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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慶港都關懷行
花蓮、玉里慈院一日家訪
文／高雄區人文真善美團隊

二○一四年八月十七日是花蓮慈濟

醫院二十八歲生日。卻在院慶前，發

生了高雄氣爆事件。憂心的主管們討

論後，決定邀請同仁以實際行動膚慰

高雄鄉親，取代原本規劃的院慶系列

活動，這也是院方首次取消了花蓮鄉

親所期盼的院慶路跑活動。

八月十六日，氣爆後第十六天，由

花蓮慈濟醫院高瑞和院長領隊，醫護

同仁二十四位，加上玉里慈濟醫院顏

慶仁醫師、陳蕙萍護理師、還有陳靜

緹同仁三位，礙於醫院調班排班不易，

大家於凌晨二點半集合，先搭乘巴士

到玉里，取用由玉里慈院準備的早餐，

再轉搭四點半的火車前往臺東，然後

換乘六點南迴火車，於上午八點五十

花蓮慈院以關懷高雄鄉親的家訪行動慶祝院慶，分成十三條路線準備出發。攝影／吳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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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抵達高雄。

大家在高雄分會略做休息，並與志

工建立默契後，由高雄人醫會十八位

志工領路，在十三位慈濟榮董擔任司

機菩薩的陪伴下，依鄉親健康狀況與

需求科別，分為十三條動線往診關懷。

無常陰影拒醫治 知是慈濟才安心

杜俊元師兄陪伴花蓮慈院副院長陳

培榕、護理部督導王琬詳，到瑞興街

的阿國伯 ( 化名 ) 家中關懷。阿國伯的

脊椎長期不舒服，常覺得下半身麻痺，

因為害怕開刀，平時以在住家附近活

動當成復健，但情況並未改善。

進到屋內寒暄一番後，阿國伯發現

陳培榕也是臺南人而拉近彼此的距離，

陳培榕鼓勵他：「開刀後情況就能改

善，如果擔心或有任何問題都可以跟

我說。」杜俊元也接著說：「我的心

臟開過刀，現在也好好的。」藉此希

望提振阿國伯的勇氣。

阿國伯像跟朋友一樣地說著自己的

狀況，並回應有人介紹大林的醫院，

但自己還在猶豫。

「大林醫院是慈濟的嗎？」經他這

麼一問，大家異口同聲地說：「是呀！」

經過一陣關心後，阿國伯終於鬆口：

「是慈濟的醫院我就比較安心，等農

曆七月過我再去看看。」

「因為我哥哥進醫院前還可以吃麵，

但進去後就再沒出來。我實在害怕開

刀後我會被『推去餵蚊子』。」大家

杜俊元師兄（中）陪伴花蓮

慈院副院長陳培榕（右）、

護理部督導王琬詳到瑞興街關

懷，也鼓勵阿伯積極就醫。攝影

／吳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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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明白他的心理障礙，便邀約他參加

八月三十一日在高雄靜思堂的祈福會，

並接受大家的祝福讓治療過程更順利。

走訪一天，陳培榕副院長表示，「今

天來看看慢性病的民眾，協助他們在

這一段不方便的時間做醫療諮詢。過

程中也看到整個災難現場慢慢在復原，

從絕望中站起來，甚至有些人會互相

幫忙，感受到這是相當可貴的人性光

輝。」

王琬詳督導說她曾經猶豫：「來的

時間很短，可以做什麼事情呢？」但

從今天的關懷行動有了答案：「有時

候陪伴就是一種良藥。」

護銀髮走出戶外 挪桌椅處處貼心

家醫科葉日弌主任一行人先到二聖

一路蔡阿伯家。蔡阿伯七十八歲，說

話緩慢、走路需拄拐杖。葉醫師仔細

觀察蔡阿伯言行動作，他請阿伯在屋

裡來回走幾趟，覺得蔡阿伯應該是退

化性關節炎引發疼痛，加上較少出門

與人互動，所以注意力全集中在疼痛

上。葉醫師建議阿伯可每天出門走動

一下，找鄰居或參加一些老人活動，

並請志工楊明珠可引導阿伯去做環保。

護理師黃玫琪也教蔡阿伯如何運動、

如何正確走路，阿伯走了幾次後步伐

明顯穩定，阿伯高興的喊著：「就是

要抬頭挺胸。」大家一陣歡樂。葉醫

師也注意到沙發椅與桌子的距離太窄，

阿伯要側身才能行走，大家搬動位置

後，阿伯行走時自在多了，這分貼心

讓阿伯心情舒暢。告辭時蔡阿伯已由

原先的鬱悶不樂，到滿心歡喜，直向

大家道謝。

話家常鬆心防 首肯不亂買藥

來到三多路巷子的住家，八十五歲

的陳阿嬤看到腎臟科王智賢醫師，非

常興奮。因為之前慈濟志工家訪時有

表示今天會有醫生來。

她兒子也很期待，因為自從媽媽行

動不便無法看醫生，都只能幫她拿藥，

但她在家常聽地下廣播電臺，聽完就

會自己打電話亂買成藥。

每次回家看到屋裡堆滿一堆成藥，

兒子屢勸不下，兩人就會吵架，小兒

子希望慈濟的醫生可以規勸媽媽。

了解兒子的用心後，王智賢醫師開

始與阿嬤話家常，親切的態度軟化了

玉里慈院同仁陳靜緹（右二）、花蓮慈院

陳寶珠醫師（右一）到三多一路家訪關懷。

攝影／郭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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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嬤的心，阿嬤開心的說：「你好像

我孫子！」握著阿嬤的手輕輕安撫著 :
「阿嬤，心情放輕鬆就好。」此時阿

嬤的臉漾起大大的笑容說，「很感謝

你們啊！」

接著阿嬤開始對王醫師訴苦著，說

她很煩，不能走路，若可以拿著四腳

椅就心滿意足。王醫師安撫著阿嬤並

叮嚀：「阿嬤，藥不可以再買喔！會

傷身體。」阿嬤也笑著回應：「好！」

事後兒子來電感謝：「媽媽說醫生看

完後，她心情好一點。因為醫生對她

說，要看開一點，讓她心情變很好。」

累創傷積壓力  儘早接受治療

精神科沈裕智醫師來到重災區三多

一路的吳女士家，吳女士在氣爆事件

後天天都要吃安眠藥才能入眠。開廣

告公司的她上班不在家，家裡只有還

在修理四樓的先生在。

沈醫師建議他要勸太太，因為長期

靠藥物不能解決問題，要多做運動，

先生也要撥時間陪太太，好好關心她。

同條巷子尾的房客阿友，是氣爆那

天二樓屋頂塌下來擊中頭部的傷者，

雖然傷口痊癒，但是心裡的創傷很難

平復，目前連騎車都會膽戰心驚。阿

友看到醫師如天降甘霖，把心中的苦

楚鬱悶一股腦兒地發洩而淚流滿面。

同條巷子的阿春嬤則是災後雙手常

常發抖，看到醫師親臨門口喜出望外，

高興得眉開眼笑。大難不死的阿嬤回

憶，那塊大石塊剛好掉落在床邊，差

一點擊中她的頭。沈醫師安慰阿春嬤，

葉日弌醫師了解老人家的疼痛情形，建議他多出門散心。攝影／許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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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握住她的手祝福她。

沈裕智醫師看到這些重災區的鄉親，

心疼地表示，急性壓力會產生創傷後

壓力症候群，倘若不接受心理治療與

關懷，日積月累會造成憂鬱症或躁鬱

症等難治療的心理疾病，需要志工常

常陪伴膚慰，才會漸漸康復。

學習不再抱怨  面對接受自己

「醫生請你看看我的傷口。」與病搏

鬥十幾年的受災鄉親許女士，在治療咽

喉癌的過程中心情沉悶憂鬱，吃什麼都

難以下嚥，只能喝些流質的食物，然而

全身多處傷口是電療的後遺症。

許女士越說越激動，淚流滿面，「我

都不敢走出去，醫生啊！您看看這樣

子的我，多沒精神多不好看啊！」

整形外科王健興醫師，透過厚重的

眼鏡，細心地幫許女士檢視傷口，並

輕聲的說：「請把口罩拿下來好嗎？」

「電療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復健，

多練習張嘴，這樣肌肉才不會萎縮，

還有喔，在傷口的護理上不要用衛生

紙 擦 拭， 用 溼 毛 巾 即 可， 這 樣 清 楚

嗎？」

「 請 拿 張 空 白 紙 給 我。」 王 醫 師

接著在紙上寫下「太過乾燥、乳液、

冰敷、結冰」十個斗大的字，這是一

張「傷口護理指示單」，王醫師跟許

女士說：「只要照著上面的方式處理

傷口，就不會惡化，也可以讓疼痛減

輕。」

王智賢醫師參與安心關懷家訪，老奶奶都覺得他像自己孫子一樣貼心。攝影／鍾美蓮



人醫心傳2014.1033

雙手接過醫生這分溫馨的叮嚀，許

女士豁然開朗：「原來是這樣啊！難

怪傷口越擦越痛，感恩您們這群發心

的醫護人員。無論如何，總是要繼續

往前走，勇敢是我現在要做的一件事，

感恩有您們，讓我懂得不抱怨，接受

現在的自己。」

漸漸接近互動  期許社區接力

從三信高商志工休息區出發，牙科

李彝邦醫師箭步如飛，身後的志工及

二位護理人員必須加快腳步才能跟上。

來到福德三路一位阿公家。八十一歲

的阿公因左腳一個月前剛換人工關節，

行動較為緩慢，志工在門外等了好一

會兒才聽到開門聲。

大家一進到屋內，一股異味似乎從

某個房間飄了出來，客廳看起來還算

乾淨，眼尖的李醫師發現阿公行走不

便，趕緊請他坐著，並蹲身查看他的

腳傷。原本訪視志工回報需求，是因

為阿公的大兒子牙齒嚴重脫落，需要

牙醫師給予保健觀念。阿公到房間叫

醒大兒子，無奈大兒子不願走出房間。

阿公說妻子多年前已往生，大兒子

四十三歲無業在家喜歡玩線上遊戲，

房間髒亂也不准父親打掃，有一個小

兒子偶爾打零工。李醫師聽完後，進

到房間希望與大兒子互動。

即使已汗流浹背，加上房間的怪味，

李醫師沒有打退堂鼓。「你好厲害喔！

一 個 人 玩 兩 臺 電 腦。」 李 醫 師 非 常

花蓮慈院精神科沈裕智醫師帶給受驚嚇民眾安定心神的鼓勵。攝影／林美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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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耐性地與其對話，「我有好幾個角

色。」在李醫師近三十分鐘的努力之

下終於有些回應。

李醫師都將話題圍繞在線上遊戲與

大兒子互動，但換來的是點頭、搖頭，

對話少之又少，不過最後李醫師還是

將如何保健牙齒的觀念傳達給他。雖

然今天不算順利完成任務，但李醫師

認為至少在社會的角落發現這樣的家

庭，希望日後志工可以給予更多的關

懷，幫助他走出來。

放下身段的榮董司機們　

當天陪伴花蓮慈院醫護同仁到災區

關懷的榮董們，其中榮董王獻聰師兄，

從氣爆發生後就把公司委由經理人負

責，自己每日為救援付出。「先把氣

爆用好，公司有人做就好，趁機也可

以訓練員工承擔。」王獻聰用很輕鬆

的口吻說著，其實他是皇裕建設的總

經理，卻把工作完全放下了。

而黃昌裕是愛倫麵包的負責人，氣

爆後發心供應災區的早餐，他只說：

「很榮幸接送大醫王，聽著鄉親分享，

深刻體會著人生無常。」

李彝邦醫師先了解阿公術後狀況，其後想辦法為他兒子進行口腔衛教。攝影／王忠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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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你們真好  我不再孤單

重災區的王女士看見慈濟志工來訪

很感動，人醫會劉銘雄醫師問：「有

需要我們協助的地方嗎？」王女士頓

了一下，難為地說：「最大的問題是

經濟來源有困難，我是單親，需扶養

兩個兒子，房子損壞又是租來的，生

意也無法做，接著又是兩個兒子的大

學註冊費，我現在都不知該怎麼辦？」

慈濟志工表達會盡力協助度過經濟

上的困境，「還有其他的需要協助的

嗎？心裡或身體的不適都可以談。」

王女士沈默了一下子，最近她跟兒子

相處得很不愉快，常大聲對她吼，她

也不知該如何溝通處理。

劉銘雄醫師鼓勵她，「妳已經把問

題處理得很好了！妳也很累了，讓自

己休息、平靜，相信妳絕對有能力能

處理好與兒子之間的問題。」劉醫師

解釋：「你兒子這陣子情緒會比較不

穩定，要多去包容、善解，引導他走

出這次災害的陰影。」「如果有需要

我們的協助，可以隨時聯絡我們，妳

並不孤單，我們都會在。」

王女士聽完後說：「有你們真的很

好，真的很好，我不是孤單一人，我

有一大群慈善的人默默支持我，真的

非常感恩上人及志工們。」

花蓮慈院王佐輔醫師、張淳淳醫檢師與家訪志工逗阿嬤樂開懷。攝影／張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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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悸猶存感恩平安

推拿舒緩疼痛瘀青

一見到慈濟人來臨，中醫師顏

慶仁送上平安吊飾，受災鄉親阿

貞直說：「真的很需要平安來臨

（鈴）！」她向顏醫師請益，對

氣爆發生後，雖然自己持有正向

思考，也向朋友分享，但是到了

晚上時心裡還是很害怕，內心覺

得這樣不是很衝突嗎？

顏醫師告訴她，所分享的生活

經驗的累積，跟遭遇災難時心裡

產生的恐懼是兩回事。除了安慰

她，也幫她慢慢推揉頭上的瘀傷，

並教她可以自己多推揉。

家住三多一路的洪阿公在氣爆發生

時在樓梯間滑倒，後來找人拔罐治療，

發生貼布過敏。顏慶仁醫師一邊幫洪

阿公復健推拿治療，一邊向阿公說明，

這不是傷筋而已，去拔罐後手臂仍無

法舉起，還是要去醫院「照電光」確

認病情。

阿公直說：「多謝大家，多謝醫師。」

志工則是合唱「無量壽福」祝福阿公。

下午四點，花蓮與玉里慈院醫護同

仁結束家訪，回到靜思堂，彼此分享

關懷的法喜，雖然時間很短暫，但每

個人都帶著溫馨歡喜的心踏上歸途，

搭乘六點多的火車往南東行，於夜間

十二點前返抵醫院。

王獻聰師兄 ( 左一 ) 當司機陪伴醫護安心家訪，左二

為玉里慈院中醫科顏慶仁醫師。攝影／周幸弘

花蓮慈院高雄關懷往診團隊：
醫　　師：�高瑞和、陳培榕、李毅、葉日弌、王智賢、王佐輔、王健興、沈裕智、

陳寶珠、吳柏鋼、李彝邦、許智堯
護 理 師：�章淑娟、方淑華、葉秀真、王琬詳
醫檢行政：�陳星助、許穎鐸、張淳淳、游葉馨、張春雄、李幸璉
記　　錄：魏瑋廷、呂彥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