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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新北
寒雨出隊送祝福
施醫藥拜早年

2021.01.17
文／邱語娟、郭惠菁、黃毓珍、

吳寶美、黃愛惠、莊雅玲、魏子怡

二○二一年一月十七日，細雨霏霏

加上低溫，擋不住北區慈濟人醫會的熱

情，醫療志工團隊驅車沿著蜿蜒的山

區，前來三芝和石門一帶，關懷、問候

偏鄉長者，除了提供問診、醫療照護

外，還帶來「福慧紅包」跟「靜思語春

聯」，提前跟鄉民拜年，祝福大家來年

平安、健康、吉祥。

往診二線團隊共十一人，甫抵達三芝

山區，迎接他們的是冷冽刺骨的寒風，

幾乎家家戶戶大門深鎖，經志工呼喚

後，謝阿公老夫婦才輕啟門扉，歡迎志

工和醫護人員的造訪。

家醫科林啟民醫師趨前問候兩位長

者，並讚許謝阿嬤「很乖」，有依照囑

人醫心傳2020.626

一月十七日，北區慈濟人醫

會到三芝及石門山區展開往

診關懷，帶路的志工們步行

穿過窄小的山路以拜訪案

家。攝影／魏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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咐，血壓和血糖都維持很正常，謝阿嬤

開心表示，目前身體狀況還不錯，只是

天冷不愛動，志工連忙勸說，要多運

動，或者藉由歌唱，來訓練肺活量，抒

發情感，身心會更舒暢。謝阿公忙不迭

地說：「她唱歌很好聽！」惹得阿嬤不

好意思地連聲說：「那是年輕時啦！」

不只施醫藥　膚慰身心靈

往診一線的案家多半居住於石門山

區。把車子停在路邊，眾人步行走入窄

小、陡坡山路，方能來到呂先生的家。

因房間內燈光不足，志工必須用手機打

燈，黃昭偉醫師才可以看清楚藥袋的處

方，做為診斷病情的參考。

另外，呂先生的哥哥患有心臟疾病，

人醫志工們一直有持續鼓勵他減重。今

日探訪，志工黃莉珊驚訝道：「你看起

來有比較瘦哦！」為了證實，呂大哥便

站上磅秤，相較於前兩個月，果然瘦了

八公斤，大家都為他開心。

志工及黃昭偉醫師拿出準備好的獎勵

金，連同上人的福慧紅包及祝福禮一起

送給呂家兄弟。護理師洪婉慧鼓勵呂大

哥要再接再厲，黃醫師也說：「理想體

重大概要到七、八十公斤比較好，要加

油哦！」

而往診四線，特地安排義剪志工幫每

個案家的成員剪頭髮，讓他們在新的一

年開始就容光煥發，開心好過年，並送

上人的福慧紅包給予祝福。內科王建嘉

醫師用儀器，耐心地幫中風失智的楊阿

嬤按摩，讓原本有氣無力的阿嬤在治療

後，提振起精神向醫師說謝謝。待廖麗

雪師姊輕柔細心的幫楊阿嬤剪髮後，阿

嬤看到鏡中的自己整個人煥然一新，露

出可愛笑容。

另一案家周女士的長女有智能障礙，

生活自理能力不足，不知道要清潔身

體，造成下半身一大片的尿布疹，志工

看了好心疼，趕緊帶她去洗澡，並教她

怎麼照顧自己。

往診五線團隊來探望日前中風的陸先

生。一進門護理師劉碧玲送上平安吊飾

說：「要平安、幸福喔！」陸媽媽開心

的回應：「謝謝、感恩。」

陳振芳醫師細心地詢問陸先生身體

恢復的情況，送上靜思語春聯和福慧紅

包，並帶著大家一起唸：「大哉教育益

群生、行善人間致祥和。」陸先生馬上

將春聯貼在門上並說：「會每天看著，

讓自己心裡平靜、比較好。」

義剪志工廖麗雪師姊（右一）為楊阿嬤剪頭髮，

祝福她容光煥發、開心好過年。攝影／李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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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旁的陸媽媽抱怨起跟兒子沒話說、

心情不好，志工請陸先生來抱著媽媽並

說：「我愛你！」媽媽也回抱孩子說：

「我愛你！」陳振芳醫師教陸先生最

好、最省錢的孝順方式是，不要說媽媽

不喜歡聽的話，順著媽媽的意思做她要

做的事就是孝順，陸先生答應醫師以後

會跟媽媽好好說話。陳醫師一邊引導陸

先生牽著媽媽一起進房間，一邊說：「下

個月來希望看到你們和睦相處。」

陳振芳醫師表示，往診訪視的個案，

都是經由在地師兄姊長期關懷、詳加了

解病家整體情況，再提報給醫療團隊來

照顧與治療，這是慈濟義診最難能可貴

的地方，也是醫療人員倍感珍惜的資

源。

畫上易懂圖示　阿嬤服藥免煩惱

有睡眠障礙的江阿嬤把拿回來的西藥

袋丟掉，將一長串藥包捲成一捲，一捲

吃完再吃一捲。往診六線的成員洪茂雄

藥師仔細檢視阿嬤用藥狀況，赫然發現

裡面有三種安眠藥，分成早、中、晚服

用，但是阿嬤卻用自己的方式吃藥，難

怪狀況沒有改善。

護理師楊碧秀親切的詢問江阿嬤：

「要用什麼方法，您才看得懂？畫圖做

記號，好嗎？」於是用黑色簽字筆，在

阿嬤早上服用的藥包上，寫上「早」畫

一個太陽；中午服用的藥包寫上「中」，

阿嬤說這個字她看懂；在晚上服用的藥

包上寫上「晚」，畫一個月亮。印尼籍

除了問診關懷，人醫和志工團隊一起鼓勵林先生持續做復健、愈加進步。攝影／林群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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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看護阿麗，也分別在藥包上寫上印

尼語的「早上、中午、晚上」，好用來

識別，以提醒阿嬤正確的服藥時間。

許裕明中醫師知道江阿嬤和先生江阿

公都有身體痠痛的問題，除了為兩人施

以針灸，還帶來一瓶可以舒緩痠痛的中

藥，以及一瓶可以幫助睡眠的中藥，也

叮嚀江阿嬤服用西藥和中藥要間隔兩小

時。

「藥這麼多我不知道怎麼吃，你們解

釋得這麼清楚，我就懂了。」收下人醫

團隊代替上人致贈的福慧紅包及靜思語

春聯，感受到慈濟人關懷的溫暖，江阿

嬤感動地落下淚來。

接著來關懷獨居戶林先生。六十六歲

的他右腳髖骨五年內陸續開過六次刀，

雙腳萎縮無力，需要坐輪椅，平時在家

會利用助行器自行做復健。

洪茂雄藥師鼓勵他：「要讓腳長肉，

要多補充蛋白質，還要運動訓練、按

摩，多走路，肌肉要靠運動才不會萎

縮、無力。」看到醫護和志工來訪，林

先生很開心，始終面帶笑容。「本來腳

有水腫的現象，現在吃的食物很清淡，

就沒有水腫了。」林先生還特地站起

來，用助行器展現他復健的成果。

除了到案家往診外，人醫團隊也不忘

法親關懷。來到李素卿師姊家探望，她

三年前中風，命雖救了回來，但是嚴重

的後遺症，導致雙眼無法有正常視覺。

林俊傑醫師拿出春聯唸著「行善的人最

快樂⋯⋯」藉以激勵素卿師姊：「上人

還需要你出來行善喔！」中醫師呂張却

也一邊幫李素卿針灸，一邊說：「調養

身體需要耐心與信心。」

歲末年終，北三區人醫幹事林俊傑醫

師說：「感恩所有人共同的努力付出，

讓偏鄉的長者能得到更多的醫療照顧。

去年因為疫情的關係，三芝石門這邊取

消了定點義診，未來新的一年，將視疫

情的狀況，再決定復

工的時間點。」而人

醫團隊也會在遵守防

疫規範的原則下，盡

所能讓往診服務不間

斷，並且結合社區志

工的力量，齊心為受

病苦的人們付出愛與

關懷。

林俊傑醫師致贈關懷戶福

慧紅包，傳遞來自上人的

祝福。攝影／李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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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東北角偏鄉
慰長者顧健康

2021.01.17
文／廖凰束、彭美蘭、曾修宜、李錦秀、

曾蕙慈、鄭碧玲、楊淑玲、黃朱文姣

一月十七日北區慈濟人醫會前往臺

灣東北端的貢寮，在澳底國小、廟前廣

場，也借用民宅等處定點義診，並進行

數條往診關懷路線的服務。

澳底國小的義診服務科別包含內科、

眼科、中醫科、牙科，共有醫護四十三

人、志工一百六十八人參與，服務了

一百三十九人。「醫師啊，我全身癢很

難受。」聽著阿嬤訴說不適，陳吉松中

醫師一邊把脈診察，一邊提醒老人家飲

食要清淡、洗澡水不可太熱。另一頭有

眼科林惠真醫師為長者看診，開完藥叮

嚀長輩：「不要揉眼睛，容易感染。眼

藥水點後，如果還不舒服，要到醫院就

診。」

王明文醫師、石美慧護理師與志工許

吳水盆、倪靜華等一行九人，則在和美

里保安廟埕廣場展開義診活動。王醫師

觀察就診鄉親多有筋骨痠痛的毛病，建

議長者要預防跌倒和骨質疏鬆，還有就

是血液循環的保健，因為天氣寒冷血管

會收縮，常會感到手麻腳麻，高血壓患

者也要特別注意血壓數值和變化，尤其

有心血管問題的人，更是不能疏忽。他

笑言今天天氣雖然寒冷，還是做得很法

喜。

義診借用民宅場地

猶如老友相聚

另外，因原義診地點貢寮里民中心要

進行年終發放，前里長張翠華協助提供

龍崗里楊家民宅前的場地，讓醫療團隊

順利為二十一名長者看診服務。雖然空

間不大，但卻充滿著溫馨的人情味，老

鄰居們還能藉此談天說笑，連絡感情。

羅大祐醫師輕聲細語的對蕭阿公問診，

建議阿公除了注意飲食也要規律運動、

控制體重。而蔡阿嬤昨天在菜園跌倒

了，林素貞中醫師為她診治小腿處的大

片瘀青。

穿過昭惠廟，進入蜿蜒小路，來到貢

寮區龍門里里長吳世揚家門前，就是龍

門里的定點義診場地。基隆長庚醫院中

醫科主任張子瑜醫師帶隊一行十餘人前

來服務。「膝蓋有兩個酒窩，就像我們

人醫心傳2020.630

一月十七日北區慈濟人醫會在貢寮地區進行義

診與往診活動，王明文醫師在和美里保安廟埕

廣場的駐點義診為民眾看診。攝影／廖凰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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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上的酒窩一樣，膝蓋有退化時，酒窩

就會消失。」張醫師為阿珠阿嬤檢查膝

關節，並指導平時可以如何按壓筋絡，

延緩膝關節退化。接著又把握付出因

緣，在志工吳郭淑的帶路下，移往附近

一戶人家訪視，關懷九十多歲的阿緞阿

嬤，以及她七十多歲、左腳骨折的女兒

阿珍。

往診走透透　不論漁村或鄉野

居家關懷福連里馬崗線，由林啟嵐醫

師帶領一行十三人，分乘三輛車，沿著

濱海公路東行，前往拜訪七位長者。

八十三歲的莊阿嬤和兒子同住，護理

師幫阿嬤量血壓時，發現數值很高，方

知沒有按時吃降血壓的藥。林醫師於是

苦口婆心，跟阿嬤解釋講血壓藥種類不

同，藥效不同，要定時吃，同時囑咐藥

師打電話問澳底國小臨時藥局是否有相

關藥品，好開藥讓志工下午送來給阿嬤

服用。

來探望八十歲的春枝阿嬤。看到大

夥來訪她非常開心，林醫師一一檢查阿

嬤身體狀況，護理師戴素蘭和外籍移工

看護談起阿嬤最近的身體狀況與飲食用

藥。林醫師指著牆角上一臺監視器揮揮

手，說起阿嬤住在臺北的女兒很孝順，

會運用科技連線，關懷老人家的生活起

居。阿嬤原本獨居，兩年前中風之後，

人醫團隊往診時發現必須有人照顧，林

醫師即與家屬聯繫，並且與志工團隊協

助，除取得巴氏量表，並申請到合適的

看護來照顧，讓阿嬤的健康改善很多。

林啟嵐醫師、戴素蘭護理師在馬崗

往診路線已經走了十六年，和長者們都

變成親人般的好友，每次到訪總會和家

屬或主要照顧者談談阿公阿嬤的生活起

居並做衛教。林醫師感性地說：「義診

龍門里的定點義診借用了里長家門前空間，基

隆長庚醫院中醫科張子瑜主任診治阿嬤膝關節

不適的問題。攝影／鄭碧玲

帶隊福連里馬崗線往診關懷的林啟嵐醫師，細心

叮嚀莊阿嬤要按時服用血壓藥。攝影／吳雲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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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我在幫人家，實際上是病人在指導

我，讓我的醫療可以更完善。」

中醫針炙解病痛

人醫身教示範傳承

另一條往診路線由張廷瑋中醫師帶

隊出發。「真──冷喔！」七十八歲的

林阿嬤，笑容滿面的迎接醫護志工的到

來。陳盈如護理師溫柔地牽起阿嬤的右

手，輕輕地把暖暖包放在她的掌心。先

教她雙手搓揉以發熱，接著幫她揉一揉

手指頭再為她抹上護手霜，就見阿嬤輕

鬆地笑了！笑中帶著滿滿的暖意。

走入九十歲吳阿公的家，他坐在門口

的塑膠椅上，冷風從門外灌了進來。張

廷瑋醫師洗過手，從上衣口袋取出自備

的針，半蹲在椅子前為他扎針。「阿公，

哪裡痛？這裡嗎？」一邊用筆在阿公左

膝上痛處點出記號。阿公再把左腳褲管

更往上捲起，專心配合著醫師扎針。

接著要扎腰椎，張醫師請阿公到房內

木床上趴著。這時盈如護理師眼尖發現

酒精棉不足，迅速用手機聯絡找支援。

張醫師跪在床沿為阿公扎針，盈如也跪

在被沿上認真觀摩學習。就在兩人等待

起針的空檔，遠在七公里外的機動組慈

青火速送來了補給品。「超快的！」盈

如道感恩。

阿公再度回到椅子上坐，張醫師這下

子就有了充裕的酒精棉可用，他為阿公

的腿再補扎好多針。醫護兩人恭謹地蹲

在阿公面前服務著，而阿公的目光順著

張廷瑋中醫師往診關懷時，向林阿嬤指導晨起時可做促進血液循環的頭部按摩。攝影／黃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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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的手勢游動著。溫馨的醫病互動構

成美麗的一幅畫。

醫護和志工們穿過鄉間小路、前往

竹林深處，真心關懷貧病無依的阿公阿

嬤，讓老人家苦痛的身心可以得樂。而

付出無所求的慈濟人在深深彎腰的每一

刻更能真正體會到「見苦知福」的意義。

雙玉里的往診路線由來自中壢的黃淑

貞中醫師帶隊；還有另一組往診團隊由

沈士雄醫師、蕭捷云藥劑師、陳美增護

理師及志工、慈青等十二位夥伴組成，

前往貢寮鄉三個里關懷十四位個案。

陡峭的小山坡，志工握緊方向盤，小

心翼翼地開上阿桃阿嬤的家。阿嬤的兒

子貼心撐著傘來迎接，進到屋內，阿嬤

握著沈醫師的手：「這麼冷，你們還來

看我，足甘心！」 做完檢查，大夥就
圍著老人家排排坐，「新年頭、舊年尾，

今天就來和阿嬤團圓拍照祝福⋯⋯」＜

無量壽福＞的歌聲暖進大家的心坎裡。

再來到阿菊阿嬤的家，年邁的她，不

時犯腰痠背痛，還要照顧失能的兒子。

沈醫師將聽診器交給就讀醫學院一年級

的慈青以娟，讓她實地學習，聽完阿嬤

的心音，再聽聽自己的，以娟回應阿嬤

的心臟有雜音。她也說很珍惜這次的學

習機會，看到細心又親切的沈醫師，與

個案就如鄰居好友一般互動，體會到醫

師不僅要有醫術更要有愛心。「往診過

程中看到許多人需要幫忙，我現在有好

的生活、受到醫療教育，更要惜福努力

學醫術，幫助更多人免於疾病和貧窮。」

視病如親更視病如己的沈醫師，讓

學醫的孩子有最佳的典範，醫者仁心的

付出與陪伴也深深烙印在病家的內心深

處！

在沈士雄醫師的

指導下，慈青醫

學生練習聽診阿

菊阿嬤的心音。

攝影／黃碧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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