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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路的速度快到被稱為「飛毛腿」的

楊慧津，俐落的手腳與她一頭雪亮的白

髮成了對比，而那充滿活力的招呼聲，

使她的笑顏更加鮮明。

「只要志工組說哪裡需要人手，她就

馬上去做，從不挑工作而且步伐很快，

轉眼間就不見人影。」大林慈濟醫院社

工師林玉雯說，很常看到楊慧津出沒在

社會服務室，或拉著一臺推車穿梭在醫

院裡，儘管一開始不知姓名，但只要認

白髮，林玉雯就知道這位師姑又來了！ 

以孝以順報母恩

親力親為護家庭

醫院志工服務有六寶：「臉要笑、嘴

要甜、腰要軟、耳要利、眼睛要亮、手

腳要快」，楊慧津都具備了，外加「頭

腦清晰、記性好」，以致十多年前，即

受到認識的師姊邀約做志工。

在還不了解慈濟是什麼樣的一個團體

之前，楊慧津就一口答應師姊！二○○

三年，她完成了醫療志工培訓，二○○

四年便正式投入大林慈濟醫院的志工服

務，每次一待就是一星期。「跟我一起

做志工的師姊們，都說我走路很快，我

想，是過去磨練來的，因為一邊要照顧

媽媽，還要買菜、煮飯、上班……時間

很緊湊，快慣了。」

家中排行老二的楊慧津，上有一個

哥哥、下有三個弟弟、妹妹。身為公務

自度
也度人
文、攝影╱謝明芳

楊慧津		
高雄區醫療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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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父親，無抽菸、喝酒等陋習，但身

邊的紅粉知己卻一個個換；原先父親只

是偶爾不在家，到了楊慧津就讀中學階

段，就再也沒回家過。父親的無責任心，

竟激起了楊慧津決心扛起照顧一家子的

使命感。

楊慧津長大出社會後，從事業務工

作，小有積蓄，在她二十六歲那年，

與媽媽商量想買一棟屬於她們自己的房

子，或許是心疼女兒花錢，媽媽並未同

意，但她還是買了，並接媽媽一起入住。

不久，媽媽中風，有點怪罪是女兒堅

持要買新房，才讓她變成那樣，楊慧津

無言以對。「一個婦女要養五個孩子，

很辛苦，可能是太勞累、做過頭了，媽

媽五十多歲就中風了。」在楊慧津和兄

弟姊妹們努力、輪流幫忙復健下，媽媽

從一側偏癱到能自己拄拐杖行走。

每天出門上班前，楊慧津會幫媽媽

備好早餐，並趕在中午前買菜回來煮中

餐，同時備好晚餐的料，下班回來就能

直接下鍋。除了料理媽媽的三餐，洗澡、

洗頭、修剪指甲等，她也是親力親為。

大半時間，媽媽都待在家中，其餘

時間定期回診住院，住院期間，也是楊

慧津親手照料，「進出醫院對我來說，

是很稀鬆平常的事，甚至醫師開了什麼

藥，媽媽吃了有什麼特別反應，我都能

向醫師說明可能是哪顆藥導致過敏等原

因。」

從一九八○年至二○○二年，二十多

年歲月守護在媽媽身旁的楊慧津，大姊

如母，照顧弟弟、妹妹，甚至代替媽媽

為他們完成終身大事。弟弟妹妹一個個

成家立業，有時工作忙碌抽不出身，一

通電話：「姊，孩子放學時，可以幫我

接送一下嗎？」或是，孩子忘了帶東西

至學校，這位姑姑、阿姨，就幫忙跑到

只要哪裡需要，楊慧津隨時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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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家中拿了送去。

匆匆忙忙的生活步調，使得楊慧津的

體重僅剩下四十二公斤，鄰居或親戚朋

友見著，不免心疼，楊慧津笑笑回應：

「照顧媽媽是我的本分事，而且弟弟妹

妹們也有照顧，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事實上，媽媽存有重男輕女的觀念，

深怕兒子太累，曾對楊慧津提起不要讓

弟弟或媳婦照顧，然而，楊慧津感受到

媽媽長年來已對她產生依賴感，凡事都

要她處理，因此更覺得要讓媽媽安心。

啟動助人善基因

灰天變成八正道

楊慧津天性熱心，一旦讓她知道哪裡

需要幫忙，她就往哪裡去。退休後，她

曾至地政事務所、學校等機構做志工，

「我會來醫院當志工，也是在照顧媽媽

的過程中，感受到醫護人員的辛苦。」

她的醫療志工服務，早在媽媽住院時就

開始，她不只照顧媽媽，也協助其他病

人、家屬換床單等。

她憶起孩童時代，為了配合爸爸工作

遷調，曾舉家搬至高雄鳳山居住，鄰居

住著一對老夫妻，媽媽很照顧他們，不

時與他們分享食物。媽媽的身教，無形

間也養成她助人的特質。

二○○四年，她穿上灰衣，初成為醫

療志工，但不太懂得如何與病人互動，

「可以幫病人按一按手、腳或肩膀……」

她腦中想起志工組陳鶯鶯師姊曾教導，

透過按摩來拉近心與心的距離。有一陣

子，志工們都會買痠痛藥布回家備用。

有一回，楊慧津在病房看見一位太太照

顧罹癌的先生，照顧到相當疲憊，楊慧

津為她按摩放鬆後，送她一塊藥布貼

雖說自己不是香積高手，但能做的事，楊慧津都把握。攝影╱張菊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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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當下暖了太太的心。

從菜鳥變老手，楊慧津累積許多志工

服務的經驗，也吸收上人的法。見她一

路精進，某天，資深師姊問起她想不想

參與委員培訓，她竟回答：「不要！」

口說只想當個快樂志工，但心裡的理由

是「我不要為了那套制服而培訓」。隨

著日子過去，愈發了解上人的法和慈濟

精神後，報名了培訓課程，在二○○八

年歲末祝福受證慈濟委員。

二○○九年開始，到醫院當志工的楊

慧津，從灰天白雲志工服換成了藍色的

八正道委員制服。有一天，她帶著一位

即將出院的阿公至腫瘤中心會診，迎面

走來一對也要看診的夫妻，太太認出了

她的聲音，興奮地說：「師姊，妳認得

我嗎？」

「請問您是？有事嗎？」楊慧津聽她

的聲音、瞧她的臉孔，感覺似曾相識。

「雖然，我不知道妳的名字，但是妳的

聲音，我永遠記得。」當太太說起幾年

前，楊慧津曾送她藥布，喚起昔日的記

憶，楊慧津聽了也好感動，握起她的手

祝福她。

「我們做志工，都戴著口罩，要認出

誰是誰不容易，尤其，我從灰天變成八

正道，她竟然認得我，還特地跟我說謝

謝。雖然說，我們付出不求回報，但這

樣的驚喜，還是會讓人欣慰。」這位太

太的相認，觸動了楊慧津的心弦，也促

使她排除萬難，無論如何，都一定來當

醫療志工。

令楊慧津感到欣慰的，還有一回在病

房區服務時，專科護理師看見一位太太

悶悶不樂，請她前往協助關懷。滿臉愁

容的太太，照顧患有腦性麻痺和大腸癌

的先生，夫妻倆總是緊閉心簾，不願接

受關心，直到楊慧津服務的最後一天，

先生剛好做完手術，她見機走近床邊，

與他們分享如何使用 L型枕等，並向太
太說聲「辛苦了」，這時太太才終於開

口說話。

於醫院服務多年，楊慧津也曾面對

大量傷患救治場景。二○一一年，臺灣

發生了阿里山小火車翻覆事故，震驚全

臺，許多遊客被送來大林慈院急診室，

志工們一對一全程陪伴，楊慧津當時陪

伴著一位開放性骨折的大陸遊客，過程

不知怎麼地，開啟了話題，楊慧津忽然

想到，「妳有聽過鄧麗君的歌嗎？我唱

一首慈濟版的『小城故事』給妳聽，好

不好？」就這樣安了病人的心，楊慧津

還一直陪到她進入手術室前。

在水槽低頭奮力刷洗，楊慧津為香積盡份心力。

攝影╱葉璧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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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則是在屏東大同國小的遊覽

車事故中，陪伴著受傷的小朋友們，「遇

上大量傷患雖然不捨，但對我來說，也

是一種學習。」

出自一分主動關心，無形中可能成為

他人生命中的貴人。楊慧津想起了某一

次雙十節，醫院無門診，在未開燈的批

價、掛號區前，坐著一位阿公，當她走

上前去，阿公正好起身，走了兩步快要

跌倒，「阿公，你怎麼了？」

阿公默默無語，也不太理會楊慧津，

她覺得不對勁，要去扶他時，她自己嚇

了一大跳，「阿公的手冰到不行，全身

都是濕的，他開始盜汗了。」她對著阿

公說：「阿公，拜託、拜託，你在這邊

坐一下。」思考著該怎麼辦時，楊慧津

看見了一位師姊，趕緊麻煩師姊推一臺

輪椅並請一位師兄過來。

輪椅推來面前，阿公就是不坐，人很

不穩地朝著牙科診區走去。「阿公，拜

託，你要去哪裡，我帶你去。」好不容

易，阿公願意坐上輪椅，楊慧津與師兄

等人趕緊送他到急診室。

一段時間後，楊慧津再到急診室關懷

阿公的狀況，有護理人員問起她，「是

您送他過來的嗎？感恩您喔！」楊慧津

心想那沒什麼，事後她向常住志工陳鶯

鶯師姊提及阿公時，鶯鶯師姊也對她說：

「妳是他的貴人。」

原以為阿公是血糖下降，但楊慧津

仔細一想，為什麼放射科同仁都從放射

科出來幫阿公照 X光，而不是阿公被
送進去照 X光，且阿公的床位是在緊
急的第一至第三床，經過護理人員說明

危急病人的處置，她終於明白阿公有輕

微的心肌梗塞。

不知幾個寒暑，舉凡愛心市

集等大小活動，能見楊慧津

付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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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兒子有來，我問兒子，了解阿

公曾中風過，傷到語言無法表達，固執

的阿公堅持一個人住。」楊慧津猜想，

若阿公獨自坐在那，萬一真的昏了過去，

大家也會以為他睡著了，就沒人知道，

讓她深切地體會當個不請之師的重要。

聞法離怨懟  引度雙親發好願

時光荏苒，楊慧津開始照顧媽媽的幾

年後，當年離家而去的爸爸，帶病回到

家中。「我對爸爸埋著怨氣，我恨他一

輩子！」在未接觸慈濟前，楊慧津把爸

爸恨入骨，但走入慈濟後，她想到上人

說的「普天三無」，「如果這三點我做

不到，其他的慈濟事做得再好，都沒有

用，所以，我選擇原諒、接受爸爸。」

媽媽隨著自然法則離去後，楊慧津轉

移重心照顧洗腎的爸爸，這十多年來，

都是她親手照顧。每週傍晚，她陪著爸

爸去洗腎，同樣做志工，主動幫護理人

員們換床單等，「這樣，他們就不會那

麼忙，下班前也不會忙太晚。」久而久

之，楊慧津與護理同仁們變得熟稔，大

家也感覺到有她在真好。

照顧爸爸期間，楊慧津的體重驟降為

四十五公斤，意味著過程的勞身勞神，

父女難得相聚，彼此的心難得相近，楊

慧津對爸爸吐露心情，「如果沒有進入

慈濟，我會恨您一輩子，但是，現在我

們兩人不相欠。」爸爸對他年輕時的行

為，感到懺悔。

在爸爸臨終前，楊慧津把從常住志工

們身上學來的，用於爸爸身上，引導爸

爸誠心懺悔，「過去所做，真心懺悔求

菩薩原諒，並發願有個好來生。」爸爸

聽進去了，於二○一○年安然辭世。

做白衣天使的媽

各病房爭相邀約

「慧津師姑是個精明的人，任何事不

需我們多說，她就做好好的，而且還提

前做好。」九 A病房護理長陳秀萍，曾
這麼形容楊慧津，「她說話鏗鏘有力，

做事敏捷迅速，不怕多做，就怕自己少

做事，病房只要有她在，我的心就安了

一半。」

每次看到白板寫滿了住院名單，陳秀

萍正想要麻煩志工幫忙鋪床時，楊慧津

便緩緩走來並微笑說：「阿長！床都鋪

好了，我看庫房堆了很多雜物，也順便

整理了一下。」此外，她還把一些棉被、

枕頭裝好，被套放在庫房備著，方便上

夜班的護理師給新入住的病人使用，同

仁們屆時只需再鋪個床單即可，省下了

很多時間。

除了自己完成，楊慧津也會指導同

醫院大廳舉辦病安週宣導之園遊會活動，楊慧津

( 中 ) 也勇敢地參與戲劇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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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志工們怎麼做，甚至病人有什麼狀

況，她都會向同仁們報告、說明。好一

陣子，楊慧津承擔機動的角色，哪裡有

需要，就至哪裡補位；一回，九 A病房
的同仁們看見楊慧津出沒在對面的九 B
病房，便問：「師姑，您怎麼會在九B？
來我們九 A啦！」當換成九 B病房的護
理同仁們看到她出現在九 A病房時，也
說：「師姑，您怎麼會在九 A？來我們
九 B啦！」楊慧津可說是各單位爭相疼
愛的媽媽。

「有陣子，我沒在病房服務，又回

到病房時，護理同仁們都說好久沒看到

我，很想我，我說：『就是妳們的念力，

把我念上來了』。」帶點幽默的楊慧津，

扮演起「媽媽」時，又變得正經，「嘴

巴甜一點，與公婆撒嬌、道歉說『我工

作會比較忙，請他們多包涵，家裡要多

麻煩他們、小孩要麻煩他們了』彼此才

能相處融洽。」

在醫院如走灶腳

醫病家屬全依靠

她原本每個月來醫院服務一次，但

近年，楊慧津往返高雄與嘉義大林的頻

率愈來愈高，她已把醫院當成了第二個

家，「志工組隨時需要人力，我時間可

以就過來。」說到或答應的事，她一定

做到。見到常住志工們很忙，她也會貼

心地幫她們打餐。

不論是愛心市集、年貨大街或同仁們

的幸福下午茶、病人安全宣導週等大小

活動，都能見到楊慧津與高雄慈濟志工

姜芳蘭、林春足、林簡富美及彰化慈濟

志工楊碧春等人，一起揮灑汗水和撒播

幸福的身影。

「因為我熟悉動線，知道什麼東西放

哪裡，所以，很常至營養治療科，同仁

們也會說『師姑，您又來囉！』像是下

午茶需要用到冰塊，我早已準備好，拿

給志工組，需要多少器具也一起準備。」

二○一五年九月，醫院評鑑，為了鼓

舞、慰勞同仁們，志工組於評鑑前，每

週提供色香味俱全的評鑑餐，楊慧津也

前來協助，在醫院待了將近半個月，「我

不是香積的料，但是簡單的會做。」接

下去的十二月，遇上領隊會議、高雄梯

次志工、慈懿會大共修等，她一待又是

十幾天，要不是安排好到會員家中關懷

並邀約參與歲末祝福，她會再多待一、

兩天。

平時沒有擔任醫療志工，楊慧津則

投入社區的環保。在她成為醫療志工

前後，喜捨環保站恰好成立，當時只有

二十多位志工，至今有許多菩薩投入，

分成了早、中、晚班做環保。大家彼此

熟識、互相照應，只要看不到楊慧津，

就知道她又去做醫療志工了，當眾人一

見到她，便對她說：「好想妳喔！」分

類過程，難免有些不可回收的垃圾，為

了不造成清潔人員的困擾和負擔，楊慧

津總是把垃圾載至不同地點等候垃圾

車，以分散垃圾量。

「在醫院很快樂，處處可以結好緣。」

楊慧津常把在醫院學到的醫學常識，帶

回環保站與志工們分享，告訴他們如何

保重自己，或是有志工在社區做慈濟的

過程遇到了瓶頸，她也會鼓勵轉念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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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聞上人的法。多年來的醫療志工生

涯，楊慧津坦言，自己有時會因人事而

影響心境，但她學會自我勉勵，「上人

講法四、五十年，每日苦口婆心，我們

沒聽進去，別人的一句話卻讓我們耿耿

於懷，這樣對嗎？」

相處多年的護理同仁們，看到楊慧津

的頭髮白了，心裡有說不出的心疼，然

而，一頭白髮，也是楊慧津的智慧象徵，

她笑說「自然的最美」。「很感恩父母

讓我成長，讓我有機會盡孝。我沒結婚，

一個人很自由，醫院就像我的家。」楊

慧津這一生，奉獻給小家庭也奉獻給大

家庭，積極過活無怨尤，她的人生態度，

正如她的法號「慈度」，自度也度人。

記得是二○一七年一月某一天的志工

早會上播放大林慈院參與臺中慈院十周

年慶《藥師如來十二大願》的演繹畫面，

楊慧津看到陳金城副院長，展現出黑衣

人的力道，看了感動不已，勾起她多年

前還是灰衣志工時的回憶。

「大林慈院五周年慶時，當年還是神

經外科主任的陳副院長，一樣在臺上演

繹，我從電視看到了他分享一人當科，

一個人要值班、門診、開刀……說到哽

咽，我被他觸動了，我可以感受他的辛

苦。」看見與理解醫師的辛勞，也是堅

定楊慧津護持醫院的那念心。

她期許自己做到不能做為止，「醫

師都可以那樣為病人付出了，我當志工

更應該付出。」在弟弟妹妹們心中，她

永遠如母般受尊敬，而在醫院，她不只

是家屬、病人的依靠，也是同仁們的依

靠。

二○一五年九月醫院評鑑，志工們不辭辛勞，每周推出美味的評鑑餐來照顧同仁們的身心。為感恩這一群

志工們的付出，陳金城副院長 ( 中 )、人文室葉璧禎主任 ( 中左 ) 代表送上大愛農場的珍珠米，表示感恩。

攝影╱張菊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