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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的第一天起，就下定決心不走

了……」在院慶感恩座談會中，泌尿部

郭漢崇主任上臺的一番話，立刻引來熱

情的掌聲。

一九八七年，剛升為臺大醫院泌尿科

主治醫師的郭漢崇，曾到花蓮慈院支援

一段時日，深深感受東部醫療的缺乏，

決定舉家搬遷到花蓮，在這裡生根並奉

獻專業。

「我人生在花蓮慈院的三十年，第一

個十年就是『起飛』，用心照顧所有來

求診的病人；第二個十年就是『深化』，

努力提高排尿障礙病人的生活品質；第

三個十年就是『教育』，讓全臺灣的年

輕醫師願意到花蓮服務、學習。」簡單

又精準的分享，讓郭主任再次獲得如雷

掌聲。

生根花蓮　資深同仁喜分享

八月十七日，是花蓮慈院二十九歲生

日，自七月中旬起即有包括慈濟醫療人

文攝影比賽、各科成果海報展競賽、創

意夏日輕素食料理大賽、大隊接力賽、

籃球賽、兩人三腳趣味競賽等慶祝活

動，並在十五日上午舉辦院慶大會，向

資深同仁、優良同仁致敬；十五日下午

以溫馨醫病故事為主題，邀請燒燙傷中

心包括整形外科、護理、復健科團隊，

以及兒癌團隊、泌尿科團隊，血液腫瘤

科與心臟內科團隊分享，這些守護生命

的故事，全是慈濟醫院精彩的歷史新

頁。十六日更舉辨「回歸心靈故鄉路跑

暨健行活動」，近五百位同仁及鄉親共

襄盛舉。

花蓮慈院感恩頒獎感恩二十年資深同仁 ( 上圖 ) 與十年資深同仁 ( 下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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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郭漢崇主任「生根」花蓮，院

慶當天也特別感謝二十年資深同仁、十

年資深同仁、十大優良同仁等共四十八

位多年來默默付出的同仁們。

剛結束美國進修的麻醉部王柏凱醫

師，是十年資深同仁。他特別感恩院方

的支持，讓他能遠赴美國進修疼痛醫

學，更希望能將海外所學回饋花蓮鄉

親。

「當年要來花蓮服務時，同事都笑我

『頭殼壞去』。來了才知道，這裡每個

人都非常的好，是我走過二十年的支持

力量！」新升任的醫事室主任林玲珠，

回想當初要從西部醫院來到東部時，在

花蓮一個人都不認識，剛來的前五年，

天天在想如何離職，直到後來慢慢摸索

出方向，一做就是二十年。

血液透析室的游純慧專員獲選十大優

良同仁，她說花蓮慈院是「法輪轉動」

的團體，但病人們面對的卻是透析滾輪

轉啊轉的人生，因為對病患的苦能感同

身受，督促著她在專業上不斷精進。

熱絡的分享讓眾人的心更加凝聚在一

起，高瑞和院長更期許所有同仁，和花

蓮慈院一起活力迎向三十年！

感恩餐會　志工豐盛獻禮

為了歡慶二十九周年慶，志工菩薩

準備了一份「豐盛大禮」。由顏惠美師

姊帶領中區梯次志工特別籌畫「感恩餐

會」，營養四神湯、焗烤蔬食、香滷杏

鮑菇、醬燒豆包、飽滿的五穀粽……等

精緻餐點，搭配色彩繽紛的水果吧、甜

點區，豐盛的歐式自助餐香氣十足，暖

胃、更暖心。

早上的院慶大會剛結束，同仁們都「聞

香而來」，一方面感恩志工菩薩的用心，

一方面也迫不及待品味佳餚，大家在享

今年六月接受達文西機器手臂，進行膀胱自體擴大術

的病友鄭亦真（右一）與父親（右三）也到場見證，

感恩郭漢崇主任與泌尿部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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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瑋瑋(左二)和

志工夥伴們一起

到街頭宣導骨髓

捐贈驗血活動。

受這場視覺與味覺兼備的美味素食饗宴

時，院長室也藉由這難得的相聚，邀請

資深同仁分享多年來的點點滴滴，在愉

快的氣氛中共度美好的午餐時光。

話家常，凝聚情誼，感恩餐會溫飽也

溫暖了大家的心，志工們不只策劃豐盛

的午餐，也熱情參與院慶活動，一直都

是眾人最安心的後盾。

醫愛敷傷 蛻變重生

座談會中的首例個案分享，是燒燙傷

醫療團隊與復健科。

來到現場表達感恩的林小姐勇敢的站

上舞台，五年前，她因全身百分之五十

燒傷被緊急送到花蓮慈院，在加護病房

奮鬥了兩個半月，經過五次大手術，所

幸保住性命；回首過往，她一再感謝醫

療團隊，尤其是鄭立福醫師。人稱「福

哥」的鄭立福醫師，永遠笑容滿面，一

般整形外科醫師最頭痛的燒燙傷、褥瘡

以及手指接合等手術，直到今日，鄭醫

師仍然親力親為，以專業守護每位病患。

經過一連串的復健療程後，林小姐

接著要面對的就是大面積的疤痕增生。

「壓力衣真的非常重要！」林小姐說，

當時若沒有壓力衣的幫忙，接踵而來的

疤痕增生與組織孿縮，是她完全不敢想

像的。

花蓮慈院是全臺灣唯一可以製作「壓

力衣」的醫療院所，更有唯一會做「壓

力衣」的職能治療師陳美玉。壓力衣屬

於自費項目，從前每當有病人需要時，

都必須累積到一定的件數，廠商才會從

臺北專程到花蓮為病人量身後，再回到

臺北製作。

「是不是能為花蓮的燒燙傷患者多

做些什麼呢？」本身就喜歡拼布的陳美

玉，自告奮勇到臺北的陽光基金會接

受壓力衣製作訓練。集訓期只有短短十

天，打版、剪裁、縫紉等各項技術，陳

美玉全數學成，並將技術帶回花蓮。

二〇〇〇年正式成立「彈性衣製作室」，

從此花蓮慈院開始承擔壓力衣製作，造

福東部民眾，近十年來花蓮慈院就製作

將近八百件壓力衣。

花蓮慈院也是東部唯一擁有燒燙傷中

心的醫院，八里塵爆意外發生後，護理

團隊不但北上支援，花蓮慈院也陸續照

護三位由北部轉來的病患。

陳玟君是當時北上支援的護理師團隊

顏惠美師姊帶領中區梯次志工與人

文室特別籌畫「感恩餐會」，豐盛

的歐式自助餐香氣十足，暖胃、更

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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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意外發生後隔天，她和王鐸蓉即

刻搭車北上。面對大面積重度燒傷的病

人，幾乎每天都在與時間賽跑，常常從

早上八點一路換藥直到晚上十二點才結

束。「真的很為病人感到非常不捨，護

理師們總會忍不住掉眼淚，哭完又回到

病床繼續努力！」

除了臨床人力支援外，她們還有一個

重要的任務，就是「指導燒燙傷換藥教

學」。由於這類治療是長期作戰，因此

她們協助設計相關應用臨床表單，像是

換藥工作流圖程、傷口交班單，以及設

置換藥車、包布車……建立備物、消毒、

包紮的換藥流程，確認每一個流程都能

運作，讓不曾接觸過燒燙傷病患的護理

同仁能在短時間內上線。

涓涓人生　幸福守護

著作無數的郭漢崇主任，眼神永遠認

真堅毅，行醫三十多年，他不僅以泌尿

醫學專業醫治了無數病患，更以一顆熱

情澎湃的心，真誠關懷排尿障礙病友。

今年六月接受達文西機器手臂，進行膀

胱自體擴大術的病友鄭亦真與父親，也

到場見證與感恩。

「我已經向郭醫師『告白』過了，我

就是很喜歡這位醫師伯伯。」今年剛滿

十五歲的鄭亦真既天真又流暢的分享，

出生時因罹患先天性脊柱裂，一直飽受

膀胱功能異常所苦，直到遇見郭漢崇主

任之後，終於出現轉機。

「從小到大看過很多醫師，做過很

多檢查，其實要換一個醫師看診，心裡

也很害怕，但是第一次遇到郭醫師的時

候，他很篤定的說：『我知道妳之前做

檢查都很不舒服，但相信我，我做的檢

查會讓你感覺不一樣！』沒想到真的不

會不舒服！所以，我開始信任這位醫

師。」

郭主任則說，鄭亦真勇敢、堅毅、

負責、溫暖，讓她獲得今年的總統教育

獎，雖然現階段還是需要定時導尿，但

他相信一定會再出現奇蹟，醫療團隊會

努力，讓亦真能從此脫離導尿的生活。

整形外科鄭立福醫師（左圖）、吳孟熹醫師（右圖）分享照護燒燙傷患者的心路歷程。除了溫馨的醫

病關係之外，也展現師生之間的傳承。攝影／劉明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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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童心 用愛化癌

當年九歲的鍾珊妮，脖子上有個小腫

瘤越腫越大，檢查發現已經是淋巴瘤第

三期。座談會上正播放著治療影片，童

顏童語的對話，讓曾經照顧過她的醫護

團隊勾起了六年前的回憶，也讓鍾珊妮

與媽媽的眼淚像斷了線的珍珠，滴滴落

下。

珊妮是楊尚憲醫師結束血液腫瘤次

專科訓練後，照顧的第一位小病人。楊

醫師很感恩家屬的信任，因為珊妮的淋

巴瘤侵犯到了氣管，甚至是頸部的大血

管，一開始在診斷上花了一些時間確

認，情況算是相當危險，所幸兩年半的

化療過程相當順利。楊尚憲笑著說，珊

妮還是兒科病房這個「生命戰鬥學院」

第一位領到「畢業證書」的資深學姊。

在兒童癌症領域中，楊尚憲陪伴許多

小朋友一起走過抗癌歲月。「雖然說是

『照顧』，但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這些可

愛的孩子『療癒』了我行醫生涯。」

心血灌溉　菩提新芽

「每次到花蓮慈院回診，我都感覺像

回家一般溫馨。」「感恩院長爸爸（高

瑞和院長）跟王副爸爸（王志鴻副院

長）與全體醫療團隊六年來的陪伴與照

顧！」穿著雪白嶄新的護理師制服，她

是花蓮慈院新任牙科助理黃楷詒，也是

花蓮慈院的病友。

從小患有先天性心臟病，高中時轉

到花蓮慈院心臟內科王志鴻副院長的門

診，也常利用課餘時間擔任志工。二○

一○年，正在大專就讀的楷詒，又發現

罹患白血病，由高瑞和院長收治。在醫

護團隊、癌關小組志工的陪伴下，她勇

敢抗癌，痊癒後繼續把握機會付出，不

但常到醫院做志工，更用自身經歷來鼓

勵其他病友。高瑞和院長和王志鴻副院

長一路陪伴她走過病痛，看到這孩子長

大了、順利度過種種難關，不禁非常欣

慰。

花蓮慈院是全臺灣唯一可以製作「壓力衣」的醫療院

所，更有唯一會做「壓力衣」的職能治療師陳美玉。

復健團隊左起：樊志成、吳孟蒓、黃寶、陳美玉、梁

忠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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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傳承 守護家鄉

「我只是一個小小的護理人員。我知

道，唯有精進自己，才有更強大的力量

可以幫助玉里的鄉親！」玉里慈濟醫院

手術室護理人員葉雲鑑，特別來到座談

會現場，細說自己如何經歷四年的苦讀

與重考，終於在三年前成功取得護理師

證照。

求學時就讀的是建築科，後來服役於

海軍陸戰隊士官長，退役後，專長土木

的他一度轉行當工地主任，也務過農。

因緣際會來到玉里慈院擔任手術室助

理，踏進從未接觸過的醫療領域，也見

證了醫療團隊救人的神聖使命。

葉雲鑑說，玉里太鄉下，很難留住

人才，既然自己是本地人，接觸護理後

也相當有興趣，就萌生進修念頭，利用

假日到屏東慈惠護專進修。但是他年紀

大，記憶力不如年輕人，只能花更多時

間苦讀；玉里、屏東來回奔波，學業、

事業蠟燭兩頭燒，更讓他一度想放棄，

但想到家人無怨無悔跟他返鄉，且醫學

專業可幫助更多人，因而苦撐了兩年終

於畢業。鍥而不捨的他，歷經重考，終

於成功的取得護理師證照。

葉雲鑑紅著眼眶說，投身護理工作，

父親相當不能理解，但看見他那麼努力，

才漸漸接受。當他考上後向老人家報喜

訊時，中風的父親老淚縱橫：「兒子，

恭喜！」父子相擁而泣。可惜，「考取

護理師證照那年，我父親也因病去世。」

人生轉了一個大彎，英勇戰士變成護

理師，葉雲鑑慶幸自己的努力沒讓家人

失望，長女和長子也追隨他一起走上護

理之路。

九歲就罹患淋巴瘤的鍾珊妮（右一）與媽媽

（右二）特地出席溫馨座談會，感恩楊尚憲

醫師（右三）和兒科團隊。

每年的父親節，黃楷詒（右一）一定會親自製作感恩

卡片，送給她的兩位醫師爸爸高瑞和院長（右二）與

王志鴻副院長（右四）。抱著感恩心，她平時還會固

定到兩位醫師的門診做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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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力不懈　持之以恆

每一場醫病情都見證了醫療團隊的

專業、用心，令與會者滿心感動；而

主治醫師們和住院醫師與醫學生之間

的師生傳承，更讓人看到充滿期望的願

景。

慈濟大學醫學系第一屆畢業的吳孟熹

醫師，細數他走上醫療之路的過程與鄭

立福主任的教導；而第八屆的江元宏醫

師，也特別感恩郭漢崇主任：「在老師

身上我學到視病猶親的關心，全力以赴

用所學的知識幫助病人。」

郭漢崇主任瀟灑而堅定的分享自己

三十年來的行醫心路：「有了大家的根，

花蓮慈院就會很穩定，經營一個科，

就像經營志業一樣，這樣才能永續發

展……祝福大家『始終奮力不懈、凡事

持之以恆』。」

在眾人熱烈的掌聲中，一起攜手邁向

三十周年，繼續擔負守護生命的使命，

就是花蓮慈院深耕在地的承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