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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觀念，源自於歐洲。

今年在西班牙巴塞隆納舉行的

第二十二屆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討會，

臺灣醫界以多達二百七十多位的代表團，

首次超越歐洲參與人數，呈現豐碩成果。

慈濟醫療志業臺灣各院區皆已加入健康促進醫院網絡。

大林慈院身為臺灣首批投入健康促進醫院的領頭羊，

亦獲得首屆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全球典範獎」。

未來四年，慈濟醫療志業，

將致力於推展環境友善醫院觀念至五大洲，

促進醫療產業由污染者轉為保護者，

讓醫療產業變身為名符其實的健康守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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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四年四月廿三日，為期三天

的第二十二屆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討

會 ( 2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and Health 
Services)在西班牙巴塞隆納舉辦。臺灣
代表團由國民健康署署長邱淑媞帶隊，

其中慈濟醫療志業體由林俊龍執行長領

軍，帶領五家慈濟醫院醫師、護理師、

醫技及行政單位共三十一位同仁越洋與

會，而今年臺灣共有二百七十人報名出

席，以占大會參與人數三成的比例，首

度超越地主歐洲。除了論文發表成績斐

然，今年更由慈濟醫療志業林俊龍執

行長承接起「健康促進醫院與環境友

善國際委員會 (Task Force on HPH and 
Environment) 」主席之重任，大林慈院
更獲得「國際低碳醫院團隊合作最佳案

例獎」的殊榮。

今 年 度 臺 灣 投 稿 獲 大 會 錄 取

三百三十五篇論文，其中慈濟醫療志業

文／黃小娟、何姿儀、謝明芳、謝寧惠、許秋田

慈濟醫療團隊由林俊龍執行長領隊赴西班牙參加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討會。前排左起 : 臺北慈院社服

室主任吳芳茜、護理長李奕儒、護理長賴秋蓉、臺中慈院社區醫學部高專賴怡伶、臺北慈院護理部副

主任王螢寬、澳洲格里菲斯大學環境與人口健康中心主任朱明若、花蓮慈院心蓮病房主任王英偉、衛

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署長邱淑媞、英國講師 Oliver Grone,、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及健康照護

合作中心主任 Jurgen Pelikan、慈濟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臺中慈院院長簡守信、林執行長夫人

慈聯師姊、大林慈院神經內科主任曹汶龍、臺中慈院社區醫學部主任陳慶元。

後排左起：大林慈院社區醫療部謝寧惠、大林慈院護理部副主任廖慧燕、玉里慈院管理室代理主任郭

秀鳳、大林慈院社區醫療部副主任陳鈞博、花蓮社區醫學部王文利、花蓮慈院護理部副主任鍾惠君、

大林慈院院長室醫務祕書林名男、花蓮慈濟大學醫學生郭彥辰、臺北社區醫學部黃彬涵、臺北慈院營

養組股長江政陽、大林慈院心理師許秋田、醫療志業執行長辦公室營養師陳婷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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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有花蓮慈院、臺北慈院、大林慈院、

臺中慈院及玉里慈院都參加，共獲錄取

七十九篇論文，數量約占全臺灣四分之

一，創下歷年慈濟醫療志業體參與健康

促進醫院國際研討會以來，最多論文發

表數以及國外與會最多參與者的紀錄。

其中因全球老人化，老人健康問題備受

矚目。玉里慈濟醫院由健康促進專員陳

世淵報告了全臺首設提供給老人與農民

服務的「晨間門診」，因為對就醫長者

來說，清晨門診不僅可縮短門診等候時

間，病患對醫院內的其他服務滿意度也

有顯著提升。另外受國際關注的「世

紀之疾」失智症，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報告，全球失智人口在二○一○年有

三千五百六十萬人，每年增加七百七十

萬人。大林慈院結合神經科、家庭醫學

科、老人醫學科、臨床心理師、個管師、

護理師、社工師、醫療志工及人文行政

同仁、大學教授等在二○一二年九月成

立雲嘉第一個失智症團隊運作，因此這

次國際研討會由大林慈院失智症團隊以

投入失智篩檢照護兩年以來的三篇文章

不但皆獲得入選，其中一篇還被列為本

年度口頭論文簡報，與來自世界各地的

醫療夥伴分享此模式的成果，被許多學

者讚賞臺灣在失智症防治上做得相當傑

出；另有一篇環保回收分類有助長者大

腦認知功能的文章更在大會中獲得論文

海報獎第二名。

從點到面

帶動臺灣醫療失智關懷照護

失智篩檢照護在西班牙備受矚目的同

時，將時空拉回臺灣西部現場，正是大

林失智團隊以人文細膩的醫療所努力的

成果。

嘉義縣竹崎鄉山區的鄉間平房門口，

午後時光，八十六歲的盧阿嬤獨自坐在

屋簷下打著瞌睡，狗兒「多多」乖巧地

趴在一旁守候，阿嬤瞌睡醒來，左右張

望不見兒子、媳婦的蹤影，起身緩步向

外走去，走著走著，阿嬤體力不支暈倒

在路旁，家人發現阿嬤不見，發動了整

村的人一起搜尋才終於找到阿嬤，被家

人找到時，狗兒多多還忠心地陪在身

邊。

由於盧阿嬤不時會走失，還會無故發

二○一四年第二十二屆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討會開幕式，今年共有四十二個國家共七百三十七位代表

參與盛會。攝影／陳世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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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脾氣，舉手作勢打人，同住的兒子、

媳婦察覺有異，正好聽說大林慈院失智

症中心要在環保站舉辦失智症篩檢，就

帶著阿嬤前去接受 AD8極早期失智症
初步篩檢，結果顯示異常；再進一步到

醫院檢查，阿嬤真的得了失智症。醫師

為其申請藥物服用，延緩大腦退化的速

度，盧先生也在個案管理師劉秋滿的邀

約下，開始帶著盧阿嬤來參加每月一次

的病友會與家屬支持團體。

大林失智症中心在神經內科曹汶龍主

任帶領下，致力為病友、家屬提供全面

性關懷。失智症病友會貼心安排醫師在

活動開始前幫病人看診，再請志工代替

家屬批價、領藥。二○一三年五月，盧

先生和盧太太第一次帶盧阿嬤來參加病

友會活動，這是失智症病友會第二次在

大林環保站舉辦活動，當天盧阿嬤除了

在醫師、志工陪同下，一起踩寶特瓶「做

環保」，和其他病友一起做三明治，盧

先生夫妻則是加入失智症家屬的座談行

列，在中正大學傳播系盧鴻毅教授技巧

地引導下，勇敢分享照顧失智母親的甘

苦，其間的辛酸說到激動處，忍不住紅

了眼眶，然而在失智家屬支持團體中，

盧先生夫妻得知自己並不孤單，也學會

許多照顧的技巧，笑容取代了原本滿面

的愁容，夫婦倆更有信心面對未來的照

顧路。

為了更進一步提供盧家協助，失智症

中心團隊還前往盧家家訪，深入了解阿

嬤平時的生活環境及狀況，看到盧阿嬤

雙手俐落地剪著橘子，上下摩托車也身

手矯健，曹汶龍主任建議讓盧阿嬤維持

日常的活動，延緩她大腦退化的速度。

盧阿嬤開始服藥後不久，症狀已略有改

善，而家屬也因懂得更多照顧的方法，

不再因盧阿嬤的病情而無奈、無助，生

大林慈院心理師許秋田博士在 HPH 國際研討會上報告大林慈院失智團隊照顧鄉村失智老人的經驗。

攝影／陳世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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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重現曙光。

為了照顧更多像盧阿嬤這樣的早期

失智症患者，失智症中心積極推動社區

極早期失智症篩檢，透過培訓失智症關

懷志工深入各社區進行。二○一三年，

配合雲嘉縣市政府的大型篩檢活動，一

共進行十二場，足跡遍布各鄉鎮，將近

三千位六十五歲以上民眾接受檢查，

其中四百六十位民眾的篩檢分數顯示異

常，需要進一步做智能評估。二○一四

年包括嘉義縣市與雲林縣的健康篩檢活

動都已將失智症早期篩檢納入項目，大

林失智症中心的全力推動，發揮關鍵

影響力。目前關懷的觸角更延伸至臺北

市、臺南市、高雄市及鄰近的嘉義市，

除了帶動慈濟人醫會一起投入失智症關

懷，包括臺北臺安醫院、高雄長庚醫院

等醫院受到曹汶龍主任影響而投入這塊

領域，並引用大林慈濟醫院的失智症關

懷模式，透過 AD8、MMSE簡易智能量
表篩檢、異常者轉介醫院安排快速門診

進行確診，減少民眾為看診往來奔波的

不便，透過便捷流程讓更多失智症患者

能及早獲得診斷，接受治療。

行動醫療

在醫療最貧瘠處促健康

大林慈濟醫院座落在雲林、嘉義交

界處，當年當地醫療資源十分缺乏，啟

業前，院內同仁即開始透過早期健康篩

檢、衛教等社區健康促進相關活動，帶

動社區居民健康照護的意識。

醫院啟業以後，結合社區發展協會資

源，在大林鎮先後成立八個「健康甘仔

店」，由社區志工每週邀請老人家前來

做做健康操、量血壓，或是聽聽衛教知

識、學習手工藝，讓阿公、阿嬤們愈活

愈健康。之後更在社區發展協會的努力

下結合社區營造，帶動社區活力；明華

社區就因此發展為全國模範社區，前往

參訪的國內外團體絡繹不絕，為社區帶

來新生。

從嘉義縣布袋鎮沿海到阿里山，海

拔從零到將近三千公尺，以農為本的嘉

義縣，有一千九百多平方公里的廣闊幅

員。儘管山海兩端各有大林慈院與長庚

醫院駐地守護，但交通不便與鄉親勤儉

的特性，若非病痛纏身，居處偏遠的鄉

親，往往不願意專程到醫院進行健康檢

查。

為了更進一步照顧鄉親的健康，嘉義

大林慈院失智症中心曹汶龍主任深入鄉間照顧

失智老人，逐漸為臺灣失智照護編起一套完整

的篩檢照護網絡。攝影／黃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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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政府從二○○二年陸續打造衛教車、

子抹車等行動醫療列車。耕耘社區健康

營造行之有年的大林慈濟醫院與慈濟志

工，於是成為推動健康的最佳「軟體」，

從布袋鎮這種小村落開始，舉辦全國首

場複合式健康篩檢。

十二年來，大林慈院配合衛生局三

加一行動醫療車完成了一千九百多場

「送醫療到村里」，及社區複合式篩

檢，共服務了三十一萬八千多位鄉親，

發現五千五百多個癌前病變案例，確診

七百二十多例癌症。志工們不分寒暑晴

雨、高山或沿海的行動醫療服務，讓許

多鄉親能早期發現健康問題，改變了他

們的生命。

王女士就是參加了嘉義縣六腳鄉的篩

檢而發現罹患乳癌。從檢查、手術到化

療，魏昌國醫師、賴泓誌醫師、黃雅慧

中醫師的仁心仁術，讓王女士的不安與

衝擊，轉化為信賴與感恩。

整個治療過程中，營養師、個管師的

親切介入，志工的正向鼓勵，帶領她超

越身體的不適與心境挫折，「出院後，

又接到慈濟醫療團隊不斷的電話問候，

他們的主動關懷，讓我日常照護的問題

全都迎刃而解，足感心！足感心！（臺

語）」

臺灣主導

由污染者提升為保護者

而今年由慈濟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

長承接主席的「健康促進醫院與環境友

善國際委員會」，則是目前最新的健康

促進的理念，人與環境大地之間互相依

存，息息相關。

醫療是守護人類健康的志業，但對環

境而言卻有著高耗能、高污染的特性。

唯有大地健康，人們才能安然賴以為

生。二○○八年大林慈濟醫院首度在國

際研討會中發表環境健康促進議題，獲

得國際認同。二○○九年，健康促進醫

院國際網絡 (HPH) 秘書處決議，由臺
灣主導推動「健康促進醫院與環境友善

國際委員會」，並成功於二○一○年的

第十八屆會員大會中提案與獲准成立，

由國民健康署邱淑媞署長擔任第一任主

席。過去四年努力結合健康促進醫院

國際網路、國際無害醫療組織 (Health 
Care Without Harm，簡稱 HCWH)及臺
灣醫界之力量，幫助醫療機構從環境污

大林慈院十二年持續不斷地複合式篩檢，共服

務了超過三十一萬位民眾，幫助五千五百多個

民眾即時找回健康。攝影／張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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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者提升為環境保護者。

四月廿四日下午，大會安排舉辦健康

促進醫院與環境友善工作坊，於工作坊

中亦舉行二○一三年「國際低碳醫院團

隊合作最佳案例獎」頒獎典禮，由國民

健康署邱淑媞署長擔任頒獎人，國內、

外共三十三家醫院申請競賽，總共六家

醫院獲獎，其中多年來深耕環境友善工

作的大林慈濟醫院，亦獲頒此國際殊

榮。

身心靈同步啟動

環境友善面面俱到

大林慈濟醫院身為綠色醫院早已獲

獎無數，二○○五年底全面推動健康

促進醫院以來，以環境、同仁、病人、

社區等四大面向作為推動健康促進醫

院的主軸。其中環境管理委員會負責

統籌規劃相關環境議題，並成立環境

教育推動小組，配合慈濟志業體環保

策略，擬訂醫院推動計畫，落實推動

環境教育工作。

多年來，國內各項企業環保獎、環

保標章、節能減碳等競賽，大林慈院都

是常客，並於二○一三年榮獲「第一屆

國家環境教育獎」與「醫療院所類之國

家品質標章」。二○一三年受「國際無

害醫療組織亞洲分部」邀請至馬尼拉，

於綠色醫院亞洲研討會中進行報告與分

享，獲得許多迴響。

大林慈院遵循健康照護無害組織所提

出之七個面向進行節能減碳行動，分別

為能源效率、替代能源、綠色建築設計、

交通工具、食物、廢棄物、水等，醫院

設有太陽能發電、室內使用自然採光，

減少電力耗用；室內植物牆，美化環境

並降低日光直射的高溫；設置熱泵系統；

鋪設連鎖磚涵養水源，中水回收澆灌植

物或馬桶沖水；廁所採用感應式水龍頭

與兩段式沖水；替換環保燈具，採購具

有環保標章的商品；院內樓梯空間美化，

鼓勵同仁、民眾多加利用，兼具健身及

節能減碳功能。

在落實資源回收工作方面，護理站甚

至設置多達九種資源回收桶，院區內亦

設置環保教育站，鼓勵同仁及民眾攜家

帶眷一起作環保；全院採用電子化、無

紙化之行政作業資訊設備；定期檢討醫

療廢棄物的控管與統計，並透過醫品圈

進行改善。交通方面，醫院有提供免費

接駁車，並與客運公司合作，方便民眾

共乘及減少碳排放。

醫院以人為本，做人們的醫師也做大

地的醫師，院區全面提供素食及推廣使

大林慈院從國內外三十三家醫院中脫穎而出，

獲得「國際低碳醫院團隊合作最佳案例獎」，

由剛交接卸任的 HPH 國際網路主席、臺灣國民

健康署署長邱淑媞頒獎。攝影／陳世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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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環保餐具，並採用低碳飲食。院區內

設置人工濕地並開墾大愛農場，為生物

提供天然棲地，因此院區內自然生態豐

富。院內另有免費的腳踏車，提供同仁

運動或借用騎乘，創造一個健康友善的

職場。

同時為提升同仁與民眾的環保知能，

成立「大愛醫生舘」作為教育空間，讓

民眾或學童來參訪和實作體驗，如利用

回收紙製成再生紙、回收食用油製成肥

皂等，讓資源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賴寧生院長上任後，更陸續增設幸

福咖啡館、幸福 KTV，提供同仁下班時
間休閒與舒壓的好去處。而對於現代人

最容易因工作、生活壓力所造成的身心

不適問題，特別針對同仁開設快樂生活

健康諮詢門診，運用整合醫學的方式，

幫助同仁從營養、運動、身心情緒等不

同面向檢視健康問題，提供完整的健康

評估與改善對策，協助同仁以最健康的

身心靈，提供民眾更好的健康服務。

未來四年

醫療環境友善落實各大洲

由於大林慈院持續而落實地推動與實

踐健康促進醫院理念，自二○○五年加

入WHO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以來，
持續展現亮眼成果，二○一二年，大林

慈濟醫院榮獲首屆WHO「健康促進醫
院全球典範獎」，代表大林慈濟醫院透

過全院系統性推動，在社區、病人、環

境、同仁及心靈健康促進等各個面向積

極且深入推動，各項成果多年來已深獲

國際間專家學者們的肯定，也因此才能

慈濟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接任「健康促進醫院與環境友善國際委

員會」主席，與各委員討論未來四年的執行目標。攝影／陳世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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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此項殊榮，但獲獎並不代表結束，做

為健康促進醫院典範，大林慈濟醫院從

上到下都有一個共同的使命，要持續守

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

身為首屆「健康促進醫院全球典範」

獲獎單位，大林慈濟醫院醫務秘書林名

男以「系統性推動環境友善醫院」為題，

分享大林慈濟醫院推動環境友善醫院的

工作與內涵。為鼓勵世界各國醫療院所

能夠共同推動環境友善永續行動，找出

優良案例，增進各國推動環境友善醫院

之經驗交流，二○一四年將持續舉辦競

賽，廣邀國內外醫院參與環境友善醫院

評比。並由林俊龍執行長擔任主席，更

進一步邀請國際專家召開二○一四年第

一次健康促進醫院與環境友善國際委員

會，共同商討未來四年委員會的計畫目

標與執行內容。

未來四年委員會初

步規劃執行方向包括：

第一、二○一五年第廿

三屆健康促進醫院國際

研討會將於挪威奧斯陸

舉辦，委員會將積極

向WHO健康促進醫院
及健康照護合作中心爭

取環境友善醫院相關議

題之大會演講，並擬邀

請亞洲、歐洲、澳洲、

北美及南美等五大洲各

國醫院或組織代表出席

「環境友善委員會」，

將健康促進醫院環境議

題推廣至各大洲。

再者，收集各國低碳醫院實施內容與

資訊，進行國內或國際間綠色醫院案例

報告，鼓勵會員醫院提供優良範例分享；

第三為希望超越過去僅針對軟硬體設施

改良減碳，將進一步結合慈濟素食人文

的推廣，強化植物性飲食 (Plant-base 
food) 對減緩地球暖化的助益；最後，
國 際 醫 院 聯 盟 (International Hospital 
Federation, IHF) 第四十一屆世界醫院
大會將於二○一七年在臺灣舉辦，希望

屆時爭取將環境友善醫院議題納於大會

中，並製作文宣或影片，藉此提升醫療

環境友善議題的重要性及此委員會的知

名度。期能結合慈濟基金會長期厚實的

環境友善基礎，步步踏實地將友善的實

務，普遍扎根於國際醫療院所中，讓醫

療產業成為名符其實的健康守護者。

大林慈院的健康促進從身體、環境落實到心靈層面，幸福咖啡館提供

同仁放鬆、感到幸福的環境。攝影／于劍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