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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簡富美從付出中體會只要有用心，病人都能感受我們的真心。攝影／江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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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清晨六點半開始，在醫院參加一個

多小時的志工早會，從頭到尾坐得直挺

挺，她是七十五歲的林簡富美，走起路

來同樣腰桿直挺。

「我的前半段人生是張白紙，後半

段日子我不要再留白了。」從小歷經磨

難，於六十歲走入慈濟，富美笑歎是老

來得福。

天公囡姊妹花

一九四二年，簡富美誕生，日治時期

的臺灣。在富美五歲、妹妹三歲那年，

爸爸參加二二八事件，某天政府軍警人

員突然闖進家中，要抓爸爸，但爸爸早

已逃之夭夭，肚裡懷有小生命的媽媽，

因不知先生去處而被活活打死，頓時，

兩姊妹成了孤兒。

「我記得很清楚，是姑姑去領回媽

媽的大體，搭著三輪車，我和妹妹用走

的，一路從大寮走到鳳山。媽媽的後事

是草草辦完的。」已過繼給親戚的姑

姑，不捨富美和妹妹兩個小小孩，便把

她們帶在身邊照顧，成了兩人唯一的依

靠。

過了一段時日，富美的爸爸出現了，

領了兩個孩子回去。接著有一天，爸爸

帶回一個手上抱著嬰孩的女人，富美與

妹妹有了繼母，但兩人的生活更苦了，

繼母不但不給吃，還時常鞭打她們。

爸爸在拆船廠工作，每半個月或一個

月才回家一次，終於盼到爸爸歸來，遠

遠看見的富美與妹妹跑上前去，一人各

抱住爸爸一腳痛哭。爸爸並不知孩子們

怎麼被對待，鄰居沉不住氣對他說：「你

二○一五年九月大林慈院評鑑期間，林簡富美 ( 右二 ) 也前來協助要給同仁們加油打氣的評鑑餐、點

心製作。攝影／謝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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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那麼狠，放孩子被凌虐，你再不回

來，小孩就快被打死了。」

不久後，大人分開了。爸爸還是出門

工作常不在家，有一回富美和妹妹同時

出麻疹，身旁沒有大人照顧，床邊一小

籃橘子是姊妹倆一星期的糧食。「感恩

老天爺！我們都沒死。」回想此景，富

美感謝有上天的眷顧。

再過幾年，富美和妹妹被寄養在一

個親戚家。寄人籬下的日子不好過，八

歲的富美和六歲的妹妹要提水、運柴、

餵豬、煮飯……什麼事都得做。每餐的

番薯飯，輪不到她們吃那層香噴噴的米

飯，只能吃飯底那薄薄一層的番薯絲；

夏天多蚊蟲，其他人晚上都睡蚊帳內，

只有兩人睡蚊帳外，當被蚊子攻擊到忍

不住躲進蚊帳內時，竟被踢下床，不偏

不移掉進放在床緣的尿盆裡。

難忍倍受欺侮，有天中午，富美一手

拿著皮箱、一手牽著妹妹離家出走，想

搭公車，不知車站在哪又沒錢，聰明的

富美想到――沿鐵軌走，兩人就從高雄

大寮走至鳳山找姑姑。看到她們，姑姑

難過地把兩人抱住：「我兩個可憐的無

母囡仔……」再次收留她們。

富美上了初中後，爸爸又娶一個太

太回來，雖然這位繼母待她們不錯，不

過，她們必須幫繼母照顧四個孩子，一

旦孩子有狀況，就換爸爸找她們一陣打

罵。

這一生讓富美最敬愛的就是姑姑和國

小的一位男老師。八歲上小學的富美，

灰色童年裡，所幸遇見一位很疼她的老

師，老師略知她的家境，都會送她文

具、課本等等。

「姑姑過世了（二○一四年），得知

時，已來不及送她最後一程，另一個遺

憾就是沒能找到當初的啟蒙老師，真想

好好感恩他！」即使已過古稀，富美內

心深處，對這兩人的恩難以忘懷。

很多人小時候吃多了番薯，長大後

就怕了不想吃，但富美對番薯並不畏

懼，反而感恩，「至少當時還有東西吃

啊！」「吃不飽，但還是活過來了。我

們很幸運，可說是天公囡啊！」

急急走入婚姻  扛起一個家

從小，走到哪就被笑「無母囝仔」，

為了不被瞧不起，富美樣樣表現優異，

無形中也磨練出堅韌的意志力。

時值二十四、五歲，富美厭惡整日至

賭場找爸爸，聽到爸爸的賭友提起：「嫁

給我兒子沒問題的，他很乖。」儘管有

林簡富美 ( 右一 ) 與志工歡喜地至各單位分送臘

八粥。攝影／江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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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被賣掉的感覺，極度想擺脫家的富美

嘔氣地答應了婚事。訂婚半年還不知道

先生家在哪裡的她，告訴自己：「嫁過

去的日子好不好過，都要認了。」

成婚後，先生給富美很大的自由，

三個孩子陸續出生，他也疼愛有加，然

而，在富美心中，他卻是個責任心不足

的丈夫，「他是那種不知小孩何時註

冊、何時放寒暑假的爸爸，更不用說關

心家裡三餐有無著落。」

先生生意失敗那段日子，富美每天煩

惱下一餐在哪裡、孩子的學費在哪裡、

房租費在哪裡……時常一天以一顆饅頭

果腹。慨嘆小時候命苦，婚後命運還那

麼坎坷，富美忽然生起「不是離家就是

尋短」的念頭。把刀子握在手裡，但一

想到未來換三個孩子被取笑「無母囡

仔」，她還是放下了刀。

牢記起頭難的苦

成為挑水果達人  

生活難熬，富美決定舉家從臺南搬

回高雄鳳山老家，她準備向同學學做水

果批發生意，於是先向一位同學借錢買

中古車載貨，又向另一位同學借錢要批

貨。

約好要一起批貨那天正是冬至，天

氣很冷，富美蒸了米糕要給孩子吃，也

留了先生與自己的份，但等到中午還不

見人，等到心很慌，這才打電話去問，

除了到醫院當志工，林簡富美師姊也於社區積極付出，圖為二○○九年於高雄分會發放活動，師姊貼

心聆聽陳勸老太太訴說遭遇。攝影／周幸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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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他們早上就出門了。富美整個人愣

住，「這下怎麼辦？」

原來是同學的先生怕多一個同行競

爭。「不如，我們自己去找橘子批發

商。」富美的先生對她說。兩人一路問

到梅山、竹崎、內埔一帶盛產橘子的地

區，當時還沒有高速公路，先生開車載

著富美走省道，從高雄到達竹崎已是黃

昏。

天色漸暗，沿路沒路燈也沒人家，

富美靈機一動，「去問問看販售裝橘子

竹籠的人，應該會知道哪裡可以批橘

子。」果真找到賣竹籠的人，那人報路

說需再往深山去。

車子來到滿布大石頭的山路，上不去

又下不來，富美只好下車移石頭，好讓

車子一段一段駛上。不知哪來的力氣，

富美竟能挪動一顆又一顆的大石頭，但

此時的她已淚眼濛濛，「這麼冷的天，

人家是在溫暖的被窩，我卻在這裡搬石

頭，我的命真的那麼不好嗎？」

好不容易上了山頭，已經凌晨十二

點，伸手不見五指，遠遠看見一戶人家

還亮著油燈，富美趕緊前去敲門。屋

裡，正專注打牌的五個人被嚇得打翻桌

子，牌子散落一地，「三更半夜，哪來

的邋遢女人？」

看他們嚇成那樣，富美應聲：「我是

人，不是鬼，我是要來買橘子的。」其

中一人指著旁邊的沙堆說：「那邊有，

妳自己去挑。」頭一次看到橘子採收後

埋在沙土裡，富美撥開沙，看到橘子仍

無頭緒，這群人建議她不如大清早再去

水果集散地買。

富美與先生以帆布蓋著擋寒風小憩

一下，凌晨三點一到，夫妻倆來到「水

果集散地」，其實是個廟口，許多人

聚在那賣橘子，用竹籠子裝的橘子有

一百三、四十公分高，上頭用芋葉蓋

住。

商人手持手電筒往裡面照，每顆橘

子看起來又大又漂亮，外行人殊不知果

農是把好的橘子放中間、爛的橘子擺周

圍，籃底再放香蕉樹幹或水泥砂土等雜

物來增加重量。

高興地買回家後，富美才恍然大悟被

騙了，水果商不買，只好自己擺地攤，

幾回虧本，同學的先生笑她：「富美做

生意絕對賠錢。」聽到這樣的話，富美

擔任志工領隊，難免遇挫折，林簡富美以靜思語鼓

勵自己，不時也會鼓勵志工夥伴。攝影／謝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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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不認輸，埋頭苦幹一季一季不同的

水果繼續批下去。

日正當中，富美跪在田裡把一顆顆

的美濃瓜裝箱，每天從清晨到中午要裝

五、六百箱，忙到無暇吃東西、解溺，

回到家手腳都軟了，可說用爬的，連洗

澡的力氣都沒有。連續五年，賣水果的

所得用來繳房租、繳學費、繳利息、還

本錢等開銷，生活費所剩無幾，每天都

在為錢從哪裡來而煩惱。

那段日子，富美活得像顆轉不停的陀

螺，回到家睡一、兩小時，清晨起床幫

孩子準備早餐，送孩子上學後就去賣水

果；中午前回到家準備午餐和晚餐，送

便當給孩子後，她又和先生出門批貨，

直到半夜才回到家……

堅持為孩子們準備熱騰騰的便當至

初中畢業，是富美在繁忙生活裡，把握

與孩子互動的機會。她慶幸三個孩子相

當懂事，知道父母賺錢辛苦，從不讓他

們操心，鄰居也稱讚她的孩子聽話，

「一群孩子在巷弄嬉戲，你們的孩子好

乖，只從陽臺向外望，沒有一個跑下去

玩。」

「咬緊牙關走過來，我流的淚水比

汗水還要多。」艱苦都過去了，富美習

得一身經驗，現在只要有人要挑頂級水

果，都說找富美就對了。

師徒剎那間  耕醫療福田定心念

為生計而忙，沒時間投入慈濟也沒心

思認識慈濟的富美，只因有慈濟志工問

她要不要繳功德款，即使經濟不寬裕，

她的愛心不曾停止。

那年，證嚴上人在南部的最後一場幸

福人生講座，富美受志工邀約前往屏東

參加，在車上她聽到卡帶，「這位師父

的聲音好柔喔！」師姊回她：「這位師

父，就是我們待會要去聽講的師父。」

進到會場，富美就坐在前排且靠近

中央走道，上人從中央走道緩緩步向臺

前，停下來時握起富美的手說：「妳也

來喔？」富美好驚訝，不知上人為何對

她說這句話，只感覺上人的手好細，從

沒見過上人的她，有種似曾相識的感

覺，彷彿師徒之間的緣在此牽起。

事後回想，富美依然想不透上人為何

與她這一位未曾相識的人握手，資深師

林簡富美師姊擔任醫療志工領隊，需處理行政事

務，將訊息布達給同梯次志工。攝影／謝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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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們也羨慕地與她分享：「妳的因緣好

好喔！讓上人握手。」

隔了一段時日，資深志工問起她要不

要培訓。

富美疑惑：「什麼是培訓？」

「就是做慈濟，先去醫院當志工，學

習如何見苦知福、膚慰病人……」師姊

簡單說明。

不懂什麼叫做服務，富美只記住師姊

的叮嚀「要做六天的志工」，就這樣來

到大林慈院；這一做，富美愛上醫院志

工。本想永遠當一位快樂的志工就好，

深思與上人的因緣殊勝，應當好好把

握，富美進而培訓並受證委員。

曾經，富美回到花蓮慈院當志工，那

天遇上朔旦的初一、十五拜經，富美於

大殿與上人碰到面，上人對她說：「妳

回來當志工喔？」類似的話語，再次撼

動和溫暖富美的心。

大林慈院五周年慶之際，上人蒞臨現

場共襄盛舉。富美上臺受獎，接下獎狀

那刻，上人對她說「醫院就交給妳了」，

這句話她牢牢地謹記在心，持續醫療志

工至今。

每每心頭浮起「自己一大把年紀，

應該將醫療志工梯次領隊的棒子傳承給

後進」，富美總會抽中靜思語「心如果

沒有難，做事就不難」、「有福的人，

才能為人服務」、「沒有壓力就不會成

長」……

「尤其是志工組張紅芬師姊給我抽的

那張靜思語『逃避責任，尋求一生的清

閒，就無法延續自己的慧命』給了我很

大的震撼，從此不敢再提起交棒的事。」

每當遇到人事考驗，富美也會想起

「上人在提醒我，要繼續做下去」而很

快地打起精神。想到上人有了年紀，依

然不停歇，自己怎能推辭，「每天早

上，我都向菩薩發願要做醫療志工做到

最後一口氣，也求菩薩保佑當我閉上眼

睛時，能無痛苦地安然離開，而且還要

快快回來做慈濟。」

字典裡沒有「老」字

除了固定每月二週來回花蓮、大林慈

濟醫院做志工，每當大小活動需要人力，

一接到訊息，富美拎著行李就又來到大

林。於二○○一、二○○二年開始投入

醫療志工，二○○三年因 SARS疫情暫
停，富美卻未停志工腳步，都至高雄靜

思堂幫忙縫製隔離衣，近三、四年來則

勇敢承擔高雄區醫療志工梯次領隊。

十幾年的醫療志工生涯，富美走遍

門診區、出住院中心、病房區，其中最

常在急診室和加護病房服務，「陪伴病

人真的是要用心，只要有用心，病人都

會記得我們。」一位曾在急診室被富美

服務過的阿嬤，有一天在腫瘤中心看見

她，主動上前打招呼：「好久沒看到妳

了。」富美心裡既歡喜又訝異：「阿嬤

竟然認得我耶！」

不捨媽媽年紀大、擔憂身體負荷不

了，孩子們多次勸阻，富美不認老，「你

們看我的體力、頭腦，應該知道我還能

做吧！」沒能留什麼給孩子，唯有「德」

是富美最想留給子孫的傳家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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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慧除習氣  增力量修忍辱

接觸慈濟前，為家庭、為孩子、為生

計，接觸慈濟後，富美對孩子們說：「前

半輩子的人生，我為你們而活，後半輩

子的人生，我要為自己而活。」

在醫院看盡生老病死，不知大限何時

到來，她自我警惕要多把握能付出的時

刻。每日起床早課，她一定向菩薩祈求

――賜予她智慧，改除習氣；賜予她力

量，學習忍辱。

她明白自己，有時為了提升志工士

氣而求好心切，少數不理解的志工，難

免聲色不佳，「當領隊就了不起嗎？」

「我來做志工沒領薪水耶！」有志工聽

到了，很替富美抱不平，富美反而心平

氣和，「生氣是一時，感恩是一世。」

因為還有習氣，所以需要好好修行。

富美提及以前做志工很常一個月才回家

一次，家中的地板、桌子等家具蒙上了

灰塵，一邊拖地一邊對先生發脾氣，

「怎麼都是灰塵？」後來，富美反省：

「不對啊！是他支持我出來當志工，我

怎麼可以對他生氣？」現在回家，她都

感恩先生：「師兄，感恩你幫我顧家。」

一路走來，富美感恩孩子們不需她操

心，尤其感恩先生相當支持她做慈濟，

不曾叨念她老是不在家，還跟著她簡單

清淡的飲食，更讓富美讚許，先生也會

研讀上人的靜思叢書。

「我真的很有福報，身體好、家庭

好、時間剛剛好。」富美明瞭當志工也

要因緣俱足，但不放棄鼓勵志工們，

「來當志工要當得有價值，要成為一位

對醫院有加分的志工，醫院的一磚一

瓦、鋼筋、水泥都有您們一分愛，所以

我們都是醫院的『股東』。」

紀 念 徽 章 上 500、1000、2000、
3000……代表的不只是志工服務時數，
更是林簡富美人生智慧的積累，至今在大

林慈院的服務時數已累計七千多小時，只

要還有一口氣在，她會繼續做下去。

一張張的志工服務感恩狀及徽章，是林簡富美的珍藏。攝影／謝明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