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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伯特風災

二○一六年第一個生成的颱風「尼

伯特」以強烈颱風的姿態直撲臺灣，氣

象預報的登陸路徑不斷向南偏移，最終

在七月八日凌晨五點登陸臺東縣太麻里

鄉。尼伯特挾帶的狂風暴雨讓臺東宛如

被轟炸般，首當其衝的關山慈濟醫院院

區一片狼藉，傳出淹水的災情。同仁們

除了清掃院內區域，更在潘永謙院長的

帶領下前往臺東市區協助清理；慈濟醫

療志業各院同樣不落人後，紛紛以實際

行動支援臺東鄉親。

風吹樹倒降雨淹水

關山同仁清理院區

七月八日清晨四點多，關山慈院管理

室黃坤峰主任接獲地下室淹水通知，趕

來醫院後發現放置的四臺抽水機，其中

有三臺因過熱而燒壞，僅剩下一臺正常

運作。幸好淹水面積不大，加上雨勢逐

漸緩和；緊接著又遇上斷電近兩小時，

啟動發電機後，不影響院內作業進行。

關山慈院當天除了二十四小時的急診正

常運作，骨科潘永謙院長與中醫科高欣

華醫師也提供門診服務。看診人數雖然

不多，但仍有民眾遭路樹砸傷及清掃過

程不慎滑倒而就診，所幸經檢查並無大

礙。

由於院區內有不少大型樹木倒塌、

影響通行，院方於當天下午即展開災後

復原，總務股同仁穿著雨衣在雨中進行

清掃，並將占據道路的大型樹木鋸斷移

除。因數量太過龐大，坤峰主任出動自

家農用車搬運枯枝落葉，潘院長、腎臟

內科吳勝騰醫師、中醫科王竹君醫師等

多位同仁也投入清理的行列。十一日周

一上班的早上，院區環境就已恢復八成

以上的原貌。

除了院區環境重建，中醫科也發揮醫

療專業，於臉書發布「守護臺東接力大

義診」的消息，與臺東縣中醫師公會積

極募集熱血醫師，幫助臺東鄉親重建身

心靈。

兩度走入校園　鋸樹不畏炎熱

七月十二日午後，潘永謙院長剛下診

就趕緊換裝，率領十八位同仁，和志工

共二十五人，一起前往臺東市區，幫助

公東高工重建校園。期望把握暑假期間

全力搶修，在九月開學前，讓所有學生

關山慈院颱風過後一片狼藉，管理室黃坤峰主

任（左）出動自家的農用車來搬運枯枝落葉。

關山慈院提供



人醫心傳2016.0836

1 尼伯特風災慈濟醫療關懷行動特別報導

恢復正常上課。配合校方安排，此次主

要支援項目是將倒塌的大型樹木切割，

以及協助將成堆的枯枝落葉搬移。「把

最困難的交給我們就對了！」出發前，

潘院長特別叮嚀自備機具及鋁梯等用

具，在現場熟練地跟著大家一起爬高搬

重。院長苦笑著說：「自己的醫院也是

受災戶，已經連續清掃兩天，所以很有

經驗了。」

午後的天氣十分炎熱，看到潘院長放

下身段，跟著大家一起打掃，讓公東高

工藍振芳校長相當感動。他說，一早聽

到關山慈院也要到學校打掃時，嚇了一

大跳，因為醫護人員救助傷患已經很偉

大了，竟然還要幫忙整理校園，他認為

這種精神值得學習，更應該擴散到世界

各地。「清理的工作很辛苦也很累，看

到院長帶領慈濟志工團隊，準備機具幫

忙整理校園，心中非常感佩和感恩。」

十四日下午，關山慈院十五位同仁、

八位志工再度走入校園，抵達面積有

三十三公頃的臺東體中。在國軍與慈濟

基金會傾力合作下，校區面貌已恢復六

成以上，但仍需要大量的人力才能清完

所有的樹木。望著廣大的校園，豔陽高

照讓人有些怯步，潘院長號召壯丁往校

門口方向開始鋸樹，逼近三十四度的氣

溫，站不到五分鐘就讓人汗水直流，有

的人耐不住高溫曝曬，紛紛改往其他區

塊支援。

關山慈院同仁們前進公東高工協助整理校園，

讓該校校長藍振芳相當感動。攝影／陳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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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鋸不夠銳利了，磨過再繼續

鋸。」跟著潘院長一起鋸樹的三位同

仁，沿著校園鋸了快兩個小時，只見

院長口袋都破了，濕透的藍色上衣將白

褲子染成淡藍色；總務股同仁賴家勳滿

臉通紅，沾滿汗水的上衣就像剛淋過雨

般，直喊「真的很熱，我都快中暑了。」

瑞琴師姊也說：「院長不管做什麼事都

欲罷不能，停不下來。大家都熱到快受

不了了，院長連水都沒喝也不用休息，

真的不簡單。」

雖然臺東歷經巨大風災，摧毀不少人

的心血及家園，但也因此看見臺灣人的

愛心及溫暖。家境不好的游姓姊妹，利

用休假主動至公東高工擔任志工。姊姊

說，爸爸因車禍領有殘障手冊，平時靠

撿荖葉打零工為生，媽媽罹患糖尿病、

今年剛過世，妹妹還在就讀臺東專科學

校。「雖然我們沒有錢，但是有力可以

回饋社會。」姊姊很感謝慈濟連續四

年、每個月提供新臺幣五千元救助款。

能夠翻轉手心幫助社會，姊妹倆都感到

相當開心，她們希望其他人也能出一分

力，一起拯救美麗的臺東。

香蘭村重災區

花蓮團隊關懷伸援

在太麻里鄉登陸的尼伯特颱風為香蘭

村帶來嚴重災情，許多居民的屋簷被吹

破，或者整片屋頂消失，其中有十五戶

完全無法再居住，更多的是無力清掃的

情況。七月十日清晨，花蓮慈濟醫院醫

療團隊在醫療財團法人執行長林俊龍的

帶領下，趕赴臺東加入賑災的行列。不

尼伯特風災關懷行動關山慈院參與同仁名單
潘永謙、林碧麗、黃坤峰、陳慧芳、潘彥廷、彭俊德、涂華光、賴家勳、

古花妹、王愛倫、馬秀美、余心怡、余惠琴、胡佩玉、陳香伶、林佳蓉、

王振雄、謝志堅、吳淑蘋、余凱心、陳育惠、胡莉娟、余梅玲

在臺東體中校區內，潘永謙院長

與同仁拿起鏈鋸，不畏炎熱地鋸

著倒塌的樹枝。攝影／陳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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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伸出援手協助香蘭社區的居民清掃家

園，針對受災嚴重區域，逐戶展開安心

關懷，也一一送上祝福金和證嚴上人祝

福信，讓彼此的心靈更貼近。

「看到慈濟人來，心就安了一大

半。」受災戶胡小姐一臉無奈地說：「住

在這裡這麼久，從沒遇過這麼大的風

災，真的很可怕。很感恩，有這麼多慈

濟師兄師姊來幫忙，不然不曉得要清理

到什麼時候，真的謝謝你們的幫忙。」

看著毀損的家，胡小姐說到眼眶紅，但

看到許文林副院長親切的問候，她緊繃

的神情緩和了許多。

第一次參與賑災的外科加護病房副

護理長彭淑敏說，之前都不太有勇氣參

加賑災活動，當踏上臺東這塊土地後，

看到天災後滿目瘡痍的景象真的非常震

撼。跟著當地居民一起付出，幫助他們

重建家園覺得很充實，希望以後還有機

會能付出。護理部督導葉秀真也說，雖

然天災帶來屋毀家亡，內心的震驚無法

言喻，但看到一位八十七歲的獨居阿婆

穿起志工服清理環境，打掃的手腳仍俐

落；還有當地的年輕人從臺東市回到香

蘭村，自己的家已無從打掃了，就幫助

村民一起重建家園。社區志工帶著醫護

團隊挨家挨戶整理，樂觀的鄉民還沿途

撿拾ㄧ箱椰子，當場剖開來請大家喝。

感受到樂天的居民所展現的生命力，實

在讓她很感動，葉秀真感恩地說：「有

花蓮慈院醫療團隊在醫療財團法人執行長林俊龍的帶領下，趕赴臺東協助香蘭社區的居民清掃家園。

攝影／張佑平

1 尼伯特風災慈濟醫療關懷行動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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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院陳星助主任祕書（左）與護

理部葉秀真督導小心翼翼地搬運掉落

的屋頂鐵皮到集中地。攝影／陳安俞

慈濟醫療團隊與志工鼓勵鄉親團結清

掃家園。攝影／陳安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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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在慈濟工作，才能有此機會參與助人

行列。 」
在忙碌之中，護理部主任章淑娟不忘

法親關懷，特地請當地志工協助帶路，

前往二八東病房護理師阮雅偵的娘家關

心慰問。章淑娟主任說，在出發前就從

江如萍護理長處得知，阮雅偵的娘家就

在金崙，所以特地抽空前往關心。幸好

雅偵的家人平安、家中災情不嚴重，已

經恢復正常生活，讓她安心不少。看到

許文林副院長、陳星助主任祕書特地前

往關心，並給予祝福禮，讓阮雅偵的家

人相當感動。

林俊龍執行長表示，一方有難，愛心

來自四面八方。抵達臺東時，看到狀況

比之前想像中還要嚴重，災情比海燕風

災有過之而無不及，但鄉親很樂天，相

信臺東很快就會重建起來。

玉里醫師兄弟檔

賑災忘己身有病

強烈颱風的破壞力，讓鄰近臺東的玉

里慈濟醫院外科李森佳醫師與李晉三醫

師兄弟檔感同身受。他們善用休假日，

積極參與慈濟志工在臺東地區的家訪與

關懷活動。讓人讚歎的是，年近八十歲

的李森佳醫師，雖然罹患肺腺癌，為了

關懷受災民眾，他暫時放下身體的病

痛，連續兩日往返玉里和臺東，同時邀

約弟弟李晉三醫師一起參加。兩人把握

付出的機會，將來自慈濟人的祝福，親

手送到每一位鄉親的手中。

李晉三醫師說：「因為過去曾參加菲

律賓海燕風災的義診，所以聽到臺東受災

就希望也能參加關懷。雖然人人家中的受

損程度不一，但是希望他們能趕快復原，

能夠盡快恢復正常的生活。」李森佳醫師

則是謙虛地說：「因為剛好休假，所以就

跟著來參加關懷活動，有時還需要麻煩志

工協助，真的很不好意思。」

兄弟兩人平日除了在玉里慈院負責

外科門診與急診，也不忘參與各項義診

活動。從他們的身上不只看見付出無所

求的態度，也體會到醫者不忘醫療初發

心，一路為善堅持的用心與付出。

大林愛心跳蚤市場

用行動支援鄉親

從災區安心家訪回來的大林慈濟醫院

人文室主任葉璧禎，看到鄉親的屋頂都

被掀開，有的沒水、沒電，居住的環境

亟待維修或重建。恢復家園需要時間，

重建需要經費，七月十四日上午，大林

玉里慈院李森佳（左二）與李晉三（左三）醫

師兄弟檔，善用休假日前往臺東關懷受災民眾。

攝影／劉文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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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院透過同仁隨喜捐款，舉辦二手惜福

愛物的跳蚤市場活動，以行動支援臺東

鄉親。

跳蚤市場品項琳瑯滿目，有杯碗瓢

盆、畫作、包包、小玩偶、家庭小家

電，以及壽司、紫米糕、涼麵、愛玉、

素水餃，還有一群身心醫學科病人親手

做的麵線糊與冬瓜檸檬茶，一起響應愛

心匯集。身心醫學科學員聽到醫院舉辦

惜福愛物跳蚤市場，幫助臺東鄉親度過

難關，紛紛表示要加入助人行列。

因牙痛前來就醫的岳女士，看到跳

蚤市場的每一位志工都這麼努力、有愛

心，她開心地選了四碗愛玉要帶回去給

孩子吃。岳女士表示：「每次災難發生

時，第一個看到的都是身穿藍天白雲制

服的慈濟志工，尤其是現在臺東受創嚴

重，慈濟的師兄、師姊立即深入災區進

行溫馨關懷。今天難得遇到跳蚤市場，

慈濟志工用愛心製作安全、衛生、好吃

的食物，而我只是盡一分小小的心意，

希望能呼籲大家來響應慈濟的號召，發

揮社會愛的正向能量。」

東區人醫前進太麻里

緩解災後創傷

七月二十四日，慈濟東區人醫會醫

護和慈濟志工共六十六人，前往太麻里

鄉大王社區活動中心舉辦義診，包含內

科、外科、疼痛科、泌尿科、婦產科等

科別，希望能舒緩鄉親在恢復家園這段

期間的身心壓力與不適。

清晨五點從花蓮慈院出發，大夥兒不

嫌早，因為他們始終心繫臺東鄉親。此

次義診團隊由花蓮慈院副院長許文林擔

任總領隊，人文室林永森擔任總協調，

還有疼痛科石明煌醫師、玉里慈院外科

李森佳醫師、泌尿科郭嘉政醫師以及關

山慈院婦產科張志芳醫師等人，共同為

鄉民們提供醫療服務。

從二○○六年開始，東區人醫會每

年都會在太麻里舉辦義診，和當地居民

就像老朋友一樣。當醫療團隊抵達活動

中心，在地志工早已在現場忙著布置場

地，從掛號處、量血壓、身高體重到藥

局，同仁們敏捷地將器材、醫藥箱和桌

椅就定位。為了不讓看診的鄉親等待太

大林慈院在大廳舉辦跳蚤市場活動，以行動支援臺東鄉親。攝影／張菊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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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有些人幫鄉親掛號找病歷，另一些

人則加快腳步把會場整理好，社區廣場

前儼然成了小型行動醫院，準時在上午

九點開診。

「清家裡都清樓上樓下，跑來跑去一

直掃地。」醫療團隊針對需求，特別準

備痠痛與消炎止痛藥。許文林副院長表

示，來看診的都是慢性疾病居多，但由

於這次的風災造成房屋破損，當地的年

輕人都在外地工作，所以剩下老人留在

家裡打掃清理、搬運東西，導致他們體

力不支，腰痛或是腳、關節舊傷復發。

特地從延平鄉桃源村趕來的黃先生，

因為突然臉色鐵青、講話有氣無力還有

些喘，在太太的陪同下來到義診現場。

剛用完午膳的石明煌醫師與沈芳吉督導

察覺黃先生臉色不對勁，趕緊將他帶到

一旁陰涼處稍作休息。初步排除急性心

臟問題後，石醫師覺得應該是在壓力與

情緒的雙重影響下引起的過度換氣症，

經過休息緩和情緒，黃先生的血壓趨於

穩定，呼吸也平順許多。得知黃先生有

看中醫的習慣，在芳吉督導協助下，幫

忙他在鄰近的關山慈院中醫科掛號，讓

黃先生能接續治療。

恢復家園陪伴療心

居民回贈釋迦結好緣

「身體的病痛會好，但心裡的創傷

需要膚慰！」東區人醫會總幹事林永森

表示，這次醫療團隊除了提供醫療服務

外，最重要的是想要來陪陪太麻里的鄉

親。尤其在看診的過程中，聽著許多鄉

親訴說風災當天，一個人待在沒水沒電

東區人醫會於七月二十四日來到臺東縣

太麻里鄉舉辦義診。攝影／黎恆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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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子裡，幾乎是想逃也沒得逃。還得

獨自面對颱風過後，辛苦栽種的心血沒

了，安身的家園也一片凌亂，聽了讓人

感到心疼。

談起風災發生當時，大王村長許俊

賢仍心有餘悸。在颱風過後，慈濟人第

一時間抵達太麻里協助清掃，當時他就

跟慈濟的師兄說，希望人醫會也能來關

心當地居民的健康，沒想到短短時間，

就看到醫護團隊前來關心了，真的很感

動。看著鄉親走出風災，重拾笑容，令

醫護團隊內心感到相當欣慰。

愛是最好的良藥，颱風過後，慈濟人

逐戶家訪，協助整理家園，菩薩身影，

烙印在鄉親心中。「這一次真的很感謝

慈濟志工對香蘭社區的照顧，所以我們

也要把我們的愛心送出去。」廚房這

頭，除了臺東香積志工忙著準備香噴噴

的午齋外，還有來自大王、香蘭、三和

三個村的居民，主動承擔起烹飪工作。

民眾呂麗貞感恩地說：「家毀了，至少

人平安，感謝慈濟幫我們重建家園。雖

然我沒有錢，但有力出力，也能為社區

付出一點心力。」

「這些釋迦雖然醜，但這是我感恩的

心意，請醫護團隊收下！」在義診尾聲，

住在香蘭村的劉先生特地提了一大籃釋

迦過來，讓醫護團隊相當感動。劉先生

即將收成的釋迦園在風災中幾乎全毀，

慈濟志工特別過來協助重整釋迦園。劉

先生說，他很感謝慈濟志工在風災後第

一時間進駐香蘭村幫助他們，即使風災

過後兩周了，仍然「走在最前、做到最

後」陪伴村民挺過難關。他特地把釋迦

太麻里鄉親拿著健保卡排隊，由人醫會成員協助掛號、安排看診科別。攝影／彭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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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尼伯特風災慈濟醫療關懷行動特別報導

園裡僅存的釋迦，全部拿來送給醫護人

員，希望可以跟大家結這分好緣。

許文林副院長法喜充滿地說：「雖然

東區人醫會太麻里義診是今年初既定的

行程，不過歷經尼伯特風災後，當地鄉

親們已經等我們很久了，看著他們走出

風災、重拾笑容，內心感到相當欣慰。

感恩花蓮、玉里、關山慈院醫護行政人

員的付出，最令人感動的還有臺東縣的

師兄、師姊，準備豐盛的香積餐，使我

們此行付出無所求，卻多了體重而歸。」

此次義診共服務了九十九人次，包含

內科六十二人次、外科二十五人次、疼

痛科十人次、婦產科一人次與泌尿科一

人次。尼伯特颱風蹂躪臺東大地，慈濟

醫療志業各院醫護團隊用心用愛，就像

關心自己家人一樣關懷臺東鄉親，以誠

以情、以醫療專業走入當地給予支持，

幫助他們重拾往日的幸福與笑容。

實習醫學生也加入義診行列，為鄉親量測血壓。攝影／彭薇勻

花蓮慈院石明煌醫師（左一）以及許文林副院

長（右二）等人，隨同東區人醫會義診團隊到

太麻里服務鄉親。攝影／彭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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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香蘭村的劉先生（左二）提了一籃釋迦來送給醫護人員，感恩慈濟志工在第一時間陪伴他們度過

難關。攝影／彭薇勻

義診結束，東區人醫會成員留下合影。攝影／彭薇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