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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身影

身形嬌小，腳步輕快，無論是在莊嚴

靜謐的靜思堂，或是人來人往的醫院，

常能見到陳汝雲的身影，「我就是閒不

下來啊！」陳汝雲笑得爽朗。做慈濟，

愈做生命愈充實，也愈歡喜，總是在跟

時間賽跑，轉眼，做慈濟就快三十年

了……

醫療志工剛完訓

顧母親派上用場

一九四二年出生，陳汝雲十八足歲就

開始教職生涯，擔任小學老師共三十七

年；二十四歲時結婚，二十五歲開始當

媽，還生了四個孩子，不難想像生活的

忙碌。「記得是在一九八五年，我們學

校幾個老師開始每個月集資善款，透過

郵局劃撥給慈濟功德會。後來同事間接

認識了慈濟委員編號六號李時師姑的女

兒黃麗蓉，後來就由麗蓉師姊來收善

款。」陳汝雲說，那幾年每天中午收聽

漢聲廣播臺的「慈濟世界」，對於證嚴

法師和慈濟有一定的認識，只是每天在

工作與家庭間打轉，做志工的想法就只

能留在心裡。

繳了五年的善款，一九九○年二月

的某一天，經過學校的布告欄，陳汝雲

從休息
到休閒
到修行
文／魏旨凌、黃秋惠

陳汝雲		
花蓮慈院醫療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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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慈濟醫院和家扶中心招募志工的訊

息，她當下就決定去這兩個機構報名。

隔天就去慈濟醫院上課，不久又到家扶

中心上課。

陳汝雲記得很清楚，「是二月十九

日，我開始上醫療志工的訓練課程，教

我們怎麼保護自己，怎麼使用輪椅、如

何移動病人、對家屬要保持微笑……」

結訓之後，養母腦部開刀住院，正好學

以致用。母親狀況穩定後，陳汝雲開始

每個星期日上午到慈濟醫院，穿上志工

背心坐在大廳服務臺值班。

期待每週日上午

有趣的醫療志工體驗

星期日不是都沒門診嗎？怎麼會需要

志工值班呢？陳汝雲說：「雖然沒有門

診，但探病的人不少，帶家屬到病房，

或只是告知洗手間的位置，小忙一椿，

覺得很溫馨。」

「沒事的時候，我就和有『志工老

兵』稱號的顏惠美師姊坐在服務臺『唱

歌拉曲』(臺語 )，或者到出院後的患者
家訪視，到天主教家庭去唱〈哈利路

亞〉，陪著基督教徒禱告……」如果有

人來參觀醫院，汝雲也跟著參觀者一起

聽顏師姊導覽，「我很認真聽、認真記，

到後來，不但可以轉述『佛陀問病圖』

的意義，當年各病房不同顏色的意涵也

都能清楚解說。」

從第一次到醫院當志工，陳汝雲的

心得就是「很有意思」！所以她少有缺

席，體會病苦原來這麼苦！

陳汝雲（前）從醫療志工開始，陸續投入慈濟四大志業，

圖為於竹軒為參觀的民眾導覽解說慈濟。圖／陳汝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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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醫療到慈善到教育

從休息到休閒到修行

那時慈濟醫院啟業沒幾年，上人常到

醫院走動，而且全臺慈誠委員聯誼也在

醫院大廳舉辦，當月壽星一一上前接受

上人的祝福，臺下齊聲唱〈無量壽福〉，

汝雲說：「我感覺這是最盛大的慶生會。

只是後來為了安全考量，九二一之後不

再舉辦了。」

「我對上人開示的印象最深刻的就

是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日下午，上人談

及大小三災，舉例八一七土耳其發生地

震，我們不是不可能，以最大祝福土耳

其為募心募款。當夜一點四十七分震醒

了大家的愛心。」因為當醫療志工，常

常近距離見到上人，聆聽上人開示，對

於人生的見解更加清晰，也開始理解佛

法。

「那個年頭當小學老師真的累，所

以每個星期六上午上半天課，一放學，

我心裡想的就是『下午要休息，週日要

睡到自然醒，看小說、口含糖果、聽音

樂，多愜意啊！』」汝雲說：「我是很

會過這種日子的，結果有一天聽『慈濟

世界』，聽到上人說，換一個時間、地

點、工作內容，就是『休息』。真的嗎？

我要試試看。」於是她開始週日上午來

當志工，證實果然如此。

「後來又加上『休閒』，再加上『修

行』。」陳汝雲說：「我已經定調這樣

的作息模式，雖然也是睡到自然醒，卻

圖為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於花蓮新芽獎學金頒獎典禮上，陳汝雲（前右二）陪伴受獎學生張湘茹

( 後 )、張羽軍 ( 坐輪椅者 ) 姊弟上臺分享。攝影／許榮輝



人醫心傳2019.767

至少提早四小時，也印證『三日早增一

工』(俗語，早起三天多一天時間 )。」
退休後，汝雲更是無縫接軌，不會無所

事事。

陳汝雲於一九九二年受證慈濟委員，

志工生涯從醫療入門，走向慈善訪視，

加入教聯會（慈濟教師聯誼會），四大

志業八大法印都有她付出的身影。「進

了慈濟以後，看到很多天底下的苦，真

是難以想像。」汝雲也談及參與慈濟骨

髓幹細胞中心的驗血宣導，走遍了花蓮

各機關、學校、軍營、公司行號，當然

自己一開始也捐出十西西血建檔，可惜

一直到法定年齡上限仍未配對成功，她

說：「有救人之心，卻無救人機會，難

免遺憾。」

陳汝雲也感謝在慈濟認識了很多「善

知識」，讓她一直有好因好緣，也因此

沒錯過了花蓮慈院的「標準化病人志

工」。

「標準化病人」是慈濟醫院首創完全

由志工擔任，藉由訓練模擬病人的狀態

與醫學院學生互動，在揣摩的過程中，

必須深入了解疾病的特徵、情緒、痛苦

指數，扮演病人，讓醫學生能學習真實

臨床情境。

花蓮慈院高聖博醫師一開辦「標準化病

人志工」課程時，魏伊屏師姊發現沒有陳

汝雲的名字，就趕快提醒她去報名參加。

陳汝雲感恩的說：「很幸運喔，演的那些

病我都沒有，所以要去揣摩，就會體會到

病苦。」即使已超齡，汝雲還是繼續去上

教育課程，因為精進無上限。

虎媽變柔貓    嚴師受敬重

「我可是虎媽！」生了四個孩子的陳

汝雲，外表看似柔弱，講起話來鏗鏘有

力。她說：「我不喜歡打掃，所以平日

就要保持，不能太髒太亂，把家務事降

到最低程度。」

「根本不用生涯規畫，右手領薪水，

左手已經分配好在珠心算、書法、作

文、繪畫、鋼琴、小提琴中。」汝雲和

先生對孩子用心栽培，她說：「多方涉

略，才能知道他們的興趣所在。」但接

著打趣道：「這麼費心，也沒培養出一

個天才！」倒是到了可以交異性朋友談

戀愛的年齡，她也化身孩子的親密好

友，虎媽變成溫柔貓咪了。如今孩子們

二〇〇六年，當標準化病人志工，陳汝雲仔細揣

摩病徵，給醫學生最好的臨床情境測試。攝影／

程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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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大，也各自成家立業，對她來說，於

願足矣。

回憶過去的教職生涯，陳汝雲笑說：

「我們那個年代啊，老師跟家長很有默

契，我會告訴家長他的孩子的優點。如

果哪個孩子有狀況，除了各別輔導，我

都會親自打電話給家長。」「即便是處

罰了小孩，我也會直接告訴家長，例如：

『下手有些重，你看一下孩子有沒有怎

麼樣，就不要再處罰他了。』」家長不

是感謝再三，就是下回帶了一枝竹篾來

請老師處置。陳汝雲認真、直爽又乾脆

的性格，贏得家長的愛戴。     

四十九天定終身   夫妻尊重互補

汝雲與弟弟前後被過繼給家境清寒又

無子嗣的舅舅，汝雲說：「養父母窮，

還是讓我讀書，已經很難能可貴了。」

可是，汝雲覺得跟生養兩邊的父母都不

親，雖然都是親人。她也提及自己決定

婚姻的過程，讓我們聽著覺得很「霹

靂」。

「我不想待在要招贅女婿的家庭做

『三明治』，不惜兵變，嫁給鄰居介紹

的公務員，怎麼知道他是公務員？因為

我發現他口袋裡有一張公保卡，四十九

天定終身。」

先生最注重讀書，對自己的孩子如

此，對友人寄戶籍寄讀的姪甥也不拒，

甚至鼓勵太太進修。在那個大半夜人人

瘋少棒的年代，汝雲卻在師專奮鬥了四

個暑假，過不久，一九八○左右，她說：

「我又在花蓮師院吹四個暑假的冷氣，

二○○九年，花蓮「歡喜 ‧ 感恩 ‧ 七月吉祥」祈

福會上，陳汝雲師姊宣導七月不迷信、不燒金紙，

省下普度的錢幫助需要的人。攝影／徐政裕

二○一一年教聯會老師到四川什邡市帶領方亭慈濟

中學學生一起關懷老人，陳汝雲為鄒爺爺按摩肩

膀。攝影／陳慧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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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先生在我進修師專、師院的期間，

父兼母職，也真為難他了。唉！倏忽已

超過了半世紀……。」

自身擔荷長照

體會長照辛苦與重要

而在中年時期就開始照顧生病的養父

母的經驗，加上當醫療志工看到許多照

顧者的長期照顧壓力，陳汝雲完全能體

認長期照護的重要性。

一九八六年，也就是慈濟醫院啟業那

一年，養父輕微中風，後來二次中風，

接著養母也病倒，由於要同時照料兩位

臥床的老人家，所以她和弟弟決定將養

父送往養護中心由專人照料，養父在

一九九八年往生。養母則由她、弟弟和

兩個侄子照顧，直到二○一○年養母往

生時，身上都沒有褥瘡。汝雲說：「我

們是學會了管灌餵食才敢自己照顧母

親，也會詳細記錄體溫、食量、便量、

顏色、氣味等等，幸好後來有居家服務

員協助沐浴清潔工作，醫護人員管控她

的身體狀況，母親的體重從三十二公斤

增加到三十六公斤，醫護都誇我們很

棒。」汝雲說，他們是四個家人照顧一

個人，算是輕鬆的了。

回憶同時照顧父母的那幾年，陳汝雲

不禁搖頭嘆息：「真的好累！冬天時，

我白天上班，中午午休先回家幫養母洗

澡，夏天的話，就黃昏放學後再幫她

圖為二〇〇〇年陳汝雲師姊協助護髓送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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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然後繞去養護中心看養父再回家，

整天忙得像棒球選手跑四壘似的團團

轉。」

但投入志工活動後，轉移了注意力，

她說：「我生病了也不請假，因為做志

工可以分散注意力，讓病更快好。而

且，做志工像是為自己開了另一扇窗，

呼吸新鮮空氣、充充電，讓自己更有力

量去跑四壘，以及處理周遭繁雜的事

務。」後來，她也更看得懂與生、養父

母親之間的因緣和合，不再讓心像年輕

時那般糾結了。

慈濟是安穩樂處

原本心直口快的陳汝雲，在加入慈

濟這個大家庭之後，有了很大的改變；

例如不再計較一些人我是非，連原本要

跟先生算清薪水的帳也作罷；教書時為

趕進度導致說話又急又快的毛病，在林

慧美師姊為她錄下的錄音帶可以證明，

改善了很多，說話也變慢了。陳汝雲認

為，剛開始加入志工，只是因為想填補

所謂的空窗期、空巢期、更年期、老

年期，期待自己做一個可愛的老女人，

除了醫療志工，陳汝雲主要在花蓮靜思堂擔任導覽，讓來自世界各地的民眾認識慈濟。攝影／柏傳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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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做志工服務已經成為她心靈的寄

託，唯有服務人群才是生命有價值的人

生。

心轉境轉    笑看人生

已至耄耋之年，陳汝雲的步調不曾

停歇，小時候邊放牛邊在牛背上讀書、

成年後賺錢養家照顧父母，年長後仍

發揮所長，以所學回饋社會，退休前

生活節奏明快而緊湊，退休後把重心

放在志工服務上，反而比過去更充實

更忙碌了。汝雲說：「忙而不茫，福

氣啦！」

自嘲是「過動老人」的她，每週兩天

在靜思堂導覽，一天在慈濟中小學協助

德普師父上花道課（放假例外）；又為

了「治治」自己愛講話的毛病，她每週

五到藥局幫忙拆箱分裝，因為在那兒大

家都很忙碌，沒有人跟自己聊天，可以

讓自己「沉澱」一下，至於週末則有訪

視、會議、共修、關懷照顧戶等很多事

情要忙，根本閒不下來。

「人生，有什麼不開心的呢？」陳汝

雲說，很多時候，煩惱都是自己找來的，

轉個念，心境就會不一樣。淡淡一抹淺

笑之中，蘊藏著陳汝雲的人生哲學。

陳汝雲的慈濟心語
早期在醫院當志工，見識到慈濟力行「移

風易俗」的重大意義。例如農曆過年時節，

本是在家團聚的時刻，平日都避諱到醫院了，

何況大年初一。但大年初一時，一車車的會

眾來參觀醫院，聽著顏師姊說：「恭喜新年

好！大家都是醫院的『頭家』，關心患者，

和他們結一分好緣，祝福大家平安吉祥……」

而我也開始有機會實際為會眾導覽一圈，為

移風易俗盡一分力！現在我們家也不翻農民

曆，因為「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

我提醒已成家的孩子們要「克勤克儉」，

不要找我帶孫子，所以我是「什麼都沒有，

時間最多」。我不逛街、不購物，不串門子，

同學、同事們問我怎麼做到的，我的答案是

「我從來不製造自己是很重要的人」，「慈濟」

是我的依止處，安穩樂處，所以不快樂也難。

陳汝雲說，做慈濟愈做愈歡喜。圖攝

於二○一六年三月慈濟五十周年。攝

影／許榮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