部落的生活。我雖然是道地的原住

民，但從小生活在西部都市，很難想像真正的部落生活是什麼樣子？所以就答應了。

初進入部落陪伴小朋友時，只是單純的帶遊戲及輔導功課，但他們未經打理的外

[ No.1]

潘靜怡老師（右）帶同學們
走入部落伴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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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及略帶成熟的說話方式，讓我不禁好奇，本該天真無邪的年紀怎麼有著不搭的外

表及態度？跟學生討論這個情況後，決定走入小朋友家裡拜訪。一進門，只有「暈

倒」這個念頭飄過。在稱不上是客廳的空間，中央擺著一張彈簧床，角落地面也隨

地放置各式雜物和家具，那是全家人工作回家後共同生活的空間；再往裡面廚房走，

空氣中瀰漫著蔬菜腐爛的味道，看起來像是桌子的平面木板更是堆積著發霉及吃過

的食物。大人呢？怎麼家裡亂成這樣？詢問小朋友才知道家中大人都出門工作，有

時在家也會因為酒醉狀態而無法處理家務，更別說準備食物，所以小朋友們要自己

照顧自己。

這一次的拜訪，對我及學生都有不小的衝擊，原以為乾淨的家及有溫熱食物的生

活是日常，但那天我們看到了和我們不一樣的日常。

不能只短期陪伴，教導自我照顧

從那次家庭訪問後，我發現學生的個性變得成熟了，再也不是只想著今天帶小朋

友玩什麼遊戲；出隊時也不會要來不來的行蹤難捉摸。也因為了解部落生活型態，

所以不會因外觀及穿著的不整齊而帶著批判的想法跟小朋友相處。規畫每次出隊活

動時，也能考量現實需求開始思考，如果外在環境及物質生活條件都不是那麼優渥

的情況下，進入部落陪伴的時光雖然開心，但無法長期幫助他們，那麼讓小朋友學

會如何照顧自己才是能留下的禮物；經過討論後，決定在每次的陪伴中教導小朋友

自我照顧技巧，例如：用電鍋煮東西、摺衣服、家務打理。大家即使在課業滿滿的

慈濟科技大學同學們教部落孩童培養自我照顧的能力，例如如何使用電鍋、打掃家裡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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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下，還是認真思考這次要教導什麼生活技能，並以小朋友能理解的方式反覆地

進行課程演練及操作，因為我們知道每次的陪伴及教導對小朋友來說，都是珍貴的。 

從兒童陪伴到長者，付出無求的快樂

在家訪過程及與部落長期的接觸下，亦發現白天大多只剩長者在家，有的是體力

退化或獨居，常常只能在家中發呆。從這個發現中引導學生進行思考，並討論將陪

伴的課程觸角延伸到長者，所以有了第一次的長者陪伴課程。但長者與小朋友的陪

伴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體力的衰退使得活動無法有太多蹦蹦跳跳的動作，語言的隔

閡也是一大問題，雖然大多學生是原住民，但只會聽不太會說，用母語溝通是有難

度的，還好有身體語言及笑容可以化解尷尬，第一次的陪伴課程就在不輪轉的母語

對談及笑聲完成了。有了這個經驗，學生開始調整陪伴方式，雖然經驗不足但只要

有心一定能做好，這是我們的精神所在。

在帶領學生進入部落服務的過程中，我和學生都深刻感受到付出及無所求的快樂。

從每次的陪伴課程規畫開始懂得以服務對象為中心，去看見對方的真正需求，並反

思我們的課程是不是對方的需要，對於欠缺對環境現實感及人際交流經驗的學生來

說，是一堂扎扎實實的翻轉課程。這堂學分外的翻轉課程，看著像是我們在翻轉部

落小朋友及長者的生活，但實際翻轉的是我們的想法及人生，期待在世代交替的社

團團隊中，能將這個善種子持續傳播出去。

老師帶著同學規畫並舉辦長者陪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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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做的事，就去做
Do What We Should Do to Help Others

■ 文 ︳吳曼阡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助理教授

「社會服務」對我而言，是「自己該做及可以做」的事，所以反過來想想，真慶

幸自己能用心地投入過。

第一個參與的社會服務是「醫院的巡迴醫療服務」，那時我在衛生福利部花蓮醫

院擔任護理長的工作，每週一到五下午的各村「巡迴醫療」是在豐濱分院的重要項目

之一，北到磯崎南到臺東長濱，長 50 公里的距離都是巡迴醫療服務的範圍，真正的

參與在其中，才感受到「巡迴醫療」對於當地居民的重要。當醫療團隊到了固定據點，

護理師及醫師準備看診的設備，藥師準備簡易的藥箱等待民眾就醫，結束之後會再

去無法外出就醫的個案家中看診，看到個案或長者看到醫療團隊到家中時的笑容，

心裡就會感受到「走出醫院走入社區」這樣的服務是多麼有意義。

[ No.2]

吳曼阡老師（中）帶領學生義賣募款為偏鄉學童買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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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有機會擔任學生服務性社團「學佛營」的指導老師，參與的學生大多是護

理系的學生，我們一起義賣募資買文具給偏鄉學童，且在設計帶動中小學及社區服務

的活動時，希望學生能發揮護理專業的良能，因此我陪著學生走入偏鄉社區提供健康

檢測及衛生教育，對於檢測結果需要醫療的民眾，也提供就醫的資訊，雖然過程中我

們無法提供醫藥的處置，但我們提供護理專業可以做到的諮詢及衛教，心裡覺得跟巡

迴醫療有異曲同工之妙。

而到印尼參與義診與發放的經驗，永遠難忘。紅溪河是當地人生活的水源，卻滿

是垃圾，我看到慈濟改善了原本一呼一吸之間都困難的生活環境；慈濟人為他們蓋

了大愛屋，發放物資，也設立學校讓孩童就學，辦理義診讓無法就醫的民眾也有就

醫的權利。我的任務是陪伴就醫的民眾及協助發放物資，過程中，語言溝通有障礙，

但是我們以溫柔的笑容及比手畫腳，讓民眾感受到我們溫暖的心。我想，如果說「義

診與發放」是社會服務，那受惠最多的還是自己，因為更懂得「施比受更有福」及「真

正的快樂是付出後的那分清淨、安慰與喜悅」。

在學校推展「國際化」之際，我擔任第一次學生海外服務學習的帶隊老師，我及 6

位學生到日本服務學習 5 週，我們在機構發揮護理專業提供住民舒適護理及帶領各

種活動，也體驗日本長期照護的發展。第二年我們到泰國清邁，在慈濟清邁中學及社

區服務學習，也帶著血壓機、血糖機及體脂計走入當地社區，進行健康檢測及衛教。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們到了一個都是退伍軍人的社區，居民都是長者，居住環境不是

很乾淨，我們先把環境打掃整理乾淨，並邀約他們到一個集會場所進行健康檢測及衛

教，當我們要離開時，長輩們是含著眼淚送我們離開，他們說：「謝謝你們記得我們

在這裡，還找出時間來看我們。」在回程的車上，同學們說：「謝謝讓我們有機會來

服務學習，發揮所學。」

「慈善訪視關懷」是我決定成為慈濟委員後，走出學校走入社區的另一種社會服

務的方式，我的訪視範圍是鳳林地區，印象最深刻的一位感恩戶，他因為癌症進食狀

況差，同住的只有年老的母親。一開始個案對於我們的到來回應是冷淡的，但我們

還是持續表達關心，漸漸的，他與我們的互動就愈來愈多。當他的母親看到我們時，

會拉著我們說說從上次訪視後到現在的狀況，常常說著說著就流下眼淚，覺得自己已

年老，不知道能陪伴兒子多久……到了我們要離開的時候，她總會急急忙忙地跑到家

旁邊的田裡摘親自種的蔬菜與我們分享，她總說：「我們之間非親非故，但你們卻願

意花時間來陪伴我們，比家人都還要溫暖，我沒有什麼可以回饋的，只有自己種的菜

而已。」

每一次的訪視關懷對於個案而言，可能是少少物資的給予及志工們的關心，但對

於我而言，卻是深深的感動。感動自己有溫暖的家人陪伴，做自己堅強的後盾，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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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布施時間及溫暖的心對於個案及家人而言是有些幫助的，感動能將心中的慈悲

付諸於具體的行動中。

來到學校滿 18 年，當一個教師的社會責任及社會服務又是什麼呢？這是我近幾年

一直在思考及努力的。因為學生畢業後在醫院的留任時間有明顯縮短的情形，畢業生

常反應工作很忙碌及不知道自己在忙什麼，所以我希望學生可以在學校期間就能了

解護理師角色的重要性及價值，所以在上課時，我會以臨床的個案做範例模擬情境，

讓學生透過實際的情境演練，體會到雖然是小小螺絲釘的護理師，但對於個案而言，

是很重要的角色。接著，我思考的是，學習動機影響著學習成效，如何讓自己的教

學引發學生的興趣，因應 E 世代，除了傳統的教學方式，還可以做什麼改變，因此

我申請了教材教具及創新教學方法的計畫，製作電子書及運用多媒體教材，讓學生

除了課室學習之外，可以運用電子書先預習及課後複習，我想這也是一位教師的社

會責任之一。

走入「社會服務」是件不困難的事，最重要的是對於社會服務的態度，如果覺得

是自己應該做及可以做的事，那就是動機，有了動機就更簡單。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科系將社會服務學習融入課
程，期許護生盡早感受行善助人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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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愛的延續

[ No.3]

Love Extends to Local Community

■ 文 ︳辛孟娟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講師

以前下班後只想好好「休息」，在經歷過幾次義診經驗，心中留下了不為金錢而

付出的感動及同心圓滿一個志業的美好，心中也暗自發誓下次有機會一定要參與。

但隨著工作的忙碌，這樣的願也漸漸被我淡忘。

社區貴人來相助，啟發無私服務心

在研究所進修要選擇研究領域時，義診及小時候與長輩相處的情景，突然浮現

在我的腦海；印象中的長輩都是健康有活力直到過世，可是在醫院服務多年最常接

觸到卻是因病往生的長者，兩者的衝突讓我產生疑惑，不懂為何現代人的晚年會是

躺在床上度過餘生，甚至在住院病床上往生？而衛福部資料也顯示國人到死亡前平

均臥床時間約 7.3 年，這個衝擊讓我開始思考，無論是健康或是亞健康的身體狀態，

若能提早在長者還可以動的時候開始進行失能預防，一定可以改變臥床或生病而在

醫院臨終的結局，所以改變的關鍵源頭在「社區」。而我所擁有的護理專業及教學

能力可以給長輩什麼幫助，讓他們能獨力的執行日常生活功能，擁有自主的生活品

質。既然動了念頭，那就讓自己重新歸零學習吧！

要開始學習長者在社區的生活型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是個基礎站，除了是社區

長者聚集地，據點內也有健康促進課程，可以了解地方長者身體活動程度及參與狀

況。在進入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學習時，結識了一群熱情的社區志工夥伴，他們不

藏私地大方分享社區據點運作經驗，並提供十二週的據點課程時間，讓我帶領長者

進行體適能檢測，評估目前長者身體活動程度，並讓據點可精準地掌握長者身體活

動層級，亦提供現行健康促進課程成效評估，再以體適能檢測項目作為健康促進訓

練主題進行失能預防訓練，就這樣互相合作中除了累積自己的實作經驗，亦與社區

長者及志工建立信任感及良好的互動關係。在實作過程中，參與課程長者的笑容及

認真學習的態度，讓我體會到用心投入的樂趣及服務的熱情，也是支持我持續學習

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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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有成，樂回饋

回想起初入據點帶課時，長者及志工們無私地接受我羞澀、不純熟的帶動技巧，

上、下課時也總是熱情的與我問候及道別，讓我感受到滿滿的愛，這樣的愛讓我即

使每次都需開 30 分鐘的車程去帶課，再累也有堅持下去的動力，所以才能累積豐富

的實作經驗並有不斷精進的念頭。

收穫如此豐碩的我，常想著該如何將這分無私的愛延續下去，在此時社區據點志

工邀約我有空時回據點看看，讓我的念想有了實現的機會，但工作還是繁忙、備課

也仍要進行，該如何讓社區有能力自己照顧長者？因此與志工們討論後，開始設計

體適能檢測種子培訓及用具建置，讓據點能正確地進行檢測，由我統整檢測資料進

行單次及年度分析並協助據點督考資料建置，亦鼓勵志工參與失能預防訓練充實健

康促進課程的能力。

雖然有時會感覺時間不夠用，但能將自己所學貢獻給幫助過我的社區據點長者，

而我無法親自上課時，社區據點志工可以依照長者身體活動狀況設計健康促進課程，

持續為長者健康把關，甚至為鄰近社區服務等，讓更多的長者都能健康的在地老化，

我的心中充滿著感恩。

回饋中，求精進

在參與及協助據點檢測及課程訓練的日子裡，看著長者身體活動程度愈來愈好，

也有意願替換原本的交通工具選擇，從騎摩托車買東西嘗試改為走路的方式去購買，

這些改變讓我相信及早開始做失能預防，真的可以改變走向失能的結局。

現在，我以自己的所學，從身邊有需要的社區長者服務起，所以社會服務對我來

說不再是個遙不可及的想法，而在服務過程中也反思學校課室中的年輕學生大多不

習慣與長者或陌生人接觸，甚至抗拒去接觸互動，但對虛擬的世界卻百般著迷，這

對之後的臨床實習上的人際交流會是個壓力來源，若能打破這種隔閡建立對身邊環

境的現實感及人際交流，在學習生涯中亦是另一種不同的收穫。

慈濟科技大學學生 2019 年
8 月至菲律賓志工服務學習
一景。攝影／吳雨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