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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對
的
事

���曆年�，���大��都���一堂，�行��團�，

�相��、��工作�得，一開���滿希�。

�見�療��的���員平�不但����，��常走入��
義�，���老��，幫助�們����，付����，�現�
�生�的大���。

看��小���的��們，��小獅頭�喜�場，並���願
行�，�可����。不�想����說──想成為��必須�
�����、獅�的���駱�的耐力。

����的同仁們，則��一�「��滿」��，�現�甸�
�在�中�不��一把�助�的��──當�����，一��
口，��煮��都�量�一��吃的��入�中，再從中��一
把���一個「��滿」，���滿�滿，����幫助��的
�。

�一�我行���中�，��靈�一動���的���工��
一把�，��來�問：「�做什�？」我說：「數數���顆？」

���一數，共是一千三百�十�顆�。我問在場的�工們：「�
把�可煮���？」�們�是���的��主�，一看�回�：

「可煮成一��。」

�想，�甸��的那一把�不正�是一��？一�����
��個�吃�，但��個�若��都願��吃���，各省下二
�，便�再供���一�吃，��是「���，二�助�」的理
念。現���已��十��口，其中�十�������中，�
若�十��，��都願���「���」的理念，付�一點力量，

��幫助���。 
�說�，��落在�上，�����涸；若流入大�，�成

永不�涸的一��。����一������，�向汪����
度�生；我們不�怕��，����正�的�向，��走��了
──�的事，做��了。

上人開示

						釋證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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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〇
一
二
年
春
節
的
九
天
假
期
，
花
蓮
慈
院
王
志
鴻
副
院
長
延
續
他
往
年
的
行
程
，
小
年
夜
的
前
一
天
早
上
到
關
山
慈
院
看
門
診
，

下
午
到
玉
里
慈
院
看
門
診
，
之
後
在
小
年
夜
當
天
搭
早
班
火
車
到
臺
北
慈
院
看
門
診
。
為
什
麼
過
年
時
節
他
還
要
如
此
奔
波
呢
？
他
說
：

「
因
為
各
地
都
有
老
病
人
，
不
要
讓
病
人
風
塵
僕
僕
趕
來
看
我
。
」

 
 
 
 

王
副
院
長
說
起
一
位
將
近
百
歲
阿
嬤
與
他
互
動
的
故
事
。
這
位
家
住
關
山
卑
南
大
圳
附
近
的
阿
嬤
，
種
蘿
蔔
是
因
為
孫
子
愛
吃
，

還
一
定
留
一
塊
菜
園
種
芋
頭
，
因
為
王
醫
師
愛
吃
，
而
且
希
望
芋
頭
一
年
比
一
年
更
大
，
要
送
給
王
醫
師
更
好
的
。
每
年
過
年
前
夕
，

這
位
貼
心
的
阿
嬤
就
把
收
成
的
芋
頭
和
一
些
蔬
菜
放
在
家
門
口
，
看
診
完
後
就
會
提
醒
王
副
院
長
要
去
她
家
拿
。
如
同
家
人
般
的
互
動

與
肯
定
，
是
王
志
鴻
副
院
長
樂
在
醫
師
工
作
的
驅
力
；
以
病
人
優
先
，
數
十
年
如
一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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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了，�者在�裡先向大�
�個�年：「��大�，龍年平�吉�、���修！」

�北����已�入��年，一路以來，在�工�������用���，用
�呵����下，�北���株��已�����！

�者回����，�勵各�主��力��年輕的����，�上�念�在�的
「傳�」，�在���揚�大。�刊封面故事主角──���主����智�師，

�是師徒傳�的典�，徒�當先�，師����。

在功利�向的��，��領�口��科�師�照的�師，����的三百一十
��。����師���，寧願�������的傳��科領域。尤其，�口�
�科�種���的科別，付�和��不成�例，��使���烈的年輕�師��
�入。

�北��口���面中��二○一一年二月，�由「徒�」��智�師在中間
的����，����禮���師的�師——��口���面的����授��
�主�。�主��入�，�大服務了北������不正、�面傷�的傷�，�
��北��的口��科，成為大�北南�的��。

�主����師�生�的�重，���的����，以��工作的��，�
�們��了��上的勞累。已��十��的�主�常自�自己是「��」�生，

��是「�在��的�生�」！��師年輕�力�，目�����來���重
大�傷的��，�乎都�呼��師����，而��師��「7-11」一樣��
��。

在�主��上，我們看�了上一代�師的專����；而在��師�上，我們
看�了年輕一代積�的使��。我們期�口��科在兩��師的�和�協下，�

使命傳承
心菩提
◆ 文／趙有誠  臺北慈濟醫院院長

社論
Edi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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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北��口���面�科的專科����，��主���三十年的口�
�科基��專�，���的傳�����療��，��更����師，��更�
的��。

其�，�者在�北��工作，���的�是��都�見���動�的��故事。

�泌尿科主��政�以自己的��當活�材，���師林佳���開刀做��修
�手�，����大�王來說，是不可思�的事，���師�下�問：「��不
找其�主��師動刀？而�一��在��中的��師動刀？」�界的��，都�
不��政�主�的一句�：「我相�我的�生，�的一刀一�一�都是我�的。」

�為��，�為傳�，�為��，���裡��主��的頂�獨門功夫，可以�
�流�，在��裡�代相傳！

�走了��，我們大�的�向一百零一年，�一年��是�北���面�療品
�提升的「元年」。一百年十一月一日我們成立了「�療品�中�」，��畫的
�測�內各種�療品�是否����，我們期�在��的基�上，�北��的�
療品������一百�，各項品��樣樣做��一。

��未來，在現�的�構上，我們期�在�重�、��，以��女��的�
療�照��面，提供更�����的服務，��北��成為����以����
生�，��中�一個想������的��。我們在��路上正������，

�年��的����滿�度��百���十點�六，我相���同仁�可以做的
更�，尤其在�品中��面的�動�測下，未來期���滿�度提升�百��
�十�以上。

��上�的��，�療���一���在�。�了���療��，�動�面�
��，����畫的����、����，在����的大���動��，��「�
�減�、�生���」的�念。�年我們������切�作，�入附�的��
�、���，��老��行義����。其�，��見�知�來��同仁的���，

��同仁�「�重生�」�更�的��。

�者回來��，�三月一日�滿���年。��年，我�受��北����的
��，�別是����的落���動，在������的趨�。�北��同仁�
�����從�同��踐，��永生�諾、��力行��上�，��已受�的�
���員�二百三十��。

��年看��來��的年輕面�主動�入��行列，我的�裡�常�動，期�
��的種���入更�年輕�代同仁的�中，��成����，�我們一�來用
���、��大�北南��株予樂拔�的�提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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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心集
Humanities

�生���事�，常在�料��。

例�我�想當�者，�來��成中�
師；�想��東自行�立一個�療�
構，�行「�����療」，�來�
�入����中�科。��的是，�
料��的�況都是��。

從國中開�，���入書�，��
不�在中�相�書���徊流�，一
再的翻�，��的開�����。一
�大�知�����，馬上��參�。

�一�看����，����別��
��，但看��，�點�怕，�為從
小�怕打�。������是個��
�團，���知�的��老師，�上
����的���，�我們��中�
大��，�界大開，例�武俠小說裡
�說的「點�」、「打���二�」

��，都是可�的。����年��

��內義�，以��理論，�下日�
轉行�中�的基�。

大���工作�年�，���當�
的留��潮，�國�書。在�國�
MBA（��碩士）�，������
大��的�動���，������
�務的項目。想���一����的
中�，大陸�����識的友�，�
���休���大陸北��中�。�
����的理論��，�上在中��
的臨���，�瞭解自己�的�常喜
�中�。��回���，並沒�想�
�中�的��轉�為以中�為��，

不��畫未來�國研��界各�的
「傳���」，��為「����」

(ethnomedicine)。�以�從事其�工
作，下����以��中�書�為樂。

�來�為一���，��國���，

文／沈邑穎  關山慈濟醫院中醫科主治醫師

關山慈濟緣

▌來到關山慈濟醫院開立中醫科，是沈邑穎人生

意料之外的規劃，但一年多來帶給關山民眾很高

的信任感，現科內已有四位專任醫師為鎮民服務。

攝影／林碧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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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中�師�照，�入�北�立中�
��中�科服務。在當���師��
�����左�老師����，�老
師師����代中�����，��
�得，且不吝���。�用�老師�
授�知識�臨�，療���，��開
���思�，����「��」是中
�的��，��掌���，可以掌�
中�各科。�來陸�在��內�開立
����，希����入的理論��，

��臨���，�理成臨��材，傳
��年輕�師。

在�沒當�師��，����甸東
�做中���。二○○三年十二月�
入北������；在�立���，

��援馬���中����療���
年。������的�療��以�中
�����的角�，����。

二○一○年�月受���中�師�
��������，�上�東��的
�������，�上瞭解東���
中�的�療�������不足，�
�一年�轉��東服務。��的�劃
����中�傳��念在現代臨��
療中已���減�，臨�可用��療
�����。其�傳�中��念，�
了服中�、��、���復��，�
���、�味、����，���都
��入中��療��中，��提��
��療療�，�面照���。���

▌沈邑穎於二○○二年取得中醫師資格，○三年底加入慈濟人醫會，投入偏鄉義診。圖為二○○五年

三月二十七日，沈醫師參加於澎湖縣吉貝村的義診，為民眾把脈看診。攝影／劉昭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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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心集
Humanities

畫在�東����成立一個「中��
��療中�」，並��兩��同��
的��同仁：����師��佩嬑�
理師同行。�������畫開立中
�科，����中�科柯��主��
問我們的�願，��樣，二○一一年
�月一日����中�科正式上路，

��來��括由玉里��東��十�
里的��。�了�東��的�友��，

��來自��⻄������。由�
門�量��成�，科成立�個月��
�兩����師：����師��若
��師。��年二月�����專�
�師在��服務。

��二○○二年�取得中�師��

�，����徵��中�科，但是當
���尚未成�，�年�����入
��，�半年來，��瞭解��的�
�，其���療的��是一�的，都
是以�為�。

從�北一路���、��，�常�
��龍�老師�動我們踏上�東的
�，����柯��主��科上��
�師的��協助，�������永
���和��同仁的�力��，我們
得以在�東�����踐�療服務、

�療服事��療��的�劃，期��
東��願�留在�鄉服事鄉�，我們
���入研��東����的��，

以����在��的��，����

▌在二○一○年十二月底於江蘇省蘇州，慈濟與長橋人民醫院等醫療單位合作為外來民工、貧困戶舉

辦的冬令聯合義診，也有沈邑穎 (中 )醫師付出的身影。攝影／曾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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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療�式，���是我們�來�
東的���。

���的�，��二○○二，成�
二○一一，中間��參����義�
活動，�����的�。�生路�不

見得�照�自己的想���，但回首
來�路，��現生��是��的。�
�順��，把�當下，�力�入，�
惜�個��吧！

▌關山慈院的中醫科雖才成立一年多，但已深獲民眾支持，右為徐名慧醫師為病人治療。攝影／林碧麗

關山慈濟醫院中醫科介紹

我們是一群熱愛中醫及民眾的醫護人員，樂於前來花東，從事中醫專

業醫療、中醫醫學教育以及中醫醫療服務，希望建立「綠色醫療」共同

理想所組成的醫療團隊。

期望能融入花東，以在地的生活，在地的眼光，確實掌握花東地區的

醫療需求，發展具有花東特色的中醫診斷與治療系統，善用當地青草藥

及天然資源，以「全人照護」理念照顧在地居民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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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不留痕跡，修復意外毀傷的顏面，

需要一雙巧手，更需要一顆無怨無悔的心，

願意長時間在手術檯上，

精雕細琢塑形，一針一線修補。

臺北慈院口腔顎顏面中心團隊，

專精眼部以下、脖子以上的口腔外科醫療處置，

包括顏面外傷、口腔腫瘤、戽斗、歪嘴、顏面整形等，

除了外觀修復，同步考慮牙齒咬合與咀嚼問題，

提供完整的治療計畫，

恢復口腔、顏面、顎部的構造與功能。

師徒傳承，聯手合作，

不但治癒了亞洲年齡最小、七歲的口腔癌病童，

讓許多病友展開歡顏，迎向充滿希望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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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ORY

臺北慈院口腔顎顏面治療 

活�可�的皓皓（��）是��的�
頭�，年僅��的���小�，�正是
��的年�。二○一一年�，�為皓皓
的一顆���動，��������師
拔�。不�一�拔���，��上的小
傷口�����，或是不久恆����
�來。奇怪的是，皓皓��上的傷口一
�沒���，�了兩個月，傷口不但�
��，更��了一個��狀的��，皓
皓的�����不�勁，��皓皓��
科��，�師���，���們�是轉
�大��做�一���，����。沒
想������是口��，�個���
�的��，嚇�了����皓皓的�友
師�們。

在��，��罹�的�例相當�見，

���來口��的����從�、六十
�的中����，已��年下��三十
��十��的⻘���，但�����
���，在���十年間，��界僅�
六�十二�以下的����為口��，

年��小為六�。而��的皓皓，是�
��二年�的口����，�是��年
��小的口���例。

皓皓的����了各���，��量
皓皓正在��、��的��，��來�
了�北��的「口���面中�」，�
���主�為皓皓�療。手��三個月，

�療團����蹤皓皓復�狀況，��
二○一一年�月，再���傷口��，

都沒�復���。�療團��皓皓一�
��正�了一口�。

為了治療兒子的口腔腫瘤，皓皓 ( 化名 ) 的父母找到了臺北慈院夏毅然主任治療，才安下

心。圖為夏主任巡視病房時與皓皓及母親合影。

文／鄭富元、王忠芳、蘇錦琍  攝影／鄭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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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與重建  

���主�在口���面�療領域，

專���豐�，但是��是�為�見的
�����行手�，�頭上�是�受�
不小的�力，�參�國�期刊��並�
�����的�量�，���皓皓的�
��其�口������的��不同，

���常��頸�淋巴�，�療的��
度更�，不僅��切����，併��
�左右�頰不��的�率��。「��
的��是在下���左�側，����
大小�是兩���兩��。為了���
����，手�切�的��都����
的���大一點，��把���切��
�。」�主�向皓皓��解��療�式。

「手����的��，不是切�和�
�，而是���切���是��的。」

切�面積的大小��主�百�躊�。相
��成�，為���行手�一��「�
���」，�為��切�的面積、�積
�來�不�，�上下��頭裡面��恆
�尚未��來，��附�的���布�
走向�必須一併�量，�果切���未
來更可����成���的畸形。�主
�反�思�、內��戰，��做���，

在������切�一點���，��
是�個手��切�共三點��三點��
�的��，��可以�開��，但�不
得不��三、�顆恆�。

切�手���，�開�口�、下��
�的重�工作了。由���科陳���

相對於成人，兒童的口腔手術面積必須精算良好，盡可能保留。圖為皓皓手術前與後的外

觀及 X 光攝影圖，為將腫瘤完全清除，只好捨棄部分恆齒，靠切除手術後的齒顎重建讓兒

童正常成長。（夏毅然主任提供）

手
術
前

手
術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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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ORY

臺北慈院口腔顎顏面治療 

師以�間���固�皓皓的��，��
�可以正常��。皓皓手����固�
回�，沒����，���沒��形，

一���回正常的成�狀�，不得不�
�的恆���，日���上假���。

治癒亞洲年紀最小口腔癌病人  

皓皓在�復�，自己主動畫了一��
�，裡面�滿了���北����主�
的��：「當我��手��的��，我
��怕，但是我知���師的����，

我一�可以平��從手���來。」

皓皓的��������歷����
��，�����說��中的��：「�
療團�是我們一�的貴�！小朋友��
�小，�得��種�，�我們�來說，

�的是����，��上���受。�
�����師，幫小��回一�。」

提醒留意口腔內傷口

為什�從未�觸��、�、��的�
�，���罹�口��？��目���
���，但�主��別呼�，��口�
內�傷口超�兩�三�沒���，��
�惡性轉�的可�性，提���，�別
是小����力�的老�，��何的口
�內傷口或是破皮都必須�����。

一�而�，正常的口內破皮潰�，

大���十�可以��，�果超�兩、

三個星期�沒���，一�����找
口��科�師�行�一�的��。�主
���，口��其�是��易自我��
�現的，但是目�大��百��六十的
口�����了�三期或是末期�來�
�，�為一開�，��都輕�以為自己
是���或是��破皮潰�，����

能從小病人手中接到親手寫親手畫的感謝卡，讓夏毅然主任很欣慰，也期待孩子健康成長。

攝影 /簡元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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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自我��，傷口�自己��，�
�而�略了�療口��的�金��。

眼頸間的醫療專科

使命感與堅持

「口��科」�個�科的�專科可�
一�������，��「口���面
中�」�個������陌生，其��
一科在���療史上已��六十年的歷
史，�理�括�面的�傷、口���、

�斗、歪�、�面�形，������
�，�單說，�是「��以下���以
上」的問題，都可以找口���面中�
�療。例�，�果�生���傷，�了
��的�形，必須�������和咀
�的問題，口���面中���提供�
�的�療�畫。

口���面中��一科，歷史�久，但

是願��入的�生���，���主��
�：「�為�了����師的專門知識，

����內科、�科、�形和���專
�，�成����未必�開����，�
常常�為開刀�間�，�以�面���，

手�和�肉的��，以����率的角度
來看是不�划�的，�以�����三百
��口���面專科�師。」

再怎麼碎也要拼回去

一���大��年�的�小�，一�
在上��中�生車�，�成��的嚴重
�裂傷，一�傷口從�頭���下裂�
下巴，�乎把�切成了左右兩半，不但
劃破皮肉，��了���的��。女�
�自己是��咀�的問題，但是���
常���破相了���。

�北������聯���智�師來

臺北慈院口腔顎顏面中心夏毅然

主任提醒民眾，尤其是小孩或抵

抗力較弱的老人，口腔內傷口或

破皮久未癒合需特別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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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ORY

臺北慈院口腔顎顏面治療 

�理。看��小�的狀況，��
師先���小�和�的��，�
�們不���，���，���
手�療，首先�行�面���的
�傷修復手�，�二���行�
�固�和��修�，��種��
�、下������。而其中的
�面修�頗��度，�師的�度���
修��果。

皮�構�大�可�為�皮、�皮和皮
下��，�果是受��力�成皮�受傷，

�了刀傷��，其�大�數都是不�則
的傷口。以手、���的皮���為例，

由�皮�的�復力���，�以�破�
或者�離的皮�，�常�是把��掉，

���行��，�為�樣����理，

���不����的�形。��智�師
��：「可是破�的皮�在�上的��，

�不��樣�理，�為損失了�何一點
的皮�，都可��成日����的瑕�，

�以不�為了���便和������
的��，��掉不�則的傷口。��的
傷，再��不�則，�拼�一樣，都�
一個��可以把�一�破�的皮��回
�來的��，兩�都��常吻�，以�
����不�易���，���盡量�
復成�來的樣�。」��，�樣的��
傷口��，����師的技��耐�，

�行��更�小�。而���小�的例

顏面受傷，除了外表，也須同

步考量口腔、齒顎功能的修復。

圖為游小姐的手術前後外觀比

較。(許博智醫師提供 )

口腔顎顏面中心的專科醫師需投注許多

心力且養成不易，醫生數不多，對口腔

顎面的疾病治療卻是非常重要。圖為許

博智醫師進行口腔外科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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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傷�成的傷口���污是�
正常的�況，「��必須�常��，裡
面不���何一粒��，不����易
�成��，������，使傷口��
��重生。」���樣的��，��師
�成了�小�的�面修�。

而一�皮���，不���，�三�
��可以��，����使用����
�可。而�小�的�況，��師則��
留��以便小�照�傷口，�����
���。

受傷不留痕跡  微笑喜復原貌

���個月，�小����復�常良
�，�了下巴��一點�是⻘��的�
���，其���看不�來�受�傷，

��小�和��都�呼：「��奇了！」

�小�說：「��師是一個滿��的�
師，拔��常��而且��，不��你
����的��。」「當��受傷的�
�，自己照��，��『拉鍊�』的�
樣嚇�，現在可以�復�來的面�，�
的����了！」

當�，�了�����復，口�、下
�的功��都在��師的協助下回復正
常功�。

口���面中��師的專科�力，�
�破�的�拼回��，同�重�口�功
�，��面、下��受傷的�，��輕
����、����；�����一樣，

但�們不是��師，而是���者使�
的�北��口���面中�專科團�。

臺北慈院口腔顎顏面中心期許能為臺灣培養更多此領域的專科醫師。左起為住院醫師林

聖博、陳佩娟、許博智醫師、住院醫師徐世勳與夏毅然主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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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ORY

臺北慈院口腔顎顏面治療 

二○一○年十月，�北��的�路�
���一封�助�，��：「�個月�
�為����科��和大���科都�
��，我想�問�����沒�幫�性
��的�者做����？�果�的�，

�告�我�嗎，��！」�助者是�小
�，�為�性��，�的���不�律
抖動，�科�療�������不動且
盡量�大�，但若��小�頭不動且�
大�，�������，是�科�療�
大的挑戰。

無法停止抖動  植牙求助無門

�小����竹�口，從小�性��
�成�����不�律抖動，想���
的用����都���，�為手�不協
�而����的��，已��顆���
��而陸�拔�，��期間��助��
��科��和大��希����，�都
�為頭��不�抖動，����度��
而����。����二十年來�受�
���，一���受��是一件��的
事，��而��是�常��。

�����和������，�小

�不���何一�希�，上�����
各大���科，�����件說�自己
的�況，期���奇蹟�現。��中�
白，�果自己���療，����面臨
�口��、吃東⻄��的��，���
���亮���。

���兩���回�，�說：「我�
��哦，�來我以為����當成�圾
�件�理�！」��一個�月��，�
�來��北���療。

團隊啟動 有愛無礙

���封�件的是�科��智�師，

�立���科團�、��科團����
論，�估��的可�性。�科沈一�主
���，「��������科���
為����大�服務�專用�間，『�
���門�』已�正式�用，�便��
�輪椅或�以��������間，�
�科�員��來協助，並������
�，技�上沒問題。」

�是�療團��知�小�來��，成
為�一�����門�的��。

�科��智�師、王�穆�師一�

好牙無礙 文／徐莉惠

臺北慈院身心障礙牙科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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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小�說����式和��。�小�
說：「兩��師�常�切，沒�露�一
點點的不耐�，當下�我�得����
��，����用�何��來形�我內
�的�受啊！」

�量��小��得�，�車勞�，

�療團��是盡可����的�間。為
了解��頭��抖動的問題，兩�手�
都必須使用����，��療�而�，

��智�師負責���、拔�、假��
�，王�穆�師負責���假��一的
��上�、�����重�。��師說：
「在手���果頭�亂動，可���成
����上的傷�，�以在��的�況
下是相���的。」

多一倍人力  多三倍時間

手�當�，�小�忐�不�的躺在�
間，「�輕�，我們都���了，�生
都在���！」�療團�輕拍�的��
����，�測�跳、血�，同�在手
�上�入����。��科陳���師
說：「�科���一���不同，必須
������不�得��不����，

���從�師���開�巴。�果��
不小�用得��，���制呼�的�
�，����的使用��走在�索上一
樣，��小��捏。」��師開��行
手��，王�穆�師�在�小����
盯�手�狀況，���在手�中一度�

姜小姐成為臺北慈院身心障礙牙科診的第一位病人，在治療前需先麻醉，且需多位醫師共

同治療，從治療蛀牙、製作假牙模型到安裝，每個步驟都是大工程，但是，終於讓姜小姐

圓滿等待二十年的夢，擁有一口好牙。（臺北慈院公傳室提供）

1

4

2

5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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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慈院口腔顎顏面治療 

生呼��制的���況，�����員
都在一���，��解����順利�
成手�。

三個月�開�了��的��、��的
療�，�小���兩星期回�一�，�
���半年�，把拔掉的�顆��都�
了回來。王�師說：「��做假�不�

��，�為中間��������師�
��開、��、左右�一�，但��抖
動，�以都�用不正常的�式在��，

不論是��或��，當中������
�。���療����理師幫�扶�頭
�，��抖動的���趕�先��，�
一�����一��力、三��間。」

值得一提的是，�科�療��用��
���的��，��易在����抽�
的��不小�劃傷口�，��劃傷動�
�成血流��。在王�穆�師��理師
��的�作下，�一�都���的�成
�療�度。

求一口好牙 等了二十年  

二○一一年十月，�小����成
��一年的療�，��一口�亮、��
的��。���北���療團��滿�
����，���了一���的���
��北��，��「……從小�大想看
��，�師看�我的�況��，�是�
�頭說沒���幫我做�療，��拔
�……���員為我�����的�
力、物力，�怪一�的��都不願�為
我�種����的��做�療……��
�����、��、耐�的���員
����的為我做�療，�切和�的�
度�我克服了��的���。希���
�我一樣的�����者��敢的走�
來，克服看��的��。�為����
�一�年輕、帥�、���、���的
��師們�願�不���的為我們�種
����的�者做�療。」

為身心障礙患者治療，牙醫師、護理

師等人都需特別有耐心，要想辦法從

解說病情到讓病人安心、不鬧脾氣地

配合治療。攝影／鄭富元

臺北慈院為身心障礙民眾開立牙科

診，希望他們也有機會保持健康的口

腔與牙齒。攝影／鄭富元



人醫心傳2012.0223

德術傳承師徒間
�北��口���面中�的良�口

�，是老師���主���徒��智�
師共同用�打�的。

一�良�的��，�賴良師們的��
��。��智�師滿���：「�主�
是口���療的��，����一�的
��力以�溫暖��的同理�。�技�
的���，但是�主�可以�在��的
角度來思��個�療��。�主���
�一���，��一��，看了��個
�生都看不�，�������現，�
���的��不是���問題，而是�
頭上�一�潰�。我從�主�的�上不
�����，更���種����的�
�和��。」

師徒緣深同志願

�主����生��相授，���
口��科�師必須���度��，而且
願�不����知，否則������
�。而��智�師的����療��的
專��入，��主��得口���面專
科����，但其���智和����
�是��不�識的，把�們�在一�
的，是�科主�沈一�，��說，�們
三個��間����的��。

��師回���中����的工作
�是�師和律師，不�當��得當律師
��一大�的�律��，而當�師面�
的是活生生的�，而且可以幫��解�
������一�，�都是�大的成�
�，�以��走�師��路。不���
智大�聯�的��不佳，沒��上理想
科�，���的��曲�了�，上大�

文、攝影／鄭富元

臺北慈院口腔顎顏面中心的良醫口

碑，是老師夏毅然主任 ( 右 ) 與學生

許博智醫師 (左 )共同用愛打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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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ORY

臺北慈院口腔顎顏面治療 

������參��度��的轉��
�，轉入����。

但��智�是�得�������
���的��工作���離，��當�
得知��領域的口��科，�照�的�
�都是�生車�������理，或是
罹�口��正在和生�拔河的��，�
��想���生�的理念不�而�，�
以儘�口��科�師的���間��三
年，�一��科�師久，�得的��和
付�的�血�不成�例，��智�是�
����走下�。

�年�，��智服���，����
��桃���，但�科����，�以
��智���預���，������
�當��生。��向�的��智不願�
��閒�，�跑�問當�在桃����
��科主�的沈一��師，�不�在開
刀����在��見�？沈主�看��
�科��生��上�，當下�同�。儘
�不�動手��在��用��看，可是

��智�是把���的����。沈主
�����，內��常����年輕�
的上��，�以當��智向沈一�說�
想走口��科��路，希��向頂�的
口��科團����，沈一�馬上打�

不管是口腔外科會議或是臨床教學，都可見夏主任不吝傳承的身影。

牙科沈一慶主任與夏毅然主任、許博

智醫師之間的緣分深厚，在臺北慈院

成為工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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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了�兩�的師徒
�。�伍��，��師�願�入口��
科���師��。沒想�，�年�，三
個�在�北��相�，共同成為工作�
�。

��二口��科的小型��，�師都
�坐在一��論����的��，用�
�相�的�式�彼���。在��中，

���主�都是�不���提供��的
知識，�括��的��，���的�師
們��見�。����智，����是
一�驕�，�說自己�願����力的
幫助��智，是��的��和����
動。

訓練後進  傳承希望

�入口��科領域，��智沒��
�，��做��喜。年輕的�����
���，�主動��，��幫得上�，

二十�小�都可以找�，��樣��師
��了���面�傷，或者是���來
的����。口��科的手��常��
兩��師一�開，��智���自己手
�工作先協助老師。��智�師不��
�的勞累，不�代價照���生�的�
�，��令�動�。��������
年輕的��師，�度����師的使�
�。

���主�是��的口��科�師，

可�得上是元老�的��，更是知��
刊���來的百大良�。��得，行�
以來�大的��不是金��不是��，

而是����說「��」。�主�說，

「��生�的��，不����，��
��自己�受，�以���療解���
的�樂，�是��自己���，�當�
��在�復��來��說��，�可以
�受����離��的喜�，�同��
�了自己在�療中�做的�力。」而�
�喜�和��自己，不但是�大的成�
�，�是�十年來���的�大動力。

������中�常����師徒，

�����的期�：「口��科�師是
���的，��開刀都����個小
�；可是做假�和��自��白，同樣
的�間�可以����的�入。�以現
在口��科不�易招����師。�北
��未來目�是成立專科，招����
師，成為口��科的����。���
��主�和��智�師願�����，

��同樣以����為己�的��生�
入。」

口���面領域是走得����，但
是從���主�和��智�師�上，看
得���和活力，相�在良�師徒的�
力�下，�北��口���面中��為
更������來��的希�。

( 臺北慈院公傳室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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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

報導
SPECIAL REPORT 培育醫師科學家──花蓮慈濟醫院研究部「實驗技術訓練課程」開辦SPECI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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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科學家

�者仁�仁�，�壺��，�羅大
����師的期�，當以解����
�為首�。�而����中�的�師
們，�了臨��務��，更�負��
��研�的傳�大�，三者�不��
�。

������是��東��一的�
�中�，在「��」����重�的
���壘，以�各項�見��的��
��。自一��六年��以來，��
團���協力��了��看似束手�
�的�療個�，���一��以來�
累積的��和智�，豈可�年輕�血
入����手而回？

但在��生的�成��中，�重的
是�理的���臨�技�的��，�
�已���������想從事研�
的�師來說，重�回�������
�、�看����，���必須得回
��大�一、二年��受的基�科�
����，但相�超�六、�年以上
的��早已��不�。�果沒��研
�����修，�使找�了�佳的�
�題材���，���「���而力
不足」��，不知�從何��手。

������早在一��○年�開
�����研��，一��二年正式
成立，�一�主�是生理�專�陳�
一�授，現�主�則是小���專科
�師���。

二○一一年十月，�主��同��
�副主�以�王��副研�員��，

��了「�師科��」的����，

內��括��技�的�理�����
�作，希������國�修或是�
�從事研�的�師們，��先��失
落的��，�受扎�的基�科���。

國衛院獎助赴美  

回國後苦思傳承

��一念，早在十�年�，���
主���得國��生研���助，�
�從事��研�，�成�，�念�在

內科加護病房黃寒裕主任正在操作「西方墨點法」

的實驗步驟。攝影／沈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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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

報導
SPECIAL REPORT 培育醫師科學家──花蓮慈濟醫院研究部「實驗技術訓練課程」開辦

�，�願���項�貴的��落�傳
�，提�年輕一輩的�師。

�間回��一���年�月，在
��������的陳�和����
�勵下，����師����向國�
�生研��申�「�師研��助」。

自一���年開��理的�師研��
助，�申���者為��各��中�
���������臨���專�主
��師，�年為一期，�兩年期間在
國�基���研�������受�
�，�三年�回�服務�構從事研�
工作。���是�二�的����者
中�一一�在�立��服務的�師。

爾�，����國��大�����
�� (UC San Diego)從事兩年的基�
��研�，主題是����生物�，

二○○一年�回����。

由��國�，��師從未�受�
���研�員����的基��作技
�，以��在�國的�一年，�半的
�間都�在������切�，並�
��作���的技�。�研��束�
��，�������得的����
做傳�，���為參�了�北��的
��而����下來。

二○一○年�北��小���務日
趨��，����願轉�回����

講師在課程前半段先就今天的實驗內容進行講解，醫師學員們莫不專心聆聽。圖右一為講師邱勝軍博

士。攝影／沈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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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掌研��主�一�。�師工
作�元，�碌不已，�間����，

為了提昇�內研���，�左思右想，

希�協助同仁�破�入研��的種種
���制，�����臨�工作的�
師����觸基�科�研�技�。

回想�自己當�在國�研�的�半
��間，���了一�年的�貴��
來�����內的基�功。打個��，

���是���力不�的�生，�國
念書得先������修����一
樣。從事研�的基�功夫其�早�在
����先�鍊�，�樣��更��
的�間���入研�主題。

��思索�同仁�論，���的
��裡��開�����構想，二○

一一年，當���念念的傳��願，

��露��現的曙�。

將課程當做電視烹飪教學

二○一○年�，研��陸����
���士��歷的助理研�員�入；

�上��內科的楊��、陳�綾兩�
��大���的���師，�在門�、

手�和值����力找��檔，相�
向科內��的陳��主��師��做
研�的�願。��的是，楊���師
早在��大����，�已��修�
���主�在研��開�的��，早
���主���「當�生��做研�」

的�念�知��。

�見�員��、��成�，���
�在二○一一年中召�了研��同仁，

��各自的研�領域�專�，由王�
�副研�員主����排，�立易、

���、葉⻘�、��儀���士助
理研�員���師，�年輕的�師�
��得��，並且�排�手做��的
��。

「�自動手做」是�一�����
重�的�則，�一堂��了�開�的
���理解說，其�三��二以上的
�間都是在�師����，由�員自
己動手�作，�樣留在�中的��和
���為��。

���一�則，���主���授
�的�師們���當做現場��的「�
�������」，當主����做
一���在��裡�上三個小�的�
��，�看的��可沒��在���
��上三個小�！�以�師必須先�
��兩�三�不同�成度的半成品，

�以省���的�間，��員可以在
預�的���數內�成����，落
���目�。

團���量��上�師��排�、

值�的問題，�����師��樣�
的工作量負�，����一個��的
�員的���制為十�。����為
期�個月，內�由淺入�、���貫
性，�括生理�、�生物���、生
物�����生物�的��技�和�
作技�。�一堂�由一��師��一
���助�，���先�跑一�樣�
���，����的數量�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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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熱烈超出預期  學員跨世代

正式開��的二○一一年�月，研
�����內�件���了兩��告，

���了兩���內科���師��
�參���，其��或������。

沒想��一波的����超�十��，

�括�科、一��科、小�科、復�
科、�理科和����內科�的�師
都��了參�的�願，�研��同仁
�常�動，事�的��和���一�
而�。

看���的�員��科別���闊，

�主��其同仁更是���惶��的
�，�願���照���年輕�。事
�上、不�是年輕�師，��括內科
����主����和���科�年
主��師�����，不論是中生代、

�生代，�已�在�修��或已�手
�行研�的�師，都想��參�。

十月�日，�一堂�正式�開，

由�立易�士主�����，���
��六的上午�行��，��員都�
排��間動手做��，�畫��二○

一二年六月��成����。��士
��，由�是�一�開��種��，

自己�是首�授�的�師，沒���
的��可以��。��由以�在國立
東�大������助�的��，�
作上���的���以��義，並預
先��樣品半成品、��儀�狀�
OK。�員們上�的反��烈，���
更�使��，�����師���。

負責�排��的王��副研�員�
為，「��研�是從�者����得
�療的��中，�找�值得研�的�
�。當你�了點�或想���，�付
��行，一���自動手做，���
別是�是�。但是研�的�想是��
用『�』的，��的����自己�
�構，而��的�����是���
你�何�行��。」�希���上�
�的種��師們���負�提升��
研���、�動科內研�的潮流，�
�同���輩。

「主�，��的��一個來嗎？

我怕我的技�不�，一�下�抽不
�……」其中�一堂�，�師��徵
�抽取三�自願者的血�做為��樣
�，用來��離��的�作�儀�使
用。���主�馬上自告����一，

����師和�理科李���師�自
動��了��，提供�鮮的�血，�
同��員做為���材。而�抽血的
重責大�����了��淺的���
師陳�綾手上。

年��淺的陳�師一�在三�「師
��」同�的手�上採�了六�血樣，

順利�成�，����了一口�，「�
���！��老師����我��的
��！」��是���療��裡，�
�可見的��傳�。�輩�師�友自
願挽���當���的「樣�」；師
�以�立�、以���現��說�，

�了�������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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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若飢  虛心若愚

�師�一的����士則��，自
開�以來，��得的回�都十�正向，

�為��動手做��十���。�是
�為來��的�師都是��自願而�
受���，�們以主動、積����
的�度來上�，若��臨��事��
上�，���不��思�來�假說�
�。���來�師�的�做研��，

不一�����自動手，�可���
助理�作，但�為現���儀�已�
來���、�性�，若����或數
���，�常�從�知�由，找不�
問題�在�裡？而「�師科��」�
�的目��是為了瞭解其���理、

�何解�各項數�、�何找�問題的

解���。

�敢��當�員的�理科主��師
李��，��為�大的��，�是�
�了解期刊論�裡面�省�的���
�是��，�看得�數������
��的�義，�����來��入研
��常�幫助。

而正在攻��士�的復�科主�
�師���則��，研�����授
��的�理，�作的���常是由助
理代勞，自己��看�果�行；但�
正來��堂上��動手�作，���
瞭�一個��的「眉角」，�正��
了解�問題的�力，更������
��果是否�自己的假�相�。��
師���悟的��：「����自動
手做，������，論�上的�一

周育誠醫師（左）提供自己的血當實驗素材，負責抽血的陳美綾醫師緊張之外，滿是感謝。攝影／

沈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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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不為�知的����
�！」

�了�一��上��員的回���
�，�二��「�師科��」的��
��，�������二○一二年二
月�開，內�����更貼��員�
�。研��更�劃在未來��科、�
科�作，����東���獨�的�
理�性、�口�構�����，��
�共�生面向的生物���流行��
��，做更�入的在�研�。

�立易�士���，為了����
����流，�予�員更�品�的�
�，可以��開��先���師們的
授�內�，��成一�「����」。

��內�從����、使用�材��

作須知�����。�故�����
�的�員��看���的��，�可
以�樣畫�蘆，��自行�作；�上
��的�員而�，則是�溫故知�，

�����果。

「�師科��」�門���是一個
��，期�更��師願��受基��
�科�的��，�而開��葉、研�
�破，提昇���療專��國��見
度。「�知若�，��若�。」�句
�果�����賈柏�的��，�是
���主�����員�相惕勵的一
句�，期�大�王們�在提供專��
療服務��，�找回����的��
���，���索��的未知領域�
�療的浩��理。

「傳承」是醫師科學家最重要的精神。攝影／李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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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濟醫院研究部

「實驗技術之原理介紹及實地操作」第一梯次課程學員名單

科別 一般外科 小兒科 心臟內科 心臟內科 內科部 急診部

姓名 葉倫斌 張宇勳 楊秋芬 陳美綾 黃寒裕 蔡銘仁

科別 皮膚科 神經外科 病理科 骨科部 復健科

姓名 陳志斌 周育誠 李明勳 葉光庭 鄭弘裕

花蓮慈院高瑞和院長、劉鴻文副院長、研究部鄭敬楓主任與「醫師科學家」課程的第一期講師、學

員以及研究部同仁們合影。左起：研究部組員杜世琪、陳淑貴、楊秋芬醫師、陳美芳副研究員、研

究助理黃欣儀、孫立易博士、黃寒裕醫師、王美人副研究員、葉倫斌醫師、鄭敬楓主任、邱勝軍博士、

高瑞和院長、周育誠醫師、劉鴻文副院長、張宇勳醫師、鄭弘裕醫師、研究助理陳伯毅、馮清榮副

主任、李明勳醫師、研究助理翟維君、廖家信組長、研究助理湯冬鈴、楊雪慧副研究員、研究助理

許家禎、張惠芬。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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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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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是��界���的�理��。��一個��，

�����一�是����界�頂�的�理��的��。��作為
一個�界性的��利��，從����，���界�十�個國�從
事��工作，��的�工��得���大��度�價為以價值��
念作為�理�領�和�的典�性��。

二○○�年六月，�者在���先生的��下，����大�，

向��的�理��授����的��理念��嚴上�的思想��。

��的古���授�我一小�的�面中頗受�動，��而��者
提供一個����的����。我利用在中國大陸白馬��國�研
�生�授��理念��，�手�����大�的��。���一共
十六頁；從�嚴上���的竹��月，自力更生不受供�，樹立�
工的��付�的典�，再��上���以���付�的理念，以行
動�立正�的思想���，先�正�行動，而��立正�思想的�
踐�式，�����嚴上�倡�的平��，�一：�一切�生，�
二：�一切�����，�三：用�回�仇�。�者以�嚴上�在
��在��國�������，在��國度開�����，在�立
的��以���仇�，�凡��、南�、大陸，以��界各�的�
�����作為��的�踐成果，向��大��理��傳����
��界����立的��洞見��踐。

二○○�年，��大��理���甘��政���的���授賀
�李��� (Herman B. Leonard)專�來��������嚴上�，

��作��的個�研�。在一�不�的參�中，李����授��
��是當代���援��的重�典�，��別���嚴上�以價值
��念作為�理�領������佩。李����授說，����
�界�重�的���領�，�嚴上�是�見��一或�二，是以價
值�領�的領�，一個是南������拉，再來�是�嚴上�。

李������者����是「以行動����，以行動��正�
思想」的�踐�點，��同�。�是���式的��性，�是值得
�理�界��參���。

二○一○年李����授�成個�研�，����者����大
�����理念。二○一一年二月�，�者���一同����大
��������理念��踐。李���的��，是��⻄�的�
生了解並�識�嚴上���領的��是以價值��念作為�理�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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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別�傳�的��或���理，一��向利�、��、

��、量���理�式。以價值、以�念作為領��理的基�，是
�從上��上看�的�大力量。

二○一一年二月�日，�者在��零下��二十度的��，踏
上��大�。大������，大�但不��，���現一個�界
��的�度���。在��大����的�堂上，李����授先
��我的參���臨，��兩個小�，�先以���入�甸�中國
大陸為題，相��國 CARE���不了�甸，��������
的？�別是以��為���的��，�何�大陸政��受為�一個
����的�政���。��面��個大陸�在�的��問題，首
先��是����，��是����，��是�政���，��是
���觸��，��������工，��都是李����授提�
的中國大陸政��在�的問題。���都�破了。在李����授
�一小�授��，�下來一小�由�者����的理念，�何�現
付����的價值�理念，�何�大陸政�������。�下來
同��問。在��大��理��的�堂上，數十�碩�士生�乎�
一個�都是��而來，�一個�在可以的��都�乎同��手，�
得���的�，���不��。同�們問�，�果我們是以價值�
�念為領�，那�何�價我們的�畫是成功的？�者�����河
���畫的成功��政�為例，��價值的傳������力量。

同�問���的���式，是不是都是一個���。我以�元��
二○一一年二月，

慈濟基金會發言人

何日生師兄應美國

哈佛大學商學院之

邀，以慈濟大學學

者身分前往該學院

進行客座演講，分

享「慈濟賑災經驗

與人文」。攝影／

曾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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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理念，以�在��動的行動�式向�們說�；一個��，在
��工先�動，向���告�，���予必�的援助；一個���
畫，在��工提�，��同仁可以提�，���工可以提�，�嚴
上�以�的�知�智�予��的授�或��，是�團���（�元
��）的�式，不是一個�或一小��來����的����。�
�同�問�上�的超凡領��量�何傳���？�者以��都�傳
�，��都���，來回��個問題。�者���，�嚴上��自
告����：�種傳�，不是��百年����行，而是現在��
�動，現在���看�。

李����為�嚴上��種思��常了不�，現在�必須�行傳
�的�踐，是�常�智�的洞見。

在兩小�正式��以�，同�們�留下來�論了一小�。�個
���束，李����授說：「�是我��三十�年來，�成功的
一門��一。」���堂�我的����錄�，�可以在其���
中��。李����授��說：在��界金�不��生�����
����，����嚴上�以價值�念作為�理的��基�，��
生，�⻄�是一個�大��。���生了解�種�理�式的重�
性，�希��種以�念、以價值為領�的�式，����⻄���。

何日生師兄與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李奧納德教授 (Professor Leonard) 互動。攝影

／應詩白



〔 心素食儀 〕

文／鄭育晶、黃秋惠

──談世界糧食與倫理

����，�����界；���
���協��書����女士受���
���，以「�界糧��倫理」為題�
同仁��目���界的糧���，��
勵���盡��責�，為��盡一��
力。

飢餓或肥胖都屬營養不良

首先，�二○一○年聯�國�糧署的
�料��，��界���兩千�百�的
�口����的狀�。��書��問大
�，是糧�生�不�？�口��嗎？�
是什����成糧�不足，�����
��口����？�一�面，���口
的�例��在��，�血���、�尿
�、�血�、����性�更�年輕�
的趨�。

�來，��狀�或��，不�是�為
吃不�或是吃��的問題，�����
取不足或�����取�量的不��問
題，都可說是「��不良」；���取
不足�成��，���取���量則形
成��。��不足的�口���的�例
�生在開�中國�，受��的主���

���、�����；��不足的�果
�括：�重�輕、����、��力下
�����、�生� A、�、�、碘�
各種�生��物���、失�、智�不
足�。

少肉少魚護生態

避免傳染性疾病

現�的�界糧�生�量，��平�量
�三十年���百��十�，�以��
的��其�在���不�。其中，動物
性�物是主����一。

糧���不�，����：�� (�
糧�價� )、政�、戰�、��。生�
破�、���盡���糧�的生�量，

�目���大量使用���料，日趨�
盡的���料掌�在�數生�國手上，

則自����糧������，���
糧�價�升�。政�不��、戰���
的��，嚴重��糧�生�。�度工�
�的�果，是�成����、不��的
元�，��暖��成�林�失、冰�崩
解，都是糧���的��。��的生�
���浩�，��者�二○○六年��

茹素解飢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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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估�已�百���十一的魚
�已�臨枯�，以��度����生
物，預估����生物�在二○�○年
��。

���，���百���十的�物
是用來作�牧的�料，������的
�貴�林���來�牧或���料的�
物。

以生���同樣蛋白��量來��，

肉��������六�十��的土
�、�點��二十六�的���、�
�的���，�������的��
物�。��，動物�牧估���百��
�十�生�使用�量，濫用�生�的�
果是�成��的��性。目�的大��
動物��是����傳�的可�來�，

�的��共���不��現，� SARS
��、�流� (H5N1)、�流� (H1N1)
�。

動物性�物��易�成��的�性
�，��血���、�尿�、�血�、

�����。

�界各國的��若���動物性�
物的�取量，不但�減�自���的�
�，������問題，�可以��物
種間��傳�的�率、��各��性�
的�生率。

降地球暖化  人人辦得到

已開�國�更���頭作用，減��
�����。以�國為例，從�物 /�
����手，以科技、��率的�牧�
�、��土�使用、回�暖���、�

�排�物�理��、�������的
�賴��措�，再��減�百��三十
�牧量，估�可以在二○三○年減�百
���十暖���，��血����生
率��百��十�。

��狀況���的糧�國�，則��
�當�自�自足的�力，����、�
�、��、�����；��生物�樣
性，���生物種。政�政�����
���的��，期���足�糧�併兼
����。

��，��書���，減�動物性
�物�取，��取�物性�物，��減
�，是�正����界糧�、����
�問題的��。一�一�，�離��；

一��肉，��暖�；�一個�都�得
�。

��，現��「�����，兩�助
��」，����「省一把�」，不�
吃��，解�糧���，��你我。

人醫心傳2012.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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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許睿杰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中醫科主治醫師

中��為�是由形、�、�三個��
��成。形��的是肉�，�是���
��血，��是我們的��。�若是形
�、��、���������，��
��易��而入。平��重生活作�、

����動，並��樂�正向的�生�
�是������的�生��。

食療融入生活  切忌過分用藥

����療的�念�早��入在�
�的日常生活中，歷史�早可以���
三千年�，相傳��的�相伊尹���
�，�常使用當�的�材來��，而現
在用來��或��的湯��作，�是當
��流傳下來的��。

中�的傳��典《��內�》�：「大
���，十�其六……�肉果�，��
盡�，�使��，傷其正�。」大�是
說，大�用�烈�物��，��了六成
左右�可�止使用，�用�物�理，以
�物中的各種����來���力、�
����陽�血的不平��，�果想�

��用�物來�療，不知�制�物用量
反而更�的傷���的正�。

儒釋道三大家與素食

在��，我們��了�良傳�中�
��，������的�、�、�三大
�是其中的代�。���生，��三�
各�其看���則，而���生、友�
�物理念�都是一�的，��勵�們�
�，�而���入���物�為一�的
�界。

道家與素食：

老�的《���》是以�為中�，

來�踐修��生��，�������
�相�，古代��修�者�，��代�
思���代李���。�為修��助參
��、�、���理，更�����大
的��成�。�思���的《大���
論》�為「……夫�生�生，�生更�。

吾����以不用生�為�者，良由�
�。」���為��牲���為���

中醫
素食養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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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生�的�點來看，牲�的
生���是一樣的，��不以生物為�
���，而以�物為�。

儒家與素食：

自古����，其�兩門�問重疊
的�點��，尤其以�惜生�的�點來
看。�門�者���自己���智�，

��大�禮��：「�肉�敢而悍，�
�智�而�。」說�吃�者可��智�
並且為事��，���勵��。日�國
立���生�平���士的研���：

��者���，肉�者���；��者
���，肉�者��濁；��者�力�
捷，肉�者����。��說���的
���肉。

佛家與素食：

�����勵不�生，����戒�
生，�門�戒中���戒�。中���
自梁武�積�����的《梵��》�
�戒�，��肉便成為中國��的��
�一。

中醫的五行與性味調和

中�理論中��行�說，�材��物
則�別重�其性味���歸�作用。�
行�的是�種大自��的�動�律��
徵。中��為�行的木、�、土、金、

�，����別����、�、�、�、

��大�。性味���性��味；�性
是�溫、�、�、�；�味�括�、�、

甘、�、鹹。中�的「��歸�」，則

是��材��物的作用和�內����
��聯��來。

中���材��行、性味���歸�
來��，利用�材的�性來����的
不平�狀� (例�：以�性的�材來�
理�性�� )，�材��個�的���
�，�����生目的，否則��的使
用不但不�����，反而�傷�。不
論��或��，���性服用。

�大�先�單�了解中�的�生�，

�����材��提供的����肉�
�材。����不但可以���生、�
可減������的污��破�，�在
是����。

花蓮慈院中醫科許睿杰醫師分享中醫的素食觀

念，也簡單介紹五行與與臟腑歸經的食療養生。

攝影／楊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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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粉沙琪瑪

材　料：

乾米粉 1 片、鹹酥花生 1 杯、白麥芽糖 300

克、白糖 100 克、水 100 克

作�：

1.���切�。

2.�入 180℃的油�中，�成�白的「��
�」，��，��油。  

3.�������，�入鹹��生�勻。  
4.��、白�、白����入湯�中煮��
�且���狀。 

5.�煮�的���入���中���勻。

6.��了�的����入已�了油的��中
�平，��，取�，切�，��成了。

�����一�，�嗎？

��的����為一�一��，��大�� 3、4�，由���一油���得�大，

�以��用一��可以，而且油��，����不再�大，��立���，��油，

再�下�����了。

為什�������立���？

������，��度是�佳的，��易���，但��得用大湯杓或��來��，

�不����而傷了手。

本食譜摘自《現代心素派．香積料理：素糕點》   作者：大愛電視現代心素派   出版：台視文化

用家裡常有的乾米粉，

加上煮稠的麥芽糖漿，

簡簡單單就能享用傳統中式點心的美味。

甜點心 好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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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糕

材　料：

南瓜 300 克、南瓜子 35 克、葵花子 35 克、桂圓乾 35 克

全麥麵粉 150 克、糖 75 克、水 150 ㏄

作�：

1.南��皮��，切��，入��� 20�����。  
2.桂圓�切�丁。

3.����先�勻。

4.再�入南�泥、南��、���、桂圓丁、�������勻。    
5.���的南���入��耐��鮮�的��內。

6.再�入�籠�� 30�，���，�冷�再切�排��可。

常��說��者��吃�果，���點中的南��、����是�果嗎？

其�，�們�說的�果，�的�是��油�的種���物，�是我們�年��常吃的
�生、各���、��、�桃、�果……�，都是�果。���物��油�量��，

在��，大�不���常�用。���來��的研���，小小一粒�果���了�
常豐�的����、������種�生�和�物�。�而若��當零�吃，��易
�吃�量，何不�南��、�����果�來做�點，�可��⾹味�口�，�不用
���不小��吃�量。

追求健康，從日常飲食開始，

南瓜、南瓜子、葵瓜子……等堅果

富含維生素Ｂ群與優質的脂肪，

讓這道蒸製的糕點，又美味又營養！

甜點心 好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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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維亞  聖塔庫魯茲
重逢坡隆溝  義診再續緣 

2011.12.03

文／陳娥  攝影／高飛濤

二○○�年�的玻利����，�
國���������，����魯
�省的�立�國���為義���；

��更�����括��在內的��
�師，參������。二○一一年
年�，�國��團��玻利����
�工在十二月二日再度���國�
�，�����參�義�的��團�
�動，並轉������成員的皈�
�，����國��的�師們�常�
喜。

合十祝禱  介紹人醫緣起

十二月三日一大早，���魯�聯
�點�工��國��團����輛�野
車，����來�����、車��
�十��的坡�溝。早上�點，�工們
��義�現場�，��開�布�場�，

����掛����和�嚴上���；

��回�參�國������年�的�
��員�在異鄉��友重�，�得��
開�。義�開��，�工們���曲�
���，�願����、���和、�
下���；�療團����看�的男女
老����我們�手�十，一同��。

���，來自�國的陳���師向��
�����的��，�國�����拉

▌慈濟志工一抵達坡隆溝義診現場，隨即著手布置場地，掛上活動布條以及證嚴上人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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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師(Fernando Lacoa)�向����
�����識的��；�工�照�師兄
則以⻄���來�解竹��月的�義，

��入的義��師在一���聆�。來
自�國的�工��捷師��領大���
「一��」的手�，������工一
�唱和，�師和��們�����動�
來；小朋友的動作��生�，但�是�
�����。

小小患者占多數  

悉心照料解病苦

義�甫開�，�見���們用車�
�來一�罹�重�的老��，��為�
期��，�����尾�的左右兩��
�嚴重��，傷口面積�大、�可見�
並��惡�。當�師�老��看��，

�工同�在���呵�。��陳���
師������，�工向�者��告知

��的嚴重性，���同������
�，由��車�老�����國��做
�一�的�療，路上由����同行。

�一�的義���以��占�數，��
������來看�，當中��年�輕
輕的�����在��的小��來看

▌美國人醫會陳福民醫師(右)正在向圍攏的民眾們介紹慈濟人醫會的緣起。

▌來自美國的志工曾慈捷師姊（左）帶領村民們比

著「一家人」的手語，法國醫院前院長拉科醫師

（右）也跟著比劃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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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的��們而�，義��的
是件大事，�們������受�療的
��，�想����們����平�。

�而由�����，����們的皮�

都�����，��看了十�不��。

���義�的�科�師用�照��一�
小朋友，���領取����品的��
們��十���。為了��不耐��的
小朋友��的��，�工����了小
點������們，��點�的小朋友
�不�開�。

�了�予��的�療服務，�師不
�在�者離���，��向�解�服用
�品�的��事項；同一�間，�工�
和�來看�的當���做�動。���
�在���魯�坡�溝的義�，一共�
�十����員參�，����十��
���工�入�����，當��惠�
��數��十六�，��國��的�師
�當���再��下��。▌患有嚴重褥瘡的老婦人在陳福民醫師的檢查

確認之後，由兒子陪同緊急送醫治療。

▌趁著免費義診的機會，村子裡的母親們紛紛帶著孩子前來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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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臺中
扶街友一把  歲末溫馨送暖 

2012.01.14

文／林燕眉、楊雅如  攝影／吳啟志

嚴�凜�的��，是流浪街友�嚴
�的��。����的���、失�
�的��，�們��了�的溫暖和�
的��。�成為街友，大�是基��
�間的失��成����，��三�
不�；�果��上�����，那生
活更是�不��。

自從二○一○年�月�，由���
�師�領的中������，�個月
�期來��中��基金�──街友平
��，為街友義�。�一�仁�仁�

的�療團�，�牲假日、�貼��的
��沒�間��，��街友們�立�
��的��。二○一二年一月十�日
的�末假期，���的���員��
��工來��中��基金�，在�曆
��的��，為街友們�來�年的�
�、����們的��。

長期關懷啟心扉  

建立情誼如家人

�中��基金�──街友平��
的��葉��先生說：「�開�，

街友是以看��的��來看�義
�。但是�期以來，���員��
工把�們當作是一��、����
����；�們����開�門、

▌左起為慈濟志工林良淑、溫鳳玉與林寶珍一齊為街友們打理門面，以迎接農曆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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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了��，�了������，

�動�得��！」

��共�內科、�科、皮�科�
�科，一�為街友的��把�，並且
�排��師�來義�，打理街友的門
面；場內活動��切��動團�、�
�徵�……，�得見�街友們�爛的
��，�樂的���是一��。六十
��的林先生，從活動一開����
入，�而�喜、�而��的��，唱
�「�拼���」，手裡����徵
�得�的�品，不��點頭說：「�
喜！�喜！（��）」���從內�
�，照�街友�、�、靈的��，同
�����願──願街友們��趕�
找��們回�的路。

陽光出來了  

實業家見苦知福

�一�參������義�的�
�����，�了幫�布��場、為
看�者唱���，同����活動�
�動唱。����的�，開����
��說：「陽��來了！���員、

�工���的�勵���，��顆�
都溫暖了�來。看�了流浪朋友的�
�，是��樂的！」����扶�一
��履蹣跚、��不��抖的街友，

���說：「我的�在流淚。在��
的�角，��樣一�朋友�常��大
�的���援助。�嚴上��我們吃
���，我��惜�、見�知�，�

▌實業家董建德（左）第一次參與人醫會義診，攙扶著一位步履蹣跚、身體不斷顫抖的街友，自己

也體會到見苦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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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現在���的��。」

��十�年的����師說：「�
�一��，��半年糧。我一�呼�
大����、�勵街友一��戒；�
�、���們，�街友��手�向
下，重��復生活。」

流感猖獗  人醫愛叮嚀

葉�����別提�：「自從�
�����期來為街友義��，�乎
沒�再�生『街友路�』的�形；目
��十��固���性����的街
友，是�血�或�尿��者，�師幫
�們把���制得��。�貼街友沒
�看�，二○一一年����共協助
街友�百�十���；�們失�了�
友的��，�����的����，

��們��的��！」

��流行性��的猖�，���劉
���師��別呼�街友：「���
�暖，不�抽�、��；�性���
��吃�、����趕���，��
小��成大�。」街友平����提
供��、��以�����，協助�
�度���。劉�師說：「街友在�
活動，���間的�觸��，照��
�們的��，�是����的一��
�。」

��師�式�，�切�為����
�的街友拔�；��龍�師�楊��
�理�兩�賢��，在���的義�
中�都不��；�工們幫���義�
單、量血�……，溫暖的��不��

�。陽��來了！�照在�一�街友
的�上，�為����暖暖的���
勵，在�末年����街友們��溫
暖���年。�願�的一年，�們�
重拾��，回歸�����。

▌臺中人安基金會街友平安站的站長葉展嘉先

生（左）說，慈濟人醫會醫師幫他們把病情控

制得很好。

▌詹錦龍醫師（右）與楊婕鶯護理長（左）夫

妻檔，每個月的人醫會義診不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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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志合一 〕

�個月的�一個星期六，大�早上�
點�，�平常上��間�早一�，在�
���的大�，��看�一���藍上
�或�上�，��白��的�，�而�
�爽�的��，或是輕����，�點
������足的��，����；�
����的��。�一�的�一���
�工�平常不同的��，在��們都是
在����上�的�，平�年��平日
看�的�工師兄���年輕一�。�一
�是�們固��門��的日�。

每月訪視探貧  體會助人的幸福

�先從�月�的�一���。�一�
一同��的�三�，各�排一�路��

��一個月不見的「朋友」，����
������。說是「朋友」，�為已
���������了。�一����
�的故事，都����工���單的�
�����。阿國 (�� )的��便是
其中�一。

�����一���了，從���
��南�����復鄉。個頭�小的王
��是預���中�的�理師，�是�
一�的��。受�成為���員三年�
�，負責���復鄉的��個�，��
�復��的�工師����一���，

�「�單�」了，轉�間，現在的��
����，已�����了。在車上，

���工師兄��沒閒�，�一�的�

體會
平凡的幸福 
文、攝影／吳宜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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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中��理師���和�
務�同仁���，�題��在�一下�
��的「��」�上，��們在��念
書�沒�吃��暖，����、書��
和生活���是否��幫�，�上大�
的�不���當��工���……，�
��自己的��沒兩樣，�不���個
�自己的��年�都沒��大。

新芽上大學  關懷三年的成就

阿國的�是�一���的��一�。

看��復�車���，再走上一��離
����們�，單�的平��頭�積了
用來���的大量木料，大門是兩��
�門，內�的��上了一半看�來滿�
的�，似乎想��裡�得����，但
是�沒���滿���。

得知阿國�上大��，���一�
�工��都��，�是�們��三年的
成果。功���的阿國，��領了兩年
的������金，��的��目的�
一，是���幫阿國申�二○一一年十
月�的��金。

下午�點�，阿國��束在�復�
�的打工回��裡，������的乙
����照、團�������狀，預
������們�回�申���金。�
��個暑假，阿國��上大�了。「�
���金�基�的��是不���，�
為�是當�生的��。」����說：

「阿國是個�事的小�，成��面�現
良�，我們在幫�申���金的���
�取�，�為����金��種：��

�、��領域�、���、���現�、

���，�����種，可惜���一
種申�。」

�一�看�阿國的�，不�易把�和
�事��的形��在一�，�三���
的�，頂�一頭�成金��的�型、戴
�角����，和�下�流行的年輕�
一個樣。不�，在�個��成年上大�

家住花蓮光復的阿國（左）看起來跟時下年輕

人沒有不同，但他的生命經歷與自己的奮鬥很

值得肯定，是花蓮慈院同仁化身慈濟志工長期

訪視陪伴的對象之一。右為護理師王信文，中

為許家芝。

承擔訪視工作，在花蓮慈院工作的同仁看到

不少需要協助的家庭，從家中的擺設可以略

知一些端倪。

體會
平凡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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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暑假��，��了打工，�當��。

從��，更是看不��們�的�故和內
���的衝��不�。但是�工們都了
解。

全家福變調  老師與志工扶助

阿國是�中的老�，一��口��
��當工頭��，�是��常�同事�
��，一�不��打罵相向得�了不�
�，頭上和��都��刀，�����
��而�。

��則是����的�史，阿國�不
得��何���，�早的��是在�小
��年��，���為����而�度
�傷，常常������裡的東⻄來�
�，大�屢�不�，�裡永���不�
的�，阿國��為受不了��的��而
��兩個月。�一��的生活��樣在
�伏中平�度�，一��阿國升上�復
國中二年�，���駕開車�生��不
���，�個�������一下��

��了。

大��中����工作，二�則是�
中�沒����工作了，���的工作
�入���幫���；但是��的�生
�����崩潰而���再度�作，大
���為想���何�更����而罹
����裂�，��二�打零工��，

阿國����，����念書？�是�
輟����？

而生�的��沒���自理生活，

上��、吃�都��提�、��，�以
阿國一�扛�照���的責�，��一
年的�間，阿國必須利用午休�間從�
�趕回�照料��吃�，�使����
�是一顆���，������想不開
的�動。�為�������門�看�
��在�����刀��自�，那一�
間，��失��一���的��再��
來，自���，阿國��������
唱獨角�一�的��，希��「��」

�，��在告���一樣，告����

順利考上大學，阿國是訪視志工陪伴的驕傲，而且他也更懂事、不再逃避，特地帶媽媽到花蓮慈院看

病，把握時間陪伴媽媽，希望很快成為家中的支柱。

〔 職志合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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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是不�的。 
那�日�，����、����的

��狀況，�同蠟�兩頭��滿�不�
�徨的��。��的是，阿國的國中老
師都看在�裡，���協助；老師幫�
申�了小�陽��金，����足�的
���念書，�轉���基金���照
�，��了阿國�����同仁�工們
的��，��的生活��在正軌上，國
中����在�復�工��，�是��
�的�生，������的狀況更��
事�貼了，�說：「不�再���一樣
��，�為是自己的��，����受
���，�使����再累再��，�
是��下�。」

阿國��，把書念�������離
��，�累的��、����徨��的
��，��把��書��開在�中吃�

的大��上��念書，���書�掉�
�令���的一面。�年的�間��，

阿國已��是大�了，�順利���南
�上大�。

甘願付出  修福慧得歡喜

在��的���伍中，��來��
的����同仁�入成為���工，�
�王��和賴�君�理師�樣����
的，���受�的，��不�是��的
��同仁踏入�工領域成為�鮮�。�
��們為什�願�利用自己的�間當�
工�？

�理師��說：「�療�工�了�
�的工作和�事，�願����來��
��員和����解�，�現自己�的
做得��。」「�個月一�的��和�
�裡的�工師�、師伯��來，是�輕

雖然家境不好又逢變故，阿國不畏逆境認真念書，一張張獎狀都是最佳肯定。著藍天白雲志

工服的委員、慈誠，是在花蓮慈院各單位工作的同仁，左起許家芝、李羽芝、阿國、媽媽、

劉家佑、李彥琤、王信文、陳俊吉、梁淑媛、鍾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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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相���同仁都是受
��工��的��，而願����付�
的。

�理師����想，「���事�是
輪三�的我可以做的？」而�個月一�
的��正����個��，從二○一○

年�月���復����的��，��
朋友是�大的��動力。��說：「�
��朋�友和同事��看我��回來，

都�主動問我是不是���的物�。�
�知�我���的�一�都�幫我把車
��滿油，而且把車��得���，�
��可以���。」

而在��工作的��，�����
����幫助，但是���更大的��
�間。以阿國�為例，����的目�
�在阿國的��問題上，但��問題�
是��阿國願����上念的�力，�
���回���必須���錄��狀況

�：��相�的�況、��的��、和
附���的�動��。「�理工作��
���，但������重���的�
�，����不��理�員可以用專�
�予��和��，但�靈上的����
�，������的�估，��都��
常常向��的�工和�工����。」

��說。

當�，���療��是������
�成員的�������的掌�。

�由��，一路上看�阿國狀況�
似的��，�在潮���或是�重�味
的��裡，���的��看書，��同
仁們�了不��反�自省，自己的小�
�在��溫暖的��、上下�����
�、吃�不��，看似理�當�的平凡
生活，����的小�相��來，已�
是大大的��。當�下�工制服，看�
工作似乎�得更��，更�惜了。

〔 職志合一 〕

放下工作的職責，換上志工服入人群付出，花蓮慈院職志合一的委員、慈誠因此更體會簡

單平凡的幸福。攝影／黃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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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心．境．界

�面陽�亮�，但我的�間裡烏��布，�現���的狀�。

��，��女士��的�貝女�坐在我的面�，為�的滿�冰�，

女�則是��亂�，�不在乎的樣�。

果不其�，����開�叨叨���數落�女�種種不�的�
狀來。�個不��，那個不做，��頭�不�，��是����
頭���……，������、��，��得��。

「我都不敢跟別人說，我自己的小孩竟然教成這樣！」�
���流下�憤的�淚。

�使面���的�淚，女��是����的��，��事不�
己。

��，�中老師，服務��一�願的��，�為����卓�，

是��老師中的大��。�年不知�����想����，把小
����的�！�而，�內�的�大傷��是——�不�自己的
獨生女�。

寶貝，
你是我的成績單？
文／賴奕菁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精神醫學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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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心．境．界

「剛剛那是妳媽媽的說法。現在換妳了，妳應該有自己的

看法吧？」

女�似乎�點��，��自己�����？�生���的說�？

念頭一轉，��是�下了頭，��了��。

或�，是��在場，�說不�口，��先������面��，

�女�單獨��。

��，女��開�說�了，����說自小�����的期�、

��、��……，�都�力做�，當個沒���的���。當�
���大，開�想�自己未來的�生�，������想�畫畫，

未來想走��路�，������，說畫�沒���，���念
���中，�來�一流大�。���不成，����立�中��
嚴�，������的�成生活，����掉了。

����服的左�口，�白�����的數���在吶喊�，

�不�樂！���女���，���，轉�頭�，������
落下的淚珠。

「他們說這樣是為我好，為我將來好。但是，我現在就要

活不下去了，將來好不好有甚麼用？在想走美術之前，我是

想要跳舞的。跳舞，不可以！畫畫，不可以！我想要做的，

通通不可以！他們要我做的，才可以！」

「再說，那是為我好嗎？還是為了她自己？！ XX 老師丟

不起這個臉，自己的小孩沒上臺大！我是她的誰？我只是用

來肯定她的，給她錦上添花的……！她自己上過臺大就好

了，幹嘛要逼我也去？」

「如果都要照她的意思做，那我的人生就給她嘛！通通拿

回去……」，��乎�����了�來。我��抽�面�，��
�面�頭������來。

「剛剛妳有聽到嗎？」我試探著問。母親點點頭。

說�在的，����乎用生�吶喊�的那�句�，��的一�
門�怕是擋不�，�坐在門�的���怕是���雷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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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從小就是一個很乖的小孩。」����說�。

「在此之前，她沒讓我操過心。我為她準備好所有的一切，

她也從未讓我失望過。我一直以為會永遠這樣下去……。我

從來沒有想到過，她會想做別的事情，甚麼畫畫啊！舞蹈

啊！真是亂來了，可以靠著吃飯嗎？」

不行嗎？我�中��我�喜�的�畫�的�典畫作、��團�
的��畫面……，���裡不行？

「她那樣鬧之後，我有提過給她轉去美術學校，她拒絕了。

她說，要的時候偏不給，現在她也不想要了。她說，她想死。

所以，我帶她來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別人的小

孩我教得那麼好，我的小孩卻說她想死……」

「喔，那就看妳的態度了，她到底是妳的女兒，還是妳的

成績單？」

「當然是女兒啊！」��老師挫�的�淚��在�頰上。

「如果她是妳的女兒，重要的是她的人生要怎樣過得精

采、快樂。這是很主觀的，要問當事人的問題。」「要是有

人請妳吃飯，上桌之後卻是妳夾這個，他就用筷子敲妳的手，

改夾那個，更被敲到手握不住筷子，然後幫妳夾一堆不喜歡

的菜，堆滿妳的碗，那麼，妳還有胃口吃飯嗎？」

「那我要怎麼做呢？」��老師�回了��的��。

我��轉�單，開����書，說�：「或許應該要先被治

療的人是妳，先去跟我們心理師談幾次，理出一個頭緒來。

先改變妳自己，她才可能會跟著改變。」

�����問題��不�����現的那樣�單，一�一��
下�，可�����一樣�得�流淚。但是，不一�一��開，

我們永�看不�問題的��。或�都是以「�」為�，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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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客問  

用藥

看完醫生後領了一堆藥品回家，

您知道如何正確用藥嗎？藥品百百

種，您知道從哪裡可以獲得正確

的用藥資訊嗎？有效的醫療不只是

單在疾病診斷及藥品調劑的專業部

分，還要搭配民眾正確用藥，整個

醫療脈絡才能健全，看病前多用心，

用藥時多費心，您健康才安心。

什麼是您不可不知的正確用藥觀

念？一定要知道的就是「正確用藥

五大核心能力」，以下跟您分享：

能力1 

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

看病時先瞭解自己身體狀況，並向醫師

說明清楚以下事項：

＊ �裡不�服，大�何�開�，何種�
況下�得���服�。

＊ 說������品或�物�生��
�，以�������。

＊ ��罹������，����性的
�傳��。

＊ 目�正在使用的�品，��中、⻄�
或���品。

＊ 是否��開車或從事�專�力的工
作，�：�械�作�。

＊ 女性�告知目�是否��、正���
�或正在哺���。

5大問 正確
用藥

文／陳媺  大林慈濟醫院藥劑科藥師

 

大多數人都有到醫院候診就醫及領藥的經驗，打聽到

心儀的名醫，千辛萬苦掛到號，就醫時經過一個多小

時的等候，實際與醫師面對面接觸的時間僅短短十五

分鐘，在這關鍵的十五分鐘，您說到重點了嗎？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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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2  
看清楚藥品及藥袋標示

領到藥品的時候必須要仔細的對照藥

袋上面的姓名、用法、藥名、用量是不

是正確的。如果有任何的疑問，一定要

詢問藥師，才能更加清楚的了解自己所

服用的藥品。

1.��：領��品�，先����上
的���年�是否正�。

2.�品用�：��用��，�先��
使用的�間、用量���。

3.�品���：�看�品的用��自
己的��或�狀是否相�。

4.�品��和��：���品的形狀
���，是否���上的��相�。

5.��事項、副作用或��：�留�
��上���的��事項，以便了
解�品使用�，可��生的副作用
或重���。

6.使用�數：�品��服用�久，並
���品�量�不�。

7.�品��期���� :���品��
�上的��期�是否�期，�品�
�是否��別�留�的�項。

能力3
 清楚用藥方法、時間

在用�的�間�面�����療�
果，��用��間�是相當重�的�！

��上����品的服��間，��
�、�中、��或是��使用。��大
�一�����上�師���間服用
�品�����良�的�療�果。

能力4  
做身體的主人

������下��或是路�的�
品�告，��易�老��掉入��中。

沒��師��的�況�購買�品��
易�成吃�不�當的�品而����
的傷�。�師開立�品������狀
��行�估��，�品千�不可�相�
�，以��成不�當用�傷�。

能力5
與醫師、藥師作朋友

當���何不�服或是�品使用的
問題，都可以�打��回����物�
���問，��的��上�都����
物��的��或是�������局
的�師，在回����師反���論�
品使用�況�行��的�品��。正�
的使用�品����的�療��，��
何的問題一���問專�的�師或�
師，�不��為��買�看��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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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客問  

用藥

副作用有「藥」緊沒？

�常�������物的副作用問
題。�������看���上��的
�物副作用而�度��，���師��
�服�，�是不敢服�反而���療�
�。�物副作用並��一個�都��
生，��在�一�服��，�切��是
否��生未服���沒�的不�服�
狀。

�果�一�服��現�立�的��，

��喘、��皮���潰爛�，�立�
��。若是�不嚴重的反�，則可以先
�����師，作�當��或再�回�
���師�論�物�療�式。

��，�����成良�的��行
為，固�在����或��看�，並且
在��附�的���局�服用�物的
�錄，����錄可�，��掌���
先�，����。

�生署�成立�物不良反����
�，���國�料，當�何��、�
師、�師�現了�物�成嚴重或��生
�的副作用�例，可向當��生���
�，����由專��估���，再�
告大�，提�用���。希�以正�的
�度使用�物，以��大的�療�果並
減�����小。��在使用�何�品
�，「�」問��，�得一��向�師
提「�問」：問��、問��、問用�、

問用�久以�問��事項。若��併服
用其�品，都�主動向�師或�師說
�，以��服用不�當�成�，反而�
�自���，正�的自我照�用��念
������。

正確用藥資訊何處尋？

�路�料數千�，�一�都��「專
�說……」，但���何�濾�正�的
���？������提供正�解�
的��工��相當重�了。行政��生
署�品�物�理局��「�品�物��
者服務�」(http://drug.fda.gov.tw/)�
���品��品相��������
�，��可���品是否為���品、

�品���識��物作用。若想知�更
��的��可再�用�品的����
品�物��者服務���更�一�的
��。

若�得上������，����可
以�����的「�師�朋友」，�可
以���的���局或�療����
師�論用�的�式，��由專��員�
��。�生署為��正�用��念，�
��十�����作成立北、中、南、

東�離���「正�用�����中
�」，提供��面��何在使用�品上
的�惑或�問�，都可以��向�中�
�盟���療�、���局�單���
����。

藥 師 小叮 嚀



人醫心傳2012.0261

區域 縣市 正確用藥教育資源中心名單

北�

�北� �北馬��念��

�北� �北�立����

�北� �東��

�北� 行政��生署�和��

桃�� ����

�竹� 馬��念���竹��

中�
�中� 中國��大�附���

��� 財團����基����

南�

�南� 財團��奇���柳���

�義� �義基����

�義� ��������大林��

��� 財團�����念������

東�
��� 財團���主�靈��羅東����

��� 財團������������

離� �� 三��������

2011年正確用藥教育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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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
小心脊柱側彎！
文／劉玉玲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合心十樓病房護理長  編審／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護理部健康專欄編輯小組

「不�����在�跑點上」是�
���為�女�想未來的�切��，�
果�個���在成���的��中，�
�平�的�大，�����現未來的�
想；但�果在⻘�年期「��側�」，

��成一個�大的����了，但��
是⻘�年常見的��問題，不得不小�
��。

無痛且無徵兆  成長期要留意

��側�，��思義�是��構�不
��，形成向側面�曲的現�。正常�
立狀�下，��從������，��
�成一��，但若是��形狀��把�
� S或�� C拉�，�是��的「�
�側�」了。��側�一��生在��
十���間，是������的�期，

常�生的��在��、��；����
傳的�向，女生�生率�男生�。

���形�常是��性、沒��狀
的，�上⻘�年������自己的�
�、�頭�或����的�服，且一
���為⻘�年��不良，是常見的事
�，而不易�現畸型，�以⻘�年��
側�的�度，���以得知。

三類原因  四種檢查法

��側��生的���不��，但�
�可�為三大�：

1.  功�性��：���不良或��不一。

2. 構�性��：先�性��或���肉
�面的��。

3.��性：是��側��常見的型�，

��不�。

����側�的�理，以早期�現、

矯正現�側�、預��行性側�為�則。

由���側���，百���十��不
���，��生�國中女生，��，在
沒��何不��狀�，早期�現��得
�別重�，���自己��或����
而�現；�果平��立或走路�，��
��相差���，或�������，

���別留�，故以下提供���可以
在�中自我��的��。

在��的��上，��種�式可�用，

其中�便利且��率�的����為�
�性�估、����、立���和��
�����種，����者或自我�行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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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估：�������肉��
�形。在先�性側����併先�性
���。

2.����：����立��，由��
�看，���現�是��向一側�曲。

3.立����：�易�作，受�者��
併�自��立，以量尺從���落測
量���曲的�向。

4.�����：�易�作，����側 
�早期��，且可以��測知是否�
��側�，�受�者���在平�上，

��打開��同�，����，��
��，���曲 90度，�手自�下
�，��者�在受�者��，兩��
野和受�者����點在同一�平，

��兩���、兩����、��、

��形狀是否��，�度是否相同，

若�一�一�相差一��以上，則可
������側����須�助專�
�員，利用 X��和一�理���，

來��側�的��、�向、角度，�
����療�式。

改正姿勢與運動  

挺直身子迎未來

��預���側�可以從功�性��：
���不良�手，���動的�式：�
���坐、吊單槓、伏���、蛙式�
泳�，����度、�力������
曲惡�；�可���以�止��側�的
�形惡�，但是���復已��曲的�
�，��必須���������行。

��側��生在生�����的�
期，�果����早期�現，嚴��
蹤、矯正�療，���當的�動��，

減����不良�成的��側�，便�
得�常重�。����一個���在⻘
�期「行得正、�得�」，����側
���。

正常脊柱與脊柱側彎比較

正常 可能有脊柱側彎

受檢者站立，檢查者在後方觀看

* 頭中心點在臀中線

* 肩膀同高

* 肩胛骨突出高度相等

* 髖骨同高且對稱

* 手臂至軀幹間距相同

* 頭偏離臀中線

* 一邊肩膀較高

* 一邊肩胛骨較高，且比較突出

* 一邊髖骨比另一邊突出

* 手臂至軀幹間距不均

受檢者前彎，檢查者在後方觀看

* 上背及下背兩側對稱

* 骨同高且對稱
* 一側肋骨或下背部不對稱

受檢者前彎，檢查者在前方觀看

* 上背及下背兩側對稱 * 上背或下背不對稱，或上下背均不對稱

受檢者前彎，檢查者在側方觀看

* 背部弧度平順對稱 * 背部弧度不平順：肩膀突出、圓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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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柯文山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社會服務室社工師

照�單上，���別為「���、

��、協���」，��的一行�，

不知��在��內�生了什�事，我
�測�。由���照��間是在星期
六，�來不������，�是��
�先在����內開�，�下星期上
��，再找�間來�理。�知，�主
自己來看我。

消失的遊民  鄰居助緣減負擔

��是��吧，星期一那�中午的
午休�間，��輪�我值�，見一�
男士從�面���走���服務�，

一��，�是照�單上的那�大�，

����叔�了。�來，�叔���
�，���，�以��書����來
�服���協助。

��得照�單裡的���幫�找�
�，�一下，知��單�、����
沒��動了，�一��問，�都�在
�北�的���路陸橋下，生活��
�回��生。「�，�不�是��的
��嗎？」我�中�想�。而���
的�����������，我大�
����、��，�不再�問。

果�，�，����，再�上��

和他相識，是透過醫院電腦系統中的照會單開始，那是在二○一○

年六月的事了。照例，病房中的護理人員，對於住院的病人，若無

家屬在旁照顧的話，都會多所留意，有什麼狀況，就會照會醫院的

社工師，希望社工師來瞭解病人的情形，並進一步地協助他們。

何處是
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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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件都�失了，寸��行。�以當
下，我���先協助�一�車�回老
�（���）�里鄉����。�了
�件��，��一�一��協助�的
����生活。

���叔走��的��，��知�
�罹�����，但見��履��，

��中��自己的主�，�上目��
���硬�，我����重�的想�，

���。

��，�叔來�，說�已�����
�了，�知掛上���，從�����
�。我������上的螞蟻，��說
��回���件來���的，�沒了下
�；一來沒��協助�理���療�，

�可��為���而�成��的��
��，果不其�，����三���掛
��三��千�元的��！

��是�做�事都�����佑，

�叔的����在���，我���
����的��，果��我聯�上了，

而且��是一����的老阿�，�
我說�叔的狀況��常��，�願�
��口�����來���我。��
樣，我��叔的����申��來了，

而且���知��的����為��
入���，���，以��的重大傷
����負�，�上�扣，���用
�共��百元。

遇到沒有親人或無家可歸的病人，社工柯文山了解若追問不出原因或病人不願說，他會尊重對方的意

願給予社服方面的協助。攝影／楊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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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鄉落腳花蓮  多方面社福協助

說���的，�在我�����的
那�，�����北��的���工
師來�，說�一��先生目�在�北
��的��，�來���曉，�回�
�北�了。�以我���叔的�料�
��北，期間�陸�和�北����
和��的�工師�論�的�����
�，���在��北�的�，不是在
東���的我可以使得上力的。

�以為�叔��在北���下來
了，而且北�的�利����，��
�樣����的�，若���的��，

北���政�的�工師都�協助��
�����入�的��，�樣一來，

�可以��不用����，且���
�������不��成����，

��，���可以���負�、�掛
��，��都是��。但，��是回
���來了。

見��叔�現在��的�者�單
上，「轉��」，我知���上的�
���狀況了，而且我告�自己，�
�一��儘早為��路，��一�相
�的���利��，��得�協助。

首先，目��已������門排便，

�����的�口排�，�以，�先
��申�����手冊：重�� (� )，
輕度，��口�工�門，�了���
�手冊�可以�����者生活津貼
�助。再來，�日�可���工作�

在醫院發現有較弱勢或支持系統薄弱的病人，醫護同仁會立刻聯繫社工商討協助，也請志工關懷。攝

影／楊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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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了，���正��入�的��，提
列為��入��，����津貼��
�一�，���面�用上��輕�，

�是為�聯�鄉��來申�。��的
������，先�知�了�叔狀況，

�主動為�申���入�了，�件已
���政��了，但為������
在�不在而����，����別叮
�我���一���書來��，��
�主���中。

����，�先��叔一���金，

����現金可用。��一星期�，

�叔�回來��了，和���，知�
�的����，������轉��
��基金�，想說在政�的正式��
�來�，��間的����協助�足
�一���期��。�叔����了
�予��現金�，�提���回��
申�「馬上��」的政����助。

出院轉安養  祝福歸程好來生

�了�年（二○一一年）二月，�
叔��回來��，�是�一���的
��相��以�����了，不�先
�一、二個禮�可��，����得
�為��。可�是�自己���識�
吧，當我和��論�����不�轉
����，�不再�先�我����
���我，���自由行，不���
�，��自己的生活。

�是乎，����幫�叔�排入
������，說���，��二○

一二年一月�滿六十�，�����

的入�年�。��，我們����大
��正式��一����了，我�上
的一�石頭����下了。��入�
�用，我�不��，�期先以��的
�服基金來��協助，�間若�，先
�協助申�的��入������手
冊���上用場了：����者��
在�構內，可申�����者托��
��助，輕度者�����月�助�
度���千元，那�下來的兩千元�
��用差�我的專���幫上�。我
在���間�問��叔��的��和
�址，�是��一�沒���，我�
�個���，告知�叔的���形。

�了�月�，�叔�來��了，�
�不同的，��������入��
���寧��。我������了�
一下，我和�都沒��說什�，�是
一�的��打招呼，但彼�都知�彼
�，在��的�來中，��的���
都在不�中了。

「�叔已�在���生了。」�
�那頭傳來的��，看看�間是中午
十二點�，果�是我�識的�，是個
��個性的��，��生的�間都�
�自己的��和��——���，�
月�日十二點�的午�。�為�工，

��面臨�的個�，我不���別�
�生的��，�專�����做的協
助。��，我�中�念����叔，

���生⻄��樂，若下���生�
�，�希����個�歸�，不用再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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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足跡...

臺北慈院
 

���三十年�動�甲狀�手��成����，但是一�以來都以為是呼��或
是��問題���喘。���陣����而������不�來的現�，我在�路上
���貴����科主��師���，在���面的手���研�����，�是二
�不說便��北上��。我們從�南���北貴�看�，在��期間，��間便知�
�師����，且得知我們�從�南北上便��排了動手�，我�����下�中大
石。��開�刀當��上便������，�上�����沒���，������
�����呼�，����了 !目�復��形���，沒��何不�。在��常��
���科 ����師�其同仁，����期間� B二三的�士小�的照�。

�先生

��貴�泌尿科�尚仁�師，���年已��十二�，�為年�，毛�陸���
�來，��血�、中�、�潰����，上個月�����做��流，但是���
�不��受的是����大，尿不�來�須��尿�，��半�中�已行動不便�
��尿�，�了����更�，�得活����嚴，�不���活動，��告�我們，

�年�已大，�希��年�活得自由自在。�����找��切和�、����的
��師，����重�拾����希�，���為��開刀，���的�����，

�了百��中抽�����，知����易����生���耐����，�使�
���打����中���復狀況，�我們十��動，�是我們��������
的�師，在�������，���尚仁�師。

�先生

����期間，��團�的照�，� A�國��師、����理�、�凱碧助理、

�理師林��、陳��、楊永珮、��、楊��、陳�君、���、李�玲、�潤湘、

林��、�思�、陳寧、陳�帆、楊��、尤�惠、向俐�，����師��仁�
�的用�、��協助，�日�復��，��再��！

劉小�

來自病人與家屬的溫馨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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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醫心傳2012.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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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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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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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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
歲末感恩時刻  

齋戒懺悔發願行

一月十�日，玉里�����末���
�，�了在�樓����溫�的�常�，

來����同仁一年來的��付���，

並��以同仁手工�作的「����」吊
�和手���小�，來向����的��
�工們������。��更�����
�服務的十��工，其中���玉里�中
的���同�，是�一��的�生�工。

�同�說：「和玉里������是
從三年�開�。當��想�識一下��的
服務型�，沒想�在師兄、師�的���
下，���喜�上了�項��活動，而且
一�做�����。可惜年中�����
���，�不知������書，���

�來��的���更�，未來希��常常
回來服務鄉�。」事�上��的�，是�
在�離��半小�車�的�里鄉，���
�服務都是由����，��路���，

�����參����工服務。�一切�
了個�的��立願�，��來自��的�
�；一��中生��������，�大
�都相當�佩。

��當中，��同仁們����了「一
性圓�自�」和「懺��門��」兩首�
���的手���，�別由���行政同
仁����，�現平日��的成果，�期
�������說�，�勵��都���
���戒、��大懺�。

�了手���，��活動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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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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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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徵�的活動，以�思�和���智
問�為主，����的�式來提升大�的
������。當活動�行�「��大�
說」的單元�，是�場����彩的�
�，��者�上���個�想��的�事
物，並說�在��內服務的�得。�樓�
��理同仁�彩�上��說自�的故事，

���由���已�生�年，�以在�年
�為���，坐月�必須由��來照料。

期間看����自己��不�的��和�
�己�的照�，�自己相當�動���，

��為�都是在��大��中，���得
的��。

��二○一一、用�二○一二，玉里�
�的年�����，��沒�豐盛的大�
和�貴的�品，���手������活

動，在�思�物禮�的�勵下，為�個�
的�靈��，�同仁們在�冷的��裡，

�����受��正在溫暖���。（�
／�昌�、��／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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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看�曆年��了，�永�����理�
�坤�副主�、���理師、�工、�
工�一行�，�門�����附�的老
��，�了��生活物�、叮�生活�
�，�重�的是��老�������
形，��，更沒�了��們���來�
�一��爐��年。

一別�一日的���里，���的
��、��的�溫，��是老�爺�在
�憐獨�老�的��一�。首先��的
是���十二�的�阿�，����和
�女同�，早��日�工���，��
並�大�。但��一�門，�見阿��
���的棉�躺在��上，小�女��
大大的���奇�盯�我們。����
切�上�問�，��告知阿�從昨��
開�不�服，������阿���是
���作，�為沒��走動，����
�冷��、血�����。����阿
��儘���，����������
看，���了���解�各��物的使
用�式�服��的反�，�在��上�
下�����品更動的��、同��
�，���下������的����
���師參�。�了�上��，�理�
�坤�副主��代���基金���物

�，並�上���獅��代��提供的
棉���生�品，向�阿��別�、�
�����的�。

�車�在��路�，大��上坡�找
��的�，�行������，�入�
簾的是一個坐在小��上佝�的��，

��是�積��的��回�物。�十�
�的��平日��月�領��津貼以�
做��回��生。�在�坡上的�皮�
不但��不便，���是一大��坡，

�頂�離����相當�，�在��都
��見�流�哩啪��作�。陳桂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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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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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師上������，�������
作��，並�問�物使用狀況�，一�
的�工問�阿��傷的��，阿�說�
是日��代�流�傷�的，��不�。

���把各���物�����，��
�走�下一���。

阿��六十三�、自小失�，現由
�十六�的老��一力��照�。阿
�一見�陳桂珠�理師��看�老朋
友�。���幫阿�����，向阿
���解���：左��大是�為�
�阻塞，��可�是�期���動。

阿���說���吃�一兩��，但
�為現在自己��不�，不敢�門�
女���。�����，開��問老
��的��狀況，�來�在��噴�
����不小�傷���，再�上�
白內�，���力����。陳桂珠
�理師��，�是�以�在�生��
的個�，���來�����、��
�不下���女，��負責的�務�
是��獨�老�，�是便順理成��
����女列入照��單內。由�其
���都�力照�兩�，不���聯
想�若是未來老���生了，獨自
生活�����界溝�的阿����
�？桂珠�理師一說��，不���
哽咽。臨別�，阿��別�了���
和桂珠一個大大的��，儘��頭�
大�冷，老����是���我們�
門口。

��來��十一��阿�的�。阿
����受傷且右���而使用輪椅

代�的�，������一���照
�得����；�在鹿野的女�，�
爾�來���。生活自理��的�阿
�，���吃�、血���正常，�
�一行�的�來，露����羞但開
�的��。�工們�阿�相���，

同�������阿�來��參�大
年��的�爐。�阿���不���，

���是��盛����了。

����老���平�度���，�
個溫暖的�年。( �／王�惠、��／

林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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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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	關山
醫療大家庭 年終感恩送祝福

一月二十一日��六點十��，由�
�師�、��師�領�，林�龍�行�
��������主��一行�，��
�車或開車��物��南；首先���
�������期間����的��同
仁，��大�一年來的�勞，�為來�
大��上����。

當�上午陽��照，������
同仁��工們��采烈���大��
�，當��師��林�行����現，

大��口���問�，�����的
��。���開的溫���，首先由
�����師��，����嚴上�
�立����，����行��常�
���的硬���，�������
同樣�����中��的�療服務。

��，由二○一一年�月��的��
技�������生羅淑��理師�
�，�開�的�����的��，�
現場�滿�動的生�力：「�裡離��
�，�以��都常��、�勵我們，�
我們���溫�。在����我們是�
元的角�功�，�了��，��援��，

��當「��」！在�裡�得����
的��，例�可以參��������
�的義�，�年一月我���南參��
�的�令��，現在�參��懺的��。

我們都�得���！�都��願想��
�留在����服務。」�的����
����理��淑�主��賞不已，�
為足為���理同仁的��。��，�
�、��師�和�行��同�����
���、��代�平�的�果和��的
��，一一�����同仁��工們；

���三樓��������，希��
�在��期間���受��年的��。

��來�一樓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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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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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上��的同仁。��
��別����科��典��，�年度
協助���取�務�矯正署�東戒��
尿���年度��，����一個�，

但����服務，幫�����數十�
�入。

午間，一行��力趕�玉里��，�
了�來��的���，更為���在�
�生��一�的同仁們�油打�。首先
來��樓����平���、����
�，�大��手滿滿，�中�溫暖滿滿。

����，��轉��一�的服務單�
�����員�牲假期的付�。

�玉����和大���服務��的
�得：「����在看��都����，

尤其�一�看�的����。�果是阿
�、阿�的�，我��先用日�問�，

�單的一句『���』，�者����
�切。���阿�來看�，我�用阿�
��問�，『�裡阿��？』�是�裡
�的�思。阿�一��師��說��，

��開��說，『頭�阿拉拉、��阿
拉拉，����阿拉拉！』��何��
阿��裡�正��？當觸����阿�
�正�的�，��說『阿拉咕』、��，

而且『咕』�拉得���代���！」

��一�大�哄堂而�。����，但
是用�種��照���，不僅可���
���，�可拉�彼�間的�離，��
������。

��假期��數��，���力��，

但��同仁都知�，�了大��的��
��勵，��和玉里��的同仁���
��，����。(�／王�惠、陳�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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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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親拔好彩頭  送暖街友好過年

從年����，為了���工、�
�同仁、����，�一���上�
��上�，����陸����項活
動，大��得不�樂乎。

親繡手絹道感恩

一月�日中午的行政主���開�
�，�瑞和�����十����行
政主�一��常�來����；不同
的是，大�不僅提早十����，更
是�手一��，由�國揚主�開場手
�刺���。�主�說：「�得��
不重�，�重�的是��；一���
手�，不可以��������阿�
車工�！」王�鴻副������來
���樣。�來王��是刺�專�，

�從小�在����幫�拉布，��

從來沒�做���，�從����的
手�中�������的��，��
在�一�刺��拔得頭�。「古早的
年代，���是一�����！」�
淑�主�老�在在�一���、一�
刺�，�成品��同����車�來
�������。而���正���
���個�的�畫，���：「�年
度的開�，為了���工��，我們
用刺��種�式來���。刺���
用�，���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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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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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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裡，��工�受�我們滿滿的�
����。」

�末�工�����一月十�日中
午��，一�坐���工，「���
�一個����？」師兄、師��奇
�問。�來�一�戴口罩、��可�
��的���伍，由�療��林�龍
�行�、����六十�科�主�上
�；��「上�師」��了�個��
的��，恭����，貼��為師兄、

師��茶、夾�，�為��回��工
一點。

「師�，��點半而已，��早
���裡？」「我����幫��掛
�！」����上「�工的一�」的
����，��了陳月�師�從早上
�點半�開�的�工行�；��的�
個角落，������月�師�一樣
的��，������走�了���
一��。

夜巡花蓮  送暖街友度寒冬

十�日�間�點，���束�，林
�行��林���聯師��王�鴻、

陳��副��，在�工�同下�成兩
路，���暖�物��生物����
��車�、����君�、佳�橋下
和�昌����點��，用行動��
街友�，����們�溫暖��年。

「把�����」是���物�打�
的一貫�則，�惠�師���，一個
��和一�日常生活用品，�一��
來說��不�什�，但是�街友來說，

不僅可以���們的生活，更���
上�靈的溫暖，��們在�����
�，知�自己沒������。

��物�的街友們�開了�，��
����在�中，�的更是滿足��
��巾，���手�十向��團��
�工���。

愛心蘿蔔製成糕  

好彩頭喜賀新春

�������在���年��上
「�彩頭」�予上���。�以在一
月十�日星期日�先�採蘿�，��
陽��得露�，����同仁���
��罹�小����的�友楊��的
����，�手��拔�頭的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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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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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日��，��主�們��
同�圓��的��，開�洗、�蘿�，

��負責�皮……���材料，��
�供��江月貞����師團�的�
手料理下，在����的�味蘿��
���爐。

一月二十日����思�����
年的��，由��������的「�
彩頭」��上�，並�������

�年�樂。

一月二十二日���，�����
�����年�的��，�為�三�
�馬，�括���、陳��副��、

王立�副����理��淑�主�、

��們，在�工的��下���上�
���，轉�上��予值�同仁��
������的��。(�／���、

彭�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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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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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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
全院手製禮  伴手謝志工

�工���，從二○○○年���二
○一一年共�兩�六千�百�十��工
���服務，累積��數超��百�小
�，而其中十一年從沒間��服務的�
一百�十二�。

貴��服務�數超�一�小�，��
�從大林�三和里走兩�里的路���
做�工，��已��十二�了，�說，

�做�不�做為止。同樣��的李�
�，���了在���做��，�了�
六�騎�踏車��車��車���，�
說，「那���已���，��活一�，

��做一��喜的�工。」��的��
溫暖，�工不可或�。

�一月十二日，大林�����工�
來�爐以����工一年來�勞的��
��，�了���的���，��同仁

�����工��了一���僅�的�
手禮；手提�裡���、書�、大��，

不��，�一樣都是同仁手工�作，�
�共�了三個�月的�間�成。

別看�小小的手提�，從開����
車�可不是一件�易的事，�為是用回
�的��，�以���不小���一�
一�的掉�。書�的�作�是從開��
�布開�，�是��車��同仁們吃足
�頭。

���科�師李�永則駕輕��，�
��說：「我以��做�一�手工�，

�以�個���單，凡事��用�看、

用��，生活��都是智�。」���
�主���林可�沒那�「��」，�
一手��布，�一手扶�布的�一頭，

�見��輕輕一踩，��布咻的一��
了��，把自己嚇了一跳，�沒回��
�，��的�已��成了一團。��內
科主�曹�龍說自己年�大了，不敢挑
戰����的大工�，�是走��一�
���刀，幫��回�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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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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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成手提�。

書����成�，再來�是把布�
平。��一�手工則由�共傳��協助
�成，三百�十�的書�封面，���
是單�的�藍�，���������
�淑�手中�工，一��的白����
����生��在書�上，而�一�用
�書�的��念��樣，則是�自��
專于��手中，�使在��趕工下而�
�����、右手��，但大���一
想���工的��，��不自��埋頭
��做。

����，不���的溫度��冷，

在�務�同仁協助下，大�一��作手
工�，看似�單的動作，�是�一��
手��亂，�成�的手工�，由�內同
仁提���句句����。

���以�工的服務���勵��同
仁，����工�何�在��的角度思
�，用�做����沒說�口的��。

���工，來年������。

出坡大掃除  動手賀新年

����來臨，�是同仁���打
�的日�了。一月十一日早�，���
溫��十六度，但大林��六十���
�行政同仁����，���林��⻄
鄉、大�鄉��義���鄉三�路�，

�為�����大��。

����領的�⻄路�是�和豐�的
林�打�。�務�書賴�良�師�是�
一�參�打�活動，但看來駕輕��。

一開����林���小六的大��，

���何���、�理�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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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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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小��果����
�打�的「��」，把自�的���洗
得����。

��科林�男主����吊�、��
一一�下��。並說，「��二、三十
�的力量，���個小�的�間，��
�鄉��裡������義。」不�兩
小�的�間�束打�，大�為林�大門
貼上�聯。

�一����在���圳�的林阿�
�中，�十��的��是�不得把��
�的��服�掉，��內塞滿了��滿
目的回��物。�事�的女生們負責�
�的打�，把���亂的櫥�、流理�
和����都�洗��，�佈滿油�的
�油����理的��的一樣。

����科賴��主��理�小�的
�間，並�和小朋友溝�，��們��
正��念，�理並��自己的��。中

�科陳柏�主�則�先士�，並說「�
�的���自己來」，自願����的
��，其�中�科�師則一��理一間
�滿�物的�間。其中��沒�久的中
�師楊�����觸，由���束�月
行�，���的����照�來，更�
�受�自己的��。�的先生���，

��從�北回來參�活動。

��在各�的劉��主�，一���
�、��椅，一���和女����、

洗椅�。�說，���女�參�，�是
希����看看�面，回����主動
幫��務。

����看����亂的����一
�，��豎���說：「�的��，�
���！」����，大��大門貼上
�的�聯，預��年的順���，並�
��������，希���們���
年。（�／�小�、江珮�、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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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曆年了，一月�日星期六，

�北��由�����和副����
仁、����領，共六十三���同
仁�������義�，提供內科、

�科、復�科、���科、��科�
中�科看�服務。��兩個小�，�
�一百零�����掛�，同�參�
�末��、�爐團圓和�令��，一
����聯����，不但����
的��，��得�靈的�����的
幫助。�����滿滿，����的
��同仁，�是見�知�，�受利�
助�的�樂。

���，�一月十一日���末�
���，��上�「千������」

的理念，�大���克己復禮的用�
�式，以行動減���界的��問題。

而����上的佳�中，�一��
��，那�是�������同仁們
共同�作的��。當「��的�」的
�樂���，大�王�白�大士上�，

�工�����������樂拍�
�掌，並��唱和。用��間，同仁
們排���取�，超�一千�員工共
同�����的��，�自我提�，

生活在��的國度更�生�惜���
��。

����是���成的�？一月�
日中午，一�������下一樓�
�街��，�開�大���。���
�是由���的��提供，���戴
��、手�、口罩、�離�，看似專
��師。����、一��的��，

��掛上�自書�的���，���
成品�個看�來��喜�。小小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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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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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爐在慈院  

年節滿溫馨

一月二十二日，����，���
�主�同仁���自在�內��走動，

���平�吊�、����工作同仁，

並��工�爐，��北��的���
�滿溫����。

�見同仁�����，����平
�吊�，浩浩��的�伍��在��
的�一個角落，由���自�上��
���。

�一�在��������的�先
生，�����的吊���動的說：

「在�個��我們���的�是平�
的��，���。」��一�在��
科�����的王小��，�常喜�
���的吊�，�開�的說：「�年
�樂，���財！」�的大���大
�。

��單�在�一��別�碌，��
現�����，但是大����沒�
領的�形。在�科��，�一���
的�小�，�別�一大��果��理

�的�生和�理師，���們的��
照�：「���員���，我們��
都是�們在照�，���，希�大�
都平�。」

�������，「中國�的��
是�年的��不����，但是��
在�北��的��、����和��，

���百�������嚴重不�回
�，�以�把平����一���、

��、值�的大�王和白�大士、�
�協力單�，���們在年����
�，������平�順利。

����和平�吊�，���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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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
醫療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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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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師白��上�工��，���
����工。不論是�����照相，

�是為�者��單領�，都是��一
個，�說：「平常�務��，�工的
角�做的��，��不��一件��
�員的�工��，�謢�員���，

�以�和大�在一�，��做�工，

�同�了解���員和�工的���

形。」

�了��，����和��的�工
一��爐，一��在一�吃����
�溫�，��������工一個�
�，���們一年來的�勞，而�工
������思���，�����
��修�喜�滿，�北��一��一
�更�。(�／��元、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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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
辭歲祝福 精進迎龍年

���滿�年，二○一二年一月�
日，�中��同仁首�在�����末
��，並得以�上�溫���；���
����，�����年的�來。

下午一�，恭�上�入��，�！

�！大����活動��，�上打�的
���師������十足，和�中�
�工的二���樂，「��龍」踩��
點�場；由林�龍�行�負責�龍珠，

��陳������的龍頭，��各�
療科主�、�師���力升�龍�，�
徵��龍年�來，�們�行國����
一�，���場��，龍頭龍尾��向
上�問�，�樣可���喜，���場

��。首���主�的�理�主�劉�
�、���科主����說�，取�「�
�龍」代��中��在龍年�更��。

而�在��的樂�中，同仁��在�
的�療�工師兄��束���，大�說
�：我��！活動��，為年度�良員
工���員工��，服務�數超�兩千
小�的�療�工代�十二�，則由上�
�自���揚。              

翰墨插曲  讚嘆法語智慧  

一月十一日，一樓大�裡�盪��揚
的二�樂�，�可見��的��⾹��
來自��書畫��北��的書畫�工，

�中��的��揮�活動�入��年，

以�聯������個龍年��，從陳
����、�南�副��、王��副�
�都來�自揮�；��樂��回�生�
的�聯，�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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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仁，同仁想
在�末�����，���早早��了
��提��同仁�手�上��，���
���，�是同仁��的���。

在「�末年�����聯��」上，

三百������從陳��、�副��
�����科陳�元主�手中���徵
��的��，而��們則回�「���
��」，把柑、�����果，年味十
足的�禮���個「��」手裡。

中醫除舊新氣象 

一月十三日，中��同仁���日
��來個大��，��布�。�廿��
師�工�理�������，王���
師�����師重��理�用�物��
�，�順手拔���。��國�生活�
���路工�的門��，�理同仁��
�把揮動�下，���成�落�。中�
局�����則�����拭「�師�
來」的��，��看�的����且�。

響應八分飽  日存一把米  

一月二十日小年�����，���
�同仁��向上���，�����中
��的�����得滿堂�采。��的
��拍�早在���由�傳�協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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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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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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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同仁�成�個���力拍
�賀��句聯，�是���女師�林�
�協助��，用一���頭，�徵�中
��滿�年，�向�六年。

�重�的是���������上�
當日�間��，以「日�一把�」的畫
面提�����「日����、兩�助
��」的行動。

全院走透發送祝福

�年是�中���入����的�一
個�曆�年，����三，���主�
們在��各�����勞上�的同仁，

����的����年�的�受。�是
��大了��，��成��的����
成頗��力的�務。�����工�打
�、傳�、�������工作�員�，

陳��都一一���上��，��個�
都���開；年�期間，�中����
鄉���不懈�。（�／���、��
�、馬順�、梁��、呂�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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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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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足跡...

臺中慈院
 

�����十��，�個月�由泌尿科����師��看�、更�尿�，��
��一年，看����師�是�度��、�切�禮、����，�可���兼�
�良� !

鄒先生

大林慈院

��「�行���」，���從事��工作，但���療的�告�是��不�，

�一了解的�是��是��，���沒�超�上下界�，����看���的�
告，�中�是�滿不�，��在貴���師的���療下，願���解�各數值
的�義�我�門��，�是不���。�來��生��我���悟���不單單
�是��，更是�療內�。�為��不�的事物，���更����，�的�常
��各��師願���間解�我的�惑，�我可以��轉����聆�，���
靈��下來！更�����師一�在�找��論��的�佳�療�式。在���
��大林��的���員��工����。

�先生

花蓮慈院

陳�亮�師���看��度��、中�，是個�常�的�師，����的��，

��以��單、�瞭的�句����白目���，�以����陳�師����
����，�常�的�師。陳���理師����切��耐���，����不
解��，����說�白，面�����������在�照料的溫��受。陳
玉���員��負責，���的打�，可說是��的一�不�，而且���和�
的�����問暖，����員��的�������切。

�先生

來自病人與家屬的溫馨回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