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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秀雲
花蓮慈院總務室庶務組組員

心寬
日日好

每當鄰居說：「秀雲，妳把牠養成這

樣，都出油了！」曾秀雲就會笑得特別

開心，那時她才十來歲，常常騎在壯碩

的水牛背上，除了溫暖，還特別喜歡摸

著那厚實的牛背，在五十多年前那個勞

苦的年代，這隻水牛是她犁田時最親密

的工作夥伴。

「我沒有給牠取名字，就說你來、

你來，牠就來了。小時候我很喜歡坐在

牠背上，但我不夠高，牠會主動蹲下來

讓我坐上去，有一天我去拿開水，牠正

在吃草，我叮嚀說稻子邊的草都不可以

吃，結果一回頭，稻子被牠不小心挖去

了幾棵，我很生氣的說，等一下阿公就

罵死我了，都是你……。我伸手擰住牠

的眼皮，因為我的高度只到那裡，牠看

我生氣了，四隻腳馬上跪下來，被我罵

一頓，也沒有發出聲音，只是靜靜看著

我，好像很抱歉的樣子。」

想起這隻水牛，秀雲依然思念，後來

阿公把牠賣掉了，不知道賣給誰，她心

裡很難過，甚至結婚之後還夢見水牛來

跟她打招呼。

「我從小看到殺生就會害怕，進來慈

濟工作後，聽上人說七月是吉祥月，眾

生皆有靈性，希望大家要護生，我想起

我的水牛，想起動物的靈性，從此就改

吃素了。覺得吃不吃素，真的只是口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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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而已，我吃素這麼多年，身體一

向都很健康，也沒有輸給吃葷的人，想

想看，動物被吃下去在你的肚子裡，那

種感覺、感受，純粹只因為貪欲，是不

是很殘忍？」

蠟燭不只兩頭燒　依然不畏辛勞

一九八九年，花蓮慈院剛成立三年，

當時的秀雲已經是三個小孩的媽，朋友

幫她投遞履歷到花蓮慈院應徵清潔人

員，等了幾個月沒消息，她就和朋友相

約去讀書。小時候家貧，只讀到國小畢

業，正好把握這段時間去讀國中夜校，

結果剛開學沒多久，她接到電話：「請

問妳是曾秀雲小姐嗎？今天可以來面試

嗎？」電話來得很突然，她誠實告知自

己有三個小孩要照顧，還想繼續讀夜

校，如果去工作，這樣能相互配合嗎？

當時護理部的呂照督導回答說，時間可

以談，讀書沒有影響。她一聽好高興，

面試通過後就順利來上班。

剛來慈濟醫院上班時，雖然只有一棟

大愛樓，清潔工作仍然很忙碌，後來有

了感恩樓，事情就更多了，上人常常會

來醫院探視病人，有一次上人來到二三

西健檢中心時，就走到她身邊關心地

說：「阿姨，妳這樣衣服溼溼會感冒喔！

要不要先去換衣服？」當時她正清理到

滿身大汗，衣服都溼了，突然看到上

人，秀雲嚇一跳，上人又拍拍她的肩。

「要趕快把衣服換掉，才不會感冒。」

她傻愣愣的回答：「好好好。」

想起上人的親切隨和，秀雲回憶著：

「剛來上班時，第一次回精舍用餐就和

上人同桌吃飯，我很緊張，吃得有點僵

硬，上人就說，我們就是一家人，喜歡

吃什麼就吃什麼，不要緊張。」

秀雲又說，其實醫院還在籌備時，花

蓮的鄉親就都知道有位師父要蓋醫院，紛

紛都想盡一分心力，除了響應五毛錢的竹

筒歲月，還拿手工回來做。「那時候精舍

小小的，如果大家都擠進去做手工也沒地

方，就會悄悄跟中盤商拿材料回家做，雖

然大家生活也清苦，但聽到是要做好事，

都會想要幫忙，我那時還小也不知道慈

濟，就跟著大人們幫忙做嬰兒鞋，做好了

再拿回去精舍給師父們。」

沒想到，自己有一天能在這間集眾人

曾秀雲三十四歲時，除了工作及家庭，還去念國中

夜校，幸好有先生的支持，才讓她能一圓讀書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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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而成的醫院工作，秀雲實在是說不

出的歡喜。用一種把這裡當成家一樣的

心情，讓她做任何事都很努力，儘管必

須在家庭、工作、學業裡來回奔波，她

依然堅持了一年又一年。

清潔人員必須輪值打掃各個病房，其

中產房有位醫師每次都會先看值班人員

名單，只要一看到名單內有曾秀雲，就

忍不住「頭很大」，秀雲笑嘻嘻地說：

「因為我每次到產房服務時都很旺，但

我沒有吃鳳梨喔，呵呵，產檯一清理

好，拖過的地都還沒有乾，下一位產婦

就又送進來了，甚至還有半路就生產，

緊急送過來的，一整天下來，醫師累到

趴，常會笑說，秀雲妳去開店好了。」

有個加護病房的其中一間廁所總會

有黃黃的污垢，怎麼清理都難以完全去

除，常在清潔比賽被扣點，護理長愁眉

苦臉，一看到秀雲，就會問有沒有什麼

方法？

秀雲找到一個有效的清潔方法，有

一天，病人正好全部轉出了，她立刻戴

上一層濕布口罩，兩層紙口罩，把廁所

的門關緊以避免化學藥劑的氣味影響他

人，再用漂白水加浴廁劑全面刷洗，直

到快要吸不到氧氣了，她才趕快衝出

去，雖然真的清理乾淨了，自己卻因此

咳嗽、淚流不止。

早期的靜思精舍建築物不

多但一樣很溫馨，讓曾秀

雲 ( 右排第三位德慈師父後

方 ) 每次回去都感覺像回家

一樣。圖攝於一九八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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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晚上去上課時，同學打招呼後忽

然說：「不對，秀雲妳今天怪怪的，再

笑一次。」秀雲一笑，很明顯地半邊臉

僵硬，同學緊張地說：「我跟妳說，妳

應該顏面神經受損了。」她聽了雖然也

很緊張，還是撐到下課才去掛急診。

隔天她去找護理長訴說原因：「雖然

有掛急診也吃了藥，可是眼睛還是沒有

辦法閉起來，一直流出淚水。」護理長

一聽，馬上拉著她去神經科找醫師，檢

查後果真是顏面神經受損，幸好經過一

周的治療，逐漸恢復正常。

護理長發現那間令人頭痛的廁所，已經

清理到亮晶晶，高興地問：「秀雲妳怎麼

辦到的？」其他同仁就說：「秀雲差一點

命都不見了。」知道她是為了清理這間廁

所，用了較濃的化學清潔劑，顏面損傷也

是因此造成的，護理長嚴肅的訓她：「妳

不要命了嗎？不可以再這樣子了，不能再

用這種方法知道嗎？」「一次就嚇到了，

我也不知道會這麼嚴重。」秀雲一心只想

完成任務，哪裡知道差點把命賠上了，現

在想起來還是心有餘悸。

學業全勤工作不懈

憑毅力做本分事

秀雲讀完國中夜校後，又繼續讀高

中，每天都在搶時間，清潔人員的工作

很忙碌又需要體力，每天都好累，但是

可以重返校園，她再累也不想放棄。

高中快要畢業前，呂照督導問：「妳

不是已經畢業了嗎？先把畢業證書拿給

我。」「可是，要畢業當天才可以拿

啊！」「妳就跟老師講，單位需要畢業

證書。」秀雲沒有多想，乖乖的去找老

師問問看，真的順利拿到了。後來才知

道呂督導要將她轉任行政人員。

「我很感恩她，這一路上呂督導一直

是我的貴人，不但能傾聽基層人員的心

聲，還教導我許多處世的方法，她是用

正向觀念來帶領大家。」

也因為轉任行政人員，不必再輪班，

對當時已經四十歲的秀雲來說，大大鬆

了口氣，她於是繼續攻讀二專。從國中

讀到二專畢業一路全勤不曾請假，在花

蓮慈院也一路不歇息地工作，她的原則

總務同仁經常一起回精舍或舉辦聚會，累積深厚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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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毅力需要堅持，一旦放鬆，就容易

懈怠。曾有一次病房忙得不可開交，面

對沉重且不間斷的清潔壓力，她當場哭

了，咬著牙把工作做完，下班後就跟護

理長請辭，護理長除了極力慰留，還安

慰著：「在最艱苦的地方能夠做得適應，

將來去到哪裡都會沒問題的。」她的確

是留下來了，此後再也沒有想要離開。

「當時很多人都說，妳怎麼可能做

到？怎麼可能堅持下去？除了感謝主管

的體諒，最重要的是先生的支持。要工

作、要讀書，家裡很多事和三個小孩的

照顧，都是他幫忙張羅。」她有些黯然

地接著說：「當然也失去一些，例如親

情、友情等等，甚至有的人說我變得無

情，都不聯絡，其實我完全沒有時間

啊，帶著工作服去學校，一下課就直接

趕到醫院上班，書包跟制服都放在櫃子

裡，下了班又要忙家裡和孩子的事，不

能奢求有自己的時間。」

擔任行政人員四年後，當時的總務主

任王錦珠將秀雲升任為庶務股股長，還

要求她寫出三年計畫書。可是秀雲認為

自己只有清潔和行政的經驗，突然要升

任股長，實在沒信心，因為王主任曾說

過，她要的團隊不是有的一百分，有的

八十分，是每個人都要同步，不能只是

自己做好，是同一艘船的人都要做好。

二○○三年曾秀雲（左二）加入慈濟志工培訓，

希望做志工來報答親恩。

不論時間多忙碌，曾秀雲盡可能參與各項志工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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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主任非常有魄力，剛開始我有點

怕，要接股長位置時，我三拖四延的，

一下說什麼都要弄好才能走啊，一下子

說事情還沒交接好，想說她會不會改找

別人？」結果有一天早上秀雲接到電

話，對方遲遲都沒有出聲，她只好說：

「對不起，如果你沒什麼事情，我就要

掛電話了。」「我是『妳的』主任，

十二點以前，妳必須回來辦公室就定

位。」講完，就把電話掛掉了。

原來是王錦珠主任，秀雲嚇一跳，

心想不能再拖了，東西收拾一下，和輸

送中心同仁依依不捨道別，乖乖的去報

到。「後來真正相處就不再覺得怕了，

一來做錯了主任才會責怪，那自己要檢

討才對；二來主任雖然是女性，卻很有

魄力，能帶起以男性為主的總務團隊，

我很敬佩她。」

常有人說秀雲的個性是什麼都好，

但她可不這麼認為，她覺得自己就是認

真做好本分事，不挑工作，把握機會學

習，這一路從清潔人員、行政人員、庶

務股股長，秀雲很感謝主管們給她的成

長機會。

「尤其是心態，你其實要想喔，工作

的時間裡都在這裡，你要不要把這裡當

成家？這很重要，主管用關懷和愛來面

對同仁，而同仁把公司當成家一樣盡心

付出，當然就會快快樂樂。」

轉思念為動力　用志工心報親恩

秀雲七歲就沒有父親，媽媽去幫工

地煮飯，必須跟著工程到處跑幾乎不在

家，家中四個姊妹是阿公阿嬤養大的，

身為長孫女的她，要幫忙下田、煮飯、

洗衣服、撿柴、照顧妹妹們，尤其小妹

才八個月大，她走到哪裡都揹著，一路

揹到長大。雖然日子過得貧苦，阿公阿

嬤還是讓她們都讀到小學畢業。

秀雲功課好，決定不升國中時，導師

惋惜地說：「妳長大以後就只要拿鍋碗

瓢盆就好了嗎？其他就沒有了嗎？這樣

太可惜了。」小小年紀的她，很理性地

回答：「我家真的不行，三餐就吃不飽

了，我阿公還去賣土地讓我們讀書，養

我們四個。」

懂事又能幹的秀雲，幾乎是兩老的

支柱，長大後，阿公阿嬤本來希望身為

曾秀雲非常感激阿公阿嬤用心撫養她們四姊妹

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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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的秀雲能招贅，但男方沒有意願，

她二十三歲訂婚那天，阿嬤不肯出來，

在房間裡哭；後來四個姊妹都沒有人招

贅，阿嬤更是每天以淚洗面。兩老雖然

傷心，卻仍然尊重孫女們的選擇。

「結婚後我都還會回去幫忙，雖然

媽媽也結束外地的工作回家，但一連串

的變故，家裡情況愈來愈差，老人家也

因病往生……」講到這裡，秀雲淚流滿

面、泣不成聲。「他們辛苦把我養大，

我都沒讓他們好好過晚年，是很遺憾，

很自責……」

很多的思念和愧疚，讓秀雲把對長輩

的這分愛轉化成更寬廣的大愛，她開始

參加志工活動，二○○四年受證為慈濟

委員，當孩子都長大了，二○一一年她

從事務股長退下來擔任舍媽，以更多的

心力投入志工。

「我喜歡做志工，能付出是件快樂

的事情，而且在醫院待那麼久了，生老

病死都看在眼裡，知道人生沒什麼好計

較的，也有人問我怎麼連做志工都這麼

努力，我說這就是使命，你把這件事當

使命，做什麼就像什麼，做到圓滿，不

是隨便做做，要真的用心做。尤其做志

工時看到有些人苦到說不出苦，那才真

是苦，我們更要珍惜自己能付出的機

會。」

在慈濟工作，或在慈濟做志工，對

秀雲來說都是一樣的，她認為只要能從

中學到東西，用真誠的心情來做，就會

很快樂；有人問她為什麼總是笑咪咪？

她認為大家相互感恩，有共識一起去完

成、圓滿所有的事，心怡人自在，心寬

天地寬。就是她二十七年來始終如一的

妙方。

「單位要有共識，家庭也要有共識，

我充分尊重我先生，該做的事我也盡力

做好，所以這一路上，很感恩先生的成

就，這二十七年來讓我完成學業，兼顧

工作、家庭，又可以做志工，我先生實

在是我的大菩薩啊！」

二○一一年，從事務股長退下來改擔任舍媽，

曾秀雲不挑工作，任何事都盡力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