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醫療日誌

心的軌跡
生命的美，在病苦中淬鍊、在淚水中淘洗、在笑容中感受；
這是一個拔苦予樂的地方，一個感恩知足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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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克雷白氏肺炎桿菌與鉤端螺旋體
病危患者 起死回生

的？」「是德慈師父要我們要來找你
的。」看護楊月娥也表示：「很佩服王
副，他天天都來關心。」

先以內科引流，再請整外清膿瘍
王東和剛到花蓮慈院時全身都是膿
瘍，需要外科手術立即清除，但他的情

十月十八日

病人無貴賤 一視同仁

況非常糟糕，經整型外科評估後，認為
他無法負荷手術的風險，極有可能死在
手術台上而拒絕手術，王立信只好用內

趕到門診十七診時，發現患者王東和

科引流的方式先將部分的膿瘍引出，在

還在診間外等候，隨行的有爸爸林王義

王東和身體漸漸好轉後，再請整型外科

(患者六歲父亡，由叔叔林王義養大，所

清除膿瘍，在王立信告訴整型外科醫師

以林王義有養育王東和的爸爸之實)、弟

王東和今天要出院時，整型外科醫師又

弟(林王義之子)以及看護楊月娥。原因

驚又喜的直呼不可思議。

是王立信副院長還在看診，所以他們耐
心的在門口等候。

家住台北的王東和說，在五月底時雙
腳突然疼痛、食慾減低，但還是拿著柺

當王副院長一得空，林王義即上前

杖繼續工作，直到六月二十日時，因雙

送上「再世華陀、恩同再造」匾額，聊

腳的疼痛椎心刺骨，實在無法再忍耐下

表一家人對王副院長感恩之情。而今天

去了，只好去醫院，在急診室裡施打任

林王義也才為王副院長解答近三個月來

何的止痛藥都無效，經過醫師檢查，醫

心中的疑問：「到底是誰介紹來你們來

師研判是轉移性肺癌與肝癌末期，並且
在大腦的影像裡找到三個不明的影像，
研判是癌細胞已經跑到大腦裡，只剩下
三個月可活，沒有再醫治的必要，王東
和當時覺得奇怪，自己也沒有咳嗽或喘
的現象，雙腳疼痛怎麼是肺炎呢？但因
為尊重專業，所以就沒有再追問醫師。
絕望之餘，王東和的家人只好幫他到處
找尋癌末病房，但很多醫院都不收，後
來在叔叔的強力建議下，王東和終於答

王立信副院長與王東和合力切下重生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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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轉來花蓮慈濟醫學中心。

克雷白氏肺炎桿菌加上鉤端螺旋體作崇
王立信說，當時王東和的情況非常的

玉里

糟糕，中樞神經感染、血液凝固不全、
呼吸困難、兩大腿的大片肌肉都已壞
死，充滿膿瘍，肝臟靠近肺部的地方也

職工兼志工
玉里慈院下鄉施打疫苗

有膿瘍，並且還經過血液轉移到腦部，
根本的問題應該是壞死性肌膜炎，但王

十月三日

立信覺得問題不是那麼簡單，除了著手

十月三日是針對六十五歲以上民眾

細菌培養外，還不斷詢問病人的家庭背

施打流感疫苗的第一天。清晨五點多，

景、工作等等資料，判斷是與接觸鴿子

天還沒亮，玉里分院的同仁已經集結在

有關，根據經驗，克雷白氏肺炎桿菌或

醫院門口分配任務，今天的行程是前

是菌血症都是鉤端螺旋體引起的，從過

往玉里鎮德武部落，地點約莫在玉里

去病人身上的經驗與文獻資料，認為克

鎮與瑞穗鄉中間，該社區又分為上、

雷白氏肺炎桿菌的壞死性肌膜炎要特別

下部落，於是，由張玉麟院長搭配林

小心鉤端螺旋體的可能，這次能成功的

秀琴代理副護理長等人一組，張鳳岡

將王東和從鬼門關救回來，就是能治療

醫師、陶霈瑜護理長及林靜雯代理副

別人看的到的克雷白氏肺炎桿菌和別人

護理長等人組成另一組，兵分二路分

看不到的背後殺手「鉤端螺旋體」。

別前往上、下德武部落，為社區民眾

在台北就醫時，醫院給予的診斷是

提供流感疫苗施打服務。這次比較特

「肝癌末期」，林王義表示，肝癌末期

別的，還有一位北區人醫會，非常精

的人應該都會很瘦的，但是他怎麼看都

進、不放棄為民服務機會的曾婉青醫師

不像啊！在台北找了幾家醫院都說滿
床，於是家住康樂村的他，想到找德慈
師父幫忙，在聽了敘述後，慈師父建議
他們回到花蓮慈院找王立信副院長。這
個建議，果然救了王東和的一條命。
「我們院內有很強的外科，這是我很
感到驕傲的一件事。」王副院長一再強
調：是醫療團隊的通力合作，才能讓你
起死回生。王副院長不居功的謙沖，令
大家佩服。（文／程玟娟）

林秀琴代理副護理長主動上前為行動不便的阿嬤
注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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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

清晨六點開始打針
阿公連稱方便又省錢
清晨六點不到，車子剛抵達部落的
活動廣場，場地都還沒完全安置好，就
已經有民眾前來等待，經過宣導的流感

上好幾佰元，政府免費施打的好意早已
被大打折扣；反倒是玉里慈濟長年配合
社區付出，不但深獲民眾好評，更讓政
府的好意得已完整保留，讓民眾感受得
到。

主動到府服務，以病患為中心

疫苗，已經受到民眾們的重視，由於此

另外有一位行動不便的阿嬤，乘坐

項服務可以讓民眾不用趨車前往醫院或

兒子的車子前來，同仁發現後立即主動

衛生所就能接受施打，不少民眾已經期

搬椅子給這位阿嬤坐，並由其他同仁為

待好幾天了。經過身分資料的核對、在

其填寫資料，醫師也親自上前問診、檢

登記表上蓋章、醫師問診等程序，約莫

查，然後由護理同仁趨前施打疫苗，這

六點零七分左右，完成第一劑疫苗的注

種「以病患為中心」的主動服務，讓民

射。幾位去年來不及施打的，今天都是

眾與家屬們都感到非常窩心。

最早到的其中幾位。

也許是第一天施打，也許是因為去

有一位阿公打完疫苗離去前，同仁看

年曾有民眾來不及施打，今天的民眾

著他的穿著問道「阿公，你打完針要去

都非常踴躍，很快就達到事前預估的

下田嗎？」阿公說：「我已經從田裡工

服務量，活動也即將因此告一段落；然

作回來，順便來打針，現在要回去了。

而，在整理資料的時候，同仁發現還有

謝謝你們讓我們很方便，不用去醫院或

一位民眾沒來打針，林秀琴代理副護理

衛生所就可以打免費的預防針。」事實

長立即前往這位阿嬤的家中查看，這才

上，去衛生所一趟車程往返，往往得花

知道，原來阿嬤睡過頭了。看著同仁們
站在門口等著，阿嬤靦腆的說”不好意
思，打預防針還要妳們來叫我”，阿嬤
隨即在同仁陪伴下，前往活動廣場接受
疫苗注射。

「在地」同仁自動認養工作
付出無所求
完成下德武部落的工作後，張玉麟院
長便帶領同仁到張鳳岡醫師負責的上德
同仁到民眾家提醒阿嬤打預防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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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部落幫忙。剛下車不久，陶霈瑜護理

長就向院長說明有一位民眾的先生因中

酸苦辣，是鮮少外人能真正體會的。

風不良於行，希望能到他家幫他施打疫

從親人倒下的那一天起，伴隨著照

苗；話才剛說完，已有護理人員及王文

顧者而來的，不只是四處奔波尋求資源

建副主任，自然而然的配合院長形成一

的勞心、一天二十四小時無法間斷的勞

個機動小組，在阿嬤的引導下前往民眾

力，還有種種他人難以想像的挫折與壓

家。看到這樣一群醫護人員前來，鄰居

力。從親人倒下的那一天起，情緒彷彿

都投以好奇的眼光，心中不免疑問：為

不斷在累積，不敢想也不能想，什麼時

什麼會有醫師和護士前來？在經過問診

候可以好好喘一口氣，過一天屬於自己

及身體評估後，護理同仁為其施打流感

的生活？

疫苗，而這樣一個機動小組，就在阿嬤

當照顧者以病患的需求為優先時，

的感激之中，完成這一趟溫馨的到府服

他們自己的情緒也需要釋放，他們的需

務。臨走之前，院長還注意到阿嬤家門

求也要需要被關注。大林慈院社服室瞭

口有一個裝著眼鏡蛇的袋子，為此仍不

解到這些，特別組成了「清安自在、福

忘叮嚀居家安全，提醒阿嬤避免蛇咬。

慧增長——照顧者加油站」的照顧者支

整個活動結束之後，天也亮了，同

持團體，在定期的聚會中，透過社會資

仁看看時間，紛紛趕回醫院，絲毫不停

源介紹、活動的經營帶動、照顧者的經

歇地繼續進行平常的醫療服務。院方

驗分享，讓照顧者獲得能夠幫助自己的

表示，由於同仁大多是「在地人」，這

社會資源，支持家庭度過難關，並且瞭

類的活動往往都是同仁自發地認養，用

解到，在這條漫長的路上，不但不會孤

自己的時間去服務社區民眾，真可說是

單，還有很多人陪伴。今天是第一次的

「職工兼志工」的「付出無所求」。

課程，透過自我介紹與經驗分享，彼此

(文／張玉麟、唐昌澤)

很快就交融在一起。

大林
在康復的路上 我們陪您走
十月二十一日
照顧長期臥床、重度傷殘的親人，全
年無休隨侍在側，照顧者一路備嘗的辛

張基龍與其他學員分享照顧重傷女兒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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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經驗分享，從辛苦變幸福
「照顧者的心念很重要。」張基龍

苦的照料與陪伴下，女兒不但從新站起
來，還在大愛農場裡，學習到各種技
藝。

先生與在座家屬們分享親身經歷。「病

「不要四處尋求偏方與密醫，病人沒

人是被動的，家屬必須要主動。對照

有時間與本錢讓我們這樣嘗試，要積極

顧者來說，精神上真的很辛苦，但任何

配合正統醫療。」基龍爸回應其他家屬

的狀況都要包容下來，給病人親情的膚

的心聲，因為不捨親人復健的痛，總會

慰。」

忍不住哀求治療師減緩復健程度，張基

民國九十一年底，張基龍的女兒瓊文

龍說：「復健一定要持續，絕不能一曝

發生重大車禍，腦部與全身受到嚴重創

十寒，更不能因為他痛而心軟，否則會

傷，當時瓊文曾被宣判將成為植物人，

誤了他的未來。」

即使復健也不再具有意義。然而再多的

張基龍短短的幾段話，帶過了他這五

打擊都無法扭轉基龍爸堅持挽救女兒的

年多來無法細數的煎熬，但也是他出自

決心，儘管周遭親戚要瓊文轉院的聲浪

甘願，用吋吋心血吋吋愛，不捨晝夜所

四起，基龍爸仍堅持把瓊文留在慈濟，

創造的奇蹟。如果當年，基龍爸就把瓊

他相信，這裡的醫療技術與志工陪伴，

文當成臥床的植物人對待，瓊文就不會

對女兒都是最好的。

有如此亮麗的今天。

基龍爸積極尋找任何可能協助女兒

在爸爸分享之際，瓊文在一旁開心笑

好轉的復健資源，更親身嘗試女兒所做

著，看不出她的生命也曾像風中殘燭脆

的各種復健，體會女兒的身苦。一天二

弱。「瓊文的進步，是所有的人都想像不

十四小時，他仔細記錄著女兒的種種情

到的！」社工組組長張建中如是說著。現

況，不再擁有完整的睡眠時間，含辛茹

在的張瓊文，儘管記憶力受損，語言、行
動，都不像過去那樣伶俐，但瓊文看起來
幾乎與一般人沒有兩樣，並且還不斷在進
步當中，而她時時掛在臉上的純真笑容，
更總是讓大家心生歡喜。
在場辛苦的，不只基龍爸一人，但是
瓊文的現況，為一旁林煌建的母親增加
了不少信心。煌建目前也正經歷著五年
前瓊文所走過的路，林媽媽專心聆聽著
基龍爸的分享，社工也鼓勵著她，只要

團體成員彼此分享著心路歷程，互相加油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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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放棄，煌建終有一天也能像現在的瓊

文一樣，而照顧者這一路的辛苦，終有

陪伴，這一條路將不會孤單，他們更期

一天也會變成幸福。

待接下來的課程，因為他們知道，換一

牽手同行，有愛不孤單

個方向看，他們將會體驗到不一樣的生
命風光。(文／何姿儀)

知道親人受傷或生病的那一刻，每
一個人都亂了方寸，處理自己情緒的同
時，也要時時刻刻照料著病人的安危。
在熬過那最危險的階段後，便是漫長的

台北

復健過程，其中更有許多人的病情是不
可逆的。喪失的各種生活自理與行為能

選擇百分之七十的希望

力，就需要完全由照顧者代替。
每一個長期照顧者的心裡，都有著不

十月五日

為人知的苦與累，有人已經走出了最難
熬的階段，而有些人才剛開始，正在迷
茫與陰霾當中，尋找未來的方向。
在場其他幾位較少發言的成員，有照

「選擇百分之七十的希望！！」李小
姐止住不捨的眼淚，說出當初選擇讓媽
媽動手術的原因。

顧中風妻子的先生，有照顧臥床父親的

今年六十七歲的李媽媽，是尿毒症的

女兒，他們還未看到親人的明顯進步，

患者，三年來都在住家附近的永和耕莘

專注聆聽著其他家屬的分享，以及社工

醫院洗腎，再加上李媽媽三十幾歲時就

人員的解說，汲取著各種經驗與知識，

患上高血壓以及糖尿病，兩個多月前開

期待親人也能擁有這一天。

始出現頻喘，嚴重到連貪一個安穩地好

因為不忍將親人送進安養機構裡，

眠都是奢求，常常都是坐在沙發上等待

讓這些照顧者必須做出有更大的犧牲，

黎明，食不下嚥，只能不斷喝水。在小

雖然是一種甜蜜的負荷，但也有能量似

診所求醫，醫生也以鼻竇炎引發呼吸不

將耗盡，情緒像要潰堤的時候。接下來

順做結。但是李媽媽喘的情形卻不見緩

的課程，將一步步引導著成員們探索內

解。

心、調適壓力，並且學習如何提升照顧
的技巧。

多個慢性病纏身，來慈院試試

在享用點心時，大家很自在地聊了

經由朋友的介紹，李小姐帶著媽媽前

開來，有過共同的經歷，讓他們更容易

來尋求葉冠宏醫師的協助。葉醫師安排

走進彼此的心裡，互相交流、互相支持

李媽媽於八月三日做第一次的檢查。檢

著。雖然照顧之路漫長，但有了彼此的

查程序進行到一半，一方面擔心為李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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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的軌跡

台北分院醫療團隊不拒絕高風險病患，勇於
承擔，陪伴病患共同抵抗療魔，讓李媽媽苦
盡甘來，歡喜出院。

蔡貴棟主任說，李媽媽的身體狀
況是很不利於開刀的，除了心臟的問
題之外，尿毒症、糖尿病、高血壓再
加上陳舊性的腦中風合併左側肢體無
力，讓開刀的風險提高到百分之二十
五至三十。
是否要為李媽媽進行冠狀動脈繞道
手術，成為蔡主任心頭上一個很重的
壓力，「如果不動手術，李媽媽無法
自行活動，生活品質也會變差，也很
媽施打顯影劑會有狀況，另一方面李媽

可能會突然往生‥‥‥」「是不是血管

媽突如其來喘個不停，緊急送上急診室

接回去了，心臟功能就會恢復？」該怎

進行急救，勉強止住了危急的情況。

麼樣做才是對媽媽最好的選擇呢？

原本葉醫師想嘗試著幫李媽媽置放支

蔡主任與李媽媽的家屬反覆溝通討

架，或許就能解除李媽媽身體的不適，

論，為了給予李媽媽一個好的生活品

於是安排做心導管的檢查，發現李媽媽

質，安度晚年，蔡主任也請家屬放心，

患有冠狀動脈疾病，合併不穩定性心絞

醫院的醫護團隊會擔負起照顧陪伴的要

痛，以及左心室衰竭，心臟收縮指數只

責，不會讓大家失望的。在醫師與家屬

剩下18%(一般心臟收縮指數小於20%就要

雙方詳細的考量評估之後，還是決定相

考慮做心臟移植)，建議開刀處理，改善

信70%的希望。

血流狀況，心臟功能就可以恢復，而開
刀大概也是唯一的辦法！！

仔細評量風險，開刀有助晚年品質

身體本質虛弱，導致術後恢復困難
李媽媽八月十日的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相當成功，由於開心手術屬於大手術，

既然開刀是唯一治療李媽媽心臟問題

再加上李媽媽的風險較大，手術後還是

的方法，葉冠宏醫師便將李媽媽轉介給

先請李媽媽住進加護病房觀察，確保後

心臟外科蔡貴棟主任接手，後續的評估

術安全無虞。李媽媽術後心臟功能恢復

與及手術的重責大任，就交到蔡主任的

良好，本以為就可以出院返家休養，怎

肩頭上了。

麼李媽媽這一住又是三個星期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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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是李媽媽在加護病房仍需維持洗

的病苦，也可以讓她的病況慢慢改善，

腎、加強心臟功能，但一直無法脫離呼

兒女與父親商量之後，簽下了氣切同意

吸器自主呼吸，咳痰時咳不乾淨，甚至

書，於九月二日進行氣管造

引發肺炎‥‥‥。工作、照顧媽媽兩頭

切)，並於手術後逐步脫離呼吸器，九月

奔忙，讓兒子李先生想辭職，全力照顧

十四日轉入普通病房。

媽媽。
但李先生是家中主要經濟來源，蔡主
任擔心如此會造成家中頓失經濟依靠，
而規勸李先生不宜擅辭工作。

家屬懼怕氣切，醫師設身處地開導

手術(氣

患者無聲的感謝，期待氣切傷口癒合
在某一個半夜，蔡主任查房的時候走
到了李媽媽的床邊，這是他們兩個第一
次單獨相處的時候，由於氣切的關係，
李媽媽無法言語，兩人對望了許多，只

為了緩解李家的狀況，蔡主任提出為

見李媽媽頻頻向著蔡主任點頭表達自己

李媽媽做氣切的決定，但是李先生卻是

的愜意，最後甚至豎起了大姆指，彷彿

徹底的反對。一方面是因為鄰居有人做

從口中說出：「讚！」而那一份感恩也

了氣切，身體狀況卻是直走下坡，另一

從指尖順向滑入主任的心坎裡。

方面兒子、女兒更是不捨媽媽自生病以

術後，李媽媽的活動力明顯增強，氣

來，受夠了這一切病苦的折騰，實在不

色也跟著紅潤了起來，呼吸順暢，咳痰

忍媽媽再受這樣的病痛折磨，決定放棄

也有力了許多，在助行器的輔助下也能

一切的治療，如果真的因為這樣而有任

自行行走。觀察了兩個星期之後，得到

何的不幸，家屬也都能體諒，也很感恩

蔡主任的應允，李媽媽可以在十月五日

主任、護理人員、整個醫療團隊為媽媽

出院了。

所做的一切努力！！

蔡主任說，約莫一個月後，恢復的

而李小姐也說，洗腎對媽媽而言已經

狀況良好而穩定的話，下個階段就是要

是一個很沉重的打繫，再加上開刀，媽

幫李媽媽拿掉氣切管，到時候會再安排

媽其實是很不願意開刀的，現在又要做

李媽媽住院，不需要手術就能拿掉氣切

氣切，媽媽根本就不想活了‥‥‥

管，脖子上的傷口也會自行癒合，到時

經過數次的溝通討論，到最後蔡貴

候李媽媽就可以回復到正常的生活了。

棟主任技巧性地說服，氣切是最好的方

「蔡醫師，再見！」輕輕地揮著手，

法，李媽媽患的不是絕症，不是絕症

簡單地一句再見，苦盡甘來的喜悅與感

就還有希望，只要有希望就不應該放

恩，充盈在每個人的臉頰上，雖是無

棄！！

言，卻是滿滿的感動！！(新店/吳瑞祥)

蔡貴棟主任有把握可以減輕李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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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
旭日迎微風

掃街快樂行

十月五日

得，他感恩大家「能做就是福」，同時
也叮嚀同仁在低頭掃街的同時，也要注
意自身的安全，小心往來的車輛。

藍天白雲推動環保
同仁合心掃街護家園
一如往常，同仁們分成兩條路線，

來勢洶洶的龍王颱風雖然沒有對台

一路由潘院長帶隊，沿著省道清掃，掃

東地區造成重大影響，但是強勁的風雨

帚、畚箕、夾子、垃圾袋全部齊備；另

仍然造成街道些許髒亂，早在颱風來襲

一路由婦產科張志芳醫師帶隊，由醫院

之前，關山慈院就計畫與社區共同發起

後方三民路開始清掃。

掃街活動，號召鄉親一同掃街來服務社
區。

社區共同發起 愛掃關山市街

受到龍王颱風的影響，沿路落葉、
樹枝頗多，同仁們秉持「甘願做，歡喜
受」，不嫌多，慢慢清掃。護理組黃素

除了關山慈濟醫院之外、社區健康營

怡副護理長，本身就是關山人，她表示

造中心、關山獅子會、鴻德幼稚園等都

在微風中，做社區服務活動，不僅可以

是共同發起單位。

服務鄉親，而且體會社區的美，是一很

清晨六點，關山慈院的同仁們就準時

好的經驗。

集合完畢，潘永謙院長對於同仁們不論

掃著掃著，經過總務股陳秀華同仁的

值班早晚，都能早起掃街，感覺非常難

家門口，秀華馬上衝進家裡，將家裡的
汽水、冬瓜茶搬出來請掃街的同仁，這
又讓同仁愈掃愈起勁。
雖然關山慈院的同仁會不定期辦理掃
街活動，但是在即將選舉的敏感時刻，
有民眾好奇的問掃街同仁「是不是有大
人物要來」，讓同仁的掃街活動更添趣
味。
整個活動於七點半結束，當然，洗
手、洗臉，整理服裝儀容之後，同仁馬

潘院長帶著大家掃的滿頭大汗，滿心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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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又投入一天的工作中。(文／唐昌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