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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身影

清晨四點，天色未亮，寂靜的市區

街道伴隨幾分涼意，許多人還在酣睡之

際，劉真賢前往關山慈濟醫院的半日志

工行，就已經展開。

離開床鋪，打開大愛電視臺聽證嚴

上人的《靜思晨語》，是劉真賢每天早

上必修的課程。時間一到，換上白衫西

裝褲，機車一騎就噗噗前往臺東市火車

站。「現在眼睛不好，看不太清楚，但

是沒有關係啦！慢慢騎就好了。」將近

二十分鐘抵達火車站，停好機車，進火

車站搭上六點五十分的火車，七點廿五

分抵達關山車站。提著包包走出月臺，

必須加快腳步才來得及搭上七點半的公

車前往關山慈濟醫院。這樣充實又忙碌

的生活，數十年如一日，不曾因為寒風

冽雨怠懈過。

一九九五年從臺灣鐵路局退休的劉

真賢剛滿六十歲，在同事謝善久的介紹

下於一九九九年接觸慈濟。起初只是到

環保站幫忙分類及隨車資源回收，後來

被引薦到醫院當志工，劉真賢愈做愈歡

喜，加上認同證嚴上人慈悲為懷、濟世

救人的理念，很快地就在二○○○年受

證慈誠，法號「本冠」。

「早期慈濟分北、中、南、東四大區，

我當過東區的綜合隊長，之後志工人數

愈來愈多，細分為三個組隊，我又接了

退休後的

富足
  生活

文、攝影／陳慧芳

劉真賢		
關山慈院醫療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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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兩個組隊的小隊長位置，大概在二

○一一年的時候退下來。經驗有了就

好，應該讓給年輕人去發揮。」卸下公

務人員身分，劉真賢的退休生活非常的

富足踏實。

退休生活富足踏實

環保醫療兩頭忙

從臺東市長沙街一處簡單克難的環

保站開始做起，劉真賢除了參與回收分

類，也會跟著當時在臺電上班的楊德財

或縣政府服務的游健宏利用公餘的時

間，負責隨車回收的工作。「那個年代

的（回收車）設備不好，紙板不好固定，

所以兩位師兄都得刻意開很慢，但還是

常常在半路就掉下來，下車在路邊撿紙

板是家常便飯的事。」回想加入環保志

工初期，坐在三點七噸的貨車上，來回

一百多公里，一路上搖搖晃晃，穿梭在

成功及大武沿海一帶四處載回收紙箱，

劉師兄坦言是很辛苦的，但是大家仍將

環保志業當作自家事業在做，為了讓這

些辛苦收回來的紙箱能賣到最好的價

錢，志工們整理過後會再親自載到永豐

餘紙廠變賣。雖然當時人力不足，設備

環境條件也不佳，不過大家還是做得很

歡喜。

在關山慈院常可見到劉真賢師兄付出的身影，

也常給予憂心的病人一股安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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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到醫院當志工，劉真賢與太太賴碧雲的生活重心是環保站，覺得把環保回收做好，比出去玩更有成

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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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二○○二年中旬，當時提供

環保站場地的業者，無預警要求支付

二十七萬龐大金額，否則場地不能再繼

續使用，環保站收入不及支付，只能無

奈遷出。劉真賢傷透腦筋，每天都在為

了環保站何去何從操心。幸好，隔年上

人行腳到臺東時，敲定了環保站的地

點，也讓劉師兄安了心。「我們很感恩

上人有智慧有遠見，以志工安全、人車

調度及活動舉辦為考量，將環保站設立

在臺東靜思堂旁邊，讓志工能夠因為距

離相近，在工作分配上照應彼此。也因

為這樣，之後的環保志工愈來愈多，也

有很多社區志工都加入了。」

不怕做不好，只怕自己做得不夠多。

除了環保站的工作，劉真賢還會北上做

醫療志工，每個月空出一週的時間前往

花蓮慈濟醫院當梯次志工，持續了十餘

年，跑遍急診、門診、病房各單位，或

者站在醫院大門疏散車流、引導就醫，

一站就要好幾個小時。而且當二○○○

年關山慈院啟業後，劉師兄開始兩邊

跑，維持每個月到花蓮一週，然後每週

到關山一、兩天，且會特別選在病人比

較多的心臟科門診時間值班。

爬樓梯當復健

享受服務人群的快樂

關山鎮年輕人口外流，當地志工多

數是衰老的長輩，劉真賢認為自己還算

年輕力壯，主動跳出來承擔送病歷的工

作，診間從地下室一樓到五樓，小醫院

的電梯就那麼一臺，只要病歷不多，師

兄能爬樓梯就盡量不影響他人搭乘。

「你的年紀現在也大了，膝蓋也不太好

了，怎麼不讓年輕志工『跑腿』就好？」

師兄卻說：「沒關係啦！當作在復健就

好了。」

臺東區志工吳福樹與劉真賢固定每週

四前來關山慈院當醫療志工，倆人因而

熟識。吳師兄說：「劉真賢做事很主動，

個性不太與人計較，在團隊中配合度也

很高。」總務股同仁張寓鈴也說：「以

前在醫事股的時候，師伯除了到診間收

送病歷之外，也會趁空檔幫忙我們歸病

歷；看大家忙不過來，還很謙虛地問『如

果不嫌棄我的字醜，可以讓我幫忙寫初

診病歷嗎？』，在推動電子病歷初期，

師伯還很擔心以後醫院就不需要他們

了！」

轉眼間，（二○一九年）劉真賢

八十四歲了，時光的年輪在粗糙的雙手

刻上一道道的紋，但絲毫不影響他俐落

的手腳。穿上志工背心，一雙忙碌的手

沒有停過，拿著一塊布，走到每個樓層

就開始東擦西抹，細心地將飲水機旁供

民眾使用的玻璃杯，通通端到洗手檯清

洗過一遍，而且每個星期一定要提早

到，因為他說：「有些民眾會比較早來，

我早一點到就可以先把血壓計擦乾淨，

也順便把一些開關打開，這樣就可以服

務到他們。」

聊起慈濟事，劉真賢津津樂道。「我

還有幫忙蓋過大愛屋，九二一地震的援

建工程，一次要去一個星期，我去了三

次。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有一年內湖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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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交通都斷了，我們幾位志工自費搭

飛機過去支援，到了現場看到水淹到膝

蓋，很多住家的情況都不樂觀，我們幫

忙清理了快一個星期。」雖然年分早已

經記不得了，但是枝微末節都記得很清

楚。劉師兄露出一顆顆金屬假牙，臉上

堆滿笑容。

話才說完，服務臺電話響起，劉真賢

快步接起電話，隨即走入急診室，詢問

醫護人員有哪位病人需要幫忙。「我們

先推你去照 X光，有家人陪你一起來
嗎？」安撫了身體不適的老爺爺幾句，

接著協助放射師將患者調整到最適當的

角度位置，就靜靜地站在放射室門口等

待。「來這裡不會累啦！感覺很幸福，

醫院沒有嫌棄我們，還讓我們在這裡做

事，很感恩！」隨著電子病歷普及，劉

真賢的工作量雖然不比從前，但仍維持

每週一或二天來關山當志工的習慣。站

在大廳，有時幫病人量血壓，或者推推

病床，引導就診等等。在跑腿當中，他

享受的是服務人群的快樂。

有苦，才知道幸福的可貴　

出生於雲林的富裕家庭，劉真賢有兩

個哥哥一個妹妹，卻是一路苦過來的孩

子。在他三歲時，母親因病而逝，父親

以沉迷賭博轉移對母親的思念。輸光家

產後，父親又因為富家少爺當習慣了，

拉不下臉做苦工，就這樣意志消沉了好

幾年。

劉真賢由阿嬤照顧拉拔長大，童年

的回憶就是跟著哥哥一起顧牛和務農。

因為生活困頓的關係，小學畢業後即踏

入社會工作，以苦幹實幹的幫傭工作養

活自己。直至十七歲那一年（一九五二

年），在臺東鐵路局擔任站長的三叔引

薦他到臺鐵上班。於是，他離開了故鄉

雲林，獨自到臺東從事臺鐵的行政工

作。

善良正直的劉真賢受到許多長輩疼

愛，有幾位同事都想把姪女或女兒介紹

給他；太太賴碧雲，就是透過同事介紹

的。劉真賢笑說：「我家師姊的家人看

中我，我說我沒有什麼錢，而且還有父

親跟阿嬤要養，又還沒有當兵，但是她

的家人就說沒關係。」問起與太太的交

往過程，師兄露出靦腆笑容，解釋那

個年代通訊不方便，加上太太住在富

里，分隔兩地。兩個人就在長輩的催

促下，挑了一天好日子，趕在當兵前

（一九五六年）結婚。

「以前那個年代的公務人員不用經

過考試，但是很苦喔！薪水很低，只有

一百多塊和一些米而已。」婚後，劉真

賢多了一分責任，他為了貼補家用，假

日只要有空就會去海邊撿木頭來賣。日

子久了，他認為再這樣辛苦下去也存不

了錢，便與太太商量做起小生意，讓太

太到客運站前擺攤賣零食茶水，自己下

班後再去幫忙，夫妻倆為了搶到搭乘夜

班車的阿兵哥客源，有好一段日子都是

紙板一鋪就直接在攤位上小盹。提起吃

苦的那段過去，劉真賢淡淡描述簡單帶

過，因為他認為「有苦，才知道幸福的

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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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走能動　痛快痛快

跟著師兄來到位於四維路上的臺東環

保教育站，偌大的空間，安靜的只有工

業風扇轉動，以及寶特瓶、鐵鋁罐鏗鏘

的擠壓聲響。只見環保菩薩一個蘿蔔一

個坑，靜靜處理堆積如山的回收物品。

劉真賢埋首其中，將手中尼龍粗繩剪成

條狀，接著慢工出細活纏繞在黑色塑膠

籃上。原來，這些用來裝回收物的籃子，

在拖行的過程中造成磨損，為了珍惜

物命，師兄的工作就是將它們一一修補

好，再重新利用。

炎熱的天氣，瓶罐中散發出難聞的

氣味，每位志工菩薩卻樂在其中，一點

也沒有不耐煩地轉開瓶蓋，將未喝完的

飲料茶水倒出來，再一一做分類。詢問

劉師兄「人生辛苦了大半輩子，為何一

直窩在環保站，不帶太太到處走走玩

玩？」他卻說：「環保站東西那麼多，

不做也不行。趕快把這些寶特瓶整理乾

淨，心裡覺得踏實，也覺得很有成就感，

這樣就夠了，出去玩放心不下啦！」

從不將功勞往自己身上攬的劉真賢，

很快地就將話題轉開，開始逐一介紹在

座的環保志工。「吳清利師兄七十多歲

了，眼睛幾乎看不到，每天還是花半小

時慢慢走到環保站。像那位師姊雖然中

風，手跟腳都不方便，也都準時來這裡

報到。還有這個師兄是慈濟的照顧戶，

劉真賢帶著視障的環保志工吳清利認識關山慈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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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左腳截肢也照樣來這裡幫忙。」當

然，還有數十年來，默默支持丈夫築

起一個家的賴碧雲師姊，也是環保站的

「常客」之一。

熱愛環保工作的劉真賢，曾在往返環

保站的途中，經歷兩次車禍。開刀過後，

劉真賢將療養這回事拋在腦後，出院沒

多久，很快地又回到志工崗位。「走起

路來雖然還是會痛，但是痛快嘛！痛的

時候，心裡就很快樂！」師兄是這樣解

讀「痛快」兩個字的。因為對他而言，

只要還能走還能動，就不會讓自己白白

損失掉這些日日重覆的快樂。

幸運遇到慈濟　為公益量力付出

「遇到這種環境就要好好珍惜，很

幸運遇到慈濟。」上人的法，不僅將劉

真賢的心緊緊繫在這塊土地，也磨去了

直來直往的個性。師兄說：「年輕的時

候血氣方剛，遇到不公不義的事情，一

定立刻跳出來講理。」例如曾在花蓮慈

院疏散車流時，遇到一位從計程車走下

來的視障病人，自己便親自帶病人至看

診位置，數十分鐘回到大門撞見一位自

稱高知識分子的人，因為不遵守規範與

警衛吵架，為了小小的停車糾紛揚言要

告警衛，師兄立即就跳出來與對方講

現年八十多歲的劉真賢師兄，在關山慈院把握做事的機會，樂於為更多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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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後想想，「上人常教我們不要

太計較、凡事要忍耐。好的就吸收，不

好的就參考。自己也有不對的地方，應

該要心平氣和，解決事情。」如今，劉

真賢將上人的話通通牢記在心，並且落

實在生活日常裡，也讓「沒關係啦！」

不知不覺成為了他的口頭禪。

「以前在花蓮當志工到病房關懷，

有一位榮民老兵沒有人照顧看起來很孤

單，後來才知道他獨居沒有家人，心情

一直很鬱悶。我待在他旁邊聊很久，走

出病房的時候，他特別向我說：『謝謝

你，來這裡陪我聊天。』」「還有一次

應該是貴賓來醫院參訪，其中一位問我

幾歲了啊？我跟他說我七十多歲了喔！

他就對我豎起大拇指，讓我感覺到說能

夠在慈濟這個大家庭服務，是很榮幸的

一件事。」劉真賢說起到醫院做志工的

經驗，沒有辛苦，只有收穫與幸福感。

其實早在忙於慈濟事之前，劉真賢就

是鄰居的好厝邊，他從二十六歲即開始

當鄰長，一當就是五十八年，直到現在。

鄰長的工作就是幫里長分擔工作，例如

發傳單、滅鼠藥發放，挨家挨戶傳達社

區活動訊息等，酬勞則是每日一份十元

的免費報紙。「雜事這麼多又沒有收入，

為什麼要做這麼多年？」師兄還是老話

一句「沒關係啦！公益的事情，量力而

為，有在動的話，感覺比較輕安自在。」

回首來時路，劉真賢曾獲選為關山慈

院的優良志工，花蓮慈院也曾頒發過好

幾張志工感謝狀。二○一一年一月圓滿

慈濟榮董，二○一四年接受臺東市公所

資深鄰長表揚，二○一八年更榮獲臺東

縣敬老楷模獎。看著一張張有金有銀的

獎狀獎牌，劉真賢欣慰地說：「有這樣

的榮耀，我覺得很光榮，一生難忘。」

放慢了生活的腳步，如今雖然沒有辦法

再像年輕時期一樣四處東奔西跑，但是

只要在體力範圍內，不管是社區還是

醫院的活動，仍會看到劉真賢的志工身

影。他也為八十四歲的自己許下心願

――「希望手腳能夠動，讓我可以繼續

為社會公益來付出。」

劉真賢師兄說「痛快」，感覺到走動的痛，感受到

付出的快樂，要活就要動，爬樓梯就當復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