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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四、五點，微亮的天空濛著一層

薄薄的霧氣，一逕通亮亮的花蓮慈濟醫

學中心急診室，除了醫護人員之外，穿

著背心、戴著口罩的醫療志工也已悄悄

就位。

「師兄，可以幫我推一下病床

嗎？」、「師兄，可以幫忙領藥嗎？」、

「師兄，這個病歷麻煩送開刀房。」雖

然是一清早的時間，急診醫護還是不得

閒，醫師或護理師一開口，就看到劉文

益一一應著「好」，接手就去辦了……

劉文益是屏東潮州人，今年（二○

一九）六十歲，來到花蓮落地生根二十

多年，到花蓮慈濟醫院急診室當志工，

轉眼也超過十六年了。

父親生死一線

急診感受志工安定力量

「我還沒受證（慈誠、委員）就在

急診室幫忙了呢！」總是笑臉迎人的劉

文益哈哈大笑地說。二○○三年 SARS
（重症急性呼吸症候群）爆發時期，雖

然花蓮沒有病例，仍是人心惶惶，急診

室尤其缺志工，劉文益就在當時相熟

的潘榮桑師兄的請託和太太「順手推一

把」的情境下，來到急診室服務，「我

家師姊真的很『奸詐』！我覺得一定是

他們兩個說好的。」

但回想起自己與急診室的緣分，劉文

益認為冥冥中是爸爸牽起的緣。

一九九二年，劉文益與太太蘇秀蓮帶

著兩個孩子從屏東潮州來到花蓮創業，

兩人白手起家，開了一間木工廠，老闆

劉文益負責做木工，蘇秀蓮則打理客戶

連繫、記帳等周邊大小事，日子過得清

苦，但憑著好手藝與對品質的要求，胼

手胝足打下一片天，在花蓮木器業頗具

盛名。

二○○○年，在潮州的父親二度中

風，被緊急送到高雄的醫院，後又因糖

尿病併發症，左腳小拇趾發黑感染嚴

重，二度截肢直到膝蓋，在加護病房住

了一年多。那段期間，劉文益與太太每

週都分別前往高雄，每次三、四天，兩

人輪班，一個顧工廠，另一個就去看爸

爸，來回奔波，身心俱疲，但父親的狀

況卻沒有好轉跡象，最後醫生建議將整

隻腳到大腿根部全部截掉。「當時醫生

在電話中告訴我，截，還有三個月；沒

有截可能就沒有（命）了！」面臨父親

劉文益在花蓮慈院急診室服務已十六年，希望能扮

演好「膚慰」病人與家屬的角色。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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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死關頭，劉文益頓時失去方寸，此

時，平日跟他們收功德款的潘師兄得知

後，便提議何不轉來花蓮慈濟試試？劉

文益取得醫生的同意，將父親轉回花

蓮。

「那時爸爸搭救護車從高雄過來，

我在急診室那邊等，一直等，等了很久

很久……」那是劉文益第一次在急診室

待了這麼長的時間，好不容易等到父親

到達，卻看見他口吐白沫，血糖不到

二十，生命垂危，醫護緊急施救後才回

復生命跡象……，看著這景象，劉文益

焦急又無助，幸好當時有志工在，協助

推著父親完成各項檢查。兩天後，父親

病情穩定出院，回家後定期複診，並在

太太的細心照料之下，腳部傷口逐漸癒

合，不僅沒有再受感染、也沒有再截

肢，父親因此多活了七年。

這次在花蓮慈院急診的經驗讓劉文益

感受很深，甚至有對比的感覺，過去在

醫院的急診，為了父親的病，身為家屬

的感覺是無奈、無助又慌亂；但這一次，

他親身感受到急診志工的存在，對於家

屬是一種安定的力量，「那時候就看到

有師兄穿著西裝等在急診門口，做檢查

就幫我們推，我心裡就想說，那這個我

也會，我也可以做！」這樣一個念頭一

閃而過，沒想到後來真實現了。

圖為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佛陀成道日，花蓮慈院志工熬煮臘八粥分送給新城鄉聲遠老人養護之家的

長者，中為劉文益與太太蘇秀蓮。攝影／魏瑋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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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牽引  愈做愈快樂

文益和太太秀蓮在事業有成之後，

晚上回家會看電視上的淨空法師講述佛

法，而秀蓮更是在屏東時聽聞證嚴上人

推動「用鼓掌的雙手做環保」後就開始

提著傳統菜籃去買菜，盡量不製造一次

性垃圾；而決定搬來花蓮，也是太太喜

歡親近靜思精舍、親近上人，「木工廠

要兩個人才做得起來。」搬來花蓮的理

由說得簡單，劉文益疼愛老婆的心意滿

滿。一九九九年發生九二一大地震，秀

蓮徵得文益的同意，用自己的私房錢匯

了一百萬成為慈濟榮董。二○○一年秀

蓮又問他好不好？說自己想再捐一次，

他以為是之前太太說的那一筆私房錢而

欣然同意，後來才知不是……第三次捐

榮董就是兩人受證慈濟委員的二○○五

年，親自到精舍捐款。

太太跟他同一年受證，但其實更早

幾年就投入志工行列及見習培訓，問師

兄怎麼會拖那麼多年才受證？文益說：

「當時我不認識慈濟啊，我這個人很固

執，她忙慈濟忙得不亦樂乎，可是我不

懂啊，就會『障礙』她。」

劉文益從一步也不想踏進醫院，到勉

強同意一週排一天到急診室，後來發現

人力真的太不足，於是改成一週三天，

慢慢地有空就想來，最後每天木工廠工

作結束後就來急診室報到，做到晚上十

點多才回家。他說：「在急診室就是一

直走、 一直做，流很多汗，也因為有

急診醫護忙碌，志工需及時補位，擔任醫護人員和患者、家屬之間的橋梁。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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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聞佛法，一邊做一邊對佛法有融會貫

通的感覺，原來『世間多苦』啊，而幫

忙人家真的覺得好開心喔。在急診，深

切感受生死一線間，真正體會到『人只

是一口氣在生存而已，那一口氣沒有上

來的時候就沒了』。」儘管從急診室回

到家時一身疲憊，但精神很好，不斷和

太太分享，有時講到三更半夜，太太累

得快睡著，還會被他搖醒說：「妳有沒

有在聽啊？」看見丈夫做得開心又滿

足，太太也覺得相當欣慰。

「我還沒有進入慈濟的時候，我的生

活就是很簡單，工廠、家裡這樣而已，

每天很努力的工作，有時候會跟朋友和

學徒們喝一杯，然後去釣釣魚。」從前

太太總是會好言相勸，「如果是你的嘴

巴被魚鉤釣到會不會痛？」但劉文益都

不理會，沒想到培訓後，說不釣魚就不

釣了，也戒了最愛的菸和酒，甚至還開

始茹素，令身邊人都覺得不可思議。

急診室爸爸 　讓投訴信變感謝函

觀察力強、反應又靈敏的劉文益，

第一天到急診室服務就抓到了服務的重

點，加上前輩的帶領之下，第二天就能

獨立作業，無論是拿藥、推病人檢查、

餵食、送病歷等，都非常順手。惟有關

懷病人這個環節，他花了一些時間去理

解與摸索。

劉文益在急診室看到很多很可憐的弱

勢家庭，惻隱之心讓他曾經偷偷塞錢給

家屬，被資深志工嚴厲制止，直到上了

劉文益平日也投入社區志工服務，圖為至吉安鄉的老人養護中心，細心地餵老爺爺吃點心。攝影／邱繼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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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培訓課、聞了上人的法，才明白自

己的問題出在哪裡。

「上人希望我們不是只有當下去幫忙

這個人而已，我們要關懷到的是全面性

的問題，孩子的教育、全家的經濟、出

院後的照護等等，不是只有眼前這個短

暫的金錢援助。」之後劉文益也慢慢調

整自己服務的方式，並在自己擔任志工

幹部的時候，分享給其他志工。

劉文益指出，很多人都認為急診室志

工只有站在那裡，有時和病人家屬聊聊

天而已，但其實不是。急診室志工必須

有很強的觀察力和主動性，在這裡任何

狀況都可能出現，車禍的、打架的、喝

酒的、家暴的，能想像和不能想像的都

有，醫護人員又非常忙碌，這時志工就

必須要及時跳出來補位，擔任醫護人員

和患者、家屬之間的橋梁。

他想起某個農曆年前，一位六十幾歲

的男子從臺東帶著太太來急診，要掛神

經外科邱琮朗醫師的門診，原來他太太

兩年前拔牙傷到三叉神經，整個臉都變

紫色，看遍全臺各大醫院都沒好，很無

助，四處看醫生、求神問卜，後來經由

朋友介紹才來花蓮。但到達醫院的時候

已經半夜兩點，太太在急診留觀，先生

想到門診處掛號卻被警衛擋在門外，大

半夜的，天氣冷、心又急，怒氣沖沖，

直到清晨，劉文益到急診室後才趕緊協

助處理。

二○一八年二月六日深夜花蓮發生強震後，花

蓮區慈濟志工緊急動員關懷陪伴鄉親，並且設

立服務中心提供各項協助。攝影／蕭寂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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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骨髓幹細胞捐贈宣導或驗血活動，都有劉文益的身影。攝影／上：鄭啟聰、下：許榮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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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訴他不要生氣，因為他對我

們的體制和流程不清楚，門診掛號早上

六點才開始，大愛樓半夜是不能隨便進

去的。而且，他太太的健保卡在急診

室，他用的是他自己的健保卡，也不能

掛。」劉文益於是請急診書記協助掛門

診，另一邊則不斷對男子進行開導與安

慰，後來這對夫妻順利看到邱醫師，隔

天馬上安排開刀，開刀的時候，劉文益

也陪著這位先生，教他念佛號來穩定心

靈，最後手術順利，一週後就出院了。

劉文益笑著說，「他原本要寫投訴信

的，後來變感謝函！」

劉文益說，在急診室，醫護人員有

時沒有時間對每位患者一一解釋說明，

這時就是志工該去做的，且志工要多學

習，懂愈多才能清楚告訴病人和家屬，

讓他們知道接下來該做什麼，令他們安

心。「有些例子是病人突然頭痛來掛急

診，誰知一到醫院就變成要腦部開刀或

嚴重的倒下不醒，家屬一接獲醫院消息

時全然無法接受，會質疑是不是醫院做

了什麼害病人出事？我們志工的身分這

時就派上用場，因為從病人到急診的情

形到接下來的處置，我們都看在眼裡，

就可以客觀的跟家屬說所看到的，讓他

們理解，不要讓家屬與醫護之間產生無

端的誤會……」

除了膚慰家屬，劉文益也是急診室

上上下下的「好爸爸」。在急診室十多

年，眼見許多同仁來來去去，流動率相

當高，尤其是新進護理人員，甚至新發

意志工，高壓的工作環境往往令他們感

到挫敗，劉文益常常暗中觀察，適時給

予指導、鼓勵與打氣，醫師和護理師們

也喜歡找他話家常，劉文益就像親切的

父執輩，耐心傾聽，有時還會以自己的

人生經驗加以開導。

協助大量傷患

發揮急診補位經驗　

而多年的急診志工經歷之中，劉文

益印象很深刻的是二○一二年韓國團遊

覽車在太魯閣的翻覆意外。當時，花蓮

慈院急診室收到通報後，大量傷患開始

陸續送進來，加上醫護人員、記者、病

人，還有醫院與基金會許多志工也趕來

現場，整個大廳滿滿的人和物資，忙亂

之中，秩序一時失控。

劉文益說，當時他在家裡看到新聞，

已經整裝待發準備出門，恰好醫院打給

他，希望他趕緊到院支援。一到急診

室，看見紛亂的氣氛，他隨即協助院方

主管，一起整頓現場，安排並清空傷患

入院的路線，也自行調度分配醫療志工

們的工作，更在醫護人員的請託下，協

助控管現場秩序，避免太多人出入急救

區。

「很多志工都很熱心，但他們平常不

是在急診室，不了解什麼可以做、什麼

不能做。」劉文益指出，此時必須冷靜

判斷，做好安排讓人力發揮所長，這樣

才能讓醫療團隊專心在搶救生命的任務

上。也幸好最後傷亡降至最低，慈濟也

協助傷者及家屬的後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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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慈濟全力付出　

與人人結一分好緣

劉文益的慈濟生涯，從急診開始，

接著腳步飛快，報名上培訓課，很快在

二○○五年受證慈誠及委員，立刻擔任

協力副隊長，後來更承擔起兩屆花蓮區

醫院志工幹事，不僅要處理事情，也要

協調人的問題。劉文益說，那段期間是

他志工生涯中最累、卻也是最豐富的一

段過程。當時正值醫院合心樓剛搬遷啟

用，新舊交替，很多流程、機器的運作

還沒有很順，每晚需要八到十位志工人

力的支援，讓他壓力非常大。上人說：

「有願就有力。」當文益在煩惱人從哪

裡來的時候，就因此接引了多位社區民

眾成為志工，還募了三個榮董，他說：

「募了三個榮董，我就把工廠收起來

了。」三百萬又不是進自己的口袋，怎

麼會決定把工廠收掉？他說：「你不覺

得很棒嗎？接引了不認識慈濟的人進來

做志工，還發心捐款，我太開心了！」

當然結束工廠還是與家人討論後的決

議，文益與秀蓮自此彼此護持，全心做

慈濟，在各自在行的領域付出。

劉文益在慈濟耕福田，除了教育志業

之外，八大腳印都有他付出的足跡，環

保站、骨髓捐贈、慈善訪視……只要哪

裡有需要，處處可見他的身影。不過他

說：「 我做事不能重疊，所以就是一
項任務接著一項，我這個人，（任務）

重疊的話會做不好。就像佛法也是講一

門深入，也是修自己的心，我就是專心

把眼前的事情做好。」而不承接教育志

業的任務，是他覺得自己學歷只有國中

畢業，雖然其他人只說他太客氣了。

劉文益擔任多年志工幹部，深深體悟

到這個角色功能雖然累，但卻能與很多

人結一分好緣。「上人鼓勵我們用四合

一的架構去接幹部，要『合心、和氣、

互愛、協力』，接幹部就是在帶人，但

你這幹部要怎樣做，是要做社會上那種

命令式的主管，還是要用『心』去跟師

兄師姊結這一分好緣？跟病人家屬、照

顧戶或其他人，是要結好緣或惡緣？所

二○○八年四川大地震後，劉文益與蘇秀蓮夫妻都

到災區服務很長一段時間。圖為秀蓮師姊攙扶年長

的鄉親行走。攝影／吳寶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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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人常常講說，他什麼事情都沒有

做，他只是跟很多人結了緣……我現

在都會由內心敬佩這種前輩子所結的好

緣。」文益師兄接著說：「上人講述《法

華經》，就常提醒我們，未成佛之前，

要先結好人緣。」

劉文益當兵時是特遣部隊，平日有

捐血習慣，且一捐就是五百西西，如果

血庫缺血小板，他就捐血小板，十足的

「粗勇」，加入慈濟時才四十初頭歲，

看著許多師兄都是七十歲的人，只要需

搬重物，他都一馬當先，不讓長輩太

累，一方面也是對自己的健康很有自

信。但二○一二年左右，太太蘇秀蓮罹

患了子宮肌瘤癌，劉文益請辭幹部任

務，專心陪伴和照顧太太，也讓自己有

喘息的時間，幸好現在太太的健康「已

解除警報」；不過兩年前，他在精舍出

勤務時，搬重物搬得「過於」認真，回

到家發現動不了，就醫才知是脊椎破

裂，開刀治療後整整躺在床上兩個多月

才恢復，在此同時，又被診斷出罹患類

風濕性關節炎，下半身常常痛、麻，無

法久站。

即便如此，樂觀的劉文益依然開朗，

卸下了志工幹部，生活中多了復健治

療，練習與病共處，但依然在急診室出

勤，帶著身體的不適也不以為意，穿梭

在急診室之中，用誠懇的微笑迎向每一

位受傷的病人和焦心的家屬……

平日不下廚，但做志工時拿的是大鍋鏟。圖為劉文益（左二）與志工師兄們聚在花蓮市中央路環保站合力

炒糯米，準備包粽與照顧戶結緣。攝影／邱繼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