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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水湳 中醫大護理開新頁 

中國醫藥大學護理系的發展與未來展望 

 

又到了一年一度發刊百合之誼的時候了! 

過去這一年我們持續在疫情下度過，尤 

其是五月面臨台灣疫情的大爆發之下，所有 

的生活與學習全部受到影響，在學校的我們 

面對疫苗的短缺、全面線上課程、實習中斷、

開發線上實習與實體實習重新開放等，在在都考驗著所有的師生。在大家的支持與努

力之下，努力的爭取資源，跟上科技的腳步，讓學習這件事在疫情下完全不打烊。因

此在過去這一年，我們除了持續整理新校區外，更新了所有的線上教學軟體設備，也

採購了新的硬體設備，設計新教案改變教學方式，建構越來越智慧的學習環境，並在

大家的努力下通過了系所評鑑! 中醫大護理學系已邁向第 56個年頭，雖然在疫情下有

許多的限制，但我們仍然持續地往前進，不論在教學、研究、服務、國際交流上持續

嶄露光芒! 

智慧化的學習環境是很多學校努力的目標，搬遷至水湳校本部校區已經一年多

了，護理學系智慧化的學習環境亦持續建立中，與附醫合作的電子病歷系統、各護理

活動情境模擬模型、ICU攝錄影撥放系統等已開始使用，各組護理電子車、西醫與中醫

病床牆上螢幕、玻璃白板等將陸續進行採購，提供師生越來越方便的學習與討論環

境。學生可以一邊看著牆上電視的線上課程一邊練習技術，也能將手機上查到的資料

連接到螢幕進行討論，討論時需要寫在白板上的資料圖表也可直接畫在牆壁的玻璃面

板上，希望能培養學生為自己創造知識的能力。而技術練習預約系統的設定也在資訊

中心的 to-do list 上，未來將以更智慧的方式管理專業教室的使用，讓教室的運用最

大化。非常感謝學校與高教深耕計畫的支持，還有來自經濟部的資源，本學系將善用

這些豐富的資源，逐年建構智慧學習環境。 

廖。玟君
中國醫藥大學護理學系所 

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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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很需要系友們的大力支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希望能提供更好的教學

研究環境，也讓中醫大護理學系持續向前邁進。 

除了建構智慧教學環境，教學部分護理學系大學部課程持續運用以問題導向學

習模式導入實證護理概念與實際臨床照護教學，以任務導向學習模式培養問題解決

與溝通合作能力，及融合中西醫照護知能的護理課程設計等，學生將更具有因應社

會變革所需具備的能力。在研究所方面，跨領域長照在職碩班的課程經過重整，包

括新增政策、運動、營養、空間規劃等等課程，也調整必選修學分的規劃，提供學

生更多元多面向的跨域長照課程，希望能讓學生具備跨域溝通與合作的能力，並在

跨域合作下激發更具創意的對策解決長照的挑戰。而護理碩班經過前兩年課程的重

整後，目前則持續強調實證照護能力的深化、應用與研究，研究生具備正確解讀文

獻、綜整應用文獻、創造護理專業知識的能力。不管是大學部或研究所學生，我們

所期待的不只是給學生魚吃，還要會釣魚，而且釣魚技術能與時俱進。 

另外一項大消息是，經過兩年的努力，我們終於獲教育部通過成立健康照護學

院健康照護科學博士班，自 111學年度起招收學生。本博士班整合相關中西醫健康

照護專業，培養未來健康照護研究與實務之高階領導人才，是中部地區第一個高教

體系的護理博士班。本博士班的成立能大幅提升博士級師資和臨床博士級專業人員

質量，亦同時解決中部健康照護人員在時間和距離挑戰下能兼顧全職工作與學習，

達到雙贏的目標。本博士班的通過是護理學系的一大里程碑，建置完整的學制培養

學士、碩士、博士層級的護理專業人才。 

立足台灣，放眼國際，積極創新發展融合中西醫照護知能與智慧科技照護是本

學系的發展方向。在現今的台灣社會，老化與長期照護是重要的議題，健康生活更

是眾之所望，中醫理論下的養生智慧更適用於老化與長照，結合智慧科技將能更有

效的解決我們所面臨的照護問題。本學系的發展以中西醫結合與智慧科技實證照護

為特色，不管在教學、研究、還是國際發展上，都將朝此目標前進。本學系中醫護

理的中英文線上教學已完成三門課程，除了系上教學，也能將中西醫融合護理推廣

分享到國內各大學及世界各國，與國際交流，讓中醫護理能傳承與推廣，促進人類

健康與生活品質。隨著疫情的永無止境，雖然沒辦法出國進行實體交流，但也在科

技不斷的發展下，開啟了遠距國際交流的序幕，一條網路便能拉近彼此的距離。未

來本學系將發展虛擬國際交流課程，讓相隔遠端的師生也能透過科技進行交流，讓

中醫大護理學系在國際舞台上持續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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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班班導 

給畢業生的祝福 

給 N44同學的祝福 

 
時間過得實在太快了，與大家緣起於大二，想不到一轉眼到了大四，畢業的時刻已

經倒數計時！ 

 

首先恭喜大家!!要畢業了!! 

 

恭喜你修完至少 128學分，歷經至少 1,016小時實習！緊接著即將參加七月底的護

理師國考，這段期間無論如何你一定要全力衝刺，為拿到人生第一張專業證照而努力，

才能順利進入臨床，當一個護理職場新鮮人！ 

 

當然，我知道不是每個人都直接想走護理這條路，或許你還在猶疑、還在觀望，我

都希望你給自己一個機會，讓自己至少全心的投入護理一段時間！好好的去印證這四年

所學，給自己一個機會，再謹慎決定下一步，千萬不要輕易因為任何因素而放棄。 

 

踏出校園後的臨床工作，不比在家裡、學校，難免有挫折、有辛酸；這時候請你適

時深呼吸、學習忍耐、等待、運用智慧來處理各式考驗與磨難，我想沒有過不了的關。 

 

要給你們的話很平凡！沒有深奧文字、抽象的哲理，但要真正做到，卻不簡單，那

就是四不~~「不要怕苦、不要怕累、不要怕麻煩、不要計較」！因為機會總是降臨在默

默耕耘的人身上!!  

 

最後，期許多年後的你們，不論身在哪裡，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興趣，同時知道生命

努力的方向，充實的過每一天的生活！ 

 

踏出校園後，期待有緣和大家再相見，未來當你有任何甘苦喜樂或困境，想找個人

說話或訴苦的時候，隨時都歡迎你和以前一樣來找我喔! 

呂。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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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N44 奔向無限可能的你                          

親愛的大家，即將跨向另一個新里程的你，不知心情如何?  

很高興有機會陪伴你，共度可貴的大學時光。 

書寫祝福的此刻，過去數年的許多片段閃現在腦中… 

．大一初見會談的你，靦腆說著初到北港的學習情況和苦惱。 

．參加運動會，晨起為上場同學加油打氣情緒激昂的你。 

．無數的迎新練習，服務學習排練、比賽，認真用心的你… 

然後，你進入基礎醫學、身體評估、臨床技術…緊鑼密鼓學習的日子。 

在 COVID-19來襲時，同學們經歷了一連串不得不的課程和校園活動改變 

大二你沒能加冠，眼看大二、大三可合辦成年禮 

當大家認真的討論著 究竟女同學是要戴白帽，還是簡潔神氣地別上名牌 

誰也猜不著，新冠再度攪亂了既有的計畫和行程。 

沒有這些慶典，有些許悵然… 

然而，在師生共同堅持和努力下，這一切並未阻止所有同學的持續學習和成長。 

這段時間，從生澀到圓熟；從理直氣壯到理直氣和；從隨心所欲的過日子，到逐漸能

為自己做規劃，相信每一個你已有不同的成長。 

今年六月，在驪歌和師長的祝福聲中，你將跨出校園，邁入另一個新的旅程。 

新旅程上，除了有你想要實踐的目標，這過程中也必定不缺，早已與你打過無數照面

的老友 — 挑戰/困難。 

「挑戰」是個千面女郎，無論它的裝扮為何，請記得：拿出你在校學習時準備好的行

囊 —觀察與溝通、虛心學習、負責任與不忘初心，用心運用這些訣竅來面對挑戰，你

應該都能化險為夷，順利走過適應的路。你與各種「挑戰」交手所得，將使你成為更

好更有力量的你。踏入職場，由於角色不同的原因，過去在校練就的功夫，進臨床仍

需要「無數」的練習。請給自己一點「時間」琢磨(適應需要時間)。你的行囊有時需

要充電，因此有一兩位好友定時交流或排解情緒，可保持能量平穩。此外，中國醫護

理系是你的娘家。得空時，三五好友，一起回來跟學弟妹和老師們分享你在畢業後人

生旅程中的所見所聞。祝福你 築夢踏實，一切順利。 

王。小喬

琬雲嘉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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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畢業生的祝福 

親愛的 N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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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本來就是不公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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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過程

中，請記得耐心永遠是成功的關鍵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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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雲萍

琬雲嘉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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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服務隊隊長的話 陳。琬雲
N46 護二 

從自願成為學姊在北港 

的小助手，就是我與護理服 

務隊結緣的開始。在大一暑 

假，學姊卸任後，抱著繼續 

在護服隊努力的心接下隊長 

，期許自己在任期間能為 

護理系做更多貢獻，與大家一起以服務、溫暖、專業的心去服務民眾。 

上任後第一個任務，就是回到媽祖醫院護理之家去服務。一開始，參考上一屆活動人數

後，抱著期待的心，稍微多估了一點人數，但沒想到「紙想手護您」一宣傳，學弟妹報名的

人數遠遠超過預估。讓我們很受鼓舞，很高興有這麼多人願意參與我們的活動，卻受限於活

動場地無法容納，以至於大二以上的同學將與今年的活動無緣。另一件令人煩惱的事是已經

跟學校申請好的經費，可能因參與人數眾多而造成虧損。因此，由於場地與經費之限制，我

們決定將活動分成兩梯，為了省錢取消租賃遊覽車，只需要一台七人座的汽車與油錢即可，

但我們幹部七人就必須跑兩次北港，避免長者們做重複的活動而感到無趣，其中一梯次摺

紙，另一梯次則設計了撕紙畫，也符合本次活動的主旨。 

隨著疫情再度惡化，媽祖醫院規定，完成施打兩劑疫苗的民眾才能進出醫院，隊員多數都

只施打一劑疫苗不符合規定，使我們需要找新的服務據點，一切都需要再重新來過。可是在

與新機構傳達活動流程時，中間卻產生了誤會，不知道我們的開場時間與長者的午休時間重

疊，當下只能把他們推出來，還拖後行程半小時。我立馬重新安排活動流程及幹部的工作內

容，把資訊傳到幹部群組，讓幹部了解狀況，隨著我們一起努力那麼久培養出來的默契，加

上我們活動結束後的檢討回饋，終於有驚無險的完成兩梯次活動。 

成為隊長，對我來說是個挑戰，依然覺得自己不夠好，沒有信心能夠勝任，但是我願意去

學習傾聽與改變，成為比昨天更好的隊長！「Wann du wirklich an etmas glaubst, ist 

alle möglich !」為德文的「當你願意相信，一切都有可能成真！」，不論爭執或嬉戲，我

們都努力把一切化為可能，看著大家為同一件事而奮鬥，學弟妹從冷淡生疏到主動親近，心

中就覺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眼眶不知不覺逐漸濕熱。這樣的歷練，讓大家的感情升溫，

就連無關護服隊的芝麻小事也都能一起分享，我很珍惜這份情誼。 

感謝夥伴們一路的支持與陪伴，沒有你們就不可能會有護服隊，而接下來的蘭嶼活動也要

多多指教和互相扶持，讓護服隊共創更多美好回憶及寶貴經驗，也請所有同學大家多多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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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時候開始，孕婦和 

生產對我來說就有著深深的 

吸引力，選擇進入護理系其中一項很大的因素便是期待自己未來能成為產科護理師

去照顧更多的孕產婦。很感謝林雅玟老師能看出我對於產科的喜愛並且引薦我成為

這學期的婦產科教學助理，讓我在大四上這半年還能再度接觸到產科相關學理。 

因為婦產科的課程在學弟妹升上大三前的暑假就會全部結束，再加上每一個組

別去實習產後病房、產房、嬰兒室的週數都有所差異，所以在與林雅玟老師討論過

後決定將稽核時間訂於各組去單位實習的前一週。而我事前所做的準備包含出筆試

的題目和複習會陰沖洗、新生兒即刻護理、新生兒沐浴的技術。在稽核當天的內容

除筆試和技術操作外，也包含提醒學弟妹們單位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在長達 15週的稽核當中，曾有學弟妹向我反映稽核等待的時間太長，這讓我苦

惱了許久，因為每週都有至少 7位、至多 28位的學弟妹需要稽核，而我希望在實習

前一週提供稽核的意義是能讓他們於下週實際操作技術時能順利完成，而不僅僅讓

這場稽核淪為為了打分數的考試，所以不想限制大家做技術的時間。而我最後的解

決方法是找系上同屆的同學幫忙，如此一來便能同時稽核多位學弟妹，縮短考試時

長。在這裡要由衷地感謝所有曾出手相助的朋友們，也要感謝學弟妹們耐心的等待

及配合。雖然每週都需要特地騰出時間到水湳校區稽核，但每當看到學弟妹在經由

我的回覆示教學到更多的時候，就會認為自己所做的這些是有意義的，也希望學弟

妹有因為這三次的稽核讓各位在實習時更加得心應手。 

但其實相較於給予學弟妹們知識，我認為在這 15週的稽核過後，學習、吸收到

更多的人是我。為了要教導學弟妹產科相關學理，我才能再度拿出婦產科課本和老

師上課的講義出來研讀，無形之中將那些快要淡忘的學理重新複習了好幾次；在每

次的稽核當中，我也都在一次又一次地複習著每一項技術。而我相信以上這些不只

對我半年後的國考會有幫助，假設在未來我真的能踏進產科相關單位工作，一定也

會非常感謝這學期的經歷。 

N44 婦產科 TA 

王。嘉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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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4 身體評估 TA 

許。舜雅 右 

張。凱云左 

N44張愷云 

以前覺得 TA真的非常厲害，感覺問什麼問題，學姊都不會被問倒，默默想像如果

自己能夠當 TA一定很了不起，很幸運在大四的時候有機會成為 TA，當初不經意許的

願望就這麼成真了，後來實際當上 TA後，發現 TA要做的事情比我當學弟妹的時候看

到的還要多，除了每個禮拜都要開一個小時的 TA hour之外，還要負責課前聯絡每堂

課的上課老師、負責把每週的小考題目做成表單、還要準備上課要用的物品，課餘需

要複習一下身體評估的上課內容，偶爾也需要回學弟妹在 line上提出的疑問，技術考

時也要當工作人員，整個過程比我還是學妹時想像得還要多，雖然也因為這樣可能比

其他同學少了一些自己的時間，但我覺得這段時間是很寶貴的經驗，我學著從不同角

度去看待事情，也學習著跟老師、學弟妹或是自己的夥伴溝通，在我們因為上其他

課，實在抽不出身時更受到了小老師或是其他同學的協助，這些因為當了 TA所收穫及

感受到的事情都彌足珍貴，雖然我離大二時想像出來的 TA模樣差了有一點多，但是看

著因為這段經歷而更加茁壯的自己，我很滿意。 

N44許舜雅 

很榮幸能夠有機會擔任這學期的身評助教，以前總覺得助教對於自己是個遙不可

及的角色，從未想過經過了兩年時間，現在我也成為了輔導學弟妹學習的人。課程初

期面臨了不少問題，因應疫情人數控管，課程及小考需要改成線上進行，技術課程也

需要分流上課，整學期課程就像是重新整理一樣需要重新思考進行的模式，所幸與老

師們以及另一位助教不停討論修正後找到了較適合學弟妹們的方式，讓後續課程能夠

較順利的進行。 

一開始接下助教只想到可以在複習身評時把國考可能會考的內容彙整起來，卻忘

記了大四還身處在正課、實習與報告的水深火熱中，也因此對於自己是否真的有能力

面對與解決學弟妹們提出的問題而感到懷疑，但隨著每周的課程進行，慢慢地找到自

己能消化學理內容且不會感到壓力的步調，也漸漸的身評助教、TA hour這些名詞對

我來講不再是個負擔，反而是個可以在大四繁忙的課業中短暫休息停留的時光。 

當了一學期的身評助教，讓我跨出並擴大了自己的舒適圈，並學習如何勝任教學

者的角色，是個很特別且難得的經驗，同時也很感謝老師們、另一位助教夥伴以及學

弟妹們的指教，希望這些身評知識與技術能夠幫助到未來進入臨床的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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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日升 
ㄒ 

N44 臨技 TA 

在答應老師發出 TA邀請時，是希望能透過 TA把自己學過的技術、學理都重

新複習過一遍，教導學弟妹的時候，能把目前實習累積的臨床經驗與學理整合，

幫助學弟妹了解可能不清楚的部分。在當完這幾學期的 TA後，除了教導部分學習

了很多，但學到更多的是溝通與合作，在一般日常技術課備物，或是考前準備考

場，都是需要跟老師或是其他 TA夥伴溝通，甚至一般日常 TA時間也需要與學弟

妹溝通，溝通其實是可以及時檢視自己的知識有沒有內化成自己的一部份，當可

以很自然的面對他人提問，並給予出答案，這些知識就真的變成自己的。擔任 TA

過程中，遇到疑問，找到答案，一直重複這個循環，久了會發現自己比當初的自

己成長了更多。 

時間掌控也是 TA需要具備的技能之一，因為擔任 TA的同時，自己也是在實

習，老師們同時在帶其他學生實習，所以要擠出課餘時間及實習時間去找老師討

論，並完成教材準備，還有考試前的稽核，要把每件事情做好，需要更好的時間

管理。成績我覺得對於 TA也是非常重要，因為學理跟技術其實是有關聯的，學理

知識充足，能夠幫助學弟妹更了解為什麼這麼做，而不是單純的像訓練機器人一

樣，只會做不了解背後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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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宥誠 

ㄒ 

N44 臨技 TA 

一開始覺得要接下這個職務覺得很有挑戰性，一方面是對此課程感到很有興

趣，一方面是希望可以把自己在臨床所學傳授給學弟妹。自己大二時上這堂課都

是有學長姐的幫忙，如今大三下第一次擔任助理的時候，老實說覺得很忙，要處

理的事情很多，像是聯絡各課程的老師以及幫學弟妹備物，雖然很花時間，但從

中得到的成就感很高，再加上期中後遇到疫情關係，所以都改成線上課程，變成

到了大四上只剩我跟另外一個同學擔任助理，然後課程又比大三下時更加複雜。

除了每個禮拜四晚上會有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讓學弟妹來練習及問問題，期中期末

時也會幫他們進行技術稽核，讓他們在考試前可以熟悉考試的流程。 

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有一次有個學妹來跟我說:「我在臨床上都不太敢去做 

技術，很怕自己會把病人怎麼樣，但又覺得自己這樣不行，不知道學長知道該怎麼

克服嗎」，我就回他說：「其實一開始我也是不敢幫病人做任何技術，也是很怕病人會怎樣，

但到了內外科實習遇到了一個學姊，她告訴我要趁在實習的時候多做事，不然之

後到了臨床就會什麼事都不會做，而且也沒人有時間幫你，所以往後的實習我都會

積極地學習，有做技術的機會就會爭取」，學妹事後來跟我說她有比以往更加積極

地爭取技術，也覺得很謝謝我開導她，這時就有感受到擔任助教的成就感。 

擔任助教讓我更熟悉課程內容，因為在每堂課之前自己都會先預習相關內

容，把技術影片再看過一次，這樣如果學弟妹有問題的話，才可以解答他們， 

除了是幫助他們，也是幫助自己經驗的累積。而擔任助教遇到比較大的困難 

是，大三下疫情時因為沒有實體課程，所以學弟妹們沒有實際練過技術，這樣其

實對實習不太好，所以到了大四上考試時才會結合大三下的課程內容，這樣不僅

可以幫他們複習，也可以實際看有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當了一年的助教覺得很

滿足，也很開心可以把自己的經驗傳授給學弟妹們，也希望大家在護理的路上可

以順利，把所學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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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可以走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更遠」 

這句話我覺得貫穿了我目前的護理&大學生活吧， 

雖然聽起來很籠統，但我覺得卻這句話確實有他的意義，從一開始入學時的迎新，在闖關活

動及回饋劇都需要大家的合作跟團結，一直到大二換我們主辦時，需要展現的團隊合作精神

就更多了，無論是幹部間的溝通到整個活動的流程規劃還有細流的檢查再檢查都實際的展現

出溝通及合作的重要性；二下的基護實習及大三大四各科的實習更是需要合作及默契的配

合，臨床上常常有一些臨時狀況或是剛好你 cover的 team病況比較差，就需要別人支援相互

合作，也許一個人真的動作能比較快，但沒有了大家的相互支持及合作，老實說我覺得這樣

子的護理並不是一個可以走很久的職業。 

其實在大一的時候就有想過要加入系學會，覺得可以認識朋友而且又可以辦好玩的活動，

但在大二不但有參加社團又有打工，還有繁重的課業，我其實覺得自己可能沒心力加入系學

會了，但升三年級時在陰錯陽差下，我還是進入系學會了，而且還是責任很重大的會長，原

本一開始覺得滿擔心的，因為需要擔任會長需要很好的領導能力，我非常擔心自己做不好，

幸好有跟我站在一起非常努力的幹部們，他們都不但可以做好自己的事並且還很信任我，雖

然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當幹部或是負責這種類型的工作，難免會有需要溝通或有小爭執，但

因為大家都是為了系上，所以大家的心是聚在一起的，那其實要合力完成一件事就變得沒那

麼困難了。我自己會希望系會是一個像家庭一樣的存在，而不是一份工作、一份壓力，更希

望幹部們能夠互相扶持，一起分享實習的心情、實習中有趣的事情，甚至也可以透過聊天溝

通藉此抒發壓力，不管是甚麼感受，都可以共同分擔，讓系會感情更好!愛鼠大家了啦!! 

最後我想說，很幸運在上學期辦活動的時候都沒有受到疫情太大的影響，活動都能夠照常

舉辦，也許多了一些限制，但卻不會阻止我們繼續辦活動的心，希望下學期能夠舉辦更多沒

舉辦過的活動，讓系會的大家可以變得更團結更有向心力，共同舉辦新穎的活動，促成系上

的團結，不同面向的講座或是系卡以及淨灘都是我希望可以試著辦辦看的活動，也很感謝在

過程中給我們支持的老師、主任以及幫我們審核預算的監委，對於願意來參加活動的同學或

者給我們建議的人我真的都心懷感激，因為有你們才可以把活動變得更好。 

 

賴。佳信 N45 

系學會會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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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臨床 



16 
 

江。玉琳 

系友 N41 臺大醫院。胸腔外科 

 
  

從中國醫藥大學畢業後，2019年 9月 2日就到了 

面試上的台大醫院工作，在為期五天的到職訓練 

後，開始了充滿煎熬與挑戰的『新人時期』，我就 

職的單位為台大 6B病房他是胸腔外科、一般外科 

及創傷外科，是不是光聽到病房一長串的名字， 

就開始想逃跑了?秉持著「初生之犢不畏虎」的信 

念，我開始了當外科護理師的漫漫長路...... 

在新人時期，就體會了所為醫學中心的複雜，尤其

是在如此多元的單位中，各種常規、疾病治療及手術都要搞清楚，但每天的學習能力有限，

所以在剛入職的前半年，老實說並不好過，尤其是當獨立時，每次的給藥還有侵入性治療，

都會非常擔心出錯，搞得自己壓力很大;而真正恐怖的事情，絕對是交班，新人時期因為學理

知識不夠，所以無法把病人狀況按照邏輯如實呈現給下一班，常常會發生「被電」的情形，

也是最主要導致新人「failure」的原因，這裡想分享的是:交班，是需要練習的，是非常重

要的。 

  學理不足，就多讀;技術不行，就多做，只有交班，是需要付出許多慘痛經驗以及眼淚 

的，建議新人在交班時，都需要自己唸過一次，記住!是『唸出聲』!在心裡默念，往往都會

覺得很通順，但實際唸出來，才能夠發現原來自己的邏輯漏洞百出，我們在敘述病人的病程

時，需要貫連時間性，例如:病人因為哪裡疼痛或者不適，去做了某種檢查，醫師建議執行何

種治療或手術，術後門診追蹤發現了什麼，而後續要去做了其他治療，且住院中每次的檢查

都有原因，若有不懂，就必須要跟上一班確認，否則下一次交班，委屈的就是自己了。 

外科單位出入大且步調快速，有時早上出院 15床，下午就入個 18床，護理師們總會因為 忙

碌而延遲進食時間，甚至無法準時下班;相對內科病人來說，一個病人住院的天數較短，通常

術後觀察幾天，醫師經評估就會讓病人出院，這樣的步調，會讓我感覺比較輕鬆愉快，而

且，病人在康復、出院後給的回饋，真的會讓人覺得溫馨感動，我想，在如此困難重重的醫

護環境中，這些感謝及回饋，就成為了繼續支持我們走下去的動力吧! 

  希望學弟妹們，在歷經了四年的護理教育後，不要忘記初心，當新人的時候，把自己當成

空白紙去學習正確的東西，有時候可能會跟之前所學有所差異，記得『虛心受教、回家查資

料』才是最重要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很多挫折跟難題，也要學習去解決而不是視而不見，

度過這艱難的時光後，慢慢的會發現自己找到了護理照護的訣竅，等到自己成長茁壯，就可

以成為一個優秀的護理師了，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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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倚瑄 

系友 安寧病房 

 
 
 
  

「護理斯！你可以告訴我快死掉的時候會有哪些症 

狀嗎？」這是某天上大夜班的時候，病人很認真看著我 

問的問題，詢問病人為什麼想知道這些，病人說著「這 

樣我才可以觀察自己的症狀呀！要死掉之前一定會意識 

不清楚嗎？」病人天真卻也非常認真的表情對我說著，我回應著：「不一定耶，有的人會一直昏迷

休息，有的人到很後面都還是很清醒的。」病人沉默了許久，似乎在思考著什麼，因此換我主動

開口了：「那你覺得你還有多久的時間？」病人回答道：「可能還有幾天的時間吧！」在病人詢問

這些問題的前幾天，主治醫師查房評估病人的整體狀況及抽血數值，認為這個病人的生命存活期

應該還可以有二至三個月左右，但主治醫師查房的時候沒有特別向病人提起生命存活期的事情，

而病人每次也總是在醫師來查房時笑著打招呼、說著自己沒有特別不舒服的地方，看似簡單的互

動，但一些日子下來，漸漸地發現並不是病人忘記詢問，而是，有時候開口詢問也是需要很大的

勇氣的，「醫生來的時候，有跟你說過你還剩下多少時間嗎？」我接續著和病人的對話，病人低頭

回答：「沒有……但我其實想知道。」「那今天醫生來看你的時候，要不要讓醫生跟你說呢？」「好

啊！可是……我要怎麼問醫生？」「就像你問我的那樣就可以了呀，我覺得你問得很好。」病人低

頭沉默了，我站在病人床旁陪伴了片刻後，輕聲地問道：「你會害怕死掉嗎？」病人輕輕點了點

頭，沒有再說話，看著這位因癌症惡病質而消瘦的病人，我的內心中有很多的心疼，也總是想

著，為什麼世界上可愛的人、善良的人會生病呢？或許在這時候我能為病人做的，是靜靜地陪

伴，亦或是引導病人說出自己的感受，而我最希望的是，能夠解決病人的病痛，甚至是完成他們

最後的心願，這是我覺得最困難的部分，有時候身為護理人員，希望能為病人與家屬做很多，有

時候卻會備感無力，似乎能夠幫助的有限，但每當自己這麼想著的時候，卻又很剛好的，會有病

人或是家屬表達他們的感謝，有時候覺得自己並未幫助到什麼，甚至是微不足道或者是臨床份內

工作的事情，他們依然會因此而感謝，這或許就是護理這份工作最大的價值所在吧！ 

    在臨床工作的日子裡，真的很忙碌，甚至擔心自己會忙而茫，護生時期的我們抱著很大的熱

忱踏入臨床，希望未來的自己能夠幫助很多的人們，也希望能夠永遠保持幫助人的熱忱與初衷，

但忙碌的現況總是在考驗著我們的心，除了很多的常規治療(給藥、傷口換藥、管路護理等)，也

可能遇到很多的突發狀況，例如：病人跌倒事件、自拔管路事件、因為嗆咳導致意識改變的急救

事件等等，做不完的治療會讓人心累，中間穿插面對病人與家屬，或是有許多需要處理的雜事，

種種因素會讓人漸漸地失去很多的熱忱和耐心，因此我會記下與病人深刻的對話，提醒著自己正

陪伴病人們經歷生命過程的喜怒哀樂與病痛，每當回想起這些時，就會覺得護理是非常有意義的

一個工作，因此選擇分享一則小故事，希望透過這樣的小故事鼓勵仍在護理這塊場域徬徨的學弟

妹，即使未來會遇到很多挫折，但我們正在在做著有價值的事，體會著幽谷伴行的每一個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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