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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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月十二日，關山慈濟醫院舉辦「關懷心，愛相隨」護師節慶

祝活動，更票選人氣女王，替同仁們加油打氣……

◆	為了促進同仁健康，玉里慈濟醫院在護師節前夕和勞動節過後的週末，舉

辦小鎮單車慢遊活動，不但促進健康，也幫助同仁了解這塊土地……

◆  臺中慈濟醫院與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等組織合作，共同關懷受害者家庭，

日前大臺中醫師公會與全國醫師公會聯合會也加入響應。五月廿四日，眾

人分為十路，帶著慰問金與物資，在端午節前夕送上愛與溫暖……

◆	響應世界無菸日，花蓮慈濟醫院舉辦「我健康！心不在『菸』」拒菸宣誓

活動，現場除了讓大家體驗「老菸槍肺部感受」，也請到戒菸個案管理師

分享拒菸祕訣………

◆	大林慈濟醫院舉辦「過敏免疫風濕病友聯誼會」，來自全臺的風濕病友、

家屬聚在一起包粽子，更將完成的粽子送到照顧戶手中，感受到自己還能

分享佳節的溫暖與喜悅……

◆	為了建構更完善的呼吸照護網絡，臺北慈濟醫院與新北市立聯合醫院簽署

「呼吸照護醫療合作合約」，期許帶給北部民眾更好的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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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
五月十二日

醫護歡聚慶佳節

偏鄉護理創造幸福

慶祝五一二護師節，關山慈濟醫院

護理部在一樓大廳舉辦「關懷心，愛相

隨」護師節活動，安排優良護理人員及

資深護理同仁表揚活動，以及幸福職場

的回顧影片觀賞，希望藉由活動慰勞辛

苦守護偏鄉的護理師，讓同仁們有更多

動力前進，用歡喜心來走這條辛苦卻充

滿意義的護理之路。

全院總動員  打造溫馨護師節

迎接護師節的早晨，滿桌的水果甜

點，還有色彩繽紛的氣球點綴在大廳的

每個角落，在護理部及行政同仁的精心

布置下，醫院一早就洋溢著甜蜜溫馨

的氣息。隨著《幸福的臉》音樂響起，

護理人員依序入座等待活動開始，潘永

謙院長、婦產科張志芳醫師、管理室黃

坤峰副主任、檢驗科蘇宏典股長等單位

主管，也都出席活動給予祝福。

「關山慈院是一個讓人想用心守護、

想用生命寫故事的地方。」護理部古花

妹督導有感而發地說。簡報中一張張事

前收集的同仁工作照片，讓大家回憶起

在慈院的點點滴滴，還有來自各單位同

「人氣女王我最讚」票選結果出爐，張

志芳醫師（右一）頒獎給獲獎護理師。

左起黃坤峰副主任、陳桂珠、馬美蘭、

邱玉涵、馬秀美、孫美蘭、邱思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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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錄製的祝福影片，雖然有些畫面十分

爆笑，但看到大家團結一心，默默守護

偏鄉，共同創造幸福的成長過程，還是

讓大家都充滿感動。

認真的女人最美麗

一年一度的「人氣女王我最讚」票

選活動也在這天舉行頒獎，五位人氣女

王分別為微笑天使邱思婷、最佳團隊獎

孫美蘭、最佳人緣獎馬秀美、最佳服務

獎邱玉涵、教學精神獎馬美蘭。藉著這

樣溫馨的場合，院方也頒發獎牌給在護

理界服務超過四十年的資深護理師陳

桂珠，感謝她長期以來的付出。

急診室馬美蘭護理師謙虛地表示，

自己還有很多需要努力的空間，但不管

會在職場上待多久，她都會秉持最初的

熱誠來服務病人，也時時警惕自己要更

進步。病房部的孫美蘭因為沒有準備感

謝稿，只好展露好歌喉，即興唱出「我

來自關山，慈濟是個好地方，嘿！慈濟

慈濟慈濟是個好地方，嘿！」下臺前還

幽默地說，「下次再當選的時候，我會

再準備更長的感謝詞。」

去年才從臺中回到家鄉的慈濟志工

蔡春蘭說，來關山慈院服務一年多，最

讓她感動的就是大家的笑容，尤其看到

再過兩天就要進入預產期的急診室護

理同仁邱燕婷，挺著大肚子堅守崗位，

臉上完全沒有一絲倦容，讓她十分欽佩

這樣的工作態度。

潘永謙院長表示，護理人員是醫院

最大的力量，不只要承擔臨床上的工

作，還要負責社區衛教、評鑑等業務，

工作量相當的多。除了感謝所有同仁的

辛勞，也感恩古花妹督導及護理長的帶

領，才能讓關山慈院繳出全國護理師離

職率最低的好成績。 (文、攝影／陳慧
芳 )

志工貼心地替護理同仁奉茶，讓護理師們既感

動又開心。

潘永謙院長與護理同仁們開心切下蛋糕，歡喜

慶祝護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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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
五月三日

護師勞動雙節同慶

活絡身心真正健康

為了促進同仁的健康，玉里慈濟醫

院特別選在護師節前夕和勞動節過後

的週末，舉辦為期半天的小鎮單車慢遊

活動，不但有單車健行，還特別規劃

了人文導覽，幫助同仁了解這塊土地，

因此吸引許多同仁攜家帶眷前來參加。

張玉麟院長表示，無論是在地或外地

的同仁，平日都專注於照護病患和相關

工作，常常忙到忘了照顧自己的健康，

所以醫院除了提供生理上的健康檢查

外，也希望透過健康促進活動的舉辦，

讓同仁們在欣賞風景的同時，將平常忙

碌的「心」靜下來。

樂活單車遊  感受小鎮風光

早上八點多，同仁們陸續抵達醫院，

在張玉麟院長的帶領下，大家跳起健康

操進行暖身。這次的健行活動預計從醫

院出發，騎著單車沿著日治時期的八通

關古道路線前進，途中由健康促進中心

陳世淵專員導覽小鎮人文，最後還有登

山健走，以及破冰團康等活動，除了促

進健康，也希望讓大家感情更加熱絡。

活動第一站，眾人首先來到玉里國

小舊校區，在陳世淵的解說下，大家了

解到玉里原來是全國面積最大的鎮，過

去人口曾高達五萬人，但因人口外移與

外在環境影響，如今人口僅剩下一半，

對於玉里慈院的重要性有了更深一層

的認識。此外，也介紹了玉里鎮為何過

去又稱「璞石閣」，以及小鎮曾經有過

的黃金歲月。

一行人接著來到玉泉寺，這裡除了是

在地人最愛汲取飲用水的地點，也是登

山健行的最佳去處。開走沒多久，許多

沒有培養運動習慣的人都累得氣喘吁

吁，反倒是隨行的小朋友們，個個健步

如飛，似乎一點都不累。最後眾人抵達

源城里的一處開闊草地，大家輕鬆地坐

在草地上歇息，除了舒緩先前運動的疲

累，也讓自己靜下心來，好好感受「大

地和風」。

把握休息的時間，健康促進中心也安

排了破冰遊戲，讓大家藉此機會交流，

並分享在醫院服務的心得。在門診服務

的林雅君護理佐理員表示，在玉里慈濟

參加行動篩檢，可愛的阿公阿嬤們一起開心地

為自己的健康加油！

出發前，張玉麟院長帶著大家一起跳「幸福美

滿呼啦啦」健康操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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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服務真的很快樂，也很開心今天能

和婆婆、小孩一起參加活動，同時也很

感恩學姊們的照顧。醫事股資深同仁陳

秀金組員也對活動讚不絕口，希望以後

都能定期舉辦。

家住瑞穗鄉的醫事股湯景慧股長表

示，為了參加今天的活動，特地在前一

天就把小孩的單車運來醫院，雖然要同

時照顧兩個孩子有點辛苦，但看到姊

姊竟然會主動關心年紀較小的小朋友，

也讓她發現孩子真的長大了，真的是不

虛此行。

員工是醫院最重要的資產，因為有

同仁們的付出與他們家人的支持，才

能讓醫院持續運作、守護生命不間斷。

真正的健康除了生理無恙，也需要讓心

理適當的放鬆，未來健康促進中心也將

以此目標逐步推動，期許讓人人都達到

身、心、靈的真正健康。(文／陳世淵  
攝影／張玉珍 )

健康促進中心陳世淵專員 ( 右一 ) 帶領眾人了解玉里小鎮的產業變遷與豐富歷史人文。

首次舉辦的健康促進家庭日活動順

利圓滿，眾人期待下一次的再相

見。



臺中
五月廿四日

關懷犯罪受害人　攜手送愛到家

臺中慈濟醫院、中區慈濟人醫會、

中區慈濟榮董聯誼會與「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合作關懷因犯罪而重傷的受

害者家庭，深獲醫界認同，今年大臺中

醫師公會與全國醫師公會聯合會也響

應加入助人行列。五月廿四日，眾人

兵分十路，帶著每戶六千元的慰問金、

推拿油膏及鳳梨酥，在端午節前夕送

愛與溫暖到家。

依靠補助金度日 受害人處境艱辛

由臺中慈院簡守信院長帶隊的一行

人，首先探訪位於豐原區的張姓一家。

兒子在十多年前因故失去左腿，沒想

到擔起全家經濟的母親也在兩年前遭

逢車禍而右腳截肢，母子倆只能依靠

輪椅行動。日前父親也因輕微中風而

在家休養，一家三口勉強靠著為數不

多的政府補助金過日。

「請寬心，社會還是有溫暖的。」

簡院長拉起母親的手鼓勵著她。讓原本

假裝堅強的母親也忍不住眼淚潰堤，和

眾人傾訴長期以來心中的壓抑和辛苦。

在了解他們的現況與義肢穿戴問題後，

簡院長也請犯保協會志工協助一家三

口就近到臺中慈院就醫，讓醫護同仁

幫忙他們復健。

慈濟人醫會紀邦杰醫師、大臺中醫

師公會理事長蔡其洪醫師與黃建志醫

師、臺中慈院張玉芳督導及犯保協會

＞＞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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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慈院、中區慈濟人醫

會、中區慈濟榮董聯誼會、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大

臺中醫師公會以及全國醫

師公會聯合會，分成十條

路線前往關懷受害者家庭。

出發前，眾人在佛陀問病

圖前合影。攝影／賴廷翰



臺中分會呂莉玲副執行祕書一行人，則

前往南區關懷另一戶張姓人家。

這位母親為了讓車禍癱癡的兒子有

更好的復健環境，不但從嘉義搬到臺中

居住，還帶著兒子穿梭在兩家復健中心

治療，聽聞幹細胞療法有讓兒子甦醒

的機會，不辭辛勞專車往返北港求醫，

一趟七千元車資加上自費醫療，經濟負

擔早已是當年賠償金額的數倍。

六年多來，母親和外傭將一百七十

公分高的兒子照顧得無微不至，身上沒

有任何的褥瘡與感染，雖然生活辛苦，

但母親仍然堅信總有一天兒子會醒來。

眾人見證母愛的同時，也深刻感受到他

們所遭遇的困境，經過一番協調，讓居

家復健、就診接送等事宜，都透出了一

絲曙光。

以行動散播溫暖  

讓社會充滿能量

住在北區的陳姓一家，先生在兩年

前意外遭逢車禍，腦部嚴重出血，雖然

成功挽回生命，卻已成為植物人，當時

兒子才剛出生不到兩個月。為了照顧陳

先生，家人賣掉店面換取現金，請來菲

傭協助照顧，太太為了照顧年幼的稚兒

和不省人事的先生，也無法外出工作，

全家靠著救濟金與賣屋存款維生。

看著陳太太一手抱著稚兒，一手幫先

生擦拭口水，眾人都忍不住一陣鼻酸。

第一次參與往診的慈濟人醫會護理師

陳思廷，除了感動年輕的陳太太堅毅扛

起照顧先生的重擔，也不免擔憂他們往

後該如何撐下去，期盼有更多陽光照進

這些黑暗角落，幫助他們走出困境。

簡守信院長表示，日前發生的捷運

江子翠站事件，雖然大家無從對那次受

害者表達關心，但是可以透過去關懷社

會上其他受到無妄之災的被害人，帶

給他們溫暖。大臺中醫師公會理事長蔡

其洪也指出，壞事總是傳得特別快，因

此更需要散播美善的訊息，用正面力量

來感動社會。（文／謝明錦、馬順德、

梁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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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守信院長親切地關懷受害者，安撫他們疲憊的心。攝影／謝明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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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五月廿七日

心不在「菸」才健康

響應「世界無菸日」，花蓮慈濟醫

院舉辦「我健康！心不在『菸』」拒

菸宣誓活動，除了有「老菸槍肺部感

受」創意體驗外，社區健康中心也特

地設計了「清新戒菸健康操」，現場

帶動民眾活動筋骨，並請戒菸個案管

理師黃祺婷護理師分享拒菸秘訣。

花蓮慈院許文林副院長，家庭醫學

科葉日弌主任以及預防醫學中心蔡世

滋主任都化身戒菸大使，現場邀請院

內同仁與就診民眾用行動響應無菸運

動。宣誓活動中也頒發獎狀與禮金，

給「拒菸點子王」無菸創意競賽中表

現優異的同仁。

體驗老菸槍  呼吸真痛苦

「交互蹲跳二十下後，馬上捏住鼻

子，呼不到氣的感覺真難受！」在「老

菸槍肺部感受」體驗中，藉由運動後

限制呼吸的方式，讓民眾實際感受慢

性阻塞性肺病所導致的呼吸窘迫感。

除此之外，現場還擺放了兩個透明盒，

一個裝水一個裝焦油，分別放入乾淨

的海綿來模擬吸菸後肺部的情形，並

讓民眾實際感受焦油沾在手上的感覺。

不只要沒吸菸的人「拒菸」，花蓮

慈院更鼓勵有吸菸習慣的人要戒菸，

因此積極推動戒菸門診，來看診的民

眾不但免掛號費，更只需要負擔部分

藥品費用，讓需要戒菸的民眾，不光

省下買菸錢，還能賺到無價的健康。

許文林副院長表示，目前每年約有三、

四百人報名參加戒菸門診，成功率已

高達三成，希望不知道該怎麼戒菸的

慈院同仁在交互蹲跳後立刻捏住鼻子，體驗慢

性阻塞性肺病所導致的呼吸窘迫感。

現場也準備將海綿浸到水與焦油中的體驗活動，

讓眾人了解吸菸對肺部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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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能夠勇敢跨出第一步。

除此之外，花蓮慈院也積極在校園

舉辦拒菸衛教宣導，期許將拒菸觀念

向下扎根。花蓮慈院戒菸個案管理師

黃祺婷指出，許多習慣都是從小養成，

「拒菸」的習慣也是，要讓孩子們在

小時候就學會「拒絕菸害」。因此光

去年在花蓮就舉辦了十六場的校園衛

教，衛教人數近兩千三百人，年齡層

涵蓋幼稚園到高中職的學齡孩童。

黃祺婷表示，國中時因為看到長期

抽菸的父親重病住院，讓她立志要投

入戒菸宣導工作，戒菸並不容易，她

的父親也是花了近十年才成功戒菸，

期許能用輔導親人的經驗，幫助更多

想要戒菸的民眾，成功對抗菸癮。 (文
／彭薇勻、黃思齊  攝影／黃思齊 )

許多看診民眾參加世界無菸日宣誓，花蓮慈院

戒菸個案管理師黃祺婷現場分享拒菸祕訣。

花蓮慈院醫護同仁帶頭宣誓拒菸，邀約民眾一起加入響應。前排右起：黃亮凱醫師、蔡世滋主任、許

文林副院長、葉日弌主任。



大林
五月廿四日

端午佳節傳溫情

風濕病友齊包粽

利用端午節前的週末假日，大林慈

濟醫院舉辦「過敏免疫風濕病友聯誼

會」，來自全臺的風濕病友、家屬猶如

大家族團圓，聚在一起包粽子，場面熱

鬧又溫馨。而一顆顆營養又好吃的素

粽，除了讓病友們帶回家享用，也是要

送給慈濟照顧戶的應景食物，和他們一

同分享佳節喜悅。

病友化身小老師  教導包粽撇步

考量病友們需要的營養，大林慈院營

養組貼心地準備豆皮、香菇、栗子、亞

麻仁籽等健康食材，讓大家吃進滿滿的

健康。營養治療科黃金環技術主任，也

藉機說明飲食的重要，叮嚀病友們平日

要多吃蔬菜、水果。

雖然許多風濕病友因關節疾病而手指

不靈活，但同樣有著一顆想要幫助人的

心，因此每個人都專注著包著粽子，希

望讓貧苦人家吃到最完美的作品。大林

慈院賴寧生院長也把握假日好天氣，帶

著高齡八十歲的母親一起參加活動，並

跟著母親的巧手學習包粽技巧。

快手包著粽子，一邊指導身旁病友的

謝淑貞，臉上洋溢著燦爛的笑容，很難

想像她過去也深受風免疾病所苦，直到

十多年前來到大林看診後，病情才獲得

改善，因此她對於大林慈院充滿感謝。

另一位病友蕭嬋娟，雖然是第一次包

大林慈院的風濕病友們，齊聚一堂歡喜包粽，共度端午佳節。攝影／黃小娟

＞＞慈濟
醫療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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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子，但由於有淑貞在旁指導，逐漸熟

能生巧，雖然每到最後將繩索拉緊的環

節，因變形的手指不好使力，總得耗費

許多功夫，但她仍然不氣餒，努力完成

一顆顆飽滿的素粽。

因骨質疏鬆而導致關節變形的蕭嬋

娟，十多年前給賴院長治療獲得很好的

成效，因此也帶著患有類風濕性關節炎

的父親前來看診，病情獲得控制，讓父

親總是說賴院長是他遇過最好的醫師，

所以她每次都特地從臺北回到嘉義，帶

父母參加一年四次的風濕病友會。當蕭

嬋娟的父親往生時，賴院長還親切地關

懷，安慰她要多陪伴年邁的母親，讓她

對賴院長充滿感激。
賴寧生院長在母親的指導下，學習包粽技巧。

攝影／謝明芳

風濕疾病的病友通常肢體都會有些僵硬，物理治療師利用簡單的健康操，讓大家平日也能在家舒展筋

骨。攝影／謝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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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技術提升  永遠與病人交心

等待粽子蒸熟的時間，病友們則在大

講堂聚精會神地聽著賴院長分享。賴院

長指出，二十年前他還在嘉義榮民醫院

服務時，遇到一位年僅八歲，患有紅斑

性狼瘡而導致腎臟疾病的小女孩，由於

遲遲等不到她的回診，致電前往關心，

才得知女孩的雙親迷信民俗療法，女

孩因延誤治療早已往生。因為這次的事

件，讓他深感教育民眾對於風濕疾病的

認識與正確觀念的重要性，因此來到大

林慈院後，便開始舉辦病友會。

賴院長進一步分享「類風濕性關節

炎之新進展」，指出風濕免疫科從舊有

的症狀醫學、影像醫學，發展到分子醫

學，目前人們已能透過研究和儀器了解

人體的細胞、基因之潛在變化或異常，

但臺灣目前對於關鍵醫療人員，如專科

醫師的培養，還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

間。他強調，雖然醫療持續在進步，但

醫師與病人的交心還是一樣重要，期盼

人人都能把握機會付出行善。

「四、五十年前，得到風濕疾病的

人，最後的下場就是坐輪椅。」賴寧生

說，大家現在雙手可以包粽子，做很細

緻的動作，雙腳也可以正常行走，真的

要很感恩生在臺灣，因為有健保給付藥

物，才能有新的生命契機。大家雖然身

體有病痛，但藉著包粽子送給感恩戶，

仍然可以成為手心向下的人。

「先生，祝您端午節快樂！這些剛蒸

好的素粽，是我們醫院風免科的病友們

包的喔！」中午十二時，賴寧生院長、

醫護同仁與慈濟志工，帶著熱騰騰剛出

爐的粽子，前往大林鎮上的照顧戶家中

拜訪，和他們分享端午佳節的喜悅。知

道這是風免病友們用變形的雙手，所包

出的一顆顆愛心，讓照顧戶們更加握緊

了手中溫暖的粽子。（文／謝明芳 )

賴寧生院長與醫護同仁及志

工，帶著剛出爐的粽子前往

照顧戶家中，代替風濕病友

們表達祝福。攝影／黃小娟

＞＞慈濟
醫療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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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五月九日

新北聯合醫院簽約

強化呼吸照護網絡

為建構完善的呼吸照護網絡，讓病患

得到高品質服務，臺北慈濟醫院積極向

鄰近醫療機構展開醫療服務共享計畫。

五月九日與新北市立聯合醫院簽署「呼

吸照護醫療合作合約」，雙方都希望透

過合作來提升轉介患者的後續照護環

境，期許帶給北部民眾更好的醫療品質。

建立後送機制  把握黃金治療期

「呼吸器依賴患者在急性期過後，

必須轉回家中或長照機構接續照護，但

病患家屬往往面臨不知如何選擇品質

優良的機構。」臺北慈院張恒嘉副院

長指出，這些無法自行呼吸的患者，

遇到緊急情形時，必須在黃金時間

內送到設有專業呼吸照護治療設備

的醫院診治，才能搶救寶貴的生命。

然而由於專業呼吸治療院所床位有

限，加上專業人員訓練不易，往往導

致遺憾發生。臺北慈院胸腔內科吳耀

光主任表示，以他過去的經驗，當地

區性長照機構需要後送病人急救時，

經常面臨無人接手的窘境，如今和鄰

近長期照護的醫療院所簽約後，就能

隨時掌握患者後續照護情形，假使病

患突然出現不適症狀，也能立刻轉往

臺北慈院接受治療。

「過去曾經帶著同仁至臺北慈院參

訪，看到對待患者的用心與細心」新北

市立聯合醫院郭莘華副院長分享，透過

這次的簽約合作，希望讓病人得到無縫

接軌的醫療服務。簽署合約後，張恒

嘉副院長及吳燿光主任參觀聯合醫院

板橋院區之呼吸照護病房及護理之家，

實際了解轉介過程及各項醫療器材的

使用。

為促進與鄰近地區醫療機構的交流，

臺北慈院積極開展醫療服務，不論是轉

介的聯繫管道以及護理人員培訓，期許

透過簽署合約，來推廣醫護專業培訓及

學術研究領域內的合作，確保患者轉介

品質。除了與新北市立聯合醫院簽訂

合作關係，去年也和臺北市景美醫院、

新北市同仁醫院簽約合作，期待將醫

療資源做最好的整合，攜手照護病人。

（文、攝影／葉怡君）

臺北慈院與新北市立聯合醫院共同簽訂「呼吸照護醫

療合作合約」。前排左起：臺北慈院胸腔內科吳燿光

主任、張恒嘉副院長、新北市立聯合醫院黃實宏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