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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從一位新朋友的口中聽到一些民眾對護士的認知，覺得非常

有趣。他認為護理人員溫言軟語照顧病患，是一件非常「浪漫感

性」的工作，因為沒有澎湃的熱情，是無法彎下腰從事護理工作

的。

這樣的認知無法囊括護理的面向，只是真實護理生涯中的一部

份，身為護理人員需要有高度理性與獨立精神，更需要謹守紀律

與注重職場倫理。遵循每一個照護步驟，不僅可以保障病人安

全，更是保護自己的準則。

從朋友的「感性浪漫」觀點看來，也讓人反思，病人心目中的好

護士到底具備哪些特質？病人對護理人員的期望有哪些？護理人

員執行專業的行為在病人心目中到底評價如何？護理人員依據所

學對病患的照顧與付出，病人與家屬能體會多少？

這些省思與討論，讓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章淑娟主任回憶起臨床

護理生涯的幾段小故事，這幾段故事發生的當下，都驅動著她去

思考、反省，做對了些什麼？又做錯了些什麼？護士認為沒做什

麼事，病患卻惦記而感謝；自認為盡好護士職責時，病人或家屬

卻大表不滿。護士與病人之間，對於「好護士」的定義與期望，

到底有什麼樣的差別？而護士可以怎麼做，讓護病關係更和諧？

請讀者們跟著章主任一起細細思量。

病人心目中的好護士
A “Fine” Angel
       —— A Good Nurse from Patients’ Point of  View

病人心目中的好護士
A “Fine” Angel
       —— A Good Nurse from Patients’ Point of  View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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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淑娟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主任

現今媒體，如戲劇、電影等，

在呈現「護士刻板形象」時，經常

以一些不好面向做陳述，例如在護

理站和醫師打情罵俏；或是一個只

會打針，不近人情、沒有感情的護

士。

其實，在真實生活面，也就是

照顧病人的職場領域內，「護士」

卻是被人們以高規格標準做評價：

護士要有超高的道德品行，睿智的

護理知識，超強的整合資料能力；

動作要又快又輕柔，不會傷害到病

患；對於病患與家屬的要求，有求

必應；對人態度要親切，待人接物

要成熟；面對困難要有勇氣，還要

有堅毅不拔、犧牲奉獻的精神。要

做一位人們心目中的好護士，可真

是不容易。

一次關心的對話

談進病人的心坎裡

1 9 8 1年，快畢業前，同學送來

一份禮物，說是某位往生的病人送

的，打開一看，是一副對筆，內附

一張小卡片，寫著「章姐留念  林×

×敬上」。是哪一個病人呢？經過

同學的描述，記憶終於逐漸從內心

深處浮現，啊！是那一個蒼白的清

秀少年，可是我從來沒有直接照顧

過他啊！

依稀記得，那是在二樓的血液

腫瘤科病房，十七歲的他倚在窗台

上，蒼白清秀的臉龐不失天真的氣

息，我輕輕的叫「林××，不要靠

在窗台上，危險喔！」他說：「不

會啦！我坐著啊。」「可是你臉色

這麼白，血紅素一定很低吧？」一

邊拍著他的肩，一邊半強迫扶著他

下來，他答道：「7.8。」「這就對

囉，血紅素這麼低，萬一頭一昏，

往後仰落樓下怎麼辦？」「有這麼

嚴重嗎？」……就這樣我們開始了

簡短的對話，他告訴我，他看到醫

師在他的診斷書上寫著「淋巴腫

瘤」，問我「腫瘤是惡性的嗎？」

當時年輕的我並沒有正面回答。聊

到後來得知他最希望的是能出去騎

摩托車，我把他母親請過來一起

聊，也讓母親知道他的希望，在母

親答應他等血紅素回升時就允許他

騎，對話就在他看起來滿意的模樣

下結束了。這是我和他唯一的一次

對話，也是最後的接觸，我知道後

來他並未如願的騎到摩托車。

為什麼他會送我最後的禮物呢？

我為他做了什麼嗎？收到他的禮物

讓我覺得滿心愧疚，因為我沒有做

什麼，當時的我只是一個實習的護

生，只能猜測可能是那一次輕輕的

關懷，就讓這位年輕病人記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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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就這麼簡單。

為幼兒打針不夠溫柔

阿嬤心疼拒絕往來

後來在小兒科病房服務，我努

力的充實自己的小兒科護理專業知

識，一個四歲的小病人，我照顧他

無微不至，和他玩遊戲，即遊戲治

療，每次治療都在我的用心之下，

安然度過。但是有一次，他在我幫

他拔完注射點滴的針頭時，哇哇的

哭著喊痛，我承認止血時壓的用力

了些，從此他的阿嬤不再讓我靠近

他，只因為一個我認為微不足道的

技術動作。阿嬤只希望孫子不要經

歷疼痛，他的要求不多，而我卻沒

有辦到。

不同標準的好護士

也許在護理長眼中，能配合排

班，不要給錯藥的，就是好護士。

也許在醫師眼裡，能遵照醫囑，

處理好他交代的醫療處置，就是好

護士。

也許在護理同事眼裡，能幫忙別

人，交班後不留工作給別人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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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好護士。

但是在病人眼中，可能打針不

痛、態度親切的就是好護士，就這

麼簡單。

專注維持生命徵象

一杯水的錯誤

初到加護病房服務時，為了病

患的安全、確保他們的生命徵象維

持在穩定狀態下，我總是專注地注

視著監視器，一有聲響必定趨前查

看，深恐病患的心跳或呼吸就在我

的疏忽中停止。我每天戰戰兢兢，

但是一個早晨晨會過後，督導告訴

我，某位轉到普通病房的女病人抱

怨我是一個最壞的護士。我感到很

驚訝，我那麼認真敬業，照顧病人

盡心盡力，比起有些同事甚至上班

時在休息室一待就一個鐘頭，為什

麼說我是最壞的護士？

後來督導告訴我，病人陳述她住在

加護病房時，只見我在床尾走過來又

走過去，跟我要一杯水，我都很兇的

說「等一下」，然後就沒有下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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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病人要的只是一杯水，就這麼簡

單，而我卻只專注於我的專業，注視

著監視器顯現出來病患的生命徵象，

而吝於給她一杯水。

做好醫療專業的同時

別忘了病患的感受

護理人員照顧病人的著重點常和

病人需求的不同。當一個使用呼吸

器的病患其呼吸器警訊聲響時，護

理人員最先去查看的常是呼吸器是

否有問題，病人是不是有痰需要幫

他抽，或是病人生理起了變化、呼

吸困難，而不是看「病人」。我們

關心的可能是他的生命是否危急，

但也許病人躁動不安，只是想要一

口開水滋潤乾燥的喉嚨，或者可能

只是想起月初了要寄錢給父母親，

需要找家人來交代……

護理人員也常常為著要在時間內

將任務如期完成，動作迅速，卻忽

略病患的感受，因為迅速而顯得粗

魯，因為要趕快完成班內的工作，

而忽略病人細微的需求。只有當細

心留意病患的需要，而且想辦法去

滿足時，才是病患和家屬的期望，

也只有留一點時間駐足在他們的床

旁，才能聽到病患細微的需要。但

為了完成班內任務，動作不夠輕

柔，又豈是護理人員希望的工作樣

態？

護理人員常常自我期許要有專業

判斷，專業的衛教，安全的處置病

患無差錯，可是病人也許不了解；

例如，為了病人安全而必須善盡辨

識病人之責，護理同仁們會要求病

患報出自己的姓名，但如果沒有兩

種以上的病人辨識方法，病患可能

對於不同護理同仁要他重複報出姓

名，而感到煩躁；如果護理人員一

成不變，病患不但感受不到關懷，

甚至還嫌麻煩。而護理人員如果能

多體諒一下病患的心情，多一點耐

心解釋，用著感恩心來回應病患的

配合，將有意想不到的回饋。

陪伴新手媽媽度過加護期

結下好緣

在新生兒加護病房，我陪著母親

們度過她們產下高危險嬰兒後住院

的期間，每天我在她們到加護病房

來時，陪伴她們探視陌生的孩子，

不那麼完美，但終究是自己辛苦懷

胎生下的孩子，從陌生、到認識、

到認同，從無法接受不完美、甚至

有缺陷的嬰兒，到接納他成為家中

的一份子，並編織著未來；從惶恐

不知如何扮好母親的角色，到熟練

的餵奶和觀察孩子呼吸暫停的症狀

而不害怕。

陪伴這些新手媽媽度過最艱苦

難熬的過程，適應孩子們的各種狀

況，我和每一位母親結下好緣。我

瞭解了，這些母親們要的不多，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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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陪伴、傾聽她們的心聲，陪她

們走過這一段，就已經足夠。

德術兼備　不簡單的好天使

綜合護理專業和病患的期望，究

竟怎樣才算是好護士呢？

好護士要有慈悲心，面對病人或

家屬有苦痛時，不僅要謹言慎行，

避免對其二度傷害，更要能產生憐

憫心，感同身受的即時伸出援手。

好護士要有好技術，注射時一針

即入，執行各種護理技術，能動作

輕柔，不增加病人痛苦，甚至具備

減輕痛苦的技能。

好護士反應要靈敏，具備足夠且

更新合時宜的專業知識，能評估病

人情況，知道病患的需要，也許是

緊急狀況，能精確的判斷並迅速的

處理，也許是病患或家屬有心理支

持的需要，能傾聽並即時的給予滿

足。

好護士要有團隊合作的精神，

具備良好的溝通的技巧，能與人配

合，也能領導人一起提供優質的照

護服務。

好護士也要有堅忍的耐受性，

遇到病患或家屬心情不好，脾氣來

時，罵不還嘴，還要繼續完成照護

病患的工作。

關心多一點點　病人感激無限

對病患而言，「好的照護」，

是以介入照護的人際層面為主要重

點；護理人員的特性是要以病人為

中心，提供人性化的服務，願意投

入承諾和關懷。也要記得在忙碌而

快節奏的專業護理之餘，多加入一

點人文關懷，病人與家屬就能感受

到護理人員的真誠與用心，甚至衍

生出無限感激。簡單的說，「回歸

人性、以人為本」的護理人員就是

病患心目中的「好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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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病人的需要
■ 文／王淑貞　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護理長

Listen to the Patient’s Needs

從小最怕打針，到現在還是一樣，

不敢直視有人拿這針刺在我身上的感

覺，一恍眼間，不敢相信我居然能夠

從事護理工作近十八年。感恩這一路

走來，從害怕、厭惡護理，到現在越

來越喜歡護理；從不懂、習以為常、

自以為很了不起，到這幾年來越感自

己的不足。十幾年的工作，幾乎都在

陪伴瀕危病人。

專業上不斷精進　期望挽救生命

早年，在加護病房只能「看」到

病人與死神搏鬥，卻「聽」不到病

人的聲音；能夠精準的判讀病人的

生命徵象，卻「讀」不到病人的心

理。在助人的角色裡，我們常常根

據自己的標準，提供專業的處置，

不斷的在「專業」技能中學習所謂

高科技的醫療，希望能夠在護理生

涯中展露頭角、比別人厲害，希望

能夠幫助病人，給病人最新的技

術，挽回病人的生命。

與監測器奮戰多年

內心卻頹喪失志

經過多年的努力，每天與監測器

上的心跳、血壓競爭，為著病人的重

生而喝采，也為病人身體的毀敗而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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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捨。但是，我的內心卻無法再起

伏，也越來越不想當護士。助人不是

為快樂之本嗎？為什麼挽救了那麼多

生命，對自己卻覺得無意義。是我沒

有悲憫之心嗎？應該不是，我看到病

人離世，也會哭啊！是我沒有愛心

嗎？也不是吧！看到病人垂危在床，

也會想盡己力搶救生命，而且可以很

精準的算出病人所需要的強心針、升

壓劑的劑量，讓病人維持生命。那為

什麼護士的角色無法讓我想繼續再做

下去？

過於專注重症加護

想助人力不從心

不斷的反省，在書中找不到答案，

在師長的經驗中無法體會，直到我轉調

到心蓮病房才慢慢的了解。原來，太多

的助人意識佔滿我的心頭，在重症加護

單位，訓練我要如何反應病人的任何生

理變化，訓練我要斤斤計較病人的任何

治療，不能有差池。因此，在我的心中

已經沒有空間讓「陪伴」卡位了。每天

的護理記錄，一定會寫「給予心理支

持」，但心中卻非常心虛，因為不知如

何回應病人的心理反應，只好以心理支

持含糊帶過去。

記得在加護病房的時候，有一

位癌症末期的病人，插著氣管內管

接著呼吸器，在會客時間非常的躁

動不安，問他有什麼事，卻因為插

著管子無法表達，而不斷的扭動身

子、掙脫，最後自己拔去管子，當

時我在下意識裡，只想到「慘了，

我要再寫一張『意外事件報告單』

了 (這是要受到逞罰的)」，不過念

頭一閃，看病人在這個時候，正在

一一的向他的家人交代後事，我有

一絲為病人感到欣慰，希望病人能

完成心願，與家人做最後的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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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管子當然又被插回去，病人也

在隔天往生。此時，讓我深深體會

末期照顧的重要，也促使我更進一

步陪伴末期病人的想法。

到心蓮病房

漸漸學會病人要什麼

離開加護病房到心蓮病房從事

安寧療護服務，才慢慢的發現自己

學的太少，常有面對病人但不知如

何是好的窘境，也慢慢的發現身上

「好強的自我」一片片的剝離，而

「陪伴」也悄悄的卡入我的心中。

臨床上，病人生理的異常數字，容

易從制式化的專業中規範與矯正；但

心理靈性層面卻是需要從病人身上學

習。陪伴臨終病人，讓我漸漸反省，

過去我對病人的付出真的是病人所需

要的嗎？記得在一次團隊會議裡，討

論要幫一位榮民伯伯換床位，因為這

位伯伯每天把圍簾圍起來，護理人員

不忍他在一個黑暗的環境，想要把他

轉到一個靠窗可以看到外面的位置，

因此在決議後，主護護士就跟伯伯

說明我們的用意，這位伯伯卻非常生

氣的在病房裡面大吵，後來才知道，

原來伯伯在眷村裡就是住在一個昏暗

的房間裡，為何醫護團隊卻要依照自

己的意思，去改變病人一大半輩子就

有的生活習慣；雖然我們也是出於對

病人的好，因為我們認為空氣和陽光

是病人最重要的需求。這次事件讓我

們學習到，我們要培養對病人的敏感

性，體會病人的個別需求。

請病人喝杯咖啡　燃起生命希望

另外，病人其實也想要當一位

「正常的人」，而不是「有病的

人」。曾經有一位護理人員，接到

一位已經出院的肺癌末期病人的電

話，病人說道：「很謝謝妳，在我

住心蓮病房的時候，泡了一杯咖

啡給我喝，讓我對生命燃起的希

望。」原來，這位病人在被診斷癌

症以來，他的家人都把他當作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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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重病的人，不准他吃任何刺激性

的食物，及受到任何風寒；轉到心

蓮病房之前，醫師判斷大概也只有

幾天的時間存活，但是到心蓮病房

後，因為一杯咖啡，突然讓病人覺

悟，原來他還是可以過著正常的生

活，因為有著這個信念，讓病人的

生命又繼續活了二年多。

這位護理人員後來說：「很高

興，因為無意的請病人喝一杯咖

啡，讓他燃起希望；但也很失望，

自己其實花了很多心思幫病人洗

澡、換藥等等專業照顧技術，病人

卻都沒有提，而只說到咖啡。」並

非每一位病人要的都是一位溫柔美

麗的護士；病人要的是一位關懷他

的護士，有一位護士曾經很大聲的

罵著病人，卻讓病人感動不已，因

為讓病人覺得護士好像他的家人在

關心他的身體。

護病彼此的關懷與接納

其實，在安寧療護理強調全人的

照顧，希望病人能夠獲得身、心、

靈的照顧，因此團隊常絞盡腦汁要

幫助病人，但在臨終的過程裡，病

人的生理在變，心理也在變，護

理人員的心也要跟著移動，有任何

一方沒有配合，陪伴就會變成苦差

事。

我們常要病人稍微忍耐一下，

要病人輕安自在，但談何容易，

病人最常回的一句話是：「你又不

是我，你怎麼知道我的痛。」病人

要的並不多，也許一杯水，就能解

決病人半夜要拖著沉重步伐到餐廳

的困境。曾經有一位口腔癌病人在

臨終前，寫下最後的遺言：「橘子

水」，當時心理師卻非常為難，因

為這個季節沒有橘子，最後在比手

畫腳下，才真正的了解，原來病人

只希望，在生命的最後能喝一口

「橘子汽水」。

過去，自己在第一線照顧病人，

為病人解決許多問題，常會獲得病

人及家屬的感謝，認為理所當然。

現在身為護理長，真正的工作並非

第一線照顧病人，但卻非常不解

的，有幾次病人會非常激動的抱住

護理長哭泣，並且發自內心的說出

感恩；我能了解，並不是我為病人

做了什麼，而是醫護團隊為他所做

的，我只是他們認為有時間聽他們

傾訴的對象而已。護病關係彼此的

關懷與接納，當我們感受到病人的

需求時，病人其實也能感受。

當然，也有病人要得很多，而

我們給的不多的狀況。在中國文化

中，強調民以食為天，有些病人及

家屬總是希望病人可以多吃一點，

即使治療無法進食的病人，都希望

我們能為病人打點滴，以補充營

養，否則會餓死。但從醫療的角度

來看，給予末期病人液體或營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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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只是增加病人的負擔，其實

是不必要的。

在這樣的環節裡，護理人員就要

靠著自己的判斷，從醫療判斷、病

人自主、生活品質、及社會環境等

面向考量。記得有一位腦癌末期、

意識半昏迷病人，因為先生擔心病

人會餓死，而一再的要求一定要幫

她打點滴、插鼻胃管，醫護團隊再

做任何解釋都無效，只好看著病人

因為打點滴，一天天的水腫加劇，

直到往生。

用心觀照，用愛應對

過去，曾經為能在病人危急中搶

救其生命，而感到生命的珍貴，但

卻體會不出，人與人之間的關懷；

也曾經為病人處理大小便問題，但

卻體會不出護理的重要性。因為

陪伴癌末病人，讓我慢慢體會護理

的重要，也讓我得到那麼多病人給

我的生命禮物，讓我心靈成長，

「尊重、感恩、愛」已經不是一句

口號，而已經深植在我心裡，期許

自己以愛陪伴病人、尊重病人的個

別性、更感恩臨終病人的教導。最

後，更期望醫護團隊能夠遵循證嚴

上人所示──「用心觀照，用愛應

對」的理念，陪伴末期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