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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慧貞

RN, MD, 諾魯國家醫院護理師

在不同的環境 ，能讓自己脫離所熟悉依賴的事
物 ，剩下的 ，只有神和自己。這會是相當美好
的經驗。我深深相信 ，當存著願意的心 ，體認
神創造的多元性 ，眼界就會被打開 ，心也會被
更新。

護理是上帝讓人體驗生活的禮物
最初會選擇護理 ，是因為認知到喜歡和善於
「與人接觸」是自己人格特質裡的一部份。但是 ，成
為護士之後 ，才發覺「人」沒有我想像中的可愛 ，上
帝的兒子究竟為什麼要為了「人」而被釘死在十字架
上呢？

接的是嶄新的
生 命， 那 麼
清純 ，而沒有瑕疵！在內科病房裡 ，老的老 ，病的
病！要成為一位內心滿有盼望的護理人員真是不容
易啊！
雖然如此 ，我仍然要感謝護理的存在 ，因為
成為護士 ，讓我更深刻地認識生命與人性。透過護
理 ，也讓我走過世界許多的角落。

1998年7月 佤邦
我在中華神學院進修聖經碩士。暑假時 ，學校

酒精中毒的病人 ，明明就已經肝硬化了 ，卻還
是吵著要喝酒！

要求每一位學生要參與短期宣教工作 ，於是乎 ，我
打電話到屏東基督教醫院的院牧室詢問：「您好 ，我

我父親的 X 光片顯示支氣管已經擴張 、心臟也

是華神的神學生 ，我叫徐慧貞 ，我聽說佤邦的工作

肥大 ，但他還是離不開抽煙。直到做了氣切後 ，他

有需要人手。」「喔！是的 ，但是 ，在佤邦山上 ，我

再也沒辦法抽菸 ，從此 ，香煙才離開了他的食指和

們已經有傳道人了！」「那 ，我本身也是護理人員。」

中指。

「你是護士！那太好了 ，我們很需要有人盡快上去接

我在糖尿病門診擔任衛教師時 ，面對一個個診

30

心了 ，常常迎

手 ，你什麼時候可以出發？」

斷有糖尿病的長輩們 ，他們內心常常是暗自決定：

就這樣 ，這是我第一次深刻體會到 ，原來 ，

「吃到死 ，贏過死沒吃！」我自己也貪嘴 ，因此覺得

「護理人員」比「傳道人」還要搶手。到山上的旅程 ，

如果自己都做不到 ，那又怎麼能夠說服別人呢？因

因為只有我ㄧ人孤身前往 ，因此在行前 ，院牧室特

此 ，我覺得自己不是很適合擔任衛教師這角色。

別仔細地叮嚀和交代我 ，抵達清萊機場之後 ，不需

來到醫院接受治療的病人 ，大部分都已經生

要東張西望 ，自然會有人過來跟我打招呼。他們也

病有好一陣子了。他們會生病 ，也大部分跟生活習

告訴我 ，如果沒有人接應 ，應該如何處理…。帶著

慣 、或性格相關 ，但人的性格是很難改變的。我在

一顆好奇 ，而忐忑不安的心 ，在曼谷轉機 ，抵達清

內科病房當護士的時候 ，覺得好無奈 ，醫院好像是

萊之後 ，我在機場等待著。一眼放去 ，都是跟我一

一個人體修理廠 ，病人沒照顧好自己 ，當他們的

樣 ，背著行李的旅客 ，我心裡很好奇－對方如何能

身體壞掉就必須送進來維修 ，修好則再送出去！但

找到我呢？過沒多久 ，有一對手中抱著孩子的夫妻

是 ，有一些老病人 ，進出醫院好多次 ，而情況一次

走過來問我：「您是從台灣來的徐小姐嗎？」我說：

比一次更危急。我個人認為 ，在嬰兒室當護士最開

「是！」就 這 樣 ， 我 跟 著 上 車 ， 一 路 開 到 邊 界…。

2009年6月

No. 183

護 理 看 世 界
出發前 ，院牧室交代不要多問話。所以 ，連對方是
誰？我還是無法知道。

兩個月在山上的日子 ，我常常望著山頂上的
雲 ，雲飄過去的速度很快。夜裡 ，我躺在蚊帳裡 ，

事先已經知道山上的物資非常缺乏 ，因此我就

可以看到星空。打雷的時候 ，雷聲在山谷裡迴盪 ，

盡其所能地帶一堆食物 ，總共重三十七公斤。車到

好像砲聲 ，打過來 ，又打過去。兩個月過去後 ，

了山下 ，要開始走路 、爬山 ，臨時找來的背工 ，看

當我在泰國 ，進入大賣場時 ，看著比人還高的置物

到那麼多東西後 ，懇求能夠再找一位背工。現在回

架 ，我心裡想著：「這些物資如果能運到山上那該有

想起來 ，我還是覺得非常地不好意思！

多好阿！」

抵達目的地後 ，用竹子蓋成的宿舍和非常通風
的醫院 ，就位於山谷裡 ，這就是我往後要居住和工

2004年8月 中國四川
透過國際宣教機構（Medical Services Internation-

作的地方。大廚房每天會提供兩餐 ，每餐有兩道菜—
佛手瓜葉和茄子；炒南瓜 、炒茄子 、佛手瓜葉湯 、

al, MSI），我來到四川內陸。二十一世紀的中國 ，像

茄子湯…，菜色就是這樣交替著。直到雨季來臨 ，

是起飛的巨龍。中國沿海地區進步而繁榮 ，但是內

山上的學生開始帶我去採竹筍 ，而鄰近村莊有殺

地卻仍然貧窮和貧瘠 ，特別是少數民族 ，他們沒有

牛…，我的伙食這才開始有了變化。（此次經驗 ，讓

機會接受現代文化的教育 ，因此 ，少有就業機會。

我深切體會到 ，台灣的每一道食物 ，都是人間美味

我在青年中心時 ，配合體驗活動 ，與接觸學生。能

啊！）

跟中心的老師成為朋友 ，這也是我希望能做到的。

山上的原始生活 ，讓我深深體會生命與生活

在台灣 ，我接受用四律 、三福來傳福音的訓練。但

的原始 ，生命只是一口氣 ，沒有了呼吸 ，就等於是

是到了中國內地 ，福音要活出來 ，而不是單用說

死亡 ，只要能夠活下來 ，就要感恩！物資那麼少 ，

的。

傳染病那麼多 ，死亡對山上的人來說 ，一點也不遙
遠。

兩次不同地方的宣教讓我有不同的體驗。四川
內陸山上的學生和老師都不容易信任人 ，他們也不

我還記得有一次 ，夜裡兩點時 ，學生來敲門：

會輕易地告訴別人內心的話 ，直到我要下山的前一

「老師！老師！」「什麼事？」「有一個小孩 ，嚴重貧

天 ，他們才告訴我 ，他們的困擾…。對於在台灣長

血 ，需要輸血 ，老師 ，你的血型是哪一型？」
「我是

大的我 ，老實說 ，對中國實在是會有某種心結！我

O 型。」「那太好了 ，老師 ，您可以捐兩百西西的血

發現自己很難去愛他們。更何況 ，當你發現他們的

嗎 ?」「喔！好啊！」

就這樣 ，我的血直接抽出來之後 ，放在特殊

生長環境 ，讓他們變的很不單純 ，（雖然當志工幫助
少數民族 ，但財物有可能被竊。）

的捐血袋子裡 ，隨即又在點滴架上吊起來 ，輸給呼

但是 ，漸漸地 ，神開了我的眼界 ，去年我在洛

吸很喘的孩子。這孩子三歲多 ，看起來很蒼白 ，心

杉磯認識了一些中國人 ，他們都是相當優秀的中國

跳一百二十幾下 ，呼吸三十下。捐完血後 ，我先去

人。我看到他們全然的委身 ，和對神的認真。

睡回籠覺。早上六點一起床 ，我就很想去看一下小
孩 ，沒想到 ，他的床竟是空的！我問學生：
「小孩

2005年1月 馬拉威

呢？」學生指著外面那個又跑又叫的活潑小孩說：

我在馬拉威待了一年半 ，在台灣醫療團裡生

「老師 ，就是他啊！輸完血之後 ，他已經好多了。

活 ，醫療團四圍是高高的牆。醫療團裡雖有無線網

老 師 ， 你 的 血 真 健 康！」我 的 心 裏 ， 驚 訝 著：「真
的嗎？那真的是我在夜裡所見到 ，奄奄一息的孩童
嗎？」這是第一次 ，我為自己的紅血球感到驕傲！

路 ，但這牆裡牆外 ，卻是兩個世界。
我主要是負責醫療團跟醫院護理部之間的協
調 ， 以 及 傳 統 助 產 士 的 訓 練 和 訪 視。 姆 祖 祖 醫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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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ZUZU HOSPITAL）是 2000 年台灣政府捐贈給馬

英文。如果無法表達自己的想法和需求 ，那麼就會

拉威政府的 ，此外也應當地的需要 ，有一組醫療人

被牽著走 ，而無法主導工作 ，也沒有辦法讓一起工

員派駐於此。

作的當地人認同我 ，進而成為朋友。

令人很難想像 ，姆祖祖醫院除了物資缺乏之

在馬拉威的日子 ，神讓我看見生命的不同面

外 ，最讓人頭疼的問題就是馬桶堵塞。馬拉威人習

像 ，馬拉威助產士們雖然非常缺乏物資 ，但是卻非

慣將廁所蓋在戶外 ，離住家十幾公尺遠 ，深達五 、

常樂意與人分享。窮人雖窮 ，但還會去照顧比他們

六公尺。我使用過很多次馬拉威的傳統廁所 ，可能

更窮的孤兒和寡婦。「助人」是很不容易的。以前我

因為天氣乾燥 ，所以都沒有異味。病人住進醫院 ，

總覺得 ，花時間 、給金錢 ，那就夠了。但是 ，在非

因為沒用過所謂的現代馬桶 ，因此會將石頭 、樹

洲的需求那麼多 ，怎麼給得足夠呢？更何況 ，發現

枝…等物塞進廁所的馬桶裡。

到許多物資都集中在既得利益者身上時 ，就要更謹

我負責傳統助產士的訓練課程計畫和訪視工

慎評估。真正的需求到底是什麼？如果讓人養成依

作（與當地護理督導一起配合工作）。訪視時 ，一早

賴 ，認為只要伸手向他人要東西 ，卻不辛勤工作 ，

出發 ，但回到醫療團時 ，大多已經是傍晚了。透過

那麼 ，反倒是「害人」而非助人了。

訪視 ，我更認識馬拉威的鄉村。我常常進到一些村

我常常為身為台灣人而感到驕傲 ，過去 ，宣教

落 ，村落裡沒有一個男人 ，只剩下女人和成群的孩

士來到台灣幫助我們 ，現在 ，我們已經可以出去幫

童。村裡的男人 ，很可能是因為愛滋病而過世了 ，

助別人了。我思索 ，這是正確的助人模式 ，是要受

村裡有許多孤兒 ，多到來不及蓋足夠的孤兒院來撫

支助者 ，能夠獨立 ，能夠接受教育 ，能夠進步 ，進

養他們。因此 ，孤兒大多住在自己的部落 ，等待親

而有餘力去成為助人者。

屬供養。活著的人 ，往往比死去的人還辛苦。孩子
還很小的時候 ，就要自己撿木材 ，或是到市場撿別
人掉下來的玉米粒。他們沒有機會受教育 ，很容易

我在諾魯。我透過國合會（ICDF）來到諾魯。

為了食物 ，不得不出賣自己的身體 ，因此 AIDS 很快

國合會每年會刊登台灣邦交國對志工的需求 ，而護

地又傳給了下一代。

理志工是一大需求。國合會提供訓練 、幫志工預備

訪視傳統助產士的家 ，讓我見識到許多能幹與

旅費 ，也補助少量的生活津貼。

節儉的婦女 ，她們殷勤耕作 ，認養孤兒 ，鼓勵孩子

諾魯的官方語言也是英語 ，在醫院裡 ，我並沒

們接受教育。飢荒的時候 ，他們家的穀倉 ，還有玉

有任何特別的職位 ，每星期一到五 ，我會到醫院的慢

米可以出售。烈日當空 ，他們站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

性病房工作（急性病防 、產房三個病房 ，一個病房去

耕耘 ，因而汗水滴落在泥土裡。他們運用我們所教技

一個月）
，台灣的護理教育很完善 ，不管是在知識 、

術來幫助社區的產婦生產。我很喜悅在馬拉威北部訓

技術 、護理照顧能力上的訓練 ，讓身為資深護理人員

練傳統助產士的工作 ，因為 ，那是讓馬拉威人幫助

的我 ，在面對這裡疾病時 ，還是有最基本的觀念。

自己同胞的一份工作 ，即使我已經離開 ，台灣和馬

我也會遇到 ，我在台灣從未見過的疾病；比如說血絲

拉威也沒有邦交 ，但是 ，這些已經接受訓練的助產

蟲 、用蛆去治療傷口…。對我而言 ，最困難的部份 ，

士 ，仍然持續在自己的社區 ，幫助自己的同胞。

應該是如何跟當地的工作人員相處。諾魯國家醫院 ，

英語是馬拉威的官方語言 ，在不同的文化環境

像是台灣的地區醫院 ，有急診（急性病房）
、開刀房 、

中工作 ，語言溝通更顯得重要。我曾經因為不知道

婦產科病房 、慢性病防和門診。急性病防 、產科病房

如何用言語表達自己的情緒 ，因而跟一起工作的當

和慢性病房的病床數都不超過二十床。

地督導有摩擦！因此我從非洲回來之後 ，一直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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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魯沒有設立醫護學校 ，因此 ，醫生都是來自

護 理 看 世 界
不同的國家 ，（如：東加 、緬甸 、台灣 、印度），護

素），全島中 ，老年人有百分之三十得糖尿病。還有

理人員大部分則是從斐濟受訓三年後回國服務。有些

其他 ，如：體重過重 、不運動 、糖尿病足部問題 、

醫療人員是印度人 ，而藥局的主管是韓國人（負責全

截肢 、洗腎 、失明等併發症。年輕男性喜歡喝酒 、

院採買和預算）；在這裡工作 ，好像就在聯合國裡 ，

騎快車 、容易出車禍 、既沒工作 、又會打架。年輕

真的 ，「this world becomes smaller」。英語是諾魯主

女性則習慣抽菸 ，有些女性只想要有孩子 ，而不想

要的溝通語言。在這裡語言能力不夠強 ，就很難向

要有老公。

別人證明自己的專業。
同事們常常會消失不見 ，也有的人一來上班就

我來這裡 ，每天都有人問：「為什麼你還單身？
你沒有自己的孩子嗎？」

開始睡覺。而我只是志工 ，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事實上 ，這裡有許多教會 ，有百分之六十幾的

忍氣吞聲嗎？當然不行！我現在已經很厲害了喔 ，

基督徒比率 ，但是 ，若是信仰只是生活的一部份 ，

我已經很會用英文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我知道

而非全部 ，那麼 ，生命的主權 ，仍然是在自己的手

同事們很愛面子 ，所以 ，我都是私底下跟她們說。

中。沒有全然對神的委身 ，所以 ，生活中痛苦的指

最近我的退化性關節炎發作 ，每個同事看到我走路

數上升。

一跛一跛的 ，都會問我說：「JENNY，你怎麼了？」

來到諾魯 ，神讓我看見 ，「信」一半的悲哀。部

我都跟他們說：「喔！我工作太認真了！」重要的是

分諾魯人星期天去教會 ，但是 ，生活中 ，仍然以自

要軟硬兼施 ，除了叫他們跟自己一起工作外 ，也要

我為中心。不看重婚姻！對性非常地開放 ，因此 ，

真誠關心他們。有許多同事的手腕上有割腕的痕跡 ，

很年輕就懷孕成為母親。事實上 ，從舊約到新約 ，

有的是自殺 ，有的是為抒發壓力或自傷。諾魯人不

神要祂的兒女 ，過著聖潔的生活。

習慣訴苦 ，卻也不願面對問題 ，而每個人都有很多
問題。（其實我們也一樣！）因此 ，我去看他們 ，希

預

備

望可以關心他們。

我深深相信 ，有許多護理姐妹正在預備自己 ，

從我的宿舍房間 ，往外望出去是深藍色的大

希望有機會能夠出來宣教。除了專業和語言上的精

海 ，海浪拍打著。我非常地驚奇 ，在這麼美麗的國

進 ，跟神美好的關係也很重要。因為剛到一個新的

家 ，這麼豐富的海洋資源 ，卻有著深深的悲哀 ... 資

環境 ，雖有蜜月期 ，但不久開始工作後 ，會遇到挫

源被少數政客佔有 ，諾魯人的下一代沒有機會可以

折 ，需要去克服！習慣了 ，開始喜歡了 ，卻是要

接受好的教育。諾魯人慣大吃 、喝甜的水（加糖和色

說再見的時候。出來宣教的同時 ，也需要有一群人
在為自己禱告 ，讓聖靈天天更新自己。在不同的環
境 ，能讓自己脫離所熟悉依賴的事物 ，剩下的 ，只
有神和自己。這會是相當美好的經驗。我深深相信 ，
當存著願意的心 ，體認神創造的多元性 ，眼界就會
被打開 ，心也會被更新。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成為護理人員 ，更感謝
神！讓我的生命 ，有機會藉著護理 ，體驗這個世
界。
註 1. 國合會為外交機構 ，全名為「財團法人國際合作
發展基金會」網址：www.icd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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