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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難犬教我的事
口述／吳欣潔　花蓮慈濟醫院中醫部主治醫師     圖片提供／吳欣潔

服務救難犬　牽起互動真情

當救難人員坐在休息區待命時，救

難犬就蹲坐或趴在他們身旁，原本我們

的服務目標是救難人員，所以開場白

是：「各位弟兄，我們是慈濟醫院的中

醫師，如果覺得勞累、肩膀痠痛或不舒

服，歡迎來找我們」。然而他們的表情

都淡淡的，正失望之餘卻聽到：「那牠

可以嗎？」有位弟兄指著腳邊一隻黑白

相間的救難犬小強說：「其實牠最累。」

我愣了一下，想起曾幫家中狗兒按

摩過，面對救難犬應該也沒問題。「好

啊，我來試試看。」先仔細幫小強看看

身體狀況，但牠稍微有些閃躲，我耐心

的說：「你身體不太舒服吧，我幫你看

看啊，再幫你按摩一下喔！」牠真的就

安定了些，願意接受觸診。小強的腳相

當僵硬，據救難人員說，因為牠的體型

是中小型，相較其他狼犬、拉布拉多等

大型犬，這類小型狗反而容易鑽進斷垣

殘壁裡進行搜救任務，也因此，小強也

從前往義診到返家，我仍不斷思考著：究竟中醫能做些什麼？

這次臺南震災義診經驗，從人到狗，都讓我學到寶貴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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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特別累。

剛開始小強是坐著，雖然還是會閃躲

扭動，後來慢慢放鬆趴下來，彷彿很安

心讓我按摩穴位，花了約十五分鐘的時

間鬆開小強較緊繃的經絡。除了小強，

也幫另一隻叫做「希望」的狼犬按摩，

特別是放鬆牠們辛勞奔波又僵硬的腳，

但是才按摩結束，牠們又去出任務了。

這些救難人員真心把救難犬當作隊員

看待，感情深厚，當我幫小強按摩時，

他們很快敞開心房和我們聊天，對於救

難犬的生活如數家珍，並分享牠們日常

訓練的生活細節，甚至有些興奮的討

論：「居然有人知道怎麼幫狗開中藥？」

「有什麼方法讓牠們的心情比較穩定

嗎？」「平常可以按摩哪裡？」完全就

像家人一樣的關心。沒想到我平時對家

中狗兒使用中藥及穴位按摩的經驗在此

時派上用場！狗身上的穴道順序大致和

人類一樣，較大的差別是百會穴，人類

的在頭頂，狗的百會穴則位在腰上；中

藥亦可為狗兒達到預防保健效果。

救難犬拉近我們和救難人員的距離，

我藉機說：「既然我們都來了，就讓學

弟妹有機會為你們服務一下嘛！」透過

望診，觀察有位弟兄臉色太紅，看到他

耳朵顏色、臉的紅度有問題，稍微靠近

就能感覺皮膚散發出熱氣。再詢問病

史，沒有高血壓，那麼臉色會不正常的

發紅，有可能是太忙累、睡眠不足或暑

氣所致，如果不趕快處理，容易造成體

力不支。診脈後我馬上說：「那我們先

幫這位弟兄拔罐，很有可能中暑了。」

拔罐是快速把熱緩解的方式之一，

拔在特定穴位也可達到如針刺治療的效

果，例如他的大腸經、肺經還有心經都

比較緊，再加上筋絡推拿，大概十分鐘

後，他的臉色就恢復正常，接著讓他喝

一杯中藥茶飲，情況就更好了。

經過這些互動，其他人終於願意接

受我們的服務。過程中，小強的領犬員

講了一句讓我印象最深刻的話，他說：

「你們來晚了。我們不是不願意讓你們

服務，最累的七十二小時已經過去。前

面三天，我們幾乎都沒什麼睡……」

當下心情很複雜，一來是有懺悔的感

覺：對啊，救災剛開始一定是最忙累的，

自己怎麼沒有早點進駐災區；二來則覺

得有點欣慰，至少他認為我們的出現是

有幫助的，只是來晚了些，錯過了他們

最累的七十二小時。我誠心誠意對他

說：「謝謝，我知道了，我們會改進。」

後勤支援及調養  助第一線救災

在災難現場，大家會覺得：「最需要

的是急救人員吧！」想像急診室兵荒馬

亂的畫面，中醫師能提供什麼協助？

一開始到達災區，我也有種「我來這

裡能做什麼」的感覺。平時義診都是病

人來找你，這次是要到處去問人家：「有

沒有不舒服？我可以為你做什麼……」

而小強的領犬員這麼一說，反而讓我警

醒，現場不只需要急救人員搶救傷者，

這些救難人員或家屬也很需要被關懷照

顧，而中醫師就能提供很多協助！現場

的經歷，彰顯中醫在急難中的定位：中

醫在此時不是走急救、搶生死的外科路

線，而是後勤支援及調養的角色。

當大家把災民從死亡關頭救回來的時

候，中醫能透過各種方式，幫大家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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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力，緩解病痛，讓民眾不會因為自身

受傷或體力不支而被打敗。前線之後，

我們能做的還有很多！

想到這裡，我又湧起信心和勇氣繼續

為民眾服務。

心煩神亂　善用引導舒情緒

由於主災難現場的四周有非常多單位

駐守，這次中醫災區行的總指揮葉明憲

主任，建議以行動醫療模式來服務，於

是中醫師們分組巡邏不同地點。

上午我被派到家屬區，這裡幾乎每個

人都非常激動，因為此時決定大鋼牙要

開挖了，現場氣氛很緊繃，我發現能做

的事情不多，因為家屬的心思完全不在

了，他們無法感覺到不舒服；或者，就

算不舒服也沒關係，此時注意力都在電

視上，都在等消息，非常焦躁。

當我主動幫一位肩膀痛的阿姨看診

時，同時注意著一位年輕人，其實我很

早就注意到他了，腳上包紮很大一包，

在我們剛到達時，就見他對某個人咆

哮：「有什麼好講的？你們不要再來

了！」非常兇也非常激動。後來他一直

打量我們在做什麼，並且不停冷言冷

語：「那個沒救了啦，沒用啦！」處理

好肩痛阿姨後，我故意經過他身邊問：

「你腳痛喔？」「啊就扭到啊！」「那

可以幫你看一下嗎？」「這沒救了啦。」

「沒關係啦，反正我現在沒事嘛，借我

看一下。」

我過去檢查他的腳，先試著按幾個穴

道，讓他感覺到痠。這是一種運用「體

感」讓患者快速建立信任的方式，當你

按壓，而對方真的有感覺時，就會有所

回應。我又問：「受傷幾天啦？怎麼處

理的？我可以幫你看一下嗎？」邊問我

一邊幫他做一些按摩和調整。他沒有拒

絕，滿不在乎的回答：「就地震那天跑啊，

摔倒扭到，手按下去……反正會動就好

啦。」又過了一會兒，才淡淡的說，他

的姊姊一家人全都在倒塌的大樓裡，姊

夫和新生的姪兒去世了，姊姊卻還沒有

消息，他又怨又恨又急，情緒非常複雜。

因為他是個男生，不知道怎麼表達傷

心，也不能大哭一場，當下我可以感覺

到他是非常悲傷、焦慮的，經過這麼多

天，隱約知道沒有希望了，卻不願承認

這樣的事實，只能用憤怒來發洩情緒。

「你的穴道這麼緊，是因為好多天

沒有睡了，對不對？你看你那麼生氣，

中醫講生氣肝火就會衝上來啊，一衝上

來，身體就會越來越緊繃。」我用聊天

的方式去點出他的症狀，不然他完全不

知道為什麼自己會這麼煩躁。「你那麼

多天沒睡，火就會燒上來啊，身體的水

分都被燒乾，火氣就會更大。」他慢慢

接受了我的說法，也就願意接受進一步

治療。

在這種特殊情境，可以讓他先把這頓

脾氣發完，先不需要說「你要放下」、

「你該做什麼做什麼」，那樣反而會讓

他更激動。其實讓情緒發洩出來也是很

重要的，之後再引導他把心念回到自己

身上。因此我都會和學弟妹分享，安慰

對方，要在一切冷靜之後，當對方處於

不能冷靜狀態時，用「體感」來引導會

比較好溝通，例如「頭是不是很脹？那

我們來練習呼吸……」給對方明確的指

令，將他從彷彿世界將要崩壞、快要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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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完全不知道該把自己擺在哪裡的狀

態，帶回到身體的感覺來。

這就是中醫所講的「情志」治療，在

災難現場，他們「心神」都亂了，焦慮、

憂鬱、憤怒……像這位年輕人，他最需

要的就是好好紓發情緒。而為什麼中醫

常用「體感」為治療的切入點？因為大

家很難去察覺自己的情緒，此時我們就

會用「症狀」來接近病人，當他說睡不

著、胃悶痛時，我們要試著去「翻譯」

後面的情緒：是什麼原因造成的？而非

只看表面的病痛。

災後很多家屬知道身體不舒服，卻

說不出來哪裡不對，「就全身都不對勁

啊！」這時醫師要自己去觀察。所幸中

醫的優勢就是：在沒有儀器的狀態下，

憑藉四診就可以推論出一些端倪，例如

血壓，把脈可以知道血壓高低；看氣色

配合觸診大概就能知道哪裡不舒服。

此外，身分也是一個切入點。一開始

我們沒有穿白袍，看起來不像醫師，容

易導致家屬的信任感打折；一旦穿上白

袍，排斥感就降低了。尤其當時家屬們

就像刺蝟，太多人找他們講話，包括記

者、官員……，面對太多的詢問，他們

是很煩躁的，而我們身分的優勢在於：

沒有要求什麼，沒有逼問什麼……，而

是輕輕的按摩穴道和舒緩身體不適，再

從身體症狀帶回心靈層面的抒壓。

悲傷安撫　轉移注意力

有位三天來活動困難的住戶，是搶救

時因吊掛攀爬而拉傷，漸漸變得坐立難

安，但她要照顧孩子無法去醫院，也不

想佔用醫療資源。我們檢查後，先針灸

穴位，再推拿筋絡，過沒多久她就可以

轉動腰了。她很驚訝並露出了笑容，志

工說：「這幾天第一次看見妳笑耶！」

另外是個三天沒有吃東西、情緒崩

潰，虛弱到只能躺在床上的阿姨，整天

吳欣潔等中醫師相關報導亦見於蘋果日報

2016.02.10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

article/new/20160210/79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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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撫摸一張孩子照片，家屬請我過去

試試看。問她怎麼了？只見她拿著照

片，眼睛沒有對焦地說：「頭暈……」

我又問：「可以幫你看一下嗎？」她

不理會，繼續看照片。「可以幫你把一

下脈嗎？」還是沒反應，我試著把脈，

她沒有拒絕，忽然間喊出一個名字，是

小孩的名字，小孩在大樓裡還沒有被救

出來。我注意到這個名字，就跟她說：

「我們在等孩子對不對？可是這樣子怎

麼等？他出來之後妳都沒力氣了要怎麼

照顧他？」我請人拿準備好的中藥茶飲

過來，還有吸管，讓一直都躺著的阿姨

能喝得到。「孩子一定不要妳這麼擔心

對不對？」

用孩子當開場，引導她的心思回來，

不然她完全不理人，此時即使餵她吃藥

她也不會吃。「所以妳要喝完這一杯，

才有力氣喔！」她終於開口說話了：

「這樣孩子會回來嗎？」我說：「妳如

果喝完，等孩子回來了，才有力氣抱抱

他。」阿姨慢慢吸，把那杯茶喝完了，

過沒多久，說要上廁所，已半天不能動

的她，竟然站起來去上廁所了。大家都

很開心，這也是情志治療法，心思能回

到自己身上，治療才會有效果。

這是個需要主動出擊的義診，在身體

不適和心靈痛苦之間，幫助患者轉移注

意力最好的方式，就是「明確的醫囑」。

例如我幫有些焦慮的阿伯處理症狀時，

會同時說：「你先聳肩，然後放下……

這樣肩膀有沒有比較鬆？看電視等消息

的時候你就這樣輕輕轉指尖，這是每條

筋絡的開口，你看這邊是不是比較緊？

那就要多轉一下……」給他一個目標，

他就不會那麼慌亂。有可以著力的目

標、可以為自己做一些事情，就不會只

是空等和焦慮。

因應氣候調茶飲  中藥即飲包

中醫很強調天、地、人的概念。像

夏天要預防中暑，冬天預防感冒等等，

對我們來說，季節與氣候有其重要性，

臺南大地震時，正值冬天，當天又有寒

流，我們第一個想到的是「不要讓大家

受寒」，那麼，中醫究竟可以做什麼預

防措施呢？

首先，葉明憲主任帶領第一梯中醫

師到災區時，就先準備了預防感冒的茶

飲；我們初三去的時候，天氣已經變暖，

救難人員的工作已持續多日，非常累。

人疲累久了就容易上火，這時準備的茶

飲就轉向比較清涼，能夠預防中暑。

不僅隨著天氣跟當地條件而調整配

方，同時考量很多人已經「三天沒有睡

覺」，不能再靠咖啡因來硬撐，在柯建

新主任的建議下準備了生脈保元飲。中

藥茶飲的好處，第一是便利性；第二可

以快速普及；第三廣泛性也高，可以同

時處理疲倦、熬夜、天氣變熱等等狀

況，也適合不同體質的民眾飲用。

很感謝志工的快速應變，拿到我們提

供的藥單後，開藥房的志工們很快就把藥

材備妥，為了縮短熬煮時間，還把藥材剪

碎，讓它更快速釋放出藥效，以因應災區

需求。煮好時，我親自試喝，確認濃度剛

剛好，很佩服志工們的專業和細心。

這次的經驗讓我想到：「即飲包」

是值得發展的。像這次有些災民還在大

樓裡等待救援，找到人了但暫時救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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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連點滴都打不到，除了給水之外，

如果有中藥即飲包，就能立刻提供營

養，保存體力來等待救援。

還有就是「進駐的時間點」，一想到

小強的領犬員說：「你們來晚了……最

累的七十二小時已經過去……」就很希

望能在一開始善用中醫的功能，幫助他

們保持體力，尤其在最忙最累的七十二

小時，運用中藥茶飲代替咖啡因，幫助

他們撐下去。

義診歷程　也是傳承

這次進災區，遇到學校時的學長在

定點義診，而我們帶著學弟妹到現場服

務，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傳承。

想起沈邑穎老師在我還不成氣候時，

就拎著我們到處義診，像是在馬祖時，

常常要跑船到下一個島看診，也曾穿著

醫師袍追飛機……，經歷過資源不足、

環境惡劣的各種緊急狀況後，被訓練出

來的應變能力真的比較好，非常有助於

日後行醫坐診。

這次很多學弟妹主動加入臺南災區

義診，相信對他們是非常重要的行醫經

驗，雖然剛開始會有無助感：「沒有人

來看診，怎麼辦？」「我在這裡能做什

麼？」「要怎麼主動出擊？」「不能扎

針怎麼辦？」這都是災區醫療要設法解

決的問題，也是危機處理能力的訓練。

身處不同義診現場，需找出因時因地

制宜的方法，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我

想鼓勵自己跟學弟妹的是，當我們有醫

師這個身分時，應善用這個身分，發揮

更大的良能。中醫在災難現場，可以做

的，還有很多，我們繼續努力！（整理

／李懿軒、吳惠晶）

在災區，吳欣潔不只是進行醫療，同時也

注重心靈及情緒的引導，她認為病人的心

思若能回到自己身上，真正感受到自己的

病痛，治療才會有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