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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福田

慈濟六院歡度醫師節
文／朱立蘋、游繡華、黃思齊、徐莉惠、葉怡君、謝明錦、馬順德、曾秀英、何姿儀、黃小娟、江珮如

臺北慈院有五十四位醫師參與清掃院區的活動，

揮汗慶祝醫師節。左起：眼科楊韻祥醫師、牙科

部夏毅然主任、麻醉部陳介絢主任、徐榮源副院

長、張耀仁副院長、趙有誠院長。攝影／吳裕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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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　掃心地，促戒菸

每天一大早，玉里慈院張玉麟院長進

到辦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外科李森佳

醫師說早安。這一天則在道早安之後，

拿出一個小禮物祝福李醫師，原來是醫

師節賀禮，也代表著證嚴上人對醫師們

的祝福與感恩。

雖然是醫師節，張院長一點都不浪費

時間，利用上午開診前的空檔，全院跑

透透，讓駐診醫師們一早就能收到這個

屬於自己專業節日的祝福，收到祝福的

醫師們也個個一臉驚喜，很開心。

醫師節前夕，十一月八日，陳岩碧副

院長和手術室董民基主任，分別榮獲花

醫師節這一天剛好是玉里慈院掃街日，張玉麟

院長 ( 右 ) 穿著戒菸背心送醫師節賀禮，左為陳

煌濱醫師。攝影／陳宣良

婦產科周達利醫

師（左）退休後來

到玉里慈院服務，

每週三的掃街活

動他從未缺席。攝

影／陳宣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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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縣醫師公會「優良醫師」及「十年資

深醫師」表揚，全院同仁都引以為榮。

周三下午是玉里慈院每週例行的掃

街活動，十一月十二日這天剛好是醫師

節，打掃活動顯得更有意義。

原本在公立醫院服務的婦產科周達利

醫師是在二○一三年十一月退休後來到

玉里慈院服務，到現在也滿一年了，他

認為「哪裡有需要，就要到哪裡服務」，

每週的掃街活動都有他的身影。有趣的

是，參加掃街活動的每一位同仁都特地

穿上戒菸背心，宛如活動看板，提醒就

診民眾，醫院內、外全面禁菸，由於正

值選舉期間，有不少民眾好奇地前來詢

問，同仁們則會把握機會說：「請大家

為自己的健康拉票，為戒菸按個讚。」

總是鼓勵同仁參與掃街的張院長表示：

「很感恩同仁們參加每週一次的掃街，

『週週掃街掃心地』，希望每一位同仁

在清掃的過程中，藉由掃除外在的塵垢，

進而滌除自心的煩惱垢。」掃街、促戒

菸，是玉里慈院另類慶賀醫師節的方式。

關山  小心意，大誠意

人力缺乏、醫師人力更缺的關山慈濟

醫院，以最簡單的方式度過醫師節，每

一位醫師都在線上忙碌，潘永謙院長走

到每個人面前，將慈濟醫療志業準備的

賀禮親手送到醫師們手上，醫師們開心

地接下，就回頭忙手上的工作；潘院長

將賀禮送給醫師們，看到大家的笑容，

也回到自己的崗位，認真工作來慶祝醫

師節了。
關山慈院潘永謙院長祝福每一位醫師節日快樂，

也藉機感恩大家的付出，由上而下：婦產科張

志芳醫師、風免科王文修醫師、神經外科楊震

醫師。攝影／陳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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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

往診傳承醫者心

醫師過節感恩團隊

大林慈濟醫院的醫師節，則是以往診

拉開序幕。十一月九日，大林慈院與雲嘉

南區人醫會近兩百人，分成廿四條路線出

發關懷，將醫療送到家。

走入鄉里  醫病救心

由賴寧生院長帶隊的路線，關懷對象為

重大傷病與慢性疾病的弱勢家庭。一位李

先生的乾癬非常嚴重，卻因付不起醫療費

用而不敢就醫，賴院長細心地和他說明，

乾癬只要經過藥物治療就會好轉，鼓勵李

先生要走出去，或是到環保站做志工，讓

生命更加寬廣、不再絕望。

另一條路線則來到嘉義縣六腳鄉的田

野間，整形外科許宏達醫師和太太顏淑英

洪亮的聲音，讓幽靜的老屋舍頓時熱鬧了

起來。黃先生年輕時因工作傷及脊椎而行

動不便，加上罹患硬皮症，導致關節僵硬

變形、四肢孿縮、肌肉腫痛，全身多處傷

口潰爛，多年來，獨居的黃先生用過各種

方法來結束自己的生命，不僅沒有成功，

反而讓身體越來越糟。直到三年前透過鄰

居提報，慈濟人醫會走進黃先生家中。

許醫師回想第一次往診時，未踏進家

門就聞到腐臭味，當時黃先生臉上毫無笑

容，除了問診時的應答，其他都不願多

談。由於傷口嚴重壞死發炎，醫師與志工

接力引導黃先生入院接受治療，然而每到

安排好的住院日，他總是藉故逃避，直到
大林慈院醫師們以往診慶祝醫師節。

攝影／上：林瑞茂、中：張竣彥、下：何姿儀

家醫科葉昌明醫師。

耳鼻喉科何旭爵主任。

整形外科許宏達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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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簡瑞騰副院長出馬，才說服了黃先

生，為了怕黃先生反悔，志工團隊立即接

手，安排送至大林慈院，接受許宏達醫師

手術治療。

「過去我活得很痛苦，一直想死，現

在我的生活有了希望。」在許醫師與人醫

會持續的往診照顧，黃先生不僅傷口不再

化膿，心靈的創傷也慢慢癒合，他也期待

自己將來能成為慈濟志工幫助別人。

用感恩心回饋  關懷法親不間斷

往診除了關懷慈濟照顧戶，長期為社

會付出的慈濟志工及眷屬，難免有年邁、

生病、需要被照顧之時，因此也是人醫會

往診長期關懷的對象。在志工的帶領下，

陳金城副院長與住院醫師何意如，前往嘉

義市區關懷法親，看到身有病痛的法親們

都有家人細心照料，不禁深感欣慰。

家住大雅路的江師兄，之前曾經中風，

也有高血壓、高血糖等問題，雖然能依靠

四腳助行器行走，但腳步仍不是很穩。陳

副院長叮嚀江師兄及家人，平時要多走路

運動，每天量血壓，按時吃藥，小心不要

跌倒，這樣就「可以呷百二！」

患有乳癌的林師姊，日前因左前臂上

端閉鎖性骨折到大林慈院開刀，因此陳副

院長才剛走進門就認出了師姊。陳副院長

替她量血壓後發現血壓偏高，因此再三提

醒家屬要多留意，同時細心地檢視師姊的

用藥情況，鼓勵師姊手傷好一點之後，要

再出來服務，這樣也有助於恢復健康。

「小時候，左鄰右舍若有人生病，常

會『叫醫生來』，往診在過去是很平常的

事。」陳副院長指出，現今各項疾病的檢

賴寧生院長（右二）帶著住院醫師走進張先生家中往診，指導也鼓勵他復健。攝影／江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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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多仰賴高科技儀器，轉變為病人習慣到

醫院就診，但其實透過醫師親自到病家訪

視、往診，不但能幫助醫師進行診斷與擬

定治療步驟，同時也找回過去的醫病關

係。因此，陳副院長這次也特別邀請何意

如醫師一起加入往診行列，中醫部也有四

位住院醫師響應參加，希望藉此讓年輕醫

師認識慈濟愛的醫療，撒播善的種子。

不只醫師過節  手作點心送幸福

醫師節前夕的十一日下午，院長室主

管帶著一群醫師們，與志工一起動手製作

三明治、奶酪與水果塔等點心，分送到護

理單位表達真誠的感恩，打造一場特別的

幸福下午茶活動。

賴寧生院長及陳金城副院長率領各科醫

師，分為五條動線將幸福送至全院。麻醉

科賴裕永主任回憶，醫院剛啟業時人力不

足，同仁都忙得沒時間休息、十分疲累。

有一次在會議室裡，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

長（時任院長）的夫人林媽媽準備了像這	

豐盛的食物慰勞大家，讓他看到之後大為

感動，不禁脫口而出「做到死也甘願了！」

雖然已過了十幾年，回想起當時的情景仍

歷歷在目，那分溫暖一直留在心頭。

看到送來的點心與下午茶，讓九 A病
房的護理長陳秀萍與其他護理人員興奮地

直說感恩，對於不是自己過節卻還可以拿

到禮物，感到十分驚喜。十 A病房專科
護理師彭靜尼覺得這裡的醫師真的都很

好，看到院長與夫人送來下午茶時，心中

真的很感動。

院長室主管、醫師、眷屬及志工一起製作點心，再分送至各護理單位表達感恩。攝影／張菊芬



人醫心傳2014.1246

白袍攜手耕福田特別報導
SPECIAL REPORT2

花蓮 　陪長者去看海

在醫師節的前幾天，十一月八日，是

國際放射師節，所以花蓮慈濟醫院決定

同步慶祝，慶祝的方式是「帶老人去看

海」。

十一月八日星期六，在高瑞和院長的

帶領下，五十五位醫師、護理、放射師

等同仁及志工，陪著榮民伯伯進行心靈

舒壓之旅，到七星潭吹海風，並參訪慈

濟靜思精舍。

陪長者看海  聽講古懷舊

七星潭距離花蓮縣榮譽國民之家只有

不到六公里、十分鐘的車程，但還是有

些榮民伯伯像八十四歲的曹伯伯一樣，

是第一次來到這裡。包括許文林副院長

在內的許多醫護人員，現場當起攝影師，

幫榮民伯伯們留下帥氣的身影。看見美

麗海景，曹伯伯不停地讚歎，「去過很

多海邊，有金門、馬祖甚至東沙群島，

但是這麼美的七星潭，還是頭一遭！」

花蓮慈院的醫師不只是醫師，還是熟

悉的好朋友！八十六歲的王伯伯原本是

心臟內科王志鴻副院長的病人，多年以

來的互動讓醫病關係早就昇華成朋友，

兩人自在地坐在海邊聊天，王伯伯開心

地說：「我們已經認識十多年囉。」

來到靜思精舍，五十多位榮民伯伯坐

在樹下聽德如師父介紹精舍的起源。今

年一百零三歲的高伯伯表示，好像回到

小時候的感覺，除了榮家安排的自強活

動，自己已經好幾年沒出門了。特別是

今天天氣很好，曬曬太陽吹吹海風，還

能聽精舍師父說故事，都讓高伯伯笑得

合不攏嘴。

影像醫學部黃麗娟組長表示，很開心

除了值班和出差的同仁以外，放假的同

仁都能來參加這次的活動，特別是有機

會讓實習學生學習到臨床醫療之外的人

文關懷。

花蓮慈院同步慶祝醫師節與放射師節，邀榮民

之家長者到七星潭一遊。攝影／陳安俞

來到靜思精舍，榮民伯伯回想起小時候的溫馨

時光。攝影／彭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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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榮民之家主任羅貽翔說道，雖然

會固定安排自強活動，但是榮民們習慣

的活動範圍就是榮民之家附近，很少會

走出戶外。有這麼多醫護團隊還有救護

車隨行，能讓大家無後顧之憂地享受美

麗的自然風景以及慈濟的人文，真的很

感謝花蓮慈院的用心陪伴。

加菜送賀禮　溫馨滿全院

十日上午，志工顏惠美、陳映伶以及

中區醫療志工楊鄭阿錦、周明麗等人，

帶著醫師節賀禮，由高院長、陳培榕副

院長以及陳星助主任祕書代表接受，再

將上人與志工們的這分祝福送到每一位

醫師手中。

醫師節當天一早，高院長即到總機室

進行廣播，祝福全院的大醫王；同時在同

心圓餐廳，來自臺中的醫療志工正忙著為

全院同仁的午餐「加菜」，烹煮麵線羹與

鹽酥杏鮑菇，共同分享醫師節的喜悅。

攝影／黃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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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吾愛吾家耕福田

感恩志工勤守護

十一月八日周六下午，風和日麗，臺

北慈濟醫院大門口人氣匯聚，有五十四

位醫師，共三百廿一位同仁與志工。「吾

愛吾家」，以清理院區環境的方式慶賀

即將到來的醫師節。

福田白袍心體驗

戴上手套，拿起清掃用具，院區處處

可見同仁和志工的身影，有人彎腰拔草，

有人撿拾落葉和枯枝。外科部楊緒棣主

任在草原上推著割草機，他把割草和手

術做了巧妙連結：「這跟我手術在開攝

護腺一樣，攝護腺要做到平才不會流血，

割草機也是要把草推到平，有異曲同工

之妙！」

來自菲律賓的芙蘿絲 (Flores, MA 
Fluorence)醫師，十月分到臺北慈院學
習，能與這麼多人一起整理環境，她感

到相當難得，「雖然平常是專業的醫師，

但脫下白袍也能成為愛護地球的一分

子。」

外科陳家輝醫師剛結束上午的門診

立刻來參加，「一聽到這個活動覺得

很高興，因為醫院就是我們的家，有

機會能幫家裡打掃，不僅能讓來院的

病人心情愉快，我們工作時也覺得輕

鬆自在。」眼科蔡明霖醫師拿著鐮刀

細心除草，他謙虛地說：「在醫院裡

許多人付出的比我更多，我只是盡自 醫師親奉點心感謝志工。攝影／范宇宏

臺北慈院醫師揮汗慶祝醫師節，圖為外科部楊

緒棣主任歡喜除草。攝影／洪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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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本分，也認識一下醫院美麗的環

境。」

感恩團隊與志工  醫師親挾菜

十日晚間舉辦的醫師節大會，邀請

全院醫師及受獎醫療志工代表，歡喜的

氛圍裡雙方互道感恩。「謝謝您！辛苦

了！」

趙有誠院長頒發年度優良醫師獎，

表揚過去一年表現優異的十三位醫師。

趙院長表示，「其實每一位大醫王都應

該要接受表揚，本次受獎的醫師是在過

去這段時間為臺北慈院醫療寫下新頁的

代表，例如李朝樹醫師締造首例活體腎

臟移植；高偉堯醫師與萬祥麟醫師完

成了首例親屬與非親屬間的幹細胞移

植……」

一般外科李朝樹醫師說：「這座獎項

其實是要頒給整個團隊的，我只是代表

領獎。因為如果沒有團隊的合和互協，

首例的活體腎臟移植無法如此順利，再

次感恩每一位同仁的幫忙。」血液腫瘤

科高偉堯主任也說出未來的期望：「希

望未來臺北慈院的移植團隊能夠成為患

者心目中的首選。」

在醫師的節日，不忘感謝志工的陪伴。

臺北慈院由醫師代表感恩卅三位大臺北

各區推薦的典範醫療志工，及七十四位

八十歲以上的長青醫療志工。其實為了

感謝醫療志工，臺北慈院趕在醫師大會

開幕前，精心準備了紅豆餅、刈包、糖

葫蘆與麵線，由醫師親自為志工服務，

志工們看見醫師的用心與謙卑，不禁大

聲說讚！

臺北慈院醫師們感恩醫療志工的守護與陪伴。攝影／蕭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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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

黑手清潔工  醫師百變心靈豐

簡守信院長為醫師節規劃了一系列的

慶祝活動，除了送醫師節賀禮外，有：醫

師扮黑手學修輪椅、送輪椅到病患家關

懷，再加上變身為病房清潔人員的體驗，

讓不少醫師們多了人生的第一次。

扮黑手修輪椅  親送病患家

十一月五日，工務室提供故障二手輪

椅，由醫師們扮演黑手向工務同仁學習整

修技術。簡院長及王人澍、許權振兩位副

院長於十日兵分三路，分別與林英超和邱

國樑醫師同行，把修好的輪椅送到有需要

的病患家中。

簡院長將輪椅送上住在八樓的病患家，

不只關懷病情，更親自坐上輪椅驗收，他

有信心給病患使用一定妥當。從醫近四十

年的許副院長，第一次體驗送輪椅到病患

家，感觸特別深。他關懷的那位阿嬤行動

不便，只能整天待在屋裡，有了輪椅就可

以出去透透氣，「能改善阿嬤的生活品

質，感覺特別有意義。」

學清潔專業  病房如福地

醫師節當天的病房清潔體驗活動，醫

師們脫下白袍，開始這項難得的任務。

高壓氧中心主任蔣岳夆與清潔大哥一

起在七 A病房工作，他們先從專師討論
室開始，椅子都先搬開再好好掃乾淨，每

個細節都沒有放過，虔敬的神情彷彿正在

清掃一塊福地。七 B病房裡跟著清潔阿
姨一起工作的是教學部副主任林忠義，兩

人協力清潔病房廁所時，阿姨說讓醫師刷

馬桶還真是不習慣，只好邊指導邊清潔洗

手檯。

內科部邱國樑主任與清潔大哥直接進

入八 B病房，邱主任認真詢問每道程序，
像畚起來的塵沙垃圾如何收納到垃圾袋等

等，發揮求證精神一一確認。陪伴的凃雅

薰護理長讚美，邱主任連縫隙都沒放過

呢！

復健科蔡森蔚主任在打掃中感覺「把

心裡的雜念也一起消掉了」；神經外科林

臺中慈院簡守信院長與醫師們向工務同仁學習

修理二手輪椅。攝影／曾秀英

左起：簡守信院

長、復健科蔡森

蔚主任、莊淑婷

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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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醫師感覺這個醫師節的慶祝方式「別

有一番風味」，平時忙碌的工作往往忽略

身邊的人，總認為自己是最忙的那個，動

手去清潔就知道其中的辛苦。王人澍副院

長與眼科林晉良醫師清理完污物間後，還

將慈院自製的饅頭送給清潔人員，感恩他

們的辛勞。

全程參與了每一項醫師節活動後，許權

振副院長說，從沒有想過還可以用這種方

式慶祝，肯定院長用心良苦的安排，「心

靈收獲確實是醫師節最佳的禮物。」

臺中慈院醫師們親自將修好的輪椅送到有需要

的病患家。攝影／上：葉玉敏、下：陳振華

醫師們化身清潔大哥有模有樣，在清掃病房的

同時感恩平日清潔同仁的努力。攝影／上：謝

明錦、中下：呂榮浩

內科邱國樑主任 ( 左 )、王人澍副

院長 ( 右 )

高壓氧中心蔣岳夆主任

神經外科林英超醫師

復健科蔡森蔚主任

品管中心林昌宏主任

(左)、許權振副院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