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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語

想起當年畢業後，我在威爾斯親王醫院內科病房中工
作了兩至三年，隨後爆發了非典型肺炎，即是一種由

相信大家的護理路上，有著不同

SARS冠狀病毒（SARS-CoV）引起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的故事，抱負和際遇，而忙碌和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那段驚心動魄

輪班的工作對生活亦有不同程度

的日子到現在還歷歷在目，各同事被調派到不同的前線病房工

的影響，這次邀請了兩位肢體為
大家分享他們護理路上的點滴和

作，包括感染分流病房或懷疑感染病房。那時還末有很清晰的

提醒。

指引和標準，只知道已經有很多病人、醫生、護士和支援人員
都相繼受到感染。而我在SARS期間，被指派到前線病房工作，

事 工消息及代禱事項

令我認識和體驗到更多不同的事情，豐富了我的思維。當時理想的工作表現，令我在SARS結束後

1.

請為最近受感染新冠肺炎的護士/
護士學生禱告：求主醫治他們，
盼望他們康復後的後遺症能減至
最少，甚至零影響。

新病房等。因此，當時年輕的我打算一心一意地希望此生此世都在醫院管理局（醫管局/HA）工

請為新入職的護士禱告︰求主保
守他們工作上的適應，有力面對
新挑戰。

變得模糊，後來確診患上了「虹膜炎」。此眼疾令我在晚上需要休息，不能再於夜間工作 (night

2.

受到部門運作經理 (DOM)及總經理（GM）的讚賞，繼而帶來很多不同的發展機會，包括参與開設

作，於醫院繼續服務病人。心中亦希望繼續努力做多三至五年，便有機會晉升護士長，往後的人生
便能安穩下來和前程似錦。誰不知，美夢如曇花一現，我漸漸發現我的右眼出事了，視野不時會

duty）。這對於一個在前線工作的註冊護士來說是很有問題的，失去於夜間工作的功能亦會成為病
房團隊中的一個包袱。

3.

請為各院校的護士學生禱告︰因
著疫情，他們的課堂、考試和實
習與以往大不同。求主幫助他們
的學習。

當時連續值夜工作及捱夜撰寫碩士論文而令我患上了「虹膜炎」。這不但影響了我的護理工作，還
會因眼睛發炎而需經常請病假休息，難為了同事要幫我替夜更及病假，令我感到非常挫敗，亦對病
房團隊帶來不少的麻煩。記得有一次夜班工作，上班時我的眼睛尚可，但下班之後就已經變紅發炎

4.

5.

請為在職的護士禱告︰他們工作
上充滿挑戰，求主賜下平安，服
侍病人。

了。有位資深的護士見此便直接跟我說：「Simon你有否覺得你對護理團隊來說是一種拖累，嚴格
來講是一個廢人？」聽到這句冰冷的事實，我頓時感到十分傷心和悲痛。我明白對團隊來說，身體
經常發生狀況會令到同事們能到疲倦和煩厭，特別是很多同事都需要恆常的工作時間以照顧家中老

9月5日和10月3日晚上舉行Zoom視
像祈禱會，透過視像聯繫，與弟
兄姊妹一起禱告，互相守望。

幼，但我突然請的病假便會影響了他們和家人生活，所以我聽了同事的說話亦深感認同和理解。在
那階段，我經常為自己的前途擔憂，「除了在醫院工作，我還可以做些什麼呢？」多年來的護理學
習和訓練都是為了應付做前線的工作，所以當時的我並没有計劃其他不同的發展空間，實在是前路茫
茫。

誠聘
前線幹事
有志於護理界牧養關顧使命
的服事;須有護士背景及具
推展事工及牧養經驗，一年
或以上神學訓練優先，有意
請填妥網上申請表:

在威爾斯親王醫院工作的五年裡，我一直都有身兼護士學生的導師(Mentor)，帶著中文大學（中
大）護士畢業生及中大護理學學生，很多時候還會收到學生們的一些感謝信。回顧那五年間的一點一
滴，我在照顧病人時會帶著學生實習，因而有教學相長的效果。故此引起我對教學的興趣，看了更多
林清教授
東華學院護理學院
副院長（研究）及教授

https://linktr.ee/HKNCF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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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ncf.org.hk
(個人資料只供招聘用)

有關教學的資料和了解不同的課題，在工餘時也會抽時間進修一些有關成為導師的課程（mentoring
course），從而使自己能在講解的過程中更加清晰。而當時除了護士一職，我也亦有做其他兼職，
例如：幫助不同大學教授去搜集科研資料和數據等，亦參與了各式各樣的研究項目及發表了一些研究
論文。而在病房工作其間，每次我帶著學生在病房中巡視時，我都會向各位病人打招呼，並慰問他們
睡得好不好及了解他們的近況和病況。無論是外科或是内科也是如此。幫病人執床時或餵食時也會順
便閒談兩句，從而了解更多病人的狀態。久而久之的以身作則下，學生們也會嘗試去慰問病人，給他
們多一份關心和給予更適合的護理。記得有次，某個病人伯伯說：「林sir，你睇下你的學生學你去
向病人說早晨，其他學生也末必有呢！」。伯伯的說話，使我發覺到原來我怎樣做，他們都會模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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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伯伯繼續說：「你教多幾個啦！讓更多病人有更好的護理。」這一句話，從此深深的烙在我的心
裡。
在那段時期，我正正在苦思自己應該行那一條路線！也許教育好下一代，正正是我的一個出路。能回
去大學或護理教育機構，教導護士學生，把正確的理念和態度傳下去也是我能做到的事。反思自己，
當時的我已有五年前線的年資，也有做過研究的資歷，隨著這個念頭我便往母校尋找機會了。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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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中文大學和都會大學（前身是香港公開大學）也同時提供給我工作機會，但相比之下，都會大學
給我一個更有發揮空間的工作。最後，我和我的中文大學老師商量後，她也認為我在都會大學教學是
更好的選擇。就這樣，我結束了五年照顧病人的前線護理工作，成為了都會大學的講師，也正式開展
了我的教學的旅程。
《待續》

「執著面向太陽，集正能量，活出燦爛與美麗。」

護理職涯
護士A: 護A

的

工作與生活平衡

護士B: 護B

宜
護A: 下星期我會帶阿仔，仲有其他朋友去玩獨木舟，你
一齊來玩嗎？
護B: 不去了，我雖然那天都是放假，但前一日的假期都有
約，所以都想休息一下。
護A: 嘩，有連續兩日假，真係好羨慕你啊。
護B: 辭職後，轉了返兼職，假日的確多很多，但生活就要
節儉多一點了。而且我最近的讀書上需要實習，實習
後又要寫報告，時間都是剛剛好夠用。不過學習的
內容都讓我很感興趣，相對較為單調的兼職護理工
作，也算是有個「心理平衡」吧！
護A: 講 起「 平 衡 」，忙 還 忙，正 所 謂 要“ w o r k - l i f e

也試過在病房頻密地輪夜班工作，以致濕疹一發

次序上，基督徒們就不可因忙碌，而把聆聽主話的

不可收拾，之後我申請調職到這裡，不用值夜班的

時間輕視。

崗位後，才沒有復發，直至......唉......
護B: 你似乎有些難言之隱噃......
護A: 在這部門工作了五年多，我發覺自己的價值取向
和辦事方式，都跟上司與同事們格格不入，再加上
複雜的人事關係，真的讓我倍感壓力。我都有嘗試
過一些減壓方法，譬如最近去了學打鼓，認識些新
朋友，有精神便去跑步做運動；不過，我開始感覺
到身體的健康每況愈下，但沒辦法，前兩年我和先

護B: 你說得對啊，而“w o r k- l i f e b a l a n c e”對我而言，
就是要從認識自己開始。有些人假日出外多去「放
電」，見見朋友，玩玩活動，就可以重新「充電」；
然而有些人如果活動過量，反而適得其反。而我就
是後者，所以約朋友都要適可而止呢！

讓我想起，枝子與葡萄樹的聖經教導：「我是葡萄
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
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
麼。」（約翰福音十五5)。咦，原來已經四點多了，
我要接阿仔放學啦，再傾。
護B: 再見！

經歷過這次第五波，各部門也著手準備第六波，

生買了樓，兒子又準備升小學，生活各項開支都不

因為第五波的教訓和代價實在太大了。牧者常言

少......

道：『人的盡頭就是神的開始。』感謝神往往在

balance”嘛，投入工作和學業之餘，也要讓自己出
去郊外鬆一鬆呢！

護A: 都是啊，我都整個月沒參加崇拜了......你這番話也

護B: 真是好不容易的掙扎啊，生活各方面都可以是壓

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相信只要我們願意仔細回

力......其實我都感恩有過情緒病的經歷，所以比

望這次疫情所教曉我們的大小事時，只要人願意

較敏銳到自己的臨界點，以確保自己可以情緒健康
地生活。你有做運動，又去學自己感興趣的活動，

承認自身的不足，呼求祂的救贖，堅持到底，就
必得救。

都已經做得好好呢。除了身心健康，對我們基督徒
來說，和神的關係也是至為重要。最近我在一次網
上崇拜上都領受好好的提醒：那就是，馬大在忙，

每 月金句
「興起！發光！

護A: 啊，明白。你當初都好勇敢啊，當察覺自己情緒開始

馬利亞卻選擇在耶穌腳前傾聽主道的故事（路加

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

響起警號，便決定辭職休息一下。想當年我年輕時，

福音十38-42)。我想，忙碌本身並無不妥，但優先

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
賽60:1

護「事」
話你知

活 動 消 息 - 每月團契

8月

曄

近

來有同事問起「點解每次見到你總係咁energetic?」我直接的回答是「每早晨都是新的，昨天再糟

9月

糕，今天一覺醒來又是新的一天」。

增。除了每天踏進病房前的禱告求主賜下夠用智慧和耐性去應付當天的難處，「每早晨都是新的」這個應許於我也

除此之外，跟大家分享小小心得：在工餘生活中找點讓自己保持活力的事：放工後的天倫時間，教會崇拜團契聚會，

日期: 2022年8月29日(週一)
時間: 19:30-21:00
地點: 護士團契會址

訴不盡的情意精神科病人聯絡主任工作分享
日期: 2022年9月26日(週一)
時間: 19:30-21:00
地點: 護士團契會址

於深切治療部上班，很多時候也是忙個不停，而每次當shift In-Charge 時，分配人手和資源的挑戰與壓力也與日俱

是很鼓勵的！

桌上遊戲 「非一般 GOD GAME 」

10 月

喜歡的運動喜好等等（剛過去的sleeping day 帶了阿女參加兒童崇拜結業禮，下午有團契小組分組，晚上回娘家與

周年大會

各會員務必出席!

日期: 2022年10月31日(週一)
時間: 19:30-21:00
地點: 護士團契會址

家人聚聚，很累卻很滿足）。
�
盼望，大家也找到讓自己繼續保持動力服侍的源動力，不要迷失在忙碌中，互勉!

費用全免
查詢/報名 : 9017 4513
WhatsApp / Signal

奉獻支持
欲奉獻支持團契聖工可透過以下途徑：

1. 轉數快 FPS ID：100504588
2. 用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基督徒護士團契』
3. 將捐款直接存入匯豐銀行戶口：127-3-009173

Hong Kong Nurses Christian Fellowship ，
並將銀行收據連同姓名、地址及電話寄回本團
契或電郵至 info@ncf.org.hk 或 whatsapp /
singal 至90174513。

歡迎讀者以電郵回應，給予讀後感或建議，讀者電郵至info@ncf.org.hk回應。本刊物由護士團契出版，刊物內所發表的文章，純屬筆者的觀點，並不代表本機構的立場。
如欲轉載，須獲授權，請聯絡本團契。如欲停止收取本團契通訊，請將閣下資料傳真或電郵本團契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