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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在流動
在循環
善
█ 文 編輯部

泰源部落(A'lapawan)位於台東縣東河鄉的盆

地內，以農業生活為主，分為泰源、北原、
尚德三個村。東河鄉總人口數為9,523人，原
住民人口數佔社區人口54%，目前估計此三
個部落65歲以上老年人口約300~400人。
泰源地區的老年人口比例約佔40%，其中
又約有20%的老人處於獨居狀態，為了照顧
部落長者，即使沒有政府資金奧援、申請原
民會補助計劃也沒通過，台東聖母醫院仍於
2013年4月3日成立泰源健康活力站，提供部
落長者的初級預防照護服務，再依需要提供
在地的送餐服務、居家服務等的長期照顧。
經過聖母團隊及泰源健康活力站夥伴們一
年的努力下，從原本了無生氣的部落，轉變
成年輕人願意返鄉服務，身障、獨居老人有
愛心營養便當可吃，透過泰源健康活力站的
開設，讓部落長者的智慧有機會在團隊中展
現。更可貴的是，無力耕作的老人家們願意
把他們的土地無條件提供聖母醫院，栽種安
全無毒的稻米及蔬菜。因為，老人家們希望
能夠減輕聖母醫院的負擔，同時，讓台東其
他的老人也能吃到安全無毒的稻米及蔬菜。
於是，生產自泰源幽谷的恩典之米也就這樣
誕生了。
目前共有14位老人家，提供了21筆，共
計7甲土地，其中的5甲種稻、2甲種菜，本
期種植的稻米預計會有20公噸的收成，其中
10公噸提供給老人及身心障礙送餐服務食用
外，另外會有10公噸的稻米，期待各界響應
成為愛心穀東認購恩典之米~讓善繼續循環、
愛繼續流動。預購專線：089-345719或請上
聖母醫院網站最新消息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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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本院

傳愛季刊

我們稱ABC三項指標都達標者為控糖達人，全國只有不到1成的糖
尿病友是控糖達人；而台東聖母醫院糖友有將近5成、棒棒糖聯誼會
的糖友更是有近6成(59%)是控糖達人。因此，台東聖母醫院以此佳
績，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頒發103年糖尿病健康促進機構之最
高榮譽－標竿楷模獎的殊榮。

糖尿病照護品質
獲全國標竿楷模獎
糖尿病高居國人10大死因第4位，每小時平均就有1人死
於糖尿病。由於不少患者疏於控制病情，容易引起後續併發
症，例如慢性腎臟病、視網膜病變、冠心病、腦中風、末期
腎臟病、失明、截肢等，對國人健康產生極大威脅。國民健
康署在民國100年針對國內40歲以上糖尿病友，進行1項3萬
多人的大型健康問卷調查，發現只有3-5成的糖尿病友能控
制好糖化血色素（34.5%）、血壓（37.7%）及低密度脂蛋白
膽固醇（51.5%）。而103年台東聖母醫院照護的糖友中，
有高達7-8成的糖尿病友控制好糖化血色素(72.2%)、血壓
(85.3%)及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70.1%)達標。

2014控糖達標實踐計畫

計畫成果

台東聖母醫院糖尿病照護團隊，辦理各式觀摩活動與其他單位分
享，協助糖友控糖達標所運用多項服務策略，如有需要的民眾或單
位，歡迎洽詢本院糖尿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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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用來

綻放的！

台灣高齡化社會現象，隨著醫療科技的

因此，在課程設計上，除了以老人健康

進步及全民健康養生的風潮，推估至2025

促進的運動、飲食、預防失智等課程為主

年將有五分之一是老人；此外，新生兒的

軸外，另結合生活、才藝、知識等具有特

出生數也逐年減少，推估至2022年將與死

色的課程，讓老人們學習之後可以與家人

亡人數接近。未來台灣人口將邁入負成長

分享學習成果，增添家庭和樂氣氛。而在

的少子高齡化社會結構，不論社會經濟、

師資與教學方面，也都費盡心思，遴選學

產業發展、教育學習或文化生活等，都將

有專精人士，透過豐富、簡單、易懂、易

面臨諸多的挑戰與變化。我們若僅從社會

學的方式教學，讓老人們樂於學習！

福利及服務的觀點討論如何做好老人安養

目前聖母樂齡健康活力中心的課程內

照護等，事實上，已無法滿足現今高齡者

容規劃有：活力四射健康操、芳香生活

體是皮包骨，現在比較有肉，氣色也變得

的真正需求；而如何使高齡者繼續保有健

DIY、樂齡營養好滋味、我的智慧手機我

比較好了。另有位學員說：他晚上睡眠不

康的身心靈，不至因慢性疾病成為家庭照

做主、創意手作烘焙、瑜珈與身體親密的

好，現在因為每天在這裡做運動，睡眠變

護的壓力、國家財政的負擔，才是台灣因

對話、保健手足按摩法、桌遊、皮拉提

好了，排便也順暢了；還有一位學員說：

應高齡化社會的當務之急。

斯、自然保健法、烏克麗麗、創意餐點料

他本來每天吃3顆降血壓的葯，現在醫生說

台東聖母醫院看到了需要，於是透過

理、創意咖啡、五行易經、有機栽種等。

吃1顆就可以了，醫生還驚訝的問他：你做

「財團法人勤勞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所有長者學員在聖母醫院充滿愛的氛圍下

了什麼事？！

會」的贊助與「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

享受樂齡生活學習，無形中也找回了人與

一個老人就是一個故事，我們期待聆聽

盟」的指導，於2014年8月5日開辦了「聖

人之間的信任與情感，讓長者感受到真實

老人們的每一個精彩人生故事。聖母樂齡

母樂齡健康活力中心」；希望藉由聖母醫

的關懷之心。

健康活力中心成立的目的，就是希望老人

院健康園區豐富的軟硬體資源，提供60

在第一期的結訓典禮上，一位學員說：

們都能走出來，跟上時代的腳步，一起學

歲以上健康老人做為終身學習及健康促進

沒參加樂齡學習之前，她每天都在台東市

習、一起進步，讓每位老人都能健康、快

的平台，建構高齡社會的知識資產，鼓勵

街頭亂逛或待在家裡看電視；參加學習課

樂、開心的過每一天。台東聖母醫院「樂

老人多多參與社會活動，增進人際互動關

程之後，她學會了芳香按摩、手足按摩、

齡健康活力中心」誠摯的邀請60歲以上可

係，紓解枯燥無味的生活壓力，減少與社

製作點心、以及烹調技術等…生活變得充

以行動自如的長輩們一起來上學，只要有

會的落差，促進老人們的身心靈健康、綻

實又忙碌，家人也都誇讚她做的菜越來越

心、願意改變，您一定會變得更健康、更

放生命色彩，達到樂而忘齡的目標。

好吃，讓她內心感覺非常的滿足；本來身

快樂。報名專線：089-31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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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月鳳 居家服務督導員
█

愛
三十年前我來到聖母醫院這個大家庭，醫院正陸續開展

更是遙不可及的夢想！然而聖母醫院的社區服務，願意秉持

居家護理、居家服務、送餐服務…等外展偏鄉的服務，主要

「別人不做我們做，別人不去我們去」的精神，用真誠的

對象為偏遠地區的貧病原住民及弱勢族群；幾位同事跟著艾

愛，去傾聽老人家們卑微的期待～期待被她們所期待，期待

珂瑛修女在山巔海涯間奔馳，沒有流利的多種原住民語言能

自己能更能貼近每個長輩的生活，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

力、也沒有特別照顧服務的技能、更別說專業性的居家護理

來也是如此，即使行程從日出到日落，行動辦公室走遍天涯

技術。但，修女的一席話顛覆了我們長久以來對醫病關係的

海角，車輪滾過無數巔簸山路，我們就是願意～

觀念，修女說：「病人是我們的主人，我們是病人的僕人，

德雷莎修女說：愛就是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

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是天主的肖像，我們要秉持聖母精神的平

人類最大的病痛是不被關愛，人類最大的貧窮是孤單。記得

等尊重、用心善待每一個貧病家庭」。

多年前醫院幾度面臨危機，每個人都人心惶惶去留兩難，修

在往後的一萬三千多個日子裡，我在聖母醫院從病房、居

女說：救人的醫院不會關門，只要有一個病人進來看病，聖

家護理、安寧居家、到社區工作，無不將艾修女的那席話奉

母醫院的大門就永遠開著。那時我選擇留下來，是因為我愛

為圭臬，努力散播愛的足跡為病人及長輩們服務，也期待愛

我的恩師(艾修女)，在我亟需要一份工作時她重用了我，繼

的服務精神能無限延伸。一路走來看盡人生百態，有辛苦、

續依循她的服務精神、跟隨她的腳步，是我回饋聖母醫院這

有淚水，當然也有成長的喜悅，尤其還可以從每個被照顧的

個大家庭給我服務的機會，她讓我的生命豐富又充滿意義。

病人或長輩們身上，學到許多書本上沒有教的人生智慧，他

愛～要即時不要等待！從事老人照顧服務三十多年的我，

們獨一無二、無法被複製的生命故事，也是鼓勵我繼續服務

卻讓自己的父親孤獨無依過著山中獨居生活一直到生命終

社區的重要老師。即使社區服務不似在醫院病房有團隊資源

了，這份來不及給的愛，在我心裡留下永遠的遺憾！然而，

可以協助，必須經常一個人獨立在外，面對許多無法預期又

慶幸的是政府現正努力推行一鄉一日照方案，鼓勵在地老

棘手的突發狀況，赤裸裸的擺在眼前需要即時處理，我依然

化、機構社區化，同時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願意投入照顧老

可以憑藉生命老師們教導的經驗解決問題。

人的工作行列。企盼我們的社會真正能讓老人受到良好的照

由於台灣人口結構與家庭型態的改變，高齡化社會的來

顧、讓老人們的晚年都能生活在高齡樂活、有尊嚴的環境之

臨已是不爭的事實，所衍生的老人社會問題也越來越多；資

中，在社區、在部落、在公園再也看不見老人孤單的身影。

源貧瘠的後山台東，獨居老人渴望得到較多的陪伴與關懷，

傳愛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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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妳值得

乳腺健康中心

費及照顧人力等問題，都讓不少人卻步，
常到病痛加劇、無法忍痛時才求助醫院，
錯失早期治療的最佳時機。因此，乳腺健
康中心也設置個案管理師，積極協助確診

黃昏時，老人在海灘漫步。忽然看見遠處有一個孩子在沙灘上拾起一些被浪
打上岸的海星，然後拋回海裡去，並且重複不停地把牠們拾起，拋回海裡去。
於是，老人好奇地走過去，問說：「孩子，你在做甚麼?」孩子回答說：
「我在把這些海星拋回海裡。你看，現在正是退潮，沙灘上這些海星全是給潮
水打到岸上來的，到明天天亮這些海星便會被曬死了！」老人說：「我明白！
不過這海灘有成千上萬，數不盡的海星；你怎有能力把牠們全部送回大海？你
別傻了，這麼多的海星你要丟到何時？別浪費時間了！」
那孩子看著手中的一隻小海星，又把它安全地拋回海裡。並且很慎重地跟老
人說：「我無法做很多，但至少，對這小海星來說就大有分別了！」

個案就醫，透過院際合作進行轉介，增加
罹癌後的就醫率，使患者獲得妥善治療；
同時也成立乳癌病友支持團體、開辦愛自
己保健班，陪伴罹癌姐妹們在康復的路上
不再孤單。
許多朋友都勸我們，別傻了！要做好偏
鄉的乳癌防治工作，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單憑台東聖母醫院這麼小的醫院，是絕不
可能辦到的！何況做這些公益檢查，並不

台東好山好水，但卻是台灣乳癌死亡

遠赴綠島、蘭嶼義診，讓離島居民不被忽

會為醫院帶來收益，每年還需支付新台幣

率第一名的縣市，為此，美國奧羅瑞公司

視。目前共計檢查1,830位婦女，發現了

600萬的維護費用及至少600萬的人事成本

於2013年6月捐贈乳房磁振造影行動車給

43位的乳癌病友；其中超過3成(31.4%)的

及行政費用，這對財務吃緊的台東聖母醫

台東聖母醫院，希望能幫助後山的婦女朋

病友是零期發現，近9成(88.6%)的病友在

院是相當沉重的負擔，為何還要堅持做下

友，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擺脫乳癌死亡

2期以前發現，真實的做到早期發現、早

去呢？然而，對聖母醫院來說，這43位的

的威脅！

期治療成效。根據統計乳癌在2期以前發

乳癌病友與她們的家庭，及未來可能被發

現，5年的存活率高達89%，而早期發現也

現的更多病友與家庭，她們就像故事裡的

大大的減低患者在治療時的痛苦。

海星一般，雖然我們無法做很多，但這看

一年多來，台東聖母醫院的乳腺健康中
心為乳癌高危險群的朋友提供公益免費檢
查，也主動針對不同對象展開乳癌防治的

台東還有個現象，就是癌症患者的就醫

似很傻的美麗動機與行動，對她們來說，

課程，並努力的與各鄉鎮衛生所及各醫療

率偏低，究其原因為：罹癌者大多需遠赴

就大有分別了！ 堅持，需要更多支持的力

院所合作，轉介疑似個案進行確診，甚至

外縣市就醫，不論就醫費用、交通與住宿

量！

因為妳是妳，妳是世界上那個獨一無二的妳
就 是 為 妳 ！
請珍惜並善用高危險群公益篩檢方案
乳房磁振造影檢查16,800元/次
公益補助對象
40歲以下乳癌病友
發病5年內的新乳癌病友
乳癌病友及其二等親
卵巢癌及子宮內膜癌病友
經門診診斷疑似乳房問題者

花東居民
全額補助
全額補助
全額補助
全額補助
全額補助

其他縣市
全額補助
全額補助
補助一半
補助一半
補助一半

歡迎50人以上的教會、學校或民間、機關團體
邀約免費乳癌防治講座～認識乳房健康及如何預防乳癌
台東聖母醫院乳腺健康中心服務熱線：089-33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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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心

落實在聖母醫院

「食安風暴連環爆，人心惶惶何時了；柴米油鹽醬醋茶，我該如何覓良食」。
「千金難買早知道，百毒下肚難追悔；幸福餐食何處尋，卻在燈火闌珊處」。
█ 文 鍾盛吉／營養師
近年，國內食安問題層出不窮，如：

館又以極為親民的用餐價格，提供民眾得

三聚氰胺﹑塑化劑﹑毒澱粉﹑銅葉綠素、

以長期享用，其最大的目的就是期盼大家

餿水油﹑地溝油、飼料油、工業石膏豆

都能賺得健康、減少健保支出，永續保存

花等…嚴重戕害全體國人的健康與生命安

我們的社會財！

全！造成這樣的結果，主要原因在於無良

另在2010年聖母醫院為提供八八風災

商人濫用食品科技製造黑心食品，枉顧人

民及原住民就業機會，向退輔會承租台東

當今黑心食品充斥、食安風暴連環爆

命、只為暴利；次為政府食品安全管理人

農場知本分場的土地，成立了聖母健康農

不停的情況下，與其默默擔心、自求多福

力不足、機制不嚴、罰責過輕，導致無良

莊，栽種有機蔬菜、香(葯)草、製作全麥

或靜靜等待政府或食安英雄出現，不如先

商人肆無忌殫、毒害全民；最後則是消費

健康麵包及設立田園餐廳。經過4年的努

改變我們自己的思維，以「吃得簡單、吃

大眾或為低價、或為追求美食，輕忽選擇

力，如今聖母健康農莊的農產品皆獲有機

得新鮮、吃得應時」為準則，多花些時間

健康優質食物的重要性，也間接助長了無

認證及大眾的肯定，亦獲環保署環境教育

和精神選購食物、處理食物，儘可能保持

良商人的劣行。

場域認證。這一切的堅持只為讓民眾「食

食物原來的味道，不加工、不加料，多吃

在安心」、遠離病痛 !

「食物」，少吃「食品」，唯有這樣才能

然而，經歷數次食安風暴的我們，是否

母醫院極為重視食品安全，絕不馬虎。

學到經驗與教訓，從此更懂得「如何吃得

值得欣慰的是聖母健康農莊自產的有

安心、吃得健康？」對提供餐飲場所的環

機蔬菜不只供應健康會館及聖母農莊田園

境衛生更加留意？享用加工美食，會在意

餐廳使用，也提供注重食安的外地朋友宅

家，是最好的避風港、也是充滿愛的地

它的製程是否合理？

配服務，有些蔬菜在當季盛產時，還可供

方，平日能在家用餐是最幸福不過的了，

以健康促進及邁向綠色醫院(Green

應聖母醫院在偏鄉設立的八個部落健康廚

如果您無法天天在家享受受溫馨的感覺，

Hospital)為目標的台東聖母醫院，鑑於「食

房，送餐給近千位身障、獨居老人及需要

那麼在那燈火闌珊處，有個處處關懷您健

在安全」的重要性，早於2008年即成立

者；且從2012年起，成立物料管理中心，

康的聖母健康會館、聖母健康農莊將是您

聖母健康會館，積極推廣全蔬食低碳健康

從尋找安全衛生食材物料開始，規劃送餐

最好的選擇。來了，您就會愛上它﹗

飲食；堅持採用自產或在地盛產的有機或

路線、廚房設備與動線設計、制訂工作人

安全無毒食材，以發揮食材特性的無負擔

員製備供餐等流程等…在源頭及流程上就

料理方式，保持食物原味與營養，讓食物

設定品質管制點，不論是自產的烘焙商品

「從土壤到餐桌」都充滿著幸福的感覺，

及蔬菜的品質或對外採購物料的驗收都會

達到人與自然的完美融合，使身體自然覺

嚴格把關，隨時檢討品質穩定與改善，密切

醒（Body Awareness）。此外，聖母健康會

注意食安相關議題與採購物料來源廠商，聖

在享受美食之餘，也保住了健康，同時更
免除了「黑心食品」的危害！

聖母健康會館╱089-345719
台東市南京路77號
聖母健康農莊╱089-512789
台東市知本路二段3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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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大事記

大事紀

習營隊

育教育實

命倫理
醫學院生

日國防

日~8月6

▲7月21
▲9月11~1

3日台灣天

主教健康照

護牧靈研習

▲11月9日院內同仁

共融營在台

參加池上馬拉松

東

▲11月12
▲6月28日

安寧傳愛

嘉年華 恩
典家園

十周年慶
▲11月

▲

T1DM
8 月 1 ~4 日

青少年台

東部落體

2 5 ~2 7 日

南山人

健康農
壽到聖母

莊參

~1 4 日 台 灣

集
與公益市

教會醫療院

所協會年會

在台東

驗營

▲6 月1日參與龍舟競賽，勇奪第七名

▲7月日27日~8月2日輔大護理系「偏鄉真愛體驗營」

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財團法人台東聖母醫院門診時間表
時間

星期一

科別

星期二

上午

下午

新陳代謝科

黃碧玉
(11/3、10)

黃碧玉
(11/10)

內
科
( 腸胃內科 )

傅珊珊

傅珊珊
( 約診 )

內

科

外科 ( 內科 )
腎臟內科

上午

下午

傅珊珊

星期三
上午

傅珊珊

黃冠球
張斯卡

下午

星期四
上午

張斯卡

下午

上午

下午

星期六
上午

傅珊珊
黃冠球

張斯卡

星期五

黃冠球

黃冠球

當週值班醫師

張斯卡

戴政盛 (11/4、18)

家醫科 小兒科

林瑜貞

預防注射

林瑜貞

林瑜貞

林瑜貞
林瑜貞

黃柏榮
( 初診門診 )

乳症科

林瑜貞

黃柏榮

黃柏榮

婦科
復健科

潘盈達

潘盈達

◎門診時間：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30
											
◎現場掛號時間(週一至週五)：07：30～17:00(上午門診11:30停掛) (週六)：08:00～11:30
							
◎預約掛號時間(週一至週五)：07:30～17:30 (週六)08:00～12:00 預約電話:089-322833分機100、101						
◎衛教室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17:30 諮詢電話:089-322833分機157
◎本院另有：乳房MRI檢查(諮詢分機：356)、成人健檢、勞工健康檢查、監理站委託汽、機車駕駛人體格檢查。
諮詢電話:089-322833分機10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