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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鐵六四三二次樹林開往臺東的普悠

瑪列車，二○一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午

四點五十分，在宜蘭冬山至蘇澳新站間

發生出軌事故，造成十八人死亡、兩百

多人受傷，許多是準備返回臺東家鄉的

乘客。

一場重大交通事故，有的家庭在家人

逝去後幸福跟著破裂，而死裡逃生的兩

百多位傷者，或許帶著難以抹滅的傷痛

印記努力的活著。

診間感受傷者需要

觸動陪伴照護的心

關山慈濟醫院是臺東鄉親的一分子，

在事故新聞露出後不久，張志芳院長即

帶領全院同仁與來院大德、志工一起為

死傷者祈福祝禱。而在中醫科診間，也

有不少是「1021鐵路事故」的傷者來
求診。有一位中年男士的傷在腳部，因

當下以腳踹車窗逃離而瘀青腫脹，左肩

及臉都有挫傷，進診間時神色很不安，

說他晚上都很難入睡，經過針灸治療

後，受傷部位疼痛減輕，心神較安定了，

那天晚上是事故後第一次安穩地睡著

了。還有一位女士則是因為在事故發生

當時，在火車上是清醒的，所以記得所

有細節，自此天天做噩夢，不敢闔眼睡

覺，而臉部也有撕裂傷、胸口連輕輕呼

吸都會痛……

發現到火車事故的傷痛並沒有隨著新

關山慈濟醫護團隊與慈濟志工至臺東市張崇晉婦產科診所場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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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消失而消失，反而陸續浮現，中醫科

沈邑穎主任只想對所有的傷者說「我支

持你！」，決定發起義診，也在張院長

的支持下開始籌畫準備。

中醫關懷列車十二月啟航　

為了讓掛號流程、傷者聯絡、中藥

調劑、人力配置、診間規畫等所有細節

都能運作順暢，（二○一八）十一月二

日，管理室主任黃坤峰、護理部督導陳

香伶、藥劑股股長徐賢錦、醫事股股長

陳瑋婷與中醫科團隊前往臺東市區勘查

場地，並拜會臺東縣衛生局，關山慈院

將以帶狀義診的形式，完善傷重者出院

之後的接續照顧，助他們早日回歸日常

生活，也讓災難後的傷痛降到最低。 
義診計畫結合臺東市的張崇晉婦產科

診所、臺東縣中醫師公會、慈濟基金會

臺東分會共同籌辦，考量許多傷者還在

住院或在家休養，無法外出就診，於（二

○一八）十二月一日正式開始「1021
一定愛你‧關山慈院中醫全人關懷義

診」活動，（二○一九）六月底結束，

以七個月的時間關懷陪伴。

關山慈院中醫科除了每週三於院內開

立「1021夜間特別門診」守護關山、
池上及鹿野周邊的傷患和家屬，也將器

材藥品帶出醫院，方便臺東市的病友們

為了讓卑南國中同學了解中醫治療的過程，關山慈濟醫院中醫科還提早在（二○一八）十一月二十一日(三)

下午由三位中醫師張雅筑、林昭男、李盈德到校為同學們解說及介紹中醫治療，也讓同學先體驗拔罐及貼

灸，協助同學降低前來接受義診的不安及恐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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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診，感謝張崇晉婦產科診所提供場

地，每個週末進駐市區服務，治療項目

除了主要的中醫醫療、中醫傷科之外，

也整合物理治療師、心理諮商、芳香、

音樂、顏色療法等，全面提供傷者與家

屬身體與心靈的治療。

治療身痛的同時  療癒心靈

就讀卑南國中一年級的李旻瑄，事

故當時因為遭受劇烈撞擊，除了手部骨

折，身上還有多處的撕裂傷，住院十六

天，歷經三次手術，雖然命是救回來了，

但是災難後的心理創傷，加上坐在鄰近

位置的人都罹難，仍需要一段時間平復

心情。

「怎麼可能？實在是太酷了！」李旻

瑄看著自己的手能夠緩緩的往上舉，露

出不可置信的眼神，睜大眼睛望著為她

治療的沈邑穎醫師。「剛剛出門前，我

要她試著把手舉高，她都沒辦法舉超過

肩膀的位置耶！」媽媽站在一旁，開心

的淚水在眼眶裡閃耀著……

旻瑄坐在死傷最慘重的第八節車廂，

是十二月一日義診首日就診的第一位病

人，也是差點就把沈醫師弄哭的患者。

「當時她在加護病房，身上插了很多管

子，到處都是撕裂傷，我認不出來這是

我們家的孩子。」媽媽打開手機相簿，

一張張記錄著旻瑄手術前的相片，讓沈

醫師看了既心疼又不捨。「我以為我們

都被遺忘了！」事隔一個多月，媽媽雖

然已經能夠平靜地敘述女兒的病情，但

經過三次的中醫治療，旻瑄看見自己無力的左手，已經能夠順利地高舉起來，露出又驚又喜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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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種求助無門的心情，無論是對女兒

的擔憂，或者對中醫治療的企盼，都在

話語間一點一滴的流露著。

(二○一八 )十二月一日第一次來義診
時的旻瑄，臉色暗沉，左手臂有骨外固

定器，下巴黏著一整排的美容膠帶，掀

開衣服，背部還有好多瘀青未退。幸好，

旻瑄相當樂觀，帶著一抹微笑勇敢敘述

事發經過。問她害不害怕下巴的疤一直

留在臉上，她搖搖頭說不怕，還興奮說

著十二月六日拆除鋼釘後，就能夠返回

校園跟著同學一起上課了。但是，唯一

不肯妥協的就是接受針灸治療。

「妹妹，我們先試看看好不好？妳的

血現在『睡著』了，我們先用針灸治療

看看，讓妳的血跑快一點……」沈醫師

彎下腰，輕聲細語告訴旻瑄：「我們會

陪妳的，不用擔心。」旻瑄從未看過中

醫，加上住院期間扎了無數的針，讓她

一聽到「針」就相當抗拒，媽媽聽了發

出心急的責備語氣，希望女兒好好配合

治療。沈醫師接著說：「沒有關係！我

們有七個月的時間，今天不針灸，先用

艾灸的就好，接著再請小綠阿姨幫妳精

油按摩一下好嗎？」                             
「小綠阿姨」指的就是詹綠芸芳療

師，平時在臺北工作的她，為了「1021
一定愛你」義診每週六搭乘飛機往返兩

地。小綠阿姨說，二○一三年因為母親

生病，自己在友人的介紹下來到關山慈

院看中醫，因而結識沈邑穎醫師。雖然

之前沒參加過義診，但是覺得這是相當

有意義的活動，因此很快地就答應沈醫

師的邀約，成為義診團隊的一員。

充滿精油香氛的診間裡，點滴架上吊

飾著許多可愛玩偶，還有布娃娃慵懶地

躺在沙發上，這些擺設布置全是芳療師

用心的巧思。芳療師說，身邊朋友給予

佳玲聽到要放血相當害怕，大家輪番說服及安撫，終於讓她點頭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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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的支持，陸續捐贈精油、糖果、圍

巾及布娃娃，就是希望能夠撫慰孩子們

不安的心情。除此之外，因為這次的義

診，朋友還邀約她到臺北某家醫院的安

寧病房，免費為癌末病人做按摩治療。

「我不會忌諱，因為能夠讓他們舒舒服

服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程，也算是在做

善事。」                                  

診間裡的討價還價  

「妹妹，我們下次讓沈醫師扎十針看

看好不好？」「八針可以嗎？」這些討

價還價的對話，在溫馨的診間裡每週上

演著。（二○一八）十二月十五日，是

旻瑄第三次看診。「今天可以扎五針，

但是不能扎在頭上喔！」回應旻瑄的要

求，沈醫師爽快地答應了。只見旻瑄的

雙腳被快速扎了五針以後，長時間吊掛

三角巾無力的左手，竟然就能夠順利地

舉起來。就像看見魔術師一般，旻瑄露

出又驚又喜的表情；沈醫師與旻瑄留下

合照，揮手相約下週見。

從害怕到勇敢的小女孩

水汪汪的大眼睛上，覆蓋著紫灰色

的印記，她是朱佳玲，今年才九歲，因

為跟著阿姨一起到宜蘭參加員工旅遊，

不幸遇上火車出軌，被拋飛到門外放置

行李的地方，牙齒斷了一根，右眼留下

又黑又腫的瘀青。十二月一日義診第一

天時，佳玲來到沈邑穎醫師的診間，一

聽到要放血治療，就害怕地落荒而逃。

「唉，這一個是不敢放血，那一個是不

敢針灸。」沈醫師雙手叉著腰，束手無

策地望著小病友笑著。

離開治療床，小佳玲不發一語，滿

臉愁容坐在候診室的椅子上，當被問到

「妳是不是很害怕放血，所以心情不

好？」小佳玲揪成一團的眉頭才鬆了開

來，她說：「我最怕打針了，在學校我

都不敢打預防針。」阿姨說，佳玲不懂

什麼是放血，但是聽到醫師說「放血車

推過來」，接著再看到護理工作車上的

瓶瓶罐罐時，當下快嚇死了。                                                                                           
「跟妳說，放血一點都不可怕，大

概比蚊子叮到的感覺再痛一點而已。」

候診室裡，只見鄒牧帆醫師與張雅筑醫

師蹲在小佳玲身旁，一人拿著棉棒及優

碘，一人細細述說放血的過程，志工淑

媛師姊也分享了自己接受治療的經驗，

三五人一搭一唱努力說服著。費了好一

會兒的功夫，佳玲終於鬆口蹦出「好啦」

兩個字，勉為其難地答應下週開始接受

治療。

有抱病看診的醫師

有面惡心善的暖男

在普悠瑪意外受傷的孩子，歷經身心

的創傷，每每聽到針灸或放血，就會不

安地扭動身軀，眼淚也快奪眶而出。為

了安撫小病友恐慌的心，醫療團隊總會

多花一些心思讓孩子們做好心理準備。

十二月十五日，佳玲瘀血的狀況比之前

好了很多，在爸媽與阿姨的陪伴下，再

次回診接受第二次的放血治療，雖然上

週已經有過放血的經驗，但是下針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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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自己看不到的眼皮上，還是讓她相

當害怕。

「妳真的要放血嗎？會不會等我準備

好了以後，妳又心情不好了？」穿上醫

師袍，鄒牧帆醫師雖然身體不適仍抱病

看診，一如往常與佳玲聊了好幾句。當

得知腳痛的佳玲很期待參加運動會時，

鄒醫師立刻提議玩趣味競賽，藉由腿部

相互出力運動，改善疼痛的問題。待佳

玲的心情較放鬆以後，鄒醫師接著提出

「針灸」或「放血」兩個方案，讓佳玲

自行決定比較能夠接受的治療方式。

「啊，我都看到了，好恐怖！」佳玲

好奇地偷瞄幾眼，斗大的眼淚不自覺滑

了下來。「真的嗎？原來你閉眼睛也看

得到喔？」為了收拾佳玲緊張的情緒，

黃坤忠護理師刻意逗了她一下。黃坤忠

在關山慈院服務十五年，是位相當資深

的員工，二○一八年五月從開刀房轉調

至中醫門診服務，中醫團隊都稱他「忠

哥」。這是忠哥第一次參與中醫的義診

活動，一口氣就填滿義診第一個月分

(十二月 )的五個支援班別。他說：「聽
到沈醫師要發起義診活動，我們當然是

義不容辭的幫忙啊！跟著走就對了。」

忠哥雖然不苟言笑，但其實是個心思

細膩的暖男。「很多病人來，都會很感

謝我們特地從關山來到這裡，但是我認

為病人才是最辛苦的，整個家庭都連帶

受影響。」他說，這些受傷的患者所承

受的是心理跟身體的痛，尤其當下沒有

在睡覺的乘客，看到人、車、行李都飛

中醫科鄒牧帆醫師強忍身體不適抱病看診，右為「忠哥」黃坤忠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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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了，那種可怕的記憶是一輩子的。

相較之下，自己只不過就是撥出週六的

時間配合義診進行而已。

中醫全人義診圓滿

相約再續善緣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三日，「1021
一定愛你」中醫全人醫療義診圓滿畫下

句點，關山慈院與臺東區慈濟志工聯合

舉辦圓緣感恩典禮。當天中午義診結束

後，以素食餐會形式，在臺東靜思堂感

恩所有成員的愛心與付出，同時邀請病

友一起接受祝福。臺東縣長饒慶鈴、衛

生局長黃明恩、鍾明霞科長、慈濟基金

會慈發處主任呂芳川、北區慈濟人醫會

張卻醫師、鄒瑋倫醫師等人蒞臨出席。

饒縣長頒發七張感謝狀，給予關山慈濟

醫院、慈濟基金會、北區慈濟人醫會、

志工護持團隊、張崇晉婦產科診所、臺

東縣中醫師公會、多特瑞療癒之手基金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歷

時七個月的中醫義診圓滿，義

診團隊及病友、家屬等人於臺

東靜思堂留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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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時在致詞中，感恩沈邑穎醫師在

百忙中發起義診，也特別感謝慈濟，一

直默默在做這樣的事情。

憶起事故發生當下，慈濟基金會在第

一時間前往每個院所關懷傷者，並發放

家屬慰問金，在救災現場提供熱食，事

故後全臺灣的慈濟啟動志工網絡到各個

醫院、家庭，持續性的展開關懷。呂芳

川主任說，災後創傷症後群如果沒有即

時的治療，很可能是一輩子的傷害，這

次因為有這樣愛的接棒，將許多愛心連

結起來，包含縣府的支持、志工的幫忙

以及張崇晉醫師提供這麼好的場地供慈

濟使用，才能照顧這麼多的鄉親。

慈濟志工為了讓義診活動圓滿，雖
關山慈濟醫院一開始便結合慈濟基金會的慈善資

源及志工人力，投入義診的籌畫與執行。

北區慈濟人醫會醫護也前來臺東參與義診。攝影／王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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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醫療背景，但是愛

心不落人後，以感恩心接下後勤的工

作，希望成為醫療團隊堅強的後盾。每

一個假日，在義診當中所享用的每一份

餐點，都是香積組志工在廚房渾汗而

來，還有交通組的志工，他們負責義診

醫護人員車站往返的接送。林淑媛師姊

說：「感恩沈醫師的團隊，讓我們這些

志工比較有事情可以做，有愛的力量為

鄉親盡一分心力，讓我們看到鄉親走出

病痛，臉上展現甜美的笑容和自信的神

情。『慈濟事，就是我們的本分事。』

我們很感恩也很幸福，我們做到了！雖

然今天是圓緣，但我們還要再續緣，如

果有需要歡迎回到臺東靜思堂，因為我

們都在，這裡就是我們的家。」

中醫病友變志工

守護七個月不缺席

除了龐大的慈濟志工團隊，還有許多

來自社區的志工，也陪伴醫療團隊一路

走了過來。這些志工大部分來自沈邑穎

醫師門診的病人，因為很感激沈醫師為

他們除病苦，因此，當得知中醫科發起

義診後，馬上就義不容辭挺身支持。他

們的工作包含量血壓、掛號登記，引導

就醫、動線安排、整理病歷、膚慰病人

等許多機動性的任務。負責擔任志工總

指揮的李宜桂，曾與關山慈院中醫科一

起參與過蘭嶼、綠島、尼伯特風災義診。

她特別感恩所有大老遠來這裡守護臺東

鄉親的醫護志工們。她說，這七個月的

「一定愛你」中醫義診也規畫閱讀空間，挑選情緒療癒繪本供民眾閱覽或借閱。攝影／王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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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彼此已經不是醫護、病友、志工

的關係，每個人齊心合力守護鄉親的綿

密情感，就像家人一樣緊密在一起。                                                              
「去年（二○一八）十二月，我曾

經站在這裡告訴大家，我會帶著大家的

愛和祝福，很快重回生活的軌道。今天

我再次站在這裡，我要很開心地跟大家

說，我做到了！現在的我遇到問題，已

經沒有難題，而是我要用什麼心態，去

面對我的問題。我真的很謝謝沈醫師和

所有的醫療、志工團隊，謝謝你們！我

愛你們！」回想事故發生後，剛受傷的

楊淑瑜身心靈都很不平衡，當沈醫師為

她扎下第一針時，她卻流下了感動的淚

水。她說，雖然自己受到這麼大的創傷，

但是也收到許多人的關心和照顧。在這

七個月當中，團隊的陪伴和充滿歡樂溫

馨的診間氣氛，讓她感受到滿滿的正能

量，也因為如此，包含她的先生、女兒，

全家都是「全勤」來義診，而且每次都

是最早簽到，最晚打卡離開的，因為他

們很享受著大家給的溫暖。

沒有被遺忘  暖暖的愛與照護

「我們現在只要看到普悠瑪三個字，

在心裡面都是非常痛的一件事，要不是

有沈醫師，我想我們到現在都很難入

睡。沈醫師的醫療團隊有來自臺北、臺

中、高雄好多的地方，雖然沒有一一認

識所有人，但是感謝你們，我們卑南國

中真的很感謝你們……」陪同師生到韓

國交流的卑南國中校長游數珠，從事故

發生至今，一直持續給予學生暖暖的愛

高允中醫師 ( 右 ) 及李盈德醫師 ( 左 ) 一起為鄉親

治療。

關山慈院中醫科團隊輪流支援義診活動，讓七個月

的陪伴不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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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照護。游校長在圓緣典禮這一天，特

別帶著感謝狀出席，她說，是醫療團隊

醫治了卑南國中孩子的身體和心靈，也

為他們帶來了歡樂和希望。

「除了感謝還是感謝，來到這裡就像

多了家人，一起陪我們走過很多傷痛的

隧道。」站在校長身旁的學生盧佩芸，

雖然僅簡潔說了幾句話，但其實團隊給

予的關懷和鼓勵，讓她和媽媽都非常感

激。佩芸媽媽曾說：「以前這個孩子很

樂觀，自從遇到普悠瑪意外就變怪裡怪

氣的，每天回到家就把負面情緒往我身

上倒，不然就會莫名奇妙哭起來……」

初次看見佩芸，她開口的第一句話是「可

以不要拍我嗎？我不想被拍照。」冷酷

的眼神，平淡的語氣，拒人於千里之外

的表情，彷彿臉上寫著「我不太好惹」。

一段時間後，這個看似難以親近又總是

愁眉苦臉的孩子逐漸有了轉變，不只臉

上笑容變多了，也願意打開心房，聊聊

自己。她說：「剛來（義診點）的時候，

我找不到聊天的對象，我會害怕，很沒

安全感，但是來了幾次以後，我有一點

驚訝，我明明不認識你們，為什麼你們

願意對我這麼好！沈醫師經常會和我說

『要往正面想，要多笑』，雅筑醫師也

很親切，還有昭男醫師治療的時候也很

細心。來這裡我感覺像是來抒發心情的，

不只身體變健康，心理也變得更正面。」

在義診結束前，佩芸也寫了一段感謝的

話，送給所有參與義診的人。

從二○一八年十二月一日到二○一九

年六月二十三日，關山慈濟醫院除了院

內開診，共在臺東市的張崇晉婦產科診

所的義診合計二十四診次，感謝全院醫

護及行政同仁的人力挹注，還有來自花

蓮慈濟醫院、臺北慈濟醫院、慈濟人醫

會、全臺各地的中醫師、護理師、藥師、

芳療團隊及熱心志工，共超過一千人次

投入，以中醫、芳療、經絡推拿、療癒

童書等，全方位療癒陪伴，給與傷者與

家人走出傷痛，繼續前行的力量……

在義診圓緣後，許多病友、家屬、義診團隊成員都

在沈邑穎醫師的臉書留下感動的回饋。

蘇ＸＸ　謝謝沈醫師～～
自從事件發生以來，為了孩子和家人能趕快從
傷痛中走出來，一直壓抑的情緒，在看見沈醫
師溫暖的笑容時，眼淚瞬間潰堤，更感受到關
山慈濟醫院的團隊的熱切關照，深深覺得人間
處處有溫情……會的！沈醫師，我們會努力復
健，也謝謝您及團隊的照護，感恩你們！

讚·回覆·29 週
4

陳ＸＸ　感謝慈濟關山團隊，感謝全臺灣各地
的仁心醫師及芳療師，在地的所有志工朋友，
由於您們的付出，此次普悠瑪的震撼事件，守
護身心靈的工作，溫馨滿人間，偏鄉的我們，
眼眶都紅了，太感動了，謝謝！

讚·回覆·29 週
1

賈ＸＸ　非常感謝沈醫師及慈濟團隊所有關愛
瑄瑄的人，我是瑄瑄的外婆，在這致上深深感
謝，也祝福慈濟團隊的愛心，辛苦了！感謝！

讚·回覆·29 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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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陳慧芳

卑南國中		盧佩芸

致慈濟沈邑穎醫師及所有「普悠瑪 1021（一定愛你）事件義診」所有的同
仁們，感謝有你們！

從十月底開始，有一群由沈醫師帶領的醫療團隊來到臺東，用愛跟醫術醫

治我們的受傷的傷口，不論是身體上的還是心靈上的，他們一一照顧、呵護。

那時，我也是一位受難的孩子，帶著冷酷冰冷，不近人情的眼神來到了義診，

針灸什麼的好像也不怕了，而沈醫師就像母親一樣溫柔的呵護著我們，又像

偉大的藥師佛一樣醫治每一位傷患的傷口。

        
漸漸地，我喜歡義診，覺得

來到這裡有滿滿的愛及正面能

量。記得有次帶著很 blue的
心情來到義診（其實事後覺得

很抱歉），其實那週腦部壓力

直接爆表，所以當針一下去，

馬上就痛到流淚，第一次針灸

覺得疼痛，覺得所有事都衝著

我來，後來沈醫師告訴我「有

情緒就是要釋放」，我馬上放

聲大哭，覺得終於「有人懂

我」。一直到今天，那一天的

記憶依然猶新。「感謝」是我

一輩子都會用到的好話語！最

後的最後，我還是感謝再感

謝，謝謝你們的用心！耐心！

更謝謝你們的愛，還好有你

們，1021，一定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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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的話

見證七個月的陪伴
李宜桂　（中醫義診團隊志工總指揮）

一場為期七個月的義診，需要投入多少人

力物力？請聽我慢慢從頭說起。

（二○一八）十一月二十幾號，關山慈院

醫護、行政人員已經在為義診準備著所需物

品，電腦、藥品、備品、紅外線照燈、頻譜

儀、備品車、床單、各式大小靠枕、各項文

具用品、延長線、衛生紙、垃圾袋……等等，

平時所需用到的物品皆需備妥！

就在義診前幾日陸續整理後，再從關山一

車一車，一箱一箱搬到臺東的義診場所，就

像搬家ㄧ樣需整理裝箱，待拆箱後再定位，

大大小小物品若沒專人清點裝箱，我想肯定是亂成一團！這「專人」功力、經驗及

細心程度可見多深厚！謝謝關山慈院護理師。	

十一月三十日一早八點多，關山慈院醫護、行政人員及志工在診所集合，開始了

場布工作，組裝音響、擺放桌椅、掛起油畫、貼上指示動線標語、診床旁的周邊設

備、電腦設備設定、藥局藥品確認、植栽擺設……這一行十多人就這樣忙到晚上八

點多才大致完成！

接著大多數醫護再行開車或搭火車回關山！為什麼他們要回關山？因為他們都住

關山啊！！	

十二月一日，清晨五、六點就起床了，前晚雖然忙了一整天，照理說應該會很好

睡才對，但其實不然……因為，很緊張，一是失眠深怕睡過頭誤了事，二是不知道

如何「面對」此次義診的病友，因為在普悠瑪事故罹難者裡有四位是我所熟識的朋

友，那晚特別難入睡……閉上眼，腦裡浮現的是他們的影像……

七點多不到八點，醫護與志工們紛紛到位，開始了第一次的義診，第一天嘛難免

有些事不是那麼順暢，尤其是大部分此次志工都是初次參與，但是大家都是認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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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盡力做到最好！

就在我們還在擺設報到櫃檯時，病友們已陸續前來，這著實讓我驚訝！報到掛號

時間還沒到，已經有五、六位病友在等我們了，於是趕緊加快腳步馬上就定位開始

引導病友填寫掛號表格、量血壓、候診，接著上二樓或三樓開始看診！

那天第一位報到看診的是瑄瑄，沈醫師看了病歷再坐在瑄媽咪的身邊了解病情

後，安排了個別芳療室進行診療，診療前沈醫師請醫護們集合開了個「臨時會」，

但還沒開口說話已哽咽紅了眼眶……

我想，沈醫師不只心疼孩子滿臉滿身傷，她還心疼孩子所遭遇的內心創傷！

天啊！第一位患者就帶給我們這麼大的衝擊，內心情緒真的不知道如何調整，我

轉身默默擦去未滴落下眼眶的淚……心裡還是痛啊！

那天……我記得看診人數多達五、六十位，那天……雖然忙碌，那天……我偷偷

哭了很多次………

1021義診的第一天就開啟了我的淚腺……

火車事故重創了我們的身心靈，但因為沈

醫師的大愛發起守護臺東鄉親的義診，希望

我們在半年的黃金治療期能夠將傷害降到最

低，於是（二○一八）十二月一日開啟了我

們一家三人的療癒路程，這中間的煎熬是很

難用文字表達，但是在一次一次的義診當中，我們在沈醫師及義診醫療團隊及來自

臺灣各地中醫醫護的治療與照護，加上芳療團隊及理療師的服務下，身體的傷及心

靈的痛逐漸康復與療癒。也謝謝在診間提供茶水甜點的慈濟志工團隊，滿足了我女

兒的口欲，還有義診志工們的陪伴與關懷。

一路走來雖然艱辛，但真的很感謝這段期間所有關心，幫助我們的人，就是你們

的關懷與愛給了我滿滿的正面能量，讓我更有勇氣的去面對難題解決問題，也重回

生活的軌道。

謝謝沈醫師送給芷瑄的時空膠囊，昨晚她說她很開心得到這麼多阿姨叔叔的祝

福，也期望她帶著妳們的祝福平安快樂健康長大，分享幸福，傳遞愛，讓這分愛與

善緣繼續延續。我們全家一定會愈來愈好的，感恩大家。

病友的話

文／楊淑瑜

沈邑穎醫師送給芷瑄的時空膠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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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真好！

我現在能恢復得這麼好，我想要感謝沈醫師、芳竹醫師、盈德叔叔和芳療

師小綠阿姨，還有每個星期三晚上特地來家裡幫我腳底按摩的萍兒阿姨，甚

至是整個醫療團隊都要感謝；如果沒有這個義診，恐怕我現在全身都還在疼

痛。謝謝你們！這麼溫柔這麼長久的陪伴，讓我們這些傷患的身心靈都得到

釋放。

  
如果說到愛，那想必就是這次所有的義診人員。一開始聽到要去看中醫，

我的內心充滿抗拒，因為原本以為從羅東博愛出院了，就代表我身上所有的

傷都好了。(二○一八 )十二月一日，是我第一次接觸中醫，發現中醫其實也
沒那麼可怕，尤其身旁還有很多的志工陪伴著我，讓我放鬆了許多。但是，

那天我還是沒有勇氣讓沈醫師扎針，因為看到這麼長的針，誰受得了啊！

「好吧！那我就捧場一下。」第二次看診，我在媽媽的脅迫之下接受針灸

治療。沒想到，沈醫師的「神手」才扎了五針，我那骨折的左手馬上就可以

抬起來，我的內心充滿了佩

服，也覺得非常感謝；還有讓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沈醫師

下針的位置在我腰部到屁股的

地方，我痛得哇哇大哭。但

是，這時神奇的事發生了，沈

醫師一直打噴嚏，還說很冷，

我們都搞不懂，後來沈醫師請

媽媽摸摸看針的上方，我媽媽

嚇到了。原來，針孔正在冒冷

攝影／陳慧芳

卑南國中		李旻瑄

從害怕中醫到喜歡中醫，如今的旻瑄已經走出傷痛，還立

志要學習中醫，成為手心向下的人。右為芳療師小綠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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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這好像就是寒氣吧！？奇怪的是，沈醫師針了屁股以後，竟然就

知道我牙齒在痛了，超神奇！

接下來的幾次治療，我沒那麼怕針灸了，從一開始五針一直到八針甚至十

針，不管扎幾針都不怕。直到某天，沈醫師要我放血，我害怕地一直哭一直

哭（因為聽同學說過放血很

痛）。沈醫師親切地不斷安撫

我，接著我就聽到「三、二、

一，好囉！」「咦？好了？」，

我一臉茫然，根本沒什麼感

覺，完全不痛嘛！果然，沈醫

師不是蓋的！一直到現在，不

管是針灸、放血、艾灸還是紅

外線通通做過了，現在還覺得

很好玩呢！

經過這次義診，我決定以後也要學中醫，因為我也想成為幫助別人的那個

人。還有，很多人都會跟我說不要太在意臉上的這道疤，但是其實我根本不

在意，反正現在科技這麼發達，而且因為有這道疤，才能讓我一直記住祂們

（在意外中過世的老師和同學）。

一直以來，我是多麼的渴望長大，多麼的希望時間可以快一點，直到十月

二十一號，一輛火車事故，讓我的生活完全扭轉。

我從來不知道「死」離我們那麼近，那一天，火車出軌了，我被拋出車外，

一睜開眼睛，看到的竟是斷裂的鐵軌，我坐在鐵軌上，低頭一看，從下巴、

手掌等地方的血滲入我的衣服，我的左手斷了，無法動彈，我用右手扶著自

己撕裂的下巴，慢慢的感到暈眩，無法呼吸，當時的我驚恐又錯愕，害怕自

己再也見不到親愛的家人了，我用盡全力嘶吼：「誰來救救我！？」後來，

有位身穿白色衣服的人把我抱了起來，我好開心，好感動，好謝謝那個人。

那時，是我第一次感到「生」原來是如此美好的事情。

旻瑄說下巴這道長長的疤，可以讓自己將意外中過世的

老師和同學放在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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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起事件中，有人輕傷，有人重傷，有人罹難，而我，非常幸運地從

死神手中逃過了一劫，歷經大手術後的我，在加護病房躺了好幾天，每

天都因為止痛劑而昏昏沉沉的，終於，來到了普通病房，稍微清醒點後，見

到媽媽的第一句話是：「謝謝妳找到我！」眼淚不自主地掉了下來。現在，

我會更加珍惜身邊所有的人、事、物，放慢腳步看看這個世界。我們沒有辦

法改變命運，但我們可以改變自己的心態。未來，我將會勇敢的面對一切，

勇敢的接受一切，勇敢的承擔一切。生命，很無常，所以要好好把握。活著，

真好！

生，是一趟旅程，當活下來的那一刻開始，就註定了會有生離死別，或許，

祂們的死來得比較快。但是，畢竟是一個過程，是一個我們無法改變的事實，

不過這件事情也讓我們能夠更加珍惜生命，讓我們更能了解「生」的美好，

讓我們對「生」有著不一樣的想法。從前，我們是不懂珍惜身邊每個人的傻

小孩，現在，我們是對任何事物都懷抱感恩的小孩。 

旻瑄（右一）已漸漸能夠分享生活中的開心事了，圖為於治療中與同學和醫生們分享去韓國玩的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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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二○一八）十月二十一日火

車翻覆事故發生後的那一週，我開始在

門診看見有普悠瑪第六車的病人，他們

有的是撕裂傷，有的是骨折，那時心裡

就有想為他們辦義診的念頭；事隔第二

週，我發現來看診的仍然是第六車的病

人，我想「那第七、八車的人呢？是不

是都嚴重到沒辦法出來了？」一想到這

點，真是放不下，我在診間告訴護理師

「忠哥」我想辦義診，想不到忠哥馬上

說：「沈醫師，我挺你！」所以我就開

始展開行動向前走。

十一月二日，關山慈院同仁及慈濟

師兄師姊一行十幾人到臺東市區勘察場

地，拜會相關單位。感謝大家的熱情，

給予我們許多指導與支持，我們也因此

了解許多受傷的鄉親還在住院或在家療

養中，所以決定於十二月一日展開為期

七個月的義診，也廣邀全臺灣的醫護人

員、藥師、復健師、物理治療師等及志

工的加入。在接下來近一個月的籌備

期，有許多專業醫護、熱心的親朋好友

及不認識的好心人士都來詢問，也報名

參與，讓人非常感動。

當初為了義診的名字煞費苦心，因為

知道病友看到「普悠瑪」會有負面感受，

幾經討論，決定為取發生日期的諧音為

「1021一定愛你」，並且在海報放上

有著臺東特色的紫色花朵，希望給病友

溫馨安心的氛圍。事故發生時，我們沒

有走在最前，但我們堅持七個月義診，

感謝所有團隊一起守護到最後，期望以

這分愛的力量，幫助病友早日恢復身心

健康。

其實在決定辦義診，而且大膽設下七

個月的期間，心裡歷經許多掙扎，不知

道資源、人力在哪裡；心裡也很忐忑，

不是害怕治不好病，而是擔心從小就淚

點很低的個性，面對身心嚴重受創的病

人時，會不會哭得比病人厲害而無法看

病？平常很好睡的我，因此常常失眠。

終於等到十二月一日，首次義診展

開，看到第一位病友就是第八車的乘

客……所有的忐忑掙扎都消失，心裡一

下踏實了。

開診第一號是旻瑄，當我看到媽媽

手機裡受傷當時的照片，聽著媽媽說孩

溫暖守護臺東
文／沈邑穎　關山慈濟醫院中醫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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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很幸運，坐在她前後左右的乘客都

離世……我當場眼眶就紅了。有一位媽

媽，一家三口都在列車上，也都受傷，

我拍著她的肩膀說：「哭出來吧！胸口

悶會好很多！別擔心，這裡很安全，我

們會守護你！」當下她就哭了出來，她

沒看到的是，我的眼眶也是充滿了淚

水……

第一日義診，我們守護了三十八位傷

者及家屬，幾乎每位病友都使用安定神

志、疏通臟腑經絡氣血，以及調節因為

劇烈晃動，甚至嚴重撞擊而錯亂的身體

結構。感謝關山慈院六位中醫師、四位

實習醫師、五位護理師、兩位行政同仁，

以及特地搭機前來的三位芳療師，一起

投入第一線的治療及撫慰。義診結束回

程，坐在火車上，回想一個多月來的籌

備，很感動，感謝諸多善緣的信任與護

持。我想對孩子們說：「希望你們可以

趕緊脫離病苦，恢復年輕活力，回到屬

於你們的校園，重拾歡笑。所以，孩子，

你們真的很勇敢，再忍痛一下下，好

嗎？屬於你們的明天一定會更好。」　

聽說國中男生都不太想談 1021那天
的事，但當看到他背包上繫著自製的

「一路好走」照片時，我們知道，他心

裡還是有著濃濃的不捨。十二月八日第

二次義診，與鄉親們第二次見面，感覺

他們身體比較舒服，心情沒那麼沉重

了。我們也試著引導小朋友試用灸法和

針法，同時向跟診醫師說明，中醫可以

治療創傷後的身心症候群，但要透過平

日扎實的門診訓練，方能快速找到問題

點，直達病所予以治療。當義診進入第

四個月時，看到鄉親們腳步輕快，神情

愉悅，我們都非常歡喜。

為期七個月的中醫義診圓滿，沈邑穎醫師感謝所有參與和支持的人。右為吳佩嬑副護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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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地，六月二十三日這天到來，為

期七個月的普悠瑪義診圓滿，心裡百感

交集，最多的還是「感動」與「感謝」。

感謝病友們的信任，關山慈院團隊以及

慈濟基金會的全方位支持，感謝張崇晉

醫師及夫人提供優質的治療場地，希望

這次義診的善緣也能幫助張醫師盡快恢

復健康。感謝臺東縣前黃縣長及夫人、

饒縣長、衛生局黃局長及縣府團隊協助，

感謝十九位來自臺東及外地的熱心志工

承擔後援作業，讓醫護、芳療團隊專心

在第一線工作。也感謝張志芳院長及精

舍師父的關懷與打氣。前水利會長梁俊

良先生，前臺東縣副縣長賴順賢先生，

都是當初準備開展義診的重要推手。

還有，義診現場的畫、植物、音響、

療癒書籍、芳療精油，都是來自各方包

含鹿野圖書館、傷者及病人所提供，

也要感謝許多在幕後默默支持的朋友

們 .......最後，非常感謝一直堅守在前線
的關山慈院中醫科家人，每週都前往義

診現場，還有高允中醫師與吳佩嬑副護
理長，承擔了最艱巨的協調調度任務。

希望病友們真的能夠感受到，這分愛

的力量從來沒有打折過，「希望你們把

這個力量帶著繼續走人生的路，因為我

相信每一個大的災難之後，隨之而來的

就是幸福，你們已經通過人生給你的考

驗，希望這股力量能持續下來，讓每個

人都能成為輔助他人的那雙溫暖的手，

成為守護臺東「安定」的力量。最後，

我要把我們最大的祝福，送給你們！」

今天的圓緣不是結束，而是開始。因

為這分由無私的愛所匯聚的力量會一直都

在，祝福所有病友歷經考驗之後，都能建

立屬於自己的生活軌道，一定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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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的話

真愛密碼 文／潘二姐

六月二十三日，為期七個月的「一定

愛你」中醫義診，大家終於達成這不可

能的任務，開心、撒花、放煙火！在這

圓滿、圓緣日，興奮多過於不捨，每一

位參與義診活動的大家，都是受到沈醫

師的感召一起來成就這個空前的創舉。

義工們互相談起了彼此跟沈醫師的奇

緣，大家都嘖嘖稱奇，我們也是因為感

佩沈醫師的無私奉獻而相繼投入義診的

服務。

在每一次的「一定愛你」中醫義診，

診間裡總會上演著許多賺人熱淚劇情，

我也經常透過相機鏡頭的視窗，淚眼模

糊著。我們只有小小的心意，得到的是

真心的回報。在資源缺乏的後山臺東，

有著這樣真心又持續的關懷的人，我們

很珍惜這樣結來的緣。

義診的任務，有時在二樓協助患者看

診、協助芳療、經絡推拿，或是奉茶、

陪伴……，一開始，對於生手單兵而言，

自己小混亂一下下，還好大家都好親

切、好配合哦。

隨著診間診療的時間拉長，在外候診

的朋友就這樣聊開了，我聽著一些關鍵

字「還沒好啊，醫院輪流著換」（原來

住院醫療是有限天數）、「是啊，到現

在還不開口說話」、「這是一條慢慢長

路啊」、「外表好好的、體內還是腫痛

著」……一位熟識的大哥、聊起了靦腆

的妹妹、說著妹妹當時被火車的椅子交

疊在其中……突然，一個尖叫哭聲劃破

診間的愉悅，眾人卻很自然的說，每次

都會這樣一下下，沒事。似乎是我大驚

小怪了。

時間流逝，我暱稱甜心妹妹也進入

到診間，不久、更大的聲音攪亂了二樓

的氣流跟氛圍，不尋常的大哭聲，讓我

呆站在原地良久，疑惑著甜心妹妹在診

間內外的反差，是受到前面哭聲的感

染嗎？在疑惑中看著甜心妹妹走出診療

間，還是保持著靦腆的微笑，我還是豎

起拇指說「妹妹很棒！哭出來更棒！」

沈醫師利用空檔走出診間，對著甜心

妹妹說「哭，是妳的權利、妳可以選擇

哭。」「這是勇敢的表現、勇於表達自

己。」鏗鏘有力的話語，直接嵌在心中，

深深的佩服著。

午後，因為一位一直心情低落的大

姐姐讓我開啟了緊張模式，心裡一直想

著，藍色憂鬱真的會傳染耶。「是的，

你有權利哭！不好的情緒要適度的排

除！」這次，我遠遠的看著沈醫師耐心

的排解著憂鬱的情緒，討論著可以怎麼

讓自己開心的事。

遠眺的我，心裡在想，醫師連心靈諮

商師的工作也接著做了。看到醫師的陪

伴、支持跟鼓勵，這麼強的能量著實傳

到遠遠在一旁的我的心中。

普悠瑪中醫義診，不只醫病更醫心，

這是我們獨特展現的真愛密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