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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歌

  成為
更好的自己  

文／楊金燕      圖片提供／李俊賢

李俊賢　從病苦中邁向護理之路

攝影／謝自富



深夜的血液腫瘤科病房，顯得特別寂

靜。病房外的廊道，不到四十歲的年輕

媽媽一臉愁容。她的先生因為癌症已陷

入意識混亂，而孩子還在念小學⋯⋯。

護理師聽著她訴苦，看她眼眶泛紅卻強

忍淚水，便輕聲說：「阿姨，妳想哭就

哭出來，沒有關係的。」

說這話的護理師，年僅二十四歲，來

到血腫科病房不到一年，並且是位「男

護理師」，青春俊秀的外表下，卻像住

了一個老靈魂。他靜靜傾聽家屬阿姨的

擔憂，不時點頭「嗯、嗯」回應著，過

程中只輕問了句：「那孩子知道爸爸的

狀況了嗎？」他不做任何建議或評斷，

繼續專注地聽，只是聽，卻也適時紓解

了家屬困頓的情緒。

他是李俊賢，太魯閣族名字是「馬

徠‧阿党」，馬徠是曾祖父的名字，

阿党則是父親的名字。談起這段護病關

係時，李俊賢還穿著病人服、掛著尿

袋，那是他剛動完泌尿科手術的第六

天。年輕卻有顆早熟的心，或許正是因

為他從小到大，從沒徹底離開過「病

人」這個角色。

童年，與病相依

李俊賢生長在花蓮縣秀林鄉加灣部

落，一個被山環抱、可遠眺太平洋的太

魯閣族村落。二○一九年夏天，他從慈

濟科技大學護理科五專部畢業、考取護

理師執照。照理說，還是一位初出茅廬

的菜鳥護理師呢，但他卻有著宏大志

向，對護理工作充滿期許，因為他所發

揮的場域是在醫院，一個他再熟悉不過

的地方。

一歲時，李俊賢便因為腎水腫、發燒

不時進出醫院；才兩歲，便因輸尿管逆

流、腎臟水腫，輾轉來到了慈濟醫院，

話還說不清楚的小男孩嚎啕大哭地被送

上手術臺，重建輸尿管。到了三、四歲，

又因為急性腎臟炎再度住院治療，一直

到六歲以前，他定期往返醫院，追蹤治

療。

與病相依的童年裡，俊賢同時面臨

另一個打擊。他那不到二十歲的年輕父

母，更不知道怎麼照顧孩子，俊賢的病

與持家的壓力帶來了挫折與驚慌，迫使

他的父母離散，獨留疼愛孫子的阿嬤努

力扶養他和妹妹長大。

阿嬤擔心俊賢的身體，許多小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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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時期的李俊賢與妹妹，兩人都在慈濟科技

大學護理系原住民專班完成學業，如今都成為

花蓮慈濟醫院的護理師。

  成為
更好的自己  

文／楊金燕      圖片提供／李俊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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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愛的活動，像是東奔西跑、上山下海

等，他經常是被禁足的，也造就了他較

為內向、安靜的個性。然而，童年的

他，嚮往大自然，有時往山裡走，便跟

大樹、花草、小動物說說話。他也有著

小男孩的調皮，看著別人燒稻草，他有

樣學樣，竟然把鄰人一片田給燒光了，

讓消防車一輛接一輛前來灌救。

到了青春期，阿嬤依然緊盯著他，不

能參與打球、賽跑等太激烈的運動，飲

食也經年累月被限制，太鹹、太油的食

物他都不能吃。這讓一個部落男孩，實

在太苦悶了。有幾次，俊賢在夜裡暗自

掉淚，為什麼上帝給他這樣的身體，他

埋怨起不見蹤影的離異父母，甚至開始

埋怨起阿嬤，為什麼沒有教好自己的孩

子，讓他得經歷這樣的家庭⋯⋯。

所幸，教會點亮了他心中的灰暗。

從小，阿嬤就逼著他上主日學，隨著時

間過去，教會讓他有家的感覺，讓他一

次又一次跨越痛苦與挑戰。「我曾經很

想，乾脆學壞、變壞算了，但是終究沒

有這麼做，因為信仰帶給我很大的力

量，一路上也有很多人的幫助。」

信仰及貴人相助，成了一股正向能

量，始終拉住他，成為今日的自己。除

了教會牧師與教友外，他人生第一位貴

人，是從兩歲便開始照顧他、治療他，

直到今天還在為他動手術的「郭伯伯」。

二○一九年八月，剛到花蓮慈濟醫院報到的新進護理師李俊賢（右）參與共識營隊，很用心的為照顧

戶清掃居家。攝影／沈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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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貴人

他還記得，當時很小、很愛哭，不

時進出醫院。大約是幼稚園時吧，有一

次又要被推進手術房，他眼淚掉不停，

郭伯伯輕拍他，安慰他說：「等一下要

進去開刀了，不要怕喔⋯⋯」他一直記

得那讓他感到親切、安心，哄著他的聲

音。這回舊疾復發，也是郭伯伯為他開

刀，五月先動了左側輸尿管手術，復原

良好後，九月再為他開右側的刀。

郭伯伯的病人非常多，也非常忙碌，

但是李俊賢兩次住院期間，卻發現郭伯

伯每天都來巡房，一天兩次，有時甚至

三次。雖然郭伯伯的問話也經常重複：

「有好一點了嗎？」、「還有沒有哪裡

不舒服？」但這簡單的問候卻讓他深感

安心。「讓我最驚訝的是，到了星期

六、星期天，郭伯伯還是照常出現，把

我嚇了一跳，他都沒有休息耶！」李俊

賢說。

李俊賢口中這位「郭伯伯」即是慈濟

醫療法人副執行長、大名鼎鼎的泌尿科

權威——郭漢崇醫師。俊賢從二歲喊到

二十四歲的「郭伯伯」，也從一頭黑髮

的年輕醫師成了灰髮蒼蒼的睿智醫者，

唯一不變的是他硬朗的精神及安頓人心

的話語。

「郭伯伯不是只有對我這樣，他對

其他病人也一樣，是那麼盡心盡力地在

照顧著，他是我做為一位醫護人員的榜

樣。」李俊賢上回出院後，心裡很感動，

二○二○年夏天，李俊賢住院治療時，兄妹倆與他的第一號貴人，也是從兩歲一直為他治療至今的「郭

伯伯」郭漢崇醫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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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比較害羞，又不太會用語言表

達，所以寫了卡片謝謝他。」

郭漢崇醫師聽聞俊賢對他一天當中

三番兩次巡房深受感動，笑了笑、理所

當然地表示：「要當醫師，就應該要這

個樣子啊！」他認為「一天」其實對生

病的人來說是很漫長的，有時多看幾次

病人，偶爾還會意外發現新的狀況，比

方病人傷口滲血、引流管不順，再做調

整，總是好的。身為一位醫者，郭醫師

深信：「當你披上白袍的第一天，就註

定要與苦難同行。所以，永遠都要比病

人期待的，還要做得更多、給得更多。」

這是他對自己的要求，也是對未來醫師

的期許，他相信醫者的赤誠關愛，是

可以傳遞溫度、寬慰病人的，而這分關

懷，也能透過病人再傳遞出去。

選擇護理之路

李俊賢的第二位貴人則是他的國中導

師，來自光復鄉阿美族的劉明生老師。

劉老師出身貧困家庭，他也特別關照那

些家境困苦卻願意努力的學生。當年，

劉明生老師拿了許多技職學校的招生簡

章給同學們參考，並一一依著不同學生

的個性、興趣給予建議。「老師覺得我

的個性比較溫柔、內向，他告訴我：『不

管你選擇哪一條路，老師都支持你。』

他也提醒我，要考慮身體狀況，不要太

過勉強。」

後來，李俊賢選擇了馬偕護理專科

學校，因為他覺得「護理」是一個「可

以幫助人」的行業。在這裡，他遇見了

人生中第三位貴人，他的班導師——侯

李俊賢只要在診間看見沒有家屬陪伴且行動不便的病人，總是前往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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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昕老師，一路鼓勵他、安慰他，給他

很大的支持力量。「我都喊她『本昕媽

咪』，她很溫柔，像媽媽一樣照顧我

們。」馬偕護校讀到第二年，李俊賢卻

開始腎水腫，在馬偕醫院開刀，「住院

住了半個多月，整個人非常不舒服，家

人要我回到花蓮，比較方便照顧。」於

是他返回花蓮，也參加慈濟技術學院

（現為慈濟科技大學）五專部護理科的

轉學考，從一年級開始重讀。

到了慈科大，他起初擔心是否吃得

慣素食，「沒想到這裡的素食還滿好吃

的。」他說。信仰基督教的他，也擔心

來念佛教學校，會不會被勉強要信仰佛

教，「但我又發現這裡不談宗教，這方

面是非常尊重學生的。」

而他最期待的是每個月的第一個星

期三，因為懿德爸爸、媽媽會專程來看

他們。每次來，都精心準備了美味的餐

食、點心，還會帶來進口的水果、餅乾

等，「他們也不會談佛教，而是把我們

當成在外面讀書的孩子那樣來關心我

們。」有一次，俊賢被懿德媽媽叫到教

室外面，原來是懿德媽媽聽說他的眼鏡

壞了卻沒能去配，便拿著配新眼鏡的錢

要給俊賢。俊賢不敢拿，懿德媽媽柔情

勸說下，最後他收了，滿臉通紅的抱著

懿德媽媽，內心有說不出的感激。「原

本不認識的人，卻發自內心像親人這樣

關愛你，我不知道該做些什麼，才能回

報這樣的恩情，當下心裡真的非常激

動。」俊賢說。

俊賢從小就看著阿嬤為了養活自己

和妹妹、為了學費到處去張羅、借錢，

那種辛苦，讓他更珍惜得來不易的資

源，就讀慈科大原住民專班那五年，不

需負擔學雜費、伙食等費用，每月還能

領三千元零用金，減緩了家裡的經濟壓

力，他也立志要早日經濟獨立、照顧阿

嬤與家人。

求學期間，俊賢把握機會，參與了羅

淑芬老師帶領的「部落關懷」社團，趁著

暑假前往臺東霧鹿、延平鄉等部落，去做

衛教、量血壓、測血糖，這些經驗讓他覺

得將來也可以用來服務自己的部落。

自從村子裡的長輩知道俊賢學護理

後，逢週日上教會做禮拜時，總有老人

家會問他一些高血壓、糖尿病等疾病相

關問題。俊賢觀察，部落的老人家其實

對疾病有很多疑惑不解，但到了醫院卻

又不敢開口問醫師，還好現在部落裡，

連同他與妹妹，一共有六位讀護理的孩

子，而且都是「慈濟科技大學」原住民

專班畢業的，也算是一種「掛保證」，

學得扎實知識，待人有禮。

挫折連連的新手護理師 

五專期間，他曾到臺北慈濟醫院的婦

產科實習，看著身軀那麼小的小嬰兒，

一哭起來卻石破天驚，抱著新生命的

他，心裡格外悸動，忍不住對著這個渾

身散發奶香的寶寶說：「恭喜你來到世

上，以後會碰到很多人生課題，要乖乖

長大喔！」

他自慈科大畢業時，昔日馬偕護校的

侯本昕導師還特地捎訊關心他，是否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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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考上護理師國考？他告訴老師拿到執

照了，老師也替他高興！歷經實習、國

考，二○一九年八月六日，李俊賢正式

成為花蓮慈濟醫院的護理師，但前三個

月，卻經歷了各式各樣的挫折。

因為初來乍到，生性內向、慢熟的

俊賢，不好意思開口問學姊，像是連血

糖機在哪裡、藥物要怎麼稀釋等，他都

不敢問；而基本的常規診斷，他也感到

吃力，更為自己已經學了五年，卻沒能

使上真功夫而感到難過，雖然他回家後

勤查資料，但文獻與實際臨床之間還是

有差別，讓他的壓力與日俱增。接連的

挫折讓他體認到，「不會一定要趕快

問，不要害羞，這是臨床學習非常重要

的！」像是鼻胃管的清潔、打針、扎上

人工血管的技巧；怎麼安排每日照顧流

程與優先順序等，這些都是很基本的，

透過多問、多學、多做，才能快速獨立

作業。

「前三個月真的非常挫折，但我一直

告訴自己，一定要成為一個『很稱職』

的護理師，所以必須要更努力、更勇

敢，是這樣的念頭，讓我度過那段挫折

期。」俊賢說，他也很感謝學姊們一步

步的帶領與教導，讓他知道，在血腫科

病房最重要的是病人的生命徵象，只要

數據有改變，就要隨時留意病人哪裡不

舒服，一有問題立刻回報醫療科，讓醫

師可以緊急處理，一起把病人顧好。

二○二○年十一月，李俊賢轉至泌尿科門診，學習新的專業，逐步實現成為助人者的目標。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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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現場　用心對待

半年後，李俊賢漸漸熟悉，每當做完

事務性護理工作後，他會主動詢問學姊

是否需要幫忙，也會特別去看看那些沒

有家屬陪伴的病人。病房裡有位獨身爺

爺因為腫瘤壓迫到泌尿系統，背後左右

兩邊都插著像豬尾巴一般的引流管。那

回，當俊賢掀開爺爺棉被，檢視引流管

時，發現貼合處已經很久沒有清潔了。

爺爺回應道：「對，快三個星期了。」

俊賢主動提議：「那我幫您清理、換膠

帶，好嗎？」俊賢曾在泌尿科實習再加

上自己生病的經驗，他熟悉處理步驟，

也順手教身旁的學妹。「後來爺爺向我

道謝，他說，『沒有人會像你這樣，這

麼仔細觀察。』雖然他不是我主責的病

人，但每次看到我，都對我微笑、打招

呼。其實，你只要很用心地照顧病人，

就算只是幫他清理身上的膠痕，他都會

記著你那分用心與對待。」

雖然護理臨床工作非常忙碌，但李俊

賢認為哪怕僅僅是發藥的那十分鐘，也

是可以關懷病人，確認病人的身體狀況

及心情感受。而他的誠懇讓病人們連兄

弟姊妹因為財產起了爭執，或是兒子女

兒沒來探望而感到難過時，都會向他傾

訴。

他所待的血腫科五東病房，照顧的是

罹患癌症，需施打化療的病人。施打化

療，不但不舒服也很沉悶，李俊賢日漸

熟悉後，總想讓病人心情能放鬆些，於

是碰到已見過面的媽媽、阿嬤級長輩，

他不再喊她們阿姨，而會改成：「美玲

小姐，漂亮的美玲小姐 ......」，病人也
會開心地回應：「在這邊！」或是笑著

「唸」他：「你這個猴死囡仔！」

有人說，護理人員是病人的代言者，

最了解病人的苦，也能回報給醫師做最

好的照顧。俊賢對於病人的感受，總能

敏感接應，不論是徹夜唉疼喊痛的，或

是強忍疼痛，什麼也不說的。「因為我

自己也當過病人，我知道不舒服的感

受、疼痛的感受，噁心嘔吐的感受。我

李俊賢與郭漢崇醫師的醫病情，轉眼已經二十

年了。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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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歌

知道，病人說很痛，就是真的很痛，不

舒服就是真的很不舒服。還有些病人是

很能忍，我也會告訴他們，不舒服就告

訴我，不要硬忍。」多了這層感同身受，

俊賢不但擅於安慰病人，也會視情況轉

達給醫師，讓醫師適時評估而縮短漫長

夜晚止痛藥或止吐藥的給藥時間。

對俊賢而言，護理不是只有事務性的

工作，還有一些心靈、靈性的層面，「而

好的護病關係，就是要努力去了解病人

的需求。」他希望自己未來能再精進、

學習，日後朝專科護理師的職務邁進。

受苦與救贖

李俊賢跳脫環境限制、成長的苦澀，

不論身體受的苦或心理受的傷，都不曾

讓他走偏，也不曾阻擋他成為一個更好

的人。他感謝成長路上遇到的每一位貴

人，願意拉他一把，讓他能跟自己、跟

疾病好好相處。

去年（二○二○）九月，李俊賢出院

那天，阿嬤、爸爸、妹妹都來病房、圍

繞著他，準備迎接他出院，他的正能量

也帶動一家人安穩地一起生活、互相照

顧。已進入臨床護理一年半的俊賢，也

從最初曾打不上靜脈留置針的尷尬；到

後來，甚至有些病人指定要他來打針。

去年十一月，他轉至泌尿科門診服務，

學習新的領域。

成長至今，他最感念的是照顧他和

妹妹長大的阿嬤，以及信仰帶給他的力

量。「碰到難過的事，我會禱告，會

向上帝傾訴，愛跟平安的力量就在裡

面。」他相信不論信仰什麼宗教，只要

保有心中那分善，都是無比珍貴的。

他笑說，篤信基督教的阿嬤也愛看大

愛電視臺的「上人開示」。起初，他曾

問，「阿嬤，妳怎麼在看大愛臺？」阿

嬤回他：「你們那個證嚴法師講得很好

啊，不管是什麼宗教，只要對人家好，

就是好的宗教。」

「雖然我沒有太大的本事，但始終很

希望能回報那些曾經幫助過我的人，後

來我想，最重要的回報，就是讓自己也

成為一個可以幫助別人的人。」如今他

已在這條路上邁進，在他的護理臨床現

場，寬慰身心受苦的病人，並努力帶給

他們愛與希望。

虔誠的基督教信仰與一路上相遇的貴人，是李

俊賢與病共處、突破病苦的重要契機。攝影／

楊金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