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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全球屈指可數的極重度極罕見疾病，

骨科專家陳英和名譽院長，

以醫者應該承擔的自我期許，

率領醫療團隊，謹慎嚴密、步步為營，

經過七次手術與持續復健治療，

十個月後的陳團治，

終能「腳踏實地」，

美夢成真……

罹患「先天性雙膝反曲」的陳團治，一出生雙腿自膝蓋開始就向前彎折，

二十六年來，雙腿呈現 L 型的她，只能用膝蓋後側的膝膕窩艱難跪行。

L 型女孩，夢想穿上裙子，站立走路。

L 型女孩，永遠笑容燦爛，面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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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的行醫生涯，頭一次看到

如此罕見的個案。」花蓮慈濟醫院名譽

院長、骨科部陳英和醫師第一次看到 L
型女孩陳團治時，驚訝不已。團治的雙

腿從膝蓋部位向前反轉呈現「Ｌ型」，

從小僅能以雙膝著地、勉強用膝膕窩行

走。陳英和立刻拜託遺傳諮詢中心的罕

見疾病專家朱紹盈醫師幫忙確認病症，

自己也連夜查閱中西醫學文獻，發現這

樣嚴重的個案極為罕見，全世界醫學文

獻上僅有兩例同程度患者的手術病案

報告，加上陳團治還伴隨有續發性的踝

關節馬蹄足變形，其嚴重度是他在行醫

生涯中第一次見到。

幸運的是團治罹患的疾病，可以確

診是「極重度先天性膝反曲」，但是

否有把握幫陳團治開刀矯正？陳英和

卻有些猶豫。他擔心病人無法承受矯

正手術的風險與複雜過程。但當他聽

到開朗的團治描述成長過程的艱辛，

陳院長以醫者的勇於承擔，接下了這

幾乎稱得上是「不可能的任務」。

來自大陸廈門的陳團治，生性樂觀，

笑容總是如光燦爛。但剛出生的她卻

讓母親在醫院哭紅了眼睛。趕來圍觀

且議論紛紛的人們，建議媽媽趕緊將

她包一包丟棄在山路上。媽媽與曾祖

母看著團治骨碌碌的黑眼珠，捨不得

丟棄，決心一家人好好養育她。

二○一三年十二月，在廈門市慈善

總會與慈濟志工跨海接力下，陳團治

首次來到臺灣花蓮慈濟醫院接受陳英

文／魏瑋廷、黃思齊、彭薇勻

陳團治與父親陳裕榮

在陳培榕副院長與志

工顏惠美師姊、張紀

雪師姊的陪伴下，抵

達花蓮慈濟醫院，準

備進行手術及治療。

攝影／黃思齊

從小到大，都必須透過手的

擺動帶動上半身才能前進，

非常的吃力與辛苦。圖為陳

團治在廈門的日常生活。（圖

／陳團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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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院長的詳盡檢查，並擬定三月到臺

灣正式接受手術治療。

為了協助這位世界罕見的個案，花

蓮慈院謹慎的制定了一連串的縝密醫

療計畫，手術前一天，更召開跨團隊

的醫療會議。由陳英和名譽院長、高

瑞和院長、許文林副院長、陳培榕副

院長、陳宗鷹副院長召集骨科部、麻

醉部、小兒部、護理部、復健科、社

服室、人文室、公傳室，透過各項影

像報告進行討論，確定手術治療與後

續醫療計畫的各項細節。

開朗少女心堅強  勇敢求職結善緣

　
陳團治說起自己剛出生時，就雙腿

畸形。雙腳直接搭在肩膀上呈 V形，
雖然成長過程中，雙腳能慢慢垂放下

去，但還是站不直，從 V形變成 L形，
走路時只能用膝蓋後側的膝膕窩著地

前進。出生後不久，父母帶著她到當

地醫院檢查，當時醫師說明年紀太小，

接受手術的風險太大，長大後再評估

看看；到了十歲再次就醫時，醫生卻

說，孩子太大，已經無法醫治。這樣

的結果令家人都非常失望，再加上家

中原本就有經濟壓力，他們逐漸放棄

了治療的念頭。

由於父母不放心這樣的女兒獨自

上學，就讓她推延一年，和小她一歲

的妹妹同時入學，從小學到初中，都

是妹妹負責照顧，她眼眶紅紅的說：

「妹妹對我的好，我永遠銘記於心，

因為感覺欠妹妹的太多了，因為我，

她沒有機會和其他同學一起去玩，沒

有機會去做其他事情，只能守在我身

邊……。」

雖然害怕眾人奇怪的眼光，陳團治

依然拖著 L形的身體堅持讀完初中，
在她的生命中，備受老師及同學幫助，

一路上又有許多人關懷協助，她滿是

陳英和院長為確認陳團治

最新的雙腿骨骼狀況，自

己嘗試雙膝跪在地上，為

團治設想最適合的檢查姿

勢。攝影／魏瑋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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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電腦斷層檢查 (CT)、Ｘ光

照影檢查以及骨質密度檢測等

檢查後，陳英和院長與復健科

梁忠詔主任、小兒科朱紹盈醫

師以及陳培榕副院長隨後來到

病房，向陳團治及其家人說明

檢查結果與未來進行手術的方

向。攝影／彭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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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謝謝我的父母沒有因為我的

病而放棄我，反而用更多的愛來扶養

我長大！謝謝大家給我的鼓勵，我希

望將愛傳遞下去，另外也希望鍛鍊自

己的社交能力，開闊視野，接觸更多

的人和事。」

但因為她勇敢，遠離家門求職獨立；

因為她善良，工作之餘加入志願者服

務。終於被當地領導發現，讓她認識

了廈門市政協潘世建副主席，接著，

認識了慈濟。

因為嚴重僵直性脊椎炎導致身體彎

曲兩百度，而從廈門來到臺灣治療的

楊曉東，經過花蓮慈濟醫院將近半年

的醫治，終於可以抬頭挺胸「走」回

家，他的手術成功傳遍全廈門。二○

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慈濟志工與花

蓮慈院骨科劉冠麟醫師陪伴楊曉東回

到廈門時，潘副主席特別邀約醫療團

隊到陳團治家中關懷。劉醫師發現陳

團治僅有的檢查報告是八年前所做，

為了取得最新的醫療影像，建議她前

往花蓮慈院進行檢查。

在募集當地鄉親的愛心資助後，同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陳團治在家人及

廈門慈濟志工的陪伴下，來到花蓮慈

院。經過聯合會診並完成一系列檢查

之後，陳英和院長說明「先天性雙膝

反曲」雖然罕見，但醫療團隊會竭盡

所能進行治療，同時也詳細解說治療

方針。

想起童年時求醫不得的困境，陳團

治聽到陳院長的說明，感覺就像一道

希望之光照亮陰鬱的夜空，高興到要

流淚：「雖然不知道手術後會怎麼樣，

但是我真的很想站起來，因為我還有

很多夢想希望去完成啊！」

醫療計畫量身訂  切骨矯正全麻醉

二○一四年三月十二日上午，陳英

和院長為陳團治擬定的首次「右膝切

骨矯正手術」劃下了第一刀。由於之

前完全沒有先例可供參考，陳院長在

術前經過多次模擬，還依照陳團治的

骨頭尺寸，繪製出一比一原始比例的

手術計畫圖，讓醫療團隊更清楚手術

的每個步驟。「因為對骨科醫師來說，

可以畫得出來的，應該就可以做手

術。」陳院長補充。

「切骨、扳正、放鋼板」是切骨矯

正的三大步驟，手術分為兩個階段，

首先從大腿骨進行「閉鎖式」切骨矯

正，切出約四公分長的三角形骨頭後，

扳動大腿骨與小腿骨段，得到八十度

的矯正量；第二步進行「開放式」切

骨矯正，再得到五十度的矯正量，最

後再將切下的骨段打碎，置入矯正的

缺口。兩步驟共可得到一百三十度的

矯正量，也就是將原先的彎曲完全矯

正，團治的右腿也一改原本的「Ｌ」

型，可完全地打平伸直。

手術過程中，由陳宗鷹副院長帶領

的麻醉團隊全程監測團治的生理狀況。

陳副院長表示，考量到團治需要保持

清醒，以評估腿部術後功能是否正

常，所以麻醉團隊使用「標靶輸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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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麻醉」，藉由「空針微量輸液幫浦」

準確控制麻醉藥劑量；與一般「吸入

性麻醉劑」不同的是，全靜脈麻醉劑

會讓病人感覺就像「睡了一場舒服的

覺」，能較快回復意識，也能減少清

醒時的躁動。

第一次的手術歷時三個小時完成，

確實如預期的做到一百三十度的切骨

矯正。陳英和院長也隨即以細針扎在

團治的右腳大拇趾，觀察到血珠冒出

的狀況，確定了術後血液循環是維持

正常沒有受影響的。緊接著就是醫療

團隊最擔心的腿部神經狀況。陳英和

院長說，由於團治的腿部神經與血管

長久處於變形狀態，手術中的任何一

個扳動等細微動作都有可能造成影響，

所以必須讓她在開刀房就恢復意識，

以便即時確認術後的神經狀態。

等待團治清醒的二十分鐘裡，開刀

房內鴉雀無聲，直到陳宗鷹副院長輕

聲說：「團治醒了！」陳院長趕緊進

行神經狀態測試。

「動了，動了，團治的腳趾頭會動

了！」陳院長指著團治有反應的腳趾

頭開心地說，全體醫療人員頓時如釋

重負，笑逐顏開。

接著劉冠麟醫師用「血流器」監測

右腿的血液循環，再次確認團治的右

腿功能血行正常，讓團治第一次的手

術圓滿成功。

「團治的腿真的變直了！陳院長，

真的謝謝你！」

不停在手術室外祈禱的媽媽蘇選，

看到女兒的右腿已經打直，立刻眼眶

泛紅，雙手合十向陳英和院長說感恩。

志工顏惠美帶來親手熬煮的紅豆湯轉

交給媽媽，一路陪伴團治的廈門志工

柯春霞，也主動提出當天晚上願意住

在病房，陪伴度過手術後最辛苦的恢

復期。

雙膝終於伸直  一償平躺宿願

第一次手術後隔天，團治忙不迭地

拿出手機自拍，立即將珍貴圖像分享

好友。而在完成第一次手術之後，復

健科物理治療師徐佳俐已開始為陳團

治規劃了一系列包括肌肉訓練、鬆筋

等的復健計畫。術後第五天，陳團治

首次離開病床，坐上特製輪椅。「右

腿能伸直，感覺好舒服喔！」看著已

經完全打直的右腿，讓她開心不已，

趕緊拉著媽媽和志工柯春霞走出病房，

到戶外擁抱花蓮的暖陽。

第二次手術在三月二十二日進行，

開刀的部位是左膝。雖然已有前一次

的經驗，醫療團隊仍不敢大意，小心

地按照切骨矯正的三步驟依序進行。

由於左膝變形比右膝嚴重，這次矯正

目標是一百六十度，但因為矯正量過

大，陳院長基於身體組織對抗力對矯

正的阻擋和神經血管安全性的考量，

認定矯正不宜一次到位，應分次完成

才能確保手術效能和安全。最後這次

手術同樣矯正了一百三十度的變形量，

已得到八成的矯正，而且左腿神經、

血管功能術後均正常，團治的「左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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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英和院長 ( 左二 )

帶領劉冠麟醫師 ( 右

二 )、黃健源醫師 ( 左

一 ) 等醫療團隊為陳

團治執行第一次手

術。攝影／魏瑋廷

麻醉部主任陳宗鷹副院長 (右一 ) 帶領鄭偉君醫師 (右二 ) 等麻醉團隊為陳團治麻醉後，用儀

器確定氣管沒有受到壓迫。攝影／魏瑋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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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骨矯正」的第一次手術順利完成。

兩個星期後，四月四日，團治接受

了他的第三次也是左膝的第二次手術，

陳院長要繼續完成左膝剩餘的三十度

矯正。由於手術部位的軟組織如肌肉

和韌帶已經經歷過兩個星期的適應，

這次手術當中很輕易的就可以再扳

出額外的三十度，而達到總共矯正

一百六十度的目標。

問起團治現在跟接受手術之前的感

覺有什麼不同，團治很開心地表示，

「當然很不一樣，因為我現在可以躺

著睡覺，享受棉被蓋到胸口的感覺，

也可以翻身，感受趴著的感覺！」

院長擬真術後步態

努力復健步步踏實

四月九日是陳團治的二十六歲生日，

志工特地製作了專屬的「繽紛手作生

日蛋糕」，加上院長室主管、護理、

復健、行政團隊等超過三十人的溫馨

祝福，讓從沒與這麼多人慶祝生日的

陳團治驚喜又感動。

她說，二○○八年，因為小叔教她

使用電腦，透過網路打開了視野；二

○一三年，她認識了慈濟人，更於二

○一四年來到臺灣接受花蓮慈院醫護

團隊的治療，讓她開拓不一樣的人生。

二十六歲，是她生命的轉捩點，也

是重生之年！

早在手術之前，陳院長就向團治提

到手術後她可能會有的走路型態。由

於預期膝關節和踝關節在手術之後僅

具有正常人關節約三分之一的活動量，

陳院長提醒團治，這樣的關節無法讓

她回復到像正常人的走路型態。為了

讓團治對此能有更具體的了解，在第

四次手術之前，陳英和院長特地穿上

「氣動式踝護具」以及「絞鍊式膝護

具」，借助護具的固定性，來模擬團

經過兩次手術與努力復健，團治的右、左腿除了可伸直，皆可向上九十度伸展。攝影／魏瑋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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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術後雙膝和踝關節的走路方式，並

親自向團治示範將來如何行走、爬樓

梯。在此同時，陳院長也出了新功課

給團治，要她開始練習走路。這時候

團治膝關節已經可以打直，雖然踝關

節仍未處理，不能真正踏地站立，但

是已經可以開始練習直立下肢時髖和

膝關節的肌肉用力和神經感覺。練習

走路，並不須等到所有手術都完成時。

事實上，分秒不空過，團治留臺時間

有限而可貴，復健治療早已無時無刻

不在進行。

「踏、踢！踏、踢！」在物理治療

師佳俐的專業復健指導下，陳團治坐

上升降式步行訓練機，就像是正在學

步的孩子一般，艱辛地踏出每個步伐。

來來回回不停練習，不喊痛也不喊累，

她一心只想著「認真復健，然後快快

可以走路回家！」

第二階段手術

矯正腳踝馬蹄足變形

手術療程進入第二階段――踝關節

的矯正。

正常人站立走路時腳板是平貼地面

的，團治的馬蹄足變形卻讓腳板下垂

陳英和院長親自穿

上踝護具模擬團治

術後雙腿打直的走

路方式。攝影／魏

瑋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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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度，如果沒有矯正，根本不可能

站立走路。

四月三十日與五月十四日，陳院長

為團治進行第四次與第五次手術，分別

針對腳踝的「馬蹄足變形」，完成右踝

與左踝關節的手術矯正。陳院長表示，

困難點在於要讓腳底板由垂直地面變成

平貼地面，需要做大角度的切骨，韌帶

的延長，這些都是複雜而極具風險的手

術，特別是會不會發生皮膚壞死，傷口

潰爛的併發症都令人擔心。

踝關節手術另一麻煩之處是術後需

要石膏固定，而且需時二到三個月。

第四次手術由劉冠麟、朱崇華醫

師全程扶著團治的右腿，因為在

執行「閉鎖式切骨矯正術」時，

讓病人正躺是最佳姿勢，所以接

著進行「跟腱延長術」時，就必

須一直將病人整支腳舉在半空

中。攝影／魏瑋廷

陳院長在每一次手術過程中一定謹慎地一再比

照X光報告。攝影／魏瑋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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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穿著石膏時也可以站立和走路，

但是總會平添不便和不適。況且一旦

拆掉石膏，沒有石膏保護的腳究竟能

不能使用也在未定之數。

所幸手術皆能順利完成，術後包上

了石膏的腳也能開始練習站立步行，

歷經五次大手術，原本雙膝反曲以及

踝關節變形的陳團治，雙腿與腳掌已

可完全伸直打平，積極復健和練習是

接下來的重點。

雙腿完全伸直　腳踏實地成真

七月一日，對陳團治來說是個大日

子，在陳英和院長所帶領的醫療團隊

執行的五次手術後，藉由「升降式步

行訓練機」訓練走路功能長達一個月，

終於能夠僅在「四腳拐」助行器的輔

助下，跨出了珍貴的第一步。陳團治

開心的說：「這也是我出生以來，第

一次雙腳踏地，腳底板碰到地面的感

覺，就像做夢一樣。」

「團治能夠自己用『四腳拐』走路

了！」「團治加油！」雙手撐著「四

腳拐」助行器，團治緩緩地移動步伐，

朝著陳院長的方向前進。步伐雖小，

卻步步堅定，短短的兩公尺，對患有

「先天性雙膝反曲」的陳團治而言，

是了不起的一大步；在她身後的復健

科物理治療師徐佳俐更是亦步亦趨，

用身體保護著她，不讓陳團治受到任

何一點傷害。

每次總是面露擔憂看著女兒復健的

媽媽蘇選，終於露出難得的笑容，直

說：「看到團治一天比一天進步，現

在還能自己走路，真的很開心！」

「團治的這一步，對醫療團隊是鼓

勵也是挑戰！」陳英和院長表示，陳

團治的進步，是醫療團隊共同的目標，

由於陳團治的雙腳高度不一，練習站立

時有落差，骨科部劉冠麟醫師脫下自己

的鞋子讓她嘗試墊腳。攝影／魏瑋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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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後續仍有很大的挑戰要克服。而陳

團治除了表達堅持復健的決心，還說

希望不久後爸爸來看她時，她要站起

來走路迎接爸爸！

一百多天等待 思念換來奇蹟

「往上翹、往下踩。」

「有！有！肌肉會動，我有感覺到，

好棒！」

七月八日，花蓮慈院骨科部陳英和

名譽院長利用手術空檔，來到罹患「先

天性雙膝反曲」的廈門個案陳團治的

病房，為團治拆除右腿的石膏。

右腿沒了石膏的束縛，陳團治俏皮

的將腳抬上抬下的說：「拆完石膏後，

感覺腳好輕喔！」陳院長也幽默的回

應：「這樣妳就可以練輕功囉！」親

切的醫病對話，讓病房頓時充滿歡樂

的笑聲。

已經四個月沒見到女兒的爸爸陳裕

榮，從廈門來到花蓮慈院時，喜悅的

心情全寫在臉上。陳團治也迫不急待

地展現長久復健的成效。爸爸陳裕榮

蹲下身、仔細地用雙手摸摸團治的腳

趾頭與雙腿。「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

眼睛，奇蹟真的發生了！」

陳裕榮說，回想以前沒有人願意治

療團治時所帶來的失望，相較於現在

的感動完全不同，因為團治在這樣的

妙手妙醫治療下，不但雙腿能打直、

還能自己慢慢走路，雖然每天透過電

話都能知道最新的治療情形，但是親

眼看到治療後的成果，內心的衝擊更

加深刻。

在陳院長的攙扶下，陳團治進行

第一次練習站立。攝影／魏瑋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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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與七次手術  補強右膝與右踝

團治雙膝和雙踝四個關節的手術都

是複雜而矯正量很大的手術，這樣的

手術常常出現手術臺上認為是已達足

量的矯正，等到術後開始真正站立步

行時，矯正卻還是不夠的情形。團治

的右膝和右踝就出現這種狀況。

當團治做完五次手術，自己都能用

「四腳拐」步行數十公尺，大家都在

替團治的進步高興時，陳院長卻思考

是否要為右膝和右踝進行補強手術。

他從團治的動作中觀察到前述兩個部

位的矯正量都還有所不足，如果不再

處理，即使團治還能繼續進步到終能

站立步行，但是不會有最理想的成績。

或者說，團治的每個關節即使開完刀

後功能上都還差正常關節一段距離，

斷不可能再受到旁邊條件更差的關節

拖累，故四個關節都必須調整到可能

的最佳狀態，才會有整體的好成果。

再度手術的決定提出時，團治毫不

猶豫的點頭答應了，即使她知道還要

再重新經歷手術過程，包石膏的不便

等。這樣的懂事和體諒也讓陳院長感

恩和不捨。

八月十九日第六次手術，將右膝再

微調三十度，改善右膝關節緊度，增

強站立時的腿部力量，與步行時增加

關節活動度。

九月三日第七次手術，同時也是最

後一次的手術，矯正右踝關節剩餘的

三十度，強化足底貼平地面的程度，

將治療計畫做到最完美。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花蓮慈院醫療團隊於臺北舉辦歡送陳團治記者會，左起：醫務祕書李

毅、陳英和名譽院長、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陳團治、高瑞和院長、志工顏惠美、許文林副

院長、陳玉娟護理長、主任祕書陳星助、團治媽媽蘇選以及物理治療師徐佳俐。攝影／吳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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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次手術終完成  院長送鞋助復健

十個月的治療期，陳英和院長所帶

領的醫療團隊，以創新方式結合「閉

鎖式切骨矯正」和「開放式切骨矯正」

的手術，陸續治療陳團治的雙膝、雙

踝等四個關節。雙膝切骨矯正手術，

讓兩側膝部各自得到一百六十度的矯

正量；踝關節則是施行切骨矯正手術、

跟腱Z形延長術及異體肌腱移植補強，
讓雙腿踝關節也都獲得九十度的改善。

其中「異體肌腱移植」要感恩器官捐

贈者，因為他無私捐贈的肌腱組織，

經由移植手術，補強了團治細若游絲

的肌腱。

分階段進行的七次手術，不僅保

有陳團治的關節活動度也成功保有肢

體最佳長度，讓原先雙膝反曲身高只

有九十三公分的陳團治，術後成長為

一百二十八公分。從步行訓練機到四

腳拐，陳團治已經能靠自己的力量獨

自站立，並且使用腋下拐走路，「超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二日，陳團治終於回到闊別十個多月

的廈門，許多親朋好友都熱淚盈眶的迎接她回家。圖為花

蓮慈院許文林副院長、骨科部劉冠麟醫師一起牽著團治的

手走向特別為她舉辦的慶生會場。攝影／游繡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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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進度讓陳英和院長露出滿意的

微笑。

陳院長說，團治的一系列手術治療

暫告一個段落，接下來就是密集的復

健訓練。由於二十六年來腿部的變形

影響生長發育，造成兩腿的長度落差，

左腿較右腿短約二公分，需要透過鞋

子等輔具調整，才能順利學習站立與

行走，而團治所需的鞋子材質與高度，

只有院長本人最清楚，所以他親自去

挑選合適的鞋子。

考量團治是女孩子，貼心的陳院長

用「爸爸心」選了小女孩會喜歡的小

熊、愛心圖示的仿高跟鞋腿，讓團治

愛不釋手，開心地將鞋子抱在懷中不

停的跟陳院長道感恩。「穿上『院長

爸爸』幫我買的鞋子，真的好開心！」

「院長大熱天還來回奔波買鞋，額頭

上都流汗了，只為了能讓我更順利的

復健，超感動！」

裙擺飄飄圓夢  長高「走」回廈門

經過十個月的醫療計畫，醫療團隊

精湛高水平的醫療技術，不僅讓陳團

治可以「腳踏實地」邁步向前，更反

轉了她的人生！

每個孩子跨出的第一步，有父母牽

著；團治站立跨出的第一步，則有花

蓮慈院醫療團隊陪伴著！要用二十六

年來從未使用過的腿部肌肉來練走，

其中的疼痛可想而知，團治總是咬牙

撐著，眼淚含著，也絕不偷懶。每天

早上在物理治療師徐佳俐的指導下，

練習不同的復健項目，下午團治再自

行複習，一天下來，有時會做到三次

以上的復健，即使練到雙腿發紅、發

黑，團治仍是笑笑地說，「沒關係，

練完再冰敷就好，能多走一步，我就

要多走。痛才會進步，進步了我才能

快快走路回家！」

手術是艱難的，復健也是艱難的，

但是陳團治生性樂觀，笑容更是如光

燦爛，她用堅定而感激的心情，積極

復健，如今，她終於如願站起來了，

身高由原本的九十三公分，增高到

一百二十八公分，步伐也越來越穩健。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日上午，醫療

團隊特別在病房討論室舉辦簡單溫馨

的歡送會，現場備著一份份護理師手

做的髮夾、紀念照片冊、卡片、圍巾，

還有保護雙腳皮膚的乳液、凱蒂貓造

型蛋糕，這是醫療團隊要傳遞給團治

的祝福；如願穿上裙子的團治，也

一一道謝並送上感恩卡給每一位關心

照顧她的人。二十二日上午，在花蓮

慈院醫療團隊與慈濟志工陪伴，團治

帶著滿滿的祝福與不捨，啟程返回廈

門。

雖然醫療團隊預估團治回家後，以

新的「人身」高度，行住坐臥等的環

境適應，在在都是挑戰；但就像團治

用燦爛笑容融化每一個人一樣，她一

定可以用那從未冷卻的生命熱度去熔

解每一次艱難的考驗，揮灑出更耀眼

的生命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