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氤氳山氣隨著一陣涼風從低海拔往

高處漫上來，綠意盎然的茶園蒙上了白

茫茫的雲霧，遮斷遠方的視野。嘉義瑞

峰高山冬茶的甘潤清香，孕育自這緯

度、海拔、日照和雲霧恰到好處的自然

交會，與守園人的殷勤汗水。陡坡上，

老茶樹新吐露的一心二葉，向天空伸展

的柔韌的生命力，在茶園女主人賴美吟

的輕撫與感恩中，回饋以清新幽雅的韻

味。

斗笠、罩巾、花布衫，在藍天與綠

地中被襯托得亮麗顯眼，看似寧靜畫面

中，採茶人忙碌的雙手卻分秒不曾得

閒。謹記著長輩「種茶是良心事業」的

教示，賴美吟和先生的茶園裡，沒有毒

害土地的化學藥劑，他們用更加殷勤的

勞動，除去雜草，換取茶香和土地間的

和諧。

美麗的茶園，長養著一家老小的生

活，也乘載著人生的苦樂憂歡，踩著輕

鬆自如的步履走進這裡，賴美吟總是喃

喃有詞，對著茶樹說感恩。解脫病痛多

年，她一步一腳印實踐著當年在病床上

許下的心願，成為一名慈濟志工……

旁人以為裝病　身苦心更苦

二○○○年時的一場病，讓美吟吃不

下、睡不著，連講話都會心悸，一向耐

力極好的賴美吟，常工作到一半就喪失

全身氣力，劇烈的痠痛隨之舖天蓋地而

來，從肩胛、頸部，往頭頂蔓延，儘管

農務生活常有痠痛相伴，但她深知這不

同於尋常。

身為長媳，她對自己有高度的期許，

嚴謹教育三個女兒，承擔茶園和家裡的

事務，處處求好心切。「也許是給自己

太大的壓力了。」一開始，賴美吟心裡

這樣想著，但每次疼痛發作，整個人如

同要爆裂一般，頭暈、眼花、嘔吐、耳

鳴、發麻、眼乾、喉嚨腫脹、胸悶呼吸

困難，接踵襲來。個性堅毅的賴美吟，

不願輕易地被打倒，只是她雖百般忍

耐，病痛卻不斷加劇，消磨自己的心

志。

「我真的瘋了嗎？」她常常問自己。

被不明原因的病痛纏縛了三年，有

口卻無法形容的痛，讓她脾氣愈來愈暴

躁，也幾乎無法工作，原本積極活潑的

美吟，漸漸變得封閉沉默，因為再多的

解釋，都無法杜眾人攸攸之口――「為

了逃避工作而裝病」、「想當少奶奶被

人服侍」、「想分家產而鬧情緒」，種

種誤解批評，尖銳地刺傷已經痛苦不堪

的她。有好幾個月的時間，美吟無法躺

下睡覺，只能倚著枕頭與疊高的被子而

臥，「怕天亮，覺得自己好像快瘋了，

只能等死……」

「你不要一天到晚沒事就跑急診好

嗎？」然而每次疼痛發作時，從山上奔

赴急診，醫師的不解卻比嚴冬的山霧更

椎心刺人。她與先生陳國仁不辭山路迢

遙，跑遍了雲嘉區大大小小的醫院診

所，神經內科、神經外科、耳鼻喉科、

腸胃內科、胸腔內科、中醫科，遍訪人

們口中的名醫、做盡所有可能的檢查，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但就是找不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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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醫師們一個個都提醒她，該去身心

醫學科看看了。

有天，她癱在先生的車上，充滿挫

折地從醫院返家。在蜿蜒的山路上，一

向寡言、堅強、冷靜、默默守護著她的

先生，突然把車子停靠在路邊，哭了起

來。「我到底要怎麼做，妳才會好？你

要是沒有好，我怎麼辦？小孩怎麼辦？

這個家怎麼辦？」面對先生無助地潰

堤，賴美吟很無奈的回應：「我也不知

道……。」

停泊  最後一個希望的港灣

某日，美吟前往大林慈濟醫院中醫

科，待診的她滿臉愁容，醫療志工賴李

秋微笑關心著：「您好！很不舒服嗎？」

然而極度不適的美吟，並不想做出任何

禮貌性的回應，因為這對減輕她的痛苦

一點幫助也沒有。

「菩薩！我倒茶給你喝好嗎？」理解

她愁容背後必定藏著什麼樣的苦，賴李

秋並未因美吟的冷淡而退縮，反而鍥而

不捨地關心著，最後賴李秋的微笑成功

軟化她的心，一番交談後，美吟成為一

位在苦中也要造善植福的慈濟會員。

一天晚上，美吟與家人一如往常收

看大愛電視節目，看到大林慈院簡瑞騰

醫師，成功挽救因僵直性脊椎炎導致頸

椎脫位、脊髓嚴重壓迫而生命垂危病人

――「阿吉伯」的故事，心中燃起了一

線希望。

「阿吉伯這麼嚴重都能治療好，我

難道不能嗎？」只是，簡瑞騰副院長的

預約掛號總是額滿，美吟心中默默牽掛

著，「如果能讓簡副院長看診，不知該

有多好。」但這樣的念頭只能悄悄放在

心裡，不敢冀望有一天它會成真。

貴人成就心願  病情露曙光

「美吟，快一點！快一點！把車子

停在路邊，我現在去載你，我們趕快下

山。」送孩子上學的途中，美吟接到先

生急促的電話。原來賴李秋師姊真的在

寒冬清晨五點多，摸黑搭火車到大林慈

院掛號機前排隊，成功地幫賴美吟掛到

了現場號。

早上六點，美吟的先生接到了這個

天大的好消息，激動得跳了起來，開車

載著美吟奔往大林。這些年，為了尋找

簡瑞騰副院長根據美吟的病況描述，仔細繪製

了人體示意圖，將全身各處的抽、麻、痠、痛、

無力症狀標示清楚。( 圖／簡瑞騰提供 )



人醫心傳2015.257

病因與治療的希望，全家幾乎耗盡了積

蓄，在車上她告訴先生，「這是我最後

的希望，如果沒有好，我再也不看醫生

了……」

「賴美吟，妳哪裡不舒服？」簡副院

長輕聲細語地詢問。

賴美吟看了他一眼，簡短地回答：「我

也不知道！」、「我快死了。」承受了

多年的痛，美吟已不知從哪裡形容起，

但眼前這位醫師卻認真仔細檢視著自己

的頸椎核磁共振影像。

「很痛喔！」仔細端詳片子許久，簡

副院長轉頭面向美吟。

「你看我是假的嗎？大家都說我是假

病！」美吟刻意點出爭議。

「沒有喔，是真的有病。」

面對簡副院長的理解，賴美吟心裡

喊著，「終於有人相信我是真的生病

了……」

「醫生，我不能睡、不能躺，覺得自

己很像快瘋了，全身難受疲累到不行，

煮一餐之後要躺兩個小時休息……」美

吟一股腦的訴說著生病的痛楚。

簡副院長耐心地聆聽之後，拿著 X光
片詳細解說病情，他的認真軟化了美吟

武裝的心，決定再給自己一個機會。

斬斷陳年舊疾  迎向新人生

原來賴美吟是因為第三到第六節頸椎

的椎間盤退化、突出而壓迫到交感神經

所引發。在診間，簡副院長一個細節、

一個細節仔細地說明。在為美吟打針施

行「星狀神經節阻斷術」的過程中，更

細細引導美吟去感覺藥劑的作用，多年

剛開完刀的美吟，看到簡副院長親自來關心和鼓勵，忍不住感動落淚。（圖／簡瑞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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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積的煎熬、燥熱、疼痛、緊繃，一點

一滴地緩和下來，讓美吟感到前所未有

的舒坦。

「我餓了。」三年來食不下嚥的美

吟，在回程的山路上突然說出這三個

字，嚇了先生一大跳。半碗飯、半杯飲

料及水果，生病以來，美吟第一次吃得

這麼香，先生不敢相信眼前戲劇性的改

變，急忙喜出望外地告訴母親，「美吟

吃東西了！」

不過神經節阻斷術終究不能治本，

半個月後，聽到簡副院長建議開刀，美

吟感到頭暈目眩。面對即將有人救拔自

己於苦難深淵，這是美吟夢寐以求的期

待，然而為了求醫幾乎快拖垮了整個

家，美吟擔心這一刀劃下去，一家人變

得窮途末路。就在夫妻倆憂愁著該如何

選擇下一步時，所幸公婆支持，並鼓勵

美吟勇敢面對手術。

在等待開刀的日子裡，美吟的心中前

所未有的平靜，她知道，「我有救了，

我的孩子有媽媽了，我會好起來，不用

再遭受閒言閒語。」手術前一天，簡副

院長來到美吟的病床旁，拍拍美吟的肩

膀說：「明天我們一起加油！」醫師與

病人並肩作戰的宣告，更加深了美吟的

信心。

手術進行順利，簡副院長將美吟三

節退化的椎間盤徹底切除，並置換人工

支架。隔天，簡副笑容可掬地來到病床

旁，拉起美吟的雙手：「感覺有比較好

嗎？」美吟露出久違的笑容：「好很多

了！」醫師紮實有力的雙手，讓美吟的

淚水再也止不住地崩落，「怎麼能有

醫師這樣慈悲，這樣放下身段關心病

人。」濃濃的感恩在心中迴盪不已，她

哭得不能自己。

醫療團隊及志工的

溫柔照顧，軟化了

賴美吟長期堆疊

的防備心，重新展

現笑容。左起：陳

國仁、簡瑞騰副院

長、賴美吟、骨科

專師黃瓊慧。（圖

／簡瑞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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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入茶心　願行菩薩道

「妳要加油喔！別漏了醫生的氣。」

住院復健期間，骨科專師黃瓊慧總是不

忘鼓勵著美吟。看到醫護同仁不畏汙穢

幫病人服務，以及醫療志工的溫言陪

伴，讓美吟十分感動，「成為一名慈濟

志工」的心念種子，從此在她的心中落

地、扎根。

二○一一年一月，手術後她第一次

回到海拔一千兩百公尺的山上，打開房

門，迎來的是婆婆新添的溫暖床單，和

女兒用心舖了滿床的暖暖包。寒流的夜

裡濃霧包圍著瑞峰山頭，美吟的心感到

前所未有的感恩與溫暖，「過去的苦，

如今回想起來都很甘甜。生病讓我得

到了很多，感恩病痛讓我的家人更凝

聚。」她不知道該如何回報一路走來給

予幫助的貴人，只能在心中默默許下一

定要當志工的心願。

「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候，師兄（陳

國仁）跟婆婆，是在我後面推我一把，

給我最大力量的人。」美吟感恩婆婆一

直以來的包容，嫁到山上十七年，都沒

有對她說過一句嚴厲的話，縱使生病時

幾乎無法工作和煮飯，婆婆也未曾埋怨

過，面對周圍鄰居的閒言閒語，也選擇

相信她。所以山上的人都常說，她們根

本就不是婆媳而是母女。

「我是身痛，他是心痛，我的傷，他

比我更痛。」美吟說，先生雖然不太會

表達自己的情感，卻是她最大的心靈支

柱，除了在生病時，每天晚上替她按摩，

無怨無尤的開車載她上下山看病，甚至

在她痛到不小心把先生捏到瘀青也沒吭

氣。而先生和婆婆也是支持美吟做慈濟

見證母親的改變，美吟的女兒們特別準備了感恩卡送給簡副院

長，感謝他把媽媽的笑容找回來。（圖／簡瑞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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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後盾，即使山上農忙，只要是為

了慈濟事出門，他們都會說，「你趕快

出去，家裡、茶園的事我們處理就好。」

沒有了病痛，美吟終於能逐步完成

她的夢想，她一邊用心進修茶道成為一

名泡茶師，一邊開心參加慈濟的志工活

動。二○一二年初夏，嘉義舉辦茶會活

動，美吟將她所感受到的慈濟人文融入

茶席中，並邀請簡副院長來做客，為了

表達感恩，她將茶命名為「佛心佛手

茶」，「想讓同席的其他客人知道，大

醫王是如何慈悲用心地為病人解除痛

苦，醫病醫人更醫心。」

抱著一顆回饋的心，美吟接著報名慈

濟醫療志工的培訓課程，然而第一次當

醫療志工就與茶道課撞期，由於只要完

成這一系列課程，就可以考取茶道老師

證照，在兩難之際，先生提醒她，當初

怎麼走進來、發了什麼願，要往什麼方

向走，自己要能夠取捨。當下美吟明白

了：「我選擇做志工！」

全心投入做志工

世代銘記救命恩

從見習志工、醫療志工到培訓委員，

每一次下山，賴美吟總要比別人多上兩

小時的曲折山路，即使凌晨三點就要出

門，深夜才能返歸，她也甘之如飴，遇

到山上的工作撞期難以取捨時，先生總

是提醒：「妳的願從哪裡開始，方向就

在哪裡。」讓她走慈濟路的心更堅實篤

定。

翻過了梅山著名的三十六彎，還有

連綿不絕的髮夾彎，過去的這條路就

賴美吟於受證為慈濟委員後與簡瑞騰醫師、賴李秋師姊合影。右為先生陳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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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她焦急、無望、苦難糾結的人生；

如今心念轉換，蜿蜒的山路延展了愛

與希望，一點也不遙遠，漸漸也牽起

慈濟人醫會走入瑞峰義診的因緣。

「我在病房發願，只要好起來，一定

要為這個山區的村民服務。」為了報答

簡副院長的救命之恩，也為了村民的健

康，賴美吟一手促成南區慈濟人醫會首

次瑞峰義診。二○一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活動開始前，賴美吟還騎著摩托車四處

通報，每條大街小巷都不放過，期盼能

讓更多的居民受惠。她笑著說，「當我

告訴村民，大林慈濟的醫療團隊要來山

上義診時，每個人都好開心，有的人還

高興到睡不著。」

除了義診，美吟也主動承擔訪視，並

在公公及婆婆的資助下，買了一臺車，

希望在鄉親需要就醫時，能及時派上用

場。

「這輩子，你們一定要記得媽媽的

救命恩人，不管十年、二十年後……」

賴美吟殷殷叮囑著女兒。就在人生病痛

與家庭經濟最谷底的時候，能因為在診

間初識的慈濟志工、簡副院長的伸手相

救、醫護人員的親切耐心、再加上醫療

志工的用心開導，讓她絕處逢生。

「我不知道能如何回饋醫護人員，只

能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做好志工，不要

讓簡副失望。」在病苦中因貴人扶持而

入慈濟，她願自己也能成為別人生命中

的貴人。穿上志工背心回到大林慈院，

看到那些插著管子、包著紗布、戴著護

具、坐著輪椅的病苦百態呈現在眼前，

而自己能夠成為一位手心向下的醫療志

工，是多麼大的福報。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一年一度

的「冬季優良茶競賽」結果出爐，評審

從三千多組報名隊伍中，選出賴美吟家

的茶葉榮獲年度特等獎。而同一時間在

大林慈院，賴美吟正接受上人的祝福與

期許，受證為慈濟委員，也是瑞峰村的

第一顆慈濟種子。她期許自己，要用生

命回報，用生命承擔，讓自己重新活過

來的人生，不負一路走來這麼多人的心

血付出。

在賴美吟的不斷努力下，總算順利圓滿慈濟人

醫會進入瑞峰村義診的因緣。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賴美吟 ( 中 ) 上臺

接受嘉義縣長張花冠 ( 左二 )、嘉義縣立法委員

陳明文(右二)等人親自頒發「冬季優良茶競賽」

金萱組特等獎匾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