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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疫關！花蓮慈濟醫院國際醫學中心協助罹患白血病的越南

男童跨海治療，順利完成骨髓移植獲新生……

◆  欣逢慈濟五十六周年，大林慈濟醫院舉行朝山活動，全程遵守防疫

規範，恭敬禮拜，祈福平安……

◆  臺北慈濟醫院慶祝慈濟五十六周年，醫護及志工持誦《普門品》祈

福，營養科製作素食甜點紓解疫情壓力……

◆  臺中慈濟醫院簡守信院長進行法親關懷並慰問感恩戶，邀請傷友同

行探視，分享經歷，互相鼓勵……

 慈濟醫療誌
慈濟醫療以人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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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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四月二十九日

疫情下的國際醫療
越南血癌病童康復歸國

二○二一年八月，一名越南的四歲

男童丁丁（化名）為了治療血癌，在母

親的陪伴下跨海來到花蓮慈濟醫院進

行非親屬異體幹細胞移植。經過八個月

漫長的療程與恢復期，丁丁終於恢復健

康，預計於五月初回到久別的家鄉！

年幼的丁丁罹患罕見的嬰兒急性淋

巴型白血病，出生四個月就發病，每年

需要負擔龐大的醫藥費，媽媽為了照顧

孩子無法外出工作，全家承受了巨大的

壓力。直到透過越南血癌病童白小弟家

屬的輾轉介紹，以及越南治療血癌之頂

尖醫院 Blood Transfusion Hematology 
Hospital（BTH）的醫師引介，丁丁很
幸運地在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的幹細

胞資料庫尋得白血球抗原配型相符的

潛在捐髓者。受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影響，越南政府規定疫情期間不允

許外國的血液、骨髓或幹細胞成分輸入

越南，在花蓮慈院國際醫學中心和越南

當地醫院的溝通和努力下，丁丁最終得

以順利來臺求醫。

為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入境後，必

須在隔離病房中待滿兩週（十四天），

且在隔離期間內四採陰性，轉至單人病

房，還須進行為期七天的自主健康管

理。丁丁在越南先經過化療緩解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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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多次凶險的感染事件，如今丁丁體內的白血球基因指紋檢查已百分之百為捐贈者細胞，且骨髓檢查

並沒有微量腫瘤細胞，也沒有任何異常基因變化。



卻在抵臺隔離的第六天開始高燒且血

壓下降，最初懷疑是否為 COVID-19感
染，後來經檢查確認是人工血管感染導

致的敗血症併發敗血性休克，加上入院

後第一次檢查時，發現丁丁體內仍有微

量腫瘤，前後做了兩次穿刺。幹細胞與

精準醫療研發中心骨髓幹細胞中心副

主任、同時也是小兒血腫科醫師的楊尚

憲表示，丁丁年紀還小，一般小於四五

歲的孩子不建議做電療，而會使用藥物

做化學治療，透過輸入藥物去清除丁丁

體內殘存的白血病細胞。

除了孩子的病情，還有溝通和飲食問

題須克服。由於丁丁的媽媽僅會一些簡

單的英文單字，因此大多時間都需要翻

譯志工的幫助；當志工無法隨行時，醫

護人員會用簡單的單詞加上比手畫腳

的方式，向病童及家屬說明治療流程。

終於，丁丁的情況穩定下來，於十月中

旬接受骨髓移植，而在造血幹細胞植入

的第十三天，白血球就成功從丁丁的體

內長出了！

丁丁面臨了多次的感染事件，包括侵

襲性麴菌感染導致呼吸衰竭、住進加護

病房，所幸在持續給藥治療下逐漸恢復

穩定；除此之外還有巨細胞病毒、BK
病毒、黏質沙雷氏菌等不同病菌的感

染，以及各種急性或慢性的移植物對抗

宿主反應，在這半年中接續發生。丁丁

勇敢對抗病魔，媽媽也堅強陪伴在旁，

熬過一次次艱難的療程。如今丁丁體內

的白血球基因指紋檢查已百分之百為

捐贈者細胞，且骨髓檢查並沒有微量腫

瘤細胞，也沒有任何異常基因變化；新

植入的細胞非常強壯，這八個月的時間

裡，在醫療團隊的悉心治療和照護下，

丁丁已然脫胎換骨，往健康的道路上大

步邁進。

因為自嬰兒時期就病魔纏身，免疫

力不好導致丁丁無法像其他孩子自由

地外出遊玩；他最大的願望是「露營」，

逐漸康復以後，花蓮慈院兒童病房同

仁特別為他舉辦露營活動，清空病房

就地搭帳篷，並裝飾氣球和五彩燈泡，

也送上祝福的蛋糕，完成丁丁的心願，

讓丁丁和媽媽都十分開心且感動。血癌

病童飄洋過海來治病，花蓮慈院團隊不

僅給予最好的醫療處置，更用滿滿的愛

與關懷去照護、溫暖患者的心。（文、

攝影／鍾懷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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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院兒童病房同仁特別裝飾病房空間，為丁

丁舉辦露營活動，並送上蛋糕，祝福他未來平安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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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
四月二十四日

朝山共聚善念
虔誠祈福度疫災

欣逢慈濟五十六周年與證嚴上人壽

辰，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嚴峻，

大林慈濟醫院朝山場地僅限於門口雨

披下，仍不減參與者虔誠信念。

清晨，大林慈院同仁及眷屬、嘉義精

進組志工等一百多位參與者陸續到來。

眾人靜心合掌，在聲聲誦念聲中，朝著

醫院大廳的佛陀問病圖跪拜，沉澱心

靈，也為眾生祈福，祈求疫災早日遠離，

同時發心立願在菩薩道上永不退轉。

院長賴寧生勉勵同仁，在今日殊勝的

日子裡，很歡喜大家在這裡共聚善念，

更藉由參與朝山活動，聆聽自己內心的

聲音，學習懺悔貪、瞋、癡，人人堅守

崗位，共同面對這場戰疫。

護理部副主任廖慧燕說，每年都把

握參加朝山殊勝的活動，這次擔任活動

司儀，隨著大眾虔誠跪拜、莊嚴的佛號

唱頌，心中也想起院內正推廣的靜思法

髓品書會，在每天精進不懈的閱讀中，

心靈變得更為富足，也時時從日常生活

中得到啟發，進而運用在工作中所遇到

的挫折，所以常常勉勵自己有空沒空，

都不忘恭讀上人的書，從書中找到智慧

法水，進而提升自己，安住好自己的

心，讓心澄清明鏡。

預防醫學中心行政組簡秀芳表示，今

年第一次參加朝山活動，在過程中學習

慈悲心，行菩薩道。「從跪拜中貼近這

片走了二十多年的土地，心中不禁回憶

起在大林慈院過去的點點滴滴，包括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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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逢慈濟五十六周年與證嚴上

人壽辰，大林慈濟醫院舉辦朝

山活動，眾人靜心合掌，恭敬

跪拜，為眾生祈福，發心立願

同行菩薩道。攝影／于劍興



助院區連鎖磚的鋪設，同仁以接力方式

一塊接一塊的傳遞、排列，彷彿有一條

無形的線把人心串聯起來，凝聚每位同

仁的向心力，共同為醫院打拚；還有大

愛農場插秧耕福田活動，剝下一株秧苗

插入田中退一步再重複一次動作，雖是

『退步』，實則『進步』，體悟人生中

很多時候亦需以退為進，方得圓滿。」

秀芳說，如同《靜思語》的「有願就

有力。」祈求烏俄戰爭盡快和平落幕，

讓無辜的人民不再流離失所，更祈禱臺

灣新冠肺炎疫情控制得宜，病毒快快消

弭殆盡，人人皆可恢復正常生活，同時

希望親朋好友都平安健康、幸福美滿。

一般外科護理專師徐燕萍，朝山過

程心神專一，她說：「每日繁忙於護理

工作，難免心情浮躁而起煩惱，參與浴

佛、朝山這類活動，能讓我的心平靜。」

朝山的寧靜，讓燕萍憶起過去曾在靜思

精舍拜經，與復興航空空難、尼泊爾強

震的畫面。「一想到這些災難，回頭看

看自己是多麼幸福，有何好煩惱呢？」

常參加人醫會義診與人文活動的徐

燕萍，除了藉由活動沉澱心靈，也希望

能發揮自己在護理所學，「我只是盡

己所能，只要時間許可，就多參加。」

燕萍從二○○○年十月服務至今，自我

期許：「繼續於護理這條路好好發揮

所能，並把護理專業好好傳承給學妹，

協助她們成長。」

財務室出納組吳文辰表示，「平時

工作忙碌，沒時間參加活動，可以參

加朝山，放空自己，讓自己內心沉澱，

又可運動，真的很好，每次參與朝山後

都是法喜充滿。」

朝山活動結束，院長室主管分發壽桃

和早餐，在這次疫情期間擔任大林慈院

危機管理暨緊急應變系統副指揮官的

賴俊良副院長，則拿起酒精瓶協助領取

同仁消毒雙手，讓大家在歡喜參與後，

不忘做好防疫措施。（文、攝影／江珮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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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醫學中心行政組簡秀芳表示，今年第一次參加

朝山活動，透過朝山過程學習慈悲心，行菩薩道。

朝山圓滿後，院長室主管分發壽桃和早餐，賴俊

良副院長拿起酒精瓶協助同仁領取結緣品時消毒

雙手，落實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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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四月二十四日

禮拜普門品祈福
素食甜點克服壓力

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於一九六六年農

曆三月二十四日成立，倏忽過了五十六

年，四月二十四日，四大志業於志工

早會送上感恩與祝福。時逢新冠肺炎疫

災再起，臺灣進入大規模社區感染，為

此，臺北慈濟醫院一改往年例行的朝山

活動，假國際會議廳禮拜經文《妙法蓮

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由趙有誠

院長帶領院部主管、科部主管共五十六

人，虔誠跪拜，祈禱天下無災無難。

禮拜普門品   虔誠一念心 

二十四日一早，天色微亮，國際會

議廳裡的大醫王、白衣大士、醫技行政

主管和志工已經開始虔誠唱誦、禮拜。

趙有誠院長說：「在這個特別的日

子，我想每個人心中都有很多感恩、

很想表達恭敬與祝福。雖然順應疫情，

今天的安排非常簡單，但恭敬虔誠的心

最重要，感恩師兄師姊的帶領，相信今

天一定很圓滿，祝福拜經順利，大家平

安吉祥。」

「眾生被困厄，無量苦逼身；觀音

妙智力，能救世間苦。」眾人整齊劃一

地合掌、跪拜、問訊，透過念拜經文，

讓佛法入心入行，為世界祈福。活動

結束後，延續虔誠之心參加志工早會，

聆聽上人開示。

上人慈示：「普天下有多少人在挨

餓中過日子，有多少人何去何從、何

處才是方向盡頭都不知道。苦難人生，

想起來不由得為他們憂心憂慮、緊張不

安。眾生共融，為什麼有這樣的差別，

有這樣的不穩定，但這就是人生，所

以要好好把握分秒鐘，多造福。」疫情

讓大家戴上口罩，看不見臉龐與笑容， 
上人提醒大家要用眼神表達愛的關心，

雙手合十道感恩，祝福平安。

趙有誠院長以簡潔有力的三個重點，

四月二十四日，臺北慈濟醫院趙有誠院長帶領同仁禮拜《妙法蓮華經．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並在志工早會送上慈濟五十六周年的感恩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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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臺北慈院發言。「第一點，除了盤

點已經做的，更應該盤點很多我們還沒

有做到的；第二點，臺北慈院目前正在

照顧的染疫病人有七百二十四人，我們

會穿好戰甲，承擔責任；最後是上人的

期待，我們會茹素、推素，讓上人想到

我們的時候，心裡是很溫暖的，恭祝上

人法體安康、法輪常轉、常住世間。」

從拜經到志工早會，牙科部夏毅然

主任全程用心參與，他分享：「今天是

慈濟的五十六周年，以前我沒參與到慈

濟建立的過程，所以慈濟未來的活動都

想參與。」他笑說，念經過程發現自己

跟不上念經的速度，而且每個人都好虔

誠，自己需要學習更多，用更虔誠的心

讓自己更進步。

失能服務中心李嘉富主任很早就加

入慈濟，這兩年更每週靜心參與讀書

會。「上人開示，內要觀自在，外要觀

世音。讀書會讓我得到很多靈方妙藥，

用在臨床上發現，不只一般的藥可以治

病，這還可以治療很多無名煩惱。今天

是慈濟生日，希望自己可以恆持一念心

跟隨上人。」

志工早會最後，在醫療志業林俊龍

執行長的帶領下虔誠發願：「七院齊心

抗疫病，虔誠推素降重症。法髓基因銘

心版，盤點生命有價值。祈願災疫戰爭

早日消弭，人人茹素，健康平安。恭祝

上人法體安康、法輪常轉、常住世間、

無量壽福。」

巧手做甜點   克服疫情壓力

每逢慈濟周年，臺北慈院會在營養

科的籌劃下製作糕點，將祝福送回花蓮

精舍，四月十九日，營養師一行人前往

新店靜思堂，捲起衣袖製作生巧克力。

營養科吳晶惠主任說明，因疫情嚴

峻，醫院業務繁忙，這次糕點由營養師

和社區志工共同製作。「巧克力顧名思

義是巧妙克服壓力，現在臺灣處於高壓

的疫情氛圍裡，因應這樣的氛圍，希望

大家都能順利挺過疫災。而我們的巧克

力不用奶油，而是以豆腐為基底，再加

上百分之八十五的巧克力去塑型，熱量

比一般生巧克力減少約一半，不油、不

甜，讓大家吃零嘴也能吃得很健康。」

將高濃度的巧克力溶化、拌入豆腐、

塑形、凝固，最後在盒子上貼上「無量

壽、無量福、無量愛」的貼紙，香醇可

口的生巧克力就完成了。臺北慈院藉由

生巧克力的祝福，祈願上人與精舍師父

平安健康，疫災早日消弭。（文／廖唯

晴　攝影／范宇宏）

臺北慈院營養師與社區志工聯手製作生巧克力，

將祝福送回花蓮精舍。

臺北慈院藉由生巧克力的祝福，祈願上人與精舍

師父平安健康，疫災早日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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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
四月十四日

法親關懷後援接力
傷友探視重啟希望

臺中慈濟醫院院長簡守信進行法親關

懷、慰問感恩戶，後續接引到院就診、

邀請同病傷友探視，傳回正面回饋，溫

馨慈悲在春暖花開的季節裡，持續發酵

加溫。

四月一日，簡院長前往大里區關懷

脊髓損傷的游福能師兄，並許諾要帶一

位比他受傷更嚴重的脊損傷友來探視，

分享見證他如何在慈善攜手醫療的幫助

下，開創嶄新人生。

四月十三日，簡院長邀請江永旭師兄

同行前往大里區，抵達福能師兄家時，

現場已有多位大里區的師兄、師姊在關

心陪伴。

「頸椎多節受傷的永旭，臥床多年，

曾經只能看著天花板過日子，如今成為

口足畫家，義賣畫卡做公益，並且已

完成社區志工培訓，加入慈濟人的行

列。」簡院長分享永旭的故事，一邊拿

著他的作品畫卡給福能師兄欣賞，師兄

讚歎：「畫得金水，很不錯呢！」

江永旭一直期待有朝一日能助人回

饋，接到簡院長邀請，他感覺「終於等

到這天了！」抱著喜悅的心情，大方公

開自己走出陰暗角落的歷程，從當年社

區志工、簡院長的關懷，最後成功走出

家門，認識其他傷友又接觸口足畫，甚

簡守信院長（中）將手疊在江永旭跟

游福能師兄手上，承諾下次的約定，

繼續努力。攝影／呂榮浩



至培訓受證成為慈濟人，如今能以畫

畫、網路經營小生意，最終目標是能自

力更生，不讓家人擔心。

永旭分享自己的復健之路，從本來

手、腳沒有知覺，如今手能舉高、腳也

開始有些感覺，最推荐臺中慈院針灸加

復健功效。他說，福能師兄受傷狀況比

自己輕，持續治療下去一定會有成效。

永旭也提供較少為傷友所知的政府補助

細節，家裡已少用的移位機更願意割愛

給師兄，「長輩都有年紀了，畢竟體力

不濟，有移位機就能減少長期臥床的不

適。」

傷友間的話題太多了，大里和氣組長

魏玉珍師姊建議，二人互加即時通訊軟

體，透過科技，讓臥床、坐輪椅的傷友

不論距離再遠，都能相互打氣，解答疑

問與鼓勵分享。

離開前，兩人雙手互握表達支持，簡

院長很感動，也將手疊在兩位師兄的手

上，「要向師兄學習，有一天也可以改

變生命的航道、希望成真，後續還是要

繼續關心、繼續努力，我們還有下次的

約定！」

簡院長與傷友的關懷探視發揮很大

的鼓勵作用，福能師兄重燃對未來的希

望，決定就近安排住家附近中醫每週三

次針灸治療，期待早日走出戶外。

另一邊，簡院長曾建議罹患帕金森氏

病的余金海師兄，到臺中慈院由醫師協

助調整用藥，希望他服用最少的藥達到

最大的治療效果，經由治療帕金森氏病

經驗豐富的神經內科醫師郭啟中協助整

合，減少近一半的藥物，並一一說明藥

物變動的原因跟未來服藥的方式。

短短三天過去，余師兄致電人文組同

仁，「用了郭醫師的藥物，症狀大幅改

善，感覺良好。特別感恩簡院長關懷和

郭啟中醫師的用心。」院長很高興師兄

身體更健康，請師兄有任何需要都隨時

提出來。

感恩戶小妹妹，大腹便便如懷胎婦

人，簡院長告訴媽媽，到臺中慈院做詳

細檢查，釐清病情。母女由人文組安排

來院，小兒科主任李敏駿用心檢視病

歷，希望從中分析可能的病情，除開立

血液及尿液檢查單，並跟媽媽達成未來

就醫共識，必須詳細記錄孩子飲食及血

壓記錄，做為評估重要參考，待回診時

再依據檢驗結果確定治療方向。（文／

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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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駿主任檢視感恩戶小妹妹腹部情形。攝影／

王玉仙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