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濟醫療誌
歲末迎新春慈濟醫療六院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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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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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事事如意的吊飾與手寫卡片，都是同仁們

親手製作的用心成果。

▌從經藏演繹手語中，看見同仁平日練習的成果與醫療人文的展現。中為張玉麟院長。

▌玉里高中黃裕松同學在臺上分享，擔任醫療志

工對自己所帶來的心靈成長。

▌有愛大聲說，五樓病房護理同仁謝彩琳（右）

分享在玉里慈院感受的關懷與照顧。

▌張玉麟院長（右二）和同仁們共同獻上手工吊

飾與感恩卡，與辛勤奉獻的醫院志工結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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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
歲末感恩時刻  

齋戒懺悔發願行

一月十九日，玉里慈院舉辦歲末感恩餐

會，除了在七樓餐廳準備溫馨的家常菜，

來感恩全院同仁一年來的辛勤付出之外，

並特地以同仁手工製作的「柿柿如意」吊

飾和手寫感恩小卡，來向默默奉獻的醫院

志工們表達感恩之意。院方更頒獎感恩熱

心服務的十位志工，其中就讀於玉里高中

的黃裕松同學，是唯一獲獎的學生志工。

黃同學說：「和玉里慈濟醫院結緣是

從三年前開始。當初只想認識一下醫院的

服務型態，沒想到在師兄、師姊的接引之

下，漸漸地喜歡上了這項課外活動，而且

一直做到即將畢業。可惜年中之後將到外

地求學，還不知道會到哪邊讀書，到時候

能來醫院的機會將更少，未來希望能常常

回來服務鄉親。」事實上裕松的家，是住

在距離醫院半小時車程的富里鄉，往返醫

院服務都是由家人載送，雖然路途遙遠，

他仍堅定地參與醫院志工服務。這一切除

了個人的發心立願外，還有來自家人的支

持；一位高中生能有此精進勇猛心，讓大

家都相當敬佩。

餐會當中，醫院同仁們特地準備了「一

性圓明自然」和「懺悔法門廣演」兩首經

藏演繹的手語表演，分別由醫護與行政同

仁擔綱演出，呈現平日練習的成果，也期

待透過演繹無聲說法，鼓勵人人都能響應

誠心齋戒、茹素大懺悔。

除了手語表演，餐會活動更特地安排

了有獎徵答的活動，以靜思語和人文機智

問答為主，透過搶答的方式來提升大家的

慈濟人文素養。當活動進行到「有愛大聲

說」的單元時，是整場餐會最精彩的部

分，搶答者要上臺分享個人想感恩的人事

物，並說出在醫院內服務的心得。五樓病

房護理同仁謝彩琳上臺述說自身的故事，

她表示由於母親已往生多年，所以在去年

初為人母時，坐月子必須由婆家來照料。

期間看著婆婆對自己無微不至的關懷和視

如己出的照顧，讓自己相當感動與感恩，

也認為這都是在慈濟大家庭中，才能獲得

的福報。

感恩二○一一、用心二○一二，玉里慈

院的年終感恩餐會，雖然沒有豐盛的大餐

和昂貴的獎品，卻透過手語表演與人文活

動，在靜思文物禮券的鼓勵下，為每個人

的心靈加分，讓同仁們在寒冷的冬夜裡，

依舊能夠感受幸福正在溫暖地洋溢。（文

／唐昌澤、攝影／陳世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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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
護老送暖過年關  

邀約圍爐迎龍年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清早，眼

看農曆年要到了，潘永謙院長與管理室

黃坤峰副主任、居家護理師、社工、志

工等一行人，出門去探訪醫院附近的老

人家，除了致贈生活物資、叮嚀生活起

居，最重要的是關懷老人家身體健康情

形，最後，更沒忘了邀他們新春時來醫

院一起圍爐好過年。

一別前一日的晴空萬里，灰濛濛的

天空、驟降的氣溫，彷彿是老天爺也在

悲憐獨居老人的困境一般。首先拜訪的

是高齡八十二歲的廖阿嬤，她與媳婦和

孫女同住，早些時日社工家訪時，身體

並無大礙。但這天一進門，只見阿嬤蓋

著層層的棉被躺在沙發上，小孫女張著

大大的眼睛好奇地盯著我們。潘院長親

切地上前問候，媳婦告知阿嬤從昨天就

開始不舒服，院長初步診斷阿嬤應該是

痛風發作，因為沒辦法走動，身體感覺

忽冷忽熱、血壓也有些高。院長建議阿

嬤應儘速就醫，此時媳婦拿藥袋給院長

看，院長除了仔細地解釋各類藥物的使

用方式及服藥後的反應，也在藥袋上寫

下應對某些藥品更動的建議、同時簽

名，請媳婦下次到醫院拿藥的時候將藥

袋給醫師參考。除了送上關懷，管理室

黃坤峰副主任也代表慈濟基金會致贈物

資，並送上關山鎮獅子會代表所提供的

棉被及養生食品，向廖阿嬤道別後、繼

續前往菊嬤的家。

將車停在山邊路旁，大夥兒上坡尋找

菊嬤的家，步行約莫五分鐘後，映入眼

簾的是一個坐在小凳子上佝僂的身影，

背後是堆積如山的資源回收物。七十九

歲的菊嬤平日靠每月請領殘障津貼以及

做資源回收維生。建在山坡上的鐵皮屋

不但交通不便，屋後就是一大片斜坡，

屋頂距離高壓電纜相當近，站在屋前都

能聽見電流劈哩啪啦地作響。陳桂珠護

理師上前與菊嬤寒暄，潘院長替菊嬤稍

作檢查，並詢問藥物使用狀況後，一旁

的志工問起阿嬤腳傷的原因，阿嬤說這

是日據時代被流彈傷到的，讓人不捨。

替菊嬤把各方愛心物資拿進屋後，緊接

著走訪下一戶人家。

阿雲約六十三歲、自小失聲，現由

八十六歲的老母親一力承擔照護。阿

雲一見到陳桂珠護理師就像看到老朋

友般。潘院長幫阿雲檢查過後，向阿

雲母親解釋病情：左腿腫大是因為靜

脈阻塞，原因可能是長期缺乏運動。

阿雲母親說之前有吃過一兩次藥，但

因為現在自己眼睛不好，不敢出門替

女兒拿藥。潘院長聞言，開始詢問老

母親的眼睛狀況，原來她在過去噴灑

農藥時曾不小心傷到眼睛，再加上有

白內障，因此視力加速退化。陳桂珠

護理師表示，這是她以前在衛生所時

的個案，如今雖來到關山慈院、卻仍

放不下這對母女，恰好負責的業務又

是關懷獨居老人，於是便順理成章地

將這對母女列入照護名單內。由於其

他親戚都無力照顧兩人，不禁讓人聯

想到若是未來老母親往生了，獨自

生活又無法與外界溝通的阿雲該怎麼

辦？桂珠護理師一說到這，不禁有些

哽咽。臨別前，阿雲分別給了潘院長

和桂珠一個大大的擁抱，儘管外頭風

大又冷，老母親卻仍是堅持送我們到

門口。

最後來到八十一歲潘阿公的家。阿

公因脊椎受傷且右腳截肢而使用輪椅

代步的他，卻能夠將屋後一片菜園照

顧得有聲有色；住在鹿野的女兒，偶

爾會來探望他。生活自理無虞的潘阿

公，有按時吃藥、血壓也很正常，對

於一行人的到來，露出有些害羞但開

心的表情。志工們與阿公相談甚歡，

同時也熱情地邀約阿公來醫院參與大

年初七的圍爐。潘阿公雖然不斷推辭，

最後仍是難卻盛情地答應了。

祝福這些老人家能平安度過寒冬，過

個溫暖的好年。( 文／王詩惠、攝影／

林碧麗 )

▌高齡八十二歲的廖阿嬤身體不舒服地躺在沙發

上，關山慈院潘永謙院長初步診斷是痛風發作，

應儘速就醫。右為陳桂珠護理師。

▌住在山坡上的菊嬤靠著殘障津貼與資源回收維

生，關山慈院送來生活物資，預祝來年平安。

▌無法說話的阿雲左腿腫大，王愛倫護理長為她

量血壓，潘院長一邊檢查身體狀況。

▌關山慈院同仁與志工跟潘阿公聊著天，也邀他

別忘了來圍爐，除舊歲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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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給仍在工作崗位上執勤的同仁。潘院

長特別介紹檢驗科蘇宏典股長，去年度

協助醫院爭取法務部矯正署臺東戒治所

尿液篩檢年度合約，雖然只有一個人，

但仍到院外服務，幫醫院增加約數十萬

收入。

午間，一行人接力趕到玉里慈院，除

了帶來眾人的祝福外，更為這群站在守

護生命第一線的同仁們加油打氣。首先

來到五樓病房發送平安福袋、福慧紅包

等，讓大家雙手滿滿，心中也溫暖滿滿。

除病房外，隨後轉往第一線的服務單位

感恩醫護人員犧牲假期的付出。

張玉麟院長也和大家分享服務病患的

心得：「很多病人在看病時都會很緊張，

尤其第一次看病的初診病患。如果是阿

公、阿嬤的話，我就會先用日語問候，

簡單的一句『歐嗨喲』，長者就會倍感

親切。原住民阿嬤來看病，我就用阿美

族語問她，『哪裡阿啦啦？』就是哪裡

痛的意思。阿嬤一聽醫師也會說族語，

就很開心地說，『頭也阿拉拉、腳也阿

拉拉，還有腰也阿拉拉！』要如何判斷

阿嬤哪裡真正痛呢？當觸摸患部時阿嬤

真正痛的話，就會說『阿拉咕』、很痛，

而且『咕』字拉得越長就代表越痛！」

此話一出大家哄堂而笑。雖然有趣，但

是用這種方法照顧病人，不僅可降低病

人緊張，也可拉近彼此間的距離，還能

改善醫病關係。

新春假期病人數激增，雖然人力有限，

但醫護同仁都知道，有了大家庭的支持

與鼓勵，關山和玉里慈院的同仁將持續

精進，堅守崗位。(文／王詩惠、陳世淵、

曾慶方 )

玉里 關山
醫療大家庭 年終感恩送祝福

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六點十五分，由德

旻師父、德宸師父領眾，林俊龍執行長

與花蓮慈院院長室主管等一行人，搭乘

火車或開車載送物資往南；首先前往關

山慈院關懷新春期間堅守崗位的醫護同

仁，感恩大家一年來的辛勞，也為來院

大德獻上春節祝福。

當天上午陽光普照，關山慈院醫護

同仁及志工們興高采烈地齊聚大廳等

候，當精舍師父與林執行長等人出現，

大家眾口齊聲地問好，表示最誠摯的

歡迎。隨即展開的溫馨座談，首先由

黃志雄醫檢師分享，他感恩證嚴上人

創立關山慈院，也感恩執行長非常關

心慈院的硬體設備，讓偏遠地區民眾

同樣能享有醫學中心級的醫療服務。

接著，由二○一一年七月報到的慈濟

技術學院公費畢業生羅淑娟護理師分

享，她開朗的笑容與誠摯的語調，讓

現場充滿躍動的生命力：「這裡離家很

遠，所以學姊都常關心、鼓勵我們，讓

我們感覺很溫馨。在關山慈院我們是多

元的角色功能，除了病房，也支援急診，

還充當「警衛」！在這裡也得到許多新

的體驗，例如可以參加人醫會到偏遠地

區的義診，今年一月我還去雲南參加慈

濟的冬令發放，現在也參加水懺的演繹。

我們都覺得很幸福！也都有意願想要繼

續留在關山慈院服務。」她的分享讓花

蓮慈院護理部章淑娟主任讚賞不已，認

為足為新進護理同仁的借鏡。會後，德

宸、德旻師父和執行長偕同潘院長將福

慧紅包、裝著代表平安的蘋果和發糕的

福袋，一一發送給與會同仁及志工們；

接著到三樓病房探視住院病人，希望病

人在住院期間也能感受到過年的氣氛。

繼續來到一樓大廳，將福慧紅包和福袋

▌靜思精舍德旻師父於病房送祝福，祝小朋友早日

康復。攝影／曾慶方。

▌於關山慈院大廳，左起林俊龍執行長、古花妹督

導、潘院長、陳培榕副院長、章淑娟主任送福慧紅

包給同仁和民眾。攝影／林碧麗

▌包著蘋果與發糕的福袋，讓玉里慈院同仁們感受

到來自慈濟大家庭的關懷，春假期間持續守護生命

的任務。攝影／陳世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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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裡，讓志工感受到我們滿滿的愛

心與關懷。」

歲末志工感恩餐會於一月十七日中

午舉辦，一桌坐四位志工，「怎麼還

多一個空位子呢？」師兄、師姊好奇

地問。原來有一班戴口罩、身穿可愛

圍裙的整齊隊伍，由醫療志業林俊龍

執行長、高院長與六十位科室主管上

菜；這群「上菜師」填補了每個桌子

的空位，恭敬地奉餐，貼心地為師兄、

師姊斟茶、夾菜，只為能多回饋志工

一點。

「師姑，才四點半而已，這麼早

要去哪裡？」「我要去醫院幫人家掛

號！」隨著餐會上「志工的一天」的

影片播放，介紹了陳月英師姊從早上

四點半就開始的志工行程；醫院的每

個角落，有許許多多像月英師姊一樣

的身影，陪伴花蓮慈院走過了四分之

一世紀。

夜巡花蓮  送暖街友度寒冬

十七日晚間七點，餐會結束後，林

執行長與林媽媽慈聯師姊及王志鴻、

陳培榕副院長，在志工陪同下分成兩

路，帶著保暖衣物與民生物資前往花

蓮火車站、聖天宮帝君廟、佳山橋下

和佐昌公墓等定點發送，用行動關懷

街友外，也祝福他們能溫暖過新年。

「把愛心包進去」是慈濟人物資打包

的一貫原則，顏惠美師姊表示，一個

睡袋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對一般人

來說也許不算什麼，但是對街友來說，

不僅可以改善他們的生活，更能夠送

上心靈的溫暖，讓他們在春節將近時

分，知道自己沒有被社會遺忘。

收到物資的街友們笑開了眼，將睡

袋緊緊摟在懷中，有的更是滿足地圍

起圍巾，頻頻雙手合十向醫護團隊與

志工道感恩。

愛心蘿蔔製成糕  

好彩頭喜賀新春

花蓮慈院決定要在辭歲拜年時獻上

「好彩頭」給予上人祝福。所以在一

月十五日星期日要先去採蘿蔔，這天

陽光難得露臉，高院長與同仁帶著家

人到罹患小腦萎縮症的病友楊文港的

有機菜園，親手體驗拔菜頭的樂趣，

花蓮
親拔好彩頭  送暖街友好過年

從年終到新春，為了感恩志工、感

謝同仁、關懷弱勢，也一定要送上祝

福給上人，花蓮慈院陸續舉辦多項活

動，大家忙得不亦樂乎。

親繡手絹道感恩

一月九日中午的行政主管會議開始

前，高瑞和院長等近四十五位醫護行

政主管一如往常地來到會議室；不同

的是，大家不僅提早十分鐘抵達，更

是人手一根針，由潘國揚主任開場手

絹刺繡教學。潘主任說：「縫得美醜

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心意；一定要親

手縫，不可以偷偷拿去給繡學號阿姨

車工喔！」王志鴻副院長拿起針線來

有模有樣。原來王媽媽是刺繡專家，

他從小就在媽媽身旁幫忙拉布，雖然

從來沒有做過針黹，卻從觀察母親的

手藝中體會到穿針引線的訣竅，讓他

在第一次刺繡就拔得頭籌。「古早的

年代，嫁妝就是一臺縫紉機喔！」章

淑娟主任老神在在地一邊聊天、一邊

刺繡，完成品就如同縫紉機所車出來

般既快速又整齊。而高院長正仔細地

繡著每個字的筆畫，他表示：「新年

度的開始，為了感恩志工菩薩，我們

用刺繡這種方式來道感恩。刺繡需要

用心，將對志工的感恩心縫進手帕上

▌花蓮慈院各單位主管紛紛發揮女工能力，將感恩

志工的心意透過針線縫進手絹裡。攝影／楊國濱

▌來自俄羅斯的迪米崔，二十一日中午因為背痛

連帶左腳痛，從和平送到花蓮慈院急診，高瑞和

院長（中）與護理部章淑娟主任（左）與他分享

中國農曆年的喜氣。攝影／黃思齊

▌花蓮慈院王志鴻副院長（左）堅持要將物資親手

送上，讓街友們也能夠溫暖過冬。攝影／陳安俞

▌由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左排前）、高院長

（右排前）及醫護行政主管們親自上菜，用行動

感恩志工。攝影／楊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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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在十八日傍晚，醫院主管們齊聚

同心圓餐廳的廚房，開始洗、刷蘿蔔，

有人負責削皮……準備好材料，接著

靠供膳組江月貞組長與廚師團隊的巧

手料理下，在地又健康的美味蘿蔔糕

隨之出爐。

一月二十日清晨於靜思精舍辭歲拜

年的時刻，由高院長將花蓮慈院的「好

彩頭」呈給上人，並祝福全球慈濟人

新年快樂。

一月二十二日除夕夜，花蓮慈院院

區也散發著年節的氣氛，因為有三組

人馬，包括高院長、陳培榕副院長、

王立信副院長與護理部章淑娟主任、

督導們，在志工的陪伴下四處獻上福

慧紅包，轉達上人給予值班同仁與住

院病人最真誠的祝福。 ( 文／魏瑋廷、

彭薇勻、游繡華 )

大林
全院手製禮  伴手謝志工

志工組統計，從二○○○年啟業至二

○一一年共有兩萬六千五百四十位志工

到醫院服務，累積總時數超過四百萬小

時，而其中十一年從沒間斷過服務的有

一百五十二人。

貴枝嬤服務時數超過一萬小時，每天

仍從大林鎮三和里走兩公里的路到醫院

做志工，雖然已經八十二歲了，她說，

要做到不能做為止。同樣高齡的李瓊

榮，每周除了在環保站做分類，到了周

六就騎腳踏車到火車站搭車到醫院，他

說，「那麼多歲已經夠本，能多活一天，

就多做一天歡喜的志工。」醫院的人情

溫暖，志工不可或缺。

於一月十二日，大林慈院邀請志工前

來圍爐以表達對志工一年來辛勞的感恩

之意，除了熱騰騰的火鍋外，醫院同仁

也替每位志工準備了一分絕無僅有的伴

手禮；手提袋裡有卡片、書套、大愛米，

不誇張，每一樣都是同仁手工製作，前

後共花了三個多月的時間完成。

別看這小小的手提袋，從開始剪裁到

車縫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是用回

收的米袋，所以剪裁後不小心就會一絲

一絲的掉線。書套的製作也是從開始剪

裁布開始，光是裁縫車就讓同仁們吃足

苦頭。

耳鼻喉科醫師李丞永則駕輕就熟，他

笑著說：「我以前有做過一些手工啦，

所以這個還算簡單，凡事只要用心看、

用心學，生活到處都是智慧。」加護病

房主任范文林可就沒那麼「幸運」，他

一手拿著布，另一手扶著布的另一頭，

只見腳才輕輕一踩，整塊布咻的一聲飛

了出去，把自己嚇了一跳，還沒回過神

時，周圍的人已經笑成了一團。神經內

科主任曹汶龍說自己年紀大了，不敢挑

戰這麼困難的大工程，於是走到另一邊

拿起剪刀，幫忙將回收的米袋拆線，以

▌花蓮慈院發起「好彩頭」活動，從拔蘿蔔到準備材料到成品，為獻上歲末祝福給上人與全球慈濟人。

中圖左起護理部方淑華督導、主秘陳星助、劉鴻文副院長、章淑娟主任、林雅萍督導。攝影／黃思齊

▌大林慈院簡守信院長（中）、賴俊良醫務秘書（左）等人代表將手作伴手禮送給醫療志工，感

恩一年來的辛勞。攝影／楊舜斌

攝影／陳安俞

▌四大志業法船啟航，志業體同仁齊向證嚴上人

祝福法輪常轉、新年快樂。攝影／黃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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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弟弟一起打掃。小哥哥果然很快學

會打掃的「撇步」，把自家的家具刷洗

得乾乾淨淨。

家醫科林名男主任仔細將吊扇、電燈

一一拆下清潔。並說，「集合二、三十

人的力量，只要幾個小時的時間，就能

讓鄉親家裡很乾淨很有意義。」不到兩

小時的時間結束打掃，大家為林家大門

貼上春聯。

另一隊前往位在梅山梅圳村的林阿嬤

家中，七十多歲的她總是捨不得把人家

送的舊衣服丟掉，房子內塞滿了琳瑯滿

目的回收衣物。醫事室的女生們負責廚

房的打掃，把原本髒亂的櫥櫃、流理臺

和鍋碗瓢盆都刷洗乾淨，連佈滿油垢的

除油煙機也整理的像新的一樣。

職業醫學科賴育民主任整理起小孩的

房間，並著和小朋友溝通，讓他們學習

正確觀念，整理並愛護自己的家園。中

醫科陳柏全主任則身先士卒，並說「最

髒的地方就自己來」，自願承擔廁所的

整潔，其他中醫科醫師則一起整理一間

堆滿衣物的房間。其中新婚沒多久的中

醫師楊紓怡很有感觸，由於剛結束蜜月

行程，跟今天的感恩戶對照起來，更能

感受到自己的幸福。她的先生張景翔，

特地從臺北回來參加活動。

穿梭在各處的劉鎮榮主秘，一會兒掃

地、擦桌椅，一會兒又和女兒刷廁所、

洗椅子。他說，這次帶女兒參加，就是

希望能讓她看看外面，回家後也能主動

幫忙家務。

隔壁鄰居看到原本髒亂的房子煥然一

新，紛紛豎起拇指說：「真的乾淨，有

夠厲害！」清掃完畢，大家替大門貼上

新的春聯，預祝新年的順心如意，並致

贈關懷紅包給對方，希望讓他們安穩過

年。（文／黃小娟、江珮如、楊舜斌）

備做成手提袋。

書套裁縫完成後，再來就是把布燙

平。最後一道手工則由公共傳播室協助

完成，三百五十份的書套封面，原本只

是單調的深藍色，經過美術設計組組長

黃淑婷手中加工，一朵朵的白色蓮花彷

彿栩栩如生綻放在書套上，而另一旁用

篆書寫的心寬念純字樣，則是出自於高

專于劍興手中，即使在每天趕工下而寫

到眼睛乾澀、右手麻痺，但大家只要一

想到對志工的感恩，就會不自覺地埋頭

繼續做。

冒著寒風，不畏懼水的溫度有多冷，

在總務室同仁協助下，大家一起製作手

工紙，看似簡單的動作，卻是讓一群人

手忙腳亂，完成後的手工紙，由院內同

仁提筆寫出句句肺腑之言。

簡院長以志工的服務精神勉勵醫院同

仁，要學習志工如何站在病人的角度思

考，用心做到病患還沒說出口的需求。

感恩志工，來年也請繼續陪伴。

出坡大掃除  動手賀新年

除夕即將來臨，也是同仁出發去打

掃的日子了。一月十一日早晨，雖然氣

溫只有十六度，但大林慈院六十多位醫

護行政同仁攜家帶眷，分往雲林縣臺西

鄉、大埤鄉與嘉義縣梅山鄉三條路線，

將為感恩戶居家大掃除。

簡院長帶領的臺西路線是到和豐村的

林家打掃。醫務秘書賴俊良醫師雖是第

一次參加打掃活動，但看來駕輕就熟。

一開始就鎖定林家就讀小六的大兒子，

教他如何搬家具、清理刷洗，更要求他

▌送給志工的每一樣小禮物，都是大林慈院同仁磨手皮用心做出來的。攝影／江珮如

▌大掃除完畢，居家環境恢復清爽，簡守信院

長為林家門口貼上春聯，祝福新的一年有好的開

始。攝影／黃小娟

▌阿嬤家中堆滿東西，同仁幫忙分類恢復整齊清

潔。攝影／楊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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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義診下廚樣樣來  

付出慶新春

快要過農曆年了，一月七日星期六，

臺北慈院由院長趙有誠和副院長張耀

仁、徐榮源帶領，共六十三位醫護同

仁赴關渡園區舉辦義診，提供內科、

外科、復健科、耳鼻喉科、家醫科與

中醫科看診服務。短短兩個小時，就

有一百零七位感恩戶掛號，同時參加

歲末祝福、圍爐團圓和冬令發放，一

旁也有春聯與眾結緣，不但醫治身體

的病痛，也獲得心靈的膚慰與實質的

幫助。感恩戶收穫滿滿，發心奉獻的

醫護同仁，也是見苦知福，感受利他

助人的快樂。

緊接著，於一月十一日舉辦歲末感

恩餐會，響應上人「千人素食八分飽」

的理念，讓大家體會克己復禮的用餐

方式，以行動減少全世界的飢荒問題。

而感恩餐會上的佳餚中，有一道私

房菜，那就是幾天前院長室與同仁們

共同製作的泡菜。當「幸福的臉」的

音樂響起時，大醫王與白衣大士上菜，

志工爸媽也笑臉盈盈地隨著音樂拍著

雙掌，並跟著唱和。用餐時間，同仁

們排隊依序取餐，超過一千位員工共

同體驗八分飽的意涵，也自我提醒，

生活在幸福的國度更應生起惜福與感

恩心。

至於泡菜是怎麼完成的呢？一月四

日中午，一群人齊聚醫院地下一樓美

食街廚房，要開始大顯廚藝。泡菜配

方是由趙院長的岳母提供，人人穿戴

圍裙、手套、口罩、隔離帽，看似專

業廚師。醃完泡菜、一瓶瓶的裝好，

還要掛上親自書寫的祝福語，泡菜完

成品整個看起來格外喜氣。小小一瓶，

心意無限。

圍爐在慈院  

年節滿溫馨

一月二十二日，除夕這天，趙院長

與主管同仁特地親自在院內四處走動，

送病人平安吊飾、發紅包給工作同仁，

並與志工圍爐，讓臺北慈院的除夕夜

充滿溫馨與感恩。

只見同仁有人捧紅包，有人拎著平

安吊飾，浩浩蕩蕩的隊伍穿梭在醫院

的每一個角落，由院長親自送上感恩

與祝福。

有一位在心蓮病房陪伴家屬的吳先

生，接到院長送的吊飾後感動的說：

「在這個時候我們最需要的就是平安

的祝福，很感謝。」還有一位在婦產

科病房陪媽媽的王小弟弟，非常喜歡

院長送的吊飾，還開心的說：「新年

快樂，院長發財！」逗的大家哈哈大

笑。

有些單位在這一天特別忙碌，還出

現院長送紅包，但是大家卻忙到沒空

領的情形。在骨科病房，有一位住院

的詹小姐，特別送一大盒水果給護理

站的醫生和護理師，感謝他們的細心

照顧：「醫護人員很辛苦，我們病人

都是他們在照顧，很感恩，希望大家

都平安。」

趙有誠院長表示，「中國人的習俗

是過年的時候不要去醫院，但是今天

在臺北慈院的病房、加護病房和急診，

還有四百多位病人因病情嚴重不能回

家，所以要把平安送給每一位病患、

家屬、值班的大醫王和白衣大士、還

有協力單位，感恩他們在年節堅守崗

位，也祝福所有人平安順利。

送完紅包和平安吊飾，趙院長馬上
▌臺北慈院醫護同仁與北區人醫會在關渡舉辦

義診，充滿過年的溫馨。攝影／簡元吉

▌餐會上菜前，臺北慈院趙院長與醫師們一字排

開，九十度鞠躬感恩志工爸媽長期護持。攝影／

簡元吉

▌臺北慈院趙有誠院長與張耀仁副院長等醫師

們雙手親贈泡菜感恩志工。攝影／顏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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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有誠院長到急診病床前致贈平安吊飾。攝影

／鄭富元

▌換下白袍的趙院長穿上背心當志工。圖為院長

推病人至影像醫學部照相。攝影／鄭富元

▌臺北慈院醫護同仁展現醫療外的專業，完成的泡菜喜氣洋洋，滿是祝福。攝影／簡元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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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掉醫師白袍換上志工背心，到急診

室擔任志工。不論是推床送病人照相，

還是為患者送藥單領藥，都是搶第一

個，他說：「平常業務繁忙，志工的

角色做的很少，很對不起這一件慈誠

委員的志工背心，醫謢人員這麼忙，

所以要和大家在一起，學習做志工，

也同時了解醫護人員和志工的配合情

形。」

到了傍晚，趙院長也和醫院的志工

一起圍爐，一家人在一起吃飯氣氛格

外溫馨，院長還致贈每位志工一個紅

包，感謝他們一年來的辛勞，而志工

也贈送院長靜思語卡片，祝福院長福

慧雙修法喜充滿，臺北慈院一天比一

天更好。( 文／鄭富元、汪育如 )

臺中
辭歲祝福 精進迎龍年

啟業屆滿五年，二○一二年一月七

日，臺中慈院同仁首次在醫院舉辦歲末

祝福，並得以與上人溫馨座談；讓心情

除舊滌垢，準備迎接新年的到來。

下午一時，恭迎上人入座後，鼕！

鼕！大鼓聲敲響活動序幕，臺上打鼓的

五位醫師執起鼓棒架勢十足，和著中區

志工的二胡隊弦樂，「精進龍」踩著鼓

點出場；由林俊龍執行長負責擎龍珠，

引導陳子勇院長高舉的龍頭，接著各醫

療科主任、醫師等人合力升起龍身，象

徵迎接龍年到來，他們繞行國際會議廳

一圈，炒熱全場氣氛，龍頭龍尾俯身向

上人問訊，模樣可愛又討喜，逗笑全場

觀眾。首次擔綱主持的護理部主任劉宜

芳、耳鼻喉科主任吳弘斌說明，取名「精

進龍」代表臺中慈院在龍年要更精進。

而後在感恩的樂聲中，同仁獻給在座

的醫療志工師兄姊花束與擁抱，大聲說

出：我愛您！活動最後，為年度優良員

工與資深員工頒獎，服務時數超過兩千

小時的醫療志工代表十二人，則由上人

親自頒獎表揚。              

翰墨插曲  讚嘆法語智慧  

一月十一日，一樓大廳裡迴盪著悠揚

的二胡樂聲，還可見濃濃的翰墨香迎接

來自慈濟書畫會臺北分會的書畫志工，

臺中慈院的新春揮毫活動邁入第四年，

以春聯與社區民眾結個龍年好緣，從陳

子勇院長、許南榮副院長、王人澍副院

長都來親自揮毫；民眾樂於帶回醫生寫

的春聯，討個好彩頭。

▌歲末祝福後的臺中慈院溫馨座談，由慈濟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與

陳子勇院長與醫師們舞著長龍入場，向證嚴上人問好。攝影／賴廷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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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線祝福獻志工  

慈誠懿德爸媽時時關懷同仁，同仁想

在歲末時表達感恩，人文室早早準備了

灰色提袋邀同仁親手縫上福字，雖只短

短幾針，卻是同仁綿長的針線情。

在「歲末年終懿德感恩聯誼會」上，

三百多位懿德爸媽從陳院長、許副院長

與核子醫學科陳慶元主任手中接過象徵

感恩的福袋，而爸媽們則回敬「送愛到

家族」，把柑、棗等應時水果，年味十

足的好禮送達每個「孩子」手裡。

中醫除舊新氣象 

一月十三日，中醫部同仁趁著冬日

晨光來個大掃除，除舊布新。近廿位醫

師分工整理藥草園與辦公室，王筱蓉醫

師與高欣華醫師重新整理藥用植物標示

牌，也順手拔除雜草。靠近國道生活圈

四號道路工地的門診區，護理同仁拿起

掃把揮動幾下，就掃出成堆落塵。中藥

局股長廖宜敬則墊起雙腳擦拭「藥師如

來」的匾額，要讓看到的民眾心淨且敬。

響應八分飽  日存一把米  

一月二十日小年夜這天清晨，全志業

體同仁齊聚向上人辭歲，連線播放臺中

慈院的辭歲影片獲得滿堂喝采。影片的

籌備拍攝早在之前就由公傳室協力下悄

悄進行，全院同仁分成五個群組接力拍

攝賀歲四句聯，這是社區才女師姊林富

卿協助撰辭，用一到五起頭，象徵臺中

慈院滿五年，邁向第六年。

最重要的是影片最後很巧地契合上人

當日晨間慈示，以「日存一把米」的畫

面提醒眾人響應「日食八分飽、兩分助

人好」的行動。

全院走透發送祝福

今年是臺中慈院遷入新院區後的第一

個農曆新年，初夕到初三，院長室主管

們在院區各處發紅包慰勞上班的同仁，

也給住院的病人分享年節的感受。只是

院區大了五倍，要完成紅包的發送也變

成頗耗腳力的任務。沿途碰到志工與打

掃、傳送、警衛與廚房外包工作人員等，

陳院長都一一彎腰送上紅包，讓每個人

都笑逐顏開；年節期間，臺中慈院守護

鄉親健康不懈怠。（文／謝明錦、曾秀

英、馬順德、梁恩馨、呂榮浩）

▌擅寫隸書的心臟內科林浩德醫師寫下「口說好

話祝吉祥」，拿起春聯時因墨汁未乾而致「說」

上面的點往上拖成一條線，上人觀機逗教回應

「好話說長一點」，法語智慧令眾人讚嘆。攝

影／曾秀英

▌親手縫上福字感謝志工，雖只短短幾針，卻有滿

滿心意。攝影／曾秀英

▌接受了臺中慈院的感恩福袋，志工爸媽們也將

年節祝福送給醫院的孩子們。攝影／曾秀英

▌臺中慈院全體同仁代表與志工向上人

及全球慈濟人辭歲拜年。攝影／梁恩馨

▌陳子勇院長把祝福送到全院各角落，祝福人人

歡喜平安。攝影／曾秀英

▌臺中慈院優良員工與服務超過二千小時的志工

接受上人表揚。攝影／賴廷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