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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微華

俗語說：「成功的男人背後，都

有一個偉大的女人。」吳媽媽為吳仲

雄點傳師的付出，道親們有目共睹。

在後學搬到灣區這四年來，在舊

金山忠恕道院，看到吳媽媽對道親們

噓寒問暖，見到面時，總是問：「吃

飯了沒有？」道親要離開時，打包飯

菜和水果，就怕大家空手而返。

西元 2019年，吳媽媽半夜跌倒而

住院兩次，在醫院或復健中心住院期

間，雖然語言不通，她仍勇者無懼，

總是笑容可掬，盡力自己用肢體語言

和醫護人員溝通。

回到道院後，雖然不良於行，但

動作仍是輕快迅速，在廚房看到洗好

正在晾乾的碗筷，馬上收到櫥櫃歸位；

而且常常查看冰箱或冷凍庫，清理過

期的食物。

有一次道院午餐後，在廚房後學

看見一大鍋剩湯，正想找大湯瓢，準

備先撈裡面的料，再來大鍋換小鍋；

說時遲，那時快，後學才轉身，吳媽

媽已經把後學所想要做的處理好了，

◎ 美國舊金山忠恕道院提供

憶吳李美玉前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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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剩下的料和湯裝到小一號的鍋子正

好，並把大鍋端到洗滌盆了 ! 吳媽媽

經驗豐富，雖然還在用助行器，卻手

腳敏捷，當機立斷，讓後學望塵莫及！

※謝小冬 

驚聞敬愛的吳媽媽功德圓滿，永

離病苦，回天覆命，心中滿是不捨和

難過，畢竟後學與吳媽媽有著 20多年

的善因緣。23年前，後學在引師的引

導下，去三藩市忠恕道院參班，見到

了吳點傳師和多位從台灣來助道的點

傳師們。當時的課題已經記不住了，

但是對素食午餐卻印象很深；因為對

當時無肉不歡的後學太震撼了，沒有

魚肉也可以做得這麼好吃？就很急切

地想知道大廚是誰；前賢們告訴後學，

是吳點傳師的太太吳李美玉前賢。後

學更好奇了，原本以為點傳師的太太

應該是養尊處優、指手劃腳的角色，

怎麼是一位小個子、穿著圍裙、在廚

房忙東忙西、面帶笑容、話不多、任

勞任怨、默默付出的女士。

在忠恕道院初期，每次開班都有

好多人吃飯，加上當時素料在美國很

難買到，為了讓道親們吃好吃飽，吳

媽媽就和台灣來助道的菩薩們，以及

忠恕道院的天廚菩薩們一起，做素魚、

素雞、素魷魚等等，鼓勵道親吃素。

然而道親和開班班程眾多，工作量之

大，實在很難想像。

後學再看到吳點傳師夫婦是住在

沒有新鮮空氣，人幾乎都轉不過身來

的小屋，更是佩服吳媽媽，能夠支持

和跟隨吳點傳師，放棄台灣的富裕生

活和家庭，面對環境不熟、語言不通

等等諸多的困難，到美國開荒辦道的

婦女，真是不多見。

當時後學也聽不懂吳媽媽的台

語，她只會講一句國語：「道很好，

要好好修！」正是因為這一句簡單無

華、真心向道的話，鼓勵了後學和更

多的學長們走進忠恕「道」的大家庭。

▲  吳仲雄點傳師和吳媽媽是許多道親心目中
的最佳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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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吳媽媽的身上，後學也看到了

中國傳統女性溫柔善良、相夫教子的

美德。不是開班的時間，她見到每一

位道親都會問：「吃飯了沒有？」如

果回答沒有，都會做好吃的照顧大家，

溫暖了後學們的心，也溫暖了後學們

的胃。

吳媽媽性格純良，對吳點傳師也

是百般照顧，夫妻相敬相知，讓吳點

傳師在美國傳道無後顧之憂。記得在

一次忠恕道院的活動中，主持人讓道

親們評選心目中的最佳夫婦，很多道

親都不約而同地在答案上寫下吳點傳

師夫婦的名字。

隨著吳媽媽的年紀增高，不免病

痛隨之而來，道親們都非常擔心吳媽

媽的身體健康。而吳媽媽說得最多的

一句話是：「不要緊，沒關係。」對

道的信念和樂觀性格，讓吳媽媽一次

又一次奇蹟般地康復。

感謝　天恩師德，吳媽媽功德圓

滿，擺脫了人間的病痛，回到　老

身邊。其一生以身示道，正如其名，

「美」在德性，「玉」在潔生！吳媽媽，

後學們永遠懷念您！

※李靜雅

吳媽媽是後學生命中的貴人，後

學很感恩在人生的轉折點時求了道，

因此來到了忠恕道院；在很多想不開

的夜裡，是吳媽媽的陪伴，是吳媽媽

用她生命的智慧，教會後學用不同的

角度來看待人生的逆境。

這麼一個可愛的長者嘴裡雖然總

說：「我不會講道，我不懂！但是佛

祖是很靈的。」眼神卻是那麼純粹且

堅定，展現出的愿力和穿透力是那麼

令人尊敬。吳媽媽就像彌勒佛化身，

從來不見她生氣，總是那麼溫暖地照

顧我們，嘴巴永遠都說好話：「阿

鴻，你真福氣！」、「馨儀，妳真

乖！」⋯⋯嘴裡總是這些慈悲的話溫

暖著我們，總是擔心我們：「有沒有

吃飽？」、「有沒有穿暖？」吳媽媽

就像我們的媽媽一樣。

▲  吳媽媽總是默默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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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吳媽媽在廚房跌倒，到了

急診室，後學去陪伴；她手術一醒來

第一句話是說：「吳經理有沒有吃飯、

吃藥？」、「妳在這裡，那小孩、先

生誰顧？」這樣的德行令人感動，她

的一生都在為眾生擔憂，而沒有想到

自己！

感恩吳媽媽一路成全後學清口、

開家庭 堂，沒有吳媽媽，也就沒有

現在的後學。感恩吳媽媽對道的付出，

您一直告訴我們：「修道好！」、「好

好修！」非常感謝這十年您的慈悲教

導與照顧。吳媽媽以身示道，堅強、

莊嚴而智慧地走完這一生，造福我們

這一群小後學，後學真的很捨不得您，

我們永遠懷念您，也會將您的愛與慈

悲的精神延續下去，把道傳出去！

※池佳鴻

Wu Mama was a wonderful person. 
She took care of not only Wu DCS, but 
all those that set foot into Zhong Shu 
Temple. Prior to marriage, I went to 
temple every night after work for evening 
ceremonies, had dinner, and chatted with 
them. When Wu Mama saw me, she 
would ask,  ‟ How was your day?” or ‟ 
You must be hungry, I’ve prepared extra 
dinner for you to pack lunch tomorrow.” 

Wu Mama seldom spoke about Tao; 
however, she showed it by her action. 
Instead of lecturing on how to care for 
others, she showed it to me. 

On the 2nd floor of the temple, there 
are four slogans on the wall. ‟ Say good 
words; Do good things; Keep smiling, 
Bebroad-minded”. For all the years that 
I’ve known Wu Mama, whenever she 
met Tao relatives, she would always 
compliment and say something nice. 
When I saw her she would say, ‟ You are 
a good child; cultivating Tao is good for 
you” or ‟ You are very lucky to have a 
beautiful wife” or ‟ You have 2 lovely 
kids”. 

She took those 4 slogans  into heart 
and manifested them in her daily life. She 
was a role model at the temple. 

Wu Mama had an impact in my life 
and I will always be grateful to her and 
remember her in my heart.  

吳媽媽是一位很好的人。她不僅

對吳點傳師照顧得仔細周到，也對所

有來道院的道親們親切招呼、噓寒問

暖。在後學結婚前，每天下班後都會

去道院獻晚香；獻香後，再陪吳點傳

師和吳媽媽兩位老人家一起用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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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每當吳媽媽看到後學時，總會

問：「你今天過得如何？」或是「你

一定肚子餓了！」並告訴我說：「我

有多準備食物，你可以帶回去當明天

的午餐。 」吳媽媽很少談到「道」，

然而她都是用行動把「道」行出來，

她是用真正關心別人替代說教，吳

媽媽是以身示道，讓後學知道什麼是

「道」。

在 堂二樓的牆上有四句標語：

「說好話、做好事、笑瞇瞇、肚大大」。

這麼多年來，後學認識的吳媽媽，不

管任何時候遇到道親，她總是讚揚別

人，或是說好話。每當後學看到她時，

吳媽媽總是跟後學說：「你是個乖孩

子，修道對你很好。」或是「你很幸

運，娶了一位漂亮的太太。」、「你

的兩個小孩好可愛。」吳媽媽把牆上

的這四句話落實在她的日常生活中隨

時應用。吳媽媽是道院的標竿，她影

響了我的生命，後學將永遠感恩並懷

念她。

※鍾屏

後學在西元 2007年 10月分求道，

在往後的好幾年間，因為工作關係，

每月只能一次到 堂學習英文班務，

加上工作性質，星期天開完班後要趕

赴工作，所以沒有機會跟道親一同吃

午餐，對吳媽媽的認識只有止於禮貌

性地打招呼，但是印象中她總是會用

台語問後學：「吃飽了沒？」

吳媽媽平常對道親都很用心地照

顧，在她開刀住院時（之前還沒有疫

情時），有好多位發心的道親輪流在

醫院過夜，讓吳媽媽 24小時都有道親

守護，當時也感動了許多醫院的醫生

和護士。從這件事就有了一個鮮明的

印證──道親都感受到吳媽媽平時的

慈愛，而自發性地在她需要的時候，

付出點滴心力回報。

在後學眼中，吳媽媽就是美國

舊金山基礎忠恕道院的一個 icon（一

個標誌），有吳點傳師的地方，就永

遠有吳媽媽相隨左右。因為後學不會

講台語，也聽不太懂台語，後學的台

語都是在跟吳媽媽平常簡單的應對當

中學到的。在追思悼念的時候，聽到

▲  吳媽媽的許多拿手料理溫暖了道親們的
胃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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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學長分享吳媽媽的德行，才知道

在這幾句台語的後面隱藏了巨大的智

慧，讓大家如沐浴春風般，也吹醒了

許多沉睡的靈魂。

在追思悼念的時候，也聽到很多

學長分享吳媽媽的德行，後學當時就

覺得很悵然，有一點「樹欲靜而風不

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韓詩外傳》 

的惘然，這麼一位和藹可親的大家長，

而後學從來沒有在她身上淘過寶，她

就歸天了！ 我們自身也都有一個自性

佛在，由於吳媽媽離去的醒悟，希望

後學能夠時時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把自

身的寶拿出來用，要學習吳媽媽的德

行，能有正確的方向與智慧，並把握

現在。

我們每個人的身上都有一個隱

形、有翅膀的小天使。有人終其一生，

卻從來沒有飛出來當過別人的小天

使。但是吳媽媽的天使，常常揮動著

翅膀出來關照大家。這位長翅膀的慈

祥天使──敬愛的吳媽媽，在大家不

捨下，於 4月 27號回天覆命了。後學

永遠懷念您，敬愛的吳媽媽！

※龔安國

吳媽媽留給後學最後幾小時的深

刻印象，是在 4月 26日星期日上午

10時左右，後學和內人去探望吳點傳

師和吳媽媽，當時大家相見甚歡，兩

老精神很好。後學知道他們喜吃壽司，

就買了些素食食材去給小萍學長（吳

媽媽的媳婦）做，大家一起分享。吳

媽媽直說好吃，吃完過了一會，後學

和內人就回家了。

到了下午 3點，小萍學長來電說

吳媽媽感到不適，後學即刻前往吳點

傳師和吳媽媽的住處，我們三人扶持

吳媽媽下樓；下樓到一半時，讓吳媽

媽坐在樓梯上稍作休息，後來她老人

家竟自己一步一步慢慢地挪移到地面

上。吳媽媽這種忍著自己的不適，堅

持自己走下樓的堅毅精神，全是因為

不忍給後學太多的負擔，這讓後學將

吳媽媽的慈悲與為他人設想的心永記

心中。她無時無刻都在展現給我們如

同彌勒祖師一般的慈悲胸懷，這也是

後學要跟她老人家學習的地方。

到了醫院，第二天清晨 7時 15

分，敬愛的吳媽媽和我們訣別了。回

憶她生前的日子，她總是那麼慈善地

關懷著所有的道親，默默地行無言之

教，吳媽媽功果圓滿，回到　老 的

懷抱，後學盼她老人家一路好走，回

登理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