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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Hsu Tu,  
Night Shift HN, Hualien Tzu Chi Hospital

花蓮慈濟醫院夜班護理長

One of the First Runs to the 
Emergency Front Line

急急難救護衝第一難救護衝第一



35Volume 21  .  Number 1

二○二一年清明連假首日，秀林鄉大清水隧道發生臺鐵太魯閣號出軌事故，花蓮

慈濟醫院夜班護理長「大炳」凃凃炳旭在第一時間接獲花蓮縣消防局特搜隊訊息，隨

即背上醫療包、跨上跟著他服役二十七年的老豪爽一五○重機，衝往現場參與搜救，

英勇的身影被另一臺消防車上的搜救隊夥伴拍了下來，貼上臉書，引來媒體記者爭

相報導：「他不是在救人，就是在前往救人的路上！」

花蓮慈院第一位男性護理師

凃凃炳旭是花蓮慈院啟業以來，招募的第一位男性護理師，也就是──「男」丁格爾，

二十七年來，從急診護理跨入災難救援，在海外大型賑災義診中累積豐富的實務經

驗，再一步步成為消防隊急救訓練教官、特搜救護隊員。他將自己喜歡上山下海的

愛玩天性，轉換為投入急難救護的強大能量，實踐搶救生命的護理職志。

回想，二○一八年二月六日深夜花蓮大地震，花蓮慈院於半夜十二點十分啟動大

量傷患應變機制，召回全院醫護行政協助救治傷患。自家在花蓮市區，竟也成為地

震受災戶的大炳，當下確認家人無恙後，便繼續在急診室效力，與院內四百多位同

仁一起合力照顧陸續到院的一百多位傷者。

人生日常必須面對許許多多生命的驟然消逝，這樣的失落感與悵然卻沒有打消大

炳對急診護理的熱情。除了自身的護理工作，他還經常以志工身份，參與慈濟的國

際賑災與義診。

二○一五年尼泊爾強震後，慈濟賑災團在帳篷區設立臨時醫療站，大炳拆下紙箱

的厚紙板為骨折病人進行包紮，也為了幫行動不便的病人送福慧床，在傾盆大雨中

跌出滿身泥漬。二○○八年大陸四川大地震之後，他與慈濟人醫會志工醫師就地取

材，將農家提供的竹枝、木板，當作急救設備為傷者固定傷肢，亦協助搬運年邁病

人坐上借來的老舊三輪車上，克難載送就醫……。

對凃凃炳旭來說，不論被尊為白衣天使還是救災英雄，不管身上穿的是護師服或是

搜救服，始終秉持著救人第一的使命感，以護理的急診專業與熱情為盔甲，勇闖搶

救生命最前線。

他出生於臺南，幼時即隨經商的父母北上，在臺北長大，由於父親與朋友在花蓮

光復一帶兼營起畜牧生意，小時候能夠在牧場追逐牛群、度過寒暑假，是他美好的

童年記憶。不愛念書的他，高中聯招時成績欠佳，沒有學校可讀，於是便跟隨已經

先行移居花蓮的家人來到東部生活。不過因為太愛玩，兩度留級升不了高三，又從

花蓮轉學到南部高中。

也許是環境合拍，也許是找到興趣，雖然一樣放學後就到處跑去玩，但就像開竅

了般，轉學生凃凃炳旭的學業突飛猛進，尤其對喜歡的物理、化學、生物三科全心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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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念到前三名，還代表學校參加科展，打

敗名校選手，最後更憑藉理科強項在大學聯

考一舉考上臺北醫學院（今臺北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這算是依填志願排序發生的最好

結果，堪稱光耀門楣。當時父親事業經營不順，家境已大不如前，父母依然歡喜扛

起私立醫大的學費昂貴，不過北上賃居的房租和生活費，凃凃炳旭就必須自理了。

輔修「登山系」的護理生

大學四年，愛玩的天性，讓他得到最大值的釋放，因為他愛上了登山。

凃凃炳旭還記得第一次去爬雪山，不知道登山和溯溪分有各種難度級別，只看到學

校登山社招生海報上一句「上行溯源樂趣多」，傻傻的就報名了，殊不知所選的七

家灣溪路線技術難度極高，根本新手不宜。因為裝備不全，買不起露宿袋就自行帶

兩個大型黑色垃圾袋包著身體睡睡袋充數，第二天晚上就差點失溫賠上小命！眼看

情況不對，天一亮，擔任高山嚮導的牙醫系學長下令撤退，三人小隊接著趁白日要

翻越一整個山頭，徒手攀荊抓棘開路途中，單隻手掌就弄出三、四十個傷口，還因

不小心撞上山壁，手指般長度的樹枝直直卡入鼻孔內！

二○二一年四月二日大清水隧道發生臺鐵太魯
閣號出軌事故，凃凃炳旭第一時間前往現場參與
救災。與林俊龍執行長商討緊急醫療救護事宜。
下圖攝影／李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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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訂十天的行程，三天就告終。這個狀況百出又失敗收場的慘痛經驗，並沒有讓

他退卻，好不容易安全下山了，隔天遇到了要走雪東線上山的隊伍，一聽說很輕鬆、

很好爬，想也沒想，傻小子凃凃炳旭就帶著不合格的裝備和滿手的傷口，再跟著雪東

線出發上雪山了！完全沒把之前的險象環生放在心上。

「山上有很多有趣的事。交朋友是其一，好玩最重要。」那時他一週排五、六天

當家教老師，第一為了養活自己，第二為了買他口中「貴桑桑」的登山裝備。凃凃炳

旭一門心思都放在征服山嶽、鍛鍊升等，大三下就考取高山嚮導證照。至於護理課

業，基本功當然要練成，但像是不拿手的英文，凃凃炳旭心想過得去就好了。承蒙老

師給予機會和照顧，加上考試之神眷顧，讓他能順利畢業，並於入伍服兵役前考取

了護理師證照。那段護理系學生卻輔修登山系的大學時光，不論是技能養成或是培

養膽識上，都讓他在急診護理職涯上，蘊化連鎖效應，牽引著他向朝災難醫療、到

院前緊急救護、乃至特種搜救等領域，持續研修深造。

而凃凃炳旭口中順風順水的護理師執業之

路，其實是一次耐不住的衝動之舉。退伍前

半年，他與當時的女友大吵了一架，負氣下，

便往離北部越遠越好的醫院投履歷，其中一

封寄到了花蓮慈濟醫院，沒料到幾天之後就

接到了回音。「護理部督導昕穎姊（今醫療

法人執行長辦公室蔣昕穎高專）很關心，不

時打電話來問候。醫院當時很缺護理人員，

想去哪個單位都歡迎。我們就在幾次通話中

2003 年 7 月空中救護訓練，講師之一凃炳旭
為學員進行急救設備教學。圖／花蓮慈院急診
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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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定，她也同意讓我換單位。」大炳說：「走急重症領域本來是一個自我期許，但

基於學生時期我就在加護病房實習，原本也以加護病房為首選，但是考量之後，我

想很愛往外跑的自己，更適合『離外面近一點、看得到陽光風雨』的工作場域，就

決定轉單位到急診去試看看。」

於是一九九五年，二十七歲的凃凃炳旭護理師到職，成為花蓮慈院第一位具備大學

學歷的男性護理師。第一天報到就引起轟動，除了護理部主管團隊自是關愛有加，

還有媒體來採訪報導。也因著第一位男護理師的加入，慈院護理部才發現工作環境

上還有許多層面沒有考慮到，例如，最基本的男性護理師制服就要重新準備。

凃凃炳旭並沒有陶醉在身為男丁哥兒的光環和關注，因為眼前有更迫切的危機讓他

一個頭二個頭大──當完二年兵的他，幾乎把大學四年所學的都完全還給老師了！

他得在這家醫院重新開始學習如何當一位護理師。被菜鳥時的大炳尊稱為「師父」

的王惠英護理師（今服務於萬榮鄉衛生所），是他的直屬指導學姊，更是護理生涯

起步的貴人，王惠英看見學弟愣著不知該從何處著手為躺在病床上的病人換床單，

她善解地說：「忘記了齁？來，再來一次，我教你。」資深學姊就這樣帶著他，一

步步執行「鋪臥有病人床單」的步驟，就這樣，許多護理技術在學姊耐心一遍一遍

重複教導下，逐漸熟練。

凃炳旭（右一）是花蓮慈濟醫院第
一位男性護理師，其後許多男丁格
爾好夥伴陸續加入，右二為阿米劉
銘文，右四為寶弟黃柏浚，後排左
三為範範李彥範。圖攝於 2008 年。
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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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梯新人互學互助　資訊交流力量大

然而每位學姊的帶人方式不同，他也吃過排頭，畢竟前輩想要怎麼教是一回事，

總是要自己學會才算真本事。一次做不到位，記取教訓修正改進便是。也許是對壓

力懂得調適，也許是忘性很好，什麼挫折、沮喪、不愉快，都不會在他腦內留存很

久。回頭看來時路，凃凃炳旭說，「或許是自己資質駑鈍啦，所以花了一年的時間才

漸入佳境。」現在若是看到學弟、學妹，在新人期被釘得滿頭包，下班躲在那裡哭，

大炳學長路過總不忘幫他們加油打氣，「忍耐！就這一年，撐過去就是你的了。」

另一方面，同儕的支持也是深具作用力的。凃凃炳旭記得與同梯之間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大伙都滿愛玩的，常常小夜班一下班，幾個夥伴揪一揪，就長驅太魯閣文山溫

泉泡野湯，一星期去個兩、三天，簡直當自家浴室一般。大家還會輪番開講在急診

的各種遭遇，「滿好的是，第一是情緒抒發；第二還可以交流資訊。」急診很大，

早期還分內、外、兒科等，在外科的人，可能對內科的情況不太知道。泡著溫泉，

聽到人事物各種狀況，多少學到了各科在做什麼，可能會遇到什麼情況，輪到當值

時，至少心裡有個譜。

「急診二十四小時運作，上班就是八小時，代表還有另外十六個小時的事情是不

知道的，所以與同梯一起出去玩的時候，也就在補足我不知道的那塊。」就算是抱怨，

也能過濾出有用的資訊，幫助自己在急診生存下去，這是凃凃炳旭認為比較正面的做

法。「時代不同，現在的小朋友不興洗溫泉這套了，至於資訊交流，可能他們在社

群軟體裡就能達到同樣的效果，也很好，不見得一定非要怎麼樣的方式不可。」

爾後，急診陸續有男護加入，大炳學長有了「寶弟」──黃柏浚、「範範」──

李彥範、「阿米」──劉銘文等學弟，四人曾獲封「急診 F4」的美稱，讚許的不是

花美男的外表，而是他們敬業細心的護理專業。第一代的「男丁哥們兒」投入熱情，

努力茁壯、精進成長，乃至獨當一面，現在 F4，寶弟還在急診一線當值，為急診培

育後進不遺餘力；範範不但出書成為作家，還不斷進修成為慈濟大學護理系老師；

阿米成家立業當了爸爸，擔任專科護理師，在急救擬真教育上綻發光芒。急診 F4 讓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職場的性別友善氛圍落地生根，吸引更多男性投考護理學系，跟

隨學長們的護理專業與執教的腳步前進。

不走老路，另闢進階訓練之路

隨著處理困難個案的次數增加，凃凃炳旭也被訓練得更加膽大心細，能夠面不改色

地抱著傷者的斷肢到水臺清洗，一顆顆仔細挑去殘留在腿上的碎石；亦或是清晨隨

救護小組趕赴機場接回失足墜崖的山友，救護車衝回急診時，病人已出現休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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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壓只剩九十幾，一群醫護連忙進行回溫措施、照Ⅹ光、固定多處骨折部位、送進

手術房開刀，這一趟，足足花了四個鐘頭的急救才搶回一命。

在急診磨練了幾年，接到血肉模糊的病人，或面對任何慘不忍睹的景象，凃凃炳旭

已能臨危不亂、鎮定以對，照護品質和穩定度亦愈加上手。然而這個熱愛自由的大

男生，對於走考試、書寫案例分析和個案報告的傳統護理進階制度 (N1、N2、N3)，

沒什麼興趣。「志不在此、不安於室」的他決心另闢蹊徑，自己找資源訓練自己，

透過空中緊急救護、災難醫療救護隊 (DMAT)、到院前緊急醫療救護 (EMS) 的訓練課

程，鋪就自成一格的進階之路，把急診護理師的角色，拓

展出更多元的可能。

一九九九年，凃凃炳旭騎摩托車前往支援玉山高地路跑活

動醫療組的任務途中，出車禍摔斷了腳，被送到埔里基督

教醫院處理傷口，再送回花蓮慈院動手術，養傷兩個月期

間，發生了九二一大地震。「這場震災把全臺灣急診人的

熱血都引出來了，一批批醫護人員志願組隊前去支援救災。

我們醫院也是。當接駁巴士在醫院大廳門口停好，大隊要

2004 年 1 月伊朗巴姆市地
震後，慈濟志工紮營的帳
篷成為臨時診所為災民醫
療。攝影／蕭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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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程了，我默默拄著拐杖、包著石膏，

也要跟著上車，被林碧玉副總一把拉

下來：『恁按捏系每嘎郎企衝啥？』（閩

南語，你這樣是要跟人家去做什麼）

哈！」

其後為了強化災難醫療的救助能

量，同年底政府成立了國家級災難醫

療救護隊，北區（臺大）、南區（成大）

各一隊，腳傷復原的凃凃炳旭，抱著彌

補完全無法參與九二一救災的高度遺

憾，報名了南區災難醫療救護隊的培

訓，結業後正式成為儲備隊員。此外，

也主動去參加許多急難救護協會組織

在各地舉辦的災難醫療相關研討會，

有系統地跟上最新的災難救援知能和

技術。往後在隨隊參與每一場海內外

慈濟賑災義診，尤其是大型災難後的醫療救助時，如二○○三年伊朗巴姆古城大地

震、二○○四年南亞大海嘯、二○○八年大陸汶川大地震、二○一五年尼泊爾震災

等，災難護理訓練時養成的各式技能，悉數派上用場。

學以致用		賑災義診收穫多

在急診會遇到各種情況，海外義診更是。不同的是，在醫院有各種治療、救命的

設備和專科醫護團隊，但出隊到災難現場時，就必須以現有的資源和人力，隨時機

動調整醫療策略以應變。例如伊朗大地震發生之後的二十四小時左右，慈濟勘災團

趕抵災區，同行的有凃凃炳旭與另一名急診醫師。兩週的時間內，除了協助賑災物資

發放，兩人醫護小組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將手邊有限的醫療資源發揮最大的功效。

志工團隊租了一臺巴士，當作行動醫療車，或定點、或巡駛，只要災民招手就停車，

隨處看診。地震路毀通訊斷，就算成立臨時的醫療救護站，附近災民也無從得知，

他們就找上當地的救護車業者協助引路，「我們有帶一些小型的家庭醫藥箱，量真

的不多。到帳篷區關懷，評估大概有多少人需要。然後找到一位能當老師的，把所

有需要換藥的傷者帶過來，教這位老師怎麼處理傷口。第一個病人由我示範怎麼做，

第二個病人由他操作給我看，直到他學會，最後把醫藥箱交付給他，請傷者需要換

藥時就來找這位老師。這樣能從一個醫藥箱獲益的病人數就變多了。」

2008 年 5 月四川大地震後，慈濟前往醫療義診，
圖為在當地公園設置醫療服務站的簡易藥局裡，
凃炳旭為老奶奶解說如何用藥。攝影／黃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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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南亞海嘯賑災時，已經有完整的醫護藥師團隊，但在義診運作過程中，發現

從臺灣帶來各式各樣的醫療物資品項非常多，讓工作人員陷入費力翻找的困境，原

本跟診的凃凃炳旭，自告奮勇轉向處理後勤物流管理，他和幾位志工把打包成箱的藥

品和醫材一一拆封，重新歸類、標示，讓補給動線順暢，同時每日盤點庫存，在檢

討會議上提報數據，因應現況，讓團隊能有依據，調整看診給藥時的流程，讓流程

更順暢，省力省時，就能幫助更多病人。

到了汶川大地震後，多數災民已經連幾週露宿帳篷，急需慢性病處方藥及感冒藥，

義診團隊帶去的藥量很快用完了，一時之間難以找到藥商請購，凃凃炳旭跟著團隊到

一家軍醫院想要借藥，對方得知是義診要用的藥，大掌一拍桌：「不用還啦！拿去用，

我們有個憑證（形式上的借條）就好了！」面對大災難，人們感同身受的同理心，

讓人動容！這次的慈濟義診團隊首度導入了心理層面的照護，同行的精神醫學科病

房江國誠護理長運用專長，透過帶領災區兒童們一起用餐、作畫的團體活動，分析

出小朋友的心理輔導需求。

「災難醫療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永遠不可能獲得你期待的所有資源、人、

訊息，狀況永遠不可能是完美的，永遠都在應變當中。」凃凃炳旭也說，也許救護教

官的職能讓他看起來是在教別人，但其實自己才是被教導的那個人。賑災義診讓他

看到災民相互扶持度難關的堅強，也學習到慈濟志工九十度彎腰、雙手奉上關懷物

資的恭敬悲憫，而每位夥伴都使出洪荒之力相互支援的真誠更讓他永生難忘。「每

個人都發揮了最大的功能，盡最大的能力在幫助別人。」救人的使命感與每一回的

真情感動，驅使他持續參與大型災難的救護與義診，大炳感慨的說，「因為九二一

震災救援沒去成的缺憾，太深刻了，所以我不想再錯過任何一次機會。不知道無常

什麼時候會先來，能做多一點，就先做一些」。

無論做什麼		救人總是第一

身為急診人，到院前緊急醫療救護 (EMT) 也是他不斷自我精進的區塊。「醫院跟

花蓮縣消防局、衛生局有合作，授課對象以警義消為主，當時急診部胡勝川主任跑

鳳林、玉里、豐濱等各處去上EMT1、EMT2時，常常要我跟課當助教，他正是我在EMT

上的導師。」胡教授後來以「你很可以栽培」為由，逕自為凃凃炳旭報名了「緊急醫

療救護訓練教官專班」。

此專班由胡勝川教授等數名臺灣急診界大老在一九九九年所創設，目的是引進國

際新式的救護技術並培養在地化人才，學員包含消防人員、醫護和救護人員。在臺

北衛勤訓練中心展開為期半年的培訓，課程充滿實驗性質，測驗合格標準也很不一

般。凃凃炳旭回憶當時，每一位學員都被整得很慘，而且每個月都會淘汰掉一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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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每回上課見面時，彼此打招呼的第一句話就是：「你

也『活下來』囉！」開訓時一百五十個人，結訓時，剩下

不到六十個人拿到證書。問他上班已經夠忙的，為什麼

還堅持了下來？凃凃炳旭回：「除非是要完全放棄掉這個

專業、從此不做這一行了，放棄當然就沒問題。但是我

想，既然這個課程跟急診護理專業有關，還是加減撐一

下。雖然當時怨聲載道，現在回想起來，也還滿好玩的。

後來『自討苦吃』竟然變成習以為常，從此不斷找機會

自我挑戰。

如今凃凃炳旭具備緊急救護、外傷急救、小兒救命術的訓練教官執照，院內或外部

單位有開課需求，就會協助擔任專業技術講師。他說一開始參加訓練教官的培訓，

「純粹想去玩」的成分占大多數，雖然培訓過程吃了很多苦，且多半要自費自假，

但「好玩」像是一個開關，激發他的鬥志和行動力，從院內走向院外，從急診護理

到救護技能不斷闖關晉級，走出了一條急診護理的新路來。

近兩三年，他又投入了搜救專業訓練。當年玩登山攀岩所習得的繩索技術，借此

轉化為搜救隊員運用繩索系統的救助技能。二○二一年太魯閣號火車意外事故，具

備花蓮縣消防局特搜隊醫療組成員及教官身分的凃凃炳旭，第一時間拿了救護包自行

2015 年 5 月尼泊爾地震後
的賑災義診也有凃炳旭的
身影。攝影／莊慧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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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車趕往事故現場，和特搜部隊弟兄們會合後，一起爬進隧道搜尋受傷的乘客，也

在隧道外協助進行檢傷分類，現場救難告一段落，當日下午四點又馬不停蹄回到醫

院繼續值班，照顧事故傷者。

「在急診，會接到命危的病人，有時候真的緊迫到來不及弄清楚狀況，我們必須

用盡一切方法留住病人的命，後面才有機會去查到底什麼病因。而救護，是想辦法

把傷患活著帶離事故現場並帶到醫院；至於搜救，則是要想辦法把活著的人找出來。」

跨領域的專業技能有別，但目標卻一致，都是為救人。

跳躍赤子心		賢內助全力支持

炳旭在醫院服務二十七年，暱稱也從「大炳」晉升為「炳哥」，護理專業愈見純

熟穩重，救人專業也成為「職志合一」，難得的是，炳哥仍保有赤子之心，鐵漢也

有細膩的一面，不僅能端上手作甜點「奶酪」參與賑災義賣，也為了照顧弱勢病人

共同發起愛心串聯。

二○一四年，急診與外科加護病房護理師團隊在社群媒體發起「募集旅館備品」

活動，將臺灣各地愛心民眾捐寄來，在旅館住宿時，飯店提供給客人，但沒用過的

小罐裝沐浴乳、洗髮精，牙刷與牙膏等，提供給沒有親友在旁照護或家境貧困的急

診或住院病人使用。交遊廣闊的凃凃炳旭不僅在網路上大力分享活動，每當赴外地出

差、出遊時，便向同行的朋友募集沒用過的旅館備品。每當收到物資，便把訊息發

布在臉書上，感恩所有不曾謀面的愛心網友，讓大家知道原本被閒置，甚至可能被

丟棄的用品，如今能夠幫助到病人。這份美善循環多年來一直流轉傳布著，至今醫

2018 年花蓮慈院醫護人員及同仁、志工為印尼蘇拉威西島震災舉辦募心募愛義賣活動，
凃炳旭連夜趕工製作拿手的焦糖奶酪共襄盛舉，林欣榮院長前來支持。攝影／楊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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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仍能收到各地民眾捐輸的愛心清潔備品。

能夠長年樂此不疲，到處救人助人，要感恩在同院服務的「凃凃嫂」尤麗菁護理師，

她用心顧家，成為跑遍五湖四海出任務的炳哥，最可靠溫暖的後盾。兩人是在供應

中心林阿姨 —— 林智惠護理長的牽線下「相親」進而交往，雖說個性南轅北轍，終

能在生活與護理路上相知相惜彼此作伴。這一對大炳口中「老夫老妻」的組合，總

有說不完的話，至今仍會為了都幾點了還不睡覺等日常瑣事而拌嘴，資深夜貓子炳

哥說，自己可以在半夜兩點還雙目炯炯有神的向太太認真講解登百岳山友必知的「南

湖大山圈谷成因」，而屬晨型人的凃凃嫂，也甘於為堅持要換上整套搜救裝備去搭車

出差受訓的先生，三更半夜掌鏡拍下帥照上傳臉書分享。夫妻倆就是這樣相知相惜，

把再尋常不過的普通日子，過得有滋有味。

小時候很頑皮，長大也不屬於乖乖聽話型的學生，加入急診護理團隊後，依然是

個意見很多的成員，凃凃炳旭感恩醫院以及身邊每一位包容、理解他的人，給予很大

的空間，讓自己能將護理專業延伸到院外。感恩歷任護理部主管，在院內給予他學

習成長的機會，培育他承擔主管職，不論是接下急診副護理長、或是轉任夜班護理

長的歷練，都讓他學習到以不同的視角和思維，想方設法去處理自己當初所抱怨的

那些事。「慈濟對我的影響很大，信仰原本不存在我的生活裡面，但是志工師兄、

師姊身上那股實際做給你看的真實度，讓我在行事上慢慢學會收起衝動，學會凡事

要多想想，是不是有什麼其他更好、更圓融的做法。」

「一日急診人，終生急診魂」，凃凃炳旭堅定志向，適性發展，提升專業，以一片

真心與熱忱，將急診護理師的角色，開展出不同凡響的廣度和高度。

急診胡勝川醫師（左）是帶領凃炳旭
走上緊急醫療救護訓練之路的老師。
圖為兩人為即將前往四川救災的醫護
團隊準備救災醫療包。攝影／謝自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