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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	
 
    身處二十一世紀科技日新月異,「地球村」已是個趨勢。因為交通和網路的

發達,各國更能夠互相幫助,且這層關係不只建立在各國的政府。雖然在台灣因

為國際地位的尷尬,在國際上的發展處處受阻,但我們仍然透過許多民間團體、

學校單位等,向全世界有需要的國家伸出友誼之手,不管在金錢協助、農業的技

術傳承或義診上,都是為了要好好愛護並經營我們所居住的這個地球村。 

    本校國際志工自成立至今已有多年的經驗,歷屆的成果也受到來自各界的肯

定,服務的地區也遍及世界各角落,包括:馬拉威、索羅門、印尼、北印度,以及

本計畫所要服務的地區「南印度」。因為政治文化的迫害,部分原本生活於中國

西藏的藏民們流亡到位置接近的印度,有鑑於數量漸增的藏人,印度政府遂在南

印成立了流亡藏人的屯墾區和社區以協助保障藏民們的生活。這些藏人中當然

也有很多承襲西藏傳統文化的喇嘛們,他們在屯墾區內建立了各派藏傳佛教寺

院,以保存藏族傳統的宗教和文化。我們要前往服務的南印度藏人屯墾區

Mundgod 現在已逐漸發展為重要的傳統佛教文化和喇嘛教育精神指標的保存

區。 

    高雄醫學大學志工團學生自 2006 年起,已連續十一年進入南印度 Mundgod 

藏人流亡社區從事服務工作。從 2006 首次造訪初步評估當地需求並進行基礎

的服務工作,演進至今日豐富多元的服務內容,都有賴每年服務所記錄的最新資

訊,經由前後屆團員的經驗傳承與檢討改進,承續了既有的計畫,期盼能在南印服

務的這段時間將我們所學發揮出來,配合當地社區真正的需求,將每個計畫的效

益發揮到最大,並拋磚引玉吸引更多外界團體的參與。也許每年的成效十分有

限,但相信持續累積的成果一定能為當地帶來相當程度的改善。 

    劉俠女士曾說:能夠付出是一種福氣;懂得付出是一種智慧。能夠順利成長

在環境優渥的台灣,我們反而更應該惜福,抱持著感念的心,慶幸自己尚能盡微薄

之力貢獻給這個世界,也許我們在國際志工的經驗還不足,但我深信大家心中的

那份熱忱和行動力能讓我們學習的更快速,也能更有效率的服務到有需要的人

們。我們很期待能從團隊合作中激盪出更多創意的火花,透過彼此的交流構想出

更完備的計劃,儘管過程中會有挫折,但我們仍會時時提醒彼此要懷著謙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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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心去面對。能夠參加國際志工是我們應該珍惜的人生課題,這個世界上仍有

很多我們沒有看見的苦痛,再也不願意只是閉上雙眼。2019 的暑假,踏出熟悉的

象牙塔,我們希望能用自己的雙眼見證生命,並體悟到世界的美好;伸出我們的

手,希望為另一角落帶來溫暖與幫助,也許我們的力量涓薄,但相信心中穿石的恆

心將持續帶領我們向前,期待在每一年的耕耘下能為當地帶來美好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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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內容	
 

一、計畫主軸架構	

 
 
 

二、計畫大綱	

 

l 衛生教育推廣──感控防護與疾病的認識 

    本團服務地區──Mundgod 藏人屯墾區內的一般藏民普遍因為飲食習慣(例

如:以酥油茶為飲品、五穀類的大餅為主食,缺乏蔬果葉菜類等膳食纖維的攝

取),因而有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的代謝症候群,亦造成腸胃道潰瘍、便秘等

等消化系統的問題, 三高問題我們在往年的衛教裡已有多所強調, 加上當地也



	 7	

非常著重此類衛教，因此今年南印團將重心轉移到腸胃道疾、肝炎、感染方面

疾病及精神科介紹。 

    人民對疾病感到恐懼的原因大部分來自於對疾病的不認識,且疾病的預防重

於治療,是可以透過生活習慣的培養來達到的。有鑑於此,對於衛生健康知識以

及疾病預防概念的建立就更顯重要。我們根據歷年在當地建立的健康資料庫所

顯示當地常見的疾病,來選定我們的衛教主題,如傳染病之感控防護、腸胃疾病

及精神疾病等。依循著因材施教的概念,並考慮每個機構的聽眾對背景知識及基

礎生理知識的了解,對於不同對象給予不同程度的衛生教育知識。例如，我們也

將在當地老人院進行衛教，給予簡易復健的方法，以舒緩當地因為勞力工作養

成的一身不適，以及因應當地往年發現衛生問題，教授如何正確洗手及口腔衛

生教育。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將在老人院及僧院推廣當地常見疾病的衛教主

題, 與往年不同的是，今天衛教對象增加了十年級以上的僧人，有助於我們推

廣較深入的衛教，以更新當地醫療資訊，給予最豐盛的醫學知識。 

    我們堅信,疾病的教育與預防遠勝於後續的醫療,希望藉由衛生教育的扎根,

達到衛生觀念普及的長期目標,既改變當地的衛生習慣,又可提升當地的醫療水

平,期望能夠改善其生活品質。 

 

l 最新醫療資訊交流 

    有鑒於現代科技的普及化，人人皆有電子產品及網路，一般醫療資訊只要

指尖一按即可查得，因此有別於過往，2019 南印團團員決定將較深入的醫療資

訊帶入當地，希望能讓當地高階僧人徹底了解 B型肝炎、傳染疾病及預防、感

染內科的知識以及精神疾病等等，同時希望他們能明白這些疾病生理、病理及

藥理相關知識，也將會有專科醫師及老師帶領我們進行，同時也為僧人們解

惑。 

 

 

l 捐贈儀器追蹤 

    南印團計畫已實行多年，多年來陸陸續續有儀器捐贈，但過去卻沒有好好

追蹤儀器流向及使用率，因此藉由此計劃，我們將到各診所及醫院追蹤捐贈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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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例如，老人抽痰機、視力檢查機等等，同時我們也將與當地診所和醫院醫

護人員交流，希望能透過問卷或聊天的方式，了解儀器使用狀況及當地最需要

而缺乏的儀器，以利往後南印團捐贈計劃的進行。 

 

 

 

 

 

 

 

 

 

 

 

l 團員們在 DTR 醫院與院長及屯墾區代表會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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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團隊介紹	
 

隨團老師──蔡季君醫師 

 

l 現任職稱: 

高醫大「熱帶醫學研究中心」主任 

高醫附院 「熱帶疾病醫療暨防治中心」主任  

高醫 感染內科主治醫師 

高醫 兼任過敏免疫風濕主治醫師 

l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 臨床醫學研究所 醫學博士 

泰國 Mahidol 大學 熱帶醫學 碩士 

泰國 Mahidol 大學 熱帶醫學及公共衛生專業證書學位 

(DTM&H) 

高雄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l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 感染內科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 感染控制室主任 

衛生署 愛滋病防治委員會 委員 

衛生署 苛難調查委員會 委員 

紐約 何大一博士愛滋病 Aaron Diamond 研究中心進修 

中央研究院 分子生物所 進修 

台大醫院感染內科 暨 國家衛生研究院「感染症臨床及研究訓

練計畫」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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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團老師──張榮叁醫師 

l 現任職稱：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院腎臟照護學系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院藥學系 兼任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胃腸內科主治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高教深耕計畫執行長 

 

l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研究所醫學博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l 經歷：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訪問學者 

高東屏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副執行長 

中央健保局高屏分局醫療服務專業審查醫師 

高雄市文雄醫院內科部主任、胃腸肝膽科主任、加護病房主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助理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六龜醫療服務團副團長 

 

l 專業證照 

中華民國內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消化器內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內視鏡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超音波專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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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團老師 — 林貝芸 老師 

 

l 現任職稱: 

小港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高醫精神科主治醫師 

旗津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l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院醫學士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研究所碩士 

 

 

 

l 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精神科 住院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精神科 總住院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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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長－林潔敏（生物科技系三年級） 

 

l 興趣專長： 旅行                       

l 經歷： 

2014-2016 年戲劇學會社長 

2014 年英國交換生 

2015 年法國與德國交換生 

2017 年菲律賓國際志工 

2018 年冬令活動總召 

l 志工經驗： 

2017 年 菲律賓國際志工 

l 參與動機： 

    一直以來，我很喜歡參加不同的活動，認識不同的人，聊

聊經驗，彼此分享，也是可以從別人口中學習到任何東西，只

要還沒死的那一天我們每天都在學習新的東西。在 2017 年的暑

假，我在網絡上看到了國際志工，毫不猶疑地馬上報名，到了

菲律賓的十天，我學到了更多的是感恩我在擁有的一切，一直

小小的舉動當地人都可以放在心上，在我們這些快時代里，只

在乎在虛擬世界的假象，卻忘了最關心你的人就在你的身邊。 

    參加國際志工我最希望得到的是別人能從我身上學習到什

麼，再來幫助其他需要幫助的人，同時他們促使我成長及進

步。我相信在南印度這段期間，我能學習到的更不一樣的東

西，更豐富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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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團長－王菲（生物科技系三年級） 

 

l 興趣專長：旅行、詩詞欣賞 

l 經歷 

2015 赴比利時交換一年 

2016 獲地區模範優良交換生 

2016 歐洲自由行 

2017 日本自由行 

2018 大生盃羽球項目負責人 

2018 參展日本 WCP 見習 

2018 百力生物科技 實習 

2018 家教 

l 志工經驗 

2016 扶青團與華山基金會感恩音樂會 

2016 扶青團旗津淨灘 

2018 高醫健檢中心服務 

l 參與動機 

    關於志工，其實一直都很希望可以參加不同類型的服務。

一開始聽同學說在學校有國際志工社，便去了他們辦的成果發

表聽聽看，看著他們豐富的服務內容以及文化體驗，不由得也

想親身經歷到底是怎麼樣的文化背景，可以造就這樣的地區與

人民。 

    去比利時交換的一年，讓我知道踏出舒適圈的重要性，希

望可以藉由國際志工累積一些服務的經驗、測試我的適應能

力，不僅可以增加我的經歷，也想認識更多的人還有環境，藉

此為世界盡一份心力。想要親身體會藏族人們的故事，讓身心

跟體驗當地人一般的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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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陳怡華（醫放系三年級） 

 

l 興趣專長：旅行 

l 經歷： 

2016 高醫醫管資副系會長 

2016 高醫同圓社宣傳長 

2018 花蓮打工換宿 

l 志工經驗： 

2016 小琉球營隊副召 

2017 糖寶寶夏令營總召 

l 參與動機： 

    受到多媒體的影響，不知不覺國際志工被塑造成好像是一件很吸引人

的事，讓人嚮往。可是很多組織所主辦的都讓我覺得他們脫離原本的初

衷，為了吸引年輕人而結合旅遊設計，提出的企劃看起來像是為幫助而幫

助。可是這些真的有用嗎，他們需要的到底是什麼。我想有些答案只有親

身參與，真實經歷才能尋找到。  

    但不論答案是什麼，我想他們需要的一定是本質上的改變，可以永續

流傳。因此高醫所帶領的團隊一直讓我十分嚮往，聽著歷屆團員的分享，

一群初心相同的人用心地設計每個衛教內容。不禁使我我也希望我能使用

我的所學我的專業，運用學校的資源以及和同儕之間的努力在不同的國度

帶來一點點的不一樣，哪怕很微小但我願意付出我的時間和心血無怨無悔

的付出。 

    助人為快樂之本一直是我心中的指標，志願服務是我一直在堅持的事

情。我希望在給予的同時我可以放慢自己的腳步用心體會，感受生活，思

索彼此間的連結。坦承面對自己在服務時各種真實的情緒，把握住認識自

己及學習看待世界的機會，并將滿滿的感動化為持續的行動。將服務過程

裡得到的啟發，內化為新的行動能量，繼續為自己和周遭帶來新的改變。 

    帶著對未知世界的期待出走，認識自己擁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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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宣－陳筠雯（醫學系二年級） 

 
l 興趣專長：運動（羽球、慢跑……）、看電影、旅遊、嘗試新事物 

l 經歷： 

2013 環島旅行   

2014 參與舉辦崇青活動 

2013-2014 糾察隊長 

2017 日本自由行 

2018 打工：家教 

2018 參與原鄉服務隊 

2019 廈門自由行、醫學營宣傳長 

l 志工經驗： 

參與舉辦國小育樂營：帶小朋友學論語 

大學一年級參加過系上舉辦tbbh活動：幼稚園衛教 

原鄉服務隊：到偏鄉陪伴小朋友以及各種衛教  

l 參與動機： 

    一個醫護人員，最害怕的就是我在自己的象牙塔，而不知道自己不同

世界的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們不能將心比心、不能設身處地。走出舒

適圈，確實不容易，但人生總得闖，才能看得到與自己的截然不同的社

會。 

    我喜歡旅遊，因為世界到處都是驚喜，喜歡探索與自己不同的文化，

剛好，個性隨和，讓我到哪裡皆如風，能適時適地融入當。無論國內國

外，身在異境，發現自己和別人的異同，才明白自己最喜歡的是什麼，我

享受於旅行途中遇見那最真實的自己。同時，正因為世界之大，我才能發

掘自己的渺小，才知道必須努力往上爬，也要用力往下鑽，才能看透世事

的原理，才能在人山人海中出類拔萃。 

    愛上無酬勞的服務，大概是原鄉服務之後，雖然籌備過程艱辛，有必

須突破好幾個自己才有辦法完成，但不管是原鄉或是之前參加類似的活

動，每次都有不一樣的經驗累積和學習，也常常在不一樣的文化裡，學習

到尊重和包容，更重要的是如何融入他人文化，每一次都有不預期的收

穫，這也是我想參加此計畫的動機之一，我期待在籌備過程或是到了當

地，認識不同性格的人，了解更多我從沒接觸過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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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服務地區介紹	
 

一、 服務地點簡介 
 

服務地區 Mundgod 

地理位置 位在印度南部的 Karnataka（卡納塔克）省 

經緯位置 14.97°N  75.03°E 

海拔 567 米(1860 呎) 

特色 藏人在南印度最大的社區之一 

歷史 於 1966 年設立，達賴喇嘛把它命名為 Deoguling 

Tibetan Resettlement 

人口 約一萬八千人，其中一半是僧侶，從西藏流亡過來的

藏人約佔人口的 3/4 

男女比例 男性 51％，女性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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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服務單位介紹 
 

藏人自治區可以分為僧院、印度政府和一般藏人社區三個系統。每個系統

下又可細分為數個單位與機構，如下組織圖所示： 

 

Deoguling	Tibetan	Resettlement（藏人屯墾區）

僧院 印度政府 一般藏人社區

印度政府

藏人學校

(Central	School	for	Tibetans,	CST)

CST,	Mundgod
(@Camp	#3)

CST,	Branch	
(@Camp	#3)

CST,	Camp	#6	
(@Camp	#6)

一般藏人社區

DTR醫院
Camp	
#1~10

托兒所

老人院

僧院

甘丹寺

東頂僧院

東頂僧人學校

北頂僧院

北頂僧人學校

哲蚌寺

洛色林僧院

洛色林僧人學校 洛色林老人院

果蒙僧院

果蒙僧人學校 果蒙老人院

薩迦寺

薩迦僧院

薩迦僧人學校

女尼院 

洛色林診所 藥師佛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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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洛色林診所 

A. 醫療設備 

醫院目前有 15 個病床、X 光室、生化檢驗室、看診室、護理

室、牙科室、衛教出版室、胃鏡、藥局、超音波等設備,及 24 小

時急診服務。 

B. 人員 

醫院的工作人員目前有 29 人。僧侶 11 人,3 人負責行政服務,

其餘輪流 8 人則輪流在藥局、護理室、生化檢驗室、X 光室、胃

鏡室、診療室等,學習各種工作或擔任翻譯。醫生有 3 人,護士有 

2 人、藥劑師及生化檢驗員各 1 人,均為合格領有證照的人員。

會計、外務、文書、接待、翻譯、環境整理、守衛各 1 人、廚師

與清潔工各有 2 人。 

C. 醫療狀況 

由於增建的醫療大樓已經完成啟用,因此以往診療室擁擠的情況已

改善,給求診的患者帶來更多的便利與舒適。某些特殊的科別,如

超音波、胃鏡、皮膚、關節炎、耳鼻喉科等,由於醫療基金的不足

無法聘請專任醫師,只能聘兼任醫師,因此一個月只有一天能看診,

對這部分的患者來說相當不方便。在醫療費用方面,所有的僧侶及

貧民均免費,並資助到其他醫院就診的洛色林僧侶半價的醫療費

用,一般平民就診僅收半價,因此醫療支出的負擔相當的大。 

l 洛色林利眾醫療協會 

因為法令的關係,成立了洛色林利眾醫療協會,洛色林診所隸屬於其

下。在 2003 年 7 月已正式獲得政府承認。協會成員共有 9 人,主

要 4 人是由僧團選出,三年一任。負責管理醫院並辦理各項慈善醫療

服務、募集醫療基金等工作。 

A. 目前洛色林利眾醫療協會提供的服務 

1. 僧侶免費(當地僧眾約 9000 人)。 

2. 由本院醫師簽發轉診到其他醫院就診的洛色林僧院的僧眾有

半價的資助(約有 3000 人),從 2006 年 8 月開始,半價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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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及果蒙僧院(約 2000 人)。 

3. 提供年長的僧侶到寮房諮詢服務。 

4. 一般平民半價。 

5. 政府認可的貧民免費。 

B. 洛色林醫療資源 

此地是一個醫療資源較不足的地方,洛色林醫院雖然不大,但在當

地卻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加以本醫院不以營利為目的,因此亟需

要大家的幫助。 

C. 醫療基金 

1. 為了醫院能穩定的服務病患,希望募集到 3000 萬盧比,以其

利息支付醫院的開銷,並有能力應付特殊的狀況,如意外事

件、或對有重大病症的僧侶,能補助其到大醫院的醫療費用,

以避免放棄醫療的遺憾。 

2. 希望有長期固定的資助者。 

3. 若有團隊願意提供協助,我們希望有醫護人員來此協助醫療,

並提供先進的醫療知識及技術。 

4. 增建手術室(有手術設備的醫院距離本地約 50 公里)。 

5. 增強生化檢驗室的功能。 

6. 聘請合格有執照的放射師、藥劑師、外科醫師、麻醉師等。 

l Drepung Loseling Center for Science & Meditation 

A. 科學禪修中心設備 

科學禪修中心內設有大廳、數位媒體教室、五個容納 125 座位的教

室還有 4間科學實驗室，除此之外，有 50 間教室套房和學生宿

舍、更有著 8間接納外賓的客房和寬敞的用餐場所。 

B. 英文版介紹： 

The	Drepung	Loseling	Center	for	Science	and	Meditation	is	

the	response	to	both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s	vision	for	

continued	collaboration	around	the	intersection	of	science	

and	Buddhism,	and	to	the	mission	of	promoting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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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raining	in	ancient	wisdom	practices.	As	the	

burgeoning	field	of	contemplative	science	provides	evidence	

about	the	benefits	of	meditation,	interest	in	the	practice	of	

meditation	is	steadily	growing	across	the	world.	

This	Center	will	be	a	nexus	for	these	two	worlds.	A	place	

where	ideas	and	friendship	can	flourish,	the	new	center	will	

provide	generous	facilities	where	scientists	and	monastic	

scholars	can	deliberate	concepts	and	engage	in	research	face	

to	face.	And	for	others	around	the	world,	the	center	will	

offer	a	place	to	engage	in	study	and	practice	at	the	heart	of	a	

thriving	Tibetan	Buddhist	center	of	learning.	

	
l 女尼院 (Jangchub Choeling Nunnery) 

      藏人自治區內的女尼院是超過 230 位女尼的家，在這裡也收留了不

少無處可去的女孩。大部分的女尼都以達賴喇嘛為榜樣，想要成為可以傳

承藏人文化及傳統的老師。除了台灣的醫療團，其他像是丹麥的 Tibet 

Help 等國際組織也都會不定時地給女尼們醫療上的援助。然而，這裡的醫

療資源非常缺乏，看病、治療及手術等醫療行為都需仰賴外來的捐款，女

尼院是藏人自治區裡非常需要幫助的單位。 

 

l 老人院 (Old and Infirm People's Home, Doeguling Tibetan 

settlement) 

      Mundgod 藏人屯墾區老人院為西藏流亡政府公立的老人院，提供屯

墾區各村落收入較低或無收入來源、缺少家人照顧或家人無能力照顧的老

人居住。目前院內設有六個 Block、一間院內病房、中央廚房及大型祈禱

室。考量到 Block 6 的老人行動不便，另設有一間小型祈禱室。其中居住

在 Block 1~5 均為尚有能力自理、健康狀況並無太大問題的老人，而

Blcok 6 的老人則多有健康問題、患有嚴重疾病、年歲過大或已無法自

理，因此院內配有三名看護照料 Block 6 和病房的老人。另外，院內病房

的病人並非因罹患重病即將逝世而獨立出來，而是因為已無自理能力，需

要特別照顧。院內共有 103 位老人以及 12 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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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當地地圖 

 
四、 服務對象介紹 

 

 
 
 
 

服務對象 服務人次預估 服務內容 

老人院藏人 約 150 人 老人復健及洗手衛教 

洛色林小僧院 約 50 人 口腔衛教 

女尼院女尼 約 100 人 精神疾病宣導、布衛生棉使用調

查 

村落藏人 約 270 人 肝炎、口腔及老人復健衛教 

高階僧人 約 500 人 深入的醫療相關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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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計劃準備過程	 	
	

一、 國際志工培訓系列講座 

l 《走進老人的心裡》關節炎及復健衛教──林靜君 物理治療師 

 

    本次課程以關節炎及復健衛教為主  

軸，向外衍生許多老人患有的高血壓或 

糖尿病和運動相關的知識，另外林靜君 

物理治療師也熱心與我們分享幾年前去

北印國際志工的點點滴滴，團員們獲益

良多！        授課時間：2019/04/03 

 

l 《會刷牙的小孩最可愛》口腔衛教──范容瑛 高醫牙醫系 

    
    感謝容瑛學姊特別抽空教我們如何

教小朋友「貝氏刷牙法」及「333 規

則」，同時也和我們分享去年教學情況，

以及應該注意以及建議的事項，聽完課

後都讓團員們迫不及待想好好準備快點

出團呢！      授課時間：2019/04/10 

 

l 《必要的控制欲》感染控制防護衛教──林淑惠 高醫護理師 

	

     這堂課不僅僅讓我們了解醫院裡常

見的四種感染防護，林淑惠護理師的笑

容及細心，更讓我們明白如何面對不熟

悉的人，在防護的同時，也不讓對方覺

得很有距離感。 授課時間：2019/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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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腸胃知多少？》重要腸胃相關衛教──余方榮 醫師 

 
   余方榮醫師在 9年前參與過南印國 

際志工計畫，醫師對當地有一定的了

解，在教我們衛教的同時，提醒我們

當地較主流的疾病，也時不時和我們

分享當年的趣事～真的很謝謝醫師！ 

            授課時間：2019/05/01 

l 《肝若不好，人生就是黑白的》Ａ、Ｂ、Ｃ型肝炎衛教──梁博程 醫師 

 
    感謝梁博程醫師帶給我們如此深

入的肝炎介紹，讓團員們更了解肝炎

的嚴重性及衛教的重要性！希望我們

能帶著飽滿的知識到當地，幫助很多

很多人喔！  授課時間：2019/05/15 

 

二、 衛教準備與驗收 

    感謝南印團的指導老師 蔡季君醫師一路上的陪伴與支持，不斷給予團

員專業的意見與指導，蔡醫師在國際志工方面經驗豐富，非常了解當地的

狀況，也很清楚學生可能不足的地方，讓我們能有更全面的了解與認識，

也學習到非常多寶貴的經驗，謝謝蔡醫師願意撥冗指導學生志工團，是我

們學習的榜樣。 

    也感謝上一屆的學長姐們用心指導，除了幫助我們了解當地食衣住行

育樂外，更是提供我們很多細節注意事項，例如過海關時要注意什麼、感

謝台灣禮物需要帶多少等等，讓我們得已順利而且不失禮節完成這趟志工

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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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於蔡醫師診間會後合照 

 

 

 

三、 行前密集培訓 

地點：社團辦公

室 

6/26(三) 6/27(四) 6/28(五) 6/29(六) 

09:00~12:00 【清點】到

社辦確認、

清點物資 

【彩排】衛教 

1. 口腔衛教 

2. 感染控制

衛教 

【彩排】活動 

1. 老人復健

衛教 

【彩排】 

最後一次彩

排所有衛教 

12:00~13:30 午餐 午餐 午餐+拿海報

傳單 

午餐 

13:30~17:00 【備教材】

海報、傳單

製作 

【彩排】衛教  

1. 肝炎衛教 

2. 腸胃衛教 

【採買】討論

+採買 

 

【傳承】行

前集訓講解

(16 學長姐) 

 

17:00~18:00 晚餐+海報送

印  

晚餐 晚餐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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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21:00 【彩排】 

1. 舞蹈表演 

2. 介紹台灣 

 【清點】確認

衛教海報及傳

單+秤重、分

配物資 

【彩排】 

最後一次彩

排活動及衛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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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計劃行程	
	

週 日期 早上 下午 晚上 

第 

一 

週 

07/03（三） 從台灣出發   

07/04（四） 啟航（抵達印度） 驅車前往住

宿 

抵達住宿 

07/05（五） 拜會洛色林院長 與翻譯進行

衛教演練 

計劃排演衛

教 

07/06（六） 到洛色林僧院參觀 與 9個藏人

村落村長開

會 

計劃排演與

檢討 

07/07（日） 女尼院佛學與醫學交流 女尼院衛教

宣導 

一週計劃總

檢討 

第 

二 

週 

07/08（一） 老人院伸展操衛教宣傳 老人院助行

器評估 

計劃排演與

檢討 

07/09（二） kargue 僧人學校口腔衛

教 

洛色林小僧

院口 

腔衛教 

計劃排演與

檢討 

07/10（三） 輔具訂購 物資添增 物資清點及

分配 

07/11（四） 拜訪屯墾區代表 科學院參訪 女尼院精神

衛教宣導 

07/12（五） Camp No.7 藏人村落衛教

宣導 

Camp No.8 藏

人村落衛教

宣導 

計劃排演與

檢討 

07/13（六） Camp No.6 藏人村落衛教

宣導 

DTR 醫院參訪 計劃排演與

檢討 

07/14（日） Camp No.3 藏人村落衛教

宣導 

Camp No.5 

藏人村落衛

教宣導 

一週計劃總

檢討 

第 

三 

週 

07/15（一） Camp No.9 藏人村落衛教

宣導 

Camp No.2 藏

人村落衛教

宣導 

計劃排演與

檢討 

07/16（二） Camp No.1 藏人村落衛教 Camp No.4 衛教計劃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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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 藏人村落衛

教宣導 

檢討 

07/17（三） 清點物資並建檔 分配物資 計劃總檢討 

07/18（四） 前往機場 等待轉機 啟程回國 

07/19（五） 抵達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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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計畫執行與成效評估	
	

l 口腔衛生教育(包含刷牙實作計畫) 

A. 服務日期與對象 

日期：07/09、07/31、08/02 

對象：僧人學校學生、僧院僧人、藏人村民 

服務機構 服務人次 

Kargue 僧院 約 240 人 

洛色林僧院僧人學校 約 60 人 

Camp No.6 約 50 人 

總計 約 350 人 

B. 教學目標 

1. 介紹口腔基本知識(構造、功能)。 

2. 了解蛀牙的形成原因與如何預防。 

3. 認識 333 法則和貝式刷牙法並強調刷牙的重要。 

4. 刷牙實作或塗牙菌斑顯示劑。 

C. 資源整合 

1. 諮詢對象 

a. 志工培訓課程口腔衛教課程講師 葉育君醫師 

2. 諮詢內容 

a. 衛教的難度與講解方法？ 

b. 牙齒塗氟計劃是否可以實施？牙菌斑顯示劑呢？ 

c. 需不需要介紹牙齒的結構(琺瑯質、牙髓等)及常見的成人牙

周疾病？ 

3. 諮詢結果 

a. 口腔基本介紹主要以蛀牙為主，教學可配合投影片的圖片或

問問題跟孩子互動。 

b. 牙齒塗氟屬於醫療行為，應謹慎控制用量，建議不要在沒有

醫師的指示下進行，但牙菌斑顯示劑可以。 

c. 牙齒的構造有些內容不必太深入細講，小朋友會聽不懂，可

以找一些形象生動的圖片讓小朋友了解大概即可。成人牙周

疾病可以在僧院裡稍微提及即可。 

D. 教案流程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與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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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流程 

器材架設與前置作業 5min 架設投影機和投影幕(視

場地情況改為架設海

報)；試播投影片；發放

衛教傳單 

主要課程： 

1.牙齒的結構與功能 

2.蛀牙是如何發生 

3.要怎麼預防蛀牙 

4. 333 法則&貝式刷牙

法 

5.刷牙實作教學(25min) 

40min 

(依場地及聽眾狀況調

整) 

視場地情況以投影片或

海報講解衛教 

刷牙實作教學使用牙模

示範 

聽眾提問和意見回饋 15min 

(依當天狀況調整) 

由主講者和隨隊老師解

答聽眾問題 

E. 服務成效與影響性 

1. 了解刷牙的重要性並記得貝式刷牙法和 333 法則，也會提問相關

問題。 

2. 老師衛教時都在旁一起參與，藉由老師在生活中提醒，可以提高

當地人刷牙比率，與降低蛀牙發生率。 

F. 檢討與經驗傳承 

1. 對象選擇：原本以為這些刷牙知識對成年人而言過於簡單，但當

地僧人佛學博士說，其實許多知識當地藏人與僧人可能不明白，

建議我們不僅給學童衛教，相信成年人也會學到不少。 

2. 內容難度： 

a. 刷牙實作時非主講者可以走下去個別指導不太清楚怎麼刷的

小朋友，所以其他非主講者都要很熟悉內容。 

b. 注意在帶刷牙的時候，牙模是以成人的牙齒(32 顆)為範本，

但小朋友只有 20 顆牙齒。 

c. 村落居民來聽衛教年齡範圍大，有些老年人裝假牙甚至牙齒

所剩無幾。 

3. 延續計畫建議： 

a. 小朋友及居民真的很可愛，衛教中可以多嘗試和他們互動，

他們也超愛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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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僧人學校 (小班且年紀小)的衛教效果很好，大家會很認真

回答問題，爭取獎品，建議明年可以多帶小朋友的小禮物。 

c. 覺得以後可以試辦親師口衛工作坊，將衛教的重點對象放在

老師和家長，可以提升衛教的效果和衛教效果的持久度，教

導老師和家長正確的刷牙觀念，讓老師可以在課堂上複習或

家長回家後可以留意小朋友的刷牙方式是否正確；15 年好像

有實施，是選在托兒所放學、家長來接小朋友的時候衛教，

供下屆參考。 

G. 心得感想 

        原本以為所準備的衛教對大人來說太簡單，團員們只打算教

小朋友，但沒想到居住在南印度 20 年的翻譯會建議我們給大人上口腔

衛教，這才知道一直以來，我們都太忽視成年人的口腔知識，只自認

我們「認為」很簡單的東西，而非真的了解當地！以此為借鏡，往後

每個衛教都需要確認其難易度，不可任意決定對象。除此之外，口腔

衛教反應回饋相當好，小孩及成人都很樂意上台示範衛教的貝氏刷牙

法，也因為熟悉的人在台上示範，台下響應熱烈，相信大家都有把重

點記到腦袋，希望在家能實際執行！ 

 

Ø 村落口腔衛教實況、洛色林小僧院衛教實況 

 

l 退化性關節炎  

 A. 服務日期與對象 

日期：07/08、7/13、7/14 

對象：老人院有活動能力，可步行至集會堂中心的老人及村民 

服務機構 服務人次 

老人院 約 38 人 

Camp 3 約 20 人 

Camp 6 約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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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 5 約 40 人 

Camp9 約 20 人 

總計 約 148 人 

B. 教學目標 

1. 希望老人們可以藉由身體可承受之簡易伸展操達到伸展肌肉的目

的，帶領其可以自己在家伸展、訓練之動作。 

2. 希望村民們可以接受並維持此習慣。 

C. 資源整合 

1. 諮詢對象 

a.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熱帶疾病醫療暨防治中心

主任 蔡季君醫師 

b.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胃腸內科 張榮叁 醫師 

c.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林靜君復健師 

2. 諮詢內容 

a. 怎麼樣的伸展適合長者？ 

b. 退化性關節炎成因？ 

c. 當地長者可以配合的狀況？ 

d. 高血壓患者訓練時注意事項 

3. 諮詢結果 

a. 一般長者以伸展筋骨為主，鼓勵至少要活動，不用講求肌

力與耐力。 

b. 因長期乘載體重而造成軟骨磨損。 

c. 當地長者雖可參與活動，但平時活動不多，頂多走路，所

以長時間的活動較不適合；最時宜的長度約 10~15 分鐘、

10 個動作以內就可以。可以的話鼓勵關節活動，多多訓練

關節附近的肌肉來支撐關節。 

d. 應諮詢醫師，避免高強度運動 

D. 活動流程 

 

1. 課程設計：自己開始根據課程概念及蒐集資料，設計適合該地

的課程。 

2. 職治師評估：完成初步課程設計後，請職治師評估是否適合。 

課程設計
職治師

評估
修改內容 實際教導 評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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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改內容：根據建議內容做修正。 

4. 實際教導：到該地實際指導老人伸展操執行。 

5. 評估成效：根據實際執行評估成效。 

E. 服務成效與影響性 

1. 在翻譯以及志工的協助下，老人家和村民都會看著我們跟著做

動作，氣氛非常融洽，村民之間相互鼓勵，有達到伸展目標。 

2. 老人們都努力的跟做各個運動，之後老人院長也有請我們錄製

影片，也留了相關海報在那邊，讓們可以在房間自主訓練。 

F. 檢討與經驗傳承 

1. 對象選擇：老人院有活動能力的老人。 

2. 上課狀況：老人們都願意也可以配合活動進行。 

3. 內容難度：普通。 

4. 教學方式：不多也不困難，老人們可以做出每個動作。動作最

好在 10 個以下，每個部位都要設計到動作。另外因老人們多是

坐在長椅上，因此動作設計可以坐姿為主。但老人們還是有活

動度限制，動作不能太難。 

5. 器材設備：需自備投影機、投影幕和海報，老人院設備較不

全。 

6. 接洽溝通：須跟院長接洽較佳。 

7. 延續計畫建議：可以以互動的方式跟老人院的長輩們進行互

動。 

G. 心得感想 

延續去年在老人院的衛教， 今年一樣教導老人一些可以在椅子上

做的運動，在村落衛教時，來聽衛教的也多半也是老人，雖然語言上

無法溝通，但與他們一起互動、做動作的時候，在他們笑容與眉眼

間，可以感受出他們愉悅的心情。不禁讓我想到自己的阿公阿嬤，他

們平常鮮少能夠出門走動，今天我們特地過來，有一些唱歌跳舞的表

演，施展我們青春的微笑，相信也可以感染他們，暫時忘卻身體的不

適與病痛，並與大家沉浸在這一個小時的美好時光。最後在醫師們對

老人們各別進行諮詢的時候，我們志工也與其他老人一起互動，給們

看看照片，嘗試用簡單的藏文問候他們，即使我們無法像醫師一樣提

供專業知識，我們仍希望可以給予他們關心與陪伴，在老人們行動不

方便時給予攙扶與鼓勵。同時蔡醫師也蒐集了老人院對輔具的需求，

醫師們也在就近的城市採購所需的輔具，給予他們及時的幫助。未來

會建議志工多準備一些表演，讓老人也可以跟著一起互動，製造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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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氣氛。 

 

 

Ø 老人院衛教實況、3村衛教實況 

 

l 胃潰瘍 

A. 服務日期與對象 

日期 

對象 

服務機構 服務人次 

女尼院 約 100 人 

Camp No.2 約 37 人 

Camp No.8 約 50 人 

總計 約 187 人 

 

B. 教學目標 

1. 介紹消化系統 

2. 了解胃潰瘍治療及預防方式 

3. 正確的飲食方式及慎用類固醇與止痛劑 

C. 資源整合 

1. 咨詢對象 

a.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胃腸內科主治醫師 余方榮醫師 

b.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胃腸內科主治醫師 張榮叁醫師 

2. 咨詢內容 

a. 衛教的難度及講解方法？ 

b. 胃潰瘍治療及預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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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教學方式建議？ 

3. 咨詢結果 

a. 當地多為飲用地下水或未經煮沸的水，導致胃潰瘍發病，應宣導

民眾飲用煮沸的水 

b. 提醒聽眾確證胃潰瘍後，需按時吃藥勿隨意停藥 

c. 在收集眾多資料並咨詢老師後，列出幾項預防胃潰瘍的指南 

D. 教案流程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與備

註 

事前準備   

與翻譯排練衛

教 

30min 事前與翻譯溝

通，排練衛教

內容 

當天流程   

器材假設與前

置作業 

10min 架設投影機和

投影幕（視場

地情況架設海

報）;試播投影

片 

前側問題 5min 聽眾舉手作答 

主要課程： 30min 視場地情況以

投影片或海報 

1. 介紹消化

系統 

2. 介紹胃潰

瘍位置 

3. 了解胃潰

瘍致病原

因 

4. 了解胃潰

瘍預防方

法 

（依場地及聽

眾狀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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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介紹確診

胃潰瘍後

飲食方式 

後側問題和解

答 

5min 聽眾舉手回答 

聽眾提問和意

見回饋 

10min 

（依當天狀況

調整） 

由主講者和隨

隊老師解答聽

眾問題 

 

E. 數據分析 

1. 由於聽眾從未接觸胃潰瘍相關咨詢，前側後明顯很多聽眾不了解胃

潰瘍相關咨詢，所幸在衛教後，答對率成長許多。 

2. 第二題為“下列哪項細菌引起胃潰瘍”？此題對於聽眾有些難度，

但衛教結束後，聽眾都很確定是那些細菌引起。 

 

 

F. 服務成效與影響性 

1. 在教學內容上，發現聽眾對於胃潰瘍相關知識缺乏，會以簡單明了

的方式讓聽眾更了解胃潰瘍 

2. 在教學方式上，利用圖片方式呈現，讓聽眾了解胃潰瘍病發位置及

日常會出現的症狀 

G. 檢討與經驗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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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潰瘍衛教前，後側答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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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象選擇：各個年齡層都適合 

2. 上課狀況：此衛教對於很多聽眾第一次聽，大多數聽眾都認真聽

講，並提問問題 

3. 教學方式：可以指出胃的正確位置，並且病發時會有的病症使聽眾

有印象深刻 

4. 多數聽眾不知幽門螺尋桿菌是經由水質傳染，衛教是強調飲水習慣

及飲用煮沸的水 

H. 心得感想 

    會想繼續執行胃潰瘍計劃主要是當地飲水習慣還未改善，在詢問民眾

烹飪時依然使用地下水，但飲水時使用罐裝水或煮沸過的水，烹飪的水也

應該使用煮沸的水，是短時間間很難改變的，但以長期觀點而言，慢慢地

讓確定觀念扎根，對於當地居民的健康觀念及疾病觀念相當重要，也能減

少胃潰瘍此疾病發生。因為此衛教讓我了解到當地飲水習慣及胃潰瘍相關

資訊。 

 

Ø 二村及八村衛教實況 

 

l 肝炎衛教 

A. 服務日期與對象 

日期：07/23.07/26 

對象：Camp2.6 

服務機構 服務人次 

Camp2 約 38 人 

Camp6 約 33 人 

總計 約 7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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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教學目標 

1. 著重在 B型肝炎病因及症狀。 

2. 提升當地民眾對Ｂ型肝炎的了解。 

3. 藉由此衛教，期望能提升當地對於肝炎知識、診斷自己是否患
病，並且透過預防衛教，希望可以降低被感染率。 

C. 資源整合 
1. 諮詢對象 

a.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熱帶疾病醫療暨防治中心主
任 蔡季君醫師 

b.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肝膽科胰內科 梁博程醫師  
2. 諮詢內容 

a. 衛教深度建議 
b. 如何教導民眾較艱難的知識 

3. 諮詢結果 
a. 在老師建議，對一般民眾不要太艱深，如果是對受教育過的

高階僧人，可以談檢驗的抗體或抗原，較艱難的部分。 
b. 衛教時，要清楚並且符合當地需求， 不要講太難，也不能簡

單到被忽視！ 

D. 教案流程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與備註 

事前準備 

與翻譯排練衛教 30min 事前與翻譯溝通、排

練衛教內容 

當天流程 

器材架設與前置作業 10min 架設海報 

前測問題 10min 聽眾舉手作答 

主要課程： 

1.介紹肝炎症狀及嚴

重性 

2.肝炎的傳染 

3.肝炎的預防 

30min 

(依場地及聽眾狀況調整) 

視場地情況以投影片

或海報講解衛教 

後測問題和解答 10min 聽眾舉手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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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提問和意見回饋 15min 

(依當天狀況調整) 

由主講者和隨隊老師

解答聽眾問題 

 
E. 數據分析 
1. 本衛教前、後測答題狀況，如下圖表所示： 

運動推廣衛教前、後測答題狀況 

 前測 後測 總數：230

人 

 答對量 答對率(%) 答對量 答對率(%) 成長率(%) 

題 1 13 18.30% 59 83.09% 64.78% 

題 2 22 30.98% 55 77.46% 46.47% 

 

 

F. 服務成效與影響性 

1. 在教學內容上，利用簡易海報，希望居民明白Ｂ型肝炎在當地很流行

與其嚴重性。 

2. 教學方式主要以簡報方式，但發現部分民眾因為自己沒有罹患肝炎而

不在意此次衛教。 

G. 檢討與經驗傳承 

1. 上課狀況：部分家人或自己有罹患肝炎的居民較認真，而其他人可能

覺得沒他的事。建議下屆上課前事先詢問來聽衛教的客群，再決定

執行哪些衛教 

2. 內容難度：較難 

3. 教學方式：口述為主，簡報為輔。  

4. 器材設備：以簡報呈現，較無太大問題。 

5. 接洽溝通：拜訪村落須再三與村長確認，行前一天也必須再次電話確

認。 

6. 延續計畫建議：普遍患得 B型肝炎的居民較少出現，但在與 DTR 醫院

討論的過程確定當地確實有嚴重的 B肝問題，因此，建議下一屆在

衛教前先告知村長當日將執行的衛教，希望需要或有興趣的民眾來

聽講。如果認為一個村內 B肝客群不多，也可以考慮跨村落衛教

（但從未如此執行過，村與村之間也有點距離，需與老師討論）。  

H. 心得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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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DTR 醫院得到的的 B肝人數資訊（當地 B型肝炎盛行率高達 25

％）與來聽衛教的聽眾罹患肝炎的比例不成正比，可能是因為他們病得不

輕要在家裡休息，或是他們可能不願意出門面對，更可能是沒有病識感。

雖然此次出團，團員們已盡力傳達肝炎的相關知識，但因以上原因，成效

不大，希望此次衛教可以影響一些村民，讓他們傳達給其他沒有來聽衛教

的居民，明年再行此衛教時，會更加順利！ 

 

Ø 照片 

 

l 感染控制  

 A. 服務日期與對象 

日期：07/07 

對象：女尼院 

服務機構 服務人次 

女尼院 約 100 人 

總計 約 100 人 

B. 教學目標 

1. 希望大家可以有傳染疾病控制的基礎知識。 

2. 透過四種防護措施，讓大家可以知道預防勝於治療。 

C. 資源整合 

1. 諮詢對象 

d.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熱帶疾病醫療暨防治中心

主任 蔡季君醫師 

e.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胃腸內科 張榮叁 醫師 

f.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林淑惠護理師 

2. 諮詢內容 

e. 感染控制的防護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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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常見傳染病的介紹 

3. 諮詢結果 

e. 隔離措施分四種，依不同疾病的傳染途徑分別為標準防護

措施、飛沫防護措施、空氣防護措施、接觸防護措施。 

f. 蔡醫師曾提過當地盛行流感與肺結核，因此特別請教林護

理師兩種傳染病的介紹與防護。 

D. 活動流程 

 

1. 課程設計：自己開始根據課程概念及蒐集資料，設計適合該地的

課程。 

2. 醫師及護理師評估：完成初步課程設計後，請醫師及物理師評估

是否適合。 

3. 修改內容：根據建議內容做修正。 

4. 實際衛教：到該地實際執行衛教。 

5. 評估成效：根據實際衛教與後側評估成效。 

E. 服務成效與影響性 

1. 大家普遍不知道預防的重要性，多半都是有不舒服才去看醫

生。有了這次的衛教讓他們了解如何預防自己受疾病的感染，

也可以知道各種傳染病的傳染途徑。 

2. 介紹流感與肺結核的病徵與傳染途徑，不只可以增強大家的病

識感，同時也可以讓他們及親朋好友患病時知道如何避免感

染，降低感染風險。 

F. 檢討與經驗傳承 

1. 對象選擇：女尼院的女尼們。 

2. 上課狀況：大家普遍認真聽講，也會配合前後側問答。 

3. 內容難度：偏難。 

4. 教學方式：PPT 進行四種隔離防護與流感、肺結核的衛教。 

5. 器材設備：有麥克風、需自備投影機，有白板可投影。 

6. 接洽溝通：由蔡醫師與法喜師接洽。 

7. 延續計畫建議：須先與翻譯演練一次，由於是臨時由英藏翻

譯，與翻譯的理解上可能有出入。 

G. 心得感想 

         女尼院的法喜師與蔡醫師素來交好，每年也都會去拜訪。

課程設計
醫師及

護理師評估
修改內容 實際衛教 評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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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法喜師選擇的感控防護這項衛教，先由我們志工及翻譯來做英翻

藏 ppt 的衛教，後來再由法喜師與感染科蔡醫師進行補充。雖然一開

始用英翻藏的翻譯衛教時因為一些醫學專有名詞而並不太順利，幸虧

後來有法喜師與感染科專業的蔡醫師進行補充，在後續與女尼問答時

也非常踴躍，衛教結束時也有許多女尼前來向醫師們諮詢相關問題，

看到我們衛教的對象如此認真聽講並且勇於發問，我們都非常高興能

有這樣的機會傾聽他們的問題。這樣的衛教不僅讓他們了解各種常見

疾病的傳染途徑:比如接觸傳染、飛沫傳染等等，有了這樣的基本常

識之後就能知道如何避免疾病的傳染，以後自己或是親朋好友患病時

也能夠有防護的基本觀念，如此便能夠降低疾病的傳染風險。未來可

能要增加常見疾病的講解來幫助聽眾以及翻譯的理解。 

 

Ø 女尼院衛教實況 

 

l 營養保健 

A. 服務日期與對象 

日期：07/12、07/14、07/15、07/16 

對象：Camp1、2、3、5、7、9 

服務機構 服務人次 

Camp1 

Camp2 

Camp3 

Camp5 

Camp7 

Camp9                         

約 26 人 

約 37 人 

約 20 人 

約 34 人 

約 28 人 

約 22 人 

總計 約 16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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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教學目標 

1. 解釋食物中營養素和其他物質與生物體的維持，生長，繁殖，健

康和疾病相互作用的科學。 

2. 給予藏人飲食上的建議，讓人們了解自己可能缺乏什麼營養，該

怎麼補充。 

C. 資源整合 

1. 諮詢對象 

a.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感染內科 蔡季君 醫師 

b.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胃腸內科 張榮參 醫師 

2. 諮詢內容 

a. 營養保健內容設計？ 

b. 教學方式建議？ 

3. 諮詢結果 

a. 內容可結合當地人民的飲食習慣，如:酥油茶、甜茶等，讓民

眾更了解可以如何從日常生活中改善。 

b. 多一些食物照片和附上翻譯可以更加清楚表示是何種食物。 

c.  增添飲用水的衛教知識，教導人們盡量使用過濾水，若使用

地下水需要煮沸久一點，否則會引發疾病。 

D. 教案流程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與備註 

事前準備 

與機構洽談 2hr 開村長大會溝通目前的

健康問題以及衛教內容 

當天流程 

器材架設與前置作業 15min 架設投影機和投影幕(視

場地情況改為架設海

報)；試播投影片；發放

衛教傳單 

前測問題 10min 聽眾舉手作答 

主要課程： 

1.營養的概念 

2.均衡飲食 

3.營養如何補充 

25min 

(依場地及聽眾狀況調

整) 

視場地情況以投影片或

海報講解衛教 

麥克風、投影機和投影

幕/海報、在翻譯協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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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 

後測問題和解答 10min 聽眾舉手作答 

聽眾提問和意見回饋 5min 

(依當天狀況調整) 

由主講者和隨隊老師解

答聽眾問題 

 

E. 數據分析 

1. 衛教時發現村民們對於營養成分並沒有什麼觀念，因此前測數值

偏低，所幸在衛教後，答對率成長許多。 

2. 本衛教前、後測答題狀況，如下圖表所示： 

營養保健衛教前、後測答題狀況 

 前測 後測 總數：167 人 

 答對量 答對率(%) 答對量 答對率(%) 成長率(%) 

題 1 58 31.97% 112 67.32% 35.35% 

題 2 67 39.86% 125 74.79% 34.93% 

 

 
F. 服務成效與影響性 

1. 教學內容上，課程簡報使用大量食物彩圖，民眾們可以更加專注

在衛教上。 

2. 今年衛教內容創造了很多口訣，如:運動 333、預防骨質疏鬆要留

意吃動曬等，使民眾更容易熟記，且互動性良好。 

G. 檢討與經驗傳承 

1. 對象選擇：村長們都很認同此衛教，當地高血壓糖尿病盛行因此

3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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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此方面的衛教內容，建議可以繼續延續此主題。民眾參與度

以及專注度也十分高，整體氣氛良好 

2. 上課狀況：專業名詞如鐵質等翻譯無法清楚表達，如果可以的話

可能還是事先與翻譯演練會比較好，因此食物彩圖相當重要。 

3. 內容難度：營養補充和疾病相關營養衛教回響很大，建議明年可

以找更多食物擴充內容。 

4. 教學方式：以圖的方式講解效果很好，讓民眾一下子就可以看出

是什麼食物。 

5. 器材設備：村落電壓相當不穩，投影機有可能無法使用。也不是

每個村落都有投影幕，需要尋找合適的墻壁，建議提早半小時以

上抵達以利準備。 

H. 心得分享 

 營養衛教有非常多元的內容可以分享是一個非常棒的衛教主題。從台

下的反應可以感覺民眾們對於此方面開始有一定重視，專注度十分高也會提出

問題討論。雖然像嗜辣、愛喝碳酸飲料等生活習慣是短時間難以改變的，但以

長期觀點而言，慢慢地讓正確的觀念扎根，對當地藏族的健康相當重要，也能

抑制如糖尿病等慢性病的產生。 

 

Ø 營養保健衛教實況 

 

l DTR 醫院(Doeguling Tibetan Resettlement Hospital)參訪 

A. 日期：7/11 

B. 緣起 

DTR 醫院是該屯墾區唯一的公立醫院(隸屬於藏人流亡政府)，扮演該

屯墾區所有民眾及僧侶健康守護者的角色。由於我們此行的主要目標即在

提倡該地區的健康衛生習慣、宣導衛教知識，自然希望可以跟該地區的醫

療機構有更進一步的交流和溝通，以便更加了解當地的疾病問題以及醫療

需求。所以在計畫進入尾聲、即將離開屯墾區時，我們透過參訪 DTR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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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並與醫院內的醫療人員交流，比較當地和台灣的醫療環境的差異，檢

討並反思未來本志工團可以努力的方向。 

C. 參訪項目 

1. DTR 醫院外觀訪視及歷史背景了解：DTR 醫院成立於西元 1968，

是該屯墾區唯一隸屬於藏人流亡政府的公立醫院。 

2. 掛號處及掛號系統參觀：雖然 DTR 醫院的醫療資料仍有部分以紙

本記錄，但自三年前引進電腦線上歸檔後，該醫院的醫療資料逐

漸改以電子化的方式儲存。而引進此電子化系統的緣起乃因

Norsang 醫師曾經到台灣的醫療機構交流，學習到台灣數位化的

病歷收納方式，因此將它引進 DTR 醫院，使得當地醫療資料的存

檔數位化，方便醫師們取得病人的病歷。 

3. 牙科室參觀：共有兩張牙床，及兩位牙醫師，但設備不足，天花

板黑花花的，有漏水的痕跡。 

4. X 光室參觀：DTR 醫院的 X光室使用的是非常早期的 X光設備，還

需將 X光片洗出來放在 X光箱上閱讀，X光影像資訊並未與電腦

連結，且病患須自行攜帶 X光片。 

5. 一般病房參觀：DTR 醫院的病房為開放式空間，男、女病患病房

各有 8床，每個床位有的設備就僅是一張床而已，每床之間只用

窗簾隔開，並非獨立隔間，也因此病人可能較沒有隱私。因為所

有病床都在同一個空間，若遇上飛沫傳染的疾病，很可能會互相

感染。 

6. 婦產科檢查室參觀：雖然一般病房可能較沒有隱私，但 DTR 醫院

內尚設有 X光室、婦產科檢查室及安寧病房等等，讓需要隱私的

患者有自己的獨立空間，不用暴露於眾人面前。 

7. 癌症安寧病房參觀：對於較重症或臨終的病患，該醫院也特別騰

出一個隔間，內有一張簡單的病床和一個可以放置陪病椅的空

間，讓家屬可以長時間陪伴。 

8. 辦公室參觀：該棟建築的一樓為醫療院所，二樓則是院長行政辦

公室。院長辦公室的牆上有歷任院長資料、一些關於該醫院的疾

病統計資料和近期執行的計畫資料，也是會見賓客的會客場所。 

9. 實驗室參觀：很小型的實驗室，有 CBC counter、電子顯微鏡、

生化分析器、肺結核測量機器（較先進）。 

D. 成效與影響性 

1. 這次的參訪使我們對此屯墾區的醫療狀況有了初步的了解，同

時，因為今年有屯墾區代表帶領我們參觀，代表給予一些居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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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的生活習慣，團員們也因此較清楚當地流行疾病的病因，以方

便精確的衛教。 

2. 與 DTR 醫院的醫療人員的交流後，我們更清楚當地的醫療衛生現

況及需求，有助於本志工團規劃與安排未來的計畫方向和內容。 

E. 心得分享 

由於 Norsang 醫師曾經來到台灣的醫療機構進修，因而認識了本

團的隨隊老師蔡季君醫師，使得此次參訪活動的接洽和安排十分順

利，也讓我們一睹當地的醫療現況。當地醫療資源匱乏的程度是來自

醫院、診所隨處可見的台灣的我們難以想像的。原以為在距離最近城

市有三小時車程的 Mundgod 自治區唯一的一間公立醫院，守護著這裡

所有居民的生老病死，至少應該有著與台灣區域醫院同等級的醫療水

準。在參訪完 DTR 醫院之後，才發現這裡的醫療水平和台灣相距甚

遠，DTR 醫院的設備或許還不足以應付一名急重症病患的醫療照護。

但當初第一批難民跟著流亡政府來到南印度重新扎根，當時不要說有

醫院可以看病，連基本的吃飽穿暖都不一定能滿足；至今憑藉著眾人

一步一腳印的努力和外界的援助成立 DTR 醫院，雖然還有努力的地

方，但已可以為當地人的健康把關，這一切實在得來不易。 

F. 展望 

1. 期望未來 DTR 醫院可以更加進步，提供更完善的醫療照護和衛生

教育宣導，減少當地的疾病發生率。 

2. 希望未來志工團可以持續與 DTR 醫院進行雙向溝通和交流，為增

進當地人民的健康福祉共同努力。 

 

Ø 與 DTR 院長 Ngawang Thupten (中間)及屯墾區政府代表 Lhakpa 

Tsering (右四)、洛色林診所院長 Tenzin Dorjee (右二)合照、

院內牙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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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科學禪修中心(Drepung Losel Ling Meditation and Science Center)參

訪 

A. 日期：07/11 

B. 緣起 

科學禪修中心以佛教哲學，心理學和科學為中心提供各種各樣的綜合

課程。根據特定群體的需求和興趣量身定制，例如大學留學項目，對

佛教和科學交叉感興趣的團體等。本次是本校第一次與科學禪修中心

正式聯絡，期望未來可以建立醫學知識與佛學的交流，提升當地人民

的健康福祉，故科學禪修中心領事邀請我校代表進行參訪。  

C. 參訪項目 

1. 科學禪修中心外觀訪視及歷史背景了解：隨著沉思科學的新興領

域越來越盛行，佛學與科學兩種知識傳統極有可能促進對人類情

感，意識，道德和靈性的理解。科學禪修中心將成為這兩個世界

的紐帶，該中心提供一個進行學習和實踐的地方，科學家和寺院

學者可以審議概念並面對面地進行研究。 

2. 科學實驗教室參觀：科學禪修中心主要提供生物、物理以及醫學

神經三大方面的課程。院內設立四個科學實驗室，內容涉及這三

大科目，設備十分精密，如：彈性碰撞模型、光的折射模型，也

有學生自己設計的細胞模型、神經突觸模型等。 

3. 電腦教室參訪：科學禪修中心也提供電腦教室，有兩種用途，一

方面是讓當地學生學習電腦知識，另一方面是讓學生可以運用電

腦搜索知識更深刻理解教學內容。 

4. 一般教室參觀：一共有五間教室，每一間教室可容納 125 名學

生，裡面附有投影，白板等設備。 

5. 冥想室：冥想室是進行靜坐的地方，科學禪修中心明文規定禁止

在冥想室內以及其他修道院設施內吸煙和飲酒。 

6. 圖書館：裡面有大量書籍，教科書以藏文和英文為主，關於佛學

相關的內容書籍以英文為主。環境舒適，令人愜意。 

D. 成效與影響性 

1. 這次的參訪使我們對科學禪修中心的創立與目的有了初步的了

解，也建立我們雙方的合作關係。 

2. 與科學禪修中心的執事交流後，我們更清楚當地的教育現況及需

求，有助於本校規劃與安排未來的醫學交流計畫方向和內容。 

E. 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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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蔡季君醫師與張榮叁醫師與科學禪修中心的執事們多次開會

討論分享理念，使得此次參訪活動的接洽和安排十分順利，也讓我們

一睹當地的教育現況。醫師們的想法是，短暫的義診以及衛教服務不

能從根本解決問題，我們需要教導當地的知識分子正確的醫學概念，

再由他們將觀念散播給當地居民，才能永續發展。我們不應把眼光拘

泥於短期的利益上，而是應該把目標放遠宏觀來看我們的終極目的，

朝這個方向一步一腳印認真執行。因此，若未來有機會，我校或許可

以與科學禪修中心進行合作計劃，提供當地需要的課程，用教育的方

式提升當地人民的健康福祉。 

F. 展望 

1. 期望未來科學禪修中心可以更加進步，提供更完善的教育環境，提

升當地人民知識素養。 

2. 希望未來我校志工團可以持續與科學禪修中心進行雙向溝通和交

流，為增進當地人民的健康福祉共同努力。 

 

Ø 與科學禪修中心住持 Tenzin Palden (前排左一) 、主任 Dr. 

Tenzin Pasang（左一） 合影、於科學禪修中心內冥想室合照 

 

l 9 村藏人村落村長開會 

A. 日期：07/06 

B. 緣起 

     我們希望通過這次村長大會可以了解到每一村落得年齡分佈，疾病分

佈，對於每一屆國際志工到村落進行衛教，有沒有改善當地的疾病，改變

生活習慣。藉由這次機會詢問當地村民輔具需求及損壞程度。甚至通過這

次村長大會可以給國際志工改善，加強的地位，給予我們衛教上的建議。 

     我們希望可以了解村名的精神狀況，對於精神疾病的了解，通過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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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家訪，讓我們更了解村民的心理層面，往後國際志工可以加入精神科

衛教。 

C. 討論項目 

1. 詢問村落年齡分佈：多數都是老人居多，年輕人回到市區求學 

2. 詢問村落疾病分佈：由於多數村民都是由西藏來到印度，村民飲食

習慣尚未改變，西藏位於海拔較高的位置，村名已遷移到海拔較低

位置，還是保持飲食習慣，村民多數患有的疾病高血糖，高血壓，

退化性關節炎。 

3. 詢問水質問題: 村落都有乾淨的水可以用,雖然台灣慈悲醫療會和

高醫之前有捐淨水器給政府, 需要得到乾淨的水需排隊, 基於方便

及習慣性,平時燒飯仍用的是用地下水煮. 幾年前，與慈悲醫療會

合作，曾經做過水質檢測, 水質狀況不好, 還是希望村落人民可以

用乾淨水 

4. 詢問輔具：基於村落都是老人居多，村民多數已務農為生，多數村

民都有退化性關節炎，膝蓋疼痛，需依靠輔具進行，村長很謝謝我

們之前捐贈給村民護具，添加村民生活便利 

5. 詢問精神科衛教：村長認為精神科衛教可以增加，讓村名更了解精

神疾病，及心理層面的壓力。 

6. 衛教改善：村長們認為國際志工每年到村落衛教都對村民很大的影

響，增加村民對於疾病的觀念，希望我們增加關於癌症的咨詢，及

肝炎的衛教 

D. 成效及影響 

1. 這次與村長開會使我們對此屯墾區的狀況有了初步的了解。 

2. 與村長交流後，我們更清楚了解當地的疾病分佈，年齡分佈，輔具

損壞的程度及需求，有助於本國際志工規劃與安排未來的計劃和內

容。 

E. 心得分享 

    通過這次村長大會很快速的了解到當地的疾病，年齡分佈。飲食習

慣，其實對於當地村名會造成疾病。大家都齊心協力的一起想辦法如何讓

國際志工更進步，在往後的國際志工的到來更能準確的準備當地需要的衛

教。了解到了當地很多村民都是吃素，也能從營養衛教方面著手改變飲

食，增加飲食觀念，及營養素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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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展望 

1. 對於九村村落的分佈，更為了解 

2. 此會議使我們對村落的疾病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讓國際志工團與下

一屆的傳承交流更為順暢，詳盡。 

 

Ø 村長大會實況 

 

l 女尼院佛學與醫學交流-眼耳鼻舌身意 

A. 服務日期與對象 

日期：07/07 

對象：女尼院中文班女尼 

服務機構 服務人次 

女尼院 約 40 人 

總計 約 40 人 

B. 教學目標 

1. 希望透過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與女尼院進行佛學與醫學交流 

2. 女尼院與我們分別提出三個問題相互交流 

3. 雙方也各自準備了表演，進行文化的交流 

 

C. 資源整合 

1. 諮詢對象 

a.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熱帶疾病醫療暨防治中心主任 

蔡季君醫師 

b.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胃腸內科 張榮叁 醫師 

c. 女尼院法喜師 



	 51	

2. 諮詢內容 

   女尼院提出的問題 

a. 日光和白紙使眼睛不舒服怎麼辦？ 

b. 醫學上，生理的治療和心理的治療，何者較有效？ 

c. 眼根和瞳孔的差別國際 

志工提出的問題 

a. 我們因為有眼耳鼻舌身來接受外在世界的訊息來形成意，而佛

教裡認為，外在世界給你的感知都是假的，可是如果沒有外在

感知，那我們所形成的意是很空泛的，可能都是自己想像的，

如果屏除所有外在感知，那我們又要怎麼去形成以及改變我們

既有的的外在的認知？能不能具體說明？ 

b. 蘇軾說：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

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在佛教世界裡，外在給你的所有感

知都是假的，世界沒有一件事情是不變的，那我們又要怎麼以

不變應萬變呢？ 

c. 動物也有六根，對動物的慈悲心要如何幫助牠們修道成佛？ 

3. 諮詢結果 

a. 醫師說明看書 50 分鐘要休息，盡量用黃紙比較不會刺眼。

日光也是眼睛老化的因素 很容易造成白內障，除了眼睛之

外也會造成皮膚癌化。日光可以幫助我們維生素 D的合

成，但不要過猶不及，清晨或傍晚柔和的陽光是最適合曬

太陽的，如此才可以降低有效降低骨質疏鬆的機率。 

b. 醫師皆以身心並重的治療為主。觀察患者的病因從何而

生，來決定由身體或心理的角度切入治療。 

c. 眼根是指整個眼球的結構，瞳孔只是其中一個部分 

d. 佛教裡說的無並非真的沒有，是我們要捨棄內心的執著，

保持著無的心態去面對。 

e. 師傅回答，無論面對的情況如何，我們都先接受再慢慢地

了解再因應這樣的千變萬化。 

f. 動物因無法修行，較難成佛。 

 

D. 活動流程 

 

課程設計
法喜師

評估
修改內容 實際交流 評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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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設計：根據雙方專業，設計適合交流的課程。 

2. 法喜師評估：完成初步課程設計後，請法喜師與醫師評估是否

適合。 

3. 修改內容：以六根為主題做修正。 

4. 實際交流：到女尼院進行實際交流。 

5. 評估成效：根據實際交流評估成效。 

E. 服務成效與影響性 

1. 在法喜師的幫助下，女尼院的住持與師傅對於醫學上的問題由

醫師的說明得到了專業的解答。 

2. 我們對於佛學的認知有更深一層的理解。 

F. 檢討與經驗傳承 

1. 對象選擇：女尼院中文班的女尼。 

2. 上課狀況：大家踴躍問答、認真聽講。 

3. 內容難度：普通。 

4. 教學方式：由醫師回答他們對醫學的問題，再由學生志工問對

於佛學六根的問題。 

5. 器材設備：需自備投影機，女尼院有白板可投影，也有麥克

風。 

6. 接洽溝通：由蔡醫師與法喜師接洽。 

7. 延續計畫建議：可以準備較多台灣代表的表演進行互動。 

G. 心得感想 

       經由這樣的交流，讓我們與女尼院有更多相互的了解。無論是對佛學或

是對醫學都有一定的幫助。這樣熱烈的互動更是讓我們和法喜師相當驚艷，沒

想到這樣的問答會這麼熱烈。一開始由法喜師親自教導的中文班帶來注音符號

的表演更是讓我們為之驚嘆，對於中文的自我介紹更是相當流利，讓我們知道

藏人對中文的重視，希望有朝一日我們也能像他們學中文一般的學習藏文，來

增加更多互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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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佛學交流實況 

 

l 女尼院精神科衛教 

A. 服務日期與對象 

日期：07/15 

對象：女尼院中文班女尼 

服務機構 服務人次 

女尼院 約 50 人 

總計 約 50 人 

B. 教學目標 

4. 希望透過精神科衛教，讓當地不再害怕精神疾病，並且知道如何控

制情緒。 

5. 希望女尼們能夠提出問題，讓醫學和佛學有所交流，使我們更了解

彼此 

C. 資源整合 

1. 諮詢對象 

d.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小港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林貝芸醫師  

e. 女尼院法喜師 

D. 詢問問題 

當地女尼問 

1. 為什麼一樣的風景，有些人看到不好的，有些人卻覺得很美 

2. 佛經上說，只要是醫生，就可以治療所有人，那醫生有治不好的病

嗎？ 

3. 生理疾病有藥物治療，那精神上呢？ 

E. 問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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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父母生下來的構造和功能，基因差異；成長的過程背景 

a. 生長成果背景：很緊張的人會想到不好的，每一次受到刺激都

會讓腦袋迴路更深，因此早成每一次都想到不好的 

b. 成年後是否自我修煉 

2. 有，精神疾病很多不能說是痊癒，只能說是穩定。 

3. 我們醫學身心是不分開的，例如幻聽是腦中的賀爾蒙影響，若有此

症狀，需吃藥控制。 

F. 活動流程 

 

6. 課程設計：以 ppt 方式進行課程。 

7. 法喜師翻譯：法喜師為台灣人，為我們翻譯。 

8. 問題討論：女尼們提問。 

9. 交流：住持與我們討論在精神方面的佛學與醫學。 

G. 服務成效與影響性 

3. 在法喜師的幫助下，女尼院的住持與師傅對於醫學上的問題由

醫師的說明得到了專業的解答。 

4. 我們對於佛學的認知有更深一層的理解。 

H. 檢討與經驗傳承 

8. 對象選擇：女尼院的女尼。 

9. 上課狀況：大家踴躍問答、認真聽講。 

10. 內容難度：普通。 

11. 教學方式：ppt 進行 

12. 器材設備：需自備投影機，女尼院有白板可投影，也有麥克

風。 

13. 接洽溝通：由蔡醫師與法喜師接洽。 

14. 延續計畫建議：可以準備較多台灣代表的表演進行互動。 

I. 心得感想 

課程
法喜師

翻譯
問題討論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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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尼們都非常專心，有些人過幾天就要考大考，也來聽講，由此可證

明當地對精神科很有興趣。學佛，主要探討一個人的心靈層面，而在醫學上，

剛好與精神有關，此次課程討論相當熱烈，可惜有時間限制。原計畫課程結束

後，要輔導之前填問卷而有可能罹患精神疾病的女尼，但時間不允許。雖然課

程可說是非常成功，但仍有需多因時間限制而沒有做好的部分，希望明年可以

繼續完成！ 

 

Ø 衛教照片、女尼上台問問題 

 

     

 

 

 

 

 

 

 

 

 

 

 

 

 

 



	 56	

 

捌、 服務人次與人數統計	
	

                                   服務機構 服務人次                

服務內容 

僧 

院 

系 

統 

女尼院 約 290 人 感控衛教，胃

潰瘍衛教，佛

學與醫學交

流，精神科衛

教 

僧人學校 kargue 僧人

學校 

約 180 人 口腔衛教 

僧院 洛色林僧院 約 40 人 口腔衛教 

一 

般 

藏 

人 

社 

區 

Camp No.1~9 約 270 人 肝炎衛教，胃

潰瘍衛教，口

腔衛教，關節

炎衛教，感控

衛教 

老人院  約 50 人 伸展操，暖心

小禮，關節炎

衛教 

服務總人次（所有計劃對象總數）                                               

約 66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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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利害關係人分析	
l 藏人社區	
Stakeholder	
利害關係人	

Interests	
利益	

Likely	Impact	of	

the	 	
Project	潛在影

響	

Priority	
優先權	

Primary	(主要受惠者)	

藏人社區居民	

Camp	No.1~9	

改善環境衛生對健康有益	 ＋	 1	

改善環境衛生對安全有益	 ＋	

增加生活於社區的舒適度	 ＋	

飲用更健康的餐食	 ＋	

了解社區盛行疾病相關的衛

教資訊	
＋	

因團員與醫師的探訪而感到

快樂充實	

＋	

關節疾病、傳染病等特殊健

康需求的滿足	

＋	

感受到他人的關懷	 ＋	

文化衝擊	 －	

Secondary	(次受惠者)	

當地政府	

減低村里長等訪查轄區作業

負擔	

＋	 2	

協助發現問題及困境	 ＋	

對外來志工團體的介入感到

不適應	

－	

當地醫院	

協助進行衛教工作，減低醫

院負擔	
＋	 2	

對外來志工團體的介入感到

不適應	
－	

醫療團	
了解此區藏族社區居民的疾

病問題	
＋	 2	

當地 NGO	 減輕 NGO負擔	 ＋	 2	

本團團員	
針對藏人疾病有更多認識	 ＋	 3	

針對藏人保健有更多認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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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視野	 ＋	

學習克服困境	 ＋	

培養同理心	 ＋	

學習如何助人	 ＋	

下屆南印團員	 增加未來合作機會與意願	 ＋	 4	
計畫、物資贊助

者	
提升個人或企業形象	 ＋	 4	

中華民國政府	 提高國際能見度	 ＋	 4	

	
l	 僧院	
Stakeholder	

利害關係人	

Interests	

利益	

Likely	Impact	of	

the	Project	潛在

影響	

Priority	

優先權	

Primary	(主要受惠者)	

僧院喇嘛	

改善環境衛生對健康有益	 ＋	 1	

改善環境衛生對安全有益	 ＋	

增加生活於院內的舒適度	 ＋	

飲用更健康的餐食	 ＋	

了解社區盛行疾病相關的衛教

資訊	

＋	

因團員與醫師的探訪而感到快

樂充實	

＋	

傳染病、慢性病等特殊健康需

求的滿足	

＋	

感受到他人的關懷	 ＋	

文化衝擊、語言溝通障礙	 －	

Secondary	(次受惠者)	 	

當地政府	

協助發現問題及困境	 ＋	 2	

對外來志工團體的介入感到不

適應	

－	

當地醫院	 協助進行衛教工作，減低醫院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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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	

對外來志工團體的介入感到不

適應	

－	

當地 NGO	 減輕 NGO負擔	 ＋	 2	

本團團員	

針對僧人保健有更多認識	 ＋	 3	

拓展視野	 ＋	

學習克服困境	 ＋	

培養同理心	 ＋	

學習如何助人	 ＋	

藉由助人感受到心靈上的滿足	 ＋	

針對僧人疾病有更多認識	 ＋	

下屆南印團員	 增加未來合作機會與意願	 ＋	 4	

計畫、物資贊助

者	

提升個人或企業形象	 ＋	 4	

中華民國政府	 提高國際能見度	 ＋	 4	

	
l 僧人學校	
Stakeholder	

利害關係人	

Interests	

利益	

Likely	Impact	of	

the	 	

Project	潛在影響	

Priority	

優先權	

Primary	(主要受惠者)	

僧人小喇嘛	 貝氏刷牙法觀念建立	 ＋	 1	

疾病衛生觀念建立	 ＋	
文化衝擊	 ─	

Secondary	(次受惠者)	

僧團(行政機構

)	
減少他們的負擔	 ＋	

2	

當地醫療機構	
協助進行衛教工作，減低醫院

負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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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南印團員	
學習規劃執行及教學技巧和團

隊分工	
＋	

3	
下屆南印團團

員	
增加未來合作機會與意願	 ＋	

計畫、物資贊助

者、及中華民國

政府	

提升個人或企業形象、及國際

聲譽	
＋	 4	

	
	
l	 女尼院	

Stakeholder	

利害關係人	

Interests	

利益	

Likely	Impact	of	

the	

Project	潛在影

響	

Priority	

優先權	

Primary	(主要受惠者)	

院內女尼	

佛學與醫學交流	 ＋	 1	

文化衝擊	 －	

對於精神疾病方面有更多認識	 ＋	

減輕女性就醫的壓力	 ＋	

Secondary	(次受惠者)	

當地醫療機構	 減低當地醫療負擔	 ＋	 2	

台灣醫療人員	 降低對我國醫療團的需求	 ＋	

本屆南印團員	

了解佛學與醫學的關聯	 ＋	

對當地精神疾病有更多了解	
＋	

得到助人機會及拓展視野	 ＋	

當地 NGO	 降低對 NGO的需求	 ＋	 3	

下屆南印團團

員	
更多經驗的傳承	

＋	

增加未來合作機會與意願	 ＋	 4	



	 61	

計畫、物資贊

助者	
提升個人或企業形象	

＋	

中華民國政府	 提升國家形象及聲譽	 ＋	

高雄醫學大學	
提升學校形象	 ＋	

國際事務的參與與交流	 ＋	

	
l 老人院	
Stakeholder	

利害關係人	

Interests	

利益	

Likely	Impact	of	

the	 	

Project	潛在影

響	

Priority	

優先權	

Primary	(主要受惠者)	

院內老人	

改善環境衛生對健康有益	 ＋	

1	

改善環境衛生對安全有益	 ＋	

瞭解關節痛衛教	 ＋	

習得關節復健及運動的重要性	 ＋	

感受到他人的關懷	 ＋	

文化衝擊、語言溝通障礙	 －	

Secondary	(次受惠者)	 	

當地政府	 減低老人院作業負擔	 ＋	

2	發現老人院問題及困境	 ＋	

對外來志工團體的介入不適應	 －	

當地醫院	
協助進行衛教工作，減低醫院

負擔	

＋	 2	

對外來志工團體的介入不適應	 －	

當地 NGO	 減輕 NGO負擔	 ＋	 2	

本團團員	

針對老人疾病有更多認識	 ＋	

3	針對老人的保健有更多認識	 ＋	

拓展視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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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同理心	 ＋	

了解院內老人需求	 ＋	

下屆南印團員	 增加未來合作機會與意願	 ＋	 4	

計畫、物資贊

助者、及中華

民國政府	

提升個人或企業形象、及國際

聲譽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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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SWOT分析	
	

	 Helpful	to	achieving	the	object	
對達成目標有益	

Harmful	to	achieving	the	object	
對達成目標有害	

內

部

組

織	

Strengths	(優勢)	 Weaknesses	(劣勢)	
1. 本屆南印團已邁入第十三屆，
對於前幾屆學長姊的傳承與深

耕在地的經驗，有出國前的聯

絡窗口及翻譯能夠事先協助翻

譯海報，更有熟識的當地人能

夠協助安排事宜及掌握最新當

地情況，對於到達當地後服務

執行能夠更為流暢，節省很多

時間及人力。	 	
2. 本團隨團老師，擁有醫療方面
專業知識，且多次參與醫療服

務，能給我們許多經驗及指導

，並確保我們的服務品質。	

1. 服務時間適逢雨季，一下暴雨
就會減少服務時間、降低服務

教學品質。	
2. 團員皆不識藏文，衛教或是義
診時皆需要靠翻譯來協助，需

要花費較多時間溝通，以了解

病情。	
3. 團員的母語皆為中文，表達英
文較不流利，需要事先排練多

次才能完成需要使用英文的衛

教活動及會面。	

4. 與當地並無邦交，無法獲得官
方協助。	

5. 對當地文化背景不熟悉，造成
語言、生活習慣、宗教信仰的

不適應。	
外

在

環

境	

Opportunities	(機會)	 Threats	(威脅)	

1. 讓團隊成員能接觸不同文化，
認識藏傳佛教及其民族的獨特

性，並思索國家的重要性。	
2. 與藏族有進一步文化交流的機
會。	

3. 為往後國際志工團提供聯絡基
礎及地圖資源。	

4. 根據去年衛教及家訪後回饋的
資料統計，為了提供更針對性

、更完善的衛生健康服務，今

年將新增精神疾病（創傷後症

1. 因為氣候適應不良及飲食習慣
的不同，造成水土不服現象，

可能會影響計畫執行。	
2. 外來的價值觀及科技產品可會
對當地造成文化衝擊。	

3. 與服務對象溝通上認知的落差
可能造成服務成效的不彰與阻

力。	

4. 當地突發狀況可能會造成執行
計畫的困難(如：停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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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群）等創新計劃，提高服務

品質。	

5. 透過計畫的撰寫及執行，讓團
員學習組織企劃、團隊合作、

靈機應變的能力，更能夠訓練

用英文簡單明瞭溝通表達，進

而講解衛教。	

	

	

	

	

	

	

	

	

	

	

	

	

	

	

	

	

	

	

	

	

	

	

	

	

	

	

	



	 65	

壹拾壹、 專題紀錄	
 

一、 流亡政府與行政制度介紹 

l 前言 

西藏在歷史上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中共在 1949 年奪取中國大陸的政權以後

就開始進軍西藏，並在 1951 年，簽訂了所謂《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同

時佔領整個西藏，之後更開始直接干涉西藏政府的事務。在這個情況下，西藏

因此爆發了抗議中共入侵的活動，並導致了 1959 年整個西藏的起義，從而也讓

西藏的合法政府及以達賴喇嘛尊者為首的領導被迫流亡到印度。 

l 選擇印度的原因 

因為英國統治印度期間，西藏的合法政府（西藏甘丹頗章政府），跟當時統

治印度的英國政府簽訂過很多政治、軍事及邊防相關的條約。1947 年印度獲得

獨立以後，它繼承了所有的英、印之間的協議，因此一旦西藏的政府受到外來

的入侵，西藏政府首選設立流亡政府的地方就是印度。達賴喇嘛尊者進入藏印

邊界時，達賴喇嘛尊者向當時的印度政府提出了申請庇護，印度政府也答應了

達賴喇嘛尊者及他領導的政府，還有將近八萬多人可以流亡到印度。 

l 流亡政府的遷移 

最先在 1959 年 4 月 29 日，達賴喇嘛尊者在印度北部的避暑地穆蘇瑞

(Mussoorie)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1960 年 5 月，西藏流亡政府遷居達蘭薩

拉。到現在達蘭薩拉就成為整個藏人的中央政府所在地，仍然是達賴喇嘛和西

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以及達賴喇嘛尊者的行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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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行政制度介紹 

西藏流亡政府成立以後，在達賴喇嘛尊者的意旨下西藏走向一個民主化的

政府。它具備了一個民主政府的所有屬性和功能，包括行政、司法及立法等機

構。 

 

  

七大職能部門

三權分立

藏人行政

中央政府

(領導者：司政)

嘎廈

司法 行政

宗教與文化部、內政部、教育部、財政
部、安全部、外交與新聞部、衛生部

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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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藏人屯墾區經濟貿易狀況 

l 前言 

從 1960 年在南印度 Karnataka 州的 Bylakuppe 建立第一個藏人定居屯墾區

開始，在印度(29)、尼泊爾(10)及不丹(7)共建有 46 個流亡藏人屯墾區，以務

農為主的定居屯墾區有 24 處，以農工業為主的定居屯墾區有 16 處，外加 10 個 

以手工藝為主的生產事業處，迄今人數已達 13 萬人之多。 

l 正文 

以印度流亡藏人的分布區域而言，南印度的 Kanartaka 州是最主要的集中

地區。根據西藏流亡政府內政部的網站資料及官方統計資料(2002 年 9 月)，目

前約有 130,000 萬西藏人分佈在世界各地，其中 85,000 個藏人住在印度，同時

每年約有 500 個西藏人從西藏逃至印度，這 500 個藏人以僧侶為大多數且幾乎

落腳於南印度的佛寺。依據西藏流亡政府最近官方統計資料(2003 年)，目前分

佈在南印度的藏人，近約 43,000 人，約佔印度流亡藏人的一半，是流亡社會的

最大集中地，其發展也最為流亡政府所重視。下表為人口分布： 

這五個屯墾區中 Bylakuppe、Hunsur 和 Kollegal 三個均座落於 Karnataka

州首府 Bangalore 附近三個難民屯墾區，其經濟狀況： 

l Bylakuppe 屯墾區 

西藏流亡政府內政部在此屯墾區設有農場計畫(Farm Project)，負責執行

農業的試驗和研究。也透過實作、試驗和組織座談會方試，引入「自然」和

「有機」的農事方法。此屯墾區合作社正式創設於 1964 年，初始社員 3,000

位。每五年一次，由持股社員選舉產生理事會。目前合作社公有土地 28.75 英

畝。合作社的主管機關是流亡政府秘書處，理事主席由內政部派任，目前的職

工人數 65~70 位，推動企業、農業和小型交易等的職能，包含位手工藝中心、

藏香製造、加油站和麵粉廠等其他分支單。其主要業務如下：提供農業資材(種

子、堆肥等)、提供曳引機協助犁田、提供社員和屯墾區成員的資金借貸等等。

此外，合作社於每個村落建設穀倉，提供作物儲存設施，協助農產品的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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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支單位(branch)也會舉辦座談會，教導社員如何使用曳引機和地毯編織。 

l Hunsur 屯墾區 

本屯墾區也是以農業為主，耕地 1,615 英畝，其中 48.3%種植玉米，18.8%

種植棉花，33.0%的耕地閒置。玉米為最重要的作物，1998 年以來，豆科植物

和棉花逐次受到歡迎。棉花每年的 4月~5 月種植，10 月~11 月收成，大部份由

印度大盤商以買斷方式包下。屯墾區是紅色砂質土壤(red sandy loam)，易於

犁田等農事操作。由於區內高溫，土壤的水保設 施缺乏，短期間內乏水用，是

最大的問題。另外，大象和野豬在收成時期會出沒踐踏農作物，也甚為困擾居

民。 

l Kollegal 屯墾區 

在農業生產方面，屯墾區有農業土地 2,420 英畝，玉米是本屯墾區唯一的

現金作物。合作社別 1974 年成立，現有社員人數 2,805 位。合作社的理事會有 

理事九位，由社員直接選舉產生。內政部派任合作社秘書，監督合作社的日常

運作，其職能和其他屯墾區的合作社大同小異。但因 Kollegal 有嚴重缺水問

題，因而合作社有供水服務，負責維護、維修和舖設新管線，以確保提供足夠

飲用水。水源來自六公里遠的山泉，一月至五月乾季期間，每隔一天提供半小

時飲用水，或每星期僅提供一次。 

l 結論 

我們知道農業生產是西藏流亡屯墾區第一、二階段最主要的經濟活動，尤

其對南印度而言，更是如此。雖然西藏人原本是以畜牧業為主，不善農耕。但

是後來透過 Swiss Technical Corporation 等國際援外組織的協助，不只提供

藏人曳引機設備，還教導他們新的品種(玉米和稻米等)和耕種技術，建立生產

合作社，使得藏人很快就學會農業生產的基本技術，在 1980 年代在經濟上就

能自給自足了。不過，由於氣候不穩定，降雨不足，再加上長期施用化學肥

料，地力轉差，收成大不如前。為了解決農業生產下降的問題，流亡政府近年

來開始鼓吹有機農業，希望透過自然耕種的方法，一方面讓土壤恢復均衡，一

方面可以節省購買化學肥料和農藥的支出。另外，從生產和經營的角度分析，

可以摘要如下： 

A. 勞動力：農戶的勞動力年輕，由於耕種土地狹小，又採單期作，故勞

力過剩，花在農業的工作時間，平均一年只 3.1 個月，顯然有嚴重的

失業問題。 

B. 主要經濟作物依序為：玉米、芒果、稻米、黍子，都不具有高經濟價

值。 

C. 主要經營困境依序為：缺乏灌溉用水、土壤貧瘠、耕地面積太小。 

D. 產製銷輔導措施的需要依次為：提供灌溉用水、協助土壤改良、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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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儲存和食品安全。 

(本文引自翁仕杰，2004。註: 根據 2019-3-31蒙果藏區當地政府人口普查目前

為 1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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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藏人習俗與重要節慶介紹 

l 食 

南印度藏人屯墾區的飲食充滿異國風，藏人傳統的食物為酥

油茶、甜茶、tingmo(似花捲)、momo(似蒸的水餃)等料理，但在

印度舊可以嚐到 dosa、roti 等印度菜，屯墾區內的水果比台灣

便宜很多，但對當地人的負擔仍算很高，所以當地人三餐吃水果

的比例並不高。當地主食多以馬鈴薯、大餅等，便宜且又有飽足

感，配菜則以高油鹽來調理幫助下飯，另外當地人也嗜甜，在飲

品中總會添加過多的糖而渾然不覺，加上高油鹽的飲食，也使得

當地高血壓、糖尿病得比例很高。在飲用水的部分，當地經濟狀

況好一點的人家多買箱裝礦泉水而不自己燒水，因為當地水質條

件並不好，目前仍有很多衛生觀念和設備可以改善。 

l 衣 

當地的傳統服飾為 chuba，是藏人的傳統服飾，很多中老輩

的藏人日常生活中仍然穿著傳統服飾，年輕人則偏好西式的服

裝，但在重大慶典仍會穿上傳統服飾。僧侶則穿著深紅色的藏傳

佛教袈裟，當地氣候潮濕，衣服不易乾，所以當地僧人會準備很

多套袈裟。 

l 住 

村落中得房子多為傳統的單層樓房屋，部分為兩層樓的透天

厝，但在家訪的過程仍會看到有些家庭的廁所在很偏遠的地方，

且缺乏照明設備；僧侶是住在離各僧院不遠的房間，多為兩人共

用一間房。 

l 行 

在印度，嘟嘟車(tuktuk)是最普遍的計程車，而在藏人區也

有印度司機會到這邊做生意，但在僧院中僧侶是禁止搭嘟嘟車

的，為得是避免越來越多的嘟嘟車進入藏區。另外也有藏人駕駛

的廂型計程車，當地因為路面為泥土路(沒有鋪柏油)，雨季時總

是會被沖刷成坑坑洞洞，也很容易積水，又因缺乏路燈，對用路

人來說是很不好的環境，有待外界針對此部分做相關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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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重要節慶 

A. 藏曆新年習俗 

現在的藏曆起源於公元 1027 年，從那時開始，藏曆的第一天才固定為

藏曆年的新年。藏曆年是西藏最盛大的節日，節日期間家家户户團聚，用

吉祥如意等美好語言相互祝福。進入藏曆十二月，藏族就開始一系列準備

過年的東西，首先會在盆中浸泡青稞種子，也就是在藏曆大年初一那天，

把發芽的青稞苗供在佛龕前的茶几上，以求在新的一年裡能豐收吉祥；到

了十二月十五之後，還要開始準備白面、大米、牛、羊肉，還要用酥油和

白麵炸「卡不賽」等供品，以便過年期間供佛與招待親友食用，姑娘們也

會完成針線活，打掃房屋庭院。 

B. 燃燈節 

藏曆的正月 15 日在拉薩舉行，當天各寺廟的喇嘛及百姓，用五彩酥油

捏塑成條狀的酥油花，掛在大昭寺兩邊事先搭好的花架上。當夜晚來臨

時，酥油花燈開始點燃之後，宛如群星降落。由於酥油花燈的形狀各異，

有花卉、神仙人物、飛禽走獸等，就婉如我們的上元節的花燈會。觀看花

燈的人群，還會在燈下歡樂起舞歌唱，通宵達旦，宛如嘉年華會。由於這

天傳說是黃教創始人宗喀巴的成道紀念日，家家戶戶還會在自家的房頂

上，點燃無數的酥油燈並唸經歌頌宗喀巴，以示紀念。 

C. 雪頓節 

在藏語中，「雪」是優酪乳的意思，「頓」是宴的意思，「雪頓」節就是

吃酸奶(優酪乳)的節日。因此，雪頓節的意思是"酸奶節"。雪頓節的由

來，可以追溯到 17 世紀以前，那時雪頓節是一種純宗教活動。藏傳佛教格

魯派(黃教)祖師宗喀巴為僧徒制定了一條結夏安居的制度，即僧徒在夏季

只准在室內修習，不許到戶外活動；因為夏季是高原上各種生物最活躍的

季節，也就是昆蟲在這段期間生育繁衍下一代的季節，為了免於無意間踩

死萬物生靈，所以規定出家的佛教徒不得外出或在戶外活動。這種禁止戒

律要持續到藏曆 6月底 7月初，到開禁的日子，僧侶們才能出寺下山，屆

時除了可以享受世俗百姓施捨的優酪乳外，還可盡情玩笑歡樂。17 世紀中

葉，清朝皇帝正式冊封五世達賴和四世班禪，五世達賴為了要讓百姓一起

分享這個喜悅，五世達賴遂頒發他的旨意，"雪頓"節活動期間，增加了在

羅布林卡演出藏戲的內容，並允許百姓入園看戲，這樣雪頓節便逐漸成為

一年一度的群眾性節日。 

D. 法王慶典 

為現在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生日祈福，為公曆(06/21)、 藏曆

(05/05)。當天藏人行政中央、藏傳佛教格魯派國際委員會與西藏多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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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共同於這一殊勝的日子在印北達蘭薩拉大乘經院中進行宗教方式的紀

念活動，為達賴喇嘛尊者舉辦了長壽祈願法會。在藏人區中也會為這個特

別的日子舉行三天的慶典儀式，各僧院會有祈福法會，藏人也會舉辦系列

的節目，可看到當地人對達賴喇嘛尊者的敬重與愛戴。 

 

四、 藏區傳統醫療的過去與未來 

l 前言 

藏醫是中國傳統醫藥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以藏族為主的少數民族在漫長

的醫療實踐中創造發展起來的傳統醫學，主要流行于藏族聚居的地區，包括西

藏、青海、四川、甘肅等省區；同時，在南亞的印度、尼泊爾等國，藏醫也較

為流行。在西藏，由於佛教思想已滲透到了社會的各個方面，成為佔支配地位

的強大精神力量，因此藏醫學自奠基時期便具有了濃厚的藏傳佛教的色彩。 

l 理論簡介 

藏醫學認為，所有的疾病都可以分成三大類： 

A. 風病：由貪慾產生，位於腰部以下的部位 

B. 膽病：由瞋恚產生，位在身體的中央部位 

C. 涎液病：由愚癡產生，位在身體的上半部 

在理論中也有提到，人體記憶體在三大因素：「龍」、「赤巴」、「培根」；七

大物質為基礎，即飲食精微、血、肉、脂肪、骨、骨髓、精；三種排泄物，即

小便、大便、汗。三大因素支配著七大物質基礎及三種排泄物的運動變化。正

常生理條件下，上述三者互相依存、互相制約，保持著相互協調和平衡，當三

者中的任何一個因素或幾個因素由於某種原因出現過於興盛或衰微的情況時，

則會出現龍病、赤巴病和培根病，治療上就需要對三者進行調整，使其恢復到

協調狀態。 

l 藏醫特色療法 

A. 藥物 

在用藥物治療時，藏醫主張用藥引子，以便把所用的製劑引向患病的

部位，例如用白糖做為藥引子治療單純性的熱病；用紅糖塊做引子治

療寒性病等。除藥引子之外，對藥物的服法也有講究。比如說，丸藥

一般是用開水送服，其中寒性病用熱開水吞服；熱性病則反之，用涼

開水送服；至於混合型的病症，亦即寒熱兼有的，就用溫開水送服。 

B. 灸法 

藏醫做灸的材料，主要是艾葉。目前，艾灸一般已不用於熱性病，而

多用於寒性病，特別是胃火衰微、消化不良、浮腫、水腫、頭部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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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的黃水病、虛熱病、神經錯亂、癲癇、健忘以及熱性病的恢復期。

藏醫施灸，一般都有固定的穴位。 

C. 催吐法 

催吐法就是利用服用藥物導致嘔吐的一種療法。適應症包括積食不

化、胃中或上脘痞積、誤食毒物以及腹中寄生蟲上溢至口中而又返回

腹內，還有胃中各種培根，包括紫痰、灰痰等等，用催吐法皆可收到

較好效果。吐法的禁忌症，主要是體弱年老、妊婦、小兒，均不可

用。至於誤服毒物，如時間已久，則毒物已不在胃中，不可再催吐。 

D. 敷法 

搽涂療法，是藏醫中比較特殊的一種方法，因為這是一種通過外涂以

治療體內病症的方法，簡便易行，在民間也常應用。藏醫認為，搽涂

療法對身體具有補養的作用，它的適應症也不少，包括皮膚粗糙、出

血所致精血虧虛不足、精神不暢、勞累過度、失眠等，都可以用此法

治療。常用的搽藥為油脂類，其次是軟膏。 

E. 藥浴療法 

藏醫藥浴療法是具有特色的一種自然療法。常用的藥用溫泉水為硫磺

溫泉、寒水石溫泉、礬石溫泉、五靈脂溫泉和石灰石溫泉。 浴法分為

水浴和敷浴兩種，各有特色。水浴療法，以五種天然溫泉治療相應疾

病為最優，其作用是治療外散于肌肉、內伏于骨髓之傷熱、毒熱及陳

熱等各種熱病；敷浴法是將配製或經燒煮之後的藥物裝入布袋中，包

紮或放置於病患部位，從而起到治療作用的療法。 

F. 其它療法 

還有一些藥膏用油或者酥油混合各種草藥製成，用來治療皮膚疾病。

甚至還有草藥的灌腸劑，對治療大腸疾病很有效。還有一些粉劑用來

治療竇炎，它們像鼻煙一樣吸食。同時，藏人也大量利用礦泉治療。 

l 培訓 

藏醫體係要求長期培訓。醫生通常受訓七年。他們不僅訓練如何醫治人

類，還訓練醫治動物；不僅學習醫學，還學習藥理學。他們還學習如何識別、

採集醫藥用植物，並製藥。 

l 適應現代與治療的態度 

古代的書籍預言了新疾病的未來發展，現在有了愛滋病和各種與污染相關

的疾病，這些書籍給出了治療這些疾病的藥方，這些藥中很多由脫毒汞製成。

通過數月的緩慢脫毒過程和其它成分一起炮製成藥。這種藥對各種與污染相關

的疾病很有效。我們不能因為藏醫而期盼奇蹟，還要考慮因緣，因為可能有兩

個人患同樣的病，吃同樣的藥，但藥對一個人有效而對另一個人無效，當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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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涉及很多因素，其中之一就是與前世某一特殊療法和特定醫生有關的因緣關

聯。如果一個人沒有經營治療某一疾病的業力，不管要什麼藥、有什麼樣的醫

生，一切於事無補，不管求助於何種醫療體系、包括藏醫，我們都應當看到這

一點。但我們也需要有一個積極的態度，因為免疫系統和心態是息息相關的。 

l 結語 

    我們不可將所有希望寄託在某一種醫療系統上。世界上不同類型的醫療系

統對某些疾病有其特殊效果。藏醫對一些疾病無能為力，例如天花和結核類疾

病。但是，對另一些西方世界難以治癒的疾病如關節炎和肝炎，藏醫卻療效非

凡。對於某些類型的癌症，藏醫療效顯著。即便不能完全治療癌症，但能減輕

病痛，提高垂危者的生活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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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藏人與僧人的教育制度與升學展望 

l 前言 

在來到南印度 Mundgod 藏人屯墾區後，發現藏人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民族，

其宗教氣息濃厚，因此教育上可大致分為一般藏人(在家人)與僧人(出家人)兩

個不同系統運作。此篇文章以在當地訪問學生、僧侶和電子資料為主下去討

論，希望可以讓讀者粗淺了解當地這兩個教育系統運作方式。 

l 正文 

剛到印度的流亡藏人，根據西藏流亡政府的政策，18 歲以下的兒童和青少

年，如果有意出家的，會安置在他們所屬派別的寺院，其他的孩子則根據他們

的年齡和學業程度，安置在流亡社區的各級學校裏繼續學業；18 歲到 30 歲的

成人通常會被安置在五年制的達蘭薩拉成人學校。成人學校分為普通教育和職

業教育兩部分，學生們可以選擇學習歷史，藏文，英文等普通課程，也可以放

棄普通教育，學習唐卡製作，木雕，縫紉等技能。 

A. 一般藏人(在家人) 

1958 年達賴喇嘛來印度後，陸陸續續有數萬民藏人跟隨流亡。起初這

些藏人被分配到修築公路的工作，然而這些藏人的孩子們也需要接受教育

才能延續西藏文化，此外因為也因戰亂有需多孤兒翻山越嶺來到印度，在

達賴喇嘛指示下成立了西藏兒童村學校，收留這些孩童。 

在印度政府協助之下成立「西藏教育委員會」(中央西藏學校管理委員

會)，這個委員會由四名印度官員和代表達賴喇嘛的三名藏人組成，隸屬印

度政府教育部，負責協調西藏難民兒童的教育，此外資金方面是由印度政

府出資建立。此外流亡藏人政府也有自己設立一套教育系統。 

因此總結來說在家藏人有三種教育系統，兒童村部分直接由流亡政府

負責，區域也是流亡政府所在地北印度達蘭薩拉。而在兒童村屏蔽不到的

其他藏人屯墾區則是印度政府出資建立的中央西藏學校系統，教育事務由

印度官員與藏人代表協調，也是三個系統中最大的，同時是此次我們的志

工行服務地點就是在這些中央藏人學校。第三個系統就是流亡政府自己的

教育系統，以下就三個系統簡介： 

1. 西藏兒童村(Tibetan Children’s Village) 

      主要收留走投無路各地的孤兒。架構上西藏兒童村是 SOS 

Children’s Village 的會員，下轄 30 多所學校，包括 5所兒童村分

支。而兒童村是按照國際兒童村的模式建立的兒童養育－教育體系，以

「兒童之家」的形式，一位養育媽媽照料 20 到 30 名年齡不等的兒童，

讓孩子們在近似家庭的環境中成長。這個體系包括幼稚園，托兒所，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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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中學，職業學校，成人學校，師範學校等各級教育機構共三十多所，

分佈在印度，尼泊爾，錫金和不丹的主要難民定居點裏，遍佈整個流亡

社區。兒童村屬於非政府機構，流亡政府和印度政府都不提供經費，其

經濟來源全靠國際慈善團體和個人捐贈。考試上，兒童村總部會聯合各

分校於五、八年級辦英語、數學、藏文三科目的統一考試，以了解各校

學生的學習成效。 

2. 中央藏人學校(Central School for Tibetans) 

    這個系統是流亡社區最大的學校系統，根據 CSTA 網站上提供的數

位，該系統 71 所學校，分佈在藏人聚居區裏。這些學校多為八年制，也

有的是十年制，通常學校會有 10%的印度學生。這些學校的主要經費由

印度政府提供。但是政府提供的經費畢竟有限，各校常常自己籌措部分

資金，因此，跟一般印度的中小學比較起來，CST 系統的學校學校設施

和教學品質都要好得多。 

3. 流亡政府教育部系統 

    西藏流亡社區的學校直接受流亡政府教育部管轄，對所有學生全部

免學費，辦學費用主要來自印度政府。1975 年起，印度政府停止經濟資

助。此後，西藏流亡社區學校的經濟來源主要來自世界各國慈善機構的

資助，達賴喇嘛宗教基金會，流亡政府撥款，以及各國善心人士的幫

助。 

    1979 年以來，流亡藏人的學校採用“10+2+3”年制。前十年為基礎

學習階段，五年級以下藏語授課，五年級以上有英語授課。十年後，學

生必須參加印度全國統考，才能決定是否繼續修習以後的兩年課程，包

括歷史、文學、藝術、自然科學或職業訓練等。兩年學習結束後，如果

學生通過了印度高中畢業考試，就可以進入印度的大學或專科學院。三

年大學畢業後，根據學生的志願還可以繼續攻讀更高的學位，或者到西

方各國的大學留學。 

B. 僧院系統(出家人) 

僧院系統上，藏傳佛教分有四大派系，各派系對於教育制度規定有不

同。但各大教派有自己開辦的各級佛學院和經學院。這個體系包括從年幼

喇嘛到格西學位的各級佛學教育機構。這些學校也分佈在整個流亡社區。

由於流亡社會沒有出家的最低年齡限制，因此有不少未滿十八歲的少年兒

童，無法在西藏境內出家，只好設法前來流亡社區，進入各教派的初等學

校學習。需要說明的是，年幼的喇嘛和尼姑們並非跳過普通教育階段，直

接開始佛學學習的。進入經學院之前，他們也必須接受十年普通教育，只

不過學校是在寺院裏，所有的學生都是年齡不等的少年僧侶。在這十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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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他們也會學習基本算術、科學、藏文以及英文等，之後會進入僧院的佛

學哲學課程。 

以四大教派中最多人的格魯派來說，格魯派倡導顯密兼修，顯學是指

佛教哲學，密學是指作法會法事等咒語以及儀軌。顯學方面修行的僧侶需

要先讀完五部大論(佛學經典)，才可以考取藏傳佛教中博士學位(學位稱為

格西)，而完成整個考取格西的過程約需二十年。格西方面也有等級，如果

再各大寺院一起舉辦的考試中通過，受到各個寺院老師們稱許則可以取得

最高等級的格西學為。取得格西學位之後各寺院可能會分派管理工作，或

者也可以自行前往上密院以及下密院進行密學的學習，在學習玩密學之後

等於是有一定的地位，可以選擇去弘法或是當住持甚至更高階及上師，當

然也可以自行閉關修行。 

倘若對於佛學哲學無法繼續進修的僧侶，也可以選擇在寺院做事，比

方說擔任司機或是廚師等工作，甚至也可以接受寺院安排去學習醫檢師之

類的技能。另外流亡藏人教育體系中也有諾布林卡手工藝中心(製作佛像佛

畫等)與西藏醫藥曆算學院(像是台灣中醫及算命專業)，這些傳統學科是給

喜歡一技之長的人就讀，也可以讓藏人傳統文化獲得保存。 

l 結論 

相對於其他民族來說，由於藏人近期才改為民主體制，在這之前都是政教

合一的狀況。因此教育系統上無論是在出家人或是在家人都有獨立的運作方

式。對於藏人本身來說，由於民族所遭受的苦難更加凸顯教育以及傳承的重要

性，因此在查這些教育資料時其實也很驚嘆他們的體制居然可以在五十年期間

建構的如此完善，而且教育上並不僵化死板，一方面保留自己文化也同時與國

際接軌，我想這也是台灣教育所追求的目標。當然藏人教育系統建置的順利也

要仰賴印度政府，從與印度政府所辦的藏人學校交流過程，可以發現印度校長

與老師們都很重視教育，並且也協助藏人保存他們的文化，這點真的要向印度

政府致敬！ 

至於僧院的教育方面也相當的紮實，各大寺院小學漸漸引入科學課程，因

此除了宗教僧侶們也學習到佛教哲理外不同知識，甚至也有許多僧侶在完成格

西學位後自己進修英文等情形。總而言之，流亡藏人的教育體系相當多元，期

盼在教育的力量運作之下，讓藏人民族的未來有所延續並解決流亡甚至仍在西

藏之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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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西藏藏人與流亡藏人現況比較分析 

l 前言 

1958 年藏人流亡到印度後，從此藏族民族文化主要兩大傳承就分為印度以

及西藏兩方面。當然流亡藏人遍及全世界，在此將以在印度達蘭薩拉自治區政

府治理狀況作為流亡藏人代表，與仍留在中國的藏族現況做一個比較。 

l 正文 

藏人自中國出走的狀況，比較普遍的認知是政治及宗教上的打壓，因此本

文會討論到兩地在政治及文化等傳承上的狀況。再來也將就教育以及經濟上的

狀況做一個概略式的比較，企盼可以讓讀者粗淺了解藏民族現況，在比較這些

狀況時，倘若有查到關於台灣方面學者或是政府的研究立場，也會一併放進來

讓讀者客觀進行比較： 

A. 政治 

兩地政權發展歷史三方說法 

中國藏人 流亡藏人 台灣立場 

1959 年前，西藏長期處

于政教合一、僧侶和貴

族專政的封建農奴制社

會。佔西藏總人口 95%

以上的農奴和奴隸沒有

人身自由，人的基本權

利被剝奪。1959 年，西

藏實行民主改革，結束

了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

度的歷史，佔人口 95%

以上的百萬農奴和奴隸

獲得了做人的權利。西

藏由此進入了社會發展

和人權進步的新時代。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新聞辦公室) 

1956 年初，中國政府以

「民主改革」的名義在

甘、青、川、滇的藏族

地區及中共直接控制的

昌都地區推行合作化運

動，強制將私人財產充

公，寺院和僧人被控為

「剝削者」和「寄生

蟲」而遭到取締和逮

捕。同時調派近十萬名

軍隊和漢族幹部進入西

藏自治區，在所有縣城

設立辦事處，準備取代

西藏政府。 

1959 年達賴喇嘛逃出印

度，在印度政府庇護

下，西藏逃出的三十餘

名原西藏政府官員一起

召開會議。針對流亡期

1959 年由於中國入侵西

藏，達賴喇嘛與數萬藏

人流亡印度，隔年在北

印度達蘭莎拉成立流亡

政府，開始了迄今四十

餘年的流亡歲月。為了

回應中國批評達賴喇嘛

制度具有封建農奴統治

的色彩，1960 年達賴喇

嘛向藏人宣佈將在流亡

社會實施民主制度，在

印度流亡社區開始實施

人民代表的選舉投票。

達賴喇嘛在沒有人民的

爭取要求下，在西藏政

教合一的傳統中推動具

有革命性的民主化，這

種由上而下的民主革

命，不但是西藏歷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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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必須的工作而設立內

政、外交、規劃、教

育、宗教等部門。 

(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

央官方網站) 

大轉捩點，也是民主化

潮流由西方世界往全球

其他地區。 

(西藏流亡政府民主轉型

之研究 - 蒙藏委員會) 

現況政治架構 

中國政府方面不承認流

亡藏人政府政權。中華

人民共和國 1965 年西藏

和平解放後設立省級行

政區西藏自治區。各少

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

區域自治。民族自治地

方分為自治區、自治

州、自治縣。民族自治

地方設立自治機關，自

治機關是國家的一級地

方政權機關。 

藏人政府 2011 年開始為

民主直接選舉制度。制

度上類似英國內閣制，

流亡藏人可選出首席內

閣部長，再由部長任命

內閣，部長任期為五

年，因此 2016 年流亡藏

人政府將進行第二次直

接選舉。西藏流亡政

府 底下各部門有宗教與

文化事務部、內政

部、 教育部、財政

部、 衛生部、安全

部、 外交與新聞部等。 

台灣在歷經八○、九○

年代民間社會與政府性

質的變革後，早已放棄

國民政府遷台初期口號

式地把西藏當成是反共

抗暴「第二戰場」的幻

想，不再把西藏視為大

中華的一部份，以客觀

社會科學的角度或從國

際人權的立場評論西藏

議題已成為主流論述。

就台灣立場看藏族，將

中過對西藏政權定義為

入侵，對於流亡政府態

度則根據政黨有所歧

異，但大多是集中在達

賴喇嘛的個人新聞，或

是像人權、自由等西藏

問題的不同面向。然而

對西藏流亡政府及社會

的制度性發展，始終缺

乏較為深度的認識，也

少有理論性的探討。 

 

B. 文化(台灣觀點觀察) 

          中國藏族狀況 印度流亡藏人狀況 

早期中共眼裡，幾乎是全面封殺西藏

文化中宗教部分。改革開放後，中共

海外藏胞是失落一代的失落靈魂，完

全不知道自己是誰、屬於何地，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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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藏區方針是掌握各個寺廟以及行

政區的領導者，將各寺廟以及西藏風

景打造成觀光景點，因此傳統衛藏(拉

薩附近)地區幾乎是滿滿來從商的中國

人，各寺廟淪為觀光客參訪，但藏族

本身文化和宗教實際層面幾乎被斷

絕。此外中共也自立藏傳佛教地區領

導者班禪喇嘛，並監禁原本轉世制度

找出的轉世靈童。等於是牢牢將宗教

掌握在手中。 

完全在印度生長，操流利的印度語，

結交印度友人，品味也完全印度化，

但他們卻不想做印度人。他們的英語

說的很好，也和外國有所接觸。雖然

流亡藏人政府致力於保存文化宗教，

卻很難阻擋藏人出家人日益減少、年

輕學子出走國外並且文化受印度大力

影響的事實。 

 

C. 教育 

 中國藏族狀況 印度流亡藏族狀況 

一

般

藏

人 

在中國的藏民族，教育上的訓練雖

然也是現代化的教學方式，但因為

語言相對弱勢，學習成效沒有非常

好，大多數的學生需要靠加分才有

機會考上大學。此外成績好的學生

也有可能在國中階段就選擇離開家

鄉，到中國政府特別辦的藏人專班

(像資優班)學習，然而這些班級以

中文為主，因此文化以及語言上藏

語水平不斷的下降。 

印度流亡藏人升學學制 10+2+3，和

印度本地人一樣，會有十年的教育

之後分成兩年文理組，再就讀三年

大大學專業科系。流亡藏人的藏語

水平比中國藏族來的好，這方面是

因為政府刻意保存。在高中畢業後

學生多數進入印度大學就讀，也有

些人會選擇進入英美地區大學深

造。而這些人回國後多回到流亡政

府體系工作。 

僧

人 

中共對於宗教教育管控非常嚴格

(管制出家人數量甚至禁止出家)，

早期由於文化大革命幾乎將寺院教

育全面毀滅，改革開放後宗教教育

幾乎是徒有外表但沒有實質內涵，

各宗教領袖都受中央管控甚至收

買，因此非常多僧眾會逃難至印度

學習佛法。 

在印度政府支持下，流亡藏人在印

度復興佛教體系，幾乎各大派系寺

廟在印度都有還原重建。歷經半世

紀努力，藏傳佛教在印度獲得良好

保存，並且吸引許多信眾與中國僧

人前往求法。 

 

D. 經濟 

中國藏族 印度流亡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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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區的經濟狀況基本上非常依

賴中共中央支援，在改革開放之後藏

區居民主要以觀光產業維生，然而觀

光產業並不需要這麼多人，再加上許

多漢人前往當地開商店等競爭，藏族

經濟狀況並不寬裕。 

印度流亡藏人主要以商業和農業為

主，在流亡藏人政府規劃之下，早期

曾經送出許多藏人學習農業等技術，

因此部分在印度屯墾區藏人以農業為

生。另一方面商業部分的特色產業是

毛衣經濟，不少藏人透過季節性在印

度各地販售毛衣維生。 

 

l 結論 

藏族和流亡印度藏族在政治、文化、教育、經濟等四大層面可以發現各有

挑戰之處。流亡藏人雖然多了民主和自由，卻也因為寄人籬下，政治方面必須

看印度政府態度，經濟上也很難有大型產業，必須依賴國際社會持續援助或是

海外藏族回饋。幸好在教育及文化上的保存狀況還算良好，對於藏族的文化保

存幾乎得依靠流亡政府對於教育的決策，然而就算再好的決策也擋不住當前世

界文化高速流動並且西方主流文化滲透等事實，這個課題其實不僅僅是藏族，

更是各國少數民族族群需要思考的議題。 

	 	

七、 訪問村民 

l 採訪人物:村落村民 

l 採訪動機:了解村民從西藏來的情況與原因 

l 採訪內容: 

      本次在 Camp4 找了三位村民訪問，他們皆是在 1960 年代從西藏穿越喜馬

拉雅山走了六個月先到尼泊爾，再走四天抵達印度，在北印度有個地方叫

Ladakh，來印度的藏人都會經過那邊的庇護所，Ladakh 庇護所提供食宿供藏人

暫時的歇息。他們表示，來印度的動機並非西沒有食物，而是因為在西藏無法

有言論、民主及宗教自由，中國對西藏管制嚴格，不讓女尼、僧人到僧院唸經

祈福。 

      我們問及路途的情況時，村民說即使離鄉背井，路途艱辛，許多家人、

婦女、小孩因氣候不適應，遭大雪掩埋，來到印度也要適應飲食、文化及氣候

的衝突，他們仍覺得這是一場長期抗戰。結伴來時，有自己的家人被中國人帶

了回去，也有一位中途放棄而回去的人，不過村民懷疑他是中國的間諜。   

      儘管當時那位村民只有九歲，他仍舊克服重重的困難來到了印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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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非常慶幸自己可以跟隨達賴喇嘛的腳步逃離到印度，在這裡印度政府及達賴

喇嘛建立了安置藏人的屯墾區，還建置了僧院及學校，最重要的是得到了言

論、民主以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先今在這個藏人屯墾區可以有如此良好的環境

皆拜達賴喇嘛的恩惠所賜。 

      他們認為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區域，但中國並不承認。村民說達賴喇嘛並

沒有宣布西藏完全獨立，而是採取中立的立場，希望能與中國人和平共存。由

於西藏的藏人人口越來越少，中國人口越來越多，為了盡快解決這樣的問題，

達賴喇嘛追求的並非自由，而是能與中國人共存的和諧之道。在西藏若有人表

示西藏獨立，是會「被消失」的，中國人對西藏的打壓可以說是罄竹難書，在

西藏即使是中國人入境也需要護照，連出境都需要身分通關的證明。在我們問

到他們是否有中途放棄的念頭時，他們都堅決地說沒有，對於他們的初衷從不

放棄，即使在印度他們能擁有言論宗教的自由，但是他們的目標並不在於永遠

待在印度，而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夠重回故土，回到他們的家鄉。達賴喇嘛並沒

有譴責中國人，而是譴責控制他們的政府，他們希望中國能夠有人性的對待西

藏，尊重他們的言論及宗教自由。若一切狀況允許，他們不會放棄回到西藏的

希望。 

l 採訪心得: 

    對於台灣這種環境相對優渥的國家，實在很難想像他們翻山越嶺的經歷，

什麼樣的情況逼迫他們不惜妻離子散，都要遠離的處境。在能夠擁有言論和宗

教自由的我們是多麼幸運，對於這樣的經歷他們仍舊保持樂觀的態度，相較於

我們日常的煩惱，想來都是天差地別的。看著他們堅定地回答中途不放棄時的

神情，不禁讓我反思起自己在遇到困難時的態度，在身心靈都非常難受的遭

遇，他們都堅持初衷，那自己的問題相對稀鬆平常。希望自己也能跟他們一樣

有堅持初心的態度。 

 

 

 

 

 

 

 

 

 

Ø 訪問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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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訪問當地博士 

l 採訪人物：益西格桑 

l 採訪動機： 

益西格桑是我們本次旅途的翻譯，擁有格西學位。格西為藏傳佛教格魯派

僧侶經過長期的修學而獲得的一種宗教學位。需要要精通五部大論，學習完畢

參加辯經考取學位。在藏傳佛教格魯派具有頗高的身份。因此想要透過採訪益

西格西進行文化交流，並瞭解益西格西對我們本次服務的看法。 

 

l 採訪內容： 

    益西格西在十二歲出家，是當時家裡最小最聰明的小孩。那時的風氣是

一個家庭要有一個出家人，因為這位出家人會是將來家裡的今生和來世精神

與靈魂上唯一一個依靠。益西格西本身不排斥這項決定，心裡沒多大想法甚

至蠻喜歡的，但是哥哥和老師希望益西能十八歲以後再自己判斷。不過益西

格西還是遵從了媽媽的決定，因為益西媽媽是個非常虔誠的佛教徒。佛經戒

律學裡面出家要求是十分嚴格的，還會從五官要求面容像是眼睛、頭髮、牙

齒等等。  

益西格西在 24 歲的時候來到了印度深造學習修行。在作出要前往印度修行

佛法的決定後，害怕媽媽會打擊太大接受不了，特地提前一年和媽媽說。「媽媽

第一次聽到這件事，瞬間就流淚了。」益西格西說，但隨後媽媽便很開明的支

持他的決定，因此往後的那年益西格西便很少出門，選擇多陪伴在媽媽的身

邊。 

從西藏到印度是一段漫長的旅途，需要從拉薩到尼泊爾再到新德里最後才

能到達蒙果。當時益西格西只有看過蒙果僧院的照片，對於一切都是未知，來

到當地後發現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樣。雖然環境和條件都很惡劣，一開始的幾年

過的十分很艱苦，但是隨著學習的進程，發心之後，看到事物的角度心理都不

一樣了，所以也從來沒有想過放棄學業。 

學習佛法是一條漫長的道路，大部分都需要長達 18 年的時間，然後再參加

格西的考試。由於過程太長了，其實益西格西一開始不太想學，因為他原本的

興趣是畫畫。但隨著不斷地接觸，不僅學術愛好，想法上也漸漸改變。因此對

於益西格西本身而言，他真正開始修行是來到印度的四五年後才開始。過程

中，媽媽也一直鼓勵支持著他。經過長時間的積累，益西格桑也順利的考取到

格西的學位，用現代話語解釋可以比喻成佛學的博士。目前益西格桑會在當地

學校授課，教導佛學哲學和一些藏語文法。未來可能前往下密院繼續進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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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但若有機會可以回到西藏，益西格桑更想回到家鄉，和媽媽以及眾人分享

自己多年來的所學。 

益西格西對於我們團隊可謂一無所知，當時只是接到電話得知有一個團隊

需要翻譯，他就承接了這份工作了。隨著相處配合，和我們一起四處奔走，每

天與不同單位的開會，前往不同村落的衛教，覺得我們團隊進行的是一項非常

偉大且有意義的行為，他非常支持。這是他第一次參加醫療的團隊，平時常處

在僧院的他，甚至是第一次走進村落老人院等。對他而言，這是之前從未有過

的經歷。和我們相處感到十分開心，這段旅途也是在與我們一同學習與成長，

希望未來我們也能不斷持續的來到這裡延續這個計劃。 

益西格西認為預防重於治療，所以若未來我們的衛教對象可以從老年人更

改為年輕人，或是前往學校進行衛教效果或許更好。因為老年人的身體較難恢

復，但若在青年時期就了解相關知識可能比較有幫助，不管在時間經濟上也有

更大的效益。衛教雖然沒辦法一次見效，但是通過不斷反復的教導，慢慢的對

當地居民樹立正確的觀念建立健康的習慣一定是有成效與進步的。 

 

l 採訪心得 

真的非常榮幸與激動可以有這次採訪益西格桑的機會。從事前與益西格西

演練衛教內容，到日後的相處，都能感受出益西格西是一個認真負責的人，不

僅處理事情一絲不苟，對於知識上的疑問也是力求甚解。這次的採訪不僅讓我

們有機會更了解佛學文化，也交流了益西格西對我團這次服務計劃的想法。真

的非常感謝他犧牲自己的時間，在這三個星期中的翻譯以及陪伴。益西格西在

這趟旅途中幫助我們非常多，沒有他我們本次計劃不會進行的如此順利。 真的

非常感謝他細心仔細的為我們翻譯，精準地傳達我們想要表達的想法，處理大

大 小小的事情以及爭取機會，告訴我們當地的現況和提供意見。對於我們而

言，益西格西不僅是我們的翻譯，更是我們團隊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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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與益西格桑合照 

 

九、 訪問陳慧珍 醫師 

l 採訪人物:陳慧珍 醫師 

l 採訪動機:了解其志工服務動機與未來 

l 採訪內容: 

    本次訪問邀請到在日本開業的陳醫師，她的診所位在大阪，為中醫診所， 

專長針灸。由於語言隔閡，不便傳教，陳醫師計畫將台灣注音符號引入南印

度。此趟旅程來到南印，從事與自己專業無關的注音教材編輯，自己持續一個

月，每天 14 小時，日以繼夜的編輯教材，期許因此能方便法師們在中國及台灣

語言上的交流，更是希望藉此宣揚藏傳佛法。 

      從 2000 年開始義診生活的陳醫師，經歷過 1999 年的 921 大地震，而當

時的她在日本，無法返台協助家人。就在家人危急之時，慈濟給了她的家人，

一碗湯、一碗麵，暖和了她的心，從此她投入志工活動。陳醫師不僅僅在日本

偏鄉服務，更是在一段因緣下，一個人到了西藏，即使生活條件不便，衛生環

境不好，她想的絕非如何離開那個差的環境，而是如何讓眼前可憐的患者，重

拾笑容。但一樣選擇總會遇上考驗，陳醫師說他曾遇上燒燙傷患者，是自己無

法處理的嚴重程度，身為醫師，看到患者急需幫忙，卻只能要求對方盡快下山

就醫，她心頭的無力感衝破天際，這是她旅途中，無法忘懷的事蹟。 

      陳醫師說，過去的她，身為日本中醫師，沒有小孩的壓力，也沒有家庭

主婦的煩惱，即使可以隨意逛街，以名牌將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每天回家卻

心頭莫名有空虛感，看起來非常滿足，卻不那麼快樂。自從從事志工活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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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了他成年後一直以來的煩惱，才發覺金錢是買不到有些心靈層面的快樂。 

      陳醫師說：「我們要當的是良醫，而不是名醫」，她說，曾經在她要準備

考試的最後一年，遇上一位精神病患，剛好住在她家附近，每天放學之後，陳

醫師就會去看看他，那時候在準備考試的水深火熱之中，陳醫師想：「算了！這

場考試沒過我明年再考，但他的這條命，我一定要救起來」因此，每天陳醫師

都陪他到凌晨兩三點，最後病人能慢慢的恢復正常生活，也讓家人都很開心。

對於陳醫師而言，所謂良醫，就是自己盡力而已，不管什麼事情都全力以赴。 

      提到未來的展望，陳醫師表示：希望能夠有西醫合併中醫一起義診，互

相配合，相信能夠給需要醫療的地方，最完美的服務！也期許自己為南印度編

輯的注音教科書，能真真實實幫助到當地人！他更是期盼，醫師們，都能從

良，不要被世俗名利遮蓋了雙眼，而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並且時時刻刻設身

處地為病人著想，醫療不僅僅是醫病，更是在醫人！     

l 採訪心得: 

    陳醫師從事志工的精神，讓人敬佩不已！他能去許多醫療團隊都不想去的

地方行醫，一個人，拿著針具和消毒工具，就默默自費到了西藏，到了南印！

他所做的一切，並不是為了得到世人的掌聲，而單純的只為了，病患臉上的一

抹微笑。這一切，都是現在很多醫師所缺乏的，也是現在社會最需要的！陳醫

師與我們分享行醫過程，毫無保留也沒有任何包袱的解答我們的問題，就好像

自己的親人一樣，非常貼近我們也很貼心！我想，這就是陳醫師最大的魅力，

希望未來有更多人能夠和陳醫師一樣，不要認為自己一個人力量渺小就不付

出，而是更要因為相信自己，憑著良心，從事所有事情，並且從一而終，堅持

走到最後。 

 

 

 

 

 

Ø 訪問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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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家訪 

l 採訪人物:村民家訪 

l 採訪動機:在拜訪屯墾區代表之後，代表向我們說明了有三戶村民的家需要

重建的需求，因此醫師與志工團實際走訪村民的住宅來了解居民情況。 

l 採訪內容: 

     由於來服務的期間正值當地的雨季，每每到了雨季都是三戶村民的惡

夢。第一戶是 Camp2 的一戶房子，雖然只建了十幾年，卻因為粗糙的建材

與簡易的梁柱經不起每年雨季的風吹雨打，簡單的瓦片早已無法為村民遮

風避雨，屋內的牆壁皆是裂縫，四處漏水的情況讓屋內的擺設必須時常更

換移動，夜晚總是無法安心入眠。我們去拜訪時門前全是積水，水淹的必

須要採著磚頭一步步前進。這戶人家的爸爸是一位印度人，他是個守夜的

警衛；媽媽則是一位藏人，是一位幼稚園的老師，夫婦兩人一個月的薪水

合計 7500 台幣，銀行貸款加上同時要扶養四個小孩，因此修繕的費用使他

們不得不四處尋求協助…… 

     第二戶拜訪的是 Camp 4 的村民，也是三戶之中最嚴重的一戶。這一

戶是借用鄰居的牆壁在加上一個木樑柱搭建，然而房屋損壞已經達到無法

居住的狀態，單親媽媽與五位小孩必須四散至其他人家暫住，屋內漏水的

情況讓他們不得已只能把床另外設置到戶外。 

l 家訪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rj4mYO1oUo&feature=youtu.be  

或上 youtube 搜尋：2019 高醫國際志工社南印團-家訪 

l 採訪心得: 

     看著這樣的房子實在備感淒涼，老師說這樣的景況就像是看到了三十

年前的台灣，如今這樣的世代實在讓我們難以想像這種條件的居住環境。

在台灣，一個颱風或豪雨帶來的淹水足以造成民眾的各種不便與抱怨，更

何況像他們這樣長期而且發生在自家的情況。因此我們實地拜訪，將我們

的紀錄製作成影片讓大家看見這需要外界幫忙的幾戶人家，在台灣發起募

捐活動，讓他們可以有安心入夜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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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家訪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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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活動檢討與反思	
	

一、 活動檢討 

l	 籌備期檢討 

 

團長暨課程管理 

籌備期 

1. 與學長姐們開會討論，並經驗傳承 

2. 熟讀歷屆企畫書後，與團員開會，討論今年度方向與教案 

3. 擬定未來發展大綱及時程表 

4. 分配完成詳版企劃書初版 

5. 分配完成簡版企劃書初版 

6. 針對不了解的部分，交接完整計劃內容 

7. 提醒團員針對自己負責教案擬訂物資需求，並在比價討論後計畫採購事宜 

8. 訂定每周開會時間及開會通知，並隨時作調整 

9. 提醒團員出席各式培訓課 

10. 建議可以和秘書分配工作，隨隊老師由團長聯絡較適宜 

11. 提醒團員繳交第一批衛教活動資料初稿 

12. 請老師參與第一次衛教試教，並進行檢討會議 

13. 提醒團員繳交第二批衛教活動資料初稿 

14. 提醒團員製作海報、傳單 

15. 請老師參與第二次衛教試教，並進行檢討會議 

16. 提醒團員繳交第三批衛教活動資料初稿 

17. 提醒團員完成海報、傳單定稿 

18. 緊盯活動以及衛教內容進度 

 

秘書聯絡暨生活長 

招募之後到寒假之前 

1. 提早選定另一位隨隊老師，以利 2月中辦理 PAP 等證件。 

2. 和學長姐交接機構連絡方式，寫信和當地了解今年是否有特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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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間 

1. 和蔡醫師連繫醫療團是否出團及時間確認 

2. 因為申請工作簽證會有反覆送件的問題，建議提早辦理簽證 

3. PAP 需提早五個月辦，提醒團員交護照影本、5X5 大頭照及簽名檔申請書 

三月底之前 

1. 和旅行社連繫，提早進行機票訂購 

2. 因應簽證需要，請機構寄送邀請函以及相關證明資料 

3. 因為行政作業需要，建議預留兩周請學校發證明公文（由社長協助辦理） 

4. 連絡老師資料繳交與開會時間配合 

四月底之前 

1. 持續進行會議記錄，對於討論及決議的事項進行整理 

2. 確認團員以及兩位交班的老師抵達的機票時間，請機構派人前來接機 

3. 連絡台中賢道法師，以安排時間偕同隨隊老師一同拜訪（建議期中考後） 

五月底之前 

1. 寄送最終翻譯檔案給當地機構，並附上藏英對照版教材請當地複查 

2. 寄送計劃簡介給當地十大機構，討論是否再做任何調整 

3. 算好 A型肝炎疫苗日期，提醒團員去施打 

 

總務 

招募之後到寒假之前 

1. 和歷屆總務長傳承，了解資金來源 

2. 了解募款方式並討論今年是否募款 

3. 和其他團討論共同宣傳方式（若無其他團，則不必） 

寒假期間 

1. 建議在高雄燈會時提早三個月向主辦單位申請，在人潮較多處進行宣傳 

2. 整理電話拉贊公司總表，包含基金會及廟宇，並分配給團員分頭進行 

3. 整理高雄市學長姐診所總表，並製作地圖 

4. 蒐集獎學金資訊，並分配好申請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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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期間 

1. 使用 Flying 募資平台 

2. 報名市長有約 

3. 開始帳目管理，記錄所有支出花費 

四月期間 

1. 確認所有團共同募資機構 

2. 出席高醫大校友會募款餐會 

五月期間 

1. 提醒團員申請校內獎助學金 

2. 記錄義賣活動總花費 

3. 提早向學校申請跑借支，否則出團時錢會來不及下來（至少半個月以上） 

 

美宣、資訊暨物資 

出團前 

1. 和前一屆美宣完成交接，閱讀成報書及企劃書，了解尚可改進之處 

2. 傳承倉庫鑰匙，初步清點可用物資 

3. 設計年度封面與南印團團服 

4. 企畫書總負責 

5. 開始經營臉書粉絲專頁，宣傳今年的活動 

6. 雲端資料總管理，熟記各項檔案位置 

 

l 營前訓暨出團期間檢討 

團長暨課程管理 

營前訓期間  

1. 訂定營前訓行程 

2. 行李打包清單可以大家一起集思廣益，但要記錄東西放在誰那裡，若有調動隨時

更改，並請負責帶的人都要很清楚自己分配到了什麼，才不會到當地找不到東西

放誰那裏 

3. 營前訓的活動行程表可視情況調整總彩排時間 

4. 與老師聯繫機場集合時間 

出團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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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絡翻譯及司機的職責建議和聯絡機構分開，與秘書共同分擔較為理想 

2. 到當地敲定行程表因為生活步調較慢，討論行程訂定大方向為先，否則可能會造

成村長或管家師父一定的困擾 

3. 一到當地立即和翻譯演練過各個課程，希望由藏文講解也可以充分的表達我們的

課程內容 

4. 每天開會檢討並確實記錄，以利適時調整及後續成果報告書工作 

 

秘書聯絡暨生活長 

營前訓期間  

1. 製作出團總連絡資料，給家長做為連絡依據 

出團期間 

1. 事先排定穿團服的日期 

2. 和團長分工，連絡司機和翻譯 

3. 前一天事先和秘書長確認我們的行程是否會回診所用餐 

4. 每天帶需要合照的旗子出門 

 

總務 

營前訓期間  

1. 若提早跑借支流程則可以在營前訓個人時間中前去銀行換前會有較佳的匯率，否

則機場的匯率較差 

2. 確認所有出團前收據已掃描並繳交給學生事務處以便核銷 

3. 繳交最新版預算表給學校可降低核銷難易度 

4. 清點各單位需要的禮品數量並向學校拿取（可請社長代問） 

出團期間 

1. 記錄團隊所有公共支出，保管公費和餐費要分開，所以要準備兩個錢包 

2. 訂購器材的所有收據要保存好，並確認數量和實際金額 

3. 建議做為參訪與交流的總紀錄者(錄音) 

 

美宣、資訊暨物資 

營前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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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報送洗可以貨比三家 

2.密集發文，告訴大家我們要出團了 

3.清點所有物資並計算重量做行李分配 

出團期間 

1. 課程當日負責架設投影機和投影幕 

2. 建議前一日就要把隔日要用的物資和衛教海報處理好 

3. 很多地點沒有延長線，建議自己攜帶可節省許多時間 

4. 粉絲專業管理 

5. 晚上整理並上傳當日照片及影片做為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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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心得分享 

l 《自己》                       

                                               團長/總務  林潔敏 

    聽完學長姐的成果發表會後，就毫不猶豫的報了名確定參加國際志工，也

很幸運的被選上能 成為國際志工的一員，透過學長姐的安排下我們與其他團員

一起認識以及傳承讓我們了解出團需注意事項，我們團員就開始籌備這趟旅

程，，看以往學長姐回國後的反饋，再規劃我們這次衛教內容，其實回想起來

不簡單，一步一步的走過來，慢慢從無到有，有時候過於盲目的準備，會忽略

細節，幸運的是我們有學長姐，老師給予我們提醒，才能順利完成。 

     在這過程中我們有苦，有淚。但我們很順利的籌備到出團前，我們又是緊

張又是興及期待。很順利的到了當地，我們開始一連串的衛教服務，與村長開

會，拜訪當地醫院，才了解到我們生活在一個很幸福的地方，當地的醫療狀況

比我們想象的差，雖然當地醫院小，但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很多服務可以當

醫院解決，但有些重大手術進行還是要到城市。 

     這趟旅程帶給我最深的感觸是，不是在進行衛教或是參訪期間，最讓我反

思的是當地人的對於生活的態度。即使當地的交通不便，醫療缺乏，水質不

好。但是在這種環境下很少聽到當地人對於生活的抱怨，反思在自己在台灣，

卻一直抱怨這，抱怨那，即使生活很便利，醫療發達，卻忘了往好的方面想，

人總是會忽略自己好的一面，一直提醒自己要多看好的那一面。 

這不只是一趟看見世界的旅程，更多的時候是看見自己、超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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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反思》 

                                                副團長/生活 王菲 

    在出團前一次與醫師的會議上，醫師提到，作為志工我們應該要有的觀念

是他們需要什麼，而不是我們想要做什麼。讓我想著像我們這樣的短期志工到

底對他們幫助有多少呢？因此依照醫師的建議，我們著手於當地盛行的疾病─

─胃潰瘍、肺結核、Ｂ型肝炎以及退化性關節炎等等。 

  出團後，在當地我們拜訪了ＤＴＲ醫院、女尼院以及村落後進行實際的調

查發現，確實肝炎類的疾病相當廣泛。我們在村落調查也發現到他們高血壓、

糖尿病患者比例偏高，醫師們推測會有這樣的現象應該是因為村民從西藏高原

逃亡過來後，在印度地理海拔相對低的環境下，並沒有改變他們高熱量的飲食

習慣，因而造成村民普遍肥胖，有三高的趨勢。因此我們準備了能讓他們活動

筋骨的衛教，也順便訓練膝關節周邊的肌肉，來幫助他們減輕關節的負荷。看

著衛教期間他們開心地做著動作，也相當踴躍的詢問飲食與身體相關的問題，

我們衛教內容他們都盡量吸收了，更讓我覺得相當欣慰。 

  在從機場前往藏人屯墾區的路上，可以看到經過的幾個印度村落是相對貧

困的，可以知道他們存在著相當的貧富差距，路上沒有一隻牛是正常健康的體

型，每隻都是皮包骨，連印度村民都不得溫飽，更何況是家畜。看到這樣的景

況，心裡其實是相當悲傷的，想要幫助他們大概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感覺。但

是在藏人屯墾區的這幾天，對我來說是最接近佛學的時間，可以說是一場心靈

的洗滌之旅。這幾天接觸到許多的僧人，也參加法會來感受僧人們念經時的專

注，讓我們有心境上的沉澱，這些雖然是志工服務以外的交流，但這樣的文化

體驗也讓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雖然對他們的影響難以量化，但我想在每一年的計畫不斷的調整、調查當

地的需求之下，每一年的這樣的累積也能給他們更多的幫助，還有觀念上的改

變能夠積少成多，便是我們國際志工最大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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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再會》 

公關 陳怡華 

Mundgod 是一個平和的地方。他不先進，氣候不佳又交通不便，物資總是

缺乏，條件可以稱之為落後。我本以為我會很不習慣，但最後才發現，當精神

世界比物質需求更充裕的時候，這裡其實更像烏托邦。從人們的笑容中，你能

深深的感受到這裡的居民他們內心是被填滿的、富足的。 

為期三週的服務裡，我們參訪各地進行交流了解，我們走過每一個村落，

踏進老人院，走進僧院、女尼院，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進行了無數場的衛教與分

享。才發現這整個過程並不是一種單向的幫助，這是一種雙向的學習。他們總

是在感激我們的付出，但其實我們才是需要感謝他們提供我們機會。當真正用

心傾聽、用愛感受，想象自己就是當地的居民而不是外來者，體驗他們的文化

了解他們的習慣，這個理解的過程才能真正發現他們的需求，讓我們拋下我們

一廂情願的給予。 

因為他們總能走出屬於自己的路。常斷電，所以他們設置了太陽能電燈，

不多但卻在多少個無電的夜晚發揮了功用。路總是泥濘，所以村民自己鋪路，

路平才能使用交通工具才有移動自由的能力。沒有排水系統，所以自發挖水

溝，共同創造一個乾淨的家園。其實他們需要的他們自己會想辦法，所以我們

不應該以我們的角度去思考如何幫助他們，滿腔熱血卻自以為是的付出。先放

下所有的想象，拋開所有的預設，才能剖析溝通出那個最深層的問題，然後一

起共同努力解決，創造永續。 

短暫的旅途結束了，但我想有很多事情應該因此而持續改變。也許這個變

化不是劇烈的明顯的，可在美好的藍圖里，有幾塊拼圖已經拼了上去，一點一

滴地拼湊出理想的模樣。或許過程很漫長、很艱辛、遙不可及，但我想經過不

斷地傳承以及持續的耕耘，總有到達的那一天。 

我在台灣寫下這篇文章，在印度的回憶卻仍然歷歷在目，如夢一般在腦海

回放，這段旅程實在太過令人懷念、刻骨銘心。謝謝醫師們一路給予的指導與

幫助，總是在我們彷徨無助的時候為我們指引方向；謝謝我的團員們，一起度

過了酸甜苦辣，面對困難的時候攜手度過，一起瘋一起笑；謝謝這一路上遇到

所有幫助過我們的人，因為你們，才能交織出這段奇幻的旅程，讓旅途如此順

利。我喜歡印度嗎？我不喜歡。但神奇的是我想念我在 Mundgod 發生的一切，

我想回去嗎？我想。希望未來若有機會，我還能持續回去服務，不但成為種下

種子的那個人，同時也能成為陽光、空氣和水，持續的耕耘，一起見證最美的

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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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必然的偶然》 

                                                   美宣/資訊  陳筠雯 

    人生迷途中茫茫，我時常在知識的字裡行間中尋找「意義」。人生應該有的

樣貌是什麼？人活著的最終目的又在哪裡？我為何而存在？當人生陷入無數謎

題，像站在泥淖之中，使勁想抽身卻越陷越深。而將我拔出的泥淖，正是一次

又一次的志工活動。 

    國際志工於我，非偶然，而是必然。 

    還記得當年陷於課業的水深火熱中，是我人生中最自私的時候。而當我發

現這樣子的自己，才知道原來書讀得再好，也比不過參加活動所啟發的同理

心！因此，當年懞懂的大學新鮮人，下了決心，在大學幾年裡，一定要參加幾

場志工活動，其中之一，就是國際志工！ 

    儘管準備過程遇上無數挫折，儘管計畫總是趕不上變化，橫越重重困境

後，即使是傷痕累累，也在踏上南印度的土地後，化苦為空。 

    往年，高醫志工團會與醫療團合併。而今年，我們單團奮鬥，擁有較多衛

教時間，踏出的每一步，都是自己的腳印。除了到各處拜訪，了解當地疾病狀

況及需求外，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收穫在於每一場衛教的感動。每一位來聽衛

教的居民都非常專心；每一次他們的發問，都促進雙方思考，一起進步；每一

次的小表演，都得到熱烈的掌聲及回饋；每一場衛教，來自居民熱情的微笑，

都是我們成果的證明，更是我們進步的元素。 

    那一天衛教完，有位阿嬤行走緩慢，我豪不考慮上前去接住他的手，扶他

走過門檻。他的每一步，我都感受得到重量，是他放心將他自己交給我的重

量。這才感受到，原來牽著手，不再是體膚小事，也不是所謂形式上的接觸，

而是心與心的聯繫，是如同寒冬裡的那碗紅豆湯，一手傳一手的溫度；有天，

老師問一位笑容滿面的婦女：「你快樂嗎？」她答道：「我看起來快樂嗎？」老

師回答：「不快樂。」，美麗的笑容一瞬間崩垮，沒有幾秒鐘他淚如雨下，我

想，那眼淚是因為，這些年來，隱藏在微笑背後的心酸，終於有人，懂。或許

他內心有和我們一樣的波濤洶湧，只是文明社會裡，我們習慣隱藏，而此時此

刻的一句話，不差分寸的刺進最深的那處痛。 

    以前，常常覺得一年只去一次的衛教，我們能改變什麼？一路走來，經過

多次的溝通與計畫，雖然，我們所能做到的事是如此渺小，但每一年，每一位

團員都是完成這弘大藍圖的其中一塊色料，是缺一不可。希望往後每一年衛

教，都能如同今年有滿滿的回憶與感動，更重要的是，能延續每年的計畫，讓

我們在當地的每位居民身上，刻下永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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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隨隊老師感想與建議 

l 蔡季君 醫師 

      2019 年 7 月、離 2010 年至今，轉眼間這是第十年至南印度蒙果。在洛

色林診所院長天津多杰格西協助下安頓、與安排服務活動後展開。他也特地安

排益西格桑格西當我們的中文翻譯。院長安排及主持當地村落里長會議，邀請

九村里長來與我們會談。在近 2個小時討論回饋後，我們也對過去醫療及衛教

服務的成效，有更深入的了解。接著也在里長協助下，展開村落衛教與服務。

對於多年來，我們與慈悲醫療會合作執行過水質淨化改善計劃，雖然當地人逐

漸喝淨化瓶裝水；但很令人驚訝的是，當地至今煮菜還是普遍使用地下水、非

淨化水。我們曾在每個村落提供老花眼鏡、捐助輔具，他們認為這對老人非常

實用，但有些輔具已毀損，需要維修或換新。對於每村老化人口，退化性關節

炎的問題特別重要，代謝症候群中的糖尿病及高血壓也約有 2至 3成。25-60

歲人口較少、因工作關係外移；因此小於 25 歲、大於 60 歲之疾病衛教，如營

養、飲食、減重、高血壓、糖尿病、肝炎及癌症（頭頸及肺癌）都是里長們提

出的重點衛教。 

      我們依據這些建議，自 7/12 起安排每天上下午行程，密集至 9個村落行

政區安排衛教，我們同時調查新增輔具需求獲評估毀損輔具、置購新的輔具或

予以修理。我們接著至蒙果當地 9個村莊衛教；每一個村莊約 20-30 位村民參

與；年紀大概是中老年人。其中以高血壓、糖尿病、退化性關節炎、飲食問題

居多。村莊衛教是極需的，但需將之納入當地常規公衛體系。我們同時造訪多

年來服務的老人院，高齡 80-90 歲更是已極需輔具，因此我們也做退化性關節

炎衛教及運動操教導。老人院院長要求助行車, 同時在洛色林診所也有位殘障

的老師父需要；因此我們至離藏村約 1.5 小時的 Hubli 城市買了四付助行車及

其他輔具送給老人院、村莊人民與洛色林診所有需要的人。來聽我們衛教的幾

乎都是中老年人居多，而營養、飲食及運動，其實更要在年輕族群推廣；因為

這是預防慢性病的根本。 

      當地有科學禪修中心，隸屬哲蚌寺。是法王過去這 30 年來持續堅持佛教

必需科學化，不斷與西方科學家對話、開研討會之下，由美國 Emory 大學捐贈

的科學禪修中心。而該大學已就物理、生物及神經學設置 6年級課程，由較高

階喇嘛學生學習，用意在於將佛法與科學聯結，並由科學角度來印証及研究佛

學；同時藏人也提供教授外國人佛法與禪修課程。希望更多科學家或一般外國

人能更了解藏傳佛法的精髓。我們希望高醫大也能傳授我們的強項，醫學疾病

及保健預防等相關實用課程。希望高醫能與之簽交流備忘錄 MOU, 且將之課程

化，雙方互相承認學分。這需經寺院住持開會同意，及經高醫大同意申請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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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來執行。 

      這次喜見當地某些硬體建設已有所提升，如道路及淨水設備改善。但預

防與公共衛生之概念，還需持續的努力教育推廣。同時也看到過去執行計劃的

新盲點、及一些新問題待解決。同時，有甚麼樣的專科醫師，就會發現這些專

科的問題；本來精神科林醫師行前還認為國際醫療，應該沒有精神科的角色；

事實上，疾病就在那裡，只是我們沒有發掘。感謝這次益西格西投入的協助，

感謝這次同行夥伴,讓這計劃能圓滿執行. 

 

l 張榮叁 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南印度國際志工團曾獲獎，造福南印度居民。此次參與志工

團除了一償宿願以外，也同時想了解國際志工團職行狀況、優缺點、以及需要行

政支援及改善的地方，讓未來學校在推動國際志工工作時，能確切提供必要支援，

發揮學校人文關懷的特色，再創志工服務的風潮，引領學子深耕奉獻精神。 

      此次在南印度所見所聞，確認南印度國際志工團過去十多年來，為此地居

民所建立的飲水改善、衛生教育改善等成績。但是居民普遍出現人口外移、老化，

隨之而來的是肥胖、高血壓、糖尿病、退化性關節炎等問題。從藏區雪地遷移至

南印度德干高原較為酷熱地方，居民仍維持高油、高糖、高熱量飲食習慣，居民

重視醫療而輕忽環境公共衛生，這些問題都是居民健康的隱形殺手。改善之道在

於正確飲食習慣必須向下扎根，讓中小學學生了解並奉行正確的飲食習慣。此外，

當地居民活動中心幾乎都是國外團體捐資興建，多已老舊，數棟新建築為 2 層

樓，造成老年人不易到達的窘境；另外，參觀數棟當地居民房舍，多為簡陋，牆

壁龜裂漏雨，居民因為經濟狀況不佳，無法修繕。這些問題都是未來出團前可以

規劃、加強處。 

      當地比較進步處為僧團寺廟，當地接待南印度國際志工團者是達賴喇嘛

座下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下洛色林診所，益西格西幫忙翻譯，讓此次活動順利

成功。僧團是當地居民的知識份子，並擁有相對較佳的經濟條件，並提供免費

醫療服務。阿尼院則經濟較為弱勢，較多心理問題。僧團在佛學的精進，以及

法王對科學的支持，在哲蚌寺下設立科學禪修中心，引進美國 Emory 大學 6年

的物理、生物、神經、哲學課程，其中和本校相關者有生物、神經科學，為了

解開佛學及生死學對醫學的影響，希望能建立雙邊合作關係。希望未來學校能

在這樣的基礎上持續努力，建立國際志工人文關懷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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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林貝芸 醫師 

      行醫以來，我一直很嚮往能參與國際醫療，此次有幸在教師訓練課程中，

結識從事十多年國際醫療的蔡季君醫師，因而能參與南印度藏區國際志工團，成

為帶隊老師之一。我們團隊走訪 9個村，發現退化性關節炎、三高、飲食問題，

這些問題雖有在改善，但一般民眾對於這些健康衛生的觀念，仍缺乏，需多宣導、

再教育。此外，此地人口外移及老化情形明顯，我們在社區接觸到的衛教群眾幾

乎都是老年族群。未來，如何接觸到孩童、年輕族群，讓正確醫療健康觀念從小

紮根，從年輕時開始作疾病預防，是未來重要的計畫之一。 

      此次我的另一任務，是了解當地民眾的精神健康議題，我們將簡式健康量

表(BSRS-5)翻譯成藏文，先請女尼院的女尼們填寫，在 33 份問卷中，有 6 份的

總分達 15 分以上，表示有重度情緒困擾，原定希望能針對 6 位量表分數高的女

尼，進行個別心理諮商訪談，但由於行程時間緊湊，此次無法執行，需規劃成下

次出團前的計畫。本團隊會將精神醫療列為重點項目之一，是因為流亡藏民在從

西藏來到印度的過程中，經歷了身體及心理上的磨難，在 2005 年的文獻 ” 

Prevalence of mental disorders and torture among Tibetan refugees: A 

systematic review” 中指出流亡藏民有11–23%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25–

77%有焦慮問題，11.5–57%有憂鬱症。在前幾年的國際醫療中，當地科學禪修中

心亦有提出相關精神健康需求。 

      當地出家僧侶與一般民眾的人口數約 1:1。喇嘛們在藏傳佛教的佛法修行

課程中，需修佛教心理學，他們會去學習何謂 51 種情緒，並對於人性、人生做

反覆的思辨及探討。此次在女尼院的精神健康講座中，本團隊與住持/女尼們有

精彩的問答交流，他們對於目前腦科學在神經心理方面的進展，十分有興趣，希

望能利用西方醫學在人體、精神上的科學解釋，去驗證他們修行所學，為他們開

啟另一扇窗，激盪出不一樣的火花。 

      國際醫療的計畫應該長遠經營，在下次的精神健康計畫方面，我認為應

規劃 1.精神健康流行病學調查，了解各個村的精神健康問題(情緒、酒精使用

問題等)及該問題的族群、比率，才能制定後續介入計畫。2. 與隸屬哲蚌寺的

科學禪修中心合作，加入腦科學及精神醫學課程，讓喇嘛學習精神醫學，將科

學與佛法做連結和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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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機構回報與合作評估 

機構名稱 Kargue monastery

僧院 

 

合作需求 高 

翻譯需求 中藏翻譯 

可用空間 室內大殿 

合作狀況 當日約來了 180 為僧人，各個年齡層都有，執事十分歡迎我們

的到來。我們進行文化交流了以及口腔衛教，僧人們專注度十

分高，互動性良好。課程結束後也十分熱烈討論以及詢問醫師

們與口腔相關的問題。 

設備狀況 僧院有投影設備，供電穩定。 

備註 管理階層有越來越重視僧人的健康問題。 

 

機構名稱 Loseling school

僧人學校 

 

合作需求 高 

翻譯需求 中藏翻譯 

可用空間 室內大殿 

合作狀況 當日約來了 50 位小喇嘛，年齡分佈為 6-10 歲。雖有些調皮不

受控制，但每一個小朋友都學習的十分認真。 

設備狀況 學校有投影機設備，但供電不穩定，需帶上海報以防萬一。 

備註 有些小朋友聽不懂藏文，教學時可多加上圖片或是肢體動作進

行詮釋。 

 

機構名稱 一般藏人村落 Camp 



	 102	

No.1~9 

 

合作需求 高 

翻譯需求 中藏翻譯 

可用空間 村落集會所 

合作狀況 村長配合度高，但有時候集合村民時間會較長。每一場次約有

20 至 40 人參與，村民們專注度高且反應熱烈，十分熱情。 

設備狀況 投影機和投影幕的有無參差不齊，建議自行攜帶，尤其是立式

投影幕。電力不穩有停電的可能，需準備海報。 

備註 道路崎嶇泥濘，要注意安全。 

 

機構名稱 女尼院 

 

合作需求 高 

翻譯需求 中藏翻譯或英藏翻

譯 

可用空間 女尼院辯經場或大

殿 

合作狀況 當日約有 100 多人參與，衛教主題為胃潰瘍以及感染控制。由

於當地的飲食習慣及條件，大部分人都有胃疾，但醫療資源並

不充裕因此此主題對他們來說十分受益，課程結束後也有部分

女尼留下詢問醫師們問題。同時，女尼院文化多元有來自不同

國家的人民，衛生習慣有待加強因此選擇感染防護的課程教導

他們正確衛生觀念。 

設備狀況 沒有投影機，需要投影在牆壁上，需提早進行架設。大殿裡面

有許多柱子容易擋住視線。 

備註 由於個人經歷以及學習壓力，有部分人需要心理方面的協助，

往後也可以加入有關情緒調整方面的課題。 

 

機構名稱 老人院 

合作需求 高 

翻譯需求 中藏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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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空間 祝禱房 

 

合作狀況 當日老人約有 40 人，年齡約 70 至 90，我們進行退化性關節

炎的衛教以及簡單的復建操。基本上所有老人都有關節痛的現

象，做操的反應熱烈且互動良好。建議可以將分解動作印在

A4 紙上護貝，讓他們可以帶回房間，一個人也能練習。 

設備狀況 沒有投影機和投影幕，有需要使用可自行攜帶投影在牆壁或是

使用海報進行衛生教育。 

備註 機構缺乏物資，學生可在台灣多募點物資進行協助。主要問題

是退化性關節炎，因此可以幫助添購酸痛貼布，輔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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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參、 網路行銷與成果分享	
	

一、臉書粉絲專頁 

l 緣起 

透過社群網站使更多學生與民眾認識國際志工，並且瞭解本團各項活動籌

備與執行進度，也更踴躍參加本社團的各項活動，民眾也可使用訪客留言功能

與本團互動。 

l 目標 

提升高醫國際志工南印度團曝光率與校內學生的參與度，同時也作為志工

團長期活動心得與影音照片紀錄空間，並與其他國內外志工團交流。 

l 內容及方法 

本團團員皆會在籌備與出團期間輪值撰寫心得，此外也會宣傳各項活動、

主題培訓講座，或服務地點介紹等與社群網站使用者分享。 

l 籌備期間 

籌備期間團員輪流 10 篇培訓課程、活動、參訪等心得置於粉絲專業，另

外還有服務地區的介紹、文化簡介等。 

性質 活動項目 時間 

介紹西藏 五色旗的故事 2019.03.07 

介紹西藏 《時代雜誌》關於達賴喇嘛 2019.03.10 

培訓課程 「會刷牙的小孩最可愛」口腔衛教 2019.03.17 

介紹西藏 《時代雜誌》訪問達賴喇嘛 2019.03.20 

培訓課程 屏東志工特殊訓練 2019.03.31 

閱讀分享 《聽說西藏》閱讀心得分享 2019.04.07 

培訓課程 「走入老人的心裡」關節炎及復健 2019.05.04 

培訓課程 「肝若不好，人生就是黑白的」肝炎衛教 2019.05.12 

培訓課程 「腸胃知多少」腸胃衛教 2019.05.17 

培訓課程 「必要的控制欲」感控衛教 2019.06.29 

l 執行期間 

於 2019/07/03~2019/07/19 出團期間共計有 15 篇服務日誌置於臉書粉專

與網站和民眾分享。 

 

 

 



	 105	

l 流程 

 
l 未來展望 

目前粉絲專業已經營 7年，未來將會持續經營與大家分享計畫和當地資

訊，希望關注人數可以上升，讓國際志工形象提升，鼓勵當代人參與志工服

務，建立良好國民外交等等！ 

l 心得 

     在這個網路資訊發達的時代，人們常常以社群網站分享生活經歷及心

得，而高醫國際志工南印團也不例外。透過上傳衛教學習進度以及出團期

間的每日日記，一方面讓想參加的學弟妹們了解，國際志工的真實樣貌，

一方面可以讓社會大眾監督我們，互相督處、互相進步！另外，建立社群

網站有個極大優點，可以讓不同系統內的相似的團體，例如別的學校的國

際志工社或是其他機構的國際服務團體，了解彼此在做什麼，可以避免重

複性，更重要的是，有機會也能互相合作，讓國際志工計畫有更大的成

效！ 

 

 

 

 

 

 

 

紀錄

• 籌備期間團員值班紀錄培訓筆記

• 出團期間資訊長拍照記錄

整理

• 值班紀錄團員整理心得至雲端

• 出團期間資訊長每週上傳照片

分享

• 培訓課程心得照片於粉專分享

• 出團期間每週上傳心得照片



	 106	

l 照片

 

二、Instagram 分享 

l 緣起 

透過 Instagram 社群網站使更多學生與民眾認識國際志工，並且瞭解本團

各項活動籌備與執行進度，民眾也可使用訪客留言功能與本團互動。 

l 目標 

提升高醫國際志工南印度團曝光率，同時也作為志工團長期活動心得與影

音照片紀錄空間，並與其他國內外志工團交流。 

l 內容及方法 

由主要小編負責經營，在籌備與出團期間輪值撰寫心得，此外也會宣傳各

項活動、主題培訓講座，或服務地點介紹等與社群網站使用者分享。 

l 未來展望 

Instagram 的營運已經進入第二年，不論是粉絲和貼文數量都穩定成長，

今年度的貼文主要都還是和臉書連動，希望未來能針對兩個軟體的特色發展出

不同的發向。 

l 心得 

剛開始經營 IG 時，因為是社團新營運的社交軟體，相較臉書遇到較大的

困難，但很快地便進入狀況，透過 hashtag 的運用吸引了許多外國粉絲的關注

和按讚，是相當有成就感的部分，雖然觸及率不如臉書，但卻有相當比例的藏

人、外國粉絲，是相當有淺力的發展方向，今年度的貼文內容主要還是與臉書

一致，但也在考慮依照軟體各自的特色拓展不同的受眾。 

l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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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肆、 經費結算	
項目 名稱與用途 細項 合計 說明 經費運用 

交通費 

機票費 6 人 224,600 元 

蔡老師 37,100 元 

隨隊張醫師 37,100 元 

四位學生 

37,600X4=150,400 元 

深耕經費 

國外交通 6 人 12,000 元 

機場到住宿診所與診所到服

務地點之交通（無公共交通

工具，需遊覽車，車程 8小

時） 

國內交通 6 人 15,960 元 
高鐵來回 1330 元*2 趟*6

人 

簽證費 簽證費 6 人 30,000 元 
印度志工簽證，進入管制區

費用 

保險費 保險 801X6 人 4806 元 海外旅遊平安保險 

國外差旅費 

國外生活費 

（學生） 

16,473 元

X4 人 
65，892 元 

學生生活費依教育部標準 

USD12,000 /365X16 天

X31.315=/人 

（108.07.02 匯率 31.315） 

每位團員生活費約 16,473

元 

外國生活費 

（老師） 
1000 元/天 

蔡醫生 

12,000 元 

張醫師 

12,000 元 

依學校規定老師生活費 

1000 元/天(上限 14 天) 

疫苗費 疫苗 4 人 11，342 元 疫苗注射、瘧疾等藥品 

深耕經費 

講師鐘點費 
鐘點費(行前

受訓) 
1600 元 X2 4,800 元 

余方榮醫師(108.5.13) 

800X2 小時=1600 

林淑惠護理師(108.5.17) 

800X2 小時=1600 

梁博程醫師(108.5.10) 

800X2 小時=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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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費 印刷費 10,000 10,000 元 
海報，衛教傳單，問卷，相

片沖洗，前後測問卷等 

物品費 

教材費  10,000 元 
乾洗手、漱口液、牙刷牙

膏、老人助行器等 
社團自籌 

物品費  2,340 元 
台灣特色產品、傳統技藝物

品等 
社團自籌 

雜支 雜支 9,235 9,235 元 

團服、指導諮詢費、睡袋、

文具，小鏡子，隨身碟，讀

卡機，郵資、、色筆、銅

線、紙張、剪刀、美工刀、

雙面膠、紀錄本、筆、小紙

杯，小鏡子，手電筒，沖泡

包，洗髮精，果醬、防蚊用

品，常用藥物（1,000 元/

人）等 

社團自籌 

總計 424,97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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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伍、 感謝名單	
 

指導單位 

 

高醫學生事務處 

 

公司及基金會公益贊助 

 廉豐有限公司 

正光製藥有限公司 

佳德糕餅 

仁仁動物醫院 

王堯庭牙醫診所 

隆好中醫診所 

金車教育基金會 

  

計畫指導、協助 

蔡季君 醫師 葉育君 牙醫師      陳玫伶 女士 

張榮叁 醫師 顏丞偉 牙醫師      吳迦勒 學長 

林貝芸 醫師 吳美虹 中醫師      范容瑛 學姊 

余方榮 醫師 林靜君 物治師      王宣晴 學姊 

梁博程 醫師 林淑惠 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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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陸、 附件	
一、 哲蚌寺洛色林診所簡介與邀請函 

l 起源 

哲蚌寺於 1969 年在南印度重建後，僧眾們在資源缺乏的環境中胼手胝

足。2001 年臺灣屏東法音精舍住持今妙法師等參訪哲蚌寺，允諾協助建立

醫院，2002 年 12 月一棟 120 坪的兩層樓建築在距離大殿 500 公尺的土地

上建設完成。在醫療資源缺乏的印度，這是一件大事，因此醫院落成時 達

賴喇嘛尊者親臨主持落成典禮。 

l 醫療背景 

由於醫療基金的不足，無法聘請長期留任的專任醫師，只能聘兼任醫

師，因此一個月只有一天能看診，對這部分的患者來說相當不方便，因此

每次台灣醫療團的到來，對當地僧侶及藏人而言，實是一大福音。在醫療

費用方面，當地民眾經濟狀況都不甚寬裕，基於希望照護僧人的健康，更

希望佛陀圓滿的法寶，如瓶卸水般流入眾生的心中，使眾生獲得究竟的解

脫與安樂。所有的僧侶及貧民均免費，並資助到其他醫院就診的洛色林僧

侶半價的醫療費用，一般平民就診僅收半價，因此醫療支出的負擔相當的

沉重。 

l 長期目標 

南印度哲蚌寺洛色林僧院附設醫院，長久以來肩負著，哲蚌寺、薩

迦、噶舉、惹隊、尼眾寺院等，約 6,000 位僧侶及當地民眾的健康醫療重

任。 

l 近期計畫──B肝防治 

在洛色林醫院主辦的Ｂ肝檢測中發現 10%以上的患者為Ｂ肝表面抗原

陽性(HbsAg)。此地大部分的人並未接受 B肝病毒檢驗。大部分的僧侶並無

相關的認知，也不了解此疾病的嚴重性。因此我們希望此治療計劃能為僧

侶降低肝病的威脅。這份計劃希望能使目前在寺的 3,000 位洛色林僧侶都

受益。這群致力為佛學的修行僧侶並無相關知識，即使有，也因受於財力

限制，無法接受預防治療。依據計劃，僧侶們將會接受初步 HBV 的篩檢測

試，若結果為陽性，將會再接受更多相關的檢驗，而根據完整的檢驗結

果，給予所需的治療及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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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哲蚌寺洛色林診所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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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藏人屯墾區簡介 

l 起源 

自從約 13,000 個西藏人追隨達賴喇嘛在 1959 年流亡到印度，尋求政

治庇護，成為流亡政治難民。印度政府提供的北印度 Himachal Pradesh 為

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後，為妥善處理流亡藏人的安置問題，達賴喇嘛向印

度總理尼赫魯提出了幫助藏人在印度建立定居屯墾區的要求，以保護西藏

的宗教文化傳統，維持藏人的認同與政治社會凝聚力，防止藏人流散印度

各地。 

l 人口 

目前分佈在南印度的藏人，近約 43,000 人，約佔印度流亡藏人的一

半，是流亡社會的最大集中地，其發展也最為流亡政府所重視。南印度

Karnataka 省的藏民屯墾區蒙果(Mundgod)共有 16,800 名藏胞，約有百分

之七十是僧人，人口結構老化是一個重要的議題。五大屯墾區人口年齡層

分布情形如下： 

  

p本次服務的藏區位在印度，主要以農業為經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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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guling settlement Mundgod Nos. OF CAMP AND MONASTERY With 

Population and Groups 

S/No. Description Population 

Nos. 

Group/Subsect Remarks 

1 Camp No1 67 4 BifacateChuschock 

2 Camp No2 335 3 Do 

3 Camp No3 550 5 Do 

4 Camp No4 1965 9 Do 

5 Camp No5 445 3 Do 

6 Camp No6 887 6 Do 

7 Camp No7 887 6 Do 

8 Camp No8 640 5 Do 

9 Camp No9 435 3 Do 

10 GadenShartse 1300 11 Khamtsen 

11 GadenJangtse 1635 12 Do 

12 Nyingma 35 1 Hostel 

13 DrepungLoseling 213 24 Do 

14 DrepungGomang 2365 16 Do 

15 Rato 120 1 Hostel 

16 Sakya 190 1 Hostel 

17 Kargue 190 1 Hostel 

18 JancuhupChoeing 

Nunnery 

183 1 Hostel 

p此表為 Mundgod 藏人自治區秘書長給我們的人口統計資料，根據 2019-3-31

蒙果藏區當地政府人口普查目前為 15000人。 

 

 

三、 衛教前、後測問卷	

胃潰瘍衛教前、後測問題	 答案	

1.	Which	bacterial	cause	stomach	ulcer¢	

A. Hepatitis	A	virus	
B. H.pylori	

C. None	of	abov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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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ll	of	above	

2.What	is	the	symptom	of	stomach	ulcer?	

A. Loss	of	Appetite	
B. Abdominal	Discomfort	

C. None	of	above	

D. All	of	above	

D	

3.Which	of	the	following	can	eat	when	you	get	stomach	ulcer	

A. Sweets	
B. Icy	food	

C. None	of	above	

C	

	

	

	

肝炎衛教前、後測問題	 答案	

1.	What	possible	way	would	HBV	spread?	

A.	Vertic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	 	

B.	Horizontal	transmitted	infection	

C.	None	of	above	 	

D.	All	all	above	

D	

2.How	can	we	prevent	HBV?	 	

A.	share	toothbrush	or	shavers		 	

B.	avoidance	of	risky	behaviors,	 	

	 	 	 	 	 such	as	parenteral	drug	abuse,	 	

	 	 	 	 	 or	skin	piercing	

C.	use	an	used	injection	needles	 	

D.	sleep	all	day	long	

B	

3.What	is	the	complication	of	cirrhosis	?	

A. 	 Liver	cancer	 	
B. 	 Spit	out	of	blood	 	

C. 	 tarry	stool	 	

D. 	 All	of	abov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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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hat	is	the	symptom	of	acute	infection	phase	?	 	

A. Maybe	no	symptom	 	 	

B. yellowing	of	the	skin	and	eyes	 	

C. dark	urine	 	

D. All	of	above	

D	

	

	

	

	

營養保健衛教前、後測問題	 答案	

1.What	is	lacking	in	vegetarian?	

A. Vitamin	B12	

B. Protein	

C. Calcium	

D. All	of	the	above	

D	

2.Which	can	produce	Vitamin	D?	

A. Sun	
B. Milk	

C. All	of	the	above	

C	

3.Do	you	know	which	one	you	are?	

A. Low	body	weight	
B. Normal	

C. Over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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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衛教海報及傳單 

l 口腔衛教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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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感染控制衛教海報 

 

 

 

01

02

03

04

05

མཐེ་བོང 

ཏོཝེལ་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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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退化性關節炎海報 

 

 

 

 

 

 

 

Osteoarth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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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腸胃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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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肝炎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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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輔具捐贈證明及洛色林感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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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付 walker imported (進口助行器)、 2 付 walking stitck 4 leg 

(四腳柺)、4付 Invalid walking frame (助行車)；以 match 報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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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單位感謝狀 

l 洛色林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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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老人院 

 

 

 

 

 

2019/7/31 Gmail - Greetings from Old and Infirm People's Home, Mundgod

https://mail.google.com/mail/u/0?ik=1f5e9073f4&view=pt&search=all&permthid=thread-f%3A1640580300710826176&simpl=msg-f%3A16405803… 1/1

Ruby Tsai <jijits2@gmail.com>

Greetings from Old and Infirm People's Home, Mundgod
1 封郵件

genzin oldagedhome <oldagedhomedoegul@gmail.com> 2019年7月31日 下午8:35
收件者: Ruby Tsai <jijits@cc.kmu.edu.tw>

Dear Dr Ruby,
Hope this email finds you well and reached safely at your home. We truly thank you
and your team for helping us when ever you give a visit to our old aged home.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donation money of US dollar 200/- @ 69 Rs. ( Thirteen
thousand, eight hundred indian Rupees) as donation towards medical aides.  and
also for the two wheel walker you brought along in OPh and one through drepung
loseling monastery hospital so total we received three wheel walker.
The aged elders who are using the wheel walker are very happy with your gift and
they feel comfortable to walk around in home.

Once again Thank you for bringing smile in our aged elders face.

With lots of respect and appreciation.

Yours Sincerely,

Tamdin Dolma and Chonen Dolma
OIPH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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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女尼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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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屯墾區感謝函 

  

2019/7/26 Gmail - Nice meeting.

https://mail.google.com/mail/u/0?ik=1f5e9073f4&view=pt&search=all&permmsgid=msg-f%3A1639579833065536644&dsqt=1&simpl=msg-f%3A1… 1/1

Ruby Tsai <jijits2@gmail.com>

Nice meeting.

TSO Mundgod <doegul@tibet.net> 2019年7月20日 下午8:19
收件者: Ruby Tsai <jijits@cc.kmu.edu.tw>

Dear Ruby la,

Tashi Delek!!

Thank you for your visit at Mundgod and helping many many long years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continuous support. We really hope to see u and your team in the coming years.

Doeguling Tibetan Settlement office (CTA).
P.O Tibetan Colony-581411, Mundgod.
མོན་གྷོ་འདོད་�་�ིང་བོད་མིའ་ིགཞིས་ཆགས་ལས་�ངས།
Representative office.
A uni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s Central Tibetan Relief Committee.

On Thu, Jul 11, 2019 at 3:25 PM Ruby Tsai <jijits@cc.kmu.edu.tw> wrote:
Dear Officer Tsering la,

   Our team was quite touched by your enthusiasm and devotion for people here.
Through you, we can more understand the true scenario and thank you so much. Hope thru our eyes and ears, we
can link more resources to here. We will propose our future plan with you to make it more fit for the local needs.

Best regards, 

Ruby 
  

TSO Mundgod <doegul@tibet.net>於 2019年7月11日 週四，下午2:59寫道：

Dear Ruby,
It was great pleasure to meet  you and professor with the koushin university medical student at our office with
translator geshe la and Loseling Hospital administrator Geshe Tendar la.

we wish all the best during your stay at settlement. we look forward to in coming years to work together to help
the poor patients and poor people.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and visit .

Lhakpa Tsering
Settlement Officer.
Doeguling Tibetan Settlement office (CTA).
P.O Tibetan Colony-581411, Mundgod.
མོན་གྷོ་འདོད་�་�ིང་བོད་མིའ་ིགཞིས་ཆགས་ལས་�ངས།
Representative office.
A uni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s Central Tibetan Relief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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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當地佛學博士益西格西（翻譯）發文感謝 

網址：

https://timeline.line.me/post/_dfvh0UaXMnYwBgfZpx3xLJf9aUG4aCKK4p

rorXM/1156439731605077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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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照片集錦 

 

Ø 老人院老人復健及退化性關節炎衛教 

 

Ø 洛色林小僧院口腔衛教 

 

Ø Kargue school 口腔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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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拜訪屯墾區代表 

 

Ø 拜訪科學禪修中心 

 

 

Ø 參訪 DTR 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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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村落衛教 

 

	 	

Ø 女尼院精神科衛教與佛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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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家訪照片 

 

Ø 訪問 

 

Ø 洛色林感謝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