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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越南坐了三小時的飛機，飛越一千

多公里到臺灣，再轉火車來花蓮，因為

正逢中秋節的連續假期，買不到坐票，

他們就在火車上一路用站的，站了將近

四小時才抵達，連晚餐都沒吃就直接趕

到靜思堂報到。他們，是來自越南的慈

濟志工馮雪芬和剛畢業的牙醫師阮福

(Nguyen Phuc)，也是第一位報到的學
員。

九月二十五日傍晚，天際靜靜拉開

夜幕，此刻全球寮房已亮起燈光，由遠

處眺望如星光點點，承擔此次各功能組

的高雄慈濟志工早已在前一天就回到花

蓮，將各項工作準備就緒，只等待著來

自全球各國的家人們回來。在馮雪芬和

阮福抵達後，其他學員也陸續到達花蓮

靜思堂，行李比較重的，機動組立刻上

前幫忙，熟識又久未相見的學員們一見

面，馬上來個大擁抱，路途遙遠的疲憊

在回到「家」的那一刻，都化做燦爛的

笑容。

回來了，全球的家人回來了，在地的

志工們展現最大的真誠，熱烈歡迎。

序幕開展　歡喜鼓舞

二○一五年國際慈濟人醫年會，於九

月二十六日展開序幕，來自全球二十二

個國家五百零九位學員，以及在地志工

五百五十三位工作人員，共一千多人齊

聚一堂，歡度每年一次的人醫約定。

由於全球災難頻傳，因此今年以「災

難救助」為主題，希望學員透過相關課

程研習，將寶貴經驗帶回居住地，居安

思危，守護家園。

開幕式揭開了歡欣的氣氛，首先由各

國人醫會代表一一上臺，各國學員也依

序起立向眾人揮手致意，現場宛若萬國

博覽會，這次最特殊的國家，是因為大

二○一五年國際慈濟人醫年會以「災難救助」為主題，希望學員透過研習，將救災的寶貴經驗帶回，

守護家園。攝影／李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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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而與慈濟結緣的尼泊爾人醫團隊，

十五位學員克服簽證與班機等等萬難來

到臺灣，當他們起立時，全場掌聲不斷；

另外，柬埔寨這次只有一人能來參與，

這分不容易更獲得眾人如雷掌聲，雖然

是「一枝獨秀」，但在場所有的人都是

他的家人，更要祝福這顆菩提種子，一

生無量，日後「無量醫生」！ 
慈濟醫療志業執行長、也是人醫會總

召集人林俊龍以英文致歡迎詞，他首先

感恩經常回來參與年會的巴拉圭梅沙醫

師，今年也沒有缺席，目前在花蓮慈院

住院治療，但復原良好，特別向醫師請

假來到會場。林執行長也感慨世界的災

難不僅是天災還有人禍，「我們能夠平

安地在這裡舉行會議，真的很感恩。希

望大家能將這幾天所學的一切帶回自己

的國家，和國人分享。」

最後，學員長林昌宏醫師與關懷組葉

添浩醫師合力拉開二○一五年主題——

「災難救助」的布幕，帶動全體與會者

高喊：「災難救助，人醫守護，搶救生

命，GO!GO!GO!」

開幕式由活動組帶動大家又唱又跳，全體學員充

滿熱情的相互擁抱。攝影／唐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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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佛國度　膚慰震殤

首日的第一堂課程就是「返佛國‧

膚震殤」，由臺中慈院簡守信院長與馬

來西亞人醫會李曉卿醫師，分享尼泊爾

震災的義診心情及過程。

簡守信院長分享印度詩人泰戈爾的

詩：「眼睛為她下著雨，心卻為她打著

傘，這就是愛情」，以這樣的心情來看

待尼泊爾的災情，流淚之餘，內心更

思索著如何救助他們的災難苦痛，這

就是「大愛之情」。 
馬來西亞李曉卿醫師參加尼泊爾義

診三十天，她提到自從接觸佛法後，

最喜歡《八大人覺經》，從經文中感受

佛法深蘊，踏上尼泊爾的土地，更感受

到經文中「世間無常，國土危脆」活生

生的震撼，讓她明瞭「沒有人可預知生

命長短」的無常。

她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本身就罹患先

天性疾病的災民，地震後房子倒塌被埋

四天才獲救，但太太已在地震中往生，

他身上有許多褥瘡，送醫院治療後，又

參與尼泊爾賑災醫療團的醫

護人員及志工一起上臺分

享。攝影／鍾美蓮

來自澳洲的莊楚嬣醫師聽著尼泊爾義診的點點

滴滴，忍不住感動落淚。攝影／黃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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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需要輸血的困境；為了去幫他買血

液，過程繁雜瑣碎、路途遙遠，李醫師

又有暈車症，但為了救人，一再告訴自

己「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她謹記上

人慈示：「道場就是在苦難偏多的人間，

要入人群才能見苦知福。」為了安自己

的心，她在巔簸的路上一直唱著「翻過

山，翻過嶺，翻山過嶺為按怎……慈濟

人跟師父走……」

來自澳洲的莊楚嬣醫師，聽到這段分

享，幾度感動得淚眼婆娑，加入慈濟的

因緣是曾將當地弱勢者的資料提報給慈

濟分會，慈濟人的關懷與實質行動深深

撼動了她；又看到慈濟在各大災難的付

出後，更堅定了她一起投入的決心。 

搶救膚傷創奇蹟

不忘初衷堅定行醫

「愛膚傷‧迎陽光」這堂課，是臺

北慈院全院同仁從六月二十七日當晚到

九月以來，為搶救十多位全身嚴重燒灼

傷患者，把握每一分秒與死神拔河的過

程縮影。臺北慈院趙有誠院長帶領張耀

仁、黃思誠、張恒嘉、徐榮源四位副院

長一起參加年會與分享。

新北市八里區一所水上樂園的彩色

粉末舞會，演變成一場慘烈的粉塵爆燃

意外，大臺北醫院的急診室都塞滿了受

傷的患者，統計傷亡人數為四百九十九

人。其中有十三名傷患送抵臺北慈院

(最後為十二名 )，除了所有已下班、休
假的同仁全力趕回醫院參加搶救，趙院

長也感恩各慈濟醫院的鼎力協助，不但

支援人力，還支援燒燙傷藥品醫材等。

趙院長說：「依據醫學文獻記載，燒

燙傷百分之六十以上者，死亡率為百分

之五十，我每天早上都去探望傷患，想

著死亡的會是誰？」趙院長的結論是：

「不可以！」不能放棄任何一位。在這

種不放棄的信念全力救治下，僅有一位

往生，其他傷患都已陸續出院或轉到普

通病房。臺北慈院打破了百分之五十死

亡率的文獻記錄，這背後的苦心用心，

已是難以形容的歷程。

來自美國南加州的賴哲雄醫師認為：

「慈濟是臺灣的慈善奇蹟，任何人看了

趙院長的分享，都會流淚感動於他們的

全心全意付出。」

大陸福建廈門劉昭昇醫師說：「我是

首次參加慈濟人醫年會，看到臺北慈院

搶救生命的過程，讓我非常感動。作為

一個醫師，如此無私的付出，為患者全

心全意的著想，真正讓我理解為什麼叫

大醫王；做一個好醫生還不夠，要做一

個大愛良醫。」

接著由心理師張愛倩博士分享處理

創傷後症候群的經驗，她就臺灣這塊土

地上所發生的天災、人禍和傳染疾病為

例，輔導眾多事故經歷者，甚至第一線

工作人員的情緒危機處理與心理重建，

協助他們療癒受創身心，順利重返工作

崗位的過程。

晚間是一場妙語連珠的精彩對談，一

位是臺中慈院簡守信院長，一位是花蓮

慈院泌尿部主任郭漢崇教授。

簡院長問郭教授，當年決定從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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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花蓮，有沒有遇到什麼障礙？郭教

授說，當然有，例如老師會覺得他是如

此優秀，應該留在北部才有好的發展。

只是他心意已決，認為到花蓮反而可以

大展手腳做個拓荒者。當時花蓮慈院醫

師的流動率很高，他不但決定留下來，

還主動說要簽約三十年，表達了堅持初

衷、徹底奉獻給花蓮的決心。

當年滿懷抱負年輕灑脫的他們，如今

已是半白髮絲的儒儒風範，二十多年歲

月換來的，不僅是豐盛的醫療發展和學

術成果，更多的是心靈的收穫，他們以

自己的方式，實現了精采的人生。

無語良師　捨身育良醫

九月二十七日早上，「人醫紀實」的

課程，各國學員代表一一分享在地的慈

善救助及義診實況，也見證慈濟在世界

各角落的足跡。

「無語良師」是每年都會有的一堂尊

敬生命的課程，今年的「大捨之愛育良

醫」由慈濟大學模擬醫學中心主任曾國

藩教授主講，引領大家了解慈濟近二十

年來推動大體捐贈的努力及成果。

「我們的身體『只有使用權，沒有所

有權』，十個字很簡單，不用查字典。」

曾國藩幽默的語氣，讓原本跟死亡有關

的主題變得輕鬆起來。「慈濟大學大體

老師的捐贈者，有百分之七十的捐贈者

都是慈濟人，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現

象。」醫學生在解剖課程進行之前，會

先到大體老師家中拜訪，從家屬口中了

解捐贈者一生的故事，並體會捐贈者的

心願。「慈濟真正在意的是，培育良醫。」

臺北慈院趙有誠院長帶領四位副院長參與人醫年會，分享全院照護粉塵爆傷患的過程，上圖左起：張

恒嘉、黃思誠、趙有誠、張耀仁、徐榮源。攝影／陳吉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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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人醫年會主要由高雄區志工承擔工作人員，總計五百多位工作人員從九月二十四日開始進行

前置作業準備；從年會開始到結束，都有各功能組志工的付出身影。

攝影／唐江湖

攝影／唐江湖

攝影／周幸弘

攝影／周幸弘

攝影／吳惠月

攝影／鄭夙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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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道出慈濟醫學教育所追求的目標。

來自阿根廷的洪良岱，已經是第七次

參加國際人醫會，但是她每次聽到大體

老師的課程，都會落淚。「能體會無語

良師在往生前，對於無私奉獻的那一分

期待，期待醫學生們能成為良醫。」

團圓時刻��心靈故鄉的呼喚

中秋佳節團圓日，學員們也在這一天

回到心靈故鄉――靜思精舍。很多人是

首次回來，心情既感動又喜悅，幾乎都

忍不住互相拍照紀念。

第一次回來，感覺很溫馨，好像迷

失很久又回來的樣子，這是來自湖南長

沙學員林亦明的感受。「聽師父說話，

感受到清淨的智慧，很簡單的一棵樹、

一個種子，那怕是風動，都可以從中悟

到很多。」當他聽到常住師父介紹主堂

天井的功用，是利用太陽光照跟地下室

空氣對流，循環形成風動，就是自然空

調。他敬佩地說：「人要很清淨才有這

樣的思維，沒有高科技的污染，但精舍

的建築又是科學的道理。將來要帶更多

的醫生回來，培養更多人才，希望能

在長沙把人醫會做起來，這是我的責

任。」

在尼泊爾擔任人文真善美志工的蘇門

(Suman Prajapati)，接引他及家人進來
慈濟的志工，前不久因為車禍而過世，

讓大家感到很傷慟，所以蘇門一直期許

自己，要回來見上人一面。本身是時尚

攝影師的蘇門，也希望能留下來向臺灣

的人文真善美學習，將來回到尼泊爾

時，能替志工們留下慈濟足跡。

午齋時，陳俏蓉和上人隔著約兩張

桌子的距離，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看到上

人，比她想像中還要清瘦，心裡不禁泛

起許多心疼。「上人真的很了不起，創

慈濟大學曾國藩教授的分享，讓人

感受到無語良師的付出對醫學教育

的人文力量。攝影／鍾美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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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這一片福田讓我們耕耘，我希望因緣

俱足，可以永遠追隨上人的腳步走慈濟

的路。」

擔任課務規劃組窗口的溫玉香，看到

這一趟「返家的路」，學員們如此的法

喜與攝心，讓她特別欣慰，籌備期間以

來的疲累，就在這一瞬之間全都化為烏

有……

儘管杜鵑颱風即將以強颱的姿態襲

來，在中秋節的夜晚，依舊是風和天清，

滿月明亮高掛天上，向人間微微笑，似

乎是要成全這一夜的團圓相聚。大會為

來自全球的學員們準備了臺灣小吃，從

擔仔麵、素蚵仔煎、臭豆腐、米糕……

只見個個攤位前大排長龍，學員們的眼

睛和中秋月一樣明亮，尤其是能有機會

品嚐在地口味，大家開心得不得了。

晚上的中秋晚會，由宗教處呂宗翰與

志工林宜琳清唱蘇東坡的《水調歌頭》

開場，讓氣氛頓時濃郁在中秋懷月的想

望裡。「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

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坐在臺

下的學員早已換下制服，紛紛穿著豐采

特色的本國服裝，透露出學員們待會將

要上臺表演的期待。

首場表演活動，由徐振家老師帶領九

位慈中同學率先出場，一曲「明月照紅

塵」那沉穩卻又磅礡的音樂一出，引動

學生們的精湛武術在樂聲中時而氣魄、

時而豪情，卻又是允文允武的內斂，呈

現慈中同學特有的人文精神。

最後壓軸的表演，是首次回到臺灣的

尼泊爾家人。他們所穿的傳統服飾，在

他們的國家是只有出席重要的場合才會

中秋節這一天特別安排學員回到靜思精舍巡禮。很多人是首次回來，心情既感動又喜悅。攝影／林

志明

攝影／鄭夙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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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今天抱著慎重的心情來感恩所有

人。美國的學員們特別獻上祝福卡片，

這是美國當地慈濟人走進監獄關懷受刑

人時，分享尼泊爾發生大地震的災難及

悲苦，受刑人心中不忍，寫下卡片，希

望能送上自己一分祝福。尼泊爾家人感

恩的接下卡片，感謝所有人對他們的關

懷。

音樂跨越宗教與種族，讓所有人都能

沈浸其中感受祥和，晚會圓滿結束時，

司儀感謝所有人的用心，更期待眾人將

真誠的愛帶給全世界，將美善傳遍各角

落，將力量化作為善的力量，讓愛更綿

長。

水泥地上的花　雲門之舞

九月二十八日風雨已來，眾人依舊

精進於課堂中。早上是一系列的分科座

談，包括外科討論義診服務品質之提

升，藥技及後勤則進行正念減壓課程，

內科、中醫、牙科、護理等的各科專業

人員除了相互分享，也把握機會向各國

人醫會成員學習。

中午時，大會考量靜思堂外已下起

雨，本想將午餐改成一人一餐盒，但

最後決定一動不如一靜，仍舊讓學員

步行到餐廳用餐。只見志工們一字排

開搭起傘橋，保護學員們不受雨淋，

有的學員感動到寧可淋著雨跑出行列

隊伍外，為的就是拍下這動人的畫面。

傘傘相連護學員，用心程度百分百，

讓學員直說「太感人了，好溫馨、好

壯觀喔！」

下午則由雲門創辨人林懷民先生分

享「在水泥地上種花」，剛從紐約重要

的舞蹈盛會的開場演出載譽歸來，雖然

中秋晚會上，馬來西亞學員穿著當地的傳統服飾，獻唱一曲「大馬慈濟情」。攝影／王忠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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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A二○一五
國際慈濟人醫年會

遇到杜鵑颱風警報發布，他仍然堅持約

定，風雨無懼搭乘火車來到花蓮慈濟靜

思堂。

一襲黑衣，一頭灰白髮絲，一雙藝術

家的眼睛，神情淡然謙和，他說：「很

多人問我，為什麼要跳舞？我的爸爸曾

經這樣告訴我，『舞蹈家是所有藝術家

當中最偉大的，因為他用身體做為他的

表達方式。』」林懷民以東西方對身體

線條的表達不同，帶領大家走入雲門舞

蹈的創作世界。

林懷民還發現「願」的簡體字是

「愿」，拆開來看是「原本的心」，也

就是不變的心。他用四十二年打造雲門

舞集，並將雲門推向國際舞臺；他也堅

信走向五十年的慈濟，仍能慈悲與醫療

首次回到臺灣的尼泊爾學員，穿著當地只有出席

重要的場合才會穿上的傳統服飾，帶著慎重的心

情感恩所有人對尼泊爾的援助。攝影／王忠義

知心相契時間，各小組溫馨相聚，分享種種收

穫及心得。攝影／馬君臺

馬來西亞麥寶儀 ( 左 ) 分享看到志工們無所求的

付出時，感動得落淚。攝影／馬君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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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難救助
   人醫守護

封面故事

共濟，在世界各角落發揮功能，展現人

性最美好的關懷。

下午的風雨逐漸加強，為讓所有學

員天黑之前安全回到寮房，原訂於晚

間的「佛法在人間」課程提前下午進

行，對談人為慈濟醫療志業林俊龍執

行長、慈濟基金會人文志業發展處何

日生主任。

「『力行』佛法是慈濟最大的特色。」

林執行長肯定地說。幫助別人時其實獲

益最大的是自己，何主任則說明「譬如

船夫身有病，若有堅舟猶度人」的意

涵。探討佛法的理論與實踐。

下課之後，強烈颱風的氣勢已經籠

罩整個花蓮，學員們撐著傘離開靜思堂

時，德宸師父趕緊教導大家，傘不要全

部撐開才不會危險，略縮一下傘架，反

而更能擋住風勢。颱風威力不可小覷，

雖然衣服不免被雨打濕，大家依然風雨

生信心，紛紛表示這是難忘的回憶。

離情　是航向未來的開始

二○一五年的全球人醫年會，在經歷

開幕式的歡欣鼓舞，中秋月夜的團圓時

光，杜鵑颱風的風狂雨驟，最後一堂課

是圓緣，由十三組各國代表一一上臺分

享。尼泊爾學員在分享結束後，為大家

晚間風雨更強，從傘橋改成人人撐傘，雖衣服

不免被雨打濕，大家依然風雨生信心，以沉著

的心應對天氣的變化球。攝影／唐江湖

為防強烈颱風所帶來的破壞力，遮雨棚已先

暫時拆下，但用餐時間雨紛紛，志工們一字

排開搭起傘橋，傘傘相連護學員，讓大家能

順利到齋堂用餐。攝影／郭宗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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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我們是一家人」這首歌，縱然語

言不同，但是臺下所有的人都伸出雙手

一起互動，並用自己的語言輕輕合唱。

講經堂內一片溫馨直入人心，全球一家

人，相知相惜在此刻。

當眾人依依不捨道別的時刻，因為杜

鵑颱風的強烈影響，多數火車已經全面

停駛……，原定如期落幕、學員賦歸的

人醫年會，出現了插曲――逾百位學員

必須停留花蓮，暫時無法返家。大會於

是特別另外安排兩堂課程，讓學員的心

能安住在當下。

「慈濟是我們的家，在家裡待久一點

也滿幸福的。」補課的是花蓮慈院醫務

祕書李毅醫師，開場白就引來全場歡欣

大笑，他侃侃而談和大家分享《人生經

濟學》。

「我跟自己說，我要開始傳承，所以

原本只講課到去年。」第二堂課是由慈

濟全球志工總督導黃思賢分享，「今天

我們就是聊天――聊到你們可以回家為

止！」現場笑聲、掌聲不斷。

直到學員們都順利坐上火車返家，

所有工作人員才放下心，真正結束了四

天三夜的人醫年會。因颱風而滯留的下

午，多享受了兩堂心靈交流的課程；營

隊過程中的種種變化球，更是難忘的回

憶，正如各國人醫會落實在當地，面臨

變化球也一樣用智慧、善解來見招拆

招。上人勉勵眾人，一念善心要成就好

事，則無事不成；一念惡心，就會造成

人世間種種的苦，期許大家要記住今日

相聚的殊勝因緣，更要把這分無私的大

愛落實在當地。

在這四天三夜的人醫年會中，學員們跟著講師的分享，時而大笑時而落淚，每一堂課都用心聆聽吸收，

為的就是將各國的經驗帶回當地，期盼人醫的腳印更廣更深遠。攝影／王忠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