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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辦公室就在你病房旁邊，若有

事可以隨時來找我。」十多年前，擔任

血腫病房護理長的王麗花對著一名二十

多歲的病人這樣說，因為她不願意看到

這麼年輕就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病

人，對人生充滿不安而自暴自棄，不願

配合治療。她一路循循善誘，像慈母安

撫著他的情緒，鼓勵他面對挑戰，終於

讓病人重新展開新的人生……

阿美族的她，護專畢業後的第一份工

作就選擇了花蓮慈濟醫院。「用我所學

到的護理知識，回到家鄉幫助族人」，

這是麗花二十三年來對護理生涯的堅

持，選擇慈濟更是她不變的抉擇與心

願，即便面臨病魔侵擾，仍不改熱愛護

理的初衷。

從小看顧弟妹 養成堅毅性格

從小在光復鄉阿美族部落裡長大的麗

花，在家中排行老二，除了一個哥哥，

還有一個弟弟和兩個妹妹。由於家境清

寒，父母從早到晚都在田裡打拼，身為

長女的麗花，從懂事以來，洗衣、打掃、

煮飯就是每天的「家庭作業」，但也許

是忙於家事而鮮少面對外人，小時候的

麗花其實很怕生，遇到陌生人來家中作

客，還會跑去躲起來。

升上國小後，她便經常和小她兩歲的

弟弟到光復糖廠做臨時工，賺取微薄的

工資來貼補家用，雖然生活辛苦，卻也

讓她養成了獨立自主的個性。光復國中

畢業後，麗花在媽媽的鼓勵下選擇繼續

升學，順利的考上了位在高雄的私立護

嬰護專 (現為輔英技術學院 )。

跋山涉水求學路

難行能行圓心願

當時連南迴鐵路都還未通車，遠赴

高雄談何容易？這是麗花第一次離開家

鄉，雖然心中有些忐忑，但她為了完成

守護族人的夢想，毅然的選擇了這條護

理路，獨自搭著公車，歷經七、八小時

山路的顛簸，忍受著只有長假才能回家

的辛苦……

一九八九年，麗花順利從護專畢業，

抱著返鄉服務的心念，隨即進入花蓮慈

濟醫院服務，而當時她的表現，也令指

導她的學姊印象深刻。

「她知道她自己在做什麼，很認真也
就讀護嬰護專的麗花 ( 後排左 ) 與家人。( 家屬

提供 )



人醫心傳2013.1056

生命之歌

很有想法。」當時負責帶領她的陳惠蘭

護理長說，麗花雖然是新人，經驗還不

足，但她對自己的期望很高，也很用心

學習，總是認真作筆記，實際操作如果

遇到問題，也會立刻回來和大家討論。

那個時候，花蓮慈院大部分的護理人

員都是從外地過來，像麗花這樣不但是

花蓮人，還具有原住民血統的門診護理

師幾乎屈指可數。所以當其他同仁遇到

原住民病人，不知該如何溝通時，她總

是會自告奮勇的去擔任翻譯，讓醫病間

的溝通沒有阻礙。她還一邊調整自己的

原住民口音，一邊學習臺語，希望讓更

多病人能聽懂她講的話，這樣用心的態

度，讓她在病人間的風評一直都很好。

小護士蛻變做主管

用心帶領團隊成長

經過數年的磨練，麗花從當初的新

進護理人員，已經變成獨當一面的護理

長，不但充滿自信，個性也活潑許多，

和同儕及學妹都相處得很好，做事也十

分細心。雖然公事上難免多了幾分嚴

厲，但私底下十分照顧同仁，帶領新進

同仁時，不但會關心適應情形與生活起

居，甚至擔心同仁放假待在家裡對身體

不好，還會主動帶他們外出散心。

被同仁暱稱為「花姊」或「花兒」的

麗花，帶新人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像

是利用配對的方式，依照個性、同鄉、

同校來挑選適合的指導人員，因為她認

為只有相處融洽才能留得住人。

和麗花一起工作近七年的劉慧玲副護

理長說，當同仁提出離職時，麗花總會

問清楚原因，確認是否有人生規劃，不

是一時衝動而做出的決定。因此，單位

的留任率向來是醫院的前幾名。

腫瘤個管師才菁瑤表示，麗花是她護

理生涯的貴人，因為剛開始工作的前兩

年，歷經幾位護理長給的評語都不好，

讓她懷疑自己是否不適合護理工作。但

麗花接任護理長後，給她的評語總是很

章淑娟主任 ( 右二 ) 致贈護理師節禮物給當時擔

任神經內科病房護理長的麗花 ( 左二 )。

麗花於臺灣護理學會研討會中展出專題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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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也總是給予肯定，並願意放手讓

她做些事情，讓她越來越有自信，之後

的表現才越來越好。

外柔內剛做事負責

心思細膩護理靠山

十多年前，癌症仍被許多人認為是一

種絕症，因此血腫病房經常充滿著悲傷

的氣氛，讓部分護理人員畏懼去照顧這

些病人。當時擔任血腫病房護理長的麗

花，除了主動連結心蓮病房的心理師，

協助輔導同仁的心理狀態，還會利用下

班時間，親自帶著同仁去參加與家屬的

團體活動，藉由這些互動陪伴，讓同仁

更了解癌症病人與家屬的心理。

和麗花情同姊妹的林雅萍督導，回

憶剛到血腫病房工作時，就是在麗花底

下擔任護理人員。當雅萍第一次看到陪

伴已久的病人在面前斷氣，生命在眼前

消逝的震撼，讓她久久無法自己，心中

充滿無法為病人做些什麼的遺憾。那時

雅萍鼓起勇氣向麗花尋求協助，麗花溫

柔的回應她，「妳可以把這次的經驗用

在照顧下一個病人。」簡短的言語，卻

讓她豁然開朗，不再沉溺於悲傷的情緒

中，而她也將這句話應用在現在的行政

工作上，第一次難免做得不夠好，那就

把這樣的經驗留到第二次，把事情越做

越好。

有一年麗花負責的單位有位病人因久

病厭世而跳樓，她擔心同仁產生自責或

害怕的情緒，因此除了輔導單位同仁，

還主動向身心醫學科的張幸齡護理長詢

求支援，一起解開負責同仁的心理創

傷，後來更藉著精舍常住師父來病房關

懷時，召集同仁進行團體治療，讓眾人

麗花（後排右一）一畢業就進入花蓮慈院工作，

認真的她在病人間風評好，和同事也合作愉快。

圖為她與當時的小兒科團隊合影。

進取的麗花 ( 右二 ) 在服務一段時間後又到慈濟

技術學院二技部進修，畢業典禮時穿上學士袍，

和同學在靜思堂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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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安心在崗位上工作。

「她個性內斂，吃苦也不言苦，是

大家很棒的榜樣。」總是認真負責、親

力親為，讓麗花深受護理部章淑娟主任

的信任。一路看著她成長的章主任，形

容她是「外柔內剛」，因為在她花樣的

外表下，卻有著如同蓮花般的堅毅，不

但勇於承擔，總是將交辦的事情做到最

好，更不曾聽過她喊苦與抱怨他人。

無常悄臨  勇敢面對人生考驗

原本麗花打算等到孩子長大，就去參

加慈濟委員培訓課程與進修研究所，當

時她還對著已經在培訓的好姊妹幸齡護

理長說，「妳要等我喔，給我時間，我

後來會追上來的。」

然而在二○一一年底，無常卻悄悄

來臨，當時報名參加水懺演繹的麗花，

突然發現自己的身體有些異常，讓她不

得不中斷了從不缺席的排練。「休息一

下就好了吧？」可是咳嗽卻遲遲沒有好

轉，於是麗花趁著工作空檔去做了健康

檢查，卻檢查出胸部有一個腫塊。

不願讓別人擔心的麗花，第一時間

選擇了隱瞞。沒想到隔天在等待電腦斷

層檢查時，竟然遇到了章淑娟主任，在

主任的積極追問下，麗花才忍不住哽咽

地說出自己的病情，「肺癌第三期末

期，醫生說可能只剩下為數不多的日

子……」

「我就這樣走了，兩個孩子該怎麼

辦？」雖然復原的希望渺茫，但麗花和

先生仍然決定積極治療，一方面為了自

己，也是放不下兩個才就讀國小的孩

子。同樣是血腫團隊的高瑞和院長，便

詢問麗花是否要回到血液腫瘤科，在她

最熟悉的團隊裡進行治療。

麗花同意後，主治的朱崧肇醫師立即

召開多科會議，確定治療方向，章淑娟

主任也打電話到北部的癌症專門醫院詢

問朋友的意見。

麗花剛住院的時候，由於先生無暇

分身張羅三餐，因此多半是購買外食，

然而油膩的食物讓麗花總是吃不多。看

到這種情形，同仁擔心麗花沒有足夠的

體力進行治療，惠蘭護理長與雅萍督導

便自告奮勇，利用休假時間替她準備愛

吃的食物。而曾經帶過麗花及惠蘭的王

馨慧護理長，由於已經是專職的家庭主

婦，因此每天都用自家的有機食材，準

備各種養生料理讓麗花吃得健康，成為

她的「營養支持團隊」。

在眾人的支持與鼓勵下，麗花咬牙完

成了為期半年的電療及化療，也獲得了

很好的成果，腫瘤幾乎消了一半。但幾

個月後，病情卻又再度復發。

最愛的兩個兒子，是麗花最大的滿足與牽掛。

( 家屬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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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工作崗位

「問緣」留下美麗

第二次住進醫院，眾人都明白狀況

持續惡化，難免心情低落，但麗花卻反

過來安慰大家，除了關心同仁的工作情

況，還會提醒探望的朋友要多注意身

體。

由於麗花一直希望能把握時間，在病

情稍微穩定後，在二○一三年的二月重

新回到工作崗位。當時適逢一年一度的

歲末祝福，為了彌補上次中斷水懺演繹

的遺憾，她表達了希望參加手語演出的

心願。為了她的一句話，護理部的姊妹

們將原本的《圓夢》練習改成另一首更

適合麗花的《問緣》。

且問天，如此寬，是否因為雲 ?

且問地，不能平，是否因為樹 ?

且問心，難平靜，是否因為意 ?

雲降天雨，穩基自地，

淨竹空心，萬物皆是有所依。

且問佛，法報應，眾生相，人間難得。

且問人，乾坤來，妙法去，緣聚果因。

且問緣，分秒天地，

你我之間，自在相依。

覺悟，立願，緣起不滅。

許多從未參與手語表演的同仁，克服

了上臺的恐懼，為了麗花而加入練習。

而麗花雖然在演練時難免有些喘，但在

好姊妹們的支持下，終於順利圓滿演繹

的心願，在歲末祝福中完美呈現，留給

大家最美好的回憶。
為了圓滿演繹水懺的心願，麗花 ( 中 ) 認真彩排

《問緣》手語。攝影／上圖黃思齊，下圖彭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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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體貼別人多一點 

回到最愛的護理工作，麗花依然持續

進行副作用較小的治療，由於治療後會

造成身體不適，她擔心影響工作的效率，

也避免同仁因分心照顧她而影響工作，

所以將療程從中午改到傍晚。擔心先生

接送她開夜車危險，於是選擇一個人在

宿舍休息，讓許多好朋友都很不忍，勸

她多愛自己一點，不要總是想著別人。

當時正值花蓮慈院醫學中心評鑑，麗

花也發揮專長，和林雅萍督導一起處理

許多評鑑資料，然而心思細膩的麗花，

察覺到雅萍的心情似乎不太好，因此寫

了封信給雅萍，鼓勵她打起精神，勇敢

面對挑戰，「有失必有得，想開放開才

是關鍵，不要拉長苦瓜臉讓別人看到，

替妳加油。」

「花兒姊，謝謝您的幫忙，您永遠是

我的護理長。」雅萍感動地在回信標題

這樣寫著……

然而到了四月，雅萍在辦公桌卻看

到一張麗花留下的紙條，上面寫著「抱

歉，我不能再幫妳了，因為我可能要休

息了。」沒幾天麗花又再度住院，而這

次情況卻嚴重了許多……

心繫慈濟因緣  皈依菩薩渡行

剛住院時，麗花還能和大家聊天，關

心其他在線上忙碌的護理姊妹，但之後

狀況卻急轉直下，開始出現意識不清、

答非所問的情況。醫師推斷可能是癌症

轉移腦部造成記憶力缺損，讓麗花幾乎

無法叫出任何人的名字，甚至是她最愛

的兩個孩子。

一直堅強的麗花此時也忍不住落淚，

「這兩個都是我的寶貝，我居然都不知

道他們的名字，我怎麼當媽媽。」對她

來說，這是她無法承受的痛苦。

當電腦斷層檢查結束後，發現胸口

的腫瘤已經擴散。麗花流著淚，握著幸

齡護理長的手說：「我快要走了。」然

後她拉起大兒子的手，放到小兒子的手

上，要他帶著弟弟長大，「你是我王麗

花的兒子，媽媽相信你一定行。」

其實曾經擔任血腫病房護理長的麗

花，早已坦然面對生死，住院期間便和

先生交代後事，像是希望能住進心蓮病

房，還有家中不設靈堂、不發訃聞、不

收花圈與奠儀。

雖然麗花已有心理準備，但家人還

是抱著最後一線希望，帶著麗花轉至臺

北的醫院進行治療。轉院那天，相識多

年的陳惠蘭與萬玉鳳護理長親自隨車護

送，同事們也都依依不捨送行。

然而到了臺北，家人卻察覺麗花的

不快樂，加上病況加劇已無法治療，意

識也漸漸模糊，於是先生與弟弟兩度向

麗花詢問，「妳想回光復嗎？還是回慈

濟？」雖然虛弱，但麗花卻堅定吐出

「慈濟」二字。

熟識的護理同仁總是利用下班或休息時間，前

往病房探視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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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花蓮慈院的路上，惠蘭護理長憶起

了麗花皈依證嚴上人的心願，取得家屬

同意後，在章淑娟主任及靜思精舍德悅

師父的奔走下，一行人終於在大雨中抵

達了靜思精舍，麗花也在先生的扶持下

接受皈依，法號「慮願」。

二○一三年六月八日下午一點十五

分，麗花在家人及同仁好友的陪伴下，

於心蓮病房安詳往生。

因緣不斷  延續花姊心願

時隔一個月，穿著一身藍天白雲的

幸齡護理長，在結束慈濟委員的慈善訪

視後，帶著家人來到光復，和麗花的孩

子與先生相約吃冰，這是她對麗花的承

諾，「我每一個月都去看妳的孩子，我

會跟妳說孩子的成長。」

「下個月我要跟你們一起去，幸齡姊

妳出發時要跟我講。」才剛抵達冰店，

麗花的先生便表達了想要替麗花參加慈

濟培訓的決心，和幸齡一家約定，從下

個月起一起參加感恩戶的慈善訪視。

麗花雖然已經離去，但善的循環卻依

舊延續著麗花的慧命，落幕不是結束，

而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如麗花最喜歡

《問緣》的一段歌詞，「且問緣，分秒

天地。你我之間，自在相依。覺悟，立

願，緣起不滅。」

護理姊妹們主動替

麗花舉辦追思會及

告別式，追思會這

天，許多醫護、行

政同仁都自發前來

為麗花送行。攝影

／楊舜斌

人緣好的麗花生病，護理部各護理長齊聚為她打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