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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盡醫療志業的慈善責任3第             章

重大性說明：

為協助解決弱勢病人及其家屬就醫之困難，整合院內各專科團隊與公部門資源 ，營

造社區友善文化，推動社區健康促進，並結合志工以慈善醫療之理念，關懷弱勢族

群，減少痛苦，建立弱勢族群所需之全人照護服務模式，並落實創辦人證嚴上人「人

文醫療、落實社區」理念，善盡社會責任，以成為最受弱勢族群信賴之醫療體系。

權責單位：

各院社會服務室 / 社工人員、健康促進相關委員會 / 高齡暨社區醫學部 / 社區醫療部

/ 社區暨長照服務部 / 社區健康促進中心 / 管理室

對應之 GRI 特定主題：

GRI 203 間接經濟衝擊、GRI 413 當地社區

重 大 主 題

慈善醫療與社會援助

管理 management 
◆ 各院訂有社會服務及醫療補助相關作業辦法，社工人員依循院內辦法及專業倫理，

並透過會談及訪視評估，以協助解決病人及其家屬就醫困難，整合院內、外資源，

提供病人及其家屬社會福利諮詢並協助轉介，以增進病人疾病適應與提升生活品

質。而每年年底依據當年度補助情形，調整及編列下一年度預算，並經董事會核決

後執行。

◆ 社區健康促進專責單位 / 人員每年依據民眾之就醫需求分析結果與配合政府衛生政

策訂定社區健康促進年度工作計畫及編列預算，並經董事會核決後辦理社區健康促

進活動，指導社區民眾正確的健康觀念及知識，提供健康諮詢與衛生教育。每次活

動皆會透過各項文宣、網頁或公開活動告知社區民眾，並依據參加民眾反應調整活

動內容。

◆ 設有健康促進相關會議，定期檢討追蹤各項健康促進專案成效，以促進民眾健康。

M

特定行動專案 Action 
◆ 整合弱勢族群之經濟補助方案，加強各單位之轉介及評估補助，並協助申請及轉介

外部資源，例如：與健保署當地業務組商討個案健保欠費、與養護中心及護理之家

討論轉介個案生活照顧及安置問題等。

◆ 花蓮慈院及大林慈院推動「以顧代賑」與慈善結合的醫療服務，針對經濟困頓的家

庭，由家人到院照顧病人，照顧期間的生活費用由醫院提供，讓家屬不因無收入而

影響生活，同時也讓病人得到適切的照護。

◆ 為使得重度聽障兒童之家庭及語後失聰之成人重回有聲世界的機會，慈濟醫療法人

於 2017 年起啟動「人工電子耳補助計畫」，協助經濟有困難且重度聽障兒童及語

後失聰之成人接受人工電子耳植入手術與術後聽能復健，以期聽障兒童回歸主流教

育，及語後失聰成人回歸職場，並藉此實踐慈濟醫療法人「人本醫療，尊重生命」

之宗旨。2017 年 ~2018 年已補助 46 位，補助約 1,645 萬元。

◆ 配合國家衛生及社會福利政策，各院承接政府相關計畫，與當地社區發展協會及社

福團體合作，設置社區關懷據點及失智社區服務據點，以落實在地健康老化，深耕

社區，達到社區健康促進目標。

A

成果 & 目標 Result &Target  

指標項目 2018 年成果 2019 年目標

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
其他社會服務支出

占醫療收入結餘比率
48% 45% 以上

R&T

消除貧窮1 全球夥伴17

※ 註： 2019 年目標值係依據 2016 年 ~2018 年「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支

出占醫療收入結餘比率」三年平均值 (34.1%) 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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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社區關懷3.1 社區服務與救濟

善盡醫療志業的慈善責任3第             章

「慈善」是慈濟創建醫院的初心，秉持佛陀慈、悲、喜、捨的精神，從弱勢家庭急難救助、
長期扶困，到居家關懷與身心靈照顧，讓弱勢族群不再為貧病所苦。深耕社區，守護社區民眾
健康亦為慈濟醫療法人核心價值，以醫院專業醫療團隊為主力，輔以社區資源並結合社區志工
團體，落實推動健康促進與預防醫學，提供偏遠地區醫療服務，以提供社區民眾最大的健康與
幸福，是慈濟醫療法人應善盡的社會責任。

秉持深耕社區之永續發展理念，各院每年皆依據所在區域之地理環境、人口結構、民眾就醫

情形…等資料分析結果，並依循慈濟醫療法人「建立弱勢族群所需之全人照護服務模式，成為最

受弱勢族群信賴之醫療體系，以善盡醫療志業的慈善責任」願景與醫院發展目標，配合國家公共

衛生政策，訂定年度社區健康促進工作計畫。為有效整合社區資源及落實推動社區健康促進計畫，

參考「渥太華憲章（Ottawa Charter）健康促進的五大行動綱領」，增進民眾健康知識及技能，

連結社區基層醫療、鄰里組織等單位以強化社區行動及創造支持性環境，定期召開健康促進相關

會議，追蹤及檢討計畫執行成效，以調整健康服務方向。

2016 年 ~2018 年慈濟醫療法人平均每年投入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社會服務等事項約

3 億 8,966 萬元 / 年，平均每年受惠人次約 197 萬人次 / 年。

為協助病人及家屬解決其社會、家庭、心理、情緒及經濟等問題，維護弱勢民眾就醫權利，

並陪伴病人及家屬給予心靈關懷，各院皆於一樓大廳入口明顯處設置社會服務室，以利有需求之

病人及家屬能清楚明瞭至何處提出其困難並獲得協助。設有專任社工人員，透過醫療團隊轉介或

病人 / 家屬提出需求，依循專業倫理及院內相關作業規範，經過訪視及會談評估後，與醫療團隊

合作並結合相關資源，協助病人及家屬解決其困難，以減少弱勢族群就醫障礙，善盡社會責任。

2016 年 ~2018 年慈濟醫療法人協助貧困、弱勢家庭、無依或路倒病人總計 258,943 人次，

補助其醫療費用及因病情所需如交通、輔具、康復、喪葬等費用總計約 2 億 4,150 萬元。

案例一：花蓮慈院關懷更生人

邱先生於 2016 年 7 月在山上採石頭受傷，因左小腿及左足穿刺傷併壞死性筋膜炎併皮膚壞

死至花蓮慈院就醫住院治療，因無力負擔醫療費用，經醫療團隊轉介，社工人員評估瞭解，邱先

生於 2016 年 6 月才剛出獄，其住家因發生火災而無家可歸，花蓮慈院透過社會資源協助邱先生

短期租屋，補助醫療費用及房租，並提供生活物資協助與輔具。之後邱先生透過教會募款，於原

住家搭建一間鐵皮屋居住，至今慈濟基金會志工仍持續關懷。

案例二：臺北慈院人骨拼圖下的愛

46 歲的阿德於 2017 年 3 月 9 日因不慎失足從三樓摔下，造成顏面的粉碎性骨折，被緊急送

到臺北慈院急診就醫。因已離婚，小孩未滿 20 歲，阿德的家人擔憂一旦簽署手術同意書，就必

須負擔龐大的醫療費用，因此遲遲不願來院，臺北慈院社工師不放棄地繼續聯繫，並說明醫療費

用不會由簽署親屬負擔，終於，阿德的哥哥首肯出面簽署同意書。經口腔外科醫師進行顏面手術，

透過 3D 電腦重建，花了 8 小時的時間將骨折位置固定。在醫療團隊的巧手下，阿德無論咬合、

外觀都順利恢復成原來的狀況。

臺北慈院社工師也協助申請重大

傷病補助金、未成年兒子急難救

助金，讓家屬看到人性的溫暖與

未來的光亮。阿德表達對醫療團

隊的感恩：「這次受傷住進慈濟

醫院受到很多人的幫忙真的很感

恩，尤其是醫師及社工師們，給

了我最好的治療也一直鼓勵幫助

我和我的家人，我真的很感激。」

年度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投入費用 受惠人次 投入費用 受惠人次 投入費用 受惠人次

花蓮慈院 9,067 萬元 34 萬人次 11,962 萬元 35 萬人次 11,619 萬元 41 萬人次

大林慈院
（含斗六）

7,270 萬元 66 萬人次 8,631 萬元 68 萬人次 9,227 萬元 60 萬人次

臺北慈院 7,796 萬元 38 萬人次 8,689 萬元 41 萬人次 9,425 萬元 41 萬人次

臺中慈院
（含護理之家）

9,690 萬元 41 萬人次 9,778 萬元 47 萬人次 11,113 萬元 47 萬人次

玉里慈院 475 萬元 7 萬人次 471 萬元 6 萬人次 486 萬元 6 萬人次

關山慈院 374 萬元 4 萬人次 401 萬元 3 萬人次 425 萬元 5 萬人次

2016年~2018年
慈濟醫療法人投入各項醫療救濟、
社區醫療服務及社會服務等事項
費用比率

慈濟醫療法人2016年~2018年協助院內弱勢個案之案例分享

便民社會服務
之相關費用
(如：身心障礙
者醫療補助)

26.7%

32.1%

20.1%

0.4%

20.7%

辦理社區健康促進、
醫療保健及社區回饋等費用

補助貧困及弱
勢家庭醫療費
用與因病所需
其他費用

輔導病人或
家屬團體相關費用

配合政策辦理國際醫
療協助之相關費用

經濟弱勢協助

阿德出院後返院，感恩

醫師及醫療團隊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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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盡醫療志業的慈善責任3第             章

案例三：臺中慈院陪伴受傷越南移工踏上返鄉路

23 歲越南移工阮先生來臺工作近

兩年，因騎電動車與他人發生擦撞導

致顱內、蜘蛛膜、硬腦膜下出血，於

2017 年 4 月 25 日轉送至臺中慈院治

療，阮爸爸來臺陪伴照顧。臺中慈院經

評估後，以跨專業團隊合作提供照護，

並且透過志工、臺中慈濟護理之家同國

籍外籍移工共同關心阮爸爸在臺適應情

況，於阮先生病情穩定出院後，在社工

師串聯下，由慈濟基金會立即接軌，並

補助在臺生活費，讓失去經濟來源的父

子，得以安心面對醫療。於簽證即將到

期之際，臺中慈院協助其返國事宜，並

安排護理人員免費陪同其返國，與安排

當地志工接續關懷照顧。阮爸爸表示：

「雖然兒子遇到不幸的事，但能來到慈

濟，受到這麼多人的幫忙、師姑師伯的

關心，也是很有福的。」

案例四：玉里慈院協助獨居長者安養天年

74 歲年邁長者因慢性疾病頻就醫住院，經玉里慈院社工人員評估發現長者經濟困難無力負擔

醫療費用，獨居返家後無人照護，且曾領養子女久無聯繫往來，卻因名義上有人扶養而無法取得

低收入戶資格，社工人員協助轉介請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協助處理收養關係終止，並協助長者取

得低收入戶公費安養資格，目前於玉里鎮老人安養機構安養天年。

志工於受傷移工阮先生返鄉之前，給予祝福及打氣。

航行期間，臺中慈

院護理人員全程守

護，讓阮爸爸感到

安心

案例一：長期往診關懷坐輪椅度日患者，共同樂觀面對人生

小芯於 2001 年因脊椎側彎

手術後造成癱瘓，2002 年脊椎

長良性腫瘤再度手術，歷經三次

手術後使得雙手及雙腳無力不能

動，長期坐輪椅度日。大林慈院

自 2009 年接獲通報後，除定期往

診關懷及予以精神陪伴外，亦提

供衛教資訊及褥瘡所需耗材，以

減輕家屬經濟壓力。於 2017 年 7
月往診關懷時，小芯說：「笑也

過一天，哭也過一天，接受事實，

要讓自己過得更好。」所以選擇

正向面對人生，往診團隊聽了特

別為小芯的樂觀，齊喊：「小芯

加油！」小芯笑開懷感恩許多對

她好，疼她的人。

慈濟醫療法人2016年~2018年社區往診之案例分享

為協助因受限於交通、經濟、心理等因素而無法順利就醫病人，慈濟醫療法人與慈濟基金會

合作，針對經由各院社工人員評估轉介出院後仍需醫療團隊關懷之個案、當地社區提報個案或慈

濟基金會轉介之照顧戶，定期提供社區到宅往診服務。往診團隊包含慈濟醫療法人各院之醫師、

護理師、藥師、營養師、社工人員、行政同仁及其家屬與慈濟基金會訪視志工、社區開業醫護人

員等，主要提供管路、傷口等相關護理協助、醫療諮詢、健康預防層面關懷（包含後續回診安排）、

社會經濟及相關資源評估與諮詢、心靈支持與關懷等服務。

社區往診是醫護團隊加上志工利用假日到病人家中看診，既是照顧有需要的病人，相對地

也讓醫療團隊可以了解病人實際在社區中的情況、見苦知福，亦也關心未知的病人家屬。2016
年 ~2018 年社區往診人次總計 5,215 人次，參與往診工作人員共計 10,171 人次。

送愛到家 社區往診

0

1,122

3,004

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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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3

3,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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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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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018年慈濟醫療法人社區往診人次及參與往診工作人次

往診人次

參與往診工作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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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盡醫療志業的慈善責任3第             章

案例二：翻轉癱瘓臥床半年患者命運，陪伴重返生活常軌

基隆一名體重高達 160 多公斤的李先生，因脊椎疾病，下肢癱瘓疼痛無法行動，在姊姊家中

走廊臥床長達半年，被其他醫院診斷終身癱瘓，因疼痛不斷而有輕生念頭。臺北慈院於 2016 年

5 月接獲社區通報後，前往李先生家中探視往診，評估仍有治療機會後安排至臺北慈院治療。歷

經四個月的治療，李先生已出院返家且能行走。醫療團隊道出李先生的治療過程，「第一天看到

他是很憂鬱的，全身只有腳能動，團隊多次會議、仔細評估治療方向，如今漸漸恢復，最值得安

慰的是他完全戒酒而且茹素，還利用假日作環保。」而看到弟弟從癱瘓到能站立，李先生的大姊

心中無限感恩，「在臺北慈院治療期間，我看到團隊努力付出的成績，一一都在弟弟身上驗證。」

李先生靦腆的臉龐，展露出對未來的希望，目前李先生於慈濟基金會基隆環保站擔任環保志工，

現身說法。

案例三：團隊齊力，為罕病患者圓夢

原就讀專科學校護理系小惠，於就學期間被診斷罹患罕見疾病威爾森氏症而休學在家，因行

走困難，幾乎無法外出，連進食都有障礙，只好開始用鼻胃管灌食，看到自己不受控的身體狀況，

小惠感到沮喪，原本開朗的笑容漸漸不見，轉由負面情緒占滿，直到 2017 年 4 月臺北慈院接獲

當地志工通報前往小惠家中往診訪視。雖然威爾森氏症已在小惠身上造成許多不可逆症狀，臺北

慈院仍集合胃腸肝膽科、小兒科、復健科、神經科與骨科等團隊為小惠仔細做各項治療評估，期

望透過妥善醫療照護，增加日後生活品質，在醫療團隊努力下，小惠終於完成自己「腳踏實地」

如廁、行走的心願，其在手機鍵盤上一字字按出心聲，「現在走路和站都比之前還要穩，由此可

知只要努力就會有收獲。」並露出陽光般的笑臉。

醫療團隊到宅往診及評估已在家長期臥床半年的

李先生

醫療團隊到宅往診及訪視小惠

治療後已可站立行走的李先生，醫師陪同李先生

一同步行回病房

治療後小惠已可藉助行器的幫助，腳踏實地行走

臺中慈院梨山中醫巡迴醫療看診情形

3.3 守護偏鄉健康

花蓮慈院、大林慈院、臺北慈院、臺中慈院及關山慈院自 2001 年起陸續承接健保署「西醫

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及「中醫健保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與衛生福利部「緊急醫

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等計畫，安排專科醫師（視區域情況安排急診、內科、外科、家醫科、

婦產科或中醫科等專科醫師）、護理師、藥師、行政人員及志工等人員，定期至花蓮縣秀林鄉、

嘉義縣梅山鄉、嘉義縣溪口鄉、嘉義縣大埔鄉、新北市石碇區、臺中市和平區、及臺東縣鹿野鄉

等地區提供巡迴醫療服務，2016 年 ~2018 年巡迴醫療服務人次總計 29,352 人次。

健保署基於平衡醫療資源的重要性，為整合平地的醫療院所與山地離島地區衛生所或診所共

組醫療合作團隊，以增加醫療服務，減低當地居民就醫的困難與不便，故辦理「山地離島地區醫

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以下簡稱 IDS 計畫）。關山慈院及花蓮慈院

分別自 2001 年及 2004 年起承接健保署 IDS 計畫迄今，提供當地居民門診診療、預防保健、居

家照護、健康促進及衛生教育、巡迴醫療及轉診後送等醫療照護服務。

臺中慈院因連續四年每週二次至海拔兩千公尺的梨山提供中醫巡迴醫療服務，於 2017 年中

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特頒予「偏鄉醫療貢獻獎」。

巡迴醫療服務

送愛到原鄉

花蓮慈院 大林慈院 臺北慈院 臺中慈院 關山慈院

2016 年 1,517 5,939 203 667 513

2017 年 2,282 6,117 217 527 445

2018 年 1,158 8,579 280 590 318

2016年~2018年各院巡迴醫療服務人次

年度
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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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慈院臺東縣海端鄉IDS計畫 花蓮慈院花蓮縣秀林鄉IDS計畫

臺東縣海端鄉位於南橫公路上，面積 880 平方公里，人口數 4 千多人，90% 以上居民為原

住民，部落位處高山，崎嶇難行，居民雖有健保，卻無醫療，然居民天性樂觀且醫療知識缺乏，

致不少人延誤病情，造成無法挽回的悲劇。

關山慈院自 2001 年起承接健保署 IDS 計畫，支援海端鄉巡迴醫療迄今，2016 年 ~2018 年

平均每月提供 16 診次專科診療服務與 12 診次急性醫療照護服務，總計提供 6,044 人次醫療服務，

每年民眾滿意度皆達 85% 以上。

花蓮縣秀林鄉面積 1,641 平方公里，相當於 6 個臺北市，是全臺面積最大的鄉鎮，面積超過

九成三是山地，人口數約 1 萬 5 千人，原住民超過 90%，全鄉南北差距約 90 公里，卻只有 1 間

衛生所和 12 家診所。

花蓮慈院自 2004 年起承接健保署 IDS 計畫，每月提供 8 個專科診療服務，並與秀林鄉衛

生所建立次專科支援與緊急醫療轉介模式，2016 年 ~2018 年平均每月提供 57 診次，總計提供

19,585 人次診療服務，辦理 39 場次衛教健康講座，總計 1,587 人次參加，每年民眾滿意度皆達

93% 以上。

每次前往海端鄉提供 IDS 服務，由關山慈院開車 1 小時至最遠的利稻村，再依序往山下駐點

移動，每次往返一趟約 90 公里路程。每回風災或大雨過後，山區就容易發生落石，巡迴醫療車

被小落石砸中也屢見不鮮，但醫護團隊仍舊挺進部落，提供當地居民醫療服務。如 2016 年尼伯

特颱風重創臺東縣，南橫道路柔腸寸斷，同仁每人背馱著重達約五公斤的藥物箱，爬天龍古道上

山、下山（約 75 分鐘），沿途山路崎嶇難行，但仍舊無法阻止醫護團隊前往，因為這沿途的險阻，

只是通往照顧部落鄉親健康的必經過程！

配合當地居民的就醫需求提供醫療服務，如協助領有花蓮慈院連續處方箋的秀林鄉民預約及

代領藥服務，避免用藥中斷，2016 年 ~2018 年平均每月代領連續處方箋用藥約 14~18 人次；另

亦自 2017 年起進行結核病篩檢，2017 年 ~2018 年共辦理 24 場次，篩檢 2,721 人次。

結合醫療在地化、救護即時化、

照護社區化，於 2018 年 8 月 14 日與

花蓮縣政府共同啟動「幸福花蓮健康秀

林－秀林鄉健康福祉整合照護示範場域

推動計畫」，由居家照顧服務員及 30
名健康守門人，延伸醫院診間服務，到

宅透過網路視訊家訪方式，與遠端醫護

人員互動，以共同守護偏遠地區民眾的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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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慈院2016年~2018年IDS服務人次

花蓮慈院2016年~2018年IDS服務人次

專科診療看診人次

專科診療看診人次

急性醫療照護
(即夜診及假日診)
看診人次 急性醫療照護

(即夜診及假日診)
看診人次

醫護人員於看診後返回巡迴醫療車，

開立醫囑及配藥

花蓮慈院 IDS看診服務情形

2018年 8月 14日計畫啟動儀式
關山慈院醫護團隊從天龍古道翻山越嶺提供部落原鄉醫療服務

關山慈院巡迴醫療車定期奔馳，拉近醫療咫尺，「南」橫不再「難」橫
定期參與巡迴醫療的張志芳院長表示，「對於原鄉部落，有著一分難以割捨

的情懷，按時上山為村民看診，是分內之事，雖有時看診僅有一、兩位病人，甚
至沒病人，但我不來，村民就沒有醫療。」

娘家就在南橫的護理師邱校芬表示：「跟著巡迴醫療已有十載歲月，面臨不
斷惡化的路況，經常得擔心上山會不會遭遇坍方落石，但想幫助人的信念不變。」

不需翻閱病歷就知道名字的親切，是醫護長年付出的累積
定期參與巡迴醫療之陳志強醫師表示，若病人無法行動、出門有困難，醫

護人員會到病人家裡提供服務，陳醫師笑著說：「米亞丸社區只有五十多戶居
民，所以相處久了，就像朋友般親切。」

長期受陳醫師照護的湯婆婆即說：「陳醫師人很好，不僅部落辦活動都會
來幫忙，對老人家也很有愛心，打燈籠都找不到這樣有愛心的醫生了。」長期
陪伴提供醫療照顧，累積的是居民的信任，並建立起如老朋友般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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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社區健康促進

善盡醫療志業的慈善責任3第             章

各院每年依據院內就醫民眾需求規劃及辦理專題演講與團體衛教，2016 年 ~2018 年慈濟醫

療法人於院內辦理健康促進之健康識能 註 1 活動（包含疾病照護、用藥 .. 等）總計 4,167 場次，

約 16 萬人次參與。為深耕社區達到『社區健康促進』目標，每年定期進行社區評估，依據所在

服務地區人口及疾病預防特性，安排醫護團隊至社區為民眾宣導各項健康議題及辦理健康講座，

如臺北慈院於 2016 年調查新北市新店區屈尺、大鵬、忠孝等社區民眾疾病衛教需求，經調查統

計健康需求問題第一名為「失眠」，故於 2017 年安排精神科及神經科等專科醫師及運動社團老

師辦理6場次「老是睡不好? 談長者睡眠問題」系列講座，參加民眾滿意度達88%。2016年~2018
年各院於院外辦理增進社區民眾健康識能活動（包含戒菸、檳及節酒等衛教）總計 2,116 場次，

將近 18 萬人次參加。

依據國民健康署統計，在臺灣平均不到 20 分鐘就有 1 人因菸害而失去生命，口腔癌成為青

壯年（25 歲 ~44 歲）男性最常見罹患的癌症，為臺灣男性所罹患的主要癌症中，發生和死亡情

形增加最快者，故慈濟醫療法人各院皆積極推廣菸害及檳榔防制活動，努力建構無菸檳社區與校

園。

如臺北慈院於 2016 年與社區管理委員會及學校合作，針對嚼檳民眾辦理菸酒檳榔防制健康

講座及相關篩檢活動，亦在校園四周的菸酒檳榔店家以走訪方式，一一勸導店家共同拒絕販售菸

檳酒給予未成年少年，也不定時於放學時間扮演神秘客，觀察店家是否有遵守宣言「健康下一代，

我不販售菸檳酒予未滿 18 歲者宣導公約」，共同打造學生的優良成長環境。

花蓮慈院於 2017 年 ~2018 年承接國民健康署「大專青年菸檳防制服務隊培訓計畫」，辦理

偏鄉衛教培訓營，教導菸檳對於偏鄉族群文化意義及對健康危害等知識，與如何發揮創意針對不

同族群推動菸檳防制宣導之菸檳課程教案設計技巧，如輔仁大學「繪本服務學習社」服務隊運用

繪本故事以加深學童對戒菸檳的印象，還將魔法情境融入菸檳衛教，讓學童在遊戲中角色扮演，

以增加課程趣味性，並落實菸檳害觀念。2017 年 ~2018 年共培訓 15 所大專生 12 支服務隊伍至

6 個高嚼檳縣市及 12 個偏鄉國中小學推動菸檳防制（例如：花蓮卓溪鄉、新北市石門區、桃園復

興區、屏東鹽埔鄉、臺東蘭嶼鄉 .. 等），總計 308 位大專生下鄉進行衛教宣導，716 位學童參加，

透過此培訓計畫讓健康的衛教觀念在偏鄉學童心中紮根，在無形中也加深了大專生對於菸檳防制

的正確觀念。

各院亦利用科技及因應民眾使用需求習慣，提供多元化之增進健康促進識能管道，如花蓮慈

院建置『IHealth 享健康』健康平台，提供各式衛教宣導短片，並提供長者數位平板學習及彈力帶

運動等專區，另設置臉書粉絲專頁及 YouTube『IHealth 享健康』頻道，以自製影片進行健康促進

宣導，讓民眾可隨時掌握相關健康資訊，其中 YouTube 頻道內「茲卡病毒 來勢洶洶」觀看人次

達 46 萬。

2016年~2018年慈濟醫療法人各院辦理健康促進之識能活動情形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院內辦理
場次 1,468 場次 1,279 場次 1,420 場次

參加人次 57,212 人次 49,238 人次 52,936 人次

於院外舉辦
場次 687 場次 664 場次 765 場次

參加人次 59,311 人次 53,720 人次 63,009 人次

年度項目別

縣市別 大專生服務
隊伍數

大專生
參與人數 參加人數

花蓮縣 4 隊 122 人 135 人

臺東縣 2 隊 64 人 179 人

宜蘭縣 1 隊 28 人 46 人

屏東縣 2 隊 43 人 57 人

新北市 1 隊 20 人 20 人

桃園市 2 隊 31 人 279 人

歡迎連結並訂閱『IHealth 
享健康』頻道

輔仁大學「繪本服務學習社」於瑞穗國小

衛教宣導

註 1： 健康識能 (Health literacy) 是利用很多不同的技能來獲取、理解、表達及使用資訊，以方便就自己的健康做
出正確的決定。

增進民眾健康識能

無菸檳社區與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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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慈院、臺北慈院、臺中慈院、玉里慈院及關山慈院自 2005 年起陸續與當地社區發展協

會及社福團體合作，共同成立或認養 43 個社區關懷據點，依據地區人口及特性提供關懷訪視、

電話問安及餐飲服務，並安排醫護人員進行各項健康議題宣導，以發揮初級預防照顧功能，落實

健康老化、在地老化及社區營造精神。分享其中一個據點成果：

臺東縣關山鎮電光部落及月眉部落原

住民人口數共 564 人，皆為阿美族部落，

為讓部落居民共同學習及參與，以建立健

康的支持環境，共同營造健康的部落，關

山慈院自 2010 年起承接衛生福利部「原住

民族及離島地區部落社區健康營造計畫」，

並與部落傳統組織領袖成立「部落健康營造

計畫推動委員會」，並以部落年齡階層（例

如：長老組、長青組、青年組）為主體組織

推動委員會，另為激發部落自主精神，以實

踐「部落的健康，族人自己來」，故建立部

落志工體系，由關山慈院的專業護理衛教師

及種子志工開辦教育訓練，由在地人提供在

地人服務，以原民母語達到有效率的雙向溝

通，貼近部落居民的日常生活，更將落實導

正部落居民的健康觀念，2016 年 ~2018 年

共舉辦 6 場次志工教育訓練，總計 130 人

次參加。此外，青少年志工也加入部落社

區服務之行列，並分工共同為部落服務（例

如：青少年志工服務社區工作以環境清潔及

部落小天使為主，成年人志工服務以老人關

懷及健康促進為主），志工人數至 2018 年

12 月已增加為 45 人，平均每位志工服務

時數約 24 小時 / 位。

關山慈院定期辦理老人健康管理班（例

如：於每週一安排健康講座、衛教及其他健

康促進活動），成立社區健康小站，帶動社

區健康自主管理，讓部落居民能於固定時間

及地點接受相關健康促進的服務，亦進行社

區健康講座、社區健走日、社區清潔及社區

運動班，且相關活動皆會融入部落文化（例

如：飲食智慧、相關體適能運動等），以打

造健康部落，實現分享、快樂、傳承的部

落文化價值。2016 年 ~2018 年共辦理 138
場次活動（例如：健康生活音樂班、共耕活

動、原桌燴議、青少年文化成長班、族語認

證 .. 等），總計 4,731 人次參加。

為鼓勵長者及志工將健康促

進成果與其他民眾分享，臺中慈

院自 2012 年起於每年 12 月舉

辦社區成果發表展（包含靜態展

及動態展），以增進社區關懷據

點之團體動力，成果發表展從最

初 7 個單位參加，於 2018 年增

加到 18 個單位，近 500 名長者

齊聚一堂，氣氛溫馨熱鬧，期待

每位邁向高齡的長者都能發揮良

能，在地健康老化！

~ 關山慈院與關山鎮中福社區發展協會共同成立「中福里關懷站」 ~

關山鎮中福里人口數近 1 千人，其中 65 歲以上長者佔 20%，為能讓長者在地健康老化

及促進社區健康，關山慈院與關山鎮中福社區發展協會於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共同成立「中

福里關懷站」。

透過每週一次不同主題之聚點活動（例如：衛教講座、體能運動、烹飪課、美勞課、舞

蹈），讓老人家彼此友情關懷，汲取新知，律動身體，學習創作，維持身體機能，是項饒富

趣味及益智的樂齡聚會，2016 年 ~2018 年平均每月 104 人次參加。另每月與社區志工共同

關懷訪視長者，2016 年 ~2018 年平均每月關懷訪視 44 人次，電話問安諮詢轉介服務 29 人

次，提供 26 人次餐飲服務。

「中福里關懷站」自成立以來受到臺東

縣政府肯定，如 2016 年社區關懷據點評鑑

優等、2017 年健康活力秀第一名 .. 等，更

於 2016 年 10 月 14 日獲弘道老人福利基金

會贊助邀請關懷站 38 位長者到臺北小巨蛋

「銀髮舞臺劇―仙角百老匯表演」演出『老

先覺』客家民俗舞蹈，全國僅 10 個團體受

邀，而「中福里關懷站」是花東地區唯一受

到邀請單位。 中福里關懷站獲邀至臺北小巨蛋表演客家民俗舞蹈

健康知識 ~CPR教學

鼓勵運動 ~槌球運動

健康觀念 ~營養認識

臺中慈院於 2018年 12月 14日
舉辦成果發表，共計 18個單位、
近 500名長者共襄盛舉。

社區關懷據點  預防照護服務 原鄉部落健康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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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提供以社區整體照護模式之長期照顧服務 3.6 失智症防治及照護

善盡醫療志業的慈善責任3第             章

花蓮慈院、大林慈院、臺北慈院、臺中慈院及關山慈院自 2018 年起陸續依據衛生福利部長

期照顧（以下簡稱長照）2.0 計畫成立「A 級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並連結在地專責提供長照服

務之「B 級複合型服務中心」及「C 級巷弄長照站」，建構以社區為基礎之整合式服務體系。

各院「A 級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落實個案管理，並依據個案需求協調安排照顧資源，提供

具彈性化以及連續性之服務，亦與社政及衛政單位、社區醫療群、社區發展協會、鄰里長等建立

良好溝通橋梁，開發在地資源，透過社區結盟策略、強化資源串聯模式，提供多元長照服務，

包含日間照顧、居家服務、家庭托顧、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居家復能、輔具租借媒合、住宅無

障礙環境改善、預防或延緩失能服務與健康促進活動等，以提升整體社區服務量能，發展在地化

服務模式，並提供連續性可近性照顧服務，以達成在地化及社區化之整合性照顧服務目標。截至

2018 年 12 月止，花蓮慈院、大林慈院、臺北慈院、臺中慈院及關山慈院等 5 家「A 級社區整合

型服務中心」已連結 73 個「B 級複合型服務中心」及 25 個「C 級巷弄長照站」。

花蓮慈院、大林慈院、臺北慈院及臺中慈院自

2017 年起陸續為衛生福利部核定「失智共同照護中

心」，與醫療院所、機構社團、失智據點合作，提

供失智者社區個案管理機制 ( 包含疑似失智個案的

就醫診斷與醫療照護、諮詢、協調、轉介等 )，亦舉

辦專業人員培訓，培育失智照護人才，辦理社區識

能教育，增加社區民眾對失智症的認識與了解，並

整合及輔導社區失智照護服務據點，以整體提升服

務失智個案及其家庭之量能。

花蓮慈院、大林慈院、臺北慈院及臺中慈院自

成立至 2018 年止確診為失智症症候群的個案共計

1,524 位。各院皆致力於提供有溫度的全人照護服

務，如臺北慈院由志工全程陪伴就診，並提供貼心

的順風耳服務 ( 逸耳非電子集音耳罩 )，讓問診醫師

可以用輕柔的語調問診並向重聽長者噓寒問暖；花

蓮慈院及大林慈院與當地衛生所及鄰里長、社區發

展協會連結資源以合力接駁方式協助偏鄉疑似失智

長者到醫院確診，並提供一條龍確診服務，看診當

天醫師即可完成診療性評估、心理衡鑑及抽血檢查

並完成電腦斷層或核磁共振檢查，其中大林慈院於

當天門診即可確診，以減少長者舟車勞頓，提升就

醫確診意願。

積極辦理長照專業與照顧服務員人才培訓課程，

如花蓮慈院因應東部特性，培訓原住民及新住民等不

同族群之照顧服務員，2016 年 ~2018 年慈濟醫療法人

共計辦理 81 場次培訓課程，總計 4,554 人完成培訓。

完整長照概念建構需要有醫院、社區、居家與機構端的投入，臺中慈院於 2017 年 10 月成立日間照護服務中
心，標誌臺中慈院長照 2.0 照護服務，從家庭端、社區端、機構端各階段建置全部完成；宣示健康長輩生命的不
同歷程，已經由一個體系建構完備，結合慈濟基金會遍佈社區基層的志工群，跨越社會福利與衛生健康兩個領域
的「慈濟式長照服務」模組雛形，可望複製推動到不同社區。

個案轉介

一條龍
快速門診

當天門診
確診

1. 確診後一週符合即可開
立失智症藥

2. 轉介記憶保養班
3. 列入個案管理持續追蹤

1. 事先安排電腦斷
層時間

2. 協助掛號
3. 協助開立檢查單
4. 協助心智評估

年度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辦理場次 20 場次 25 場次 36 場次

完成培訓人數 1,378 人 1,369 人 1,807 人

依據衛生福利部研究調查發現，臺灣 65 歲以上老人失智症盛行率為 8%，未來 40 年更
可能突破 85 萬人。為能落實預防、早期診斷、早期介入，慈濟醫療法人積極投入失智症防治
及照護服務，如大林慈院自 2012 年成立失智症中心，提供社區衛教及篩檢與記憶門診服務，
辦理失智症病友團體活動，於 2014 年承接衛生福利部「長照資源不足地區建置失智症社區服
務計畫」，辦理長照樂智學堂，建構以醫療為後盾的失智症患者社區照顧模式，於 2015 年參
與國家衛生研究院「失智症照護・活躍老化」計畫，期望能分享照護模式及經驗，以利政府能
建構更完善的失智症防治及照護計畫。

衛生福利部自 2017 年度開始辦理「失智照護服務計畫」，計畫內容包含建構失智共同照
護中心及失智社區服務據點佈建，花蓮慈院、大林慈院、臺北慈院、臺中慈院及關山慈院自
2017 年起陸續承接衛生福利部「失智照護服務計畫」，以期提供失智個案及照顧者可近與有
品質之社區照護服務。

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大林慈院
「一條龍快速便捷門診」服務流程

慈濟式的長照2.0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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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盡醫療志業的慈善責任3第             章

花蓮慈院、大林慈院、臺北慈院及臺中慈院「失智共同照護中心」自 2017 年 ~2018 年共計

輔導 37 個失智社區服務據點，辦理 53 場次輔導活動 ( 包含收案、據點活動及課程安排 )，與當地

衛生主管機關、衛生所、轄區內失智社區服務據點及醫療院所等召開社區失智共同照護網絡聯繫

會議共計 32 場次，包含建立失智醫療暨社區服務網絡、偏鄉困難個案就醫問題討論、瞭解各失

智社區服務據點執行現況及實務經驗交流等，以提升社區整體失智照護網絡品質。

為落實人才培育及提升社區失智照護服務能力與品質，各院與當地衛生主管機關、護理師護

士公會及台灣失智症協會共同辦理失智專業人員及照顧服務員培訓課程、預防與延緩失能指導員

及協助員等訓練課程，2017 年 ~2018 年共辦理 44 場培訓課程，完成培訓人數總計 3,629 人，

如花蓮慈院於訓練課程中加入環保創意教具工作坊，藉由回收物資再利用的概念，指導社區失智

照顧人員設計活動以及創意性教具導入失智照護，透過認知活化訓練課程設計活動方案與教具，

並實際體驗活動，學習換位思考長者的需求及如何承擔據點照顧者的角色。另亦舉辦社區失智識

能之公共教育課程共計 112 場次，總計 13,679 人次參與，以提升社區民眾對於失智症的認識，

並建立對失智症個案及其家庭友善的社區環境。

大林慈院於 2018 年因發

展「記憶保養班」、「一條龍

就診服務」、「醫療與社區失

智照護服務網絡」等三大創新

服務，藉由走入社區的 12 步

驟並成立記憶保養班，辦理社

區篩檢、家屬座談、家屬病友

團體、志工培訓，打造記憶保

養班成為醫療與社區失智照護

服務網絡平台，強化失智症之

早期防治，深耕社區失智照護

而獲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

SNQ 國家品質標章。

2017 年 2018 年

專業
教育訓練

辦理場次 10 場 34 場

完成
培訓人數

881 人 2,748 人

公共教育
舉辦場次 13 場 99 場

參加人次
2,729
人次

10,950
人次

年度
項目別

花蓮慈院與參與失智專業人員訓練課程的

學員分享如何用環保創意教具，訓練長者

認知與肢體協調度。

大林慈院於 2018年以「翻越鄰里與失智共舞 -醫療步入社區憶起
守護您」主題獲 SNQ國家品質標章肯定

大林慈院於嘉義縣溪口鄉游西村所開發鄉村型失智症互助家庭

截至 2018 年 12 月止，花蓮慈院、大林慈院、臺北慈院、臺中慈院及關山慈院已設置 22 個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除提供長者接送、蔬食共餐、志工關懷訪視與陪伴、醫療協助、失智長者認

知促進、社區失智者生活照顧與支持、預防及延緩失能與支持性團體等服務外，亦舉辦緩和失智

方案成果發表會活動，以提升失智家庭照顧者對於失智症照護知識、技能及情緒支持。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大林慈院開發鄉村型失智症互助家庭，結合產官學發展社區資源整合平台
大林慈院除設計多元的健康促進課程（例如：體適能訓練、音樂輔療、打擊太鼓、懷舊

治療、園藝治療、藝術創作），由已培訓社區志工及大林慈院醫護團隊提供長者記憶保養班

（即社區失智照顧據點）與家屬喘息服務外，於嘉義縣溪口鄉游西村成立「鄉村型失智症互

助家庭」。

嘉義縣溪口鄉游西村互助家庭是由村民無償提供閒置的三合院老宅，提供失智長者在懷

舊且安全的環境中自在地活動，一起整理家園，煮飯用膳，像大家庭般的互相照顧彼此，失

智家庭們在陪伴的過程中互相理解與支持。目前每週二及三上午有 11 個家庭組成互助家庭

來這裡，長者和家屬們在龍眼樹下乘涼、聊天、唱歌、下棋，長輩在安全、熟悉的環境中放鬆，

家屬們也能像兄弟姊妹般互相照顧，紓解照顧壓力，對失智者來說是一個快樂的天堂，對照

顧者來說則是「家屬的打氣站」。

溪口鄉游西村互助家庭亦任聘一名社工員協助失智家庭連結長照及醫療資源，形成一個

醫療與社區連結平台，並與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高齡基地合作提供學子一個學

習的場域，與嘉義縣政府綜合規劃處及工業技術研究院合作建置開放場域感應器，防止失智

症長者走失，作為智慧輔具的示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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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國際慈濟人醫會

善盡醫療志業的慈善責任3第             章

國際慈濟人醫會 (Tzu-Chi Inter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簡稱 TIMA) 是附屬於慈
濟基金會的一個醫療專業功能組織，總會設於臺灣，目前由慈濟醫療法人林俊龍執行長擔任總
召集人，其起源於 1996 年為召募醫護人才，並搭配志工，使每個社區都是一個小規模的醫療
網，以照顧醫療缺乏地區居民而成立臺灣慈濟「醫事人員聯誼會」，於 1998 年為將分散於世
界各地的愛心醫師及相關醫務人員整合，在慈濟基金會的統籌下，有計畫地於世界各地救助病
苦，並分享各地執行義診的實際經驗，以及互相支援，故正式定名為「國際慈濟人醫會」( 以
下簡稱人醫會 )。

臺灣各區人醫會於每年底會依據當地社區志工、偏鄉及無醫部落之意見，同時拜會所在地之

衛生所、衛生室，綜合評估後始規劃安排年度義診行程與地點，另亦會配合慈濟精舍每月照顧戶

發放日提供義診服務及醫療衛教講座。而參與義診工作人員包含醫師、護理、藥劑、醫工、行政

後勤等不同功能類別之志工，並以野戰醫院模式運作，分區進行掛號、檢傷分類、分科看診、衛

生教育宣導及領藥等作業。

2016 年 ~2018 年慈濟醫療法人各院參與臺灣人醫會所辦理義診場次共計 442 場次，義診之

服務人次總計 29,579 人次，而投入義診人力共 11,294 人次。

國內偏鄉義診

花蓮慈院 2017年 6月宜蘭南方澳外籍漁工義診

苗栗縣
義診83場次
投入1,866人次
服務2,411人次

基隆市
義診5場次
投入77人次
服務340人次

臺中市
義診81場次
投入2,164人次
服務3,106人次

臺北市
義診11場次
投入97人次
服務751人次

南投縣
義診41場次
投入704人次
服務2,018人次

新北市
義診82場次
投入1,414人次
服務10,771人次

彰化縣
義診23場次
投入446人次
服務637人次

宜蘭縣
義診7場次
投入491人次
服務1,423人次

雲林縣
義診17場次
投入694人次
服務998人次

花蓮縣
義診57場次
投入1,599人次
服務1,566人次

嘉義縣
義診2場次
投入94人次
服務100人次

臺東縣(不含綠島)
義診22場次
投入1,306人次
服務3,085人次

臺東縣綠島
義診5場次
投入294人次
服務450人次

慈濟醫療法人2016年~2018年
國內社區義診情形

金門縣
義診6場次
投入48人次
服務1,923人次

水冷情真 醫暖嘉南 ~ 大林慈院0823南臺灣水災救災分享
2018 年 8 月 23 日熱帶性低氣壓造成嘉義沿海淹水，大林慈院於隔日 8 月 24 日一早接

獲溪口鄉、新港鄉淹水區有熱食需求後，大林慈院營養治療科全力配合，人文室召集同仁、

醫療志工們投入洗碗、裝熱食、裝箱等任務，當日在慈濟志工、義消、軍方及地方首長等陪

同下一起至災區送熱食，盼能讓鄉親填填肚子暖暖胃，盡快度過難關。

8 月 25 日大林慈院除繼續協助發放熱食外，針對部分積水已退區域協助民眾清理家園，

並幫身體不適民眾義診。8 月 27 日至 9 月 2 日於東石鄉及布袋鎮提供義診服務，為忙於災

後復原的民眾及救災團隊提供醫療服務，另醫師於義診過程中若發現民眾有心情憂鬱、擔憂

未來等問題，隨即轉由心理師協助心理諮詢，透過輕鬆談話的方式與長輩談心，期盼能了解

老人家心中的鬱結，陪伴他們度過難關。一群人愛的力量相聚，大林慈院陪伴鄉親走過困境。

0823 南臺灣水災，除大林慈院投入嘉義救災義診外，臺北慈院與臺中慈院亦分別至臺

南新化、佳里、善化、學甲及鹽水等地區提供義診服務，慈濟醫療法人於 8 月 24 日至 9 月

2 日義診總計服務 1,592 人次。

國際醫療援助  廣濟普施
為落實「生命平等，無有差別」、「尊重生命」的理念，慈濟醫療法人與人醫會共同將醫療

的大愛延伸到普遍缺乏醫療的國家，在醫療設施不足的偏遠地區舉辦義診，無論是在馬來西亞深

山叢林間的原住民村落、菲律賓邊陲島嶼的島民、巴西聖保羅市郊的貧民社區、因戰爭而流離失

所的敘利亞難民等，只因我們堅定地認為，醫療是一種眾生平等的權利，要將這樣的權利以及醫

療的愛，帶到世界上每一個需要的角落，為貧病人拔除病苦，體悟「施比受更有福」、「付出得

歡喜」的真實幸福。

2016 年 ~2018 年人醫會共辦理 1,896 場次海外義診，服務 17 個國家 34 萬人次，動員 3 萬

人次醫護人員及 5 萬人次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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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提供義診服務外，慈濟醫療法人及人醫會亦會依據當地需求提供物資與醫療經驗分享，如

2017 年 7 月緬甸爆發 H1N1 流感疫情，從發現第一位病人短短十餘天住院病人已超過百人，緬

甸衛生部緊急醫療司司長趙偉受教授 (Prof. Zaw Wai Soe)，亦為當時仰光省 (Yangon) 防疫指揮官，

於 8 月 2 日寫信給慈濟求援，盼提供防疫經驗及物資。

慈濟基金會在接獲訊息之後，開始分工請各區協助提供物資，慈濟醫療法人各院提供藥品醫

材並將物資集結於臺北慈院，總計有近 3,500 顆克流感膠囊、2,000 件防疫隔離衣、840 瓶乾洗

手噴劑，近 140 組快篩試劑和 200 支額溫槍等，並於 8 月 8 日將所有物資送抵機場準備運送至

緬甸。

於 8 月 10 日由慈濟醫療法人林俊龍執行長帶領醫療團從臺灣出發，抵達緬甸後，陸續至北

歐卡拉巴醫院、頂甘鐘公立醫院、仰光骨科醫院、仰光人民醫院及仰光中央醫院，實際走訪了解

疑似 H1N1 患者評估、隔離的流程以及轉移的動線，並與全緬甸唯一進行流感研究的醫師雅達納

姚醫師 (Dr. Yadanar Yyaw) 進行醫療交流，於 8 月 12 日向仰光衛生部烏密函署長及當地的教授們

分享臺灣疫情控制與隔離篩檢流程等防疫經驗，以期能改善緬甸流感疫情。

2017年 3月 11日柬埔寨磅針省義診，臺中慈院
簡守信院長與玉里慈院林威佑醫師一同為病人手

術

2017年 8月 12日仰光衛生部烏密函署長 (立者 )接待
慈濟醫療團，聆聽臺灣防疫經驗。

2017年 12月 12日在墨西哥莫雷洛斯州扎卡特
派市義診，臺北慈院趙有誠院長透過翻譯志工為

民眾看診

在防疫物資捐贈儀式上，烏密函署長致贈

感謝狀給林俊龍執行長。

~ 盛夏沙漠中的醫療 2018年約旦難民義診 分享 ~
繼 2016 年在約旦的大型義診後，人醫會再次於 2018 年 7 月 23 至 27 日於塔拉博特社

區中心 (The Tarabot Social Center)、阿紮來卡難民營 (Azraq Camp)，及馬弗拉克省難民進修

中心為敘利亞難民及約旦貧民進行義診。

由慈濟醫療法人林俊龍執行長帶領花蓮慈院、大林慈院、臺北慈院、臺中慈院、玉里慈

院及關山慈院等共 10 位同仁，與臺灣及美國人醫會 21 位醫護人員與 17 位志工組成義診團

隊，共同為此次大型義診活動服務。

於義診前一天，義診團隊至慈濟基金

會約旦分會志工長期 17 年關懷安曼近郊一

處貧窮的貝都因人帳篷區進行物資發放及家

訪，當中有一位卡蜜麗女士左手臂因為洗腎

長了一顆很大的動脈瘤，慈濟醫療法人林俊

龍執行長及臺中慈院簡守信院長前往問診，

教導卡蜜麗平日如何自我照顧，並請慈濟基

金會約旦分會評估後續援助醫療手術，將腫

瘤割除。

於 7 月 23 日正式展開為期 5 天義診活

動，總計提供 2,439 人次義診服務，在義診

最後一天，約旦伊爾比德大學醫學系 11 位

學生相偕前來擔任志工，跟在臺灣醫師的身

邊觀摩，他們說：「我們自認參加過很多國

際性的義診團，但是從來沒有見過像慈濟一

樣有組織、有體系的義診團。」而參加義診

之人醫會醫師表示，於義診開始前曾問自

己：「義診的意義是什麼？我可以給難民什

麼？」當他看到受到槍傷而攣縮的手臂能夠

伸直了，他明白為敘利亞難民義診的意義，

他說：「慈濟不只給予醫療，也帶來希望，

難民心中真正需要的是，我們在乎他，而我

們，真的在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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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參與人醫會義診提供國際醫療服務

外，慈濟醫療法人各院亦積極推動及參加國

際醫藥衛生合作進行紮根性國際醫療援助，

如花蓮慈院與菲律賓黎剎省聖馬刁鎮（San 
Mateo, Rizal）於 2016 年 1 月 22 日正式簽

署國際醫衛合作協議，提供聖馬刁鎮包括狂

犬病與肺結核防治，進行紮根性、長期定點

及短期緊急救援等三年合作計畫。

聖馬刁鎮位於菲律賓黎剎省，在菲律

賓首都馬尼拉東北方約 23 公里處，面積 55
平方公里，人口超過 24 萬人。以 2015 年

為例，當地患有肺結核的病人有 930 人、狂

犬病患者共 1,729 人，肺結核與逐年攀升的

動物咬傷的案例，是當地主要的健康問題。

2016 年 1 月 22 日於中華民國駐菲律

賓代表處公使張泰來的見證下，在菲律賓聖

馬刁鎮市政廳完成花蓮慈院與菲律賓黎剎

省聖馬刁鎮及慈濟基金會菲律賓分會等三

方共同簽署國際醫衛合作協議，花蓮慈院

針對肺結核防治計畫提供聖馬刁鎮衛生部

門進行六個月的「藥物治療」，透過以工

代賑方式，招募當地居民成立「都治關懷

員」（DOTS：Directly Observed Treatment, 
Short Course），嚴密監督並確保病人定期

服用藥物，並每年提供 800 劑狂犬病疫苗，

以利被動物咬傷的病人施打用，同時亦結合

慈濟基金會菲律賓分會志工進行居家訪視，

了解病人居家環境，並定期在當地衛生所舉

辦講座，宣導肺結核與狂犬病的衛教防治，

為了讓聖馬刁當地民眾，能更快速掌握肺結

核與狂犬病的衛教相關知識，花蓮慈院亦製

作以英文為主要語言的兩支肺結核與狂犬病

衛教動畫，提供聖馬刁衛生中心護理師為肺

結核病童進行衛教。2016 年 ~2018 年共提

供 2,400 劑狂犬病疫苗，完治 249 位肺結

核病童。

為能讓同道同志願的義診同伴，分享一年來在各地義診所遇到的感動及心得，並討論下個年

度義診工作的方向與目標，人醫會於 1999 年在美國舉辦第一屆的年會，自 2000 年起每年皆在

臺灣舉辦慈濟人醫年會，並訂於每年中秋在慈濟基金會發源地花蓮相聚。

每年慈濟人醫年會皆會安排主題，以利進行分享及討論，除分享義診所遇到的感動，亦會依

據參與年會醫護人員專科別進行分科座談，以激發出更多創新思維，讓義診過程更加順暢，另邀

請外部專家學者共同參與，互相交流及吸收更多醫療新知，以利能為病人拔除病苦，如 2016 年

慈濟人醫年會邀請「無國界醫生組織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簡稱 MSF)」韋達沙醫師 (Dr. 
Natasha Reyes) 分享無國界醫生組織在全世界的付出及國際知名的神經外科醫師楊詠威教授 (Wise 
Young) 分享脊髓損傷的研究成果；2017 年邀請兩位資深媒體人《亞洲周刊》副總編輯江迅和慈

濟基金會人文志業發展處何日生主任，以「當代文明衝突及其解決之道」為主題進行一場特別

的對談；2018 年邀請美國營養學專家愛芮娜 ‧ 霍金斯 (Irana W. Hawkins) 博士分享「與地球萬

物共生息 (Save Them All Using Your Biggest Heart)」及與美國前副總統高爾共同榮獲 2007 年

諾貝爾和平獎之波切利博士 (Rajendra Kumar Pachauri) 演講「宇宙一家 (We are all family of the 
universe)」，邀請年輕一代加入「保護地球運動 (Protect Our Planet Movement)」。2016 年 ~2018
年慈濟人醫年會每年皆有 20 個以上國家及 400 位以上的人醫會成員參與，每年在緊湊的知性及

感性課程中圓滿結束，大家互道感恩，相邀明年中秋月圓時，花蓮再相聚。

中秋團圓之約 ~ 慈濟人醫年會

年度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主題 慈濟五十 ‧ 慈院三十 ‧
人醫二十，過去、現在與未來 二千五百年的誓約 人醫之愛，廣披寰宇

參與國家數 20 個國家 20 個國家 21 個國家

參與成員數 624 人 434 人 673 人

 歡迎志願奉獻愛心之醫事人員加入人醫會，一同前往偏鄉海角義診 。慈濟人醫會網站：

3.8 愛心醫療無國界
跨國醫衛合作締盟

2016 年 1 月 22日締約儀式，開啟跨國醫療的新里
程碑。

花蓮慈院親自將肺結核治療藥物交至聖馬刁鎮患者

手中。

花蓮慈院至當地衛生所了解實際供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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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醫療法人亦接受慈濟基金會及各界轉介於當地醫院無法解決的特殊案例，進行跨海醫

治，2016 年 ~2018 年慈濟醫療法人提供 16 例各界所轉介海外案例醫療服務，包含菲律賓右臂

嚴重骨缺損的麗芹、中國福建廈門醫師曾判定必須截肢的蘇氏兄弟、從出生以來 14 年來不曾站

立走路的印尼女孩恩恩、越南罹患象腿症胡氏娥、菲律賓罹患嚴重複雜性脊椎側彎的 Rejean.. 等，

這些特殊病例經過轉診和評估得以後送到臺灣的慈濟醫院給予最妥善的處置，並在慈濟醫療團隊

的細心呵護下，痊癒出院，展開新生活。

國際醫療衛生促進協會（Taiwan Global Healthcare Association，簡稱 TGHA）在衛生福利部

指導下，自 2016 年起辦理「國際醫療典範獎」，表揚對國際醫療具特殊貢獻的醫療機構與醫事

人員，臺北慈院及花蓮慈院因結合慈善與醫療的理念及資源進行國際醫療服務並長期耕耘，故分

別於 2017 年與 2018 年獲得團體組「國際醫療典範獎」，於頒獎典禮上，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

長表示：「生命是跨越種族、國家界線的，臺灣的醫療實力足以與世界共享，而獲獎者的卓越表現，

也是可貴的醫療外交成果，能讓世界看見臺灣。」

跨海醫治  重獲新生

國際醫療備受肯定

案例一：西藏少年跨海治腦瘤

花蓮慈院於 2017 年 3 月接獲經長期關懷藏胞生活的臺灣慈善團體「智喜團體」與「明愛文

教基金會」牽線，並由慈濟基金會轉介一名 17 歲因患有腦部腫瘤，導致發育遲緩、雙眼完全失

明的西藏少年土登。

土登於 2017 年 3 月 27 日抵達花蓮慈院接受由神經外科、復健科、中醫科等醫療團隊為其

制定縝密的醫療計畫，雖土登視神經幾乎萎縮，術後視力是否恢復仍有待觀察，但那怕只有一絲

希望，醫療團隊都會盡最大努力醫治。土登經歷 6 次腦部手術切除 85% 腫瘤，以加馬刀放射治

療處理剩餘 15% 腫瘤，以期腫瘤穩定不再生長，並經中醫及復健等團隊治療，以縮短復元時間，

並改善神經受損程度。

土登於 2017 年 6 月 19 日順利出院後，到臺北愛盲基金

會接受光感辨認、食衣住行的生活自理能力訓練、定向行動

訓練 .. 等，協助土登能自主感知外在環境的情況，安全的行

走、搭乘交通工具，找回自主行動的能力，逐步能照顧自己，

獨立生活，並於 6 月 27 日返回西藏。9 月初，西藏傳來好消

息，土登已通過測驗，取得青海省唯一提供盲人教育的學校

「青海省特殊教育學校」的入學資格，已可接續自 12 歲中斷

求學後復學之路！

一直持續陪伴土登的小學校長久美昂布，特地贈予花蓮

慈院藏族傳統旗幟，感恩醫療團隊對土登的用心與治療，讓

被病苦久困的土登能重展笑顏。

案例二：來臺成功切除巨大瘤 3D重建下巴

臺北慈院於 2017 年 4 月接獲慈濟基金會菲律賓分會志工的轉介，來自菲律賓宿霧附近小島，

罹患多年牙釉母質細胞瘤 (Ameloblastoma，又稱牙釉母質瘤 ) 的 Sarah Dayday。
Sarah 於 7 年前因下門牙疼痛且搖晃及下巴腫脹，在當地醫療資源不豐，加上沒錢就醫，而

尋求巫師的協助，巫師為 Sarah 拔除疼痛的那顆牙齒，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其他牙齒開始一顆接

著一顆疼痛、掉落，腫起部分漸漸長成 11 x 9 x 8 公分的巨大腫瘤，占據整個下巴與口底處，不

僅影響外觀，更阻礙吃飯和說話的能力，苦不堪言。

Sarah 於 2017 年 4 月 14 日抵達臺北慈院就醫治療，由口腔額面外科團隊先進行腫瘤切除術，

再以 3D 列印技術為引導模型重建下顎骨，而歷經約 16 個小時的馬拉松式手術與重建，Sarah 下

巴的腫瘤不見了，臉部面貌恢復如常，並於 5 月 26 日出院返回菲律賓。Sarah 歡喜表示，「很感

謝臺北慈院的團隊，感謝夏主任，讓我變漂亮，能正常吃飯，說話也比較清楚了。」並重拾往日

歡顏。

慈濟醫療法人2016年~2018年跨海醫治之案例分享

醫療團隊第一次為土登進行腦部手術

土登為醫療團隊獻上象徵藏族最高

敬意的黃色哈達

久美昂布校長特地贈予藏族傳統旗幟 臺北慈院於 2017年獲頒「國際醫療典範獎」 花蓮慈院於 2018年獲頒「國際醫療典範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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