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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四年八月八日凌晨，一場突

發的交通意外，帶走了一位好醫師、

好同事、好師長——花蓮慈濟醫院腸

胃內科黃呂津醫師。聽聞消息，全院

驚訝不捨，但只能將悲慟化為祝福。

十五日院方為「微笑大醫王」黃呂津

醫師舉辦追思會，協力講堂內外聚集

了滿滿的醫護同仁及志工，感念他在

花蓮慈院的奉獻。

慈濟腸胃內科先驅

廿六年如一日

一九八六年八月花蓮慈濟醫院啟業，

急需醫護人才挹注。一九八八年七月

正式報到的黃呂津，早在臺大醫院腸

胃內科擔任住院醫師時，便經常前來

花蓮慈院內科支援。之後，在肝膽腸

胃科專家王正一教授的鼓勵下，到花

蓮慈院擔任主治醫師，轉眼間就走過

四分之一個世紀。

黃醫師年輕時喜修習佛法，曾任靜思

學佛社副社長。他皈依證嚴上人，法號

濟穆，平日秉持佛心師志，在用心照護

病人之餘，更時常參與慈濟人文活動。

二年多前他受證為慈誠隊員，除了把握

因緣參加人醫會義診，同時也參與感恩

戶訪視、打掃等關懷活動，職志合一的

黃醫師也曾在精舍發放日承擔主堂的護

法金剛。

未婚的黃呂津，除了利用假日回臺北

探視父母親外，幾乎以醫院為家，以同

仁、病人為家人。在慈濟人醫會的海內

外義診活動中，無論是災區或是深山部

落，都可看見黃醫師彎下腰蹲下身，膚

慰病苦的慈悲身影。

行入慈濟宗門  啟佛心展歡顏

二○○八年，大陸四川發生汶川大

地震，黃呂津參加了後續在洛水二小的

醫療站義診，在為受災居民看診、發放

的過程深受感動，回臺灣之後，他寫下

〈心繫四川‧情牽洛水〉一文投稿《人

醫心傳》雜誌。同行的志工陳麗珠曾口

述，「離開災區前夕，小志工一張張天

在花蓮慈濟醫院啟業兩年時正式報到，黃呂津

醫師到東臺灣服務，一待就是一輩子。此圖攝

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攝影／林瑛琚

在病人的心中，他是一位親切溫和的好醫師；

在同仁的心中，他友善和氣，總是輕聲細語，是一位溫文爾雅的好同事；

在年輕的醫護晚輩心中，他是一位有耐心又願意細心教導後進的好師長。



人醫心傳2014.1144

醫
路

真的臉哭得淅哩嘩啦。其中一位連續七

天擔任黃醫師的翻譯小祕書，他抱著黃

醫師直掉淚，甚至追到車上親吻著黃醫

師的額頭……黃醫師也跟著流淚。」

其實，三十三歲就來花蓮服務的黃呂

津，年輕時因為內向害羞不太習慣笑，

曾被形容成冷面醫師，直到參加慈濟四

川震災義診團之後，心境有了改變。同

行志工黃秋良說，很高興看到黃醫師改

變了，因為以前看到的他、是個不習慣

帶著笑容的冷面醫師，而現在他是個親

切和藹、笑容可掬的笑臉菩薩。

進入慈濟後，黃醫師還有一件讓人驚

訝的大改變，害羞的他竟然鼓起勇氣加

入了二○一二年三月在花蓮舉辦的《水

懺》演繹，走上面對千人的舞臺。自我

要求甚高的他，每次都在大家集合練習

結束後，又拜託手語種子老師 --檢驗
科許穎鐸同仁單獨為他「補課」，一次

又一次練習走位與動作，認真努力的黃

醫師也不負眾望，在正式演出時，與團

隊合心一致，呈現出滿滿的自信與道

氣，希望以法水淨化人心，引領眾生行

入菩薩道，祥和人間。

無常現難預料

轉不捨為祝福

人生無常，瞬息變化。這位在水懺

演繹時，與四大志業結下法親深緣的黃

呂津醫師，竟然於深夜開車時，失控不

小心撞上路邊電線桿，熱心鄉親聽到巨

響，立即報警並協助鬆開安全帶，陪伴

直到救護車抵達。但黃醫師到院前已失

去呼吸心跳，經急診團隊、創傷小組緊

急搶救後仍不幸往生。院長室值班主管

王志鴻副院長、陳星助主祕、肝膽腸胃

科主任胡志棠、行政總值曾能奎師兄等

人也在接獲通報後，抵達急診室協助相

關事宜。晨間，同仁聞訊，悲慟不已。

一早，精舍師父、林碧玉副總執行

二○○八年五月大陸四川發生強震，黃呂津醫

師也於災後一個月前往付出，圖為六月二十七

日他將志工背心交到小志工手上。攝影 / 林炎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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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以及志工、慈青和同仁陸續來到助念

堂，黃醫師的手足也在接獲消息後趕

來。下午，高瑞和院長透過院內網路，

向全院同仁說明黃醫師往生的消息，並

表達非常感恩黃呂津醫師二十多年來始

終如一、矢志不移，守護花東民眾健康

的願力，期望同仁一起祈禱，將不捨化

作最虔誠的祝福。

紳士古意醫  招牌三提問  

八月十五日，家人親友同事聚集在

花蓮慈院協力講堂，為黃呂津醫師舉

辦追思會。追思會現場並與臺北、大

林、玉里慈院同步連線，讓舊友同袍

送最親愛的黃醫師最後一程；昔日的

老同事林憲宏醫師、黃士哲醫師，也

透過預錄影片表達心中的不捨。

「如果要形容黃醫師，用閩南話來

說是『古意人』；用英文來形容他，

那 就 是 標 準 的『gentleman』（ 紳
士）。」醫療志業執行長林俊龍說，

還記得二○○○年大林慈院剛啟業時，

腸胃內科急需資深的主治醫師協助支

援，於是就拜託黃醫師；做事謹慎的

他深思熟慮了一段時間後，最後決定

答應到大林支援一年。在教學、臨床

服務都盡心盡力的黃醫師，奠定大林

慈院腸胃科的基礎。

二○一二年一月一日，黃呂津前往發生嚴重水患後的四川省巴中市發放物資並關懷受災鄉親。攝影／

黃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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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來到花蓮慈院擔任客座

教授的張步良教授，也與黃呂津醫師結

下好因緣。張步良教授表示，做事要求

完美的黃醫師，每次巡病房都會問病人

「有沒有吃飯啊？吃得好嗎？」、「睡

得好嗎？」、「還會痛嗎？」這三句話，

凡熟悉黃醫師的護理同仁都能朗朗上

口，雖然只是看似簡單的三個問候，卻

是顯示病人病情是否改善的指標性問

題，病人第一時間的回答，能讓一位腸

胃內科醫師立即做初步判斷。張教授說

著黃醫師在每個人心目中不同的形象，

組合成他的紳士風範，有謹慎、有細

心，也有可愛風趣的一面，讓大家在笑

中帶淚，懷念著他。

桃李無言  下自成蹊

儘管醫護團隊天天面對病患，也不是

第一次受到無常侵襲，但當意外發生在

朝夕相處的同事身上時，心情是久久難

以平復的。

專科護理師邱子瑄說，發生意外的

前一天晚上，黃醫師還特地打電話跟她

說，八日上午的課可不可以早一點離

開，因為他想要先去看病人。但子瑄壓

根都沒有想到，過了一個晚上，兩人前

一晚相約的八點五十分，卻變成是跟著

住院醫師一起為黃醫師助念。與黃醫師

共事多年的腸胃內科專科護理師吳雅萍

也難過地說：「整理了幾天的情緒，還

二○一三年十二月一日河北省易縣冬令發放，黃呂津協助搬運物資麵粉，助人的開心表情寫在臉上。

攝影／胡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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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覺得很難過，沒有想到黃醫師會用這

種方式離開大家。心裡有很多話不知道

怎麼說，只希望你一路好走，再換一個

好的身體，回來慈濟世界。」

「還記得，曾經與黃醫師一起在病

房外的佛堂虔誠禮佛，祈求病人的病情

好轉；還記得，客氣的黃醫師總是『謝

謝、對不起』不離口……如今他休長假

了……」聽著曾經在花蓮慈院服務的專

科護理師呂選茵回憶起，和黃醫師相處

的每一次談話與互動，讓人深深憶起他

的善良與慧心。

內科部大家長陳健麟主任感念黃醫

師的真誠、忠實感動同仁，祝福他乘願

再來，還用「桃李無言，下自成蹊」形

容黃醫師。意指桃、李果樹不會說話，

但因其花朵美豔，果實可口，人們自然

紛紛去摘取，漸漸就在樹下踩出了一條

路來，比喻為人真誠篤實，不必自誇自

讚，自然能感召人心，得到信任擁護。

謙讓暱稱呂醫師

呵護病患視為友

「別人都叫你黃醫師，十年來，我還

是習慣叫你呂醫師……」居家護理師楊

秀花特地帶著母親謝二妹出席黃醫師的

追思會，秀花還寫了一封信要給她最親

愛的「呂醫師」，感恩他多年來用心照

嚴謹謙和的黃呂津醫師留給病人與同事無盡的思念。黃呂津醫師（上圖左）參與二○一二年水懺經藏

演繹，祈求人心祥和天下無災。攝影／黃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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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媽媽。呂醫師這個暱稱由來，是因為

當年腸胃內科有二位黃醫師，為了方便

讓同仁不會叫錯人，個性謙讓的黃呂津

醫師對於被稱為「呂醫師」一事，甘之

如飴。

「我從來沒有告訴你，你對我們有多

重要，自從你照顧我媽媽，改善了她的

生活品質。謝謝你，過去照顧她的日子；

謝謝你，治療她十多年的腸胃問題。」

秀花說，媽媽腸胃不好，看盡花蓮的醫

師都看不好，只有「呂醫師」最清楚媽

媽的腸胃，讓她可以沒有後顧之憂地繼

續護理工作外，兩人還一起相約要去部

落義診，一起品嘗媽媽研發的新口味竹

筒飯。「這幾天我回想，你在我生命中

留下的記憶，從黑髮到白髮、從醫院到

義診，我發現你變開朗了……」

「澎湖灣啊，澎湖灣，外婆的澎湖

灣……」腸胃內科護理長江如萍帶領大

家，唱著黃醫師的招牌歌曲「外婆的澎

湖灣」，在輕快的歌聲中，如萍忍著潰

堤的淚水、深深祝福：「黃醫師我們等

你回來喔！」

抽絲剝繭  中西合醫

黃呂津醫師對待病患的無微不至，

可以從住在臺東市的病友莊文祥夫妻倆

口中聽出端倪。「孩子都知道，黃醫師

就是爸爸的救命恩人。當年就是有黃醫

師，十七年後，才能還有爸爸相伴。」

莊太太哽咽地說，上周六在電視上看到

新聞，先生一直說「不可能、不可能」。

後來還是孩子上網搜尋，再用手機通訊

軟體（LINE）傳新聞給他們看，兩夫妻
才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

回憶起十七年前，當時四十六歲的莊

先生，因為全身黃疸、腹水陷入昏迷。

莊太太說，當時臺東的醫師束手無策，

建議她送先生到大醫院去治療，已出家

的母親建議她：「去慈濟會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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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慈濟人醫會在花東偏鄉、泰源技能訓練所的義診，都有黃呂津醫師的身影。

攝影／連香 攝影／游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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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神無主的她便叫了救護車轉送先生到

花蓮慈院，一到急診室就遇到黃呂津醫

師。

「當時我的孩子很小，一個小學五年

級、另一個一年級。黃醫師看到我憂愁

的面容，一直安慰我不要擔心，把先生

的病交給醫師。」莊太太說，黃醫師溫

柔細心又輕聲細語，讓她安心不少。

「真的很感謝黃醫師一路來的照

顧！」莊文祥說，當時檢查出他有肝硬

化、黃疸、腹水、猛暴性肝炎和肝昏迷

等五種病症，住院住了好幾個月之後，

因為黃醫師得知他不喜歡吃藥，就建議

採取中西醫合併治療。在黃醫師和中醫

師林郁甯聯手治療下，他的身體狀況恢

復得不錯，追蹤三年，才改在臺東的醫

院回診。

正因救命之情如再造，兩夫妻無論

如何都堅持要送黃醫師最後一程，經過

多日打聽，一得知醫院舉辦追思會的日

期，兒子立即幫他們訂了火車票。莊太

太說，他們只是想默默對恩人表達一點

點心意而已。

功在慈濟善循環

追思會最後，高院長代表證嚴上人致

上「功在慈濟」紀念牌給家屬，感念黃

醫師對慈濟醫療的貢獻。從維也納趕回

臺灣的二位姪女，代表家屬上臺表達心

裡的祝福與感謝，還準備了黃醫師生前

最喜歡的巧克力與眾人結緣。

一位遠離家鄉，落地生根在花蓮，為

搶救生命無私付出的好醫師，在人生倒

數時刻遭逢意外，亦有陌生鄉親聞聲救

苦而來，陪伴照顧直到救護車抵達，雖

遺憾無法挽回黃醫師的生命，卻是愛善

循環的真實體現。祈願「微笑大醫王」

早日乘願再來，再次成為守護生命的菩

薩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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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連香 攝影／劉怡君攝影／游雅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