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濟醫療誌
慈濟醫療六院一家

日日上演著動人的溫馨故事

真善美志工與同仁用感恩心

見證慈濟醫療人文之美

◆ 花蓮慈濟醫院從一九九九年啟動「合歡山雪季醫療」計畫至今

已經十五年，也邀約其他醫院輪班駐守在合歡山上為民眾生命

與健康把關，今年慈濟醫療團在冰冷的雪地，又面臨驚心動魄

的急救時刻……

◆	臺中慈濟醫院護理之家自一月八日啟用，轉眼已經滿月，在護理之家所有

人的用心陪伴下，住民們都感到很開心，家屬們也對護理之家充滿「耐

心、愛心、細心」的陪伴表示肯定……

◆	年後開工日，靜思精舍的常住師父和慈濟志工特地前往玉里慈濟醫院，送

上元氣福袋及應景水果，感恩春節期間堅守崗位的醫護人員，也讓新春新

氣象，有個好彩頭………

◆	去年海燕颱風重創菲律賓時，臺北慈濟醫院許多醫護同仁前往重災區奧莫

克義診，協助賑災發放。此次奧莫克市長與夫人來臺，特別拜訪臺北慈濟

醫院，代表市民感恩慈濟人即時伸出的援手……

◆	為了培養更多醫療人才、交流醫療人文，大林慈濟醫院繼去年與北港鎮仁

一醫院簽署建教合作後，今年二月再與雲林縣西螺鎮育仁醫院簽約，期許

透過醫院的合作，讓雲嘉地區的鄉親獲得更好的醫療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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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二月一日

合歡山雪季醫療

高山行旅保平安

臺灣難得一見的雪景，總會吸引大批

遊客上合歡山賞雪，尤其元旦、農曆新

年、二二八等連假期間，遊客人數更是

達到高峰，然而在高海拔、低氧、低溫

的高山環境中，遊客很容易產生各種高

山症，需要醫療團隊的立即救援，但山

路崎嶇就醫不便，往往也造成許多遺憾。

直至一九九九年，花蓮慈濟醫院啟

動「合歡山雪季醫療」計畫，後來花蓮

門諾醫院、署立花蓮醫院、國軍花蓮總

醫院及南投縣埔里基督教醫院也陸續加

入，各醫院輪班支援，於每年一、二月

的雪季假日，出動緊急醫療救護團隊，

在海拔三千二百公尺的合歡山上，守護

民眾的健康。

人撞人物撞物  搶救生命一線間

「松雪樓注意！有位七十四歲、疑似

頭部外傷的患者即將送抵醫療站，請相

關人員做好急救準備。」二○一四年二

月一日凌晨，也是農曆的大年初二，已

經就寢的醫護同仁，一接獲通知，立刻

趕往緊急醫療站查看狀況。

送抵醫療站的七十四歲老婦，本身

患有慢性腎衰竭，長期接受洗腎治療。

一家人原本趁著春節假期，前往合歡山

賞雪，沒想到晚上準備就寢，在走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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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老婦突然雙腿無力摔了一跤，導致

後腦杓著地，家屬聽聞松雪樓設有花蓮

慈院支援的醫療站，趕緊送醫治療。

當時值班的花蓮慈院檢驗醫學部兼

臨床病理科主任陳立光表示，當時老婦

的昏迷指數四分，頭部後方有明顯的外

傷，加上雙眼瞳孔不等大，研判是外傷

引起的腦出血，且有血塊壓迫腦組織的

狀況，由於患者還有慢性腎衰竭，凝血

功能不佳，導致鮮血不斷地從傷口湧

出。花蓮慈院護理師劉玲利、李冠菱立

刻為患者包紮止血，同時間，陳立光主

任也向家屬解釋病情，說明患者病情危

急，有生命危險，要立刻轉送到山下的

醫院治療。

得到家屬的同意後，花蓮慈院司機許

輝榮立刻備好救護車。就在醫護同仁要

將患者移到擔架，送往救護車時，「陳

主任，病人好像沒有呼吸了！」機警的

護理師劉玲利大聲的說。確認患者的心

跳、脈搏皆已停止，醫護同仁立刻就地

為患者施行心肺復甦術 (CPR)，並注射
強心針，所幸患者的呼吸很快就回復正

常，凌晨一點，順利送上救護車。

除了陳立光主任留守醫療站，繼續

守護其他遊客的健康外，其他同仁全數

跟上救護車，搶救情況危急的患者。高

速前進的救護車行駛在蜿蜒山路上，就

像是雲霄飛車，九彎十八拐，每個轉彎

都是人撞人、物撞物，但醫療團隊仍然

花蓮慈院第二梯雪季醫療團隊陳立光主任（右三）、護理師劉玲利（右一）、李冠菱（右二）、司機

許輝榮（右四）與前來接力守護的花蓮門諾醫療團隊 ( 左 )，在醫療站前合影留念。



＞＞慈濟
醫療誌＞＞

 

人醫心傳2014.380

盡可能的穩住自己，為不斷失去呼吸的

患者進行急救，一路上總共施行了三次

CPR，還用完了救護車上的六支強心
針。

終於在二十分鐘後與霧社醫療站的

救護車會合，患者成功被送往醫院進行

後續急救。當任務交接，也許是放下心

中的大石，返回醫療站後，一個個都出

現嚴重嘔吐的暈車症狀，但眾人忍著身

體不適，處理身上滿是血跡的衣服和一

片凌亂的醫療站。稍微休息不到兩個小

時，又再次起身為遊客服務。

「真的很謝謝你們！」老婦的五個兒

子與家屬，緊握著花蓮慈院醫護同仁的

手表達感謝。劉玲利護理師說，雖然當

天大家都睡不到三個小時，但是只要能

為遊客提供最及時的服務，就是件令人

欣慰的事情。

免費高山醫療　外國遊客讚歎

「臺灣真棒！在高山上都能看病。」

除了臺灣的遊客，來自泰國、中國大陸

醫療站內血跡斑

駁，不難想見當

時情況的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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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合歡山雪季醫療的花蓮慈院陳立光主任（左）在緊急救護站為出現高山症狀的病人看診。

北京、上海……等外國遊客也常出現高

山症的狀況，而來到醫療站求診。原本

以為需要付費的遊客，當知道是醫療站

提供免費服務後，紛紛表示臺灣的醫療

服務真的很貼心。

連續六年都到合歡山醫療站服務的陳

立光主任表示，醫療站「麻雀雖小、五

臟俱全」，在花蓮慈院醫護團隊的用心

配置下，分出掛號區、診療區、以及備

有病床的急重症區。而為了因應急性高

山病、高山肺水腫、甚至是最危急的高

山腦水腫等症狀，醫療站還準備了攜帶

式呼吸式急救裝備、生理監視器、電擊

去顫器、心電圖機等各種相關設備。

而在醫療人員駐站以外的時間，醫療

站內仍備有氧氣製造機等相關設備，遊

客一旦發現有頭暈、虛弱無力、噁心、

嘔吐等高山症症狀時，可盡快到醫療站

使用氧氣，改善不適。陳立光主任也提

醒，出門遊玩一定要量力而為，尤其是

高山環境多變，民眾一定要評估自我身

體狀況，不可勉強，一旦出現身體不適

問題盡快送醫療站看診。（文／魏瑋廷

　攝影／劉玲利）

出現高山症狀的遊客，透過氧氣製造機減緩身

體的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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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
二月八日

護理之家啟用滿月

「三心」陪伴家屬放心

臺中慈濟醫院護理之家自一月八日

啟用，轉眼已經滿月，雖然成立至今只

有短短一個月，但在護理之家所有同仁

及慈濟志工的用心照顧下，住民們都感

到很開心也不會寂寞，家屬們也對護理

之家充滿「耐心、愛心、細心」的陪伴

表示肯定。

春節過後，住民陸續回到護理之家，

為了慶祝成立滿月，同仁們也特別安

排活動，帶著阿公、阿嬤動手做燈籠。

在「保庇」的音樂聲中，職能治療師

鍾孟修帶動大家，一起跟著歌聲做手

部敲擊運動、靈活雙手，最後再帶著

大家畫線、寫數字、黏貼，完成一個

個美麗的燈籠。

為了加強治療效果，鍾孟修在帶領

做燈籠的過程中，還會隨機提問，像

是「元宵節是農曆幾月幾號呢？」部

分反應比較快的阿公阿嬤，馬上就能

答出「一月十五」，有些則要在家人

引導下，才能正確回答。鍾孟修表示，

畫線條、寫數字，都是手腦刺激，加

上問答，能讓長輩腦筋轉一轉，使頭

腦反應更好，否則整天臥床或安靜坐

著，可能會使頭腦越來越不清楚，身

體也會變得僵硬。

同仁與志工端出生日蛋糕，大家一起用閩南語、國語、

英語唱出生日快樂歌，場面十分溫馨。攝影／馬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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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各項活動

充滿家的溫馨

護理之家從啟用以來，就經常舉辦

活動，啟用不到一週就舉辦了首次慶

生會，因為貼心的護理師賴筱婷與社

工師蔡靜宜，發現剛入住的謝先生與

楊阿伯分別在一月十一日與十二日生

日，因此和吳佳儒護理長討論，決定

在十一日給他們一個驚喜。當天陳鶯

鶯師姊帶動「感謝天感謝地」手語歌，

然後同仁與志工端出生日蛋糕，接連

用閩南語、國語、英語唱生日快樂歌，

讓住民與家屬都十分開心。

農曆春節前夕，同仁也特別設計

「塗」春聯活動，讓住民與家屬感受

年節氣氛，大家用棉棒沾金粉塗滿挖

空的地方，然後撕下外框貼紙，充滿

喜氣的「春」、「年」斗方就完成了。

看似簡單的活動，其實是同仁努力付

出的心血，因為要先將印好字的貼紙

挖空，然後貼在紅紙上，一夥人忙到

半夜才備好材料，但只要看到住民與

家屬完成作品後的開心模樣，疲累全

部消散。

有一位阿嬤在入住護理之家時不但

無法認人，講話也很困難，但經過一

個月的陪伴鼓勵，現在已經判若兩

人。她的媳婦描述，回家過春節時，

阿嬤聽到來拜年的親戚聲音竟然能說

出名字，讓家人大為驚訝，阿嬤原本

在其他醫院治療時，醫師其實不看好

頭腦的復原，沒想到入住護理之家才

兩個多星期，就有超乎預期的效果，

直說應該是同仁與志工的用心照顧與

陪伴，讓阿嬤很開心，頭腦才跟著活

起來。

吳佳儒護理長表示，護理之家設計

動態活動的目的，不僅是讓住民活動

筋骨，也同時帶動家屬參與，透過互

動過程讓護理之家充滿家的溫馨，讓

住民不會覺得被遺棄。從啟用至今，

住民已成長到十六位，護理之家的同

仁將秉持營造「家」的初衷，繼續服

務每個人。

護理之家的住民與家屬開心參與做燈籠活動。

攝影／馬順德

活動當天，吳佳儒護理長

協助住民黏貼金粉，完成

斗方作品。攝影／蔡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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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
二月四日

開工首日有元氣

福袋滿幸福滿

農曆正月初五是傳統習俗的開工日，

靜思精舍德旭師父、德淵師父一行人，

特地準備了元氣福袋及應景水果前往

玉里慈濟醫院關懷，替春節期間堅守崗

位，守護生命的醫護人員們補充能量，

並表達祝福與感恩。

抵達醫院後，德旭師父與德淵師父

首先送上象徵歡喜與智慧的水果籃，由

玉里慈院張玉麟院長代表接受。水果籃

上除了有大大的歡喜二字，還有一隻貓

頭鷹布偶，德旭師父說：「貓頭鷹象徵

著智慧，而歡喜則是希望眾人都能在忙

碌的工作中，越做越歡喜。」讓張院長

笑著回應，當醫師值急診班，有時就真

的像貓頭鷹，因為許多意外都在夜裡發

生，真的是越晚越忙碌。

而送給大家的結緣品，可真的是名符

其實的「福袋」。像是應景的橘子代表

「大吉大利」，核棗糕寓意眾人合和互

靜思精舍德淵師父（中）與德旭師父（右）致贈智慧歡喜水果籃為醫護同仁打氣。

送給每個同仁的福袋裡，裝滿了感恩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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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而堅果和素香鬆，則有照顧同仁健

康的用心，至於香蕉和花生，則是「相

招做慈濟，呷甲老老老。」最後，紙袋

外的竹筒造型吊飾，也讓同仁可以時時

提醒自己，回歸竹筒歲月的清淨本性，

在新的一年持續用心付出。

神奇靜思語

困境中指引方向

在發福袋的同時，精舍師父們也準

備了「靜思語抽抽樂」，讓每位同仁收

到福袋後還可以抽一張靜思語書籤，許

多抽完的同仁都感到很神奇，因為都很

貼近目前的心境或困境。正在急診值班

的外科李晉三醫師，他抽到「心平路就

平，心寬路就寬」，讓李醫師有感而發

的說，現今醫療環境已不可同日而語，

在醫病互動的過程中免不了遇到難題，

這時若以平靜的心情來面對，煩心之事

自然就可化解。他覺得相當受用，所以

要將書籤好好保留起來。

許多人認為年假的結束，就是煩惱

的開始。但在玉里慈院，「開工日」

後不但沒有煩惱，反而是滿滿的歡喜，

因為收到了眾多慈濟人的祝福。(文／
黃詩雲、陳世淵　攝影／陳世淵 ) 

德淵師父親手致贈福袋給每位辛苦工作的同仁。

每個人拿到的靜思語書籤都不盡相同，但卻

都很貼近自己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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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二月一日

感恩慈濟援菲

奧莫克市長來訪

海燕颱風去年重創菲律賓，當時臺

北慈濟醫院趙有誠院長、徐榮源、黃

思誠、張恒嘉副院長等十七位醫療人

員，分別參與四個梯次的醫療團，前

往奧莫克、獨魯萬等重災區義診並協

助賑災發放。菲律賓奧莫克市長愛德

華．寇迪拉 (Edward Codilla)偕同夫人，
在二月一日上午抵達臺北慈濟醫院拜

訪，代表市民感恩慈濟人伸出援手重

建他們的家園。

一下車就受到熱誠歡迎的寇迪拉市

長，進入院內大廳看到佛陀問病圖下，

慈院為菲律賓風災設置的虔誠祈福專

區，讓夫婦倆相當感動，隨即在專區

前合影留念，表示要將臺灣人對菲律

賓的愛帶回家鄉。寇迪拉市長說他非

常感恩證嚴上人，還有所有醫護人員

及慈濟志工，大家募心、募愛來關懷

海燕風災，慈濟人的大愛他一輩子不

會忘記，也希望未來還有更多人來幫

助菲律賓。

為了讓市長夫婦感受到慈濟「以人

為本」，與尊重信仰的自由，特別帶

他們前往六樓開刀房、加護病房外，

參觀為家屬專設的祈禱區，不但有佛

教徒的禮佛區，也有基督徒的祈禱室，

讓焦急的家屬可以依著自己的信仰為

病人祈福。過程中巧遇當日一名器官

捐贈者家屬，旁邊有許多慈濟志工在

場關懷，因此張恒嘉副院長也藉機向

市長夫婦說明大捨遺愛的精神，夫婦

倆皆表示肯定與讚揚。

寇迪拉市長夫婦也參觀了大愛感恩

科技陳列的環保衣物與用品，對於環

保產品竟能呈現細緻與精美深深讚歎，

奧莫克市長夫婦在臺北慈

院設置的菲律賓家園虔誠

祈福專區前合影，希望將

臺灣人的愛帶回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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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還戴起環保帽頻頻照鏡子，逗趣

地打量自己的模樣，最後市長夫人也

選購了幾樣產品帶回給親友分享，收

穫滿滿。 

人助而自助

延續愛的循環

黃思誠副院長分享，當初寇迪拉市長

看到眾多慈濟人全心投入菲律賓救災

而深受感動，因此他除了將大卡車、山

貓以及推土機，無償提供獨魯萬災民清

理家園外，還另外捐了五十甲的土地，

讓慈濟未來得以建立簡易屋以及學校，

「這就是我們先幫忙他，他之後也願意

出來幫忙別人，形成愛的循環。」

「奧莫克將來蓋醫院，一定要向臺

北慈院看齊，也就是要蓋一座有充滿

愛的醫院。」參訪結束後，寇迪拉市

長堅定的說。最後他也期許眾人這股

正面的能量，能幫助奧莫克人迅速站

起來，重建自己的家園。（文、攝影

／ 蔣靜怡）

工程師出身的寇迪拉市長，對臺北慈濟醫院的

金鋼座設計十分讚歎，一邊聆聽簡介一邊拍照

紀錄。

奧莫克市長夫婦與臺北慈院主管及志工合影留念。



＞＞慈濟
醫療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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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
二月廿七日

醫療建教合作

完善雲嘉照護網

大林慈濟醫院繼去年與雲林縣北港

鎮的仁一醫院進行醫療建教合作簽署

後，近日再添生力軍，雲林縣西螺鎮育

仁醫院的黃炳祥院長也於二○一四年

二月廿七日帶隊前往大林慈院，在雙方

各部門主管的見證下，與大林慈院賴寧

生院長共同簽署醫療建教合作。

「還記得那時候是在斗南，我知道

慈濟人醫會後，馬上就報名參加。」黃

炳祥院長表示，證嚴上人與慈濟人在

做的義診，與當初行醫的理念很契合，

因此當年不假思索就加入慈濟人醫會，

這就像他早年帶著一只皮箱走入各鄉

鎮替貧病看診一般，因此做起來一點都

不辛苦。

多科門診支援  造福西螺鄉親

合作初期，兩院將先從門診支援及

轉診開始，大林慈院預計由腸胃內科曾

國枝主任、腎臟內科蔡任弼主任、胸腔

內科許舒嵐醫師、耳鼻喉科侯思任醫師

等多位醫師前往育仁醫院駐診，後續也

將利用大林慈院的西螺交通車安排病

人回診，期許帶給當地民眾更高的醫療

品質。

「期待雙方除了醫療合作，也有更

多慈濟人文交流。」大林慈院賴寧生院

長也鼓勵育仁醫院的主管們多多帶領

同仁參與人文活動，跟隨黃炳祥院長的

腳步，體會慈濟特有的人文氣息。（文

／謝明芳 )

大林慈濟醫院與育仁醫院共同簽署醫療建教合作，

希望帶給鄉親更好的醫療服務。攝影／謝明芳

育仁醫院黃炳祥院長 ( 左 ) 是雲林慈濟人醫會的

固定班底，經常走入鄉里膚慰病苦。攝影／何

姿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