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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診募愛精進力
大林慈濟醫院十四周年院慶

二○一四年的八月並不平靜，除了

臺灣發生空難、氣爆事件，慈濟醫院

也痛失兩位夥伴。大林慈濟醫院決定

以匯聚愛心的方式來慶祝十四歲的生

日，除了義診、為感恩戶打掃與路跑，

今年更發動掃街以及愛心市集義賣，

全院同仁共同為鄉親祈福，並給予他

們實際的幫助，更有意義的迎向大林

慈院十五年。

從偏鄉義診開始  院慶更有意義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大林慈院

賴寧生院長、陳金城副院長以及中醫部

葉家舟主任等，率領同仁進入雲林縣古

坑鄉桂林村，這是繼去年跟隨雲嘉南區

人醫會的腳步進行義診之後，再次探望

久違的村民們。在桂林社區活動中心的

定點義診加上往診，半日下來服務了將

近六十位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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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飽受巴金森氏症及膝關節退化折

騰的徐老太太，把自己封閉在小房間裡

足不出戶，雙腳逐漸失去行走功能。「一

年前來看徐老太太時，她坐在輪椅上、

關節僵硬，心願是能走到對面的柑仔店

與老朋友聚一聚。當時我們幫她針灸、

給藥，教導復健，今天看到她能利用助

行器為家人準備早餐，還能在家門口的

花圃種菜，我們知道她的生活改變了。」

賴院長與慈濟志工為她感到歡喜。( 見

左圖 )
一九九三年時曾在雲林團管部服兵

役的陳金城副院長，當時常常搭配一位

醫務兵兼駕駛，就到山地鄉與海邊漁村

做巡迴醫療，桂林村正是他服務的據點

之一。對桂林村的地理環境再熟悉不過

的他，二十多年後再次踏入這片山林。

「雖然當年沒有健保、現在有，但這裡

的醫療仍相當落後，病人要下山就醫很

不方便。在我們學生時代，還沒成為醫

師之前，人人都做了許多醫療志工服

務；當了醫師變忙碌後，參與服務的次

數反而減少。大家若能多透過服務找回

醫療初發心，相信醫病關係也會變得更

加和諧。」

親身探訪體驗  醫心體會病心

多次報名義診未能成功，今日終於

如願的鄭惠文護理師，滿心歡喜之餘感

受偏鄉醫療的重要。「我來到斗六慈濟

診所服務一年多，很想參與義診、往診

和國際賑災等活動，但遲遲未有機會。

之前都是收看大愛臺，現在親身付出，

感受度很不一樣。看到這些住在交通不

便的山上、沒有子女陪伴的老人家，如

果半夜發病真不知該怎麼辦。感恩有人

陳金城副院長

（右一）在桂

林社區活動中

心為當地民眾

看診。攝影／

沈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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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會的定期義診、往診，照顧村民的健

康。」

小時候在雲林縣林內鄉長大的耳鼻

喉科李清池醫師，學生時代要買本參

考書，都得大老遠跑至斗六，他更能

體會病人的苦楚。「我們常常在診間

遇到病人沒有回診或是遲到等情況，

很容易用質問的語氣，卻很少去探討

事件背後的原因，例如病人要下山一

趟很不方便、沒有子女接送、為了經

濟而忙於農事或工作等。今日上山，

讓我明瞭這些都可能是病人無法順利

就醫的主因。」

掃除塵垢煩惱  就能呈現本質

為感恩戶打掃是每年院慶的傳統活動

之一。八月三日一早，五十位同仁及眷

屬分別前往嘉義縣水上鄉外溪洲、民生

社區及雲林縣二崙鄉，為三戶感恩戶打

掃服務。領有大客車執照的醫事室申斯

靜主任擔任司機，開著二十人座小巴士

載送陳金城副院長等人抵達二崙鄉。

在徵求屋主施先生的意見後，同仁

們清出屋內已不堪使用的家具、物品，

再由上而下掃去灰塵、刷去髒污，讓屋

子展露出原有的清淨本色。陳金城副院

長讚歎這次打掃的成果是「醫學中心等

級」，這戶人家就像慈濟醫院一樣有很

大林慈院同仁親子全員出動，為感恩戶整理居家環境。攝影／江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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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本質，只要努力顯現出原來的東西，

就能達到「醫學中心等級」。林名男副

院長帶著太太與就讀高三的兒子一起來

參加，林副院長表示，平時在醫院接觸

到的病人較為片斷，若是沒有實際來看，

無法了解他們生活上遇到哪些困難。每

個人付出一點時間，就能真正幫助病人

改善居住環境，讓他們的身心更健康。

護理部專師邱思晴也帶著兒子一起

來，三歲的小朋友很認真地跟著媽媽擦

玻璃。醫事室住院組及門診組有十多位

同仁參與，兩位到職不到半年的新進同

仁王姵尹、蔡侑陵第一次參加，她們分

享看到別人的居住環境，更感受到自己

的幸福。最後大家合力將兩張單人床墊

安放到樓上的和式木板床，樓下客廳原

本破舊的沙發則是替換成仍完好如新的

二手貴妃椅，室內煥然一新。

我的大林我的家

鎮長帶動同掃街

八月五日下午，院長室主管帶領上百

位同仁，前往大林火車站前掃街。賴院

長分享，我們已在大林生活了十四年，

大林是我們的家，希望藉由掃街帶動當

地居民自動自發維持家園的清淨。大林

鎮長黃貞瑜也受邀前來，她感恩同仁的

付出，期待大家一起努力，讓大林鎮變

成名副其實的「My darling（我的大林、

我最親愛的）」（darling 中文音譯為大

林，意思則是親愛的）。

集合領取工具後，大夥兵分三路前

大林慈院上百位同仁自發前往車

站附近街道清掃，用實際行動愛

大林。攝影／張菊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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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後站、站前的中山路與平和街開始

打掃。適逢農曆七月吉祥月，人文室

特別準備響應齋戒與一天五善的標語

及靜思語海報，讓同仁與沿途民眾結

緣，並宣導不燒紙錢與力行減碳的觀

念。賴院長與黃鎮長合力撿拾馬路上

的菸蒂、垃圾，並一起分送靜思語海

報給店家，不少居民看到院長與鎮長

親自出來掃街，紛紛熱情招呼，也承

諾配合維持環境整潔。

同仁們睜大眼睛，不放過任何一小片

垃圾，使勁清除黏在馬路上的口香糖渣。

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火車站前的路面

恢復整齊清爽的景象，也讓同仁發揮敦

親睦鄰的良能，與社區民眾親如一家人。

為愛為健康而跑

八月九日清晨五點，近二百位的同

仁、眷屬、志工與家屬等，共襄盛舉

十四周年院慶路跑活動。簡瑞騰副院長

分享：「此次路跑有兩個意義，第一個

意義是為『愛』而跑。二○○一年八月

的院慶活動遇到桃芝風災，我們全力投

入救災；二○○九年八月遇到莫拉克風

災，我們也是投入救災；今年遇到高雄

氣爆事件，我們把趣味競賽活動取消，

轉而為受難者、為高雄和臺灣祈福的路

跑活動。第二個意義是為大家的『健

康』而跑，近日花蓮慈院黃呂津醫師因

車禍意外、臺中慈院吳永康醫師因主動

大林慈院為愛而跑，近兩百位同仁參與，不但健康促進，更顯露出全院一家的好感情。攝影／謝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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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剝離而往生；藉著路跑提醒同仁平時

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時時警惕。」

醫師組第一位到達終點的是第一次參

加路跑的一般外科張群明醫師。吳永康

醫師曾是張群明在花蓮慈院當住院醫師

時的老師，過往的師生之緣讓張醫師心

生不捨，更悟出生命宛如一場路跑，有

起點就有終點，過程能步步踏實、用心

體會沿途風光，也就值得了。

第二位到達終點的整型外科黃介琦主

任。他說，「跑到後來雙腿痠疼、呼吸

急促甚至快沒力氣，我告訴自己目標就

在前方，要堅持下去。」

蟬聯同仁男子組第一名的教學部吳秉

南，近五公里的路程以十七分三十秒的

速度奪得冠軍。「平常就有練習跑步的

習慣，本身也是高雄人，高雄氣爆事件

對我來說蠻難過的，我會把部分獎金捐

給高雄。」他與同仁女子組第二名的林

濰銨，都是院內「迅猛龍路跑社」的成

員；而社會男子組第一名蔡函佑則是路

跑社的教練，同仁們平日練習都是與蔡

教練切磋。

同樣也是路跑社成員的腸胃內科曾

國枝主任，身為馬拉松健將的他跑起來

輕鬆自在，沿途不時為同仁加油打氣。

「愛上路跑是最近二年的事，收穫最大

的是滿足感。」歷經馬拉松比賽、橫越

戈壁沙漠賽等考驗，五公里路跑對曾主

任而言非難事。儘管上午七點半有會議

要開，難得能與同仁一起跑步，他仍要

參加。

許多同仁與志工攜家帶眷一起路跑，

簡副院長夫人翁瑩蕙今日也帶著小女兒

前來。在醫院急診室當志工的她看盡眾

生相，有感於病痛對家庭的影響甚鉅，

體悟平常就要注意健康，若不即時養

生，以後就要「養醫生」。翁瑩蕙得到

靜思精舍德祒師父（右一）帶著「福多一點」

的祝福卡，前往院內各單位送上祝福。攝影／

謝明芳

彰化慈濟志工賴界明為感恩大林慈院護理人員

以愛心和耐心照顧他的母親，每年都會手製蛋

糕幫醫院慶生。攝影／江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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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女子組第一名的佳績，同仁們紛紛

豎起大拇指稱讚，她開心地說：「不難

啦！連我都可以了，你們也可以。」

手工蛋糕送上幸福

彰化區的志工蔡有良與賴界明，五年

前開始，每年都會在大林慈院院慶時，

親自手工製作蛋糕為醫院慶生。持有丙

級烘焙證照的賴界明先前至泰國出差，

回國後馬上投入蛋糕的製作，即使志工

們已經先將所有材料準備好，還是忙到

晚上十二點才將十個大蛋糕完成。「因

為喜歡吃蛋糕，所以去學。」八年前賴

界明到慈濟大學社會教育推廣中心上烹

飪班課程，學會做蛋糕、月餅等點心，

不但為組隊聯誼慶生會提供生日蛋糕，

每逢中秋節更邀集當地志工合力製作超

過六千顆月餅，分送獨居老人與感恩

戶。

賴界明說，幾年前他的母親來到大林

慈院住院，遇到病房護理人員林佳右，

雖然她與母親非親非故，卻充滿愛心與

耐心，即使很髒的東西也都親手處理，

照顧母親比自己的女兒還用心。雖然佳

右總是謙稱這是自己應該做的事，但是

深受感動的賴界明仍希望有所回饋。在

人文室建議下，他選擇於院慶時做蛋糕

與全院同仁分享，沿續至今成為傳統。

搭配志工「青草伯」鄒清山的青草奶

茶、高雄區懿德媽媽專程來烹煮的珍珠

大林慈院舉辦七月吉祥祈福會，全院同仁與志工誠心祈福。攝影／江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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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水果，還有人文室準備的「福多一

點」祝福卡，組成院慶版的幸福下午

茶。賴院長、陳副院長及劉鎮榮主任祕

書與四位靜思精舍常住師父，分成七條

路線，前往各單位分送幸福。

十一 A 病房護理長劉英美從院長手中

接過祝福卡，想起當年與院長幾乎是同

期來到醫院，可說是有著革命情感的戰

友。在五 A 病房，巧遇敏惠護專老師王

翠宏帶著六位學生在病房實習，德慇師

父除了一一分送祝福卡，也關心同學實

習狀況。劉主祕與楊登琦高專前往地下

室多個單位送幸福，主祕不忘邀約同仁

參加晚上的祈福會。陳副院長將下午茶

送至教學部，每個人都開心地起立鼓掌

歡迎，臉上露出甜甜的笑容。

愛心市集助鄉親

八月十二日晚間六點，大林慈院大廳

舉行「七月吉祥祈福會」，同仁們以至

誠之心共襄盛舉，許多病人、家屬也一

同參與。十三、十四日，大林慈院在大

廳舉辦「八一三發一善．愛心市集助鄉

親」活動，賴院長更拋磚引玉，捐出養

了兩年的大竹筒。

看到住院組同仁在製作愛心手工吊

飾，手術室同仁的善心也動了起來，自

製冬瓜青檸茶與山粉圓，所有費用大家

一起認領。十二歲的周威丞在家裡認真

地做了一些摺紙青蛙，還拿出珍藏的心

愛玩具，一直叮嚀不可亂賣，要看清

楚價錢。「很多同學要跟我買我都不

要，也不要跟他們換，那些都是我的寶

貝。」威丞一樣樣仔細地交代媽媽。他

任職於住院組的母親林美秀分享：「我

們也知道那怎麼賣得出去，但他就是一

念心，我們應該成就他。」大林大愛幼

兒園的小朋友們也來到圓形餐廳，具備

營養師專業的志工翁瑩蕙拿出已揉好的

麵團，教大家如何製作餅乾。「我們很

認真做，已經做了好多好多。」大喜班

的侯妤璇邊做邊說：「做餅乾，要把愛

送到高雄。」

此次愛心巿集所得將全數捐助高雄氣

爆受災戶。同仁、志工、病友與家屬共

同把愛傳出去，讓大林慈院十四周年院

慶盈滿祝福與感恩。

幼兒園的小朋友們捧著親手做的餅乾到診間募愛心，獲得熱烈的回響。攝影／張菊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