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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對蔡雅雯護理師來說是特別的一年，一張滿臉布滿壓痕、因長時間

穿戴防疫裝備而脫皮的側拍照，讓社會各界看見醫護人員堅守崗位的不容易；緊

接著，她圓滿了等待二十二年的心願，捐贈周邊血造血幹細胞給配對成功的受髓

者。對於來自四面八方的讚揚與關注，在急診服務二十一年的蔡雅雯謙卑以待，

直說是盡本分，願把救人的光環，留給比自己更加辛苦無比的醫療團隊。

個頭嬌小卻活力十足的蔡雅雯是高雄人，爽朗的笑語一如南部豔陽，但小時候

可是個容易臉紅又「閉俗」的小孩。從小怕打針的她，後來出於不喜歡考試和聯

考落點的交集，進入護校，也似乎在住進宿舍、離家生活的獨立訓練中，性格裡

面的冒險因子、勇於挑戰的那一面，慢慢長了出來。

「我抱持著『離家遠一點』的心態來的。」輔英護專（今輔英科技大學）一畢

業就到花蓮慈院急診室工作。爸爸是公務員，媽媽是美髮師，身為長女，從小被

要求在家裡經營的家庭美髮店為客人洗頭，每當媽媽忙不過來，就要代母進廚房

幫忙洗米煮飯。對一雙兒女呵護備至也嚴加管束的蔡媽媽，一直到女兒念到專科

了，還是要求孩子要穿戴她一手搭配好的服裝，母女衝突與日俱增，為了給彼此

多一點空間，五年護專時期蔡雅雯選擇住校，之後要去人生地不熟的東部就職，

媽媽雖然擔心倒也沒有太大的反對，「我猜媽媽應是覺得慈濟是宗教醫院，看我

能不能被師父感化吧！哈！」

護理菜鳥遇枯竭		徹悟整裝回鍋

「一開始很有熱誠，充滿理想、抱負，想著奉獻給病人，半年就出現 burnout（倦

怠），因為衝突太大。」希望趁年輕到重症單位磨練一下，職場新鮮人蔡雅雯滿

腔熱血進入了急診。當時的試用期只有一個月，壓力大到每天要上班前的那一餐，

一定吃不下。獨立的第一個月就爆瘦五公斤，耳邊老是響著救

護車的鳴笛聲，整個人非常緊繃。最讓她難以克服的，是每當

急著處理事情，對於病人或家屬的重複性提問，一不小心就冒

出「剛剛不是已經講過了嗎？就是要等醫生！」這樣的回應。

一整天上完班下來，既愧疚又懊悔，人家就是不知道、不熟悉

才會問啊！自己的同理心究竟到哪裡去了？「我痛恨那時候的

自己。很討厭上班，只要病人一多就『阿雜』（閩南語，心情

煩悶）。」到職一年就辭職。她回想起來，應該是假借再繼續

念書之名，逃離這個地方。

不過她與慈濟的因緣尚未結束。回高雄，在老家附近的小

醫院上大夜班，下班接著去補習班上課一整天，半工半讀一年

穿戴防疫裝備，臉都脫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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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考上兩年制臺北護理學院（今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醫護管理學系護管組。在

北部念書這兩年，她玩社團，也參加了慈青社，跟著學長姊到孤兒院、安養院推

環保，不時還有慈誠爸爸、懿德媽媽的關愛，重返校園的日子既充實也豐富，更

開啟了她護理生涯的轉捩點。

暑假，她隨慈青社到花蓮靜思精舍參加學佛營後，接續參與了醫療志工營，被

安排到花蓮慈院的門診區服務學習。在候診區見到一對老夫婦，一臉焦急，似乎

已等候許久，阿嬤忍不住敲了診間的門，聽到或許是忙昏了的護理師語氣不佳回

應別再敲了、輪到就會叫人了，阿嬤連聲應好，直說不好意思……蔡雅雯陡然一

驚，「以前的我，是不是就是這樣對待病人？阿公阿嬤那種好像做錯事情的驚慌，

可是他們其實一點錯都沒有，多令人心疼哪！我當下大徹大悟！」以人為鏡的映

照，幫助她看清自己。營隊結束前回到精舍分享，她主動上臺訴說心聲，邊哭邊

懺悔自己之前沒有做好。

二技一畢業，沒有任何猶豫，二○○○年毅然決然再回到花蓮慈院重新開始。

謹記著志工營中師父說過，上人需要大家幫幫他，希望慈青的孩子們回來服務，

「我無法扛起一間醫院，但是有我一個算一個，要盡全力把良能發揮到最好。」

整裝回鍋後，多了自信，用最適合自己的節奏，勤快穿梭在急診。「就是單純

的想讓病人不要那麼緊張或少一點痛，比方說要拔針管，我就會慢慢的撕、輕輕

的拔，不為了省時間而只求快。這樣的心念，當我再回來服務的時候，就更明顯

了。」

二○○三年七月舉辦的空中救護訓練，
助教之一蔡雅雯（第一排左五）與學員們合影。圖／花蓮慈院急診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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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慈濟就是有緣，在急診常住志工蘇秋忠師兄的帶動下，被自然而然、潛移默

化的，從協助收功德款到加入慈濟委員見習、培訓，二○○三年成為急診第一位

受證的護理師，由於醫院同仁總對來院服務的醫療志工尊稱為師姑、師伯，芳齡

廿六的蔡雅雯此後也得到「蔡師姑」的敬稱。

貴人啟蒙		愛上緊急救護技術

工作起來精明俐落的蔡雅雯，早期卻常因記不住別人的長相而鬧出不少笑話，

但是她永遠記得在醫院遇到的每個貴人。「我急診生涯的師父之一，就是炳哥

──凃炳旭值班護理長，他帶著我們幾個同期的新進護理師，走上 EMT 緊急救護

技術培訓之路，乃至成為助教，我的生活和工作因此變得更豐富。」

時任急診副護理長的炳哥，常常下了小夜班，就帶著蔡雅雯等幾個外地來的同

仁直驅太魯閣、觀雲山莊等地到處遊玩。某次，四位同事分騎兩臺摩托車，清晨

五點多在前往文山溫泉的路上，途經和平一帶，突然見到對向的車道，有一臺倒

地的機車，離一段距離之外，又躺著一個人。原本以為是酒醉，迴轉繞回去一看，

哇！其實是兩個人疊在一起，阿嬤底下還壓著阿公！

把有一點清醒的阿嬤扶起身後，發現面朝下的阿公，口鼻全都泡在充滿血水的

安全帽裡。撥打一一九、等待救護車之時，為了固定阿公的頭部，還攔下了一臺

路過的貨車，借了兩個裝水用的大水桶，「炳哥教我們用徒手固定的方式把人翻

正，把這兩個水桶頂在阿公的耳邊，固定頭部；再把身邊準備要帶去泡溫泉用的

大浴巾捲成長條，箍住脖子充當臨時的護頸圈，在沒有任何救護裝備下，現場有

什麼就用什麼。」

這個意外的救人經驗開啟了三位護理新生代成為緊急救護技術員的興趣。炳哥

當時已經是到院前緊急救護領域的教官，有心栽培下，幫她們報名了臺北某消防

分隊開設的 EMT 助教訓練班。為期三個月的課程，週間要自行調換成小夜班，夜

間十二點下班，就去趕半夜一點的夜車北上，清晨五點左右抵達臺北火車站，三

個女生在月臺找長椅小睡或席地而躺。六點捷運一發車，可能七點之前就到分隊，

人家知道三人從花蓮來上課，找地方讓她們休息一下。八、九點一開始上課，直

到下午三點多，跟老師說一聲要先離席，再乘捷運或計程車到臺北火車站搭火車

回花蓮，趕在下午六點前上班。

從助教到講師		不一樣的職涯風景

「拚了命克服萬難去達成。累歸累，現在想起來卻是很美好的一段回憶，受訓

時也受到很多禮遇。結訓前要準備評比，炳哥除了陪練，只要放假就專程北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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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班。還有白班的同仁情義相挺，代班四點到六點這兩個小時，大家這一路的照

顧有加，我們感念在心。」完訓後，炳哥安排三人進入花蓮縣消防局美崙分隊實習，

接受具備救護功能的鳳凰志工訓練。她們下班、假日就去分隊協勤，救護車出動

跟著上車，趕去現場執行急救、捕蜂、抓蛇等各種救護任務，與一起協勤的義消

大哥大姊們情同一家人。

蔡雅雯取得助教的資格後，不管是醫療人員還是消防人員的 EMT 訓練課程，有

機會就一起參與授課。「跑過很多場子，見識過大小場面。我只是一個單純的護

理師，慢慢的從助教、現在可以獨當一面當講師。大大小小的經歷打開了我的視

界，結識了很多來自各個領域和各種社會角色的人，原來救護工作可以這麼多元

而寬廣。」

愈挫愈勇		練到頂就是自己的

另一方面，將海外 ACLS 高級心臟救命術引入臺灣的急診部胡勝川主任，為了要

全面推廣至各醫療院所，首先在醫院訓練出一批助教團隊，對救護技術很有熱忱

的蔡雅雯也是其中成員。「ACLS 證書是在急診或重症單位工作所必備的證照，胡

主任受邀去上課時，就必須要有具備 BLS 基本救命術（含 CPR 及 AED）證照的助

教同行，因為屬於其中一門課程。我們這群助教就跟著他一起到中部、北部、東

部等各家醫院授課。」

還記得當初受胡主任訓練時，光是 CPR 就重考了五次。第一次好不容易花十分

鐘把很重的假人安妮鋪好了，才跪下去，都還沒開始，就被說不用考了，因為跪

的位置不對。基於訓練技術要純熟到變成反射動作的堅持，嚴格的胡老師從來不

在當天考第二次。蔡雅雯沒有因為一直被刷掉就灰心氣餒，重考到第五次的時候，

已經很有信心，知道會抓哪些點了。後來她也常藉此親身經驗鼓勵學弟妹，沒考

過沒關係，學到會、練到頂就是自己的。

「我認定是必須的，就會不斷勇往直前，每過一關了就繼續往前去實現目標，

不怕多難多苦。學護理、選急診、當助教，差不多都是如此。」小時候那個怕打

針的內向小女生，不服輸的性格，愈長大愈外顯出來。帶著救護良能守護臨床、

勇闖天地，參與過合歡山雪季醫療、蘇州義診、慈濟大學生河南文化交流團的隨

隊護理師……充分體驗醫院內外的世界。

急診搬新家陷人力危機		正念療癒

二○○五年三月，花蓮慈院合心樓啟用，急診從舊大樓搬遷到新大樓，急診床

位數變多了，還要適應新的環境、制度和工作模式，原有的護理人力配置難以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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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不少人接連求去，三個月之間，急診少掉了一半以上的人力。留下來的同仁，

負擔更形沉重，難得放一天假，不忍見護理長調不出人手而為難，總咬牙答應多

留下來半天或幾個小時把事情做完。蔡雅雯根本沒有假可以回高雄老家，為此蔡

媽媽直接致電找上護理長「關切」，當時接到電話的炳哥，想盡辦法幫她挪出三

天假回家安撫母親大人。

但最讓蔡雅雯難過的，是變了調的工作氛圍。她所喜歡的、熟悉的急診，向來

是團結一致、相挺相照應的，怎麼突然間變成充滿負向的情緒語言在互相抱怨、

煽動、對待？這不是她要的職場，但是又不想離開這個育成她的地方，痛苦的漩

渦，讓她每天只要躺上床就一直哭。

煩心到受不了，跑回精舍。正好遇到德念師父，她訴說了急診的近況，一邊講

一邊哭，一邊問鑽在死胡同的自己該怎麼辦。師父開導她，無法去改變整個環境

的時候，不妨先把自己的心念照顧好，也許自然而然就可以影響到別人。就像開

了竅一般，「我每天起床告訴自己今天要開心上班，就變成了有點瘋瘋顛顛的蔡

師姑，三不五時耍幽默一下，聽到的人一個、兩個笑了，笑可以解千愁，果然氣

氛就有點被改變了。」半年後，新進人員慢慢補齊了，運作漸上軌道，困苦於流

動不安的急診團隊終於回穩，度過這場危機。

「我離不開急診，是因為在這裡碰到非常多的貴人哪！指導過我的醫師、護理

主管和前輩、合作無間的夥伴、盡心盡力的清潔叔叔阿姨、貼心仔細的志工……

每一個人都超可愛的。」在這個充滿變動的地方，會遇到歇斯底里的病人，家屬

蔡雅雯護理師圓滿二十二年的願，捐贈周邊血造血幹細胞，蔡爸爸和蔡媽媽從高雄北
上花蓮來陪伴。截圖／大愛電視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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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有聽不進去的時候。累了、受了委屈，或是遇到困難，突然就有一雙手或是

一個人出現在身邊，哪怕是一個小小的動作、一個眼神或笑容，都讓她感受到「我

挺妳」的無聲傳遞。在急診，有滿滿講不完的感動，滿滿的都是要感恩的人。

暖心師姑護理師		呵護扶持新苗

成為資深學姊，開始帶新人後，蔡雅雯也成為後輩心中的「暖心師姑」，給學

弟妹的職場叮嚀是「不要長脾氣，要長智慧。」她認為急診的環境會造就兩種人，

一種是在歷練中修養心性，在自省和自勵中將稜角磨圓；還有一種就是火爆性格，

病人一多、狀況一多，情緒也隨之起伏高漲。哪怕再忙碌，她都願意花一、兩個

小時跟後輩談這些心底話。要傳承的，不是哪些人不要去招惹，而是要去看見每

個人的強項和值得學習的地方，期待每位新進同仁若日後有心事或是遇到卡住的

崁，需要排解、建議或任何資源，都能夠在學長姊的身上，找到幫助和力量。

當初來實習的學妹范君嘉，後來成為急診同事，曾對雅雯說：「妳知道妳影響

我很大？」同樣受到啟蒙的學妹尚有護理臨床教師黃珊珊。另一位學妹周英芳，

初進急診，試用期快滿了，本來要離開，「因為妳，讓我決定留下來。」英芳現

二○○六年慈濟在江蘇省泗陽縣舉辦光明行動眼科義診，幫助患有白內障的貧困患者。
蔡雅雯護理師（右二）、吳維珊護理師與志工們一起參與發放物資。攝影／黃世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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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是二五東病房的護理長，更從專師、研究所、一路念上博士班。看著一手帶

出來的後進們在護理路上茁壯發光，蔡雅雯引以為榮，直呼感動到不行，也讓她

樂於扶持新苗，攜手同行。

接任副護理長		新手主管同伴力挺

當臨床資歷與能力臻於成熟，每當主管職出缺時，廣受夥伴擁戴的蔡雅雯，常

被拱出來接位，也有醫師自願要幫忙寫推薦函，不過自評沒有領導欲又怕麻煩，

還是安於原職就好。二○○八年，急診部副護理長再度出缺，向來安於現況的她，

想要有所轉變和突破，在參與一場營隊活動中，聽聞師父一句「該是你承擔的時

候，就必須要把這個責任挑起來，時間到了就要不畏苦」，推動著她帶著好奇和

勇氣，接下副護的職務。

接下副護的五年，除了熟悉的臨床業務之外，也要接受龐大而複雜的行政業務

磨練。新手上任，因陸家宜護理長和資深副護炳哥接連請喪假，她只能硬著頭皮

代理，毫無頭緒下，好在有張玉芳督導前來協助指導，讓行政作業不至於停擺。

每當傷腦筋班表該安排時，同仁們都很體恤，「沒關係，什麼時候需要，只要時

間可以就出來抵那個班，我們挺妳、幫妳！」述及這分情誼，惹得她熱淚盈眶。

這段期間，她也成為人妻、人母。在急診的孕婦護理師想必吃了不少苦頭？

三十五歲生第一胎、現在是二寶媽的蔡雅雯，反倒覺得是非常幸福的事。「學姊，

妳先趕快去吃飯啦，要不然寶寶等一下肚子餓！」時間一到，催促聲此起彼落，

大家就算忙到真的沒有時間吃，也會一致想辦法讓她去用餐。病人躁動一點，「學

姊妳去旁邊、不要靠近，小心妳的肚子！」要跑加護病房、衝心導管室時，「別動！

有沒有什麼特別要交（班）的？我幫妳跑！」……懷孕期間深刻感受到時時刻刻

被同伴們保護著，「難怪我無法離開急診，因為這裡的戰鬥夥伴真的太有愛了！」

管理職的事務繁重，坐在辦公室電腦前，正忙著彙整護理品質管理、救護車等

功能小組的統計分析報告，電話一響，就得出去急診區處理緊急情況；同仁心有

不滿，就需要把人請進來小會議室，坐下來好好了解一下；跨部門的溝通協調更

是沒少過，往往忙到晚上八、九點事情還做不完。當了媽媽後，時間一到又得先

趕去醫院附設的托嬰中心接孩子，日日時間被擠壓切割，該完成的報表愈積愈多，

只能趁假日來辦公室趕工，久而久之，成為同仁眼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醫

院」的蔡副護，不免讓人心疼，自己也深感不勝負荷。為了照顧好家庭，以及確

保工作品質，幾番考量，在二○一三年、大兒子一歲左右時，卸下副護理長職務，

不過她仍盡所能的協助分擔，接下行政需求較高的護品組組長一職，在急診前線

和支援加護病房間貢獻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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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物
人

Character Profile

托嬰中心學當媽媽		嫁到神隊友很惜福

「在這裡，不是我付出很多，是我得到非常多。」初為人母，嬰兒一哭啼，她

毫無章法，焦慮到影響哺乳量，身為護理人員，雅雯震驚於自己完全不會照顧新

生兒，而且還是親生的！她想到的辦法就是請了三個月育嬰假到托嬰中心當志工，

跟著托育老師學習。老師怎麼做，她就照做，發揮急診迅速確實的精神，一步步

學著照顧其他嬰兒，自己的寶寶則交給老師全權照顧。身心放鬆後，母乳分泌量

回復還能冷藏，返回職場後，足夠寶寶喝到了十一個月大。

蔡雅雯的先生是花蓮慈院失智共同照顧中心個管師徐政裕，夫妻倆帶小孩，互

為彼此神隊友，偶爾時間兜不攏，襁褓中的幼兒，假日跟著爸爸或媽媽到辦公室

去，也有同仁或是志工來看顧疼愛。「常聽人說夫妻是相欠債，但我家先生說，

我們之間沒有誰欠誰比較多，我們是來共行菩薩道的。」家裡有一個會引用佛語

撫慰人心又會做家事的男人，還真不賴。

隨著孩子步入學齡期，曾動念轉調居家護理師，不過二○二○年新冠疫情一爆

發，體內的急診魂驅使著她堅守防疫前線，因為「急診是我上班的家，我要和夥

伴一起守護它。」不論身在哪一個家，都有眾人的護持。細數護理生涯一路的收

穫與風景，她知足惜福。 

二○○七年合歡山雪季緊急醫療，蔡雅雯護理師（左二）隨急診團隊上山支援，當時
還是男友的徐政裕（左一）愛相隨。中為凃炳旭護理長。圖／花蓮慈院急診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