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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醫療團隊和志工們盡心盡力照護，

八月底，患者終於一一轉危為安，陸續出院返家。

往後復健之路還很漫長，

醫療團隊和志工的愛與關懷，將永不間斷……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晚間八點四十分，

新北市八仙樂園發生臺灣史上最嚴重的燒燙傷意外，

粉塵爆炸造成近五百人受傷，

臺北慈濟醫院立即啟動大量傷患機制，

十三位燒傷面積百分之四十至九十的傷患陸續送抵，

超過一百二十位同仁投入搶救，長期抗戰就此展開；

醫護人員、行政同仁相互補位，

每日召開兩次跨科團隊會議，

隨時掌握傷患的病情變化，

共同決定治療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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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七日晚間九點許，各媒體

紛紛以快報方式報導八仙樂園發生粉塵

爆炸意外，消防和救護人員一一趕往救

援，現場到處都是受傷哀號的年輕人，

一場歡樂派對瞬間成為人間煉獄。

啟動大量傷患　全力搶救生命

趙有誠院長得知消息後，九點三十分

指示主動連繫新北市消防局，表達可協

助傷患救治事宜。十點三十分，新北市

衛生局通知將有二十多位燒傷面積百分

之十五至二十的傷患要送到臺北慈院。

十點四十七分，第一位傷患由家屬自行

開車送到急診室，醫護人員檢傷發現傷

勢相當嚴重，全身燒燙傷面積至少有百

分之六十。

面對即將送達的大批傷患，急診部

楊久滕主任啟動大量傷患模式及調床機

制，除了趙院長、徐榮源副院長、張恒

嘉副院長、喬麗華主任祕書之外，超過

一百二十位醫護、醫技及行政同仁迅速

回院，接受分派加入急救行列。

十一點零六分至十二點三十三分，

陸續有十二名傷患由救護車送抵臺北慈

院，都是十七至二十七歲的年輕人，燒

傷面積為百分之二十四至九十、二至三

度灼傷。整形外科盧純德主任、王樹偉

醫師、林仲樵醫師及急診醫師主導搶救

傷患，值班護理長蔡碧雀則調度護理同

仁緊急處理傷口。楊久滕主任表示，

「這些病患身上到處是傷，我們除了要

注意病情外，需要四位護理同仁同時

清傷口，抽血，灌輸液，打點滴、抗

生素和破傷風等；若有吸入性灼傷，就

文／徐莉惠  攝影／吳裕智

醫護同仁急救傷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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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立刻插管急救；周邊皮膚損傷無法打

點滴，就要打中央靜脈導管，還要一邊

安撫痛苦喊叫的傷患……，需要很多人

力。」

在藥品及醫材補給方面，抗生素、

燙傷藥膏、點滴、紗布等，在藥學部及

保管組同仁努力下備齊，給予前線醫護

同仁足夠的後勤支援。為了安撫家屬焦

急不安的情緒，趙院長也請已就寢的志

工起床，到急診室協助聯絡家屬並給予

心靈的支持。在急診緊急處置後，全數

患者安置於加護病房。凌晨兩點，院部

主管及社工師也再至病床探視每一位患

者，了解病情、討論後續工作。

為能隨時掌握每位傷者的病情變化，

臺北慈院每天早上八點召開晨會，由趙

院長親自主持，與會者包括院部主管、

外科部主管、護理部主管、社工師、志

工、工務室、總務室、社服室、醫事室、

資訊室、企劃室、人文室及公傳室等，

臺北慈院趙有誠院長 ( 中 ) 與急診室楊久滕主任

( 左 )、張恒嘉副院長 ( 右 ) 討論患者救治事宜。

臺北慈院啟動大量傷患機制，醫護同仁迅速回院支援，

由趙院長坐鎮總指揮，並提醒注意事項。攝影／陳宇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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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相關醫療及行政運作詳細討論。中午

十二點半召開專家會議，與會者加入一

線照護人員，包括整形外科、感染科、

復健科、身心科、腎臟科、心臟科、胸

腔科、新陳代謝科、胃腸肝膽科、麻醉

部、加護病房，及護理長、督導、營養

師、心理師、呼吸治療師、藥師等各領

域專業人員，從各項細節來分析每位患

者的病情、情緒，並共同決定下一步的

治療方針。每天投入照護十二位傷患的

各科室人力超過一百六十位。

整形外科擔重任  清創植皮馬拉松

臺北慈院第一時間收治十三位傷患，

後來有一位傷患自中興醫院轉入、兩位

傷患轉院，最後共收治十二名患者。經

過四十八小時的急救後，病人緊接著面

臨最大的考驗就是感染問題。臺北慈院

在加護病房設立燒傷醫療專區，將十二

位病人集中專區，採用清淨度正壓空調

並管制動線，由專責醫護人員照護。此

外，也設一個「視訊專區」，以平板電

腦連結視訊，家屬不進病房也能探視傷

者，最重要是避免了病人感染問題。

初期有幾位傷患出現「腔室症候

群」，因為皮膚組織受創，釋出發炎物

質，以至於微血管擴張，腔室內壓力上

升，血液循環受阻，組織缺氧，一般發

生在傷害後的數小時至數天，若不及時

處理，會造成肌肉壞死以及二度感染、

神經缺損、壞疽、傷口不癒合，甚至

急性腎衰竭、休克死亡。醫護同仁密切

慈濟志工前來協助補給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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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召開晨會、中午召開專家會議，共同決定下一步的治療方針。

醫護同仁日以繼夜進行手術。攝影／王樹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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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患者手腳腫脹和麻痛狀況，安排筋

膜切開手術，釋放壓力、讓血液循環順

暢。

七月一日，整形外科盧純德、王樹

偉、林仲樵三位醫師開始一一為病人清

創，去除死皮，以免細菌感染，有時清

創和植皮同時進行，盡快降低燒傷面

積。三位醫師、護理師、開刀房助手、

麻醉科同仁日以繼夜地為傷患進行手

術，對同仁而言是一場體力與耐力的考

驗。一方有難，十方馳援，臺中慈院楊

超智醫師、大林慈院許宏達醫師犧牲休

假，花蓮慈院莊濬綦醫師甚至支援一整

個月，紓解人力緊繃的壓力。

醫護揮汗開刀　背冰袋解酷熱

為了避免大面積燒燙傷患者失溫，開

刀房關閉空調、開啟烤燈，整形外科醫

師只能在三十度的高溫下為患者進行手

術。盧純德主任曾經從早上八點手術到

下午五點才走出開刀房，幾個小時下來

早已汗流浹背，但汗水絕對不能滴到患

者身上，否則將造成感染。

盧主任表示，一般開刀房室溫都維

持在攝氏二十度左右，讓細菌不會太活

躍，有些心臟科手術還會刻意使病人保

持低體溫，減少代謝，但是燒燙傷患者

相反，體溫不能太低，只要病人體溫低

於三十六度，就必須關掉空調。患者因

為沒有皮膚，身體直接暴露在空氣中，

喪失水分的速度會更快，所以除了關掉

空調，還會架設烤燈加熱以維持患者體

溫。

貼心的護理同仁為了讓主刀醫師能有

比較舒適的工作環境，在手術前就做好

準備，用手套裝水放冷凍庫讓它結冰，

再把手套冰塊放進塑膠袋裡，綁在手術

衣後面，為醫師解酷熱。

正在專心救治傷患時，林仲樵醫師接

到外婆因大腸阻塞、血液感染，在南部

醫院手術後住進加護病房的消息，讓他

在親人與病人間拔河，一方面擔憂外婆

的病況，又心繫塵爆傷患。「身為醫生，

最難過的莫過於家人生病，自己卻使不

上力……，但我知道這裡更需要我。」

抓住周末空檔，林醫師趕往南部探望外

婆，隔天立刻回到醫院堅守崗位。

用輾皮機植皮　加速傷口癒合

透過自體移植皮膚方式，可加速燒

燙傷患者傷口癒合，通常是取大腿、臀

部或頭皮的皮膚。但八仙塵爆傷患的下

肢皮膚幾乎都受損，因此頭皮成為主要

林仲樵醫師為傷者進行植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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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皮來源。林仲樵醫師說明燒燙傷面

積的計算方式，百分之一大約是手掌大

小，然而頭皮面積小，為了減少手術和

患者痛苦，醫院特別備置兩臺輾皮機來

延展取下的皮膚，增加覆蓋率，透過輾

皮機，最多可擴大到九倍。好比取頭皮

百分之四的皮膚，延展九倍後就有百分

之三十六，正好可以覆蓋兩條腿。

王樹偉醫師補充，輾皮機對於大面積

燒傷病人特別有用，把一塊皮膚取下來

之後，輾皮機會把它切割成許多小正方

形，再噴灑生物膠，轉印到人工敷料上，

拉開摺疊的敷料到九倍大。一星期後，

植入的皮膚便可重新獲得血液供應繼續

生長，加速復原，死亡率也因而降低。 

護理團隊總動員　合和互協相補位

十二位傷患安置在加護病房的燒燙傷

專區期間，不論是換藥或視訊會客，都

需要大量的護理人力。病人每天都需換

藥兩次，每次動輒一個多小時，由八位

護理同仁共同協助，備齊醫藥材，才能

完成繁複的換藥程序。此外，有些同仁

要陪伴無法說話的患者視訊，在一旁向

家屬報告患者的狀況，讓他們安心；有

些同仁要幫忙患者抬腿換藥或是整理周

邊雜物。不分階級、不選工作，隨時補

位。

各單位護理長負責協助會客的部分；

每天在準備視訊的同時，加護病房護理

王樹偉醫師連日來長時間進行手術，疲累不堪，

坐下休息不久即不知不覺睡著了。

盧純德主任背著護理同仁貼心準備的冰袋，在

悶熱的開刀房裡進行手術。攝影／楊緒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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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同步進行換藥的工作。有感於需要大

量人力協助，各單位都有護理同仁在完

成自己的業務後，自動排班到加護病房

幫忙。護理部吳秋鳳主任說：「本來有

同仁要離職的，也有些休假的或大夜

班下班的同仁，都自動到加護病房幫

忙。」

家人的支持，讓加護病房護理長康芳

瑜能全心投入護理工作，有時孩子打電

話問她：「媽媽怎麼還沒回家？陪我做

功課吧！」康芳瑜總會清楚回答在做什

麼：「妹妹妳乖，醫院還有很多需要幫

忙的哥哥姊姊們。」十一 A護理長陳依
琳也時常在假日將兩個孩子帶到醫院，

安置妥當後就到加護病房協助。她說：

「我能幫忙的地方很少，所以想盡我的

能力去幫忙。」

院部緊急調度有燒燙傷、加護病房

經驗的同仁組成「換藥班」，一班七到

八個人、一天兩班（白班和小夜班）。

每次換藥前會召開小組會議，討論每位

傷患的傷口和換藥方式，隨著每次的手

術和清創植皮，換藥的方式也跟著改

變，每一班結束後再度檢討傷口的變化

和換藥技巧。感恩花蓮慈院王鐸蓉、陳

玟君、陳懷玉、游婉茹護理師從六月

二十八日開始，陸續到臺北慈院支援。

趙院長特別感恩資深護理師王鐸蓉

與陳玟君，他們不僅在第一時間趕到臺

北支援，一下火車就進加護病房換藥，

每天換藥超過十二小時，還負責教導換

藥班，建立初期換藥流程與表單。「感

恩她們的嚴格，讓病人獲得了最好的照

將取下的皮放在軟木墊上（上），經過輾皮機

切割成許多小正方形（中），轉印到人工敷料

上拉開到九倍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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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藥手稿。

每次換藥需要八位護理人員一起完成。攝影／王樹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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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趙院長肯定地說。

十 B病房副護理長陳淑娟說：「白
班通常從早上八點換藥到下午一兩點結

束，有一次白班換藥到三點結束，終於

可以坐下來休息，卻聽到一位病人的傷

口不小心弄濕，於是大家又站起來重新

把傷口換過一次。」第一個星期，陳淑

娟覺得腳不像是自己的，好痠好痛，但

人的身體很奇妙，第二個星期就適應

了。

自製換藥手稿  換藥過程皆學問

換藥過程從備藥、敷料、拆包、清洗、

上敷料、包綠單、包彈紗、再包綠單、

包白紗、換床單，最後擦拭身體，每個

細節馬虎不得。八位人力包括備藥、備

物，每一個部位的換藥方式也不一樣。

心蓮病房護理長陳美慧說：「換藥時一

個人碰到這個位置的時候，其他人不能

再來碰；而且一個人碰過這個位置，也

不能再碰其他位置。」就是為了避免感

染的風險。

為了縮短換藥時間、減輕病患的痛

苦，護理團隊還特地自製「換藥手稿」，

詳細記載每個病患的病情、燒傷部位與

換藥程序，來縮短換藥的時間。處處顯

現了護理人員的細心、耐心與用心。 
病人的皮膚嚴重受損，換藥時醫護動

作就算再輕微，只要拉扯到皮肉，都會

感受到劇烈疼痛。加護病房資深護理師

林郁婷表示，「每次拆開敷料、動到肢

體時，病人就開始喊痛了，甚至全身都

護理人員準備會客前的視訊設備。攝影／張雁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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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抖。只要病人喊痛，換藥動作都要

先暫停，他們的痛是我們無法想像的。

有些病人肺部受損，沒有力氣咳嗽，我

們必須幫助他拍痰咳嗽，但病人會哭求

不要再拍了，我們也跟著掉淚。」儘管

痛不欲生，有些病人還是會強忍著痛

說：「姊姊，謝謝妳們，辛苦了！」

除了使用麻醉藥物之外，護理人員輕

聲的安撫，也是一帖膚慰的良藥。康芳

瑜換藥時，除了動作輕柔還會邊安撫病

人：「我現在要洗傷口喔！你跟著我一

起數一二三，我再洗第二次。」藉由對

話來轉移疼痛的感覺。

陳美慧記得第一天視訊時，剛為一

位二十歲的妹妹完成換藥，接著陪在她

旁邊視訊會客。妹妹一直喊痛、全身發

抖，視訊時妹妹的第一句話是：「爸爸

你還愛我嗎？我真的應該聽您的話，不

要去參加這個活動。爸爸不要難過，對

不起。」爸爸強忍淚水：「只要妳好起

來，要去哪裡爸爸都帶妳去。」親情流

露，讓陳美慧一陣鼻酸，而這幾乎就是

每一對親子間第一次的對話內容。

麻醉團隊守護　傷患遠離疼痛

「疼痛」如影隨形，因此麻醉部在患

者治療的過程中不可或缺。塵爆傷患陸

續送到醫院時，麻醉部醫師立即到急診

室協助施打中央靜脈導管，維持生命跡

象。而病況穩定後的清創與植皮，則需

到手術室在全身麻醉的狀況下進行。

塵爆發生第二天，麻醉部疼痛科就成

剛換好藥的患者愉快地準備好跟家人視訊連線。攝影／張雁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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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疼痛治療團隊，負責病人傷口換藥時

的止痛、麻醉、急慢性疼痛處理，發揮

實證醫學的精神，收集文獻資料，也跟

專家們密切討論。

每天兩次換藥，傷患都在經歷「扯皮

之痛」，為了減輕患者的痛苦，醫護同

仁多會在換藥前幫患者施打嗎啡止痛，

但施打劑量要經過精算，既要讓患者止

痛，又不能讓他進入深層睡眠，否則病

人可能會醒不過來。

疼痛科高銘章主任表示，初期（急性

期）以嗎啡藥物為主。有些醫院給予傷

患施予 PCA(病患自控止痛法 )，由麻
醉疼痛科視傷患狀況調整藥物及劑量，

讓傷患可以自主快速緩解疼痛。但臺北

慈院收治的傷患多為四肢大面積燒傷，

手指無法自主動彈，所以採用靜脈嗎啡

藥物注射為主，合併使用非嗎啡類、神

經痛或慢性疼痛藥物，以降低對藥物的

依賴性，預防日後變成慢性疼痛。

「這段時間我一直在想，這些孩子

身上的劇烈疼痛，一定得用嗎啡嗎？」

雖然高主任與專家們多次討論，一致認

為第一時間使用大量的嗎啡止痛劑，對

傷患是有益的，但高主任想到每天要為

這群年輕的傷患施打一級管制藥品就睡

不著。靜脈注射藥物可以讓傷患很快解

緩疼痛，但是疼痛太快得到舒緩會產生

依賴性，進而演變為藥物成癮。這層憂

慮，在高主任心中不斷盤旋，直到靜脈

嗎啡停掉之後，他才放下心中大石頭。

一位黃先生換藥時特別怕痛，一定要

疼痛科醫師陪在身旁。黃先生說：「看

到高主任就好像看到守護神一樣，醫師

就像止痛藥，只要他在身邊，身上的疼

痛很像減少了許多。」高主任分享，

「有時侯其實沒有給藥，我們只是站在

旁邊，他就安心了，這是一種心理的安

慰。能幫傷患找到最適合的止痛方法，

讓病人在治療的過程中，不至於烙下痛

苦的記憶，這是麻醉科與疼痛科醫師的

專業，也是我們的責任。」

周邊血管團隊　搶救堵塞傷肢

一位下肢嚴重灼傷的十八歲張同學，

入院後一直因傷肢疼痛無法入眠。趙院

長表示，她右腳疼痛不已，打止痛針仍

無法睡覺，請周邊血管中心黃玄禮主任

安排導管檢查，發現她從腸股動脈到總

股動脈中，有十三公分的血塊阻塞。

黃主任初次看到張同學的傷勢時眉頭

緊鎖，傷肢的狀況超出原本預期，「她

麻醉部黃俊仁主任（右一）與疼痛科高銘章主

任（右二）評估麻醉止痛藥的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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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右腳缺血嚴重，外科醫師建議可能需

要截肢，我們利用換藥時間為她進行血

管超音波檢查，從血流狀況評估後，發

現從腹部血管開始阻塞，血流無法從心

臟送到右腳，這對換藥及清創影響很

大，沒有血流也代表組織可能壞死。」

若不打通血管，最後會演變成膝上大範

圍須截肢。

周邊血管團隊運用心導管技術，打

通張同學腹股動脈的血管，用心導管導

絲、血栓清除導管，把十三公分半軟不

硬的血塊清除，並用氣球擴張術把狹隘

的地方撐開，也放置新型的血管支架，

讓血流能夠從心臟流到腳掌。原本毫無

血色的右腳，在打通後血流可以灌到腳

底，張同學終於能好好睡一覺。張同學
黃玄禮主任安撫張同學緊張的心情，並小心翼翼地為

張同學通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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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兩個月時間，病人陸續平安出院，醫護同仁也非常開心。圖為張耀仁副院長等人送病人步出醫院。

是黃玄禮主任治療過最年輕的患者，也

是初次為燒燙傷患者進行治療，醫者父

母心，黃主任放手一搏，找尋一線生

機。

術後幾天，張同學右腳的大血管雖

然疏通了，許多微小的血管仍有堵塞情

況，不得已進行右小腿截肢以保全性

命。顧及張同學的心裡可能難以接受，

院部主管聯繫去年左小腿截肢的周亞

青，請她來醫院現身說法，讓張同學的

家屬了解截肢後仍能活出精采人生。 
當趙院長向張同學說明要截肢的消息

時，她的情緒幾近崩潰，媽媽也十分不

捨。在喬麗華主祕、社工師楊惠儀和同

學們不斷給她正面鼓勵後，心情逐漸平

復。截肢後，趙院長和喬主秘經常前往

探視，鼓勵張同學安心；同學們也透過

視訊與她開心聊天，並送上祈福集氣的

小卡片；周亞青利用假日前來陪伴、加

油。兩個月過去了，在醫療團隊和親友

的關愛下，張同學越來越堅強，病情穩

定轉入普通病房，勇敢踏上長期的復健

之路。

臺北慈院收治的十二位傷患，雖有

一位不幸往生，但其他傷者陸續轉出加

護病房，也有人出院返家。醫療團隊以

生命搶救生命，用盡一切力量來陪伴和

幫助傷者及家屬，長達三個月的搶救期

間，許多同仁都累癱，甚至病倒了，但

治療陪伴還是持續。感恩傷患和家屬的

全然信任，這是臺北慈院醫療團隊支撐

下去的動力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