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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幸子		花蓮慈院醫療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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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䠷優雅，溫柔婉約，無時無刻都笑
容迎人的潘幸子，在花蓮慈濟醫院放射

腫瘤科（放腫科）服務，從二○○一年

至今，已經十八年。面對的多半是癌症

患者，但潘幸子總會用溫暖的雙手和親

切的笑容，膚慰每一個病人，成為患者

心中最貼心的支柱。

成為癌友之一　與痛共處同理支持

來到放腫科的因緣，潘幸子談到放腫

科的大家長――許文林副院長。「我是

許副的第一個病人！」潘幸子笑著說。

一九八五年，潘幸子首次發現右邊乳

房有硬塊，檢查後慶幸只是纖維瘤，手

術割除後就沒有大礙。二○○一年七月

桃芝颱風過後，花蓮縣光復鄉大興村整

個被土石流掩埋，慈濟志工也動員前往

清理、義診、助念、膚慰，因為現場氣

氛哀戚，又漫著一股屍臭味，那幾天潘

自身治療癌症的心路過程和人生

經驗，都讓潘幸子更能感受病友

治療期間的心情。攝影／洪靜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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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子回到家後洗澡時摸到左邊乳房似乎

有硬塊，但也沒空管。後來在北濱公園

一場為花蓮民眾舉辦的聯合大義診活動，

潘幸子負責動線引導，也順便做檢查，

當時義診外科的陳華宗醫師要她務必再

到醫院做更詳細的檢查。報告出爐，是

腫瘤，有兩顆，其中一顆經病理切片確

診為惡性。

此後，開始了潘幸子手術、電療的長

期療程。切除腫瘤後，潘幸子就來到放

腫科進行放射線治療，也在那時碰到了

剛來到花蓮慈院服務的許文林副院長。

「當時許副有點開玩笑似的跟我說：

「我醫好妳之後，妳要來這邊當癌關志

工 (癌症關懷小組志工 )喔！」我說：

『好。』就這樣答應他，做到現在了。」

潘幸子謹記當初許副賦予她的任務，要

以自身的經歷來鼓勵這裡的癌友，潘幸

子笑說，那時的她，時時刻刻都記著自

己是師姊的本分，就連做治療也穿著制

服。

潘幸子說，「放腫科的護理人員啊，

都常常指著我跟其他癌友說：『你看看，

她也是病友呢，她像嗎？』」在放腫科

這麼多年來，潘幸子對癌友的關懷始終

如一，走過這條抗癌之路的她，很明白

癌友們要的是同理心與支持。

回想當年放腫科一切簡陋，許副院長

辛苦的打理上下，包含她在內的幾位志

工和護理師們，都很用心的協助許副院

專長放射腫瘤科的許文林副院長（前排中）感謝有一群癌症關懷小組志工陪伴癌友，就像一個放腫科大

家庭。前排：右二為潘幸子，左三為簡美月、左四為顏靜曦；後排右二為林鶴儀。圖／潘幸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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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同甘共苦走了過來，為整個放腫科

打造出溫馨的醫病關係，與許副院長之

間的革命情感，溢於言表。

原本以為治療順利，一切都雨過天晴

了，沒想到三年後的一次追蹤結果，潘

幸子的腫瘤又再度復發。這次，她選擇

整個切除，甚至主動要求醫師乾脆左右

邊乳房都切除，以絕後患。但陳華宗醫

師為難地說：「這邊什麼都沒有，我如

果幫你切除，那就太沒有醫療道德了！」

潘幸子不想讓陳醫師為難，只好作罷。

身體好像才拆除了未爆彈，誰知道那

一年年底，潘幸子整個人很不舒服，很

暈，站不穩，好像失去了平衡感，原來

是腦部有一顆腫瘤，將近三公分，經過

神經外科蘇泉發醫師以加馬刀治療後，

腫瘤消失，沒有再復發，後續定期追蹤。

不過近幾年，潘幸子飽受腰椎疼痛之

苦，雖然前後三次手術都很成功，但是

術後又發作，醫師本想建議她再次開刀，

幸子想著或許這是屬於她的「業障病」，

年紀也大了，決定不再手術，就藉助中

醫針灸和西醫的疼痛治療，讓自己好好

和疼痛共處。幸子說：「很多病友比我

更痛，習慣了。」

「我們都是這裡的病友！」在放腫科

的志工櫃臺，常常看見情同姊妹的潘幸

子、林鶴儀、劉玉秋三位師姊，因為都

是乳癌病友，把三位緊緊牽引在一起，

相互關心與陪伴，情感緊密。在林鶴儀

和劉玉秋心中，潘幸子如今能開朗的大

笑，是她用一滴一滴的淚水換來的體悟。

走入婚姻　人生的魔考開始

幸子十八歲時，從花蓮到臺北市成都

路「貴婦之家」當學徒，這在當年是一

家眾多明星常光顧的店鋪，衣服都是最

流行最時髦又複雜的款式，幸子手巧又

學得快，當學徒三年半後就成為裁縫師

傅。小時候互相傾慕的青梅竹馬也在臺

北，原本每月一封信的書信往來，突然

間沒了消息，手上收到的最後幾封信只

說著很忙、親戚家來了一個很不錯、讀

二專的女孩……幸子本就因為過往的書

信常被男生批改糾正而對學歷有點自卑，

見不到面的人身邊又有其他女生，寄出

了很多信卻突然很久沒收到回信，讓她

整個人心神不定，根本無心留在臺北了。

帶著受傷的心回到花蓮，幸子進入花蓮

最大的「美美布店」當裁縫師，剛滿

二十五歲時，火速嫁給友人介紹、才認

識一個月的先生。即便當時家人與好友

都不看好，她仍賭氣執意下嫁，父親因

此大發雷霆，結婚當天，娘家甚至一個

人也沒有到場。而幸子甚至在結婚日當

天看到青梅竹馬的信，厚厚一疊信紙，

原來他的忙只是在為前途苦讀，沒有其

他女子……而姊姊和姊夫為了不讓她多

想，正想將信丟進灶裡燒掉……

不被看好的婚姻，果然出了大狀況。

夫家是大家庭，且與丈夫生了兩男一女，

潘子卻沒有少奶奶的福氣。身為長媳不

只要料理三餐、看公婆臉色，還要照顧

年幼的小叔、小姑，後來終於有機會搬

出去自住，卻因為丈夫的不負責任，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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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曾經過著無米之炊的日子。

「他做電氣工程、建築、包政府標案

等等，很會賺錢，但花心，又愛賭博，

錢都輸光了，又欠了一屁股債。」家中

常常有討債的上門騷擾，還有鄰居不時

的耳語，讓幸子每天都活在水深火熱之

中，不僅如此，丈夫酒後還會出現言語

和肢體的暴力，這些都令幸子感到痛苦

不堪，但為了三個小孩，咬牙硬撐。不

只扛起家中重擔，拚命做衣服，還兼差

賣一些玉石藝品，想辦法多賺一點錢。

「因為這個婚姻是我自己選的。」而

且在那個年代，女兒離婚是有辱家門的

一件大事，幸子只能認分的堅持下去。

還好，娘家並未完全放棄她，在山窮水

盡的時候，母親總會送來一些東西或家

用補貼，讓她又撐過一關，幸子覺得慚

愧，又很溫暖；孩子們看著母親辛苦撐

起一個家，學會懂事又貼心，念書也不

讓媽媽操心。

斷不了的緣與業

逃離他國卻心繫孩子

這 樣 的 婚 姻 生 活 撐 過 了 十 年，

一九七九年，潘幸子終於提起勇氣離婚，

以為從此能遠離丈夫的魔爪，但因所有

的債務都是她背書，人家才肯借，所以

討債者仍不斷上門騷擾，最後她只能把

房子也賣了還債，租房子住，冬天下雨

漏水，又濕又冷，屋裡沒辦法睡，看著

孩子們和她一起吃苦，幸子忍著眼淚告

訴小孩：「先忍忍，媽媽以後一定買一

棟我們自己的房子給你們住。」

當時的她，帶著三個孩子，每天努力

的工作，在當年裁縫師相當吃香的年代，

終於攢了一筆小錢，加上還債剩下的和

娘家的資助，硬是買了一間房子下來，

母子四人終於「有瓦遮頭」，當時潘幸

子就在一樓店面做衣服，兒子下課回來

有時會幫忙做飯，屋裡即便什麼家具都

還沒有，打地鋪睡了一年，也是甘之如

飴。

原以為能過安穩的日子了，沒想到離

婚的丈夫又回來打亂他們的生活。自忖

是孩子的父親，直接入住家裡，旁人看

來以為是夫婦和好，但內裡的苦只有潘

承擔香積，也是潘幸子在志工生涯中常發揮的功

能角色，但近年因為腰痛，有些很費力氣的工作

只能盡量減少了。圖／潘幸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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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子自己知道。即使離婚了，前夫還是

吃她的、用她的、住她的，甚至外頭欠

錢，也說來找她要。

「我那時真的不知道怎麼辦，很想死。

我從前的老闆娘移民美國開成衣工廠，

看不過去，直接幫我辦了證件和機票，

帶我到美國去，逃離這個家。」那年，

兩個兒子已經離家讀大學，女兒還在讀

國中，把女兒交給前夫，隻身到美國的

她，幾乎被想小孩的心情摧毀，日日以

淚洗面，覺得自己不是個好媽媽；另一

頭，遠在日本的姑姑知道她的狀況，要

求她到日本去，更幫她把機票錢還給老

闆娘，讓她放心過去。

到了日本的潘幸子，在姑姑和姑丈的

幫助下，找到工作，負責成衣品管，一

做就是四年。這四年多的時間，她每隔

三個月就回臺灣看小孩，也從中找到自

己工作的成就與滿足感，後來因為有個

機會，能與臺灣的專櫃設計師合作，負

責專櫃服飾的剪裁與製作，潘幸子於是

再度回到臺灣。

潘幸子獲花蓮縣政府志工服務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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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悟因果業報　感謝逆增上緣

回到臺灣的她，看見女兒與父親相處

和睦，前夫終於對她低頭，承諾把賺的

錢都交給她，並保證不再重蹈覆轍，潘

幸子心軟，再次重新接受他，雖然一起

生活，互相扶持，但再也不信任婚姻。

然而好日子過不了多久，十年後，前

夫又因為玩股票積欠龐大債務，不僅輸

掉了辛苦打拚存的錢，甚至連潘幸子的

私房錢也賠了進去，從此一蹶不振。如

今，兩人雖仍住在同一個屋簷，但這個

丈夫，還是幸子這一生的課程。

「我一直在想，可能是我欠他的，就

是這句話，我一忍再忍。」潘幸子進入

慈濟後，靜思精舍的師父們聽了她的故

事，都給予安慰與鼓勵。「慈師父跟我

說，債就要好好的還，不要讓人家生利

息，生利息你就永遠還不完。」潘幸子

謹記師父們的教誨，明白因果業報的道

理，學著正面的態度去面對。

現在的幸子說：「我學會了感謝他，

我的前夫，至少當年買了一輛大車，讓

我可以載著師兄師姊去慈善訪視，也是

因為他，我這輩子學會當一個獨立的女

性，懺悔自己年輕時驕寵的個性……」

走進慈濟 一切都是好的因緣

踏入慈濟路，對潘幸子而言是人生中

一段美好的意外。二十四歲從臺北學了

一手功夫的幸子，一回花蓮就到最大的

洋服店「美美布店」當裁縫師傅，和店

裡其他的裁縫師年齡相仿，成了好朋友。

當時老闆娘的母親常到靜思精舍走動，

也在店裡跟這些女孩收功德款，邀請她

們一起到精舍幫忙。從那時開始，潘幸

子就和慈濟結下了一分不解之緣。

「我們以前好愛去精舍，都會借腳踏

車，一路騎到精舍去。就算『落鍊』也

是裝一裝繼續騎，都不會累。」潘幸子

笑著說。她說，早期精舍非常克難簡樸，

但她們覺得非常滿足，有時師父們會用

番薯去熬刈菜和薑給她們喝，暖暖的，

讓她們幾個覺得好窩心。

記得有一次「大師兄」慈師父指著精

舍附近的一大片田說，這是要種花生的，

這樣的農事是非常耗體力的，但因為師

父（上人）也會親自下田做事，弟子們

都不敢喊累。幸子說，那時候什麼都不

潘幸子在花蓮慈院放腫科櫃臺定點服務，轉眼也

十八年了。攝影／洪靜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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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就是喜歡湊熱鬧。慈師父見她們常

來，就問：「妳們怎麼不皈依呢？」她

還沒大沒小的回說：「為什麼要皈依？」

現在想起來覺得非常不禮貌。

幸子從未婚時就開始繳功德款，從五

塊，交到十塊，到後來愈來愈多，繳交

功德款對潘幸子來說已經成為一個習慣，

生活很清苦的那段日子也盡量不停止，

只有到日本那四年曾中斷過一陣子，回

到臺灣後她又開始繳款，延續這分做善

事的心。 
當年，潘幸子從日本回來後，有陣子

過得穩定無憂，慈濟的師兄師姊告訴她，

不要只顧著賺錢，也需要做一點回饋，

所以雖然工作忙，有機會幫忙她還是去。

「如果有師姊邀，我答應了就會去；就

像我做裁縫一樣，如果跟客人約定好明

天下午給，我就是熬夜也會趕出來。」

在募款蓋醫院的義賣活動、在國福里第

一次動土前的活動等等，幸子都抽時間

去幫忙。

醫院示現苦相

盡微薄力量能幫就幫

一九八六年花蓮慈院啟業了，幸子也

走入醫院服務。起初，她抱著好玩的心

情來做志工。每天穿得漂亮整齊、踩著

皮鞋，在醫院大廳走來走去，幫人量血

壓、送病歷、也曾在地下室修補一些醫

療用的棉花球，到後來則是愈投入愈有

感受。已故的簡美月師姊、林瑛琚師兄

夫妻，都是她在志工路上的好夥伴、亦

師亦友。「美月跟我說：『要乖一點。』」

跟著簡美月師姊嚴以律己的志工服務精

神，幸子也用著同樣的態度在醫院做志

工，以前是每六個月輪值同一定點，從

大廳服務臺、門診、急診，再到較少人

願意去的重症病房，幸子都乖乖的、認

真的投入。

當了醫療志工讓她看到比她更苦的人

生與無奈，原來社會上還有好多可憐無

依的患者，甚至連打電話回家交代病情

的錢也沒有，悲憫之情油然而生。「那

時候我經濟有比較好一點，我就去買電

話卡，看到有人需要但說不出口，我就

會給他們一張。」盡自己微薄的力量，

能幫就幫。

不過，一向優雅愛整潔的潘幸子，一

開始接觸病人的時候，雖然表面上認真

盡責，但她心中卻沒有真正接受。只要

觸摸過患者，雙手一定要一洗再洗，確

保沒被汙染；回到家也是立刻洗澡，衣

物都要全部換洗過。後來，隨著時間愈

久，她愈做愈順，看多了就想著，怎麼

可憐的人這麼多？見苦知福，原來自己

已經是最幸福的人了，逐漸放下心中的

偏見，全心投入，也不再害怕觸摸病人

了。

從醫療志工開始，潘幸子的服務方向

慢慢延伸到環保站、靜思堂、關懷訪視，

她全心付出，但總是不輕言答應受證成

為慈濟委員。

「因為我覺得一旦受證，我就要全心

全意以委員的工作為主，所以我就一直

拖拖拖，拖了好久。」慈濟路，任重而

道遠，潘幸子不敢輕言承諾。一直到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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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們都成家立業後，她才想「不出來不

行了！」正式受證成為慈濟委員時，已

是一九九四年。

放腫科見苦知福　看淡生死無常

志工生涯之中，影響潘幸子最深、學

習最多的地方，就是在放腫科。在這裡，

她見到許多不忍之事，如同上人口中的

「活地獄」，許多被病痛折磨的患者，

傷口破裂、化膿，還要為了金錢煩惱，

覺得自己就算生病，也是很幸福的。

「以前這裡的患者，從發病、住院、

化療、到心蓮病房，一直到他們往生，

我們都陪在她們身邊。」潘幸子回憶她

剛來到放腫科時，遇見一位媽媽，一連

生了三個女兒，為了想替夫家生個兒子，

罹患乳癌後堅持不做化療，忍到孩子生

出來，又要一邊照顧孩子、一邊接受化

療，還要打理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潘

幸子看見她強忍著化療的不適，對各方

面都親力親為，非常心疼。

「她真的很勇敢。四十幾歲而已，住

院那段時間，她還會去關心和鼓勵其他

患者，用她的經歷，去幫其他人打氣，

我們都叫她班長！她往生之後，我真的

難過得快要得憂鬱症了！」提起這位媽

媽，潘幸子至今仍是滿滿的不捨。

另外，還有一位先生也是令潘幸子印

象深刻，因為孩子年齡相近、價值觀也

類似，跟他太太、他們一家人很聊得來，

也會用自身經歷和經驗鼓勵他安心接受

治療，大家成為了好朋友一般，但病情

還是走向了末期。一次在心蓮病房聊天

過後，幸子說：「我星期四當志工再來

看你喔！」沒幾天後，一大早接到癌症

關懷小組志工謝靜芝師姊的電話，要她

趕快來心蓮病房，原來，這位先生堅守

著和幸子的約定，最後彌留時還在等著。

「我進到病房，家人告訴他：『幸子

師姊來了。』他馬上抬起手，我伸手握

住他的手，感覺他把我的手抓得很緊，

凝視我一眼，慢慢鬆開了手，後來就斷

氣了。」潘幸子難過的說，從此她再也

不跟病人約定了，擔心這分約定，成為

一個牽絆。

在放腫科陪伴了無數病人和家屬走過

生離死別，面對生死，她也慢慢看開了。

她認為，哪個人不會病？不會死呢？以

前剛來醫院時，自己也曾經害怕死亡，

看久了也就釋懷了，這條路是早晚都要

走的。潘幸子說：「生病了，我也曾經

東怕西怕的，後來我就覺得心放開，不

要亂想，抵抗力就會變好了。生病了就

要看醫生，人家說吃藥會有副作用，我

現在幾歲了還擔心什麼副作用？明天能

夠活就是最好的機會啊！」

學會放下　善解人生

現在的潘幸子，面對疾病積極而正向。

二○○五年腦部長腫瘤時，不敢讓孩子

擔心的她，一個人低調的檢查、住院，

醫師問起她怎麼沒有家人陪伴時，心酸

的暗自垂淚。後來女兒知道後，立刻通

知哥哥們，三個子女全部趕到醫院陪伴。

「那時躺在病床上，看見我的兒子、

女兒在病床邊傷心，我心都揪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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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訴自己，我絕對不能有事。」從那

次手術之後，潘幸子很認真地愛護身體，

因為她知道她自己一出事，住在新竹的

兩個兒子，無論多晚、多累，排除萬難

也會馬上飛奔到母親身邊。

潘幸子與兒女們母子情深，孩子們陪

著媽媽走過辛苦的歲月，心心念念著媽

媽對他們的付出，凡事都不會讓媽媽操

心，儘管有自己的家庭、有事業要顧，

再忙也會回來探望媽媽。

「他們每個禮拜都會從新竹回來看我

一次，你知道路很遠啊！」對於與孩子

們的情分，潘幸子如此結語：「我很欣慰，

也很珍惜。」 
「我最感恩的，就是上人，創造了慈

濟世界。如果沒有上人、沒有慈濟這一

塊讓我去學習和付出，我可能到現在都

走不出來。」

走進慈濟的潘幸子，從前凡事一絲不

苟、執著又容易鑽牛角尖，如今學會放

下，學會「善解」，總是記得上人說的「甘

願做，歡喜受」；而在一次次與死神拔

河的過程中，她也從中明白，人生在世，

有機會就該去幫助別人；這一生，能走

在慈濟菩薩道上，幫助別人，她心滿意

足。

除了在醫院當志工，在社區的活動也總能見到潘幸子 ( 前排左二 ) 的身影。圖為花蓮區志工在七月吉祥月

活動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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