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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如同道場，若懂得好好運用，造福人間，便可成就一切，成長慧命。

但時間卻留不住，分秒總是不斷消逝，因此要戒慎虔誠，與時間賽跑。

每逢醫師節、護師節、藥師節等等，欣見慈濟醫療志業體同仁把握時間，

利益眾生。今年一月十五日藥師節，各家慈濟醫院的藥師們，利用節日前的

週末，或做環保，或淨山，或關懷照顧戶，因付出而得到快樂。

同仁們對於孤老無依、貧窮苦難者，不只看他們的苦，而是走入他們的環

境，感受他們的苦，撫慰他們的心靈；許多病苦老人看到醫護團隊前來關懷，

彷彿看到自己的兒女回家，滿心歡喜，也增強了彼此生命的能量。

在農曆新年前，各院醫護同仁們都會相約，前往慈濟照顧戶家中關懷，不

僅獻上歲末祝福，並提供居家看診，有時還會動員人力，幫忙大掃除。這分

真誠的愛，也開啟照顧戶的心靈財富，希望能付出一點心力助人。日前，花

蓮慈濟醫院的同仁們，就帶回一則溫馨故事。

有次居家往診將離開時，照顧戶突然說：「請等一下！」接著拿出一個竹

筒，「這一年來我常將銅板投下去，已經累積這些錢，請帶回去交給師父，

去做幫助人的事。」花蓮慈濟醫院高瑞和院長轉交竹筒時，告訴我：「很重

喔！」我說：「由這樣的家庭捐出來，對我來說，真的是很重。」看看這個

家庭，雖然因窮困需要幫助，卻可以累積小錢布施，這麼純真美善的故事，

實在令人感動。

感恩在慈濟團體裡，可以走入許多苦難人的境界，見苦知福，進而能惜福

再造福。期盼人人善用時間，互相幫助；只要付出愛的能量，就能成為他人

生命中的貴人，充分發揮生命的價值。

      釋證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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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福人間

Compete with Time to Create Bliss 
to the Human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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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暖還寒的二月，雖有長長的年節假

期，慈濟醫院卻從未停歇，依然接力，時

時守護著民眾的健康。

回顧二○一三年，真是花蓮慈濟醫院

充滿活力、幸福與感恩的一年。我們獲得

了第十一屆年度十大企業金炬獎的肯定。

更有五個團隊贏得 SNQ國家品質標章。
最特別的是第五度醫學中心評鑑，同仁們

合心協力，在平日繁忙的搶救生命工作

中，仍專心準備評鑑條文，並落實在臨床

醫療照護、提升教學研究品質上。因為目

標一致，讓我們超越身心的疲憊與艱難，

在慈濟志工菩薩的陪伴鼓勵下，更緊密地

團結在一起，將許多艱難的任務都化成永

恆的回憶。

猶記得在評鑑的第一天，評鑑委員到

單位訪視，卻發現急救車上有一件物品疏

漏了，站在委員身旁的我，當下心裡很急

也有些氣，心想平日都準備這麼久了，為

什麼在這緊要關頭會有這樣的事情，但是

很快的我回過神來：我不該生氣，要和同

仁一起面對，在後來的兩天把第一天的缺

憾補回來。果然，同仁接下來在面對各組

委員的建議與變化球，表現得越來越好，

讓我的擔心一掃而空。

例如：平日病歷書寫完善的骨科團隊，

接到委員欲抽查膝關節、髖關節置換手術

以及鎖骨骨折病歷的指令。第一時間內包

含陳英和院長等十一位醫護同仁立刻「進

駐」病歷室，三個小時內確認出一百多本

符合委員要求的病歷。

藥劑部與護理部團隊應委員建議，隨

即由藥劑部製作警訊貼紙並發到各護理

單位，再由護理團隊進行標註在高警訊藥

品上。這讓委員在後續的訪查中，感受到

同仁的好默契與執行力。至於第一天的小

缺憾，原來是單位護理同仁在接班之後，

因病人同時湧入，忙得抽不出時間去點班

才造成；這站在以病人為中心的立場，應

當是可以接受的。

換個思維，無論是書面審查或實地訪

查，就像是為慈院進行精細的「健康檢

◆ 文︳  高瑞和  花蓮慈濟醫院院長

Medicine with Love
Writes a New Page

社論 Editorial

愛的醫療
    啟新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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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而能順利通過評鑑，真是「功在同

仁」。全院同仁在面對委員提出的各類建

議事項時，皆謙和有禮、不卑不亢，以超

高效率即時做出回應與改善，贏得委員們

的讚嘆。

而在國際醫療服務上，則展現精湛的

醫術與人文的護理，為多位飽受病苦磨難

的艱難疾患打開重生之窗。

來自廈門的楊曉東，在求學期間因畸

形的身軀常受同學嘲弄，十五歲開始自

我禁錮在家，不與外人接近，在當地也因

矯正手術風險極高，無法獲得正面醫治。

直到廈門慈濟志工將三十多歲的他轉介

到花蓮慈院，痼疾才得以見曙光。經過人

工髖關節置換術、三次的「切骨、扳正、

打鋼釘」脊椎切骨矯正手術，成功得到

一百四十度的矯正量，再經由復健團隊的

悉心引導，曉東終於成功挺立身體，邁出

新人生的第一步。

另一位拖著腫脹如象腿的青年 Kevin，
右腿最大腿圍 142公分，十多年的求醫
過程歷經波折，直到跨海來臺接受整形外

科治療，才改變他的人生。經過三次淋巴

組織切除手術，取下 54公斤的異常增生
淋巴組織，腿圍縮至 25公分，體重也從
123公斤恢復到降到 60公斤。整整五個
月的醫療照護與復健，他終於穿上合身的

牛仔褲與球鞋返回東南亞家鄉。

天下眾生苦難莫過於病痛，護理師的

專業陪伴是一帖帖滋養心靈的良方。曉東

與 Kevin因為十多年的惡疾纏身，在人與
人的互動不免出現小小的隔閡，感恩有病

房護理師、專科護理師長時間的關懷，不

僅照護病人術後的有形傷口，更因護病間

逐日累積的信任，漸漸的打開病人異鄉就

醫的陌生感與心防。

護理師本著以病人為中心的初衷，苦

病人所苦，在提升病人的照護品質上，用

心思考精進的方法，在今年獲國家品質標

章肯定的兒科護理團隊、結核病防治團

隊、腫瘤照護團隊、呼吸照護團隊、社區

醫學部團隊，都可見到護理師的專業、用

心與服務熱忱。

可貴的是，我們的護理師在忙碌的照

護工作中，依然把慈濟面霜「微笑」掛在

臉上，親近並安定病人與家屬的心。慈濟

人文已深化在護理同仁的生活中，不但在

工作上展現專業，甚至把真誠的關愛延伸

到工作之外，在兒科病房常見護理同仁利

用下班時間，協助家屬。曾經有位護理師

見年輕母親照顧病童忙得不可開交，下班

後便幫這位母親分擔另外一個健康孩子

的夜間照護。

護理同仁也常常利用時間安排家訪，

呼吸照護中心團隊會到出院病友家中關

懷，溫暖病友與家屬的心。兒科病房護理

師、外科加護病房醫護團隊，則利用假日

定期募集物資到禪光育幼院、安德幼稚

園，關懷小朋友，同時把衛生教育融入唱

遊中，讓孩子們汲取健康觀念。超越專業

之外的慈悲愛與人文香，令人由衷感佩。

過去一年的點點滴滴值得紀念，也為

花蓮慈院的良好基礎增加強度。每一位同

仁都是醫院最珍貴的資產，因為專業、真

誠與慈悲，贏得病人與家屬的信賴，期許

在新的一年，讓我們合心協力，為愛的醫

療再寫新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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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From the Editor

依內政部 2014 年的人口統計資料，

臺灣的人口密度高達 645.8 人 /km2，

相較於世界各國的人口密度，臺灣總

是能名列前茅，依據中央通訊社的報

導，臺灣在 2011 年的人口密度高居

世界第二位。地狹人稠的居住環境，

讓人際間的物理空間顯得很小，理論

上應有利於面對面溝通，但，有趣的

是，手機即時通訊軟體 LINE 的強力

連結性，在擁擠的臺灣也成為使用非

常普及的應用程式 (APP)。
約好面談的學生明明已依約定時

間抵達門口，也要用此 APP 知會老

師他已準時出現。原本只需要當下舉

手敲一下虛掩的門就可以進來的小動

作，為何會被手機即時通訊取代？在

臺灣，這種即時通訊的吸引力實不容

小覷。除了其即時性及免費的原因之

外，能讓此 APP 在臺灣的使用率躋

身世界排名的影響因素值得細究；但

是，當個人的千言萬語都說不清的複

雜情緒，能被一個簡單的貼圖淋漓盡

致的表達所取代時，或許也不難理解

它受歡迎的程度。簡單地點選 APP 中

豐富的表情符號， 隨即能傳遞當事人

當下的心情，在情感表達相對保守的

臺灣，心情符號的備受青睞，自然也

是合情合理。這約莫也說明了為何有

超過九成的受訪護理人員選擇用各式

APP 抒發情緒。

儘管如此，傳統的溝通方式，例

如留言板等，仍有它的不可取代性，

因此有許多醫院護理站仍持續使用。

花蓮慈濟醫院外科加護病房在 2011
年配合醫院的團隊資源管理 (Team 
resource management, TRM) 的推

行，麗娟護理長率領團隊一併推行護

理人員的心情看板的措施，大家可以

用哭臉笑臉等簡單表達自己當日的心

情張貼於看板上，而護理長也會知道

同仁的心情狀態，據此，單位主管能

加以關心安撫同仁的內心感受，營造

一個像家的團隊，在當時的確是一個

創舉，這個 TRM 後來也得到全院第

二名的殊榮。

但隨著 APP 的普遍，護理人員使

◆ 文︳  賴惠玲

人際間的換位思維
Empathetic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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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情看板的頻率下降，但是，單位

的看板依然存在，至今還是會有少數

人使用它。儘管隨著 APP 的發展而式

微，但是，來自世界各地到院參訪學

習的學員，倒是欣賞不已。當時沒能

將此成效訴之文字，加以發表以分享

同儕，甚是可惜。 
 去年九月，與慈濟教育志業發展處

張芙美主任（前慈濟技術學院校長）、

大林、臺北和臺中慈院的護理主管和

副院長等一行數人應邀前往廈門進行

交流回訪；因緣起於去年初，廈門市

衛生局與慈濟合作，首度在廈門市建

立了 13 個人文關愛試點病區。試點

病區的當地輔導老師都是曾在花蓮慈

濟醫院接受人文化護理照護的資深護

理主管，試點病區的立意在於提供給

病人和家屬更人性化的醫療護理服

務。其中廈門市婦幼保健醫院和廈門

市第二醫院也效仿慈院，設有「心情

之星」看板，由資深護理人員關懷同

仁的心情，試行一段時間以後，單位

護理人員表示，浮躁的心情能轉為安

定，不僅是護理人員採用，醫療科也

一起投入，在護理站設立類似看板，

讓病人隨時可以將微笑貼圖貼在磁板

上的工作人員名單上，彰顯病人對醫

療照護工作者的感恩，久之，整個病

室的氣氛融洽，醫病一家親。廈門第

二醫院的院長在最後一天的雙方交流

座談會中更表示 :「原本想做做樣子

就好，給市衛生局一個交代，沒想到

實施之後，竟可以從形式上到產生實

質的改變。醫護人員和病人的滿意度

都增加，短短時間就看到超過預期的

效果。」顯然，護理站心情看板的功

能和價值，是不能被 APP 所取代。

無論是面對面的訊息交流還是各式

APP 表達抒發情緒，都需要有人能理

解，並給予適時適度的回應。前些天

一早，行經國立美術館旁，周遭空無

一人，很是安靜，只有對街兩位八十

歲左右老太太。其中一人駝著背，吃

力地推著比自己大上好多倍的資源回

收車，另一人在身旁說著：「大年初

一還要幹這種活嗎？給自己休假吧！

不然人家以為你有多歹命……」話說

完隨即走人，完全無視困境中的人性

尊貴。從拾荒老太太的外觀不難解讀

出她的生活壓力和難處，尤其，這席

話，毫無關懷和理解的批判，在她的

臉上表現出更多的糾結。「有福報的

人才能這樣付出。」我從對街吼著。

她滿臉笑容，連連點頭，雖然執意不

讓我協助推車，但是原有的一臉愁容

瞬間如當日的燦爛陽光。

人際間的互動，經常需要換位思

維，無論用各種方式，多一點體察和

問候，改變職場的氛圍，必定能為尚

有改善空間的護理勞動環境注入暖

流。實習學生的投入意願也深受學長

姊的噓寒問暖的影響，因此，身為護

理人，大家都需要對團隊間彼此的人

文關懷更多用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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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白袍 白衣
White Coat vs. White Uniform

人是群居動物，只要在生活著就免不了要與人合

作，像醫療行業更需求團隊緊密的結合。俗話說：

「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搶水喝，三個和尚沒

水喝。」若不團結，作任何事都不會成功。只要團

結合作，善用他人的智慧和能力，彼此同心協力，

沒有辦不到或完成不了的事。「眾人團結緊，百事

能成功。」只要用心，大家攜手合作，團結一致，

必能克服困難，達成目的。「團結就是力量」，而

且團隊合作的力量是無窮盡的，一旦被開發，這個

團隊將創造出不可思議的奇跡。當今社會，隨著知

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各種知識、技術不斷推陳出

新，競爭日趨緊張激烈，社會需求越來越多樣化，

使人們在工作學習中所面臨的情況和環境極其複

雜，在很多情況下，單靠個人能力已很難完全處理

各種錯綜複雜的問題並採取實際有效率的行動，所

有這些都需要：團隊合作。 
團隊合作的核心是共同奉獻。這種共同奉獻需

要一個成員能夠為之信服的目標，如診治病患。像

這種切實可行而又具有挑戰意義的目標，才能激

文／謝明蓁  花蓮慈濟醫院一般醫學內科病房主任

不能沒有您

發團隊的工作動力和奉獻精

神，為工作注入無窮無盡的

能量。以花蓮慈院一般醫學

內科病房而言，由於為教學

重點病房，醫學生從四年級

到七年級都會在本病房見實

習，時間也較長，因此主治

醫師們會要求醫學生負責某

些任務，如查詢與提供最新

病患血壓等生命徵象，醫學

生因此會去詢問主照顧病患

的護理人員，查房時段通常

在早上，也就是白班忙碌的

給藥與治療時間，可能讓護

理人員更形忙碌，且影響給

藥。去年在每周固定的醫護

團隊會議中討論到，如何可

讓團隊所有成員包括主治醫

師、主護、住院醫師與醫學

We Can't Have a Team Without N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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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可以在所謂「共同頻

道」上，便由蘇芬蘭護理長

集思廣義提出「給藥中斷」

改善專案計畫。透過團隊溝

通，了解每日如何查看病患

徵象記錄等方式，不斷溝通

與改善施行後已可明顯看出

資訊溝通提升與給藥不中斷

的進步。 
除 此， 一 般 醫 學 病 房 單

位接受慈濟大學的實習醫學

生，為了讓醫學生了解醫護

團隊運作，特地安排學生有

一位醫院護理師擔任臨床指

導者，安排一天指導學生的

臨床學習，並協助他成為照

護團隊的成員。許多同學在

護理人員身邊學習後，都認

為，醫護團隊與了解成員工

作，都是十分重要的！也明白護理可以擔任橋樑的

工作，指引協助。有了橋樑，就有了治療指引，病

患知道路該怎麼走，護理師知道怎樣去跟醫師傳達

病人病情，醫師能曉得這個病人的狀況，當護理人

員的判斷跟醫師判斷差不多時，可以協助醫師更快

更準確地處理病人的問題。

醫療團隊合作是一種為達到治療病患所顯現出

來的自願合作和協同努力的精神，它可以調動團隊

成員的所有資源和才智，並且會自動地屏除所有不

和諧和不公平現象，同時會給予那些誠心、大公無

私的奉獻者適當的回饋。如果醫療團隊合作是出於

自覺自願時，它必將會產生一股強大而且持久的力

量。或許這就可以解釋，即使現在有許多對於醫護

工時的檢討，線上仍有許多醫護人員堅守崗位！ 
在急救病患時，需要有人注意周遭情況，隨時回

報進度，提供訊息；在解釋病情時，需要有人監測

病患與安撫家屬……。醫護團隊合作，少一個人都

不行，我們不能沒有您！

花蓮慈院一般醫學

內科病房因有醫師

及所有團隊成員的

共同投入改善給藥

中斷的狀況。謝明

蓁醫師 ( 右 ) 強調

團隊合作的重要，

更是不能少了護理

同仁。中為蘇芬蘭

護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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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長邱文達說，2012 年急診暴力

591 件，平均每天發生近兩件。立法院社

福及衛環委員會昨審查通過被喻為「王貴

芬條款」的《醫療法》修正草案。醫事司

指出，雖未將「非告訴乃論」（公訴罪）

入法，但只要醫院暴力事件發生，員警到

場處理認為已涉及刑事責任者，就可移送

地檢署偵辦，且無論被害人是否提告，檢

察官都可視暴力情節決定是否起訴，已有

公訴罪內涵。將來《醫療法》三讀後，加

害人都可能因此面臨刑事責任，致人受傷

可處五到十年以下徒刑，

2013 年 11 月 26 日北部某醫學中心才發

生護理師遭某王姓女議員掌摑事件，該護理

師為遵守病患隱私規範，婉拒在電話中回答

有關議員父親病情，引發不滿，女議員到院

後藉機掌摑該護理師。隔日 27 日，又發生

臺南某公立醫院沈姓急診護士因病患家屬

不滿其醫療處理順序，遭家屬言語恐嚇，並

到停車場堵人，該護理師前往派出所報案，

又遇民代助理施壓，要求別提告。

衛福部長邱文達表示，將全力支持醫院

暴力從告訴乃論改成公訴罪，並重申嚴正譴

責醫院暴力，支持醫護人員對施暴者提告。

臺上十分鐘，臺下十年工

護理，是標準的臺上十分鐘、臺下十年

工的專業，因為臺灣還沒有非護理科系畢

業的人成功當上護理師的。

怎樣當上護理師？入職場前，你要接受

四至七年的醫療及護理訓練，這當中已經

有許多無法適應沈重課業壓力的學生被刷

掉；嚴格的護理師證書考試，刷掉了一半

學理知識不及格的人；之後進入醫院的三

個月試用期，刷掉了三分之一無法適應吃

苦耐勞的人；接下來的兩年工作經驗，護

理師漸漸的可以把護理專業和技能運用自

如，但更多無法適應輪班和沈重壓力的護

理師，最後選擇離開。

放得下身段的專業

外行人看熱鬧，內行人看門道。護理師

 ■ 文 ︳李彥範  花蓮慈濟醫院急診副護理長、曾慶方

以掌聲取代掌摑

To Applaud the Medical Professionals Instead of 
Clapping on the Face – Legislation Amendments to 

Prevent Hospital Violence

醫療法修正草案期望降低醫院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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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病人清潔大小便，除了給病人身體舒適

外，還觀察評估了病人的泌尿及腸胃系統；

護理師幫病人量體溫血壓，也評估病人的

呼吸和心血管問題；護理師幫忙打針給藥，

也幫你把關了醫師有無開錯藥、開錯劑量，

並觀察藥物效果和副作用；護理師做衛教，

可是評估了你的身、心、靈、家庭社會等

多面相的問題後，個別化打造的衛教內容。

你住院的十分之一時間，是醫師為你診斷、

治療和開刀；但接下來的十分之九時間，

是護理師為你照護、持續治療、復健和觀

察，以及避免遭受院內感染，讓你可以恢

復健康出院。

慈濟醫院大廳裡的壁畫「佛陀問病圖」，

描述的是佛陀帶領弟子探訪，為一位病重

且污穢骯髒不能動的長老比丘，並親自彎

下腰清洗膿瘡，還打理環境，準備食物照

顧到老比丘慢慢恢復體力的故事。

而數千年前，耶穌基督彎下身子，把自

己當奴僕為他的學生洗腳；這個世代，護

理師不怕病人身上的汙穢，用盡自己的全

力和專業照護好病患。

被羞辱後的護理荒

無奈的是，當我們彎下腰來時，也常被

患者或家屬使喚。因為健保總額制度，臺

灣護理師的工作量是歐美的三、四倍，於

是一些護理師離開了。每年上百件大大小

小的評鑑負擔，又讓一些護理師離開了。

一些官員及攀關係的病人家屬，要求特殊

照護，不高興時就怒罵、甩巴掌來羞辱，

甚至告上法院，更多的護理師也待不下去

了。逃了又逃，讓護理人力大缺，加上沈

重的工作負擔，每週工作 50-70 小時成了

家常便飯，有些護理師也因此病倒了。

十年前剛入職場的我，90% 的護理師工

作經驗四、五年以上，現在的職場有七、

八成人力工作經驗都是在三年以下。未來，

還有多少人願意為護理專業彎下腰呢？

提燈天使，也需要被呵護

現在臺灣的醫療，嚴重缺乏醫生護理師，

是不爭的事實。健保局給付搶救生命的錢，

比一小時按摩還便宜，醫院也無能為力像

歐美一樣配置足夠的醫護人力。或許，南

丁格爾時代二十四小時的犧牲奉獻，對現

在的醫護人員來說要求過高，但臺灣仍然

有許多熱愛護理的天使堅守崗位。或許笨

鳥慢飛，但總有一天他們會成為像南丁格

爾一樣優秀的師級護理人。我們要堅持下

去、或失望離開，可能就決定於每一位的

言行，是怒罵羞辱，亦或給予鼓勵讚美。

臺灣的醫療崩壞，已經不是臺灣三十萬

醫護人員要獨自面對的困境，而是現在和

未來臺灣人民共同的難關。為了將來老去

的我們、為了未來的臺灣醫療，請別再口

吐毒蛇、暴力相向，請多給醫護人員掌聲

和鼓勵，讓我們繼續堅持下去！

參考資料

醫院暴力事件頻傳立院修法加害人須負刑責 
蘋果日報 2013/12/02

又見護理遭恐嚇 衛福部：提告 修法重懲   
中廣新聞 2013/12/02

「王貴芬條款」脅迫醫護恐坐牢   
蘋果日報 2013/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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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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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板 常聽同仁私下嘆氣：「某某今天心情不好，害我踢到鐵板！」

雖然是每天一起工作的夥伴，

卻可能因為不瞭解彼此的心情變化，而偶有摩擦。

「如果早知道她發生了一些事情，我們就可以幫忙了⋯⋯」

為此，臨床環境開始創意發展了

護理同仁之間的心情溝通與表達工具， 

如：心情留言板、心情臉譜、故事屋…… 

鼓勵護理人適度地表達情緒， 

讓主管與團隊成員互相尊重、協調、補位。

而跨科別的團隊會議、藝術治療等種種活動， 

更能營造工作環境的和諧氣氛。 

期望當情緒有了出口及獲得支持，

懂得愛惜同儕、疼惜自己，

心靈成長更能在專業上肯定自我，悠遊於職場中。

護理人的心情表達與溝通

About the Emotion Express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Nurses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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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要照顧病人的身、心、靈，

在工作中必須盡量抽離個人情緒，所以

在 2006 年《志為護理》第五卷第一期

中即曾表述過護理人員是否能在病人面

前掉眼淚。該次的簡單調查，結果是絕

大多數護理同仁都曾經在工作中掉過眼

淚，而原因都與病人的病情變化有關，

包括病人的離世、被家屬或病人的情緒

影響，或者是病人病情好轉、為病人高

興的也有。但是大家在平常都盡量表現

如常。

但是，護理人員的身心也需要調適時，

■ 文／王淑貞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問卷基本資料統計

性別  人數 %
男 34 2.4 

女  1,372 97.6 

總計  1,406 100.0 

年齡  人數 %
≦20歲 32 2.3 

21-25歲 371 26.4 

26-30歲 335 23.8 

31-35歲 313 22.3 

36-40歲 196 13.9 

41歲以上 159 11.3 

總計  1,406 100.0 

職級  人數 %
N 431 30.7 

N1 331 23.5 

N2 441 31.4 

N3 131 9.3 

N4 72 5.1 

總計  1,406 100.0 

職務別  人數 %
護理師、護士  1,072 76.2 

副護理長 48 3.4 

護理長以上 109 7.8 

個管師(含功能小
組) 56 4.0 

專科護理師 121 8.6 

總計  1,406 100.0 

工作科別屬性  人數 %
內科 252 17.9 

外科 164 11.7 

小兒科 78 5.5 

婦產 32 2.3 

急重症 258 18.3 

功能小組 50 3.6 

洗腎室 59 4.2 

開刀房 202 14.4 

門診 76 5.4 

心蓮 104 7.4 

行政 116 8.3 

其他 15 1.1 

總計  1,406 100.0 

該怎麼辦？悶久了不會出問題嗎？那

麼，可以找誰來協助？例如，上班前可

能還焦慮著家中的事情，一到醫院就得

要暫時放下。已婚的有已婚的問題，像

是跟家人、先生的溝通、小孩發燒……

等，年輕的有年輕的困擾，跟男友吵架、

跟朋友的誤會……，考驗著護理同仁的

工作 EQ。

而除了怒與哀愁的部分，如果有好

事發生，開心的訊息，在交班時，要不

要將這個喜訊分享給其他同事？或是大

家習慣報喜不報憂？在護理專業的養成

心情留言板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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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過去一整天，工作時我盡量保持好心情？

(	N	=	1,406	)Q1

中，盡忠職守完成任務是使命，但是護

理人員的情緒出口及支持在那裡？好像

很少有機會被重視。所以本期調查針對

護理人員在工作職場中的情緒表達，及

工作環境中對於表達情緒的反應，以及

支持狀況進行了解。

工作保持好心情

常把哀愁留給自己

此期總共回收 1,406 份問卷，請大家

把心情簡單分為好、壞兩類，第一題先

問，工作時會盡量保持好心情的比例。

將答案以四級分等，有 42.8% 會保持好

心情，38.5% 表示「普通」，「偶爾」

或「沒有」的各占 14.8% 及 4.0%，如

果嚴格地將「偶爾」列為沒有，合計是

22.8%。但整體仍有近八成的護理人員

能保持較好的心情工作。

接下來兩題問對於「快樂的事」與「不

快樂的事」，大家在工作中的表達情

形？

快樂的事，有 48.6%「總是」與「經

常」表達出來；不快樂的事，有 29.3%
「總是」與「經常」表達出來。相反地，

快樂的事不說出來的，「偶爾」加上「沒

有」是 17.3%；不快樂的事，「偶爾」

加上「沒有」是 34.9%，超過三成的人

選擇不說，把悲傷留給自己。

這似乎很符合我們的民情，報喜不報

憂，當然也可以解讀為覺得表達後無法

獲得紓解或改善。

心事最常跟護理同事說

好主管是靠山

所以進一步詢問，護理同仁在醫院工

作中表達情緒的對象。結果以單位護理

沒有 4.0%

偶爾 (4 次中有 3 次 )    14.8%

普通 (4 次中有 2 次 )    38.5%

總是 14.1%

經常 (4 次中有 3 次 )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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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占最多，78.7%；找不同單位護理

同事的有 25.7%，而排第三的是護理

主管，17.6%，第四是非護理的同事，

15.9%。顯然，護理同仁的情感交流，

還是以跟朝夕相處的護理同事為主，所

以營造單位互信互賴、特有的凝聚力，

護理同仁會有較強的心情表達意願。而

主管的成功與否，就在於單位同仁願不

願意把心事告訴你了。

在花蓮慈院的產房，感受到同仁對護

理長的信任。護理師丹妃說，在產房工

作，表面上是照顧一位產婦，事實上卻

是照護兩條生命，只要一有生產，人手

常常是一個問題，還好單位已養成默契

互相幫忙，當有忙不過來的時候，就會

跟護理長求救。丹妃說，護理長總是努

力地為大家解決行政或跨科的問題，雖

然有時候不是護理長能力所能解決的，

但大家都能感受到護理長對單位同仁的

付出。護理長嘉慧表示，單位會利用各

種方式，像留言板、病房會議，或是

E-mail，讓同仁自由的發表自己在工作

中遇到的困境，像新進的護理人員在與

病人溝通技巧上遇到困難，護理長就會

利用晨會或病房會議，請學姊分享自己

的經驗，幫助學妹快速學習。

丹妃補充：「當然不是只有困境，

大家有快樂的事也會互相分享。」單位

二、三個月會聚餐一次，耶誕節會交換

禮物，有時醫師也會請大家吃飯，單位

總有吃不完的東西，每個人也自發性地

在單位存放食物，讓忙到忘了吃飯的同

仁有東西填肚子。冬至那天，有人下了

大夜班不急著走，還煮了一鍋熱騰騰的

湯圓。她還說：「最近有人去韓國回來，

不只與大家分享所見所聞，也帶了護

手霜，分給每人一條，因為大家工作常

要洗手，所以同仁很貼心想要為大家護

總是  18.5%

經常 (4 次中有 3 次 )  30.1%

在醫院工作中，快樂的事，我會表達出來？

(	N	=	1,406	)Q2
沒有  3.3%

偶爾 (4 次中有 3 次 )  14.0%

普通 (4 次中有 2 次 )  34.1%

心情留言板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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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聽著聽著，都替她覺得高興，單

位氣氛真不錯。

鼓勵表達情緒		好壞沒有對錯

近年來的醫療品質強調注重團隊合

作，團隊工作除了彼此的尊重外，更重

視彼此的支持，因此有些單位的創意作

法或將一些想法落實，也值得大家學

習。以花蓮慈院外科加護病房為例，在

護理長的引導下，在一早的會議，同仁

練習表達心情，當日的 leader 問 Are 
you safe?( 你安全嗎？ ) 大家回答 I’m 
safe( 安全 )，或是有人說 No safe( 不
安全 )，用手勢比出當下的心情，就看到

有人雙手在眼前比圈表示「好心情」，

有人則在胸前雙手交叉，表示今日心情

不太好。在病房走道也掛上「心情溝通

板」，開心的人貼上笑臉磁鐵，心情不

佳的人就貼扁嘴磁鐵，大家互相看一看，

就大概知道怎麼拿捏彼此的相處，而護

理長、小組長在帶同仁時，也能有施力

點，多一些關心或協助。

花蓮慈院心蓮病房也曾運用「猴子爬

樹心情圖」，讓每位護理人員表達當天

的情緒，有些人的情緒可能是坐在樹上

很悠閒，有些人可能是垂落倒掛，有危

險；每個人藉由標記自己的心情，讓團

隊成員間彼此了解。

呼吸加護病房 (RCC) 的方式值得大家

借鏡。在開病房之前一片空蕩蕩，沒有

任何配備，宜靜護理長就開始思考，要

如何讓這樣冰冷的環境活起來，怎麼讓

從不同單位來的護理人員對這個病房有

向心力，所以她開始在環境上費心思，

硬體設備就位後，她準備了病人及醫護

人員的活動看板掛在牆上，後來設計出

一個有圖、影、字的「大鏡面溝通板」，

每位團隊成員都可以在上面抒發自己的

在醫院工作中，不快樂的事，我會表達出來？

(	N	=	1,406	)Q3
沒有  6.3%

偶爾 (4 次中有 3 次 )

28.6%

普通 (4 次中有 2 次 )  36.8%

經常 (4 次中有 3 次 )  16.8%

總是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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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演變到之後病人及家屬也會留

言，還有病人返院特地過來留下他對

團隊的感言。

護理師慈珺就說：「有時候工作很

累了，就會走到板子前晃一晃，看到

護理長寫的『戰魂』鼓舞著大家，還

有病人加油的照片，又會激起自己再

繼續工作的力氣。」宜靜護理長除了

節日慶祝之外，有時也會帶著同仁做

些瘋狂的舉動，是她特有的情緒抒發

方式，例如租衣服跳舞棍阿伯，到七

星潭用仙女棒點上 RCC 三個字，讓每

位護理人員都感受到，RCC 是在暗夜

中最溫暖的亮點。現在的 RCC 不再空

蕩，旁人都能感受到這個單位的向心

力，病人也很滿意。2014 年才開始，

他們又創造了一個「呼吸治療趴趴

GO」活動，在每個病人床邊都有一張

環島地圖，在地圖上標示目前病人的

治療目標，讓團隊及病人家屬共同為

病人脫離呼吸器而努力；而護理同仁

的情緒表達，更是彼此都能看見。 

在醫院工作中，我通常表達的對象 ?

(	N	=	1,406，最多 3項 )Q4

其他單位 ( 非護理 ) 同事  15.9%

醫院志工  1.7%

醫院懿德爸媽  1.4%

其他  9.7%

單位護理同事78.7%

其他單位護理同事  25.7%

護理主管  17.6%

共事的醫師、住院醫師、醫學生  7.9%

心情留言板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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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數位表心意		單位營造多管道

護理同仁抒發情緒的工具，用手機

LINE 的有 30.8%，用臉書、推特、雅

虎等社群網站的 27.7%，其次是用口說

9.3%，寫電子郵件的 5.0%，部落格、網

誌的也是 5.0%，其他的工具則只有極少

數的利用率，如：單位心情留言板的僅

0.8%，醫院申訴信箱 0.4%，求助心理師

的 0.6%。顯然手機可上網的快速、即時

性，已完全改變了現今的溝通模式了。

護理人員如果把不好的心情寫在臉

上，大概會嚇壞病人，嚴重的話是惹惱

病人，所以大家普遍習慣武裝自己，將

自己的情緒藏在心中；所以只要願意溝

通表達，讓情緒有出口，都是好的。

像心蓮病房偶爾會排定藝術治療課

程，讓護理同仁以畫圖或捏陶抒發自己

的情緒。另一個工具是「心情故事屋」，

護理人員將自己的心情寫在故事屋裡，

在寫的過程中，在照護病人的負面情緒

或是哀傷也得到釋放。

問題提出會改善		感恩團隊好夥伴

問卷的最後一道問題，問大家遇到問

題或疑問、壓力表達出來後，是否有獲

得解決？只有 5.1% 說沒有，而「總是」

加「經常」有 54.2%，等於是一半以上

的人很肯定將問題拋出來還是能獲得改

善。

每星期四是花蓮慈院一般醫學內科教

學病房例行的團隊會議，芬蘭護理長說，

這個團隊會議為很多護理人員解決了工

作上的困擾。例如，之前有一位家屬有

躁鬱症，常對護理人員大聲怒罵，在團

隊會議中提出後，主治醫師馬上與家屬

溝通。平日，醫師也扮演為護理同仁教

學的角色，例如有一位家屬常喝醉酒地

在病房大吼大叫，護理人員一再勸阻無

效，後來運用雅汝醫師的同理心溝通

方式，跟家屬說：「我了解你是因為一

直失眠而想用喝酒解決。」護理同仁體

解他的無奈，然後告知在醫院不適合這

樣的行為，家屬才接受。這次經驗不只

在醫院工作中，我表達 (抒發 )情緒的「工具」？

(	N	=	1,406，可複選 )Q5
用嘴巴說一說  9.3%

寫 e-mail  5.0%

Line  30.8%

facebook, twitter,
yahoogroups 等社群網站  27.7%

部落格、網誌  5.0%

單位的心情留言板  0.8%

同仁申訴信箱  0.4%

看心理師  0.6%

其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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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單位問題，也讓護理人員多會了

一道溝通技巧。

芬 蘭 護 理 長 表 示 病 房 推 動 醫

療 團 隊 資 源 管 理 (team resource 
management, TRM) 以來，醫師扮演益

師益友的角色。護理師盈潔和佩暄也

表示，醫師在護理人員發現病人問題

而避免發生危險的時候，會給予正向

鼓勵，讓他們覺得很有成就感，在PGY
學員受訓的時候，大家也會一起聚餐，

慶祝順利完成專業的另一個階段；盈

潔和佩暄還說，護理人員間也常會一

起分享自己的喜樂，因為在花蓮工作

的護理人員很多來自外地，單位很自

然的形成一個習慣，回家鄉一趟就會

帶當地的名產回來與大家分享。

團隊成員，不管是醫師或其他職類
同事，能為護理同仁解決困擾，自然

也能讓護理同仁的心情加分。

此外，有些情緒是可以自我察覺，

說得出口，有些情緒則可能是隱藏在

心中，連自己都沒有覺知，需要經

過引導。花蓮慈濟醫院在近一年來力

推人形圖臨床個案教學活動，請護理

人員訓練自己養成「反思」的慣性，

能從中看到照顧病人的困境及自己本

身的困境，也能從中得到力量支持自

己。例如，有一位原住民護理師的長

輩剛好住進他服務的病房，老病人每

天努力地復健，因為出院後不想連累

家人，而這位護理師則覺得自己是護

理人員，應該一肩扛起老人出院後的

照護責任，但又擔心自己能力無法負

擔，非常困擾。所以藉由反思，同事

們引導他看見自己的能與不能，和他

一起擬出與其他家人共同承擔照護的

策略，讓這位護理師放下心中的大石。

也有護理師因為病人突然往生，自己

內心哀傷，看到認識的照顧者被其他

家人責罵而更不忍，透過反思才找到

出口。也有些護理人員從病人身上反

思自己親友的身心狀況，這些表面上

是教學活動，但另一層也是讓自己的

工作被看見，間接抒發情緒。

我遇到問題或疑問、壓力，表達出來後，通常問題能獲得解決？

(	N	=	1,406	)Q6

總是  30.7%

經常 (4 次中有 3 次 )  23.5%

沒有  5.1%

偶爾 (4 次中有 3 次 )  9.3%

普通 (4 次中有 2 次 )  31.4%

心情留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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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上肯定自己		好情緒快速培養

護理同仁的情緒，不該再只是一味

隱忍，而是可以適度地表達；但護理

同仁的自我要求，總是習慣將最好的

一面呈現在病人與家屬之前。所以，

我們鼓勵適度表達，讓單位同仁知

道，今天我心情不好，明天可能換你

碰到事情，後天則是她怎麼了，把心

情的溫度亮出來，彼此送溫暖。好事

更是適合一起分享，普天同慶。

花蓮慈濟醫院自 2012 年開始與廈

門護理學會的合作，舉辦了一連串的

慈濟人文課程，深獲廈門地區護理主

管的好評，廈門護理學會張錦輝理事

長表示：「慈濟讓我發自內心的改變，

希望加強與慈濟的交流與合作，經過

這樣培訓，廈門護理品質得到很大提

高。」而在 2013 年 9 月與張芙美校

長、章淑娟主任及賴惠玲副主任一起

前往廈門參訪，發現廈門地區的醫院

將我們的「心情留言板」普遍應用，

他們稱為「心情晴雨錶」，除了記錄

護理人員的心情外，還會給與持續的

心情關懷。所以我們回過頭來，看看

大家怎麼更進一步地運用 TRM 概念，

讓慈濟的護理同仁常常保持心靈的正

向能量，工作的熱情；又是怎麼釋放

負面的情緒與壓力。

從每個病房中我們不難發現各單

位護理長與團隊成員一直為了營造團

隊氣氛而努力；心情留言板、團隊會

議、心情溝通版、藝術治療、心情屋，

以及懿德媽媽及慈誠爸爸的關懷，這

種種的活動是否已經深入護理人員心

中？就如很多護理人員所說的，單位

這種和諧氣氛是很自然形成的，沒有

任何規定，但是要形成這樣的氣氛，

單位護理長必需付出很多的心血。其

他團隊成員的回饋對於護理人員來說

也是無形的支持，護理人員因為發現

病人的問題，告知醫師後，來自醫師

的鼓勵，或是完善的出院準備，來自

醫師的支持等都讓護理人員感到工作

上的成就。病人無形的回饋，也讓護

理人員從中成長學習，找到快樂的泉

源，就像 RCC 的徽章旗幟一樣「用

微笑度過每一天」。從有形與無形的

作法，不難發現心情的抒發除了來自

他人外，護理人員本身的自我成長也

很重要，唯有在專業上獲得肯定，對

工作產生自信與成就，就能散播更多

的愛給他人及自己。

故事屋裡可以投入護理同仁想說的心事與大家分

享。圖為花蓮慈院心蓮病房護理師邱苡薰手製的

心情故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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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每天有忙不完的事，但單位融洽的氣氛

及團結精神，一直讓我很慶幸能在這個單位工

作，這裡是我所喜愛的環境。

晨會靜思語  善意提點互支持

在單位主管及同仁支持下，我們推動了每天

在晨會分享靜思語，讓同仁在分享的過程中能

啟發他自己與其他同仁新的感受。記得有一位

同仁說她那天要分享的靜思語是「生氣是短暫

的發瘋。」表達中告訴大家：「工作過程中，

如果看到我快發瘋了，請大家諒解一下。」另

一位同仁就開玩笑回說：「你好像常常在發

瘋！」那時雖然是一句玩笑話，在惹得大家一

陣歡笑的背後，其實也「點一下」這位同事。

分享的同仁馬上回說：「真的嗎？那真要謝謝

大家平日的包容啊！」大家笑著結束了晨會，

精神來了，同仁也從過程中省思一些事。

自組生活輔導員  有人相挺過難關

單位是個高壓力環境，很多從外縣市初到的

新進同仁，除了要適應職場生活外，人、事、

物的陌生，也是非常大的壓力源，那時單位有

一位已受證慈濟委員的同事潘鎮鈺號召了一群

熱心學姊，組成生活輔導員，每季固定召開座

談會，親自準備一些小點心，提供新進同仁表

達及發洩的管道，過程中亦分享許多經驗給新

人參考。

有一位學妹在分享過程中就哭了，說自己

壓力很大，本來快撐不下了準備提離職，但

那時她的生活輔導員知道後，每天關心的問

候她，提醒其他同事、學姊要多鼓勵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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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時間，學姊們看到她都一直問她還好嗎？或是跟她說：「你表現很

棒了，就快熬過去了。」等等的話語，心中真的很感動，也不好意思走

人了。現在這位同仁也已工作兩年半囉。

身為臨床教師的我們，最能貼切感受到新人剛來到單位的壓力，而單位有

一個傳統，只要有新人報到，護理長在晨會介紹新人之後，會讓臨床同仁給

予新人一個最熱情的擁抱。擁抱的人可能是和新人來自同一個居住地或是母

校的學姊，希望藉此讓新人立即感受到單位全體的歡喜心。曾聽學妹分享，

剛開始覺得不知所措，但是心裡很溫馨，並覺得學姊人都好好喔！通過試用

的新人們，也會藉著病房會議回饋自己這段學習過程。有學妹還寫了一張卡

片，讓人有種吾家有女初長成的感

動。

寫真版到留言版

笑臉哭臉都看見

之後開始了心情寫真版的推動，

猶記當時好多同事常在一起寫下：

覺得上班好累、工作時間拖很長、

生活品質下降等話語。看到這樣的

念頭存在同事的心中，能為大家做

些什麼？

因此，我們組成了一個小組，運

用 TRM概念希望能改善同事間交班
時間過長，進而延遲下班的現況。

在小組討論簡化交班的流程中，發

現同仁上班過程的心情是很重要的，

若是心情低落或身體不適，除了容

易導致自己專注力下降，更易影響

週遭同事工作的氣氛及整體士氣。

在大家的腦力激盪下，製作出了特

屬於外科加護病房我們這一家的

「心情留言版」。
一走進花蓮慈院外科加護病房，護理站旁就掛著心情溝通版，

同仁的心情表情都寫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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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留言板
Cover Story

在花蓮慈院外科加護病房晨會上，主席問 Are you safe? 同仁口說 I'm safe，手跟著比出 I、

AM、SAFE 三個動作 ( 由上到下圖 )，第三個動作中可見有人比圈、有人比叉來表達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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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留言版結合了單位同事快、狠、準的性格，運用哭臉、笑臉、皺

眉臉等圖示，讓同仁可以快速表達當時的心情，除了讓同仁彼此間有一個管

道可以抒發心情外，更提供一個平臺讓同事間可以彼此關心，每次有同仁看

見心情版貼上哭哭臉時，總會聽到有人在問：「某某某怎麼了！為什麼放哭

哭臉？」大家就會彼此分享那天發生的事，一起幫她出氣、或是誰遇到什麼

不可思議的新奇故事。看到那個心情低落的同事，就會關心問候她或是主動

給予協助。而主管更是每天看著心情版立刻了解到同仁的心情，進而關心，

讓同仁感受大家是一體的。

透過簡化交班流程的推動，延遲下班的同仁越來越少，大多數同仁都會

在留言版放笑笑臉來表示自己下班的心情，那時真的覺得很有成就感。

心情好		工時不拖長又安全

另外，有時的晨會，主席會問大家 Are you safe?( 你安全嗎 )，同仁透過

簡單的動作及口號，表達上班前的狀態是否安全，除了讓大家開開口提振精

神，更可知道自己今天工作的夥伴一日狀態如何。

還記得那時有一位同仁比著 no safe( 不安全 ) 的手勢，我們就問她怎麼

了？她說：「昨天玩太晚沒睡飽，心情不美麗。」那時大家哄堂大笑，起

閧跟她旁邊的同事說：「記得常常看一下你旁邊這位有沒有睡著呀！」頓

時，另一位彷彿還在和周公對話的同仁瞬間醒來，跟著大家開心的笑了一

會。單位同仁品漾說：「工作氛圍就像一家人一樣，讓我好喜歡這種感

覺。」

準時下班本是我們推動 TRM 的主軸，卻不知心情留言版間接地改善了

單位的工作氣氛。透過每次放心情臉譜時，本來常常聽到的是「今天我比

誰早下班」，漸漸地，聽到越來越多是「○○發生了什麼事」的內容，大

家彼此關心著週遭的同事，讓大家越來越靠近。鄭麗娟護理長常常說：「護

理人員的忙碌，很多時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大家要平常心看待，但是，

工作的氣氛是可以營造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因此我們大家一起往營

造良好的工作氣氛及氛圍努力前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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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2月 24日，這個屬於西方平安夜的日子，
從神經內外科病房傳來陣陣笑聲，一群戴著聖誕帽的

護理師們，嘴裡開心的唱著聖誕鈴聲的歌曲，「叮叮

噹，叮叮噹，鈴聲多響亮⋯⋯」「平安夜、聖善夜⋯

⋯」每個人手裡拿著祝福病人的卡片，推著聖誕樹，

到一位病人的床邊傳遞祝福。

原來，她們是在創造一個傳遞心情、彼此說出真心

話的小活動。

給同事祝福  為病人祈福

是要在病房傳佳音嗎？不是的。是護理同仁們想把

自己的感覺傳出去。

單位的康樂組組長絜柔笑笑地說：「其實ㄧ開始只

是很單純的想法，因為單位有幾位護理姊妹家裡都遇到

事情，有的是家人臥病在床，有的是親人離開身邊去

當天使了。」「這些同事經歷了這些難過和辛苦的事，

我們能為他們做些甚麼呢？單位每年在聖誕節都會舉

辦聚會，今年是不是應該要為這幾位同事多獻上一些祝

福和關心，讓他們知道自己不是獨自面對。」

絜柔接著說，「後來又想到，如果我們的同事經歷

家人生病的心情會這麼低落，那現在住在醫院的病人和

家屬一定也很難受，既然如此，何不一起互相祝福？」

「但我空有想法，不知道怎麼進行，就想在病房會議中

提出來，本來以為主管會不同意，因為會影響病室安

寧、有感控問題等等，或是同事會不會覺得麻煩，因為

每天工作忙得要命，下班就想要趕快回家了，怎麼還

會願意留下來做這些事？懷著忐忑不安的心，在臨時

動議時舉手表達我的想法，沒想到，不但主管很認同，

同事也很有共鳴！馬上就討論出將活動主題定調在『平

安夜，為病人和家屬祈福』，大家同心協力一起分配事

前的準備工作，然後期待這一天的到來。」

Feelings 
Exchange on 

Christmas Eve

心情留言板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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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傳心意		安慰支持的力量		

活動當天的白班同事，負責跟照顧的病人及家屬說明晚上的活動，並

徵詢他們參加的意願，願意的就給他們卡片，讓他們自己寫下祝福的話

語。而整個活動就在晚間六點揭開序幕，剛開始考量病室安寧，本來預

計分成小組到每一間病房送祝福或唱歌，但到最後一刻覺得，分組後每

個小組只有二、三個人，擔心場面會尷尬，所以，大家後來決定在走廊

上，用適當的音量選擇唱大家都會唱的「平安夜」。

開始的時候，病人和家屬好奇出來看，接著笑容開始在他們的臉上綻

放，甚至有人跟著打拍子，有的家屬拿著卡片站在門口說：來了！來了！

我們等好久囉！看到病人和家屬開心，就覺得這活動辦得值得了。雖然，

我們和唱的歌聲零零落落的，但因為大家一起，所以也覺得很愉快，不

只是病人和家屬心裡受到安慰，在我們彼此之間，也有股互相鼓勵和支

持的氛圍交流，這種感覺真是既溫暖又幸福。

代為說出真心話		有熱血有溫度

有一個病人，因為腦腫瘤長期接受治療，進出醫院多次，夫妻間情感

深厚，太太寫的卡片內容令人動容，讓我們把卡片掛上聖誕樹時，情不

護理長余佳倫幫不好意思自己念卡片的家屬念出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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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後大家也給彼此加油打氣。

心情留言板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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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禁地幫她念出先生聽：「你是我的心肝寶貝，看你疼我更疼，看你堅強，

我亦有力量繼續走下去，我們一起加油，你不是一個人，愛你的老婆。」

短短幾個字，確確實實表達出太太對生病丈夫的不捨，也讓丈夫感到家

人支持的力量。在一旁的我們也覺得，若能藉由這樣的活動讓病人和家

屬感到溫暖，那一切的辛苦都很值得，也很有意義。

活動後，將病人和家屬寫的卡片繫在單位應景裝飾的聖誕樹上，讓經

過的家屬、病人和護理師都看得到護理站前有棵大聖誕樹，也可以翻翻

卡片看看每個人寫下的祝福，看到我們給彼此鼓勵或祝福的話語。

藉由這樣的活動，增加病人、家屬和我們自己的正面能量，也為現在

以利當道的職場環境，注入一股清流！慈濟醫院不是血汗，而是有熱血

和淚水的慈濟護理人孕育的搖籃。

除了平安夜的活動外，單位常會在同事間生命低落時，互相祝福及鼓勵，圖是收到卡片的同事，

有感而發的在臉書上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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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濟醫院 2013年十位優良員工中有一個年輕面孔，與其他得獎人比
起來，服務年資雖然較短，仍獲得大家的肯定，也是其中唯一一位基層護理

師──合心七樓的邱鈺婷。

作事細節獲肯定  凡事用心懂得反思

得到優良員工的殊榮，是在邱鈺婷護理生涯的第六年，也是她到花蓮慈院

工作的第六個年頭。問及鈺婷的感受，她靦腆地回答：「都是大家的支持，

能夠獲獎我自己也很驚訝，畢竟和許多前輩比起來，我的資歷還很淺，但得

到這樣的肯定，讓我也備受鼓舞。媽媽也以我為榮。」

優良員工的頭銜，是院內同仁的投票結果，投票期間，很多同事，不管是

同或不同單位，回饋鈺婷說：「跟你通過電話，覺得你很有禮貌」、「我有

問過你問題啊，雖然我們不熟，可是你很親切的回答我耶」，有人則是無意

間看到鈺婷跟病人的互動，覺得她很真誠，很得病人信賴等等。鈺婷平日工

作的這些細節，堆砌出大家對她工作表現的肯定。

邱鈺婷
花蓮慈院泌尿科病房護理師

■ 文︳  王琬詳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督導

Be Open-minded 
with a Clear Heart
A Profile of Yu-Ting Chiou, 
Registered Nurse, Urology Ward, 
Hualien Tzu Chi Hospital

Character Profile
誌物

人

心
開
意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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鈺婷說：「這些小事變成別人眼中

的優點，讓我自己更確信，我們每個

人每天的每個動作，都會成為烙印在

別人心中的自己。」

也是鈺婷這種凡事用心，懂得反思

的個性，讓她一直不斷求進步。

走上做好事的路

回到實習單位服務

邱鈺婷家住宜蘭，母親是佛教徒，

她從小跟著媽媽參加一些佛教儀式或

活動，國中畢業前夕因為媽媽一句「當

護士可以做好事」而自然地填了護理

當志願，2005 年自慈濟護專畢業。而

在當時二技進修尚未風行之時，鈺婷

自己認為要成為一位優秀的護理師，

一定要繼續進修。於是她考上中臺科

技大學二技，這兩年間她學到如何和

同學合作完成報告，同時也有機會到

其他醫院實習。但她心中的理想場域

一直沒變，她很篤定：畢業後一定要

回花蓮慈濟醫院工作。

為何非花蓮慈濟不可？鈺婷想都沒

有想就回答：「醫院整體的氛圍就讓

我很想要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雖然

不可諱言，也聽說慈濟的學姊有點兇，

但我自己的親身經驗覺得還是有很好

的學姊，讓我想要跟她們一樣。」

護專實習期間的美好經驗，讓鈺婷

二技畢業後再度回來，且同樣到泌尿

科病房就職。「一走進病房就看到彥

錚阿長，還有毓錚學姊等熟悉的面孔，

有種回家的感覺。」

挫折當激勵		盡全力做到好

來到心目中理想的場域，事實上真

的那麼好？畢竟是剛進入職場，熟悉

單位就夠了嗎？有遇到挫折？

鈺婷想了想後回答：「不知道那算

不算挫折，只是剛進單位時，有學士

學位的同事還不多，很多人才開始進

修二技，所以，當我對技術不熟悉，

對流程陌生而遺漏交班時，不免會有

同事在一旁耳語：大學畢業的不是應

該都很厲害嗎？怎麼這樣也不會，那

個也不懂的？」「當時的我聽到這些

話，也沒怎麼難過，只是告訴自己，

要更努力學習，盡快讓自己成為可以

獨當一面的護理師。這可能跟自己不

服輸的個性有關吧，既然是自己選擇

不服輸的個性讓邱鈺婷一入行就盡全力去做，

短時間就當上單位的夜間小組長。圖為邱鈺婷

於單位會議以人形圖分享照護成果。攝影／王

琬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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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會用盡全力去把它做好，我不

能忍受自己還沒努力就放棄。」鈺婷

可能不知道，我看到的她，眼裡盡是

堅定的自信。

鈺婷在臨床的拚勁，讓她在短短的

時間內就成為單位的夜間小組長，一

肩承擔起夜班病人安全的守護。

「除了自己照顧的病人之外，對於

學妹的病人狀況，我也幾乎都可以瞭

若指掌，讓每個和我上班的學妹都覺

得安心，病人和家屬看到我上班，也

都覺得很放心。」身形看似單薄削瘦，

但鈺婷已養成護理專業的厚實臂膀，

讓很多同事可以依靠。

設身處地教學		耐心又溫暖

鈺婷對待學妹的耐心也是出了名的，

不但年年被實習學生票選為單位熱心

教學的學姊，也榮獲過醫院教學部評

比全院的優良教師。

鈺婷談及她以往的學習經驗，有一

次她經驗不足而沒處理好一些事情，

結果接她班的學姊生氣地當場大聲叫

罵。「當時我真是羞愧的想要挖個洞

鑽下去，還好毓錚學姊趕快來把我帶

離現場，還把那位學姊帶到辦公室，

曉以大義了一番，讓我感到非常的溫

暖和感激，也因為如此，我常提醒自

己，有一天當我有機會成為學姊時，

一定要像毓錚學姊一樣，成為保護學

妹的一把大傘。」「能夠得到優良教

師和熱心教學的學長姊肯定，讓我對

自己的教學能力更有信心，也更確認

教學沒有一定要用罵的，只要用心用

方法，學弟妹還是可以學會的。」

人生被迫喊停		把心放開讓福來

一逕地用力向前衝，有付出就有成

就，但在 2011 年，考驗來到鈺婷的面

前。這是鈺婷的臨床第五年，泌尿科

病房從原本 33 床的二七西病房搬到合

心七樓，變成 54 床。「一時之間，我

感覺自己完全失去掌控，工作環境改

變了，床數擴張，我就是拿午餐時間

來接著工作。」幾個月下來，鈺婷的

身體開始出狀況，常感冒，加上支援

其他單位的壓力，就病倒了，被診斷

是急性胰臟炎，必須住院治療。

「合七病房比以前大很多，病人屬

性也從原本單純的泌尿科，變成有一

半的一般醫學外科病人，加上有許多

邱鈺婷對學妹極具耐心，也是全院評比的優良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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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病房轉來的同事，不但要學習病

人的照謢知能，還有人與人之間的磨

合，原本學習就比較慢熟的我，一下

子要適應太多的事情……」

鈺婷回頭看，發現她引以為傲的好

強不服輸的個性，在那個時候反而變

成致命傷。「同事們在排班上好意的

建議，在我耳裡聽來卻像是不信任的

質疑；工作上的互相幫忙，在我眼裡

看來，卻像是故意找我麻煩。」鈺婷

越來越不想來上班，還因此萌生了離

職的念頭。

「還好，我的主管和同事都很關心

我，也願意陪伴我，給我機會，讓我

放了個長假回家休息。有了比較多的

時間，重新思考自己過去的處事模式，

也調整生活作息。」

「回家休養的期間，媽媽常會提醒

我，不要太鑽牛角尖，更不要讓自己

全身像布滿刺的刺蝟，要把心放開，

福才會進來；而同事們不時從手機傳

來的問候，讓我知道大家並沒有放棄

我，我並非獨自一個人面對工作的困

境。」慢慢地，鈺婷找回自己，重新

找回工作的熱情。

轉心轉境看世界		護理原來是團隊

短暫的休息調養後，再次回到工作

崗位時，鈺婷實事求是、嚴以律己的

精神沒變，變的是，對同事的建議不

再充滿敵意，反而歡喜接受，甚至會

主動去詢問有專長的同事。「像有些

同事在排班方面有獨特的見解，既然

他的方式比較好，何不從善如流？護

理本來就是團隊合作嘛，大家互相補

位，讓有專長的人適時發揮，如此不

是皆大歡喜，不知道自已以前怎麼這

麼想不開？」鈺婷開心的笑了。此時

在鈺婷身上看到的，除了對護理專業

的自信外，也多了一分待人處事的圓

融智慧。

鈺婷的護理生涯來到第七年了，未

來的人生還會有許多不同的考驗，但

相信，經過臨床及人事淬鍊的鈺婷，

已經學會常喝知足、善解、包容、感

恩這慈濟四神湯，讓自己未來的人生

心靈飽滿身體健康。

笑看會鑽牛角尖的自己，邱鈺婷對護理專業保

有自信，也懂得了與人相處的圓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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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案在臨床上護理人員常以問題為導向，有問題發生時就去找解決

策略；但當臨床情境扣上「專案」之名，大家就被卡住了，由臺

灣護理學會每年 N4 專案報告不到四成的通過率來看，就不難想

像了。   

護理同仁在撰寫專案的過程要小心求證，要單位全體總動員，

所以要把專案營造成有趣又有意義的活動。但對於負責同仁就很

辛苦，因為除了要主管支持，鼓勵單位同仁合作，甚至改變原來

的作業習慣，還要花很多時間閱讀文獻，分析資料，最後編寫出

一篇論文送審。從急診處理抽血檢體退件率、神經內外科病房針

對非計畫性鼻胃管移除的改善，到一般醫學內科病房的給藥不再

中斷；專案完成的關鍵與困難點各有不同，有新手媽媽在家庭工

作難兩全的時間壓力下最終以「圖」破困境；有護理長自嘲是「自

我感覺良好」而從未想要放棄；更有護理長帶領同仁體會跨領域

合作共同改善病人問題的美好，但煞費苦心才將成果化為論文。

執行、撰寫專案報告的過程，就像拿著地圖在追求專案寶藏的

鑰匙，經歷險境，而終能尋獲至寶。專案通過，定有能力昇華的

感受，也回頭看到初衷，專案改善了工作困擾，也提升了服務品

質。從這些專案書寫者的心路歷程，我看見勇敢、我看見成功者

背後的共同點──不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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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單位從 2011年開始就陸續針對檢體的高退件率做了一些改善措
施，不過退件率卻沒有明顯的降低。大家開始感覺事態嚴重，是因為會

浪費護理人員很多時間在重新抽血上，有時候會抱怨「我已經做了呀，

怎麼還是⋯⋯」、「到底要怎麼抽呀」、「叫檢驗科自己來抽啦」，但

事情仍無改善。於是我們組了一個團隊，重新再檢視究竟是哪個環節出

了問題。

專案解決了單位困擾

事實上第一線護理人員在面對檢體退件時，是存在多方壓力的。首先，

我們不忍心讓病人再挨一針，其次是會延誤患者檢驗報告出爐的時間，

尤其是在急重症單位，很容易導致醫師無法在

第一時間給予病患適當的治療；檢體遭退件須

重檢時，我們需要再花時間去向病患解釋、花

時間再抽一次血，如此一來工作時數會受到擠

壓，護理品質及病患滿意度也會跟著受到影響；

最後則是醫院成本的考量。當我們開始深入了

解這個議題之後才發現，原來退件率造成的影

響居然這麼大，所以更增強了我們想做專案的

決心，一方面是真的很想解決單位同仁的困

擾，另一方面也想完成一篇專案，希望將來能

夠進階與加薪。

在臨床實務上我們發現同仁對抽血檢體步驟

不夠熟悉，而檢驗科的複雜表單也會影響送檢

時間，所以我們在單位內舉辦檢體送檢的教育

圖破困境
■ 文  ︳游雅婷  花蓮慈濟醫院急診部專科護理師

Break Through by Mapping

游雅婷與同仁一起執行專案，成功改善急診的

檢體退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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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

訓練，張貼海報提醒大家，在治療車上也貼提示，也找資訊室修改系統

讓不同檢體的表單可以單獨列印等等，一系列的作法果然讓退件率有效

降低了。想不到，接下來把成果化為一篇專案報告的過程，竟會如此艱

辛⋯⋯

找到家庭平衡點  善用時間抓重點

寫專案的過程，護理部為全院參加專案的人安排時間與指導老師討論，

並且追蹤各組的執行進度，但不得不說，我們這組成員真的是有被榨乾

的感覺，因為我們這組成員，包括蔡雅雯、張惠英，都是新手媽媽，下

班後要到護理部報告進度及討論，回到家後，必須先安頓好小孩，才有

時間把被批得殘破不堪的專案拿出來修，通常都已經是深夜了，尤其是

越到投稿的前一個月內，在鍵盤上驚醒以及欣賞日出的情形越頻繁，所

以也引來先生以及公婆的「關心」，先生一度不太能諒解。

有好幾次我們好想放棄，感覺自己與家庭的衝突好像一觸即發，會去

思考到底要怎麼去取得家庭與工作之間的平衡點，後來經過與先生的理

性溝通，了解其實家人是捨不得看到我們平時上班已經很累了，下班卻

還是不能好好休息，所以會希望我們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最後我們和

家人達成協議，就是我們給自己一段「痛苦期」，也就是從投稿前一個

月到投稿前，我們會用盡全力在寫專案這件事上，其他時間會把寫專案

的時間調整得少一些。我們也因為此變得更善用時間，開會只討論重點，

且我會請組員準備進度，避免時間過長。   

文獻佐證的難度      

開始寫專案後才發現不如我們想像那麼簡單，要思考的面向很多，卻

又須要有文獻佐證彼此呼應，真的非常有挑戰性。事實上我們一直沒有

終於完成專案書寫

並獲得學會通過，

游雅婷說其中的甘

苦與成就要親身體

驗才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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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住老師提醒的重點，所以經常在兜圈子，甚至一度迷失方向與目標，

變得有些不知所云了，這是寫報告最害怕的事，會令人想放棄。

但我們都有一樣的想法：已經花了心血做了，就是要把它完成，否則

前面的努力就白費了；加上單位同仁的配合，我們確實已經有成效了，

我們想讓大家知道急診團隊是有在努力改善問題的。另外還有一個很大

的驅動力，就是一直在過程中陪伴我們的督導，當我們在討論時，她也

是用下班時間陪我們與老師一起討論，積極幫我們一起搜尋文獻，更重

要的是她一直鼓勵我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基於不想讓一個默默陪伴

我們卻從來不提及自己功勞的人失望，當下我們就下定決心，再怎麼累

也要拼了。

靜下心放大眼界		畫圖突破困境

雖然寫了大半的文章，但面對難以突破的困境，即使有心要拚下去，

到底該如何做，一直非常苦惱，當時覺得若再這樣下去可能會不了了之，

所以決定拋開之前寫的，一切重新開始。讓自己靜下來，用大的眼界來

看檢體送檢的整個流程，於是一邊想就一邊畫著流程圖，想不到這張圖

竟然成為我們通過專案的一把鑰匙。

因為從流程圖，我們找到了問題所在，這才讓自己確定了整個專案的

走向，因為知道自己要呈現哪些東西，也知道哪些東西還需要補足，最

後趕在投稿截止日前把這篇專案送出去。當下三個掛著黑眼圈的人，內

心百感交集，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心裡非常雀躍，感覺像是完成了一件

不可能的任務，這種成就無法用言語來表達，這樣的過程沒有親身經歷

過的人，是無法感同身受的，所以我們真的非常感謝所有一起合作的夥

伴，包括急診團隊、檢驗科團隊、資訊室團隊、護理部、指導老師以及

所有一起為專案奮鬥的同伴們，還有一直很關心我們的家人。

最後，若要我回答如何能完成一篇專案，我想應該是要清楚自己的目

的，通常是要發自內心的想做，才有辦法在困難中堅持下去。接著是為

自己設定期限，讓自己可以有效的利用時間，在有限的時間內投注最大

的心力，然後是運用溝通技巧來解決接踵而至的潛在衝突，避免衝突的

產生而影響自己的情緒與進度，最重要的是「做就對了」，套一句廣告

詞「不做，不會怎樣；做了，很不一樣」，這之中的心境差別也許只有

自己知道，但是這樣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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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彎處
Turning Point

心靈

接到臺灣護理學會的專案審查通過時，心中激動難以言喻，這份專案

報告歷經許多波折，從未想過要放棄，可能自我感覺良好吧，明明就執

行的很好，但是就是寫不出來，生氣，氣自己⋯⋯

從事實到書面距離遙遠  愧對全單位 

4、5年前曾經參與過部內舉辦相關行政訓練班，對於專案一知半解，
工作中看到想改善的臨床問題，就很快的想出改善措施，執行後便認為

這就是改善專案報告。但是寫作過程才發現專案現況分析不明確、導因

及問題無法做連結，更別說後續與措施的相對應。

經由護理部聘任的鄒慧韞顧問指導，有抓到一些方法，重新逐項檢視

造成病人非計畫性鼻胃管移除的發生原因及改善方案。執行一年的時間，

在 2012年預計送學會審查時，發現整體報告內容還是無法將問題導因及

■ 文、圖  ︳ 余佳倫  花蓮慈濟醫院神經內外科病房護理長

柳暗花明又一村
Ward Project Brought My Profession Further

執行專案從主題

設 定 到 改 善 方

法、論文送審，

可謂關卡重重，

但通過之後，個

人與單位的表現

都有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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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改善措施說明清楚，以至當時部內主管不推薦送審，那時真的覺得

很懊惱與挫折，已經努力一年了，單位同仁也全力配合改善，而自己卻

無法將所做的事情完整呈現在專案報告中，覺得很對不起大家。

重新再出發  問題排序聚焦導因  

後來遇到評鑑，就將此份專案書寫暫時放下。但臨床相關措施仍然繼

續執行，多了許多資料供分析。重新參與專案工作坊，發現也有其他單

位進行非計畫性鼻胃管移除的議題專案，藉由資源分享吸收了同儕的經

驗，加上護理部另安排品質改善課程，讓自己再重新學習品管手法，持

續請鄒顧問指導專案，捲土再來。

檢視過程中較大的障礙在分析問題的階段，專案步驟都學過，也做完

改善措施，但前後因果不甚清楚，老師指導「擬定綱要」很重要，但剛

開始不會運用，加上工作坊是採用團體報告討論模式，指導者眾，有時

會產生很大的挫折感甚至有點生氣，經常被指導當下以為懂了，離開後

又不知該如何著手，一直處於渾沌狀態，很多因素都想加進來說明清楚，

卻變得更複雜。

專案的主題不斷的改變，從最開始的非計畫性鼻胃管拔除，改成病人

吞嚥訓練，經老師到單位訪談同仁鼻胃管照護的方法，臨床訪視、訪談

病人對於鼻胃管放置的感受、家屬的想法等，釐清病人非計畫移除鼻胃

管的導因，接著，我們重新將問題排序，決定先聚焦於其中一個導因，

即護理人員約束的方法，把它升級成問題，再從這個問題去分析相關原

因。藉由工作坊的團體討論，一次次分析、一次次與問題對應，接著執

行改善措施，每一步驟環環相扣，終於如願地完成專案送審。

感恩師長相助  成長再精進

能順利通過專案審查，要感恩琬詳督導不離不棄的帶領、部內鍾副主

任及王副主任用心規劃課程，還有鄒顧問的引導，讓我能於「專案前頓

悟」、學會「綱要等同摘要」運用來檢視前因後果是否有連貫性。還有

藉由病人安全通報系統，單位間討論案例，加上同儕的學習，我們學會

了以病人問題為中心，去尋找病人在留置鼻胃管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分

階段性去改善病人持續性的問題。專案報告通過，不是結束，而是下一

階段改善的開始。最後跟大家分享的是「不要為了寫專案而寫專案」！

相信自己，您一定也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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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彎處
Turning Point

心靈

說起寫專案論文並不陌生，多年前曾跟著當時的護理長一起完成一篇「建

立單位糖尿病患者衛教的標準與評值」，也通過臺灣護理學會的審查，故

有信心地再次挑戰專案書寫。

擔任領導者的挑戰  從決定主題開始

開始主題設定針對單位常見的慢性病患用藥問題，想運用多媒體衛教光

碟來衛教病患，但是不獲指導老師支持，因為無法提出有效證據顯示問題

的重要性，光在第一階段的前言與現況分析就耗時近七個月。才發現自己

要獨自帶著同仁執行改善專案，怎麼變得那麼困難，與過去參與者角色截

然不同。

專案主題經過多次修改，從護理人員的資訊系統漏給藥登錄系統，稽查

護理人員的錯誤，慢慢地轉向為以病人為中心，老師在過程中一再提醒，

專案是要由護理人員共同解決單位的問題，而不是在看護理人員那裡做不

好。最後經團隊會議，決議以「給藥中斷」為主題。

跨科全動員  改良行動車

專案進行期間剛好是單位人力較緊張的時間，還好當時有護理行政實習

的學生，協助觀察護理人員的給藥過程，記錄每一項護理人員所遭遇到的

困難，及中斷的原因，記錄的內容再經由護理長進行現況分析。

緊接著，病房主任謝明蓁醫師告知一般醫學內科醫學生及實習生，單位

將執行這一項改善計畫。經過單位現況分析及文獻查證發現，護理人員在

給藥的過程最容易被中斷的原因，就是會臨時被叫回護理站或離開病人單

位。改善方法很簡單，醫師、護理、書記主動在護理站幫忙接電話，接紅燈，

儘量讓當班同仁安心發完藥。

■ 文  ︳ 蘇芬蘭  花蓮慈濟醫院一般醫學內科病房護理長

領導角色大不同
As a Project Leader, It’s Anoth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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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現況分析發現，早上在主治醫師查房之前，很多實習醫學生會在

給藥時間向護理人員詢問病人的狀況，所以經與醫師溝通，協調病人的資

料集中於病歷，不打擾發藥。

但還是有護理人員會再跑回治療室拿東西，發現現行護理工作車的擺放

及物品種類、數量，都會導致給藥中斷，也增加工作時間，所以開始進行

工作車改造；也與護理同仁及醫療科討論病人檢查的適宜時間，避免中斷

給藥。

參考文獻扎根基  團隊資源為妙法 

通過專案決定主題的第一階段挑戰，第二階段的挑戰是文獻查證。

臺灣極少給藥中斷的文獻，國外的文章就得面對英文閱讀的障礙，一

頁的文獻需來回看三、四遍才稍清楚內容的描述，這時候身邊出現許

多貴人幫忙翻譯、提供相關文獻，才能為專案打下扎實的理論基礎。

推動專案有時會額外增加同仁的負荷，但此專案改善的主題來自於基

層的心聲，所以並沒有遇到太多的反抗與拒絕。

專案一開始我們就運用團隊資源合作模式，感恩病房主任謝醫師、一

般醫學內科主任林彥光及三位主治醫師吳雅汝、羅文綾、潘郁仁，不

僅願意傾聽護理人員照護過程可能面臨的問題，並提供建議一起面對、

解決問題，讓我們的對策能快速且順利的推行，最後還達到顯著的成

效。

即使有過去的經驗，鄒顧問讓我們重新學習，收穫滿滿，專案也順利

通過了臺灣護理學會的審查。總覺得鄒老師身上的法寶還有很多，我

們只學到一點點。感恩護理部主管的護持，單位同仁的配合，期望我

們能將這些方法延續，為病人、為臨床、為護理盡一分心力。

花蓮慈院一般醫學內

科病房利用中午用餐

時間開會，五位醫師

到場參加，聆聽護理

同仁的分享與提問，

立即提供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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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護病間
Between Sick&Care
愛

星期一早上，如常的評估病人的問題，

做成紀錄跟主治醫師報告，早上交班時，

有提到昨天剛轉來的插著氣管內管接呼吸

器的伯伯，先去看看他吧！

引導道別  回到家常的輕鬆時刻

74歲的伯伯，在這次住院前並沒有發
現有其他慢性病史，就在 12月的某一
天，因為意識不清被送到急診插管，診斷

是缺血性的腦中風。四個月的氣管內管加

上呼吸器與他為伴，四個月的醫療努力，

陸續進出加護病房，家屬想要拔管，不要

讓伯伯辛苦了，因為所有的神經測試都沒

反應，據說伯伯有一位修行中的大兒子反

對，這件事就被擱置了。

來到病床邊，一群家屬圍繞著病人，接

著伯伯吐了一口氣，四肢皮膚變白，脈搏

摸不到，就走了。喔！不會吧？心裡開始

冒冷汗，才剛接觸伯伯呢，還沒很熟悉，

怎麼辦？先假裝鎮定，安定一下自己的

心，帶著家屬連同呼吸器先把伯伯移到彌

留室。

接著引導家屬跟伯伯道別，剛開始大家

也不知道要講什麼，就是看著伯伯，慢慢

有人起頭跟伯伯講話，要伯伯安心的話。

接著有家屬問我：「能不能幫他修指甲

呢？」我說：「可以。」並交代家屬拿了

水，指甲要泡軟再修剪。另一組家屬又問

我說：「能不能修頭髮呢？」因為兒子是

美髮師，想幫伯伯剪個頭髮，但是沒帶專

業剪刀、沒梳子。就這樣，女兒提供閃亮

亮的梳子，病房借了剪刀，是彎剪，美髮

師雖然剪的不順手，卻也完成任務。過程

中，七手八腳的，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

講爸爸最喜歡漂亮了，以前還曾經拿鐮刀

修指甲等等的趣事。在一旁看了一會兒的

阿姨 (伯伯的太太 )，走過來靠近伯伯，

When His Life 
Comes to an End
■ 文  ︳ 胡薰丹  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資深護理師

當生命選擇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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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His Life 
Comes to an End

摸摸他的手，用客家話對伯伯說了一句

話，在場的人都笑了，雖然我不知道她

說什麼，但我也跟著笑，她女兒問我聽

懂媽媽說的嗎？我老實的搖搖頭，她女

兒就幫我翻譯，她媽媽對爸爸說：「把

你修 ( 剪 ) 漂亮一點，去那裡才會有很多

小姐追你！」接著，女兒還問媽媽會不

會吃醋，媽媽回說不會。頓時氣氛輕鬆不

少，我也跟著放下心中的石頭，原本以為

伯伯剛來住一天就往生，會很難安撫家屬

情緒，卻在輕鬆的過程中畫下句點。

照顧末期病人的靈魂

善終的生命風景	

對於末期照顧，有很大的思考議題是：

何時是放開病人、不要把病人抓緊緊，決

定撤除無效醫療的時機？

讓病人善終，是我們的宗旨。當病人剛

轉到安寧病房的時候，我們團隊都會先思

考能再為他做甚麼呢？當所有醫療枉然，

並沒有辦法讓他再醒來的同時，病人也沒

有神經學反應，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呢？我

們該如何面對不會跟我們互動的病人呢？

我們用盡所有的科技，可以延長病人生命

的同時，又該如何照顧病人的靈魂呢？

所以，安寧病房發展出很多輔助療法。

音樂是其中一項，人類的聽覺是最後消

失的，那就每天放音樂給他聽，跟他說話

吧！或是每天像安撫嬰兒般，輕輕拍拍病

人吧！

這位剛轉到安寧病房的伯伯，帶著氣管

內管及呼吸器，沉睡在自己的世界裡，無

法與外界溝通，他的疾病來得又快又猛，

伯伯毫無預警就倒下了，無法讓我們明白

他的意願。然而，就在我們討論何時是撤

除維生系統的時候，病人自己選擇離開的

時間，讓自己的生命走出自己的軌道。

我們現在就可以先思考，當生命末期，

我們選擇怎樣的結束？在伯伯的身上，教

了我這樣的一個生命道理。

■ 文  ︳ 胡薰丹  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資深護理師

安寧療護同仁常從豁達的病人身上學習到生命的正確態度。圖為花蓮慈院心蓮病房胡薰丹護理師與王英偉醫

師與病人及家屬討論治療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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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誌白衣
Angel,s Diary

從照顧曉東的過程中，我自己學到

了很多，深切體會到「以病為師  這

句話的意思。

曉東是來自廈門的青年，透過慈濟

基金會的協助，跨海到臺灣花蓮來就

醫，除了希望能夠矯正他那超過 180
度的脊椎彎曲，也希望藉由這次的治

療，讓曉東封閉許久的心扉再次打開。

令人憐惜的青年		彼此提醒護身心

剛開始聽護理長說起單位即將照顧

這樣的一位病人時，只知道是位 31 歲

的男性，因為屈曲的身體外型，所以

總是坐在輪椅上，心想，這樣一定讓

他的日常活動非常不便。等見到了曉

東，看到他只能靠著強而有力的雙手

協助身體活動及上下床，覺得他很堅

強。想到他在燦爛的青春歲月時期，

就因為疾病而只能將自己關在家裡，

覺得很不忍，也因此對他多了分憐惜。

初期接觸曉東時，發現他真的非常

內向，對外界有著很強的防備心，總

是帶著墨鏡、帽子、口罩，和人講話

時也不會正眼直視，尤其是當我和他

談及他的病，他的回應也都只是點頭

及搖頭，很少願意表達感受，雖然這

也讓我們在照顧上的困難度增加，但

因為心疼他的過去，所以在做任何護

理措施時，都會很有耐心的多次解釋，

也會提醒自己要多給他心理支持，畢

竟他過去封閉了十多年。因此除了生

理上的照顧，同事間也會互相提醒，

要多給與曉東心理上的膚慰，希望在

醫護人員身心雙層的照顧下，曉東能

夠一天天的往抬頭挺胸的路邁進。

認真忍痛復健		欣見敞開心房

曉東所接受的雙髖關節手術，與一

般行人工髖關節的術後照顧並沒有太

大的不同，反而是術後筋骨的放鬆及

復健是要特別關注的，在多次的手術

中，曉東每每需經歷傷口疼痛及復健

時肌肉的拉扯，從他的表情可以看出

痛苦，但他為了想要達到與我們的約

A Spinal-Bent Over 180°Man Stands Straight Again

■ 文  ︳陳怜潔 花蓮慈濟醫院骨科病房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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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抬頭挺胸，所以幾乎都會盡力配

合，以完成復健老師為他計畫的復健

運動。

看著他一步步的往我們的約定而

努力，心裡也很為他高興。更讓我

們欣慰的是，曉東對我們的態度，

也從初期的不信任，慢慢的的敞開

心房，後來願意拿下帽子、墨鏡、

口罩直接面對人群，看到我們時還

會主動打招呼，他甚至知道了單位

每個護理師的名字，與大家打成一

片，對比他剛到單位時的封閉，心

裡很是感動。

祝賀喜重生		未來利人群

雖然我已經有七年的臨床工作經驗，

也曾照顧過不少僵直性脊椎炎病人，

但彎曲角度這麼嚴重的，還是第一次

看到。因此，在曉東接受角度矯正的

手術過程中，也讓我有機會把他的臨

床症狀及手術治療的流程，與教科書

作比較，知道在不同的時期的不同照

顧重點，加上陳英和院長在過程中有

都會不吝指導許多照顧的技巧，讓自

己對這類病人的照護知能增進不少。

曉東長久以來將自己關在家中，與

人的互動禮儀也和一般成年人很不一

樣，還好社會服務室的顏惠美師姑常

到病房，帶著他看靜思語，唱慈濟歌，

潛移默化地轉變他的氣質。此外，住

院期間也有全球志工師兄姊的接力陪

伴及引導，讓原本講話較不修邊幅的

曉東開始會跟他人說感恩，也願意與

其他病友分享自己的東西，同時對自

己越來越有自信。

「祝賀曉東喜重生，福慧雙修在慈

濟；曉了分別勤修行，東山再起利人

群。」是我們護理團隊送給曉東的祝

福。看到他一天天的轉變，真的很替他

感到喜悅。雖然，曉東在出院時脊椎

尚有 60 度必須靠復健慢慢調整，但相

信有大家的祝福，曉東的明天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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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誌白衣
Angel,s Diary

時光飛逝，轉眼間 20 個年頭過去

了。回顧初衷，護理工作是我從小的

志願，能於此領域服務深感榮耀與幸

福。

事實上，自己的專科背景並非護理，

是幾經輾轉才能進入護理領域工作，

進而取得執照，過程是漫長而辛苦的。

過去是聯考成績不理想，無法選擇

護理為志願，於是就讀幼保科。畢業

後，曾在幼稚園服務兩年，但因興趣

不合而離開。

帶給我的財富是快樂

1993 年時，得知慈濟醫院有護理的

工作機會，鼓足勇氣遞了履歷表來應

徵。當醫院通知錄取時，心情非常喜

悅，但卻又難掩恐懼，因為是完全沒

接觸過的醫療服務領域。

帶著忐忑的心情報到後，正式開始

護理工作，擔任門診護理師。一開始

雖然害怕，但藉由學姊的帶領，逐漸

掌握工作要領，發現雖然沒有護理專

科背景，只要誠實、積極地面對工作，

拿出良好的服務態度，學習的效率會

提升，服務品質好不好，則從病人的

反應可以看出來，漸漸對自己的工作

能力產生信心。

除了工作適應跟學習外，人際關係

相處都非常融洽。不瞞大家說，目前

能有幸福的家庭，也是透過中醫科曾

國烈醫師牽的紅線。

能進入慈濟，我認為帶給我的財富

不僅僅是實踐理想，更多的是快樂。

在職進修考上執照

時間累積了扎實的護理實際經驗，

2007 年聖母護專招考非護理人員，是

第一屆，我聽到消息後，認真地準備

科目應考，深怕自己失去機會，幸好

順利地考上了，同時得到家人的鼓勵

■ 文  ︳黃麗華  花蓮慈濟醫院門診護理師

Her Dream of Being a Nurse Has Com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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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支持，一邊工作一邊在職進修，讀

書的過程真的是辛苦，但是很值得。

進修的期間，感謝單位主管的體恤

與幫忙，能在工作與課業間取得一個

平衡，如期的完成學業，接著考上執

照。

於中醫部的門診工作能持續多年，

最大的動力莫過於中醫部全體醫護人

員的體恤與就診病患的相互關懷；不

管是與護理夥伴或醫師們，長期的相

處形成了一個支持的力量，彼此也都

有很好的默契。

而看到慈濟志工師兄姊，心裡也總

是感覺溫暖。尤其是 2013 年時，到

臺南的奇美醫院接受中醫基本護理訓

練，當地志工師姊如親人般的親切協

助與照顧，讓我到現在仍無法忘懷，

非常感恩。

結緣中醫 20 年

有時工作如電池般耗能，因為長時

間的消耗電力，疲憊了，但是聽到病

患的一句話，像「吃飯了沒？」這樣

的一句關懷的話語，或是小小的貼心，

是護病相互建立關係、情感的一個開

始，也是 20 年來支持工作持續的充電

能量，特別是中醫部會有不少病患會

重複回來治療，能讓病人信賴，心裡

也覺得踏實。

得到 2013 年院方的「微笑天使」

榮譽，是所有病友與家屬的票選，也

是於慈濟服務屆滿 20 年的工作肯定；

無論現在或未來，將會以更虛心的態

度服務，並堅守職責，以此榮耀做為

鼓勵與警惕。

黃麗華獲民眾票選為 2013 年花蓮慈院微笑天使，也是中醫部許多病人與家屬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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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我行

Volunteers 
Companion志

工

「督導，志工現在連通道用餐室開月例會，問你是否

可以一起參與討論？」為了留任護理同仁，護理部主管

們費心思量，其中之一是由我們幾位督導輪流，每兩個

月辦一次旅遊行程。而如何規劃輕安自在的活動，著實

傷透腦筋，在這樣的時刻，志工夥伴給了我們很大的支

持，尤其是以行動來支持我們。感謝顏惠美師姑與宜花

東志工的熱情相挺，這一趟怡然 ( 宜蘭 ) 自在的行程得

以順利圓滿。

事前透過會議的簡要說明，宜蘭、花蓮、臺東地區

的慈懿會志工爸媽們即提出各自地區行程的迴響及共

同辦理的意願。討論後，2013 年 12 月份由花蓮區石

明煌院長夫人石媽媽擔任志工窗口，負責行程及聯絡事

宜，成就這一回的親子共遊；有「梅花湖」明媚遊湖風

光，「一佳村」養生餐及「川湯」舒壓泡湯的規畫，行

程簡單無負擔，可見志工爸媽們的用心。在行程及參加

人數確定後，交通問題浮現，原以為莒光號可以簡單訂

票成行，但是在花蓮觀光推動下，訂票過程頻生變數，

幸有志工奔走協助，終於能如期在 12 月 28 日走出花

蓮到宜蘭。

送上三大驚喜

「真正高興能見到你……」在羅東火車站受到凱旋

歸國般的歡迎儀式是第一個驚喜，在宜蘭區志工小霞

師姑帶領的媽媽團的引領下，清點人數後驅車前往第

一站「梅花湖」。沿途師姑介紹許多休憩景點，雖然

不在行程規劃中，卻可以讓同仁參考作未來親子遊的

計劃。梅花湖幽境清淨果真名不虛傳，環湖健走是一

種選擇，環湖工具租用的安排更是貼心，大家可以隨

個人高矮、舉家人數選擇適合身形的腳踏車或家庭號

踩腳車環湖去。咦！大家都出發了，媽媽們商量後往

■ 文  ︳ 方淑華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督導

Easy Trips 
Designed and 

Guided by 
Volunteers

怡
然
樂
活

攝影／方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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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走似乎在準備什麼，接著出現第二

個驚喜――金黃碩實的甜玉米。我和兩

位懿德媽媽快車 ( 腳踏車 ) 將熱騰騰的甜

玉米分送到大家手上，享受每一個人感

動的表情。

中午用餐時間，司機穩健地載著我們

穿梭田間小樹，每到轉彎處，「會過」、

「不會過」是大家在車上的另一個話題。

到達用餐目的地，門口的有著小小魚蝦

及蝌蚪的生態池，是小孩們樂園，圓桌式

的餐食，豐盛的佳餚，媽媽們熱切夾菜

餚及惜福的藉口下，大家只能拋開「八

分飽」的叮嚀。

下午的「泡湯行」，媽媽們確認商家

提供的是優惠泡湯卷券後就先離開，託

詞要逛街等我們，其實是擔心我們需負

擔她們的費用，自行安排去了。在回程

的火車上，傳送至每一個手中的晚餐便

當是最後的驚喜。

貼心細心又用心的陪伴

同行的眷屬長輩們，感受到志工媽媽

們的用心，應該更能體會將孩子交到慈

濟手中是讓人放心的，因為我們有志工

們滿滿的愛與關懷。

一個活動從一個念頭開始到完成，需

要耗費多少精神策畫、安排、聯繫，甚

至掌握每一個行程的銜接、過程的安全

等等，相信辦過活動的人都能體會。而

志工爸媽們更是細心加倍，從活動的規

劃、每一個行程地點的探勘及確認……

聽說是確認再確認。

人與人的緣分真的很巧妙，一個小小

的心念、一句句的關懷、一個個的感動，

就促成滿滿的愛，志工們發揮愛的力量

幫助醫院留住每一位護理人才。相信參

與了這一次活動的同仁們，都能深刻感

受志工相伴，怡然樂活。

圖為花蓮慈院護理同仁與家屬及志工們宜蘭遊合影。攝影／沈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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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se,s Diary
手記男丁

近一個月來的天氣驟降，清晨出門時

頂著攝氏 12 度的寒風刺骨，冷得讓人

無法思考。早上八點多的精神科病房交

班氣氛，護理人員的熱情似乎也被病人

依賴的人生凍結了………

為病人好的交班對話

工作常需要幽默來調適，單位同事中

有個「小草」，因為她很有主見，常與

人吵，還有個「小艾」，因為常聽到她

用唉來表達工作中的無奈。這天，聽到

小草和小艾的交班對話。

大夜班小草說：「吼！我真是受不了

第六床的小嵐。昨天傍晚請假外出又喝

了綠茶，明知故犯，結果晚上睡不著，

也不嘗試練習放鬆技巧，凌晨 12 點半

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來找護理站拿安眠

藥，還一付理所當然的模樣，反正主治

醫師有開備用藥，就是要吃到才甘心。」

白班小艾回應：「唉，這已經不是第

一次了。安眠藥對她來說，心理作用大

於藥物作用。」

小草：「所以囉，我才不會在她起床

的第一時間就給她備用的安眠藥。昨晚

我來個機會教育，要她先躺床練習放鬆

技巧，或到客廳參加靜態活動轉移注意

力，過半小時，再考慮給她安眠藥。果

不其然，她凌晨一點就睡了。呵呵！」

小艾：「也是，我也認為一起床就給

安眠藥物會加重她的惡性循環。還好妳

有堅持住。」

小草：「不過，她凌晨兩點半夜眠中

斷還是來找我拿藥，明明睡眼惺忪，但

還是硬撐到兩點四十七分要我給她攸樂

丁 ( 安眠藥 ) 後，這才心滿意足的回去

睡覺。」

小艾：「嗯，人是睡了，不過剛剛巡

房，看她還沒醒，也沒刷牙洗臉，更別

說要吃早餐了。唉，看來今天又要落入

惡性循環囉！」

小草：「所以妳今天的任務一定要讓

小嵐知道，如果外出又喝茶，那晚上睡

不著就別來拿安眠藥！」

■ 文︱江國誠  花蓮慈濟醫院精神科急性病房護理長

Should We Give Her Sleeping Pills?

藥不藥安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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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的小嵐與安眠藥

小嵐，三十多歲，因重度憂鬱症合併

強迫症住院，平日獨居，罹病已經十多

年。與原生家庭疏離，經歷感情背叛、

墮胎、割腕、服藥自殺，反覆出入精神

科病房，倚賴殘障津貼生活。焦慮的背

後是一股怕髒的不確定感，無法克制

的洗手衝動，也讓她失去與人互動的自

信，手腕內側那扭曲的皮膚皺褶，是韌

帶修補術後的疤痕。

「自殺」對小嵐而言，像是個能隨

時將電視按掉的開關，人生節目上的

不如意、他人的喋喋不休，煩了倦了，

只要關了就不吵了。醫療團隊的守護

成了小嵐的避風港，因為住院可以嚐

到任性的滋味，依附在我們的耳提面

命之下，似乎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

在。

沒有住院的生活，往往一句話、一

個念頭，就能帶走她的睡意。失眠的

夜晚，網路與電視是轉移注意力的技

巧，但午夜夢迴的恐懼，手上的安眠

藥，也唯有入口才能心安。

了解行為		從接納開始

「睡眠衛生」是精神科護理人員朗朗

上口的法則，對安眠藥物依賴的病患，

更須有醫護共識的給藥默契，給藥沒有

原則，是睡是醒就無法切割。或許睡眠

衛生法則，已無需再透過人體實驗來驗

證，但問題是，既然是好的，為何病人

不要？

護理人員必須思考，或許不是認知

出問題，而是態度！照顧長期失眠的病

患，給予藥物衛教、睡眠衛生，常是簡

單也必須的動作。不過若能稍微包裝一

下，效果必然不同。舉例來說，藥商為

了不讓病人排斥服藥，設計了膠囊的劑

型，把難聞或苦澀的味道遮蔽起來，吞

到肚子裡才釋放。

小嵐的失眠已經不是一兩天的事，根

深蒂固的睡眠儀式，或許習慣不良，但

也非三言兩語就能有所改變，三令五申

■ 文︱江國誠  花蓮慈濟醫院精神科急性病房護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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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衛教提醒，如同隔靴搔癢般，徒然浪

費時間。大夜班護理師鞏固了投藥原

則，卻也讓小嵐晨起陷入藥物副作用

的影響；白班護理師確實也能嘗試以

管制 PRN 安眠藥，來對外出喝茶作行

為修正，不過失眠的源頭沒有解決，

喝茶的原因沒有了解，限制的結果只

是讓焦慮往他處發展而已。

想起國中歷史老師教大禹治水的故

事。大禹的父親鯀築堤防九年洪水依

舊氾濫，老師笑說，方法不對，最後

連頭也滾下來了；而大禹則用疏導的

方式，幫洪水找尋出路。

接納個案的抱怨，比阻止個案的抱

怨，更能達到改變！

轉個彎說		傾聽比說理好

所以在同仁交完班後，我與他們進

行一番討論。

每天的安眠藥物總量，早已設限在

醫囑裡，每晚有兩線的 PRN 安眠藥，

小嵐凌晨 12 點半的求藥行為，其實有

給藥的彈性。夜眠品質像疼痛一樣是

主觀的，睡的好不好也不是由別人來

認定，我們無法從前一刻的巡房觀察

來判斷個案睡得很好，所以此刻的求

藥並不合理？

她第一次的求藥，可以給的其實是

安全感，接納人總有睡不好的時候，

護理師應該把焦點拉回此時此刻的失

眠困擾。午夜時分無法深入會談，直

接給藥雖然簡單，但其實應了解個案

的疾病特質、焦慮背後的原因，作出個

別性的措施，避免僵化。所以我跟同

仁說，凌晨12點半小嵐的第一次求藥，

我會說：「小嵐，失眠是件辛苦的事。

醫師在每天晚上都有開立兩次備用的

安眠藥，我現在會給妳第一顆藥物，

服藥後躺床，想想肌肉放鬆團體時心

理師教導的技巧，相信會有幫助的。」

衛教的成效，在於信任感的基礎。

傾聽要比說理更好。

多年的臨床經驗讓江國誠確定傾聽比說理

有用，了解病人的疾病特質及焦慮背後的

成因後，作出個別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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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對於脊椎整型術病人，完整的出院準備服務能讓病人及照顧者參與護理指導，降低

醫療成本，提升病人自我照顧能力及減低重複住院率。但經此專案現況分析，脊椎整

型術後病人出院準備服務完整率偏低，護理人員對出院準備服務認知率僅 40.6%，缺

乏出院準備照護工具及在職教育、護理人員執行脊椎整型術後病人出院護理指導執行

率僅 29.6%、護理人員對住院中高危篩選之執行率僅 50%。

透過脊椎整型術後病人照護課程規劃，增加護理人員對出院準備服務的認知，以

認知問卷進行評核，認知正確率提升為 90.6%，其中以病房護理人員對出院準備服

務的工作職責瞭解程度及執行出院準備服務病人的評估兩項目進步最多；經由「脊椎

整型術後病人照護指引」的介入，提供護理人員更完整的指導依據，並以「脊椎整型

術後病人出院護理指導」查核表針對住院病人進行成效評值，出院護理指導執行率為

87.9%。經介入各項措施後，專案小組成員針對 30 人次脊椎整型術後病人進行滿意度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滿意度由改善前 73.8% 提升為改善後 86.2%。

藉由強化護理人員對出院準備服務的認知及落實臨床護理指導，建立完善的脊椎整

型術後病人出院準備服務模式，使病人及照顧者在出院前獲得相關照護知識與技能，

提升出院後居家生活品質，降低出院後照護問題，避免非必要的醫療花費及人力奔波。

( 完整論文見 58 ～ 68 頁 )

Improvement of Discharge Planning Program for Patients with 
Vertebroplasty

脊椎整型術後
病人出院準備服務改善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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