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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關山】
小醫院不輕忽　篩檢採檢齊備

隨著 COVID-19疫情本土案例持續
增多，為避免防疫出現漏洞，只要在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新訊息，

玉里慈濟醫院感管人員以及應變小組

立即針對防疫措施作調整改善，體溫

檢測站也徹底執行宣導進入醫院須戴

口罩、量體溫、詢問旅遊史、職業別、

接觸史、群聚史，謝絕探病、陪病者

限一位（蓋章在手上或出示陪病證）。

針對疑似個案的處理措施，第一線

的醫師雖然穿著全套標準防護裝備，

但為避免在進行採檢時，個案可能會

咳嗽、打噴嚏，將唾液噴濺到醫師身

上，參考使用新光醫院急診室所發明

的 SKED咽喉採檢罩，再將手套、採
檢管道加工裝上，在經過李晉三醫師、

許志呈醫師、許耀升醫師的測試後，

之後將在疑似個案進行採檢時使用。

自實施門禁管制以來，院內人員每

日輪三班執行防疫，至今已一個多月，

各項防疫措施皆隨著疫情的瞬息萬變

在作調整改善，陳岩碧院長體恤辛苦

的醫護、醫技及行政同仁，於二月

二十六日上午到各單位關懷，平時除

了守護鄉親健康，現在也要為防疫而

疫情擴大嚴加防範，玉里慈院對每位進出醫院的民眾徹底落實戴口罩、量體溫、手部清潔與相關防疫

查詢。攝影／張汶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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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戰，期望疫情能早日控制住。

而關山慈院二月起也將原急診室外

圍請廠商臨時搭建的篩檢區，改成直

接向慈濟基金會借用帳篷，再自行搭

設的簡易發燒篩檢站，期能更切合現

況需求。

玉里慈院李晉三醫師在咽喉採檢罩上實際作測

試。攝影／張汶毓

陳岩碧院長攜祝福禮走訪各單位關懷，感恩同仁同心防疫守護醫院。攝影／張汶毓

關山慈院二月重新搭建帳篷設立簡易發燒篩檢

站。攝影／黃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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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導入科技　防護步步為營

花蓮慈濟醫院為了落實防疫工作，

除了配合政策設置發燒篩檢站，二月

六日起更設置了新型的紅外線熱影像

儀，即時有效掌握出入人員的體溫狀

況。

除了戴口罩之外，勤洗手也很重要！

兼任感染症醫療網東部指揮官的花蓮

慈院胸腔內科醫師李仁智表示，目前

醫界共識，新型冠狀病毒會經由飛沫

或接觸傳染，如果手部在未確保清潔

之下，請不要接觸口、鼻及眼睛，以

避免感染。洗手時記得疾病管制署的

洗手口訣，內（手掌內）、外（手背）、

夾（指縫間）、弓（指背）、大（大

拇指）、立（指尖）、腕（手腕）。

如果出門在外可以用酒精或乾性洗

手液等用品搓洗，但是在家中其實濕

洗手加肥皂或洗手液的方式更加簡單

方便。而洗手洗對方法之外還要洗對

時機，根據疾病管制署建議，洗手有

五時機，吃東西前、照護小孩前、看

病前後、擤鼻涕後、上廁所後。洗手

是最簡單、有效且具成本效益的疾病

預防方法。

另外，花蓮慈院自實施全院門禁管

制以來，上百位行政單位同仁陸續投

入門禁管制值勤行列。二月十一日起，

二月十一日起，花蓮慈院退休同仁陳清秀（左一）、劉素妃（左三）、曹金鳳（右三）、張秀玉（右

二）發心回鍋投入門禁值勤行列，院部主管感恩相迎。攝影／江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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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素妃、張秀玉、陳清秀、曹金鳳四

位退休同仁「回娘家」發心加入服務

行列，支援管制口量體溫輪班及引導，

希望能減輕行政同仁的負擔。

居家隔離及檢疫就醫

啟動通訊診療

為配合花蓮縣衛生局防疫政策，二

月十七日起提供有就醫需求的居家檢

疫及居家隔離民眾視訊或電話看診服

務，林欣榮院長表示，資訊系統及流

程已架設完畢，讓有就醫需求的民眾，

能透過視訊或電話就醫看診，減少醫

院及社區的感染風險外，也一併照顧

病人的健康。

花蓮慈院醫事室專員褚惠瑛表示，

只要接到衛生局通知居家檢疫及居家

隔離民眾需要就醫時，轉診中心就會

啟動通訊診療，知會家庭醫學科醫師，

醫師再透過平板視訊或電話為民眾看

診並開立藥物，由家屬或委由代理人

協助到院取藥。家醫科醫師陳英佑表

示，民眾有十四天無法外出，若有輕

性、慢性疾病患者需要就醫，透過視

訊或電話看診，不只多一層保障，還

能藉此了解隔離民眾現狀。一條龍的

服務，讓民眾遠距離就醫過程不卡關，

陳英佑醫師提醒，若是居家檢疫及居

家隔離民眾出現發燒及呼吸道症狀，

請撥打一九二二全國防疫專線，由東

區防疫指揮官評估後，指示就醫方式。

血庫告急　前線醫護熱血響應

針對臺灣各地捐血中心血液庫存量

告急，花蓮慈院與臺北捐血中心花蓮

捐血站合作，二月十八日在大廳門前

設捐血點，號召醫院同仁、志工與鄉

親響應，一起上「捐血車」捐血。趕

在捐血年齡六十五歲上限前來捐血的

林欣榮院長表示，非常感恩院內同仁

相互邀請，挽袖緩解血荒，而他正好

是血庫最缺的 O型血；他認為捐血一
袋不僅救人一命，還能分享大愛。 
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民眾

盡量避免到人群聚集地方，加上天氣

寒冷，使捐血人數下降，導致全臺捐

血中心血液庫存量告急，花蓮捐血站

尤其缺乏 O型血。花蓮慈院副院長吳
彬安，透過全院廣播系統，邀約醫院

同仁、志工與民眾一起發揮大愛精神，

挽袖捐血。吳彬安表示，全臺灣防疫

的同時，花蓮慈院同仁愛心不落人後，

一起來響應捐血活動。 
平日即有定期捐血的醫務祕書李毅

二月十七日花蓮慈院啟動通訊診療，需要就醫

的居家隔離及檢疫民眾，醫師可透過平板視訊

或電話進行看診服務。圖為陳英佑醫師與褚惠

瑛專員。攝影／江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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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在開刀房的時候，看到這一袋

血可以讓一個人獲救，是件很有價值

又很快樂的事情，而且捐血可以促進

血球再生及血液的新陳代謝，是維持

健康的方法之一。

護理師同仁也熱情響應。病房護理

長周英芳說，在醫院工作，深刻了解

血液不足對病人的影響很大，所以一

聽到血荒就邀約實習的學弟妹一起加

入捐血的行列。除了醫護同仁，還有

行政同仁、慈濟志工與陪伴家人就醫

的鄉親，也紛紛挽袖「捐熱血、分享

愛」，希望能用袋袋熱血補足血庫。

超前部署　啟用負壓採檢站

防疫是全民的責任，同時也是醫護

人員的使命，而醫院就是守護民眾最

重要的健康後盾。二月二十四日起，

花蓮慈院每週定期召開三次防疫因應

會議，由林欣榮院長擔任指揮官，吳

彬安副院長承擔緊急應變架構安全官、

聯絡官陳星助主祕、發言官李毅醫祕，

並邀請相關醫療、護理、醫技與行政

科室主管參與，以因應瞬息萬變的新

冠狀病毒，讓醫院防疫工作更加周延。

二月二十五日下午，防疫團隊在林欣

榮院長的帶領下，參與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召開的線上會議，進一步擬

定防疫減災措施。

在二月二十四日防疫因應會議中，

由感染管理控制室組長江惠莉分享各

國家地區最新疫情狀況，總務室保管

組報告目前院內防疫物資統計，以及

醫事室分享病床動態、藥學部針對各

疫情燒鬧血荒，花蓮慈院與臺北捐血中心花蓮捐血站合作，二月十八日在大廳門前設捐血點，醫院同

仁、志工與鄉親熱情響應。攝影／江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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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藥品儲備狀況說明。林欣榮院長也

特別感恩急診室醫師、感染管理控制

室、總務室工務組、企劃室及院長室

同仁共同努力下趕工完成急診複合式

負壓採檢站，提供社區疑似個案檢疫

作業，可大大保護醫護同仁的感染風

險，透過資訊優化可裝置平板，方便

衛教工作。這樣迷你多功能的負壓檢

查室，堪稱「全臺第一」。

「醫護人員也是人，還是醫院珍貴

的同仁！」為落實防疫期間的感控管

理，吳彬安副院長表示，在急診區停

車場旁設立全新的戶外檢疫站，以取

代急診室原有的發燒篩檢站，目的是

要讓篩檢過程完全在院外進行，透過

完善的事前規畫，強化檢疫站內的防

疫動線及相關設備，創造更安全舒適

的診療空間，有效防止院內感染，守

花蓮慈院創新設置兩間院外負壓採檢室，急診

室主任陳坤詮（右）與陸家宜護理長（左）示

範如何讓民眾與醫護人員在受保護的情況下，

完成檢體採集的重要工作。攝影／彭薇勻

二月二十五日，花蓮慈院團隊參與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召開的防疫線上會議。攝影／黃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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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病人及醫護同仁的健康。林欣榮院

長也提醒同仁，暫時先不安排醫療志

工在加護病房與負壓隔離病房執勤服

務。

藥來速窗口　慢性病領藥免入院

自二月二十四日起，花蓮慈院也啟

用「藥來速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網路預

約領藥窗口」，提供慢性病連續處方

箋網路預約領藥服務，慢性病人或家

屬只要事先至「花蓮慈濟醫院網站」

預約第二次或第三次慢性病連續處方

箋領藥日期，即可在預約領藥日期當

天的特定開放時間，至醫院側門的「藥

來速慢箋預約領藥窗口」進行讀卡批

價作業後，直接在同一窗口領藥，節

省民眾等候調劑及領藥時間。

而新冠肺炎病毒傳染力超乎想像，

目前臺灣已出現無旅遊史的新冠肺炎

確診案例，甚至是無症狀感染者，不

僅讓篩檢困難度提高，也讓民眾和醫

界都憂心防疫將難上加難。感控專家

王立信顧問也呼籲在一線臨床照護的

醫護團隊一定要提高警覺性，疫情瞬

息萬變真的不可輕忽，為超前部署擴

大防疫量能，並強化醫院感染管制措

施，避免發生群聚感染耗損醫療人員，

此時，減災就變成必要政策，盡量將

傷害減到最低。

王志鴻副院長表示，目前社區感染

最擔心的是大爆發，疑似個案會迅速

增加，到時臺灣醫療資源一定會不夠，

防疫政策也會從偵測病毒轉向防護準

備，這時院內設置照護區域區隔政策

就很重要，除了要固定照護人員以及

固定照護區域外，病人分流也很重要，

要規畫預備空間讓確診病患集中治療，

讓醫療同仁限制工作範圍及不跨區域

工作，減少院內感染風險。目前也已

經規畫在急診增設「防疫門診」人力，

由內科系醫師及家醫科醫師支援篩檢

工作，隨時可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超前部署政策。

花蓮慈院側門啟用藥來速慢箋預約領藥窗口，

提供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網路預約領藥服務。攝

影／黃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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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支援機場檢疫

醫療專業前線把關

因應全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擴大，為及早發現疑
似個案，疾病管制署規定，凡入境旅

客一律填寫健康聲明書，有發燒症狀

者皆按通報流程送醫檢驗，出現呼吸

道症狀者，則於機場進行採檢。二月

二十日起，臺北慈濟醫院配合疾病管

制署派員前往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

執行檢疫。徐榮源副院長說明，「機

場檢疫是杜絕病毒自境外移入的重要

關鍵，全臺準醫學中心以上等級的醫

院皆配合排班，本院以感染科、胸腔

科、急診部等具實務經驗的資深醫師

為首選，安排支援人力。」

徐榮源副院長說明，遇到疫情，除

了尊重專業意見與指導，醫院也要成

為第一線人員的強力後盾，備有安全

的物資量，安撫前線同仁的壓力、不

安。由於 COVID-19與流感病毒相同，
皆屬於口鼻吸入的飛沫傳染，採檢時，

需將採檢棒深入被採檢者的鼻咽處或

口咽部進行採驗，考量採檢者與被採

檢者需近距離接觸，具豐富防疫經驗

的內科加護病房蘇文麟主任與感染管

制中心護理師特別於行前示範防護裝

備穿脫，將他院支援的經驗彙整，提

醒前線醫師留意自身安全，讓其無後

顧之憂，安心到前線發揮專業。

虔誠祝禱達天聽　早晚自主管理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
情蔓延，全球五大洲無一倖免，近日

志工早會上，上人一再表達對疫情的

擔憂與不捨：「戴起口罩，勤洗手，

還是要慎思虔誠持齋戒，戒就是戒殺

生，我們好好地茹素，人人發出虔誠

的心，用虔誠無私的愛共振，上達諸

佛菩薩諸天聽，表達我們的誠懇，為

這一波的疫情來虔誠祈禱，用愛消弭

疫情的災難，唯有愛才能消弭災難。」

臺北慈院在二月二十一日的例行防

疫會議中，趙有誠院長指出：「上人

對第一線同仁必須承擔防疫工作的壓

力與體力非常不捨，過去人們的造業

造成今日災難，所以大家必須戒慎虔

誠。染病人數、死亡人數愈少愈好，

希望透過齋戒祈禱，共達天聽，有龍

臺北慈院二月二十日起支援機場檢疫，內科加

護病房蘇文麟主任於行前示範防護裝備穿脫。

攝影／范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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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護法疼惜、庇佑我們。」趙院長也

提到，臺北慈院配合政府管控，按防

疫標準領取口罩，在志業體與師兄、

師姊的護持下，同仁能安心工作，不

必為防疫物資煩惱。喬麗華主祕同時

提醒大家，落實防疫、自我保護，安

定同仁與病患的心，讓上人放心。

為帶給民眾乾淨、安全的看診環境，

防疫期間，執行全院 Time Out（作業
靜止期）清潔，上午十點、下午四點，

在診間及各單位，同仁自行清潔消毒

桌椅、門把與看診器具；每日下午一

點三十分，各部門主管身體力行，用

五分鐘的時間在單位內帶領同仁祈禱，

呼籲同仁不只在院內茹素，返家後也

邀請家人一同茹素，用愛地球、愛蒼

生的心，祝福疫情順利控制。

職志同心　用愛打造戶外檢疫站

跟進國家最新防疫政策，臺北慈

院由感染管制中心與急診部、工務團

隊及慈濟志工共同策畫合作，啟動

「二十四小時戶外檢疫站」搭建工程，

以提供病患和醫護人員更安全的醫療

作業環境，避免院內感染風險。檢疫

站工程自二月十九日開始，起建三天

即順利完工，於二月二十二日正式啟

用。

趙有誠院長於檢疫站啟用典禮致詞

時說道，「在這個非常時期，第一線

的醫護同仁和醫療志工都是忘記自己

的安危去照顧病人，感恩慈誠師兄們

用心建造了這麼莊嚴的庇護場所，把

上人對他們的愛跟教誨，用實體展現

臺北慈院趙有誠院長 ( 左 ) 帶領診間及各單位同仁

於每日上午十點、下午四點，自主清潔消毒作業

環境。攝影／范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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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這是一個用愛打造的檢疫站，

相信所有病患以及負責採檢、X光放射
攝影的醫護菩薩，在這個檢疫站裡都

可以平安不受感染，安然度過這場防

疫的考驗！」

趙院長表示，在急診區停車場旁設

立全新的戶外檢疫站，以取代急診室

原有的發燒篩檢站，目的是要讓篩檢

過程完全在院外進行，通過完善的事

前規畫，強化檢疫站內的防疫動線及

相關設備，創造更安全舒適的診療空

間，有效防止院內感染，守護病人及

醫護同仁的健康。

北二合心區的慈濟志工，在黎逢時

大隊長以及陳火全、曹聰賢、劉福來、

王維洲、吳阿欽、陳明月等師兄姊的

帶領下，二月十九日清晨六點半就聚

集在急診室外的空地，趕工搭建戶外

檢疫站。投入工程的志工菩薩們各有

專長，無論是土木、鐵、油漆、水泥、

園藝等等，樣樣難不倒，其中有不少

志工師兄，過去曾經參與過九二一、

醫院與慈濟志工團隊通力合作，二月二十二日清晨，臺北慈院全新完工的「二十四小時戶外檢疫站」

舉行啟用典禮。攝影／范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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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八八風災等救災工作，對於興
建組合屋經驗豐富，聽聞臺北慈院有

需要，立刻前來共襄盛舉，另外還有

香積菩薩負責準備素食餐點，為現場

提供熱食與營養補給，總計共有志工

一百五十人次參與戶外檢疫站的興建

工程。

感染管制中心吳秉昇副主任說明，

由於疫情延燒，為因應未來可能增加

的急診人數，並避免在篩檢過程產生

醫、病交叉感染的情形，醫院依照感

控原則和臨床動線需求，規畫戶外檢

疫站，透過「分區分流」、「動線不

交叉」的整體設計，讓病患及醫護人

員分區出入，病人動線與醫護動線分

開不重疊，以降低感染疑慮，未來將

提供更完善的防疫規格和快速精準的

篩檢流程，服務來院就醫民眾，有效

發揮防疫功能。

為了帶給醫護人員與病患更安全的

照護環境，二月二十七日再引進「新

型紫外線消毒機器人 (Hyper Light 
Disinfection Robot)」，改善傳統紫外
線消毒燈需耗費的時間與殺菌程度，

提升環境清消效益，保障醫護與病人

安全。

二月二十七日再引進「新型紫外線消毒機器人」，醫護可透過平板電腦設定清消時間，提升環境清消

效益。攝影／范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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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斗六】
勤防治　落實要領安身心

大林慈濟醫院院區不小，在有疫情

的情況下，要進行管控，需要大家一

起合作。胸腔內科賴俊良副院長每天

召開感控會議，由院長室主管、劉鎮

榮主祕、感染管制中心、醫事室、資

訊室、護理部、公共傳播室、志工組

等單位參加，共同參與。

總召集人賴副院長表示在不得已的

情況下要封閉一些出入口，大家會比

較不方便，初期偶爾會忘記一些習慣

性的動作，目前採取柔性勸導，動線

仍會稍微修正，讓大家更方便。目前

在有限的人力下，運作上仍算順利，

各個動線都會有人幫忙監測體溫，還

有配戴口罩、洗手等防疫最重要的部

分，警覺性有了，疫情就好控制；而

在病房端也採取出入管制及民眾勸導。

在「探病需知」方面，尤其提倡視

訊探病。急診部主任李宜恭表示，非

必要盡量少出入醫院，民眾可以透過

電話或視訊探病，避免增加感染風險，

是一個好的方式。李宜恭提醒，感染

新型冠狀病毒的症狀有咳嗽、發燒、

感到虛弱、呼吸困難等，應立即就醫。

另外，即便戴口罩卻經常摸口、鼻、

臉、眼睛，也容易發生感染。勤洗手、

少探病，人人做好防疫，家家都平安。

資訊氾濫引恐慌　心理師教調適

武漢肺炎疫情新聞是否一直在腦海

中反覆出現？是否擔心自己成為下一

個感染者？甚至擔心迎面走來的路人

都可能是帶原者？大林慈院臨床心理

中心陳可家心理師建議，當有這些情

形時應減少滑手機瀏覽相關新聞，尤

其是未經查證的資訊，關於疫情的動

態，則可經由衛福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面對疫情變化，大林

慈院賴俊良副院長

（中左）、劉鎮榮主

祕（中右）與各單

位主管每日召開感

控會議，研擬對策。

攝影／林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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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資訊加以掌握。

同時也是嘉義市臨床心理師公會理

事長的陳可家表示，相信政府已做到

最好的疫情防護，不過在疫情延燒初

期的假訊息太多，可能造成許多民眾

的恐慌，結果產生囤積或搶購口罩，

甚至消毒水與手套的情況，其實，這

都是對於疫情不了解所產生的許多想

像，進而引發搶購的行為。

現在彷彿草木皆兵，許多民眾一聽

到與疫情相關的新聞就害怕。陳可家

說，隨著民眾透過手機隨處可及的疫

情訊息，甚至以訛傳訛，易引發不必

要的恐慌。她指出，檢視自己如果出

現疫情訊息反覆出現腦海、擔心成為

受害者、在公共場合擔心迎面而來的

人都可能帶有病毒，進而有睡不著、

容易生氣與缺乏耐心的情況時，就得

提醒自己，有需要時也可求助心理師

的協助。

陳可家說，克服恐慌的方法可以從

減少資訊閱讀的量開始，有需要時可

查詢疾病管制署的官網或臉書粉絲頁，

更重要地是讓生活回復到疫情發生前

的常態，可以找好朋友聊聊天、做些

平常喜歡的活動，慢慢讓自己的心情

回穩，以正確健康的態度來度過這波

疫情危機。

精油與四神湯　齊為醫護加油

新冠肺炎疫情不斷攀升，加上口罩

供不應求，造成全球社會人心惶惶。

大林慈院志工組為關心醫院全體員工，

志工集資購買精舍產製的澳洲茶樹精

油、真柏精油，加上病人結緣的玫瑰

精油，每天分裝到一西西晶瑩剔透的

小玻璃瓶，加工製作三百份，希望能

達到二千多份，讓大林慈院及斗六慈

院每位員工及都能收到祝福。

志工組陳鶯鶯師姊說，精舍師父做

的精油品質非常好，加上茶樹精油的

抗菌效果，真柏精油讓呼吸道較順暢，

玫瑰精油安定人心的功效，大家共體

時艱，志工們一起請購，以手工及虔

誠祝福的心製作，希望人人都能平安

度過這一波疫情。

製作過程中，有些志工老花眼看不

到玻璃瓶口，穿珠子的時候有時也會

不小心插到手，但那分虔誠的心念，

都是對每位拿到玻璃小吊瓶的同仁一

份的祝福。鶯鶯師姊說，做多少就先

送多少，盡量趕工，二月二十一日並

疫情資訊氾濫引恐慌，大林慈院呼籲民眾端正視

聽，避免受假訊息影響。圖／大林慈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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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送精油小吊瓶到各科室，以第一線

單位為優先發送，慢慢地擴展到全院

人員，讓每位大林及斗六慈院同仁及

外包商，都能拿到這注入愛心的小吊

瓶。

首先第一站是急診室，鶯鶯師姊對

著第一線醫護同仁說：「大家辛苦了，

不知道怎麼愛你們，只能製作這些茶

樹、真柏，加上玫瑰精油，除了具有

殺菌消炎還有撫平情緒的功效，希望

能隨時陪伴在你們身邊，愛著你們大

家，大家加油，祝福一切平安吉祥！」

接著來到呼吸治療室，拿到小吊瓶的

同仁們除了是一份感恩，也是一份感

動。陳秀華說，當同仁接到鶯鶯師姑

的電話時都非常感動，「師姑還記得

我們，感恩師姑。」接著來到感控，

防疫期間也是非常辛苦的單位，鶯鶯

師姊同樣地為他們加油打氣。

除此之外，志工楊鄭阿綿師姊還利

用週三一大早到營養組，準備四神湯

為同仁午餐加菜，有茯苓、芡實、薏

仁、淮山、蓮子、當歸等食材，為同

仁暖暖心，顧健康。阿綿師姊說，以

全部天然的材料，暖大家的心，當然

茹素也能愈吃愈健康。「先轉食輪給

大家，希望吃了四神湯，能從中體會

到上人說的慈濟四神湯『知足、感恩、

善解、包容』，然後同仁及志工都能

一起轉法輪」。

二月二十一日，醫院志工團隊以精油小吊瓶和蔬食四神湯，慰勞大林慈院及斗六慈院的醫護同仁。攝

影／吳玲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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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
防疫優先　替代方案醫療不中斷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拉警報，許多人

減少互動防疫，但臺中慈濟醫院院長

簡守信依然往診、法親關懷不間斷。

二月七日下午簡院長帶領團隊深入潭

子鄰里往診，更關懷慈濟法親；只在

醫院附近，一樣用行動照顧鄉親，用

「愛」守護法親心靈健康。

往診探視地點是醫院後山，「興豐

山莊」社區的越南新住民家庭，去年

車禍的越南籍婦女，身體雖已逐漸康

復，但行走仍需助行器，還獨自照顧

智能不足的兒子和三個月大的小女兒，

因兒子頭頂毛囊嚴重發炎導致掉髮，

平時關懷的慈濟師姊很擔心，原要帶

孩子看門診，但簡院長擔心來醫院門

診，容易徒增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風險，

親自去往診，一方面防疫，更藉訪視

找出發病根源。

一進門，迎來滿臉笑容的國中男生，

簡院長立刻發覺他頭頂上明顯掉髮，

檢視後，簡院長表示：「問題不大！

只是毛囊發炎引起掉髮，只要擦藥控

制發炎，頭髮就會漸漸再長回來」。

陪同的志工們放心許多，剛巧媽媽採

購回家，簡院長轉而關心她腿部復原

狀況，並把藥膏交給母親。這趟往診

醫療需求不大，多了一分簡院長的細

心與關懷，全方位照顧母子身心健康，

彰顯往診的意義。

一行人步行到另一條巷弄，來到潭

子和氣組長陳麗敏師姊家，探望高齡

九十多歲的齊修義師兄，人稱「齊伯

伯」的齊修義是潭子區第一顆種子楊

月英師姊的同修，自楊月英師姊往生

後，陳麗敏師姊與馬俊敏師兄接齊伯

伯接回家照顧。他雖高齡但沒有高血

壓、糖尿病，五年來興豐山莊社區的

師兄姊像家人般無微不至的照顧，讓

他晚年身體不只好，心靈上更健康，

簡院長探望得歡喜，直豎大拇指稱讚。

再走過兩道圍牆又是慈濟人的居家，

張廣輝師兄洗腎三十年，但做慈濟卻

不落人後，環保、醫療志工、慈中懿

德等等樣樣具足。這群「興豐山莊」

社區的慈濟人，各個都是見證臺中慈

院從無到有的活歷史。張廣輝師兄更

感恩簡院長，引進肝炎特殊用藥讓他

C肝得到緩解。
往診是臺中慈院堅守的醫療使命，

防疫期間關懷不間斷，二月七日簡守信院長帶

隊展開往診與法親關懷，看見齊修義老菩薩高

齡又健康，直豎起大拇指稱讚。攝影／江柏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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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親關懷更是慈濟人本分，在防疫時

期除了安住醫護同仁持續用心付出，

更用行動照顧鄉親，用「愛」守護法

親心靈健康。

洗腎免奔波

居家透析提升防疫力

COVID-19肺炎與流感來勢洶洶，疾
管署宣導減少群聚行為。臺中慈院腎

臟科主任陳一心二月十八日呼籲，只

要醫師評估可以選擇「腹膜透析」的

病人採行居家洗腎，不止有效防疫，

還能減少舟車勞頓，提升生活品質。

一般洗腎分為「血液透析」與「腹

膜透析」，其中，腹膜透析可以在家

自行操作又稱為居家透析。採行血液

透析洗腎病人則是每週三次進出醫療

院所，無法減少或中斷治療。陳一心

醫師認為，「居家透析」才是洗腎病

人更好的選擇。

陳一心指出，洗腎病人在家操作腹

膜透析，只需每月回醫院追蹤檢查一

次即可，不但有助 COVID-19肺炎與
流感防疫，還能大幅減少病人往返醫

院次數，降低交通負荷與家人陪伴的

負擔。

「『居家透析』分為『手動洗』與『自

動洗』兩種」，陳主任表示，所謂手

動洗每天需執行三到四次更換透析液，

每次約二十至三十分鐘。「自動洗」

則是透過健保給付的腹膜透析機進行

透析，病人晚上睡前打開機器，自行

臺中慈院腎臟科主任陳一心呼籲，經醫師評估可以選擇「腹膜透析」的病人，可採行居家洗腎，能減

少出入醫院，達到有效防疫。攝影／呂榮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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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後透過機器進行洗腎，一覺醒來

即完成洗腎，十分方便。目前還可以

搭配腹膜透析雲端管理系統，病人每

次洗腎狀況都能自動上傳，一旦出現

問題，醫護人員第一時間就能協助處

理，讓病人安心洗腎。

操作居家腹膜透析做法並不困難，

血液透析室護理長黃婌華表示，病人

只需留意腹膜感染問題，而且經過訓

練即可熟悉，好處很多，包括：持續

性透析、維持較久的殘餘腎功能、飲

食限制較少、不需扎針、血壓控制穩

定、減少經由血液感染的危險、貧血

情形較不嚴重、較好的生活品質。

臺中慈濟護理之家也提供腹膜透析

治療，讓住民安養期間得到適當照顧，

減輕家庭照顧負擔。賴筱婷護理長表

示，從血液透析改為腹膜透析的住民

血壓與血糖明顯穩定許多，也提升洗

腎住民往返透析中心的安全性，在防

疫時期，減少出入醫院，讓住民及家

屬更安心。

開心吃素

院長領軍手作青龍辣椒

另一方面，響應證嚴法師提醒祈禱

與齋戒，二月二十二日起展開一連串

素食推廣活動，簡守信院長帶領醫護

同仁製作美味青龍辣椒佐餐。

「蔬服好食光」活動將從三月一日

正式推動，目的是讓醫院同仁開心吃

素，特地邀請慈濟志工「展功夫、作

手路菜」，每天兩道不同菜色為員工

餐廳加菜，給同仁與志工享用。護理

部同仁劉慧玲表示：「最近疫情嚴重，

所以開始齋戒守護地球」。除了不特

定菜色外，更以吃素集點活動吸引同

仁吃素。簡守信院長與多位醫護同仁

更親自洗手作羹湯，從切辣椒開始，

將食材一一放進炒鍋爆香，隨著主角

青龍辣椒（糯米椒）入鍋，還搭配紅

辣椒、朝天椒及豆豉拌炒，烹煮後立

即裝罐密封，完成美味的青龍辣椒，

讓同仁佐餐。

攝影／呂榮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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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堵新冠肺炎

特別報導

簡院長表示，醫師是推廣素食的重

要角色，以身說法告訴病人吃素是很

健康的飲食。醫務祕書邱國樑表示：

很多運動健將都是素食者，素食對身

體的健康不僅很有幫助，也不會因勞

力工作而有營養不夠的情形。透過齋

戒與對疫情的防制，可以更推廣素食

觀念，由醫師、護理人員一起著手，

讓健康習慣深植人心。

臺中慈院二月二十二日發動素食推廣，簡守信院長帶領醫護手製美味青龍辣椒，讓同仁們佐餐。攝影

／賴廷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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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志工如常付出

「疫」點不緊張

彰化近百位慈濟志工在二月分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期間，如常前來臺

中慈院承擔醫療志工，遵從醫院指導

戴口罩、勤洗手，也參加晨間人文講

座與午間祈禱，安住自己身心，也幫

助病人與家屬不恐慌。志工團隊在藥

庫、大廳、病房勤懇付出，與同仁們

一起守護醫院。

簡守信院長在志工早會感恩醫療志

工在此非常時期願意到醫院服務。簡

院長提醒，面對疫情最重要的是保持

平常心，不要過度擔心。他分享，增

強身體防禦力才是正確方式，也不要

太恐懼，像是把家裡變成開刀房，買

一堆酒精、漂白水來用，恐怕過度了

連呼吸都造成問題。他說，只要把比

較容易弄髒的地方勤清潔就好，過猶

不及都會造成生活困擾。

來自彰化的梯次志工疫情期間如常來到臺中慈院服務，八十五歲的謝許麵仔（右）與夥伴在藥庫忙

碌著，與醫院同仁一起守護病人與家屬。攝影／簡淑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