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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 張志誠

醫心義行

在 2018年歲末年終的最後一天，

大多數人可能沉浸在快樂的氣氛下，

可能在市府廣場前歡欣鼓舞地跨年倒

數與欣賞台北 101大樓的燦爛煙火，

也可能是在台灣的某一角落，10℃左

右的寒冷氣溫下守候並等待著隔日黎

明的第一道曙光降臨。

而遠在海洋的另一端，與台灣隔

著約 2,300公里的異鄉──柬埔寨金邊

郊區，則默默牽起一段上天所安排的

異地善緣；後學扛著裝滿藥物的厚重

行李箱，牙醫師學長們也帶著一箱器

材，與「基礎忠恕醫療關懷協會」的

前賢們於啟化道院內，在悶熱的 29℃

氣溫下，正如火如荼、汗流浹背地一一

檢視器材，並與翻譯人員詳細討論義

診診間的動線安排，和仔仔細細地審

視流程，務必讓接下來兩日的偏鄉義

2019
柬埔寨啟化道院
週年慶暨義診活動（中）
◎ 啟化單位提供

週年慶
義診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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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服務，能在　老 慈悲仁德之下，

圓滿順利成功，方不辱　天恩師德。

結合各單位  資源共享

此次行前準備工作於活動半年前

就密集展開。後學接到陳昭湘點傳師

慈悲指示，多次前往基隆啟化講堂參

與行前籌備會議，會議內容極其詳細，

也展現出啟化單位全體上下對於此週

年慶活動之高度重視與多位點傳師費

盡心思地安排。

「基礎忠恕醫療關懷協會」義診

團之成員皆為基礎忠恕的道親們，匯

集來自各單位的人才，期落實資源共

享理念，此高度專業任務並非一個單

位所能夠畢其功，因此也呼籲基礎忠

恕各單位不分你我，共辦共成。本次

義診團成員有──西醫師：張志誠（益

新）；牙醫師：陳柏志（瑞周全真光

輝）、卓宗德（天仁）；民俗療法推

拿師：李松基（瑞周全真）、許嘉和

（益新）；護理師：鄭順意護理長（先

天）、鄭依萍（先天）、王琳菁（益

新）、劉凌安（瑞周全真）；醫務助理：

鄭雅萍（先天）、鄭綢花（先天）、

陳慧芬（天仁）、梁燕禎（瑞周天定）。

大家都是發心自費機票、自備義診藥

物及相關器械。

戮力準備  盡心盡力

2019年 1月 1日是義診第一天。

一大早醫療團已經在啟化道院二樓診療

區整備待命，待迎賓表演結束後，立

即呈備戰狀態，火力全開，分為三組診

療：西醫組、牙醫組、民俗推拿組，服

務有各種不同需求的柬國道親們。整日

下來各組皆有不少診療人次，大家雖

然非常忙碌，卻也都法喜充滿，這是

為上天辦事，替眾生解苦，不求回報

的志工義舉，唯求眾生能體上蒼苦心。

在柬國，義診活動可能並非少見，

但是在 堂內舉辦，且不僅僅提供治

療，也同時提供多元化衛教資訊，是

此行一大特色；藉以讓柬國人民知道：

許多疾病可以透過養生、素食飲食及

日常生活習慣來改善，如此省下的藥

費及金錢將很可觀，若切切實實作好

衛教，就可省去未來許多不必要的代

▲  張志誠醫師（中）親切問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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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這就像是救人的心靈比直接給援

助更重要，也和道場的教化理念一致。

我們深知：柬國人民的苦難非我們能

完全根除的，但是能救一個是一個，

讓他們從根性上去改變，才是真正救

人救心，而不是只救一時。

義診經驗記實

後學分享西醫組看診經驗：當

地醫療資源嚴重缺乏且飲食習慣偏重

甜、重鹹，故糖尿病、高血壓皆為常

見症狀，另外農業仍然是柬國勞動人

力大宗，關節退化、痠痛更是司空見

慣，深深困擾居民。而在有限醫療資

源下協助病人，更是我們的難得經驗。

有一位新道親在求道及接受診療服務

後，感動於團隊的熱忱與善心，即刻

返家摘取碩大的芒果，再回到道院內，

說是要給我們的禮物；陳點傳師慈

悲指示說，那就拿至 堂獻供給上天

吧！這一切善因緣的互動，也讓醫療

團隊的成員們堅信：從事醫療專業與

修道是最正確的人生抉擇。

1月 2日下午，完成啟化道院診

療任務後，晚間又轉往金邊市的天一

堂（益新單位）為明德 堂（瑞周

全真光輝）、天達堂（瑞周天達）、

天金道院（瑞周全真天如）的道親們

看診，真的是拼到晚上 9點半，努力

將行程排好排滿！

兩天義診下來，柏志醫師、宗德

醫師都心有所感地說：「願意日後再

安排至柬國義診。未來一定要根據這

次經驗再規劃，準備更多的牙科器械

運來柬國，首先替 堂內的老少道親

們拔蛀牙，讓柬國道親們都能享受等

同台灣專業牙醫治療的服務，也讓同

團成員都能發揮人溺己溺之精神。」

相信只要參加過海外義診，一定更能

體會到身為醫療人員的使命感。

見證特殊因緣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兩位居

民無法至三樓 堂求道（因為在 堂

前即雙腳癱軟，無法進入，可能有特

殊因緣，故而無法求道），轉至二樓

想要就診，熱心的學長帶她過來，我

們當然不會拒絕；眾生皆有佛性，只

▲  民俗療法推拿師為當地民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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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此時因緣未具足，待將來其因緣成

熟時，可再安排求道。

此為真真實實發生的案例，也讓

醫療團成員們莫不驚奇，才知道果真

有在 堂前就軟腳，無法求道的案例；

雖然大家沒有天眼通，卻也印證了「道

真、理真、天命真」，更警惕自己要

真修實煉。

基礎忠恕醫療關懷協會設立緣由

為何會有此「基礎忠恕醫療關懷

協會」成立？其設立緣由為感念陳德

陽前人於 2018年 6月曾經指示子女

們，並預先交待身後事，囑咐將來若

是其歸空後，欲將所餘資財捐至基礎

忠恕道務中心內，部分資金協助醫療

小組成立有助道務中心任務發展及提

供道親們醫療諮詢與服務的組織。陳

前人大公無私地為　上天老 辦事，

替師尊、師母佈德，襄助老前人持續

推動道務與整合之任務，真是鞠躬盡

瘁，其胸懷與照顧後輩們的心心念念

令人感懷。

後學曾有幸在陳前人身邊學習健

康醫療事務，期間近身感受前人的慈

悲大德，與為道務拼盡最後一口氣的

堅持毅力；每思及此，不免感傷又一

位基礎忠恕的仁者前輩歸根復命，同

時深感瑞周全真的後學們，曾有如此

仁慈大德者長期直接教誨，真是非常

幸福！也替全體基礎忠恕道親們曾有

這樣一位無私無我的前人輩領航而同

感驕傲。我們未來應更努力精進，不

愧對前輩們的辛勤努力，與護持道場

及拯救芸芸眾生的慈願。

結語與期許

基礎忠恕醫療群直接隸屬於道務

中心，其任務型目標為邀集基礎忠恕

道場具醫療背景的專才前賢們共同成

立醫療群，並且視自身情況，完成階

段性非定期海內外義診關懷的使命，

進而襄助在海外醫療較為落後的國度

內辛勤開荒的前輩們，使道務能夠蓬

勃發展。人道醫療服務是最直接，也

無語言隔閡的共同需求，且「醫者，

父母心」，先協助落後國度的居民，

下一步則使其接近道場與至 堂參

▲  護理團隊以牙型模具說明正確潔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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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共沐　老 慈恩。畢竟唯有教化人

心，才能夠使其脫離貧困與提升靈性。

未來醫療團也將循此模式繼續下去，期

待且歡迎道場內有醫療相關背景的前

賢們加入，成為基礎忠恕醫療生力軍。

悲喜捨  因緣俱足

※ 陳柏志

感謝　天恩師德，讓後學在張志誠

醫師邀約下，參加為期四天（2018/12/31∼

2019/01/03）的醫療義診，很榮幸以一

位牙醫師的身分加入團隊。本次是基

礎忠恕醫療關懷協會第一次國外義診

出隊，看到來自各單位具備醫療專才

的道親們組成一個堅強團隊，有西醫

師、牙醫師、護理師、民俗療法推拿

師和幾位發心的醫療道親志工。完全

翻轉後學以前在道場感覺於醫療志業

上孤軍奮戰的小小孤單，取而代之的

是身處一個完全自願發心，勇往直前

的堅強醫療團隊的穩定感和安定感。

從台灣飛往柬埔寨的那一天，適

逢寒流來襲，清晨出發搭機時，氣溫

只有十幾度，天空還飄著綿綿細雨，

當然身上不免也是穿了多件厚厚的衣

物；但是在桃園機場大夥話家常時，

彼此互相鼓勵著：柬埔寨四季高溫，

到了柬國剛好可以避冬。果不其然，

到了柬國一下飛機，出了海關，溫度立

馬攀升到快 30℃；很幸運的是，11∼

3月是柬國的乾季，室外氣溫不會飆到

酷熱級，天氣也不會過於潮濕。在此

天候環境下，義診團的運作相當舒適。

出了機場，坐上道院派遣來接駁

的遊覽車，約莫一個小時的車程便到

達啟化道院，緊接著開始佈置義診場

地。國外義診跟平常在台灣診所看診

有著極大的落差，雖然已經準備了滿

滿兩個行李箱的牙科材料和檢診包，但

在未攜帶合適診療椅的情況下，病人

只能坐著看診，而牙醫師就多半是站

著檢查、治療；此外，儀器設備也是

有限的。當然要在首次舉辦義診就全

部備妥是很有難度的，這個在行前會

議時就已經和總隊長張醫師報告過。

看到那麼多的病人（小朋友、老

病人尤其居多）因為經濟貧窮、衛生

條件落後的因素，口腔病灶如齲齒、

牙周病、牙齒斷裂、大範圍缺牙的情

況都非常多見，而且柬國人也會吃檳

榔，這樣對牙齒和口腔黏膜會有很大

的損傷。後學認為：牙科的治療能使

當地民眾感受到，或許他們生活並不

富裕，生病也沒錢看醫生及醫治牙齒，

但還是有我們道場的這一群人會關心

他們的健康，並且竭盡心力地治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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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照顧他們。即使能做的有限，不

可能一次都解決他們的病痛，但是仍

能感受到他們都是懷著感恩的心。即

使語言不通，每次看到他們滿懷感激的

眼神，後學都會覺得非常欣慰、感動。

短期醫療團對於緊急醫療治療介

入的病患幫助非常大，在社區診斷、

問題排序上都能做出最大的成果。短

期志工花最多的努力進行事前的調查

與評估，這絕對不是只有上網查查資

料或到處聽別人的說法，就可以做到

的；好的評估調查是需要花非常大的

心力，垂直結合當地過去援助經驗，

水平檢視他國類似經驗，甚至需要派

人常駐當地瞭解文化民情，才能做出

最好的成果。後學認為：基礎忠恕道

場於各位點傳師的領導下，在柬埔寨

發心修辦多年，這也是促成此次義診

活動順利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此外，後學從醫療角度觀察，若

要長期促進柬國一貫道道親整體健康

狀況，尚有幾個方法可以加強健康照

護及雙向醫療與道務交流，個人淺見

如下：

1. 與當地醫療機構合作，讓當地醫療

人員參與義診，教學相長。

2. 短期義診結束後，派任具經驗之台

灣醫療人員長駐當地醫院 6∼ 12

個月，提升當地醫療水平。

3. 與台灣醫學中心合作，協助提供獎

學金送當地優秀道親醫療人員到台

灣見實習 1∼ 2年。

以上皆是後學與張醫師在柬國期

間醫療閒瑕之餘，曾經討論的層面與

可能方案，日後就待「基礎忠恕醫療

關懷協會」規劃每年定期於柬國開辦

義診時，再循序按部就班慢慢地推動，

以期能為大道普傳萬國九州的聖業而

盡自己微薄之力。

（續下期）

基礎忠恕醫療關懷協會

成立宗旨：醫療助道、關懷協助

活動內容：義診醫療、醫療諮詢、海內外健康講座、素食養生、長照願景

招募成員：（在學／就業）具醫療背景之人員／志工

聯絡方式：張志誠 0970747686 ／林修煥點傳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