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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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二十二日是營養師節，大林慈院簡院長及志工們出

其不意地出現在廚房，送給每天提供三餐的營養推手們

驚喜禮與祝福……

◆�實業家以行動落實助人心念，廣邀員工與各方合力，節省辦公司

尾牙餐費，捐贈千支牙根給慈濟醫療志業，由花蓮慈院代表接受，

造福弱勢民眾……

◆�一趟大體老師家屬的拜訪行程，臺中慈院的資深醫師與大體模擬

手術的課程學員從家屬身上看到令人不捨的夫妻情深，反觀自身

也提醒了自己要時時珍惜擁有……

◆�環保志工長年不論晴雨將回收物化無用為大用，臺北慈院醫護志

工和北區人醫會成員利用假日舉辦健檢，並將正確的保健知識授

與這群大地守護者……

◆�深入小學的口腔衛教講座及體驗活動，希望學童從小建立戒菸戒

檳觀念，當衛教小小老師，幫助家中長輩保持健康……

◆�連日陰雨綿綿加上氣溫變化極大，關山慈院醫護同仁和志工安排

居家訪視行程，除了進行健康檢查，並將物資與關懷送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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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
二月二十二日

幸福味漫廚房 慶祝營養師節

「送你一份愛的禮物，我祝你幸

福……」，趁著廚房中午忙碌的空檔，大

林慈院營養治療科的懿德媽媽們與簡守信

院長一起用熱情的歌聲、簡單卻心意十足

的餐點，感恩營養師和廚師們每天用心為

大家準備餐點的辛勞。看到院長親自送來

慶祝營養師節的禮物，正在忙碌的廚師、

洗菜的阿姨，還來不及擦掉手上未乾的水

滴，紛紛迎向前來接受院長的祝福。

志工特製美味  感恩營養推手

接過院長贈送的大愛感恩科技背心，

每個人臉上露出喜悅帶點靦腆的笑容。院

長說，並不是只有在屬於營養師的節日才

想到廚房工作的同仁，而是每天都能感受

到，不管在院內餐廳的飲食，還是院外社

區的健康素食推廣，營養師總是用心的為

大家的健康把關。

「醫院的同仁就如同我的孩子，平常

我們就是一家人，只要能夠幫忙的我一定

會全力以赴。」把同仁當做是自己孩子的

懿德媽媽林淑靖，一早就帶了自己種的新

鮮食材，再加上市場採買的蔬菜，到廚

房準備特製壽司。志工組的陳鶯鶯師姊

則準備義大利麵，並說：「營養組同仁

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得在六點前為志工

準備早餐，為了感恩辛苦的他們，特別準

備跟平常不同的料理要讓他們品嚐。」

除了每天在廚房裡為同仁的五臟廟把

關，營養師還會不定期的到社區推廣健康

素食。營養師陳雅雯說，雖然有時候會因

為人手不足，需單槍匹馬到社區去做衛教

▌簡守信院長以環保背心祝福同仁營養師節快樂。

宣導、推廣健康素食，掌握現場狀況固然

有點辛苦，可是換個角度想，能夠把自己

所學的專業和社區民眾分享，帶給他們正

確健康的觀念，再辛苦也會覺得心是富足

的。

「準備好的食物才一推出廚房門口就

一掃而空，馬上又要接著推出另一車。」

營養組黃金環主任回想啟業當時的狀況，

從一開始空蕩蕩的廚房，什麼設備都沒

有，三個廚師、三個營養師，卻得要每天

準備上萬份的餐，到中午累了，就隨意拿

幾個紙箱鋪在地板上休息，想不到如此克

難的環境下，卻可以倒頭就睡，而且還特

別香甜呢。

估量減少廚餘 自省珍惜食材

除了讓同仁吃得滿意，如何為健康把

關，並能避免浪費，營養組可是用心計

較。黃金環說，在人手比較充裕之後，能

有更多的心思來為食材的來源把關，除了

找合格廠商採購外，每天也有五分之一的

食材使用醫院大愛農場的無毒蔬菜。而對

於容易形成浪費的廚餘，就從源頭開始著

手，包括熱炒的供應是以現場人數而定，

避免大量供應後的剩餘飯菜等。

在大林慈院營養組流質管灌房工作

十二年的林秀琴，每天從梅山到大林上

班，來回快兩小時；經年累月的出門時看

不見太陽，回家時已月亮相伴，儘管如

此，她還是很開心能有這樣的機會為他人

付出。

對於現代人營養過剩、飲食的浪費，

營養師們的感受最深刻，當看到人文室

準備的愛心撲滿，大家紛紛拿出身上的

零錢投入，此起彼落的碰撞聲，像是與

心裡珍惜食物的想法共振著；人文室葉

璧禎師姊娓娓道來上人推動八分飽的理

念，更鼓勵大家都能啟動心中的愛，落

實到日常的生活中。（文／謝可柔  攝影

／楊舜斌）

▌有營養組同仁供應醫院同仁與病人的用餐與營

養，大家才能精力充沛每一天。

▌營養師與廚師等同仁們將零錢投入竹筒，期許

民眾珍惜餐桌上的每一口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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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
二月四日

家訪大體老師  感動大捨大願

配合慈濟大學大體模擬手術，許南榮

副院長一行人特地南下雲林、臺南，進行

大體老師家訪，同行的神經外科主任黃伯

仁、泌尿科住院醫師廖炯為，分別了解老

師生前的點點滴滴，也從家屬的不捨，學

習到醫療專業之外，重要的人生課題。

臺中慈院多次進行大體老師家訪，都

是人醫會的活動，首次因應慈濟大學模擬

手術，由教學部配合辦理，在許南榮副院

長率領下，組成包括教學部、人文室、志

工與社服室、公傳室在內的團隊，專車前

往中區以外的地點做家訪，由於地點稍有

距離，又要注意避開用膳時間，下午三點

出發後，只簡短的在高速公路休息站用晚

餐，接著又馬不停蹄南下，直到晚間超過

十一點才回到臺中市。

家屬憶深情往事  醫師感動受教

第一個家訪地點在雲林，罹患骨髓癌

的羅詹燕青，病程變化很快，從發病到

往生只有短短不到兩個月，讓家人措手

不及，攜手走過五十二年的先生羅瑩琳，

就像是心掉在那裡般的失落，直到三個

月之後才慢慢走出悲傷，著手整理太太

的資料、剪輯她的影像。對著來訪的我

們，他拿出整理好的光碟，在電視螢幕

上播放太太一張張笑臉迎人的相片、聽

她動人的歌聲，羅先生談到另一半生前

種種的好，一生相夫教子、恪遵三從四

德，是不可多得的賢妻賢母，但直到發

出病危通知書、送進手術室前一刻，他

才對她說出生平第一次的「我愛你」。

失去「生命中最美的一部分」，「珍

惜擁有」是羅師兄最大的感觸。一行人

聞言為之鼻酸。許副院長說，大體老師

家訪就是要讓醫學生們了解到，每位老

師捐出大體供醫學教育的宏願，每位同

學一定要更認真才對得起這些老師。負

▌羅瑩琳對妻子的無限追憶，讓黃伯仁醫師（左）

和廖炯為住院醫師（中）感動，也感受珍惜當下

的重要。

▌大體老師謝瑞勝的妻子李碧玉師姊分享先生患

病後把握時間當志工，最後捐出大體的過程。

責提問的廖炯為醫師說，他被師兄的深

情給打動了，心裡就想起自己也一定要

好好珍惜生命中最美的部分。黃伯仁主

任也差一點「飆淚」，有別於醫療上的

專業，這次是在大體老師的家屬身上學

到人生最寶貴的一課。

在家人眼中，燕青師姊雖是一生平凡

的女性，但觀念卻很先進，選擇做最不

平凡的事，將往生後的身軀捐給醫學教

育，成就人生最後了不起的志業。

放下執著  大捨圓願

第二位家訪的大體老師謝瑞勝先生，

是臺南麻豆人，研讀中醫十餘年，立定

中醫特考目標，堅持整整十年都在準備

考試，還曾經為最後衝刺在外租屋，不

分日夜唸書，雖然始終不放棄努力，但

一直未能如願通過，是他此生最大的遺

憾，二○○五年最後一次應試後，為照

顧媽媽的身體，才漸漸放下。不過長年

累積的中醫功力，倒是成了家人健康的

最佳守護者。

開始接觸慈濟，是太太李碧玉師姊一

步步慢慢「度」進來的。擔任教職多年

的碧玉師姊，加入教聯會後，十分認同、

投入慈濟，還私下替先生圓滿榮董。但

謝瑞勝一開始並不諒解，為什麼做慈濟

會那麼忙？直到二○○九年，因病所苦，

原本健步如飛的人，走路愈來愈慢，還

常會跌倒，在太太的鼓勵下，他開始收

看大愛臺「菩提心要」節目，閱讀靜思

晨語，接受上人的法，了解生命的真正

意義。

二○一○年八月初，謝瑞勝的身體狀

況急轉直下，四肢無力，竟連生活都無

法自理。曾經想嘗試植入晶片改善，最

後診斷是多發性硬化症，因屬非典型巴

金森氏症，手術只能作罷。他百思不解

自己為什麼會得到這個怪病，曾經告訴

家人「乾脆把我送給醫師做研究」。

在生病期間，他把握時間走出去，擔

任醫療、環保志工，更在上人的法相前

懺悔，後悔沒有聽太太的話，一起走菩

薩道，直說生病是報應，但這時，病魔

折騰他的健康，想做都做不了。

去年（二○一一）七月，他因發燒入

院，昏睡兩天後，七月十四日醒來，太

太把握當下想為他圓願，詢問他：「醫

師已用盡藥物治療，如果沒辦法，是不

是願意將無用的身體化為有用，捐給醫

學生作研究用？」先生點頭應「好」。

隔天往生，享年六十八歲。

許副院長說，謝瑞勝老師在醫院撐著

醒過來，同意捐出大體，也許是他自己

圓滿自己的心願。家屬本來打算捐給當

地的大學就好，那知道最後因緣際會，

還是促成將大體送回花蓮的結果，讓家

屬也備感欣慰。（文、攝影／曾秀英）

▌臺中慈院許南榮副院長代表送上結緣品給大體

老師的家屬，感恩家屬的大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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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二月六日

實業家慈悲心  

贈牙根助弱勢

以生產螺絲扣件聞名國際的安拓實業

與生產臺灣人工牙根的全球安聯公司，

捐贈一千支人工牙根給慈濟醫療志業，

由花蓮慈院高瑞和院長及牙科黃銘傑主

任代表接受，這批愛的牙根將全數用在

需要幫助的弱勢朋友身上。

事業有成回饋社會  

結緣大愛善行動  

白手起家的安拓實業董事長張土火，

高雄燕巢人，開設米行的父親在壯年過

世，身為長子的他除了半工半讀完成五

專學業，並與媽媽撫養三名弟、妹。父

親的早逝讓他的人生一路走來艱辛，也

因此發願要將事業上的榮耀回饋社會，

時常參加公益活動。

二○○八年，天災連連，五月的緬甸

風災、中國大陸的四川大地震，張土火

在參加好友、慈濟志工蘇琪明嫁女兒的

婚宴，看到婚宴不僅為素食，這對新人

也捐出文定及婚禮的禮金，幫助這兩處

的災區重建，他十分感動，不但響應慈

濟大愛成為榮董，並在同年投入醫療領

域研發行列，這期間也曾二度參加「實

業家靜思生活營」，更深入的了解慈濟

四大志業與八大法印。

今年一月安拓實業尾牙，也是張土火

董事長六十歲生日，他因聽到蘇琪明談

到上人與慈濟人推動「八分飽；兩分助

人」運動，決定以實際行動響應，邀請

同仁、企業界、餐廳三方一起行善，在

年終尾牙餐會力行「少一道菜，多一分

愛」，並將省下的經費轉為五百支人工

牙根，捐贈給慈濟醫療志業幫助弱勢家

庭。

▌安拓實業董事長張土火

（右）仔細的為高瑞和院長

（中）及牙科黃銘傑主任

（左）說明捐贈牙根的因緣。

肯定醫療努力  捐贈千牙根  

春節假期結束，恰逢蘇琪明在二月二

日從澳洲返回靜思精舍，兩人相約在花

蓮相見，並在六日上午舉辦人工牙根捐

贈儀式。慈濟志業林俊龍執行長很感恩

企業家的愛心，並請高瑞和院長與黃銘

傑主任代表接受這份新年禮物。

在蘇琪明師兄陪同下，張董事長也在

五日與黃銘傑主任會晤，了解慈濟牙醫

團隊植牙的技術和品質。黃銘傑主任也

分享到，植牙沒有健保給付，往往植一

根牙動輒需要六、七萬元以上，甚至十

餘萬元。在臨床上，黃主任說，特別是

口腔癌病人，往往已是經濟弱勢，連做

一般假牙都有困難，更不用說是植牙了。

在捐贈儀式中，張董事長表示，看到

慈濟志業體努力的現況後，決定再加贈

五百支，期盼透過慈濟協助弱勢族群。

高院長從接下這愛心捐贈後，也指出飲

食攝取必須靠牙齒，咀嚼功能好才會健

康，但弱勢者很難負擔植牙費，安拓捐

贈的一千支牙根，可造福很多弱勢族群。

黃銘傑主任也強調，這批愛心牙根絕對

會全數用在幫助有需求的弱勢朋友。

張土火董事長指出，他目前擔任臺灣

口腔醫療器協會常務理事、臺灣骨材發

展協會常務理事，他將在全臺灣各縣市

牙醫師公會推動，希望有更多牙醫師來

當慈濟志工，讓需要人工植牙的弱勢朋

友都能活得健康，他將再積極研發骨粉、

再生膜等，一旦成功也會持續捐助。（文

／游繡華  攝影／黃思齊）

▌一千根牙根，應能為許多弱勢族群解決植牙需求。張土火董事長在好友蘇琪明師兄陪同下完成捐贈儀式。

左起：蘇琪明師兄、黃銘傑主任、高瑞和院長、張土火董事長與夫人、蘇太太鄭淑芬師姊。



＞＞慈濟
醫療誌＞＞

 

人醫心傳人醫心傳 2012.032012.03 8382

臺北
二月九日

顧環保菩薩健康 願地球長青永駐

週日寒流發威，但是在臺北慈院的

陽光大廳卻是溫暖洋溢。北區人醫會

及臺北慈院的醫、護、志工，歡喜為

一百三十九位環保志工進行健檢，讓

他們維持健康的身體繼續守護環境和

地球的健康。

為志工當志工  醫護樂換角色 

「感恩各位幸福的環保志工，為淨

化大地無私的付出，上人最疼惜我們

常年付出的環保志工，今天臺北慈院

同仁非常歡喜有機會能和人醫會夥伴

一起為大家的健康把脈，希望所有志

工永保健康，繼續為慈濟環保志業而

努力。」趙有誠院長不只表達歡迎環

保志工來到慈院，還前往健檢現場，

一一感恩當天犧牲假日，前來參與的

慈院同仁、人醫會以及社區志工共兩

百零七人。

換個工作就是休息，當天到醫院協

助的同仁，在假日以歡喜心投入志工

服務，一點也不覺得辛苦。例如疼痛

▌血液透析室黃瑞玲護理長替志工採血檢驗。

▌徐榮源副院長在現場協助民眾填寫基本資料，當

日共有一百三十九位環保志工參加健康檢查。

科的李俊毅主任，被分配在入口的資

料登記區，與他的醫師專業大相逕庭。

不過李主任卻感恩的說：「專業用在

醫療工作，志工服務則是歡喜的付

出。」同樣以歡喜心承擔的還有腎臟

內科黃瑞玲護理長，她提到：「臺北

慈院的醫護人員，每年都有志工服務

的制度，大家在假期一起來學習志工

精神，真的讓我很感動。」

本身也是護理師的北區人醫會曾美

玉師姊，把握時間在候診區教導大家

如何保護自己的健康。美玉師姊說：

「最近天氣很冷，老人家起床時不要

馬上翻開棉被起身，要先活動筋骨，

起床記得加件外套，是預防冬季中風

最基本的作法。」人醫會第四隊的聯

絡人顏慮耀師兄說：「今天人醫會各

隊的負責窗口都到場學習，慈院的寬

闊場地與莊嚴的氛圍是人醫會義診的

夢想，平時安排的社區健檢就無法如

此盡善盡美，但我們也會想辦法克服，

化夢想為理想，讓所有環保志工感受

到上人的愛心與醫護人員的用心。」

做環保顧健康  愈做愈快樂

坐著輪椅參與健檢的環保志工游金

龍，在安康環保站擔任拆解的工作，

他感恩的說：「感恩上人關心我們的

健康，更感恩大醫王們犧牲假日來為

我們的健康把關。」另一位來自雲南

白族的譚美月說著不甚流利的國語：

「失眠、心悸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我，

今天聽完醫師的建議，我會學著放鬆

心情，並且配合醫師，多運動，按時

吃藥，讓自己愈來愈健康，做環保才

能愈做愈快樂。」

健診現場有兩位小志工王煒茨及林

芝聿，是臺北慈院同仁社區醫學部周

莉莉、居家護理師陳曉玫的孩子，知

道醫院有義診，也把握機會跟著媽媽

一起來學習，稱職地當起引導志工。

慈濟環保已邁入第三個十年，環保

志工穿梭在大街小巷，把別人丟棄的

東西，回收、拆解、分類、然後重新

運用，是垃圾變黃金的魔術師，更是

守護大地的實踐家。臺北慈院及人醫

會的醫護同仁，會把握因緣繼續守護

環保志工的健康，讓地球環境變更好，

後代子孫沒煩惱！ ( 文／高玉美  攝影

／簡元吉 )

▌牙科主任沈一慶幫志工清潔牙結石和檢查牙齒

是否蛀牙。

▌中醫科主任陳建霖替環保志工把脈，並傳授養生

之道來改善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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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
二月二十四日  

戒菸戒檳榔 培育小種子

衛教講座不一定是嚴肅而無趣的，

為推廣無菸醫院及培養戒菸、戒檳

小小種子，玉里慈院與松浦國小於

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合作舉辦了口腔

衛教講座，在同仁們的用心設計下，

以體驗遊戲和有獎徵答的方式，讓

近百位師生學習到正確的口腔保健

常識，也期盼同學們回家後都能成

為小小老師，教導長輩預防保健的

重要性，並且戒掉抽菸和嚼食檳榔

的習慣，遠離口腔癌的危害。

淺白舉例說明  衛教資訊帶回家

玉里鎮松浦里是河東地區阿美族人

的主要部落，也是鎮上人口最多的原

住民小學，為了教育下一代正確的健

康常識，玉里慈濟醫院和松浦國小合

作舉辦「口腔衛生與戒菸、戒檳」衛

教講座，由玉里慈院牙科主治醫師蔡

瑞峰及戒菸護理師張東燕主講，以生

動活潑的方式，來介紹正確的刷牙方

式及說明菸、酒、檳榔對健康的危害。

主辦單位松浦國小劉惠玲總務主任

表示：「相當感謝能和玉里慈濟醫院

合作舉辦衛教講座，透過輕鬆活潑的

上課內容，讓同學們能夠在輕鬆的氣

氛裡，學習到正確的口腔保健常識，

再藉由醫護人員的輔導與說明，來灌

輸小朋友們如何避免口腔癌，也希望

▌牙科主治醫師蔡瑞峰 ( 右 ) 與戒菸衛教師張

東燕 ( 左 )，教導學童清潔口腔的正確方法，

圖為學童示範使用牙線。

▌蔡瑞峰醫師現場示範正確的刷牙方法，與說

明口腔保健的重要性。

同學們回到家庭和社區，能發揮課堂

所學，鼓勵家人、親友遠離菸酒、檳

榔。」

衛教體驗印象深  

從小遠離菸檳酒  

雖然，過去校園裡已有充分的刷牙

訓練，但是學童們普遍對於菸酒與檳

榔的危害所知仍然有限，為了推廣無

菸社區，同仁們特地精心設計了一系

列有趣的互動教學，讓參與的同學們

能有不同於平日的衛教體驗。例如：

為了說明檳榔對於口腔的危害，使用

菜瓜布來模擬檳榔的粗纖維，以手臂

皮膚來模擬口腔。藉著菜瓜布的遊戲，

來體驗觸碰手臂時的刺痛感，甚至摩

擦過度時還會刮傷皮膚，讓小朋友們

個個直呼難受。這時，醫護人員再藉

機說明：「如果菜瓜布會刮傷皮膚，

更何況是我們脆弱的口腔呢！而且口

腔癌患者中，十個有九個是因為吃檳

榔造成的，所以大家長大後千萬不可

抽菸或吃檳榔。」

此外，為了加深學習印象，課程中

不時穿插有獎徵答活動，只見小朋友

們個個聚精會神，希望能得到醫生叔

叔和護士阿姨的鼓勵。活動最後，醫

護同仁也不忘鼓勵同學們，都能成為

戒菸、戒檳的小小衛教師，在家裡能

夠勸導阿公、阿嬤和爸爸、媽媽，不

抽菸、不喝酒和不吃檳榔，在社區也

要鼓勵親戚、鄰居，要愛我們的家人，

就是希望他們都能有個健康的身體。

（文、攝影／陳世淵）

▌輕鬆有趣的上課內容和實際體驗，

甚至還有有獎徵答，學習效果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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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
二月十七日

寒涼天送暖  訪視植善念

結束了農曆春節醫療服務後，這幾

日天氣變化劇烈，潘永謙院長擔心照護

戶的用藥及生活問題，請管理室安排居

家關懷行程，於是時間定在二月十七日

星期五這天上午八點出發。而潘院長從

十六日上午八點值班、晚上又值急診到

天亮，沒來得及睡覺，就跟大家一起出

門。

見證父慈子孝  醫師的使命精神

寒涼的風呼呼的吹，吹不熄同仁與志

工們內心的熱情。首先拜訪的是關山鎮

新福里的張伯伯。高齡九十四歲的他目

前與養子同住，除了需要使用助行器行

走之外，身體堪稱硬朗。潘院長親自將

張伯伯自房內攙扶至客廳，聽著伯伯操

著一口濃濃的鄉音說著「謝謝你們來看

我。」讓聽到的我們都感到很欣慰。

事實上，為了照顧年邁的父親，原本

在中部工作的兒子義無反顧地回來，即

使只能打打零工，但是為了盡這一分孝

心，他一點怨言也沒有。談話當中，張

伯伯忽然抬頭看向兒子，下一秒就看見

兒子回房取出外套為父親穿上。僅僅是

一個眼神就能心領神會父親的需要，得

子如此夫復何求。臨走前，張伯伯也站

起來為我們送行，臉上滿是笑容的他開

心地向我們揮手道別。

交通途中，遠道而來的大愛臺採訪

人員藉機訪問了潘永謙院長：「每年

會有幾次這樣的活動？每次都會送物資

嗎？」『一年大概會有三到四次，逢年

過節的時候這些照顧戶特別需要關懷，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配合節日，根據不同

季節贈送不同的物資。例如冬天就會送

毛毯之類的保暖用品。』針對地方特性，

院長也表示，關山地區騎機車的人口較

多，但是騎機車其實很危險，因為騎機

車跌倒送急診的病患每天都有好幾個；

除了要戴安全帽，還要「穿好一點的鞋

子」來降低事故率，原來是這邊的居民

都太習慣穿拖鞋騎車了。最後採訪人員

打趣地說道：「院長，你都沒睡精神還

這麼好？」潘院長有一點點無奈地回一

句「習慣了」，也自我調侃：「工作的

時候就來精神了，當醫師除了要有使命
▌沈先生（左）在還能獨自步行時，常到附近的

托兒所當志工，圖為古花妹督導為他做基本檢查。

感，還有睡眠品質不能有太高的要求。」

幽默的語氣令眾人莞爾一笑。 

醫療不須分宗教  

身殘也能樂活每一天

接著來到的是一間頗有歲月痕跡的日

式建築，這裡住著沈先生和他八十五歲

的老母親。沈先生從十幾歲時因為先天

智能障礙導致行動不便，近幾年更是無

法自己行走，非得依靠助行器及他人的

協助方能移動。前幾年他尚能行動自如

時，幾乎天天到托兒所當志工，縱使自

己也是需要被照顧的人，卻仍努力用自

己微薄的力量去幫助別人。老母親獨自

承擔照護這個兒子的責任，因為其他子

女都已在外落地生根，能給予的幫助十

分有限。

眾人的拜訪，使得母子兩人十分開

心。潘院長建議沈先生應該要定期復

健，透過慢慢訓練，讓他至少能夠有自

理生活的能力。老母親說：「我們有

在其他醫院看病，是基督徒這樣不好

啦！」院長回答：「醫療是不分宗教的，

就算你們是基督徒也可以到慈濟看病做

復健。」

最後來到七十四歲林阿伯的家，他

是潘院長的病人，一個人住，因為疼

痛難忍而經院長行髖關節手術後狀況好

很多，只是年紀較大而有肌無力現象，

短距離的走動靠著助行器，遠距離就靠

電動車。林阿伯生性樂觀，即便行動不

方便，仍然時常騎著電動車到鎮上串門

子，更是老人會的成員之一，平日靠微

薄補助金過日子。接過物資的林阿伯，

臉上露出了笑容，他ㄧ定要站起來向院

長表示謝意。

訪視到中午結束，關山慈院醫護同仁

花半天的時間，走出醫院，為這些需要

關懷的家庭帶來健康叮嚀與民生物資，

希望能讓他們辛苦的生活改善一點點，

知道社會上一直都有人在關心他們；如

果能在這些接受善行為的人心裡種下一

顆善念種子，總有一天會萌芽茁壯，從

受助者成為助人者。即將週末了，潘院

長、花妹督導、黃坤峰副主任一行人又

要加緊練習入經藏的動作，隔一天，在

二月十九日星期日清晨，要趕到花蓮慈

大人社院接受水懺演出第三次總驗收。

（文╱王詩惠  攝影╱江昆璘）

▌關山慈院醫護的到府訪視，一方面幫弱勢家庭

照顧身體健康，也適時發送所需的物資。圖為公

衛室陳桂珠護理師將生活物資給林阿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