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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早晨，玉里慈濟醫院的門診區，

人群熙來攘往，不少民眾在各科的候診區

或坐或站，相對於醫學中心的空間，顯得

小而溫馨。而醫療志工們也不時遞上熱騰

騰的枸杞茶，在濕冷的冬季特別受歡迎，

也可以緩緩等待看診的焦急心情。

「阿公，你這個手比上一次來更嚴重

了喔！」週一上午的骨科門診，林志晏醫

師正一面為患者分析Ｘ光檢查結果，也從

家屬側面了解患者的生活情形。

林志晏問：「你又去抬重的東西喔？」

「沒有啦，我就只有開『鐵牛』啊！」

阿公靦腆的說。

因為阿公的肩膀先前已經脫臼過，傷

到肩部的旋轉肌腱，在急診復位及門診治

療後可以恢復到手臂舉高，需要的是讓患

部好好休息，但是因為還要持續農作，手

臂及肩膀又無法抬高，已經好幾個禮拜

了，才被家人帶來。阿公的答案聽得林志

晏無奈地搖搖頭，「你看你這個骨頭間的

縫隙都快不見了……」因為復健及藥物治

療很難讓肩膀功能恢復，所以建議進一步

手術，林志晏醫師向阿公家人說明一般傳

統手術修補的方式，或許需轉診給醫學中

心的運動醫學專科醫師進行肩部關節鏡手

術……

以務農為主的玉里小鎮，多數民眾常

因農作受傷，骨折、摔斷手腳等意外屢見

不鮮，加上高齡化的人口，關節退化的問

題也多不勝數，因此骨科醫師在小鎮有其

必要性。

鄉下地方，一科或許就一個醫生撐著，

「你這個醫師不在，可能就沒有這科了！

而且他少了你，也沒有別的醫師可以看

了，也許就要到很遠的地方才找得到醫

師。」林志晏簡單的說著他留在玉里小鎮

的心情。

骨科跨急診和整形外科

一人多專科

林志晏從二○一○年來到玉里慈濟醫

院報到，於二○一八年八月接任副院長一

職，轉眼在玉里待了八年。林志晏是慈濟

大學醫學系第四屆，畢業後留在花蓮慈濟

醫院，加入臺灣首屈一指、由陳英和院長

帶領的骨科團隊服務。聽聞玉里慈院外科

少我一人
不能

林志晏 玉里慈濟醫院副院長
暨骨科主治醫師

文／魏旨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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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人力不足，二○○八年開始主動每個

月支援兩天的假日急診，那一段期間，他

眼見玉里的醫療缺乏，請教老師們的意

見，「陳英和院長鼓勵我，到了玉里一

定要好好表現，因為他有先跟張院長說我

是他很好的學生；吳文田主任曾待過關山

慈院，他也常在關山開較複雜的手術，他

對我說：『在偏鄉醫院的醫師雖然資源很

有限，但只要有心也是可以發揮得有聲有

色。』」於是決定放下成為「醫學中心骨

科醫師」的機會，南下玉里小鎮。

偏鄉的醫療究竟有多困窘？林志晏提

起一則幾個月前處理過的個案，「病人住

臺東的成功鎮，他的手因為工作受傷，肌

肉和筋都斷了，但那天是假日，就近的醫

院沒有可以處理的醫師，於是就轉到臺東

某醫院，沒想到當時整形外科醫師不在，

當班的骨科醫師沒有在開這類刀，所以當

天傍晚又被建議轉診到花蓮慈濟」，病人

家屬開車北上花蓮時，臨時想起玉里也有

一間慈濟醫院，因為臺東到花蓮市實在太

遠了，想要來碰碰運氣，於是就開車從臺

九線轉進玉里慈濟醫院急診，當晚剛好是

林志晏醫師當急診班，檢查完後也發現不

需顯微手術，所以當晚就幫病人進行肌腱

及肌肉的修補手術治療。

來到玉里的這幾年，林志晏駐守玉里

慈院急診，所有外科類的傷患幾乎都得一

手包辦，從一般外傷、骨折，甚至蜜蜂螫

傷、毒魚刺傷，就連有些燒燙傷需要植皮

的患者，他都一一處理，「我從來沒有想

過我骨科訓練完之後，會去收燒燙傷的病

人！」林志晏笑著說。因為他的專科領域

不僅從骨科跨到急診，也到一般外科、整

形外科了。

「因為你的初衷不是只要治療『骨科病

林志晏副院長向阿公分析 X 光片

的檢查結果，並建議後續的治療

方式。攝影／沈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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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啊！」那初衷是什麼呢？林志晏說：

「當年我們十八、十九歲，當時選進醫學

系，就是為了能夠為病人『拔苦予樂』啊，

假如你可以幫得上忙的話，那有要去分他

是哪一科的病人嗎？」

不過，林志晏覺得，永遠都有變化球，

不見得每種狀況或傷口你都會處理，但身

為醫者，不應該是推卻，而是努力去找尋

可以幫助病人的方式。他說，「以前也有

人問過我，你骨科的來看急診，會不會有

困難和不適應？我都說，今天假如車禍，

骨頭斷了你找哪一科？找骨科嘛！那現在

骨頭沒有斷掉的病人被救護車載來了，難

道我還不會看嗎？我們日常門診在看的病

人有些還比較嚴重呢！」

涵養醫學人文  治病不為圖利

時光退回一九九七年，家住苗栗縣竹南

鎮的林志晏來到花蓮，進入慈濟大學醫學

院就讀，開啟了他的慈濟人生。自幼從未

想過當醫生，甚至只來過花蓮一次，對未

來雖然懵懂，卻又充滿期待：「醫學院生

活是怎麼樣子的呢？」、「新學校氣象應

該很新穎吧？」、「花蓮風景很漂亮耶，

填填看好了！」沒想到就在這樣的動念之

下，和慈濟結下了不解之緣，而且一結就

是大半個人生。

談及慈濟醫學教育所著重的醫學人文，

林志晏說：「其實言教不如身教，從我

們還是住院醫師時，老師們也都這樣子

駐守玉里慈濟醫院八年了，在林志晏副院長的診間聽醫病之間的對話，感覺彼此像厝邊頭尾的鄰居一

樣熟悉。攝影／沈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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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從慈濟大學的無語良師大體解剖

課程的人文行儀，到臨床每位教師自然而

然讓病人感受尊重的關懷，醫學人文在在

展現於林志晏眼前。

在玉里慈院接任行政主管，林志晏在看

財務報表時，發現很多病人不論住院治療

多順利，醫院經營都是虧本的，更何況有

時治療過程複雜，需多次手術或增加住院

天數，或患者沒有家人、出院時也無法付

清醫藥費……更會加劇醫院的經營惡化。

「但是我們還是會收他住院，還是會好好

的治療他。不會因為這個病人沒有錢、弱

勢，巡房的時看兩眼就走了。反而可能因

為他們的病情複雜，更需要花更久的時間

去看。」林志晏更進一步表示，像這種病

人很可能是別的醫院不收的，長途跋涉來

到這裡，「我們不能因為這個病人會虧

錢，我就不收他，你的初衷不是賺錢，是

要能夠好好的治療病人。」

攜家帶眷到玉里

家庭是永遠的後盾

林志晏回想當初提議要到玉里，家裡

反彈不小，父母親覺得兒子到花蓮已經夠

遠了，現在還要到玉里，那多久才能回苗

栗呢？老婆則是擔心玉里這地方會不會很

偏僻，未來孩子的就學該怎麼辦？父母甚

至還退一步說：「那可不可以去三、四年

就好？」

「老實說，如果沒有家人的支持，醫

師其實很難一個人在這撐下去。」林志晏

感恩地說。當年，老婆拗不過他的堅持，

林志晏副院長每日巡房行程，為患者換藥。攝影／沈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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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強答應隨他來到玉里，曾經也是護理師

的老婆回歸家庭，一肩扛起所有家務，讓

林志晏在工作上無後顧之憂。如今，轉眼

已經八年，第二、第三個孩子相繼出世，

一家人在玉里生活，孩子就近讀書；父母

體恤兒子的辛苦，有時也會開車到玉里度

假兼看看孫子，一家和樂融融，讓林志晏

感到無比欣慰。

「我常講，玉里其實是養小孩非常好

的地方啊！」林志晏幽默地說。身為都市

小孩，他很清楚城市裡長大的孩子面臨的

課業壓力、同儕競爭，這些都讓孩子們幾

乎沒有童年，加上空氣與環境品質低下，

都是林志晏對城市卻步的因素；反觀在玉

里，居住品質好，外在誘惑也不多，反而

能讓孩子盡情揮灑童年，快樂的長大。

「一個家要完整在一起，比什麼都重

要！」林志晏笑著說，「雖然不能什麼事

情都可以錢多事少離家近，但至少離家很

遠，把家搬來這裡也是一個選擇。」

林志晏不只是玉里民眾眼中的好醫師，

更是家人心裡的好爸爸，「如果為了工作

要讓家庭分開，那這個工作其實也做不

久。」在玉里慈院，林志晏看到許多前輩，

由於和家人分隔兩地，久了甚至連孩子都

疏遠自己，最後仍不得不回到都市。

「非常感謝自己的家人願意待在這

裡！」談到這裡，林志晏流露出對家人無

限的感恩。工作滿檔的他，只要下班或放

假，時間一定全部留給家人，無論是帶老

婆、孩子到處走走，或是在家陪孩子們

玩，他都樂在其中，雖然他總是說跟孩子

玩比上班還要累，但這個甜蜜的負擔，林

志晏卻也甘之如飴。

輪值急診，處理各種傷口狀況。攝影／沈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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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痊癒卻酒駕離世

感慨醫生力量有限

「我也沒有想過我會來這邊一待就待

那麼久啦！」猶記得當初小小的發願，如

今已經萌芽、茁壯，雖然整體大環境對小

醫院始終不友善，醫院經營也是有各方面

的困難尚待解決，但身為一位醫師，林志

晏還是朝著自己能做的部分繼續努力。 
然而再怎麼努力，也有灰心沮喪的時

候。林志晏提起讓他久久難以釋懷的一段

往事。在玉里周遭的鄉鎮，酒駕的情況相

當多，因為酒駕肇事而身亡的例子更是層

出不窮。曾有一名病人因為工作受傷，手

腕骨折脫臼來到玉里慈院，經過開刀、

治療之後，恢復得很好，復健後也已經

能如常工作。「但是開完刀後兩三個月，

剛好是過年，大年初二的半夜，他因為陪

老婆回娘家，喝了不少酒，半夜開車回家

時不幸發生嚴重車禍，夫妻倆都是到院前

死亡急救無效；車裡的小孩也是當下飛出

車外，家屬趕到醫院才問小孩怎麼沒在醫

院，事後消防隊員才在橋邊的草叢中找到

小孩子送醫……」回想起那段故事，林志

晏心中仍有很多的感慨。當夜值班急診的

林志晏，眼見自己親手救過的病人撒手人

寰，心中的難過不可言喻。「我不是把他

治療好了嗎？」再多的質疑也已無法改變

事實，醫生能治療傷口，但病人的習性若

沒有改變，再優秀的醫生，面對無常還是

無力回天。

林志晏副院長巡房為患者拆線。攝影／沈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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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下人情味  對醫護的敬意

小鎮地方，人情味濃，也知道願意下

鄉的醫護不容易，因此對醫護人員的付出

格外珍惜和感恩。

「有一個患者，他本身有糖尿病，有

一次開車翻車送到醫院，五隻手指頭有四

隻都是那種破破碎碎的、肌腱在地上磨到

斷掉見骨的傷口，手術兩個多小時總共縫

五十幾針。出院後每次來醫院換藥，都有

禮貌到讓醫師覺得不好意思，換好藥要回

去都會跟你用日語、臺語、國語三種語言

說謝謝，最後又再九十度鞠躬。」林志晏

笑著說。甚至還有患者家裡種了很多文旦

樹，採收後都不忘送一箱來，所以家裡每

年文旦都吃不完。

「還有一個阿嬤，其實我看她看很久

了，她每次都開玩笑說，來給年輕的醫師

摸一摸就好了。因為打針前都要先摸一摸

嘛，她都說我摸過都比較舒服。」林志晏

一一分享腦海中的每一位病人，令人驚訝

的是，無論哪一位病人，他的背景、家庭、

病史、個性一切林志晏都瞭若指掌。

「因為有些病人都不只被我開一次刀

啊！」林志晏指出，老人家受傷的比例真

的很高，有位八十多歲的病人兩隻腳在五

年內摔倒四次，總共斷了四個不同部位的

骨折開了四次刀，其中有三次是在菜園內

陳岩碧院長與林志晏副院長一起分送冬至湯圓，慰勞開刀房辛苦的醫師和護理人員。攝影／張汶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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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的時候摔倒的，「每次開完刀好像恢

復得還不錯，都可以再去菜園工作啊！」

甚至有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家，典型的活

到老做到老，務農的機器壞了也自己修

理，沒想到一個不小心手指捲進引擎，斷

了兩隻手指，治療好了之後，隔年同一個

季節、同一個月，另一隻手又斷了三隻，

林志晏只好一再勸說，希望老人家別再繼

續下田了。

但這類問題仍不斷發生，這是高齡化

社會的問題，更是偏鄉醫療的隱憂。林志

晏明白，即使改變不了大環境，但身為一

名醫師，至少要盡己之力，讓這裡的民眾

維持一定的醫療品質。

全院守護偏鄉  用愛扎根玉里

來到玉里慈院八年，歷經主治醫師、急

診室主任到擔任副院長，林志晏每週工作

滿檔，週一、二、四是門診，三、五、日

則是值急診班，完全「卡好卡滿」，遇到

要開會的時候，就只好將門診時間微調；

如果有病人要開刀，就是安插空檔，有時

連唯一空檔的週六都得排進去。

林志晏覺得，在玉里慈濟醫院，大家努

力捍衛偏鄉醫療的意志始終如一，無論是

陳岩碧院長、張玉麟前院長和所有人，都

有很濃厚的革命情感。經過了八年，「唯

一的改變就是我們都老了八歲吧！」林志

晏笑著說。「像我們的外科李醫師（李晉

三），他比我爸爸年紀還要大，但是他還

是跟我們值一樣的班，我值二十四小時，

他也是二十四小時。」前輩的身體力行，

身為後輩的林志晏看在眼裡，心中敬佩，

工作更是不敢懈怠，同時也期待更多的新

血注入，為玉里的鄉親服務。

長期在玉里耕耘，林志晏已和跟當地

民眾培養出不錯的感情。每當林志晏帶著

小孩、老婆走在路上時，也總是會遇到熱

情的民眾開心的跟自己打招呼，甚至還會

有人在看門診揶揄他說，「醫生啊，你很

久沒去全聯囉！」讓林志晏不覺莞爾。

「他雖然不會頒匾額給你，但他會送

文旦給你！」林志晏幽默的說。

「一個人的快樂，不是因為他擁有的

多，而是因為他計較得少。」隨口說出代

表自己心情的靜思語，很有骨氣的骨科醫

師林志晏說：「當初從城市來鄉下都沒有

計較了，其他還有什麼好計較的呢？」持

續用愛照亮玉里就對了。

時逢冬至，林志晏副院長分送湯圓和小禮物給

同仁，感謝一年來的付出。攝影／張汶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