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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慈濟醫院中醫團隊，主動走出院外， 

每週固定出診，來當村民的好鄰居，

針灸、艾灸、熱療、拔罐、推拿、刮痧、耳豆，

還有迷你小藥局，連拿藥也可以，

村民只要走幾步路，就能接受中醫治療， 

中醫師還會不吝分享養生小祕訣，

不讓小病拖成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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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來村裡樂有

衛生福利部為了讓全體健康保險對象

都可以受到醫療照顧，並且使醫療資源

分布平均，於是實施巡迴醫療，鼓勵醫

師到醫療資源不足的地區提供服務。從

二○○三年巡迴醫療開辦至今，造福了

缺乏醫療資源的偏鄉村鎮。

加入玉里慈濟醫院中醫科陣容的王仁

甫醫師，是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第

二屆畢業，平日除了看門診，總覺得來

到玉里也是一種特殊的緣分，常想著能

多在這裡做些什麼呢？得知花蓮慈濟醫

院及關山慈濟醫院中醫科分別在花蓮縣

秀林鄉水源村、和平村與臺東縣鹿野鄉

龍田村執行中醫巡迴醫療，讓他興起玉

里慈濟醫院的中醫科走入村里服務的可

能性。

感受到老病人的需求

在社區開個醫療點

王仁甫醫師的門診病人不乏來自瑞

穗、富里，甚至遠自北臺東來的鄉親，

於是他在取得科主管同意後，趁著下診

的空檔，親自走訪鄉間進行田野調查，

也跟著玉里慈院的居家關懷團隊外出訪

視，最後覺得富里鄉的明里村較合適。

剛好他的病人之中，就有一位玉桂

阿姨是住在明里村。玉桂阿姨是在一次

中醫到社區衛教宣導的機緣下，對玉里

慈濟醫院中醫科留下印象，前來掛號求

診。經過一年多的診療，困擾她許久的

肩膀問題逐漸獲得改善，本來她的肩膀

是痛到只能搭火車來玉里慈院看診，後

文、攝影／張汶毓

花蓮縣的富里鄉明里村距離玉里慈濟醫院

約二十五公里，村民多半以務農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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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進步到可以自己騎摩托車來，感冒時

也不再像過去一樣重病不起。有天玉桂

阿姨複診時，很興奮地跟王仁甫醫師分

享，原本在手腕處那又黑又粗的血管顏

色竟然變淡了，整個人變得有精神活

力。「因為阿姨常念說要花比較多時間

才能來到玉里慈濟醫院⋯⋯」玉桂阿姨

的情況，讓王仁甫醫師燃起了「一定有

其他交通也不便利的居民，如果能在富

里鄉明里村設置『中醫巡迴』，想必能

造福更多人。」

於是，二○二一年五月，在當地志工、

鄉親與玉里慈濟醫院同仁的合作下，中

醫巡迴醫療進駐富里鄉明里村，由王仁

甫醫師、護理師、藥師及行政人員組成

的醫療團隊，自此固定於每週二上午九

點於明里村社區活動中心提供服務。

發現長期病痛多

教導中醫養生觀

從玉里慈濟醫院前往富里鄉明里

村，路程約二十五公里，往長良里走花

七十五鄉道，行經卓溪鄉崙天村，穿越

卓溪鄉和富里鄉的交界線後，即抵達明

里村社區活動中心。

二○二一年五月二日，開診第一天，

醫療團隊一行人將醫材、藥箱及物品陸

續卸下車後，醫師、護理師、藥師與行

政人員，合力將診療床、桌椅與屏風展

開，場地布置就緒；打開醫材箱、藥箱

將物品就定位，便開始看診。

王仁甫醫師「校長兼摃鐘」的忙進忙

出，問診、把脈、針灸、傷科推拿、包

王仁甫醫師為玉里慈濟醫院申請衛福部的中醫巡

迴醫療，帶著小團隊到社區為鄉親服務。

團隊才剛抵達明里村社區活動中心，就有鄉親主

動掃地，也幫忙場地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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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在看診過程中，尋找與鄉親最佳的

溝通方式。第一天看診的結論是，除了

一位因為工作受傷而突發背痛的大哥，

大部分就醫的鄉親都是屬於長期累積下

來的症狀。因此王醫師開始思考調整日

後要攜帶的醫材及藥材，如何以接地氣

的治療方式，讓鄉親獲得更好的照護。

也在一次次治療溝通中，教病人學會觀

察自己身體的變化，甚至學會生活中的

「趨吉避凶」，運用中醫的觀念來養生

與保健身體，少花錢又能遠離病痛。

像村子裡的小醫館

歡迎鄰里串門子

明里村的居民多半是務農為主，以致

來看診的主要原因都是腰痛，另外也發

現到生活在純樸鄉村的居民，其實所承

受的煩惱和壓力並不輕，像幾個來看診

的阿姨，堂上都有年邁的公婆，她們幾

乎是主要照顧者，照顧之餘還必須一邊

費心家中的大小事，尤其在農忙時期更

是耗費體力，一個人當三個人用也忙不

過來，身心都疲累。

王仁甫醫師認為，透過巡迴醫療，除

了治療疾病之外，還能得知鄉親的心理

健康狀況，大多時候可以順著病人講述

的症狀，來引導他們說出煩惱，提供他

們一些改善的建議。駐點式巡迴醫療，

對於外出不便的家庭來說也是一大幫

助，看診的地方就在住家附近，能夠騎

機車、腳踏車，近者甚至步行就可以抵

達，相對減輕不少負擔。

還有特別趣味的一點，整個明里村，

人口數不多，來巡迴醫療看診的居民彼

此認識，也就會互相幫助，好像一個大

家庭一樣，例如：這個阿姨請那個阿姨

幫忙顧一下她婆婆，她先回家煮飯，煮

好飯再回來接人，時間運用更加彈性；

王醫師在問診提醒一位阿伯該忌口的食

物時，旁邊的鄰居會用告狀的方式說

「他就是有吃很多！那些他不該吃的

啊。」讓病人的飲食習慣展露無遺，街

坊鄰居間逗趣的互動模式，無形中也讓

醫師更方便掌握症狀。

「我的老家在富里，兒子住在玉里，

一個禮拜看兩次中醫，禮拜二來這邊看

診，禮拜四有空就到玉里慈濟醫院去

看，這樣很方便！」曾經中風的黃阿公

拄著拐杖，每週二在太太的陪伴下，準

時來活動中心報到，保養身體維持現況

秀午阿姨看診完，去果園巡巡看，順手又帶來了

香蕉跟醫療團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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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的目標。

在玉里鎮上開設餐廳的邱玉珍，因為

有失眠的困擾，在一年多前來到王仁甫

醫師的門診，經過一段時間的診療恢復

了九成，逐漸擺脫失眠的困擾。玉珍阿

姨說，王醫師在問診時不只關注病人所

反映的病症，還會順便診療病症有可能

會連帶引發的其他問題，「跟王醫師說

手疼痛，他會連你的腳也一起關心。」

疫情過後再開張

病人主動發傳單

「在巡迴醫療開始兩週後，因為疫

情的爆發而暫停！處在正要跟鄉親建立

關係的初期，醫院公傳還幫我們做了海

報、橫幅、旗子，就像張燈結綵要開店

慶時卻被勒令歇業，那種心情是失落跟

害怕的！」王仁甫醫師提及巡迴醫療當

時被迫歇業的失落感，「忙前忙後忙了

幾個月終於要開始時被澆了一盆冷水，

也怕疫情會不會無止盡的延續下去，更

害怕鄉親覺得我們只是偶一為之的醫療

團，刷刷他們的健保卡就走了。」

中醫巡迴點才開辦兩週就因為疫情而

被迫暫停，後來還是靠著老病人廣為宣

傳才重新凝聚人氣。

「阿姨，您在富里鄉有熟識的朋友

嗎？因為我們那個中醫巡迴點暫停了三

個多月，現在可以恢復駐點了！雖然有

把重新開張的服務訊息放在網路上，卻

沒機會也沒足夠的人力跟在地鄉親好好

宣傳⋯⋯」在醫院診間聽到王仁甫醫師

的煩惱和請求協助，邱玉珍立刻召集春

茶跟雯婷，找印刷廠印製一百份簡單標

語的文宣，一個早上就把村莊跑透透！

在跟社區阿公阿嬤宣傳的時候，發現他

們真的超級可愛，因為阿公阿嬤以為他

們是慈濟醫院派的志工，玉珍阿姨解

釋：「我們是王仁甫醫師的病友，純粹

是要將好醫師介紹給更多人。」隔幾天

再度到富里市中心熱鬧的街道上去張貼

宣傳中醫巡迴，富里菜市場裡的攤商及

周邊店家，都熱情地接下中醫巡迴廣告

單，幫忙張貼在明顯處。

因為玉珍阿姨標準行動派的宣傳方

式，讓好友黃玲蘭議員得知玉里慈濟醫

院中醫巡迴服務，前來給王仁甫醫師做

調養，也特地到明里社區活動中心去體

驗中醫巡迴。黃玲蘭議員本身是玉里

人，夫家在富里鄉，黃玲蘭議員曾連續

擔任過兩次的富里鄉長，在富里鄉已深

耕多年，和在地鄉親熟悉的像家人一
雖然不比在醫院門診，團隊還是盡量把各種設備

帶到巡迴據點，提供鄉親所需的中醫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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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來到明里活動中心看診時也幫忙介

紹推薦。

鄭春茶也是在好朋友玉珍的介紹下，

從二○二一年七月來到王仁甫醫師門

診，處理手痛和長期頭痛的問題，治療

幾個月後感覺到好轉。春茶阿姨分享說

王仁甫醫師和她兒子同年紀，又正好和

她一樣同樣是嘉義人，格外地有親切

感。這些鐵粉病友說：「王仁甫醫師願

意下鄉服務是在地鄉親的福氣，有幾個

年輕醫師會自願駐守在偏僻的鄉下呢？

光憑這點，實在讓人很讚歎！應該要將

王仁甫醫師服務偏鄉的熱血理念讓更多

人鄉親知道。」

充滿人情味的醫療據點

在中醫巡迴順利展開後，幾次看診下

來，王仁甫醫師覺得中醫巡迴也像是日

照據點的感覺，病人在候診時會互相分

享保健方法、做體操、伸展，大家聚在

一起可以聊聊天。

中醫巡迴的日常，都是滿滿的人情

味。

「人多一起幫忙比較快，搬幾張桌

椅而已沒有什麼啦！」聽到鄉親總是這

麼說，林玫如護理師分享，幾乎每次醫

療團隊抵達時，住在附近的鄉親已經在

活動中心等待，一見到醫療團隊，會上

明里村活動中心的中醫巡迴醫療據

點，可以服務涵蓋富里鄉、卓溪

鄉，甚至臺東縣池上鄉的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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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起搬桌椅、打掃，雖然九點正式開

診，他們八點多就來到活動中心了。

這天，第一個抵達的秀午阿姨，停

好機車後便順手抓起竹掃把掃起活動中

心的庭院，一面跟剛抵達的醫療團隊閒

聊，一面將落葉掃進一旁的花圃土堆

裡，秀午阿姨掃完，醫療團隊也將場地

布置準備得差不多了。秀午阿姨拿出健

保卡，行政人員熱情的招呼、登記資

料，接著測量完血壓，由王仁甫醫師開

始問診、針灸治療，秀午阿姨看完診，

就騎著機車離開去巡視果園，不久又特

地帶著自種的香蕉過來請大家吃。

「這邊有慈濟照顧，我們真的很幸福

啦！」開朗的米玉阿嬤和一旁也在候診

的村民聊著天，真的像極了王仁甫醫師

所形容的日照據點。

王醫師分享，有次在為回診的病人進

中醫巡迴醫療初期，在藥師人力不足的情況下，

王仁甫醫師自己兼藥師，診療之後自己負責配藥。

中醫巡迴醫療開設前，玉里慈濟醫院同仁

特地前往協助打掃，左為人事陳靜緹，右

為醫事股股長湯景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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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針灸時，複誦出病人前一次主述的症

狀，竟然被誇獎記性好，王醫師笑著說：

「我不覺得自己記性好，只是每次在院

內的醫療科會議上，聽到陳岩碧院長主

持會議時將病人的病歷倒背如流，我就

覺得自己也應該這樣做到。」小小的用

心，讓鄉親感受到大大的貼心。

中醫介入治療

不讓小病拖成大病

「中醫巡迴醫療，就像是把診間搬

到更貼近民眾的地方看診。」身為東

部孩子的護理師林玫如說，看著中醫

巡迴從無到有，花費了許多人力跟物

力，讓從小就在後山長大的她，非常

認同巡迴醫療帶給偏鄉居民的便捷性，

尤其花東地形狹長，人口分布幅員遼

闊，看到身邊年邁的長輩看診需求很

高，但要看個病交通就是個大問題，

導致無法及時就醫治療，種種不便時
家住瑞穗的廖秋惠護理師已在玉里慈濟醫院

二十年，希望巡迴據點能夠服務到更多人。

病人候診時，會一起聊天，真的很像日托站長照據點，互動

溫馨。

住在明里村的慈濟志工謝統生師兄是中

醫巡迴設點的重要推手，幾乎每週都來

報到，還會順便幫忙顧著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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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造成小病拖成大病。

林玫如護理師說：「很榮幸自己現

在也是巡迴醫療一員，就近的醫療服務

讓長輩們不用舟車勞頓到鎮上看診，能

夠在自己熟悉的環境就診，長輩們的心

就可以更加平靜，診療效果相對地能提

升。」她也提到，巡迴醫療的開設，其

實不一定只能服務到明里村當地居民，

期盼涵蓋富里鄉、卓溪鄉，甚至池上鄉

的居民。

護理媽媽心

講原民語也會通

二○二一年九月加入中醫巡迴醫療的

廖秋惠護理師，在玉里慈濟醫院已服務

二十年，開車往返瑞穗與玉里是她工作

上下班的常態，如果遇到要支援中醫巡

迴醫療，她就會再早一點出門到醫院，

與團隊確認完醫材、藥材物品的數量

後，一起出發到富里鄉明里村。

廖秋惠護理師特別能和婆婆媽媽們

聊上幾句，讓地方媽媽們來到中醫巡迴

不只能治身體的病，閒話家常也能促進

心靈的健康。廖秋惠護理師分享，支援

余美珠是民眾進來就診時接觸的第一位服務人

員，常常跟民眾親切的寒暄。

玉里慈濟醫院中醫巡迴醫療團隊，左起：邱麗華

藥師、王仁甫醫師、林玫如護理師、余美珠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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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中醫來村裡樂有

以來病人數不一定，有時農忙期結束，

鄉親剛好有空一起過來看診，真的會忙

不過來，期待中醫巡迴未來情況許可的

話，人力陣容能擴大一些。

富里鄉明里村地理位置跟卓溪鄉連

接在一起，有不少原住民朋友會前來看

診，此時身為卓溪鄉布農族的余美珠，

時常承擔起母語翻譯的重責大任。在中

醫巡迴據點負責填寫資料、量血壓、批

價的她，看著玉里慈濟醫院第一次做中

醫巡迴醫療感到很新鮮，尤其在院外，

更能感受到團隊合作的氛圍。

余美珠是民眾進來就診會接觸的第一

道關卡，親切服務的同時，也常常跟民

眾聊上幾句。記得有次看到一位年輕的

小姐，在活動中心門口徘徊不前，余美

珠趕緊去招呼她，小姐說：「聽說這邊

的中醫師長得帥、看診又很仔細，好奇

來看看。」還有遇過忘記帶錢的民眾，

回家去拿錢，還順便帶來自己煮的臘八

粥、自家種的水果，實在很可愛。

陳先生是聽過王仁甫醫師在社區的衛教講座而

前來就醫，至今也快半年了。

王仁甫醫師的鐵粉病友自行印製傳單、村子跑透透，讓大家知道明里村的中醫巡迴醫療服務又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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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慈濟醫院  中醫巡迴醫療

行動中藥房   村民保健康

中醫巡迴是一個團隊，團隊間的每個

人都扮演著重要角色。中醫巡迴剛開始

之際，由於藥師人力不足，王仁甫醫師

必須身兼中藥師，但在二○二一年九月

開始，邱麗華藥師加入中醫巡迴團隊，

減輕了王醫師的工作負擔。

因為無法把醫院的整個中藥局搬到明

里村活動中心來，這個行動中藥局一定

是小而美，邱麗華藥師與王仁甫醫師之

間很有默契，在開藥時懂得變通，轉換

藥性相近的藥物使用，盡量讓病人可以

取得適應症狀的藥。邱麗華藥師表示：

「雖然參加中醫巡迴醫療短短幾個月，

但每週與病人聊上幾句，彼此的關係無

形間拉近很多，每次去支援調劑，就好

像是去看看朋友一樣。」黃阿公就是其

中之一，因為在醫院也看得到，來到村

子裡也看得到，重點是幾個月下來，阿

公的中風後狀況明顯地進步，實在很替

他開心。

玉里慈濟醫院在富里鄉明里村的中醫

巡迴醫療，從開辦至今已駐點近一年，

除去受疫情影響停辦的時間，五、六個

月下來累積服務了兩百多人次，換算起

來，一週一個上午看診的人次不算多，

但實現了玉里慈濟醫院一直以來的目

標，就是醫護團隊能走出醫院，讓偏遠

地區居民就醫更加便捷。

護理科郭雅萍主任（右）特地前來關心「公埔樂智據點」的長輩看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