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馳援水患

醫 病苦寮 文／林瑋馨、張美齡、李明慧、黃娟

二○一八年七月，寮國東南部

阿速坡省薩南塞區發生水壩潰

堤，造成數百人往生，逾萬人

無家可歸。臺灣與泰國的慈濟

人聯合勘災，經多方努力及安

排，於九月二日在災區發放福

慧床與毛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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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三月，慈濟慈善基金會

再捐贈一百一十床醫療床予寮國占巴薩

省立醫院，並與當地政府及醫療單位取

得義診共識。八月十七至八月二十日，

國際慈濟人醫會首度在寮國舉辦大型義

診，集合臺灣、新加坡、菲律賓、泰國、

香港、法國、印尼、加拿大以及寮國當

地醫護人員共九個國家地區的醫療志工

團隊一百零一四人，分別在當地百霜縣

立醫院、百細占巴薩省立醫院及阿速坡

省立醫院進行義診，提供內科、外科、

中醫、牙科、眼科等科別的診療服務，

一共服務了三千一百零五人次，同時再

捐贈一百一十床醫療床和二百二十支點

滴架予占巴薩省立醫院……

牙科提早開診　眼科動手術

新加坡先遣團隊三十四人，八月十五

日出發前往泰國曼谷，會合臺灣、香港

的人醫會成員飛往烏汶 (Ubon)，再乘車
到泰寮邊境崇梅 (Chong Mek)。過境進
入寮國前往義診所在地百霜，抵達下榻

飯店已經是當地時間晚上七點半左右。

整個行程跨越二千零八十七公里，歷時

超過十五個小時。

為了能和病人有效溝通、了解病况，

新加坡慈濟人醫會鄧國榮牙醫師與余紹

香，用心製作各種病情圖表，並附上翻

譯與寮語發音。路程上，團員們多抓緊

時間勤讀圖表、做筆記備用。

八月十六日，先遣團隊前往百霜縣

立醫院進行義診前置作業。臺灣、新

加坡、香港、泰國等地的醫療志工們

都一

起投入場地清理、布置、搬器材及藥品

的準備工作，場地很快準備就緒，牙科

提前在十六日下午兩點進行看診服務。

首次參與海外義診的香港慈濟人醫

會召集人文志賢醫師表示，參與前置工

作，還與藥師一起包裝藥物，是難得的

學習機會。看到新加坡楊麗茵醫師，對

整體義診的策劃、現場動線的安排都親

力親為，是他學習的榜樣。

同一天，菲律賓慈濟人醫會眼科團

隊五人，一到寮國即馬不停蹄趕往百

細占巴薩省立醫院。史美勝醫師檢查

儀器後，旋即為候在醫院的病人萬納

(Wanna)動手術。他雙眼患有眼翳已近
十五年，造成生活諸多不便，今天很高

興能夠得到醫治。術後志工協助送病人

到飯店，隔天再將他接來醫院回診。

臺灣慈濟人醫會團隊十六人在八月

國際慈濟人醫會首度在寮國舉辦大型義診，八月

十六日，先遣團隊於寮國百霜縣立醫院進行義診前

置作業，新加坡鄧國榮醫師（左一）攜眾一起展開

場布。攝影／黎東興

文／林瑋馨、張美齡、李明慧、黃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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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出發，飛越近一千九百二十六公

里，十六日晚間抵百霜飯店與大團會

合，以虔誠的心把愛帶到寮國！

百霜醫院救病苦　為重症者尋治

八月十七日上午下起雨來，百霜醫院

前的草地濕答答，卻沒有阻擋鄉親前來

義診求治的腳步，就見一批批民眾走進

醫院前臨時搭成的帳篷區，依序等候報

到。

占 巴 薩 衛 生 廳 廳 長 宋 傑 (Dr. 
Sonkiat)、副廳長萬納塞 (Dr. Vannasay)
及占巴薩省立醫院副院長孔瑪妮

(Kongmany Panyasavath)，在義診現場
關懷。促使此次義診的副廳長萬納塞

說：「這一次的活動準備非常完備，專

科醫生、醫療器材齊全，非常感謝慈濟

為我們老百姓提供醫療服務。」宋傑廳

長也表示非常感謝慈濟的幫忙與合作，

不論是人員或器材，都補足了醫院的不

足，希望未來在其他需要的地區也能辦

義診。

外 科 區 發 現 女 病 人 波 安 (Pean 
Sengkhamhen)的鼻咽癌可能轉移骨
頭，三個月前她曾在當地醫院接受手

術，但是左眼角外側下方又逐漸腫大。

幾位醫師會診後，義診總協調慈濟慈善

基金會劉濟雨副執行長請副廳長萬納塞

醫師協助將病人儘快轉診到大醫院，進

行核子醫學造影掃描或磁振造影等檢

查，希望來得及將相關檢驗結果帶回臺

灣評估，能夠給她有被治癒的機會。

十二歲的菈兒 (Lar)，出生時右大腿即

有點狀的血管瘤，醫生也只給擦藥，隨

著年齡漸長，皮膚血管瘤一直增生、擴

散，已延續至臀部，大腿也逐漸腫脹。

因每次就診所需費用極為龐大，家中經

濟無法支應而作罷。劉副執行長與醫療

團隊考慮轉介臺灣進一步診療，她的父

親抱著一線希望，由衷感謝慈濟。

外科妙手縫脣　婦人磕頭道感激

八歲的努蘭 (Nhoo Lum)出生就有兔
脣，右邊嘴脣無法包住犬齒，已屆學齡

卻不肯上學，因為同學會取笑她。媽媽

說家裡還要扶養十三個孩子，實在沒錢

讓她治療。義診上，醫師為小女孩進行

半個多小時的整型修補手術，媽媽滿心

感恩。

嘴角經手術縫合的虹女士滿懷感激，向張盛銘醫師

( 左 ) 及醫護人員逐一跪謝。後方為馮寶興醫師。

攝影／張美齡



人醫心傳2019.947

鄉親虹女士 (Hong)兩歲時，右邊嘴
角長出一個小結節，今年四十歲的她，

曾經在二○一八年到當地醫院手術過，

卻出現嘴巴無法完全閉合，也不易張大

嘴巴，造成不便與痛苦。手術後傷口發

炎，一直沒有再去看過醫師。外科團隊

花了將近一個小時，將她的嘴角縫合，

她滿懷感激，離去前逐一向醫護人員下

跪磕頭道謝。張盛銘醫師表示，團隊整

體評估後施以 Z型皮瓣重建術，待明年
有機會的話，再繼續做進一步的手術。

出生在寮國的張盛銘，十二歲時到臺

灣，之後學醫也行醫。有感於家鄉是比

較落後的地方，需要更多人的協助，在

五十歲時回到寮國，從事創傷急診的醫

療工作。

二○一八年七月發生水壩潰堤，第三

天張盛銘即回到寮國展開緊急醫療系統

的整合，在過程中遇到陳正輝師兄，開

始與慈濟人默默在寮國付出。此次義診

上本來擔任翻譯的張盛銘說，能夠參與

手術是一個學習的機會，他樂於隨時做

補位的人。「慈濟團體將溫暖帶到這個

國度裡，今天是第一步，期望未來有更

大、更長遠的大愛之路。」

寮國是個醫療上很貧窮的國家，有

許多民眾，簡單的小病都拖了很久；幾

位甲狀腺腫大個案，亟需設備齊全的手

術室及龐大的醫療費用。外科團隊的診

療，減輕了鄉親就醫上的負擔。

安心治牙痛　針灸除痠痛

四位來自新加坡的牙科團隊，希望帶

給病人安心的治療和溫暖的服務。

葉添浩醫師與外科團隊為小女孩努蘭進行裂脣修補手術，滿心期待的媽媽在旁握著小女孩的手陪伴。攝影

／簡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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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歲的博添 (BoTien)是班梅村的
村長，雖然村民都聽到宣導百霜縣立醫

院義診的消息，但卻存有疑惑，不相信

會有免費的醫療服務。他因為牙齦疼

痛，從三十公里外的班梅村 (Ban Mei 
Saysomboun)一早就來到義診現場，
除了求診外，亦來探個虛實。確定從外

國來的慈濟免費提供義診，他趕快打電

話回村子通知大家這個千真萬確的好消

息。博添舒服的躺在牙科椅上，安心接

受新加坡牙醫沙姆斯丁醫師 (Samsudin 
Bin Jetty)的治療，拔掉兩顆牙齒，領
了消炎藥，歡喜返家。

中醫科共有兩個診間，五張病床，其

中三張病床是用六張福慧床組成。由來

自臺灣、新加坡、泰國和香港共九位中

醫師提供服務。

手拿拐杖，舉步艱辛，七十六歲的碧

囡婆 (Pitnampo Phong)，十多年來忍受
右腿、右膝和肩頸疼痛，求診、服藥都

不見好轉。臺灣中醫師謝矅聯用針療、
灸療和火罐交替診治後，她覺得整個人

輕鬆許多，走起路來也無需像之前那麼

費力。 
棚 亮 村 (Beng lieng) 村 長 恆 先 生

(Hueng)，經歐宗益醫師以頭皮針和鐳
射針炙治療後，視力模糊有所改善，更

神奇的是之前蹲下無法站起的情況，馬

上得治！就見他在眾人面前輕鬆起立、

蹲下，好不開心。 

原本設置在廊道的診療區，因下雨而移至室內，就

著小小的空間，新加坡牙科團隊專注為病人診治。

攝影／黎東興

臺中慈院歐宗益中醫師（左）施以針炙治療，不僅

處理了恆先生的視力問題，之前他蹲下無法站起的

情況也獲得改善，好不開心。攝影／黎東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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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除眼疾　迎接光明視界

義診另一個場地在占巴薩省立醫院

眼科部，為眼科病人進行手術治療，由

菲律賓五位眼科醫護人員服務。經六月

及八月兩次的篩選過程，當日有十位鄉

親依約前來接受手術。每位病人花不到

二十分鐘的時間，白內障手術就完成

了，幫助病人重啟光明視界。

七十三歲的東梗 (Dum kaew)患有白
內障，讓她這兩三年來，不管是看近或

看遠都完全看不到，什麼事情都無法

做。走出手術室後，看著視力測驗圖上

的數字，大字小字都看得清清楚楚，快

樂地跟志工說：「 感覺自己重生了！
好高興啊！」

占巴薩省立醫院眼科組組長溫歎醫

師 (Dr. Bounthanh Phaymany)說：「我
們第一次跟慈濟合作義診，也讓我們學

到不同的經驗，更重要的是一起讓視力

模糊的貧困病人，能夠恢復正常的生

活。」

翻譯團隊在海外義診中是非常重要的

功能組，是醫師與病人溝通的橋梁。在

陳正輝師兄的邀約下，百細華僑公校當

日特別讓學校放假，由副校長丁秀青陪

同十四位老師前來支援義診翻譯。寮國

領事館也邀約到許多華僑前來支援，加

上泰國及本土志工等，共有四十多位翻

譯志工投入服務。

來自泰國的父女檔中醫師詹伯特

(Pratap Taptanat)和女兒詹婉婷 (Hataitip 
Taptanat)，第一次參與慈濟海外義診。
華裔第二代的詹伯特醫師在泰國開設

「詹醫堂」，專門免費為貧苦病人施醫

施藥。因著二○○四年南亞海嘯的因緣

認識慈濟，一年多前他開始每個月兩次

到泰國分會協助義診。二十四歲的女兒

泰國的中醫師父女檔詹伯特和詹婉婷，第

一次參與慈濟海外義診，一起為寮國鄉親

緩解病痛。攝影／黎東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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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婉婷，從高中開始隨父習醫，爾後到

大陸湖北中醫藥大學學習，半年多前畢

業回國，跟着父親的腳步行醫助人，也

到慈濟會所義診。詹伯特相信人人做好

人，行好事，社會就會太平祥和。女兒

詹婉婷說雖然大家第一次見面，感覺好

像認識了好久，在這裡同心協力為貧苦

者解除病苦、離苦得樂，是她大的收

穫。

來自臺、菲、泰、港、星國等地的慈

濟人醫會團隊，分工合作，為寮國鄉親

服務。

醫院辦義診　人潮不絕內科加診

「排隊的人潮一直延伸到後面去，很

有壓力！」診間窗外即見排隊求診的人

龍，斗六慈院黃振森醫師心想著要把每

個病人都看診完。八月十八日持續在百

霜醫院的義診，開診不到一小時，原設

置的帳篷區約三百個座位已不敷使用，

長長的排隊人龍蜿蜒帳篷外約一百公

尺。

內科區人滿為患，不忍求診病人久

候，北區慈濟人醫會范文勝醫師與團隊

協商，加上寮國本地四位醫師，將原先

規畫的七個診，增加到九個診，連醫院

的牙科診察檯都調動為內科的診間。甚

至當有醫師臨時離開座位時，范文勝醫

師便運用空出的診桌臨時加診，親自加

入診療，紓解等候人潮。

腎臟內科醫師黃振森發現，當地的病

人大部分都是有不舒服才會就醫，有不

舒服才願意吃藥，也就是對慢性病的認

知不足；像糖尿病、高血壓患者，服藥

的方式卻跟吃止痛藥一樣。藥物只是準

備著，雖然血壓或血糖很高，但是沒有

症狀，就認為不需要吃藥。他想，與其

單方面醫藥的給予，生活化、在地化的

衛教更顯重要。「義診的治療能不能延

續，真的很難講；但是觀念是比較可以

改變的，而改變是可以複製的」。

臺中慈院胸腔內科邱國樑醫師指出，

寮國人民百分之八十從事農業生產，經

濟並不好。一般民眾一個月的工資可能

折合新臺幣才五千至八千元，看一次病

可能就要花五百元臺幣，加上醫療資源

貧乏，所以他們根本很少去看病。診間

遇到一名四十幾歲的個案，臉色及指甲

蒼白。詢問之下才知道他每天喝啤酒喝

至少十杯。驗血發現血色素只剩下正常

值的一半，貧血很嚴重，因為經濟因素

沒辦法去看病。邱醫師感慨：「此次慈

濟與醫院合作，提供免費服務，他們才

有就醫機會。反觀臺灣相對非常幸福，

斗六慈院黃振森醫師在為病人檢查血糖後，也進行

衛教宣導。攝影／簡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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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醫療或是生活環境都相對的富

足。」

專業交流　齊為病人施醫藥

四位寮國本地醫師加入內科診療行

列，一起交流與學習。寮國醫師帕華

(Papha)表示，他們一般都是依據病人
的主訴給藥吃，缺乏診察的步驟，而人

醫會的醫師在診察方面比較仔細，很開

心義診上能向邱國樑醫師及香港的謝喜

兒醫師請益。倘若有機會，她也很希望

到臺灣去交流學習。另一位寮國醫師派

蒂斯 (Padith)也說，兩天來與黃振森醫
師學到了很多由症狀判斷疾病的醫療專

業，期許自己當個好醫師。

七歲的小女孩霓 (Nin)從來沒看過牙
醫，牙齒動搖外婆就用繩子幫她拔掉。

醫師檢查她有顆乳牙蛀了個大洞，另外

還有顆蛀了的臼齒，兩顆牙都必須拔

掉。要打麻醉針時，小女孩嚇得大哭，

外婆在一旁也心疼地掉下眼淚。除了

安撫大哭的小女孩，志工也在旁陪伴外

婆，讓她安心。終於，小女孩的蛀牙順

利拔掉。

六十八歲的汶樂 (Boun Der)，聽到村
子裡廣播醫院有免費義診，讓兒子帶他

過來求診。志工看到行走困難的汶樂，

趕緊送來輪椅推他到中醫看診。去年八

月腳痛無力行走，就醫吃藥都無效，幾

個月下來，雙腳已經逐漸萎縮，今天是

人生第一次接受中醫治療。在花蓮慈院

盧昱竹中醫師進行針灸治療後，汶樂麻

木的腳已經有反應，感覺放鬆許多。他

很感動臺灣的善心人士到寮國幫助有需

要的病人。

百歲人瑞芳恩 (Phon)，背痛、全身痠

八月十八日，百霜醫院義診第二天，求診民

眾依然大排長龍。攝影／劉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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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兩個月了，之前看過其他科，但是都

沒有好轉，兒子帶她來試試看中醫。經

過約半小時的治療，原本背駝得厲害的

她，伸直很多，而且痠痛減輕了。

義診藥局設在醫院的 X光室，比鄰
內科問診處，由臺灣藥師陳紅燕、蘇芳

霈及李憶晴和新加坡李麗卿藥師共同承

擔，加上當地藥師和護士共八位投入協

助，是海外義診難得一見的堅強陣容。

義診所需藥品在當地採購，而且醫

師看診的單子經過改良，清楚把各種藥

物列在其上，醫師只需要在上面打勾即

可，方便藥師快速處理給藥，加上藥師

團隊密切配合，病人可以快速領到藥

物，整個藥局完全沒有出現以往義診的

塞車現象。從臺灣帶來的藥品，蘇芳霈

藥師也隨時運用空檔清點，「希望估計

的用量能周全此趟義診，供應鄉民需

求。」

醫病療心　不捨久候加碼看診

菲律賓團隊今日持續在占巴薩省立醫

院提供眼科手術治療服務。

阿速坡省薩南塞醫院護士普瑋

(Phuwet)說：「有些鄉親不想接受眼
科手術，怕手術後眼睛比之前更差，

甚至於眼瞎，有些鄉親想來，但是沒

有人陪伴。」種種因素都會影響就醫

意願。慈濟志工得知後更加用心、努

力說明，讓鄉親知道白內障開刀很安

全並不可怕。眼科義診不只治療，還

提供免費的接送服務及食宿，希望能

解決所有的問題。

十九歲的彭塔甘 (Pouthakan)，在兩
歲時，就感覺視線模糊不清。篩檢發現

她患有白內障，受到醫師及志工鼓勵，

鼓起最大的勇氣動手術。「我很期待有

機會看得清楚，不管開刀後的結果好或

者不好，就試試看吧！」菲律賓眼科醫

療團隊豐富的開刀經驗，不到二十分鐘

白內障手術就完成了。術後還需要經過

幾天的恢復，眼睛才能看到光明，她興

奮地說：「很高興！我快要看得清楚

了！」

一路陪伴的志工彭秋玉說：「之前

她一直很緊張，頭低低的，什麼話也不

講，現在竟然可以說說笑笑。」女兒接

受白內障手術後歸來，彭塔甘的母親詹

彭 (Janpeng)高興極了！不斷地跟志工

花蓮慈院盧昱竹醫師在中醫區為民眾治療。攝影／

簡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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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這一生還沒看過義診來到我們

的村莊，因為慈濟義診，讓我唯一的女

兒接受很好的眼科開刀治療。」

預定半天的義診，在下午一點的時

候，大約還有兩百人在等待，團隊決定

將所有候診的鄉親都看完。當天共有

一百三十八位醫療團隊與志工，服務達

八百二十人次。

場布先遣團隊在八月十七日下午前

往下一個義診場地，八月十八日一早抵

達阿速坡省立醫院展開籌備工作。地上

布滿青苔，時值雨季，志工擔心遇雨路

滑，趕緊添購洗刷工具清洗。急診部門

的醫護人員看見志工的用心，也自動自

發來協助打掃。宣傳車在當地傳播，希

望隔天的義診讓更多人受惠。

前進阿速坡　爭取時間診治

八月十九日上午慈濟義診團隊來到阿

速坡省立醫院，豔陽高照下，預定八點

開診，七點半已經有將近一百人在帳篷

區等候了。

慈濟基金會安排的幾輛大巴士，到

十五公里外的阿速坡省薩南塞區水壩潰

堤災區，陸續往返載送鄉親到義診現場

就診。

內科看診區設在阿速坡省立醫院二樓

的會議室，該院醫師米薩伊 (Misai)在開
診前來到內科，主動詢問：「有什麼可

以幫忙的嗎？」因此，他加入內科義診

團隊。他發現一名五十七歲的女士血壓

很高，進一步做心電圖檢查後，建議病

陣容堅強的藥師團隊為民眾說明用藥方式。攝影／簡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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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住院即早治療。

來自香港的何家恩醫師，仔細為病

人聽診檢查。一整天為近一百位鄉親診

療，絲毫不馬虎，她認為義診上給予治

療後，也需要知道病人用藥後的情況，

也就是後續的追蹤關懷很重要。

外科區設在阿速坡省立醫院二樓的手

術室，來自臺灣、新加坡、香港及寮國

的十三人醫療團隊合力服務。

在手術檯上協助開刀的陳癸伶護理

師，生長在臺灣並接受護理教育，此行

與先生張盛銘醫師都是第一次參與海外

義診，她認為外科團隊有著「大家一起

來幫忙病人」的共識，不分種族、宗教

或國家，為病人給予最適切的處置。這

樣「能夠做到多少，我就盡力去做」的

理念，讓陳癸伶很感動、很歡喜，心裡

很充實，可以幫助真正有需要的鄉親。

二○○六年來到寮國定居後，她與先生

盡己所能，走入窮困村莊、幫助有醫療

需求的鄉親。透過這幾天義診的過程，

兩人試想，往後在某些地方或可先行健

康篩檢，再聚集提供醫療服務，降低鄉

親交通往返的負擔。

譚美華護理師也第一次參與海外義

診。「快！」是這三天她在手術室服務

的心得。隨團隊看到個案的種種需求就

在眼前，爭取時間服務是首要的責任。

生活在富裕的香港，相較醫療貧乏的寮

國，更深刻體會到「心存感恩」的重要。

在牙科協助翻譯的志工陳碧玲，是

寮國慈濟志工幹部陳正輝的小女兒。義

八月十六至十八日，菲律賓慈濟人醫

會史美勝醫師（第二排右一）帶領眼

科團隊，在寮國占巴薩省立醫院為十

名病人除眼疾，手術圓滿合影留念。

攝影／黃娟



人醫心傳2019.955

診中讓她感觸深刻的是寮國貧民一般都

不懂得照顧牙齒，等到牙痛到不行才求

醫，往往已無法補救，需要拔掉。因此

看到一個個求診的鄉民，牙齒都幾乎不

保，她感到非常心疼。期許自己為貧苦

鄉親做多一點，給他們衛生教育，希望

他們更健康。

下午，院方與地方官員前來向義診團

致贈感謝狀時，醫院外的帳篷候診區尚

有約兩、三百位鄉親；當天大型巴士共

有六趟往返十五公里以上的災區，載送

鄉親到場看診；不忍眾多遠道而來的民

眾受病苦，原定下午五點結束的義診，

延至六點結束，共服務一千五百四十五

人次。

原規畫三天三場兩千人次的義診，因

為需求孔急，總計三千一百○五人次，

達百分之一百五十五的目標。劉濟雨副

執行長表示，慈濟第一次到寮國義診，

從百霜及百細，到更近災區的阿速坡，

三天義診下來，看到鄉親有很大的醫療

需求，包括數個較嚴重的個案。過程中

最大的收穫是透過義診啟發很多本地的

華人志工，希望藉機傳遞與推廣慈濟的

精神理念，接引他們成為當地志工團

隊，開啟慈濟在寮國的生力軍，持續在

當地推動慈濟志業。

捐助病床　相約再續醫療之愛

八月二十日上午，慈濟寮國義診團

隊與志工來到占巴薩省政府，進行病床

捐贈典禮。劉濟雨副執行長說明，二○

一八年八月發生水壩潰堤之後，慈濟展

開一連串急難援助，得知醫療床嚴重不

足且簡陋，證嚴上人不捨，進而捐助了

一百一十床病床給占巴薩省立醫院。近

來又因登革熱疫情爆發，許多病人仍睡

在走廊上養病，藉此行義診因緣，再捐

贈一百一十床，等於將省立醫院的病床

全部換新，包括點滴架和移動式餐桌，

暫時解決了病人等不到病床的問題。

占巴薩省立醫院院長湛辛 (Dr. Kham 
Sing)表示，慈濟捐贈病床設備，提升
醫療品質，同時也節約了醫院預算支

出，能提供更好的服務給病人。占巴薩

省副省長柏霖 (Mr. Bualin)讚歎義診醫
療人員付出心力，讓患者能夠得到治

療，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他期待與慈

濟合作，一起改善百姓的健康。

寮國義診結束，圓緣典禮上傳遞著滿

滿的感動。領隊葉添浩醫師四月底前往

花蓮慈院婦產部龐渂醛醫師在外科區為病人施以手

術治療。攝影／胡秀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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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勘及討論細節，六月又到寮國篩選病

人，更分享了義診上印象深刻的外科個

案。其一是疑似皮膚癌的病人，手術時

發現病人有個瘻管深到牙根，趕快會診

牙科，診斷是蛀牙引發根部感染化膿導

致臉頰膿瘍，最後與鄧國榮牙醫師、龐

渂醛醫師等人聯手解決了病人的病痛。
另一名三歲脣裂的孩子，手術前才施打

零點一西西的麻醉劑，原本哭鬧中突然

間不哭了，血氧從九十幾降至八十幾，

趕緊抱到內科，請范文勝醫師幫忙監

測，在很多人愛的膚慰之下，孩子清醒

了。他感恩義診團隊合和互協、互相補

位。

新加坡兩位年輕牙醫師張毓娗和陳長

豐分享，這次義診大開眼界，「這麼多

國家的醫護志工在一起共事，而能為共

同目標邁進，只有好的團隊精神才能辦

到。」他們歡喜有付出愛的機會，把上

人的慈悲精神散播到世界各地。

文志賢醫師感恩在香港慈濟人醫會成

立三周年之際，有機會參與第一次的海

外義診。「慈濟人太厲害了！小小的診

間除了醫師、病人，加上翻譯，可以擠

滿九個人，三組同時看診，消化大排成

龍的求診鄉親，簡直難以想像。」帶動

香港團隊也很快調整心態和做法，努力

讓更多病人得到幫助。

慈濟的愛在寮國這塊福田撒下菩提種

子，正漸漸生根發芽、茁壯，期待未來

大樹成林，成為當地貧苦鄉親實在的依

靠。

八月二十日，慈濟慈善

基金會劉濟雨副執行長

代表捐助一百一十床醫

療 床 予 占 巴 薩 省 立 醫

院，義診團隊共同見證

與祝福。攝影／黎東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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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慈濟寮國義診場次科別就診人數統計

二○一九年慈濟人醫會寮國義診團隊成員
醫護志工：花蓮慈院婦產科龐渂醛醫師、盧昱竹中醫師；臺北慈院許雅婷中醫師、林

亞萱中醫師；臺中慈院胸腔內科邱國樑醫師、歐宗益中醫師；斗六慈院腎臟內科黃振

森醫師；臺灣北區人醫會家醫科范文勝醫師、婦產科薛俊福醫師（寮僑）、蘇芳霈藥師、

李憶晴藥師；中區人醫會謝曜聯中醫師；彰化人醫會小兒科林玉英醫師；高雄人醫會

整型外科葉添浩醫師、陳紅燕藥師；新加坡人醫會外科馮寶興醫師、內科楊麗茵醫師、

牙科鄧國榮醫師、陳添旺醫師、三蘇丁醫師、張毓娫醫師、黃牽錡中醫師、李麗卿藥

師；外科護理師林金燕、王秋風、胡秀桃、鄺金玉；牙科助理余紹香、張金桃、郭鏸

憶、陳長豐；香港人醫會急症科文志賢醫師、何家恩醫師、婦產科謝喜兒醫師、陳家

禎中醫師、譚美華護理師；菲律賓人醫會眼科史美勝醫師、伯納迪塔醫師、伽莉醫師、

助理李安妮；泰國中醫師普拉塔普與哈泰鐵普；寮國外科張盛銘醫師、陳癸伶護理師 

志工與同仁：慈濟慈善基金會劉濟雨副執行長，宗教處梁貴勝；志工〔臺灣〕章宏達、林

瑋馨、簡鴻海、張美齡；〔新加坡〕梁誌隆、李國香、邱建義、陳弟弟、陳秀珍、曾秋莉、

林道政、朱樹仁、袁運紅、白明強、劉耀鴻、黃來發、陳智春、林泰明、陳俊福、陳國成、

李明慧、柯振興、黎東興；〔泰國〕晉榮剛、林純鈴、陳予虹、陳世忠、彭秋玉、黃紹光、

黃兆尹、郭貴珍、吳靜芳、方思涵、洪黃連真、林琬貽、RASSAMEE、熊惟明、黃娟、坤大、

王鐘賢、陳寬、張惠珍、郭淑齡、呂錦淑、USAWADEE SEEKA、SOMNUK HAOLERD、

LADDA KAOSUCHARIT、THANYAMAI UPPATHUM；〔香港〕曾水波；〔菲律賓〕鄭珍珍；

〔寮國〕丘易文、陳正輝、林玉兒；寮僑：談銀橋、符玉鸞（臺灣）、游少麟（加拿大）、

匡齡芳（法國）、林百華（印尼）

日期／地點 外科 中醫 內科 牙科 眼科 總人次

2019.08.17
百霜縣立醫院 20 157 434 117 10

（手術） 740

2019.08.18
百霜縣立醫院 31 186 471 122 10

（回診） 820

2019.08.19
阿速坡省立醫院 40 284 920 301 1,545

總計 91 267 1,825 542 20 3,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