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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成果

1. 在 22 個月內共有 4,694 人次赴 46 個流動診所及耳鼻喉科診所接受診療。

2. 為 6 個村落的 4,380 人每月辦理有關營養與衛生的講習訓練班，課程時間長達 67

個月。

3. 超過 1,000 人次赴 10 所精神健康診所接受診治。

4. 在無正規學校環境下教導 68 個小孩讀書與寫字。

5. 以本組織目前援助工作為基礎，結合其他在同一區域內的國際組織及斯里蘭卡發展

援助機構，共同完成未來計畫。

6. 為 7 個村落中的 9,000 人建設兩所永久性保健站。

7. 為兩個村莊挖掘兩口井及建造兩座蓄水系統，使 87 個家庭的 600 人受惠。

8. 為 16 所學校建造廁所，致約 800 名學生受益。

9. 為 17 所學校 1,000 名學齡前孩童興建遊樂設施。

10.捐贈教材給 33 所幼兒園，計有 1,650 名學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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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報告係由國際非營利組織 Humpty Dumpty Institute (HDI)所撰寫，說明自 2009 年 9

月至 2011 年 7 月的 22 個月期間內，HDI 在斯里蘭卡執行的一系列南亞大海嘯後醫療與

教育計畫。我們的重心在為斯里蘭卡 Batticaloa 與 Jaffna 省內 14 個偏遠村落的 10,000

名婦女與兒童提供衛生保健與衛生教育。本計畫的主要資助夥伴是中華民國(台灣)紅十字

會，沒有該紅十字會的慷慨資助，本計畫無法順利進

行。

Humpty Dumpty Institute 在 2009 年投入這項重建

計畫的主因，是源於 2004 年海嘯發生過後整整五

年，斯理來蘭卡部分地區重創的程度依舊未有改善。

將近一半位於 Batticaloa 及 Jaffna 沿岸的村落仍無法恢復在海嘯前所擁有的教育及醫療

保健。大部份的民眾還活在海嘯的陰影裡，並在創傷後心理障礙中煎熬。受害的人民得不

到或僅能得到少許醫療及公共健康中心的協助，這些人為數還是相當的多。孩童與母親的

基本衛生保健被剝奪，因而影響社會的全面發展。此外，過去 30 年的戰爭對這些民眾已

造成毀滅性的影響。本計畫的對象就是這些居民及其所居住的社區。

Humpty Dumpty Institute 在這段援助期間運用其獨具一格的全面性發展方法。在

Batticoloa 及其周邊地區，我們特別招集 36 個移動診所及建造兩間永久性診所，並安排

90 場針對產前產後的醫療照顧、重症預防注射、耳鼻喉及眼病的醫療照顧、及海嘯後壓

力障礙的心理治療等特殊健康訓練班。我們為基本衛生與營養計畫安排訓練班，並且建構

非正規教育計畫，以解決我們目標群眾中孩童的識字問題；我們也為民眾掘井與提供儲水

系統。在 Jaffna 及其周邊地區，HDI 為幼教老師提供訓練、發送相當數量的學習材料、

復原學校操場與興建公共廁所。

所有的方案都成功地完成，造福斯里蘭卡東部及北

部偏遠村落的 10,000 多人，這些社區所感受到的

利益是加倍的，而當地居民對為他們的生活帶來希

望與鼓勵的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都心存感激，計畫執

行地區到處都是標示與匾額，見證紅十字會的慷慨

奉獻。

我們全力提供醫療保健與基本衛生

教育給生活在斯里蘭卡 Batticaloa

與 Jaffna 兩省內 14 個偏遠村落的

10,000 名婦女與兒童。

這些社區所感受到的利益是加倍

的，而社區居民對為他們的生活

帶來希望與鼓勵的 Humpty

Dumpty Institute 及所有捐助機構

都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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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2 個月期間，氣候條件通常都很糟糕，而儘管雨不停地下好幾個月、水災嚴重、高溫

與乾旱難熬，我們仍克服萬難，致使本計畫執行成果卓著。醫療門診對民眾來說是極大的

慰藉之源，否則他們必須耗費幾個小時才可到達最近的醫院；衛生保健訓練班提供了非常

必要的基本衛生教育；乾淨用水的取得則大幅減

少水傳染疾病的感染風險。我們很自豪的說,自

從 HDI 於兩年前開啟本計畫迄今,這些偏遠及貧

窮村落民眾的生活條件已得到顯著的改善。

Batticoloa 及周邊地區內因移動診所的啟用，約有 60%接受診療的民眾已經痊癒，另有

35%仍持續接受治療；衛生保健訓練改善了 61%受訓成人及 71%受訓孩童的衛生。總體

來說，常見疾病患者的人數下降了 40%多，我們的保健團隊成員定期對居住在我們的目

標村落中居民做家庭探訪，並提出報告說明衛生情形已獲顯著改善。

我們為 Jaffna 地區的所有 38 位幼教老師完成了極為必要的為期一周之幼教老師訓練計

畫，他們雖獲最低的補助，但仍都志願參加該項計畫。另外，我們發送教材給 Jaffna 及

周邊地區的 33 所幼兒園，並提供重要的遊樂設施給 17 所當地的幼兒園。總之，我們在

Jaffna 的幼教計畫共加惠了 787 名學齡前幼童(4─5 歲)及其父母，以及 38 位幼教老師。

…儘管雨不停地下好幾個月、水

災嚴重、高溫與乾旱，在本計畫

之執行中，我們仍克服萬難，達

成顯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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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I 的執行夥伴

只要有任何符合我們國際援助計畫宗旨之可能，Humpty Dumpty Institute 都會不斷覓尋

當地非政府組織夥伴一同貫徹我們的援助計畫。很幸運地在斯里蘭卡有非常多的這類當地

組織，幾十年來它們一直在照顧弱勢群眾。為有效執行本計畫，HDI 與以下兩個享有聲譽

的組織密切合作：

「東方自力更生社區覺醒組織」(ESCO)：ESCO 自 1998 年起在 Batticaloa 及其周邊地

區的村落及國內流離失所者營地，為遭受斯里蘭卡長期內戰影響的家庭與孩童改造生活；

即使在村落社區面對多重困難時，這項工作依舊持續進行，協助因應物質與經濟需求，以

及衛生、醫療及社會需要，由於它們的地理位置偏遠及缺乏持續的生計，這些需求無法完

全實現。HDI 深以 ESCO 為其全球重要夥伴為榮。

「人類發展中心」(HUDEC)：亦稱為 Caritas–Jaffna，「人類發展中心」是羅馬天主教

Jaffna 主教管區的社服部門。HUDEC 的工作在於協助 Jaffna 所有的弱勢者(不論其宗教信

仰)脫離貧窮、無知與社會壓迫，HUDEC 特別著重幼兒的發展，以及確保幼教老師有適當

的訓練及裝備，請參考 HUDEC 的網站：www.hudecjaff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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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ticaloa 地區的援助目標村落 Jaffna 地區的援助目標村落

Kalkudah Madduvil

Paddiyadichenai Ketpali

Santively Alvai

Palayadithona Thumpalai

Thevapuram Katkovalam

Minminithavely Point Pedro

Akkuranai Kachc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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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nce boundary: 省界；National capital: 首都；Province capital: 省會；Railroad: 鐵

路；Road: 公路

Batticaloa 省計畫實施地區

Jaffna 省計畫實施地區

Thevapuram

Palayadithona

Akkuranai &
Miniminuithavely

Santhively

Paddiyadychenai

Point Pedro

Katkovalam

Alvai

Ketpali

Madduvil

Madduvil

Thumpalai

Kachchai

Kalkud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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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保健計畫

流動醫療診所

2009 年，HDI 在東斯里蘭卡的七個偏遠且貧困村落展開其主要衛生保健計畫，這些村落

居民普遍缺乏對醫療需求之常識，對接受醫療照顧也並非很感興趣。他們大都相信疾病係

由他們不能控制的力量所致，他們幾乎不知道傳染病、水及環境污染、良好的衛生習慣、

免疫力不足、維他命、礦物質與營養…等。我們在東斯里蘭卡進行了 36 次例行診療月，

發送援助期間門診專責醫生所開的處方藥，提供需要緊急醫療照顧的病人所需交通服務。

我們的援助目標病患所生的普通疾病包括胃潰瘍、氣喘、高血壓、皮疹、寄生蟲感染、呼

吸道感染、咳嗽及水傳染疾病。嚴重水災有時阻斷我們到目標村落的路，當地民眾飽受持

續狂雨及洪水的嚴重影響，以致蔽身處所與糧食的不足；但是有時即使洪水來犯仍可進出

Pothanai 村進行一些診療，該村鄰近設有正式診所的 Akkuranai 及 Minuminithavely 兩個

村莊。

HDI 所造建築物內的醫療門診 當村莊被洪水阻隔時所設立的戶外醫療門診

通往村莊路上的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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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Akkuranai 村有一家全都感染了肺結核，但他們不知有生命危險，當地的工作

人員及醫療團隊對該家進行了多次拜訪，說服他們明白醫療的重要性，最後他們終於到診

所接受治療。他們全家被轉送到 Batticaloa 教學醫院

的胸腔科接受治療，6 個月後，所有家庭成員都痊癒

了。另外，在援助計畫期間有 6 個高血壓病人、22

個胃炎與胃潰瘍病人及 48 位皮疹病人都完全康復。

許多病人需要繼續治療，包括咳痰與感冒、氣喘、寄

生蟲感染、呼吸道感染、肝細胞硬化等。

也許最重要的是 HDI 對這些村落進行援助帶動了其他發展組織展開在這個地區的援助工

作。例如瑞典開發署資助興建一座淨水廠，並於 2010 年 6 月提供管線將水輸往

Miniminuthavely 村，結果顯示水傳染疾病因而下跌了 65%。

耳鼻喉及眼科門診

2009 年 11 月至 2011 年 5 月期間，在 Santhively、Palayadyhona 及 Thevapuram 共設

立了 10 個耳鼻喉及眼科診所，以對當地病人進行診療。

耳鼻喉科相關診療項目包括打噴嚏與流鼻涕、偏頭痛、耳分泌物、下巴腫脹、扁桃腺炎及

鼻息肉。這些門診醫治了將近 1,500 人，雖然這些診所的主要目標是耳鼻喉及眼有關症

狀的醫治，但患有其他一般疾病的病人也一併接受醫療。

耳鼻喉及眼科病人從嬰兒到老人都有，各種疾病從白內障、眼睛腫脹、流眼淚、紅眼症

(常見於潛水的漁民)、近視及遠視等不一而足。其中有 5 名孩童因視力問題造成學習及閱

讀困難，經檢察、診斷及配鏡後已獲改善。另有一名婦女被診斷患有青光眼，轉至

Batticaloa 教學醫院接受治療後已獲改善，目前仍繼續接受治療。另有 6 人因長翼狀贅肉

(一種會影響視力的眼部良性薄膜增長)而接受治療。

最重要的是，HDI 對這些村落的

援助帶動了其他發展組織展開在

這個地區的援助工作。例如瑞典

開發署資助興建一座淨水廠，並

於 2010 年 6 月提供管線將水輸

往 Miniminuthavely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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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戴著 HDI 發給的眼睛

衛生保健習慣訓練班

本 計 畫 進 行 期 間 ， 在 Miniminuththavelly,

Akkuranai, Thevapuram 、 Palayadithona 、

Kalkudah 及 Paddiyadichchenai 村開辦了 62 班

次，共有 3,587 人接受持續性良好保健習慣及個人

與環境衛生教育。

這些訓練班強調個人衛生的重要性，並指出缺乏衛生所導致的疾病種類。很明顯地，一開

始民眾缺乏個人以及環境衛生的基本知識，也沒有清潔的衛生設施與乾淨的烹煮環境。這

些訓練課程經設計以期滿足學員的特殊需要，並提供全面的基本保健與衛生原則訓練，我

們的專案人員持續地探訪家庭，以確保這些指導方針得以執行。

衛生保健團隊成員探訪村民的住家

本方案進行期間，開辦了 62 班

次，共有 3587 人接受持續性良

好保健習慣及個人與環境衛生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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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病人患有尿道感染、發燒、腹瀉、排尿困難(解尿痛)、及腹痛，這些毛病通常源於個

人衛生不良與缺乏清潔的飲用水，且因好幾個月的水患而加重病情。我們很引以為傲的是,

至本援助期間結束為止，我們援助對象的行為有了重大的改變。今天，這些村莊的人口有

62%維持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並保持其居家環境的清潔。另外，他們也表現出對他們自

己的健康更為關心，且經常至醫療診所檢查。

為成人開辦的衛生保健習慣訓練班

我們援助目標村莊的大多數民眾參加我們的活動、

提出他們的疾病有關問題並希望知道如何最好地預

防再患。本計畫結束時，我們的紀錄顯示實行良好

保生習慣的絕大部分民眾的生病率降低了 72%。

保健習慣─兒童家居計畫

2009 年 12 月至 2011 年 6 月間，我們為援助目標村的 483 位孩童舉辦了共 12 班次的家

居保健習慣訓練，教授有關普通疾病的知識及預防方

法，特別強調改善個人衛生的重要性。孩童需要從小

接受個人衛生及保健教育；在這些訓練班中，孩童學

習口腔衛生、保持手腳及頭髮清潔、以及維持居家清

潔環境的重要性，也了解疾病可能的傳染方式與保持衛生與烹煮環境清潔的重要性。這些

訓練課程是互動式設計的，透過幽默故事解釋，以維持孩童的注意力，例如登革熱蚊的繁

殖及預防之道。

本計畫結束時，我們的紀錄顯示

生病率降低了 72%。

我們估計參與我們計畫的孩童有

56%至今的確仍維持著良好的個

人衛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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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計畫訓練班上教導學童的專業人員

我們估計大約有一半參與我們計畫的孩童在家裡繼續執行，有 56%的孩童的確維持良好

的個人衛生習慣。

精神健康診所

2010 年 4 月及 5 月，在 Akkuranai 與 Minuminithavely 村開辦了兩間精神健康診所，一

間成人的，一間小孩的，有 56 名成人赴診。我們估計約有 20%的民眾患有憂鬱症，但他

們非常排斥接受診斷，害怕如果他們接受精神健康

診所的治療，就會沾上污名。因此，他們被要求轉

至醫療診所就醫，在那兒他們的精神健康有關問題

也可以由我們的出診醫生處理，這麼做是要避免精

神健康病人被貼上當地社會專有的污名標籤。

2010 年 5 月至 2011 年 5 月間，更多的診所在 Kalkudah、Paddiyadichenai、

Santhively、 Thevapuram 及 Palayadithona 等村莊開辦，共有 531 名病人受益。

精神健康診所內的精神醫生與病人

我們的精神醫生估計約有 20%的

民眾患有憂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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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名病人被轉診至 Batticaloa 與 Valachchenai 醫院做心理疾病的進一步觀察與治療。3

名病人經診斷患有嚴重的癲癇，診所提供他們必要的藥物，並繼續醫治。有一名 38 歲的

婦人相信癲癇不是病，而是她受到神的懲罰，經醫生不懈的努力勸導，她終於同意接受醫

療。經由家庭探訪及醫生出診，對兩位不斷被惡夢困擾的婦女提供心理諮詢。另有 12 名

孩童也被惡夢困擾，其中兩位被轉診至 Valachchenai 醫院的精神健康部門，其他的則接

受出診醫療人員的心理諮詢。

產前及產後門診

2009 年 11 月至 2011 年 6 月，在 Minuminithavely 及 Akkuranai 村，共有 10 梯次由

Batticaloa 醫院首席助產士主持的門診，服務孕婦

及哺乳媽媽，為 15 名嬰兒施打破傷風、小兒痲痺

及卡介苗疫苗，另有 24 名出生後未打疫苗的孩童

也接種這些非常重要的疫苗。負責門診的助產士及

護士持續維護孩童的成長並製表追蹤。針對母親們

開班，教導她們如何妥善地照顧嬰兒，訓練她們餵

奶、保持健康的身體，教授她們本身及嬰兒攝取均

衡的食物、及為嬰兒的骨骼成長所需足量的鈣質。

護理長正在為一名孩童量體重 產後門診的母親及小孩

針對母親們開班，教導她們如

何妥善地照顧嬰兒，訓練她們

餵奶、保持健康的身體，教授

她們本身及嬰兒攝取均衡的食

物、及為嬰兒的骨骼成長所需

足量的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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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訓練計畫

HDI 分別在 2010 年 5 月及 11 月舉辦了有關以營養

食物調理均衡餐的營養訓練班。村民不知道均衡飲

食的好處，也不知各類食物提供身體不同營養的情

形。他們的主食是從當地池塘捕獲的魚，但是我們

的專業人員逐步教育他們蔬菜及村子裡其他食物的

重要性，以提供他們均衡飲食。他們現在已養成習

慣將本地生長的木薯葉做成粥，以為日常的飲食。有超過 90%的民眾在訓練班完成後，

已開始食用當地可找到的食材。

教育計畫

非正規教育與孩童良好成長空間

當 HDI 首次啟動本計畫，這些村落孩童的識字率為

零。計畫執行期間，有 68 名 6 至 18 歲的小孩及青

少年參加我們開辦的非正規課程，學習讀寫及簡單

的數學。自 2009 年 9 月到 2011 年 5 月，該項課

程從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 8 時 30 分至下午 1 時，

期間其他學校的放假日也跟著放。值得注意的是，

教育部注意到這些村落的進步與潛力，進而開始採

取步驟興建小學，並以 HDI 上述教育訓練為一、二

年級學生的施教基礎。

HDI 專業人員逐步教育他們蔬菜

及村中其他食物的重要性，以提

供他們均衡飲食。有超過 90%的

民眾在訓練班完成後，已開始食

用當地可找到的食材。.

當 HDI 首次啟動本計畫，這些村

落的孩童的識字率為零。計畫執

行期間，有 68 名 6 至 18 歲的小

孩及青少年參加我們開辦的非正

規課程，學習讀寫及簡單的數

學。自 2009 年 9 月到 2011 年 5

月，該項課程從周一至周五每天

早上 8 時 30 分至下午 1 時，期

間其他學校的放假日也跟著放。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注意到這

些村落的進步與潛力，進而開始

採取步驟興建小學，並以 HDI 上

述教育訓練為一、二年級學生的

施教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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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課桌椅之前的非正規教育班級 由 HDI 提供課桌椅的教室

為社區內 32 名 5 歲以下的孩童創造學習的友善空間，提供他們認知發展的基本措施。在

這些「遊樂群體」中，由 HDI 提供書本、球及造型粘土等識字與遊戲材料，讓孩童們在

唱歌、跳舞與遊戲中學習。

幼兒教育班的孩童

主要計畫

健康保健門診中心

我們的計畫開始時，Akkuranai 與 Minuminithavely 兩個偏遠村落沒有永久性的建物，所

以 HDI 在上述兩村落各興建了一所急需的健康保健門診中心。建造期間當地居民貢獻幾

乎所有的人力需求，這些建物起初用途為醫療診所，現在也同時成為舉辦各種社區活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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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等的重要社區中心。政府單位及分區書記也利用這些建物舉行社區會議。這些中心變

成村落發展的象徵，並為當地居民帶來希望與鼓舞，鼓勵他們進一步自我發展。

Miniminuthavely 的建物於 2009 年 12 月完成，Akkuranai 的建物則於 2010 年 7 月完

工。

其中一棟建物的內部 施工中

水井

在 Miniminuthavely 村中，我們為 42 戶無水資源可

利用的家庭挖掘了兩座水井，我們組織了兩個「水

資源維護委員會」，並在 2009 年 11 月至 2011 年 3 月間，安排了 5 班次的訓練課程，

教育村民維護水井及其周邊環境、定期加氯消毒以及購買維修水桶與繩索等。村民從井中

取水，作洗淨及清潔之用；因此，水傳染疾病的感染已經降低了 65%。

Akkuranai 村中的水井

HDI 為 42 戶無水資源可利用的家

庭挖掘了兩座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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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儲存槽

在這項援助下，於 2010 年 9 月為 Akkuranai 村內

的 45 戶家庭提供兩座各可儲納 10,000 公升的雨水

儲存槽，解決這些家庭在乾旱期間飲水問題，它們

足夠維持將近 6 個月的使用。所有 45 戶家庭因此

獲益良多。但遺憾的是，村裡其他家庭仍為乾淨水

的使用而繼續掙扎，導致這些家庭易受水傳染疾病

的侵害。

HDI 建造的雨水儲存槽 健康門診中心開幕

為 45 戶家庭提供兩座各可儲納

10,000 公升的雨水儲存槽…解決

這些家庭在乾旱期間飲水問題，

它們足夠維持將近 6 個月的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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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FFNA 省的幼教計畫

Humpty Dumpty Institute 在斯里蘭卡北部的

Jaffna 省注重幼教計畫的發展，目的在於改善幼教

的貧乏狀況，為該國最貧困的孩童提供一個可以在

更有生產力的環境中學習。HDI 提供教材、遊樂設

施與衛生設備給 33 所幼兒園的 1,650 名孩童。

為幼教老師開辦的訓練計畫

幼教老師訓練計畫於 2010 年 4 月 16 至 22 日在 Jaffna 省的 Pandeterippu 渡假飯店成功

地舉辦，共有 38 位 幼教老師參與該計畫，他們接受最新的資訊及為幼童設計的體操技能

與健康生活等課程，另外還包括數學概念、戲劇與電影、創造的技巧表達與組織、兒童心

理學、幼兒園管理及幼兒權利與領導等。

幼教教材的分發

所有 33 所幼兒園甚至缺乏包括玩具及其他學習工具的最基本教材，包括積木、ABC 及

Tamil 字母組、數字組、棋盤、互動式智力玩具、其他學習玩具與工具等。因此，HDI 提

供這些用品給 33 所幼兒園，協助所有孩童的早期發展。

提供給幼兒園的一些教具

HDI 提供教材、遊樂設施與衛生

設備給 33 所幼兒園的 1,650 名孩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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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遊樂場給幼兒園

幼教長久以來就認知到幼童寓教於樂的價值，老

師通常能透過觀察能知曉幼童的社交、認知與語

言能力、運動技巧、及情感發展。有鑑於此，HDI

遂提供遊樂場設備給 17 所幼兒園，包括翹翹板、

鞦韆、旋轉木馬等，這些設備對孩童的早期發育是必要的，也可增進細微與粗大動作技

巧。

享用新遊樂場設備的學齡前兒童

興建公廁

這些社區的居民對他們孩童成長盡心盡力，期盼每

一個小孩在安全與衛生的環境中接受全面的教育；

因此，HDI 為 16 所幼兒園的 800 位學童與老師興

建公廁。在此之前，學生在學校時沒有衛生設備可用。社區成立了工作團隊，為每所學校

挖了坑洞，另外，社區搜集當地的建材，如供建築用的砂石，婦女則每天提供工作者食

物，社區對公廁建設的貢獻是無價的。本計畫基金則用於購買水泥、木材、屋頂建材與雇

用興建公廁所必須的技術勞工。

經由觀察，老師通常能知曉幼童

的社交、認知與語言能力、運動

技巧、及情感發展。因此，HDI

提供遊樂場設備給 17 所幼兒

園，包括翹翹板、鞦韆、旋轉木

馬等。

HDI 為 16 所幼兒園的 800 位學

童與老師興建公廁。之前，學生

在學校時沒有衛生設備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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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幼兒園興建的廁所

施工中的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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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總結報告所提及的衛生保健與教育計畫的成果，包括援救生命、傳播有價值的知識給成

人與小孩、以及提供希望與鼓勵給住在斯里蘭卡最偏遠與最貧窮社區中成千上萬的居

民。

透過本計畫，我們得以接觸到那些在過去 30 年的斯里蘭卡內戰中多次流離失所及歷經

2004 年大海嘯嚴重打擊的民眾與社區。這些民眾

持續生活在遠低於貧窮線下，享有極少甚或零衛生

保健，他們根本不識字、沒有最簡單的衛生習慣、

且大多數沒有清潔的水可用。

透過本計畫，我們已經初步改善了 14 個援助目標

村落中的 10,000 名婦女與小孩的生活，並且可能

為這些社區的未來帶來了些許希望，以及因他們生

活改善而引致的鼓勵。最重要的是，HDI 援助這些

村落的舉措已獲得其他組織正面迴響，包括斯里蘭卡政府已加入協助這些社區發展的行

列。

然而長路漫漫，各項為貧困居民提供保健醫療、教育及清潔用水的計畫必須持續。沒有道

路去最近的醫院，加上超遠的距離，使得保健醫療仍遙不可及；持續的教育對孩童是必要

的，至少直到政府在該地區建設適當的教育設施。雖然村民為了基本的衛生保健教育走了

很長的路，但他們需要在這方面有持續的幫助與監控，以達到衛生的安全水準。有了持續

的協助，這些村落可以發展為該地區的模範社區。

透過本計畫，我們已經初步改善

了 14 個援助目標村落中的

10,000 名婦女與小孩的生活，並

且可能為這些社區的未來帶來了

一些希望。重要的是，HDI 介入

這些村落，已經為其他組織開啟

了通路，包括斯里蘭卡政府已加

入協助這些社區發展的行列。



基金來源與預算

HDI 從中華民國(台灣)紅十字會收到 20 萬美元，以及其他捐贈者 9 萬美元。台灣紅十

字會一直是本計畫最重要的捐贈者，因為台灣紅十字會的捐贈占本計畫全部基金的

66%。HDI 將台灣紅十字會的捐款全部支出。預算細目檢視經提出要求後提供。

HDI 計畫預算 –總計 $290,000 美元

實際支出 預算支出

救援補助用途 $ % $ %

醫藥 $ 73,570 25% $ 71,215 25%

教育與訓練計畫 $ 54,266 19% $ 54,908 19%

主要計畫 $ 131,602 45% $ 136,446 47%

行政費用 $ 30,562 11% $ 27,431 9%

合計 $ 290,000 100% $ 290,000 100%



附錄A:其他照片

醫生檢查病人，其他的人則在排隊領藥

病人排隊領藥 衛生保健訓練班

衛生保健訓練班



健檢官員檢查病人 護士為孩童施打疫苗

HDI 訪問團及非正規教育班的學童



感謝與支持函

Batticaloa省政府來函

Mr.S.Spiritheyon

Director

ESCO

Batticaloa

31,05,2011

親愛的 Spiritheyon

重新安置村落的醫療協助與衛生保健教育計畫

我瞭解貴組織在最易受到衝擊與權益被忽略的兩村落 Akkurana及Minuminithavely 所執行的計畫

在這個月將結束。

非常感激 ESCO選擇這兩個有醫療服務或衛生保健意識的村莊。貴組織合格的醫療工作人員成

立醫療門診及提供成人與孩童接受衛生保健教育的機會都是了不起的義舉。在這兩處所興建的兩

間衛生保健門診中心同時可供政府及社區多用途使用。簡言之，此一計畫的效益是減少成人的死

亡率及患病率。成人教育及非正規教育啟發了教育部門開辦小學(至少是一年級)的行動。

非常感謝閣下為最需要幫助的民眾及社區的生存與發展伸出援手，並且誠懇地請求你擴大本計畫

至其他 7個亟需衛生保健服務的鄰近村落。

感謝您

你最誠摯的

地區書記官 S. Arumainayaham

Batticaloa地區政府事務官



分區書記的來函

Mr.S.Spiritheyon

Director

ESCO

Batticaloa

受災家庭與孩童的再造與成長─Kiran 分區

非常感謝 ESCO、HDI 及台灣紅十字會在我工作的分區--也就是權益受到忽略、沒有衛生設施的

Akkuranai 與 Minuminithavely 兩村落--提供了不起的服務。雖然抵達這些村落困難萬分，你們仍然

盡力開辦醫療門診、提供產前與產後衛生講習、以及成人及孩童的衛生保健習慣訓練，以致幾近文

盲的村民們現在都能養成保健習慣及維持好的個人衛生，死亡率及患病率因而降低許多。

再者，在村內興建雨水儲存槽及水井也獲得政府行政官與教育部等的感激。你們的非正規教育班

已成為政府籌辦小學的基礎，你們的孩童友善空間計畫是孩童認知發展的樞紐。

此外，在其他 5 個村莊進行的醫療門診、精神健康診療及其他訓練計畫也在關鍵時刻發揮了作

用。

謹此對你們的奉獻服務深致感激，誠懇地請求貴組織在其他鄰近村莊──如 Kudumbimala、

Miyankalkulam、Vahaneri 及 Kulththuveddai──繼續執行這些計畫，讓它們的村民也能得到衛生

保健服務。

分區書記 T. NIRMALARAJ

分區秘書處

Kiran



衛生官員的來函

Mr. S. Spiritheyon

Director

ESCO

Batticaloa

親愛的 Spiritheyon

再造與賦權─醫療服務

非常感激貴組織及 HDI 與台灣紅十字會對 Minuminithavely 與 Akkurana 村民所做的奉獻服務，

使他們得到醫療服務與衛生保健習慣訓練。這兩村的村民幾乎被邊緣化且其權益受到忽略。以往

村中孩童及大人的死亡率都很高，他們不知道醫院及醫藥為何，現在他們學會了維持自己及家庭

成員良好的衛生保健習慣，經常到診所檢查，高血壓、胃炎、肺結核等慢性疾病的患者還繼續在

服藥。雨水儲存槽及水井的興建使他們有純淨的水可用。但是，雖然你們提供了好服務，但仍有

很多村落的居民沒有醫療服務，未能受益。

很感激你們及捐助人 HDI 與台灣紅十字會的善心奉獻，但我仍要誠懇地請求你們將無私的服務

擴展到鄰近的 Kudimbimala、Miyankal、Meeranakadavai、Aliyaodai及 Vahaneri等村莊。

謹致問候

衛生官

Kiran



村長的來函

Mr.S.Spiritheyon

Director

ESCO

Batticaloa

31.05.2011

親愛的先生：

重新安置家庭醫療門診及衛生計畫

Akkuranai 與 Minuminithavely 村是 Batticaloa 省最落後的地區，ESCO 是唯一幫助它們的組織。

這兩個村莊與外界沒有連繫，沒有醫療服務或任何衛生設備可資利用。村民們不知道衛生與健康的

意義為何，因此，ESCO 在 HDI 及台灣紅十字會提供的財務援助下，提供每月例行的醫療門診與

衛生保健習慣訓練計畫，改善成人及孩童的衛生條件，並培養他們日常生活的良好保健與衛生習

慣。因此，他們的健康情況有了顯著的改善。這些村落相當乾旱，極度缺水，該兩座雨水儲存槽及

水井對飲用水及其他用水非常有幫助，同時，死亡率及發病率也已降低。

另外，為孩童提供的衛生保健訓練計畫成效顯著，孩童友善空間及非正規教育計畫的推行也值得讚

揚，因為成人與孩童原先的識字率為零；令人欣慰的是，在非正規教育及孩童友善空間計畫實施

後，有接近 60%的人能讀、寫及簽名，這對我們正在成長的一代非常有用。

在此謹代表我們的社區對貴組織、HDI 與台灣紅十字會為我們的村民提供的協助及改善他們的生活

水準與健康致上誠摯謝意。同時，我卑微地懇求你們將這類計畫擴展至其他偏遠貧窮村落。

你最誠摯的

Sgd.K.Selvarajah

GramaNiladari

Muruthanai 209A



感人的故事

寶寶Tharshini獲得第二次機會

在 Akurana，這是個炎熱又潮濕的日子。Akurana 位於東斯里蘭卡，離它最近的城鎮是80

公里外的 Valachchenai，Valachchenai 醫院的醫護人員在 Akurana 社區開辦了醫療門

診。

2010年11月15日，我們的當地職員在該社區正進行例行探訪，他們在某一人家發現躺在小

塊墊子上兩歲大的 Tharshini，她與父親及繼母住在一間簡陋小屋裡。Tharshini 的母親在

中東的某國找到工作，希望抓緊這個機會讓她的女兒有較好的生活。但是，老婆一離開，

Tharshini 的爸爸就再娶了。

當地職員正在做家庭訪問

寶寶 Tharshini被發現時顯得很虛弱、瘦小與憔悴，身高與體重都遠低於兩歲小孩應達到

的標準，當地職員勸其繼母帶她去醫療門診，經檢查診斷寶寶是嚴重的營養不良，在醫生

的推薦下，Tharshini 得到大量牛奶、維他命及 Thriposha。在錫蘭文中，Thriposha 代表

三種營養，表示一種有三倍營養價值的食物，這種附食品提供能量、蛋白質與礦物質。



醫生在門診中檢查一名病患

該營養食品是依該門診醫生的推薦而提供給寶寶Tharshini的，但兩個月後，她繼母回報說

她拒絕吃或喝牛奶，而且總是想睡、沒有精神。經進一步的門診檢查後，醫生診斷出寶寶

Tharshini得了地中海型貧血。那是一種得自遺傳的血液病變，患者的身體製造異常形狀的

血紅蛋白──紅血球中攜帶氧氣的蛋白質。這種病變會造成過多紅血球死亡，進而導致貧

血。

寶寶Tharshini被轉診至Valachchinai基地醫院，在那裡接受地中海型貧血症的醫治，如果

不是因為HDI醫療門診的工作人員所做的家庭探訪發現了她，她可能只不過是斯里蘭卡偏

遠村落嬰兒死亡統計資料中的一個罷了。



多重利益

Thambirasa Muthulakshmi 和她的丈夫住在偏遠的 Miniminuthavely 村，它位於東斯里蘭

卡，距 Valachhenai 鎮 80 公里。因為內戰及 2004 年聖誕節翌日的南亞大海嘯，她多次流

離失所，32 歲的 Muthulakshmi 活得很艱辛，她與丈夫常去村子附近的小湖釣魚，或在附

近的稻田裡從事收割工作，在大熱天的泥濘中工作好幾個小時。

當地職員敲她家的破木頭門時，Muthulakshmi 在好在家，他們向她解說為了社區的利益所

辦的醫療門診正在進行。Muthulakshmi 承認她的肩部患有皮疹，她很清楚，但並不很想接

受治療。經過幾個小時的解說與勸導，當地職員終於說服她去門診，看能夠診療她皮疹的

醫生。

醫生在門診中檢查病人

檢查後，醫生診斷出 Muthulakshmi 的肩部有細菌生成，導致皮膚起疹子。她拿了藥膏，

醫生並告訴她要保持良好的個人及環境衛生習慣，而且建議她參加村子的衛生保健習慣訓

練班。敷藥後，皮疹就逐漸消退，她也在衛生保健訓練班學習如何維持個人及家裡的衛

生。Muthulakshmi 坦承：「之前我不知道清潔與穿著乾淨的重要性，沒有人教過我這些事

情，我很感激 HDI、 ESCO 及醫生的教導，而且治癒了我忍受了很久的皮疹。」



衛生保健訓練班

Muthulakshmi 後來生了一個男嬰，因為她常去門診，小嬰兒很快地被診斷出有腎臟併發

症，醫生將轉診至 Valachchenai 醫院，近期為他動了手術，現正康復中。Muthulakshmi

很感激 ESCO、HDI 及醫生的持續救援計畫，加惠她和她兒子的健康。



Sivalingam Vanitha

九歲大的 Sivalingam Vanitha 從 HDI 與 ESCO 共同開辦的非正規教育班回來，發現她的

眼睛不舒服，她照鏡子，注意到下眼皮有一顆膿腫，於是很擔憂地跑去告訴她父母。

Vanitha 的父母──46 歲的 Sivalingam 與 42 歲的 Pushpam 住在 Miniminuthavely村，它位

於東斯里蘭卡，距 Valachhenai 鎮約 80 公里。因為內戰及 2004 年聖誕節翌日的南亞大海

嘯，Sivalingam 全家生活在悲慘的景況中。

由於沒有受過教育且與外界幾乎沒有接觸，像 Vanitha 眼睛受感染的情況讓他們感到慌亂

與無助，他們勸說女兒，沒甚麼嚴重，過幾天就會痊癒。但是三個月後，Vanitha 的眼疾

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惡化了，她的父母試著用當地生產的樹葉與熱水藥方給她治療，但似

乎無效。眼睛四周都腫起來，膿腫已經脹滿，快要破裂了。

最後，Vanitha 被帶到診所，出診醫生檢查了膿腫，立即開藥方，讓她點特效眼藥水，並

提醒如果在兩天內沒有改善，就要帶她去 Valachchanei 醫院。因為病情沒有顯著改善，

Vanitha 經門診醫生建議被帶到 Valachchanei 醫院，在那兒她被轉診至 Batticaloa 教學醫

院接受手術治療，術後經過 5 天的觀察才出院。

醫療門診中檢查病人的出診醫生

Vanitha 的濃腫已經割除，雖然眼睛的紅腫還持續了數星期之久，但如果 Vanitha 沒有被

帶到醫療門診，她可能已經完全喪失了一眼的視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