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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長久久
慈濟緣
大林慈院醫療志工 楊嘉雄 文╱謝明芳

志工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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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每個人有其幸運數字，楊嘉雄

也不例外，這一生，與「9」特別有緣。
過去，他與「酒」瓶為伍、住院

時病房在「九」樓、受證慈誠編號為

「5299」、做環保多以回收「酒」瓶；
而今，醫療志工服務定點，又在「9C」
日間照護中心……

病苦煉道心

把過往變魔術的興趣，楊嘉雄用於娛

樂一群在大林慈濟醫院日照中心的阿公阿

嬤，有的年紀比他輕、有的與他相仿、有

的只大他幾歲，他們被逗得笑開懷或目瞪

口呆。接著，他拿出另一樣法寶，大陸雲

貴高原的葫蘆絲，演奏給大家聽。

走至病房，再次演奏葫蘆絲，楊嘉

雄的靜心樂音，鼓舞著癌症病人，「學

習與細胞對話，學習唱歌讓心念正向、

開朗。」站在病人面前，滿臉笑意的

七十六歲楊嘉雄，精神奕奕，看不出他

曾也是一位癌症患者。

自受證後，楊嘉雄即投入花蓮、大

林慈院的醫療志工，但次數不頻繁。二

○○五年九月的某日，他忽然間排了多

次血便，至大林慈院檢查後，確診罹患

第三期大腸直腸癌，住院治療期間，他

想：「同樣是住院，為什麼我要來當病

人而不是當志工？」

於是，他誠心向細胞懺悔，「對不起！

我沒有好好照顧你，我們和平共處，我

當志工，你也跟著我做志工。」讓細胞

充滿快樂而非成天想著病苦，楊嘉雄在

自己身上印證了「心念能創造實像」。
擅長魔術表演和吹奏葫蘆絲的楊嘉雄，為醫院病

房的長者們增添許多樂趣。攝影╱江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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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後幾個月，楊嘉雄感覺好轉許多，

打算至花蓮慈院當志工時，突然的劇烈

腹痛讓他寸步難行，趕緊回大林慈院急

診室，檢查結果無異狀，經注射點滴、

休息後，已不痛了。之後的每個月，他

幾乎都回大林慈院當志工，即使每日起

床要先處理將近一小時的腸造口清潔，

甚至在二○一一年因心臟不適裝了支

架，仍不阻礙他的志工路。

「我把它當成是考驗，考驗我的道心

是否堅固。」楊嘉雄的這番體會，不只

在罹病後，早從接觸環保時。

善念引善緣

一九四一年出生於臺南柳營的楊嘉

雄，一生多考驗。

七、八歲時感染瘧疾，在無藥醫的年

代，他把自己裹在棉被中出汗，度過症

狀帶來的發燒、畏寒；十九歲時，發現

患有肝炎，住院二十天，打了超過三百

針，打到自己都害怕。

經歷了戰後時期與日治時代的生活

清苦，他從小就特別惜福愛物。結婚

前，開始從事飲品、醬油、菸酒等瓶

子生意，期間遭逢嚴重的一九七五年

「八一七」和一九八一年「九三」水災，

水淹及胸，他的雜貨全流走了。

虧本之下，只好另尋出路，改行開

計程車，開了二十四小時的計程車十多

年，練就一身只要沒客人，倒頭就睡的

功夫，隨時在車上補體力以應對載客，

「沒想到，這樣也賺到幾百萬，來償還

那些債務」楊嘉雄感到不可思議。

年 輕 時， 楊 嘉 雄 即 富 有 愛 心。

一九六六年結婚，第一個孩子出生，同

年底他成立梅花基金會，雖說是為自己

的孩子植福，卻幫助許多弱勢孩童。

一九九七年，大愛電視臺尚未成立，

他從別臺看到麻豆的慈濟志工做環保的

身影，看了以後，很認同證嚴上人的理

念及志工們的行動，心想：「我們新營

也能有個環保站，那該有多好！」

心念一起，竟遇上一位慈濟師姊柯

惠美，詢問他要不要去花蓮靜思精舍尋

根。不懂什麼是尋根，乍聽之下心生雀

躍，加上，懷著想做環保的念頭，他決

定跟搭慈濟列車回去多了解。

從花蓮返回後，他積極覓地，並得知

認識的一對醫師夫婦有地，便與那位醫

師太太聊起，透過旁敲側擊，感受醫師

太太對環保的認同，他自忖：「我有機

會了。」開始述說設立環保站的想法。

隔了不久，醫師太太向他提起新營某

處似乎有個回收點，楊嘉雄真的跑去看，

看到一些回收物，但不見人影和相關的

慈濟標示；連續幾日，他至現場等待，

終於等到人來，確認是慈濟人在做環保，

他也開著計程車沿途撿資源載回收。

夢境的啟示

參與環保一段時日，師兄們鼓勵他報

名見習、培訓志工，由於忙生計、開計

程車時間不定，他很猶豫而不敢答應。

一九九八年的母親節前夕，他夢見

了上人，「上人來到我們老家的平房，

我正在院子打水、抽幫浦，看見上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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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歷無常，讓楊嘉雄更把握時間付出。攝影╱謝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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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來，我趕緊頂禮。」醒來後，他百思

不解上人怎會走進他的夢境，細細解讀

後，若有所悟，「很久以前，上人就找

到我，現在找上門來了，我的心怎能遲

疑？」

隔日的母親節，臺南靜思堂正好舉

辦聯誼會活動，他帶著相片就去報名見

習志工了。這天對他而言，意義格外深

遠，回憶媽媽過去自己做資源回收，將

變賣的錢捐出給寺院蓋院等善行，而

今，自己進入慈濟，是種對已故媽媽的

緬懷。

因從中報名，錯過了前面幾堂課

程，楊嘉雄於一九九九年再次見習，二

○○○年完成培訓。

原先位於中學門口的環保回收點，

因大家擔憂妨礙學校上課，後來取消，

又顧慮在社區的衛生、安寧等問題，轉

而另尋他處。剛好一位地主提供位於郊

區三百多坪的地，楊嘉雄看了覺得很合

適，於是「開發」為鹽水環保站，他從

臺南、善化等地回收一些建材回來做為

環保站的圍籬等，這個環保站便從他開

始做環保，兩年間陸續有人投入。

有一天，慈濟委員也是教聯會老師的

黃秀琴，問起楊嘉雄可知有無適合大愛

幼兒園的用地，他便與一位陪伴慈青的

教聯會老師劉彩蓉，問了另一位教聯會

老師陳守珍，在陳老師的穿針引線下，

認識她的會員陳秋江先生，即是提供新

營共修處的地主，後來也受證慈誠。

新營共修處原是陳秋江的度假園區，他

喜愛寧靜，常於此閱讀、種花木、聞蟲鳴

鳥叫聲。楊嘉雄與老師們常去找他泡茶，

主要目的也是希望他能提供三千多坪的佔

地給慈濟使用，他竟然樂見其成。

由於大愛幼兒園的成立尚待因緣成

熟，後來做為共修處使用。二○○一年

開始整地，楊嘉雄全心投入新營共修處

的監工與維護，相對少去鹽水環保站，

他人不理解，以為他在幫地主做事。

「其實不是幫地主做事，地主借地給

我們，我們理當更要維護。」想在心裡

的楊嘉雄，面對他人的閒言閒語，心中

有了煩惱，開始猶豫是否不要再去共修

處，但心頭又不忍放下陳秋江一人維護

道場。

看似遇到挫折了，楊嘉雄夢見上人

隻身走在田埂，身旁無人跟隨，「我感

覺上人好孤單」。另一次，則夢到在新

營火車站向上人送駕，上人送給他一只

茶器及一輛腳踏車，「我兩個都不收，

我思考著茶器是拿來泡茶，難道坐著泡

茶就好？等泡茶也需要時間，腳踏車一

騎，馬上就可出門，但是我不要新的腳

踏車，因為環保站有二手可用的腳踏

車……」

兩個夢，篤定他的方向，他決定兩邊

跑，一邊做環保、一頭持續護持共修處

的建設。

協助維護共修處有十二年，許多的

花草、樹木都是楊嘉雄親手栽植，「臺

灣」形狀的蓮花池，也是他搬石頭拼排

而成，佛堂、廚房等空間的建設，有他

與陳秋江參與其中。「我們還種過觀音

竹、香蕉、荔枝、椰子樹等，椰子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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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長，為了美觀一致，我曾經徒手爬

上去修剪。」楊嘉雄可說對共修處的地

和主人，有著深厚情感。

二○一三年三月，陳秋江因骨髓瘤撒

手人寰，成為新營區第一位大體老師，

同年四月，家屬、志工們齊聚新營共修

處，為師兄舉辦追思會。即使現在回

想，楊嘉雄的淚水仍不聽使喚地落下，

兩人在慈濟道上相伴十二年，他很慶幸

有這麼一位智者互相鼓勵，他謹記陳秋

江師兄曾對他說：「凡事沒有對錯，只

是認知層次不同。」

再闢環保疆土

如其姓名中的「雄」字，有著雄心壯

志般，楊嘉雄擴大環保版圖。

運作十年的鹽水環保站，因地主收

回土地，終告停止。因緣際會，一位地

主捐出位於新營佔地一千六百多坪的廠

房給慈濟使用，但礙於租約未到期，租

用者還在使用，楊嘉雄屈於廠房外頭一

角，二○一二年九月做起玻璃瓶回收。

「想當年做生意，與人應酬學會抽

菸、喝酒，有一段時間喝很多，媽媽曾

經對我說『被矸 (酒瓶 )所害』。」戒
除後，楊嘉雄自然而然不愛這些癮品，

卻愛上回收酒瓶、玻璃瓶，他明白長年

不壞的玻璃瓶是造成垃圾問題之一。

起初，也是他一個人做，對於玻璃瓶

賣不了什麼錢，大家並不看好，然而，

大家還是會從六個鄉鎮載玻璃瓶過來，

且不分顏色地混成堆。見到滿山玻璃瓶

的此景，儘管有些無力感，他還是做。

廠房內堆放了分類好的玻璃瓶，也放了一些回收

物品，其中一角是楊嘉雄煮食之處，櫃子、爐子

等也是他回收回來再利用。攝影╱謝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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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做得很辛苦，光分類瓶子就用

了很多時間，更別說整理好變賣，不了

解的人就質疑他「回收瓶子卻沒看到

錢」，陳秋江師兄耳聞，便去一探究竟，

知道怎麼一回事後，向大家說明，大

家就不再說了。楊嘉雄則抱著「投筆從

戎、蘇武牧羊」的精神，他說：「不怕

一個人做，也不用做給別人看，對的事

堅持，別人自然會肯定、支持我們。」

由於露天沒有遮棚，下雨時，楊嘉雄

就躲到高鐵架的大柱下、豔陽時就任高

溫曝曬、天寒時就任冷風襲來，一個人

在此過著猶如魯賓遜的生活，「自己帶

麵條、米粉、油、醋等調味料來烹煮，

食物放外頭都要保存好。」

二○一四年租約到期，租用者讓出

所有廠房，楊嘉雄好歡喜，他的空間變

楊嘉雄從過去一人，至後來有許多人投入一起做環保。攝影╱謝明芳

楊嘉雄昔日被酒所害，今日被瓶所愛。攝影╱

謝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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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一些回收的爐子、櫃子等物品，

能放進工廠內，有了櫃子也能存放他的

「食糧」，另外，他還擺了回收的家

具、病床等，讓來做環保的人有個空間

休憩。因做環保仍在室外，陳秋江師兄

的妻子張淑敏師姊，便出錢搭建遮棚。

近兩、三年來，有東山、白河等地志

工，只要時間許可，都會來幫忙，當中，

有一位社區志工李妙芳，因患有癲癇，按

規定不能騎車、開車，她每回都從白河搭

公車至新營，再走一段路進到環保站。

「師兄真的很投入，看他一個人這樣

做，也是令人不捨，尤其他身體不好，所

以，我上午去郵局當志工，下午就來這

裡。」李妙芳微笑道。對楊嘉雄來說，志

工們能來做個半天、一天，他都好感恩。

慢慢地，大家認同他的做法，知道他

一個人在做，有的來協助、有的特地送

點心或午餐來給他，連東山環保站的志

工們，都邀他去他們那共進午餐。儘管

路程十公里，為了那份溫情飯，楊嘉雄

也願意過去。

環保智慧禪

每日凌晨四點多起床，楊嘉雄先清

潔腸造口，清理過程一邊唱誦《三十七

助道品》；靠著意志，他訓練到每日只

排一次便，省下不少造口袋費用，也方

便一天的活動。用過早餐，七點左右出

門，楊嘉雄若沒去做醫療志工，就是往

環保站跑，做到太陽下山才回家。

做的過程，他唱頌《無量義經》、《慈

悲的心路》和《三十七助道品》，他稱

《三十七助道品》為救苦經，句句讓心

沉靜和充滿法喜，而上人的「多用心」、

「信心、毅力、勇氣」鼓舞著他堅持下

去。

一句「多用心」足足讓他好好思索含

意，「以前會用桶子等物品去擋玻璃瓶，

後來邊做邊想，如何使用最少空間，堆

高玻璃瓶而不會讓它們滑下；也會想怎

麼洗酒瓶，洗得乾淨無味……」落實環

保不遺餘力，楊嘉雄用桶子接雨水清洗

玻璃瓶，洗好後的瓶子則自然風乾。

楊嘉雄與各式各樣的玻璃瓶相處，變

成了玻璃瓶達人，清楚哪些類只能打碎

回收、哪些類可清洗潔淨，賣給廠商盛

裝苦茶油、桑葚汁、酵素、油漆用松香

水等。「碎玻璃只能賣幾毛錢，如果把

一些瓶子洗淨回收給廠商，一支玻璃瓶

可賣一、兩元以上，有的廠商每次固定

買三百三十支、有的一次買三千多支，

往往來不及洗出貨給他們。」

他曾一年賣了十四萬、一年賣了

二十五萬，甚至三十六萬。過去，他都

把賣瓶子的所得歸入隨喜，後來，他請

勸募組幫忙開收據，「我想讓廠商們感

受到，他們來買瓶子也是在做好事，他

們反而感恩我們。」

當今，楊嘉雄最盼望，不只是當成

回收場、環保站，應該提升為環保教育

站，發揮教育的良能，教育大人和小孩

對減量的重視，領悟清淨在源頭。

之前，楊嘉雄從環保站看到早期德宣

師父記錄上人的《隨師行記》，他讀了

兩、三遍，從中感受到上人當時為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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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院，艱辛奔波的辛苦與不易，其

中，讀到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那天，

上人在臺中香雲精舍分享的一句話，深

植他的內心，「希望慈濟團體中做好慈

濟工作……最重要的是『誠』、『正』

二字……『誠』即是發自內心的一份自

動自發的精神，有這份自動自發再苦都

不會感覺得到。」

此外，上人每日叮嚀的「多用心」以

及《法華經》中的持經如說修行，皆是

他力行慈濟事的方針。

親身經歷病痛，他都會鼓勵病人，不

要發願等到病好，才要做什麼事，「無

常是無法讓人等待的，何況什麼叫做

『好了』，應該是要投入，從做中讓身

體愈做愈好。」

一條細繩在手，繞了又繞，打了好多

個結，「那麼多個結就像我們的心結，

要用佛法一一解開」見他線一拉，所有

的結鬆開了，魔術表演中也含藏道理。

「我的法號為本儲、編號為 5299，
諧音為『我要久久』，意思是我要做慈

濟做得長長久久、『儲』蓄智慧。」楊

嘉雄這麼自我期勉。 

一句「多用心」，充滿酒味或骯髒的玻璃瓶，被

楊嘉雄洗得乾乾淨淨、歸類得整整齊齊。攝影╱

謝明芳

過去在環保站撿到的《隨師行記》，楊嘉雄複讀

了兩、三回，其中一句話讓他銘刻在心，特地用

顏色標註。攝影╱謝明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