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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西爪哇省
醫護軍與志工

山區手術除病根 

2016.03.13~20
文、攝影／印尼慈濟分會

展玉縣位於印尼西爪哇省，大部

分是山區地形，許多居民因為收入很

低而導致久病卻無法治療，所以慈濟

決定在這裡舉辦大型義診，日期定於

三月十八日至二十日，是印尼慈濟第

一百一十一次大型義診，將提供白內

障、眼角膜剝離、兔唇、疝氣及腫瘤

切除手術。

近四十五天事前準備

連手術房也建置完成

雖然義診在三月舉行，但志工早從

二月就開始準備。二月二日，志工到

達展玉縣與國軍人員、政府官員共同

討論義診計畫；十日，雅加達慈濟志

工與國軍、展玉縣綜合醫院負責人菈

杜醫師及醫院主管開會討論，十六日

則進行細節執行與工作分配，例如，

展玉縣十九個區的鄉村，由國軍指導

單位人員調查需要治療的病人，也接

送病人至篩選或義診地點。展玉縣很

大，有些病人需要五至八小時的路程

印尼慈濟第一百一十一次大型義診於展

玉縣舉辦，於三月十三日先進行篩選適

合手術的病人，有八百多位鄉親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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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到達篩選或義診地點。

三月七日，志工至展玉縣邀請當

地居民協助篩選及義診活動，三月十

日將所有醫療設備及後勤物資從雅加

達運到展玉縣。三月十二日，雅加達

志工在印尼分會靜思堂集合，經過三

個半小時的車程到達展玉縣。接著志

工們清理一百一十八張睡墊、與軍方

合作搭建帳篷，這些將成為等待休息

區、各個疾病檢查室。

三月十三日，正式進行手術病人的

篩選。早上六點，志工們先為自己別

上不同顏色的名稱標籤，方便辨認不

同崗位的工作分配。在鄉親領取排隊

號碼後，也隨即協助別上名牌，等到

他們填寫報名表後，先到血壓測量站

量血壓，然後進行眼科檢查、心電圖

檢查等。

檢查完畢後，安排前往填寫黃卡

的等待區，等著確認是否適合進行手

術。而通過篩選階段的病人，將分別

安排在三月十八日及十九日進行手

術。

三月十三日的手術病人篩選，有雅

加達及展玉縣志工共投入一百九十五

人，當日篩選八百七十六人，符合資

三月十八、十九日，病人需先報到，經人醫會志工量血壓確認身體狀況可否進行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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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者有三百七十一人。

因為醫院提供的是全新的空間，志

工需自行搭建簡單的隔板隔出手術空

間，且因為房間還沒有空調系統，所

以他們從雅加達搬運冷氣設備來安裝

在手術室。接著，不管是全身麻醉手

術室、輕症手術室、白內障手術室，

每一間都必須徹底消毒，手術器材也

進行消毒，志工們的付出真是包山包

海，且非常專業。

前來當志工的習經院學生朱卡納音

表示，「義診是件很有意義的活動，

我們必須維持下去，我媽媽和導師也

常說要愛護眾生，珍惜生命。這是我

第九次協助義診，即使我們無法用金

錢幫助別人，還是可以用行動去幫助

人。」

醫護軍志工齊出動

讓最需要者手術除患

三月十八日、十九日，符合手術資

格的病人來到展玉縣綜合醫院。先由

醫師及護理師量血壓，若血壓正常則

能接受手術，反之必須等待一段時間

之後再進行複檢。一旁的見習醫師為

病人解說手術及麻醉同意書的用意，

並請病人簽名。而前往手術室之前，

展玉縣綜合醫院義工會再協助病人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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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月十八日手術正式開始前，志工有許多準備

工作，連手術室也是從一個大空間隔出各功能，

並且完整消毒，印尼軍人也來協助義診前置作

業。右圖為三月二十日義診手術結束後，志工

也將手術空間還原並清理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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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文件，確保資料齊全。

此外，每隔半小時，慈濟志工會

為白內障病人滴眼藥水，也以手語表

演紓解等待手術的焦躁不安。當病人

們換上手術服，展玉縣綜合醫院宗教

輔導組的穆斯林長老嗄理普丁為他們

祝禱。在醫護志工的齊心付出下，所

有白內障手術順利完成。手術後的病

人到眼科領藥區取藥後，便能回家休

息。

疝氣、兔唇、輕度腫瘤手術也在這

兩日順利完成。期間，醫療團隊一直

保持手術房的衛生和安全，在手術房

幫忙的志工們，動作也很勤快，細心

關懷病人，手術完成後，更一一將他

們送到恢復房。

愛麗莎白醫師說：「一般的白內

障義診都使用統一鏡片，但是這裡的

檢查更詳細，甚至會確認鏡片尺寸，

我認為安排得很周全、有系統。」而

慈濟義診手術是展玉縣民眾一生難得的機

會，圖為白內障手術結束，脫下無菌衣就

可以回家，等待重見光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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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三歲的護理師蘇雅灑娜從二○○

三年金卡連慈濟醫院剛成立起，就在

志工的邀約下投入義診，樂此不疲。

來來回回的志工人潮中，有一位

五十三歲的嘉吉曼，原本他負責開車

送志工從雅加達到展玉縣，抵達活動

現場後就投入幫忙香積組搬運物資，

奔波送食物、搬廚房用的桶裝飲水。

嘉吉曼說，在展玉縣不僅看到視障者

在手術後可以重見光明，也看到富裕

的志工願意從早到晚洗盤碗，這些經

歷讓他感動。經過這次義診，他開始

加入見習志工行列。

另一位志工儀斯穆是北邁學校的佛教

老師，他認為義診是很好的修行機會，

也曾帶二十位學生參加慈濟的入經藏演

繹，他更扮演一個不孝子的父親。完成

演繹後他想起往事：小時候右腳發炎，

母親整天背著他，讓他很感動，當天也

立即趕回故鄉照顧陪伴母親。

免費手術  重燃生命希望  

小學四年級的麻雅罹患白內障，雖

然做過手術，卻失敗了。哥哥優迪從

鄉村國軍指導單位人員口中得知義診

消息後，馬上帶妹妹過來。

曾經手術失敗的麻雅一度膽怯，不

願意接受部分麻醉的手術，醫療團隊

便決定為她進行全身麻醉手術。優迪

則從手術開始至結束一直陪著妹妹，

甚至排隊看醫生時，妹妹都離不開他

身邊，優迪說：「我很愛妹妹，她想

成為運動教師，身為哥哥用任何方式

都要試著幫助她，感謝真主阿拉，妹

妹現在可以治好了。」

利阿斯以維修手錶為生，三歲時

罹患小兒麻痺，每次出門都必須靠兩

支柺杖。沒想到不久後，他的視力也

因為白內障而模糊不清，造成工作上

有諸多不便，甚至最後不得不辭掉

工作。從此之後，家裡變得只能靠

七十五歲的妻子經營攤販維生，所幸

養子在理髮店工作，能夠減輕他們的

醫師全神貫注為病

人進行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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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負擔，一些親戚有時也會補助菜

錢。但一年無法工作，仍讓利阿斯心

事重重，想要治癒雙眼，手術費卻成

為最大的難題。直到一位朋友告訴他

免費義診的消息，才讓利阿斯燃起希

望。

三月十八日，利阿斯在親戚的陪同

下順利完成手術，術後一天，醫護團

隊幫他檢查情況，確認他恢復視力的

心願實現了！能清晰看見兩米遠的景

象，利阿斯很開心，「希望之後可以

重新工作。」

義診正式結束  付出得到感動  

三月十九日晚間七點半，展玉縣的

手術義診結束，志工邀請所有協辦單

位參與圓緣。除了介紹慈濟理念，也

有印尼國軍、印尼慈濟人醫會、印尼

志工及展玉縣志工的分享，奕曼中校

更頒獎向慈濟致謝，由林秀蘭醫師、

展玉縣志工鍾通華代表接受。

三月二十日，請病人回到展玉縣綜

合醫院複診，待拆下繃帶及檢查手術

結果確認一切無礙後，義診才算真正

兩 天 義 診 共 為

三 百 多 人 進 行

手 術， 人 數 眾

多， 恢 復 室 雖

然 有 個 人 獨 立

空 間， 但 維 持

醫 院 的 無 菌 標

準，清潔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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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接著，大家立即分工拆卸、整

理及寄回醫療設備，將義診現場恢復

原狀。

從三月十八到二十日，感恩外科、

小兒外科、整形外科、眼科、麻醉

科、內科、普通科 (家醫科 )、牙科醫
師，護理師、麻醉護理、藥劑師、醫

技共一百零八人次，以及四百二十七

人次的志工付出。

03/18 03/19 總計 (人 )

白內障 40 106 146

眼角膜剝離 9 24 33

疝氣 23 41 64

局部麻醉腫瘤手術 6 34 40

全身麻醉腫瘤手術 12 29 41

兔唇 0 13 13

手術檯數 (人次 ) 90 247 337

 

志工與軍人一人一邊牽著剛完成手術的老奶奶，陪伴她前往領藥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