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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醫者從二十三歲行醫，誓願一生力
量救人，到了一百歲的元旦假日，仍不休息，
為來看診的病患診治，直到倒下前仍在替患
者看病。去年三月，夫人蔡雲女士辭世，大
家都勸九十九歲 Derma 老院長，就休息一天
吧 ! 明天再看吧 ! 老人家把眼淚擦乾了，仍到
診察室看患者，以職業服務至上，七十七年頭
從不言累、從不言退，這是扶輪最佳職業服務
楷模。也許相伴七十二年夫人早先去世，對老
人家生活上打擊不可說不大的，加上近兩、三
年身體狀況也走下坡，經常在飲食會因咽喉瓣
膜沒閉好而嗆到，一口氣也不容易喘上來，十
分辛苦。身體神經、平衡也不好，要做一點事
就比平常人多用五倍的力氣，十倍的辛勞。但
PDG Derma 在扶輪聚會，對晚輩我等手槌幾
下、摸摸臉頰、耳垂，這是親愛的 Derma 把
大家當成一家人親切的問候方式，在他看病診

療桌前就是聚精會神的時刻，百歲之後仍有皮
膚病久醫不癒，在他老人家看三次，給藥敷療
之下，神奇痊癒了！四十多年前 PDG Derma
曾到巴西，找到一種草藥，十分昂貴，他引進
使用之後具有特殊療效，長年他在自家配製，
健保給付之後，因不在藥典處方籤之內，所以
變成貼老本的「私房藥」，但為了救人醫病，
老人家也不提及而長久免費施給特效藥，這份
「仁愛之心」實在偉大。
Derma 出生於 1916 年，是西屯的望族，
自小尊翁要他向醫學博士張灥生 ( 台中社第
一屆繼任社長 ) 看齊，當一位名醫。小學畢業
後，赴廣島上中學，家中給 20 日圓一個月生
活費，約當一個半成人的工資，但在當時除了
學費、生活、書冊、交通費之後，生活也很拮
据，如一個月仍有餘款，吃一碗有天婦羅炸物
的「狸烏龍麵」，就是上好的享受，也因家中
栽培的兄弟多，上大學時，到東北的滿州醫
大，這是由南滿鐵路所設立而有很好的師資。
Derma 的天賦及努力，深得醫科教授的喜愛，
傾囊相授，並打算收為東坦乘龍快婿，但也許
姻緣天定或愛鄉之心，於 1942 年初春，教授
帶愛徒 Derma 到東京參加日本全國醫學會，
因滿州一趟路，取道朝鮮半島北到南，從釜山
坐船到神戶，再東行一天一夜到東京，Derma
看東北及太平洋烽火驟起，趁這一趟路回台灣
省親。相信這是 Derma 一生中最重大也最好
的好決定。二十三歲 ( 四年制 ) 醫科畢業，並
在指導教授身邊修習博士課程，回到台灣是人
人稱羨，前程似錦的好青年，而短短六天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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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貿易公司蔡家千金蔡雲女士訂定終身，並
辦好結婚典禮，以便申請出國路照 ( 現今的護
照 ) 到滿州去過生活，這是人生中倉促又巨大
的賭注，尤其對一個剛在三月底由彰化高女畢
業，馬上由亞熱帶氣候的台灣到完全陌生寒冷
的東北，要和剛結識的男人成家立業，組織家
庭，又是生活照料又是創立醫院事業，以現今
眼光來說，對於一個十六歲年華的小姑娘來
說，真的是巨大的轉變。但蔡雲夫人不只辦到
了，而且扮演好先生娘、院長夫人的最佳角
色，包括現在的廖仁總裁也在這樣戰火不停，
物資缺乏的時代出生，短短三年內，仁愛病院
成為瀋陽一所重要的醫療機構。但好景不常，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 本 昭 和 天 皇「 玉 音 放
送」向海內外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Derma 夫
人馬上意識到改朝換代及戰火由北方漫延下來
的危機。最重要是留住錢財貨品、保住實力，
不動產不得不捨去。她第一個到銀行去，提領
數以萬元計的存款，以現今算法為「億計資
產」，銀行員起先不肯，但夫人懇求下終於領
出來，但不久銀行就凍結所有存款提領，夫人
的睿智，保全了仁愛醫院回台灣再重新創業的
基業，同樣由滿州遣送回台灣的前輩，因處理
不當，幾乎孓然一身空手而返。
Derma 一家回台灣台中，也面臨十分困頓
的人際關係，因為學識閱歷不同，所以不只縱
向或橫向聯繫都沒有，甚至回台不久，Derma
自己喉頸部罹患癧病，必須開刀取出，當時
Derma 面對著鏡子拿刀自己幫自己手術後縫
合，這是「生命勇者」的大無畏精神的表現，
因為自己手術是不可能麻醉的，必須果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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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才行。Derma 夫婦很感念 PDG Free 巫永
昌，不只引薦他們進入醫界，更在 1958 年推
介他們加入台中扶輪社。以前醫界分工沒有那
麼精細，檢驗設備也少，一位醫生的臨床經驗
及判斷左右了醫療效果。對於非常龐大的皮膚
病診察及如何對症下藥，打針、手術等，PDG
Derma 當為一位醫師遠遠比同儕高明甚多的專
業知識，尤其因免疫力下降的飛蛇皰疹，在別
人看起來是十分難纏的病症，在 Derma 眼中
幾乎百分之百可以治癒，從未失手，甚至到近
百歲，仍然醫好不少這類病患。
加入台中扶輪社，對 Derma 一生的精神
和事業有很大的助益，因為少小離家，到三十
歲才回到故鄉創業，雖然每天忙於工作醫治很
多病患，而少有人際關係，在 Free 擔任社長
的 1958 年時入社，有了醫界前輩，尤其是他
心儀的 Spring 張灥生博士、Eyes 吳行全博士，
Peacock 洪孔達博士，以及很多各界菁英、政

界人物活耀於扶輪社裡，而最重要的是 Derma
夫婦是合群的人，也願意付出，在早期新創社
時，很多社員有的是人力車，Derma 有雪佛蘭
大型轎車，去豐原、南投、埔里，他就輔導委
員兼司機，今天高速公路一個小時就到了，來
回三、四小時，以前石子路一趟要開兩小時
多，他願意付出整天時間。在演唱時例會場所
少一台鋼琴，他就買一部，也是最早捐一千美
元成為保羅．哈理斯之友的社員之一。Derma
接下同樣畢業滿州醫大的大學長 Tennes 黃順

記的社長職務，擔任第十四屆社長，促成台中
社與海外廣島東南社，締結姊妹社的因緣，而
四十多年來 Derma、Hitoshi 父子在廣島東南
姊妹社的付出甚多。像東南社所舉辦仁田總
監的年會，他也以前總監身分前往，而我看到
一幕「生死之交」人生極甚無奈別離的場面，
Derma 摯友結姊妹社秘書岡田壽先生，帶著氧
氣瓶從醫院請假，來到下榻的飯店，在外面短
短的互道離別，當一個朋友要走，此生再也見
不到時，心中的不捨及無法挽回現實的錐心之
痛，令人鼻酸。
PDG Derma 也因為加入扶輪行列，更加
深他在職業服務的信念，不論在柳川中正橋邊
的私立診所與兩、三名同僚行醫，到後來成為
有三十多人有病房的醫院，但因為 1980 年被
提名擔任總監，不只一年，要兩年以上為地區
奔忙，所以請兒子們回來接班，廖仁總裁當時
在日本擔任醫師，夫人雖然是台灣人但長年在
日本生活，回台灣語言全然不通，實在是十分
巨大的挑戰。Hitoshi 總裁希望回來改變擴大
經營，父親不要踩煞車，Derma 答應了！果然
1982~83 年 度 Derma 擔 任 總 監，Hitoshi 就 把
醫療範圍、服務加以擴大，增加不少科別，也
增租鄰房做為洗腎房空間，員工人數達三百多
人，幾乎增加了十倍。在 1983 年 6 月 Derma
任期將屆，大里社授證之夜，在車上的途中，
DG Derma 路經仁愛綜合醫院大里院區地段
時，老人家說：「我這裡有五千多坪地，你
想蓋飯店好還是醫院好？」我當然贊成應該是
可久、可遠又可照護居民健康的醫院，因為飯
店很快老舊容易落人之後。幾年之後，大里院
區完成，為中部屈指可數的大醫院，更有滿滿
Derma 視病如親的仁愛精神所在。若不擔任

總監，也許在八十歲 Derma 會從職場上退下
來，因為他到九十九歲董事會上已決定要把對
面停車場，再擴大新的院區，人因為有夢想而
活得更充實。在總監任內，他奔跑 RI 346 地
區，由台灣中部、東部到澎湖及台灣尾屏東、
台東，增加扶輪基金的捐獻而名列全球前茅。
他說在屏東有一位公教人員的社友已亡故，但
經濟不寬裕，不過很想要捐一個保羅．哈理斯
之友，DG Derma 到訪，遺孀捐出可貴的 1,000
美元，講到這理，DG Derma 也紅了眼眶。在
總監任後，他又挑起「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運作重擔，把一個休眠狀態的教育基金會，變
成全國性廣為募款的組織。更重要的在選拔
優秀人才的獎金發放。有 PDG Micro 林士珍
及 PP Ben 陳義明協助下，十二年任期募款數
億，嘉惠數千名碩士生、博士生，得以更安心
在學術上更有充實研究。在 PDG Derma 生涯
中，不論社長、總監、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董
事長任內，都全力以赴，創下後人難以企及的
成績，成立 23 個新社，使 RI 346 地區又新增
RI 347 地區的扶輪擴展，絕非口說而已，全憑
一份各地走透透並以誠心增加扶輪人的榮耀。
1983 年在中興大學惠蓀堂召開第五次地區年
會，參加人數的踴躍、節目之充實，二十年後
遇嘉南 347 地區老社友們，仍然津津樂道。走
訪日、韓五姊妹社，每社都捐一兩金牌，一次
任期花費兩百多兩金子也是前所未有。
「參與」是 PDG Derma 夫婦最具體的表
現也是最大的付出。在八十五歲前，每當各社
社慶，兩人都會赴會，在多少次「仁愛健康講
座」，兩位老人家都會坐在後面，默默支持。
惠明盲校董事會一定到場，台中市紅十字會
參與到擔任會長都十分投入。PDG Derma 能
在事業、扶輪及社會公益全心全力投入參與不
遺餘力，更在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長久維持最
高金額捐獻者，好幾百萬捐款。 2014-15 年度
「扶輪之子」的清寒學生獎助，一次捐助一百
多名共一百多萬元獎助金。五十多年來 PDG
Derma 夫婦，可說「施無畏」代表，包括金
錢、時間、心力，在自家的「仁愛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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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ma 及 Hitoshi 也都長年鉅額佈施，救助清
寒病患。而一家人對這個善行義舉從來不提
及、亦不居功，默默行善。
若說 PDG Derma 事業成功、家庭美滿，
那麼 Derma 夫人蔡雲女士可說是整個家庭及
事業的最大支柱，子女在她的優良的教育下，
一家人都是醫學博士，連女婿也是專業醫學
博士，五十多年前開始置產及資金的運用，籌
建大里院區。雖是自己土地，但建築費十五、
六億鉅款籌措，也不勞主人 Derma，全是夫人
一手營運，夫人曾說一輩子不用借錢，到這裡
才開始舉債（但廖家擁有不少不動產都有很大
價值卻不必變賣處分），可見夫人理財有道而
厚植實力。家中逢年過節或人情世故，全部由
夫人一手打理。有時中秋、年慶，我總會送
個禮物致意，夫人就會加倍奉還，大家親如
家人，在 1982~83 年度 DG Derma 任內，我擔
任台中社秘書，而且夫人與家母的故居相去
僅一步之遙，相互照應格外親份，在扶輪圈
裡，又多一對伯父母可以照料。廖家人每每看
到 PDG Derma 回家，就叫「阿雲、阿雲」暱
名，因為此雲就是他的「魂」。我說人都有年
少輕狂，但夫人的包容才能使一家和樂安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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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年老八、九十歲老夫婦，一陣風吹得疏髮
開散，Derma 夫人愛憐從包內拿一把梳子，為
親愛的 Derma 夫君梳理散髮，我寫過一首為
君理散髮的詩句：「烏絲結褵銀髮疏，童山風
吹披四處，舉手為君梳理復，老妻如鏡裡外
顧。」這份至情至愛的緣份，歷經七十二年的
人生波瀾壯闊歲月，在 2014 年 3 月夫人往生
極樂而畫下休止符。PDG Derma 仍努力對抗
自己日益衰老，不自主身體，努力活著，為一
星期四次醫診而努力，但內心哀痛及寂寞已非
言語所能譬喻，只有每星期五中午例會，和一
些小老弟社友及夫人相見歡樂。百歲之日仍
堅持元旦一早 8 時 30 分在柳川院區看診，但
卻在 2015 年 6 月 29 日凋零了！完成 23 歲到
100 歲長久的行醫濟世宏願，也完成了無數社
會濟貧扶弱的善舉。相信他篤信佛學，會從藥
師菩薩願已了！往生西方成藥師如來佛！
有一天 Derma 阿伯對我說：「他到埔里
看到一尊寶像莊嚴金光閃閃的壯麗金佛！」，
我對老人家說：「是的，金佛外真金層確實令
人迷眩，但是只有銅胎表面鋪金箔在發亮，您
老人家菩薩濟世救人，無我無私從心地裡發出
人間愛的光芒，才更光明、更能溫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