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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潭畔，生命的循環
◆�文/曹麗雲�照片提供/李秋香的家屬

那一年，她發現了自己的「大象腿」
民國五十六年出生於七星潭的秋香，
活潑、樂觀、開朗，對她的「病史」談

台北工作。
一年多後，同事發覺她越來越胖，秋
香才發覺自己的腿有如「大象腿」，看
了醫師後，才知道自己得了腎臟病。

笑風生，問她如何練就這份身病心不病

得了腎臟病，李媽媽並沒有將擔憂表

的「功夫」？她說，這一切要歸功家庭

現出來，日常作息也沒有給秋香「特別

和母親的態度以及成長的環境。

優惠的待遇」，家人都以平常心對待，

七星潭是個半農半漁業的小村落，每
當農忙時，庄仔內都是互相幫忙，逗腳

因此反而培養了秋香沒有壓力，不自艾
自憐，也不依賴的正向態度。

手，非常和樂。在此安和樂利環境中長

有因果觀念的秋香，每當朋友關心她

大的秋香，不僅個性開朗，而且樂於助

的病情時，總是半開玩笑，輕鬆的說：

人。海星高中畢業後，秋香在自家開的

「上輩子欠人家的，我這輩子要還人

海產餐廳幫忙一段時間後，便和同學到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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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一九九四年的某一天，秋香和

回憶起秋香剛到慈院洗腎時的種種狀

家人到高雄玩，晚餐時吃不下飯，心跳

況，游純蕙這樣說。「她在洗腎的過

非常快，立刻到高醫急診。醫師診斷是

程中曾發生化學性的腹膜炎，經過我們

急性毒素腎發炎，醫師表示，以過去這

追根究底的追查，才發現她用優碘消毒

樣的病例，有的人洗腎洗兩三個月就會

「導引管」後，又再次用酒精擦拭，所

好。

以出了問題。」游純蕙是秋香到慈院洗

當年五月，秋香開始到高醫洗腎。
兩年後，花蓮慈濟醫院腹膜透晰室正式

腎時第一位遇到的護士，現為慈院洗腎
中心的護理長。

啟用，一九九七年一月，秋香隨順因緣

「朋友都說我是沖喜沖到一顆腎！」

回到花蓮慈濟醫院洗腎，「醫護人員都

二○○○年一月四日，昨天才當完朋

非常親切，讓人感覺非常溫馨。」秋香

友伴娘的李秋香於下午三點多，接到了

說：「我的主治大夫廖晉興醫師建議我

花蓮慈濟醫院器官捐贈小組通知：「請

登記換腎。」

妳在家等候，可能有換腎的機會。」

「剛開始洗腎時，秋香還不能接受這

聽到了這個消息，秋香馬上準備到慈

件事，所以洗得很差，還出現水腫。」

濟醫院接受腎臟移植，五點多便進開刀

秋香(左二)開朗溫暖的心，背後是家人滿滿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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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月後血壓就恢
復正常。
「 通 常 腎 臟 移
植住院都是一星期
就回家，我住了二
十一天。」「為什
麼？」「因為我的
小腎腎不尿尿！」
秋香邊笑邊說：
「它太愛睏，不工
作。」
通 常 植 入 的 新
腎，很快就能運
作，但護理長純蕙
解釋說，這是因為
植入秋香體內的這
顆腎因休克過。關
寶彩師姑(左)曾陪伴秋香一路走來。

房。

於這個狀況，開刀
前李明哲醫師曾先和秋香溝通過。他

「醒來時，我的右腹下方多了一顆

說：「移植順利，便能完成自動排尿的

腎臟。」事隔四年後，秋香記憶清晰

使命。如果兩週後還是不能運作，就要

地說：「換腎我真的沒有感覺痛，只是

把它拿出來。」

身上有許多管子，覺得不便而已。倒是

「李醫師問我好不好？� 」� 秋香說：

換腎後，拔掉植於腹膜的腹膜透晰『導

「好啊！如果它不工作的話，就把它拿

引』，才是痛徹心扇，至今還記憶深

出來。」

刻。」

「妳會著急嗎?」
「不會啊！」秋香說：「前兩三天，

我給它取一個名字，叫做「李又腎」
秋香腎臟移植三年來，健康狀況一直

我只覺得它是屬於反應遲緩，比一般人
換的腎慢二、三拍而已。要給它和自己
一點時間、耐心的等待。」

很好，不只沒有惑染，連感冒也沒有。

可是一個禮拜後它還是靜悄悄，毫

她以前血壓是一百六到一百八，腎移植

無動靜。志工寶彩師姑就開始教秋香：

人 醫 心 傳 第60頁

二千零四年�五月

「妳要開始跟它說話，要撫摸它，多惜

它。」

惜疼疼。」告訴它：「你既然和我在一

七天後尿量達到九百C.C，但一連三天

起，融為一體，我們就是有緣，我們是

都沒有再增加，秋香便連哄帶罵的說：

生命共同體，就要開始你照顧我，我照

「小腎腎，你要乖，要爭氣點兒！李醫

顧你，互相扶持，你要發揮你最大的功

師說，只要每一次的排尿量都達到一千

能，讓我的生命能持續下去。」�

C.C，我就可以出院回家。」

於是，秋香每天撫摸著小腎腎，和它

秋香很感謝在她的生命中有換腎的過

說話，而且給它取一個名字，叫做「李

程，體驗慈院醫師視病如親的溫馨。她

又腎」。

感恩的說：「他們不僅醫病醫心，而且

不只秋香每天疼著它，甚至秋香的弟

像朋友，像家人一樣的關懷著病人。」

弟，妹妹每天都打電話來問：「小腎腎

當腎移植一週後還沒有反應時，護士

今天乖不乖，有沒有認真工作，每天排

們都很擔心，怕這顆腎無疾而終。相同

多少尿？」

的，主治醫師廖晉興也都知道秋香的狀

「我們還會念經迴向給李又腎。」秋

況和消息，卻不敢上來病房看她，那應

香還時時提醒它：「你要回應我哦！我

是「既期待又怕被傷害」，如對親人般

們要互相回應，不能只有我一直自說自

的忐忑不安心情。

話。」

談到李明哲醫師，秋香感恩的說：

可能是感受到太多人的祝福和關懷，

「他真是的一位很有愛心的醫師，門診

也可能它收到秋香那份強烈的心念，李

時，只要病人有疑問，他一定會講到讓

秋香的新腎臟在大約第十天，漸漸地甦

病人懂為止……」她還說：「自從我住

醒了。

院後，李明哲醫師一天來巡房好幾次，

快七年了，我沒有聽過尿尿的聲音
「洗腎的人幾乎沒有尿。」秋香說：
「快七年了，我沒有聽過尿尿的聲音，
一聽到尿打在白鐵便盆的聲音時，覺得
好像天籟般的美妙，也如久旱降甘霖聽

甚至星期假日還來看，而且一天來兩
次。」

一念心打開就懂得接受
純蕙說秋香很有愛心，到慈院門診
時，她都會讓老阿公、老阿嬤先看診。

到雨水聲般令我感恩、欣喜。我不由自

「因為上午的門診已將近一點，下

主的流著眼淚，並告訴媽媽：『我尿了

午則將近六點還沒看，他們都是遠地來

五十C.C耶！�』」

的，所以一直抱怨『等很久！』� 我只是

第二天一百C.C，每天都陸陸續續
增加，「我還是持續和它說話，撫摸

拿藥而已，就讓老人家先看。」
「曾有朋友要我去輔導一位對腎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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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很排斥的腎友。」秋香說：「他認

少。

為別人的東西，植入自己的身體有點可

「遇到寶彩師姑，是我最大的福氣，

怕，他無法接受外來的東西。而且害怕

她除了關心我之外，還很會引導我說洗

換了之後的照顧，還要終生吃免疫抑制

腎換腎的經過，並鼓勵我上大愛台做分

劑-免排斥藥。」

享，讓我在無形中與很多人結好緣。」

「我覺得一切是因心念沒有打開，而

秋香說。

且也想太多，理論的書看太多，所以障

秋香因洗腎、換腎與慈濟結上深緣，

礙自己。其實不換腎也要吃藥，換了吃

看大愛台成為她的最愛。因聽上人的開

藥有什麼關係。」

示和觀看大愛劇場，讓秋香學到很多人

秋香開朗的說：「如果不冒風險，怎
麼得到『甜美的果實』。」
秋香的心是寬容的，個性開朗、隨
和、好相處。她認為「換腎就有機會，

生的道理，她說：「人生不過如此，能
把心顧好，什麼事都會非常透澈。」

是器官受贈者，也是捐贈者

事後照顧最重要。如果不好好照顧，換

二○○四年四月十七日，秋香走了！

後如果還日夜顛倒，隨便吃喝，再好的

她含笑告別人寰，並捐出眼角膜遺愛人

腎，也是會完蛋的。」

間。她是器官受贈人，也是捐贈者，如

上天派她來照顧我

此善善相因，大愛輾轉相續，讓她的一
生有如一幅美麗的畫作。

「我很感謝媽媽和三妹秋惠，在我

如果人生是一幅畫，病痛阻擋不了秋

住院二十一天當中，秋惠就以醫院為

香在生活的畫布上揮灑，她於往生前完

家。」秋香感恩說。「家人都曾想捐

成了一幅「晚霞滿天，孤鳥西飛」的絕

腎臟給我，但因全家人的血型都與我不

版佳作，唯美而有情的永遠，留存於親

合，大家都懊惱萬分。」秋香紅著眼眶

友們的心中。

感恩的說：「家人對我的愛是無止盡

二妹秋惠說：「姊姊在完成眼角膜

的，小我三歲的秋惠，從我生病以來，

摘除後，笑得更燦爛，如上弦月般上揚

一直對我顧前顧後，替我提重物。她對

的嘴角，似乎在傳達著她心願圓滿的歡

自己所做的一切，總是以『是上天派我

喜。」

來照顧妳的』一句輕輕帶過。」

二○○○年一月五日秋香完成腎臟移

秋香出院後，寶彩每個月都帶很多師

植，解脫久年的病苦，如雲開見月。但

兄、師姊和慈青去做居家關懷，而且持

好景不常，去年七、八月間，她覺得腰

續的去，直到秋香找到工作後次數才減

部不舒服，走路也很不順暢，檢查之後

人 醫 心 傳 第62頁

二千零四年�五月

發現原來的腎有惡性腫瘤，而且已移轉

粉紅色的香水百合，秋惠說：「這是姊

至骨頭。

姊喜歡的顏色」。沒有哀悽的氣氛，但

但堅強的秋香仍勇敢面對病痛並
接納它。「姊姊時常讀經迴向給『腫
瘤』。」秋惠說：「她照常上班，希望
家人都當她是健康的人。」
但終究抵不過病痛的折磨，秋香於三
月二十九日再度進慈濟總院，四月二日

空氣中卻「聞」到一股股，隱然潛藏於
每個人心中的萬般不捨之情。
除了靈堂上那禎笑得甜美的遺照外，
還為親友們「展出」數十張秋香生前和
家人的生活照，笑容依舊，伊人已渺，
音容宛在。

便轉入心蓮病房。住院期間，慈濟醫療

李家就座落在七星潭畔，潮水的拍

團隊做她的後盾，寶彩師姊及志工真情

岸聲，伴著歌聲，聲聲相應，一如大家

做陪伴。她信仰的「一貫道」更是她心

和秋香相互深情的道別。晴朗的初夏夜

靈的依靠，還有母親及手足親情緊密的

空，半輪孤月徘徊，恰似秋香依依不捨

圍繞。

的揮別。別了，別了......

秋惠說：「看姊姊大限將至，卻因放
心不下道務而強忍硬撐。我便告訴她：
『佛祖要帶妳走，妳就放心的去當菩
薩！』」
四月十六日，秋香在家人的陪伴下
已近彌留之際，她要求見李明哲醫師。
秋香雖氣若游絲，仍面露笑容，蠕動著
雙唇，嗡囈吐出：「李醫師，謝謝您，
我此生的最後還要拜託您......」並對
著李醫師豎起大姆指，讚歎、感恩李醫
師。
李醫師點點頭，握握她的手，輕拍
著她的肩膀說：「我們將來還會再見
面......」便硬生生的將哽咽吞下，低
著頭快速走出病房......
四月三十日是秋香的告別式，她的家
人於前一天晚上，在自家的庭院為她舉
行追思會。會場佈置著金黃色的布幔和
開朗的秋香，即使在臨走的一刻，仍面露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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