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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人間

文／高毓霞雨意

一個團體的運作，除硬
體設備外，人才的選用
是否得宜，是工作成效
的關鍵；有非常之人，
才可建非常之功。

愛的初體驗

文／劉愛玲

【本報台北訊】「從癌末浴火重生的

小孩！」一名女嬰出生後沒多久，就因

為胰臟與肝臟多重腫瘤被醫生宣告癌末

，連父母也簽下拒絕心肺復甦術同意書

，不過其母之後一直發願，持續念《地

藏經》回向給她，一年後女童不僅好好

的，且容光煥發，連腫瘤指數也逐漸降

低，幾近消失。

台灣台大醫院婦產科名醫施景中日前

在臉書分享自己處理過的這個醫學奇蹟

。施景中說，兩年前，第一次看見這位

媽媽，當時是懷疑巨大的胎盤內併有葡

萄胎而轉來。甚至到八個月大時，胎兒

的肝臟也長出許多腫瘤。結果母親突然

在三十三周某一天早產，小孩送入加護

病房照顧。因為暫無開刀的急迫性，小

孩後來出院繼續到門診追蹤。

回家後，嬰兒出現反覆嘔吐、腹部急

遽漲大，嚴重黃疸與呼吸困難，旋即住院

插管與置入中心靜脈導管給予營養支持。

入院後電腦斷層發現，腹腔又長出另一個

巨大腫瘤，占了腹部一半以上的體積。幾

天後開刀，因腫瘤巨大，無法切除乾淨。

病理報告證實了是非常罕見的胰臟母細胞

瘤。

施景中說，小孩在醫院住了很久，術後

也做了兩次化療，似乎成效不彰。期間，

他常看到媽媽孤寂的身影，風雨無阻地來

醫院照顧小孩。

某天，這位媽媽與他聯絡，說要感謝他

的照顧，要送他一些小點心。媽媽對他說

：「醫院想安排更進一步廣泛開刀和密集

化療，但在了解治癒的機會渺茫後，我和

先生不希望她再進一步受苦。和醫師們聚

集討論後，我們簽下拒絕心肺復甦術同意

書，已經辦理自動離院了。」想到這個媽

媽即將面對的遭遇，施景中內心感到異常

沉重，抬不起頭來。

最近這位媽咪再懷孕又和他聯絡

上。發現當年那個小孩容顏煥發

，正開心地和他打招呼。施景中

十分詫異，詢問期間發生了什

麼事，那位媽媽對他說：「孩

子的腫瘤指數後來逐漸降低，

最近發現，原來胰臟殘存的腫

瘤已經找不大到了。」

媽媽對他說：「從她發病後

，我一直發願，持續念《地藏經

》回向給她。也不知有沒有幫到

她。」「當時瘤取出來有大人一個

手掌大小，超可怕。我們都不敢回想，

只敢往前走。看到她現在平安健康，這就

夠了。或許癌細胞和她已經和平共存。」

施景中醫師表示，他和小兒科專家討論

過，猜測或許胰臟母細胞瘤，會和肝母細

胞瘤一樣，在一小部分新生兒，會逐漸轉

母念地藏經
癌末女嬰奇蹟康復

台大醫師分享罕見案例 女童出生就患多重腫瘤 
一年後竟健康活潑 癌指數也降低

圖／取自網路 

化為正常組織。至於是母愛、還是菩薩

保佑，抑或是醫學上的奇蹟？施景中說

：「我想可能都有吧。」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車匿和犍陟 

我現在即使接受父王的嗣位，享受這五

欲的快樂，但是，將來這些還是要離開我

的。這五欲不能永久地跟隨我們，所以，

五欲的本身仍然是沒有快樂可言。世間是

一個循環的矛盾，當一些作父母的人們，

在世的時候，努力爭取財產，一旦撒手辭

世，自己又不能帶走，把財產留下給兒女

，兒女為貪愛這些財產終於又陷進墮落的

深淵。

我決定離開這可厭的世俗之欲，我要求

的是千劫萬劫用之不竭、取之不盡的真理

法財！

假若說少壯的時候不應該出家，可是，

追求真理正法，是沒有什麼是時機，什麼

不是時機的分別，無常是沒有時機沒有定

期的。死的可怕，在我們生的一剎那，就

已經跟隨而來。所以趁這短暫的強壯的時

候，我決定探求真理，這就是我出家的原

因和出家的時候。』」

太子命令車匿代向父王稟白的話說完後

，他又望望車匿，加重口氣說道：

「車匿！請你不要忘記我對父王所講的

話呀！你替我說，我現在已沒有一點恩愛

之情，我已經忘記父王的一切事情，請他

也忘記我吧！」

   車匿泣勸同歸城

太子的這些話，聽得車匿胸塞眼昏，合

掌作揖，哭泣長跪在太子的面前說道：

「太子！請你不要這樣說好嗎？你應該

知道，這將更增加大王的悲哀，好比，你

說你決定斷離恩愛之情，這話給大王聽到

，心中怎不悲傷呢？金石尚且容易摧碎，

你的心，怎麼就這樣硬呢？而且，你過去

是生長在王宮之中，像金枝玉葉一樣貴重

的身體，現在要在這荊棘叢林中起臥，這

樣的苦，你想，怎麼能忍耐呢？

起初，你令我牽出馬來的時候，我心中

就感到非常的不安，但不知怎麼的，好像

另外有一種什麼力量，使我感到你的威嚴

，我不敢違逆你迦毗羅衛國太子的命令。

然而現在你要出家了，你應該想想迦毗羅

衛國人民的悲哀，以及大王到了垂老的年

齡，他掛念愛子的深情，我心中實在已經

不忍再想。你現在是絕對不可以出家，忘

卻父母的大恩所作的一切，這絕不是道理

，而是邪見！

摩訶波闍波提夫人他代王后撫育你，他

為你，煩得身形枯乾，你怎麼能捨棄這樣

的大恩於不顧呢？不想到養育的恩德，不

省察國民仰望的殷情，一旦長大起來，把

所有的一切都要捨棄，這絕不是聖人所行

的大法！而且，你有年輕的妃子，你有年

幼的羅睺羅，你怎麼能完全捨棄而不問呢

？唉！太子！你既捨棄父王，又捨棄了全

家全族，你現在更要捨棄我！太子！我無

論如何是不願離開你，我為你，無論是赴

湯蹈火，都不會推辭！

現在你要留在這裡，叫我單獨地回城，

我有什麼顏面向大王報告你所說的那些話

呢？摩訶波闍波提夫人、耶輸陀羅公主，

他們責問起我來，我將如何回答呢？我深

深地感到慚愧，我回城也講不出話來，就

算是講得出，天下還有誰相信我的話呢？

設若有人說：太陽是冷的，月光是熱的，

世間上可能還有人相信，我若是說你賢明

的太子而行如此非法的事，這是絕對沒有

人相信！

太子！你過去的心地，是非常慈悲、柔

軟，你見了一個老者，曾深深地嘆息；看

到一個病人，曾引起你無限的悲哀；他們

對你都沒有關係，你尚且這樣同情憐憫，

現在你把深深愛你的一切人，都毫不留戀

的拋棄，這是叫人難以置信的矛盾！無論

怎麼樣，請你要和我一同回城！」

 （待續）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每周一
至周四

KSCI 18台
《星雲法語‧人間生活禪》
（11：55am~12：00noon ）

10/6~7 
周六~日

青年寺院生活體驗營（英文）

10/7 
周日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9:00am）
松鶴學苑第八期結業典禮

10/9
周二

光明燈法會（10：00am）

10/12
周五

大悲懺法會（7：30 pm）

10/13
周六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10/20
周六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10/21
周日

玫瑰陵秋季追思祭典三時繫念
法會（1：30~6：00pm ）

生日那天恰逢周日，孩子吃過早餐，丟

下一句：「媽媽，我要出去買文具。」就

匆忙出門了，我也隨即不慌不忙地去市場

走走逛逛。

等從市場回來，望見孩子在廚房的背影

，只見他右手不停地來回擺動。走近一看

，原來他正抿著嘴，賣力地攪拌碗中的蛋

液，鵝黃色的蛋液隨著他笨拙的動作，不

斷灑落在桌面和地上。剛想開口責罵，孩

子揚起自信的臉說：「我昨天請教過谷哥

大神製作蛋糕的方法了，想在今天親手做

個生日蛋糕為您慶祝。媽媽，您就等著品

嘗型男主廚的手藝吧！」

眼看孩子手忙腳亂的，一會兒化凍奶油

、一會兒抖著手過篩那些不聽使喚的麵粉

，幾次想上前助陣，孩子卻當仁不讓地說

：「生日蛋糕哪有自己做的道理？兒子做

的吃起來才香

甜！」身為壽

星的我，只好

識趣地上樓，

翹腿觀看綜藝

節目。

大約半小時

後，陣陣的蛋

奶香味不斷誘

惑著我。我聞

香下樓，只見

孩子傻傻地望著桌上金黃色的成品，絲毫

沒有要拿給我享用的意思，臉上自信的笑

容也已消失得無影無蹤，眼眶噙著羞愧的

淚水。

我瞬間明白了箇中原委，故做輕鬆地讚

歎道：「哇，好香啊！」說著，逕自掰了

一塊沉甸甸似碗粿的蛋糕，慢慢往張得大

大的嘴裡送，還學綜藝節目中的藝人，微

閉著雙眼、扭動著臉頰，搞笑地演繹捨不

得吞下美味蛋糕的誇張表情。我現學現賣

的演出初戰告捷，逗得孩子破涕為笑，一

掃臉上的陰霾，嘴中的「碗粿」也跟著笑

聲爆開。

後來，我向專業人士請教孩子失敗的原

因，才知道是蛋液打得不夠發，導致蛋糕

變碗粿。為了讓家中隨時可以製作「笑心

」蛋糕，我於是特意「恭請」了一台電動

打蛋器回家。過沒幾天，我呼朋引伴前來

共享手作蛋糕，自認有了專業設備，一定

可以超越兒子的「處女作」。

敲開十顆蛋，啟動打蛋器，最期待的時

刻到了！幾分鐘後，碗底的蛋液隨著打蛋

器「咕咕」的響聲，膨脹成乳白色的膏狀

，我們於是興奮地將之前預備好的龍眼乾

、鮮奶與麵粉，全部放進去一同攪拌。未

料，樂極生悲，那千呼萬喚打發的蛋液，

卻閉門謝絕外來族群的加入，原本脹到碗

口的蛋液，竟又退回到底部！

我實在別無選擇，只能硬著頭皮將那碗

混合物倒進電鍋。四十分鐘後打開一看，

竟魔術般地製作出了一個沉甸甸的大月餅

，只差裡面沒有整顆的蛋黃而已！朋友們

各自拿著一塊「月餅」，笑得上氣不接下

氣地說：「我們今天就提早來你家賞月吧

！」

孩子的孝心

雖說夜裡聽著雨聲，總能使我很快入眠

，但這雨已連續下了三日，早上起床映入

眼簾的便是那溼漉漉的窗台，以及那盆和

我一樣渴望陽光的仙人掌。幸運的是今天

是周末，不用出門上班；但不幸的也是今

天是周末，這雨打亂了原本的計畫，手機

訊息顯示：「下雨，不想出門，聚會取消

」。

睡眼惺忪地走到客廳，只見媽媽一籌莫

展的摸著陽台那幾件已掛了多日的衣褲，

一邊叨念著：「台灣這麼潮溼的氣候，家

家戶戶都該有台烘衣機的」；眼鏡上沾了

幾滴雨水的爸爸開了門進來，一邊收傘，

一邊喊著：「買了早餐，快來吃！」鬼靈

精怪的弟弟拿出早已租好的DVD，以一

種「不用誇鑽我」的神情看著我們，然後

將光碟放入機器播放。是我們都愛看的搞

笑片。

這場雨，讓全家人有了難得的早餐約會

，似乎也挺美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