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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守護璞石
無量義

花東縱谷，一個古名「璞石閣」的小鎮，

曾因木業興旺而盛極一時，如今，繁華落盡，人口外移老化，

回歸樸實後，成為全臺最主要的稻米產地。

一九九九年，延續鴻德醫院與慈濟愛的義診魂，

玉里慈濟醫院啟業，以地區醫院的規模，

提供二十四小時急診，可進行顱內神經外科手術，

還有全臺最早開診的晨間門診，每年如繞臺灣三圈的居家往診。

二○○四年，玉里慈濟醫院十五周年慶，

依然承擔超過十萬人的生命與健康之責，

發展健康促進揚名國際，並獲臺灣無菸金獎，

又為長者親善，以銀髮福氣站，帶動全鎮舞動健康，

就如一盞永遠不滅的明燈，用愛照亮偏鄉的海角山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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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三年的中秋節，一位就讀花

蓮慈濟小學的小女孩，本來開心地和家

人前往關山郊遊踏青，然而下午在關山

自行車道騎單車時，在轉彎時竟不慎摔

倒。家人急忙將她送到關山慈院治療，

正在值急診的潘永謙院長檢查時發現，

小女孩除了左手骨折、臉部多處擦傷

外，還摔斷了四顆牙。

「牙齒有找到嗎？」潘永謙急忙詢

問家屬，因為如果能在三小時內進行植

牙，有很大的機會能夠將牙齒移植回

去。得知救回牙齒還有希望，家屬連忙

回到事故地點搜索，甚至連在那騎單車

的民眾也下來一起幫忙尋找，最後找回

了三顆斷掉的牙齒。同一時間，潘院長

將小女孩傷口進行初步處理，緊急連絡

了玉里慈院，準備將病人轉送過去給蔡

瑞峰醫師進行植牙。

抵達玉里慈院後，蔡醫師立即接手牙

齒的治療，經過數小時的努力，總算將

三顆斷牙植回口腔內，考量他們居住在

花蓮，於是將小女孩轉至花蓮慈院進行

後續治療。隔天骨科的姚定國醫師替她

將左手打上石膏固定，牙科黃銘傑主任

也持續幫她進行牙齒修補的後續工作。

兩週後，小女孩順利照原定計畫參加縣

內的臺語演講比賽，並獲得第三名的好

成績，表現幾乎沒有受到影響。

醫療連線最佳中繼

急重症搶救重要樞紐

花東縱谷觀光客絡繹不絕，也經常

有車禍事故發生，其中最危險的就是腦

部受傷；如果醫院內沒有腦外科醫師，

文／楊舜斌、黃秋惠、沈健民、吳宜芳、吳宛霖

啟業十五年，服務超過一百五十萬人次，玉里慈院守護偏鄉，繼續走向下一個愛的醫療十五年。攝影／謝自富



人醫心傳2014.421

通常就得轉院判斷是否有顱內出血的情

形，可能因此錯失治療的黃金時間。張

玉麟院長回想起一九九七年他剛到花蓮

慈濟醫院服務時，很多從當時玉里等南

區轉診過來的病人，到急診室時已經兩

側瞳孔放大，腦死而無法進行治療，只

能替病人留一口氣給家屬帶回家。那時

他總是很感嘆，「玉里如果能有一個及

時搶救的醫院，一定很多病人可以被救

回來。」對家屬而言，也能省下往返花

蓮的救護車開銷。尤其從臺東轉診到花

蓮市治療的病人，在接近三小時的路程

中，常常到半路就情況惡化，此時玉里

慈院就是他們最好的後盾，能提供緊急

的協助。

慈院之間密切的連結，也確保了病人

能快速獲得治療。以前關山慈院還沒有

神經外科醫師的時候，收到腦部受創需

要緊急手術的病人，因為慈濟醫院有同

樣的醫囑系統，玉里可以和關山一起制

定醫療計畫，當病人從關山搭上救護車

出發時，玉里慈院就同時啟動開刀房醫

護人員待命，約半小時病人送達後即立

即手術，讓民眾的生命更有保障。

二○一二年的耶誕節，玉里慈院前的

璞石閣公園正在舉辦活動，沒想到一群

長者上臺表演才剛開始，臺上一位阿嬤

突然就倒地不起，到院時已經沒有呼吸

和脈搏。由於這種短時間不省人事的情

況大多是心臟的問題，經確診是心室纖

維顫動，立即替阿嬤進行了持續近十分

鐘的電擊和 CPR（心肺復甦術）急救，
阿嬤總算醒過來。

張院長替阿嬤進行了其他檢查，懷

疑是急性心肌梗塞造成心室纖維顫動，

如果不徹底治療，以後還是會有生命危

險，所以阿嬤恢復到能正常活動後，立

刻將她轉送到花蓮慈院，由王志鴻副院

長替她進行手術，後來阿嬤順利出院回

家，沒有留下任何後遺症。

玉里慈院沒有心臟科、腸胃科專科

醫師，加護病房又因護理人力有限只能

玉里慈院人力吃緊，仍維持二十四小時不打烊

的急診室，搶在黃金時間裡，讓急重症病人獲

得醫治。攝影／楊舜斌（上圖）、陳世淵（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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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三床，所以急性心血管或是像盲腸

炎、腹膜炎之類的腸胃道急重症，仍然

必須轉診到花蓮治療，早期有不少病人

無法諒解，認為不如一開始就直接開兩

個小時的車到花蓮就醫，但事實上，有

玉里慈院的存在真的讓許多病人多了活

命的機會，在地民眾漸漸看到成果，現

在許多鄉親對醫院滿是感謝。因為有第

一線搶救、第一手的緊急處置，病人就

有更高的活命機會。

開腦第一例  因緣牽繫十一年

二○○三年的雙十節，家住鹿野鄉瑞

源村十一歲的蘇小妹與家人去探望在關

山慈院住院的阿嬤，回程時，舅舅載著

蘇小妹要趕回家中祭拜祖父百日，竟因

車速過快摔車，舅舅當場死亡，而蘇小

妹的頭部被安全帽碎片刺穿，頭破血流

識昏迷，下午三點多被送抵關山慈院急

救。

關山慈院潘永謙院長與急診團隊先

穩定其生命跡象，經腦部斷層顯示有斑

點狀的出血，必須由腦外科專科醫師進

行治療，但在臺東，除了往北送到花蓮

南區的玉里慈濟醫院外，就只能往高雄

送，但前往高雄山路蜿蜒、車程耗時，

更加危及生命，家屬同意緊急送往較近

的玉里慈院。

張玉麟院長評估蘇小妹為頭部左側

開放性粉碎性顱骨骨折，加上彌漫性神

經軸損傷、腦挫傷，緊急進行開腦手術

後，轉入加護病房三天，再轉至一般病

玉里慈院第一例開腦手術的病人蘇小妹（前排右）如今已結婚生子。在玉里慈院撿回一命、在關山慈

院誕下新生，張玉麟院長與志工前去探望，為這牽繫十一年的緣分留下紀念。攝影／楊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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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二天，五天後就出院返家休養。這就

是玉里慈院的第一例開腦手術，預後非

常好。

十一年後，二○一四年二月底，當年

的救命醫師張玉麟院長一行人來到臺東

鹿野鄉探望蘇小妹一家，讓他們又驚又

喜。提起當年的意外，蘇小妹感恩地說，

「我的命是院長救回來的，很感恩證嚴

上人蓋了玉里慈院，不然我如果到高雄

治療，可能就來不及了。」

現今二十一歲的蘇小妹已經成家，也

於一月初在關山慈濟醫院產下小男嬰。

不過兒子一出生就出現呼吸心跳緩慢，

身軀發紅、四肢發紺且無反應的狀況，

婦產科張志芳醫師診斷後，立即給予氧

氣，嬰兒逐漸恢復活力，也發出哭聲。

蘇小妹與家人非常感恩關山、玉里慈院

守護他們一家安然度過生命中的危機關

卡。

為慶賀小孩滿月，張院長特地準備了

嬰兒鞋、披風等禮物，也請蘇小妹鼓勵

孩子長大後立願習醫，加入護家愛鄉、

守護生命的醫療團隊。

小醫院接變化球

危機處理隨時應變

政府自二○○一年起開辦，由花東地

區醫院承接十個山地鄉、離島的偏遠醫

療 (IDS)，定期每週到偏鄉巡迴醫療。民
眾可善用巡迴醫療時間去就診，但有時

醫師必須調整用藥卻無法進行調藥後的

觀察；而當醫療團離開後，民眾有問題

也沒得問。萬一醫師還不太了解病人的

生活習慣、或病人沒有說明清楚，或是

病人還是按老習慣吃藥、或因為胃口不

好而沒有進食，就很容易發生危險。低

血糖的醫療處置不難，但假如就近沒有

一間小醫院，而要送到路途較遠的大醫

院，隨著症狀惡化可能傷害中樞神經、

腦部，甚至有生命危險。

一天晚上一位七十多歲的阿嬤被家人

送來掛急診，那時她已完全陷入昏迷。

由於阿嬤有糖尿病病史，加上家人描述

早上有巡迴醫療的醫師重新開藥，所以

第一時間確認是低血糖的症狀，緊急打

入高濃度的葡萄糖後，阿嬤逐漸甦醒。

一位阿公因肺癌到北部大醫院進行穿

小醫院卻要擔任搶救生命救火隊的重責大任，玉里慈院的所有同仁也培養出如家人般的默契與情感。

十五周年院慶，所有同仁歡喜合影。攝影／楊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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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切片檢查，檢查完就回到家裡休息。

隔天突然身體不適到玉里慈院檢查，陳

岩碧副院長在門診覺得不尋常，立刻替

他照 X光，發現是張力型氣胸，左肺已
全部塌陷，再延誤就為時已晚。於是馬

上將病人送到急診，由值班的林志晏醫

師替他放置胸管，將空氣排出，病人才

脫離險境。

雖然小醫院得仰賴大醫院作為後盾，

但身處偏鄉的小醫院就如同救火隊般，

第一時間判斷、施救，為病患爭取生命

存活的機會。

難行能行十五年  

照顧山海十萬人  

也因此，玉里慈院在地方整整守護

十五周年，早已變成社區的好鄰居，

十五周年院慶前幾天，左鄰右舍、社

區、志工就有如辦自己喜事一般，忙著

準備點心、勤加彩排表演節目、裡裡

外外布置。香積志工們為了重現十年前

籌備新院區經費時義賣募款的「建院三

寶」——草仔粿、五穀粽和饅頭，更是

一刻不停歇，沖洗、製作與保存連續作

業。

三月十六日這天，「守護璞石無量義」

院慶活動正式展開，首先播放玉里慈院

啟業以來的歷史回顧影片，一路以來的

艱辛以及默默守護在地的用心，透過影

片娓娓道來，話說從頭⋯⋯

玉里鎮長劉德貞與會也特別提出玉里

慈院對地方的重要性。她說，玉里鎮看

似醫療資源豐沛，事實上卻以照顧精神

科病患為主，其他科別的缺口都需仰賴

玉里慈濟醫院提供。她自己的先生也是

醫師，因而更了解醫護要在偏遠地區服

務奉獻很不容易！其實玉里慈院的照顧

範圍已經不只玉里鎮，整個縱谷七個鄉

鎮、十萬人口，甚至延伸到東海岸的長

濱、成功等地的健康和緊急醫療，其實

都仰賴玉里慈濟醫院。富里鄉長黃玲蘭

則是以「家屬」的身分感恩玉里慈院開

設「銀髮福氣站」，黃玲蘭一度感動而

哽咽，因為父親走後，母親一度了無生

趣，還好有福氣站，讓

母親走過喪夫的悲苦，

重拾老年生活的健康和

活力，黃鄉長還說，自

己體會了銀髮福氣站對

長者以及對一個家庭的

幫助，因而更要誠懇的

跟玉里慈院道謝，更希

望爭取也能將這麼好的

敬老計畫在富里設置的

機會，讓更偏遠的富里
玉里鎮長劉德貞（左）與富里鄉長黃玲蘭代表地方，感恩玉里慈院長

期對地方的付出與守護。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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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玉里慈濟醫院一起成長、一路相伴的同仁，由德如法師頒發十五年資深員工證書。左起古英梅、陳

秀金、莊永欽、德如法師、余美珠、陳靜緹。攝影／楊舜斌

十幾位由慈濟照顧的弱勢家庭孩子們特地為院慶演出「幸福的臉」。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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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民能體會到這麼優質的老人照護。

慈濟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表示，記

得十五年前才剛參加鴻德醫院改制玉里

慈濟醫院，轉眼已經是十五周年院慶。

因為有所有同仁不眠不休的努力，還有

志工們的護持，讓醫院跟社區結合，在

玉里樹立偏遠地區的醫療典範。而大林

慈院的賴寧生院長不但參加玉里的周年

慶，還特別準備了十五項禮物，都是雲

嘉地區的特產，從山後走到山前，向同

為北緯二十三點五度的玉里慈院祝賀。

十 五 歲 的 玉 里 慈 院， 全 院 有

一百一十六位同仁，其中有八位年資滿

十年的資深同仁；而年資十五年的同仁

更有十二位。從啟業至今，可說是見證

著玉里慈院的成長茁壯。服務十五年的

醫事股陳秀金表示，這是她任職最久的

一份工作，剛開始面對急躁的病人與家

屬，總是理直氣壯的回應，因為讀到上

人的靜思語「理直氣柔」，讓她自省檢

討，現在總能謙卑地在第一線服務病

人，從病人的意見中學習做得更好。

守護社區幸福的臉  

老少表演齊道感恩

院慶呈現的節目，也是玉里慈院與

社區、慈善結合，健康促進的成果。表

演者最小的只有四歲，最長的有九十二

歲，表演內容則緊扣著玉里慈院精心設

計的健康促進階段任務、作法與最後目

標。第一個節目「一念之間」為至誠發

願的意義，由慈院同仁詮釋人類因為私

每一位都是八十歲以上的長者，充滿活力的壓軸演出，讓大家感受到活到老、動到老、健康到老的滿

滿元氣。攝影／楊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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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而傷害動物與大地，只要誠心改變，

仍能與大自然互敬互愛。緊接著則是由

玉里在地慈濟志工演出的「誠心齋戒」，

表達發願後的身體力行、素食護生；接

著由十七位照顧戶活潑可愛小朋友們演

出的「幸福的臉」，藉由小朋友們的純

真與簡單，讓大家在輕鬆的音樂中感受

到減少欲望、知足惜福，幸福就會永遠

在身邊的快樂與輕鬆；最後則由平均

八十五歲、全部加起來將近一千七百歲

的銀髮福氣站老菩薩們壓軸演出，他們

活到老、動到老又充滿活力的演出，就

是健康促進的「終極目標」──心寬念

純、健康到老。

院慶大會結束之後，玉里慈院院慶

特展也同時開幕揭牌。走進特展首先映

入眼簾的是玉里慈院具體而微的建物模

型，歷年獲得肯定的大小獎牌、獎座，

十八張各式海報忠實呈現玉里慈院一路

走來的幸福足跡。從一九九九年起至今

經歷的大事記，推動慈善、醫療、教育、

人文的步步踏實，以及記錄「建院三寶」

的溫馨點滴。還設有觸控銀幕播放醫院

簡介影片，可為外地訪客互動式做影音

導覽。

從玉里鎮到花蓮市八十七公里，相

當於臺北到苗栗的距離，而玉里慈濟醫

院的成立，正好能為花蓮縣南區的民眾

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同時發揮相當大

的作用。玉里慈濟醫院從啟業開始至

二○一三年，門診服務近一百五十萬人

次，急診服務近十二萬人次，住院服務

逾一萬七千人次，從二○○三年起，醫

院內開始進行手術，手術人次也服務共

七千六百多例。在眾人的祝福聲中，見

證玉里慈院十五年來所立下的里程碑，

並接續下一個愛的醫療十五年。

玉里慈院十五周年院慶

典禮上，醫院同仁表演

的「一念之間」，表達

的是守護大地與生命矢

志不移的決心。攝影／

謝自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