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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　馬尼拉
人醫論壇第四屆
七國醫護齊看診 

2016.03.04~07
文／慈濟基金會、慈濟菲律賓分會、張義川、

林國新、梁家銘、亞關、李慈光

圖／菲律賓分會

「今年能輪到菲律賓舉辦人醫論

壇，對我們來說很重要……」慈濟菲

律賓分會執行長李偉嵩說。邁入第四

屆的慈濟人醫論壇，在二○一六年三

月四日、五日於菲律賓登場，包含美

國、澳洲、臺灣、菲律賓、印尼、馬

來西亞、新加坡等地九十三位人醫會

成員，齊聚於菲律賓分會。

國際慈濟人醫會 (TIMA)的成立與菲
律賓息息相關，早在一九九五年，分

會就和馬尼拉中華崇仁醫院合作，開

始在山區、離島等偏遠地方義診。

一九九七年，團隊則在中華崇仁醫院

副院長呂秀泉醫師的帶領下，來臺

與上人共度中秋佳節。這「中秋之

約」，也成為爾後慈濟人醫會成員每

年與上人相聚的日子。

臺下十年功　各地杏林默默耕耘

「遍植大愛種子、力行慈濟人文」

是這次的論壇主題，探討如何結合專

業與慈濟的醫療人文。論壇在氣勢磅

礡的擊鼓表演中開幕，「臺上十分

第四屆慈濟人醫論壇於菲律賓馬尼拉舉辦，左起為納瓦柔醫師

(Bernardita Navarro)、菲律賓慈濟分會李偉嵩執行長、盧尾丁醫

師、會福利部長索利曼、國際慈濟人醫會總召集人林俊龍、菲律賓人

醫會總召集人史美勝醫師、安吉娜醫師 (Gina 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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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臺下十年功。」每一陣響亮的鼓

聲，都是史美勝醫師召集菲律賓人醫

會成員苦練的成果。

舞臺上的表演目不暇給，在花蓮

慈院分割成功的連體嬰慈恩、慈愛就

帶領著另外兩對連體嬰：玫瑰姊妹、

珍妮潔妮前來獻唱。「現在我們都加

入了志工行列。」慈恩、慈愛說。原

來，在分割手術以後，慈濟仍繼續幫

助他們，不僅提供其父工作機會，也

讓兩姊妹有機會上學。

除了醫護人員，菲律賓分會更邀

請了各界參加人醫論壇，像是佛教法

師、天主教修女、神父等宗教人士，

以及警消等等，當地媒體如華文報紙

頭版，也以將近三分之二的版面報導

這次論壇，詳細介紹課程。而在菲律

賓巴拉望島行善、並打算在島上成立

佛學圖書館的拉吉達法師，更全程參

與活動，他說：「大家都以慈悲為出

發點――不只是一兩個人，而是一整

個團隊。」

其中，大會主題「遍植大愛種子」

由人醫會總召集人林俊龍執行長開

講；而繼李偉嵩執行長分享「慈濟菲

律賓賑災經驗」後，馬來西亞陳吉民

醫師也不藏私，將「馬來西亞東海岸

水災賑災經驗」分享給所有成員。消

防隊員卡爾忍不住說：「證嚴上人對

賑災真的很有研究。」

往年病例現身感謝

菲國傳遞醫療人文

一個人的力量有限，但人醫論壇

集合眾人力量，大家一起付出，不僅

提升醫療品質，也探討各國人醫會之

三對分割連體嬰及父母現身慈濟人醫論壇，今已亭亭玉立的慈恩、慈愛帶領玫瑰姊妹、珍妮潔妮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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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合作，期盼促進醫護志工的凝聚

力。過往受到照料的病人也陸續現身

在論壇課堂上，一同回首菲律賓人醫

會的成長歷程。

二○一四年十二月的保和島義診

中，發現頭部有軟組織瘤的朱迪特．

若雷納司(Judith Rollenas)，於是將她
接來馬尼拉，由兩位醫師攜手進行手

術，術後的朱迪特終於找回自信與希

望。如今的她戴上假髮，儼然一位開

朗活潑的少女。

「感恩牙科醫師解決我的困擾，也

感恩謀生班讓我學會一技之長，擁有

工作機會！」二十四歲的琪斯．尬朗

(Cheezy Galang)因為門牙不齊全，始
終沒有公司願意聘用她。後來她報名

慈濟謀生班，不僅學會一技之長，更

修補好牙齒，由慈濟協助找到了牙科

助理工作。

「十八歲的賈斯汀(Justin Amar)因為
罕見疾病，不僅外表相當矮小，近視

頭部有軟組織瘤的朱迪特 ( 左圖 )，在盧尾丁 ( 右圖左 ) 及劉宗南醫師攜手進行手術後找回自信的笑容。

充實的人醫論壇課程，學員認真記錄。



人醫心傳2016.0453

高達兩千三百度，又有睫毛倒插的問

題。直到二○一三年菲律賓人醫會，

為重度近視的他重新配戴眼鏡，並進

行手術，解決睫毛倒插的眼疾……」

臺上，眼科醫師艾利克(Dr. Alex Sua)
娓娓述說賈斯汀罕見的病例及醫病過

程。

第二天，人醫論壇成員參訪綠色醫

院菲律賓心臟醫學中心。菲律賓聖貝

達醫學院院長妃佩斯．亞然納司(Febes 
Aranas)更迫不及待分享慈濟「無語
良師」的故事。醫學院學生茱莉(Julie 
Nacito)說：「以前我只知道解剖課的
遺體，都是沒有親人認領的。今天上

了這堂課，才知道世界上竟然有人願

意捐遺體給學生。」讓她很驚訝。

高瑞和院長則分享「髓緣之愛」，

聖露西亞醫院(St. Jude)醫院護士長泰
瑞絲沓．德卡多拉(Teresita Decatoria)
聽完後，表示願意成為救人一命的

捐髓者。伊莉莎白．米良奈司醫師

(Elizabeth Milanes)也分享：「我就鼓勵
兩位兒子參加今天的論壇，讓他們了

解我第一天的感動！」

前一晚開始排隊

掛號數字破三千

三月五日傍晚七點，幾位來自大

岷市郊外的病患，開始在慈濟志業園

區門口聚集；六日清晨兩點，更有病

因為罕見疾病而身材矮小、近視兩千三百度、有睫毛倒插問題的賈斯汀，

由人醫會為他配戴眼鏡後，與眼科醫師艾利克一起上臺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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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陸陸續續來臨……直到五點，天還

未亮，志業園區外的街道已經大排長

龍。菲律賓因為貧富差距大，許多貧

苦民眾求醫困難，於是安排各國人醫

成員在論壇之後參與第二百零六次大

型義診。

從外科諮詢處起，菲律賓的柯賢智

醫師就開始把病患分大小手術案例，

讓看病流程能更順暢，並節省時間。

習慣自行攜帶消毒藥水、針線及其他

手術用具的盧尾丁醫師，這次因掛號

高達三千人次，怕器材不夠用，所以

又交代家人趕緊從家裡補貨。

除了掛號區的驚人數量，以往不超

過四百位病患的牙科，也因為人醫論

壇後增加不少海外牙醫來看診，病患

人數達到六百多位，打破多年記錄。

甚至必須在騎樓臨時加開診療區，讓

拔牙、洗牙和蛀牙都能現場處理。

內科及耳鼻喉科因為支援的醫師

多，看診民眾也多，熱情的病患甚至

送來了小禮物。此外，各國藥師及醫

師也合作配藥，與志工一同在戶外領

藥處服務病患。

工作團隊中，護士朱瑞．卡蘇(Jury 
Casul)是第一次參加慈濟義診，發現場
面竟然人山人海：不只病人多，志工

多，就連醫師也多！「以前參加一般

三月六日清晨六點，慈濟園區排滿想要

看診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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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柯智賢醫師（右）在外科諮商處，就先將病人區分為大小手術案例，節省後續時間。

七國人醫的外科醫師團隊全神貫注為

菲律賓鄉親解除病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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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義診，有五百位病患就已經算很多

了。」他說。同樣吃驚的還有修女瑪

莉．拉思內司(Mary John Racines)，她
也是第一次參加慈濟義診，看到大排

長龍的病患，感到非常驚訝。

擔憂病痛一次解

義診拉緊一線希望

羅合琉．雷眉司 (Rogelio Legmes)
的一頭長髮，是為了掩蓋脖子後面的

脂肪瘤――那顆脂肪瘤已有十一年之

久！在盧尾丁醫師幫他取出脂肪瘤

後，終於展出微笑。而同樣因為脖

子脂肪瘤前來的吉娜．達伯爾 (G ina 
Dapar)，讓柯智賢醫師檢查後，當天也
以小型手術切除了。知道不是惡性腫

過去牙科義診平均四百人次，此次各國牙醫齊聚，看了六百位病人。

當天無法開刀的大型手術病患，將由社工員負

責後續關懷，把握每一分根治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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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讓吉娜多年的擔憂一下子消失，

術後精神也很好，豎起了大拇指。

十歲的瑪麗亞．亞卡燕 ( M a r i a 
Acayen)，則是頭部後方、近右耳處出
現膿腫。兩星期前就開始脖子痛，卻

因為沒錢看醫師做檢查，祖母只好讓

她使用止痛藥。聽到義診消息才趕緊

前來看病，讓來自美國的陳福民醫師

取出膿腫。「我們很幸運，現在覺得

心中的刺好像被拔掉了。」瑪麗亞的

祖母說。

十六歲少女哈娜．亞貝拉 (Hannah 
Faith Abella)天生腸子有問題，小時候
為了在馬尼拉政府醫院動手術，祖父

母不惜一切把鄉下的地賣掉。但術後

肚子仍然腫脹得像孕婦一樣，後來醫

師建議再開刀，卻因為無法支付醫療

費，只好忍受拖病。直到聽見慈濟要

舉辦義診，才把握機會前來。

雖然腫脹的肚子讓哈娜常被同學

戲弄，但哈娜還是勇敢的去上學，她

說：「我要好好讀書，將來畢業後，

找工作賺錢報答祖父母。」原來，哈

娜的母親再嫁，留下她與兩個弟妹給

祖父母照顧。為了養家，六十三歲的

祖父當三輪車司機賺錢，一家老少就

擠在馬尼拉貧民區過日子。

「哈娜．亞貝拉必須動大型的手

術。」醫師最後判斷。

同樣腹部異常凸出的傑拉，年僅六

歲，生活因病大受影響，無法上學，

也前來尋求治療機會。但柯智賢醫師

認為：「（凸出部位）裡面算是小

腸，所以如果要動手術，可能會先送

困擾羅合琉十一年之久的脂肪瘤被取出後，他終於展露出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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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合作的崇仁醫院。」而其他義診當

天無法開刀的大型手術病患，則會由

社工員負責後續關懷，安排下次的看

診日程。

眼科中心工程尾聲

用土產說感謝

二○一二年開始籌備的眼科中心，

終於在去年完成了手術室工程，目前

正在進行內部裝修。等到軟硬體設備

都添購完畢後，就會正式啟用。這

次，菲律賓分會趁著各國人醫團隊齊

聚，偕成員一起到中心參訪。曾經接

受眼科治療的病患，更紛紛帶著水

果、蔬菜、雞蛋等土產，前來答謝醫

師。

其中，十三歲的少年傑里柯(Jericho)
從小就有青光眼，兩年多前完全看不

見，不僅因此中斷學業，甚至快要忘

記爸爸的長相！經過手術治療，傑里

柯終於重見光明：「就像重生一樣開

心，好幾年沒『見到』爸爸，眼淚都

掉下來了……」

而對於手術室以頂級設備、為貧窮人

民免費開刀之舉，紅衣主教醫學中心外

科醫師蔡崇富(Dr. Jose Chua Jr.)既肯
定又崇尚。此外，除了醫界人士、海外

慈濟人，這場參觀也開放給媒體一起巡

禮。菲律賓英文報記者傑路思．邦舵克

(Jarius Bondoc)更總結：「就是因為看
到志工和醫師的投入，感動了更多人，

一起來加入這個行列！」

各國人醫成員參觀即將啟用的眼科中心，由史美勝醫師導覽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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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七日，曾經接受眼科治療的病人帶著蔬果土產前來答謝與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