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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念共聚度院慶
花蓮慈濟醫院廿八周年

花蓮慈濟醫院自一九八六年啟業以

來，本著「人本醫療、尊重生命」的理

念，首開先河是當時唯一免收醫療保證

金的醫院。走過廿八個年頭，除了結合

專業醫護人員及慈濟志工，設置最先進

的醫療設備，也積極推動健康促進深入

社區，定期前往無醫村提供醫療服務，

為了守護花東鄉親而努力。

八月十六日是花蓮慈濟醫院廿八周

年的生日，然而全球災難頻傳，花蓮

慈院決議取將祝福化為實際行動，舉

辦募心募愛活動，為受難者祈禱祝福，

醫療團隊也走進高雄氣爆災區進行居

家往診，膚慰受難者的心靈；在院內

則是推動體內環保新生活運動，讓民

眾身心都健康。

各項美食、衣物於現

場募心募愛，號召民

眾加入愛心串聯的行

列。攝影／魏瑋廷



人醫心傳2014.839

為高雄氣爆祈福

全院愛心總動員

八月六日上午，花蓮慈院發起「善

念共聚，以愛弭災」募心募愛活動，

醫護行政同仁與慈濟志工主動響應，

為高雄受到氣爆意外影響的居民祈

福。除了高瑞和院長與各科室主管率

先響應，許多來院民眾，甚至是坐著

輪椅的病友，聽到這是為高雄氣爆意

外舉辦的活動，也都主動加入愛心串

聯行列，將不捨化為具體行動，協助

高雄鄉親重建家園。

高瑞和院長表示，在這令人心碎的

時刻，最需要的不是嘆氣與悲傷，需

要的是大家伸出援手與虔誠祈禱，希

望能透過虔誠祈福，啟動醫院同仁和

民眾的善念，將悲傷化為實際的力量，

幫助高雄的鄉親早日度過難關。

活動現場除了有醫事室同仁親手

製作的豆干、滷蛋、南瓜發糕、紅龜

粿外，還有教學部的苦瓜和素煎餃，

人文室也準備了手工爆米花，總務室

與同心圓餐廳供膳組則是推出拿手的

中西式可口小點心與麵包響應。護理

部同仁也整理了家中的二手衣物和玩

具，一同為高雄的鄉親盡一分力。

慈濟志工則從一早就張羅素麵線、

炒米粉、素粽等熱騰騰的美食，花蓮

區的志工更主動響應提供一千包米，

希望帶動更多的愛心奉獻。維義食品

張登旺師兄也贊助健康油品、蒸煮麵、

素炸醬等食品。大家有錢出錢、有力

出力的無私付出，讓許多就醫民眾相

當感動，紛紛響應購買，大家不分你

我，期盼讓災區盡早恢復原貌與平靜

生活。

深入災區  醫心團隊力量大

八月十六日，花蓮慈院取消原定的

二十八周年院慶活動，改為以實際行

動前進災區關懷。清晨兩點半，廿七

位花蓮慈院、玉里慈院的醫護行政同

仁利用周末假期，自費自假遠赴高雄，

為了節省交通時間，一行人還先搭乘

交通車到玉里火車站再轉搭火車。

上午九點，團隊順利抵達高雄，在

高雄慈濟志工與南區慈濟人醫會的陪

伴下，醫護同仁們分成十三條路線前

往前鎮區、苓雅區等氣爆重災區關懷

玉里慈院由管理室郭秀鳳主任 ( 左 ) 代表，贈送

愛心給凌晨就出發的醫療團隊，備感貼心。攝

影／魏瑋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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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戶受災民眾。即使已經過了兩

個多星期，映入眼簾的滿目瘡痍，仍

讓人震驚不已，偌大的氣爆壕溝、四

周歪斜的窗戶、塌陷的頂樓，四處可

見氣爆當時的強大威力。

提到當時爆炸的情況，民眾仍滿臉

的驚慌失措，看到車子被炸飛到自家四

層樓高的屋頂，讓不少人至今無法安心

入睡，有些孩子因為受到嚴重驚嚇，甚

至出現尿褲子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現象。團隊中的精神醫學部沈裕智主任

與許智堯醫師適時地在現場發揮專業，

撫平鄉親受傷的心。

經過九彎十八拐的小巷，許智堯醫

師與團隊來到一棟隱蔽的老舊公寓。面

容憂愁的八十多歲老婦表示，由於五十

歲的大兒子患有慢性精神疾病，無法工

作，全家經濟重擔都落在打零工的小兒

子身上，讓她非常擔憂。許醫師與大兒

子互動的過程中發現，大兒子一直呈現

緊張焦慮、情緒狀況不甚穩定，追問下

才知道原來是他下週要接受大腸鏡檢

查，卻對陌生的檢查內容非常困惑。

身為精神科醫師，許醫師知道患有

慢性精神疾病的病人，在認知功能、

理解能力、甚至是自我生活處理能力

上都較缺乏。為了舒緩大兒子的緊張

感，許醫師仔細地說明大腸鏡的檢查

過程，甚至拿出紙筆，一字一句寫下

大腸鏡的檢查步驟，為大兒子撰寫專

屬的「大腸鏡檢查說明書」；一旁的

慈濟志工，也利用老婦家中的鍋碗瓢

走過殘破不堪的災區，高瑞

和院長（中）帶領的醫療團

隊分成十三條路線，各自前

往災民家中關懷。攝影／魏

瑋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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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當道具，說明瀉劑的服用方式，讓

他理解大腸鏡檢查並不可怕，也舒緩

了緊張感，露出難得的笑容。

當一行人正準備前往下一處時，背

後響起呼喚聲，原來是老婦人撐著虛

弱的身子，堅持要走下樓來感恩醫護

團隊。許醫師分享，看到老婦人柔弱

的身軀，一再的說著感謝，心中的感

動是言語無法闡述的，親身見證病患

的笑容就是團隊最大的力量。

由高瑞和院長、護理部章淑娟主任

帶領的醫護人員，則前往另一戶人家

拜訪，讓五十多歲的許女士激動到止

不住淚水。原來許女士本身患有子宮

頸癌，手術後產生膀胱萎縮的後遺症，

每天都要自行導尿。然而，先生罹患

大腸癌與肝硬化而長期臥床，高齡

九十多歲的婆婆也有高血壓、糖尿病、

心臟病等疾病纏身，加上孩子仍在學，

身體虛弱的許女士肩負著家中的經濟

支柱，龐大的壓力讓她快喘不過氣。

面對宣洩情緒的許女士，醫護團隊

除了仔細傾聽，不斷給予關懷與鼓勵，

更主動希望能為久臥在床的先生確認

身體狀況。所幸長期因病痛封閉自我

的先生，聽到來自花蓮的醫師要親自

來看病，難得的點頭答應。

一行人爬上狹窄的樓梯，瘦弱的先

生就躺在地板上的軟墊上，高院長先

精神醫學部許智堯醫師（左二）到病患家中往診，適時的開導災後病患的精神壓力。攝影／何美味

醫務祕書李毅（左二）與和主任祕書陳星助（左

一）仔細替病人確認藥品狀況，意外找出過期

七年多的藥物，幸好及時發現避免繼續服用。

攝影／黃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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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為他檢查造口照護狀況，並用心

聆聽他發病的過程與心路歷程，知道

久病的先生竟然有輕生的念頭，高院

長用其他病友的生命故事來分享生命

的可貴與重要，讓一旁的許女士再次

留下感動的淚水，直說真的很歡喜，

病都好了一半了。 
「我們所做的僅是百分之零點零

一，其他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都要

感恩志工團隊的付出！」花蓮慈院醫

務祕書李毅醫師有感而發的說，醫療

團隊一抵達高雄，就受到高雄慈濟志

工的熱烈歡迎與接待，而且志工團隊

為了確認真正需要的病人，事先從

五千多筆個案資料進行篩選，最後選

出五十二戶個案進行訪視，依照醫師

專長科別規劃成十三組路線。

花蓮慈院醫療團隊穿梭大街小巷，

一家一家的探訪，給予最直接的醫療

諮詢，不時有熱情的鄉親喊著「慈濟

人，謝謝您們」，帶給團隊莫大的鼓

勵。持續整天的義診活動，直到晚間

十二點，醫療團隊才返抵花蓮慈院，

身體雖然疲憊，但大家臉上仍洋溢著

笑容，難忘這次與高雄鄉親一同度過

的二十八周年院慶。

除了高瑞和院長帶隊前往高雄關懷，

同一天上午，許文林副院長也謹守著與

鄉親們的承諾，帶著醫療團隊前往宜蘭

縣南澳鄉東岳村，與宜蘭地區的三十多

位慈濟志工會合，許多當地的開業醫師

也都前來支援，一起替村民義診。

從今年一月開始，花蓮慈院與東區
許文林副院長親切地為村民看診。攝影／林永

森

花蓮慈院與東區人醫會到南澳鄉義診，慈濟志工

親切的為居民做看診前的檢查。攝影／林永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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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人醫會有感於南澳鄉的醫療資源

嚴重不足，陸續辦理了四場義診活動，

總計服務了六百多人次，將專業醫

療與愛心帶進偏遠山區。這次東岳村

義診也加入院慶居家往診行程，以孤

老患者為主要關懷對象，負責往診的

許副院長除了仔細檢閱病患的用藥情

形，也針對用藥整合及居家安全提供

建議。

「苦難的人出不來，有福的人就走

進去。」許文林表示，往診時看到一

些病人因痛風關節腫大十分痛苦，讓

他充滿感慨與不捨，因為這些疾病如

果趁早控制就不會這麼嚴重，但由於

病患平常不知道怎麼去維護自己的健

康，往往都腫到很嚴重了才來看診，

卻已經造成不可逆的傷害。他期盼有

更多同仁加入義診的行列，一起照顧

偏鄉的居民。

體內環保新生活

一天一個綠行動

除了前往災區義診，促進在地鄉親

健康的活動也是慈院每天在推動的重

點大事。近年由於國人生活及飲食習

慣改變，不但肥胖人口大幅增加，罹

營養組同仁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加深民眾健康飲食的印象。後排右起為許文林副院長、高瑞和院

長、大腸直腸外科賴煌仁主任。攝影／魏瑋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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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大腸癌的人數也逐漸上升，儼然成

為影響國民健康的新挑戰。

六月十三日上午，在肝膽腸胃專家

王正一教授的大力支持下，花蓮慈院

舉辦「體內環保新生活運動」，現場

展出預防大腸癌海報展，以及衛教單

張讓民眾索取，邀請民眾從健康飲食、

規律運動、預防癌症做起，力行體內

環保新生活。

「主人，我想要回家（馬桶），請

您吃些幫助我作戰的尖兵吧！」由花

蓮慈濟醫院營養組同仁扮演的「糞便

先生」，說出了主人的心聲。逗趣的

「體內環保戰」短劇，同仁透過寓教

於樂的方式，和民眾分享如何透過健

康飲食，輕鬆解決長期便祕之苦。

活動中也邀請到大腸直腸外科主任

賴煌仁分享「大腸的吶喊」，賴煌仁

表示，大腸直腸癌發生率已經連續六

年蟬聯國人十大癌症榜首，每年新發

生大腸直腸癌病例數約一萬四千人，

除了病例數逐年上升，也有年輕化的

趨勢。

賴煌仁指出，大腸癌除了受遺傳影

響外，飲食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研究發現，多吃高纖維、高鈣的飲食，

加上持續規律的運動，可以有效預防

大腸癌的發生，多吃蔬食可以攝取豐

富的膳食纖維，幫助腸道蠕動，有效

幫助腸道排泄有毒物質，避免腸道產

花蓮慈院廿八周年成果海報展競爭激烈，圖為神經腫瘤科主任蘇泉發醫師

正在向評審講解海報特色。攝影／楊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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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癌化的病變，也可以增加人體的活

力與免疫力，輕鬆達到體內環保、遠

離癌症。

「讓身體的腸道適時的大掃除，也

是一種體內環保。」營養組劉詩玉組

長表示，體內環保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從飲食做起，像是多吃當季的蔬菜水

果、全穀類的食物，或是未精製的五

穀雜糧、麥片、火龍果……等富含膳

食纖維、水溶性纖維、乳酸菌、果寡

糖的食物外，優酪乳、優格、AB 菌中

的益生菌，也是整腸、體內環保，促

進正常排便的好戰友。

除了蔬食飲食外，許文林副院長也

提醒民眾，要養成每天規律運動的習

慣，建議每週運動時數須達兩百八十

分鐘以上，無論是慢跑或是持續走路

都能促進身體代謝，幫助腸道運動，

排除殘渣廢物，減少體內有毒物質殘

存。

高瑞和院長表示，體內環保已經成

了一種健康時尚概念，邀請民眾從生

活中養成有益健康的好習慣，未來花

蓮慈院也將以素食、蔬果、無毒、運

動、癌篩等主題，定期舉辦防癌健康

講座，邀請專家、健康達人經驗分享，

希望帶動全民一起「新生活運動」，

活出健康亮麗的人生。

花蓮慈濟醫院於二十八日舉辦健康素食水餃大賽，藉由各單位發揮創意包出好吃的水餃來推薦「低碳飲

食、減碳救地球」的觀念。攝影／魏瑋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