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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梯領隊王志鴻副院長（右二）和慈濟志工到杜利克爾

醫院探望芊迪，並向其家人說明病況。攝影／莊慧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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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叫做芊迪 (Chandeawori Gaiju)的
女子側躺在草蓆上，身上披著薄薄的毯

子，蒼蠅飛飛停停，空氣裡飄散著微微

的臭味。鄭順賢醫師一翻開毯子，濃重

的臭味撲鼻而來，更讓人震驚的是，她

身上大大小小的褥瘡將原本就細瘦的身

體吃成好幾個大凹洞。

「如果沒有及時處理，細菌會往血液

裡面跑，可能形成敗血症。」鄭順賢醫

師憂心忡忡，當梯（第三梯）領隊張耀

仁副院長與眾人商議後，原本兵分三路

進行義診的醫療團，決定撥出一組人來

為芊迪進行傷口清創。

那是二○一五年五月七日，本來和其

他人共用帳棚的芊迪一家人，向慈濟志

工懇求支援一頂帳棚，因為芊迪的病況

愈來愈嚴重，臭味令旁人退避三舍。醫

療團一聽到有人生病，立刻跟著來到曼

索里 (Maheswori)帳棚區了解情況，卻
發現了芊迪如此嚴重的病況。

處境堪憐　醫療團協力照護傷口

三十二歲的芊迪，從小因為腦水腫，

造成腦部萎縮、四肢變形，下半身也逐

漸癱瘓，地震讓他們失去家，經濟更困

難，雖然曾被送到醫院，因為沒有錢付

醫藥費，又被送回帳棚。從頭到腳，芊

迪的皮膚上許多傷口已形成深可見骨的

褥瘡，再加上嚴重營養不良、末梢水腫、

身體瘦削嬌小，讓人誤以為是個只有十

來歲的女孩。照顧她的姊姊說，這一星

期已經有兩次急救了，也因臭味過於濃

烈，同住在帳棚裡的人紛紛走避。

大家非常心疼芊迪的處境，既要儘

快清創，又必須輕手輕腳，要忍耐腐肉

的臭味，又要揮手趕蒼蠅……，鄭醫師

與葉光庭醫師先將小傷口上藥，並輕輕

跟芊迪說要換紗布了，可是紗布才一拉

起，芊迪就疼痛的叫著，鄭醫師馬上抱

歉的說：「sorry！ sorry！」葉添浩醫
師在一旁補位負責準備醫藥材，張耀仁

副院長則處理大傷口的清創，先剪去發

黑的表層爛肉後，葉光庭醫師趕緊接手

上藥。

有的協助翻身、有的清除壞死的組

織、有的上藥……，這期間絲毫不能停

頓，因為蒼蠅漫飛在四周，凡是手上一

空下來的人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不停的

驅趕蒼蠅，才能順利處理傷口；待十多

個小傷口及大褥瘡都處理好，已經一個

多小時了。

完成初步清創後，藥師蔡佩珊依照醫

師囑咐，準備抗生素藥方，並透過自己

製作的解說藥卡，向芊迪的姊姊說明用

藥方式。

醫療賑災團細心的舉動，看在尼泊爾

當地醫師尼爾蒂斯 (Niraesh Shakya)眼
裡非常感動，他表示：「當我第一次接

觸慈濟，以為是一個小團體，接觸之

後，發現慈濟不只義診，還從不同層面

在幫助災民，實在是個很大的團體。」

三十一歲的他，能說簡單中文，當地震

發生過後，就全力投入救災行列，當慈

濟踏上尼泊爾時，他一路協助尋找義診

地點；慈濟要成立行動醫療站時，他也

結合當地民眾、醫療組織來一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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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更大的關懷面，是慈濟在尼泊爾義

診時的最有力推手。

曼索里帳棚區

設立第二定點醫療站

隔天，醫療團再度前往曼索里帳棚

區探望芊迪時，發現原本在此設立醫療

站的西班牙救援團隊已經撤站，為了維

持此區的醫療協助，醫療團成員評估之

後，決定在此設立定點醫療站，繼續為

災民服務。從第一梯慈濟賑災醫療團在

巴塔普 (Bhaktapur)當地健康照護中心設
立定點醫療站後，接著是無數的行動義

診，曼索里帳棚區則是第二個設立的定

點醫療站。

頂著大太陽，大家趕忙搭建醫療站的

帳棚，當專精於神經外科及整型外科的

陳子勇、葉添浩兩位醫師，正大汗淋漓

地將帳棚的繩索敲打固定於地面時，不

約而同地想到脊椎手術用的椎弓釘，兩

個人都笑了起來。

陳子勇醫師正賣力整理帳棚，回頭時

發現一位七十歲老奶奶抱著三歲的孫子

站在他身後。他們本想來看醫生，卻發

現原本的醫療站已經不在了，她不知道

該怎麼辦，看到身穿藍衣白褲的慈濟志

工們在這裡忙忙碌碌，就抱著一絲希望

等候，沒想到眼前這位整理帳棚的志工

正是醫生。

仔細地問診後，陳醫師發現老奶奶和

芊迪的病況令人憂心，賑

災醫療團立刻組成醫療

小組進行換藥及清創。左

起：葉光庭醫師、葉添浩

醫師、鄭順賢醫師、張耀

仁副院長。攝影／張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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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瑋瑋(左二)和

志工夥伴們一起

到街頭宣導骨髓

捐贈驗血活動。

孫子都是感冒，因支氣管發炎而有氣喘

的現象，此時邱國樑醫師也過來關懷，

幫忙抱起三歲的娃兒去慈濟醫療站領

藥，小娃兒發著燒，太陽愈來愈炙熱，

邱醫師脫下自己的白帽給他戴著，小娃

兒好像舒服了點，趴在他的胸膛上撒嬌

地玩起邱醫師的手指頭，而原本一直愁

眉苦臉的老奶奶，經過治療也好多了。

醫療站才剛設立好，等待看診的民眾

已經大排長龍，桌椅不夠，醫生們把塑

膠椅讓給病患坐，幾塊撿來的磚頭疊起

來，再鋪上一片薄木板，就是醫生的座

位。剛「開幕」的這天，就有一百三十

多位病患來看診，連病歷紙都不夠用

了，涂炳旭和郭瑞敏兩位護理師一直站

著協助配藥，根本沒空坐下來喘口氣。

另一組醫療人員，則由葉添浩、陳子

設立在曼索里帳棚的醫療站，

每天都有相當多民眾來看診。

攝影／簡淑絲

為了幫一名十歲小朋友處理腳上傷口，蔣岳夆醫

師不怕髒，直接坐在泥土地上進行縫合。攝影／

張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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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馮寶興、尼爾蒂斯四位醫師組成，

繼續為芊迪的褥瘡做清創，由於傷口太

大，需要使用非常多的紗布、棉棒、生

理食鹽水等，這時塑膠糖果罐就派上用

場了；原來，護理師涂炳旭看到別的醫

療站撤除後，卻留下了許多醫療廢棄

物，認為這樣太危險，剛好看到志工廖

羚君正將一罐罐糖果倒進提袋裡，準備

做為家訪時和民眾結緣，就立刻將糖果

罐回收再利用，拿來收集醫療廢棄物。

涂炳旭謹慎的說：「醫療廢棄物隨意

丟棄，不但會污染環境，使用過的針頭

可能也會使人受傷，一定要小心處理。」

無懼大雨滂沱奔走

福慧床成保命床

五月九日這天，天空飄來幾朵低沉的

烏雲，空氣中充滿水氣的味道，曼索里

帳棚區醫療站前的病患已排成長長的隊

伍等待看診，醫護人員忙得不開交。等

看診告一段落，陳子勇醫師和涂炳旭、

郭瑞敏三人隨即去探望芊迪，繼續第三

天的傷口清創。

正當大家專注在處理傷口時，大雨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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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間傾盆而下，雨水順著風勢灑進了帳

棚裡，三人急著加快清創速度，沒想到

雨水灌進帳棚的速度更快，才幾分鐘，

到處是一灘灘的小水漥，因為沒有可使

用的工具，居民徒手試著將水舀出帳棚

外，有人甚至用拖鞋將水推出去，卻都

無法抵擋迅速漫延的水勢，眼看就要淹

到芊迪躺著的地方。

陳子勇醫師著急萬分，芊迪身上的

褥瘡幾乎深可見骨，一碰就痛，不能抱

在手上，但萬一又泡到水，傷口被感染

該怎麼辨？此時涂炳旭二話不說，不懼

滂沱大雨直接衝向另一處帳棚想拿福慧

床，卻因為地上泥濘而半途滑倒，儘管

渾身溼透又髒兮兮，他依然立刻站起

來，繼續在雨中奔跑，等他將福慧床拿

回帳棚，大家趕緊將芊迪連人帶毯子

抬起移到福慧床上後，才終於鬆了一口

氣。

芊迪一直睜大眼睛看著大家，陳子勇

醫師幫她蓋上蚊帳，安慰她不要害怕，

同時也不禁感慨地說：「這福慧床對一

般人來說可以坐著，或是急救時讓病人

躺一下，可是現在這個節骨眼，福慧床

反而成了這個女孩的保命床。」

（左圖）午後突如其來的傾盆大雨，導致帳棚區淹水，護理長涂炳旭為了拿取福慧床，不小心在雨中

摔了一跤，跌得半身泥濘。（右圖）大家合力將芊迪抬起安置在福慧床上。攝影／莊慧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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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區病床位難求　費心再尋醫院

連續多日的關懷和清創，進入帳棚

後，已聞不到傷口散發的臭味了，只是

當醫師翻動芊迪的身體，碰到傷口時，

她仍然虛弱的輕叫著：「No！」知道她
的疼痛，醫療團更加謹慎細心！每天都

關心傷口癒合情況的陳子勇醫師說：「傷

口本來已經深到見骨，只剩三分之一的

肌肉了，我們這幾天辛勤換藥，情況好

多了。」

其實芊迪的狀況依然非常令人擔憂，

光靠換藥無法真正好轉，必須送到醫院

接受更完善的照護，可是災區所有的醫

院都滿床，大家雖然焦急，卻也無計可

施。有一天，芊迪突然高燒不止，賴俊

良副院長和尼爾蒂斯醫師在多方連繫奔

走之下，終於找到加德滿都大學附屬

醫院杜利克爾醫院 (Dhulikhel Hospital-
Kathmandu University Hospital)願意挪出
病床救治芊迪。

雖然只能暫時安置在急診，但聽到這

樣的好消息，大家就放心多了。賴俊良

副院長和鄭順賢醫師及志工們，一路陪

伴芊迪到醫院，協助處理後續事項。

當第四梯賑災醫療團到達尼泊爾，

接續關懷芊迪，領隊花蓮慈濟醫院王志

鴻副院長更親自到醫院探望。但是她的

姊姊強烈表示要帶芊迪回家，語氣急躁

的說：「情況並沒有好轉，我們在急診

室待了好多天，我還有兩歲的女兒要照

顧，沒有辦法再繼續這樣下去。」

王副院長好言相勸：「褥瘡需要花很

多的時間治療，要有耐心，醫療費完全

醫療團成員一有時間，就會輪流探望芊迪。圖為林英超醫師到帳棚裡關心芊迪狀況。攝影／李美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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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擔心，我們也已經連絡了一家整形

醫院，等有病床了就會轉過去。」不論

怎麼解釋，姊姊都執意要帶芊迪回家，

直到主治醫師親自說明，姊姊才無奈地

嘆了一口氣，不再堅持。

知道這家人的處境艱難，顯然已有

放棄的打算，王副院長心裡覺得十分難

過。

終究，因醫院滿床和家屬陪伴困難的

關係，芊迪被送回曼索里帳棚區，傷口

又發生潰爛的情況，時不時吸引蒼蠅隨

時飛繞；醫療團一方面繼續尋找合適且

有床位的醫院，一方面也保持探視及換

藥。

一度病危	和時間賽跑不怕路巔簸

五月三十一日這天，醫療團接獲尼爾

蒂斯醫師的電話通知，告知已有病床的

好消息，大家趕緊前往帳棚區協助將芊

迪送往醫院。在等待救護車時，李曉卿

醫師卻發現芊迪全身已經感染細菌，氣

息非常微弱，任誰叫她都沒有反應，情

況非常緊急，大家合力小心翼翼地將她

送上救護車，一路陪伴照護，歷經一個

多小時的車程，才來到位於山谷中的這

家蘇希瑪‧寇瑞拉紀念醫院（Sushma 
Koirala Memorial Hospital）。
經過醫療評估，芊迪的情況很不樂

觀，同時因為血紅素過低，要到血液中

心買血才能進行手術。眼看時間不多，

李曉卿醫師和吳惠慎護理長趕緊驅車前

往血液中心買血。吳惠慎護理長說：「山

路很崎嶇難走，我們上車後隨著車子搖

搖晃晃近兩小時才到達血液中心，往返

路途遙遠又巔簸，卻澆不熄眾人想努力

搶救芊迪的心。」

賴俊良副院長（右一）、鄭順賢醫師一路陪伴芊迪到杜利克爾醫院，並關心治療情形。攝影／張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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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波折甚多，等到芊迪從治療室被

送到病房後，突然睜開雙眼，變得很有

精神，而且對大家露出安心的微笑。陪

同前來的姊姊、嫂嫂無不驚訝和感動，

「本來以為她活不了了，這真的是奇

蹟。」她們開始以正面的思考來面對這

件事。

尼爾蒂斯醫師感慨的說：「第一次在

帳棚區遇見了芊迪，心想，慈濟能幫助

她嗎？我又能為她做什麼？今天早上看

到她時，不知道她是否能夠熬得下去？

可是來到這裡，看到她被救回來後，對

大家一笑，我整個人的心都開了，心中

一顆石頭也放下了。」

已經把芊迪當成是自己家人的李曉卿

醫師，每次看到她都會很心疼，「當我

知道她被送回帳棚區的時候，就想，糟

了，沒有妥善的醫療照顧該怎麼辨？現

在看到她不但被救回來，又獲得很好的

照顧……能夠幫助到她，一切的辛苦都

值得了，尤其來醫院的山路巔簸又遠，

我差點吐了。又想，奇怪是哪一家醫院

會在山谷中？下車一看，一點也不像醫

院。有些看起來像醫院的醫院，卻看不

到溫度；但這家看起來不像醫院的醫院，

卻有溫度。」

蘇希瑪‧寇瑞拉紀念醫院是一所慈

善醫院，不但免費治療，並承諾盡力救

治芊迪，慈濟基金會也提撥經費聘雇看

護來照顧，讓芊迪的家人安心。

Namaste　芊迪

從五月七日開始，近一個月來慈濟醫

療團隊接力關懷，不論是清理傷口、定

時換藥，甚至準備了福慧床、蚊帳等用

品，期待芊迪的傷口能漸漸癒合；奔走

醫院、尋找床位，期望命運多舛的她能

獲得妥善照護，無奈細菌感染情況嚴重，

芊迪，於六月四日下午往生。

參與第三梯、第四梯尼泊爾賑災醫療

團的高雄人醫會葉添浩醫師，陪伴芊迪

的時間近半個月，回臺灣後依舊惦念著

這位像孩子一樣的病患，尤其是一個畫

面：有一次他和葉光庭醫師、郭瑞敏及

因細菌感染，芊迪

被 緊 急 送 到 蘇 希

瑪 ‧ 寇瑞拉紀念醫

院，從奄奄一息到

恢復精神，讓所有

人都安心且開心。

圖為李曉卿醫師見

到芊迪甦醒後，歡

喜的笑了。攝影／

李美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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闕那堯兩位護理師，一起去幫芊迪換藥，

葉光庭醫師忽然提議大家一起唱「牽手

人生」這首歌給芊迪聽，他站在一旁，

彷彿以一種父親的心情看著孩子們彼此

相愛、關懷，儘管有人唱著唱著淚流不

止，或者哽咽，但這幅美好的畫面一直

留在他心中。

「當時賴俊良副院長要回臺灣時，

還殷殷叮囑我們要多幫忙芊迪，」葉醫

師感觸良深。「我們這麼多人，從遙遠

的臺灣來到尼泊爾，幫她助她也愛她，

為她盡最後一點心力，這樣的緣，多

不可思議啊！祝福也謝謝芊迪，讓我

們這麼多人有機會和她結這份善緣。

Namaste！」
最先接觸芊迪的鄭順賢醫師，一直盡

心盡力希望能幫助她，回臺灣後聽到芊

迪往生的消息，愣了一下，才嘆口氣說：

「這輩子老天爺給她的身體，雖然備受

折磨也是一種考驗，知道她往生後，我

雖然心疼，還是要恭喜她從病中解脫了，

至少，不是因為身體潰爛而死，而是在

醫療妥善照顧下安詳往生；在生命的最

後她遇見慈濟人，這一路大家真的是用

真誠的愛來關心照顧陪伴，我相信這對

她來說，也是一種圓滿了。」

「Namaste」這句尼泊爾語，是「您
好」的意思，同時也蘊涵著「向彼此內

在神性致意」的深度祝福。

芊迪雖然往生了，相信她會記得大家

給她的愛、那是深層的、真誠的。

祝福芊迪，Namaste！

尼泊爾賑災醫療團人員：

慈濟賑災醫療團之海內外醫療成員，從第一梯至第九梯總計六十四位。

第六梯：5/27-6/04

臺中慈院黃銘義醫師、大林慈院林庭光醫師、臺北慈院吳惠慎護理師、

花蓮慈院洪尚卿護理師

第七梯：6/03-6/11

中區人醫會紀邦杰醫師、高雄人醫會洪宏典醫師、北區人醫會蘇芳霈藥師、

雪隆人醫會陳劍虹醫師、馬來西亞檳城人醫會董小慧醫師

第八梯：6/10-6/18

花蓮慈院高瑞和院長、臺北慈院黃思誠副院長、大林慈院陳建甫醫師、

臺中慈院吳天元藥師、新加坡許貞華中醫師

第九梯：6/17-6/25

臺北慈院徐榮源副院長、大林慈院張群明醫師、臺中慈院王耀明醫師、

花蓮慈院護理部章淑娟主任、臺南人醫會游尚副中醫師、

北區人醫會戴素蘭護理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