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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 獨魯萬
風災五年醫同守護
走出海燕見重生 

2018.10.26-28
文／星、馬、臺、菲人文真善美志工

二○一三年海燕風災重創菲律賓，

重災區獨魯萬近乎全毀，慈濟的援手

扶持災民一路走來，風災將屆滿五周

年之際，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

臺灣及菲律賓的醫護團隊及志工共

四百四十九人，於十月二十六日至

二十八日在禮智興華中學舉行大型義

診，為當地民眾拔苦予樂。

新加坡醫護團隊二十六日清晨六

點抵達獨魯萬，小休後即抵達義診現

場。早上七點不到，禮智興華中學廣

場已聚集長長的掛號隊伍，民眾頂著

烈日，在帳篷區排隊整齊，耐心等候

拿取號碼牌，慈濟志工貼心架上電

扇。為利於作業，此次以顏色區分看

診科別：粉紅色代表小兒科、黃色是

內科、藍色是外科，配眼鏡是綠色，

紫色是聽力檢查、「TMC」代表中
醫、白色是牙科。

禮堂內，約可容納一千二百多人，全

場聽不到喧嘩吵鬧聲音，只聽到志工們

在臺前募心募款以及傳揚上人的法。

十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來自星、馬、臺、菲

的慈濟醫療團隊在獨魯萬禮智興華中學進行大

型義診，三日共有六千二百六十七人次受惠。

攝影／鍾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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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排隊求醫  等再久也願意

小兒科掛一號的媽媽，凌晨十二點

就來排隊，二號是凌晨兩點，三號是

清晨四點。媽媽心，都是為了自己的

子女。

各科室都坐滿病人，鄉親必須在外

面的帳篷區排隊等候。志工陳榮生表

示，平時志工深耕社區也是在發掘病

苦，給予幫助；大家都不會放棄這一

年一次的機會，尤其這麼多科一起義

診，再久的時間他們都很願意等待。

「我是千里迢迢來看您喔！」臺

北慈院內科加護病房主任蘇文麟親

切地告訴這位老奶奶。八十一歲獨

居的她，英文講得很好，胸痛不舒

服，蘇主任說：「這症狀剛好是我的

專長。」聽志工說老奶奶昨天生日，

蘇主任送給她一塊麵包，「祝福生日

快樂！」老奶奶感動流淚：「醫生從

臺灣那麼遠的地方來，還親自送我禮

物，我很高興也感恩！」

小病拖成併發症

治療加預防齊進

臺中慈院胸腔科陳立修醫師從看

診中發現，幾位年紀較大的長者，都

有「三高」的問題。「對當地鄉親來

說，可能只要餬口飯溫飽，他們沒

有這個思維要去把血壓、血糖控制

好。」陳醫師盡量透過衛教、保健原

則，希望幫助到他們身體的健康。

大林慈院中醫師鄭竹宴為落枕的婦

人推拿以舒緩痠痛，義診上也透過針

灸及拔罐，減緩病人肌肉及關節的疼

痛，讓症狀得到改善。鄭醫師說雖然

語言不同，但透過翻譯及肢體語言，

就會看到病人的回饋，這種經驗是很

特別的，尤其看到團隊合和互協的感

覺很好。

在小兒科，大部分的孩子是感冒沒

有治好變成慢性中耳炎，少數有一些

營養不良。臺北慈院鄭敬楓副院長深

感獨魯萬醫療資源缺乏，都是小病拖

二十六日義診上，臺北慈院內科加護病房蘇文麟

主任（右）得知昨天是八十一歲老奶奶的生日，

送上麵包與祝福，讓老人家感動落淚。攝影／

吳碧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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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了，產生一些併發症，所以真的需

要醫生來義診。

有一位十歲的小女孩臍帶長了一個

瘜肉，從出生到現在都沒有辦法去醫

院處理，大林慈院小兒科林士惟醫師

很訝異，沒想到會讓小朋友一直忍受

問題長達十年之久。看診空檔也特地

來到外科，追蹤關懷他所轉診的這名

長瘜肉的小女孩。

花蓮慈院牙科李彝邦醫師第三次參

與獨魯萬義診。「這邊的治療沒辦法

很普及，就讓他們知道『一分的預防

可以抵十分的治療』，這是我們以後

要推的方向。」大林慈院外科醫師鄭

文炫，正為一位長囊腫的病人手術，

義診上審慎評估病況，再給予治療建

議。

五十一歲的吉娜自小右耳便長了肉

瘤，並且不斷增長。五年前海燕風災

把家園完全摧毀，當時受到慈濟的補

助，建立了她對慈濟的信心。陳勇醫

師花了三小時為她清除。「終於解脫

了，可以把頭髮梳起或綁上，不再感

到羞恥。」手術圓滿後吉娜心懷感激

地說。慈濟再次改善了她的生命，她

期許自己也能把這份善再傳播出去。

臺中慈院胸腔科陳立修醫師（左）觀察到長者有「三高」的問題，看診中盡力透過衛教宣導健康知識。

攝影／吳碧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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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團隊  手術從早開到晚

十月二十三日，菲律賓眼科團隊提

前在獨魯萬的聖言醫院（Divine Words 
Hospital）為白內障及其他眼疾患者
動手術，如此在海燕五周年義診時便

可以有充足的空間，對其餘有視力問

題的鄉親提供服務。史美勝醫師與團

隊，從早上開刀至晚上，盡力提早讓

患者重見光明。意外的插曲是七十歲

的那奈阿嬤突然不願接受手術，就連

排除外務前來陪伴的女兒也拿她沒辦

法，最後史醫師前來，用很強的正能

量說服了阿嬤。手術圓滿，女兒激動

地抱著媽媽哭了。那奈阿嬤開心說，

希望另一隻眼睛也能給史醫師開刀。

二十三至二十四日兩日，眼科團隊共

為一百五十二人動手術，處理包含白

內障、翼狀胬肉、眼球不正等各種眼
疾。

牙醫駱美智是來自菲律賓的臺灣媳

婦，二○一一年起往返兩地，在菲律

賓陪伴媽媽的同時，參加每個月的義

診，也到馬尼拉的義診中心服務。她

的先生是七十六歲的牙醫蔡秋火，分

享二○一七年歲末座談時，上人鼓勵

他到菲律賓協助義診。每年將臺灣彰

化的診所休業一週，參與菲國大型義

診已經排入他的年度行程中。「做天

上的事情，比什麼都開心！」蔡醫師

以天主教虔誠的信仰，與慈濟人間路

協和走下去。

小兒科專業的臺北慈院鄭敬楓副院長發現，不少孩子是感冒沒有治好變成慢性中耳炎，小病拖久產生

併發症，可見醫療匱乏。攝影／吳碧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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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求診倍增  牙科人潮多

十月二十七日一大早，候診民眾依

舊大排長龍，志工們貼心奉上點心與

茶水。

鄉親對中醫療法很陌生，第一天

只服務了一百八十七人，因感受療

效「吃好逗相報」，今天增加一倍有

三百六十八人。第一次參加慈濟海

外義診的人醫會陳文慶中醫師，深

感鄉親「求醫若渴」，因為貧窮，使

他們把小病痛忍成大病。在見苦知福

當下，期許自己如《八大人覺經》所

說：「願代眾生，受無量苦；令諸眾

生，畢竟大樂」。

也是第一次參加海外義診的林志雄

中醫師，針灸前問明鄉親的職業，便

知痠疼處病灶，再對症下針。臺中慈

院復健科蔡森蔚醫師，看到幾位患者

脊椎有問題，有病無錢就醫，是他們

最大的問題，他願奉獻一點良能，最

重要的是希望能讓這裡的鄉親身體更

好。

臺北慈院牙科黃文國醫師表示，一

般根管治療在臺灣需要分次進行，在

這裡變通為當下抽完神經，接著由另

一名醫生做根管治療、再下一位醫生

把牙填補，一次為鄉親解決牙齒的問

題。

牙科人潮多，三間牙科診室以外，

再延伸到外邊進行拔牙。牙醫在居民

等待的同時進行口腔衛教，並發予牙

刷和牙膏。魯絲忍了兩年的臼齒疼痛

開始腫脹，今早八點到牙科登記，等

到下午五點終於可以拔牙，卻發現兩

根牙頭蛀得太碎，必須進行小手術。

新加坡牙醫吳惠菁把歪掉的牙角切成

三塊，再一塊塊取出，成為今天最後

一位離開的病人。一整天的等候還好

有志工陪伴，有餅乾點心充飢。由於

還有其他蛀牙，牙醫也特別叮嚀她明

天再過來看診。

左手併指得治  手術完繼續開車

三十五歲的爾文出生時左手除了

拇指和食指相連，另外三隻手指頭也

折疊併指且短小，影響功能。新加坡

人醫會馮寶興醫師決定先將大拇指及

食指切開，增加手部抓握的功能，而

兩指間的皮膚缺損，需移植手臂的皮

膚來填補。五年前的海燕風災，爾文

二十八日義診第三天，志工示範引導就醫的小

朋友張大嘴，讓大林慈院林士惟醫師檢查喉嚨。

攝影／吳碧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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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屋子受損，也曾得到慈濟的幫助。

半年前他到本地一間旅店當司機，因

為老闆娘是慈濟志工，帶動他參加慈

濟活動，承擔交通組的工作。今早接

送志工到義診現場後，爾文就去動手

術。完成後休息片刻，又回到工作崗

位載送進出，敬業精神讓人佩服。從

小就想做治療，卻一直付不起昂貴的

手術費，如今多年的期盼終於成真，

爾文開心地笑著，感恩醫師和志工的

付出。

借錢搭車攜子求醫

慈母淚謝援助

十一歲的卡恩馬尼和父母及妹妹

同住在慈濟奧莫克的大愛村。一年

前，他高處跌下，傷到左腿。當時父

母沒有帶他到醫院就醫，僅用土法按

摩處理。最近幾個月，左大腿卻莫名

腫脹，痛到連走路都有困難。他的母

親向鄰居借錢搭車，帶著孩子前來就

醫。新加坡林立偉醫生檢查發現，大

腿有發炎現象，病情不單純，需要轉

送到醫院做詳細檢驗及治療。慈濟菲

律賓分會將協助後續的就醫與費用，

卡恩馬尼的母親感動流淚：「好感恩

上人派你們慈濟志工來幫助我們窮苦

的人啊！」

當義診成為生命的一部分

在海燕五周年之際，參與此行獨

魯萬義診的醫師們，內心都有許多收

穫與感觸。新加坡牙醫吳惠菁鼓勵同

事必須到獨魯萬來見識這裡小孩的勇

氣，「他們單獨躺在病床上讓我拔牙

和進行手術，完成後我給他們巧克

力，他們笑著答謝離開。」而看到病

人沒有及時就診，一些惡化到肉瘤而

無法在義診進行治療，心非常不捨。

「當年協助海燕風災時，白天大家

都非常忙，晚上繼續在羅賓森商場準

備發放的現金。」二○○九年認識慈

濟的菲律賓牙醫雷納多（Dr. Reynaldo 
Torres）敘述當年情景。「我很肯定
自己會沒事，因為我在這裡幫助別

人。」下星期天要接受心臟繞道手術

的他篤定說道。曾經擔任七年菲律賓

軍隊牙科總醫的他，每年參加約五次

修女是聖言醫院的主管，主動提供一間手術室

讓眼科團隊進行手術。二十七日她前來體驗中

醫的療效，人醫會陳文慶中醫師悉心診療。攝

影／羅瑞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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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慈濟大型義診。為病人服務讓他發

揮專業，更是送上祝福。義診已經成

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也邀約認識

的牙醫一起來參與。

「災難把我們帶來了義診，二○○

九年卡莎娜颱風把裝修中的診所吹倒

了，我們也順便退休。」來自大馬

尼拉地區巴石市的牙醫米德樂（Dr. 
Mildred Radovan）退休後即每個月參
與納沃塔斯（Dagatan）義診，一般
上凌晨四點開車以便八點抵達準時開

始服務，非常開心可以繼續服務人群

和結交新朋友。「讓我們老年活得有

意義，解除別人的痛苦讓我得到內心

的喜悅，同時保持年輕。」她六十二

歲的丈夫柏洛瑟碩（Dr.  Prosceso 
Radoran）感恩病人給予機會服務，讚
歎慈濟在災難時都會出現，並且沒有

影響他們加入佛教，而是一起幫助更

需要的人。

服務量創紀錄　醫療之愛綻光明

十月二十八日義診來到最後一

日。此次獨魯萬義診共計服務了

六千二百六十七位鄉親。服務量最多

的是牙科達一千八百六十六人次，

內科有一百二百五十六人次，加上

二十三、二十四日眼科手術所服務的

一百五十二名患者，總服務量來到

六千四百一十九人次。

最後一天的義診，菲律

賓盧尾丁醫師在外科區

為病人施行小型手術。

攝影／吳碧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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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各科室陸續撤場，大家同心

協力，牙科展開清洗、消毒器具、整

理剩餘藥材；菲國海防救災志工在三

天義診中，一直守在現場機動協助各

種狀況，託慈濟人的福，一切平安，

最後他們也加入搬運器材上貨車的行

列。

傍晚五點，天色已黑，學校點起柔

和的亮光，猶如三輪體空般，一片寧

靜。三日義診圓滿落幕，溫馨的圓緣

感恩晚會登場。

海燕風災後，從二○一五年起，

慈濟在興華中學舉行一年一次大型義

診活動，今年是海燕災後五周年也是

大型義診邁入第四年。菲律賓分會

楊國英執行長感恩道：「我們的人力

不夠，那時有十個國家、分十一梯

次志工來幫忙，有四十三國的志工上

街募心募愛，讓在前線的我們無後顧

之憂。」慈濟用大愛，創造海燕的奇

蹟！

獨魯萬第一顆種子楊振偉說，「很

榮幸有各國慈濟家人來幫忙義診，大

家回來看獨魯萬的成功，慈濟是有效

的團體，我們的力量小小的，因有慈

濟家人，力量變大了，成就大規模的

義診。」

這幾天來，最幸福的醫師也上臺分

享。馬來西亞醫師王玟富分享五年前

是帶著另一種心情來，那時醫病還醫

心，「這次看見鄉親為了生活打拚，

讓我感動，他們從悲傷、黑暗的角落

走到光明的世界，感恩給我機會學

習。」

來自新加坡的陳逸慧分享，「希

望大家和我一樣帶著滿滿的感動回去

分享，祝福菲律賓的菩薩一年比一年

多。」

「我們不知道明天會怎樣，但是今

天我們做到了，很不簡單！」新加坡

的鄧國榮醫師說，每一位都發揮不一

樣的功能，每人加起來都是一百分！

此次義診總人數打破有史以來的紀

錄，他邀請大家為自己鼓勵一下！臺

下立即掌聲不斷……

臺北慈院鄭敬楓副院長感恩臺灣

五家慈院的醫護一起來服務菲律賓鄉

親，「因自己是小兒科的專業，在慈

院二十四年，比較少出國義診的機

緣，今天能有機會，我很珍惜！」看

到特殊個案，鄭副院長也緊急回報臺

北慈院，希望早日讓鄉親得到治療。

他也讚歎帕洛大愛村的孩子，在風災

後，接受慈濟教育，能茁壯快樂成

長，深深體會慈濟四大志業的扎實。

臺灣領隊蔡堆感動地說，「沒有

病人、沒有上人、沒有慈濟，我們不

能成就五年來的獨魯萬。」隨喜能沾

光，來沾各位的光，蔡堆引述上人

最近晨語開示《法華經》的「隨喜功

德」。也期待下次再相會，相信未來

菲律賓的菩薩一定會從地湧出。

義診總協調李偉嵩師兄感恩醫護為

病人拔苦予樂，「每位所做的一切都

令我們感動，才會有成功的義診，菲

律賓人都永遠記得慈濟的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