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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 吉隆坡

義診中心啟用　推展預防醫學

2007.12.02

文／曾慈慧、王惠平、羅秀蓮

攝影／莊敏慧、曾慈慧、黃寶發、劉玉麗

繼馬六甲、巴生之後，吉隆坡分會

成立慈濟義診中心。它在各佛教團體、

非政府組織、新馬慈濟各據點代表、媒

體及照顧戶見證下，正式啟用。台灣本

會林碧玉與王端正兩位副總執行長捎來

證嚴上人的祝福，連同馬來西亞佛教界

南、北傳長老，達摩拉達納法師及明吉

法師，齊在新加坡暨馬六甲分會執行長

劉濟雨和吉隆坡分會執行長簡慈露，及

眾多人醫會成員的陪同下，共同為慈濟

義診中心掀開紅色布幔，共同見證吉隆

坡慈濟醫療志業開啟嶄新的一頁。

吉隆坡慈濟義診中心座落在半山芭地

區車水馬龍的富都路，一座七樓高大廈

內的第四樓。前方商店酒樓林立，附近

大樹下尚有小販擺賣；後方隔了地鐵站

就是吉隆坡河清園，那裡有非法木屋，

也有吉隆坡六十年代密集建蓋的一房一

廳組屋，從組屋遠眺就是繁華的高樓大

廈，這裡也是早期毗鄰錫礦場的華人聚

居地。經過多年發展，半山芭成了吉隆

坡最熱鬧、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並以中

下層華裔居民及遊子居多；有的在當地

住上了大半輩子，在商業洪流下逐漸被

忽略、遺忘。

慈濟義診中心將於每星期三和星期

日運作，提供獨居老人、原住民、老人

吉隆坡義診中心啟用，會場一片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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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孤兒院、殘智障院、持有政府福利

卡的低收入戶、宗教師和出家眾、遊民

乞丐、慈濟照顧戶、貧戶和殘障人士的

醫療服務。慈濟義診中心的啟用，著重

在民間貧病者的需求。

推門而入，迎接的是笑臉盈盈的醫

療志工，讓病者的心情為之一寬。醫療

志工是慈濟義診中心軟體中的軟體，除

了扮演傾聽的角色，遞茶水送點心的同

時，也傳達一分愛與關懷。

受證多年的委員王慈涓，聽聞吉隆

坡將有義診中心，歡喜的心情含有一絲

激動：「平時照顧戶身體出現狀況，到

中央醫院看病雖然比較廉宜，但總得花

上一天的時間在等待；因此，志工只好

把照顧戶送到離家附近的私人診療所看

診。如今有了自己的義診中心，吉隆坡

照顧戶可以得到良好的醫療照顧。”家

在附近的王慈涓，和許多慈濟人一樣，

報名成為醫療志工，成為關懷組之一，

以行動來護持義診中心。

義診中心啟用當天，除了看診的值班

醫師，現場三十多位人醫會成員中，九

位醫師與醫療志工齊齊呈獻手

語《白袍禮讚》。

巴生婦產科吳國櫻醫師勇於

接受挑戰，退而不休，笑稱自

己是「送上門」的醫師，因為

把環保物送到環保點，透過月

刊知道慈濟團體，爾後醫療志

工一通電話，就在吉隆坡義診中心十一

月二十五日試用日第一次值班，一星

期後的啟用典禮也是當值醫師。對她來

說，當醫師首要條件是慈悲與關懷，所

以她在巴生中央醫院指導年輕醫師，並

不只是專業知識的傳授，更是人文理念

的傳承。她樂見慈濟義診中心在吉隆坡

設立，嘉惠更多貧苦病患。

籌建一間診療所不容易，要籌建一間

兼具中、西醫、牙醫且設備齊全的義診

中心、邀請醫師志工一星期兩天義務性

地來承擔更不容易；但是慈濟人把義診

雖不是在台灣，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義診

中心裡笑臉盈盈的醫療志工們同樣讓病

者的心情為之一寬。

兼具中、西醫、牙醫且設備齊全的義診中心不容

易，邀請醫師志工更不容易，但是歡喜付出後，醫

護們更樂於邀人一起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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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當作是修行的道場，邀請有心人歡

喜付出，啟發他人心中的美善，帶動人

人一起來付出。

吉隆坡分會簡慈露執行長感恩諸位菩

薩的付出及勇於奉獻，吉隆坡義診中心

的啟用，不但解除貧病者的病苦，更是

啟發醫護人員與志工的良知良能，吉隆

坡慈濟義診中心未來將定期舉辦社區健

康檢查，醫師與志工心手相連齊來守護

民眾的健康、守護一分愛。

出現在吉隆坡慈濟義診中心掛號的

人，有華、巫、印裔行動不便的老人，

也有殘障者，他們以身說法，教育健康

付出者從中見苦知福。

小病人達威的到訪

四歲的達威在父母及哥哥的陪伴下

來到義診中心。天生殘缺的臉龐讓人不

禁多留意幾眼，右耳沒有耳道，左耳佈

滿耳屎；臉頰骨不完整，眼皮無法完全

覆蓋，不斷流淚的雙眼，只有靠眼藥控

制。

雖然接受吉隆坡中央醫院眼科及整容

科的治療，卻無法真正還給達威一張正

常的臉。目前達威的父親失業，只靠母

親賣糕點勉強維持生活；他們抱著姑且

一試的心態，來到慈濟義診中心，由林

連水醫師進行檢查。

林醫師在檢查的過程中，不只關心

達威外貌的殘缺，更了解到達威常躲在

家裡，不願外出，而且不會說話。林連

水醫師表示：「我們不只是要為達威整

容，還要徹底檢查他的腦部是否發展健

全，他更需要我們的關心。」

達威的爸爸對林醫師的關心充滿感

激，他說，林醫師是位好醫師，因為

曾經有醫師對爸爸說出負面的話讓他傷

心；但是，林醫師不嫌棄他的孩子，還

很仔細地幫孩子檢查、扣好鞋帶、逗他

玩，讓他對林醫師信心滿滿，很歡喜能

來到義診中心。

馬來西亞 馬六甲

柔佛甘榜巴都巴達水災

緊急發放暨義診

2007.12.13

文／張濟行  攝影／李詩蕾

每年十二月東北季候風吹襲的時候，

都為馬國東海岸帶來豐沛的雨量，也導

致山洪暴發，河水泛濫，帶來可怕的大

水災。吉蘭丹、登嘉樓、彭亨、柔佛

數地，今年也因水災來襲，居民被迫緊

急疏散到救災中心避難。一般救災中心

運用民眾會堂或學校作為安置災民的場

所，由於場地狹小，空間有限，災民

達威的爸爸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帶著孩子來到慈

濟義診中心，林連水醫師為他做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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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得擁擠在小小的空間裡生活。一日

三餐，由災民採取互助的方式，輪流烹

煮；而福利部則負責供應食物、飲料、

日用品等。

鑒於災區遼闊、災民眾多，物質的分

配雖足以應付災民的需求，但若有突發

狀況，救災中心負責人也會通過各別管

道，尋求慈善組織的幫忙，補充物質的

不足。

二ＯＯ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一時

三十分，馬六甲志工張濟行接獲友族同

胞阿芝士的來電，尋求慈濟支援其家鄉

──柔佛州昔加末縣哥墨列區甘榜巴都

巴達，該甘榜距離馬六甲約兩個小時的

車程。去年大水災，阿芝士與慈濟結下

深緣。如今，其家鄉依然難逃水劫，遂

再次代表鄉親父老向慈濟求助。

為確實了解該區的狀況，兩位昔加末

志工特前往實地勘察並作出匯報，志工

將所需物質於當晚十時三十分搬上小卡

車；次日早上八時，志工一行十二人及

嚴重的水患讓馬國東海岸幾個地區居民被迫緊急疏

散。

來自昔加末的葉醫師與陳醫師在悶熱的有限空間裡

為災民義診，臉帶笑容親切地問診。

除了義診，同時發放物資

給予災民即時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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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有物質的小卡車從馬六甲出發，前往

甘榜巴都巴達。此外，東甲與昔加末各

兩位志工及醫師和一位助理，也各自開

車前往支援。

十時抵達甘榜巴督巴達的救災中心，

受到村長哈芝安努亞和村民哈芝基曼等

的熱烈歡迎。在與中心負責人等了解狀

況後，獲知哥墨列住區共有五個救災中

心，災民共五百八十四人。

來自昔加末的葉泓 醫師及陳德豪醫

師抵達後，義診活動隨即展開。在因陋

就簡及悶熱的有限空間裡，兩位和藹可

親的醫師臉帶笑容，親切地問候每一位

求診者，一些原本有點膽怯的小朋友，

也在醫師的逗弄下綻開笑靨。

趁著義診進行，五位志工在村民哈

芝基曼的帶領下，到另外四個救災中

心勘察，發覺一切物質及日用品尚足

夠，福利部也每天供應新鮮蔬菜等。

在勘察的過程中，發現一位體弱的老

者胡申和一位雙腳疼痛無力的婦女

妲米安，志工也趕緊護送他們前往就

診。

義診在中午十二時結束，接受診療者

有四十五人，其中兩位是華裔。慈濟志

工隨即將賑災物質包括奶粉、衣物、餅

乾、草蓆、被單、紙尿片、米等卸下，

整齊地排放在救災中心內。蘇慈諧師姊

簡報過後，村長哈芝安努亞在致詞中感

謝慈濟的援助，並深深祝福所有獻出愛

心的人。

離別前夕，村長等除了再次表達感

激之情，也希望往後能與慈濟人再見。

志工張濟行說：會再見，但不是在災難

中。村長等頻頻點頭稱是。

菲律賓

眼科手術 重見陽光

2007.10.23

慈濟菲律賓義診中心第六次眼科手術

義診在志業園區舉辦，病患們在設備新

穎齊全的無菌室接受眼科白內障手術。

所有的病患都必須進行檢驗才可以

進行手術。有了前幾次的經驗，志工將

流程安排得更加順暢。在義診前幾天就

讓病患進行心電圖、肺部X光等檢查，

在手術當天再由內科醫師問診，量血壓

及血糖，遵循一切步驟，確保病患的安

全。

為了讓義診中心發揮最大功能，讓更

多貧苦病患早日重見光明，手術室增添

了設備，從原本的兩張手術檯增加到六

張，醫生們不辭辛苦地從早到晚為病患

進行手術。一個又接一個病患帶著不安

的心情進入手術室，幾分鐘後，一個又

一個帶著歡喜的笑容走出來。

何尼洛梭(Generoso Obero)，三十二

歲，從手術房出來時，看到印在海報

上證嚴上人的照片，即雙手貼在海報

上，直說感恩。他本在樂隊裡工作，收

入還過得去，結婚後也有三個孩子，七

年前左眼開始看不見，他卻認為反正

還有右眼可用而不以為意；沒想到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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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右眼再發生病變，他才驚慌起來去

找醫生，卻已是太遲了，需要做手術，

但龐大的手術費又是他不能承擔的，只

好放任眼睛惡化；三餐需要年邁的父母

給他張羅，他的太太帶著兩個孩子依靠

娘家，並在娘家附近找到一售貨員的工

作，只是工資微薄，如要天天回自己

家，車資就要花掉大部分的薪金，因此

暫寄住在娘家；有一次因為心情不好，

再加上聽到鄰家孩子都去上學了，而他

的大兒子已六歲了，他卻無能力給他註

冊，感到人生沒有希望，一時想不開，

竟要去投河自殺，幸好被發現的早才沒

鑄成大錯。這時候鄰居金前來關懷他、

幫助他進而與他結為好朋友。講著前塵

往事，不禁悲從中來，母子一齊哭了出

來，讓在一旁的志工著慌了，深怕剛動

完手術的眼睛會因情緒激動而受到影

響。

正當志工們在為何尼洛梭傷心的往事

低迷不已時，聽到他響亮的嗓子在喊：

「我穿錯別人的鞋了！」原來他的眼睛

視力已開始發揮功能了，知道對及錯

了。不久他走出義診中心的大門，看到

對面的大樓，竟用手指著算，共七層樓

呢！好大，好大！看到陽光的他，不吝

地向候診的病人分享他的快樂，「不要

怕，手術很快，我已看得見了。」看到

人文真善美的志工在錄影，他又滿臉笑

容地表示，他好像在做明星呢！

此次眼科手術義診，共有十五位醫

生、四位護士及二十位志工來服務，嘉

惠了三十三位白內障及八位眼翳病患。

泰國 曼谷

五百六十個光明希望

2007.11.25

文／邱淑芬   攝影／Phitaphol

今天在農佐醫院共為五百六十位病患

檢查眼睛，需開白內障者，將於十二月

十七日到彭蜜醫院免費開刀。此次活動

是由慈濟志工與曼飄醫院及農佐醫院合

辦，志工負責茶水站、量身高及體重、

詢問處及推車服務，關懷的溫馨，讓人

感受到慈濟人滿滿的愛！

不管資深資淺，泰國人醫會志工一開始付出就專心

投入，給予病人協助，也安撫他們等待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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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到停車場望眼即見病人成海，為

什麼這裡有這麼多白內障病人？到了曼

谷市農佐醫院一樓看到有很多坐在輪椅

上的老人家。對他們笑一笑牽著他們的

手，問阿公阿嬤是誰陪著你來，有的說

孫子帶來，有的說兒子女兒，這才安心

的往樓上走去。

農佐醫院的志工負責人是已退休的

三寶(Sambhao)醫生，也是曾回台參訪

的成員之一，歡喜續緣參與這次義診活

動。此次志工少但已有多次義診經驗。

農佐醫院志工因為主要是退休政府人

員，所以做起事來比較一板一眼，看到

有很多老人家從早上五點多就來等了，

實在於心不忍，還好此次訂了五百個小

月餅去結緣，加上約八百杯的羅漢果飲

料，多少也解除了醫護人員及病人的辛

勞。

今天來參加活動的新志工裡有位尼恭

校長，他是在一場慈濟演講中第一個舉

手說要當志工的校長，今天他帶著太太

一起來當志工，當他穿起背心後就很熟

練的穿梭在人群中，沒想到他對病人的

關懷態度那麼溫馨自然，跟他一起來的

兩位老師也是謙卑又勤勞。還有醫院的

三位志工報名要當慈濟志工呢。

有位年輕瘦小的媽媽帶著兩位眼睛

看不見的孩子，直覺就知道這三人需要

協助，於是馬上請尼恭校長去關懷。原

來被先生拋棄的這位媽媽，現年二十五

歲，右眼失明，與母同住，以收垃圾為

生，大女兒五歲雙眼失明，小兒子四歲

兩眼弱視，東西要拿很近才看得到，看

路都看不清楚，因此常跌倒，額頭上都

傷痕累累，讓人心疼也心酸。與尼恭校

長說好大家要找時間去家庭訪問。

義診的最後以「一家人」手語歌帶

動醫護人員及醫院志工，希望今日的活

動，能讓他們更柔軟更有笑容。我們也

能更合心協力，病人也帶著滿滿的愛回

家！

美國 鳳凰城

護遊民防流感

2007.11.29

文／萬靜君  攝影／郭濟林

近日氣候陰晴不定，氣溫驟降，也

易引發感冒，如能提早接受疫苗預防注

射，將能增加一層過冬的保障。慈濟鳳

凰城聯絡處人醫會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及

十二月八日兩天為老人和沒有醫療保險

者及社區大眾提供了免費流行性感冒預

防注射。

非常感恩洛杉磯慈濟美國總會人醫會

募得的針筒，因為疫苗取得不易，而鳳

凰城人醫會醫師蓋爾(Dr.Gayle Roberts)
更捐出了三百劑流感疫苗，嘉惠鳳凰城

地區的社區人士。

每星期四鳳凰城的師兄師姊們忙著準

備色香味俱全的美食，是為了 下午五

點半載送到坦普市(Tempe)的艾斯卡蘭

(Escalante)公園給無家可歸的遊民們享

用。二十九日星期四這一天比平常多添

了許多熱鬧 ，因為不但有熱食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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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還有流感疫苗的注射 。 
蓋爾醫師帶領著他任教的史提醫學院

(A.T.Still University)七位學生，以及特

別從吐桑市(Tucson)開兩個小時來共襄

勝舉的曾曉茹，連同鳳凰城的十五位師

兄師姊浩浩蕩蕩抵達公園。其中的曾曉

茹是一九九五年大峽谷空難的生還者之

一，如今已是位專業謢

士，為義診發心付出。當

慈濟車到達公園時，許多

遊民自動上前協助把食物

和醫療用品從車上搬到公

園的桌上，志工們有說不

出的感動及感恩。

當 晚 約 有 四 十 六 位

遊民前來公園共享慈濟

的愛心熱食晚餐，其中

九位願意接受免費的流

感疫苗注射。早在三星期前志工已通

知遊民有免費的流感注射，約一星期

前已開始協助遊民填寫個人資料及同

意書。許多遊民基於個人因素未能注

射，但他們一再地向慈濟師兄師姊們

表示衷心的感恩。

鳳凰城人醫會醫師蓋爾(右)及曾

曉茹護士(中)為民眾施打疫苗。

當慈濟車到達公園時，許

多遊民自動的來協助把食

物和醫療用品從車上搬到

公園的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