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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林
面對迫切、突發、緊急、意外災難、疑難雜症……

全天候二十四小時救護，永遠站在搶救生命最前線，

急診團隊用盡全力與時間拔河。

大林慈濟醫院地處雲嘉交界，是嘉義緊急醫療救護網急救責任醫院。

經歷多次大量傷患急救處置，包括兩次阿里山小火車翻覆意外、

屏東大同國小畢業旅行車禍、高速公路古坑路段連環追撞、

民雄電廠工安意外等，全院動員提供高標準醫療服務，

亦感恩醫療志工及時膚慰傷者，團隊默契十足，準備萬全，

隨時迎向無常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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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鄉間

裡，大林慈濟醫院的急診室裡卻是日夜

燈火通明。

「嗡咿―嗡咿―」疾而響的救護車鳴

笛聲由遠而近，波動了小鎮的靜謐。

「快！快！快！」還在聆聽病患主訴

病況，後面又送來需要急救的病人，萬

一發生意外事件導致有大量的傷患，正

在線上忙碌的醫護同仁更是要立刻進入

緊急模式，在在考驗急診夥伴的默契、

體能與耐力。

急診室，是一個分秒必爭的地方，更

是守護生命的第一關。

首次大量傷患啟動

全院動員百人搶救

急診醫療平時就須進行各項演練，

不管是化學災害、傳染疾病、近日的伊

波拉防疫等，萬一來院急救的病人一次

會超過十五人時，就必須啟動大量傷患

的應變機制，甚至全院同仁的緊急動

員。大林慈濟醫院從二○○○年八月啟

業，第一次大量傷患事件的考驗發生在

二○○三年的阿里山小火車車禍，後續

的重大事件如：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屏東大同國小國道車禍、二○一一年六

月二十六日梅山交流道車禍、二○一二

年四月十八日民雄電廠工安意外、二○

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民雄交流道附近大

貨車撞遊覽車事故等；田中央這所大醫

院的急診，搶救生命不遺餘力，鄉土溫

情安定驚惶人心。

二○○三年三月一日下午兩點，一班

阿里山小火車在開往「神木站」途中，

由於車速過快煞車不及，造成火車出軌

而翻覆，傷患分別被送至嘉義地區的六

文／謝明芳、黃小娟、江珮如

二○○三年三月一

日阿里山森林小火

車發生翻覆意外，

部份輕重傷者送至

大林慈濟醫院救

治。圖為當時院長

林俊龍為傷患看

診。攝影／林炎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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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醫院治療。大林慈院雖然距離出事地

點有段距離，但由於傷患人數眾多，且

鄰近的大林運動公園可供直升機起降，

因此有多位重傷傷患由直升機立刻送至

大林搶救，加上坐救護車前來的傷患，

總計有三十三位輕傷、二十位重傷，一

人到院前往生。大林慈院總共動員近百

位的醫護人員搶救，醫療志工以及社區

社工紛紛投入協助及膚慰的行列。

直升機赴現場指揮 院內同步待命  

阿里山上再次翻覆意外的事件發生

於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午十二點

十七分，大林慈院急診室李宜恭主任在

事發後接到通知，立即帶著兩位護理人

員趕往水上機場，搭乘直升機飛至現場

擔任醫療緊急指揮官。抵達現場後，雖

然已經做過初步的處置，但仍有許多傷

患躺在地上，現場十分混亂，在了解傷

患的狀況之後，便開始進行檢傷、分類，

將重傷傷患的傷勢穩定下來，等待後送。

同一時間，大林慈院院內立即啟動

緊急災害應變系統，包括醫師、護理、

社工、各科室相關人力，以及志工，迅

速趕往急診室集結待命，由急診室黃俊

卿醫師擔任總指揮官，說明急救檢傷的

分類地點及動線，在傷患尚未送達前，

護理長也召集護理人員預先備妥急救器

材以及藥品，並且劃分輕中重傷治療區

域，做好接收大量傷患的萬全準備。

由於山區路途遙遠，大批傷者都在半

山腰上，空軍救護隊派出多架直升機來

回載送傷者，海鷗直升機也投下吊籃協

助運送，經過檢傷分類及簡易的包紮止

血後，重傷者緊急送往山下醫院急救，

其餘傷患則依照傷勢嚴重度送往嘉義六

家醫院，期望透過緊急醫療系統，讓傷

患在最快的時間內得到救治。

下午三點五十八分，事發後三小時

四十分，救護車將第一位傷患送抵大林

慈院急診室。截至下午五點左右，共收

治十二位傷患，都是大陸來臺的旅客。

當傷患一一送達急診室，經第一線檢傷、

分類，隨即將病患推入治療區內，醫師、

護理依計畫啟動急救治療，其他同仁、

志工則安慰驚魂未定的病患與家屬。

二○○三年阿里山意外傷者送至大林慈院急診，醫療志工關懷傷患。攝影／林炎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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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膚慰　雙管齊下

「您那裡不舒服？」「伯伯，腳有沒

有辦法動？」醫護人員一一詢問傷患的狀

況，只是有些老人家濃重的大陸口音實在

難懂，連姓名都花了好些時間才能確定，

所幸這十二位傷患都沒有生命危險。

「因為怕會暈車嘔吐，所以只吃早

餐，中餐就不敢吃了。」一位右手骨折、

臉部撕裂傷的劉女士，因為沒有用中

餐，早已飢腸轆轆，陪伴的志工等她穩

定情緒之後，立即端來一碗熱騰騰的炒

米粉，細心地餵她吃。

叢小姐到院時鼻部及嘴巴都沾滿了血

跡，左手骨折，不斷喊著「好痛喔」，

雖然已經在醫院接受醫治，但只要一回

想起當時情況，還是餘悸猶存。當時的

院長簡守信和志工站在兩旁耐心安慰：

「把心安下來，其他的就交給醫護人員，

我們一定會做最好的處理。」直到整形

外科許宏達醫師把傷口都處理好後，她

才終於安心地睡去。

由於醫療團隊的細心照顧，叢小姐深

受感動，不但出院時依依不捨，更發願

要加入慈濟志工的行列。意外事故發生

至今兩年多，今年十月初，叢小姐以慈

濟志工身分再次回到臺灣，她回想：「受

傷住院的那一個月，明月師姊常常彈琴

吹笛子陪伴我；簡守信院長、鶯鶯師姊

與志工們也經常來關懷，這真是我永難

忘懷的一段日子。」一場意外讓她深刻

體會到用愛付出的可貴，決定成為志工

二○○五年三月

十一日屏東大同國

小國道車禍，急診

室李宜恭醫師仔細

確認傷者情況。攝

影／黃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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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阿里山森林小火車再次發生翻覆意外，時任大林慈院院長的簡守信立刻趕至

協助送傷患入急診，醫護同仁合力進行檢傷分類。上圖攝影／楊舜斌、下圖攝影／江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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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員。

志工陳鶯鶯也分享，在醫護人員完成

初步治療後，志工就會接續陪伴傷者，

一位額頭受傷的患者流著淚說：「你們

真好！」志工一邊安慰一邊問：「傷口

是不是很痛？」沒想到他竟然回答：「不

是的，這是感動的眼淚。」在急難發生

的當下，能安定病人的心，要感謝醫療

志工們發自內心的關懷。

跨科急救團隊

訓練有素守護雲嘉

位於雲嘉交界處的大林慈院，鄰近中

山高速公路大林交流道、民雄交流道、

福爾摩沙高速公路竹崎及梅山交流道，

以及省道臺一線等交通要道，山區則有

馳名國際的阿里山，若有意外發生，大

林慈院身負搶救生命、刻不容緩的責

任，因此，為了讓團隊中不同單位的同

仁能夠在第一時間各就其位，合作無

間，各單位每隔一段時間即會舉辦各式

演習，如消防、地震、大量傷患、毒化

災、傳染病等，以及應變人員召回測試

等。

除了團隊的配合默契，個人的急救專

業也需符合要求，院內定期進行教育訓

練，也透過實際演練促進學習，增進醫

護人員對急救的自信。種種訓練，除了

有助檢視現有流程是否順暢外，更能讓

相關同仁時時保持警惕與熟練度，以便

二○一四年四月十六日國道二號古坑路段意外事故，死傷慘重，急救區醫護全力搶救重傷病患。攝影

／江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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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實際災難發生時能迅速應變。

大林慈院急診科於二○一四年提升為

急診部，下設急診醫學、觀察醫學、災

難醫學三科，此外，有各領域專業醫療

團隊為後盾，提供病患專業、及時的醫

療服務，包括冠心症團隊七位心臟科專

科醫師、二位心臟外科專科醫師，中風

團隊七位神經專科醫師、三位神經外科

專科醫師，小兒科七位主治醫師，包含

二位新生兒專科醫師，婦產科五位婦產

科專科主治醫師，以及加護病房七位專

責主治醫師，隨時待命。

大林慈濟醫院目前不但是嘉義地區

緊急醫療救護網急救責任醫院，長期以

來，急診部與嘉義縣緊急醫療網密切合

作，除了全天候二十四小時提供緊急傷

病患的救護，同時也是嘉義縣災難醫療

救護基地、毒化災設備儲備醫院，服務

範圍更延伸到偏鄉醫療站。

急救會診都有效率

盡量不讓病人等

任何病人來到急診室，首先經過檢傷

人員依病情的輕重緩急，做出第一級至

最輕的第五級之檢傷分級；接著，交由

醫師看診和護理同仁照護，無法及時返

家者，先留待留觀區繼續觀察、需住院

的病人則留於待床區等候、需送開刀房

的病人，立即送往開刀房……

急診部除了有專任主治醫師二十四

大林慈院不定期進行各項緊急應變流程，圖為二○一四年

三月急診部舉行毒化災大量傷患演習。攝影／黃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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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值班，另有內科、外科、婦產科、

小兒科、骨科、麻醉科等專科主治醫師

二十四小時值班。「來到急診就是醫院

的病人，不管交由哪位急診醫師負責，

相關科別的醫師也會投入照顧。」急診

部李宜恭主任對於各醫療科之間的默契

與使命非常有信心。外傷科主任吳宗憲

便表示，「當有嚴重外傷病患被送到急

診，急診主治醫師給予救治的同時會啟

動創傷病患機制，外傷小組主治醫師於

第一時間共同於急診室搶救病患，若有

臨時送達的傷患，則於十分鐘內趕到急

診室，協助急診科醫師進行急救，若患

者需要緊急手術則先行送入手術室，術

後轉送外科加護病房。」

自二○一三年至二○一四年九月間，

急診病人會診適當專科的時效，要求在

三十分鐘以內，達成率有百分之九十。

這一段期間急診每月平均就診量為

三千五百五十一人次，等於一天收超過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民雄交流道意外事件，

大批傷患湧入大林慈院急診室，上圖為社工登

錄傷患狀況，下圖為簡瑞騰副院長替病患檢查

傷勢。攝影／黃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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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一十八人次；三小時內發生的缺血

性腦中風病人，百分之七十六點九可以

在一小時內接受靜脈血栓溶劑治療，百

分之九十急性心肌梗塞的病人能於到院

後九十分鐘內打通血管，百分之九十六

重大外傷病人能在十分鐘內接受外傷團

隊的處置……數據會說話，大林慈院急

診呈現以高標準自我要求的醫療品質。

急診護理  不可或缺    

能有效率與效能，要有一個充滿自信

與專業的團隊。李宜恭主任是凝聚團隊

成員共識的靈魂人物，他也充分尊重各

專業。

「急診部的醫師與護理同仁只是角色

不同，沒有高低之分，我們完全尊重護

理同仁的專業能力，並授予對病人的檢

傷分級、協調各醫師看診的權力；假如

真有不妥，事後大家也會檢討、改進。」

對李主任而言，護理同仁的重要性等同

醫師，缺一不可。

畢業後旋即投入臨床的急診部護理長

劉台娟，具二十六年急診經驗與十一年

護理長經驗，除了忙碌於行政事務，當

護理同仁遇到言語暴力等事件，她一定

出面緩解，經常扮演學姊、母親的角色，

去安撫第一線護理同仁的心。

「同仁們若是遇到病人或家屬的態度

不和善，也會找我訴苦，此時我不能只

是單純安慰，她們會覺得仍不被了解而

心情低落，必須真正同理大家的心，有

時我會對她們所遇到的困境，表現得更

在乎，她們反而會安撫我：『阿長，其

實事情沒有妳想像中那麼嚴重。』聊一

聊後，大家又有了動力。」

在繁重的急診壓力下，離職的念頭曾

浮現劉台娟護理長的心頭，但靜下心想

一想，如果離開了，誰來承擔急診護理

長的重任？轉念後，她以培育人才的心

情，繼續陪伴護理同仁學習處理行政、

臨床等事務，也培養同仁養成主動積極

的態度。「有良好的工作氣氛很重要，

我期許每個人都能成為讓彼此身心安住

的力量。尤其去年開始，每日上午七點

半，我們有跨團隊晨會，在這一個小時

裡，除了討論個案，李宜恭主任也請大

家分享工作、生活等遇到的困難，並給

大家加油打氣。」

此外，急診部每個月各有一次單位及

跨單位的大會議，藉由討論整個月所遇

到的工作狀況，檢討醫療品質及落實改

善方案。「更讓人感恩的是志工的支持，

三不五時就與主管帶著點心來溫暖大家

的身心，對我們來說就是很大的鼓勵。」

醫療新血挑戰急診

高難度考驗智慧  

「在急診會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例

如：有些病人為了要快點領到藥而不想

去一般門診，有些病人則存在著自己的

病要優先處理的觀念，稍微等候就開始

發怒。」邁入第二年急診住院醫師生涯

的吳佩珊，不想侷限自己只鑽研於專科

領域，而選擇需通盤了解且挑戰性高的

急診科；值班過程，面對一些使她難以

理解、哭笑不得的病人，增添她學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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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反思和樂趣。

向病人解說病情時的溝通不良，也曾

困擾吳佩珊。「我跟病人說明『初步研

判有百分之多少的可能病因，正確病因

還要進一步檢查』，他似乎只聽到前面

半句，便口氣不佳地質疑我的專業並表

達想轉院。」

然而，也有可愛的病人會讓吳佩珊會

心一笑。「有位阿嬤捏起她腹部的肉肉，

憂愁地對我說：『我感覺肚子最近長了

一些肉。』為了緩和她的心情，我捏捏

自己的肚子跟她說：『我也有耶！』接

著，詳細幫阿嬤照超音波檢查，確認沒

問題，只是多了『游泳圈』(脂肪 )，阿
嬤安心的笑了。」

有些情況看來不緊急的病人，其過程

卻提醒吳佩珊不能大意。「依檢傷分類

來說，比較不急不嚴重的病人會安排在

留觀區，但曾有一位留觀區的阿伯，在

我們處理好他的低血糖之後，過了一段

時間再去關懷，發現他有點喘，經確定

是肺積水，趕緊轉到治療區處理。」

面對各種考驗，心情難免起伏的吳

佩珊，聽聞急診部李宜恭主任的一番話

「來到急診的病人，代表他有需求，不

管什麼情況來，我們就是好好處理」，

而心開意解。

「我的心思需要更縝密，面對病人不能

變成膝蓋反應（反射動作）的醫匠，而疏

於對病人的觀察、思維與關心。」吳佩珊

提醒自己以病人為師，要用智慧去判斷。

正向樂觀急診人

把守救命第一關

理解急診同仁在高張力環境之下所累

積的壓力，李宜恭主任鼓勵大家多多調

適自己，盡量用正向思考去看待事情，

並且善用 TRM（醫療團隊資源管理）平
臺，讓急診部的醫護人員能暢所欲言，

分享遇到的人事物或種種困難。他不但

會把握時間了解大家的近況與心情，更

會用心給予每個人回饋、鼓舞。

「在李主任的身上，我學到要樂觀、

要正向，他本身就是這樣的人。」從住

院醫師變成專任醫師，急診部侯鐘閎醫

師不只學到專業與技術，更多的是師長

的智慧與態度。

「雖然他是主管，卻處處為我們著

想，有一次急診待床區滿床，李主任為

解決醫護同仁的負擔，請求病房區的護

理同仁前來支援；對急診環境不熟悉的

護理同仁來說，不免心生畏懼，李主任

為了讓她們安心，支援內容多以她們能

勝任的工作為主，一來能力得以發揮，

二來可以快點解決病人處理不完的問

題。」侯醫師微笑道：「而且來到急診

的病人很多，代表我們有能力處理，正

向思考後就不會覺得辛苦或疲憊了。」

「自己的經驗還不足，感恩學長學

姊以及資深護理師的建議和鼓勵，也感

恩李主任給我不同的思考和見解，並

讓我們有機會至其他醫院上課、多聞多

學。」一年多來的學習，住院醫師吳佩

珊心有所感：「急診的人來來去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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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無法與病人有長久的互動、了解他們

的故事，期待得到病人感恩醫護團隊的

回饋也不多，然而，當看到病人很痛苦

進到急診，經過緊急處置後而立刻感到

舒緩，我就覺得很有成就感；另一方面

則是我對病人的診斷，專科醫師肯定我

的診斷是正確時，也會讓我很開心。」

到急診室來求診的病患，往往因比較

急迫性而需先緊急處理，後續再由專科

醫師接手，繼續守護病人。李宜恭主任

因此勉勵急診室所有同仁：「要讓其他

科的醫師感覺到，有急診的同仁在第一

關把守真的很好！」因為正確的診斷、

詳細的檢查、妥善的處理，這就是對病

人、對搶救生命最大的承諾。

這個承諾，不說辛苦，而是「幸福」，

站在搶救生命的最前線，急診室的所有

醫護人員，總是堅守崗位、時刻待命，

箇中辛酸與艱苦只有自己知道，然而，

他們時時展現對生命最大的熱情，對責

任最勇敢的承擔。正因為有這樣的團

隊，才能讓大林慈院急診室在分秒必爭

的醫療中，發揮最大的力量。

二○一一年四月阿里山小火車翻覆意外，李宜

恭主任第一時間前往災難現場協助救援，傍晚

時回到醫院，支援急診的一般外科醫師林俊宏

立即向他匯報病人狀況。攝影／楊舜斌

大量傷患機制一啟動，全院一級主管火速趕到支援。圖為二○○五年三月十一日屏東大同國小國

道車禍，醫師們商議病患處置，左二為當時副院長簡守信、坐者為當時林俊龍院長。當年的年輕

急診醫師候鐘閎 ( 左五 ) 現已獨當一面，並擔任嘉義縣大型災難演習指揮官。攝影／劉權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