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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大林慈濟醫院啟業十八周年，

醫院結合了雲嘉南區慈濟人醫會醫師、

護理師、藥師、志工，在七月十五日深

入鄉里，到行動不便的病人家中關懷。

此次帶領醫療團隊的院長賴寧生說：

「有苦的人走不出來，我們就要走進

去，在人與人的單純互愛與感恩中，更

深刻體會醫病、醫人更醫心的醫療情

懷。」

當日上午八時，近二百位醫護、藥

師、志工在醫院大廳集合，分十九條路

線前往雲林縣及嘉義縣、嘉義巿等，足

跡踏遍偏遠鄉間與街市暗角。慈善訪視

有醫療做後盾，感恩雲嘉南區人醫會投

入往診至今十四年。

醫師來家裏		看病有信心

賴寧生院長等一行人來到嘉義水上，

關懷了幾位慈濟志工，其中有位罹患類

風濕性關節炎的林師姊，有骨質疏鬆及

血小板過低的問題，但她認為身體無太

大病痛，且一方面擔憂長期服藥會導致

骨鬆，以致許久未再回診風濕免疫科。

賴院長是風濕免疫科專家，他拉起

林師姊的手檢查、摸摸她的關節，看她

左手有點腫，直叮嚀她一定要回診再做

詳細檢查，才能把類風濕性關節炎控制

好。林師姊笑一笑，說起她有一對雙胞

胎女兒罹患白斑症，其中的姊姊正好在

家。由於姊姊本身有服用其他藥物，擔

心又要吃很多藥導致就醫意願不高，但

賴院長說明，只要免疫系統照顧好，或

許其他疾病也可解決，就不用吃那麼多

藥，讓她終於有了信心。

賴院長感恩緣分能遇到這一家人，

同時了解到我們自己的師兄師姊不一定

有正確的醫療認知，他有感而發說，

「（社區）愛灑我們已經做十八年，一

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們辦了一百五十七

場，我覺得我們要更加強。」

福在深山		心靈饗宴

另一路線的第一站是在嘉義市內民生

南路巷內居住的資深志工，八十多歲的

林蕭來富原住竹崎鄉，是竹崎環保站固

定投入的志工，但因去年在大林慈院脊

椎開刀二次，住院三個多月，事後行動

較不方便，就搬到市內兒子家居住，見

到醫護人員到來非常高興，一直招呼大

賴寧生院長拉起林師姊的手、摸摸她的關節，

看她左手有點腫，直叮嚀她一定要回診再做詳

細檢查，才能把類風濕性關節炎控制好。攝影

／謝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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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坐下來，吃水果，看甜不甜？」

大林慈院中醫部住院醫師陳韋任參

加人醫會居家健康關懷五年了，他關心

來富師姊的身體狀況，幫她按摩手腳，

也教導看護平日可以照做當復健。陳醫

師叮嚀來富師姊，坐太久會造成脊椎負

擔，護腰不要戴整日，前來關懷的志工

也讚歎來富未開刀前是很精進的志工，

無論是環保、香積，都非常投入，是志

工們學習的典範。

車子繼續在彎曲的山路中前進，到了

竹崎鄉文峰村羨仔寮鄭秋華的家，秋華

因在環保站做志工時不小心摔倒，到大

林慈院就醫，才發現胸部有陰影，開刀

後檢驗是良性。秋華很積極投入環保，

家雖在交通不便的山上，術後恢復健康

楊昌蓁醫師及游斯評護理師幫黃先生的傷口換藥。攝影／黃小娟

大林慈院中醫部住院醫師陳韋任叮嚀志工師姊

日常生活保健。攝影／陳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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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仍步行半小時坐公車到竹崎環保站

做分類工作。 
藥學部代理主任李紀慧說，醫藥人員

與病人的互動很少，幸能參與居家健康

關懷活動，「走出來付出，重新體驗人

生的意義！」陳韋任醫師也在往診關懷

病人中體驗了「福在深山中」的真意，

回來後便將自己的所見所聞，傳頌給社

區民眾聽，邀約更多人加入慈濟一起行

善。

真心呵護		關懷鼓舞生命熱情

骨科部主任楊昌蓁與護理同仁游斯

評、人醫會藥師闕杏芳及志工等前往嘉

義縣六腳鄉、中埔鄉關懷照顧戶及法

親。第一站關懷六十四歲的黃先生，是

人醫會長期關懷的對象，楊醫師及游斯

評看到他皮膚有多處傷口，立刻為他處

理、換藥。黃先生也熱情地與大家話家

常，他因雙手無法活動，談及自己用嘴

打開泡麵、用腳寫字等生活獨立的方

式，還有他樂觀的態度令人佩服。

八十九歲的張師姊看到眾人前來探

望，十分歡喜，她向楊醫師表示自己全

身痠痛，楊醫師懷疑可能是骨質疏鬆造

成的痠痛，建議她就醫做進一步檢查，

若確認為骨質疏鬆，可用藥物改善。張

師姊早年承擔醫院醫療專車工作，協助

社區民眾到大林慈院看診，並且投入社

區環保回收，近年因家庭變故鮮少再投

入，志工們的關懷讓張師姊重展笑顏，

試著走出來。楊昌蓁醫師表示，每次參

藍英明醫師握著周秀枝師姊的手靜靜把脈，「很好！丹田有力，身體正常。」攝影／江敏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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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居家關懷，心理上都會有所收穫，非

常感恩慈濟志工發掘很多隱藏在暗角有

需要的人，讓大家來關懷。

甘蔗姊回眸往事

視不明仍想付出

大林慈院中醫部藍英明醫師、人文

室葉璧禎師姊帶領眾人關懷斗六地區的

慈濟法親。一夥人來到周秀枝師姊家，

她的視力已模糊，但聽力、腦力卻很清

楚，藍醫師、志工們才一進門，即說：

「你要來幫我把脈嗎？」她還高興地摸

著每一位的手，一一點名。

言及大林慈院，就會令人想起人稱

「甘蔗姊」的周秀枝師姊，當年蓋大林

慈院時，她以削甘蔗賣甘蔗來募集愛心

十多萬元，幫上人蓋醫院，她愛慈濟做

慈濟，早期還與葉璧禎師姊投入環保，

「璧禎師姊開貨車，一袋袋的資源由我

堆上車疊著……」回眸往事，甘蔗姊滔

滔不絕地說著，精神都來了。

藍醫師握著秀枝師姊的手靜靜把脈，

「很好！丹田有力，身體正常。」周秀

枝師姊高興地笑了，摸摸自己的頭髮

說，因為眼睛看不見，天氣又熱，所以

把頭髮剪短了，比較好梳理。但是說完

心情有些落寞。感受到她的心情，眾人

告訴她上人即將來雲嘉行腳，邀約她來

與上人溫馨分享。葉璧禎師姊以一個溫

馨的擁抱祝福她，「上人也會想看 (像
您 )這些年長的委員。」

	幽默風趣的緣投仔醫師

「周先生你好，我是大林慈院最緣投

仔 (臺語 )醫生。」大林慈院腸胃內科
曾國枝醫師，幽默風趣的招呼語，引來

大家的笑聲，馬上拉近彼此距離。曾國

枝醫師此次參與雲林第十二條動線往虎

尾土庫出發，上午六點從臺南過來的曾

國枝醫師，共走訪了四戶人家。

其中一位是中風的周先生，平時會聽

廣播電臺亂買成藥，曾醫師特別檢查他

的藥，發現房間一角堆了好幾包藥物，

仔細檢查發現大林慈院開的藥物，有三

種藥物是非常昂貴且能疏通血管的藥

物，比他平時用的健康食品還要好，於

是曾醫師用心地拿起筆，在他的藥袋上

做記號，早上要吃的就畫圈，中午及晚

大林慈院腸胃內科曾國枝醫師，幽默風趣的招

呼語，打破初次見面的陌生感。 攝影／陳宏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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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用吃就畫叉，讓周先生非常清楚藥

物的用量及時間，能準時吃藥，減少中

風復發。

獨居的林女士，十六歲時因家中一場

火災導致驚嚇過度而無法言語，至今如

同啞巴，先生往生後獨居，平常三餐有

問題，吃的都是一些臭掉的食物。所幸

現在有政府的長照關懷，星期一至星期

五有提供餐飲，但她沒吃完常捨不得丟

棄，曾醫師請林女士要注重飲食衛生及

按時吃飯，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囑咐

她「有糖尿病，有血糖的問題，三餐要

正常吃，吃藥才有效。」感受到曾醫師

的關心，她開心地拉著曾醫師要一起合

照，並帶曾醫師到她的房間看尿桶，從

尿液的起泡情形來了解她的身體狀況。

曾醫師有智慧地以幽默方式與照顧

戶親切溝通，讓每戶家庭笑聲不斷，也

讓照顧者及病人都能適時得到心靈的開

解，願意聽從醫師的指示用藥及回診。

院慶路跑		響應環保愛地球

八月四日清晨，二千多位同仁及眷

屬、慈濟志工、社區民眾等，一起參與

院慶路跑活動，為醫院慶生。活動分為

十公里競賽組，以及五公里健康組，今

年並搭配舉辦環保愛地球活動，邀約大

家一起響應環保、跑出健康。

路跑的環保愛地球活動，除了路跑衣

服是採用大愛感恩科技寶特瓶製作的馬

拉松路跑衣，在終點站還設有整合型智

慧醫療 Line服務、同仁自製環保清潔
劑，以及環保九宮格、環保套圈圈、環

保十字口訣等闖關遊戲，沿途的補給站

也推動「自備環保杯，一杯到底」，鼓

勵大家自備環保杯，一同響應清淨在源

頭，環保愛地球。

旭日東昇時分，復健科組長蔡明倫在

〈美麗晨曦〉的樂音下，帶領選手在院

慶路跑前，放鬆筋骨做伸展操，臉上懸

復健科組長蔡明倫在〈美麗晨曦〉的樂音下，帶領選手在院慶

路跑前，放鬆筋骨做伸展操。攝影／王翠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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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著笑容一起為醫院慶生。開跑前，跑

者齊聲念著展望未來的精神標語：「大

林十八轉大人，合和互協向前行，志工

菩薩來牽成，精準醫療永傳承」，稍後，

院長準時在五點半鳴槍開跑。

沿途貼心補給站

為選手補充體力

大林鎮的鄉村小徑上，湧入一個個

選手，在路口處有志工貼心地拿著指揮

棒，指引行進的方向，也有志工用環保

杯代替紙杯、寶特瓶，給選手補充水

分，另外也有啦啦隊拿著加油棒敲打，

為選手們加油。

報名十公里路跑的腎臟內科主任蔡任

弼說，慢跑前最好補充三百到五百西西的

水分，以避免在跑步中脫水，慢跑之後每

二十分鐘再補充一次水及電解質，直到排

尿的顏色呈現透明微黃，水分才算是足夠

的。另外，他也提醒大家，炎熱的天氣記

得喝水一定要足夠，除了預防脫水，還能

減少泌尿道發炎、腎結石等症狀出現。醫

院共設有五個補給站，在最後的三站更提

供了電解質飲料、香蕉、鹽巴等，都是避

免腳抽筋的貼心方式。

路跑揮汗促健康

邀約同仁多運動

一步步踏實踩在大林的鄉村小路上，

從晨曦到太陽從山頭露出臉來，將跑者

的影子拉成長長的細線。服務於醫院教

學部的吳秉南，雙腳不停地交換著，汗

水從毛細孔噴出，協調的呼吸聲和著跑

步聲，一馬當先往前跑。

新手爸爸吳秉南，最終以四十三分五十秒完賽十公里路跑，

獲得第一名的好成績。攝影／王翠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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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享，路跑運動是很愉快的，尤其

在大林鎮這個地方是很適合跑步。運動

能增加腦內啡活化腦部，對於平時教學

研發的工作，有很大的助益，也可營造

和諧的家庭氣氛，希望孩子在成長過程

中，能喜歡上運動，達到身心靈平和。

這次他也邀請爸媽、太太及十個月大

的孩子及高雄的親戚參與，高雄的親戚

為了參加院慶路跑，凌晨兩點多就起床

開車北上，更令人興奮的是，都順利完

賽。新手爸爸吳秉南，最終以四十三分

五十秒完賽十公里路跑，獲得第一名的

好成績。

姚曉霈十年前開始路跑，從走走停

停到後來可以跑一個小時，心跳也從一

分鐘跳九十幾下到現在心跳只有五十幾

下，跑完全程無比的舒暢。

因她平日的訓練，去年獲得十公里女

子組第一名，今年以四十八分四十三秒

完賽，再度蟬聯冠軍，但讓她更開心的

是，平時有些同仁並沒有運動的習慣，

藉由這次院慶，邀約同仁一起來運動。

她開心的分享，這次的環保馬拉松運

動衫是由大愛感恩科技以寶特瓶製作完

成的跑衣，材質透氣、剪裁漂亮、且舒

適，她覺得寶特瓶可以重製再利用，是

環保愛地球的行動。志工何照容穿著護

腰，一步一步地走完五公里的路程，她

歡喜地分享環保馬拉松運動衫很舒適透

氣，不同於她過去所穿的運動服。以前

只要流汗，衣服就會黏在皮膚上，但這

次的跑衣穿起來很舒爽，日後在平時運

動或上課也能穿著。

愛地球很簡單一三五

愛自己更簡單二四六

慈濟嘉義區志工在終點處擺攤宣導

「愛地球很簡單一三五；愛自己更簡單

二四六」，並準備以檸檬油與起泡劑做

成的環保清潔劑與眾結緣；「一三五」

助人是慶祝院慶的好方式，八月十一日由賴寧生院長帶領同仁到林內鄉的詹先生家，為他打掃出一個

乾淨的家園。攝影／葉璧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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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一筷省水、蔬食三好、隨身五寶；

「二四六」心靈環保則是指行善、行孝

不能等，慈濟四神湯：知足、感恩、善

解、包容，以及六字箴言：屋寬不如心

寬。

雲林斗六環保團隊則帶來環保十字

口訣，志工歐柏銘手指環保海報，介紹

環保五 R（減量、重複使用、修理、拒
用、回收再用），更推廣隨身五寶，場

面非常的熱絡，同時也祝福大林慈濟醫

院十八周年生日快樂。

跑者中有人致力於環保推動，更有

人力行環保落實於生活中，企劃室林靜

宜，自二○一一年參加《慈悲三昧水

懺》經藏演繹開始茹素，身體也變得更

健康，因入經藏的因緣讓她體會到「因

緣果報」的可怕，也為愛地球，更堅定

茹素的理念，出門五寶隨身帶「杯、碗、

筷、袋、手帕」，讓大地淨化。

走出白色巨塔		清掃出乾淨家園

位於林內鄉一處偏遠民宅，住著一

位患有癲癇的詹先生，因手腳會不自主

顫抖，無力打掃家園，造成居家環境惡

臭、髒亂。大林慈院同仁發揮愛心，八

月十一日由賴院長帶領同仁及家屬前往

關懷、打掃。

一抵達目的地，映入眼簾的是屋外

堆積如山的廢棄物，與一旁飼養的山羊

排泄物味道交雜著，不時傳出陣陣惡臭

味。大家在分配任務後，隨即動手清

理，首先將屋內堆疊的雜物搬到外面，

同時一邊做好分類，而陳年的雜物堆

裏，包括衣服、照片、家具、廚房用品、

垃圾等，因長期未整理而導致發霉、腐

爛。雖然過程中地上會竄出蟑螂及死老

鼠讓大家驚聲尖叫，但眾人仍發揮團隊

合作精神，讓屋裏屋外都煥然一新，使

嘉義區慈濟志工在路跑終點處擺攤宣導「愛地球很簡單一三五；愛自己更簡單二四六」。攝影／張菊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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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參與者都充滿著成就感。

賴院長說，醫療人員走出白色巨塔後，

也能發揮十八般武藝，從無所求的付出

中獲得歡喜、感受同理之心，回到醫療

崗位上更能站在病人的角度去思考。

風濕免疫科朱美綺表示，現代的孩子

很少有這種機會走出來看見苦難，雖然

女兒才三歲大，但她也會幫忙做家事，

這次全家人出動，藉由親身體驗，能讓

孩子學會更加惜福，家人之間的感情也

變得更好了。

第一次參加打掃的骨科住院醫師江晏

昇，在學長及學姊的鼓勵下參與活動。

由於平時的醫療訓練都在無菌的環境下

完成，第一次看見如此髒亂的居住環

境，除了驚訝之外，並體會走出醫院才

能看見社會中的陰暗角落，需要更多資

源來幫助他們，醫生不是只有幫病人開

刀治病，也能用這雙手協助走不出來的

苦難之人，重新建立新家園。

完成打掃後，大林慈院也贈送了椰子

床、棉被、枕頭、櫃子等，讓詹先生恢

復乾淨、清爽的舒適環境。詹先生雙手

合十、哽咽地感恩大家，謝謝這群充滿

愛心的慈濟人，讓他達成擁有乾淨家園

的夢想。

八月十三日，於大林慈院大廳還有熱

鬧的院慶蛋糕慶生及各部門的溫馨下午

茶時光，為大林慈院十八周年慶活動畫

下完美的句點。

八月十三日於大林慈院大廳的院慶蛋糕慶生，熱鬧溫馨。攝影／張菊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