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月三日，人醫年會圓緣典禮在靜思精舍舉行，透過網路直播，馬來西亞、美國、

泰國、大陸及臺灣等地的十一位學員分享此次年會的所得所想。

大愛鋪就人醫道
文／林芷儀、洪靜茹					攝影／楊凱誠

十月三日圓緣典禮，臺灣

人醫學員齊聚靜思精舍，

海外學員也透過連線同步

與會。

人醫心傳2020.1048

封面故事

防疫、地球與心靈



【馬來西亞】

雪隆的放射科醫師劉惠芳透過連線談

及，在上人的提倡及呼籲下，下定決心

茹素已半年，也邀請家人朋友一起吃素。

她說：「工作上經常遇到有脂肪肝、尿

酸高等慢性病風險的病人來做檢查，我

會把握那幾分鐘掃描的時間，告訴病人

慎防病從口入，加以勸素。」

檳城的楊千卉中醫師憶起二○一二年

加入國際慈濟人醫會的因緣。當時她即

將結束實習訓練，卻遭遇喪母之痛，身

為醫師卻治不了至親，甚至因為工作而

無法在媽媽臨終時陪伴左右，深感遺憾

失志。她的主任帶她走入社區，見到人

醫會醫師們進行訪視和膚慰，驚覺原來

醫院外生病的人更多、更需要幫助，「身

為醫生，我們要醫治的不只是病人身體

上的病，更需要關懷的是他們的心還有

家庭，給他們全面的照顧，我的身分不

再限制在醫院裡，我也要成為醫院圍牆

外眾多苦難病人的醫生。」

【臺灣　北區】

來自新竹的曾文馨中醫師提到，在范

文勝醫師的帶動下，過去幾年參加多次

義診，印象最深刻的是普悠瑪義診，「那

場義診圓緣時，我很感動，因為受傷的

人都不像病人，他們都能夠走出來了！

這分精神，是我們要學習的。」而新冠

疫情讓他有所警醒與體悟，與家人開始

茹素之外，看診時也向病人提倡「一日

一素」，曾醫師以自身為例，原本血糖

值高達六百、體重一百一十公斤，「現

在只吃『兩種藥』便恢復健康，第一種

是飲食，茹素勸素；第二種是運動，每

天來回上下班，代步的汽車已經打算送

人了！」

大愛鋪就人醫道

馬來西亞楊千卉中醫師發願成為幫助貧病苦難的

人醫。

北區慈濟人醫會曾文馨中醫師敘說義診和茹素

帶來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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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北加州的汪清炘牙醫師，透過越洋視

訊，細數疫情期間帶給她的學習和感動。

她說：「當社區的防護裝備告急時，四

周的慈濟志工都動員起來，忙著製作布

口罩還有手術帽⋯⋯」汪醫師也捐出自

己診所裡的部分醫用口罩、防護衣及面

罩，給在醫院裡工作的志工師姊及警察。

「預備復工時，很多防護裝備都訂不

到，感恩西北地區志工援助來自大陸的

KN95口罩，開診以來，我和同仁們天天
戴著不同花樣跟材質的手工髮帽，嘴上

戴著大陸慈濟志工們送來的祝福。」此

外，北加州的大型義診暫時取消，幾位

很發心的志工，雖然不是醫療人員，願

意趁此時來學習較複雜的器材操作，汪

醫師說：「我的診所裡，有兩位醫療志

工和一位慈青來練習技術，希望恢復大

型義診時，他們可以幫上忙。」

「大時代需明大是非，大劫難需養大

慈悲，大無明需要大智慧，大動亂需要

大懺悔」，汪清炘牙醫師很感恩上人建

立了慈濟世界，讓她在疫情中依著上人

的教導，跟著慈濟人同行，繼續為有病

痛的人服務。

【臺灣　南區】

來自高雄的黃蘭媖中醫師，今年正
式加入人醫會也是第一次參與年會，

而十幾年前她就已參與慈濟舉辦的義

診及醫療講座。二○一九年，花蓮慈

院何宗融副院長邀請她到東部服務和

教學，當時她剛放下行政上的工作，

「非常勞累，心裡也有很多的罣礙，

然後我又失去最親愛的父親，心裡

非常徬徨。」何副院長告訴她，上人

三十幾年來一直希望能夠護持中醫，

讓中醫可以更好。黃醫師想，「如果

能有機會到花蓮慈院來服務，做好中

醫婦科的傳承，如果有所謂的功德，

我願意回向給我的父親，讓他圓滿。」

於是便答應了。這段時間以來，她以

專業幫助許多花蓮地區不孕的婦女，

也為慈濟的中醫師後輩們都很認真學

習而開心，期許他們能夠在花蓮繼續

北加州汪清炘牙醫師感恩疫情期間收到志工送來

的防護物資。

黃蘭媖中醫師感恩有機會到花蓮慈院服務並從
事中醫婦科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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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花結果，把中醫婦科做得更完整。

中醫之道，除了學習讓身體的五臟

六腑取得平衡，也要學習跟大自然做平

衡，尊重任何一個生命，達到「致中

和」的境界。靜思語「一分善念一分

福，時時發善念，不只能夠救人也能自

救。」黃蘭媖醫師發願追隨上人，繼續
耕福田、植福田，與大地共生，創造更

多的福德。

【泰國】

出身中醫世家的孫振榮，是家中第三

代的中醫師，在泰國也有豐富的義診經

驗。二○一七年，他在九世皇公園遇見

慈濟正在舉辦愛心健檢活動，就自告奮

勇的對一位志工師姊說：「我是醫生，

可以來幫忙嗎？」志工團隊高興相迎。

直到現在，每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

孫振榮都前往幫忙義診，或是免費發送

藥物。「我現在已經七十多歲了，希望

我有生之年，把自己的智慧貢獻給慈

濟。」孫醫師不忘初衷，秉持著慈悲的

心持續付出。

【大陸　上海】

王瑾中醫師透過連線談到，三日的人

醫年會課程讓她更明白素食的重要性。

上人一再呼籲來不及，大自然的生態失

衡、天災人禍頻仍，讓她深感懺悔，在

疫情期間，她堅持薰法香，收看《人間

菩提》，現在天天吃素。中秋夜，她和

許多人醫夥伴也同在慈濟聯絡處聽講，

聽到一位醫師說自己以前覺得動物蛋白

是人體必須要的營養，從慈濟志工做的

便當才明白植物蛋白更健康營養。王醫

師期盼更多的醫護人員能茹素，帶動更

多民眾加入。「推素的道路很長，我會

盡我的全力，深入人群，以環保護生教

育無數的人。」

七十多歲的泰國人醫孫振榮，願把自己的行醫智

慧貢獻給慈濟。

王瑾中醫師發願深入人群、推動環保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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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雲嘉南區】

凌久惠牙醫師打趣道出與慈濟的因緣，

乃是先生到大林慈濟醫院工作，就這麼

「買一送一」而來。五年後先生轉換職

場，曾告訴她：「本來以為我是一個很

好的醫師，但是我離開（大林慈院）以

後才發現，原來病人很愛我，很大一部

分是因為愛上人。」而她的工作一直很

順利，不時有病人帶來自家栽種的無農

藥蔬菜相送道感謝，先生又再次提醒她：

「這不是妳的功德，這是上人的功德。」

讓她對慈濟、對上人充滿好奇，但不得

其解。直到二○一八年參與斯里蘭卡義

診，發現除了醫療，還有慈善發放關懷，

志工之間的互動有人文，藉此看到比較

全面的慈濟。二○一九年再參加約旦義

診，任務圓滿，結識的志工寄來《靜思

晨語》節目的線上連結，往後她幾乎每

日上線聆聽上人說法，當面對困難或無

明煩惱起時，內心就如同有法水來洗滌

而得到清涼，正是日日聞法在她身上得

到的效果。希望生生世世在上人的慈悲

和智慧下，學習一生無量的道理。

【大陸　廈門】

疫情影響始料未及，二○一三年結緣

慈濟、二○一九年正式成為上人弟子的

福建廈門徐雄護理師，感恩仍能透過連

線參與年會。首先提到了訪視時印象很

深的個案故事。「一位五、六十歲的女

士，因經濟因素，發病未能好好治療，

一年多來，除了留下很多後遺症，更嚴

重的是受長期糖尿病影響，雙目近失明、

雙腳不良於行，對人生消極悲觀⋯⋯」

訪視與醫療團隊努力讓她的功能一天天

的進步，她也有了再站起來的願望，經

由志工不斷的關懷，和徐雄護理師的復

健專長幫助下，她終於站了起來，露出

連她的先生都久違的笑容。未料兩個月

後，卻傳來她已經往生的消息。真正讓

他悟得「無常先到還是明天先到？既然

無法預知，唯有好好把握當下。」徐雄

明白上人對人醫夥伴有特別的期待與期

許，「要堅定跟著上人，在慈悲道上，

用喜捨的力量，不斷付出，將慈濟人的

精神和理念，落實到生活中。」
大林慈院凌久惠牙醫師娓娓道來參與義診和日日

聞法帶來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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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中區】

林怡雯醫師表達一年多來參與慈濟的

心得，還有上人的法帶來的感動。她的先

生蔡森蔚醫師離開服務十七年的醫學中心

後，加入臺中慈院，工作上變得很多元，

像是參與往診、訪視、海外義診等，常常

分享見苦知福。又在加入慈濟後，驚訝於

上人這麼瘦弱，竟然可以撐起這麼大的全

球志業，感到很不可思議，這八年來在上

人的引領和簡院長的人文薰陶下，愈做愈

歡喜。反而是當了二十五年腎臟科醫師的

她，在二○一九年遭遇低潮。「我負責的

洗腎室，病人常常洗腎了十幾年，後來都

變成了朋友。看著朋友慢慢老去，而自己

用盡任何方法，也挽不回他們的生命。」

無力感讓她想要停下工作。先生帶她同去

參與柬埔寨義診，挽救了她從醫以來的最

大困境。

義診上發現，志工合和互協、全心全

意完成工作，感動於當地志工發心發願，

等於是慈濟把善與愛的種子種在土地上。

在志工的鼓勵下，回臺後，兩人決意茹

素，放下心裡的貪嗔痴，跟隨上人。在

開車上下班時，播放《無量義經》，每

每聽到「靜寂清澄，志玄虛漠，守之不

動，億百千劫」心裡就很感動。她想，

上人八十幾歲了，為佛教、為眾生而撐

起重擔，那五十歲的自己，撐一間洗腎

室，有那麼因難嗎？此後便能用比較歡

喜的心繼續來工作。「這個團體真是很

溫暖的家庭，透過很多志工，了解慈濟

這個法，也在師兄師姊的身上，看到慈

濟傳播善與愛種子的力量和偉大、發

心。」

蔡森蔚主任此次承擔年會的學員長，

與太太林怡雯醫師吃素至今剛好滿一

臺中慈院復健科蔡森蔚主任分享茹素因緣。左為

太太林怡雯醫師。攝影／陳基雄

廈門徐雄護理師訴說訪視個案過程中的體悟。攝

影／顏啟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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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憶及當時從義診回來後，在一

場友人的晚宴上，見到一隻超大螃蟹，

烹煮前被拿來展示，當下覺得是菩薩現

螃蟹的相，「我們去義診是希望解除病

人的苦痛，那這隻螃蟹呢？牠也想要

修行、聞法，但卻在這邊被吃掉了。」

就此頓悟，發願吃素。思及螃蟹度化了

他，蔡醫師流下感恩的淚水，他說不是

自己愛哭，而是在慈濟「善根發酵」。

希望與大家跟著善知識，一起在這裡道

心精進。

【美國】

承擔此次美國慈濟人醫會學員長的王

誠駿師兄說，藉由視訊課程，反思人與

天地萬物的關係，要好好調和照顧自己

的眼耳鼻舌身意。「在美國慈濟醫療基

金會參與許多事務，更深深的了解，付

出是最好的學習。每次和大家討論，每

次發放準備，慈濟人的用心，上人的法

語，都在我眼前。這股力量，讓我很感

動。行動上，也要好好觀照自己的心，

調整和建立與他人間的互動與關係。」

雖然疫情讓美國團隊無法赴臺與會，但

是仍能透過視訊科技的幫助，吸引更多

的慈濟家人，在任何據點或電腦前共聚

在雲端一堂。

聆聽各國家地區人醫代表的學習感想

美國慈濟人醫會學員長王誠駿師兄細說透過視

訊課程參與年會的學習。攝影／顏啟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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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林俊龍執行長勉勵眾人把握因緣，

見苦知福再造福；簡守信院長有感，月

有陰晴圓缺，而悲歡離合在全世界各個

角落流轉，今年人醫年會在空中團聚，

但願人長久，更要「千里共慈濟」，願

全球人醫集力，把上人的理念、推素的

急迫感，讓眾生更清楚，為世間帶來更

加穩定的力量和希望。

大愛鋪就人醫道　持素護眾生

上人親身訪貧，見貧窮、老病如

孿生兒，防貧止病才是根本之道，於

一九七二年成立義診所，杜詩綿院長

(1920-1989)、曾文賓院長、楊思標院
長等好幾位臺大醫院的院長與副院長

們帶頭支持偏鄉義診，人醫種子始播

生。海外人醫會第一顆種子呂秀泉醫

師 (1934-2012)在「千島之國」菲律賓
救治貧病；距離半個地球之遙的巴拉

圭慈濟人醫會召集人胡安．梅沙醫師

(1957-2015)，即使久病纏身，也沒有

放慢濟世的腳步；而臺灣的蔡宗賢醫師

(1958-2012)雖然肢體不便，海內外義
診到哪一個角落或山上都攀爬上去；上

人深深感念這分師徒之情，這些前輩樹

立下的人醫典範更是啟發後進。

上人慈示，現在在我面前都是醫王

菩薩，你們疼惜生命，期待再深、再微

細一點，那就是可以顧及到所有天下生

命，我們尊重生命的愛會更完整。看病

功德第一，讚歎醫者仁心，更期許醫王

菩薩將愛擴大。這波的疫情是上天給人

類的大哉教育，誠心齋戒，疼惜大地物

命，只要大家用心，以愛鋪路，沒有不

可能事。

疫情阻絕了海外人醫回臺相聚，但

感恩科技發達，每天平均都有兩千多

人連線視訊課程，最高紀錄到三千多

人，在雲端同一心念、同聚一堂，交

流遍及國際的人醫之愛。祈願疫情消

弭，海內外人醫菩薩團聚花蓮、再敘

中秋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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