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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憫醫眾生

因病而貧，因貧病重，
慈善與醫療協力，
紓病苦，扶貧弱。

慈憫醫眾生

菲律賓牙釉母質
細胞瘤治療

苦木瓜變甜蘋果

文╱吳燕萍、菲律賓慈濟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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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牙釉母質
細胞瘤治療

在二○一七年十月的國際慈濟人醫年

會上，菲律賓慈濟人醫會團隊史美勝醫

師等人特地獻花給臺北慈院趙有誠院長

及醫療團隊，感謝接力救治從菲律賓到

臺北的兩個困難個案：莎菈和瑞珍；而

菲律賓人醫會張麗真醫師也在年會上感

謝夏毅然醫師，近年來多次前往菲律賓

義診及教學，吸引了很多菲律賓的牙醫

師加入人醫會行列；慈善與醫療、跨國

間義診醫療的結合，在臺灣與菲律賓之

間帶動善與愛的循環，也讓莎菈的整張

臉從苦木瓜變成甜蘋果，脫離病苦的魔

咒回到家鄉重享新人生。

拔牙痛未除  下巴腫成大瘤  

二○一七年四月十四日一大早，菲

律賓慈濟志工陳麗君帶著莎菈 (Sarah 
G Dayday) 和 她 的 弟 媳 艾 琳 (Elin 
Dayday)，風塵僕僕抵達臺北慈濟醫院，
張恒嘉副院長和喬麗華主祕代表迎接。

莎菈在菲律賓慈濟人醫會和志工的牽引

下來到臺北慈院，治療多年的痼疾――

牙釉母質細胞瘤。

四十五歲的莎菈，家住菲律賓宿霧附

近的放空島 (Bantayan Island)；夫家有
十個兄弟姊妹，莎菈的先生是老大，陪

二○一七年四月五日，菲律賓慈濟志工前往莎菈家中拜訪，莎菈給志工師姊看她身分證上的照片，下巴

沒有腫起時的外貌。攝影／迪哥 (Jamaica D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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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來的艾琳是第七個弟弟的太太，與

莎菈感情很好。

二○一○年，莎菈的下門牙左邊第一

顆牙齒疼痛且搖晃，牙疼得厲害，痛好

幾天了，但島上沒有牙科診所，加上沒

錢去外地就醫，得知有巫師要來小島，

莎菈覺得自己真幸運。在一連串的祈福

唱誦儀式結束後，巫師用湯匙幫莎菈拔

牙。「但其實牙齒沒有整顆掉落，還有

一點殘餘留著。」莎菈回想，「巫師為

我拔除疼痛的那顆牙齒，沒想到牙痛問

題沒有解決，此後從這顆牙齒的左邊開

始，一顆一顆的疼痛、掉落，下巴也腫

起來……。」說到傷心處，忍不住落下

淚來。

拔完那一顆牙，還是持續牙疼、掉

牙，就這樣撐了兩年，到二○一二年，

莎菈察覺自己的左下巴有點腫，牙痛到

不行，她就買止痛藥來吃。二○一三

年，她懷了第六個孩子，雖然感覺下巴

愈來愈腫，但為了肚子裡的孩子，她不

敢再吃止痛藥，就強忍著。再過一年，

她已經無法假裝下巴沒事，因為已經影

響到說話還有呼吸，沒辦法好好睡覺

了。

菲律賓人醫提報

窮人家的治療曙光

因為放空島是菲律賓的觀光景點，莎

菈的先生就靠著替觀光客划小船賺錢養

家，划一趟船約兩百到三百菲幣 (臺幣
兩百元以下 )。家裡本來就有兩個孩子
生病，二○一四年第六個孩子將出生，

家裡更需要錢了。為了貼補家用，莎菈

都到海邊去撿回收物換錢，牙齒和下顎

的痛、影響說話、吃飯的不便，就是忍

著。

也就是二○一四這一年，其中一個兒

子喬伊因後頸有腫塊且連接到脊椎，已

臥床兩年，去世時是十二歲；隔一年，

八歲的辛蒂因有侏儒症及併發症，包括

心臟問題、營養不良而去世。兩個孩子

接連往生，自己下巴愈腫愈大，莎菈還

是試著像平常一樣過日子，出門就用布

口罩遮住下半臉，但她異常腫大的下巴

已經讓村子裡止不住議論紛紛。

二○一六年十二月初，一位德國遊客

來島上度假，結識莎菈的先生，看到莎

菈的狀況非常同情，便出交通費和看診

費，讓莎菈到宿霧市的牙科診所就醫，

但結果是要動手術才行。此行陪伴並協

助翻譯的陳麗君師姊，說著莎菈來臺北

慈院治療的因緣，「當時的診所牙醫師

馬可 (Dr. Fredeswinda Maco)正好是菲
律賓人醫會的成員，評估莎菈的病需到

設備完善的大醫院醫治，於是將她的狀

況提報給慈濟菲律賓分會。」

但那一次去看牙的經驗，只是讓莎菈

絕望的接受現況，畢竟她哪有錢可以去

大醫院手術呢？根本就是奢侈的妄想。

她再怎麼認真去撿回收物，最好的時候

一個月賺五百菲幣 (約臺幣三百元 )就
很高興了，能有什麼錢去動手術。

不久後的一天，莎菈在家裡接到一位

陌生女士的電話，對方說自己是「慈濟

志工」，莎菈說她沒聽過也不知道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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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前先為莎菈進行一系列的檢查與初步治療，正在臺北慈院實習的菲律賓馬可醫師 ( 上圖右 ) 也一直

在旁陪伴。攝影／王占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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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是什麼意思，但對方表示是宿霧那

位牙醫告知莎菈的狀況，接著問她：「您

願意讓慈濟來幫助您完成手術嗎？」莎

菈說，當她聽到這樣的消息，還來不及

回答，眼淚就流下來了，怎麼可能有這

麼好的事發生在自己身上。

二○一七年二月，菲律賓人醫會舉

辦牙科醫學研討會，北區人醫會謝金龍

醫師與夏毅然主任都會參加。二月十三

日，莎菈和弟妹艾琳從宿霧搭機到馬尼

拉，由菲律賓慈濟分會執行長李偉嵩師

兄帶莎菈去見他們，夏毅然了解莎菈的

病理狀況後，允諾會為她治療。 
醫療及相關費用，則由菲律賓慈濟分

會資助，初估約八十萬菲幣 (五十萬臺
幣 )。

馬可醫師目前正在臺北慈院接受訓

練。她說：「我不能在經濟上幫助莎菈，

唯一可以幫忙的，就是把她送到臺北慈

濟醫院，進行口腔醫療手術。」

確認夏主任可以為莎菈治療後，菲律

賓慈濟志工開始協助辦理來臺就醫的相

關手續。

臺北人醫接力　計畫三階段手術

四月十四日上午莎菈抵達臺北慈院

後，隨即開始一系列的檢查。

病理切片檢查，確診莎菈下巴的「牙

釉母質細胞瘤」是良性腫瘤。夏毅然主

任與口腔顎面外科團隊討論後，決定分

三階段手術；夏主任負責切除腫瘤；鄭

育誠醫師以 3D列印技術重建下顎骨；

夏毅然醫師 ( 右 ) 為莎菈及家人說明手術治療計畫，請陳麗君師姊翻譯，英語、臺語、國語夾雜，只

為讓莎菈安下心，不要憂慮。攝影／王占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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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博智醫師則為莎

菈植牙，重建咬合功

能。

四月二十一日舉

行醫療會議，夏毅然

主任說明莎菈的治療

計畫，李偉嵩師兄和

陳麗君師姊也一起與

會。夏主任提到，莎

菈因牙痛延誤治療，

導致成腫瘤占據整個

下巴與口底處，腫瘤

約有十一公分大，偶

爾會有組織液從下顎骨前牙區冒出來，馬可醫師在當時的檢查報告顯示有惡性轉變

機會，應該盡早手術。

夏主任仔細說明手術步驟，「治療計畫中會把腫瘤切除，連同下巴骨、牙齒也跟

著去除，然後再重建下巴，並裝上假牙，讓她能夠吃東西，才是真正完美的治療。」

口腔外科團隊為莎菈手術切除腫瘤並重建下巴，右為 3D 列印出的下顎

骨頭模型。攝影／范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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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主任補充，「重建的步驟，是取小

腿的骨頭 (腓骨 )放到原來下巴的位置，
還要加上金屬板固定。因小腿骨頭是直

的，會配合下巴的形狀，將骨頭切成幾

段，折成彎曲的形狀，彎曲分裂處若超

過零點五公分，就會用骨粉或碎骨頭填

補。至於血管的部分，則用腿骨血管接

到頸部血管，兩邊都要接住，能吻合，

不會漏血，也不會栓塞，手術才算成

功。」

「只要血管接得順，骨頭長得好，莎

菈的顏面可以恢復得很好，甚至可能比

原來的還好。」夏毅然主任對莎菈的手

術充滿信心，也請大家放心，「取小腿

的骨頭並不會造成日後行動的問題，剛

開始可能會因神經暫時阻斷，會有走路

一跛一跛的狀況，只要神經開始恢復，

她願意配合復健，一點也不會影響生

活，可以跳、可以跑，都沒問題。」

聽完莎菈的治療計畫後，李偉嵩師兄

驚訝的說：「我們一開始以為只是單純

的切除腫瘤就好，聽夏主任的說明後，

才知道手術非常不簡單。還好我們帶莎

菈來臺北慈院，這裡有很完善的團隊和

機器設備，可以給她最好的醫療。」

初到時，莎菈充滿希望，她說，「我

二○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臺北慈院醫療團隊歡送莎菈健康出院返家，照顧她近一個半月的同仁也

一起來祝福。右四為趙有誠院長，右三為夏毅然主任，右一為許博智醫師。攝影／范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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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因為可以動手術，不會再痛

了。」隨著手術時間逼近，莎菈情緒卻

變得有些焦慮，還好麗君師姊不斷地給

予鼓勵，莎菈心情漸平復。手術前兩

天，四月二十四日，趙有誠院長到病房

親自給莎菈打氣，院長的到來，無疑給

莎菈一顆定心丸，激動流淚並不斷感謝

趙院長和大家。

十六小時手術馬拉松

除腫瘤再重建 

四月二十六日上午八點，莎菈進手術室。

完成了麻醉及手術前置準備工作後，

醫療團隊開始第一階段的腫瘤切除。主

刀的夏主任擁有多年的口腔腫瘤手術經

驗，但是莎菈的腫瘤是他從醫以來下顎

腫瘤最大的個案。「(腫瘤 )拿下來的
過程中，主要是看有沒有跟頸部的大動

脈太靠近，我們必須把它分開，避開頸

部的大動脈及重要的神經，才把整個腫

瘤分開來。」

腫瘤切除後，接下來是下顎重建。

「切除簡單，重建很難。所以我們才會

採用 3D列印的技術來重建下顎，以確
保它是吻合的。然後根據這個模型，就

可以切骨頭了。」首先取小腿的一根長

骨，照著3D列印精準算好的下顎模型，
立即製作成下顎，這也是整個手術中最

複雜與耗時最久的部分。

夏主任表示：「從腿部取下骨頭來，

接著彎成 3D列印出來的下顎骨形狀，
再放進嘴巴。」「重建的時候，我們希

望血管能夠長回去。下巴的整個骨頭、

整個皮瓣才可以活。」

歷經十六個小時的馬拉松式手術與重

建，莎菈下巴的腫瘤不見了。接下來三

天在加護病房充分休息，等待骨頭癒合。

弟媳艾琳和陳麗君師姊看到醫師提供莎

菈術後的照片，都為莎菈感到歡喜不已。

一年後植牙再見    

雖然歷經十多個小時的奮戰，但手

術成功，讓團隊士氣振奮。夏毅然主任

說，「這是一個醫師無法完成的複雜手

術，是需要團隊的力量一起成就的。」

夏主任提到，莎菈術後約三、四週，若

傷口長好、沒發炎，就可出院回到菲律

賓，由當地口腔外科醫師接手追蹤預後

狀況。

二○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莎菈的

臉看起來已經跟正常人一般，沒有肥大

的下巴了，而且她笑起來像一顆很甜的

蘋果！醫療團隊為她切下祝福的蛋糕，

祝福她出院，象徵新生的開始，莎菈滿

臉笑容的說：「手術後，我很高興，因

為變漂亮了。而且可以講話講得很正

常。」

這趟臺灣行，是莎菈改變命運的開

始，臺菲兩地慈濟志工及人醫會，跨海

接力，讓飽受腫瘤困擾多年的莎菈，再

次展開笑容回到家鄉迎接新人生。預計

一年後，再度回到臺北慈院進行第三階

段的植牙手術，重建牙齒的咬合功能。

(參考資料：菲律賓慈濟分會網站、

大愛新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