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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遷培育
護理人才

花蓮慈濟醫院啟業之初，

醫師難找，護理人員也難

尋，加上東部就學及工作機

會少，因而頻傳少女被迫從

事不良行業事件，讓證嚴上

人更想在花蓮創辦一所護理

學校，培育東部少女習得一

技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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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臺灣已有七十五所專科學校，

四十一所大學和學院，但是全臺面積最

大的花蓮縣，因為人口少，高中之後的

教育，卻只有花蓮師院和大漢技術學院

兩間學校，東西部的教育落差非常大。

為了東部的醫療、就學、就業機會，籌

建護理專校，更顯刻不容緩，在上人鄭

重請託下，楊思標二話不說地投入慈濟

護專的籌備工作。

一九八九年九月，「慈濟護理專科

學校」在眾人的護持下，開學了，全臺

兩萬多位慈濟人來為一百零七位新生祝

福，殷切期許並護持慈濟創辦的第一所

學校。護專第一年先招收二專部學生，

隔年起招收五專部學生。

在理想人選無法到職的緊迫之下，楊

思標毅然扛起了第一屆校長的重責，以

七十高齡披掛上陣，舉家搬遷花蓮，整

整住了一年多，專責校務。直到第二年

邀請到沙鹿弘光護理專科學校的教務主

任張芙美來擔任校長，楊思標才圓滿交

託校長職務。

在第一屆護專學生的眼裡，這位校長

很不一樣，雖是名醫，卻十分親和、沒

架子。「楊校長上起課來很專業，很有

日本醫師的莊嚴感，但是一下講臺，他

又很親切，可以跟我們話家常，對我們

非常好，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第一

屆校友，也是花蓮慈院外科加護病房的

護理長鄭麗娟說。

一九八九年，慈濟護專創校開學典禮，首任校長楊思標教授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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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校維艱　名醫兼老師  

楊思標回憶護專創校時的難處，想找

教師來花蓮專任，相當不容易，為了強

化醫療專業教育、彌補師資不足，當時

慈濟醫院的院長、醫師們，幾乎全都進

場，一人分飾多角，當起神力超人，問

診之餘也為護專同學們傳授基礎課程，

甚至兼任學校行政職務。

第一學期「生理病理學」，就是由

楊思標校長親自教授「細胞的組成與功

能」，慈濟醫院院長曾文賓負責「血壓

與循環」，陳英和醫師講述「免疫系

統」，郭漢崇醫師教導「水與電解質的

恆定」等。

值得一提的是，這群「一人分飾多

角」，卻從不喊苦喊累的菁英教師，有

許多來自臺大醫院，他們原本已升任或

即將升任臺大主治醫師，卻在一九八八

年夏天，做了改變一生的決定：捨棄臺

大名醫及未來成為臺大教授的光環，紛

紛投入啟業僅兩年的花蓮慈濟醫院，他

們與理想簽約，以拓荒者的心情為後山

醫療奉獻心力，這群人包括泌尿科郭漢

崇、整形外科簡守信、內科黃呂津、家

醫科王英偉、心臟外科蔡伯文和趙盛

豐……等人。

在楊思標的努力下，來自臺大、國防

醫學院的教授、督導、護理界的大老--
臺大護理系的陳月枝、周照芳、黃璉華

等都前來花蓮傾囊相授。回顧當年，校

友鄭麗娟說，「那是很難得的黃金陣

容，所有教科書上的作者，突然跳出來

現身說法，這些有名的教授、主任、督

當校長時，楊思標教授（右）與太太陳寶玉女士（二排左一）帶領第一屆慈濟護專學生爬山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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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都來幫我們上課。」

還有一幕讓學生難以忘懷的教室風

景。

最初上課，楊思標校長總是親自坐在

教室後面和同學們「一起聽課」。第一

屆校友王琬資猶記得，每位老師來上課

時都會提到：「因為是楊校長邀請，所

以排除萬難，我都一定要來，但是校長

坐在後面，其實我們壓力很大，一定也

會為大家好好上課。」開學初期，楊思

標幾乎堂堂跟課、親自坐鎮，只為觀察

學生反應、課堂互動，確認課程安排是

否有需要調整處。

而這些受邀的「名師」，當時宛若空

中飛人，每周從北部、西部飛來花蓮上

課。「如果不是楊校長，我們不會遇到

這麼多這麼棒的老師，當時我跟我同樣

護校畢業，讀了其他護專的同學講，他

們都覺得不可思議，怎麼會有那麼好的

老師幫我們上課，非常羨慕。」王琬資

說。

曾任臺大醫學院院長的楊思標，長年

投入醫學教育，也一心要為慈濟護專的

學生做「最好的安排」，那股事必躬親

的熱誠與在意，不論專業教育、品德養

成及課外關懷，他樣樣盡心，他明白上

人的初心與東部醫護不能等的急切，只

求讓這些從臺灣四面八方遠道來後山求

學的孩子，能安心定神，學有所長，將

來也願意奉獻偏鄉。

初來乍到的學生

第一屆校友鄭麗娟說，原本在護校成

績優異的她，自家鄉臺南北上參加招生

博覽會時，心裡想報考的是一間歷史悠

久評價佳的護專，但一到了招生現場，

卻被慈濟攤位上一群穿著藍衣旗袍的師

姊所吸引，「她們看起來非常有氣質，

只要一報名，師姊就會熱情的為報名者

丈量制服尺寸。」鄭麗娟說，而更重要

的是慈濟提供「公費」就學及每月三千

元的零用金。因為父親中風，又身為家

中長女，鄭麗娟想減輕家裡負擔，當下

決定就讀慈濟。

楊思標校長（後排左三）與靜思精舍德慈師父（後排左四）、護專學生及懿德媽媽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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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報到那天，鄭麗娟一大早從臺

南坐巴士到臺北，錯過自強號，只好改

搭莒光號到花蓮，心想應該也很快，不

會差太多吧，但萬萬沒想到將近六、七

個小時的車程，抵達時已天黑，早已錯

過報到時間。一個人扛著無比沉重的行

李，「我一到宿舍，眼淚就掉下來了，

心裡想著，自己到底是到了什麼地方，

怎麼會離家這麼遠。」

王琬資同樣也是因為父親生病，想

盡早自力更生、好為家庭付出而選擇以

公費就讀慈濟護專。來自臺北的她，猶

記得當年的學校「前不著村，後不著

店」，校門外的建國路上，連路燈都沒

有，一到晚上，一片漆黑。有一回，她

跟同學騎腳踏車，想從學校騎到黃昏市

場，騎了好久好久，愈騎愈黑愈害怕，

又騎了回來。「剛到花蓮時真的很不能

適應，整個非常落後，沒有路燈，沒有

商店，不像臺北非常明亮、熱鬧，這裡

從傍晚就開始黑漆漆的，只有市區有一

家三商百貨，後來還被大火給燒毀，這

才知道為什麼人家一直說花蓮是『後

山』。」

這「後山」還有一個特色，地震頻

頻。有一回搖得特別厲害、特別久，外

號「Number one」的同學，嚇得口中
振振有詞：「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不能那麼早

死！」大夥怕得躲在桌子底下，一整晚

沒睡好。而草創的校園內，校舍仍在施

工中，沒有倚欄一望的青山美景，同學

楊思標教授樂於教學，終生不輟。圖為二○一七年於花蓮慈院診間教醫學生判讀胸腔 X 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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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第一年住在慈濟醫院的護理宿舍，第

二年則搬到醫院的二期大樓，每天搭乘

巴士專車往返學校。

對這些初來乍到的學生而言，害怕、

陌生、擔憂多於好奇探索，要如何安撫

這些遠道而來的孩子們呢？楊思標的

「定心」法寶一一出爐。

和校長一起去爬「慈悲喜捨山」

怕學生思鄉情傷，楊思標情商教官為

學生安排休閒人文活動，也經常和夫人

陳寶玉一起帶著學生去鄰近郊山爬山，

或去水源地、三棧溪踏青，藉此親近花

蓮的好山水，順道強健學生體魄。每每

楊思標上完「人生哲學」課，便開心地

邀請大家：「明天放假，我們一起去爬

『慈悲喜捨山』！」臺下也一片歡呼應

和，好耶，明天去爬慈悲喜捨山!
「慈悲喜捨山」是楊思標為慈濟護

專後面的小山所起的小名，他受上人感

召而全心投入護專創校，也希望這群護

專的孩子們時時銘記，醫護的初心是慈

悲。

關於爬山，夫人陳寶玉笑著說:「山
高不到兩百公尺，也都是寬敞大路，但

有一回，才剛到起點，還沒開始爬山

呢，有個孩子突然哭了，說自己不敢爬

山，怕爬不上去，於是又趕緊請警衛護

送那位學生回宿舍。」而同學們印象最

深的則是，每次跟著校長夫婦爬山，總

有好吃的！沿著石子路拾級而上，沿

途樹木、花草扶疏，每次經過原住民住

楊思標教授自一九七八年起協助花蓮慈院，為偏鄉奉獻至今。圖為楊教授前來參加二〇一一年花蓮慈

院二十五周年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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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他們總是很熱情的拿出自家種的蔬

菜、水果給校長，還遞送茶水，所以大

伙總是很開心的吃起水果、喝茶解渴。

而更神奇的是，「校長雖已年過七十，

但他的體力都比我們好，我們已經氣喘

吁吁了，但校長夫婦臉不紅、氣不喘，

還一個一個來關心我們。」 
除此之外，楊思標為了讓學生更了解

東部的醫療網絡與現狀，特地安排了一

趟兩天一夜的「東部觀摩見習之旅」，

行經自強外役監獄、卓溪鄉衛生所、玉

里榮民醫院…等，「校長還請卓溪鄉衛

生所的護理長幫我們簡介『公共衛生』

是在做什麼，最後在知本溫泉的旅館住

了一晚，再回到花蓮。」王琬資說。

大愛無私的懿德媽媽

慈濟護專頭兩年，大部份是西部的

孩子前來就讀，楊思標說，當時之所以

能安住孩子們的心，讓她們可以在「後

山」好好學習，證嚴上人獨創的「懿德

母姊會」人文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支撐與

慰藉。

慈濟護專第一屆學生入學後，上人即

選拔資深的女性慈濟志工，成立「懿德

母姊會」進入校園關懷孩子。「懿德」

指的是母儀天下的品德，上人期許這些

志工們能以母親的心來愛護這群護專的

孩子，能視如己出，跨越年齡和孩子們

打成一片，傾聽孩子、給予關懷、成為

典範。

楊思標教授的一生，有如一部臺灣的百年醫療史，堪為世紀人醫典範。圖為二〇一一年楊教授歡度

九十二歲生日一景，右為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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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第一批來自全臺各地的三十六位

「懿德母姊」們，開始每個月不辭辛勞

的前往花蓮慈濟護專，啟動愛的支持。

當時九到十位學生分成一組，每組有三

位懿德媽媽陪伴、關懷。「她們經常帶

自己做的點心、食物給我們吃，關心我

們在學校的學習、生活狀況，也會帶我

們去訪貧、打掃；去精舍生活體驗，做

蠟燭、香皂等。懿德媽媽對我們非常

好，像家人一樣，久了也就沖淡了我們

想家的情感。」王琬資說，每每到了寒

暑假，這些家住臺北或西部的懿德媽媽

們，還會邀請同學們去她們家裡玩，也

認識她們的家人，大家打成一片，真的

很溫暖又快樂。

校友鄭麗娟最難以忘懷的，則是第一

次跟著懿德媽媽去訪貧(探訪感恩戶)、
打掃。那是一個獨居老人的家裡，讓她

第一次體驗到什麼是「家徒四壁」。空

蕩蕩的破屋裡只有一張桌子，電鍋裡的

飯也臭酸了，卻仍捨不得扔。「我很驚

訝，怎麼會有這麼辛苦的人，看了蠻難

過的，真的是見苦知福，才知道自己還

算是過得很好的，要惜福。」鄭麗娟

說，跟著懿德媽媽去訪貧打掃、去精舍

看師父們這麼簡樸且自食其力的做蠟

燭、香皂，當時才覺得，慈濟真的有在

做事且真心付出，「他們的錢，募得如

此不易，卻都用在刀口上。」

然而，更讓鄭麗娟感動的是，「我後

來才知道，當時這些懿德媽媽都是上人

親自挑選的。不管懿德媽媽是臺北人、

西部人或花蓮人，她們對我們就像對家

人，也會教我們一些行住坐臥的禮儀。

她們非常無私，給了我們非常好的身

教。」

無條件的愛與陪伴

「我們得到很多很多的愛，從校長、

老師、懿德媽媽，甚至精舍的師父身

上，都感受到很多的愛，所以也想把這

樣的愛分享出去。」

「他們就像家人一樣的愛我們……」

「回頭看，我們真的很幸運，不論是

校長或懿德媽媽，他們是這樣不求回報

的付出……」

「當時懿德媽媽做給我們每人一個

『愛與利行』的木製坐牌，我到現在都

還珍藏著。」

第一屆校友們聚會時，此起彼落回憶

著過往的點點滴滴。

楊思標也同樣在籌備護專、擔任校長

的期間，對慈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與感
楊思標教授歡喜響應花蓮慈院回歸竹筒歲月活

動，左為林欣榮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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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他相信護專孩子們在這群無私付出

的「懿德母姊」守護下，日後必定能成

為更懂得愛與關懷的護理人員。

「懿德母姊會」後來因為有男性志工

的加入，更名為「慈誠懿德會」，從最

初的三十六位到現今一千餘位成員，依

然以大愛守護著慈濟的二所大學、二所

慈濟中學的眾多學子，這是臺灣教育史

上的創舉，更是慈濟教育志業獨樹一幟

的人文風範。

實踐「愛與利行」

兩年護專畢業後，王琬資投入花蓮慈

濟醫院白衣天使的行列。一心想付出的

她，遭遇的第一個難題是，天性文靜害

羞，要如何主動關心病人呢？

「我很努力地想，到底要跟病人說什

麼?要怎麼安慰他?一開始實在很困難，
所以我就很認真的練好我的護理技術，

讓病人從這個技術中感受到我的用心、

很認真的在幫他。」就這樣慢慢歷練，

王琬資也因為這份工作轉變成今天別人

眼中「親切、大方、活潑」的模樣。

王琬資仍記得，她在實習時，有一

回病人突然跟她說，「護士小姐，妳今

天怎麼沒有開心的笑?」。她這才突然
驚覺，原來她每天看到病人，滿面笑容

歡喜的道早安、問候，其實對他們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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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重大的，「病人跟我說，我看到妳的

笑容，病都好一半了。這件事影響我到

現在，就算是心情不好，只要我一踏入

護理職場，一定笑容以對，所以大家都

覺得我很愛笑。因為我相信如果我開心

的走進病房，病人也會感染到這份歡

喜，幫他做護理時，他也不會覺得那麼

痛。」

王琬資也鼓勵妹妹前來慈濟護專就

讀，在兩年的學習下，這所學校對她而

言，早已不是又偏遠又落後又漆黑，地

震又多的「後山」學校，而是一所教導

專業、充滿愛、溫暖與無數內在光亮的

理想校園，是一所「打著燈籠都找不到

的好學校」。

這對來自臺北的兩姊妹雙雙畢業於慈

濟護專，已在花蓮服務超過二十五載，

妹妹王琬詳仍任職於花蓮慈院，姊姊琬

資則服務於光復鄉衛生所，被稱為「光

復鄉有史以來最親切的護理長」。

慈濟護專為花東培育了無數位像她

們一樣優秀、充滿愛心的白衣天使，當

年，懿德媽媽做給每位護專孩子的「愛

與利行」木牌，早已銘印在她們心中，

化為行動，照拂花東及臺灣各個角落的

病人。

護理人才 東部扎根

楊思標認為優秀的護理人才，最重要

的是愛心、耐心及一顆真摯的服務心，

而這正是慈濟一直以來所推廣的人文精

神。慈濟護專不僅提供專業的醫學及護

理知識、深耕人文，更有慈濟「懿德媽

媽」給予日常生活的支持與照顧，是對

學生全方位的關懷。

更讓楊思標感到欣慰的是，不只一

次，他遍佈全臺的「醫護眼線」向他誇

讚慈濟所培育出來的護理師總是更有耐

心、主動付出，從來不會對病人大小聲

或漠視病人的需求。因為這些孩子有些

來自清苦家庭，更在慈濟的人文教育

中，體會到貧病相依的苦楚，而能將心

比心。

慈濟護專設立之初就為家境清寒的孩

子提供了助學方案，除了學費全免，供

食宿，還可支領每月三千元的零用金，

且畢業即就業，讓有心卻家貧的孩子也

能一圓護師夢，憑藉著自己的力量改善

家境、扭轉命運。

一九九九年，慈濟護專改制為慈濟技

術學院；二O一五年再改制更名為慈濟
科技大學，但依然保留慈濟五專部護理

科，且這項清貧助學方案持續至今。

在少子化的時代，各個學校擔心招

生不足，但自一九九六年開辦的「原

住民專班」，現在卻是競爭激烈、炙

手可熱，錄取率僅約百分之二十四至

二十七。可見，只要提供機會，每個孩

子都想透過努力，改變未來。

在慈濟創立的第一所學校――「慈濟

護專」不斷躍進的里程碑裡，楊思標開

啟了最重要的第一棒，後續接棒者盡心

盡力，讓慈濟護理在這二十八年來，培

育出許多讓人讚賞的白衣天使，也讓護

理人才得以在東部生根、茁壯，守護東

部民眾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