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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心
靈
添
暖

不久�，一�來自大陸河北省����的�員������
�參�，希�����的�療��。�們���的�工、��
同仁一同����行��，���自��老者的�動，���
受��的����，���為�療工作者���豐�的��。

�����們����附�，���年已���十��的陳
�老爺爺。陳爺爺是���智�的老��，大���以�的故
事拍�「����」���，�����重�，�以一見面，

彼�����切��相問�����。

同行的�主�見���，�受�動�上��陳爺爺說：「�
�受我向��頭。」����頭�，便坐�一�的小椅�上，

�陳爺爺閒��常。

陳爺爺告��們，��生�大陸，歷�大�代的動盪而流離
失�，�以年輕��從�，並��來���。�伍�獨�在�
�，以�石頭為生，�入��，生活�得���；�����
�下�識��，並受����的照�，彼��立了��的��。

�二一大���，陳爺爺目����重，立����年累積
的������助��，自己������的生活，平�不但
自理生活��，�種�自�；�����������溫��
�動。

�主相���下，陳爺爺��������來的��；�主
��得���滿智�的�者令���，�是��：「��把我
當成�的��。」彼��若��，場面令�動�。

�生��歷�冷暖，���，�可���物取暖；若是��
的�冷，���������間的�相��、付�，��為�
靈�來暖�──幫助自己���共同�向����的�生。

上人開示

						釋證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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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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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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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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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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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最
終
心
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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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一間��滿滿��的��。�其�����一樣，�中��是在�
嚴上�������的���中，用十�大�寸寸����來的，��內的�個角落
都�滿了大�的期�──期��中��是�����療��，��的������正
���現的��。而來�����工作的同仁都願������，回歸����的�
���；而��回歸�點的��，�是�幫助������，�得���樂。

二○○�年��以來，在�中��的��同仁��工的共同�力下，�得����
的成�。���一百一十��我們���了「�制����」，以「��」��成為
�域����。爾�更是�年��佳�。

����各界��中��的��。二○○�年，�得�生署「中��療�構���
�」的��；二○○�年領先研�「自助���員�」，大幅�����價��的�
間����力��；二○一○年以����一的滿�成�，��國���局「���
��療������」，並再��得「�制������」；二○一一年在��促�
�動上，�別�得「員工��減重���」、「活�老��一�」�「戒�服務金�」

���。

二○一一年�月��療大樓的�用，�頭責�更形重大，期��硬�����，�
惠��、服務��。��同仁一�秉��上�賦予我們的�念�責�。�中����，

�了是一間看�的����，�是看�的��。

�中�����年來�常積��力的走入���療，而��成果��豐碩��。其
成果�下：

遍灑健康種子

社區健康講座與諮詢從啟業迄今不停歇，迄今超過四百場，服務超過五萬人次，

參與成員包括醫師、護理、營養、復健、藥師等醫事人員及行政團隊成員，最大的

特色是結合志工共同推動，以最少的人力做最多的服務。

醫者初懷  
幸福使命

◆ 文／陳子勇  臺中慈濟醫院院長

社論
Edi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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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社區需求

依據社區健康評估結果，以團隊服務模式，提供專業深度化服務，包含篩檢、異

常個案管理、開辦樂活 ( 代謝症候群健康促進專班 )、戒菸班、戒檳榔班等。相關

成效優異，每年社區民眾滿意度都超過九成以上。

照顧弱勢族群

每年超過五、六十場場次的社區健康推廣活動，如兒童發展評估、居家護理；或

結合國際慈濟人醫會臺灣中區醫護志工到新社、南庄、卓蘭及南投等地義診；或參

與社區感恩戶居家往診等，因為同仁的付出，讓弱勢者感受溫暖與希望。

此外同仁亦爭相參與慈善志業所舉辦的海內外義診發放活動，雖然有形量化的成

效有限，但同仁能在參與過程中體會見苦知福，感恩自己所擁有的幸福，心靈收穫

無價，真正能體會上人推展醫療志業，希望藉有形來淨化無形的用意。

結合基層醫療

身為社區醫療群的合作醫院，臺中慈院與基層診所合作，開放共同照護門診及教

育訓練等機會，期望建立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觀念，以提供適切、連續性醫療照護，

提升醫療服務品質。

社區醫療未來努力的方向，希望能更緊密地結合志工體系的資源，將四大志業、

八大法印深耕於大中部地區。

現代�生活���、�力大，�了目�積��行的����性����，未來在�
靈��促�上�更��力。�������期扎�，而�中�����成立的�構，

������的��相�陌生。���的服務�，���領��同仁更積�的走入�
個角落，開�更�的專���題，提供更�度的服務�研�。

���療��的��目�是「利�」，不���何��，予���的�動，��是
來自��一念單�����構而成的，�����力，成���國界、沒��別�的
�療��，�以參�其中的同仁�師兄�，秉���師�，都相��自己不�是盡力
�成��事。

在��常���工師兄師��期��中��的���付�。期��中��同仁們�
��上���的�工��們，�予����，提供��的�����服務��，�大
�可以照�自己����，��更�的�������的�。

期���同仁��、耐�、��踏�，用����打��中��的未來，�構一間
��溫����、��中���的��。「�思�行�，���間路」，期�大�一
同秉���者的使����，���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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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心集
Humanities

末��代，國土��，不�國度，

�����傳，日�為��大國，二○

一一年三月十一日歷��嘯、����
�，����式的��，傷��數，臨
���，���凍，更是�上��。

日�大���嘯�生��，從��
中看�日�師兄�開����路�常�
�。��日���大國，��自���
常�，那願��便�頭�助��國。�
��生��，寧可�動�日��療團�
���協助，�不�受�援。

但日����工把���，克服��
���，自��煮��，提供���的
味�湯����，��的�����的
��，�日�鄉��動落淚，�伏��
�在內�的傷����洩而�，���

工以���，以��智，走入鄉�的�
�裡，�手��鄉�，���是�們的
��。

�者����參�了����、十月
二十�二十�日「�宅��見�金」的
��，�常���������工的�
力，�行�行，開���平�的�路，

���參���的���可以���鄉
���，並代�����大��上��
�的��。

把握因緣，勇猛精進

參��團的���工��力以�，�
��做�大的�揮。�說日�的��上
口�念或�����單�句的��，不
�日�的則是�����的小�不��

文／葉添浩  高屏區慈濟人醫會醫師

膚慰路迢迢
虔誠知懺悔

日本東北大地震見舞金發放心得

▌在日本無法義診，葉添浩醫師（左一）把握機

緣報名參與賑災發放。身為慈濟志工，他恭敬

地鞠躬發放慰問金，看到災民回敬，非常感動。

攝影／蔡謀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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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面臨大��的戒�
��。沒小�的�趕��上一�，�上
����、羅馬拼�、國、�����
�，再�上��自己�看得�的��，

��惡�一�，由��可以看�大�的
用�。

�了���點，�����工�足
�勁，�揮個�功�，克盡其責，從布
�、打�、���、������，大
小事不�彼�，�和�協，在��的�
間內一一�成布�。���工���點
拉傷或皮肉傷�不以為�，���做�
得，�做�失，把�當下，��把事�
�成，�種為���的��是大�的典
�。

守法守分誠實感恩  值得效法

��的�一�，�早的鄉�在凌�三
點��來排�。而我們�點����，

�伍已排了��十��，��陸�以�
數在��，�了早上�點左右，�潮�
已��滿了�個�車場的動�。

��在����的大�陽下，但�潮
���潮����。在中午��，鄉�

��井���的魚貫��，並���、

��、不耐�或��，一切�得是那�
����律。不�的是老者�是���
�的排�，����現�力不�或��
不�的現�，師兄����見狀���
�予��或�便。

���工看�鄉�排��領見�金的
�間已�中午未用�，但���排�，

�工�生�動�不�用�。�種��己
�、�溺己溺的����是令��佩。

以日�����平來說，排了�、

�個小�為了�是�領取��貴的見�
金，足見在����期，為數不�的見
�金��們來����重�。��工�
�，��鄉���嘯失�先生，�是用
��見�金貼��成先生的墳�，��
令���。

��鄉���得��的見�金��的
�口數不�，��的���回來�，�
種��不��的���度，�我�受�
日�品���的成功。

從��、����付，鄉�的�現
都�常理性，�付見�金�更是���
�再��，�����工已用����

▌自日本海嘯震災之後，慈濟志工即持續發放賑災活動至今。圖為二○一一年十月二十日於日本宮城

縣石卷市民會館外，災民有秩序地在廣場上排隊等候進入會場。攝影／蔡謀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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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心集
Humanities

�例�十度的��，鄉��不��眉回
禮，�度更��者，���禮、禮��
�，令�����。

而在���點附��一��國工�
�，�司裡一半以上的受�員工，都領
�了��的見�金，老�為����的
大�，在��那��期間，都在�司�
面�掛�中��國國�，看�國�在異
��揚，內��觸��，���行�義
重大，����我們��良�圓滿�
行。

慈濟人文  無聲說法

�在開口動�、�手�足�間，在在
�現�「甘願做、�喜受」的願力，�
���不�，但我�得������的
��是足以令��動的。

從鄉�來領見�金開�，�工��
���以禮����。恭�上�的�問
��，�中����大�、同�大�的
��，�������切，��鄉�不
���淚下。�了���付�，�工更
是�立���十度��，�手�上見�
金，並說「����大� (��� )」、

「��咖雷�� (��了 )」，�是�
�重的禮儀，�是��切的�貼。

領�見�金��，鄉�若留在��
���工���，�工��鄉��手�
�，��鄉�內�事，�其��，�其
��，�開�����，�切����
�，並��鄉�走��傷��，�小�

為大�，�入�工��行列，服務自己
的鄉�，成為一個手�向下的�。

��面�、��、�重、�����
是我們�鄉�間��的�靈�潤�，�
拉�彼��離，減����不���。

��一�我們��茶�，��日�當
��工��一堂��，並���們的協
助，希����靈的����動，��
鄉�走���的��。��是�念，未
來是�想，��把�現在做�做的事，

��恆��那，��當下的��。

驚世的災難，要有警世的覺悟

回�看���一角受�嘯��，��
�半�的��盡現��，離三一一已�
個月��了，�����上�滿��，

▌志工抵達發放會場時，與排隊等候的災民互

道早安與感恩。攝影／羅政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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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看不���，半���早已��
樓�，���掛，岌岌可�。

�常�現，���省思���大自�
是否�度破�？�動物生靈的��是否
�度？��不�，����是否�盛？

��是否為大自�失�的反�？���
��自內���的大懺�！

大自�力量不�輕�，�力不可�
��，��從��的�常中�反省、懺
�，�和大小�坤，������，�
���，�小自己，�中�����大
�，�助��，�間���滿希�，�
是���我們的��。

���工�悟�下�生�性一�，秉
�布���，�戒律�修��，用��
�當下，���智���而生，���

上，念�在�。����
��來���，�我見�
����大����現
的三理�相，�受���
��，戒������，

�������；��行
��力，�做個手�向下
幫助別�的�，�我��
��受更��；����
�常�界�現，�我了�
見�知�再��的�義。

�由���生的��，

��們省思�念�行為
的��，�可以�己、��、�大�。

而更�一���更��間���入，大
�����，為������和��做
�力，���下����。

▌慈濟志工在日本災區發放慰問金，民眾總是

有禮守序，公民道德令人敬佩。攝影／潘曉妍

▌慈濟志工將全球慈濟人在三十九個國家的愛

心募款送到日本災民手上，也盡可能給予精神

上的支持與安慰。圖為志工師姊以平安吊飾祝

福災民。攝影／張文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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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尋夢鄉
臺中慈院睡眠障礙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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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甜夢鄉，心之嚮往，

但您可知道，

有著睡眠障礙的患者卻是隨著天色漸暗，

越夜越心慌……

晚上鼾聲如雷、或是呼吸暫時停止，

大白天，睡意卻止也止不住，

這些都可能是健康亮起紅燈的徵兆……

為助患者一夜好眠，

臺中慈院睡眠中心結合身心醫學科、

耳鼻喉科、神經內科、心臟科、兒科、牙科，

搭配完整的呼吸治療及睡眠檢查，

找出睡眠障礙的根源，對症根治，

幫患者尋回久違的甜蜜夢鄉。

Z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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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ORY

臺中慈院睡眠障礙治療
尋夢鄉

�十��的賴先生�是在��狀�，

�����超�十小�，但白����
�，一坐下來看��、看���想�。

�����，���波波形、呼�以�
���數的����，�������
��測，�現����止呼�超�十�
�的�數�兩百�，��正常�的十�
以上，�「重度��呼�中止�」。

�賴先生相反，一��十�的�休女
老師則是��沒��入�。�來是�為
�的����，躺下來�擋�呼��，

以����呼���失�問題，��年
���、�肉��，��入�的�形�
來�嚴重，���怕����的��，

「大�都��了，我�得一���，�
��？」十�年來����若�的日�，

���的��，����種想�「�果
�一�不���永�，�甘願！」��
���吊�解��的問題，一���亮
的����。

睡不醒或睡不著 睡眠障礙兩百種

�凡���、���，���間正
常���併其���，都��「���
�」，相�����兩百種以上。��
����不���，����生活品�、

����，�數��久而久�����
併��。

「休�，��走更�的路。」��
是���物賴以��生�的必�生理�
�，��日�而作、日落而�，以��
���個小�的���間��，�的一
生�����三��一的�間在��中

度�，但以����中，�了失���
常見的��呼�中止�而�，一百�中
������罹�，盛行率��喘�的
�率差不�，相當����數十���
百��，沒�����從��中得��
�的休�，�狀嚴重的��期��品�
不佳，可�併�各種����，是��
�在的��。

四成人有失眠困擾  先看身心科

研���，��成的��其一生或�
或�都����失�的�狀，�為失�、

�不�而找��科開���的�，�在
��。��失�不�����生���，

但�嚴重��生活品�，�不�，��
�����、��不�，�期失�的�
����得生不��。�期�不�，�
易��不�中，而在行駛��工�或�
作�械����生��，�成����
的重大損失。��失��是��重�的。

��狀來��，失�可�為入���
型、不���型和早�型。若�失�的
���間來��，則可�為��性失�
（��一�）、�期性失�（一��一
個月）和�性失�（��一個月）。�
�，�可�失�的����為生理性失
�、�理性失�、�理性失�和�物性
失��。

目�失�的主�療��了�物�療，

��括�理�療和行為�療，尤其是行
為�知療�，���研���可�期使
用，�果����物一樣，但可���
期服用���的�在副作用�成�性�，

文／邱國樑  臺中慈濟醫院胸腔內科暨睡眠醫學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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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期��、�可自我�行的�式。

失�的����性��性，��科�
師����找���，�性失�必須�
�是���力���性��或是�喘、

������������成。�為�
�性、��性的失�，�從�物或是�
知行為�療下手，�����立�失�
的正��知，���單的����、生
理回�的技�，以排�����。

一�失��者可在��科�療，找�
��失�的��問題，排�單�的失�
�，可��轉�����門�或是��
中�，來�排����，以找�其��
�����的失�。

半夢半醒二十年  
繞地球半圈得解答

������的問題����，�卅
��的陳先生，年�輕輕，�����
史���廿�年，�奈��助的��，

�了�界大半��得���，��來說，

那�止不���的日�，��是一��
��以理解的血淚史。

大�是從國中開�的吧，當�的陳先
生��是陳小�，��是大白��車、

上�，或是在�看��、打��，�是
沒一��的�間，�皮�不由自主沈沈
的閉上，��車坐��是常事，��得
�司�幫����。

�制不�的��，��的成�一落千
丈，���找不���，��以為�是
����，為�����大，但�形�
未��。�說，���的�廿年來，�
間�是��易入�，但常�不�兩小�
����或�生������。�在念
書�，��白��生�「��」�形，

�����力，���內��動�。�
使是打工做��，���做�打��、

�同事��不����，����入�
鄉。

��大���療先�國�，當�的�
師���得了一種�為「���」的�

睡眠障礙疾病多達兩百多種，

若非單純失眠，可找睡眠醫學

中心全面檢視疾病發生的原

因，對症治療。圖為臺中慈院

睡眠醫學中心邱國樑主任看

診。攝影／呂榮浩

Z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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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慈院睡眠障礙治療
尋夢鄉

�，�當��律，基��是�����
�的������，為����其��
的生�，�嚴���不�開車，儘��
�，陳先生的問題��未得���的�
�。

成為���鮮��，陳先生����，

�開��生�的�一種��。�為��

��間����，��力不易�中，常
在上��打��，同事們���以異樣
��，�受不了��，��不知�從何
說�，������的�工作。

「�上�早點�，上��不�不專
�。」�是��一點的提�。��一點
的半�揶�問�「小陳�上都在做�什
�？����那�差？���自己的�
�，不���哦！」��政�一點的�
下�測「小陳一����的��，不�
��敢��的在上��間大�其�？」

成����的�����的�友�
�，�陳先生十���。其�，「��
�的��一�，�皮����閉上了。」

��永��看�一半，陳先生�從頭�
尾看�一場��都�，生活中�乎沒�
��足以����的事，��可想而知。

在友���下，陳先生��中���
���，����問�的�史����
�，�現��見的同��生�括：��
�、��呼�中止���間�動�三種
�����狀。 

睡眠呼吸中止  影響精神需治療

��呼�中止��輕、中、重度三個
��，����呼��止十�以上，為
不正常現�，�為呼�中止。�小��
生��十���間為輕度，十��卅�
�間是中度，超�卅�則�重度。輕度
��看�狀，�果�������作�，

���併��血���的�者，���
做�療。中度�以上�����積��
療。

飽受睡眠障礙困擾二十年的陳先生經過臺中慈

院睡眠醫學中心確診，同時有三種病症，狀況

罕見。透過睡眠檢查，結果顯示，紅線部分表

示有猝睡症的現象。一般人的作夢期是在入睡

後六十到九十分鐘後出現，才入睡十分鐘就出

現作夢期顯示為猝睡症。攝影／曾秀英

Z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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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中止�的��，��期間��不
��在��狀�，而且����得�足
�的休�，����不����反�性
��扎�呼�，是��生理正常的��
�轉，一���呼�當�不可��得�
�，�以���都�不�，�����
白���差，���易�得暴�，��
國���研���，��呼�中止�的
��，車��生率是正常�的六、��。

��百���十�的��呼�中止�
���打鼾，嚴重的���常��併�
�血���，���血�、��梗塞、

����、中��併��，可見鼾��
雷的��，��嚴重的��問題。

猝睡與基因有關  非中邪無靈異

���的��，是基�中��型�上
的��性，���種���爾���，

�下���來��泌的����泌不
足，以���不易����，�易在�
�、工作中，��嚴重的�，開車��
��，�生車�。����常�基��
�，但不是�個����個基��一�
得�，���������的��，�
�成�不了解。�大��的���是在
⻘�年����，�爾�在�、�十�
��生，更老��生�率相�更小一�。

研���，����生率平�一��
為一��個，目�在臨�上��的�例，

��都是在各科�走，������中
��療。

���的�徵�一是，������
���現�����（�����），

一旦�入��，����入�似��，

���來，���是��、不�動的狀
況，������為靈異事件，��為
���，其�並不��傷�性，���
輕�，��一兩���常��復正常。

����一種�別的�狀是，在��
中���，��入�或��來的��，

������說�、或��鮮�，��

白天的睡眠檢查也是釐清睡眠障礙問題的方

法之一，請病人如平常進行活動，技師在後

方顯示器端觀察數據變化。攝影／曾秀英

臺中慈院睡眠醫學中心為陳先生檢測陽壓呼

吸器，了解使用情形及效果。攝影／曾秀英

Z
Z

Z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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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慈院睡眠障礙治療
尋夢鄉

是�的�生，����功�在����
中�生的異常反���，������
�現��、��，�以為中�，���
�療�，其�，��是���的一種�
狀，�中��靈異��。

夜間肢動症  缺鐵或腎功能不佳

陣�性�間�動��常是一種良性的
��，��在��中�反�不自主的�
�抽動（�大�趾、手��）。在臨�
上�現可����、��葉�、���
B12、�功�不佳�成���，�而�
���傳�異常，����則����
���，或是巴金���的�期�現。

排��功�不�、������，再看
������大，�果���大，��
��，�用�物來�制。

上�陳先生的陣�性���動�，��
��排�生理��異常，代�是��性的
不自主�抽動，�嚴重���干���。

體重勿過重  壓迫導致呼吸中止

陳先生同����阻塞型��呼�中
止�，主�的��是�重�重。�為�
�一百�十���，�重一百廿��，

而��重�重問題，�而�成呼���
狹�，���一旦����，呼���
����為�重�不�，��受��而
�成阻塞，��呼�中止，�����
扎�呼�，���都不��，同�呼�
中止������，��以�下�，�
��易�現�血����其�併��。

對症治療  三障礙一一排除

一個��同��現三個������
並不�見，�個都��理�，���正
��陳先生的��。�似�種����
的���理，正��了����中��
在的必�性。����、���濾的�
�找�、�理問題，��������
的�療�向。

若是生理構造異常導致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則可以手術治療改善，圖為執行舌根懸吊術

治療。攝影／曾秀英

Z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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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工作、��，��工
�、�作��的��，�良性��，並
不���血�、�尿��生嚴重的併�
�。�療�式是使用中������，

���不�易��，����，生活、

工作�不受��，��不����性，

���狀嚴重度來���物。��用�，

陳先生的��������。

��，��陳先生��生活作�，一
小��十�����、小�，想����
�間���吃�。國�研���，���
在生活������，中年�的���狀
��不��，�不必一輩�都吃�。

����呼�中止�，目���先的
�療，是採用「��陽�呼�輔助�」

（��ＣＰＡＰ），來解�呼��阻塞
���問題，���品�先得���，

但��是��。��則��減重，以減
��呼��的阻塞。�������為
生理構�異常，可以做上呼��手�，

切�阻塞的��，或是��做止鼾��
�療，來打開呼��。

陣�性�間�動�不��見，一旦�
現����血、�功�異常，可做��
�療，���則採洗��療���。�
果找不���，��看�狀��生活、

�成������大的��，�果�嚴
重，可以用�物�制�抽動，����，

但�數�狀輕�，並不�干����，

��不必�療，陳先生����一種，

�上�理�兩個問題�，��狀況��
��，�個�����可。

�個月�療下來，陳先生的同事�現

「��蟲」不一樣了，�得更積�、�
更���，找����和平相�的�式。

�療�的�，可以開車了，�從�來的
內�，轉為負責�司���務，���
�國、看�一����都不是問題，�
������的�生。

配戴止鼾牙套也是其中一種治療方式。攝影

／曾秀英
Z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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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慈院睡眠障礙治療
尋夢鄉

孩童的睡眠障礙  
多隨年齡自動痊癒

������林林種種，在臨�上�
���小朋友罹�「��中的�律性�
動�」，從�、�個月大開�，在��
中��吃了�頭�一樣，�現�律性頭
左右�動��的�狀，兩��更��。

�生在小朋友，��是�����沒�
�成，�常�年��������，不
必�療。

�種��大��在���期��生，

�狀�輕�，�數先由小�科�師排�
一�嚴重的����，��說���，

大���種��的��在大一點��，

�入小�������，�不必�療，

��當��、���動���，�成�
�的損傷，或是�����生活�生干
�，�療上����用一�中����

��，������或是���的�物，

減���不正常的��的��。

成立睡眠醫學中心  
多科齊顧好品質

��，����是一個��的問題，

������，�����科一��作，

�中��落�「以��為中�」的�療
服務，在���科���性�療為目�
下，��一���劃「����中�」。

在����基�上，�動預�����
�促�服務，未來���括��呼�中
止�的研�、聯�門�的�立，�括：

���科、��內科、��科、��科、

�科以��科的參�，�由�科�團�
�作，提供��性�療，���向��
中��的����中���，用�、用
�來���個�的生����。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治

療先以「睡眠陽壓呼

吸輔助器」（簡稱

ＣＰＡＰ）解決呼吸

道阻塞與缺氧問題，

改善睡眠品質。CPAP

構造有含潮濕器的呼

吸器主機、鼻罩與管

路等。攝影／曾秀英

Z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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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 檢查 治療

阻塞型睡眠呼吸

中止症（常見）
打鼾、白��� �項��生理��

以��陽�呼�輔助��
呼��、��阻塞問題打
�，幫助血��度��；

�科手��療；�止鼾�
�；��者��度減重

中樞型睡眠

呼吸中止症

（較少見）

�����伏伏，��
呼��止，���白�
��。

�項��生理��

�先的��或是����
的�物為主，�果�未�
��，可�戴�型�呼�
輔助�。

猝睡症

白���，�間���
�，��中��、��
������的�狀，

������力。

�項��生理��
�白���式的�
���。

生活�式的��；口服�
物�療。

腿不寧症候群

( 感覺異常 )

��或是�止休���
��異常��，���
或是���蟲在�、

�在刺一�，動一動�
�，�下來�復�。

臨��狀���
可，可�上血��
�排���、�功
����問題。 兩者����療相似，�

為��、�功���則�
���，否則以�巴�的
�物�制����異常�
抽動。

陣發性夜間肢動

症 ( 動作異常 )

���反��則性的�
�抽動（�手�、�趾
或�板）。

臨��狀或用�項
��生理���
�，可�上血��
�排���、�功
����問題。

睡眠障礙類型與治療



人醫心傳2012.0122

COVER STORY

臺中慈院睡眠障礙治療
尋夢鄉

�十�的�女士�久以來��打鼾的
問題，���是�得�不�。年��十
�，���來�大，��更年期��，

����的�形更嚴重，��反�，�
��生活品�。����受��生理�
��測，��現�重度���呼中止
�。

打鼾是一種常見的現�，單�打鼾並
不������，但是打鼾����常
受���、朋友、同事的��或�在一
���場�的尷���。而��呼�中
止��常�併�打鼾的�狀，主�是在
���上呼��������成�流阻

塞，�成��十�或以上的�間���
止呼�，�����期���打�，並
使得血��度下�，�成����的負
�，�間��不佳。�期下來，�了�
�白���不�、��、�悶�頭��
問題�，�者得��血����中�的
��則���的��，必須�以�療。

��呼�中止�可�輕、中、重三種
�度，�療�式�嚴重�度並���相
�。阻塞性��呼�中止�，��塞�
��，大����為口咽��括��、

�桃�����間的�間狹�，�成呼
��������阻塞，����。

巧術止鼾順眠
簡介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術式

文／林世倉  臺中慈濟醫院耳鼻喉科醫師



人醫心傳2012.0123

�手��療�括使用「陽�呼��」

�「口內矯正�」，�者是在����
戴呼��，�者是使用���下巴拉向
�以�大呼���間。

��手��療，由���呼�中止的
���阻塞的��都不一樣，���個
別�況來��手��畫。目��理阻塞
性��呼�中止�在口咽���行的�
種手��式說��下：

◆ 雷射懸雍垂成型術：

利用二���雷�，在局���下�
行，不���。其切����括���
�����，�用�打鼾�輕度��呼
�中止�����。其�點為雷���
�的�烈��、���可�����手
�。

適用：打鼾與輕度睡眠呼吸中止症

◆ 懸雍垂顎咽成型術：

��是阻塞型��呼�中止�的�
�手��療，�括�桃�切�����

��的修����。由�手�����
�，�果�為��。但是��必須��
����，���復期��，並���
��的��。�中����「冷觸��
手���」，可以��傳�手���溫
�成的��損傷，��������的
嚴重�度，���復期。

����咽�形�一���用�中重
度以上阻塞型��呼�中止，且�桃�
�大的�者。�桃�沒����大者，

則可以���受使用���刀的�良式
���咽成型�。一�而�，��呼�
中止����的�例�為六成左右。

適用： 中重度以上阻塞型睡眠呼吸中

止，且扁桃腺肥大

◆ 無線電波軟顎縮減術：

利用���波儀，以可拋�式手�
�������������下�。�
為自�局���手�，���十���
�成，可�六�內���������
而�小�積並減��動。�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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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的����，�乎����的問
題。��不佳者可以再�手�，���
��波�療，以����鼾�的目的。

適用：單純打鼾、輕度睡眠呼吸中止症

◆ 止鼾支架植入術：

為�國�物�品�理局 (FDA)��
可，為���年來��的�式。�是利
用生�材料 (���二甲�乙二� )�

成的��來�入����中，利用�入
����生的�����，來����
的�力使其不�易��，���療打鼾
或呼�中止的�果。�手��式�入性
�，����，������的�者使
用，���二十��的門�局���手
�，不����。

適用： 打鼾及輕、中度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 舌根懸吊術：

二○一一年����的���式，

已在�國���年。������，�
理是利用�吊��������並�以
固�，��則���不��為����
而阻塞�口咽�。�為��性�、傷口
小，併���，相���傳�的���
���的手������。

適用： 與上述術式同時進行，以達更好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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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穩睡好呼吸

陳先生�年����是重度��呼
�中止�，�開�，��戴上「��陽
�呼�輔助� (CPAP)」，白�的��
�得��，但��一��間�，�開�
�現白���的�況，�������
���中�門��師協助。

�師先�排�間�����呼��
�力��測�，�現陳先生目�使用的
呼��的�力值��重���，���
罩��使用�間�久�現硬��形，�
以�上使用��生漏��況，����
做更�。

��，呼��潮���輕�生�的�
況，不但�����果，且���上的
��，���更�。��樣�一為陳先
生解�使用呼��上的問題，����
可以��戴得�服���，白�的��
更��，工作上的�現�更�異。

��中、重度��呼�中止�的�
�，�師��排「�間����」�
「陽�呼���力��」的��，由�
�技師專�的技����，���提供

����說�、�罩�戴���、��
中的��排�，�����以����
�當的呼���力。

��「��當的�力」，是�當��
��平躺的��動�期，����足�
的血中���度，同�解�呼�中止�
況，而��技師在�行�項���的期
�是，���的不����不��的�
形����，��成功找���當的呼
���力值，來解�����呼�中止
�日間��的問題。

透過睡眠檢查技術師的協助，能幫助病人正

確使用呼吸器，解決相關問題，找回好的呼

吸品質。攝影／曾秀英

文／黃杏娟  臺中慈濟醫院睡眠醫學中心技師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陽壓呼吸器使用

Z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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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面臨���，例
�：��一開��戴��現�閉��
�、使用��中�現�罩漏�、���
������流�血、����皮�
�、�力��或不足����的不�……

�，��，一����的��技師是陽
�呼���力��成功的重���。

�����或��願��使用呼�
�的��，並不是自行��療�材行�
購���，�可在�使用。�為���
���使用呼���，可���口��
�、�塞、漏�、�路積�、����、

���不��的�況，��專��員的
協助��理。

���開�用呼��的��，先�立

正�的知識�技�，�上���律的使
用，一��間�，不但����問題，

���良�的生活品�。

����嚴重��呼�中止�的�
�，以為做了����，購買了陽�
呼��，�療��束，�其��是�
�的�念。��呼�中止�的��，

�同�血�或�尿�一樣，����
��都�使用呼��，����制�
�蹤，�括：�狀是否���、佩戴
��度、��基�的����、�日
使用��的�率、���力是否��
��，���期的�蹤��制，��
���佳的��品�。

呼吸器配戴不適應原因 解決方法

漏�
． 重���頭���罩
． 必��回����師的�見

不自主�掉�罩 ． 回����師的�見

白����況�� ． 回����師的�見

�罩��皮��
． ��頭���度，��戴��
． ����洗��，�當�抹潤��

��、���� /�塞
． ���內�度或��使用潮��
． ��潮���度

�路積� ． ��潮���度

呼��馬���大
． ���濾棉��路是否阻塞
．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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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眠老健康

老年�的����是�常見的門�
主��一，但是��的「失��」�
是�狀��，而不是��的��，�
成����的��是�樣性的，臨�
上必須�行�別��。

四成老人失眠  需對症治療

老年�的失�可����不同的生
理或����，例��為�����
平躺，以��失�，或�為老年失智
��併�想，以��日���。�數
的「失��」是����性的，��
是���其�各種不同的生理或��
��，��找不���的「��性失

��」�率�在百��二十以下。

�������者，首先必須�
�可�的���別，�����療，

而不是�予�����解�失�的問
題。

���都以為老���的����
�，�是��的�念！��說�們的
��「�力」��年�的��而��。

老年�常�在白�想��，�說�了
�們的�間��是不�或不�的。

��百���十二的老年����
��的問題，相��其�年�，老年
�����例的����。

文／李豪剛
臺中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主治醫師

老年睡眠障礙與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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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老人好眠  先找出原因

以下�老年�相�的����型
�、常見失�的����療�式做一
�單��。

「��性失�」，��「��生
理 性 失 � � 」(psychophysiological 
insomnia)， 佔 � 性 失 � 的 百 � �
二十。�義為失�期間超�一個月以
上，且�由其�����、物�或�
物使用、或其���的������
�的失��。 
�一�「��性失�」，則���

�����的失�、����相�的
失�、�物或物���的失�，��
失�常常是一個以上的���成。

因身體疾病而失眠
大��百���十的老年�，都�

一種以上的生理��，例�：���
�流�成�間��，����中�，

�中����性����，���生
�間��的�況，其���性阻塞性
���，或�血性的���，���
者���洗�������大或使用
利尿�的老年�，�����成��
��。

與失智症有關的睡眠障礙
大��百��六十的失智��者�

�現����，其���括：老��
�的��生理�生��，例���成
�間����，白��易打��，�
由���活動減�，��活動減�，

暴露陽�的��減�，常��成白�
��、�上失�的����的型�。

���失智���的����，�
常見的是日落���，�是由�失智
��者的����，���作�的�
律，一�在下午三點開�，���現
���亂，行為�動不�，�照�者
�力��重大的��。

老年人的睡眠障礙多半伴隨生理

疾病發生，臺中慈院身心醫學科

李豪剛醫師建議民眾建立正確認

知，並透過多層面介入處理來改

善。攝影／曾秀英

Z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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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眠有方  日落不驚惶

老年睡眠障礙的一般處置原則
■ ��早��在相同的�間入����，不���早�或賴�。

■ 不��午�。

■ 白�不�躺�。

■ ���成�律的�動。

■ 不�看手���。

■ 躺在�上卅��未�入����做�輕�的活動。

■ 咖��茶儘量在早上使用，中午以��止�用。

■ ��不�大吃大�。

■ ��不�做�烈�動。

■ �制����，�溫度、��������，儘量����，以利��。

老年失智症引起的「日落症候群」，建議
■ 白��做�動，使老��在�������易入�。

■ ����相同的��、工作�員照�相同的失智��者。

■ ����予�向�的提�。

■ ���予�當的��刺�����量的�內��照�。

■ ��在下午��，大����點半�個���予�陽�的照��療。

■ ��老��的���助����在固���且可��取用。

失眠症的行為治療

行為�療：失���者�易��在��的刺��生制�反�，����自己，

��失�。����技���，生理回����，������的�肉，�制自
己的呼�、�跳�，來減輕��，�解��，�由�����、�在刺�的��，

����失�的不良刺��制�反�，��找�幫助��的�的制�反�。

老年����是�常見的臨��狀�一，了解正常的��生理，�立正�的�
知，�助�減輕���性 (��性 )失�的��。��異常的��是��面的，

���由�師�估������，���成����的���行��，並���
�、生理、行為、�理��面��性�入�理，�����佳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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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浩瀚，教學研究傳故啟新、開發心靈， 

只要智慧活水源源不絕，就能川流大海，成就多元浩瀚之美。 

活水堂，傳智啟慧，為廣博醫海不斷引入源泉活水。 

半畝方塘一鑑開  

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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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牛津大���研��的彼得克拉克�授 (Peter B. Clarke)從二
○○�年開�，��三年���參���。�在二○一○年的十二月
參��一�「��論�──�����研��」��，在�思��以
「為���個�界����？」為題����。�說：「�個�界，

尤其��，��都在式��中。��是，��，或以��為���成
的��，日�嚴重，��已����界的�裂。」彼得克拉克�授說：
「����嚴上���入���，大��國界的����當�的��
是一種���提升。」克拉克�授�自������參�作��，�
�想把�����向��。克拉克�授��「����相�，當�的
��崩解是上�的��，是�����，不������挽�」，�
�得�����付�行動，落���、落�生活，������的責
�，�是其�������的��。

二○一一年六月，�者����，參�在�國�羅旺���的「國
����科�年� (ISSR)》������回���靈轉�的論�。�
是克拉克�授把�����向��界的用���想。����者�畫
��一�����專書，大���劃�，預�在兩年內�成，�利用
�國研��見面��，�論�書����度。不料，克拉克�授在�
者��巴黎�間，�����塞�成������生，在國����
科�年�召開�兩�����，�����百��國����者��
的�悼��惜。

���者個�而�，我失�了一個��界的良師�友。���而
�，失�了一�大力����的國���界的�知識。�者從�國研

與慈濟結識三年，

彼得克拉克教授邀

請慈濟基金會發言

人何日生參加國際

宗教與科學年會，

希望將慈濟精神

推向全世界。圖為

二○一○年十二月

「環境與宗教研討

會」一景，左起：

慈濟志工陳金海、

河南佛學院創辦人

王國全、何日生、

彼得克拉克。攝影

／張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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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向�嚴上��告克拉克�授的�況，上��惜�生�
常，�同���克拉克�授在�生�一��在為��事用�奔�。�
�我們失�了一�友�，但是�的������，�����的�勵
���，��在�����觸的����中���烙��。克拉克�
授�期在�國牛津大�、倫�大�，以���、日�、巴⻄��研
�����並從事相����。��為��的��������，

其��������重�並�入��工作。��提���，在其�
����不同的國度����工作，必須重�����性（Culture 
continuity）；��，了解當���的��性，並找���相�、相�
��，同�不�離����������。�是���������
��必�面�的挑戰。

克拉克�授��為，���已�在�轉 (Reverse Globalization)，以
�是東�向⻄���，現在是⻄��向東���。��作為一個�者
�必須中立，�界�����的�����揣測，但其��個��向
入�的��，�別是以利�為主的��是�的��。��說，�是一
��主��徒（Catholic Buddhist)。��是為什�彼得克拉克�授�

英國牛津大學彼得

克 拉 克 (Peter B. 

Clarke) 教 授 認 為

現在是西方要像東

方學習的全球化逆

轉現象，非常支持

慈濟入世實踐的精

神。圖為克拉克教

授參加「環境與宗

教研討會」。攝影

／張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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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界各��揚��的��。

���從⻄�向東�轉向；而��，正是��東����的代��
一。

�國��大�����主�理�����授 (Richard Madsen)�是
在二○○�年�受�者的�����來參�。����授用頗為流利
的中�在�思����。�在��中提�：「����當年的�典。

�典�������崩解，但尚未�解，�����未形成�歷史轉
�點，�的政���理�都十���。在�種����，現����
���，�����現�界性的���。」

�是�國����爾��� (Carl Jasper)的見解。����授說：

「�種歷史����現在的��，而��的���可�成為�界一�
重�的���。」

理�����授一��○年代在����中�，��是�主��
�。�來成為��大�的����，����大��������
��年。��� Democracy,s Dharma : Religious Renaissanc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主�師 )一書，������的�
個��的������的��。����授�說：「��作為一個�
�利��，是������的重�成�。但是和⻄�����中的�
�利、�政���不同��，在����和政��作，但�不失政�
的中立。不�⻄�的��利��，不是�政��制，�是�政��
立。」����現其�正是��裡不�不倚的圓�智�。����授
同�說：「⻄�的���落�⻄元三����，羅馬把基��列為國
���。��必須�政����離；並永�����一�服務的溫暖、

���動。�������的�僚�。」�����力��一�的服
務，上�希�������政���一個��的��、中立的立場，

正是理�����授�中的當代��的典�。����授�正為�嚴
上��修��的�思�，期�以�國�的�觸�理解，�⻄����
嚴上�的智���。

當��界都在�����和政����形成的���立，以��成
�怖主義��，����壘不��升�。������現的大��國
界、���、�種����別的思想��踐�式，正是⻄�向東��
�的歷史�����。�是彼得克拉克�授生���一�見�的��
希���；�是理�����授�正參��構������。



人醫心傳2012.0134

癌篩護一生──大林慈院健檢癌篩有成
特 別
報 導

SPECIAL REPORT

護一生

文／江珮如、黃小娟

大林慈院健檢癌篩有成

癌篩

■特別報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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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的女性來�大林��
當�工，�������的���，�
�來��一下，想不��便��的反�
�是「陽性」；�一�再做大��的�
�，���罹�了�二期的大��。�
��受開刀把��切��，目�狀況相
當�，�期回門�做�蹤。��一�口
����，�������，�是��
開了��單���行大���便�血�
�，�果是陽性，���現�的口��
�已轉��大���。�師���種�
況相當�見，�為一�口������
�轉�，��現在�回����蹤。

癌篩挽救性命  大林防癌績優

血���科���主�說：「�是�
沒��何�狀��做��！」以大��
���為例，���一期���期的預
��差��；而�����口��，在
大林��當�做��的���果�問題

�，�生��立�做切���、不用�
�跑一�回���告，同�����都
是單一�口、單一�間，�便���。

����來���做��，都可���
��理中�的�理師協助�排，�括是
否������、�����若�現陽
性反�，���行���知回�。

���生署估�，�面�動早期��
��，在����年可以��一�二�
個��個�，��療���用��理早
期��或����，而不�����末
期再來�療。國���局�動「��、

��頸�、口��、大��」�大��
���，大林���力�入品�提升�
畫�����，從二○一○年度��數
�中�現，��三����受��中，

��十�����罹�早期��，大�
�一千個受�者中��三��現��，

��挽��十���貴的生�。其中�
括����頸�、十六���、六十�

二○一一年三月，大林慈濟醫院簡守信院長（右一）在頒獎典禮代表接受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對

於癌症防治績優醫院的表揚。攝影／江欣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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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十��大��，都是��早期
尚��狀的�者。一�同��現罹��
�的�女，�在早期����得���
療。

大林������成果良�，不僅
��「二○一○年度���療品�提升
�畫��������」，在同��的
�療��裡，「����王」（陽性個
��蹤�成率）的��項目更���一
�，����的���得��三�的�
成�。

四種篩檢  陰性即健康

��年來，大林��在�����面
做了���力，���政��助�十�
�以上未滿�十�的女性、以��十�
以上且其二��以內血�������
�女，�兩年一�的�������
用；並開�������門�，當��
���可由�師說����果，��受
��女來回奔波、���告的��。

在口�����面，凡三十�以上
�����或����的��，政��
助�兩年一�口�����，大林��
���別��門�，由���科�師看
�。������頸抹���門�，凡
三十�以上�女，政��助�年一��
�頸抹���，��並��主動提��
�，提�來�看��女�期�受��。

二○一一年三月�，��政�政�
��大���便�血��，凡是�十�
六十��的��，�兩年可�受一��
��便�血��。�的���式採用�

��、��度�，若�現��血反�，

��排大����一���、�療，�
用�由���付。大林�����理中
��別��個��理師，�����果
�異常的��，���以���蹤��
�回��受�一���為止，����
��。 

早期發現  勇敢面對早治療

�十��的����女�����
⾹積�工，�女倆一向��良�、做什
�事都在一�，�沒想�����都同
�來�。女�說：「����做�⾹
積��，回�累的��坐在��椅上，

���得����的，����間��
���硬�，����做��。」為了
����，�女士�同一��受���
�，����現�來自己�罹���，

����，大林��一��科主��昌
國��為兩��排�行��切�手�。

雲林縣衛生局與大林慈院合作舉辦癌症篩檢活動，

深入古坑鄉草嶺村為當地鄉親進行篩檢。攝影／沈

秀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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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女倆��轉�血
���科�受��的�療。�女士說：

「不知是��或是��樣，我��奇�
問�生�個問題，想說���兩個��
乎是同�？�生回�是基�問題。我�
的是���，托我��的��！」血�
��科���主���，���女��
�、在早期������，�����
當的�療�可以�得��的�果。�女
士說：「��師�的�平易��，不�
�你�得��力，看���裡�的��
�；我們��是一種�賴，��是朋友
�間的一種�賴�。��現���的
�，不�說是�為女生的��而不��
思，�是��敢��面�、�受�療，

把�����生；�生��說，我們�
�����。」

����是目�各大��積�在��
的早期�現、早期�療的措��一，在
三�預�中，早期�現、早期�療是�

���預�，�可在�狀�期��早�
療，�����的����大的幫助。

���年����千�罹�、�走��
�生�，在二○○�年僅�療����
��百�十一�元，其中大��、口�
�、��、��頸�占���生��的
百��三十三。��項��在��研�
�下，��可�由早期�現、早期�療
來����率，������的�行是
�常重�且必�的。

二○一○年大林��共��三���
�受�項����，其中�十����
�現罹�，����兩千一百���現
異常��，�����蹤��。大林�
����理中��理�江�虹��，�
�二○一○年度�個�����行的�
果���，在各����數����生
率，��二○○�年成�二點三�，二
○一○年已成功��兩�六千��。

而 在 二 ○ 一 一 年， � � � 了
一��千六百�十���，�現
一千�百�十一個異常個�，其中��
罹��數為�十三�。

在��，女性�罹�的十大��當
中，��年�������的趨�。�
而一��女�了三十�������，

�上����目���不�女性受傳�
���念���，������嚴重�
���成末期，���期的����是
不���、�是可以�������女
��的����。大林��一��科�
師林����，��的十年�活率平�
�百��六十，�一期���療�的�

大林慈院健康管理中心於院內推動癌篩，也針對檢

查結果異常民眾持續追蹤，確保民眾健康。攝影／

江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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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率�百���十，零期���療�的
�活率更��百��百，����是目
�����中���率的��，��入
性、��率��百���十。

加強轉介篩檢  全院各科配合

�了�入���動��活動，大林
��在�內���各不同科別的轉�，

��各式�傳������得����
的���重�性；面����大的�務
量，是��各科��力��。���主
�說：「���不�����務��上
��、各科團���布�，�����
�的門板上��貼����的相��
�。」���各單�的��，�括�科、

���科、��科��烈�入，更重�
的是��中�團�的�力；同�陳金城
副������科��轉���率，�
����在�內形成一���。

在�動��的��中，�了個��理
師負責���的陽性反�個��理��
蹤�，��括�現陽性個��，個��
理師主動聯�個�回���，以��一
�的��和切���，��罹����
轉���中�；若�罹�者，�理師以
������式����平�的��。

同���「個��理��」作個��
錄、掌�並�蹤��的�況，�予��
���且��不�的協助。�師�可以
�������得各種�療��數�，

作為�療�研�的��。兼���中�
主�的�����，不�是�由���
�，從�療品�����的�行中，�

��療團�在各種���療的品�上�
得��而提升，再輔以個��理師�予
����的�����，�可提供��
����������的�療，���
不再手足�措、��療為��。

以人為本整合治療  
預先篩檢最佳方案

現代的���療，為���科�師
的��性�療，提供�者�劃性的�
療，�������，��提升�療
�生活的品�。

���主���，��性的��
�療，�是��傳�的�療�式。�
�的�療��不是開刀�是做���
療，而且僅單一�生面���，若是
���離��，��必須一面�受�

除了在醫院推動癌症篩檢之外，大林慈院更深入鄰

近的鄉鎮社區進行推廣。圖為醫護人員在嘉義縣大

埔鄉進行複合式篩檢。攝影／黃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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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奔���。現在�了�
物����，���了內科、�科、

����科�其�科別的�師，一�
為����一��療�向��劃，�
下來在��式�療的門�再做�劃的
�行。

��性���療的��，�了��
�����在�療��中的奔波��，

�一�面�為����、門�科別�
得�，�一����科�生共同為�
者做�療。�目����的���療
�物，���物的��上以內科或是
��科的�生�為專�；若是以開刀
的技�上，必�是�科�生專�。�
��來說，想知�的是��面的��，

�者���的了解�度���度上，

��傳��療�式��得�。���
者可��為一個��的�制�療而�
�生�，活得更久、更�。大林��
��中��了��中���寧��的
�師看�，在��的臨�照�上�都
��想�；中�科的�師�在�療、

��和����上�門������
相當大的幫助，提供���一個更�
的�療品���。

��罹�����的�療團�照�，

但�療團����的希�，�是��
��抽�參�����，���一點
點�間，�������種����
�自己的�離，�果�現了，���
早��，��惡�。

喜歡撰寫電腦程式的蘇裕傑主任，協助醫院開發了

一套癌症病人個案管理及追蹤系統，方便又有效

率。攝影／江珮如

大林慈院腫瘤中心邀請中醫科醫師共同會診，

提供食療、針灸和穴道按摩等醫療服務，提升

癌症治療品質。攝影／江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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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零距離
文／黃坤峰、彭薇勻、梁恩馨、沈健民、黃秋惠

篩癌網

���東的賴先生，在二○一一年
三月間�同�������做���，

順�做了口�����，��現自己
口�兩側都�一���的白�。�先
�得並�大�，並未�����，�
������知，���事�的嚴重
性。������，�師告知�，�
�白�的��不大，但���是�用
雷�切�以����的可�性。�雷
�手��療成功，賴先生���下�
頭那顆大石。

山城偏鄉  癌篩見證

��而�的賴先生，��看不��
���了十�年的��，��口��
���成功戒���。賴先生��說：

「�為�開�啊，而且����不�
��！�果開��的��吃��，那
��看了不是��不��嗎？」賴�

����：「我從以��想���戒，

�來�開�了，��自己��戒掉。

我�得戒����啊，��戒的��
我們都����。」

賴先生�提�做���的�重�，

�現在常向�朋�友����做��，

更��自己當例�，「我朋友的老�
��戒、�都不戒，我��說：『你
�戒�，不��我一樣�東⻄�不�
了。不吃�了可以�������，

�月更��減�開�；���的，�
����了是�����的。』，我
�的����。」現在的賴先生不但
戒��，��和��都已�戒了�一
��日。回頭看賴先生的故事，��
參�����的工作者都��開�。

而更令�開�的，��的�果，不僅
�生在都�，�在�城�鄉。

■特別報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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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車全縣跑  偵測乳癌早發現

�年���的是「�����一個
�罹�」，一��間��成「���
�」、「�六點���」，��現在
說「�六��」�一個�罹�；為了
阻���的�生率，�����成為
���念，國���局������，

各����力��。�����式�
�，���種����，�����
�內��，��勵�������活
動，更����抹���車、���
�車��行動����。

����為了�入�鄉�����
�，二○一一年�月十�日，在��

��生局�、�療��林�龍�行�、

�瑞和��、��林副���各��
團�的共同見�下，�動了「�� X
�����車」�療服務，為���
��女��把�，杜�女性�常見的
���生率。

��十一月�，�������
�中�������� X ���車
���務�個�月的�間，由北�南
已�成一百三十二場服務，足��布
���、吉�鄉、�林鄉、�城鄉、

��鄉、瑞穗鄉、�里鄉����
�、�落，更�一���構、工��
作，提供���女��。已累�服
務一千�百�十��，陽性個��

花蓮縣衛生局與花蓮慈院主管們共同啟動「乳房 X 光攝影巡迴車」，要走遍花蓮縣全力進行乳癌篩檢。左

三起花蓮市婦女會會長、花蓮慈院護理部章淑娟主任、許文林副院長、高瑞和院長、花蓮市長夫人、花蓮

縣衛生局長徐祥明、慈濟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傅縣長夫人等。攝影／彭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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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例；�回�切��相���，

���例一�。其中一�來自��南
�的六十����友，當�是回��
���串門�，在�生��士���
��下，����的��一����。

���友說，兩�都是陽性個�，�
��甥的���切���是良性，�
���在�����受一��科�師
葉倫�的手��療。���，以�在
��上看���的���傳，��為
自己不�罹���，再�上��的�
����下，�以平常��不�；�
����車����跑，否則�從來
都不�想�做��，���常���
�團��照��、�����。��
回��，����勵�朋�友�做�
�����，�樣一旦�現����，

�可以���療。

把握時間空間  偵測癌症零距離

������，�六成以上��是
可以��的，而且�由�當的�療�，

一輩�都不�再�復�的��性。�
��療��六���，�了大林��
��成果，玉里����二○一○年
「口����率�一�」、�北��
�「生���王」�六��大���
��數�二�；�重�的是，各�相
�單��力�想����受��，尤
其是����。

��二○一一年度���料，��
��共��一�一千�百�十��，

���百�十�個異常個�；�北�
���一�六千�百�十���，�
現一千零�十�個異常個�；�中�
���一��千�百�十���，�

各區慈濟醫院皆深入社區推動防癌篩檢。圖為臺中慈院與大里區衛生所合辦社區健康整合式篩檢。攝影／

陳益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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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零三�異常個�。

玉里������������
��，故�行口���、��頸抹
�、�便�血三���，一�面��
�力����，一�面為�����
念��口�構���而�得���數
��，二○一一年度玉里���成了
一千三百�十��，��一百一十一
�異常；�����成六百零三��，

�六�異常個�。六����行了六
�三千六百六十�����，異常個
�三千�百三十���，�百��六
的異常�例。��異常者，����
�提��蹤，面���的���果，

若為陽性��罹���，則�積��
療。

�北����中���是�面�
入��，例�，�中��在二○一一
年�月，中�����六千����
工�入����入����彩排�，

同�提供����服務。��同仁在

活動開��兩��開��劃��，�
了傳�������、提���大�
���������，當�更提供�
項��的轉��知服務。兩�下來一
共��了兩千一百�十��，��
�十二個異常個�。

�北��則�各��������，

例��月���北�⻘潭國小�活動，

當日��了一百�十�����來�
行��式����，��們����
�受良�的�療服務，�正�揮��
��「���」的良�。

���力��，玉里���是��
���理��，但��不�，�以主
��是以提�������為主。玉
里���理��昌�主�提�，「二
○一二年開�，我們��的�者��
項目，���入����。」希�幫
助���輩�離��或早期�現。

���療�布���，為����
���。

2011 年度四癌篩檢人次統計

篩檢總人次 異常個案

花蓮慈院 11,550 789

玉里慈院 1,370 111

關山慈院 603 6

大林慈院 18,699 1,481

臺北慈院 16,854 1,045

臺中慈院 14,588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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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救護合歡行──花蓮縣高山偏遠地區救護演習
特 別
報 導

SPECIAL REPORT

模擬救護

文／魏瑋廷、游繡華

花蓮縣高山偏遠地區救護演習
合歡行

■特別報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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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啊！」二○

一一年十二月十�日上午，在�拔三千
�尺�的����理��小�口��
傳來一��的��，���援的傷�，

在�冷的�叢中動�不得。�來是行政
��生署東����療��中� (EOC,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在�裡
��「���一百年度�������
���」，���兩輛中型巴士��車
失靈�生��事故，翻落在�一百�尺
�的��，�二十��傷�在��中�
��援。

高山救援步步難
應變訓練很重要

二○一一年�月�，�義�阿里�
�林�樂��生小�車�大樹�中翻
�，�成��一百一十��輕重傷；�
月�日，����十�甲�大�嶺路

��生中型巴士行��路�不�翻�，

�成二十三�受傷��。��事故�生
�，�為������，政�制式的
���療����鞭���，��受
������，使得�援工作更��
�，不僅說�落���������
�療��（EMS,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的��，更�各�����
中�平日��做�������的重
�性。

������中����生署東�
���療��中��務六年來，三年�
���、�����，�在�魯�國�
�理��������小�口�生�
�事故的大量傷���。�而，��年
來，������事故不�，而�東�
��形狹�，��魯�、玉�兩�國�
��以�東��岸、�東��兩�國�
���，是國��的����，���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二十一位慈濟志工躺在海拔三千公尺高的濕冷草地上扮演傷患。攝影／游繡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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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救護合歡行──花蓮縣高山偏遠地區救護演習
特 別
報 導

SPECIAL REPORT

療����更形重�，�別是在���
���，�何�立����、���員
在�一���生�的技���式，以�
���不便��動�中������
念，在在都����累積���不�的
����。

寒冬高山雨難測
救護演習變化多

不�，��的��並沒��畫中的平
順，EOC��畫��的��團�為�
������理，自�月����召開
協��，�參��員��������
�流�，�����小�口��場�，

希�在十二月��來臨������，

�料�日大�從十一月�下�中旬，�
�十一月十�日的��������
��在���量下喊�。��十一月下
旬，����趨�，��日期�在十二
月十�日。參��員更在十�日下午預
����，����，������，

同���冷�團��做了��的打�，

�是�日若�大�或��，�在���
�以�上����。

參���的一百三十��員，在
十�日上午����，�上午十點陸
�������理���。��的大
��上���溫，��凍�的�冷�
�，令�不���十�日的���
否順利�行。況且����來自�
東、��、�北，�����傷�的
二十一����工，��在各�援單
�����，������間的�樹

��竹叢林，在��巴士翻落�點的
���坡���。�挑戰惡劣的��
��，��畫團����。

風雨中預演　志工情動人心

�看預��間���了，���上
��是����，凜�的��刺�；�
先���的�升��中�援，����
當�在���行�����務；�是，

在���升���參����，���
畫團�������；��是說，�升
���參����援，重傷傷�可��
���援�間��而��，�是�量�
�工�不�������角�，沒想�
�們��沒�想�一句「沒問題的，你
們（主�單�）��說，我們����
�！」����畫團��下�裡的大石
頭。

下午一點�，���不�易��了
一���的陽�，參��員��把�
�間�開預�，�是順利的度�二十

花蓮縣消防人員與救難人員綁鋼索固定，準備讓

能行走的人拉著鋼索回到路上。攝影／游繡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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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再������，

躺在�冷��上的�工，�使�上�
�輕便的��，����揮不了��
作用。

回想�預��的����溫，��
�副�理����說，�為負責聯�
工作，�的�手��間������
的動作，��從�口����，�積
在手���，��手一��，積��
�����的流�。負責在����
錄��歷�的大�������者�
國��說，�使�了兩件兩�式的�
�，������。由�可見���
一件輕便��，�都是上了年�的的
師兄，��傷�的��是����，

���說：「當��溫�度，在�冷
��的��下，估�當��工師兄們
的��溫度��零度左右！」預��
束�，�畫團��做��理��，�
��受參��員的責�。�料�上戴

�受傷假皮、��的�工師兄，�上�
車場�的�一句��是：「你��在�
什�，不是���嗎？���了��
�啊！」你一�、我一�的�相吐�，

��和樂。「�們��沒���，�沒
����，�����一���度超�
的�工，�的�我們��動。」���
說。

在����理��棚下，�����
���工陳�女師�� EOC的同仁�
�煮了�呼呼的�湯���湯，��為
��參��員��。�一口暖湯下�，

受凍的��立�回溫，����了一
半。儘�在預�當������凍�，

但�括當�������理�、���
��、���林�樂��單�，以�來
自���、南��、�中�三�兩�的
�療、�、�、������十���
�一百三十���員，沒�一�埋�，

�沒������，預����在一�
���中告一�落。

山勢地形加深了救難的難度。圖為陸軍奮力將傷

患從山谷運送到平地。攝影／魏瑋廷

在高山上站著都冷，傷患志工躺著不亂動，敬

業態度搏得所有演習參與者的讚嘆。攝影／魏

瑋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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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救護合歡行──花蓮縣高山偏遠地區救護演習
特 別
報 導

SPECIAL REPORT

準備充足默契佳
演練迅速又確實

十�日一早，�生署��技正劉�
�、����生局局����、中��
��療��中��行�王立�、陸��
���戰��中��揮�陳��、南�
�政���局科員洪���陳�賢、�
���生局����、�����局楊
����、��國�����療�主�
呂昭林、門諾���療���石��、

以�����林�樂��理�����
�川主���三十�在十點�����
�理�。

�使��冷�、����，參��
員已�����，�在�路�頭�可看
�畫在帆布上的「平面巴士」翻�在小
�口的��，二十一�傷��落一�，

�為受傷的���輕重不同，�的�躺
�，�的�坐�，���野，��傷�，

在����中，�����。��，�
離事故�點��的����理����
�局�務中����，立��動���
����制，「���一百年度���
�������」�正式開�。

����理��員一�面����事
故�點了解�況回�，並��負責�知
��的���、��小�、陸����
�戰��中�、��������援。

來自���、南��、�中�三�兩�
的�療、�、�、������十��
����伍�����，��各種�
�，一�面��輕傷��行上�，一�

面協助����動�的傷�離開��。

正式��順利�在�十����束，

在���中，兼� EOC�行�的��
�������川主�����狀��
���生局、��局、��局，南��
政���局、��局、�生局，以��
中�政��生局、���林務局東�林
��理�、�魯�國����理�、�
魯����、������、國���
���、門諾��、����、陸��
���戰��中���十������
����基金��單�。

劉��技正��，����可以看�
各單�����、��的��技�，以
�團���，但可想而知的是��一旦
�生，����的���力��間�更
�、更�，���生署��力�動「�
�瑪利����」（Good Samaritan 
Law），�是�提供傷者、��協助的
自願�助���責�的�律，使�做�
事�沒�����，不用����失�

高山急難發生時，警、消、軍、醫護各專業人

員齊心搶救，與時間賽跑。攝影／魏瑋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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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傷�而����，從而�勵��者�
傷、��士�以幫助，同�提升���
�������的����。

自助式緊急急難醫療
提升高山旅遊安全

�主���，�是 EOC成立以來�
二�������������，��
�一��目�，主�是�現制式���
�單�未���，��事故�點��的
�務單��當�現���，�揮自��
���，��間�援，�������
���自助式 EMS的重�性。�二�
�則是��������、�生、�政
�����������，��制式
EMS�用在���������療�
���的可行性。�三��的���援
單���，�成��現場事件�揮��
�立，������單�������
�����療�����作�式。

��的����� EOC團�的��

�力，從十一月十六日，預��一��
上，�����期的��開�，�十二
月���束，�為�����測，��
��冷�團一波�一波，�畫團��了
����順利，��可��踵而來的�
��，����������度��。

EOC研�助理���說，同仁�相��
的��，不僅��的在一�間以��、

���知二十二個單�、一百��，告
知���期的��；�十二月���間
���，��們�一百�十����手
冊，一�一�、一頁一頁的貼上更�日
期、�單，���個���亂���，

但內�的�動�是����的。

��個���畫團�、�一�參��
�，��成���在���小�口的�
���������。��相�單��
���累積了���力，������
的�����療�了��的��。

演習模擬大量傷患的分組處置，考驗所有單位

的默契配合與救難專業。攝影／魏瑋廷

在演習結束後，東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執行長

胡勝川（左）感恩全體參加演習者，尤其是慈

濟志工的配合演出。攝影／魏瑋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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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救護合歡行──花蓮縣高山偏遠地區救護演習
特 別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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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巔寒雨中
文／徐祥明  花蓮縣衛生局局長

見慈濟志工默默付出
來自政���間十�單�，上���

���小�口，�行「�������
���」。當����件惡劣，專��
療����員�������頂��，

����三度�溫，在����裡��
�下��，�現���率的團��作，

����形中，���項�成����
�務。 
�者�現場目�����，�中�受

�動。�日翻���相�����，見
各參�單����數����，�漏列
了�場��中���當大�的���工
�。 
事�上�場����������，

���二輛中型巴士��車失靈�生�
�事故，翻落�度�一百�尺的��，

�成二十一�傷�。負責���二十一
�傷�者，便是���工�。�們必須
在各�援單�����，便�����
��間的�樹��竹叢林，提早��各
預�的���坡，�����陳�落�

��間的傷���。 
��當�，���上����，刺�

的冷�從�巔����而來，陣陣��
�皮�肉����。�者見�參�的�
��工們��冷���，躺在�滑泥�
的�間��上，�陣陣冰冷的����
澆淋。當大�����援�伍���，

���工們尚須�扛或����上��
路，�����中，�工們���歷百
���。 
掌��場��的主角，��是��

負責�援��療�務的工作�員。��
�工們在����中，似乎是���的
一�參�者。�而�者�知，在�場�
��列中，�早�����點，以��
�離開�下��，�受惡劣�����
久的參��員，正是其中�不可或�的
���工�。��勞�功�的���工
們，�者��別在������的��
���。 
�期以來，���工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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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角�。�
�或�未��一�識�����工的�
�，但是你我�不�知��，����
界各��為�了���工，��的�們
得�溫���，�間����更���
溫暖。 
��上��������，我們的�

�裡����各�衝��犯�事件，但
���工們為���來了一�向上�向
�的�流，�我們��性��面更��
�。����各�，���工們的��
�乎是��不在。我們�了在各���
��現場看��們的��，在��六�
����中，��看��工們����
���者���。��在��各���
��回��裡，更�������工們
�以�日����行�圾��工作。 
��回�工作單���，且大量�

��力，��幫助����數以百�棵
二十年以上的成樹，�����了��
��圾��爐，����圾��金，�

用�圾��回�基金������。 
���工們的貢�尚不僅止��，�

��生的���工����大�，供�
��的�生們��解�。�者知���
�末的���工，�在�生��，��
���的�末�寧��當成了��，�
�����力�告�����生「寧可
�你們在我�上畫�百刀，�不願你們
���，在���上畫�一刀」。��
�工���動��的�����，��
���們的幫助�不���者�授們的
專���。 
論�為政���，�⽈：「君�不

�」，��君�的�力、角���、�
度、����局不��一�。���工
不論��專���為何，����們�
�，��������千手千����
�。�者上�����頂����中，

再�見����工們不可思�的付�。

（原刊載於2011年12月20日更生日報）

一百多個來自各單

位的人聚集在寒風

刺骨的山裡演習，

就為萬一急難發生

時能搶救生命。圖

為演習前相關單位

主管合影，右三為

徐祥明局長。攝影

／魏瑋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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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育晶、黃秋惠

「促���」是���療��自願�
�的責�，不�是�����或��同
仁。�������在�樣的��活動
中，�負���的角��務。����
「�場��同仁減重�」�「����
促�活動」成果���現。

飲食三低一高  促社區健康

����從二○○�年開�在��
�國�里���行�者��促�的「�
��」活動，由����中�主�。在
�觸的��中�現��老���用��
品的�例��，且��的口味�鹹；�
��果��現，老��罹��尿�的�
例佔百��六十�，在����中，�
超�六成血��制不����血�的問
題。��內��論�，由��師�劃�
月�單內�，找來�����的�師阿
�，一����活動中�為��鄉��
���，�動「三�一�──�油、�
�、��、��」的���念。

��一年的�力�測�成�，�現�

者們的������式����，��
��得提升：血��制��者提升百�
�六十三，而且吃�的�����百�
�十�，正��知�����念者提升
百���十�。成�卓�。���，�
年活動�在��中。

控制熱量與營養  
搭配運動養元氣

而在�內的��促�，������
以專��力��������，協助�
����且減重動��烈的同仁減重。

�二○一○年�、六月成立�重�制
�。�兩個月的減重�行��中，��
�員�立正�的�����生活行為，

使�員可����式�久�制�重，以
��預����生的目的。

減重的��是���量�數 (BMI)大
���二十�，且同����日���
錄、���動、���制者。目���
為：一�減重零點����。

��期間的午�固�由���供�，

營養減重  

安全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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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入來協助���取。��事先
���員的��、�重�工作性���
料，��������個�的���量
��單。�樣的作�，目的在��束�
員的午���，�順�����，以提
升減重成功率。��中午由員工���
照��師開單內���，������
例：����物百���十、蛋白�百
��二十、��百��三十，佔�日�
量��三��一。

同��行��行為修正：利用��
�錄�，�錄��內�、�動�度和�
間、�日�重、�重�制��和���
�取的看�。��師�����錄內�
了解�員的�量�取、�物��、和日
常生活作�狀況，���予���修
正。

�排��兩�各一小�的�����
�，由��師�授���念，希��員
��的�念����正�的��。��
在�內�排���動����團活動，

����三�，���動一小�。

兩個月的�間，�員平�減重三�
�、���減�百��二點�。��，

�二○一一年���減重�，�提是�
���的減重，目����月��減重
二����、���減�百��二；年
���成�，�月��減了三��，�
��減�了百��二點�，都��目�
值。

����師的專�，��動��，更
��幫助��同仁��良��重，輕�
����元�。

花蓮慈院鼓勵院內同仁與社區民眾以素食搭配運動減重，收效頗佳。圖為二○一○年五月活動開始前

先留下腰圍體重等紀錄，受測者為高聖博醫師。攝影／黃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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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藥養生麻糬
材料：

山藥 300 克、五穀粉 2大匙

松子 1大匙、葡萄乾 1大匙

椰子粉 1杯、泡漲的枸杞 1大匙

作�：

1.�����皮，洗�，切��。

2.�����勻�平，入��� 10�  
 �，���。  
3.取���的���，��成泥狀。  
4.�����入��泥中，先��勻。 
5.再�入��、���，����勻。    
6.���的��泥捏�成�狀，再�勻 
 沾上椰��，並用枸杞點��可。

「��」�買那一種的�？

 ����生� B1、B2、C、K，以��、

���種�物�，再�上���量�，

��成為現代�����的��，不�
��的品種��，�性���不同，由
���點�是������QQ的口�，

��，以����的「白��」為佳，

尤其是���生種的��（��形）更
為��，而���的����不��做
�點�。

「���」���勻�可以吃了？

 ��點��用的，是用沖��可�用的
���，�以������泥�勻�可。

創
意
糕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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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道完全不用糯米做的「麻糬」，

將人人都愛的白山藥，

加上營養豐富的即食五穀粉，

就能立刻動手做又香又Ｑ的麻糬，

有健康概念的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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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椿養生饅頭
材料：

中筋麵粉 300 克、鹽 1/4 茶匙

酵母粉 1茶匙、水 170 ㏄

沙拉油適量、香椿醬 20 克

素肉燥 1杯

作�：

1.� 10㏄（� 2茶�）的��酵��  
 先�勻。    
2.中�����在��中，�入��的 
 �巴和⾹��。   
3.再�入酵���160㏄的�和�拉油，

    ���勻成��。    
4.����入��中，用����，� 
 �� 15��，����酵。

5.取��酵�的����成 10�。　 
6.取其中的一�，����，擀平。  
7.��肉��入，���成小圓�。  
8.取一��沾�，�在小��上。  
9.再�上��的�布�� 15��，�  
 ��再��酵��。    
10.��酵�的小���入��，用大�
 � 10���可。

������：

◆  為什���裡��油？

在�和���，���油，���
�更��潤，�成�的�點���
���，�吃不�油�的��，但
��的量不���，������，

������的�果。

◆ 為什��頭���？

��點���日式點�的��，在
日�，���的小�點，���頭，

�是內��為�味的��或��
�，��點��做成鹹味的�肉�，

�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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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蘭卡 漢班托塔
熱血獻愛心 
2011.12.03

文／烏迪尼  翻譯／許翠琴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日，�在�
里����托�的���工們，在�
事�禮堂��了首�的�血���
活動。�工��各����一同�
�，��半�的�血��，共�得了
一百二十��血；以一�血���
�三���來說，�相當���了
三百�十�個單�的���量。

志工賣力投入  政商募款齊護持

由�是首������血活動，�
�托�的�工們用��入��作�。

為了做更�的活動�劃，廿二��工
召開了����，共同��首�的�
血活動的��事�。��中大�一�

�論，�工們�工�作、各自��不
同的功��工作，例��傳��、場
��洗���、�����，期��
血活動�圓滿�成。�工���的活
動�幅�告�掛在大馬路���來�
�的�中�巴士��，期����更
�的��一同�入���血的行列。

為了�更�的�知���活動，�
工們�成三個��，���中�潮�
�的�點���，一一為�����
血利��利己的�點，�把����
���。�工們���喜����說
�和�傳，����在�工的用��
�以�，瞭解���在當��做的點
�，以�看��工的�入和付�，�
�����動。當下，������
���，付�一己�力來幫助��。

其中��小型���的皮���先生
(V. G. Priyadasa)，����工��
(Sugath)的��而�識��，在��

▌當地公務員耶西亞（左二）鼓勵同事們一齊

發揮愛心，募集善款交給慈濟志工來幫助他

人。攝影／烏迪尼

▌志工、慈濟會員和大愛村民們在活動三天前

就來清理捐血時所使用的辦事處禮堂，用心擦

拭、讓每個角落都整潔乾淨。攝影／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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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已成為���員。當
�工來�皮���先生的����傳
�，�������工，更主動向�
工��������血活動，並��
竹��在�裡，���們���入點
���、�日積�。

�了��以�，�工��當�的
政����行��。其中一��務�
員耶⻄�先生 (Yehiya)在�動��，

��動���內的其�同事一�付�
��、����。耶⻄�先生�勵同
事們一��揮��幫助��，��由
����同事的��轉�����
工。���工們的��說����年
來在當�的付�和�入，���托�
�政輔�中�副負責������

(Dissanayaka)先生�常����同；

�����先生����工的��，

����以��行動來���血義
�。��三�的��，在大�的用�
�下，��了三�六千�百盧�（�
�����千六百六十元）的��。

▌志工們手拿擴音器於市集中宣傳捐血活動。攝影

／烏迪尼

▌斯里蘭卡漢班托塔當地慈濟志工正合力將捐血活動的橫幅廣告固定在大馬路旁。攝影／韓思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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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活動在��托��事�禮堂
��，�工、�員和大����們在
活動�三�和�一��來�洗�理場
�，用�打�、����拭禮堂的�
個角落，以���血場�的����
���。僅是���的��作�，�
已��十��的�工���入。

法師領眾祈福  並率先捐血

�里����托��事�首�的�血
活動，在十二月三日早上�點三十��
下午三點間順利�行。活動開��，�
�當�的��，由�師�領大���。

在����的���，�血活動正式�
開。�工�別在各�����、��、

���，期�大�們在�血��更為順
利，當�的�士們�把��擋�間�來
�血��，付���。活動當�，�工
們更����再��行��。�血�必
須�行��，��血���的大�們便
耐���抽血。

��在大��附�的�師，�領大�
��以�，率先成為當�的�一��血
者。�是�師�十���血，��勵大
���揮��，�血��。不��士們
���來�血，��托����局的�
員們��來���血；大�����是
���員的��拉�(Indranee)，當�
工����血��。�工��在�血者
��，��常�說��事，�解�們在
�血���的不�，在溫暖��、��
���，��現���的����。�
工並�當���員的助手，��血��
更為順利。

�工們在服務中�不�挽��
血，以行動來���，�����
����。首��血的�工���
(Chaminda)�������付���
血��。��付�的����，��
���������賜予���的�
�，�����血���。���了
�血�的��，���常�喜和踏
�，�金�����量。取血�束�
�，�工貼��為��者�上�料和
點�，�大����量。

���工把���向�來�血的

▌法師領眾祈禱完畢之後，隨即捐出熱血；這

是法師第十九次捐血，也是當日活動第一位捐

血者。攝影／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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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念��，成功�
������員。���員��工，

�揮��生����的��，一�成
�了��的�血活動。一�血可以�
�三個�的性�，而��的�血活動
在�工們��協力下，順利����
一百二十��血，��是和三百�十
�����下��。

臺灣 苗栗
一張處方箋　一段醫病情 

2011.12.18
文／張榞玲  攝影／洪利當

「Pil,awan」──「Pil,awan」──
��������「再見」�，�盪
在��的�落中，是一�離���的
��，�是彼���的呼�，更是相
�的��。十二月十�日，由��中
�������的�栗南�鄉義��
�行，���的���，���嵐�
�不��南���中。

由��月�三�例行的南�義�，

在二○一二年一月�故必須��一
�，�以��的義�活動，�是二○

一一年的�束、�代��年度的開
�，更別��義。當�早上�點三十
�，南��上的������的藍，

��的�������暢，�十��
參�義�的���員��工在東河國
小活動中���，��大����正
在拍�����──����師的故
事，為現場�����樂��。 

每月義診日  醫友相聚時

�在�竹�竹北�，自行開�的�
坤瑩�師，���年�入義�行列，

已和�裡的老���立���友�；

�月的義�日，�是�回來�上看老
朋友的日�。�坤瑩�師和���療
團�，來�����阿��，阿�罹
��尿�和�血�，��和��、�

▌年輕力壯的士官兵也結伴來捐血。攝影／達

山那

▌志工在服務之餘也不忘挽袖捐血，用最實際

的行動來傳遞這份愛。攝影／達山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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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但日常生活大都得自理，

常�����服�，��血�一��
制得不�理想。

��師���叮��阿�����
�，不可以吃��或�鹹的�物；�
�耐��向阿�解�：「�尿���
��制，血��果���破�血�，

�成血�硬�而衍生�����。」

�行的�秉��師，�����阿�
說�服��式，�在��上���
�，提�服用的�間��量。��的
��團�，��阿��的瞭解��，

����離開。

���一行�，�來��一��
���。戴�毛��、������
的���，從��看不�已��十�
�，�年��歷白���黑��的

傷�；���生性樂�，��上�
堂做禮�、以����工的��，

�靈得以平�。���告����
員，�常常�������；��
師馬上����的���動，��
工在�協助翻�，�得老����大
�！離��，���大�一句���
的再見「Pil,awan」，大���一�
「Pil,awan」，�彼���的��和�
�！

居家診療  
藥師決心身體力行

自��局的劉��，是�由�工�
�玉的����觸���。三年�，

�����參���年���受�
動，夫�倆��入�����，�手

▌十二月十八日中區人醫會在苗栗南庄的義

診，巧遇大愛臺正在拍攝長情劇展，紀邦杰

醫師本尊（左前）和飾演紀醫師的藝人吳鈴山

（右前）相見歡。

▌每月第三週的義診日，正是潘昆瑩醫師（左

前）探望老朋友的日子；他親切地牽著蓬萊村

高阿嬤的手走出大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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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義�行列。��參�義�活動，

�們夫���������師，��
����師不���勵：「你們兩
�，�參���。」二○一一年夫�
倆��下���，一�參����工
����。劉��說：「從大���
�的�目中，看����工���的
付�，������事�都���力
行；�以提�自己，做中�、��做
中�。」

中國��大�����年��生
林��，目�在�中������，

������來南�義�，�是�一
�參���的活動。�����療團
�，�看�不一樣的����，�觸
動��自己未來���，�不同的期

�。林���得，以�在���局�
�，��看���上的��和��；

參�義��、���現，其��一�
��的��，都�一���的故事。

��動��說：「一���牲假期�
入��來服務，��者�動、付�專
�和��，��們受�。看�老��
���回�和��相��流。��是
���、�是���的�療照�。」

中����的大�王，�同在�的
���工們，�����南���裡
的��。�月���，但���的�
�永�不���。

▌潘醫師（右）向另一位八十四歲、賽夏族的

高奶奶說明自行照護的方式。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實習生林俊億（右一）

首次參與慈濟義診，他親眼目賭在醫院藥局看

不到的醫病情，因此對自己未來的執業也有了

不同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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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心．境．界

�生�����，��是再���不�的。順利��且生��
女，��上事��成而����，那�怕�是��的��了。但
是，當事��我說：

「我寧願跟他沒有那麼相愛，那麼投合⋯⋯，現在回想起

來，還真是寧可感情不怎樣，現在才不會那麼痛苦。」

�，��十��，��。�的丈夫從�現罹������，上
���了半年的�間，�硬生生��了�們倆。

�的�在��的��排行中並��惡性的那�，�活個��年，

����的，�例��。�����，�們積���，����
������先����的�療，���戰���的�想。

愛別離苦
文／賴奕菁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精神醫學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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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之前一個禮拜，狀況都很好啊！我們還在討論事業

未來經營的方向，要逐漸放手讓子女接管公司，等他病好之

後要去哪邊遊覽⋯⋯，誰知突然間就急轉直下，我毫無心理

準備，就看著他被急救、電擊⋯⋯宣告⋯⋯」她掩面哭了起

來，「我相信不只是我，應該連他自己都很意外，怎麼就這

樣死了！明明所有檢查數據都很好啊！不論斷層掃描還是正

子攝影，都說沒有再擴散的跡象。他連吃飯都很不錯，自己

還可以下床、散步⋯⋯。所以，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要寫遺囑，

需要去處理甚麼財產，我也根本沒有去問過公司的營運細

節。」她擦一擦眼淚，費力地繼續講道：「其實，那些也不

重要。沒有他，我活著也沒有甚麼意思。公司要繼續轉還是

倒，我也沒有力氣去管、去想。妳看看我，我以前不是這樣

子的，因為根本不想吃飯，我已經掉了十幾公斤的體重了。」

我的��可以作�，在我面�的�，�頰��，兩�在��裡
看�來�竹�一樣，上��在�上��掛在����上一�，�
��可以���揚。

「我睡不著，躺在床上只想著我們的過往回憶。哭到累極

了，含著眼淚昏睡過去，也是做夢連連，做的是好夢，醒來

只是更加惆悵。噩夢呢？嚇醒，哭醒，繼續流淚到雙眼腫痛

有如數百根針扎，連閉眼都刺痛不已。」「白天我根本不想

動，即使兒女要我起來，我也是呆坐在沙發上，懊悔。反省

著那時要是我再更謹慎一點，再積極一點，或許他就不會死

了。他會死都是我的錯！⋯⋯他那麼愛我相信我，我卻沒有

辦法讓他活下來，我自己活著幹甚麼！該死的人是我，我寧

可自己死，也不要自己一個人活著想他，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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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心．境．界

那�，�想自�嗎？

「那倒不會。我只希望自己能夠睡下去，就沒醒過來了。

反正我也不想吃，昏過去，餓死掉，也好。如果一口氣上不

來，就死了，也不錯。」

傳�上，東�女性����中的����，且�自己的事�可
以滿足自我成��，常常生�的重�並�丈夫，而是�女。當�
們面臨����，���常可�由�女來����。�以，�師
常常��由�當事者�論�們的�女，����女的����，

轉為��生活下�的動力。�知屢�不爽的�一招，��在��
��板。

「小孩？我不想管他們。我把公司財務弄清楚，好把錢留

給他們兩個，我不在乎。因為我先生過世太過突然，很多事

情沒有交代，最近跑出一堆人宣稱他還欠他們甚麼款項，欺

負我們死無對證，硬在吵鬧要錢。另外，欠我先生錢的人，

因為沒留字據，口說無憑，現在也全都賴帳，打死不認。我

根本不想管⋯⋯，我只想要他回來，沒有他，其他一切都沒

有意義。我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我必須要當寡婦。上天當

時為何要讓我們相遇，才不到二十年，就把他收走？那麼多

老夫老妻成天打鬧像仇人般的，卻都活得好好的。我們夫妻

感情這麼好，為何反而要拆散？」

��裡����生的「��」，我赫��現「�別離」�種�
活生生�在我��。老夫老��仇�，�都����相���止
盡的，�怕�是「���」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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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說：「那�������吧！或�����。」

�說：「不管聖經佛經，大家建議我讀的，我也都讀了。

可是，經書看了是一回事，有沒有用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

愈讀愈困惑，他對人那麼好，照顧員工到可以幫忙離職員工

創業，成為我們的合作夥伴⋯⋯，這種好人為何短命？前世

因緣？說實在的，我不相信，根本不對！好人卻短命，我不

能接受。」

的�，��得����的智��足以看���的�常，從何而
來，為何而來。看�、理解、�受，���的�手。或�，�正
是我們為何��累�輪� (�果��輪�的� )，�為�是���
反����生而修�成��智�吧！

可惜，智���平常��在思�，��在�當����當頭�
�而�悟。�平�期沒�做足�功的�，���頭�為一兩句�
��「開悟」，可�����大的「�想」了。況且，��科�
師�使�別科�師����點����，�念��形而上的�理
�療或����，�是凡���，不����成�靈�師或是�
���。期��生������句，��使���開�，不�而
�的�，那���怕��成����。�是我����面�，�
�����，�是����的開了點�������物，期��
在吃�����，找回自己的生���，���的自我以��那
失落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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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客問  

用藥

�溫��，早�溫差大，�來�流行性����的��，回想��年�
型流�����國����來的�����，���型流�的��工作�
�予����克流�的正��念是不���的�題，以下������物
克流�做�單的��。

什麼是克流感 (Tamiflu)？

克流�是一種�����制�（neuramindase inhibitor），���止流
���的��，正�使用可����、減輕��狀的嚴重度�減�併��
的�生，�而，不當使用可�����生��性而����物的�療�果。

目��生署��的克流��括：克流��� (Tamiflu capsule 75 mg)、
克流����用�� (Tamiflu powder for oral suspension)。使用��為一
�以上��或成�的流行性��預���療，為�師��用�。���師
��不得��供�，���局�反��者，可����三�元以上�十�
�元以下��。

知多少
克流感

文／吳尚恩  臺北慈濟醫院藥劑科藥師

 

藥師，請問一下，我的小孩發高燒、流鼻水、咳嗽，
一直說他頭很痛、覺得好冷。現在是流感盛行的季
節，班上好多小朋友都感冒了，聽說對付流感有特效
藥叫做「克流感」，我可不可以到藥局買來吃？Q



人醫心傳2012.0167

我可以自己到藥房買克流感吃嗎？

��不可以！克流�是�師��用�，����師�估�開立���當
且���使用，��不�自行購買服用。一旦��自己���、��、流
��、���、頭�、��������狀�生�立���，切勿��局
購買或自行服用克流�，以��生��性而失�克流�的�療�果。

什麼時機可以使用克流感 ?

克流�可用�預���療流行性��，在�狀開��的一�兩�內使用
�果��，�以當��、��、流��、���、頭�、�������
�狀�生，�盡���，向�師說��狀、�觸史���史，��師�估
使用克流�的��。克流�用�預�流行性��服用��為��一�，�
�一顆��十�；若用��療流行性��服用��為��兩�，��一顆
����；十二�以下��須�年���重來���量。

吃克流感會有哪些副作用呢？

服用克流���的副作用�不常見，但�是可��生。若�以下�狀�
生�立��知�師或�師：行為���異常、��、��或�識��。若
�下列�狀惡��況或���解�，�盡��知�師或�師：��、��
�啞、���、頭暈、��、��、�塞、流��。

克流感應該飯後或飯前吃？

��或��服用克流�都可以，若���不�（��、�吐）的��可
��物併服。

�照�師��正��服用克流�������、減輕��狀的嚴重度
�減�併��的�生；自行�亂��不僅�不��療�果�可��生副作
用。面��型流�的��，大�不必����，平���良�生活作�、

�生��以��度�動�是�佳����。一旦�現����狀，�盡�
��；若�用�問題�向�師或�師�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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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客問  

用藥

大家都可以使用政府準備的公費克流感嗎？

在流�大流行�，�量�療����制的��，��先�克流�提供
���、�觸��者、���員���的�，期����生�，�提�
克流�的�療�果。

�����制局二○一一年十一月�告，��流������自二○

一一年十二月一日��二○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大用����下 :
（一）H5N1流����例（���）

（二）流�併�����例（���）

（三）����徵兆��流��者：

 1.��徵兆�括呼��促、呼���、��、血�、��、�識 
  ��、�血�。

 2.������徵兆尚��呼��促或��、���識、不�易 
  ���活動力�下。

（�）�重大傷���或��血���、�、���尿������流 
 ��者。

（�）��師�估���用����
（六）�度����流��者（���量�數 BMI ≧ 35.0）
（�）��不�（由臨��師�估）

（�）���� 48小���流��者（由臨��師�估）

（�）�� /同事 /同�同���流���者（由臨��師�估）

��上���流������使用���輕��者，�不�����
�用���，且�目�克流�未�入���付項目，須由��自行負�
��。

孕婦或正在哺乳的媽媽可以服用嗎？

��在���女���面，�未�相�的研��果，在�量用���
大����，�師可����使用。若�師開立克流�，����師�
�使用。目�已知克流���由�汁�泌，��用�期間不��哺�。

若�已��或�畫��，或在服�期間��，正在哺���，����
�務必告知，��師���估。



健康專欄

人醫心傳2012.0169

常保健康
文／張玉芳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肝炎個案管理師   編審／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護理部健康專欄編輯小組

一�年�三十�的陳先生�一��
��血車，�血來潮����血。沒想
�，�來����血中��知�� B型
��，������一�����。�
師告知�是 B型����者，����
期�蹤�可，但是����常��，一
再�問為什��得� B型��？���
����？

血液或體液感染  
小心演變為肝癌  

首先說�，��的「B型����
者」，是�血�中的 B型���面��
(HBsAg)���現陽性，且��六個月
以上。

B型��主�是由血�或其����
�。�� B型���一�是��生�
�，���或�����傳���生
�，���一���年�行 B型���
�����，��率已大幅��。��
��手�、�血、打�、洗�、刺⻘或
��洞的�械��不��、共用��或
刮�刀、��者共用���不��的性
行為，�觸���者的血�或��，都

可����� B型��。

B型����者�可���為�性�
�、�硬�或��，����者並不知
�自己��，�上沒����狀，�而
�易�略�����的��。�血中 B
型�� e�� (HBsAg) ���現陽性，

�����量�，其傳�力�且罹��
�的����。����一���年�
�生者�百��十��二十為 B型�
���者，�����目���三百
���者。���，B型����者�
生��的�率�� B型����者大
一百�十�。

����率�十年一������
����一或�二�，����年��
�千�����。其中，�百���十
為 B型����，百��十�為 C型
�����。�� B型或 C型��，

�一�����成�性��，�性��
在若干年�，若未�療易��為�硬
�，��再形成��。� B、C型��
沒��狀，�易����，���生�
硬�、��，����現��的��。

教    肝帶原者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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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B肝帶原者的提醒

▌ �找專科�師��，����狀況。

其���期�蹤，��個�個別�況
不同，�蹤�間�由�師��，�則
上：���硬�者，�六�十二個月
抽血���功��甲型��蛋白，�
���受超�波或其������。

�已��硬�者，�三�六個月抽血
���功��甲型��蛋白，���
�受超�波或其������。

▌ 正常生活作�：���律生活，�得
��休����。

▌ �離��：����、�����量
��；���使���重，���其
����的��利用，������
���性�料，����者�戒�。

▌ ����：������，勿暴�暴
�，可�吃�鮮��、�果，��生
�生�、��用油��、��工�
�、�漬、��、已���物、或�
可������污�的�物 (��生
�品、���、�����酵�品 )。

▌ ��服用成�不�的�物、��或�
�，以�����負�。

▌ ��輕�的��並�度�動���
力：�度�動，提升�����可減
����，����功����。

▌ ��正常的�重，�����。��
�������功�，�����度
��、��正常�重，��減���
�形成。

▌其�提�：

1.不������。

2. 性行為是�可�傳� B型��。但
在����，大�可以不用�度�
�，�為����二十�左右�百�
��十��十已��� B型��，

其中���為��者，���已�
��，�以夫�間�由性行為傳� B
型��的�率不大。當�，�性�侶
一���，�一�沒����沒��
�，���種 B型����，或性行
為�使用���以預��。

3.   B���者��中 B型����的
量不�，��吻而傳�的��不大。

但�果��、口����傷口�，�
�是�����吻。

健康小叮嚀
一旦罹� B型��的�，必須一

輩�都��蹤��功�，����
常重�。�����蹤二�三年都
沒事，以為已���，沒想�一�
兩年��轉�成��，��須��
以恆�期�蹤，尤其是�硬�的�
�一���期�蹤。

�生署國���局為提升��
�������的預�、��，

自二〇一一年�月一日�，�
一�六六年以��生、�滿�十�
��，提供���付��成���
B、C����。������，可
�各�����療�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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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尤佳韻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社會服務室社工師

��是一個�療��的��，專�
的�療團�������以��來�
�一個�，在��工作一��間�，

�現自己�爾���以���別來�
��者，而�個�的��、��、個
性和���。��當我一再����
�相同��的�者，���固�的成
見，�以����以同理��理解�
們，取而代�的是個�的��反��
��。

緊依酒海  
無根的浮萍仍孤傲

�開��觸��內科的���，�
現���者�反���為�性�狀入

��，例�：���、����血、

�����。����為�者的��
不��，��������。在��
��中�爾���小�曲，��是�
�沒��願來�理�者的�事，��
是������不�識�者，���
更是�者和�������年，早已
��不上�的��。常常大����
��里�、�事、��、�����，

�知��者可�是�為�年����
����破裂，��沒���願��
面協助。�開�面��樣的�形，在
��中�常��種負面���現，例
�：憤怒、�責�者、���們自作
自受�。但當自己���開��，以

病症
的主人

「第五床 liver cirrhosis( 肝硬化 ) 的病人，要照會社服喔！」

「是張松柏 ( 化名 ) 老伯伯嗎？住在鳳林榮院的榮民伯伯嗎？」

「嗯？我不知道耶。我要再查看看……反正就是第五床的肝硬化病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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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工的������者���，

��開�了解�一個�者��的故事，

我���理解，��不��是個�的
��。

�我�����的是一��硬�末
期的�者——阿�。�性���的�，

�����，�上沒��件，��一
�已���的���，��是�為沒
������而����使用。�開
��阿��觸�，�的���同咖哩
�的���，��更是�得�皮��，

一�蠟�的大���得十����，

�不願��露�中的狀況，�說：「沒
���幫我。」我���白�告��：

「阿�，�果�什�都不說，我��
的不知���幫�。」��我的�，

阿���是��頭。

�的�況����，����、�
�亂�，������可以��生活
中的��。��一��間的��問�，

阿���願��露自己的故事。從小
�是�女的�，��生��早�沒�
��，十��成年�離開��的��
獨自在�工作，�歷���的��，

�僅�的���兩個月大�托��夫
��，����見面。��阿�而�，

自己��是沒��的��，沒�一個
�的��。�來，�期從事臨�工的
�，�為生活的����力，開�以
��來��自己。我想，阿�可��
找不�其�的�式作為生活的��。

同理不是同情  陪她一程

為了協助阿��理���、���
�������利，����的��
�是一��的波�。��照�阿�的
��，���是一�領取政���入
��助的��者，�平日����照
服務的照�服務員��中協助，��
沒��力幫�阿�。��說：「我自
己都���幫�，沒���！」

當��阿�的���，�����
的口�說：「我��不�，沒���
幫�，小�，����了。」��掛
掉��。其�的��則��下告�我：

「阿�自己���，我們�沒��，

我們�不�幫�了�！」面���的
��，���我��挫�，同��現
�們�是一���同理的��。

身為社工，必須時常提醒自己保持同理心，去

了解眼前個案的背景成因，客觀處理。圖為社

工師尤佳韻探訪病人。攝影／楊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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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期，�為��的��，阿�
��了����，那��我����
�看看�。��，���入�更蠟�、

更��的�，已�可以������
我，不再�刺�����。�一�，

阿��我說：「�工，�的皮���
看�來���耶！」正當我尷��想
說��何回��，��說了 :「不�，

�果沒��，我�的不知����
�。」當下，我�����自己��
�的��一�，可以���走�生�
��的��。

�了��，阿�走
了。�當看見為�拍的
大頭照�，都再再�提
�了我，�一個��都
���的故事。

同理�，是����
了解�者的�受，而�
以我們��的立場作�
�。��，同理�不同
��同��，是��平
�的��。同理��不
是�同，我們��者�
�不同的立場，跳��
�理解� (� )的�受，

跳�來��回�自己的
角�。

而當一個���問
題，�了自己，更��
了����的��、�

������。例�我不�為以��
來�洩�力、解�問題是可行的�式，

但���自己���者的生�歷�中，

�可以��理解�們生�中的���
��而��目�的狀況，�們在令�
��的行為�式裡，�露��們�是
��幫助的一�。同理�，�是��
���別�的鞋�中��走走看，我
�可以��更��重���，��者
一�解�目�的��，期��們��
�的更�。而��，是我��在�力
��的�題。

社工佳韻認為，學習尊重與接納，然後協助解決病人與家屬的困境，

是醫院社工的主要課題之一。攝影／楊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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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醫療誌
慈濟醫療六院一家

日日上演著動人的溫馨故事

真善美志工與同仁用感恩心

見證慈濟醫療人文之美

◆�玉里慈院為社區長者養成運動習慣，獲花蓮縣衛生局肯
定，在銀髮健康同樂會成果發表中，受長輩們表演的健
康操活力滿分，讓大家發現運動永遠不嫌晚……

◆	關山慈院於年底舉辦為期一週的器官捐贈宣導活動，除了舉辦講
座宣導器官捐贈相關流程細節，更鼓勵同仁與民眾響應器官捐贈
簽卡……

◆ 花蓮慈院外科加護病房醫護團隊帶著募集的愛心物資與禮物，與
禪光育幼院的院童一起歡度熱鬧耶誕佳節，還自創口腔保健行動
劇，讓小朋友歡樂無比……

◆ 大林慈院「新生命俱樂部」將滿七年之際，舉辦冬季出遊活動，
器官移植病友們有如大家庭相聚般，彼此分享，一幕幕和樂美好
的畫面是給移植醫療團隊最大的鼓勵……

◆�一位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因車禍面臨腳截肢的命運，幸經臺北慈院
醫護悉心處理而保住，陰鬱心門也得以打開……

◆ 十二月十八日，慈濟六院中醫成員齊聚臺中院區，為培育慈濟大
學學士後中醫做準備，凝聚共識、分享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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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
十二月十六日

規律運動不嫌老

玉里����積��動「�者��
促�」�得����生局��，在十六
日上午��的「�������同樂
�」成果��中，受��������
代�，並�受���勵。�輩們��的
���滿呼�����，�了�現�平
日�動的成果��，更�得�場�烈掌
�，看�阿�阿�活力滿�的��，�
現場兩百�十����員�都��動了
�來，大����現，�來�動永�不
��。

在二○○�年��內的門�����

中，�現六十��以上十大��以「�
����相���」排行�一，佔百�
�二十�點�；國���局�料���
期�律�動�可提升生理��理的��
�力，並可��減���的��；��，

為了促��者����，玉里����
在二○一一年三月�開��動�者�律
�動，�現�的「���滿呼��」

�����，以���者的動作�行�
劃，��團�的�動，在�日���點
三十������活動。在��的積�
�動下，目�共在各��成立了��的
�動團�，�一百二十���者���
��動��，並���受�蹤�輔�。

��，����生局��在二十二個�
�單�中，��玉里��������
�單�。

�������目的重�，�了是�
▌小頑童的造型讓全場驚艷，看著老人家的健

康操，原來運動永遠不嫌晚。

▌黃寶玉阿嬤 ( 左 ) 分享個人心得，鼓勵長輩

們要多運動，不要在家做憨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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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阿�、阿�們來說
更是��。為了�現���的一面，玉
里和三�的�輩們在一��再�的��
��，並由�工為大�����服�。

��，�為從玉里�����的路��
�，���貼��排了�科李�佳�師
�行，以������狀況的�生。果
�，大�的用��得了�場��，當�
輩們����、�畫��、頭����，

一上����場��不已，看�阿�、

阿���的做����，���下��
�、�十�的「年輕�」都汗�不已，

�����向���輩們看�，��大
��都��動了�來。

�玉�����：「玉里�����
�是一�小型����，若���可�
動大型�����畫，�����上的
�制，��������的�式，�用
��的�力��，�可順利提升�動�
數��律�動，�上��不�的�立�
動目�，那��促��題�可��的�
�下�，而且可�可久。」現年�十�
�的��玉阿��呼�了��，在活動
中和大���個�的�動�得，�說：

「��我��是�在�尾 (瑞穗 )，��
��觸����的�動�，�得�的�
不�，�以��來玉里和女��，以�
都在�做�老�，現在��都�動�個
�都�活了�來，�以大������
來�朋友、��動，不�再當�老�。」

（�、��／陳�淵）

關山
十二月十六日

響應器捐愛傳愛

從十二月十二日�十六日，���
�����一年一度����活動�
傳��行，先以布��開活動��，

並在大�������相���以�
��者生�故事的掛�，�來不��
���奇而�足�覽；一幅幅的掛�
�說��一個不同生�的故事，��
�那����的生�開��果，��
在���上，����在。不同的是
��在更���的�義，且是得來不
易的��。

▌關山慈濟醫院於大廳推出為期一週器官捐贈

與移植布展，希望使地方民眾了解器官捐贈的

意義，並進而認同。攝影／林碧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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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尚待推廣  
同意器捐了無常

為了�同仁������識����
相��題，十�日由�淑�專科�理師
為����。

在十六日，活動��一�，是���
���「������」活動的日�，

上午�點�，同仁們早已在一樓大�布
��當，大大的�傳��上，��的�
�一��的活動行�。��活動則��
點開�，�中午�束。為�勵大�參�
活動並�識����活動的��，工作
�員�別在各各樓��活動傳單並解
說。�問一�年��十��的�者，「說
自己年老不����」，再�一�告知
年�沒��制，�則手���手�，�
回�問題。再�問年��十��的老爺
爺，�而不�，沒�回�。

�了�在��上協助����的同仁
��，其�同仁���走動，����
向������「何�����」，�
為提��問的��解�相�問題，��
����而�說服來���上�下「�
���同�書」，同����內同仁�
�工作�暇��來�下�一����義
重大的同�書。其中�便服�來的��
師��璽���來�署同�����，

其��年�的兩個女�已�主動來��
��，�則是在生一場大����悟了
�生�常，��一知���大����
�活動，趕�把����來。

贊同器捐與勸募  同仁以行動投入    

十六日午間十一點�，�樓���
��了�內的同仁��工，來自��
��的���協��理師為大�上一
堂「������」的�。�作��

▌於十二月十四日上午的衛教時間，吳淑蘋專科

護理師向候診民眾解說器官捐贈的條件及觀念宣

導。攝影／余惠珊

▌關山慈院放射師趙容璽（右）利用休假前來醫

院大廳響應器官捐贈簽卡活動。攝影／林碧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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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檔，淺�易�的��說�，�
上���協��理師��的��和�
�的口�，一件件��而且�動��
的�例��畫面的轉�不��現在�
�，�者���歷其��，�受�者
���的大�傳�。

老師提問大�是否�同����，

現場�百���十的�都�手���
同��。�而老師再提問說：「���
�和���論����相��題的�
�手？」��的手�得稀���。一首
���樣傳唱�，「�果����，你
��樣��你的�，�果沒���，�
�樣說再見」，����，大����
是��不�，�而��，�使是在��
工作的同仁，�不�易開口����生
�，可知������活動�是���
的�行��，尤其在���個����
的��。

下午一點三十�，由�桂君協��
理師��「����者照��相�流
�」。桂君��，������者，�
�予�當的�重�照�，�為�們��
以���的小�，可以轉�成更��的
大�。

活動�����落�，同仁們自動
自�的�拾�場和一樓��，�使用
�的場��復��先的�樣，盡��
拾��物，同仁們�上�不見��，

更�的是滿足的��，�為「用��
�力，�生���」。(�／��珊、

王�惠 )

花蓮
十二月二十四日

外科加護關愛育幼

「咚咚咚咚，赫！」��的��
����的�呼，�����的�
生，用��的����，��來自�
�����的大��大��。十二月
二十�日是耶����，���科�
�����團���同仁�日來��
的��物��禮物，�������
��提��度��的耶�佳�！

�����主�����狀況��
的��。為了�����們的�動，

�理�����勵同仁��自己的小
�一�����，��同行做��義
的活動��，�期�小朋友在���

▌護理師廖淑貞 (中 )表演吃糖不刷牙而牙疼的

麋鹿，與身材太標準的耶誕老公公林莊偉護理師

(右 )逗趣互動，讓小朋友笑開懷時也學會好好

口腔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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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樂的��，���自己���
�的��是��的��！

二十��可�的��列���，大
喊：「���樂！」，�����科
����主�何冠�、�理����、

常��工�足師��十����團�，

�使手裡��大�小�的禮物，��
�的問���，����理��一一
的�小朋友「give me five 」！

耶誕老人應景
歌舞帶動口腔保健

「��老��！」��耶�老��
場，小朋友��的大喊，不�，不同
���中���的耶�老�，由林�
��理師���的可是��形��的
耶�先生，���不��的大�皮耶

�老��不�的滑落，����們的
哄堂大�！

「阿���牛，走����……」

���足師��動的輕��曲，��
們�上的生����的��，個個都
�力的�上�拍，小小的手���的
�動。「來來來，來���裡」，一
��大���的年輕�理師�開�手，

�����同一�的小朋友，���
��小�，���小朋友做動作，�
而拉�手、�而�手轉�，大小朋友
跳得�開�！��上場的是��團�
��排�的口���行動�。

「�，我的�����！」戴��
鹿角的�理師�淑貞摀���說。�
��吃��沒���上���的�吃
�鹿。「小朋友，�果可以�我吃一

▌外科加護病房醫護團隊不畏寒流，利用周末假日到禪光育幼院與院童提前歡慶耶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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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嗎？」「�！你��看我��一下
�！」�理師�淑貞句句��生動的
�白，�耶�老�一�一唱的�佳臨
場反��得滿堂彩，��們的���
�彼落。「�一下，�我戴一下我的
��。」�理師�淑貞說�說���
�了一個���大��，並�問��
是否知��何正���，「我、我、

我！」��們�先排�，��用大�
�為大����。

「我�，我�，我���。」��
����了���的�樂，��開�
的��大��、大��手��手跳�
���，大小朋友開�的玩在一�，

��們�從��中了解�正���的
重�性，��小朋友們���未盡的
大喊「�可」，希��再跳一�！活
動�在�樂的��中告一個�落。

活動�告�束，�����的��
用專�的�獅����
��大��大��的來
�。��的��活動，

在�個�的內�都留下
的�動。林�足師��
�，�在洗手間��了
一�����的��，

��小朋友流�淚說
「我想��」，���
��，便�小�說：「那
你看�面�一�師��
你��，����。」

說�，����小朋友
一個溫暖的大��。

分享靜思語  促成關懷之旅

「�形的物��別�，�形的�
��自己，」�理師�桂�三個月�
在�日例行��上���思�。�為
�句�思�促成「����」活動。

�為�思���的�理����，在
科內�動�日�思�活動，希�同仁
在����的工作��中，����
�思�，��彼�的�靈，�而��
�友更�的照����。當�正��
��重陽�老活動的����為，同
仁或�可以����者的�����
更�的�。

�是，�������副���淑
貞�理師���想�。�為�科���
�的�理師�為二、三十�、活���
的年輕女�，�以��以小朋友為主的
�����，並開�向同仁����物

▌外科加護病房何冠進主任 ( 左二 ) 與護理師們恭敬地發送祝福紅包

給院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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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玩
�、�物�禮物，��團�們希���
��一個��的耶��！

���說，�科����團���
�年輕，�十����，���年�
��界�����二���，�年�
助二��千元的生活基金。�年��，

�����二個���來的����
�，是��團�在��的工作��，

�大的�靈�糧！��，�單�同仁
們的���積�參�，��圓滿��
��活動，�期����傳���下
�！（�、��／���）

大林
十二月十七日

新生相聚暖陽下

���一個�，大林�������
友�「�生�俱樂�」�二○一二年一
月��滿�年了！在大林�����得
������的�永�，看�自己重生
�相���的������皮，�裡�
�喊���、別亂來，��裡盡是�喜
的�采。�流擋不�大�相�的��，

十�日��，�����友����活
動，一個�一個小����成希�再現
的大��，相����生�的鹹��。

資深資淺互打氣  
新生命用心揮灑

活動中，�「��」的�����
友�永�，��「�淺」的劉�瑞，三
個月����的�可是�友裡��活力
的。一上車��不������的��
禮物����大�。�來是�林的��
咖�，一手一把�得滿滿的��、六�，

從車頭�車尾和��的�友��。「自
己�不��，希�在大��上�取�貴
的��，�自己�來���，�期��
趕�再開�工作。」

在����埔里一日���，���
科主�尹��先和大�叮��日常生活
以�用�上���的��，��惜得�
不易的��，�����的����踐

▌活動即將結束，禪光育幼院院童也表演祥獅

獻瑞，感謝花蓮慈院外科加護病房大哥哥、大

姊姊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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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理想，�是���者�大的回�。

����流轉，陽�露�，���溫
��回升，�照�大�喜�的�潤��。

�一�來�埔里的⾹��，�覽�員在
�寮中����說�，不同⾹�生�的
�件����大�的��成�。�來，

成�的⾹���個拔�，���下一�
⾹��再���頭的��，��用�照
�，���生生不�的�成大���上
的佳�。

�年��受����的��沈已�在
�南工作，�����何玉���留�，

�覽�束�，��兩�在�寮裡���
�，不一��功夫已��了一大�。�
���的生���，當自己生��現�
��，��������了自己�一�
�的生�，三十��的��沈，���
�一�路��用�揮�。

�工���和�理協�師洪��為了
活動�碌了�久，動���的�排，期

���在��裡�來溫暖的陽�。��
一���、��的活動，復�的���
生活的各種�味，都在相�打�中�得
了��，����行的動力。

家人團圓  幸福的滋味

�二�來��上的��手��，�個
�����思，���平凡�奇的彩�
�，��一�成為活靈活現的��、小
狗���。��獨一�二的�作都�在
不久���的活動中現�。

「����伏伏的！」�永�說。�
年�的����，�陳⾹��回了生�
��的先生永�，�年�，�一個��
的小生���已�念國小一年�了，�
���的�碩�已�三�了，�材��
�的��已����的���了，陳⾹
�一手�在���上，��說可以省�
�力�。儘��是���不得�的悶，

但�永�可是������尹��主

▌拍合照囉！尹文耀醫師流露活潑幽默的一面，

逗得大家笑顏逐開。

▌出遊前，尹文耀醫師先叮嚀大家平時用藥的小

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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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想�������、��老
�不離不�的照�，�����得開�。

��是一場生�的�年�，不論是�
受��的����，�是���間的�
�，大�都用�����的生活，��
�團���的��。�見�夫�檔、�
�檔，��一���員�動。�回��
小���活動，��一聯�，���得
�烈��，�回��友�為工作��成
行，��別提供了壽司�參�的「��」

們，吃在�裡，�滿的是��的�味。

回首驚嘆十年　預約美好未來

�回看，大林����從二○○一年
開��一例的����，�現在��已
�成二十�例����、十�例���
�。��十年是�療團�點點���累
積而成的果�。�一路上�滿��的�
��科主�尹��來說，十年不是一個
句點，��是一個���，���預�

下一個更�的十年。

「在��十年，來�大林�����
�十年，未來十年，��更�的�力，

���團��揮更�的力量。」尹��
�師不�思��未來�力的�向，不論
是��技�的��、���療技���
�的傳�，以�����的�動，都是
�自己不敢��懈�的使�。 
生��是一種自�的��，但��我

們����。�何����那��傷�
�的��？不�，�一種�式，���
���在一個��中的�，�種在兩個、

三個，或更�的���中，�了���
�不���。�，更�一��大的��
力�，���正面���、�和�傷，

�正面�未來的路。一��一�重拾�
生��的「�生�俱樂�」��，正用
生���������的�。（�、�
�／于��）

▌許永發接受肝臟移植後，兩個活潑可愛的孩子

出生，讓他的新生命更加豐富多彩。

▌母愛無限，接受母親腎臟捐贈的方文沈，要更

珍惜重新獲得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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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十二月二十二日

費心救治免殘疾

二○一一年�月，二十三�的���
�坐�車在���車�，�大�車�行�
成右�開�性��，��附�����，

當��師告知可����。������
������，哭得���，���生想
�的念頭。����不已，���轉��
北����積�的�療，�科洪碩穗�
師、�形�科盧���師以��理�員�
作�間，三個�月來不���何��盡力
挽�、��照料，������的�，扭
轉了������的��。

八成截肢機率  醫師聯手留腳

當�朋友騎�車，��坐在��，路
上��一�大�車��從巷�衝�來，

��不�而�生車�，朋友受輕傷，�
���大�車�行�三十�尺，��右
�開�性��。��回想當�的�況�
����的說：「我看�自己的右��
曲�形，�頭都露�來了，�可怕！」

�����附�的��，由�是一大�
開�性傷口，沾滿了�面的��，�成
����，���師為��行��固�
�說：「你的����理，�怕���
了。」����崩潰，�想：「�樣不
��掉�了，�果���掉，我活��
�什��義？」

��的��相當��、��，���
���轉��北����積��療。�
科洪碩穗�師���告��：「���
�成的�率���，但沒�傷����，

我�盡力��看。你的�是開�性��，

�頭�成���，而且受�����，

�三��一的�率��成���，你�
��期�戰的�理��。」

����三個月的期間，洪�師為�
�行��手��療，再由�形�科盧�
��師�行�皮，兩��師�����

▌臺北慈院骨科病房護理同仁仔細替承峰換藥，期間也鼓勵

他放開心懷。攝影／康芳瑜

▌臺北慈院骨科洪碩穗醫師為李承 (右 )峰進行各式神經反

射檢測，評估復原狀況。攝影／徐莉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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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復��況，盡量���生���，�
��相當�動。

轉變消極心態  開心門樂分享

�開���的��，���為���
���，��都眉頭��，��躺在�
上����自己的左���手�是�在
的，� B���理�員不��勵���
下�活動，但�怕�而且�頭暈不�的
�狀，�是���理�員的�勵。�理
�������說：「我們知�傷口�
的��，已�幫你打止��了，�果再
不下�活動，�����掉�！」

��團���不��的�說，�一�
����願�下�了，在�理�員的扶
�下�一�坐輪椅，�理�員����
�理�一�，�一����員都���
大的�勵�掌�，�������開�
�，開�和大����動。��的�二
個月，�已和�理�員�立友�，開�
��自己下�並且和單��工��，�
�樂�幫��理�料，��和其��友
���療��，�相打�。��的�一
�，��別一一和�理�員��，��
�重。

目����期回門���、�受��
��療，�行復�。��������
��員的用�和�力�常��，��說：

「洪�師和盧�師的�����，兩�
�師��得��，�士們�貼�、��
的照�我，��了我的�，�的���
你們！」（�／��惠）

臺中
十二月十八日

六院中醫 合心傳承

��大��士�中�����一○一
�年度正式成立，��六�中�團��
為�大中�������，未來中�團
���大中���間的����，是�
重�的工作。為�����療����
���，十二月十�日�師�中���
行�二�中���共識�，以「�何�
�����」為軸�，�論各��中�
�����向。

六�中�團�，�了�主�中��中
�科，����柯��主�、�北��
陳��主�、共六十���師、�師�

▌中醫共識營開始前，由各家慈濟醫院中醫科主

任介紹該院的特色，由左到右分別為花蓮慈院柯

建新主任、臺北慈院陳建霖主任、臺中慈院王人

澍副院長、臺中慈院陳建仲主任以及大林慈院陳

柏全主任。攝影／梁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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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員��一堂�論。�中各�主動
提�可用��，�：����以�傷科、

泌尿���的���療見�，大林��
����個�在����列��，�北
��門�量大、�科�受��；�中�
�則在中��研������專�。其
中，����離�大��，����士
�中����師的�務，而臨�、��、

研����共�，各���成共識，未
來���������大�的���更
���。

�中��中��為��中�不��
力。陳�仲主���中������
年來的���得，�括參�中���

�義�、小��中����的��，

以���療�的�����。���
���，���做��的獨��式，

���的代�們�現「�來中��可
以做得�不一樣」。�北��中�科
陳��主�����，各�主動貢�
��、�不��的��，是��中�
團��大��。

��六�中�團���共識，彼�
�作，�開���中�師的傳�使�，

��中����向成為國�中��典
�的�想��。（�／�中���傳
�）

▌六家慈濟醫院中醫團隊於臺中慈院大廳留下合影，為接下來培育中醫後進寫下序曲。前排坐者左起：

臺北慈院吳炫璋醫師、大林慈院葉明憲醫師、藍英明主任、葉家舟主任、臺北慈院陳建霖主任、臺中慈

院王人澍副院長、陳建仲主任、大林慈院陳柏全主任、臺中慈院劉淑玲督導、臺北慈院李孟蓉護理長、

臺中慈院李莉君護理長。攝影／梁恩馨



的足跡...
臺中慈院 
���二�一三�二，��凃���師�白�、小��、大��的�理師們，

����切、����、��照�，������，����工的�切����
�，���裡的一切事物，����。

�小�

����科李���生���己，����的耐���念��一���，用�
的為�個��解���，�的�常�����李�生�丁�理師的��，���
��溫�。

�小�

大林慈院

�����開刀��，主��師是�昌國主��師，��師����，手��
常順利，�二�是星期假日，��照常來����，不僅����、��問暖，

且以�切的�度解說�����的事項，�種����的良����值�揚！

洪小�

花蓮慈院

������師從我����，�從未���我，�力以�把我的���制在
�佳狀�下，�我可以����回�休�，�裡的千���，���一句��你
們，在���你們���理師�����師�事��，�想事成。

�小�

來自病人與家屬的溫馨回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