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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醫學中心器官勸募中心暨移植小組從開始難覓器官來源，一路跌跌撞撞，就

這樣走過了十年的艱辛歲月。

不過，十年辛苦，他們沒有白受，隨著台灣器官捐贈風氣漸開，許多即將殞滅的

生命，重新燃起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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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器官移植與推動捐

贈已堂堂邁入十周年。一九九五年，也

就是慈濟醫學中心九歲的時候，在簡守

信副院長(現任大林慈濟醫院副院長)、

泌尿科郭漢崇主任主導，及臺大醫院李

伯皇教授的協助下，成立器官捐贈暨移

植小組(現名為慈濟醫院器官勸募中心暨

器官移植小組)。一九九七年進行第一例

腎臟移植，一九九八年進行第一例肝臟

移植。

二○○四年首開腦組織捐贈

到二○○五年八月底，花蓮慈濟醫學

中心完成了三十九例多重器官捐贈(含外

院轉贈)與三十八例組織捐贈。而慈院在

二○○四年七月首開腦組織捐贈案例，

也開啟了腦部組織的捐贈風氣，迄今已

有十四位腦組織捐贈者；此舉有助於醫

學界對腦部疾病的瞭解與深一層研究，

一年一度的器官捐贈感恩追思音樂會，讓器捐者

家屬、受贈者及家屬同聚一堂、互道感恩，追思

已故的器捐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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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能讓後世的腦疾病患者多一分治癒

機會。

每年秋天，為感念器官捐贈者的「捨

身命、續慧命」，慈濟醫學中心為捐贈

者家屬籌畫一場「感恩追思音樂會」，

追思生命的勇者，也藉此機會讓社會大

眾見證器官捐贈者愛的故事。

感恩追思音樂會

一年一度如家族團聚

在今年十月份舉辦的追思音樂會上，

器捐移植小組負責人李明哲醫師，也是

慈濟醫學中心一般外科主任，道出他的

感言：「走在器官移植的路上，十年

了，佔了我生命四分之一的時光。」曾

經創下連開四台刀的紀錄，長時間的耗

費心力，結果有時令人慶幸，有時卻也

不能免除不幸的降臨，讓他一路走來難

免興起孤獨、挫折的感受。但是李明哲

醫師說：「現在台灣每一個角落，都有

人在默默祝福，讓我們(器捐移植小組)

走得不孤獨。」已連續舉辦四年的追思

音樂會，李明哲說：「希望捐贈者都可

以聽到我們的禮讚。」

音樂會上來了四十多位來賓，中華

民國器官捐贈協會吳英萊祕書長也以雙

重身份前來，而她的第二重身分是器

官捐贈者家屬。吳祕書長的哥哥九年前

過世，她說：「九年來，我的眼淚不曾

斷過，但是眼淚讓我時時體會到自己還

花蓮慈院器捐移植小組醫護與志工團隊接受家屬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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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雖然當初的決定是那麼的不容

易，但是「哥哥所有器官捐出去，讓別

人為他活下來。」「其中還有一位受贈

者投入了志工工作，代替哥哥發揮人生

的良能。」

器官捐贈 在人間留下珍貴禮物

此外，為女兒捐出腦組織的于媽媽

分享，所以雖然工作很忙，但接到電話

時，馬上答應前來參加音樂會。她說：

「在女兒生病的這些日子以來，感謝慈

濟對我的照顧和安慰。」于媽媽說那一

段時間她東奔西走，身心都非常辛苦，

「但是來到花蓮以後，我在慈院這所充

滿愛的醫院裡感受到愛。」于媽媽對與

會人士說：「這(器官捐贈)是我唯一能

為八歲的女兒所做的，一件留在世上最

美好的禮物。」

捐贈者小億的媽媽說，一來到音樂

會現場就不自主的掉淚，但卻是快樂的

眼淚，她回想起當孩子火化得一無所有

時，才後悔沒有當機立斷，將孩子的骨

頭也一起捐出去。原本她不想讓小億的

妹妹知道小億捐贈器官，但是當妹妹主

動問起，而且得知真相後，她說如果是

自己，也會願意捐贈器官。

此次獻唱的歌手萬芳女士、她的助理

以及二十多位與會的家屬，都藉此機會

簽下了器官捐贈同意書。聽完分享後感

動萬分的萬芳說，「原來器官捐贈這麼

容易。」

器捐移植小組的「黃金鐵三角」，除

了李明哲醫師之外，另外二位是施明蕙

協調護理師，以及社工師張美茹。三人

合力合心，各自稱職地撐起了器官移植

這座沉重的大鼎。

協調護理師隨時準備就位

協調護理師施明蕙從二○○一年九月

接任，從懵懂無知，到現在已是專注而

充滿自信，帶著生力軍一起運作。她感

謝李明哲醫師的協助，十年來器官受贈

者的醫療護理都落在明蕙的肩頭上，她

最擔心的就是沒有照護好這些家庭。

施明蕙的工作內容複雜又繁瑣，從

一個腦死患者進入醫院，通知檢察官、

醫院或受贈者、安排醫師的移植手術，

到最後長期照護受贈者的狀況，包括：

術後的定期門診，追蹤恢復狀況‥‥‥

等等。甚至還會在假日或下班時間，接

到家屬願意捐贈的通知，緊急趕回醫

院處理開刀事宜。明蕙說：「因為病人

的狀況是危急的，有時候病人還會突然

惡化，讓所有人措手不及，因此一點點

時間都不能等，通常只要家屬一點頭，

我們就要立即進行開刀，即使是半夜也

要趕回來。」明蕙也主動參與器官捐贈

者家屬的心靈照護，因為生死與共的情

感，讓整個團隊變成了互相關心的家

人。

社工、志工陪伴家屬 關懷長長久久

而器官捐贈者家屬的長期心靈照顧，

是社工張美茹的主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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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十周年感恩追思音樂會上，社

工張美茹欣慰地看著器官捐贈者瑩瑩(化

名)的家屬及學長、學姊上台分享。依據

她的經驗，一般器捐者的家人經歷事件

未滿一年，即使來參加追思會，也無法

平靜地上台分享，而瑩瑩的親友卻勇敢

的站出來，和大家分享他們的心情，這

代表著移植小組對於家屬的關心，產生

了膚慰的效果，分離的悲傷逐漸為重生

的祝福所取代，真是令人開心。

雙十年華的瑩瑩在來到花蓮就學的第

一個學期結束前夕，發生車禍。瑩瑩的

雙親在她青春的燭光即將熄滅的最後一

刻，決定讓瑩瑩閃耀光輝，照亮其他患

者的人生。音樂會結束後的一個週末，

社工美茹安排了一趟關懷之旅，邀請慈

濟醫療志工同行，到東北角探望瑩瑩的

家人。瑩瑩的父母親自來到火車站迎接

大家。

美茹表示，慈濟對捐贈者家屬的照

顧，不會因為捐贈完而終止，「這一分

愛與關懷，將是長長久久的。」而當區

的慈濟志工師兄、師姊們的關懷更是綿

密而持續的。

勸募器官為接續生命

台灣器官捐贈風氣與歐美國家的普遍

化，仍有一段距離。施明蕙說：「以前

社工張美茹強調，對於器捐者家屬的關懷是要長久持續的。而當地志工是關懷能夠持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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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把器官移

植 小 組 當 成

「禿鷹」，好

像 只 要 我 們

一 出 現 ， 就

是 要 『 拿 東

西』。」經過多年的努力，以及志工們

的協助，大家逐漸瞭解器捐移植小組在

做些什麼，也能夠理解勸募器官的出發

點是好的，大幅改變一般人對器官移植

小組的觀念與態度。

而第十個年頭，對整個器捐小組來

說，是傷痛的一年，也是急速成長的一

年。

考驗不斷的第十年

蘇連勝先生接受器官移植，但他的女

兒卻遇到車禍意外緊急送到醫院來，醫

生判定腦死後，他決定捐出女兒的骨骼

與心臟瓣膜。雖然救回一個生命，卻又

意外失去一個年輕生命，捐贈小組像吃

了一記沉重的悶棍，明蕙回想：「一聽

到這個消息簡直無法置信，內心的煎熬

難以形容。我們還一直打電話去問確定

不能救了嗎？」

另一位受贈者，手術雖成功，卻又

罹患癌症很快往生，往生之際捐出眼角

膜；還有一個小男生，在移植手術完成

後第三天就往生了，但家屬卻心意堅定

地為他捐出眼角膜，遺愛世間。施明蕙

表示，以前縱使知道家屬內心在煎熬，

去年這一整年一波又一波的事件，讓他

們感受異常深刻。

經過了這重重的挑戰，器捐移植小組

更能感同身受家屬的心境，施明蕙說：

「現在反而是臨床的醫護人員比我們急

迫，我們現在會放慢腳步，耐心等待家

屬的決議，因為我們深刻體會到那種痛

苦的感覺，我們只能盡量維持病人的生

命狀態，如果有緣分的話，就一定做得

成。」

明蕙笑著說：「有時候受贈腎臟的病

人會說：『感覺到腎臟在抽痛』，那是

因為手術過程中，神經被切斷了，約再

今年度音樂會主

唱之一的歌手萬

芳很開心能夠有

機緣簽下器官捐

贈卡。右一為社

工張美茹，右二

為協調護理師施

明蕙，左為周桂

君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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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到六個月會重新長出來。在接合的過

程中會有痛麻感，我就會告訴他：『那

是因為他要提醒你，他還存在著』，我

們希望受贈者不要忘記給自己希望的

人，時時提醒他們，擁有了新的健康，

就要更珍惜生命。」施明蕙接著說：

「經過這一年的考驗，讓我們更堅強、

更成長，更茁壯地面對未來，再也沒有

什麼問題可以難得倒我們。」

圓滿少年的大願

才剛跨入第二個十年，又發生了一件

充分挑戰器捐移植小組的案例。家住台

東的少年，才剛要過十八歲生日，在十

一月一日疑似被圍毆腦死，因傷勢過於

嚴重，二日凌晨立刻轉送花蓮慈濟醫學

中心。

經急診室急救後，仍呈現重度昏迷，

生命垂危。醫生發現因為腦幹受傷嚴

重，接近腦死，即

使有機會存活，最

後也可能成為植物

人。慈院聯絡家屬

前來，父母於三日

從台東趕到，二位

姑 姑 也 從 中 部 前

來。器捐移植小組發現這名少年主要是

因腦幹傷重危及生命，其餘器官尚完

好，建議少年家屬可以將無用的器官化

為大用。

而志工林蘇足、王來香師姊也陪伴著

少年父母與這位少年。

在家人的同意下，慈院立即為少年做

器官捐贈的準備工作，啟動緊急維生系

統。經過第一、二次的腦死判定，原本

預定於五日早上進行器官摘除及移植手

術。卻因牽涉台東與花蓮兩地地檢署責

任釐清的問題，以及牽涉刑事案件需要

法醫勘驗等等而無法繼續進行。

而這整個過程中，少年的父母親也

經歷很大的內心交戰。在檢察官向他們

說明遺體證據保留與刑責、案情釐清的

意義後，少年的父母也曾一度擔心影響

權益，而對於器官捐贈發出疑慮，希望

再想一想。一直到他們確認了這是少年

在摘取器官之後，接著

又進行移植手術，連續

超過二十個小時的手術

時間，對李明哲已不是

頭一回。而他精湛的手

術也獲衛生署核准執行

部份活體肝臟摘取與移

植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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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最後一刻能夠為自己植福，為他

短短的人生畫下圓滿的句點，不再糾結

於私仇之中，他們便積極地向檢察官懇

求，能夠幫助孩子捐贈器官。

要捐贈器官，施明蕙提到，必須歷

經兩次腦死判定，且其間隔四個小時以

上。腦死的患者約有百分之五十，會在

二十四小時內會死亡。

最後，歷經花蓮與台東兩地地檢署整

合、委由慈院病理科許永祥主任擔任法

醫(具法務部法醫顧問資格暨東區法醫協

調人)，這位少年多忍受了二十多小時的

插管，維持呼吸的運作，總共經過四次

腦死判定，終於順利捐贈了心、肝、兩

個腎臟、兩枚眼角膜、以及全身骨骼。

少年的家人對此感到非常欣慰，他

們深覺捐贈器官是值得的，也希望少年

的作為，不僅能鼓勵國內的器官捐贈風

氣，也能夠讓為惡者發心懺悔，希望不

會再有其他父母遭受相同的喪子之慟。

捐贈器官不普遍 許多生命垂危等待

此次過程中，關於器官受贈者的心

情，李明哲主任也敘述，「目前台灣器

官捐贈的風氣還不夠普遍，所以像換肝

的陳女士，她已經等候兩年。這中間，

我們請她來了兩次，結果都落空。這一

次又通知她來，她很興奮。但是在她入

院後四個小時，我去到她病床邊跟她說

可能『沒希望』，我們都打算放棄。」

在愛凝聚下，終於圓滿捐者的願，讓受

贈者重新獲得健康的機會。李明哲主任

不忘感恩整個移植小組團隊，還有志工

的陪伴。

事後器捐移植小組寫下感謝文字：

「再次感恩陳新源醫師、周育誠醫師、

辛裕隆醫師、陳德誠醫師、許永祥主

任、曾柏元醫師、社服室社工、志工、

外科加護病房及開刀房所有醫護團

隊」，不難了解器官捐贈與移植是需要

多少人力才能夠成就的事情！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於十月份通過衛

生署核准進行活體部分肝臟摘取與移植

手術，李明哲主任亦獲准執行這二項

手術。林欣榮院長說明李主任獲准活體

肝移植的高難度，「我們是第八家活肝

移植中心。而獲得手術資格是必須完成

六例肝移植，且百分之六十存活一年以

上。李主任的成就遠遠超過這個百分

比。」林院長並提醒東部的民眾，以後

不需要翻山越嶺到西部接受活肝移植手

術。

這些年來，器捐移植小組屢次站在生

死交接點，看著一個生命殞落，又看著

另一些生命延續，心中悲喜交集，因為

比起全然的死亡，能看見捐贈者的遺愛

讓好幾個家庭重生，這種喜悅彌補了失

去的缺憾。移植小組更敬佩捐贈者與家

屬，因為有他們勇敢而智慧的抉擇，才

能成就其他生命的圓滿。

註：有關器官捐贈與移植詳盡資訊，請洽財團

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 http：//www.torsc.

org.tw 或 0800-88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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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捨中的大捨  
摘自靜思文化、聯合文學合作出版之《我在，因為你的愛》一書。

撰文/許明婕

黃弘毅

性別：男

捐贈年：1999

時年：26

捐贈：心、肝、腎、眼角膜

人往生後，土葬會遭蟲蟻啃噬；火

葬則一切都化為灰燼；但若能把有用

的器官捐贈出來，移植在他人身上，

那麼，另一個生命就能延續下去。

～黃清忠～

晴天霹靂

一九九九年，元月六日，寒風凜冽。

再一星期就要比賽了，排球隊頂著寒

風加緊練習著；球場上，不時傳來黃清

忠老師的吆喝聲。

嘉義空軍基地，黃弘毅的長官、同

事，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距弘毅在花

蓮出事已兩、三個鐘頭，還無法連絡上

他的家人‥‥‥

大冷天，練完球，額頭上猶冒著熱汗

的黃清忠，剛回到家，噩耗宛如一記悶

雷迎頭擊上：「弘毅發生車禍，生命垂

危！」黃清忠愣住了。

趕緊到學校找到了妻子楊錦梅老師，

夫婦倆搭上軍方派來的專車，直奔台南

機場。

在車上，軍方人員說明事發經過：午

後一點半，弘毅在機場裡，騎著腳踏車

要上班時，被一輛軍車從後面追撞，整

個人彈上擋風玻璃後再摔落地面。

送到花蓮國軍醫院時，人還很清醒，

問他名字、手機號碼都能對答；不料在

留觀兩小時後，突然腦壓上升陷入昏

迷；開刀後情況很不樂觀，已呈現腦死

狀態。

車抵台南機場，心急如焚地搭上飛往

台北的航班，降落松山機場後，飛往花

蓮的最後一班飛機早已起飛；匆匆再轉

往台北火車站，終於趕上北迴線往花蓮

的班車。

「從善化到台南，再飛松山，轉台北

火車站到花蓮的這段路程，用『度秒如

年』尚不足以形容當時的心境。」楊錦

梅說，焦急、糾緊的心，逼得自己幾乎

喘不過氣來，恨不得有一雙翅膀，趕快

飛到弘毅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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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捨中之大捨

幾經折騰，終於在午夜時分趕到了花

蓮國軍醫院。

一看到滿臉瘀血，頭上纏裹白色紗布

的弘毅，楊錦梅心痛地幾乎暈厥過去。

「弘毅！弘毅------」任憑楊錦梅聲

嘶力竭的呼喚，躺在病床上，戴著呼吸

器的弘毅，已沒有任何回應。

較之已亂了方寸的楊錦梅，黃清忠

終究比較冷靜，他向醫生請教宏毅的狀

況。

「弘毅已呈腦死狀態，只能靠呼吸

器維持生命，若拔掉呼吸器就會馬上離

開；然而縱使戴著呼吸器，頂多也只能

維持一、兩個星期，最後器官會敗壞而

死亡。」醫生說。

在往花蓮途中，已有心理準備的黃清

忠就對醫生說：「既然不能挽回弘毅的

生命，我要把他身上可用的器官都捐出

來。」

「我不要！」不料楊錦梅反應十分激

動：「弘毅已經夠可憐了，不要再把他

開膛破肚；不要挖掉他的眼角膜，他會

看不到路。我不要！我不要！」再也忍

不住心中的悲慟，楊錦梅失聲痛哭。

看著傷心欲絕的妻子，黃清忠心中縱

有堅持，也不忍再說什麼。

第二排中者為黃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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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了，兩個女兒佩雯、佩茹也趕到

了花蓮。

平常，黃清忠就會和兒女分享器官捐

贈的觀念；也曾表示，哪一天他走了，

器官能捐則捐，不能捐則做大體捐贈，

讓醫學院的學生來研究。

因此，黃清忠再讓女兒去和媽媽溝

通；姊妹倆告訴媽媽：「能讓弘毅遺愛

人間，走得瀟灑，比把他化為灰燼更有

意義。」

在黃清忠和兩個女兒的勸說下，終

於，楊錦梅點頭了。弘毅也由國軍醫院

轉送慈濟醫院，準備進行器官捐贈。

到了慈濟醫院，再做最後一次的腦

死判定。此時弘毅對外界刺激已全無反

應，而且瞳孔也已放大，因此醫生宣布

弘毅已經腦死。

於是，黃清忠簽下了器官捐贈同意

書。

大愛遺澤人間

完成法定程序後，元月八日上午七

點，開始進行器官摘除手術。台北振興

醫院也派專員趕到花蓮，準備取回心臟

移植。

原通知約十一點左右就可完成器官

摘除；一直等到下午一點多，還未見把

弘毅推出手術室；在楊錦梅心急地追

問下，黃清忠說：「原先只簽捐贈眼角

膜、心臟、肝臟、腎臟；院方要求是否

可將骨骼一併捐出，我告訴他們，只要

能用的，可全部取下，所以較預定時間

長。」

在靜思精舍常住師父和大批慈濟志工

的佛號聲中，完成了弘毅的器官摘除；

走完了短暫二十七年的人生路，落葉總

要歸根，弘毅在父親和姊姊的陪伴下，

啟程返鄉。

原本，軍方安排黃清忠搭飛機，弘毅

的遺體由同袍護送，但黃清忠婉拒了，

他要陪著弘毅走完最後一程。

「 喔 伊 ‥‥‥ 喔 伊 ‥‥‥ 喔 伊

‥‥‥」悽厲的救護車鳴叫聲，迴盪在

花東縱谷，轉向南迴公路；再一路呼嘯

著奔上中山高；四百多公里的歸鄉路，

歷經四個多小時的飛奔，終於，車停

了。

帶著滿滿的愛和祝福，弘毅的骨灰安

厝台南縣新化鎮的慈蓮寺。

淚眼相望的除夕夜

弘毅走了，好長好長一段時間，黃清

忠、楊錦梅都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在父母的心目中，除了比較不愛唸

書，弘毅這個孩子沒有什麼可挑剔的。

高中畢業後，弘毅選擇進入空軍機械學

校就讀，畢業後分發到嘉義空軍基地。

空軍開始更替二代戰機，新戰機進駐

花蓮機場後，弘毅輪派到花蓮機場做新

戰機的維護工作。發生車禍的前幾天，

弘毅打電話回家告訴媽媽，過一個星期

他就可以調回嘉義，而且以後就不用再

到花蓮了。

楊錦梅說：「過幾天他是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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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是這樣子回來。」雙手摀著臉，淚水

從指縫汨汨流下：「這孩子對爸爸比較

敬畏，但是很會黏我；一個這麼貼心的

孩子，突然就這樣走了；尤其想到他為

了器捐還這樣的割肉刻骨，更是心如刀

割。」

辦妥弘毅的後事，也接近過年了；年

夜飯，全家人是和著淚水吞下。怕看到

家家戶戶團圓的歡樂氣氛，他們在除夕

夜都不敢出門。紅著眼眶，楊錦梅說：

「街坊鄰居不時傳來歡笑聲；而我們只

能躲在屋內淚眼相望。」

化思念為祝福

思念伴隨著割捨不下的痛，一直盤踞

著楊錦梅的心，也讓她一直走不出去。

在朋友的鼓勵下，楊錦梅參加佛學「菩

提道次第廣論」的研習。

從研習中，楊錦梅慢慢體會生命是

無限的，弘毅只是今生緣已盡，所以往

生到另一個世界；有了這樣的想法後，

一顆徬徨無助的心，才慢慢安定下來；

此外，她也學著把對弘毅的想念化為祝

福。

楊錦梅說：「倒是他爸爸比我更放

不下，一直到現在，只要上佛堂，看到

弘毅的遺像，眼淚就不能自主地流下

來；尤其每逢弘毅的忌日，更是痛哭失

聲。」

「我怎能不哭！三個孩子，他是唯一

的男孩，才二十七歲，偏偏又在我生日

那天離開！」抹去奪眶而出的淚水，黃

清忠說：「我很認同器官捐贈，但是這

種事必然會有一個悲劇產生；弘毅還這

麼年輕，要我如何割捨得下。」

對於器官捐贈，黃清忠認為這是一

件很有意義的事。他說，這只是觀念問

題，如果大家能捨，願意把這股風氣推

廣開來，器官的來源就不會那麼匱乏，

對許多等待器官移植的人就是一大福

音。

黃清忠說：「人往生後，土葬會遭蟲

蟻啃噬；火葬則一切都化為灰燼；但若

能把有用的器官捐贈出來，移植在他人

身上，那麼，另一個生命就能延續下去

了。」

三個孩子也都很認同爸爸的理念；

弘毅本身更是早就簽下了器官捐贈的同

意書。「是他的同袍在弘毅公祭時告訴

我，我才知道這孩子早已簽過器官捐贈

同意書，看到不敢簽的同袍，弘毅還笑

他們膽子小呢！」黃清忠說。

「雖然弘毅走了，但他的心臟依然在

跳動著；他的腎臟、眼角膜、骨骼，仍

然在其他人身上發揮功能；或許，這是

我可以稍感安慰的地方吧。」黃清忠勉

強擠出一絲笑容，但卻是那麼的令人心

酸。

受贈者的無盡感恩

長期被陰霾籠罩的楊家，因為心臟捐

贈的一個因緣，終告撥雲見日，重現生

氣。

一九九八年底，因感冒引起細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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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導致心室肥大的楊志宏(化名)，經

振興醫院、空軍總院診斷結果，除了

換心，已別無他法；在等待機緣的過程

中，振興醫院曾一度發出了病危通知。

「因為爸爸、媽媽的大捨，挽救了

我們的家庭。」志宏的太太曉玲(化名)

特別補充說明：「志宏這條命，是弘毅

父母的大愛所賜，他們是我們的再生父

母，所以，我們也都稱呼他們爸爸、媽

媽。」

志宏住院期間，黃清忠因事北上，順

便到振興醫院關心志宏換心後的復原狀

況。黃清忠在病房外和曉玲聊了一會就

離開了。或許是「心有靈犀」吧，一直

待在病房內的志宏竟然問：「剛才是不

是爸爸來了？」讓曉玲驚訝得說不出話

來。

出院後，志宏一直想南下探望黃清忠

夫婦，又怕引發他們的傷痛，所以一直

未成行。一直到弘毅去世一周年，夫婦

倆才帶著幼兒南下祭拜弘毅。

已一歲八個月，卻還不會開口說話的

孩子，見到了從未謀面的黃清忠，竟然

開口說的第一句話就是：「阿公！」而

且這孩子成天黏著黃清忠，只要黃清忠

一離開他的視線，就哭著要找阿公，讓

大家直呼不可思議。

自弘毅去世周年後，每個月，志宏都

會帶著妻兒南下探望再生父母；直到添

了個小女兒後，因生活較為忙碌，才改

為兩、三個月南下一次。「替弘毅盡孝

道，是我們的責任。」曉玲說。

生命依然存在

證嚴法師說：「歷代禪師都說我們有

形的身體，只是一具臭皮囊。這具臭皮

囊能發揮功能時，就是至寶；不能發揮

功能時，何異廢物。人死之後，各項器

官與其和草木同朽，不如善盡功能，在

病苦眾生身上發揮拔苦與樂的作用。」

通常，中國人死後都有全屍的觀念。

弘毅發生不幸後，黃清忠本可以選擇傳

統葬禮，那麼弘毅將會與草木同朽、灰

飛煙滅；然而，他用大智慧的抉擇，讓

弘毅的生命延續在他人身上。

「只要有愛，生命就能生生不息」，

黃清忠、楊錦梅夫婦讓弘毅做了最佳的

詮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