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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九月六日桃園國際機場迎賓大廳，

慈濟人列隊歡迎前來參加人醫年會的海

外學員、來到花蓮、報到、上課……，

透過回顧影帶，四天來溫馨相聚的足

跡，一幕幕出現在靜思堂裡近五百位學

員的面前；時光匆匆，彷彿才剛來到營

隊，一轉眼就已是九月十日，進入最後

的圓緣時刻。由幾位學員代表分享這幾

天來的心得。

以法洗練身心  感動化為回饋

新加坡鄧鳳梅中醫師分享，以前工

作外還是工作，很迷茫，人究竟所謂何

來？一直在想什麼樣子才是有意義的？

直到去年十月有機會參加水懺，接觸慈

濟，今年初社區的慈濟人邀請參加薰法

香，起初聽不懂閩南語，那就去聽、去

學、去了解，之後參加社區的讀書會、

文／中區人文真善美團隊、吳宜芳、吳宛霖

日日薰法
心靈月圓

經歷三天兩夜的相聚，第四日的

圓緣是學員與工作人員互道收穫

與感恩的時刻。攝影／陳榮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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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佛節、吉祥月等等，八月份更到斯里

蘭卡參加跨國義診，經過多月聞法洗滌

後，她說：「我的體悟是，人身難得，

佛法難聞！」為自己得聞佛法利益人群

而開心感動。

來自美國舊金山的李正舜牙醫師，每

個星期六都投入低收入戶的民眾服務，

他說，「這五天有慈濟志工無微不至的

照顧，回家的感覺真好！」九月五日下

飛機當日就奔往精舍近距離聽上人開

示。最後他說：「請上人放心，我每天

都會不斷擦拭和磨亮自己的心。」

傑若米何 (Dr. Jerome Ho) 是來自菲

律賓三寶顏的耳鼻喉科專師，幾年前因

父親罹患大腸癌，全家人精神上受到很

大的打擊，另外，化療的藥物在菲律賓

很貴，雖然自己是醫師，但長期負擔化

療藥物療程仍是很困難，很幸運，得知

有一個團體在馬尼拉可以幫助醫療補

助，就是慈濟，父親在接受了慈濟給予

化療的幫助後，又活了兩年，他代表他

的父親向全球慈濟人表達最深的感謝，

更要將這分感謝化作回饋。

尋回醫者價值  第一線的慈濟人

臺灣中區人醫會幹事骨科醫師張東

祥分享，「參加過不少醫學研習會，每

次都會帶著如十八班武藝的專業技術回

去，但在慈濟的醫學會所學到的，是和

往昔非常不同的。」「感謝這次十八個

國家的醫師，看到全球人醫的精進，發

覺自己的不足，要更用心。」

蘇州門診部劉華英醫師說，從二○

一二年第一次參加人醫年會到現在第三

年，這五天的課程讓我有滿滿的感動。

周凱雲護理長因八年前院長的一段話而

認識慈濟，她分享，「二○一四年八月

二日崑山發生一起爆炸，我們醫院是收

治最多病人的重點收治單位，病人的傷

情非常嚴重，大多都是百分之九十的重

度燒傷，在短短的幾個小時內，我們進

行了七十多例的氣管切開，為他們的

生命贏得生機，也讓我看到了生命無

常。」馮曉霞心理諮詢師也投入了崑山

的救援行列，她說，爆炸現場有兩百多

位傷者，如同人間煉獄一般，慈濟家人

在第一時間來到了現場，了解傷難者的

需求，將關懷化為實質上的支持，將小

孩的衣物和書籍送到災民手中。最後她

說：「今早我為自己請了一面鏡子，觀

照自己，惜福造福，我願意在今後將慈

濟精神帶給所有我的朋友。」

勇敢面對無常  用心體會當下

馬來西亞腫瘤科何國煌醫師分享自

己與無常擦肩而過的體悟。「今年三月

某一天我搭飛機到臺灣來開會，早上

陽光非常美麗，我搭的是 MH366，等

我到了臺灣打開電視，才知道當天的

MH370 班機出事了……」他有種重生

的感覺，「好像找到新的熱忱，要更精

進，希望可以跟各位多學習。」

四川成都的小兒心臟外科醫師羅書畫

和腫瘤科醫師周繼陶夫妻，第一次來參

加人醫年會，他們分享這次最大的收穫

是找到「行醫的初發心——愛與慈悲」。



人醫心傳2014.956

COVER STORY

感恩 尊重 愛
2014 國際慈濟人醫年會

羅書畫提到「大陸大西部每年約有

一千個小孩開心臟的手術。整個醫院只

有四位心臟專科醫師，工作負荷相當

大。」「有時花了很長的時間和心血，

卻看著小孩的心律脈動一直往下掉，雖

然學佛理解人生無常，但面對生死，還

是非常沮喪。」周繼陶表示，「面對腫

瘤晚期病人，我無能為力，很無奈。我

要工作，又要持家照顧小孩，壓力很

大，臉上笑容沒了，法喜也無了，很不

快樂，為什麼？」面對身心靈的壓力徬

徨，她得不到解答。

從這幾天聞法薰法香當中，他們體

悟到：「工作本身不是問題，是自己沒

有成長，沒有縮小自己。生命的起落，

有它的因緣，不要把壓力變煩惱；應該

心寬念純，常保初發心。」更深刻感受

到上人的法及志工的經驗，周繼陶說，

「靠一己之力，會感到無助，但到了慈

濟這裡，有很多人推著自己走，好像就

沒這麼難了。」

馬來西亞許錫基牙醫師十四年都準

時參加人醫年會，這裡就像是他第二個

家，回來這裡感覺心情特別平靜。許醫

師回憶，「二○一二年自己也上臺分

享，但下臺的時候卻匆匆走過，沒有注

意到上人在一旁。我的人生似乎也是如

此，一直匆忙習慣忽略。來到這裡，我

想，慈濟人用心的布置，精心的餐點，

有多少的心意和情感在裡頭，我用我最

真誠感恩的心，謝謝這五天照顧我們食

衣住行的志工。」

四川成都的小兒心臟外科醫師羅書畫 ( 右 ) 和腫瘤科醫師周繼陶 ( 左 ) 夫妻在人醫年會上找到了心的答

案。攝影／陳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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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食舒心慈濟情

常持善念不染塵

新加坡何佑振醫師說，「我要用最

真誠感恩的心謝謝所有的慈濟人，我已

經從人醫會的醫師，變成一位更好的先

生、父親、兒子、兄弟、同事和朋友。」

印 尼 的 薩 莎 哈 醫 師 (Dr. Elvtra 
Cesareha) 是第一次來臺灣，一切都超

越她的想像，尤其是素食，她原本以為

素食就兩樣青菜一盤豆製品，實際看到

的卻是那麼豐富，讓人讚歎。從各個國

家的會務報告上，看到全世界災害不斷

在發生，但值得安慰的是，在各地也有

藍天白雲的慈濟人不斷出現，從認識慈

濟、加入慈濟、聽聞上人的法，上人說，

兩件事不能等，行善、行孝，日後會更

加孝順父母，並向阿拉真主、自己及上

人承諾，作為一位良醫，將落實慈濟的

精神為病患服務。

臺灣高雄感染科醫師陳瑞光說，「影

片播出的災害如此真實，讓我感覺似乎

就在我的身邊，淚流了又乾，乾了又

流。面對這樣的苦難，覺得也要出自己

的一分力。菲律賓以工代賑讓我感動，

救命還是要救慧命。「巴拉圭梅沙醫師

是我要學習的典範。」陳瑞光醫師深感

敬佩地說：「雖然他生病，但能忍受病

痛的折磨來參與人醫年會，他的精神、

作為警惕著我。」 
美國的孫大毅醫師說，年輕時自認為

只要有知識、技術，就可以造福人群，

所以在大學時期修了三個學位，醫學院

以後，實習了近九年，從普通外科、整

形外科、手外科、顯微外科到美容外

科，那時候認為有全部配備，可以去為

大眾服務。

但出社會開業時，卻無法如預期中那

麼容易達成。「感恩這次人醫年會、感

恩上人，讓我在慈濟學習到正念，只要

有正念，用無畏的心、無求的心，開心

地去做。」孫大毅醫師表示，因穿白色

上衣，所以每天不論做事、吃飯都小心

翼翼，以免沾染到汙垢。他認為：「修

行路上要如履薄冰，有時候要感恩緣

分，每件事發生在我們身上，都有它的

道理。」

孫大毅的太太蕭湘君是家醫科醫師，

她說，二○○五年是我們第一次回來參

加人醫年會，連續哭了好幾天，感動過

了，卻沒有身體力行去做。這次又哭了

幾天，不過這次我準備好了，下定決心

要在菩薩道上走。

生命中的感恩章節

除了愛還是愛

來自菲律賓的納瓦羅醫師 (Bernardita 
Navarro)，十五年前開始參加慈濟的義

診，她說，這幾年都在觀察慈濟，發現

慈濟志工一直追隨證嚴上人的教誨，努

力為這些生命中可能只有這一次看病機

會的病人服務。而她看到這些病人在治

療後，重見天日的感動，她心中的喜樂

是加倍的，因為發現自己解除了病人的

苦難。

納瓦羅說，自己的生命有很多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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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是慈濟志工給的，看到慈濟人影響

了很多同胞，有人因此戒賭、戒菸、戒

酒，還有吸毒者戒除毒癮，把省下來的

錢捐出來幫助更多人，就讓她非常感

動。納瓦羅說，自己的國家飽受很多災

難，但慈濟不離不棄的陪伴，讓她無限

感恩。

「無語良師送靈儀式，現場肅穆莊

嚴，我淚水在眼中滾，面對捨身菩薩，

我好想大哭，無語良師的生命教育撼動

著我。」福鼎神經內科黨娜醫師說：十

年前還在讀書時，就知道臺灣有「無語

良師」，心生羨慕，「怎麼有這樣好的

團體！」。這次黨娜醫師親見親聞，發

願往後要帶更多醫學院學生回花蓮參加

人醫年會，感受慈濟的醫療人文。他也

希望自己在工作中，能做到對病患從第

一個到第一百個微笑。

馬來西亞的小兒科林彩萍醫師說，

自己以前非常細心、用心、用愛地醫

治小病人們，但是在繁忙的醫療工作

中，還有對小愛的執著、無明，每天

的忙和急，讓她對小病人不再有耐心。

二○一二年六月，她跟著人醫會團隊

到馬來西亞北部的原住民村去義診，

那兩天中心靈非常的平靜與快樂，讓

她覺得非常奇妙，當下感受到付出無

所求、活在當下的快樂。之後她開始

參加人醫會的家訪以及更多慈濟活動，

聆聽上人的開示，終於回到當醫師的

初發心。這次參加人醫年會，林醫師

說，是所有醫學會議學不到的，除了

愛還是愛，她忍不住熱淚盈眶，只覺

得自己實在太慚愧、做得太少了，感

恩慈濟在她的人醫生涯中給她上了最

美好的一堂課。

行動中付出  最貼切的皈依 

學員代表分享結束，證嚴上人開示，

很多學員都問能不能皈依，其實所有人

醫成員都很貼心，當你行動了，就是最

貼切的皈依，只要和慈濟人在行動中一

起付出，就都是愛的能量。

「雖然我在精舍，感恩現在科技發

達，我可以聽到、可以看到，跟著你們

一起感動，跟你們一起聽到分享，這幾

天內心充滿感動的心情。」圓緣時刻上

人感恩地表示即使空間有距離，但彼此

的心靈都是貼近的。

上人也感恩幾天來工作團隊的用心付

對於全球慈濟人給予菲律賓海燕風災的救助與馳

援，納瓦羅醫師 ( 左 ) 說：「我們國家去年受災

嚴重，得到全球四十六國的捐助，感恩慈濟的持

續陪伴。」攝影／陳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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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及課程中老師盡心力做到愛的傳

承。上人開示，現在真的很需要醫療的

愛，醫療之愛需要盡心傳給下一代的年

輕人，上人舉臺中慈院簡守信院長、大

林慈院陳金城副院長以及花蓮慈院名譽

院長陳英和醫師和大林慈院簡瑞騰副院

長等人，不論是學長學弟或是師徒的傳

承，都可以看見對醫師對病人無私的付

出。

上人同時也讚歎人醫視病如親、視病

如己，創造出許多醫療奇蹟。像是患有

先天性雙膝反曲的陳團治，二十六年來

靠雙腳的後背在走路，因為有陳英和院

長所帶領的醫療團隊細心呵護，一次次

加以改善，終於讓她能夠站起來走路。

上人說，人生有愛才美，這種愛的真

諦，都是每個人內心本來具有的。只是

因為後天被污染，而讓這分純淨的良能

喪失了，只要讓這本來具有的善念重新

浮現上來，力量就會很巨大。

上人更讚許來自巴拉圭的胡安．梅沙

醫師。他為了省機票錢而轉機，總共花

了五十個小時才抵達臺灣。上人說，梅

沙醫師雖然語言和臺灣不通，但是卻有

著和慈濟人一樣的心，「連細胞都是慈

濟的細胞」。雖然身體不好，需要洗腎，

但是卻生活清儉，一心一意幫助病人。

「天上月圓、地上人圓。」上人勉

勵所有人醫會成員，太陽代表智慧、月

亮代表慈悲，雖然今年中秋沒有看到月

亮，但是希望大家能把心中的明月帶回

去，並且要「苦既拔已，復為說法」，

如何在為病患拔苦後，還能幫助他們轉

貧為富，成為貧中之富。心中有愛，心

中就永遠有一輪明月。

圓緣最後，上人與大家相約──年年

中秋佳節，全球人醫相會；上人更叮嚀：

要保持「日日的心靈月圓」，還要常常

「薰法香」，讓「法」引領這分初發心，

直至永恆。

學員感恩香積菩薩幾天來的用心照顧，大家用餐幸福又愉快。攝影／施教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