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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慈濟醫院         周年慶20
應急療緩

屹立於臺九線花東縱谷中段的玉里慈濟醫院，

承繼曹葦醫師創立鴻德醫院服務鄉里的願，

於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五日啟業，

二十年來，僅以小而美的規模，由百餘位同仁

協力扛起南花蓮區緊急醫療醫院之責，急診二十四小時不停歇； 

再加上社區健康促進、防癌篩檢、學童健檢、鄉間部落居家關懷、

假日義診往診、長者日托、長照服務……

一步一腳印，堅持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的醫療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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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玉里鎮位於花東縱谷的中間

點，往北到花蓮市、或往南到臺東市，

均約一百公里左右，而位於臺九線旁的

玉里慈濟醫院，不僅為整個縱谷七個鄉

鎮、十萬人口，甚至包括東海岸的長

濱、成功等地的偏鄉遠村提供醫療守

護，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更成為緊急醫

療上不可或缺的中繼站。玉里慈院也是

少數具有二十四小時急診能力的地區醫

院，具備了腦神經外科、骨科、腸胃外

科、婦產科、麻醉科、心臟科及腸胃

內科，共同組成急重症醫療小組，為確

保能在第一時間診斷及施救，固定保持

內、外科各一名醫師在急診二十四小時

值班為病人服務。

狹長的花東縱谷上，慈濟醫療志業東

部三兄弟：花蓮、玉里、關山慈院，秉持

著共同守護生命的信念，多年來早已培養

出在關鍵時刻連線救援的實力和默契。

緊急醫療中繼站

開腦救心搶生機

玉里慈院急診室副護理長吳佩君說，

因著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往南到池上、

關山，往東到長濱一帶，往北到富源，

包含卓溪鄉等靠山邊的原民部落，都是

玉里慈院服務的範疇，如果沒有這家醫

院，居民就醫只能花費一個多小時的車

程往花蓮市移動，所以醫院的重要性不

言可喻。而除了急診與住院服務，玉里

文／洪靜茹

玉里慈濟醫院急診室是照亮花東偏遠地方緊急醫療的一盞明燈，二十四小時不停歇，內科、外科都得治。

攝影／沈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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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院的各科門診得以連年持續，一定要

感謝花蓮慈濟醫院從啟業就支援醫師人

力，一般外科、骨科、神經外科、心臟

內科、牙科、肝膽腸胃科、泌尿科、身

心科等，等於平均每年有十五位醫師派

駐、每個月看診超過兩百三十人次。而

更感謝這二十年之間曾在玉里留下付出

足跡的大醫王，包含已故的牙科蔡宗賢

醫師、蔡瑞峯醫師、外科李森佳醫師，

已退休返美的家醫科張鳳岡醫師……

玉里慈院的急診室自啟業後四個多月

(一九九九年八月一日 )即開始服務，
至二○一八年底，近二十年累計達十七

萬六千人次。現今在急診室，有陳岩碧

院長坐鎮，而骨科專長的林志晏副院長

也是從被魚刺傷、蜜蜂螫傷等五花八門

的急症都要接手處置。重點是，來小鎮

醫院掛急診的，不是只有小病，有很多

是拖了很久的大病或急症。玉里慈院急

診，有能力收治病人進行開腦手術，包

括車禍、意外、中風、腦溢血、及腦動

脈瘤破裂等手術已超過百例。遇有如主

動脈弓破裂等急性心臟疾病，需心臟血

管外科醫師時，玉里慈院則盡全力穩住

病情再行轉診，充分發揮第一線醫院的

功能，增加搶救生命的機會，更是衛生

福利部指定的花蓮南區急救責任一般級

醫院。

狹長的花東縱谷上，玉里慈濟醫院是東部緊急醫療的中繼站，臺東、玉里、花蓮三地連線，共同守護地

方民眾。攝影／沈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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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下醫院的高品質急診室

自二○○五年五月接任院長，到二○

一八年七月圓滿卸任，張玉麟醫師說：

「前陣子有一位七、八十歲的阿嬤，沒

有高血壓、糖尿病的病史，一進來急診

就說胸口不舒服，我一聽就有個底，可

能是心肌梗塞。我們規定急診室人員遇

到這種情況時，只要一做完相關基礎檢

查後，就馬上去做心電圖。心電圖數據

一出來，我們一看便證實。」「我們急

診室的要求是，對於心肌梗塞病人的處

理，從進到急診室，包含檢查、治療、

呼叫救護車等轉院程序，整個流程要在

三十分鐘內完成。因為大家都已熟習並

建立標準化作業程序，節省很多時間，

紀錄上我們大概只花了二十幾分鐘就將

那位阿嬤穩定下來、順利轉院 。接下
來，我們請救護車司機用最快、最安全

的方式，把病人送到花蓮慈濟醫院，花

蓮慈院一接手經評估，便將病人直接進

導管室手術。也就是說玉里慈院一接到

心肌梗塞的病人，從處置、轉送、一直

到進入花蓮慈院導管室，歷時一小時

四十五分鐘。」

張玉麟說明：「以 ST段上升型心肌
梗塞的病人來說，從進到醫院，到送入

導管室，一般要求是九十分鐘、不超過

兩小時。在都會區要做到這樣就已經有

點吃力了，更何況我們這邊是在鄉下，

要經過一個小時的轉院到另一個地方。

因為我們可以這樣做到，讓病人在兩小

時內就送達做心導管，把血管打通，增

加活命機會。這就是我們所落實的，一

與玉里慈院一同走過二十年的楊行樑醫師帶

著護理師值夜班內科急診。攝影／沈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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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鄉下醫院的高品質急診室。」

曾有名消防隊員送病人來院，張玉

麟隨口問起在轄區範圍外為何會送到玉

里慈院來？「他告訴我，你們的品質比

較好，救活他的機率比較高。因為嚴重

的，他們一定會送過來。二十年來，我

們的緊急醫療，也就這麼一步步的做出

口碑。」張玉麟對玉里慈院的急診品

質，引以為傲。

「我們其實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才走到

這一步，畢竟要改變一個人的習慣已經

很困難了，更何況要去提升整個團隊的

專業。我的做法並不複雜，就是持之以

恆的備課、上課，灌輸觀念，凝聚大家

的共識。因為時間就是病人的生命，所

以消耗時間要愈短愈好，病人活命的機

會才會愈來愈多。 」「我當時就在想，

什麼事情是最緊急的？什麼情況是最容

易要命的？我就把這些列下來，再查證

醫學文獻找出對病人最安全的處置模

式。比如說，發生過敏性休克，幾分鐘

內可能就致命了，怎麼辦？或說很厲害

的氣喘發作導致喉頭痙攣了，怎麼辦？

病人發生出血性休克時，我們該做的是

什麼？要怎麼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評

估和處置、轉送出去？……羅列出重點

步驟，第一步做什麼，第二步做什麼，

並整理成 SOP標準作業流程，設計出
簡單好記的口訣，讓大家理解、辦識、

熟記，目的就是在病人很嚴重、最危急

的時候，用快速、積極、準確的方式，

去把生命徵象穩定下來。」張玉麟醫師

分享玉里慈院緊急醫療能力提升的過

程，「不只上課，我在當班時也隨時抽

二十四小時不休息的急診服務，作業區不僅限於

急診室，位於門診區的檢驗科、藥局也如常待命，

讓急重症服務保持連貫運作。攝影／沈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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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讓急診室人員加深印象。包括怎麼

去判讀一個片子，怎麼去判讀心電圖，

我都是用最淺顯易懂的方式，把複雜

的東西簡單化，這樣的共學，帶來實質

上的幫助。一次次成功經驗的累積，也

讓我們覺得我們真的是一個很不錯的團

隊。」急診室鍾華芸護理師便說：「張

醫師很會教人，能歸納出簡單、好記的

成分，幫助我們工作上手，是很好的指

導老師。」

「有的人會質疑，你們醫院為什麼

老是在轉病人？好像是我們的錯。」

張玉麟分析玉里慈院的急診功能與定

位，「其實小鎮醫院本身有其限制性，

今天在都會區的急診室，這個病人看

不懂，找專科醫師來照會一下就好了，

但在這裡行不通。我們的醫師人力有

限，這個病人到底有沒有問題？到底

要不要轉送出去？完全要靠能力去判

斷，要經過很多的評估，到底有沒有

必要？沒必要的話，轉院只是浪費病

人家屬好幾千塊的救護車費用。我們

很多病人轉到花蓮去，幾乎都是住院

療養的，這代表我們是能看出嚴重程

度的。」雖然已經將醫院的管理權責

交棒給陳岩碧院長，張玉麟還是心繫

南花蓮鄉親的健康照護，「我認為沒

有任何一家醫院可以獨自撐起玉里地

區的整個緊急醫療，每家醫院各有所

長，不論在緊急醫療與一般醫療的照

二○一八年十二月，院內舉辦綠色九號演練，不同科別的護理同仁透過合作式學習，強化急救共識及專

業共建。攝影／張汶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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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上，都需要相互支援，所以是合作

夥伴，是一同來照顧玉里地區、擴及

到整個花蓮南區的鄉親。」

護理師交叉訓練多能力

團隊小而美習慣補位

急診副護理長吳佩君說明護理團隊

的努力與進步，「二○一六年起我們

開始推行 5S精實管理法讓臨床工作更
有效率，也安排會議加強專業成長。

例如急救上常碰到某一種類型的案例，

處置上最佳化的步驟、給藥的順序等，

所有護理師一起學習，同時讓資深帶

著資淺做經驗傳承，就是為了提升能

力、縮短處置時間。」地處偏遠的小

醫院，護理人力招募大不易，一度讓

訓練新人成為常態。「急診室配置約

七人，若是遇上大量傷患或是緊急災

情，甚或人力補不上來，是不是就無

法運作了？又或者是加護病房無法運

作了怎麼辦？」透過交叉訓練，讓護

理人員的專業得到擴充，當某個區塊

有需要增加人手時，另一個有足夠人

力的單位便能跨科別支援。「交叉訓

練是玉里慈院很重要的特色，不僅為

人力荒紓困，也讓專業相近的護理人

員培養第二專長，人力的調度和運用

上也能更加靈活有效。」吳佩君說，

交叉訓練主要在急診、病房、開刀房、

加護病房四個單位進行，早期每個人

是四個單位都要去過，現在演變為在

新進同仁服務滿一年後，會依其意願

玉里慈院護理同仁經交叉訓練，每個人都有跨科支援的能力。攝影／沈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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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交叉訓練，拓展護理人員的專業

領域，例如在急診室服務的護理師，

可以選擇去加護病房、開刀房或病房，

進行第一次的交叉訓練。

小醫院裡的每個人，都肩負多重角色

與任務，互相補位，不分彼此。在玉里慈

院的急診室，可以看到醫師幫忙推器材、

拿物品、上樓領血、甚至幫病人遞尿壺。

「看護理師們都在忙病人，林志晏副院長

就自己蓋章蓋一蓋跑去藥局，回頭喊藥領

回來囉！而看完診的岩碧阿姨一邊關懷病

人有沒有吃東西，連我們的份也會算上，

幫忙四處張羅著。真的打心底感恩。」醫

護間互助、溫暖的互動，也成為玉里慈院

急診室的一道日常風景。

這些年的努力，玉里慈院的醫療服

務已經獲得地方民眾的倚重，不必再為

沒有急診而忍受病痛或遠求，更能夠就

近治療。「急診的腳步很快，一心想著

把病人穩定後再往下一步邁進。讓病人

即時受到救治，我們視為本分，也因為

急救現場常常是衝來衝去，往往是很久

以後，輾轉收到病人或家屬的回饋和感

謝，才想到，啊，他已經沒事了，真

好！」急診副護理長吳佩君說，病人康

復，自己也開心，而她也在服務的過程

中，聆聽每個生命的故事。

真實觸摸生命的溫度

吳佩君記得，遇過一個因酒癮造成病

痛纏身的獨居病人，不時因酒醉自摔等

狀況來急診，每當打電話連絡家屬時，

他的小女兒雖會抱怨，卻是唯一會過來

的，其他孩子早已放棄爸爸不聞問。因

吳佩君副護理長（右二）認為，當護理人員有足夠的專業素養，可以幫助醫師診斷，並能在了解相關處

置方式的前提下，預先備妥器材，讓醫師可以加快速度施行急救。攝影／洪靜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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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人次 急診人次 住院人次 手術人次
1999 年 67,108 1,814 418 --
2000 年 92,843 3,560 557 --
2001 年 88,105 1,919 368 --
2002 年 83,331 1,199 199 --
2003 年 78,676 2,805 464 290
2004 年 110,876 8,903 2,318 886
2005 年 104,891 10,454 2,333 701
2006 年 109,958 10,841 2,030 1060
2007 年 101,172 10,309 1,555 790
2008 年 108,713 10,014 1,579 985
2009 年 111,382 10,822 1,321 807
2010 年 103,621 11,320 1,139 646
2011 年 105,796 11,875 969 476
2012 年 105,598 11,716 1,040 488
2013 年 105,847 10,937 938 551
2014 年 107,762 11,045 1,323 809
2015 年 110,402 11,746 1,375 776
2016 年 102,180 12,081 1,241 757
2017 年 97,841 11,765 1,224 672
2018 年 95,516 11,466 876 755

累計 1,991,618 176,591 23,267 11,449

玉里慈濟醫院 1999-2018 年醫療服務統計

年分 人次

為是急診「常客」，吳佩君幾次見到這

小女兒，也像朋友一樣會聊兩句關心彼

此。有天反而是小女兒昏倒被送來，她

醒來才跟佩君說，她的爸爸喝酒出事

「走了」。佩君說，這個小女兒國中畢

業就沒有升學，卻能堅定地獨自努力不

讓自己掉入家族惡習的惡性循環，讓她

很感動也很佩服。

「每當我看到新進的護理師，小心扶

著完成治療的阿公、阿嬤送到門口，或

是坐在留觀區陪伴掉眼淚的家屬，我都

會很欣慰，因為這種對人的關懷和情感

連結，出於自然，貴在主動。也許是看

著我們做，她們也跟著做。」守護急診，

吳佩君副護理長強調：「在病人身上總

有新的學習，保持現在的品質，繼續穩

健開展，是我們願意去努力的。」在急

救照護上盡心盡力，不忘即時傳遞人文

關懷，玉里慈院的緊急醫療從小樹苗慢

慢成長茁壯，現在已然枝繁葉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