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院歡慶護士節

五院歡慶護士節
Everyone in Tzu Chi Celebrates the Nurse's Day
護士是醫院裡
最美麗的風景
最穩實的依靠
最堅定的團隊
平常，很難有機會向護理人員表達感恩。
不生病，遇不到他們；生病了，只能用苦瓜臉與淚眼面對護士。
當你我成為病人時，因為病痛而無法言語或不想回應。
護士一出現，不是要打針，就是要換藥、發藥，
這些經歷常常伴隨著痛苦的感受；
等到痊癒可以出院時，想道聲謝，但護理人員已經換班，
沒有機會感恩每一位輪值的白衣菩薩。
五月十二日是護士節，
許多護士沒有休假，依然堅守崗位，於是慶祝護士節的重責大任，
就落在平日與他們合作最密切的醫生與志工肩上，
藉著節慶的大好日子，也代表病人們大聲對辛苦的護士群表達感恩。
慈濟醫療五院一家，有志一同感恩護理人員以院為家，日日夜夜守護著病患。
雖然五家慈濟醫院因所處地區不同，而發展出不同的表達方式，
但相同的是心中對護理人員誠摯而殷切的感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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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紹盈醫師與徐瑋璟實習醫師
開心地送禮到各護理站。

花 蓮 護理慈悲心

及大愛樓來發送。見到推著小禮物

真情筆記表謝忱

滿臉驚喜，彼此感謝後又回頭穿梭

的醫師和志工們來訪，護理人員們
於工作中。

五月五日，護士節即將到來之

醫師們一聲「護士節快樂！」道

際，醫療志工們自掏腰包地準備了

盡了他們對護理同仁的最大感謝，

靜思筆記本，連夜包裝妥當，在石

感恩這些穿梭在各個護理站的白衣

明煌副院長的帶領之下，醫師群和

大士，負起了病患穩定康復的重責

志工們親自走訪每個護理站發送，

大任，成為大醫王的強力後盾。

感謝護理人員平日的用心付出。

在護士節前夕，這樣貼心的動作，

小小的筆記本，卻包含著志工

讓大家更深刻地體認，醫護之間的

們滿滿的愛心，他們細心地分裝、

感恩包容不啻為病人康復的最佳良

黏緞帶、放入感謝卡，常住志工顏

藥。

惠美師姊表示，感恩護理同仁是每
年都一定要做的事。因此他們很快

足暖心正走好路

地動員趕工，準備了八百多份的筆

五月十日，護理部為全院的護理

記本、鉛筆和小卡，向護理人員致

同仁們各準備了一雙烘鞋機。由於

意。

護理人員們上班時間都是走來走去

仔細盤點數目，小心呵護筆記本

的，擁有一雙好鞋子對他們來說，

的包裝，醫師志工們分為三路，石

可是很重要的，而今年的禮物可

明煌副院長和骨科醫師吳坤佶、顏

以讓鞋子時常保持乾爽，保護護理

惠美師姊及一般外科何冠進醫師、

同仁們的足部健康。護理部主任章

小兒科朱紹盈醫師和徐瑋璟實習醫

淑娟表示，希望護理部同仁們都能

師，分別在慈院的合心樓、感恩樓

「走好路」、「走更長遠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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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天除了贈送由護理部基金所

仁的方式，玉里慈濟醫院的護理組

採購的烘鞋機外，還一併送上了院

今年親自拿著選票，到各單位請同

方所準備的護士節文物禮券，以及

仁們配合票選；而選票上除了優良

花蓮縣護士公會所贈送的禮券。

護理同仁的票選，還開放下列「護

下午二點左右，護理部主任章

理之最」的票選，有：常擔任隨車

淑娟、副主任賴惠玲以及數位督導

特別護士的「最兜風」獎、常一針

們，分成兩路分送。每到一個護理

見血的「『針』是厲害」獎、總是

站，章淑娟主任總是不厭其煩地告

與血袋相隨的「視血猶親」獎、最

訴護理同仁們，禮物有三種，並雙

常幫忙CPR的「每日『C』」獎……

手、彎腰送上。

等同仁心目中的「偶像」。

是啊，烘鞋機讓護理人員們可以

今年的慶祝晚會由護理組同仁

「腳走好路」，那麼以文物禮券請

一手包辦，首先由供應中心的外科

購《靜思語》，就可以讓大家「口

助理鄭明龍，以黥面外加爆炸頭扮

說好話」、「心發好願」，那麼護

相，搭配加護病房的梅芳一同來主

理同仁們就可以一起在慈濟的菩

持，兩人一上場就身掛由20c.c.瓶裝

薩道上「身行好事」、「走長遠的

生理食鹽水連結成的彈帶式肩帶，

路」了！(文．攝影／程玟娟、陳其

加上梅芳頸上以噴霧氧氣組成的項

暉)

鍊，讓眾人為之莞爾。
亮眼開場後，接著進行2 0 0 5年度

玉 里 小鎮護理情

各樓層優良護理同仁的頒獎，護理

浪漫溫馨秀活力

科董民基醫師及牙科蔡宗賢醫師，

五月十二日的下午，玉里慈濟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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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特別邀請外科伍哲遜醫師、麻醉
分別頒獎給五樓陳淑珍、三樓林靜
雯、一樓的樊幼茹。

院的護理同仁們，合心籌劃一場特

頒獎的掌聲稍歇，五樓病房突然

別的慶祝晚會，以十分逼真的模仿

搬出令人眼睛一亮的模仿秀，由朱

秀、浪漫溫馨的服裝秀、加上各種

惠真模仿伍哲遜醫師，當惠真展現

別出心裁的獎項頒發等節目，讓全

伍醫師特有的小動作時，連坐在台

院同仁一起分享這個屬於護理同仁

下的本尊也大呼：「像極了！」；

的節日。

而林玉芳模仿林紹錚醫師，則是強

有別於過去網路票選優良護理同

調「他」平時與同仁間互動的幽默

左右二位勁爆的主持人與三位護理組優良員工合影。

話語；模仿姚介和醫師的陳美鳳則

剪輯而成；世淵私底下表示，原本

著重在逼真的走路神態，逗得大家

預計五分鐘的短片，在經過加護病

笑聲連連。

房同仁們的腦力激盪後，暴增成為

服裝秀美得冒泡 偶像獎歡聲雷動

十六分鐘的長片，讓世淵在剪輯過
程中一度倍感苦惱，後來同仁們寶

而同仁們為了服裝秀特別借來的

貴的巧思讓身為導演的世淵也改變

一台泡泡製造機，當晶瑩的泡泡在

初衷。而由於世淵在整個晚會的籌

空中散播時，會場的氣氛頓時浪漫

備過程用心協助，護理組臨時決定

起來，只見護理同仁們一位位以晚

特別增加一個感恩獎，由陶霈瑜督

禮服的裝扮登場，平時大剌剌的表

導代表全體護理組將鮮花一束致贈

現完全被無可言喻的優雅與柔美取

給這位剪輯聖手。

代。籌畫這個節目的專科護理師曉

緊接著頒發同仁們心目中的「偶

坪表示，由於大家是三班制，能夠

像獎」，將會場氣氛帶到最高潮。

聚在一起練習的機會不多，而且籌

《最佳微笑獎》、《最佳氣質獎》

劃過程中只能抽出不到四個小時的

分別由護士淑珍與專師曉坪獲得；

時間讓大家練習，唯一一次全員到

常坐救護車的《最佳兜風獎》則由

齊就是在這場晚會上，能夠有如此

倪春玲當選；《「針」是厲害獎》

亮麗的表現，都是同仁們無限潛能

被麻醉科潘璿晴奪下；《視「血」

的發揮。參與走秀的某位同仁私下

猶親獎》是由加護病房的蘇冠秀獲

表示，上場走秀的同仁不乏從未穿

得。至於大家十分在意的，經常遇

過高跟鞋的，此次能夠穿上細跟高

到需要做C P R急救的《每日「Ｃ」

跟鞋走秀，真是大家眼中的奇蹟。

獎》則是頒給急診室的羅惠婷。雖

精心剪輯的短片《加護病房的

然無法人人有獎，但護理同仁特別

一天》，是由同仁林世淵協助拍攝

預備了兩束鮮花，送給非護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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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慈院令人驚艷的服裝走秀，其中有位同仁從未穿過高跟鞋。

的兩位男性同仁：供應中心的葉雲

情味，期待他們因為這份真摯的情

鑑和鄭明龍，對於「小葉」與「小

誼，而願意留下來服務偏遠地區的

龍」致力搶救生命的付出表示感

民眾。

恩。

今年護士節，潘院長特別以鄉

一個半小時的玉里慈院護士節慶

間傳統的「辦桌」和「野台戲」宴

祝晚會，就在掌聲、歡笑聲與一片

請護理及其他科室同仁，還有隨時

感恩聲中歡喜落幕。(文／唐昌澤

陪伴大家的志工菩薩們。而大愛劇

攝影／王文建、謝枝祥)

場的劇組同仁與演員，因為剛巧在
院內拍攝關山慈院的戲劇，也恭逢

關 山 野台娛護士

盛會和全院同仁一起過護士節。許

大愛主角喜參與

第一次過護士節，覺得很特別，因

關山慈濟醫院因位於台東縱谷，
交通、生活機能比上西部大都會，
也因此人才招募不易，尤其是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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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劇組同仁表示，這是他們這輩子
為是和真的「白衣大士」一起慶祝
呢。

真假院長齊心感恩

人力，因此潘永謙院長總是想盡

潘院長於會中特別感謝護理同仁

辦法，盡量提供同仁們適當的娛

一年來的辛苦付出，關山慈院因為

樂與休閒活動，例如聚餐、排球

有天使般之白衣大士的溫柔照護，

比賽、運動會… …等等，潘院長也

讓病人心情愉悅、加速康復。所以

鼓勵同仁多多參加慈濟人醫會的義

在屬於護士的節日裡，他特別安排

診活動，一邊服務一邊旅遊，目的

在停車場搭建舞台，讓護理同仁用

就是希望年輕的新世代護理同仁能

歌聲疏發情感，現場可不是用卡拉

夠體會鄉下地方的純樸與濃郁的人

伴唱帶，而是聘請樂團現場伴奏，

護士節期間，正逢大愛台拍攝關山慈院新戲，兩位潘院長(右為潘永謙
院長，左為演員林煒)共同感恩護理同仁一年來的辛苦付出。

這份驚喜，讓護理同仁深刻感受到

祝福大家護士節快樂，今年也不例

不一樣的氣氛，以及身為護理人員

外。不過今年大林慈院七Ａ病房的

被重視的榮耀。

護理人員們，在護理長劉英美的帶

當天還有一個特別安排，就是現

動下，決定策劃一個不一樣的護士

場「開放」護理同仁和真假兩位院

節，他們要幫病房內預定於五月九

長合照，這案位大帥哥，就是真的

日出院的口腔癌病患辦歡送會。

潘永謙院長和在大愛劇場中的「假
院長」——林煒先生。潘院長笑
稱，他來關山慈院五年多，從來沒

放棄希望的中年人
轉入老人病房

有如此受歡迎，居然有這麼多人來

劉英美護理長表示，七Ａ病房

找他合照，這些護士的目標一定不

一般住的都是七十五至九十五歲、

是他，而是坐在他身旁的帥哥明星

無法行動的病患，但日前病房內卻

林煒先生。野台秀歌藝，真假院長

住進一位少見的中年病人。四十八

同席，關山慈院今年的護士節，確

歲的阿年因罹患口腔癌，右臉傷口

實很特別。(文／楊柏勳)

有異味，無法進食，且無法言語，
總是眉頭緊鎖，兩眼無神的坐在床

大 林 護理紙鶴傳愛
白衣膚慰安養長者

上，不愛理會別人，也因此引起大
家的關注。
在護理人員及志工的持續關懷
陪伴下，阿年終於稍微打開心門。

以往每年的護士節，林院長、

經了解，才知道他原來經營塑膠工

副院長及幾位媽媽們，都會帶著蛋

廠，因被倒債，工廠營運出狀況，

糕和滿滿的禮物，到各護理站去

為了躲避債主，他和太太辦了假離

分送給所有的護理人員們，感恩並

婚，自己另行經營貨運行，沒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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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慈院七Ａ病房的護理同仁們摺紙鶴慶賀患者阿年
出院，為患者祝福的方式過一個另類護士節。

去年發現罹患口腔癌後，太太竟弄
假成真，帶著兩個兒子離家，只留
下眼盲又有多重障礙的幼女給他和

八日下午四時許，七Ａ病房護理

老母親撫養。由於發病後無力管理

站旁已熱鬧滾滾，護理人員們邀請

貨運行，如今已轉手，人生彷彿陷

病房內的病人、家屬及志工們一起

入絕境的他，一想到年邁老母與智

來參加。大家一一送上摺好的紙鶴

障女兒，不禁悲從中來，曾經服安

給阿年，給予誠摯的祝福，並陪著

眠藥自殺，被友人送醫救回……

他一起切下代表新生的蛋糕，讓他

護理工作空暇

摺紙鶴串起祝福

感動得眼淚直流，頻頻以手勢向大
家道感恩。

經過多日的陪伴，大家都和阿年

最後，護理人員們還送上一張

有了很好的互動，也想在他出院前

卡片寫滿大家對阿年的祝福，期待

給他滿滿的祝福，希望他出院後能重

他能重拾信心，勇敢面對生命的困

拾人生的希望。一星期前，七Ａ病房

境。（文／黃小娟）

的護士和護佐們，就開始利用工作的
空暇，一起合力摺紙鶴，不會摺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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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賀節 傳愛分享

另類慶祝 安養院陪伴長者

仁，就幫忙裁紙或把紙鶴串成串，大

此外，延續去年護士節到安養

家一邊做一邊祝福阿年天天快樂、開

院舉辦住民關懷及臨床護理指導活

朗，大家也都滿心歡喜。

動，今年護士節時期，大林慈院護

一個星期下來，摺成了數百隻大

理部再度把愛傳送給鄰近的安養機

大小小的紙鶴，每一隻都代表著一

構。在五月十八日與志工們相偕來

個祝福。這些紙鶴被串成一串串，

到大林鎮鄉下的宜家安養院，與這

都掛在七Ａ病房的護理站旁，熱鬧

兒的老人家及照護人員共度一個溫

繽紛。

馨、歡樂、難忘的下午。

護理部督導黃雪莉說，透過e-mail

下矜持，下場載歌載舞，這下子

把這次的活動訊息發出去後，很快

阿公、阿嬤們可張大眼睛，笑得更

就有二十名護理同仁志願自假報名

開心了。「這種表演沒得看呢！」

參加。特別的是，今年上下年度

面對眼前這群白衣大士，阿公阿嬤

將先後前往兩次，一方面與住民互

好像看大明星表演一樣，笑得樂開

動，一方面與照護人員交流，再者

懷。

也能追蹤教學成效。

護理同仁來到安養院，為阿公阿

只見志工們一會兒唱、一會兒

嬤心中注入一股難得的年輕活力，

跳，還帶了好幾本歌本，遇到不熟

也以一種回饋的心情度過了護士們

的歌曲隨時可以臨機應變一番。這

最特別的節日！ （文／何姿儀）

對於時常關懷的志工而言，這樣的
團康可是家常便飯。只是，這一群
白衣大士不能只是「杵」在那邊，
要志工跟阿公阿嬤唱歌，同仁多少
也得有點「貢獻」才是。

台 北 周歲護理心
醫師志工獻祝福

個性活潑的李慧珍，率先放下

「簽啦，簽啦！」從蔡勝國院

矜持，鼓起勇氣走上前，抓起歌本

長手中接下護士節的禮物，護理部

就唱起老歌來，好像演唱會一般高

王螢寬副主任隨即請院長為她簽名

歌一曲，阿公阿嬤笑得金牙都露了

提字，讓這個早到的護士節，除了

出來。看到慧珍的表現，許佳凌也

有證嚴上人、林碧玉副總、院長、

鼓起勇氣，站上圓圈的中間，唱起

副院長及志工爸爸媽媽們的祝福之

「阿爸牽水牛」。雖然對旋律相當

外，還多了一份對自我及對醫院的

熟悉，但對歌詞卻是有點陌生，不

期許與展望。

過佳凌很大方地帶動唱。反正每次

五月份對慈濟台北分院而言，是

唱到「阿爸牽水牛」這一句，佳凌

一個重要且格外有意義的月份。不

就比出勝利的手勢。雖然沒有醫療

僅適逢慈濟四十周年慶，同時也是

志工帶團康那樣熟練，阿公、阿嬤

台北分院啟業周年、母親節以及護

還是看得很開心，給佳凌熱情的掌

士節。

聲。

五月五日這一天趁著醫院開診

在同仁與志工的鼓舞下，有著

之前，蔡院長、張耀仁副院長帶著

「門診之花」之稱的陳迎蓁，也放

所有慈濟人的祝福，依序到各個
57

五院歡慶護士節
台北慈院護理團隊與蔡勝國院長及志工們溫馨合影。

樓層，親手將這一份來自慈濟人的

就碰到護士節，還能從院長手中收

祝福送到護理同仁手中，蔡院長表

到禮物與祝福，讓她覺得很溫馨，

示，上人非常關心在台北分院辛勤

她期許自己要好好努力，不管未來

付出的白衣大士們，叮囑院長一定

是否能成功，都要努力專注在自己

要好好鼓勵他們，為他們加油打

的工作崗位。

氣。因此蔡院長一早便安排這一場

台北分院啟業一年了，許多在

發送祝福的活動，「走動式」的將

醫院待了一年的護理同仁們也多有

祝福傳給院內各個角落。

感觸，王秀蓉督導就說，去年醫師

感恩札記尊重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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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看到醫師們人手一本精緻的筆記
本，讓她好生羨慕，今年能收到上

今年的護士節禮物是一本「感

人及所有慈濟人送的護士節禮物，

恩札記」筆記本，旁邊加掛著一隻

對她而言意義更為深遠，她可以將

標印著「感恩、尊重、愛」的鉛

在醫院的點點滴滴、省思與愛的見

筆，外科加護病房副護理長曾富勵

證，通通紀錄在這精美的筆記本

很開心能從院長的手中，接下含有

上，對她來說這是最好的禮物。

上人祝福的護士節禮物，尤其一翻

秀蓉督導還說，這一年來歷經許

開便看到本子裡的靜思語「多用心

多艱辛的考驗，但是她覺得這些辛

啊！」，提醒著她要更用心在未來

苦都只為了能有更好、更精進的表

的護理工作上。

現，祝福未來台北、花蓮、大林、

在內科加護病房，有一位才到職

關山、玉里五院都能有亮麗的展

三天的新同仁江家徵，原本在呼吸

現，也要努力讓各界肯定、認同台

治療病房工作一年的她，想到轉至

北分院在「醫病關係」、「把愛傳

內科加護病房有很多需要再學習的

出去」的表現。(文／吳瑞祥

地方就很緊張，來到台北分院三天

／陳世財、吳瑞祥)

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