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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家庭暨社區醫學部 張肇烜 醫師

「天使的印記，膝蓋上的灰塵就是天使

獨有的印記。」這是一家醫學中心的醫療現

場，一位急診室護理師雙腳跪在地上，幫病

人打點滴、換藥和量血壓，這張照片在網路

披露之後，感動了好多民眾；但這其實就是

台灣醫護最前線的工作日常。

「護理師，她們人數比醫師更龐大，也

更辛苦，卻常常不受到尊重。」曾有人這麼

說。在每一個救命關頭的當下，都有許許多

多專業護理師的默默奉獻。

在急診、在病房、在門診、甚至到宅居

家，都有護理師的身影。最常照顧病人，和

病人互動最密切的，就是護理師了！

護理師的養成很辛苦，每一位在醫療

現場付出的護理師，都是抱持著對醫療護理

最大最大的熱情。從護生訓練階段開始，每

一位都要接受各式各樣醫療護理相關的課

程，還要到各個科別、不同的地方「實戰訓

練」，通過層層關卡的精實實習之後，還得

參加國家考試，才能取得護理師執照。

臨床工作真的很辛苦！護理人員常常

錯過吃飯的時間，忙到沒有時間吃正餐，還

得時時刻刻面帶微笑，以免不小心被誤解臉

臭，態度不好。更多時候，會遇到的是…

「小姐，我馬桶不能沖」、「小姐，電視怎

麼不能看？」、「小姐，地板濕了！」、

「小姐，病人大便了，可以幫忙換尿布

嗎？」護理人員簡直就是十項全能的超人！

醫院是24小時、全年無休的，當大家

在放假的時候，醫院不能關門、當颱風天風

強雨驟時，急診和病房的同仁，依舊風雨無

阻、當大家過年吃團圓飯的時候，護理人員

也是照常輪值三班，守護民眾的健康。護理

人員作息因此時常日夜顛倒，照護病人的同

時，往往忽略了自己的健康。

根據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

會的最新統計資料顯示，台灣領有護理執照

的人數約有26萬人，但是實際執業人數只

有約15萬人，換算下來，執業比例是58%。

也就是說，有超過四成的比例，取得護理執

照，卻沒有從事護理相關工作。由此可見，

護理工作是非常艱辛的。

我們每個人終會經歷生老病死，有一天

一樣都需要別人的照顧。

我們感謝有這麼多熱血的護理「白衣天

使」，願意投入艱辛的護理工作。即便臨床

工作再怎麼辛苦，都用「關懷」、「真誠」

和「同理」的態度來照護每一位因為疾病來

到醫院的病人。因為護理師「以生命護理生

命」的辛苦付出，盡心盡力陪病患走一段人

生的路，讓病人能夠健康，家屬都能夠放心

與安心。

「謝謝親愛的護理師，您們辛苦了！」

以生命護理生命，熱血的白衣天使

急診室護士雙腳跪地幫病人打點滴、換藥和量
血壓（圖／醫勞盟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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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5月，我開始在中山附醫婦產科衛教室擔任衛教護理師，一眨眼至今將邁入第7

年。進入中山大家庭之前，也曾在其他醫學中心及基層門診工作7年，因為想學習更多臨床知

識，所以再次進入醫學中心工作藉此充實自己。原以為中山附醫與其他醫學中心一樣，在白色

巨塔下包裹著個個冰冷的同事，沒想到這裡是一群熱情又願意伸手相助的學姐們、阿長及督

導，還有熱愛教學的婦產部醫師們，這是我進入中山附醫最快樂的收穫之一，一個讓我充滿微

笑的工作環境。

安慰 最難的課題

在婦產科衛教室，最常做的就是衛教每位準媽媽各孕期過程的注意事項，也總能在準媽媽

的眼神中感受到即將為人母的喜悅及期待；但若不幸遇到孕期被迫中止，準媽媽期待落空且伴

隨而來的失望與打擊，是我臨床衛教遇到最難的課題：如何安慰失去孩子的父母。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位準媽媽小田，她是我第一位面對孕期被迫中止的準媽媽，因小田也

是院內員工，除了產檢時間外，偶爾會與她在院內不期而遇，她都會與我分享且討論胎兒的問

題，我跟著她參與腹中胎兒感動的時刻:第一次心跳聲、第一次胎動、抽羊水緊張忐忑不安心

情…等，但在她36週胎心音監測的那天，小田還笑笑地跟我說：「調皮的孩子胎動變少，所

以醫師請我回來檢查。」照完超音波，醫師宣布孩子胎死腹中時，一切氛圍讓人感到不安又凝

重，他們夫妻到衛教室一看到我，小田彷彿找到依靠，把心中難掩的自責與哭泣都宣洩出來。

文/社區護理組 陳怡潔 護理師

回首來時，微笑『心』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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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 最好的護理

聽著小田的自責，我心裡真是不捨，也很想說些安慰的話，但又擔心她多想，於是我坐

在她身旁，一句話也沒說，靜靜地陪伴她。隔天，經催生小田產下死胎；出院後，我陪著她面

對母乳的問題以及轉介身心科醫師幫助她走出低潮。某天，在院內不期而遇，她對我說：「謝

謝你當時只是聽我說話，陪我面對我不想處裡的母乳問題，畢竟我的孩子沒了，謝謝你沒有安

慰我，若當時你安慰我，我反而會很有負擔」，當下我學到：原來傾聽病人說話就是一種最好

的護理，對我而言，這也是沉痛卻充滿力量的一課。經過這次的經驗，我領悟病人有時要的不

是表淺安慰的話語，而是我們的傾聽與真誠陪伴，當病人因我陪伴露出淺笑表情、說出謝謝，

就會讓我內心升起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開心建立良好的護病關係。

大學是讓我護理生涯萌芽的地方，但中山是教我生命課程的地方，我從病人身上學到生

命課題再回饋至其他病人上，未來也期待自己能在工作岡位上不斷地學習，在護理職場中幫助

更多病人面對生命課程的難題。

《本文為護理部護師節徵文比賽獲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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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先生他平時和醫護人員對談平易近

人，即使生病不適仍可感受到他的好脾氣，

在會客時間與兒女互動，更能體會出他們

深厚的好感情。在多日的照顧下，得知曾先

生本來住在高雄，因跟隨某醫師而來台中就

醫。他住在加護病房治療，兒女們特別在台

中租屋就近探望照顧，不僅會客時間來探訪

父親外，他們幾乎24小時都在加護病房門前

等候，始終不曾離開，彷彿告訴爸爸「不要

怕！我們一直都在…」。

隨著爸爸的病情變化，即使在初插管

那一刻，就明白病情惡化，仍抱持著「爸爸

一定可以戰勝病魔」的心情面對。當爸爸的

意識越來越嗜睡呆僵，生命徵象越來越不穩

定，醫生對他們說「若持續惡化，可能就無

法維持，要有心理準備…」，他們一度茫然

崩潰，撫摸著那曾經是爸爸給自己最溫暖的

手臂，撥撥爸爸那斑白的髮絲，眼淚噗通噗

通地掉，也要大聲地說「爸爸加油，我們都

在等你回家喔！」。也許爸爸真的聽見那血

脈的溫暖，最牽掛的親人呼喚，病情一度好

轉，卻仍不敵病魔一再的猛烈侵襲，最終畫

下生命休止符。

浮腫充血到無法闔上的雙眼，吹氣球

般無法控制的腫脹肢體，陷入深度昏迷如

同植物人般，無法感受到身邊的人事物，

眼前受到病痛折磨的身軀。經歷一個多

月，隨著日子的流逝，死亡也似乎慢慢地

逼近，更清楚地透露在醫護人員的心裡，

怎麼忍心地去澆滅家屬期盼病情可再好轉

的那絲希望？當我們想說出「可以讓爸爸

回家了」，突然在旁眼淚在眼眶打轉的女

兒，用那堅決卻哽咽的聲音說「不要…我

要讓我爸爸撐到最後…」。

回到曾先生入院時，本身是腎移植術

後約莫15年的病人，因呼吸困難入院，診

斷疑似肺囊蟲肺炎、肺水腫，起初都可適

應氧氣面罩支持。然而，有天突然呼吸急

促、喘不過氣，驗血發現有呼吸酸血症，

立即給予插管治療。因慢性腎疾病急性惡

化及嚴重的敗血性休克，經歷血液透析、

升壓劑等治療，療效仍有限，意識與生命

徵象迅速急轉直下，經歷40幾天的與生命

拔河的日子裡，仍回天乏術，最終仍告不

治。

文/成人第一加護病房 周怡伶 專科護理師

因為你們，我學會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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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護理部護師節

   徵文比賽獲獎作品》

看著他們為爸爸所做的一切，讓我瞭解

愛有多深、牽掛就有多長、心就有多迫切。

在短短的生命歷程中，我們能擁有什麼，並

不重要，因為終其一生我們帶不走名聲、地

位與財富，但我們能擁有愛，讓心依偎在親

人的身邊，讓我們活在彼此心靈最溫暖的角

落。當兒女緊緊握住爸爸的雙手時，體會出

他們的心是相連的，但在選擇離開時候，學

著放手的痛苦與難過，猶如洋蔥一層一層剝

離到最深層的心。感謝讓我體悟出愛過的人

和流過的淚，都是生命最珍貴的印記，而愛

是人生中最美的情感。

在這次經驗中，曾先生的兒女始終相信

醫護人員可以提供最好的照護，讓醫病關係

達到互信零質疑。因為我們都明瞭疾病變化

充滿著很多不確定感，即便經過治療後，

仍有可能無法達到預期的結果。以現今社

會的醫病關係處於緊張崩壞的情況下，遇

到類似的狀況，醫護人員常受到家屬質疑

治療照護的適切性，或是將病危導因化成

憤怒情緒，歸罪於醫護人員，但他們卻能

表現出高EQ與信任，也是我實為欽佩及印

象深刻的一點。

在臨床上，經歷的種種都讓我瞭解，

我們更要懂得珍惜身邊的人，更懂得愛。

未來不論身為醫護人員、病人或家屬角色

時，在醫病過程中，都該表現出應有的尊

重與信任。感謝，真的感謝，因為你們，

我學會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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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充滿著變數、生活中充滿著無常；有些人汲汲營營於生活瑣事，有些人卻認為可

以平安健康的生活，就是幸福。臨床上常常可以看到，迎接新生命的誕生，親人間充滿著喜

悅，充滿歡樂；當家人需面臨生命盡頭時，親人間往往充滿著不捨及悲傷情懷，因此對我來

說平安健康就是最大的福份。

臨床工作這麼多年的我，原以為面對生死議題時，我可以冷靜的面對這一切，但其實

不然…。某天，一如往常的上班日，在準備下班迎接歡樂時光時，突然接到家裡打來的電話

說：「小宗住院病危了，醫師說時日不多，你有空回來看看他！」剛開始聽到這消息時，感

覺周遭空氣瞬間凝集了，真希望一切都只是個夢，只是個玩笑話，因為我從沒想過這麼快就

得經歷周遭親人的生死議題，此時眼淚也不停地潸然落下，我立刻放下手邊的事情，買了車

票飛奔回家，回家的路突然變得好遠…好遠…，邊哭邊跑的我，臉頰流下的早已分不清是汗

水抑或淚水。

好不容易抵達醫院時，接到的卻是醫師遞

來的DNR單子(放棄急救同意書)，希望我們家

屬可以討論DNR事宜。當從醫師手上拿到這張

薄薄的紙時，彷彿拿著千斤頂般的沈重，醫師

簡單的一句：「你們想想要不要簽署DNR，家

屬們討論一下，簽好再拿給我們就好。」身為

醫護人員的我，當然明白DNR的意義，也明白

愛他，就不要再讓他們承受無效醫療的苦，讓

他有尊嚴地走完人生最後階段，這些我都懂，

但當面對對象是自己親人時，真是很沈重的抉

擇…。

文/心臟內外科病房 翁岱鈺 護理師

愛要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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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哭過後的我一個人獨自坐在病房走廊上，慢慢沈澱著悲傷情緒，也想到平常在跟病人

及家屬解釋DNR時，他們的心境原來是這麼難受，這麼痛…這麼地難以抉擇。所以我也更懂得

在處理病患病況時，對家屬的多一份關懷，多一點同理心，原來是這麼重要。

那一刻的我明白了，當面臨病患已無法自己選擇醫療決策時，家屬代為抉擇的同時，原

來是這麼兩難；我不斷地反問自己，怎麼做才是對他最好的，怎麼做才是他想要的，因為誰

都不願意看到親人承受著痛苦，但…又充滿著不捨，不願輕易放開彼此的手。

因為往往在生命盡頭時，會發現彼此有著好多的承諾還來不及完成、彼此有著好多的夢

想還來不及達成；好多的愛還來不及說出口，像是對「父母的愛」、「夫妻的愛」、「手足

的愛」及「子女的愛」…，提醒大家「愛要及時」。

反思我們有多久沒有好好跟身邊的人聊天了，既然無法預測未來會變怎樣，為何不把時

間花在陪伴身邊的人身上，互相給予彼此多一點愛，多一點勇氣，多一點前進的動力，進而

完成彼此的承諾及夢想。因此未來在臨床工作上，期望我能對病患及家屬付出更多的關懷，

努力讓他們彼此能更加幸福快樂。

《本文為護理部護師節徵文比賽獲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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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總是不發一語，纖細的四肢，卻有如臨盆孕婦的九月肚，斜臥在夕日餘光中，

夕陽蘊著暖暖的黃，照映在她泛黃的臉龐，始終靜靜的將目光望著同一個方向。坐在床邊的

「他」，雙手一直緊緊握著，彷彿害怕隨時失去她，眼前的這個時刻不必多餘的對話，靠著

手心體溫感受著彼此，心靈的交流不曾停歇。

「她」已經全身癱瘓數十年了，又罹患了子宮頸癌末期，70歲的老伴早已扛不動他了，

但永遠不放棄的心，始終支撐著「他」，每天的耳邊細語，相依相伴，雖然從事護理工作10

餘年了，但仍不免為此刻的景象感到悸動。

「她」未婚，親人裡只有兩個姐姐，姐姐各自有家庭偶爾來探望，因為她從小被領養

所以關係不是很親密，「她」連日來呈現較嗜睡的狀態，全身黃疸水腫，姐姐們的關心卻因

隔閡而不知如何啟齒。一個午後的例行查房，「她」一如往常的皺著眉頭睡著，正要轉身離

開時，「她」突然睜開雙眼摸了一下我的手，輕的我以為是錯覺。再次望向「她」，「她」

眼睛濛濛的，眼睛的薄膜覆蓋著一層水狀物質，像極透明的玻璃珠，悠悠的說著: 「我好想泡

澡」，我看著他撫摸她的手說:「我知道了」。

「她」應該知道自己已將走到人生的盡頭，早上安寧護理師來訪談，姐姐們遲疑不敢下

決定，但我相信病人可以自己決定，協助「她」簽署同意書，平常連抬手的力氣都沒有，卻

毅然決然的簽下同意書後闔眼又輕輕吐出「謝謝」兩個字！隔天上班一如往常的交班時，卻

發現「她」的名字消失了，我的心裡默然知道「她」沒有遺憾了。

文/婦產部 許惠雯 護理師

她們與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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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小我一歲，從入院開刀就由我照護，「她」有點輕微弱智，因為單純所以交

過甚麼異性朋友。生病後朋友一個一個的消失，每次住院就喜歡跟在我屁股後面叫「姐

姐」。隨著病情的進展，「她」覺得疼痛卻辛苦的撐著。終於還是到了這一刻，我接到電

話直奔病房，耳朵聽見「她」母親的啜泣及她妹妹的嘶吼，我告訴她「姐姐」來了，換上

他喜愛的乾淨的粉紅色上衣，直到「她」的心電圖呈現一條線時，我紅了眼框，蓋上純潔

無暇的白布，一同上了電梯。

日復一日，我持續著我的工作，這是一份使命感與成就感，醫護人員不是「神」亦

不敢說自己是「天使」，但人生百態的風景，不管經過多久，我依然覺得感動滿滿，工作

雖辛苦，心靈卻覺得富有，在我還有餘力助人時會一直繼續做下去。

《本文為護理部護師節徵文比賽獲獎作品》

9

特別企劃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護師節特別企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