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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03.15 
玉里慈濟醫院正式啟業。

1999.05.04
為服務偏遠地區及部落內民眾，深入花
蓮南區各鄉鎮、部落內，提供免費成人
健康檢查服務，落實預防保健工作。

1999.06.13
院長由當時花蓮慈院院長陳英和(現為
名譽院長)兼任。

1999.08.01
開始提供急診與住院業務，發揮守護生
命的良能。

1999.08.17
花蓮慈院王志鴻副院長接任玉里慈濟醫
院院長（隔年並兼任關山慈院院長）。

2000.03.15
一周年院慶，開始提供中醫門診服務。

2000.08.22
強颱碧利斯帶來十七級強風豪雨，玉里
慈院一期院區多處毀損，嚴重漏水。

2000.09.08
啟業後首次接受地區醫院評鑑。

2000.09.16
花蓮縣玉里鎮社區健康營造中心舉行揭
牌儀式，王志鴻院長受邀兼任主任委
員，落實醫院社區化的目標，成立社區
保健志工，推廣預防保健工作。

2001.02.08
首度與國際慈濟人醫會合作，在卓溪鄉
古風村舉辦義診活動，共計服務227人
次。

2001.02.13
提供「居家關懷」深入花蓮縣南區各鄉
鎮、部落，為偏遠地區貧病民眾實現醫
療宅急便的服務。

2001.03.07
中醫科門診因醫療機構設置法規限制，結
束門診服務，累計就診民眾3,673人次。

2001.05.22 
為籌募新院區工程經費，醫院同仁自願
性發起竹筒飯義賣活動，共賣出1,860
個，募得善款六萬餘元。

2001.07.31
桃芝颱風引發土石流重創光復鄉大興
村，玉里慈院醫護同仁立即動員前往災
區設置醫療站。

玉里慈濟醫院20年重要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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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守護

2001.08.22
結束桃芝風災巡迴醫療服務，提供光復
鄉大興村、大富村、阿多毛部落、加里
洞部落與萬榮鄉見晴村等地，看診服務
730人次。

2002.01.06
原醫院舊建築因年代老舊、維修不易，
上午九點於民權街1-1號現址舉行「遷
建動土典禮」，證嚴上人親自蒞臨主
持。

2002.02.04
玉里慈院社區健康營造中心在玉里鎮三
民社區活動中心，首度辦理健康年菜發
表會，而後每年過年前夕均推出健康年
菜食譜，宣導健康蔬食。

2002.10.22
配合花蓮慈院首度辦理花蓮縣中南區
國、中小學生健康檢查。

2003.03.15
成立四周年，結合花蓮縣衛生局舉辦
「關心結核、結合關心-TB Party」肺
結核防治口號及宣導舞會活動，吸引民
眾1,136人前來參與活動。

2003.09.22
花蓮縣南區在地鄉親與志工，發起建院
三寶義賣，玉里、三民及瑞穗三地義賣
金額約新臺幣貳百萬元。

2003.09.22
玉里慈院新院區正式啟用，除原有門診
以外，更細分成心臟內科、腸胃內外
科、胸腔內科等專科門診，同時間e化
PACS系統也正式開始使用。

2003.09.29
新院區新醫療大樓開始使用病房、開刀
房、加護病房，並執行手術及住院等作
業，開始二十四小時急診服務。

2003.10.02
加護病房收治首位重症病患。

2003.10.03
首開全臺灣先例，開辦上午六點到八點
的晨間門診服務。

2003.10.10
首次執行神經外科開顱手術，由張玉麟
副院長負責。

2002 動土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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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0.16 
首次執行腦瘤手術。

2003.10.19
首次執行開腦手術(EDH)，是花東縱谷
中段唯一能執行此項手術的醫院。

2003.10.23
新院區啟用後的首位寶寶誕生。

2003.12  
推動社區健康營造工作有成，獲得國民
健康局評選為社區健康營造優良單位，
於臺北市接受表揚。

2004.12.19
保障醫療品質，首度接受ISO 9001: 
2000國際品質認證，順利獲得SGS公司
頒發合格認證，是花蓮縣南區首獲全院
品質認證醫院。

2005.05.22
張玉麟副院長正式接任玉里慈濟醫院院
長。

2005.05.31
因應社區高齡化趨勢，成立花蓮南區首
座老人日托服務據點──溝仔頂福氣
站，地點為玉里慈院舊院區(現玉里靜
思堂)。

2006 三民銀髮福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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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9.15
首次執行腦動脈瘤手術，順利搶救因腦
動脈瘤破裂昏迷的急診病患，為全臺首
家申請健保局核准腦動脈瘤（此項）手
術的地區醫院。

2005.12
積極推動社區健康營造，獲行政院衛生
署國民健康局評選為社區健康營造楷
模，於臺北市接受頒獎表揚。

2006.03.12
慶祝七周年，首度與關山慈院合辦員工
運動會交流聯誼。

2006.07.29
由於玉里老人日托業務頗受好評，再於
玉里鎮三民國小成立「三民銀髮福氣
站」。

2006.11.30
推動社區健康營造工作有成，獲得行政
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肯定，於臺北市接
受社區健康營造優良單位表揚。

2007.08.21
衛生署公告通過醫療機構評鑑，為合格
地區醫院。

2008 震波碎石中心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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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22
成就第一例器官捐贈個案，四十九歲原
住民男子遺愛人間，同月30日在花蓮慈
濟醫院完成器官捐贈手術。

2008.01.18
「體外震波碎石中心」揭牌啟用，引進
花東縱谷間首座震波碎石機。

2008.05.21
首度接受醫策會一般醫學社區教學訓練
醫院實地訪查，並於同年通過評鑑成為
合格訓練醫院。

2008.06.07
成就第一例大體捐贈個案完成捐贈儀
式。

2008.11.16
張玉麟院長獲頒花蓮縣醫師公會第一屆
醫療奉獻獎。

2009.08.16
莫拉克颱風造成臺東縣多處土石流災
情，玉里慈院立即著手醫療協助，配合
東區人醫會前往臺東縣多良部落為民眾
義診。

2009.11.11
老人日托服務首度接受花蓮縣政府年度
評鑑，玉里及三民兩處據點順利通過。

2009.11.19
接受醫策會進行評鑑及考核，並順利通
過審核，成為花蓮南區唯一的「母嬰親
善醫院」。

2009.12.01
推廣無檳榔醫院工作獲得肯定，獲國民
健康局評選為優等。

2009.12.18
為了保障病人資訊安全，玉里慈院積極
推動資訊安全作業，經環奧國際認證公
司兩階段的評鑑審查，順利以無缺失評
價獲得ISO-27001認證。

2010.07.15
接受醫策會2010年度新制醫院評鑑，
順利通過評鑑作業，於同年12月31日
獲頒評鑑合格證書。

2010 ISO 稽核頒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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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30
臺灣檢驗科技公司進行ISO9001:2008
外部稽核，玉里慈院順利通過稽核，同
年11月5日在醫院大廳舉辦證書頒發典
禮。

2010.08.14
積極推廣癌症篩檢防治，榮獲國民健康
局2010年度「醫院癌症醫療品質提升
補助計畫」法人醫院口腔癌篩檢效率王
第一名。

2010.10.15
為推動醫療無紙化、無片化，進行「醫
院實施電子病歷及互通補助計畫」實地
查驗，於同月22日順利通過評核。

2010.12.10
為推動保護性侵被害人，在社工室設置
「一站式服務據點」，讓個案能在溫馨與
人文的空間裡舒緩創痛，並保障個人隱
私，為花蓮縣中南區唯一有設置的醫院。

2010.12.27
推動檳榔防治工作及開設戒檳班成效良
好，獲選為「2010年度檳榔防治計畫
無檳健康促進醫院」表揚。

2010.12.31
老人日托服務計畫獲花蓮縣政府肯定，
首度獲頒「優等」殊榮。

2011.02.10
接受臺灣健康醫院學會的實地訪查。並於
同月28日通過審查，成為世界衛生組織
(WHO)健康促進醫院網絡的國際會員。

2011.03.25
參與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實地訪查，
為全臺首家通過認證之地區醫院。

2011.06.28
與玉里鎮衛生所合作，首度辦理銀髮族
「幸福美滿呼啦啦」健康操交流賽，共
七隊約百餘人參加。

2011.11.12
張玉麟院長榮獲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頒
發「臺灣醫療典範獎」。

2012.04.13
參加WHO第二十屆健康促進醫院國際
研討會，於大會上發表口頭論文三篇及
海報論文一篇。

2012 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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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30
為鼓勵65歲以上長者規律運動，與玉里
鎮衛生所合辦「幸福美滿呼啦啦」健康操
活動，共十四隊兩百多人參加；並配合世
界無菸日，宣誓營造無菸醫院與社區。

2012.10.17
開辦中醫科門診，由花蓮慈院中醫科主
任柯建新帶領團隊於每週三、四開診。

2013.06.27
與玉里鎮衛生所合辦「幸福美滿呼啦啦
─健康操同學會」，鼓勵長者規律運
動，並提供免費癌症篩檢服務，有近
280位社區、部落長者組成十一支隊伍
參加健康操競賽。

2013.07.26
再度申請無菸醫院實地訪查，用心成果
獲評審委員推薦，於本年度代表臺灣參
加ENSH國際無菸金獎醫院選拔。

2013.09.26
保障病人與員工食的安全，申請花蓮縣
衛生局食品良好衛生檢查(GHP)，於隔
月二十八日順利獲頒認可證書。

2013.11.10
林志晏醫師獲頒花蓮縣醫師公會第十五
屆優良醫師獎。

玉里慈院深入原住民社區宣導戒菸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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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13
推動戒菸服務，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表揚，為二代戒菸地區醫院組，戒
菸服務王第二名與戒菸績優王第三名，
並再度獲選為無菸醫院金獎醫院。

提供友善醫療服務與無障礙環境，經內
政部三階段審查後，於臺北市獲頒「友
善醫療設施」獎牌。

2014.03.16
歡度十五周年，在玉里靜思堂舉辦「守
護璞石無量義」院慶，玉里慈院院史館
亦隆重揭幕啟用。

2014.08.14
2011年即積極推動健康促進醫院-進
階認證計畫，世界衛生組織聯絡中心
(WHO-CC)評審落實健康促進百分百，
獲國際金獎肯定。

2014.11.10
花蓮慈院承辦花蓮縣國、中、小學生健
康檢查，光復鄉以南由玉里慈院協助，
首場學童健檢於本日上午在玉里國小開
始，連續一週五場次，將為五十五所學
校共一千六百四十二學童服務，範圍遍
及花蓮縣中、南區六鄉鎮。

2014.11.12
陳岩碧副院長和手術室董民基主任獲花
蓮縣醫師公會「優良醫師」及「十年資
深醫師」表揚。

2014.12.11
花蓮縣政府頒獎表揚為年度社區關懷照
顧據點「優等」，繼2010年首度獲獎
後連續五年獲評為日托服務優等殊榮。

2015.01.16
為提升急重症收治能力，於日前接受衛
生局加護病房擴充訪查並獲通過，16日
正式將加護病房從3床擴充為6床。

2015.08.21
竹田社區關懷據點在富里鄉竹田村的義
民廟前歡喜開學，為繼玉里及三民銀髮
福氣站後，首座由醫院與社區共同成立
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2015.09.02
三民銀髮福氣站阿公阿嬤們首次到花
蓮 市 參 加 衛 福 部 國 民 健 康 署 舉 辦 的
「2015樂齡起舞，阿公阿嬤動起來」
東區競賽活動，獲「體能不老獎」。

2015.11.08 
李森佳醫師獲花蓮縣醫師公會「優良醫
師」肯定。

2015.11.12
李森佳醫師獲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行
醫五十年」資深醫師的表揚和肯定。

2015.12.24
上人行腳至玉里，並參與256切電腦斷
層掃描儀器的揭牌啟用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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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15
完成超過五百例的震波碎石與內視鏡結
石手術。

2016.08.16
衛福部國健署表揚積極推動癌症篩檢且
成果績優的醫療院所，玉里慈院在大腸
癌篩檢陽性個案， 3個月內複診追蹤完
成率達75.6%，獲「地區醫院第二組第
一名」。

2016.10.17
慈濟科技大學六名公費護理師正式加
入，為歷年護理人員到職最多的一次。

2016.11.24
護理主任郭雅萍獲腦血管疾病防治基金
會「年度優良護理人員」表揚。

2016.12.17
兩座福氣站第七年榮獲優等殊榮。

2017.02.16
首度開設「男性更年期特別門診」，每
週三上午。

2017.05.06
門住診潘璿晴護理長、急診室吳佩君副
護理長、門住診廖秋惠及胡瀛菊護理師
四人獲花蓮縣護理師護士公會「年度資
深護理人員」頒獎表揚。

二○一六年溝仔頂及三民銀髮福氣站連續

七年同獲花蓮縣政府評鑑為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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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5
張玉麟院長及陳岩碧副院長獲花蓮縣醫
師公會「資深醫師」表揚，李晉三醫師
獲「優良醫師獎」。

2018.03.28
「體外震波碎石中心」於2008年1月揭
牌成立，曾因缺醫師而一度暫停，自
2014年3月18日重啟體外震波碎石機以
來，至此完成第一千人次的震波碎石治
療。
2018.04.28
林靜雯、倪春玲、郭雅萍、陳蕙萍、
張秀琴、詹淑惠護理師獲花蓮縣護理
師護士公會「年度資深護理人員」頒
獎表揚。

2018.08.01
由陳岩碧、林志晏接任院長、副院長。

2018.12.13
「107年花蓮縣醫療機構醫政業務督導
考核優等」，由林志晏副院長代表受
獎。

2019.01
榮獲107年防疫督導考核成績績優獎第
三名。

2019.03.15
玉里慈濟醫院啟業滿二十周年。

2016 六名公費護理師報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