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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春憙，家住新北市蘆洲區，每三

個月隨隊來花蓮慈濟醫院服務，已經

二十八年，臺北慈濟醫院啟業後，她又

多了一個服務定點。做慈濟，樂此不疲；

明明自己身世坎坷，病苦纏身，自救都

來不及，怎麼還會花時間做志工？「最

初聽到上人說人生有五苦，正是我的寫

照。」吳春憙發願布施、行善，恆持願

力，度過一次又一次的生命難關，也從

付出中感受生命助人的價值，啟發自己

的慧命成長……

每一次的服務都視為珍貴的託付

內科加護病房入口，十點半會客時

間，吳春憙向探病眾人問好：「我們

是這梯次的志工，齊來獻上祝福與感

恩……」就見她俐落而溫柔的為行動不

便的長者著裝，再協助推輪椅進到指定

床位探視。在醫院的每一次服務，她總

是以病人及家屬的心情出發，每一次互

動都視為對方珍貴的託付。而多年的醫

療志工經驗，也累積出她圓融事理的人

際互動能力。

「在新店（臺北慈院）服務時，遇

到一個個案，醫師告訴女兒，她的爸爸

可能即將往生，時間不久了。中午的祈

禱時間我便邀她前往，但她不肯，說她

很生氣，原來是哥哥照顧時，讓爸爸在

無意識間把鼻胃管拔掉，『拔掉要重

插！我很氣他沒有把人顧好。』」問得

爸爸習慣聽臺語，有八個孩子，春憙師

姊便跟這個女兒說：「哥哥白天要上

班，晚上又要來顧爸爸，如果哥哥知道

要重插，他絕對會很小心。爸爸一定

志工吳春憙（中）

邊為探病家屬套上

防護衣，邊叮嚀要

照顧好自己的身

體。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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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知道兒子孝順，希望妳不要再跟哥哥

生氣了。而且爸爸很有福氣，將你們八

個孩子都教得很好，我覺得爸爸一定很

欣慰……」話說完，本來臉靠在左邊吸

氧氣的爸爸，突然之間轉過來，一直點

頭。春憙師姊便帶著他們全家一起祈禱

爸爸身體健康。離開病房，從美國回來

的二姊對她說：「師姊，非常感恩妳，

我妹妹已經氣兩天都不跟哥哥講話了，

妳幫我們解開了兄妹間的心結。」

「這一路以來，我總是心懷感恩，

對的事情要及時做，感恩的話要及時

說。」春憙這麼說。

而在不同定點當志工，她都樂於承

擔，也不斷與人結好緣。「這次在血液

透析室服務，病人洗腎洗好了，我們正

忙著換床單，有個空檔，一位病人就叫

我看她如何用杯子的瓷杯蓋刮痧。她說

躺在那裡洗腎，有的是時間，就自己動

手，從頭、雙手、到腳一邊刮，等洗完

腎，她精神也很好。要回家前還跑來跟

我分享她的護腎養生方法，我也學到很

多。」

「有一次駐點在泌尿外科病房，幾個

病友反映術後起身傷口會痛。我之前因

為子宮頸癌手術，肚子有十幾公分長的

傷口，還吊著點滴，知道復健期要練習

找方法減輕疼痛而且多動，才會恢復得

快，所以就一床一床教他們如何使力用

腳撐移身體，再利用電動床搖高的方式

身經兩個癌症後更惜福付出。吳春憙在蘆洲靜思書軒當書軒志工，永遠都是笑臉迎人服務大眾。攝影

／高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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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下床，他們學到技巧就很開心。」

結果春憙師姊一週的服務時間結束後，

病友們還列隊歡送她！身為養病經驗豐

富的「學姊」，她總不藏私的分享朝康

復邁進的點滴心法。這樣的膚慰與心

意，來自她曲折的人生，以及隨之習得

珍惜生命與緣分的體悟。

嘗遍人間苦

發心回饋感受願力無窮

吳春憙來自彰化鄉下，從事中藥材業

務的吳爸爸，在山上運貨時跌倒竟一病

不起，三十多歲就病逝。而媽媽在丈夫

生病時選擇離開，從此再無聯繫。她永

遠難忘爸爸斷氣時眼睛睜得大大的、死

不瞑目的模樣。「二伯母對爸爸承諾，

我會將你的三個孩子當作親生的看待，

你安心。說完手一撫，爸爸的眼睛才閉

上。」那年春憙六歲，還有兩個分別四

歲、出生三個月的弟弟。阿嬤一個人要

怎麼養三個「幼囝仔」，於心不忍的二

伯母將這一家四口接到臺北蘆洲同住照

顧。

小小年紀的吳春憙自此姊代母職，揹

著弟弟做家事，煮飯、洗衣、打掃、砍

柴、挑水樣樣來。「本來阿嬤不讓我讀

書的，有一次我們要搭火車回彰化，阿

嬤問我那輛火車要開去哪裡，我說：『阿

二○一三年三月與蘆洲區夥伴至花蓮靜思堂參與骨髓幹細胞中心志工研習課程。圖／吳春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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嬤，妳又沒有讓我讀書，我哪知道它要

開去哪裡？』阿嬤想了一下說：『可是

沒有錢，妳會做家事就好。』」因為大

伯跟爸爸在前後時間去世，大伯母一個

人要養五個小孩，便向家扶中心申請補

助，但阿嬤不想辦，覺得會被人取笑，

春憙對阿嬤說：「沒關係，我現在接受

人家的幫忙，等我長大後，換我幫人

家。」阿嬤才同意申請補助，讓她上小

學。課餘時間，春憙在二伯母工作的拖

鞋工廠裡幫忙挑菜、煮飯。直到她十三

歲國小畢業時，二伯母操勞過度造成嚴

重胃出血、無法工作，阿嬤只好帶著他

們回彰化老家，吳春憙自此扛起整個家

族的生計，到紡織廠當女工賺錢養家。

一年後，吳春憙隻身來到位於板橋、供

食宿的橡膠公司當起作業員。窮人家的

孩子早早自力掙活，日子再難總有辦

法。

十七歲，突如其來的莫名腳疾讓她

再嘗人間苦。起初只是起水泡，水泡破

了引發感染，看病服藥一直沒有起色，

腫到不能走路，將近兩年的時間反覆復

發，苦不堪言。主管體恤春憙勤奮又常

二○一六年吳春憙在蘆洲靜思堂分享慈善訪視關懷心法，傳遞從事志工服務的信念。攝影／張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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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承攬工作，讓她不時請假養病，

「那時候一心想著沒有人顧機器了，只

能一直對自己的腳喊話要趕快好起來，

不然我對不起老闆和領班。」心煩之

際，偶經廟宇，她向神明祈願，若能康

復，一將量力而為布施，二願加入助人

義工行列。奇蹟出現，雙腳怪病不藥而

癒，難以置信下，心想自己何德何能，

趕緊還願，翻查報紙見正在募款的「飢

餓三十」和一家正在籌建兒童病房的機

構，劃撥捐款過去。

「阿嬤要我把賺的錢全部留著，但是

我不知道怎麼那麼會想，把薪水分成三

等分，一份給伯母，一份布施，一份自

己生活。」春憙說，「也許因為都是很

辛苦的過生活，所以不會計較、比較，

很簡樸的過生活，就是快樂的人生。」

六歲時為了上小學識字發了回饋社會的

願，十七歲因病痊癒，先還了布施的

願，「一路來，我覺得願力要恆持，在

每一個點，推動我一定要去履行，所以

堅持著一直走過來。」

腳癒還願　穿上藍天白雲助人

觀念傳統的阿嬤覺得女人就是要早早

嫁人，從春憙十六歲就開始要她相親，

直到二十二歲，覺得阿嬤年事漸高，不

想讓老人家再操心，便依媒妁之言結

婚。而一直放在心底的第二個願，直到

她二十八歲時才有實現的機緣。「曾聽

弟弟說起花蓮要蓋一家醫院，要他去打

聽，結果沒有下文。一九九○年，有人

拿上人開示的錄音帶給我聽，因此認

識慈濟，才有機會實現當義工助人的

願。」

「上人在錄音帶講到的人生五種苦，

我都遇到。病苦，我十七歲遇到；無常，

六歲時爸爸就病逝了；生活、經濟三餐

不繼，求不得苦。爸爸走了，媽媽又離

棄我們，精神上也苦。」聆聽上人開示

讓她的心有了依歸，明白這些磨難逃不

掉也躲不了，能左右的只有面對時的心

態，確信以六度萬行修菩薩道，是自己

的人生功課。

一九九二年，三十歲，吳春憙開始在

蘆洲社區進行訪視關懷，也展開定期搭

火車來花蓮慈院服務的歲月。

她接下的第一位訪視個案是一位近

九十歲的阿嬤。阿嬤雙眼失明、雙腳無

法走路，長期臥床在獨居的小套房內，

異味與髒亂令人驚心。「阿嬤，妳與其

口出惡言，倒不如念一句阿彌陀佛。」

阿嬤看不到、防備心重，聽到腳步聲就

開始罵人，吳春憙總耐心勸說這樣對她

沒有幫助，只會讓大家遠離。

「每次從我二樓住家提著熱水下來，

開車載過去，再把熱水提到她住的三

樓，幫她洗澡洗頭、煮食、買飯、整理

環境，再把她換下的髒衣服帶回家清

洗。」每次去，阿嬤總是先問「那個水

壺在嗎？」吳春憙說在，再去忙其他

事，沒有多想。後來四樓的住戶發現

了，要吳春憙不要再這麼跑來跑去，以

後由她弄東西送下來給阿嬤吃。同樓層

的鄰居也跟進，幫忙洗晾阿嬤的衣服，

還教她使用公共區熱水的開關。周遭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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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主動參與分擔，讓吳春憙直呼「多

好！」阿嬤也逐漸放下心防，與眾人互

動。

兩年後阿嬤病重，接受安排住到安

養院，直至往生。經由另一位幫忙整理

遺物的師姊轉述，吳春憙才知原來每次

必問的那只「水壺」裡面，藏了三十幾

萬！阿嬤留下「一半做慈善，一半做我

身後事」的遺言，水壺裡的錢一捲一

捲，用橡皮筋纏緊，看得出來積了很

久。原來在服務中，她也協同守護了阿

嬤在乎的身家。

穿梭病房　罹癌志工自渡渡人

穿上醫院志工背心的吳春憙，也常

適時化解家屬與病人之間的心結或壓

力。急診留觀區，她受託幫忙餵食一位

中風的阿嬤。趕來的兒子已照顧媽媽十

幾年了，不住叨念下午兩點還要帶去看

心臟科門診，來回接送很麻煩，阿嬤也

轉頭罵兒子什麼都做不好。吳春憙對阿

嬤的兒子說看到他為人子盡孝的辛苦，

「但要是沒有治療好，媽媽很快就又不

舒服，又要來，那你才真的很麻煩。不

如聽這邊醫師安排，看完診後再帶媽媽

回家。」接著婉言勸阿嬤不要對盡心盡

力照顧的兒子說不好聽的話。終於冷靜

下來的兒子允諾下午會按時帶母親去看

診。事後護理師來道謝，說那兒子之前

好幾次把媽媽留在留觀區，造成作業上

的煩惱。「協助護理師是我們的本分

事，心理的部分，我們志工來協調。」

穿梭在病房，彎下腰聆聽病人心聲、

家屬難處，居中溝通協調，因為生病的

苦，她再清楚不過。

吳春憙有缺鐵性貧血，身上的甲狀腺

良性結節七年來定期追蹤，二○○四年

時，卻出現持續性消瘦，心想或許是照

料生病公公的壓力所致而不以為意，後

來做穿刺檢查發現結節竟惡化為腫瘤。

這年她四十二歲，「開完刀，醫生確定

是癌末，轉移淋巴了，說我只剩下三個

月生命。」春憙的第一個反應是不想讓

先生擔心，與醫護商量暫緩告知詳情。

她奇蹟似的活了下來，「既然緣還未

盡，走不了，就繼續守本分活下去。」

二○一○年再發現子宮頸癌，她依然沒

有害怕。手術過程中大量失血，「身上

三分之二的血都是別人捐的，把我從鬼

門關救回來。」十年間接連受兩個癌症

侵襲，治療期間受的痛楚、各種副作用

的惱人，一一親身親歷。

有些人為她做那麼多好事卻罹癌而抱

不平。但吳春憙總認為幼時有阿嬤和二

伯母的愛拉拔她長大，一九九二年住家

失火全毀被迫舉債度日也走過來了，而

領過重大傷病卡的她，此後有更多與疾

病共處的切身經驗談，誠如上人曾給她

的勉勵：「妳經過這麼多的苦，將來有

很多方法，可以渡到很多的人，因為妳

有親身經歷過，讓他們（病人）都能夠

受益。」

其實吳春憙的志工足跡，不僅在慈

善訪視與醫療而已，她盡可能把握付出

的機緣，所以她也是骨髓捐贈關懷小組

的一員，也到精舍導覽，到靜思書軒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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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春憙笑稱癌細胞可能覺得跟著

她東奔西跑做志工太累了，紛紛走避，

這幾年體力和精神都還行，歡喜渡己渡

人。她很知足，每晚就寢都會對身體謝

恩：「感謝雙手能做，感謝雙腳能走、

五臟六腑正常運作。願能夠做到最後一

口氣，若臨命終，自知時至，身無病苦、

心不貪戀、意不顛倒，最後能萬緣具足

大體捐贈。」

傳承醫療志工的專業心法

要到醫院當醫療志工，必需經過課

程訓練，具備一定的專業性，春憙說：

「病人或家屬會問一些問題，如果沒有

上過課，人家問你亂講的話，只是徒增

困擾。通常病房志工為兩人一組，由資

深的帶資淺的，傳承經驗。」早期曾發

生過病家看到志工來關懷，就喊：「你

出去唷，不然我東西要丟你唷！」把志

二○一七年四月參與靜思精舍朝山巡禮後參訪協力工廠，養病經驗豐富的吳春憙分享使用五穀粉的心

得及薰法香對身心靈的改變。攝影／李士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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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嚇到。也曾有資淺志工是要問候，但

不夠了解生病者的心態，造成不好的感

受，「原來之前的志工對住院中的伯伯

說『你要放下』，伯伯聽了很生氣，他

說：『你叫我放下，我生病多辛苦你是

知道什麼？』他就不能接受。而這也是

我們在當志工時要注意拿捏的。」

在神經內外科病房，有不少中風病人

常在術後說：「痛啊！不要動！」春憙

師姊會提醒他們：「你們現在是黃金期，

如果現在不動，將來要動絕對動不了，

所以現在要忍耐那個痛去做運動。」有

一位四十歲的男性住院病人，看到春憙

師姊就開始哭，旁邊有人說：「男孩子

不能哭。」春憙師姊請旁邊的人不要這

樣說，一邊遞面紙給他，他哭完以後開

始講起覺得自己不孝，還要讓七十多歲

的爸爸操心煩惱。春憙師姊了解他哭的

原因後，對他說：「如果你覺得自己不

孝，你就要堅強起來，趕快做復健，恢

復得很好、恢復得很快，那就是回報父

母恩。因為你這個階段真的很痛，如果

你沒去克服這個痛，你就沒辦法恢復、

沒辦法走路。」春憙師姊分享：「我們

要用正向的去鼓勵他，而不是說出類似

『醫生說叫你動你就要動，不動你哪有

辦法，你就繼續在那裡躺好了』這樣的

話。結果這位男士恢復得很好，沒幾天

就從躺床恢復到可以拿一根拐杖走路！

到醫院當志工，還能學到醫學常識

與處置，春憙覺得真的是收穫良多。

「因為我生了兩個癌症，堂姊就叫我不

要去醫院當志工，病毒很多。但我認

為不是，就是因為本身有疾病，更要

去了解，怎麼樣去保護我們自己。」

春憙師姊在女兒結婚後一段時間到醫院

當志工，正好被安排到小兒科病房，護

理長對她說：「師姊，妳們難得回來花

蓮一趟，而且妳們的時間寶貴，護理站

有這些的資料，可以拿回去看。」春憙

師姊就拿回去看。孫子出生後，有一天

發燒，肺部有痰咳不出來，春憙師姊再

把資料拿出來看，學著新生兒拍痰法照

做，痰就跑出來了。她說：「受益的是

自己。我女兒是護理師，她反而不敢

做，說孩子才幾個月，不敢幫他拍。」

因為志工經驗豐富，春憙也常上臺分

享。她說：「我會分享，也是因為患者

一直要我向上人轉達感恩，上人蓋了慈

濟醫院，又有這麼好的醫師、護理師，

還有志工來陪伴膚慰。」春憙也鼓勵其

他師兄師姊把握因緣上臺分享，不要害

怕，「曾經有師姊上臺，拿著麥克風的

手一直抖，上人就問她麥克風是有電

嗎？讓大家都笑開來。」上人也提醒大

家，回到精舍分享，就像跟父母說話一

樣，只是很親切的分享、互動，不需緊

張。

不再心苦　憙光中溫煦療癒

現在五十八歲的吳春憙，每每能參與

志工任務，尤其是回花蓮當醫療梯次志

工，總是感恩子女讓她無牽掛，更感恩

先生隨緣多所成全。春憙的孩子們，也

了解媽媽因為有了慈濟，讓苦不堪的人

生找到意義而變得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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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搭著慈濟列車，帶著會員、帶

著自己的小孩回來參觀，不辛苦，很開

心……」女兒小學四年級時，看到正在

蓋的慈濟護專（現慈濟科技大學），就

說：「媽媽，這間很漂亮，我將來要讀

這一間。」春憙對女兒說：「好啊，有

願就有力。」女兒長大後，也真的走上

守護健康的護理路。

春憙記得有一次兒子問她：「媽媽，

妳為什麼那麼愛做慈濟？慈濟有什麼好

的？」反而是女兒代為回答：「我告訴

你，媽媽會那麼開朗、那麼正向，是還

好她有做慈濟，慈濟當為她的靠山，如

果她沒有做慈濟，可能很快就得憂鬱

症。」「所以你讓媽媽去做開朗的事情，

那是最好的，不要有那麼多疑問！」這

時春憙才說：「有疑問還是要問，不要

帶著疑問在心裡，小疑要小問，大疑要

大問，不要帶著疑問離開這個世界。」

「我三十歲左右接觸慈濟，如果沒有

那麼早接觸慈濟，我現在根本沒有那麼

多體力可以做。動了兩次大刀，體力還

是有差。我鼓勵人人把握時間，珍惜生

命，成長慧命。」近三十年來，吳春憙

從付出的行動中體會上人開示的人間義

理，發心助人，立願恆持，她發現自己

無所求的付出，點滴匯聚成眾人的功德

海，印證佛法在人間。

二○一九年十二月，吳春憙手書對母親最後的告別與感恩，請母親放下未曾照顧自己與弟弟們的愧

疚，她說：「春憙此生真的無憾事，不管對長輩、對先生、對孩子，了無遺憾。」圖／吳春憙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