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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

身旁苦難者
大林慈濟醫院一般外科

張群明 醫師

身處在倒塌的大樓裡，這一刻，張群明真

實感受到「生命與共」、「用生命走入生命」

是什麼感覺。

「阿嬤，我們要帶您出來囉！我們知影您

真不甘您的厝，但是請您要放下……( 臺語 )」

有如在安撫老人家般，中華民國搜救總隊 ( 簡

稱：搜救總隊 ) 救難人員一齊抬起阿嬤的大

體，走過層層疊疊的斷垣殘壁。

救難人員們將大體送達目的地後，一同向

阿嬤致敬，這是搜救總隊一直以來尊重生命

的體現。

文／謝明芳、江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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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下白袍換上紅服

災難現場搶救生命

二○一六年二月六日凌晨三點五十七

分，高雄美濃發生芮氏規模六點四地震，

臺南傳出嚴重災情。當日接到訊息，大

林慈濟醫院一般外科張群明醫師上午結

束工作，中午旋即回到家鄉臺南，換上

另一套制服、戴好安全配備，以搜救總

隊隊員身分，加入維冠金龍大樓的搜救

行列。

一位倒頭、雙腳被鋼筋水泥壓住的生

還者，外露的一隻手已被接上點滴，張

群明抵達現場，呂總隊長任命進入評估

生還者狀況。躺進只能容納一人的空間，

仰望天花板，正與近在咫尺的年輕人互

望，第一次看到傷者是在災難現場，張

群明內心充滿恐懼，害怕的不是看到傷

勢不輕的傷口，而是習慣了平常在醫院

的環境，手邊忽然沒了這些醫療設備，

感覺什麼也使不上力，且又身處在瓦礫

堆中，彷彿自己也在夾縫中求生存。

「他的腳被鋼筋水泥壓斷，需要立

即上止血帶，否則會有組織再灌流傷害

喔！」總隊長提醒，張群明才驚訝地回

過神來，「對喔！需要。」

張群明隔空問暖，「你還好嗎？」

「我還好，有點冷……」聽到年輕人

回答，大家更是加緊腳步搶救。

搜救總隊的弟兄們討論如何挖掘，起

先由下往上，發現困難重重，後來從上

往下挖，受困十小時的年輕人終於獲救。

張群明待在現場，陪著年輕人等待即將

重見天日的一個多小時，一邊協助留意

他有無保暖及保持意識清醒，一邊看著

搜救總隊的弟兄們一層一層地將壓在他

文／謝明芳、江珮如

儘管阿嬤已逝世，搜救總隊仍把阿嬤從瓦礫堆中完整救出，邊抬邊安撫著她。（圖／聯合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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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的鋼筋水泥挖掉，「大家朝目標努

力，小心地一層又一層挖，就是為了救

他。」彼此互不熟悉，卻能在團隊合作

中完成任務，張群明感受到那分為了救

人的團隊默契。

災難現場與醫院環境大不同，醫療處

置也就有所不同，像是為了評估那一位

患者，需要躺在地上與他對話，或是爬

入倒塌的大樓層間觀察患者傷口，「只

能利用現場有的器械做簡單傷口處理，

在千變萬化的現場隨機應變，都是為了

讓生還者活下來。」

搜救進入第二天，總隊發現一位已無

生命跡象的阿嬤，挖掘過程，救難人員

們小心翼翼不破壞到她的大體，以保留

完整性，花了幾乎一整天的時間，才將

阿嬤帶出來；這也是搜救總隊尊重生命

的展現，儘管阿嬤已罹難。

犧牲與家人團聚圍爐的溫馨時光，張

群明一待就是四天。看著幾百位搜救總

隊的弟兄們，日以繼夜地鑽進倒塌大樓

內搜尋，協助一位位受困者脫困、救出

一位位受傷者，除夕前後，寒流正來襲，

弟兄們不顧寒冷，脫下外套包覆著救出

的孩童，期間還下了雨，穿起雨衣持續

救援，日夜輪流守在現場。如同眾人好

奇，張群明問起弟兄們：「此次救難很

困難、很辛苦，為何你們還願意待在這

裡？」

「每個生命都不該被放棄，如果是自

於生死相離的關頭，能救出一位位生還者，對搜救總隊是莫大的鼓舞。（圖／中華民國搜救總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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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或親人被壓在那倒塌大樓裡，你會多

麼希望趕快被救出來。」弟兄們的答覆

令張群明動容。

通過磨人的訓練，加入搜救總隊

搜救總隊成員多數為建築、營造、土

木、水電等背景，救災過程需要什麼機

械，猶如醫師手術需要何種器械，對他

們而言是共通語言，對張群明來說卻如

鴨子聽雷。

術業有專攻，醫療要走入災區，也需

要接受一些訓練和準備。「雖然身為醫

師，每在災難現場，總覺得自己能做的

有限，我到底還能做什麼？」

二○一五年六月一趟尼泊爾大地震賑

災，以及九月參加在花蓮靜思堂舉辦的

國際慈濟人醫會年會，張群明深深省思

對災地緊急醫療需要有更多的了解與訓

練，醫師去到災區才能發揮更大的功能

與良能。

因緣際會，二○一三至二○一四年間，

張群明回到花蓮慈濟醫院一般外科時，

認識了手術室護理師洪尚卿，滿腔熱血、

樂於助人，對緊急醫療很有興趣，邀約

張群明一起參加搜救總隊訓練，張群明

一口答應。

欲加入中華民國搜救總隊並非易事，

總隊不只需了解每一位受訓者參加目的，

受訓者還得通過他們的基本訓、高山訓

等「膽識、體力、毅力、耐力」訓練，

且還要出勤務，才能成為真正的隊員。

二○一五年參與受訓時，張群明為了

於危險艱鉅的災難現場，為搶救生命，

搜救總隊無有畏懼。（圖／中華民國搜

救總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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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讓總隊知道他是醫師而隱瞞身分，最

後還是被識破。「驚險」的受訓過程，

第一階段是基本訓練，包括走高空繩索、

攀岩，另有野外求生、三角巾使用、搬

運傷患、CPR、AED操作等訓練。
第二階段，則是考驗體力、毅力、

耐力的高山訓，確確實實的「重量級訓

練」。每個人得揹上自己的糧食、水和

公用帳篷、鍋碗等物品共達二十公斤，

攀爬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高山。

高山為原始山林且山徑陡峭，不諳環

境者易發生事故，當日，張群明與隊員

們就遇及登山客發生山難，直升機正前

來救援，搜救總隊的弟兄也在現場救援。

涉過河谷之後是一段段的上坡與下坡，

一早出發，抵達紮營地已接近傍晚，大

家終於能暫時歇息，準備炊食吃晚餐。

爬山若帶太多水會徒增重量，身上僅有

的水是路程所需，得節省使用，但實在

是太渴了，在紮營地附近有水，張群明

顧不得乾不乾淨，趕緊盛來喝。

三十多人擠在幾坪大的空間，用完餐

後倒頭就睡，等待深夜十一點起床，戴

上頭燈、備著水繼續爬山，過程經過山

壁，抓著繩索往上攀爬，腳踏處不時有

小石子落下。到達山頂時剛好欣賞日出，

天亮了，能見走過的路，張群明驚訝，

「我們是怎麼爬上來的？夜間只專注在

眼前的路，反而不覺得恐怖。」

攻頂後，大家循著原路下山，回到紮

營地收拾，揹起沉重的行囊準備下山。

體力即將透支，下山時一直想著是否能

走完全程，「我只告訴自己手要抓緊繩

索，避免恍神而跌落，已顧不得腳了。」

下坡來到溪谷，最後一段是上坡，「雖

然力氣已用盡，但還是要靠意志力爬上

去。」超過平時的體能負荷，終究完成

了全程超過二十四小時都在行走的高山

訓。

經過此次訓練，張群明的雙腳足足麻

了一個月，離開平日的舒適圈，張群明

難以忘懷此行的高山負重訓練。

左圖：張群明醫師 ( 左 ) 與花蓮慈院手術室護理師洪尚卿 ( 右 ) 一起到烏來災區打掃。( 摘自洪尚卿臉書 )

中、右圖：香港消防處救護員會與搜救總隊臺灣國際醫療團技術交流，左為張群明醫師。( 圖／中華民

國搜救總隊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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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起慈青所學，社團如受訓

一生中，會遇到什麼人，似乎早已安

排。

中華民國搜救總隊的呂總隊長，出身

軍旅，熱誠、重紀律，三十六年前成立

亞洲第一個 NGO非政府組織的民間搜救
團體，帶領搜救總隊為國內、外災地救

援與受難者奉獻畢生心血。讓張群明憶

起二十幾年前，加入慈濟青年社時遇到

的社團指導學長。

大家口中的嚴格學長，熱情、積極、

有想法、有原則。進到慈濟大學服務後，

極力號召校內同學參與偏鄉孩童服務活

動，後來成立慈青社，張群明即是創社

成員之一。

當時的慈濟大學慈青社指導學長，希

望同學們能「自力更生」，因此，經費

來源不向慈濟基金會請求支援，完全靠

自己爭取。張群明提及他們曾透過參加

各種校外比賽，申請到接近一百萬的獎

金，此外，每次辦營隊所需經費與設備，

也是社團自行準備，不假慈濟志工之手。

慈青們跟隨指導學長至秀林鄉佳民與

景美村長期關懷原住民小朋友。活動前，

開會、寫企劃，有著籌備不完的事，活

動後則是忙碌製作檔本的開始。當年的

檔本還是手寫為主與沖洗、黏貼照片，

並得在活動後幾天內完成多本活動檔案，

呈交給各個贊助單位，大家三更半夜還

待在辦公室，直接鋪睡袋是常有的事。

在外人眼中看似苦差事，張群明一點

也不覺得辛苦，因為結識了幾位如陳鈞

博、何姿儀等知心夥伴，彼此來自不同

科系，同樣有顆為偏鄉孩童付出的心。

當時花蓮慈院常住志工黃明月師姊，

則時常帶大家去家訪或至醫院當志工。

從西部到東部，看見許多生活條件不佳

的家庭，尤其是原住民孩童，張群明進

而感恩、知足成長過程有父母的疼愛，

深覺自己是個很幸福的孩子。

除了參與社團活動，一方面透過閱讀

慈濟月刊，張群明一步步認識慈濟、認

識證嚴上人，其中特別喜愛慈濟志工的

故事，看見一群來自各行各業的慈濟志

工，為讓社會變得更善更美，無所求地

張群明來到嘉義大林小鎮，學醫行醫的同時，也感受濃濃鄉土人情，右圖左為尹文耀主任。攝影／于

劍興（左）、張竣彥（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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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愛心，使他佩服不已。

日後，指導學長常帶大家回精舍參加

活動、志工早會，張群明也更認識上人，

漸漸結下師徒之緣。

感恩古樸家風，有緣有福成良醫

換上現代衣裝的繁華街景，有著一家

保有復古風的傳統制服店，那是張群明

的爺爺、奶奶經營，後由爸爸、媽媽接

手下來。

老店裡，留有兩對夫妻從年輕至老邁

的殷勤身影，循規蹈矩的處世態度與家

中女性勤奮持家的美德，一代傳一代。

張群明從小耳濡目染，無形中也養成自

動自發、按部就班的個性。

二十多年前，資訊還不很開放的年代，

高中生對於自己的未來普遍少了思索，

張群明也不例外。身為四個手足中的老

大，他並未背負厚望，也因此很單純想

著大學畢業能有份穩定工作就好。

「對父母來說，家裡有人當醫師能照

顧家人健康，也是不錯的事。」一九九五

年考上慈濟大學醫學系，課業對他並不

困難，真正的挑戰則在畢業後……

二○○二年住院醫師階段，張群明花

蓮、大林兩邊跑，二○○四年正式轉調

大林慈院，成為院內第一位外科住院醫

師。前無學長學姊引領，學習全靠自己

摸索，所幸，從住院醫師成為主治醫師，

一路有移植中心尹文耀主任、一般外科

魏昌國主任提攜指導，甚至出國至美國

加州洛杉磯大學移植中心學習時所遇到

的指導教授，都是他想感恩的人。

年紀輕輕即取得肝臟移植資格的張群明醫師 ( 右 )，感恩行醫路上有尹文耀主任 ( 左 ) 等前輩老師的指

導陪伴。攝影／何姿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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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器官移植挑戰

捐者的愛與受者信任

選擇走上肝臟移植這條路，張群明自

嘲，因為當時不了解也就不知道怕。尹

主任鼓勵「要不要來學學看、做做看」，

未多想將來會面臨什麼困難，他就去嘗

試，接觸之後發現確實不易。

年紀與他同齡的阿吉，五年多前因 B
型肝炎猛爆性發作導致肝衰竭，很多親

朋好友建議他至南部醫學中心就醫，他

堅持留在大林慈院，張群明問：「為什

麼想留在這裡治療？」阿吉這麼對張群

明說：「信任，對專業的信任。」

要讓一位病人如此信任醫療團隊，得

以想見過程，團隊付出了多少心力。確

定只剩肝臟移植可挽救性命，阿吉從內

科轉由外科照顧，等待肝臟期間，幾度

的病況急轉直下、出院後又急診入院，

張群明與團隊使盡法子搶救，阿吉感受

到大家對他的用心、關懷，安心地全然

託付給醫師。

直到一天，傳來外院有病人有意願捐

贈器官的訊息，當時阿吉心理尚未準備

好，張群明更是惶恐，他明白這位捐贈

菩薩當時的身體狀況不甚理想，「肝臟

移植到阿吉身上，他能順利活下來嗎？」

後來，這位捐贈菩薩突然衰竭往生，張

群明卻感受到捐贈者家人因無法圓滿捐

贈者心願的痛。

幾個月後，又傳來等到肝臟的消息，

張群明正好在花蓮進行模擬手術，一接

長達一年多的奮鬥，阿吉 ( 左五 ) 喜獲重生，醫療團隊為他祝福並舉辦肝臟移植重生慶生會。（圖／

阿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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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消息，趕緊搭機返回大林慈院。等候

手術的同時，影像醫學科林志文主任檢

查發現阿吉感染了肺結核，這給了醫療

團隊一大考驗，因為治療肺結核的過程

長達九個月且藥物會傷肝，對阿吉則別

無選擇，再不移植恐無希望。

「因為你感染了肺結核，情況較複

雜……」心懷擔憂，移植外科尹主任與

張群明仔細地向阿吉說明日後要共同面

對的問題。已有心理準備的阿吉，反倒

鼓勵醫療團隊：「若不複雜，怎麼能顯

現出你們的價值呢？」

經團隊努力，手術順利完成，張群明

感恩術後有尹主任的悉心照顧，另有胸

腔內科及感染科的協助；從發病到順利

換肝，近一年多的照顧，終於有個圓滿

的第一階段。一晃眼五年多過去，阿吉

與張群明、醫療團隊的情誼早已超越醫

病關係。

「若要重新選擇，我還是會選肝臟移

植，我喜歡有挑戰的手術，而且是由團

隊一起完成的手術。」儘管肝臟移植的

病人，於術前、術中、術後照顧上需用

盡心思和時間，然而，病人的信賴與重

生，以及醫療團隊的合作，化成了張群

明甘甜的果實。

行醫中悟真理，無常中求精進

「別人傳授方法、經驗給我們，互動

中，自然影響了我們的思維、方向，但

要做出最後成果，還是得靠自己的毅力、

勇氣。」要說真正有毅力，張群明慚愧

不及上人各方面的展現，仍時時在學習

上人的精神。

「追求完美，近乎苛求」是張群明對

自己的詮釋，「我希望我所照顧與開刀

的病人達到零死亡率。」在他看來，低

死亡率和零死亡率之間仍有很大的差距，

雖然醫療不可能零死亡率，但要盡力做

到將死亡率降至最低。

如此地兢兢業業，從睜開眼、踏入醫

院，張群明的腦筋猶如電腦處理器不停

運轉，思考著下一步應如何治療，有時

離開醫院仍繼續想。「這條路行不通，

就換另一條，找尋方法且多看、多學老

師們怎麼做，我們遇到的困境，或許老

師們都曾經走過。」

走外科、器官移植這條路，時常需與

死神拉拔，張群明很能了解「無常隨時

在身旁」的警惕，從中體認「生老病死」

的自然法則。過去，著重在追求醫療技

術的成長、壓力的克服，謹慎過每一分

秒，直至近年，他開始反思應該還能做

些什麼，「人往往因穩定後處在安逸狀

態，若不把握時間精進，容易懈怠。」

走出醫院，仍有許多需要幫助的人。

去年，張群明也把握機會前往尼泊爾賑

災，期間，遇到一位罹患先天性疾病、

臉部畸形的十一歲女孩，右眼沒有眼球、

左下眼瞼因被鼻翼拉扯無法闔眼，長期

下來，眼睛乾澀且視力愈來愈差。

為解決她的困擾，醫療團帶著她至當

地一家整形重建醫院求診。女孩曾在一

歲時進行了兔唇手術、兩歲半進行一次

鼻翼重建手術，由於臉部會隨年齡改變，

當地整形外科醫師評估等到女孩成年後

再手術，幫助較大。

張群明與團員們特地將女孩的情形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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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在臺灣的花蓮慈院整形外科團隊、臺

中慈院整形外科簡守信院長等專家，大

家評估後都如那位整形外科醫師建議，

於是，醫療團盡可能把所有眼藥水等藥

品留給女孩的母親，並教她如何照料。

「繞了一大圈，雖然目前只能做這樣

的處置，但大家為了她，過程真的很盡

力。」而這次的臺南地震，也因為第一

時間有很多人進入救援，讓受困的人有

了脫困的機會，「受訓時的磨練能化為

助人的力量，那麼，過程中的苦就都不

算什麼了，就很值得了。」

臨床、研究、慈濟志業，現在又多了

搜救總隊的勤務，張群明的生活愈加忙

碌。事情會有階段性結束之時，他卻是

不停地一直往前，「醫療技術再好，種

種所做猶如上人說的『化城』，重要的

是怎麼生生世世行菩薩道。」從當年的

小慈青，蛻變為成熟穩重的慈誠，張群

明於一次又一次入人群中感受真實苦、

體會真實法。

回歸醫療初發心，張群明覺得醫療本

質就是幫助他人的一個過程，「能當醫

師是有福的，因為一路上受到很多人的

提攜，這不是理所當然，我很珍惜這樣

的機會。」投入慈濟活動和助人行列成

了他的興趣，也是平衡身心的方式。

從尼泊爾至臺南震災救援，「走到受

難者身旁，並且有能力為他們做點什麼，

真的很有福！」他們身陷苦難卻堅強地

活著，張群明讚歎那是一股難以言喻的

生命力。

雖然在醫院也是救人，總覺得自己還

是站在患者的另一端。深入災區，與開

刀房、病房的舒適環境相差甚遠，張群

明用心感受那生死一瞬間，「這是一種

有別於以往的醫病關係，能夠走入災難

現場，在受難者身邊搶救，更加體會『無

緣大慈 同體大悲』的意義。」因為走得
更近，感受到的苦難也就更強烈；因為

走進苦難，就有機會助世上的苦難減少

一些。身兼醫者與志工二種身分，張群

明笑著說，「能做到的事，怎麼能不去

做呢！」

尼泊爾賑災行，感受眾生

苦，張群明醫師為ㄧ位因

瓦斯爆炸被滾燙的熱水燙

傷腿部的鄉親處理潰爛傷

口。攝影／周幸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