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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柬埔寨
馬德望義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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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今年（二○一九）三月在茶膠省的

義診後，國際慈濟人醫會十一月一日至

三日再次來到柬國進行醫療服務，這也

是自二○一七年以來，慈濟在柬埔寨所

舉辦的第四次大型義診。義診地點就在

距離柬埔寨第二大國際機場――暹粒機

場，一百六十公里距離的馬德望轉診醫

院。

2019.10.29~31
先遣團布置醫療現場

各科診間手術室完備就緒

馬德望省號稱「柬埔寨的糧倉」，

位於柬埔寨西北部，是柬國北部人口最

多的省分，百分之八十的人民從事農林

業，大米、水果等農產品非常出名。但

偏村的生活及醫療條件貧瘠，有些村民

的經濟能力差，若生了病根本沒錢看

病。

十月二十九日，新加坡先遣團包括機

動水電、後勤志工共二十七人出發到柬

埔寨暹粒，與馬來西亞馬六甲三位人文

真善美志工及大愛臺兩位同仁會合後，

再搭車約三個半小時到馬德望省。

先遣團從新加坡攜帶二十四箱的器

材及用具，包括電線、LED燈、裝窗
門的配件、插頭、工具等，在十月三十

日抵達馬德望省轉診醫院，將一間空無

一物的舊木屋，變身成一間設備專業、

水電齊全的牙科診療室。為了顧好診療

室的器材，機動組到市區買來木板，再

用螺絲固定，成了診療室臨時的窗戶及

大門。另一批慈濟志工則來到當地的非

營利協會法爾藝術學校 (Phare Ponleu 

十月三十至三十一日，新加坡先遣團隊連兩日進行場布作業，把空無一物的舊木屋改造成牙科診療室。

攝影／江妙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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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pak)邀請鄉親把握機緣參加義診，
有兩百位家長帶著孩子出席。

十月三十一日，前置作業第二天，

依照新加坡陳添旺牙醫師規畫的動線，

眾人通力合作將氣壓機、外科室手術燈

等各科設備一一組裝架設完畢。同樣有

一隊人馬負責四處宣導義診消息，志工

們帶著擴音器，騎上縣政府出借的摩托

車，深入偏僻村落大聲廣播。

六位馬來西亞的藥劑師於中午抵達，

在藥局忙著清點及分配藥品。看著義診

準備就序，馬德望轉診醫院院長沈狄醫

師感動地說：「感恩慈濟為醫院會議室

裝上冷氣，也把黃泥地的倉庫鋪上水

泥，日後我們使用起來更方便。」他說

醫院才成立兩年，嚴重缺乏醫療設備和

醫護人員，感恩有慈濟人醫會來助一臂

之力。

2019.11.01
華語學校全力奧援  後勤好幫手

十一月一日至三日，來自臺灣、新

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等五個

國家地區的慈濟醫療志工團隊齊聚柬埔

寨馬德望，展開連續三日的義診。十一

月一日，在轉診醫院的義診場地設有外

科、牙科、內科、中醫科，而眼科義診

則設在另一家醫院――馬德望省立醫院

的眼科部。此外，慈濟這一天也在柬埔

寨西北部的巴比市舉行大米發放。

義診現場近一百二十位本地志工整齊

列隊，專心聆聽柬埔寨志工許明珠師姊

愛的叮嚀，帶隊的是馬德望省公立聯華

學校校長陳秀華。

慈濟與柬埔寨的因緣始於二十五年

前。一九九四年柬埔寨發生嚴重水災，

慈濟在一九九五年來到柬埔寨發放大米

及物資助災民。陳秀華回憶，當時聽到

慈濟到學校分享曾舉辦賑災活動，除了

感動於有海外團體前來幫助受災的柬埔

寨，而且還是個華人團體，讓學校覺得

很驕傲。「學校大力支持，停課六、七

天，並且發動社會人士一起來幫助。當

時大家都發自內心的真誠，也號召其他

社團一起參加，那情景到現在都歷歷在

目。」陳秀華說，這次慈濟再來辦義診，

學校停課三天全力支援，也趁著校務會

議邀請老師參與，並發動學生一起來行

善，協助當翻譯志工。

一百多位馬德望志工在慈濟志工的

安排下，隨即投入各科室負責登記、引

導、翻譯等工作，是義診最好的幫手。

十一月一日，國際慈濟人醫會在柬埔寨馬德望轉診醫

院進行義診，開診前，當地青年志工學習引導病人掛

號就診流程。攝影／陳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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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婦死產又有肌瘤

協助後送開刀

內科區，孕婦潤蕾 (Yum Sey)在丈夫
陪同下前來求診。義診唯一的婦產科醫

師，是大林慈院莊啟柔醫師，他使用醫

院的超音波進行檢查，發現胎兒已經沒

有生命跡象，棘手的是子宮下方有顆大

肌瘤。

這是潤蕾第十次懷孕，曾經流產四

次，成功生養五個孩子。這次覺得有流

產徵兆，前幾天已經到過醫院檢查，醫

院告知需要進行手術，但是因為家境貧

困、籌措不到費用，只能回家以止痛藥

暫時減緩疼痛，不知如何是好。剛巧昨

日慈濟宣傳車經過家門口，獲知義診訊

息，今日一大早即前來求助。莊醫師

說，腹中的胎兒已經沒有心跳，這樣的

情況一定要處理，但是義診現場的設備

不夠，需要轉診到他院做手術。慈濟柬

埔寨聯絡處明天將協助送她到當地醫院

開刀，搶救生命。

第一次來到柬埔寨義診的莊醫師說，

這樣的病況其實不難處理，但是在這裡

卻變成難事，讓人心疼，深感有福的人

要多付出。

外科施妙手

只為讓居民生活更好

在外科區進行的手術類別，多數為小

腫瘤切除手術。一位二十歲的年輕人，

嘴脣上長了一顆腫瘤，特別引人注目。

病人的父親蘇米 (Suy Minea)說，兒
子一出生嘴脣就有點腫脹，隨著年齡增

長，腫瘤跟著變大，嘴脣顯得特別厚。

孩子五歲時，曾在一間免費手術的慈善

醫院動過一次手術，術後腫瘤仍繼續長

大，醫師回覆再做手術也沒有把握能夠

治好，因而不再繼續求診。

前幾天，透過轉診醫院的醫師得知慈

大林慈院婦產科莊啟柔醫師為孕婦做超音波檢查。攝

影／江妙珍

新加坡馮寶興醫師（左）與外科團隊齊為年輕患者切

除嘴脣上的血管瘤。攝影／黎東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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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義診會有手術非常高明的海外醫師，

父子倆又燃起了希望。

新加坡馮寶興醫師檢查後很有把握地

說，這是一種血管瘤，只是手術時出血

量比較多，所以不是每位醫師都願意做。

這種血管瘤不會造成生命危險，只是影

響外觀而讓人自卑。若能將腫瘤切除，

相信能增加年輕人的自信。手術歷時一

個多小時完成，除了控制出血量，還要

顧及傷口，不能影響面貌，要做得好看。

腫瘤切除乾淨，是可以完全痊癒的。

年輕人在父親蘇米的陪伴下，安心的

離去。看著他們的背影，馮寶興醫師說：

「為什麼要來做義診？就是為了要讓居

民的生活更好。」

菲律賓帶領眼科團隊

一日超過三十手術人次

同時段，在另一個場地――省立醫院

眼科部，由菲律賓史美勝醫師帶領七人

醫護團隊進行眼科義診。先前已於十月

五日進行篩檢過濾，有五十三位病人需

要接受白內障和翼狀胬肉手術。當日共

計完成三十三位病人的手術，直至晚上

七點多才結束。

潘沙拉白法師 (Ban Sarabai)的右眼
球小時候被木頭扎到而導致失明，自此

就很自卑，害怕他人異樣的眼光。史醫

師為他裝上義眼後，起初有點不適，一

直流眼淚。他說雖然有點不習慣，但是

很開心，重新找回自信。

在醫院眼科部工作的員工翁伯提拉

(Ung Pothirath)來切除右眼的白內障。
他說在本地動白內障手術收費約七十五

到一百元美金，幾乎是一般民眾一個月

的收入，很多人都無法負擔。史醫師表

示，沒有錢而延誤治療，是鄉親白內障

惡化的主要原因。

六十九歲的羅權 (Luot Chheam)，
十二歲時右眼因疾病而影響視力，最後

雙眼也患有白內障。捕魚維生的他常常

需要潛入三、四公尺深的海底，然而眼

疾影響視力，同時也造成眼睛不適而無

法持續工作賺錢。他跟著三位村民一起

坐船兩個小時半來接受手術，心中滿懷

感恩，希望治療眼睛後，可以教導孩子

菲律賓史美勝醫師（左一）帶領眼科團隊另在馬德望省立醫院為柬埔寨鄉親進行眼疾手術。攝影／王俊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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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捕魚謀生。

另一位病人林金帶著兩歲兒子，搭了

七個小時的船才來到馬德望省。從雙眼

明顯可見粉紅色的胬肉，眼疾已糾纏她
十年，看不清楚讓她害怕划船捕魚，大

大地影響了家計。在親戚的鼓勵下，為

了孩子及生活，她克服恐懼接受治療。

術後，林金開心笑了，「謝謝大家，心

情很激動。剛剛進手術房的時候心情很

緊張，現在心情很愉快。」

義診付出幫助到自己

每個人都有存在價值

由於場地限制，內科被拆成四間診

間，沒辦法在同一個空間裡，所以醫護

人員一起研擬動線，想辦法讓每個人候

診的時間縮短。臺中慈院復健科蔡森蔚

主任已經累積了幾次海外義診經驗，他

說：「醫療志業是跟著慈善過來，短短

三天救急不救窮。之前剛開始來，覺得

好像沒幫到什麼忙，來了幾次發現對他

們的意義是，只要來，對他們布下善種

子，總是有發芽的一天。」

此行與蔡醫師同行的太太林怡雯是腎

臟科醫師，負責在內科區幫忙。在內科

外場，林怡雯醫師向志工們解說醫療廢

棄物品處理的重要，「在臺灣，只要有

含血的醫療廢棄物，像是驗血糖的針頭、

棉球一定要嚴格收好再丟棄，以免清潔

人員回收整理時被扎到或感染。」她說，

如果我們一點點的付出可以幫助到柬埔

寨的人民，跑這一趟非常有意義。

位於木屋的牙科區，清風吹來陣陣的

涼意。牙科團隊以萬全準備服務看牙的

鄉親。臺北慈院牙科醫師傅鍔，仔細檢

查各項器材後，開心地說：「今天天氣

太好了！本來準備要流汗，但木頭屋還

能透涼風進來，器材也比我想像好太多

了！還以為病人會躺在板子上洗牙。慈

濟人真的不一樣，沒想到會有這麼舒服

的椅子。」他感謝先遣團隊預備妥善，

也期許要修練一個更好的自己，才會讓

病人更心安。

玉里慈院加護病房護理師林宛萱，在

內科區為有需要的病人量測血糖。當地

人血糖較高，又喜食椰子、餅乾、糖等

臺中慈院蔡森蔚醫師透過翻譯志工向民眾詳細問診。

攝影／陳忠華

臺北慈院傅鍔牙醫師感恩新加坡團隊備妥完善的器材

與設備。攝影／陳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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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因此她透過翻譯，和民眾分享均

衡飲食的重要。

林宛萱說，自己小時候生病，受到醫

護人員的細心照料，影響她日後選擇讀

護理系、成為第一線護理人員。「工作

中難免有挫敗，會消磨最初的熱忱。但

這趟旅程，讓我感受到醫護工作是如此

幸福。」在加護病房照護的多是危急病

人，需要與時間賽跑，有時候會覺得自

己很渺小，不能解除病人的病痛。此次

義診讓她找尋到生命的意義，每個人都

有存在的價值。

關懷傷殘軍士

六百戶家庭大米發放

此日另有一組志工前往柬埔寨巴比

省進行大米發放，退休軍士及家屬共計

六百戶家庭受惠。

發放活動在三一七殘障軍兵發展協

會中心舉行，柬埔寨總理長媳洪馬內夫

人貝占莫妮 (Mrs. Pich Chanmony Hun 
Manet)代表出席，眾官員亦出席觀禮。
柬埔寨慈濟志工胡美玲分享，這群軍

人曾經維護邊境治安，因受傷甚至終生

殘障，退休後定居在政府提供的這個地

區。除了領取津貼，他們也種植農作物

維生。洪馬內夫人希望慈濟能協助這群

曾經為國家貢獻的軍人。

三一七殘障軍兵發展協會中心主任

翁莎安 (H.E Auth SamAth)致詞感恩貴
賓們前來，提供當地居民物資補助。慈

濟基金會劉濟雨副執行長致詞表示，此

次慈濟志工是第一次來到馬德望進行義

診活動，歡迎有需要的居民前往看診，

並送上證嚴上人的祝福。洪馬內夫人也

說，慈濟與柬埔寨總理青年志願醫師協

會（簡稱 TYDA）多次合作，秉持誠心
幫助當地居民，除了醫療服務，也發放

大米，她心懷感謝；這一次慈濟不僅

發放大米給軍人，也發放給國內一些孤

兒、殘障院、老人中心等。

2019.11.02
兩地義診

再與當地青年醫師合作

十一月二日義診第二日，醫護團隊

分兩路，新加坡團隊持續在馬德望轉診

醫院進行義診，另一組由臺灣、越南、

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組成的醫療團隊則到

TYDA的義診現場——馬德望省艾普濃

十一月二日，一組慈濟醫療團隊參與 TYDA 在馬德

望艾普濃縣中學舉辦的義診，因診間不夠用，花蓮慈

院吳立工中醫師就在戶外大樹下為民眾進行診治。攝

影／陳忠華



人醫心傳2019.1247

縣中學進行義診。

洪馬內夫人代表主持義診開幕儀式，

她歡迎慈濟人醫會，並向在場近五千位

民眾表達義診是為了造福鄉民，也感恩

慈濟人的善心。大林慈院林名男副院長

代表慈濟致詞，期待未來有更多的機

會，為鄉親提供醫療服務。接著慈濟義

診團隊及聯華學校的翻譯志工即刻投入

義診服務，負責的科別包括內科、藥

局，還有熱門的中醫。

林名男副院長表示，中醫求診人數意

料之外的多，因診間不夠用，還在大樹

下擺上椅子，醫師就地看診、針灸。

當地居民多數務農，勞力工作導致筋

骨痠痛、腳無力等症狀。「中醫可以用

針灸改善痠痛的問題，希望對居民有點

幫助。」花蓮慈院吳立工中醫師在臺灣

也參加東區慈濟人醫會義診，覺得義診

讓他確定當醫師的初心跟價值。另外，

大林慈院黃柏翰中醫師除了為病人處理

病痛，也適時指導穴位按摩，並與七十

多歲、來自馬六甲的前輩涂蓮英中醫師

交流治療經驗。

中醫扎一針　失語嬤發聲

在中醫診療室裡，一群人圍著一輛推

車觀望，車上躺著白髮斑斑的老奶奶鄭

葉。「我媽媽八個月前突然半身手腳沒

力，也不會說話，醫師說是中風。」女

兒曾淑萍一臉無助。因交通不便和經濟

困窘，家人只安排老奶奶接受過一次的

治療。

「來，跟著我說『啊』……」來自馬

來西亞的王玟富中醫師使用針灸療法，

把針扎在老奶奶的腳、手和頭頂上、喉

嚨部位後，輕輕握著她的手、引導發聲

音。「啊……」當老奶奶冒出聲音時，

卻激動地哭了，但醫師和她的女兒都開

心笑出聲來。曾淑萍說：「媽媽一直都

不能發出聲音，我們也沒有辦法。沒想

到她現在會說出她名字的『葉』字，會

發出『啊』聲，真的很開心！ 」
「當一個人不能說話時，是很痛苦

的。我用針灸疏通經絡，讓她慢慢開

嗓，希望她回去後可以吃飯和說話。若

能持續治療，也許會有更好的療效。這

在內科區服務的大林慈院林名男副院長，詳細聽取病人訴說病狀與病史。攝影／陳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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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我們做醫師的本分事，來這裡給這

些病人帶來希望。」王醫師不忘提醒老

奶奶：「要常運動哦！」                                                                                      

自利利他又充電

病人除疾睡好眠

來自馬來西亞的陳湘寧醫師，繼緬甸

之後，第二次參加海外義診。此次她在

內科服務，透過當地人的翻譯，細心問

診。「大部分貧困的病人沒有錢看病，

甚至從來沒有看過醫師，想把他們轉介

到專科醫院治療的機會微乎其微。」見

苦知福，她深感馬來西亞的醫療系統相

較起來已很完善了。除了發揮自身專業

幫助人，陳醫師也希望從中汲取不同的

做法與經驗，回去帶動人醫會和籌辦義

診活動。同樣來自馬來西亞的鄺淑芝藥

劑師是第二次參與柬埔寨義診。雖然工

作繁忙，但她認為參加義診是自利利

他，把義診活動當作是一種讓自己充電

的方式。

五十歲的鄧然背後有個八公分脂肪

瘤，已經將近十年。經濟狀況不允許，

一直不敢去求醫，鼓起的腫瘤讓他只能

側躺，很久沒有好好睡一覺。

「在新加坡，由於醫療科技發達並普

及到各社區。類似的腫瘤，通常只有長

到兩三公分就會去看醫師。」負責手術

的新加坡醫師李芹儀說，「希望義診手

術之後讓他可以睡得安穩。」

續緣重逢　醫援濟貧感恩無盡

晚間七點，溫馨的感恩晚會在馬德望

省聯華學校舉行。

臺灣志工領隊陳金發分享說，回到

聯華學校感覺非常熟悉，二十五年前慈

馬來西亞王玟富中醫師（左二）為中風而無法講話的老奶奶以針灸疏通經絡，讓她可以開口發聲。攝影／江妙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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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在此舉辦大米發放，當時志工語言不

通，若不是學校的老師，包括現在的陳

秀華校長鼎力協助，不可能完成任務。

柬埔寨聯絡處負責人謝明勳帶領志工

發願，「要把柬埔寨做起來，要把馬德

望種子帶起來。」慈濟基金會劉濟雨副

執行長呼籲，義診只是開始，期許校長

及馬德望志工要延續因緣，盡快在本地

從濟貧做起。

臺北慈院腸胃科許景盛醫師讚歎義

診前置完備，感恩先遣團隊的付出。他

分享，有一個五十多歲的病人，小時候

被車子壓到脊椎，兩邊肋骨斷掉，現在

身體經常疼痛而來求診。「這樣的病情

在臺灣有機會動手術，但是在這裡的可

能性比較低。」所以他能為這個病人做

的就是「至少先止痛，再進一步找出病

因，再解決問題。」許醫師發現，他給

予病人心理的支持及膚慰，能夠減輕病

人的疼痛感。

花蓮慈院骨科葉光庭醫師曾參加莫

三比克義診，這是他首次參與柬埔寨義

診，義診第一天時負責在外科區為病人

手術，「在這裡病人對我們很放心，感

受到醫病之間的信任。」葉醫師說，來

慈濟當醫師，要感恩父母的栽培；能參

加義診，要感謝上人，來服務既能幫助

別人，也得到心靈的快樂。

2019.11.03
口碑加上最後一日

義診人次激增  

十一月三日是義診第三日，由於是星

期日，求診人數比前兩天多，一早帳篷

區已見不少病人在排隊等候。

新加坡牙醫林秀芬 (Lim Siew Hong)，
二○一八年應朋友邀約參加新加坡慈濟

人醫會舉辦的牙醫論壇後，深受感動，

開始在紅山社區慈濟義診中心輪班做義

診。這次難得有機會參與海外義診，便

報名參與。

「來義診，衣食住行、牙科器材等都

有志工團隊照顧好，自己只需要做好牙

醫的本分。」林秀芬醫師說，這裡的孩

子可能衛生知識不足，因此無法保護好

牙齒。她會繼續發揮自己的專長，為需

要的人付出。

雲嘉南區慈濟人醫會護理師鄭阡妏，

臨床工作經歷四十二年，這次在牙科服

務，她說，牙科的氛圍非常好，「新加

坡鄧國榮牙醫師擔心大家忙到沒吃東

西，會在我們的口袋偷偷補上餅乾以備
首次參與柬埔寨義診的花蓮慈院骨科葉光庭醫師，感

恩有付出的機會。攝影／陳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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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補充熱量。」而臺北慈院傅鍔醫師

就像是小志工們的爺爺，跟小孩子的溝

通互動良好，中午要離開上車時，他們

一直很不捨的來抱抱。 
雲嘉南區慈濟人醫會護理師薛琍玲分

享，這是她第一次海外義診，發現鄉親

對於病痛都很能忍，兩天來在中醫所接

觸的病人多是肩頸或腳、膝部痠痛，眼

睛不適等，因為一直在勞動，疼痛都是

好幾年，真的心很痛。

外科區非常忙碌，醫師幾乎沒有休

息，十一月三日一整天就動了六十二場

手術，肉瘤、脂肪瘤或是小腫瘤是最常

見的病況，有些病人因為經濟能力不好

而延遲就醫，腫瘤一天天長大，成了身

體負擔。

二十五歲的妮特腦後方有個小腫瘤，

有時會疼痛，睡覺時壓到也會不舒服。

不想被別人看到，總是用頭髮遮住，忍

了十年。這兩天耳聞很多居民來慈濟義

診，效果很好，把握最後一天，鼓起勇

氣來求醫。她說：「手術前會害怕，現

在感覺很輕鬆、很有自信。」

佐科也是類似的情況，他左肩上的腫

瘤十年來已長到十三公分，但他說腫瘤

不痛，頂多只是不好看，穿上長袖也就

遮住了，因此一天拖過一天，聽天由命，

這次是聽聞有外國醫師才過來求治。手

術圓滿成功，他覺得手臂輕鬆許多。

十一月三日義診第三天，身著慈濟背心的當地志工為一早就聚集在馬德望轉診醫院的民眾填寫病歷表。攝影／

陳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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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病人的心出發

身穿藍色手術服的新加坡小兒外科醫

師江立偉 (Chiang Liwei)，穿梭在掛號處
和手術房之間。一九九八年尚在念醫學

系二年級的他即加入慈青，如今以志工

和人醫會成員的身分參與慈濟，從中深

有體會，更讓他學習放下身段，與病人

親切互動。「接觸了慈濟醫療人文，提

醒自己在醫院工作不只是領薪水做事，

而是需要使命感，要撫慰病人的心。」

「這次義診外科區可以提供一站式的

服務，病人不需移動，醫師圍過來。」

很多居民動了手術之後重拾信心，提高

生活素質。他認為此次義診的人數不是

重點，最重要的是把善的種子散播出去。

馬德望三日義診與發放圓滿，感恩國

際慈濟人醫會團隊發心參與付出，更感

恩上人與二十幾年來志工的開道鋪路，

共同成就慈濟與柬埔寨的善緣。

老爺(臺中慈院蔡森蔚主任)到慈濟

工作六年，工作內容跟以前大不同，這

六年來他經歷很多以前不曾做過的事，

海外義診就是其中之一。

每回他宣布要參加海外義診，我總是

碎碎念，「你一個人出國去玩，我要處

理小孩小狗還要上班，很累耶。」

為了證明海外義診絕對不是在玩，這次老爺力邀

我一起參加。然後，我終於知道，海外義診真的不

是出國去玩，是件辛苦的工作。

其實，最辛苦的不是看診醫師，是所有熱心志工。此次義診由新加坡志工完全統籌，

我們抵達之前，新加坡與當地志工已經辛苦工作好幾天了。如果沒有他們竭盡所能投

入前置作業，布置場地準備藥物，醫師在這裡完全無用武之地。

義診對當地居民的幫助是短暫的，但，藉由義診跟當地志工交流，每一段交流就種

下一顆善的種子，希望這些善的種子能在這塊土地開花結果，生生不息。

林怡雯醫師臉書分享

圖為林怡雯醫師（中）、林宛萱護理

師（左）、許景盛醫師（左後）。攝

影／陳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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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慈濟人醫會柬埔寨馬德望義診團隊成員
醫師：大林慈院家醫科林名男副院長、婦產科莊啟柔、中醫部黃柏翰；臺中慈院復健
科蔡森蔚；臺北慈院牙科傅鍔、腸胃科許景盛；花蓮慈院骨科葉光庭、中醫部吳立工；
中區人醫會腎臟科林怡雯；馬來西亞人醫會家醫科陳湘寧、內科陳奕珊，中醫師：陳
采鈺、蕭玉雪、梁貝如、涂蓮英、王玟富、李聰豪，牙醫：徐璦瑩；菲律賓人醫會眼
科史美勝；新加坡人醫會外科馮寶興、李芹儀、江立偉、郭珂珈、陳華禮，內科呂曉萌、
楊麗茵，牙科鄧國榮、吳惠菁、Patel Priya、林秀芬、陳添旺、許智亮，中醫師：郭連才、
李光誼、莊貞賢、黃牽錡

護理師：玉里慈院林宛萱；雲嘉南人醫會鄭阡妏、薛琍玲；馬來西亞牙科護理師黃淑
婷、張秀華、楊照娣；新加坡人醫會巫雪君、Chia Mui Neo、鄺金玉、蔡沁儀、林金燕、
劉美玉

藥師：臺灣北區人醫會李憶晴；雲嘉南人醫會周玲娟；馬來西亞鄺淑芝、林雪莉、葉
佩蓉、陳錦麟、何書蕾；新加坡人醫會郭振良

驗光師：菲律賓人醫會 Mary Anne Baltazar、Cherry Asensi

牙科助理：新加坡人醫會余紹香、黄小菀、羅俊麗、張雪莉、郭鏸憶、張金桃

志工與同仁：慈濟基金會劉濟雨副執行長、宗教處劉秋伶與劉勁寬、公傳處陳誼謙；
大愛電視臺林亦庭、葉宜琳；志工（臺灣）陳金發、游美雲、王宣方、楊依捷、張政慶、
賴立勤、蔣明原、曾柏翔、林秋玉、許麗珠、陳忠華；（馬來西亞）魏碧君、林秀華、
李麗華、呂嘉嘉、羅秀娟、江妙珍；（越南）王寬鴻、林志郎、陳子宗、陳氏苓丹；（新
加坡）邱建義、曾秋莉、陳秀珍、陳弟弟、林道政、袁運紅、李啟明、梁祥興、黄麗玉、
陳錦陽、黄來發、馬亞永、白明強、沈建平、陳星融、李德福、王偉國、馬學創、陳
利華、林金聲、陳清水、李國香、顧玉好、梁志隆、林杏純、張榮富、詹尊玉、趙信玉、
郭燉瑩、Lim Yon Yun Gina、Lim Jing Xiang、柯振興、楊淑元、黎東興、王俊璇

慈濟柬埔寨馬德望義診場次科別就診人數統計表

日期 外科 中醫 內科 牙科 眼科 總人次
11月1日 23 272 259 110 33（手術） 697
11月2日 21 124 278 143 32（回診） 598
11月3日 62 329 607 343 - 1,341
合計 106 725 1,144 596 65 2,636

另含配鏡 539人次，總計 3,175人次



長養慈悲與智慧
文／黃柏翰　大林慈濟醫院中醫部住院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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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赴海外參與大型義診，感恩有

慈濟，讓我們能夠在行醫的初始階段就

參與到這樣有意義的活動，學習見苦知

福、把握機會付出，也感恩各位前輩的

帶領，讓我們年輕一輩在海外義診的過

程中收穫良多。

這次我們服務的地點位在距離吳哥窟

四小時車程的馬德望省，義診科別一共

有眼科、外科、內科、牙科、中醫，兩

天半一共義診三千多人次，其中中醫服

務七百多人次。在整個義診活動的前置

作業、中間過程、到結束以後，我的腦

海中都一直浮現師公上人〈十在心路〉

中的前兩句話：在苦難中長養慈悲，在

變數中考驗智慧。

在苦難中長養慈悲

馬德望省算是柬埔寨的偏鄉，當地居

民多以務農、勞動維生，這次中醫在針

灸治療部分，處理患者的最大宗還是痠

痛的問題。第一天治療一位男性病人，

隔天很開心地跑回來跟我們說：「他的

手腳痠、麻、痛都改善了！這幾年來他

從沒像現在這麼輕鬆過。」其實那個當

下聽在心裡是很不忍的，臺灣醫療發

達，任何小問題幾乎都可以及時得到處

第一次參與海外義診的大林慈濟醫院黃柏翰中醫師，在開診前與志工一起用心整理場地。圖／黃柏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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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甚至偶爾還會見到濫用醫療資源，

但他們在當地任何資源都取得不易，生

病了也無法得到好的照顧，時常因為沒

錢就醫、把小病拖成大問題，許多人終

其一生沒有見過醫師，甚至就這樣帶著

病痛困擾一輩子。

因為我們的義診服務就三天時間，所

以在過程中會希望給患者多一點生活的

衛教以及穴位按摩的指導，讓他們平時

有不舒服也可以自己多少緩解一些。在

衛教的過程中，得知當地婦女多數有頭

痛的問題，平時頭髮洗完濕濕的就直接

吹風或睡覺，請翻譯志工幫我們跟她說

要用吹風機吹乾，得到的答覆卻是當地

家家戶戶幾乎都沒有吹風機，而且一年

四季都是洗冷水澡……儘管當下聽到非

常錯愕與不捨，也只能收拾好情緒、並

請她們以後要盡量用毛巾擦乾，只要還

有濕的時候就別直接吹風，並衛教穴位

按摩。

其他還有好多好多……比如我們在針

灸前，為了避免暈針，都會發給每一位

患者麵包點心，有些民眾卻會偷偷收起

來想要留著之後吃或是帶回去給家人；

婦女生產完不像我們一般認為的會有營

養豐盛的月子餐，一碗白飯配一顆水煮

蛋就已經算是比較營養的了。真的很感

恩這次有機會出去付出、見苦知福，以

後也要多把握因緣，幫助需要幫助的

人。我們生在臺灣真的太幸福，一定要

知福、惜福、再造福！

在變數中考驗智慧

海外義診，隨時都有變化球，諸如機

票航班異動、遊覽車臨時拋錨、義診人

數的掌控、餐食提供、各科之間機動的

補位調整等等，每天都可以看到不同的

變數。很敬佩所有經驗豐富的師兄姊，

總是能游刃有餘地處理妥當。原本一片

荒蕪的場地，也能夠鋪水泥、搭建、拉

水電管線、神奇地布置成診間，感恩各

功能團隊用心完成所有前置作業，因為

有大家的幫忙、合和互協，醫療端進來

才可能有發揮之處。另外很讓人感動

的，當地華語學校特別停課三天、出動

上百位師生來幫忙義診活動當翻譯志

工，如果沒有他們，語言不通我們真的
當地居民多有筋骨痠痛問題，治療前黃柏翰中醫師詳

加問診。圖／黃柏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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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也做不了。感恩每一個人讓一切變

得圓滿。

此次義診，同行的還有新加坡及馬來

西亞的中醫師，各位前輩都有豐富的海

外義診經驗，感恩大家都不吝分享與指

導，讓我們知道義診其實和平時看診有

很大的不同、也常有突發狀況，在過程

中我們學習到非常多寶貴的經驗，也更

加知道要落實以人為本、以病為師。

此行臺灣醫療領隊是大林慈濟醫院的

林名男副院長，林副院長有非常豐富的

海外義診經驗，過程中總是隨時在旁關

心與鼓勵後輩，以及溫馨的叮嚀我們：

「義診最重要地是去種下一顆良善的種

子。」

或許有人會覺得，一次的義診，蜻

蜓點水，能夠有什麼幫助？但就是感恩

有慈濟這個大家庭，舉辦義診是一個契

機，希望能夠及時發現有需求的個案，

並轉介給當地的慈濟人做後續的關懷與

照顧。人生苦難偏多，其實我們醫師能

做的不多，無非就是希望能盡力帶給他

們一點點希望、對這個世界有善與愛的

希望。

最後謹以西方醫哲卓度 (Trudeau)的
墓誌銘自勉：

To cure sometimes. 偶爾治癒疾病

To relieve often. 時常減輕病人的痛苦

To comfort always. 總是讓病人感到寬慰

無限感恩！

柬埔寨馬德望義診上，黃柏翰中醫師為病人施針，來自馬來西亞的涂蓮英中醫師（左）也從旁傳承義診經驗。攝

影／陳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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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柬埔寨馬德望義診
特別報導

平時在加護病房面對的都是病況比較

危急的患者，需要隨時監測病程變化，

每分每秒都像在跟時間賽跑，面對脆弱

的生命，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很渺小，只

能盡全力幫助病人降低痛苦。

柬埔寨，印象中是著名的觀光景點，

但也因為內戰，人民得過著辛苦的日

子。從臺灣飛越兩千多公里到柬埔寨，

再轉公路坐了三個多小時，終於抵達馬

德望，一踏上這片土地，便感受到它落

後、資源匱乏的生活環境。

義診第一天，我在內科協助測量血

糖、血壓、體重及體溫，並衛教均衡飲

食之重要性。由於柬埔寨馬德望居民飲

食以椰子、餅乾，含糖量較高的食物為

主，不少居民的血糖值都超過標準，透

過當地志工翻譯，告知他們如何注意飲

食。

臺灣的醫療院所，只要是沾染到血

的物品，都視作醫療廢棄物，必須集中

處理。我與林怡雯醫師透過寶特瓶回收

再利用，集中丟棄具有感染性的醫療廢

棄物，使用過的針頭更需要用針筒收集

玉里慈濟醫院林宛萱護理師參加柬埔寨馬德望省的義

診，透過當地志工翻譯，向血糖值超標的居民進行衛

教。攝影／陳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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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以免人員整理時被扎到，受感染造

成傷害。

義診的第二天和第三天，我在中醫

科協助醫師執行拔罐、拔針、給藥。

有一位阿嬤讓我印象很深刻，柬埔寨

的氣候炎熱，但她的手腳卻很冰冷，

經過馬來西亞的蕭玉雪中醫師評估後，

指導我如何薰針，幫助阿嬤暢通氣血，

改善她血液循環的問題。開始薰針時，

除了緩解她的不適，我輕輕握住她的

手，希望能帶給她安全感。阿嬤透過

翻譯志工表示「真的很感謝我們幫她

診療」，還說她因為貧窮，三餐常常

無法溫飽，營養不足導致身體虛弱，

擔心自己因此而短命，讓人聽了感到

心疼。看見這位阿嬤的困苦，想想我

們生活在舒適的環境，沒有食物匱乏

的問題，更無需擔心會營養不良，是

多麼幸運的事，也思考回來臺灣後，

如何傳遞珍惜食物的理念給周遭的人。

慈濟義診團隊擁有各種功能組，每位

成員就像是一顆顆的螺絲釘，皆扮演重

要角色，不分國籍、階級、種族，只為

圓滿這場義診。

馬德望當地的聯華學校師生們，為

了協助慈濟義診團隊的翻譯，特地停課

三天，因為有他們當義診團隊強力的後

盾，排除在診療時溝通的障礙。

雖然去年（二○一八）六月才以獎助

生身分至玉里慈院服務，在臨床護理工

作上，學習用心觀察病人的需求，如何

付出做個手心向下的人。感恩玉里慈院

的鼓勵，讓我有榮幸參與馬德望義診，

看見當地的物質與醫療資源是如此的匱

乏，而居民因為受到難得的診療與關懷，

他們感恩的表情令我難忘，也讓我想起選

擇護理的初衷，充飽電之後，繼續在護

理之路勤奮付出。（整理／張汶毓）

首次參與海外義診的玉里慈院護理師林宛萱（後排左三），隨臺灣團隊飛往柬埔寨服務。攝影／陳忠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