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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畢業生 N39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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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夜夢遊 三校四系聯合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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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主任的話：回首與展望      曾雅玲教授兼系主任 

學歷                           現職 

中國醫藥學院護理學系 學士      中國醫藥大學護理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台灣大學  護理所 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護理部教學顧問 

國立台灣大學  護理所 博士      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 

                               國際榮譽護理學會理事 

                               台灣護理學會編輯委員 

 

這幾天雖仍能感受到春寒陡峭，但隨著大地逐漸披上新綠，溫熙和沐的陽光亦時時提醒人們春天

的腳步又近了。很開心能在春暖花開的時節，再次利用百合之誼問候各位系友以及同學們。去年，我

們在溫馨和樂的氛圍中歡慶五十周年，這一年來，護理學系依然在學校、全體師生以及系友們鼎力的

支持下，持續朝向更高品質的國際一流學府而努力，更在各方面交出亮麗的成績單。例如在李文華院

士校長卓越的領導下，本校於 2016 年名列上海交大「世界大學學術排名」榜 199 名，僅次於台大，

為全台第二、私校第一。在學系方面，系上師生無論是在教學、科學研究，以及社會服務方面亦皆有

良好的表現，如黃立琪老師榮獲 105 年度臺中市 SUPER 教師獎，四位不同職級的老師分別榮獲院級

傑出教授獎(陳麗麗、李國箴、張雅雯、曾雅玲)，呂淑華老師榮獲 104 學年度院級績優生活導師，個

人亦幸運的獲 105 年度護理研究成果競賽優良獎。學生方面，有吳佩蓉同學榮獲科技部 104 年度大專

學生研究創作獎。蔡璧聰、張菀庭、謝昕容、陳品伃、林子馨、李曉雯、楊喬如、鄭力文、李季勳等

同學獲優良教學助理獎項，亦有尤文鈺、賴孟婕等多位碩班同學獲頒論文海報獎。此外，104 學年度

畢業生郭嘉欣考取新加坡護理師執照及錄取新加坡黃廷芳醫院，以上的成績皆可具體呈現出師生們努

力的成果。  

    本學年度我們除了在北港校區招收二技學生外，亦與本校姊妹校澳洲知名大學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護理學院合作(該校 2015 之 QS 世界大學排名為 256 名，其護理學院之護理學門全球排名

為 51-100 名)，並於 6 月邀請護理學院院長 Professor Sally Chan 至本系交流，同時也新增了 3 位國際

碩士生，逐步朝國際化發展邁進。另外，我們也很高興系上有 3 位優秀的教師:廖玟君教授、葉子裴、

曾惠禎助理教授加入，令本系的師資陣容更為堅強。為因應學系拓展及未來發展，我們仍會在校方的

支持下持續招募教師，請大家若有合適人選亦不吝自薦或推薦。 

個人非常熱愛護理，也很清楚這個需要關照橫亙人類一生的行業，確實非常需要優秀的人才。因

為人的問題非常複雜，因此唯有具備包括人文、藝術、科學、批判性思考、解決問題，且有同理、溝

通合作與倫理能力的護理人員方能勝任，也方能面對接踵而至的新興疾病與瞬息萬變的醫療情境，繼

而能接受層出不窮的挑戰，滿足國人當前及未來的健康照護需求。不過雖然身為護理人的我們很清楚

護理專業的價值，然而，我們亦必須了解整個大環境的變動與人對健康需求的變化。雖然一般認為與

人互動頻繁的照護專業在科技發達、人工智慧日新月異的當代較不易被淘汰，但事實上為因應人力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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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的照護機器人已在研發，所以我們必須正視世界趨勢及產業需求的變化，並及早創新教育內涵，方

能培育出契合未來局勢變動、高素質的護理人才。近幾年，我國教育界受到少子化及全球化的衝擊極

大，已有多所大學的招生率大幅下降。雖然本系目前仍能維持很好的招生註冊率，但也不得不儘早規

劃，明確定位，發展特色，以謀永續發展。因此，課程教學創新，研發以成果為導向、更有效能的教

材教法，更密切與深入的與產業鏈結，鼓勵師生跨領域學習將是這幾年本系發展的重點。非常期盼護

理系的每一個階段，都能有您: 無論您是學生、系友、家長，抑或是老師的鞭策與支持，讓已有穩固

基礎的中國護理系能於險峻的環境中仍能脫胎換骨，再創新猷。 

再次謝謝各位對中國護理系的支持，也希望各位持續護持本系，讓本系的未來能更具影響力與競

爭力，朝向成為國際一流的護理學府而努力。 

謹此，利用這個機會也誠摯的祝福各位  身體健康  平安喜樂 

                                       中國護理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護理系第七屆） 

                                                              曾雅玲  敬筆 106.04.10 

 

105學年度中國醫護理學系 教師全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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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會會長的話 
王小喬 助理教授兼系友會會長 

親愛的中國護理夥伴們: 

 

    時光荏苒，似乎才剛接下

系友會會長任務不久，心中還

揣摩著系友需要的是甚麼，竟

已將屆滿。回顧這一年多，從

初任的不確定和戰戰兢兢，到

逐漸體會不同世代系友們對系

友會的期待，一路有不少學習。

感謝與我共事的十九屆幹部們

的支持，為了每次活動規劃，

他們總在非常緊縮的個人工作

排程中，努力抽出時間…撩落去。辦理活動從來不是我的專長，但因為有幹部群的發想和推動，一個

個活動於焉產生；也因有他們協助落實，系友們有機會一起經歷了一次次美好的共聚時刻。套一句廣

告詞中說的:再忙，也要跟你喝一杯咖啡。我們現在要說:再忙，也要找時間聚首。在系友的旅遊中，

不只話從前，也可以找到志同道合者，享現在或共話未來。去年的文山之旅，今年的日月潭之遊都是

這樣讓人難忘的體驗。 

 

連結 

    也是經過這一群夥伴的討論，我們共畫遠景-自詡能藉由系友會的連結，串起系友彼此支持的橋

樑。我們期望在這樣的連結下，新手能獲得牽引;經驗豐盈者，能找場域傳承;遭逢挑戰者，能找到資

源或支持;一路順暢或走出自己一番風景的人，能在此有知音分享。這樣的連結之想，經過第一年的

醞釀和第二年的經營，也長出了一些小芽。雖然相較於理想還有一段距離，但，一點一滴的，正往我

們期待的方向前進。我們目前的社群，除了中國醫藥大學系友 FB經常有互動外，北、中、南各有一

個系友 Line群組。這三個區域群組由初始作為母系與系友們溝通的管道，隨之有能逐漸產生各自的

共同情誼連絡，有能彼此提供與資源。為能達到實質的活絡，今年度希望嘗試把各個系友推薦工作的

醫院群組，逐漸擴大與北、中、南的群組產生連結。期望能夠由下而上，讓這個系友的支持練真正活

絡起來。 

 

轉換與銜接 

    由於學校身處中部之故，系友會幹部群近幾年，大部分由中部的系友組成幹部群服務。很高興，

下一年度系友會工作團隊將由中部再度轉北。這樣的轉變將有助於活絡各區域系友的連結。下一屆(第

二十屆)中國護理系系友會會長將由護理系第三屆梁穎學姊接任會長，梁學姊在台北榮總任職護理部

督導已數十年，行政經驗豐富。以這樣的經歷，相信在新任會長的帶領下，將有助於系友情誼的活絡。

也希望這樣的銜接，在北、中、南能互相輪流。讓中國護理學系這個友情連線能夠真實成為彼此的支

持。 

期待你加入系友連線，一起參與與分享~ 

第十九屆系友會會長  王小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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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班班導師的祝福-- 林雲萍、王小喬老師         

親愛的 N39:                         --導師 林雲萍 

  恭喜各位即將畢業，邁向人生另一段旅程，途中的徬

徨、不安與挫折在所難免，重點在於用什麼心態面對，雲

萍以自身經驗鼓勵各位：永遠保持熱情和憐憫的心，不要

讓恐懼改變自己！當面臨挫敗，就是證明自己的時刻！ 

  唯有真正理解挫折或失敗這件事，你才能真正的成功！

當它發生時，就要讓別人看見你的本事！如何從無可避免

的挫敗中學習到經驗，這是人生重要的課題，不要輕忽自

己的潛力與價值，別讓恐懼主宰你的心！ 

  人生有時候是很不公平的，但你們有能力去幫助社會，

給予弱勢溫暖，協助弱勢發聲，讓這個社會更加公平正義！

也許你沒辦法成為一個很厲害的人，但是你可以成為一個願意用偉大的愛去做小事的人！你可以成為

一個願意和別人一起合作，也願意幫助別人的人，這比成為厲害的人更重要。 

  畢業後的人生不是學習的結束，而是需要繼續勇敢編織夢想的開始！祝福你們從工作中找到自我

的意義與價值，並開啟屬於自己的精采人生！  

 

緣起．不滅  給 N39的孩子們             --導師 王小喬 

還記得 小小的你 

張著大眼 坐在台下 聽著看著， 認真揣摩護理人角色的模樣 

還記得 用心的你 

為著歡迎即將到來的學弟妹  熱情排演  搏命演出 

還記得初次穿上護生制服 靦腆的你 

排著長長隊伍 在安康大樓 按奈著心中焦慮 抿嘴勇敢接受 OSCE挑戰 

終於 你 來到 傳說中有如魔鬼訓練般的護三 

為著能通過臨床每一個實習的考驗 你睜著大眼 求知若渴 

密集的課程、實習 長期睡眠不足 有時候也讓你疲倦或低落 

但 你終是穿過槍林彈雨 一關關通過各種試煉 

WOW 終於 你 升上大四 ． 雖然嘴中嚷嚷著 是誰說大四時間很多、很輕鬆 

看著在系上稱職擔當各項服務任務的你  成熟的態度和從容的模樣  

誰都看出 你 已是護理系最資深 優秀的大哥大姐 

很有緣份  陪你 一路走到這裡 

當所有人稱讚著 你 是那麼優秀   

做為導師的我知道 其實 這一路你是多麼努力-為讓自己在每個角色裡稱職 

而今 你 即將展翅翱翔  真正進入為群眾服務之旅- 把力量傳給人 

為此 你仍需要繼續精鍊自己 

因為 你我都知道 考驗從不曾停止 

而你 並不孤單  

因為，中國護理系 將一直在這裡 持續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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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就像是一棵幼苗--汗水的灌溉、泥土的保護、陽光的照耀，對一株夢想的幼苗是何其的重要，

只要不放棄，充滿自信，感受身邊的鼓勵，就能讓夢想的幼苗茁壯成長，讓夢想的花在身邊開放，綻

放出屬於自己的光芒。 

 

                    發 芽 –護生 

N40馬晧天 同學 護理系 3年級  

「您好，我是中國醫藥大學的護生。」，這句話想必學長姐們都非

常熟悉吧？常常在想，在護理系這三年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什麼？

是大一在北港那豁達且慢生活的時刻？還是大二回來臺中時那在還想

玩樂及應該面對課業的矛盾歲月？抑或是大三那好像喘不過氣但又仍

需堅強的實習時光？我想我可能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大三的那段時光，

那段儘管充滿艱辛，卻也是使我徹底體會到護理這門學問中所代表的

真正意涵。 

 

還記得在懵懵懂懂之際，成為了辛苦的大三學生，老師們總期盼

看到我們能夠茁壯成長，卻也同時叮囑我們在繁忙的課業中還是要兼

顧好自己的健康，那時候的我才明白，原來一份嚴酷的挑戰是真的要開

始了，在實習的時候，總是會遇到一些挫折，但也是因為這些挫折，更加使我了解，自己所有的不足

及能夠更加努力的地方，我記得老師上課有說過：「醫學是一個日新月異的東西，沒有學完的一天，

唯有不斷精進及複習，才能夠免於被淘汰的命運。」，我想我也一直銘記在心，也因如此，我覺得自

己在實習的時候也更有了方向，在能夠學習的時刻盡量學習，並學著統整每日所學，期許自己在未來

碰到相同情形時，能做出更好的措施或是有更完整的思考。那時我也常常在想，我在實習之中，到底

要學到些什麼，直到我有一次聽到蔡淑華老師說：「其實在實習之中，我們都在尋找令我們感謝、感

佩、感動的事情，學習固然重要，但當只剩下學習的時候，也會覺得枯燥乏味。」，我細細的咀嚼了

這句話，也逐漸能體會老師所表達的意思，在實習或是未來就業時，都要保持著感謝的心，感謝病人，

儘管知道我們還在學習，仍不吝嗇分享自己的人生經歷及疾病過程，讓我們能從他們身上學習到很多

知識，同時，也很謝謝在實習之中與自己並肩奮鬥的夥伴，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點值得互相學習，同

時也可以互相分享許多資訊，互相砥礪，期許對方都能一起努力；而感佩，也是同樣重要的，謝謝給

予我們幫助的老師及學長姐們，我們真的很幸福，能讓一群富含教學精神的人幫助我們學習，在迷失

的時候可以提點我們方向，在沮喪的時候給予適時的鼓勵，何其有幸能有你們參與在人生這段道路上，

也期許自己能像你們看齊，成為能夠幫助別人的一盞明燈；而感動，更是維持我們在未來道路上不至

乏味的關鍵，看到病人面對疾病那不屈不撓的精神，或是坦然面對自己的勇敢，令人敬畏也令人感動。

也正因為包含了這三者，我想在實習之中，也不至於感到乏味，而是覺得每天都充滿著新鮮及期待，

期待著今天的收穫，期盼著自己更加成長。 

 

實習，常常第一個聯想到的就是辛苦及疲憊，但努力堅持過後也終將會獲得甜美的果實，回過頭

來仔細想想，在這個實習過程中遇到的種種，都將使我們更加卓越，也期許自己在未來的道路上，能

夠帶著這份堅持及努力，成就更圓滿的自己。 

護理生涯歷程—系友專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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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 溉 —臨床經驗:1年  

     N37系友 陳俐安 中國附設醫院兒科加護病房 

     

想當初還在學校熱絡的和大家討論著未來的去向，以前總

有許多嚮往、許多憧憬，拿著各家醫院發的招募資料，琳瑯滿

目的擺在我的眼前，怎麼轉眼間，自己也已經在職場闖蕩了一

年多。一開始踏入職場的第一天，雖然是曾經實習過的單位，

但一切還是陌生不已，手抖得無法拿針筒不穩，只是簡單抽個

藥卻落了整個工作檯面都是，心裡真是萬般覺得丟臉，現在想

起來覺得自己當時真的好笑到不行。進入職場的前半年，我稱

作「黑暗期」，一個新人通常會被帶六到八周，接著就開始上

線獨立，在剛獨立的那幾個月，是一段最讓人覺得痛苦卻又感

到值得懷念的日子，每一天都踏著沉重的腳步進醫院，開始想

今天會不會照顧放置氣管內管的病人，還是今天又是我要接新

病人。說實話，剛獨立的那半年，我也是在好多好多淚水中成長的，因為在那期間會不斷的受到挫折，

面對學姊交班的壓力，還有自己沒弄懂病人的資料和開刀術式，每天被治療追著跑，當你抽完藥下一

個階段治療開始，而當你執行完這一段治療後，你又有給不完的藥物和打不完的記錄，往往坐下來處

理文書的時候已經是超過下班時間的一個小時了，這時候你也會想起一件事，「阿，我的便當還在更

衣室桌上，我的水壺，一口也還沒喝到」，或許不是所有單位都如此，但至少這是我的親身經驗。 

    

    在進入職場前，學校的一位老師曾告訴我，一切從頭學起，放下身段，不要害怕去提問，因為她

比我要了解我自己，我是個愛面子到了極點的人，不會輕易的求助也不會輕易的承認自己認輸或是做

錯了。她說的沒錯，我們在學校所學的只是冰山一角，甚至可能連一角都還不到。所以，把自己歸零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從頭開始打基礎，不會的就問，不懂的不能裝懂，因為在我們手上的是珍貴的生

命，隨時隨地都會有變化，一個不小心他們可能就會從你的手中溜走。從新人到現在是病房的中線，

看著新一批的學妹正在走過自己曾走過的路，有好多好多的感觸，原來自己，也這樣默默地長大了。 

    

    臨床上，一開始難免跌跌撞撞，會覺得自己一無是處，什麼都做不好，常常會覺得資深學姊、專

科護理師、醫師、同儕的眼光，就像一把把鋒利的劍，時時刻刻盯著你，戰戰兢兢地做每一件事。如

果當你不小心摔了跤，要記得讓自己跌倒的是什麼，該從哪裡站起來，可以難過可以沮喪，但不能放

棄也不能沉淪在情緒裏頭，因為每一個人都一樣不斷的在努力，大家都從同樣的起點開始。當有一天

你開始覺得能夠支配治療時間，獲得成就感後，進步就會變得突飛猛進。 

    

「No pain no gain」，很老套的一句話，但再也適合不過護理人生了，祝福加冠的各位學弟妹，

能繼續為護理臨床增添新的光芒，一起努力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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茁 壯–臨床經驗:3年半 

 

N34 系友 黃敏凱 台北榮民總醫院急診加護病房 

自我介紹一下，我目前任職於台北榮民總醫院，畢業後當

完兵，直接進到了北榮急診，於急診待滿兩年，幸運地得到加

護訓練的機會，目前正在北榮的急診與急診加護病房工作，工

作總年資約莫 3年 6個月，問我為什麼會選擇急診，我只能說：

「沒有任何原因，我覺得我的護理職涯就是屬於急診，即便我

不曾去急診見習或實習過，就只是單純的覺得，我應該待在急

診，即使在工作之後，這個想法依然沒有改變過，我懂得享受

並沉浸在忙碌與慌亂中，所帶來壓迫緊張的氛圍，並從忙亂中

找出自己的節奏。」這是就是屬於我的護理職涯，屬於我自己

在這份工作之中的驕傲。 

 

「好，謝謝，對不起，不好意思。」將時間回到三年多前，剛從國軍 ONLINE下線，到醫院任職

後，我最常掛在嘴邊的幾個字，踏入新環境之中，儼然是朵白菜，無論在學時期的成績好壞與否，實

習時的表現優劣與否，抑或曾經在任何醫療院所當過志工、見習、實習過，當身分從「學生」轉換為

「工作者」，從「旁觀者」轉換為「執行者」時，一切就猶如新生般，重新開始，新的系統，新的環

境，新的同事，太多的不知道、不清楚、不明白，在什麼都需要詢問及嘗試的時期，禮貌、尊重及感

謝永遠不嫌多，尤其那時候只有 10天的新人期，接著就是面對獨立後的生活，寧可多問多做多感謝，

也別不問亂做等被告。 

還記得，新人期的最後一天，帶我們的學長問我們：「接下來你們對於在急診室的未來有沒有什

麼期許？」，我記得我是這麼說的：「我希望能用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讓我自己能在急診的工作有一

片天地。」，說完的隔天，炸裂的生活就這樣展開，從第一天的八點多下班，第二天的七點多，一周

內到六點多，接著就在五點多六點左右卡關了約莫二個月，從吃不到午餐的前兩個月，到可以吃飯並

於五點多下班，已經是第三個月的事，然而能吃到飯並不是因為自己動作快了，是我知道，事情一樣

多，狀況一樣混亂的情況下，需要逼自己脫離。「幫我注意一下那個誰誰誰，我回來時大家都有呼吸

就好」我總是這樣笑著跟同事們說，接著揮一揮衣袖，頭也不回的前進餐廳，並在用餐時放空再重整，

思考回單位後，什麼事情得先處理，什麼事情可以一起處理，短暫的脫離，對於接下來的上班其實助

益頗大，畢竟無法控制的事情太多，唯有整理好自己思緒，才能有效率的處理完所有的事情。 

七個月，在新人期連續上了七個月白班的我，一直到第六個月才有「我好像有跟上一點急診工作

的步調，而不是被事情推著走」的感覺，畢竟急診環境需要學習的東西太多，觀察區、看診區、內科

急救室、外科急救室，各個工作區塊有各自的工作步調及方法，然而一直到了快兩年的時間，才有點

駕輕就熟的感覺，即便還有太多事情需要精進，但至少穩定點能吃的到飯，能準時下班。 

萬事起頭難，臨床工作也不意外，沒有一步登天的方式，用時間累積經驗，用經驗找出方法，用

方法提升效率，用效率節省時間，但最為重要的還是人為因素，單位內的氛圍，能決定這段過程的長

短，畢竟臨床是「人與人」的工作，用什麼樣的心態及想法來面對這大環境，堅持做自己，讓真正的

自己能融入這個團體，才能讓自己有持續戰鬥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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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 果 –臨床經驗:10 年 

N29系友 李昀容 成大外科加護病房護理師 

2007年，我大學畢業，不知不覺，也經過好多年。直到我

今年初回母校分享工作經驗才發現，已經十年了!我從一個戰戰

兢兢的職場小白兔，變成小山貓一只。 

 

回想我當初剛從學校畢業，去學校附醫，立志要到外科加

護病房去，當時的人事阿長只說:「應屆畢業去 ICU會很辛苦喔!」，

所以就先安排我到外科病房。剛到了外科病房時，每天兢兢業

業地過著日子，體重也瘦了好幾公斤，好在那時有位跟我到同

一單位的同事，我們互相扶持，而我也很幸運地遇到貴人學姊，

讓我護理路的開端是充滿希望的。只可惜一年後，隨著學姊同

事的離開，自己也遇到護理的瓶頸，也有要進修的念頭，於是

離開附醫，來到同區域的公立醫學中心。 

 

在這裡，我一樣跟人事護理長說出我的請求:「我想去外科加護病房!」，而這次，我待得單位名

稱叫做手術室。於是我在毫無經驗的基礎下，開始的手術室的新生活，手術室什麼最重要?就是無菌!

其次，是記得醫師開刀的喜好。這在裡，我不用擔心病人的 vital sign (麻醉科會顧)，不用擔心 call

不到醫師(醫師就在旁邊)，不用應付家屬(在休息區等著)，上刀時有悠然旋律可聽，偶而長刀時還可

以聽到一些有趣的對話，也不太需要拖班寫紀錄，其實也還不錯。(撇除剛訓練的不適與辛苦的話~)。

有一次，透過門上的小玻璃窗，我看到隔壁(開刀)房間在 CPR，裡面至少擠了 10幾人，當時我是刷

手，我問了問流動的學姊:「學姊?請問 CPR時我們扮演的角色是…?」學姊當時的表情我記憶猶新，

她說:「幫忙掀開無菌包布讓麻醉科急救。」「掀包布?掀包布?我學得這們久的護理只會掀包布?」我

的內心無限迴圈地在思考這個問題…。 

 

隔年，我考上了台大護理所臨床護理組(內外組)，就去了台北。在台大的日子，因為有很多台大、

成大本科系畢業的同學，所以在課業，總覺得要加倍的努力，還好同學們都很熱心，遇到不會的問題

會互相幫忙，也會互相無私討論，就連二年級很辛苦的到門診、病房收研究個案，寫論文時，也剛好

有同好可以互吐苦水，雖然覺得過得很辛苦，但在一個良性競爭的環境之下，我們順利的畢業了。 

    

    碩士畢業後，考慮離家鄉較近，以及想再進修的原因，來到的南部國立大學附設醫院，經過”掀

包布”事件後，我仍然在面試時表態要到外科加護病房去，這一次，我終於可以去我的志願，在經過

個一段新人磨合期過後，我覺得工作起來格外的順利，一方面是已經了解外科手術前後期在病房的作

業，另一方面也了解到手術中過程進行，對於術後出院在門診的部分也略懂略懂，可以說是一個完完

全全的外科人~。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我當初沒有去過病房就不會了解到病房的作業流程，沒 

去開刀房就對手術不太了解，經過了這些經歷的磨練，可以讓我有更多經驗可以與我的病人衛教與分

享，也可以了解病人所談為何物，同理他們的心理狀態。人生就如同一輛火車，沒到站前，妳不會知

道前面有何種風景等著你(妳)，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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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學會會長的話  
N40 護理系三年級 林禎蕙 

 

大家好，我是護理學系系學會第 40屆會長—林禎蕙 

    記得當初被推為候選人的時候我沒有特別的想法，只覺得這

是一個可以為大家做事的機會，也覺得被一起提名的同學都有能

力跟熱情去接這個職位，雖然那時有想過大三其實算是這四年最

忙碌的時候，要迎接最多實習日子的到來，加上考試跟打工的轟

炸，但是後來想一想覺得這是一個讓我可以挑戰自己能力，還可

以幫大家服務的機會，所以就決定如果真的選上了我就會勇於接

下它。然而我真的幸運的被選上，但其實緊接而來的就是一連串

的壓力了，我要開始學著去組織我的夥伴們，再來就是每辦一次

活動，就有不同的問題要去面對、改善。這一年有大大小小開不

完的會，關於護理系學生代表也要出席，雖然席間可能不會說很

多話，但是每一次開會自我介紹或是發言時，感受到大家都非常

認真注視著自己，那個瞬間有種我真的是這一年代表我們系的人，

就會更記住自己的職位跟職責。不過我一直都秉持著「勇敢承擔

不會是壞事」的想法，只要有心想做，自然會有許多人支持你、

幫助你。 

 

    還記得當初在加冠典禮上接下第三十九屆系學會會長潘秉儀學姊的棒子時，那時她說：還好這一

路上有夥伴們相互幫忙，那時候其實我不太懂意思，但是隱隱約約覺得很重要，到現在經過快一年的

時間，我現在非常能體會這句話，所以在這裡我真的很想好好感謝這一年站在我身邊的你們，我最驕

傲、放心的幹部們。其實說真的，我自認為有許多在底下幫忙我的人，他們的能力都比我好，雖然很

多時候我是發言的人，但是我知道要是沒有他們這一年的協助，我根本熬不過來。我相信經過一年的

時間，大家都各自有所進步，多或少都無所謂，但是我真的感受到了他們和我有一樣想為系上做事的

熱情，雖然其中難免會有摩擦、爭吵，但是我相信那一切都會過去，留下的是我們一起創造的回憶，

屬於我們大家特別的、無可取代的記憶。 

 

    最後我想說，這一年下來，旁人看在眼裡這些事都在我身上好辛苦，但是我的想法是，雖然辛苦，

卻苦得很值得、很幸福，也真的很感謝這一路支持著系學會的主任、老師們，以及系辦公室的工作人

員，有你們的提醒與關心讓我減輕了許多焦慮與壓力，也讓我們能勇敢完成屬於我們理想中的活動，

還有這一年支持我們活動的系上同學們，每一次活動完的建議都是我們下一次進步的助力，也真的希

望你們參加完之後真的留下了美好的回憶，想一想會發現其實最後在我心中留下滿滿的都是感謝，對

每一篇看到這的你們感謝，對在這一年之中參與過活動的人感謝，對默默支持我們的師長們感謝，最

後，對我最愛的夥伴們， 

謝謝，有你們才有今天的系學會，也希望下一屆能夠有屬於自己的方式，接下這份充滿挑戰的任

務繼續為大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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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海外研習經驗分享--1 

You came, you saw, you conquered. 
N39 護理系四年級 謝昕容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Byrdine F. Lewis School of Nursing and Health Professions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Health Care System 

  July 01 ~ August 01, 2016 

 

One month period, a group of university students, 

embraced different dream and ambitions, dragged our heavy 

luggage stepping on the unknown journey.      

I know a little about the education of America. But as I was “in’’ the class and participant the 

presentation which was hold by the students here. It turned out that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way people taking 

classes here and the way teachers in teaching. There is quote that a doctor mentioned. She said” We don’t 

like to teach our students what to do but how to use your brain to think”. She just enlightened me. Let me 

thought about myself and how I can be a thoughtful person not just receive but can turn it more like “mine”. 

Slowly, I try my best to ask questions and change another perspective in seeing things.  

After all these memorable 30 days in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spending times in classes with all of my 

classmates and professors. I know I was changed. As I mention before I seldom speak in my classes at 

hometown. To more specific, I am terrified to speak. I was worry I might say something stupid or waste my 

friends’ time, so shut my mouth turn out to be a deadly habit. Moreover, presentation is the most annoying 

thing to me. That’s why when I heard I have two presentations at first. I was nearly fain away. But I know I 

have to change this flaw as I remind myself all the reason why I come here. Dr. Morelli once said “When you 

lost your faith. Think about the reason why you are here. ”What truly terrifying is you don’t give it a try.” So, I 

force myself do my best and change the way of my presentation in Taiwan. It came out fun and not that 

horrify. Still it was not that perfect but I knew I did it with all my best effort.  

Fortunately, I have many partners standing beside me. We learned from each other and become much 

bolder to speak up, and show myself in front of the audiences. I think the project of presentation in class and 

the encouragement from professors and classmates that gave me a big help of building and consolidating my 

confidence. We just like a big family, we discuss, hang out, stay up late, celebrate and do homework together. 

It just make me feel like at home and be loved.  

To date, I am no longer afraid of speaking to foreigners. I can see their eyes, smile at them, and tell what 

I really wanted to say. Sometime it still made a lot of jokes. But I knew this is called the” learning”, right?  

Every moment in Atlanta I told myself gain more knowledge as I can and become a confidence girl. 

Furthermore, bring something valuable back to my hometown, work hard and play hard. I’m glad I had 

earned something here. I didn’t just waste my parents’ money and not just hanging around. Every day I told 

myself I need to be different and get more experiences. 

Just as my buddy told me “you can’t know everything, but you can try your best to understand and learn 

it. You have to know now you guys are fantastic, because you are using your second language. You are kind of 

a genius to me”.  

The last thing and it is also the unforgettable thing she told me” You came, you saw, you conquere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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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 the end came out good or bad, but the effort you did, the friendship you have, the change of your 

think and life. I did it. I know that. 

 

2016 海外研習經驗分享--2 
N39護理系四年級 李季勳 

   這次海外研習的單位是喬治亞

州立大學，位於喬治亞州的亞特蘭

大市中心，校園佔地廣闊，但有四

線的校車可以免費搭乘，對於我們

沒有交通工具的人來說算是方便，

可以從宿舍搭校車去上課或是去

體育館，這裡的宿舍相當高級，像

是四房一廳的套房，還有廚房可以

煮菜，我們常常會自己煮飯吃，一

方面是省錢，因為吃外食開銷真的

很大，一方面也可以聯絡感情，大

家一起煮飯分享一起吃，整個宿舍

像是小社區，每個房間就是一戶人

家，大家很常去串門子，或是邀請

學伴來玩，互相聯絡感情，感覺很棒。宿舍旁邊有健康中心跟警察局，環境算是安全，唯一的缺點就

是離大超市有點遠，雖然附近有一家小市場，但賣的東西不多，大超市比較好買，但走路要花半小時，

宿舍有提供免費專車接送到超市，但也只限於每個星期天下午某個時段，錯過就要自己走路或是搭公

車繞遠路。 

 

    而對於我來說，最棒的就是他們學校的體育館跟餐廳，餐廳就在宿舍旁邊隔一條街就到了，是自

助式的吃到飽餐廳，只要進去一次，你想待多久，想吃多少都行，三餐都有供應，像我食量比較大的，

真的覺得很划算，再來就是體育館，裡面設施應有盡有，有健身房、籃球場、排球場、游泳池、攀岩……，

很多設施可以用，根本是外面健身房等級，重點還都是免費的，這裡根本是愛運動的人的天堂阿。最

後是上課的地方，我覺得雖然外表是很漂亮的大樓，但教室就跟台灣的就沒有差很多。 

 

    學校鄰近有亞特蘭大捷運（MARTA - Metropolitan Atlanta Rapid Transit Authority）的 Georgia State

站與 Five Points 站，可以方便我們去市區玩，像我們就常搭 MARTA 去逛百公司，或是去遊樂園玩，

它比較像高雄捷運，線比較少，站內設施也很簡陋，不像台灣的有冷氣，捷運站也都做得很美，但也

夠我們使用了，最後還有一種像是輕軌的交通工具，因為我們的 MARTA 卡不能搭那個，所以就沒有

坐過了，但他好像也是會繞進市區，提供另一種交通選擇。總體而言，我很喜歡這裡，喜歡這裡的每

樣設施，雖然交通不是很方便，只能用兩條腿走路或是去搭交通工具，但很多設施是真的很棒，福利

也很好，如果想去其他地方也可以叫學伴開車帶我們去，除了上課跟參訪外，也玩得很盡興。 

 
老實講，我真的覺得這門課與學校學科理論一點相關性都沒有，說要講溝通？我也覺得跟學校老

師說得差不多，沒有實地演練也不知道美國跟台灣差在哪裡，最多也只是紙上談兵，說一些理論這樣，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7%89%B9%E8%98%AD%E5%A4%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7%89%B9%E8%98%AD%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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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要講專業照護？也沒有說什麼，最多就只是講講美國的護理現況、分享個人經驗、現在的護理趨勢

跟介紹新護理產業而已，去醫院參訪也是參訪物理治療相關工作，介紹醫院環境而已，連個護理師工

作情況都沒看到，只有聊聊醫院的工作情況跟有什麼主要疾病而已，對於學理方面一點都沒有幫助。 

 

如果說這門課有什麼收穫的話，那應該就是開口用英文報告吧，能有這樣的機會用英文報告是滿

難得的，總共有兩份報告，第一份是世界介紹異國文化，我是滿喜歡這個主題的，可以有機會去跟自

己的學伴講話，去了解他們的背景，練習用英文溝通，為比較不敢開口的人找到一個共通點，去開口

講英文，而透過報告的方式，可以讓我們去認識每個學伴，去了解不同國籍的文化背景，我是覺得這

個還滿不錯的，而第二份報告是介紹疾病，雖然看似跟醫療有關，但我們的英文水準真的有限，報告

的也很侷限，都是我們知道的知識去翻成英文，我個人覺得第二次的收穫就比較有限，就是練習英文，

還有分享不同專業間的知識，對於新知的獲取比較沒有收穫。 

 

我覺得這門課最需要的技能就是開口說英文，因為這不是我們習慣的語言，所以都會怕講錯話，

而且美國跟台灣的上課方式比較不同，老師會希望學生多舉手發言，所以我覺得有最需要的是有勇氣

開口講英文，即使講錯的也沒關係，老師會糾正我們，如果是跟學伴聊天的話，他們也都會很有耐心

聽，聽不懂也會再問一次我們想表達甚麼，雖然一開始會怕，但後來就會漸漸敢開口了。 

 

研習期間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語言吧，上課期間聽不懂就問老師，老師會再換個方式用簡單的

英文跟我們說，如果我們真的還是不懂才會講中文，如果是跟學伴聊天聽不懂他們說甚麼，就會請他

們再說一次，有的學伴就換換另一種簡單的方式說，如果還是聽不懂就找旁邊的同學求救，或是用手

機翻譯，如果是遇到不會講的就查單字練習講，也可以一邊學習單字，現在科技很方便，要翻譯不是

問題，所以我覺得基本上最大的問題就是語言的隔閡，而解決方法有很多，就看我們怎麼運用身邊的

資源，來達成溝通的目的。 

 
    經過這次的海外研習，大體上我是滿意這次的研習的，雖然說知識上我覺得並沒有增長什麼知識，

但倒是增長不少見聞，了解了一點美國文化，體驗了美國的生活，在那裡交了很多來自不同地方的朋

友，雖然不知道還會不會每個都能再見面，但因為有他們，讓我度過了一個很有意義的暑假，雖然剛

開始會後悔來了美國，因為我英文不是很好，溝通上有點障礙，但經過一個月的洗禮，大家這樣相處

下來，慢慢變熟變要好，每天相處再一起，一起玩一起討論功課，我真的覺得很棒，還好當初有來，

讓我的生活多了很多色彩。 

 

    對於研習的安排我也覺得可以接受，因為我的這門課比起其他人上課時間要少很多，也有去看參

觀過醫院和 CDC，上課跟參觀都沒什麼壓力，也沒有作業，這樣讓我有很多時間可以到處走走看看，

不會被課程綁住都窩在宿舍寫作業，雖然最後連兩個禮拜的英文口頭報告讓我有點崩潰，但也是有這

些報告，拉近班上同學間的距離，早上一起出去玩一起上課，晚上相約做報告，一起奮鬥努力的感覺

真的很不錯，雖然熬夜趕報告很累，但很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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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醫藥大學--交流學生分享                
                                                 

 

 

 

 

 

 

 

 

 

 

 

 

 

                      

 

 

 

 

 

 

 

 

 

 

 

 

 

 

 

 

 

 

 

 

 

 

很高興能夠來到台灣認識這樣一群可愛的老師和同

學們，時間總是過得這麼快，剛剛和同學們建立了友誼就

要分開，實在有點不捨，但是無論如何，我在台灣收穫了

很多，感受到了之前從未感受過的學習氛圍，認識了之前

從未如此珍惜的小組組員，還有如此具有親和力的老師，

太多的太多，讓我十分不捨，我會好好的把這份回憶牢牢

地記在心中，永遠永遠！ 

 

臺灣，之前對於我來說只是一座相隔 1000 多公里的美麗島

嶼，可是人生的巧妙在於“遇見未曾預見”，命運讓我與臺灣有了

一場華麗的邂逅，為我的人生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這裡我體會到了不一樣的風土人情，熱情的雙手，友善的態

度隨處可見，人們的生活是如此安逸。在學校裡，老師與同學亦師

亦友的關係讓我很羡慕也很憧憬，每位老師都有自己獨特的魅力，

個性的標籤，整個護理系就是一個大家庭。老師的眼界轉變了我的

觀念，書本上的知識是舊的，必須多讀論文研究來不斷給自己充

電，而不是抱著書本不放。英文 PPT也給了我巨大的衝擊，專有名

詞、藥名均是英文，畢竟西方醫學是很先進的，所以跟上他們的步

伐迫在眉睫。這裡還有好多好多可愛的同學，細心地關懷照顧我

們，這份真情讓我十分的感動，也提醒我向大家學習，從生活到學

習的方方面面。 

    四個多月的臺灣訪學之旅，讓我收穫滿滿，帶著感激、不捨之

心，這段經歷我將細細回味，讓時光將它釀成一壺好酒，一生珍藏。 

 

 

劉 潺    

張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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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幸運能有機會來到中國醫藥大學護理系進行一學期的訪

學活動。這是一次十分珍貴的經歷，不僅學習到專業上的知識，更

收穫了許多良師益友。不論是講臺上老師們的諄諄教誨，還是 PBL

小組成員討論時的集思廣益與頭腦碰撞，抑或是醫院見習時的別開

生面，都那樣令人印象深刻。其次在不斷感受到台灣這片土地的美

好的同時，也讓我領悟了在原本的環境中一直無法發現的問題與不

足，所以我對這次訪學又多了一份感激之情。我想無論何時回想起

來，這段時光都會是我記憶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2016.9.7四個人滿懷激動與期待抵達桃園機場，接機同學熱情

的微笑讓我瞬間倍感親切，這便是台灣給我的第一印象。 

 

2016.9.10-2017.1.12 與同學們在一起的 9月、10月、11月、12月、

1月，月來越愛。和同學們一起參加的每一次活動、每一次共同學習、

每一次共同出遊…都讓我獲得了滿滿的驚喜、收穫與感動。這邊老師

和同學之間親密的關係是我在大陸從未見過的，OSCE大考也真正結

合了臨床案例，讓我收穫頗豐…… 

 

  2017.1.13參加過不知道多少次歡送會，這次歡送會的主人公竟是

我自己，在這裡的每一天都足以讓我回憶永遠。說了再見希望真的可

以再見。 

 

朱 海 婷 

婷   

高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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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教學助理心得分享--1 
N39 護理系四年級 張菀庭 

    這一學期即將結束，看著當初才剛入門學臨床技術的學弟妹們，如今也都開始進入臨床，開始了

他們的實習旅程，說真的，這感覺真的很奇妙，覺得時間過得很快，不知不覺中，他們的技術已學了

一大半......。回想前幾個月從台中榮總下實習後奔回學校的 TA HOUR是多麼瘋狂，然而每次 TA HOUR

結束時，全身就會開始痠痛，從頭到腳，疲憊地癱軟在椅子上。原是想看手機裡的時間，卻從黑暗手

機螢幕裡看見自己原是整齊的包頭早已不知不覺中炸了好幾撮頭髮出來，不僅讓我懷疑神力女超人是

否出完任務後也跟我一樣。 

   

    身邊跟我一起實習同學常常問我說我不累嗎?這不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老實說，會累，但我覺得

累得很值得、很有意義。其實不只是學弟妹們在學習，我也同時在跟他們一起學習，甚至從他們的身

上常常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從互動中，我找到該用什麼方式去跟不同的學弟妹溝通；從教學過

程中，對他們的疑惑給予解答，讓我對自己更有自信心；從他們給我的回饋，一句謝謝、辛苦了，到

技術成績上的進步，讓我更加喜歡這份工作，然而，不是因為工作而工作，而是單純因為喜歡。 

     

很感謝老師願意給我這個機會，讓我在大三忙碌的實習期間還另有不一樣的收穫。透過與學弟妹的互

動過程，我學會放慢腳步，學會聆聽，學會包容，學會用不同的方式去帶每一位學弟妹，而不是一味

的只想趕快做好手邊的事。此外，還要感謝我的夥伴 TA們，我們一起備物、一起討論、一起檢討、

一起做教學道具，大家雖都忙於實習，但卻依然對每件事盡心盡力，也因為這份熱忱，讓此學期的

TA工作畫下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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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教學助理心得分享—2 

誤入歧途? 

N39護理系四年級 謝昕容 

 

原本以為大學的四年會平平淡淡順順利利的結束，沒

想到，因緣際會下，在 10樓被老師攔截，一句「我想要

拜託你來當一下技術實習 TA」「老師認為你夠 smart有想

法，夠『剽悍』，想要請你來當個 TA」。這樣受到老師獨特

的看重，毅然決然，大三大四，我分別接下了基本護理學

與婦產科教學助理的工作職責。 

 

一路走下來這幾年的生活中，充斥著實習的忙碌、課

業壓力、帶著學弟妹技術練習、充當他們的心靈導師……

等等，發覺真正屬於個人的時間真的縮減了不少，所有東

西都只能擠在一起處理，當時的我不免會有抱怨，真的有

時會感覺焦頭爛額、無力無奈，有時候甚至覺得翻白眼可

以翻到尾椎了，這樣說起來你可能會問我，既然這麼累、

感覺不開心、責任不小，你幹麻接呢?但我會告訴你，在

這過程中與學弟妹身上，得到的，真得遠比外表上看來得

多太多了!現在回想起來，都會不經意地會心一笑呢! 

 

與幾個夥伴一起帶領著一個將近 70人的大班級，過去我們 by 老師與學長姊 order，聽令行事，

而一步一步，從臨床、從生活中，我們學會如何改善過去的做法、分配整理衛材、跟老師討論發展自

己的教學特色，每天泡在示範病房，我們討論、複習、相互切磋、協調時間等，希望將過去的經驗，

可以更有效率正確的交給弟弟妹妹們，讓他們可以與臨床有更好的銜接。時不時聽著耳邊弟弟妹妹們

「學姐那個…、學姐這個…」 「學姊實習怎樣怎樣」 「謝謝學姊，辛苦了」「學姊要不要一起吃消

夜」成天與這一群瘋狂貼心小麻雀膩在示範病房裡，耳邊嘰嘰喳喳的日子漸漸地遠離，多少真的很不

捨，畢竟在這個教學與自我成長的過程中，他們是一大重要因素。生活中總是有著許多無奈與疲倦，

但從孩子們身上，我獲得了很多很多的熱忱、活力，因為他們的感染力，我也有了不一樣的轉變。我

的想法更為周全且寬廣，更為沉穩獨立，可以有條理的解釋許多問題與觀念，能有今天這樣的我，真

的要好好感謝他們呢。現在的社會日新月異，太多事物逐步被取代，但我相信，唯一不可取代的便是

護理的熱誠與人與人之間相處的信任與溫暖了。 

 

感謝老師對我的肯定與信任，謝謝這群活潑的孩子們這幾年的陪伴，一日 TA，終身 TA，我很滿

意這樣的結果，更忘不了這情感交加的過程，你要說我誤入歧途，我不會反駁，信不信由你，但我想

說，這是我這輩子做過最正確的決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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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教學助理心得分享—3 

N39 護理系四年級李季勳 

 我是護理系四年級的李季勳，擔任過兩次教學助理，會擔任教學助理是因為老師覺得我平常實習

的表現還不錯，希望我能將自己的學習經驗傳授給學弟妹，擔

任教學助理說是給予學弟妹課業上的幫助，但另一方面卻也是

給自己機會練習時間規劃，雖然知道會因此需要花更多時間在

這件事上，要犧牲掉一些自己的休閒時間，但也是難得的機會

且也是老師對自己的肯定！而且因為護理的技術就是建立在

多練跟熟悉，所以當我們在準備上課用物或是幫學弟妹進行稽

核時，都是一種加深自己印象以及磨練自己的機會，而且還能

學習合作和處理事情的應變能力，也能在教學弟妹的過程中練

習溝通表達的能力，希望自己能從中獲得不一樣的經驗，這次

也很感謝同儕之間的互相合作，讓我能順利的完成教學助理這

項工作。 

     

在擔任教學助理期間，除了能讓我重新溫習一下之前所學的

技術之外，也讓我體會到「會做」跟「會教」是完全不一樣的事

情，要把所會的技能轉成語言表達出來，重點是還要想辦法講的讓學弟妹聽得懂，不能自說自話，還

要能引起他的興趣，讓他專心在這技術練習上，我覺得這是一項很不簡單的事情，但這也是我在擔任

教學助理期間，最大的成就感來源之一。每聲的”謝謝學長”都讓我充滿信心與自信，但當學弟妹表

示不理解時，也是我該反思自己哪裡做不好或是講不清楚，在這一來一往當中逐漸成長，讓我覺得這

是我當教學助理最大的收穫。 

     

教學助理是個團隊，所以我很感謝同學間的互相幫忙與配合，讓我能帶著新的教學助理一起趕快

步上軌道，去完成我們的工作，而團隊之間的溝通、互相配合、互相幫忙及分工合作也讓我學到很多，

該怎麼做才能發揮一個團隊最大的效益，遇到事情該怎麼一起處理，都是我在這次的教學中獲得的寶

貴經驗。在溝通方面，因為我要面對的是人，所以一定少不了溝通，教學助理間的溝通，與師長、同

儕之間的溝通，與學弟妹之間的溝通，都給我很多機會去練習說話和表達能力，讓我能夠加修飾自己

的表達方式，練習能更加處事圓融，這對我將來有很大的助益，因為將來勢必也會在醫院工作，所以

也需要跟病人溝通，能現在多練習，之後跟病人溝通應該就可以比較順口不怕生，這也是我在這次的

教學經驗中得到的寶貴經驗。透過擔任教學助理的過程，我覺得我稍微有些成長 

，也能訓練如何當一個好的領導者，雖然還是有不足的地方需要加強，但也謝謝老師提拔我來當教學

助理，讓我的能力能在各方面有所進步，在當教學助理這一年當中學到很多事情，這一年的教學助理

經驗也豐富了我的大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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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服務隊隊長有話想說! 
N40 護理系三年級 陳盈安 

    在擔任護理服務隊隊長即滿一年，回想起剛接到隊長職務

的瞬間，大概是張大嘴，腦袋一片空白，心情真是複雜的理不

清，當晚還焦慮地睡不著，深怕承擔不起這個責任，一年來邊

做邊學，特別感謝隊內幹部，在繁重課業及實習外，還用心參

與所有活動討論及籌備，也感謝帶隊林雅玟老師，籌備活動遇

到困難時，總是鼓勵我們互相討論，不吝嗇地給予建議，是護

理服務隊堅強的後盾，而學長姐也常常關心我們的近況，替我

們解惑，另外，還有所有參與過護理服務隊的隊員，感謝你們

利用課餘間參與護理服務隊的活動，替我們活動增加很多色

彩。 

    

   回想起過去一年護理服務隊參與的活動，許多回憶片段在腦

中不斷翻閱，於兒童醫院門診部舉辦「雪寶過聖誕」活動，活動剛開始，小朋友都害羞地低著頭，不

敢上台一起帶動跳，到後來製作手工藝專注的模樣，主動想多做好幾份，也開心地跟卡通角色合照；

今年 3月第一次參與微龍基金會春遊健行活動，和小朋友及家長一起健行、玩遊戲和野餐，享受春天

的優美景色外，也與小朋友及家長們拉近距離、互相關心 

，是個很特別的經驗，期待下次再一起出遊；持續於柳川家園服務，每次剛進門時，曾經陪過的爺爺

奶奶就會熱情地跟我們打招呼，在每次個別訓練時間，和爺爺奶奶聊天，常常天南地北的聊，近至家

裡有幾個人，遠至祖先在做什麼行業，真得很有趣！就像和自己阿公阿嬤聊天，很輕鬆、很愉快。 

    在去年暑假，是護理服務隊第一次自行舉辦暑期營隊，也是我第一次參與營隊的籌備，那回憶跟

感動是即使過了一年，想起來還是會雞皮疙瘩的，在事前準備的一週中，所有夥伴全神貫注，每天馬

不停蹄地備課、練早操、做道具、買食材、算錢、聯絡事項等等。到了清安國小，開始將計畫ㄧㄧ實

踐，發生突發狀況時，也要學習如何去解決。營隊正式開始後，山上小朋友的活潑和興趣，都和山下

的小朋友大不同，他們不怕生，最愛跟哥哥姊姊們玩飛高高跟扳手腕，各式昆蟲是他們的好朋友，常

常一隻金龜子，就能讓他們玩的不亦樂乎，與他們相處的某些瞬間世界好像突然變簡單了，他們的樂

觀外向，會讓人想起自己是否也曾經這麼單純，只要小小的事就能有大大的快樂。 

 

    活動期間，偶然聽到小朋友家裡的故事，都會很心疼小小年紀就要承擔這麼多不好的事情，也覺

得自己很幸運，可以不愁吃穿的生活著，我相信懂得給予的人是最有福報的。在過程中，不只是我們

給予了什麼，冥冥之中我們也無形地獲得了什麼，不奢望一個營隊能改變他們的生活條件，但期望能

成為改變的契機，或許是拒絕毒品菸酒、保護自己、安全性行為、簡單包紮等，期望在他們未來需要

時，可以想到曾經有個哥哥姐姐教過我應該要怎麼做。雖然最後因颱風攪局，必須提早結束營隊，小

朋友和哥哥姐姐們都覺得可惜，但這只是護理服務隊的第一步，期待今年暑假與 36名夥伴再次前進

泰安鄉清安國小，希望能帶給小朋友更多元、更棒的營隊! 

 

 最後感謝護理服務隊給予我這個機會擔任隊長，深刻體會到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從剛開始的不

知所措，邊做邊學，學習和伙伴們一起討論、籌備活動，遇到很多時間上、實務上的困難，到後來大

家一起想辦法去解決，團隊一直是辦活動最重要的部分，再次感謝這一年來所有參與護理服務隊的老

師、幹部及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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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0加冠代表之心得感想 

N40護理系三年級 官郁汶 

    還記得去年為了加冠代表要上台分享感言，一直苦惱到底要上

台說些什麼，不斷不斷地和同學演練，但當天看完學長姊和學弟

妹為我們用心準備的表演後，早已在台下哭得唏哩嘩啦的我，上

台後什麼講稿內容也沒記得，內心只有說不完的感動。 

 

  在懵懵懂懂的大一時期，並不了解什麼是護理，更不懂加冠

的意義。坐在台下呆呆地看著台上被加冠的學長姐，似乎好像有

那麼一點的被典禮氣氛感動，但我還是不懂。直到大二來到台中，

開始接受一連串的專業技術及護理專業知識洗禮後，慢慢地了解，

「加冠」是一個里程碑。 

   

    穿上實習服，戴上護士帽，我們的責任開始，開始要將所學

的護理專業實際且正確地應用在病人身上，我，開始有點惶恐．．．

不斷地問自己：妳，準備好了嗎？ 

 

    當看到這些傳光從師長們及同學們一盞一盞地傳遞、一盞一盞

地點燃，不僅象徵著南丁格爾精神的傳承，也是希望和力量的傳遞，使原本看不見方向的我們，頓時

彷彿找到失去的自我。我想「加冠」應該就是代表著傳承，將護理的棒子傳給我們，同時也代表著成

長，在課業及專業技術得到一定認可後，開始被賦予使命與責任，是踏入護理殿堂的第一步。 

   

現在大三經過內外、小兒及婦產科的實習後，才發現原來生病的人比想像中的多，在我看不見的

世界裡，有許多人正在受苦受難中，而我的力量卻是如此的微弱。總是會在臨床上遇到許多的挫折，

但是身邊有老師、臨床上的學長姐細心指導，還有同學們互相鼓勵，甚至是病患家屬的一句「謝謝」，

都可以讓我心情雀躍一整天。我想「護理」的魔力就在於此，即使有很多辛苦、挫折的地方，但得到

的回饋卻能夠遠遠超越那些。 

    

回想那年我們加冠的日子，好像只是昨天才發生的一樣，充滿感動與溫馨的典禮，滿載著老師們、

各屆系友學長姐們、學弟妹們的祝福，感受到護理大家庭的溫暖，也希望我們能夠延續護理加冠的傳

統，給大二學弟妹們難忘又美好的一天。透過「加冠」凝聚護理心，透過「加冠」傳承南丁格爾的精

神，繼續照亮他人，我們護生一定都能夠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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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0系學會幹部介紹 

 

         會長—林禎蕙             第一副會—馬晧天            第二副會—林韋宏 

         秘書—羅婧                活動長—陳郁茜              編輯長—古佳騏 

         總務—黃棱瑜              活動長—張家慈              編輯長—吳書翎 

         公關—陳浩智              生活長—洪瑜屏              文宣長—何珮蓁 

         公關—簡怡嘉              生活長—蔡昀璉              文宣長—葉霆甄 

                                   進修長—鄭文琪              文書長—劉綵衣 

                                   器材長—余承翰               

                                   攝影長—陳盈安 

                                  系球隊長—楊展銓 

                                 僑生負責人—許圃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行:中國醫藥大學護理系系友會 王小喬 會長 

校稿:蔡淑華老師、紀政儀老師 

編輯:古佳騏、吳書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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