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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起，玉里慈濟醫院醫護團

隊透過居家關懷的方式，深入山林及部

落，走進病人的家中，將醫療之愛送達

病苦人家手上。醫護為病人進行簡易的

身體檢查、傷口護理，帶來簡單好記的

衛教保健知識，給予飲食起居上的照護

建議。每週一次的居家關懷訪視，既膚

慰病苦也給予溫暖支持，不僅讓病家感

激於心，更進一步改變對疾病的消極態

度，願意接受治療、邁向康復之路。

到宅顧健康　十八年五千四百戶

風和日麗的週四下午兩點，玉里慈

院居家關懷團隊準時出發。一路上，身

兼司機的社工邱麗華，在車上向夥伴們

說明今天預計要探訪的四家關懷戶概

況，就像關心自家長輩或鄰居一般的熟

悉熱絡，眾人你一言我一語，相互補充

也互相提醒注意事項。半途停車，李晉

三醫師下車到一戶民宅前輕喚，訪視志

工林月英慢慢步出。不喜歡麻煩別人的

她，原本都是走路去搭公車至訪視定

點，再與團隊會合，考量她年歲已高，

近期在醫護團隊的力勸下，才答應改為

搭公務車同行。月英師姊是今日探訪的

靈魂人物，因為四戶人家都是她長期訪

視關懷的對象。

「一走進來都沒有聞到菸味了！有

進步喔！」李醫師一邊為陳大哥聽診

檢查，一邊稱讚，上回探視時的滿室

菸味已不復見，接著護理師也彎身進

行血壓檢測。陳大哥笑得很靦腆，小

聲謝謝大家專程跑一趟。四十多歲的

他，因發生主動脈剝離，手術後無法

再從事原本的勞力工作，休養期間，

團隊除了叮嚀多注意飲食、保持血壓

來去看病人
玉里慈濟醫院居家關懷
文／洪靜茹、張汶毓

玉里慈院啟業二年即開始居家關懷訪視，十八

年不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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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也持續鼓勵他放寬心胸，避免

陷入憂鬱或不良習慣中。

大夥轉往另一處原民部落。「阿嬤，

妳把兒子照顧得很好耶！妳還自己種

菜、養動物喔！太厲害了！」八十多歲

的陳阿嬤，獨力照顧因遭逢意外而癱瘓

臥床的兒子，醫院透過導入社會福利資

源與居家照護指導，幾個月下來，阿嬤

從一開始的手足無措，到能按表操課，

如今更能安排自己的生活步調。聽到阿

嬤笑著分享現在會用抽痰器了，孩子都

沒有再感染發燒，居家關懷團隊也為這

個家庭趨向穩定而開心。

在結束了四戶人家的關懷，回程在

車上就今日所見所聞再度討論、彙整一

番，留待下週出訪。

居家關懷是玉里慈院結合慈善美意、

體察病苦，從醫療延伸而來的關懷模

式。自二○○一年起開始的居家關懷行

程，基本成員為醫師、護理師、社工與

帶路的訪視志工，關懷範圍涵蓋玉里地

區及鄰近卓溪鄉、瑞穗鄉、富里鄉的山

間與部落、陋巷與暗角。對象包含慈濟

關懷戶，以及急重症初癒的出院病人。

早期帶隊的張鳳岡醫師、張玉麟院長，

到後來的「大李醫師」李森佳醫師，現

在由「小李醫師」李晉三醫師接棒；早

期人力吃緊，平均每個月出門兩趟，

近年來已可維持每週一趟；累計十八年

來，出訪了超過四百五十趟，關懷超過

五千四百戶次人家。

張鳳岡醫師是早期居家關懷的主要醫師之一，一直至退休後才離開醫療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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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帶病人換角度走出病痛

社工邱麗華表示，由於關懷幅員廣

闊，目前含括十二塊區域，每個區域約

每兩個月去一次，但若是年老體衰的長

者，只怕兩個月後再去探望時已天人永

隔，麗華說：「個案如果提出需求，哪

怕再微小，我們都會重視。因為根據好

多次的經驗，真的兩個月後再也見不到

面，所以就會很希望把握時間為他完成

什麼事。」

五年多來跟著大、小李醫師從事居

家關懷，本身是布農族的邱麗華樂於進

部落助族人，也從兩人身上獲得不少啟

發。她憶及，當時已經七十多歲的李森

佳醫師，人生大大小小的苦難都經歷

過，即使罹患肺腺癌第四期，依然心繫

病人、勤跑居家關懷。有時遇到風雨大

些，顧慮大李醫師的年紀及身體情況，

想說是不是暫停出隊一次，大李醫師總

是豪邁的下結論：「沒有颳颱風，不用

停。」因為他也記掛著「不去看一下，

會不會影響他們？」李森佳醫師與疾病

共存的身教示範，也讓邱麗華在看待個

案時，不會被疾病框住。「跟過大李醫

師，就覺得任何疾病都是小問題。我希

望帶著案主看見，人生中就有一個榜樣

在眼前，他吃過的苦、他的年紀、病痛，

他都還能這麼做，你是缺少了什麼？」

在與病人的互動上，大李醫師自有

以身作則的威嚴，除了勸誡之外，也會

用言語激勵病人要珍惜。而二○一七年

在李森佳醫師重病、辭世後，從哥哥手

上接下居家關懷任務的李晉三醫師，則

社工邱麗華（左）大部分時間兼任司機，安排居家關懷行程，到府後也記錄對象的社會服務需求與狀

況。圖片提供／人文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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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長透過與病人的互動和聊天中循循善

誘。兩人風格不同，但是企盼病人恢復

健康、戒除不良習慣的用心一致，讓邱

麗華看在眼裡，放在心裡，學到手裡，

促使她一直在崗位上努力。

醫師：歡喜登門 老病人變老朋友

二○一七年端午節前夕，小李醫師

帶隊來到馬遠村的一戶人家進行居家關

懷，護理師為患有糖尿病的阿嬤檢查血

糖時，發現數值飆高，而阿嬤卻說因為

自己都沒有吃飯，十分鐘前才吃一塊糖

果而已。雙親早逝、自小獨力照顧阿嬤

的孫子宇恩（化名），一旁面有難色的

回應，因為阿嬤要少量多餐，調味和分

量也都要控制，造成他很難煮。李醫師

跟宇恩說：「可以一次煮起來，要給阿

嬤吃的量另外裝起來，等時間到了再給

她吃就好。這樣就不用分開煮了。」宇

恩點點頭，緊皺的眉頭也舒展開來，笑

笑的說：「對喔，多一個分裝步驟而已，

怎麼沒有想到。」

「所以居家關懷，不只是關心病人的

健康狀況，也在教家屬怎麼照顧親人、

想辦法改善遭遇到的健康管理問題。我

們到現場聽到、看到了，告訴他怎麼

做，他也就多了一個解決方法。未來也

許會遇到不同的問題，但是他知道可以

學、可以問我們，就不會把照顧阿嬤視

為重擔。」醫師也是老師，教病人也教

家屬。

「陳大哥，你平常吃什麼？怎麼會不

居家關懷團隊李晉三醫師（左二）、訪視志工林月英師姊（中）、邱麗華社工（右二）、居家護理師歐欣

怡（右）探望因主動脈剝離術後休養中的陳大哥（左），叮嚀他保持血壓平衡，遠離菸害。攝影／沈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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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服？」說到喜歡吃炸物，再問他「吃

這麼油會怎麼樣？」說對消化不好，病

一直好不了，小李醫師就回說：「對

呀！那你怎麼還吃！」陳大哥不好意思

的笑笑說會改。每當訪視志工反映關懷

戶飲食習慣不健康又講不聽時，就該由

醫護團隊出馬了，李醫師說：「對病人

我沒辦法生氣，生氣也沒有用。」許多

長期參與居家關懷的護理師也認同，看

久了，講久了，病人真的會聽進去，慢

慢減少、改掉壞習慣，也許時間拉得長

一些，苦口婆心下，還是有效果的，因

為看到醫護常常來關心探望，他們會感

動，就會有所改變。

李晉三醫師早年在岡山執業時，就從

事過居家護理，到病人家裡協助置換胃

管、尿管等的醫療服務，也觀察居家環

境，給予醫療建議。倒是當時還沒有接

觸慈濟的哥哥李森佳醫師滿排斥的，覺

得何必如此？知道弟弟在接這等苦差事，

一度不贊成。緣分很奇妙，「慈濟讓哥

哥有了很大的轉變，投入義診、發放、

居家關懷，再窮困再落後的地方他都能

夠接受並且願意去做，後來我也隨著他

的腳步來做偏鄉醫療，幾年前也加入慈

濟，他體力不繼了，我自然而然接下居

家關懷的棒子。」兄弟倆在行醫路上同

師同道同志業，同心守護玉里地方鄉親。

小李醫師說，自己也曾到海外參與

過慈濟舉行的發放與義診，看過弱勢貧

親自到病人家裡看看，可以發現照護上的一些小細節。圖為李晉三醫師教照顧阿嬤的孩子怎麼備餐，

省麻煩又能顧阿嬤健康。攝影／洪靜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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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交加、很壞的情況，但他也發現臺灣

其實有很多偏鄉地方，生活條件比海外

的小村落還差，當下生出「居然還有這

種地方」的震撼，相當不捨，在從事居

家關懷時，心態上也更加柔軟。「如果

是以前做居家護理，我不會去關心病人

的經濟狀況、家庭結構、自理能力。但

是現在就會去深入了解病人的身心在復

原上可能遇到哪些問題？生活型態整體

上有沒有哪一點做不夠的？哪些社福補

助適合他？慈濟能夠幫忙什麼？……」

健康上、經濟上的幫助外，還有志工在

日常的訪視照料，更有心理上的關懷支

持。許多長期受照顧的病人和家屬，每

當見醫護團隊到訪，就像見到老朋友般

歡喜。

因此每次出隊，李晉三醫師與團隊總

是懷抱著「去看看我們的病人好不好」

的愉快心情啟程，沒有負擔，也沒有非

做什麼處置不可的壓力，而且去的都是

山明水秀的地方，有時候病人還邀他們

到菜園摘蔬果、體驗農趣！「當我們能

夠真誠、開心的付出關懷，病人也能夠

用比較正向、坦然的心態看待疾病，而

不是一直陷在病苦裡。這也是我們居家

關懷的宗旨。」

年近七十的小李醫師，除了持續居家

關懷，也肩負急診和門診服務，由於醫

師人力吃緊，自己目前也還沒辦法去想

退休這件事，倒是很企盼有新血加入，

「一個醫師在年輕的時候就能夠試著走

出熟悉的診間，接觸義診或居家關懷，

將會看到另一個世界的面貌，看見還有

那麼一群人在貧病中受苦，會帶給自己

不同的視野和觸動，對自己要成為什麼

樣的醫者也會有更深層的思考」。

左圖：二○一七年七月六日，李晉三醫師與團隊陪哥哥李森佳醫師進行最後一趟居家訪視，來到卓溪

鄉立山部落，哥哥將病人交班給弟弟照顧，九月十五日李森佳醫師辭世。李晉三醫師接手居家訪視關

懷後，從中發現真誠付出關懷，能助病人坦然面對疾病。攝影／左：洪靜茹、右：黃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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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師：有心是最無可取代的專業

「我們將專長用在病人身上並不難，

但在弱勢的家庭，或是我們居家關懷的

對象，在護理服務與指導的需求上，真

的不如說，有個人可以跟他說說話，可

以了解、體恤他。不必是非常專業的人

來做這件事，而是有沒有這個心。」能

夠貼近、願意關心，才是重點。在玉里

慈院服務十六年的感控護理師林靜雯，

也是受證的慈濟委員，參加慈善與醫療

結合的活動已形同日常生活。

林靜雯回憶，早期的居家關懷是志

工、醫師會去，也有固定的護理人員隨

行，後來為了讓更多夥伴學習見苦知

福，便邀請護理科的同仁一起加入，也

就是每次出隊會有不同的護理人員參

與、協助，之後考量有些情況需要社福

專業共同評估，醫務社工也成為固定班

底，於是演變為如今的團隊組合與運作

模式。

「每週四的居家關懷，幫了我們很多

的忙，會有比較多機會看到案主在下午

時段的生活樣態，因為白天和晚上，有

的人會是不一樣的面貌。」林靜雯的訪

視經驗裡，有的人是白天都找不到人，

有的人是晚上才會在家，有的人則是不

知道什麼時間就開始喝酒了。能夠在不

一樣的時段去看訪個案，可以掌握到比

較完整的面貌。

而醫護帶來的健康關懷是很好的媒

介，因為交通限制或行動不便，通常案

家要出門就醫並不容易，而今天醫護主

動來到家裡，哪怕只是檢測血壓血糖或

是傷口消毒包紮，都足以打動家屬、讓

病人敞開心門。

職志合一的林靜雯護理師 ( 蹲者 )，在居家關懷服務中結合慈

善訪視精神，將健康與資源帶上門。右為同院服務的最佳訪視

搭檔莊永欽總務組員。攝影／邱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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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靜雯說會加入慈善訪視這一塊，全

因眼見社區志工年歲日增，「上人從來

沒有一點勉強過我們要做什麼事，我們

也就是很盡心的，隨分、隨力去做自己

可以承擔的。」目前院內職志合一的總

務組組員莊永欽、管理室主任張嘉玲、

加護病房護理師楊婷伃等人，也同在訪

視行列，為玉里河東區三十多家居關戶

與案家服務。

林靜雯覺得，有的人單純需要關懷，

有的需要相契合的資源。找到對的點切

入、轉換，生命就有了改變。例如有對

住在深山裡的老夫婦，每次要來玉里慈

院看病，要花五百多元的計程車費用，

他們很捨不得，後來社工連結到另一家

基金會所提供的就醫接駁車服務，就解

決了難題。有次探訪聽到負責照顧個案

的家屬抱怨腰痛，因為家裡缺床，她常

要跪在地上彎身為先生進行照護，結果

自己身體也弄壞了，更無法好好照顧先

生。「我們想辦法搬來一張床後，她的

困擾就沒有了。」

資源也不只限於物質或經濟層面。

曾經有個酗酒成癮的四十多歲個案，長

期處於「喝酒喝到昏迷，醒了就在醫院

裡」的惡性循環，層出不窮的救護車費

用、醫療費用，讓做資源回收養家的肢

障姊姊難以負荷，而他未成年的孩子因

觸法衍生的民事賠償問題，更是讓姊姊

幾乎崩潰。考量給予補助金無法解決這

個家庭的困境，評估案主的心因性酒癮

才是根源所在，最後予以轉介戒酒，藉

以切斷惡性循環。林靜雯護理師說：「我

們何嘗不希望世間苦難人愈來愈少？但

是方法要對。我一直覺得，不論居家關

懷或是慈善訪視，真正派上用場的專業

是，想要幫助別人的真心全意。」

又一個星期四中午過後，只見玉里慈

濟醫院門口駛來一輛醫院的廂型車，大

家上車吧，居家關懷訪視要出發了……

林靜雯護理師認為，真心付出關懷是最重要的事。圖為端午節關懷戶送粽祝福。攝影／陳世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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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急療緩

二十守護

年前總動員

為照顧戶大掃除

二〇一九年農曆新年前夕，接連濕

涼的天氣。一月十九日上午，玉里慈濟

醫院陳岩碧院長帶著同仁們，來到患有

精神障礙又獨居的潘阿姨家中進行大

掃除，並且送上毛毯及物資。

五十三歲的潘阿姨，因為退化性關

節炎導致行動不便，生活環境已無法自

行清理。由豬寮改建而成的住家，空間

簡陋又狹小，所以只要物品一堆積起

來，根本沒有路能行走，時間久了自然

宛如垃圾場，屋內還有各類「小動物」

相伴。不少同仁一走進潘阿姨家中，對

於眼前的髒亂景象感到吃驚。

負責關懷訪視潘阿姨的慈濟志工張

秀美說：「當時與潘女士初見面時，看

見她髒亂不堪的生活環境，有了幫忙打

掃的想法。由於她有精神不穩定的狀

況，我們試著和她溝通了一年的時間，

好不容易讓她卸下心防，得以安排這次

的打掃。」

在大掃除之前，玉里慈濟醫院總務股

同仁，先來到潘阿姨家中勘查，發現她

使用老式的茅房如廁，一個不小心可能

會落入坑中，也沒有自來水可以使用，

平時飲用的是倚賴姊姊帶來的桶裝水，

而用來煮沐浴用水的爐灶，因為長時間

在戶外風吹雨淋而變質、搖搖晃晃的。

所幸這些問題，已由東區社服組的社工

協助申請安裝一個流動廁所；而總務股

玉里慈院同仁發心參與歲末關懷為居關戶打掃活動，大夥將屋內雜物拖拉

到屋外的空地清點，一項一項與屋主潘阿姨確認留存與否。攝影／張汶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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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仁也協助牽引天然的山泉水供潘

阿姨使用，並且將搖晃的爐灶臺置換成

較為穩固的鐵桶底座。

「我們開工囉！」陳岩碧院長和同

仁們換上雨鞋、戴上手套，先將屋內的

大型家具、家電及雜物搬出，包含裝滿

垃圾和回收物的廢棄冰箱，還有變成廚

餘桶的廢棄脫水機，堆積如山的回收物

和垃圾也一一清出，再從臥室拉出一袋

袋蒙上厚厚塵土的衣物，狹小空間竟能

拖出十多袋的物品，其中還包含農具，

讓人難以相信這是潘阿姨睡覺的地方。

這些東西必須拖拉到屋外的空地，才有

辦法仔細清點，同仁一件一件的取出讓

她確認是否還需要，確認到最後她需要

的只剩下一袋。經過一個上午的清掃，

終於讓家中的地板重見天日，同仁攙扶

著潘阿姨回到屋內「驗收」打掃成果，

原本還擔心潘阿姨會有些排斥，不過見

她露出笑容用閩南語說：「安餒美麥

哦！」（這樣不錯），讓眾人都鬆了一

口氣。

這次特別安排的打掃活動，潘阿姨

的兒子、媳婦和孫子都專程從臺北回來

探望，潘阿姨的兒子說，曾經帶媽媽

住在臺北，但她不習慣，只住了幾天

就喊身體不舒服，要趕快回玉里老家，

回到熟悉的家中，再也沒有聽媽媽喊身

體不舒服。兒子想，爸爸已經過世了，

守著這個充滿回憶的家，大概是媽媽思

念爸爸的一種方式吧。

最後，由陳岩碧院長及首次參加關懷

戶打掃的陳泰佑藥師為阿姨家門口貼

上新年春聯，眾人同心祝福她有了清潔

的生活環境，身體健康狀況能夠好轉，

歡喜迎新豬年。這就是玉里慈院醫療團

隊實踐全人醫療的日常。

陳岩碧院長與總務

股許國基合力將大

型家具搬至空地。

攝影／張汶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