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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
防疫優先　衛生局長視察給讚

疫情未歇，配合政府政策，避免舉

辦多人聚會的活動，因此玉里慈濟醫

院二十一周年院慶就在防疫中度過，

但是祝福心意不減，三月十二日陳岩

碧院長帶領護理、行政主管到各單位

關懷同仁，並頒發表揚獎牌給資深同

仁。二十一歲的玉里慈院願守初發心、

恆持願力，讓矗立在花東縱谷中段的

明燈永續不滅。

三月十七日下午，花蓮縣衛生局

朱家祥局長靜悄悄地來到玉里慈院的

行政辦公室，開玩笑地說：「嗨！突

擊檢查，我來看你們有沒有乖乖戴口

罩。」幽默的話語逗得同仁都笑出來，

緩和了執行防疫工作的緊繃心情。朱

家祥局長其實是要來關懷院內防疫措

施的執行狀況，在陳岩碧院長的陪同

下到體溫檢測站、病房區、戶外看診

區進行視察。在院內應變小組的努力

下，早在二月分即啟動防疫布署，病

房區的四人房設置成兩間單人隔離房，

也進行實地演練。

朱家祥局長更豎起雙手大拇指稱讚

每位參與執勤的同仁，因為有大家嚴

謹地要求進入醫院之民眾落實手部清

潔，以及遵守各項管制措施，在疫情

非常時期才能守住珍貴的醫療資源。

三月十七日，花蓮縣衛生局朱家祥局長悄然來到玉里慈院視察，陳岩碧院長攜各單位主管帶路說明管

制動線。攝影／張汶毓

左圖：大林慈院新設戶外檢疫站的建材，來自八八風災的組合屋資源改造再運用，功能與堅固兼具。

攝影／張菊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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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慈院在防疫中迎接二十周年慶，張志芳院長與同仁將院慶福袋致贈與院內夥伴。攝影／陳慧芳

【關山】
雙十院慶逢疫情　感恩福袋獻愛

關山慈濟醫院今年逢二十周年，因

遇新冠肺炎疫情取消所有院慶相關活

動，將人力與重心放在防疫工作上。                                                           
院慶前夕收到各院區陸陸續續寄來

的水果甜食禮盒祝賀，讓院長室洋溢

喜事氛圍。三月十二日上午，在張志

芳院長與行政同仁的分工下，將慈濟

醫療法人人文傳播室統籌編印的「醫

駐關山 20守護」特刊、二十周年紀
念保溫杯，分裝成一袋袋院慶福袋，

以感恩祝福的心發送到每位同仁的手

裡。「偏遠地區最缺的就是人力，非

常感恩有花蓮慈院長年來支援醫師的

人力。」院長特地至診間送禮，感恩

支援醫師不計辛勞，每週往返兩地協

助關山慈院門診業務。

曾經，臺東關山落在偏鄉地區當中

「醫療空白」的其中一角，這裡的居

民身體出現病痛只能就近找診所或藥

局緩急，小診所沒辦法處理的，居民

得自行想辦法到四十公里外的醫院就

醫，直至二〇〇〇年三月十五日，關

山慈院正式啟業，感恩那一年，那一

人，曾經付諸專業投入偏鄉的所有人，

讓這座小鎮裡的大醫院，就此成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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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居民的醫療靠山。

路長情更長，轉眼間二十年。「我

的青春年華耶！」「拿到這個獎，怎

麼感覺我好老～」，對資深同仁而言，

或許流逝的青春歲月令人懷念，但曾

經一起留下的足跡，更讓他們回味無

窮。創院時期招募困難，一人身兼數

職，病房護理師兼任救護車特護出勤，

菜鳥護理師自主加班只求快速跟上學

姊們照護病人的腳步，櫃檯小夜班下

班，再接續輪值大夜待命班，就連行

政人員也曾經因為護理人力不足幫忙

支援門診跟診。感恩的是，當憶起當

年，他們沒有埋怨，只是聳聳肩「也

不知道那時候怎麼撐過來的～」，一

句「病人需要我！」又重新提起精神，

陪伴至今。

三月十六日這天，張院長親自到單

位頒發資深員工獎牌，共有六位資深

二十年同仁授獎：吳淑蘋、孫美蘭、

謝明樺、黃坤峰、林碧麗、劉金坤，

以及十年資深員工：徐賢錦、許修章、

蔡小萍、邱梅雯、金效俞、沈千慧、

李文媛共七位。無論先來後到，感恩

所有同仁留下來守護這片土地。

如今，小鎮醫院站穩腳步，中醫科

打響名聲、洗腎室造福腎友、長照在

地發展，花蓮慈院專科診次陸續進駐，

二十四小時急診服務讓居民不必再夜

半奔波就醫。關山慈院麻雀雖小，提

供五臟俱全的多樣化服務，在這邁向

二十一年充滿感恩祝福的日子裡，張

院長感恩上人設立關山慈院，也期許

在全球慈濟人的護持下，每一位同仁

都能夠堅守崗位，持續發揮良能守護

偏鄉。

張院長感恩前來支援關山門診的花蓮慈院林子凱醫師。攝影／陳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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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從醫院到社區　強化防疫力

「什麼是新型冠狀病毒？知不知道

為什麼要戴口罩？」三月十一日上午，

花蓮慈濟醫院小兒部兒童社區醫療科

主任陳明群與兒科病房護理長李依蓉、

副護理長宋景歡，在花蓮縣洄瀾親子

館，以繪本帶著孩子一起當「防疫小

尖兵」。宋副護理長表示，以繪本來

說故事帶動，讓孩子更願意坐下來專

注聆聽學習新知。而李依蓉護理長也

仔細為小朋友們講解正確洗手和戴口

罩的步驟。

外出時，陳明群主任建議家長可將

孩子放進推車裡，並在推車上加上防

雨罩，防止病毒透過飛沫傳染。陳主

任也提醒家長，將孩子抱出推車之前，

必須先消毒防雨罩再掀開，且務必再

次清潔雙手之後再抱起孩子，以降低

感染的風險。

接著陳主任一一秀出診間會用到的

器具，包含耳鏡、聽診器、壓舌棒等

等，期能透過活潑有趣的互動加上體

驗醫療器具，讓孩子比較容易理解醫

師的檢查工作，進而降低小朋友看醫

生的恐懼。與會的林小姐表示，醫護

人員說明很詳細，自己的三歲孩子在

聽完醫師有趣的講解後，也不會害怕

看醫生了。

三月十一日，花蓮慈院小兒部兒童社區醫療科主任陳明群攜團隊在洄瀾親子館，帶領小朋友學習防疫

與醫療知識。攝影／江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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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模擬演練　熟悉流程不漏接

為強化醫院因應新冠肺炎 (COVID-19)
應變處置，三月十二日上午，花蓮慈院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導，進行醫

院桌上模擬實作，情境設定以醫院獲知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與接觸者檢驗結果

後，相關採行的感染管制措施，包括

「擴大採檢」、「關閉單位」、「環境

清消」、「健康監測／居家隔離」等項

目進行演練。

林欣榮院長擔任應變指揮官、吳彬

安副院長擔任安全官，聯絡官陳星助主

祕、發言官李毅醫祕，並邀請傳染病防

治醫療網東區李仁智指揮官，以及王立

信顧問、陳培榕副院長、王志鴻副院

長、慈濟醫療法人護理委員會章淑娟主

任委員擔任醫療技術專家。應變指揮官

林欣榮院長表示，模擬重大疫情發生時

的應變措施，讓醫護人員面對新冠肺炎

疫情時，能迅速、切實的處置應對，有

效防治傳染病疫情擴散，也感恩各單位

以隨時應對的態度，建構滴水不漏的防

疫屏障。

情境設定一位二十五歲的攝影師張

先生，騎車自跌由救護車送至醫院，急

診個案評估無海外旅遊史、接觸史及群

聚後收治住院。個案卻在住院後兩天出

現乾咳及輕微發燒等症狀，並表示一週

前有至臺北工作後返回花蓮，X光顯示
輕微肺炎，隨即啟動新興傳染病處理流

程，如診療評估後符合疾病管制署通報

定義則通報感染管理控制室。在感染管

理控制室江惠莉組長報告演練流程與細

節事項後，桌上演練正式展開。

「病人經採檢後確診為新冠肺炎，請

協助匡列院內接觸者名冊……」感管室

接獲衛生局通知檢驗報告為陽性，立即

向應變指揮官回報，並開始啟動相關應

變處置機制。透過動線分流的方式，啟

動新興傳染病處理流程，將確診個案從

普通病房送往負壓隔離病房後，避免有

疑慮的病人和其他人員接觸，感管室同

時通知單位護理長協助匡列院內接觸者

（包含同住病患及工作人員），並針對

具風險個案進行造冊追蹤。

「這裡是感管室，有兩名院內員工於

健康監測期間發現有上呼吸道症狀，目

前兩人在家中休息，預計三十分鐘後至

急診防疫站進行採檢。」感管室再度下

達發生院內感染接觸者有確診陽性的新

指令後，指揮中心立即進行擴大採檢、

三月十二日，花蓮慈院林欣榮院長帶領院

內防疫團隊進行桌上演練，模擬重大疫情

發生時的應變措施。攝影／彭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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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單位、環境清消、健康監測／居家

隔離，並動員總務室、醫事室、感管室、

護理部、醫務部、人力資源室進行後勤

調度，包括啟動轉送、動線管控、環境

清消等流程，以及轉送人員的連身防護

衣、N95口罩、護目罩、手套等穿脫流
程都絲毫不馬虎，確保第一線防疫人員

熟悉流程，以備不時之需。

「儘管防疫，真的很難做到百分之百

零病菌接觸，但備而不用，總是多一份

安心，做最好準備，迎戰最壞打算。」

林院長表示，每一個「疑似個案」都需

要動員至少二十位不同專業的同仁接

力合作處理，以確保安全。傳染病防治

醫療網東區李仁智指揮官也請同仁安

心，一旦東部有疫情發生，依照他的經

驗，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一定會派員協

助，目前醫院的防疫應變已經做得相當

紮實。

分流分艙　降低院內感染

「將每一次的『假警報』，視為正式

演練！」安全官吳彬安副院長表示，在

每週的防疫會議中集思廣益，極有效率

地建置負壓隔離病房、肺炎專屬病房、

急診室外複合式負壓採檢艙，以及疑似

病患運輸動線、確診病患處置流程，要

盡最大的努力，把風險降到最低！

而民眾就醫分流，從進入醫院之前

就開始進行。從三月三日起除了協助民

眾進入醫院前要查詢旅遊史，想要探病

或陪病者入院要落實實名制登記外，還

要戴口罩，並提供酒精乾洗手液洗手，

門口的紅外線熱影像會偵測每個人的體

表溫度。若是曾在十四天內有海外旅遊

史、發燒、上呼吸道症狀或具有接觸史

的民眾，會引導民眾沿著院外步道走至

急診疫病診，由急診醫護人員進行問

診，接著到獨立的 X光篩檢站接受檢
查，確認有無肺炎等相關症狀，之後會

進入花蓮慈院創新設置的院外複合式負

壓採檢室進行採檢。

因應「分流分艙」措施，王志鴻副院

長表示，目前指定二十東病房為防疫專

責病房，設有五間負壓隔離病室、五間

多人房改為單人隔離病室，且徵收二八

東病房做為隔離轉送區，目前所有防疫

物資可供應十四天無虞。並依照大內科

人力設置照護區域區隔政策，醫護人員

固定區域照顧外，確診病患的急、輕、

重症分流也很重要，限制醫療同仁工作

範圍及不跨區域工作，就連清潔人員都

花蓮慈院感管室江惠莉組長（右）與急診室陸

家宜護理長（右二）說明執行要點，確保第一

線護理人員熟悉流程。攝影／彭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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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楚的區域範圍，就是要全面防堵院

內交叉感染。而王立信顧問也建議提供

主動心理關懷，協助病人與同仁對抗心

理恐懼。

揪甘心

基金會夥伴支援醫院管制

另一方面，花蓮慈院自三月初起加強

門禁管制，讀取健保卡掌握民眾海外旅

遊史，門禁管理人力吃緊；三月十六日

起，慈濟慈善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副

執行長劉效成、張濟舵、劉濟雨等人接

力帶領同仁支援醫院門禁管制勤務。慈

濟醫療法人執行長林俊龍與林欣榮院長

特別準備六十七份防疫小包，感恩基金

會的加入。

自十六日起至三十一日，平均每天有

六位基金會同仁加入大愛樓門診入口與

中醫部側門入口的值班行列，預計將有

六十七人參加。顏博文執行長表示，主

要協助民眾讀取健保卡、乾洗手消毒、

監測體溫等等，初步篩檢進出醫院的民

眾。未來若需要更多支援，將號召更多

同仁加入。

而防疫小包裡，有花蓮慈院中醫部研

發的防疫茶與紫雲膏。防疫茶希望能增

強免疫力來抵擋新冠病毒；紫雲膏則是

對抗花蓮「特產」小黑蚊的好幫手。林

欣榮院長感恩慈濟慈善基金會的幫忙，

讓同仁有更多的防疫夥伴，這就是證嚴

上人說的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四大

志業「合和互協」，力量就會很大。

花蓮慈院從一月二十九日開始，動員

上百位行政、醫技同仁投入門禁管制值

勤行列，二月起更有慈濟醫療法人、退

休同仁排班接力，假日期間還有醫師、

護理、行政、醫技主管以志工身分支援

排班，包含內科部副主任王智賢、神經

外科部副主任蔡昇宗、醫務部副主任吳

雅汝、賴宇軒醫師、羅文綾醫師，護理

部主任鍾惠君、副主任葉秀真、王琬

詳，檢驗醫學科主任張淳淳、藥學部主

任劉采艷、社會服務室主任謝侑書、總

務室主任沈芳吉、人力資源室主任劉曉

諭、教學部行政主任梁淑媛、財務室主

任張素鳳、醫事室副主任張菁育等等。

泌尿部內視鏡泌尿科主任張嘉峰分享，

這段時間，所有醫院的同仁都動員起來

一起對抗疫情，這股力量讓他很感動也

非常地感恩。

三月十六日起，慈濟慈善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

（右二）帶隊基金會同仁支援花蓮慈院門禁管

制勤務，醫療法人林俊龍執行長（右一）前來

探班。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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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鄰里長者　善用小型衛教

防疫面向也從醫院推展進入社區。三

月十九日上午，花蓮慈院高齡暨社區醫

學部團隊來到計工里，為社區裡的長者

們進行近來最重要也最簡單實用的「戴

口罩、勤洗手」防疫衛教。

花蓮慈院洪慈婉專科護理師表示，許

多病毒都是經由飛沫或接觸傳染，正確

洗手才能降低被感染的風險。酒精等乾

性洗手液，主要供出門在外不方便洗手

的時候使用，但是其實濕洗手加肥皂或

洗手液的方式更加確實且方便，洗完更

要記得把手擦乾。

「口罩的壓條請記得要在上方的外

側。」洪專師提醒，若拿到兩面都是白

色的口罩，請記得要先認清楚口罩上的

鼻壓條，戴口罩的時候鼻壓條應該在口

罩外側，在鼻子上方，要壓緊壓條，並

且拉開皺摺確保上下左右都能服貼臉

部，最後脫下口罩的時候，請直接拉開

掛耳的棉繩後丟棄，不要隨意搓揉捏

小，反而會接觸到口罩被染汙的地方。

社區醫學中心同仁郭珮攸表示，團隊

帶著高規格標準來到社區裡衛教，並且

遵循著減少群聚機會的原則，以及落實

TOCC評估等防疫機制。目前針對大型
社區的衛教都先暫緩執行，鼓勵民眾多

使用線上資源。

另外，三月二十五日，彰化日興堂

囍餅、臺北海霸王、臺中知名伴手禮、

花蓮縣餅、宗泰食品、曾記麻糬等企業

代表，與慈濟基金會公傳處劉鈞安組長

和志工，特地來院送上各式愛心補給點

心，還有高雄區志工加碼製作三百個防

飛沫拋棄式防護面罩……來自全臺灣實

業家與慈濟志工的暖心祝福，為全力以

赴對抗疫情的醫院團隊加油打氣。

三月二十五日，多名來自各縣市的實業家與慈濟志工，來院贈與食品與防護面罩，齊為同仁加油打氣。攝影／楊國濱

花蓮慈院高齡暨社區醫學部團隊三月十九日前往計工

里，為社區長者進行小型防疫衛教。攝影／黃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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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齋戒無國界

院長帶頭推動茹素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
情持續延燒，臺北慈濟醫院致力防疫，

提供民眾安全的就醫環境外，院部主

管也身體力行，呼籲同仁、家屬茹素。

考量外籍照顧者長時間在醫院陪伴長

者，醫院特別印製蔬食券，由趙有誠

院長贈予外籍照顧者們，鼓勵其加入

蔬食行列，用愛地球的心祝福疫情早

日消弭。

為了讓外籍照顧者也能響應茹素，

特別印製印尼文、中文等不同語言的

五十元餐券，並每天提供給看護們。

趙院長娓娓道出此舉因緣：「上人一

直以來都呼籲大家虔誠地齋戒茹素，

有一回上人詢問我們是不是也能提供

外籍照顧者茹素的機會，因而與同仁

思考，如何將勸素行動推廣至全院。」

來臺灣十年的印尼籍烏米 (UMI 
SOPIYAH)拿到餐券，開心地說：「很
方便，因為我要一直注意病人的安全，

照顧阿公不能出去，有些東西我不能

吃，所以我很喜歡在醫院用餐，會比

較放心。」臺北慈院一天有約一百多

名外籍及本地的照顧者，透過一張張

餐券，讓更多人響應蔬食環保。

觀音誕辰祈福素　協力廠商響應

三月十二日適逢農曆二月十九日觀

世音菩薩誕辰紀念日，臺北慈院邀請

傳送、清潔、警勤、護佐等協力廠商

一同響應，贈予壽桃及近四百張面額

一百元的素食餐券，邀請人人一同齋

戒茹素。中午時分，四十多位協力廠

商代表齊聚 B1美食坊，齊心唱誦「誠
心祈三願」，雙手合十，凝聚善念，

祈願疫情早日消弭。

趙有誠院長說道，「期望我們效仿

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的精神，幫助苦

難的人脫離苦海。感恩大家在各自崗

位上盡守職責，攜手協力，幫助所有

受病痛之苦的人。」再提及因為新型

冠狀病毒肆虐，要遵守上人慈示，疫

情來時須有省思，趙院長也分享自身

茹素已逾十年，初期可能不習慣，但

適應後即能體悟素食之美，且對身體

非常健康。

各單位人員領著素食餐券，至美食

坊各店家購買午膳。總務處警勤趙尚

臺北慈院推廣茹素，趙有誠院長將蔬食券贈予

外籍照顧者，邀請茹素。圖／臺北慈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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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先生感恩說道：「我平常三餐會有

一餐選擇吃素，通常保全是到外面買，

人潮多，不安全因子也多，這次疫情

這麼嚴重，個人覺得醫院發放素食餐

券的活動非常好，能讓員工在院內享

受美食，避免外在環境的不安全因

素。」

防疫期間，除感恩一線醫護人員承

受巨大壓力、堅守崗位，守護民眾健

康外，也要感謝在醫院的協力廠商，

在平時已奉獻許多心力，特殊時期更

加辛勞，面對在短期難以解決的疫情，

大家更要手牽手、心連心，齊心面對。

從醫院到市府　行動護眾生

在院長室策畫下，人文室、營養科

與社區香積志工合作，三月十三日起，

臺北慈院在晚餐時段提供素食便當，

讓值班同仁可輕鬆茹素，下班同仁也

可訂購帶回家，與家人共享美味素食

餐點。

三月十二日，一封標題「大家一起

來晚餐」的信件寄到醫院所有同仁的

信箱裡：「便當一個三十元，為鼓勵

更多人茹素，可幫家人訂餐，不限制

訂購數量，無需自備餐盒……。」大

家不禁發出「好便宜」、「好棒」的

連連驚呼聲。

營養科吳晶惠主任說明，為了讓同

仁返家、值夜班時也享用美味的素食

餐盒，營養科向新店靜思堂香積志工

提議合作，製作美味晚餐；加上不限

數量，開放訂購回家的誘因，活動第

一天，訂購量就已高達一百二十個，

三月十二日適逢農曆觀世音菩薩誕辰紀念日，臺北慈院邀請傳送、清潔、警勤、

護佐等四十多位協力廠商代表齊聚祈福，一同響應素食護生。攝影／范宇宏



人醫心傳2020.455

第二天，則有逾一百七十個便當被訂

購。趙有誠院長笑著說：「感恩慈濟

人的用心護持，希望大家跟著上人持

齋持戒，認識素食觀念，吃得歡喜。」

三月二十三日，趙有誠院長、喬麗

華主祕與基金會夥伴前往新北市政府

拜會侯友宜市長，感恩市府對醫院的

照顧，並推廣茹素觀念。趙院長送上

隨身酒精瓶、額溫測量器、茹素小卡、

靜思語和素食便當，祝福站在防疫第

一線的侯市長及市府團隊平安健康。

侯市長說：「感恩臺北慈院與師兄、

師姊站在疫情第一線，守護民眾健康；

除了祈福齋戒，更特別送來素食便當，

用各種方式守護新北市民。」三月

二十四日，趙有誠院長集合各單位主

管，親自將素食券發到每個人的手中，

期望全院持齋持戒，為臺灣祈福。

三月二十三日，趙有誠院長（中右）、喬麗華

主祕（中左）與基金會夥伴前往新北市政府，

邀請侯友宜市長（中）及其團隊加入素食行列。

攝影／顏福江

三月十三日起推出晚餐素食便當，讓同仁能購

買回家與家人共享。攝影／范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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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
硬體升級軟體護持

提升防疫能量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在醫院守護第一

線的醫護人員辛苦又備感壓力，大林慈

濟醫院中醫部發起製作「藿香正氣防疫

淨露及濃縮液」，三月二日起分送院內

各醫療部門，不僅提升免疫力，更在龐

大壓力中注入舒緩身心的暖意。

中醫部針傷科主任葉明憲動員團隊合

力製作淨露，並由陳金城副院長等分送

給把守第一線的急診醫療團隊。急診護

理師郭淑慧說，噴後感覺皮膚變滑嫩，

聽到使用說明知道還可以加水稀釋成飲

品，尤其具有提升免疫力的效果，也增

加對病人服務的信心。

中醫觀點認為瘟疫或戾氣都好發於

冬、春兩季交換時。葉明憲主任指出，

瘟疫指的是大型具傳染力又會造成死

亡的流行病。他以藿香正氣散為底，

並引用各家藥方來對治風寒、濕滯，

成分中還有保護腸胃的白豆蔻及肉豆

蔻、減輕濕氣的香薷，以及增加皮表

防疫能力的防風，對於四季風寒疫

病，秋冬感寒傷濕，脾胃失和者都適

宜。

協助製作的藥學部藥師梁育彰表示，

將藥材放入萃取濃縮機後再加上純水，

以攝氏七十至九十度煎煮進行萃取，然

後裝成三十西西小噴瓶以方便醫護同仁

使用，可針對臉部、手部，甚至全身噴

灑，可存放三個月。

科技控管

網路預約探病智能系統

另一方面，大林慈院三月二日正式推

出「網路預約探病系統」，民眾可利用

手機進入登錄系統申請，並一併填寫旅

遊及接觸史，讓住院病患可以降低住院

接觸傳染的機會，避免疫情擴大。

負責研發的資訊室黃智瑋指出，醫院

會提供住院病人一組授權碼，由病人決

定是否提供給家人或朋友。當取得授權

碼後就能掃 QR CODE進入申請系統，
依指示逐步填寫授權碼、身分證字號、

探訪時段，最重要是必須填寫 TOCC，
包括最近兩個月內旅遊史、從事職業、

接觸史、是否群聚等，完成後等候醫院

的探訪核定通知。

大林慈院防疫會議總召集人賴俊良副

院長表示，探病登錄系統可讓醫院預先

掌握訪客的風險程度，進而保護住院病

大林慈院中醫部針傷科主任葉明憲與團隊製作藿

香正氣防疫淨露，藉以提升同仁免疫力並舒緩身

心。攝影／張愷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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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的安全。未來可運用到來院看診、洽

公的申請，可節省民眾往返醫院時間，

並減少醫療團隊負擔與壓力，萬一發生

疫情時也能即時掌握個案資訊與動線，

讓後續追蹤防疫更有效率。他呼籲民眾

盡量以通訊和視訊取代到院探病，進而

減少院內感染的機會，保護整體的就醫

環境與醫療量能。

分流篩檢站　志工集力三日搭建

大林慈院感染管制團隊因應防疫政

策，與急診部、總務室、工務室、慈濟

基金會中區營建室、嘉義慈濟志工共同

策畫合作，三月五日起一連三天在急診

部外的緊急災難預用地，搭建「多功能

防疫篩檢站」，提供更安全的作業環

境，減低院內感染的風險。為此嘉義慈

濟志工動員一百八十七人，三天內將

一百多坪組合屋搭建完成。

急診部主任李宜恭表示，根據傳染病

的風險，醫師會先做檢查、X光照射、
抽血檢驗等篩檢，將不同風險的病人做

初步的分流，主要目的在保障民眾就醫

安全，對於可能或者疑似傳染病的人，

在檢疫站經由快速診斷、檢查，讓病人

從風險低跟風險高做一個區別，讓民眾

知道到醫院應該要做什麼樣的處置與治

療。不管是否有傳染病的病人，都能夠

保障就醫跟治療的權益，並且確實做到

分流。

分流檢疫站的組合屋建材，來自十

年前莫拉克颱風（八八風災）時，紅十

字會在阿里山樂野部落搭建組合屋，安

置災民與重建家園時使用。經過四、五

賴寧生院長感恩嘉義慈濟志工動員一百八十七人，

三天內將新的篩檢站搭建完成。攝影／張菊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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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在慈濟基金會的幫助下，將八八

風災的組合屋資源再運用，又成為雲林

斗南高中行政大樓拆除重建時的臨時教

室，直至功成身退。

如今，慈濟基金會營建處高專陳文亮

發揮工程專長，與雲林慈濟志工合作展

開大改造。陳文亮表示，組合屋是沿用

當初拆下來的 H型鋼，去做基礎底座，
以新思維用穴鑽鑽孔，配合螺絲作拆解

與組裝，不再用乙炔焊接處理，精度做

得非常高，在組裝時可以非常迅速，拆

解後更可再次使用，具環保再生、延長

物命的意義。

除了組裝、清洗外，更以水泥跟連鎖

磚加強鞏固底座。急診部護理長楊舒雯

表示，很感恩嘉義慈濟志工冒著風雨搭

建防疫篩檢站，跟自己想像中的組合屋

不一樣，隔間、光線與通風兼備，反轉

了對鐵皮屋的刻板印象，更有助於發揮

戶外篩檢站的功能。

嘉義慈濟志工王壽榮、吳漢文、詹清

朗師兄等動員嘉義慈濟人，以組合屋搭

建戶外防疫篩檢站，一句「放心，志工

全力配合」讓醫療團隊好感動。劉鎮榮

主祕感恩志工團結付出，篩檢站裡面包

括檢傷分類、診間、X光室、留觀區、
採檢區、汙物區、待床區等，幫民眾把

關做分艙、分別照顧。醫院臨床病理科

經過衛福部認可，民眾如發燒需篩檢

時，檢體可直接送實驗室檢驗，只需一

天時間，不用再送到中央的指定機構做

檢驗來回需三天，可減少路途往返爭取

時效。

視訊問診　國際病人心安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延燒，連帶影響國

際間航班交通停飛。因應國際病人無法

入境或需受限無法在臺居家檢疫，恐面

臨原有治療藥物中斷的困境，三月十七

日大林慈院賴寧生院長透過視訊連線，

順利達成為香港、新加坡病人國際遠距

問診、開藥的挑戰。只要事先取得外國

人士的通訊診察治療同意書，首先確認

就醫病人身分與證件核對，既可避免外

國病人遠途飛行疫情感染風險，又能確

保病人治療效果不中斷。

在國際醫療中心同仁的協助下，賴

寧生院長透過電腦視訊畫面，與家住香

港的馬小姐及其父母連線。馬小姐因白

斑症於去年九月來臺看賴院長門診，病

情明顯控制及改善，但因疫情的關係，

無法來臺回診，藥物即將中斷而心急不

已，賴寧生透過視訊詢問馬小姐近期的

病情，同時透過視訊仔細查看她手部白

防疫期間，賴寧生院長透過視訊診療服務國際病

人。攝影／黃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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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的改變情況，答覆她的疑問，再根據

病情調整用藥。馬小姐的母親非常開心

可以透過視訊來解決女兒無法來臺就醫

的問題。

另一位新加坡的林女士罹患發炎性

多關節病變，同樣受到疫情影響，無法

來臺灣看診，透過視訊安排回診診療。

賴寧生仔細詢問她的用藥情況及病情變

化，同時透過視訊查看她的關節病變狀

況，再進行用藥的調整。林女士表示視

訊診療能夠避開被傳染的風險，幫助很

大。

賴寧生表示，利用視訊結合資料庫

進行視訊看診，透過清楚的聲音及影像

畫面，在病歷上做非常詳盡的紀錄，可

藉此建立醫院遠距的診察能力。兩位病

人分別是白斑及發炎性多關節病變的患

者，在確認診斷與相關紀錄完備後，將

以國際快遞將藥物郵寄到患者手中，讓

他們能在第一時間使用，也藉此建立醫

院國際醫療的模式。

醫院同仁防疫辛苦

慈濟家人慰勞

有感於防疫期間醫院同仁的辛勞，長

期護持慈濟的臺中知名食品公司與雲林

北港日興堂囍餅公司、雲嘉合心公傳幹

事和合心團隊，三月十九日特地帶來牛

軋糖、大餅、水果等愛心點心，為大林

及斗六慈院同仁補充正能量加油打氣。

陳金城副院長、林名男副院長、醫務

祕書林庭光、主任祕書劉鎮榮及急診部

李宜恭主任等主管，代表接受這批愛心

點心，陳金城副院長表示，「慈濟師兄

三月十九日，慈濟家人攜愛心點心前來關懷，為大林慈院同仁補充滿滿正能量。攝影／黃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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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醫療
嚴備防疫

特別報導

姊們本來在院區擔任志工，幫助我們，

這段時間都先退出醫院，一段時間沒有

看到他們，覺得很有失落感。感恩志工

們心裡支持著醫療團隊，體諒同仁們在

抗疫過程中的辛苦，特地送來愛心點

心，希望同仁們繼續加油。」

日興堂囍餅有限公司洪玉秀師姊表

示，平時都有到慈濟醫院當志工，但受

到疫情影響不能來，看到同仁們都很辛

苦，戰戰兢兢地在為防疫而努力，因此

就想用自家的產品來與醫護同仁結緣，

為大家加油！而醫院各單位同仁都很開

心能收到師兄姊的祝福和心意。

有感於許多防疫物品的採購不易，

三月二十四日收到高雄慈濟志工自製的

拋棄式面罩兩千個，讓醫療團隊振奮不

已，有助於阻擋飛沫的噴濺，保護在醫

院入口管制進出的同仁。此外，人文室

情商雲嘉南高屏區的懿德家族，自三月

二十五日起，每週三各區志工輪流製作

素食愛心便當，除了送給平常關懷的單

位同仁以外，也提供不同單位同仁以

二十元銅板價訂購，藉此推動素食，並

獲熱烈迴響。

大林慈院結合雲嘉南高屏區懿德家族推動素食，

三月二十五日起，每週三各區志工輪流準備素

食便當給平時所關懷的單位，其他同仁亦能以

二十元銅板價訂購。攝影／陳世嫻

三月二十四日收到高雄慈濟志工捐贈的自製拋棄式面罩，有助門

禁執勤時的防護裝備。攝影／于劍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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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
領藥採檢周全

養生飲打氣不忘志工

因應防疫措施而滯留中港澳病人無

法返臺親自就醫領取慢性用藥，臺中慈

濟醫院開辦「受託人代為就醫領藥」服

務。滯留中港澳地區病人只要具健保身

分，並於二○一九年十月後曾在臺中慈

院就診並由醫師開立慢性病用藥，可委

託親友填妥「代領藥切結書」，出示受

託人本人之雙證件，及委託人身分證明

文件（正本、影本或影像檔皆可），至

原診治醫師門診協助向醫師說明病人無

法返臺原因，並代為轉述目前病況，醫

師即可開立與前次處方相同藥品之處方

箋讓受託人領藥。

醫事室申報組組長林秋玲表示，僅針

對有長期用藥需求的慢性病人提供此項

服務，不包含急性病人。而受託人每次

只能領取一個月藥品，醫師視需要得開

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如果已有慢性病

處方箋，要領第二次或第三次藥品，依

規定也只能領一個月藥品。除西藥外，

中藥也包含在內。

養生祈福飲　提升醫護防疫力

感恩臨床醫護人員為防疫付出，簡守

信院長三月六日分送中醫部參照古方研

發「養生祈福飲」，慰問一線同仁辛勞。

同仁喝下熱騰騰防疫飲品，感受微苦後

的甘甜，紛紛感謝院長帶來鼓勵。

「養生祈福飲」由臺中慈院中醫部和

藥學部中藥科共同研發製作。擬定藥方

的中醫部主任陳建仲指出，新冠肺炎病

毒的臨床症狀和病情演變，屬於中醫的

臺中慈院中醫部和藥學部中藥科共同研製「養生祈福飲」，為院內同仁滋補，藥材

也分裝寄送給醫療志工傳遞祝福。圖／臺中慈院藥學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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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醫療
嚴備防疫

特別報導

「寒濕疫」，在未發病前宜以「扶正」

為主，透過祈福飲提升免疫力，使人體

正氣充足、增強體質，同時也遠離風邪

入侵，進而降低疾病的發生。

藥學部中藥科股長胡仁珍表示，選

用古方「玉屏風散」為基礎，再加減藥

方製成茶飲，去除原有的生薑、白朮換

成蒼朮，額外增加芳香化濕作用的組

合，加入解表作用的藿香、紫蘇，更符

合現代人需求，同時以藥膳包與飲品形

式提供，在家可以自己煮來飲用或做成

湯品。「一份可供家庭四到五人飲用，

也可添加五色蔬菜，如紅蘿蔔、牛蒡、

花椰菜、高麗菜、山藥、黑木耳、香菇

等製作成湯品，適合全家大小一同食

用」。

陳建仲主任提醒，「養生祈福飲」仍

須經醫師問診確認體質，感冒、發燒者

不適用，有特殊疾病及孕婦應先諮詢中

醫師再行使用。

投遞感恩���思念信與藥材包寄志工

慈濟醫療志工配合防疫，三月初起停

止到院服務。簡守信院長親自寫信感恩

醫療志工長年付出，隨信致贈養生祈福

飲茶包提升防疫力。三月十三日醫院團

隊親手寫信封，完成投遞思念任務。

教學部副主任傅進華說，平時志工

在，大家習以為常，一下子都不出現，

真的會很想他們。護理部主任張梅芳表

示，志工菩薩在每個單位都幫很多忙，

不在身邊時更能感受他們的偉大。中醫

部主任陳建仲說，師兄師姊沒來，不只

少了有力的幫手，更想起他們付出無所

求的精神。藥學部中藥科股長胡仁珍

說，志工往來兩個院區送中藥、幫忙拆

藥罐外膜、協助同仁打餐等，因疫情暫

停服務，所有人都忙翻了，直想起有志

工在真好。

臺中慈院大家長簡守信院長把對醫

療志工的思念與感恩化為文字，「最近

走在醫院的各個角落，總覺得怪怪的。

不習慣的不是因為為了防疫，所以每個

同仁都嚴陣以待，戰戰兢兢；不習慣的

是極目所望都看不到那一張張熟悉的誠

心熱誠的臉龐，那一個個牽著病患走過

診間，走過檢查室，更走過人生困頓的

志工腳印。」書信與茶包仔細被放入信

封，收信地址與收信人由醫院同仁一一

手寫完成。簡院長表示，電腦列印地址

的溫度差很多，希望師兄師姊收到意外

驚喜的同時，能感受每個細節傳達對他

們的感恩、思念與祝福。

簡守信院長 ( 右 ) 與王人澍副院長帶領同仁親筆

書寫，寄語對志工的思念和感恩。攝影／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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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裝採檢區　保護醫病也省裝備

臺中慈院原於急診外以帳篷隔離實施

採檢，但每次採檢後，防護裝備也要拋

棄，耗量驚人。三月二十四日新式篩檢

站上路，在急診室設置特別的內外隔離

篩檢區，讓醫師與病人在採檢過程分處

室內與室外，更安全又有效率，還能節

省防護裝備，若未來面臨擴大篩檢，也

能快速因應。

急診科主任李冠儀說明，同業曾毓

淇醫師先提出貨櫃屋隔離內外的概念，

進一步發想後，便直接運用醫院空間簡

單改造，變更原有建築結構氣密窗，將

採檢醫師與病人分隔室內、外，透過對

講機互相溝通。病人端在室外，空氣是

流通的，消毒相對簡單，每次採檢後直

接使用次氯酸水噴灑，間隔時間與風乾

後，就可以安排下一位病人，除了確保

採檢雙方安全，也可以縮短採檢時間。

且採檢醫師不需著裝，在防疫物資需求

增加的同時，可以將防護裝備留給後線

單位使用。

另外，近月來接獲的防疫物資，包括

高雄區志工自製簡易防護面罩、中區志

工車縫防水隔離衣、出院病人與企業分

別捐贈護目鏡，增添醫療人員的防護裝

備。更有來自中興大學管理學院提供茶

飲與護手霜，中部多家食品企業送的糕

點、咖啡等，讓臺中慈院感受到來自各

界滿滿的關愛。

臺中慈院急診科主任

李冠儀在改裝後的新

式採檢站示範作業方

式。攝影／賴廷翰

各界愛心物資挹注臺中慈院，讓站在防疫最前線的醫療同仁充滿力量。攝影／曾秀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