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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關山】

防疫盡心力　團結堅守崗位

響應慈濟基金會募心募愛行動，四

月二十七日午間祈禱後，陳岩碧院長、

林志晏副院長、李晉三醫師、賴佩幸

醫師以及護理、行政同仁在醫院大廳

為災疫祈福，陳岩碧院長率先拋磚引

玉募心，與會同仁踴躍跟進，診間裡

的泌尿科許志呈醫師、中醫科王仁甫

醫師及在線上忙碌的各單位同仁也紛

紛掏出錢包盡一分力，希望能夠幫助

受疫情影響的苦難人。

關山慈濟醫院自二月三日「同心行

動 消弭災疫」同步祈福啟動的那天起，
每天的午後，張志芳院長、管理室黃

坤峰主任與護理、行政同仁，皆自發

性到一樓大廳參與祝禱，祈求疫情早

日消退。有心就有福，有願就有力。

四月二十三日，一如往日的祈禱活動

結束，院長室發起募心活動，張院長

呼籲一塊五塊不嫌少，募集的是一分

善念。只見同仁熱情響應，紛紛走向

前奉獻心意。院長室林碧麗祕書與社

工員張寓鈴也捧著募心箱來到各樓層，

邀請大家一起將愛心化為實際行動，

還有就醫民眾路過主動詢問，聽聞募

心的意義，二話不說馬上就掏出零錢

包。

雖然疫情令人動盪不安，但比起愁

著防護設備不足的國家，或者面臨失

業風潮，生計出現困難的家庭而言，

醫院同仁有著配備與資源，還能夠站

在防疫第一線，用救人的雙手付諸心

力，是相對幸福的一件事！關山慈院

秉持警戒心做好防疫，更帶領同仁以

感恩心回饋社會，祝福彼此都能過順

順利利，平安走過這次的疫情。

第一排右起陳岩碧院長、林志晏副院長、李晉三醫師、賴佩幸醫

師，同心帶領玉里慈院同仁為全球疫情祈禱。

四月二十三日關山慈院發起募心

活動，齊為消弭災疫捐輸愛心。

攝影／陳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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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攜長者手作五禮　集福安身心

防疫中不忘迎接慈濟五十四周年慶。

四月七日上午，花蓮慈濟醫院林欣榮院

長帶領院長室副院長吳彬安、王志鴻、

陳宗鷹、羅慶徽、何宗融、徐中平、黃

志揚、醫祕李毅及護理部主任鍾惠君、

副主任呂基燕等人，到同心圓日間照顧

中心與長者們一起 DIY製作周年慶結緣
品，包含「五行五色花草茶」、「平安

藥草健康包」、「天然牙粉」、「健康

按摩槌」與「艾草薰香條」，使用馥郁

芬芳的香藥草來製作以舒緩眾人因疫情

而緊繃的心之外，並祝福慈濟五十四歲

生日快樂。

日照中心主任張幸齡表示，五行五色

花草茶代表著五行的金木水火土，對應

身體的心、肺、肝、腎、脾，在防疫期

間大家身心壓力都很大，希望藉由五行

五色花草茶舒緩大家身心緊繃的狀況，

其中薰衣草還有安神安眠的效果，能紓

緩壓力。而「平安藥草健康包」裡頭有

樟樹葉、艾草、香茅、薄荷等，這四種

植物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呼吸順暢之

外，其中樟樹的木質香味有助於穩定身

為迎接慈濟五十四周年慶，花蓮慈院林欣榮院長帶領院長室主管及護

理部與日照中心長者一起 DIY 製作祝福禮。攝影／江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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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帶來力量。

第三個禮物則是天然牙粉，有鼠尾

草、薑黃粉兩種口味，張幸齡主任表

示，不少老人家的牙齒有動搖、蛀牙的

狀況，透過天然的牙粉，可以避免口腔

感染也能消除口腔細菌，長輩使用起來

安全又舒適。還有裝滿艾絨、樟樹葉、

薄荷、香茅、桂枝的「健康按摩槌」，

在輕敲肩膀或身體的同時，就能聞到陣

陣的芳香，也能舒緩經絡、放鬆心情。

另一個則是「艾草薰香條」能除濕氣、

淨化空氣，在傳統習俗中，艾草還有祛

除邪毒，防瘟疫的功效，祈禱疫情能消

弭。

花蓮慈院以五樣禮物作為今年五十四

周年慶的賀禮，祝福上人法體安康，日

照中心也會將社區的長輩一個個照顧得

很健康，誠心祈福希望全球共善，拔除

苦難。

全球共善救拔苦難　募愛響應

四月八日下午，響應慈濟基金會募心

募愛行動，林欣榮院長帶領同仁與志工

共同為全球民眾祈福。「當我們積極用

醫療專業能力守護生命的同時，也看到

疫情已經對包含臺灣在內的許多國家地

區造成影響，甚至影響很多人的工作與

生活。」林院長強調，防疫是全民的工

作，防疫物資不光是醫護人員需要，希

望能募集大家的善心與資源，幫助全球

一起度過疫情。

雙手合十虔誠祈禱的同時，花蓮慈

院同仁也不忘戴起口罩，人人保持間隔

距離，拿起竹筒輪流上前投下祝福。社

服室副主任顏靜曦師姊表示，平安就是

福，感恩我們現在很有福，能有餘力為

需要的角落點燈送暖，期望全球共善匯

聚眾人善心，人人都能平安防疫成功。

四月八日花蓮慈院響

應慈濟基金會募愛，

拿起竹筒投入祝福。

攝影／楊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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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五十四周年

「疫」起守護健康

花蓮縣政府與慈濟基金會共同推動一

週一素日日蔬食活動，四月十三日醫療

法人林俊龍執行長應邀以蔬食提升免疫

力為題分享素食益處。四月十六日，花

蓮慈院副院長吳彬安與營養師劉詩玉也

隨基金會團隊前往宜蘭縣政府，共同推

廣茹素防疫新觀念。

四月十六日時逢農曆三月二十四日，

是慈濟基金會五十四周年慶。由林俊龍

執行長、花蓮慈濟醫院林欣榮院長、玉

里慈濟醫院陳岩碧院長、關山慈濟醫院

張志芳院長帶領主管及同仁，回到「心

靈故鄉」靜思精舍，向上人、精舍師父

與全球慈濟人祝賀慈濟五十四周年慶。

四大志業同仁因應疫情調整為線上祈

福，僅由院長室主管代表進入精舍，並

遵守戴口罩、酒精消毒雙手、量體溫及

填寫 TOCC等等的防疫措施。儘管疫
情嚴峻，虔誠祝福的心念與人本醫療、

尊重生命的初衷從未改變。

上人慈示，五十四年前從克難中走

疫情期間，花蓮縣政府與慈濟共同推動一週一素活動。左四起為花蓮慈院許文林副院長、教育志業執

行長王本榮、醫療志業執行長林俊龍、花蓮縣長徐榛蔚、慈善志業執行長顏博文、慈濟大學校長劉怡

均等貴賓。攝影／陳毅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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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安住窮困人的生活，感恩菩薩用心

用愛、再接再厲的鋪路並安住窮困人的

心，但願同樣的愛，用虔誠的心上達諸

佛菩薩聽，以虔誠的祝福消弭災疫。

林俊龍執行長帶領醫療志業送上祝

福並表示，這正是佛經中小三災之一的

「疫病」，遍布全球近兩百個國家地區，

影響生活、經濟等等，而小三災中的飢

饉、戰爭就容易隨之產生，相較於大三

災，包含火災、水災、風災有過之無不

及，不容輕視；並祈願上人法體安康、

法輪常轉，繼續帶領慈濟四大志業、八

大法印，也希望大家跟上上人的腳步，

一起安定民心，齋戒祈福，安然度過這

個困難時期。

花蓮慈院林欣榮院長分享，自疫情爆

發以來，花蓮慈院配合衛生福利部政策

落實防疫工作，很感恩全院同仁、退休

同仁及防疫志工全員動員起來一起守護

醫院，感恩防疫這段期間志工們疼惜同

仁們辛勞，特地為大家加菜補充滿滿元

氣外，也邀約同仁一起響應茹素祈福，

並以「人人八分飽，兩分助人好」來造

福人間，共同響應齋戒祈福與募心募愛。

玉里慈院陳岩碧院長感恩醫護、醫

技及行政同仁、醫療從業人員，為鄉親

戒慎堅守崗位。「在防護物資有限狀況

下，行政人員除了每天在發燒篩檢站值

勤加班外，更利用時間為同仁縫製口罩

與防疫帽，很感恩！」關山慈院張志芳

院長也說，雖然關山慈院規模不大，但

是每個人堅守自己的崗位，並做好本分

事，包含勤洗手、戴口罩等防疫措施，

謹慎守護著鄉親的生命與健康。

四月十六日林欣榮院長

帶領院長室主管們回到

精舍祝福五十四周年慶，

首先也要量體溫、消毒

雙手。攝影／楊國濱



人醫心傳2020.536

慈濟醫療
團結防疫

特別報導

【臺北】

大愛共伴　化感動為行動

四月九日，臺北慈濟醫院響應慈濟

基金會募心募愛活動，以「大愛共伴，

造福行善」為主軸，邀請同仁與民眾

付出愛心，讓愛廣披寰宇。

上人慈示：「安貧，他還沒有饑餓

之前，先把心安下來，大家知道社會

有愛，安住心，這就是為社會先安邦。

現在要息災，如何把這樣的疫情，把

它消弭掉？唯有我們要虔誠。我們無

法親自去發放，要增加造福的機會，

人人不管是出錢、出力、互動、互愛，

把愛的能量匯合起來。」疫情延燒，

慈濟人大動員，無論口罩套、面罩的

製作，或前往貧困國家進行發放，無

非都希望盡一己之力，匯聚愛心共度

難關。

趙院長說明，「這次瘟疫是人類的

大浩劫，人人擔心、惶恐，因此上人

呼籲平安的人出力、出錢，為疫情盡

點心力。臺北慈院之前積極宣導茹素

護眾生的重要，現在則用心以行動凝

聚善念，祈禱疫情消散。」

來到竹筒區，許多經過的醫院同仁

與民眾都停下腳步，布施善念。張耀

仁副院長呼籲：「這個活動需要大家

一起支持，若是行有餘力，可以貢獻

更多一點。」企劃室同仁黃彬涵分享，

「疫情擴散快速，不管是醫療或防護

物資等各種防疫資源都很重要，有很

多的需求。」

來院就診的陳小姐在竹筒區旁好奇

地看了看，決定付出，她說：「活動

的想法很好，要盡自己的力量，多付

出一點。」帶母親來洗腎的廖小姐也

笑著投下竹筒，表示：「很棒的活動，

可以啟發善念。」

一直以來相當護持醫院的陳重光

師兄，今天來院協助場地設置、付出

愛心，「這次疫情這麼嚴重，人人自

危時，很需要師兄、師姊站出來，盡

一份力。因為這份心能讓社會安詳，

只要人心安定，我想疫情就會慢慢平

息。」

慨捐防疫物資　安定醫療陣線

為提振醫護士氣，國際扶輪社

三五二三地區捐贈五百件拋棄式醫用

防護衣、兩百件反穿式隔離衣給醫院。

四月十三日的感謝儀式上，趙有誠院

長致贈感謝狀予扶輪社邱鴻基總監。

趙有誠院長指出，防疫物資是否足

夠是醫院每日防疫會議的重點之一，
四月九日臺北慈院發起援助疫災行動，各科室

同仁與志工匯聚愛心響應。攝影／鄭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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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臨床對防護衣與隔離衣的需求量極

大，扶輪社能在廠商缺貨、疫情嚴峻

的時刻來院贈送物資，不僅能為醫護

人員打氣，更能安定同仁的心。

邱鴻基總監同時也是國際慈濟人醫

會醫師，表示：「第一線醫護人員在

疫情最緊急的時候，冒著生命危險守

護全民健康，因此購買防護衣、隔離

衣贈送予醫院，盡一點心力保護醫師

跟護理師，也期望拋磚引玉，大家健

康平安，共同度過疫情危機。」

另外，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聯

電）捐贈三臺新型紫外線消毒機器人

予醫院，提升臨床感控成效；四月

十五日的感謝儀式上，趙有誠院長指

出，過往聯電洪嘉聰董事長就非常樂

善布施，本次防疫期間又捐贈新型紫

外線消毒機器人，更是扮演「及時雨」

的角色，相信未來，在醫護人員與機

器的雙重滅菌保護下，病人將擁有最

安全、最高品質的治療環境。

聯電總經理簡山傑表示：「紫外線

消毒機器人能運用紫外線光束大範圍、

快速地消除醫院、開刀房內、器皿內

的病毒，減輕醫護日常消毒工作的負

擔，讓前線人員留有更多時間照顧病

患。」內科加護病房蘇文麟主任也受

邀針對單位內使用機器人消毒的前後

成效、病菌量分析、使用者回饋予以

報告，提供實質回饋。

靜態祈福　手工糕點獻精舍

迎接慈濟五十四周年慶之際，因應

防疫需求，臺北慈院將往年朝山的動

態活動改為靜態祈福，四月十五日，

以《普門品》經文禮拜的方式為全球

祝禱；四月十六日，在趙有誠院長的

帶領下，醫院主管、同仁一同於志工

四月十三日，臺北慈院感恩國際扶輪社三五二三地區捐贈防疫醫療物資。攝影／盧義泓

感恩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捐贈新型紫外線消

毒機器人，提升臨床感控成效。攝影／盧義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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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會中，虔誠地向上人送上祝福。

上人慈示：「今天對慈濟人來說比

較特別，因為是五十四周年，是慈濟

五十四歲的生日。今年有新冠肺炎，

每個國家都買不到口罩、搶不到口罩，

所以人人發揮一念心學做口罩。做出

來給大家，做了給第一線醫護人員；

普天下慈濟人顧好第一線，就會想到

感恩戶，放不下弱勢家庭，讓我很感

動。會員委員間可以看到合和互協，

合心、和氣、互愛、協力，所以我雖

然很擔心，但是也很放心。」

趙有誠院長在會中表示，疫情期間，

在上人的呼籲下，院方用實際行動帶

領外籍照護者、協力廠商加入茹素行

列，同仁響應茹素的同時，也募心募

愛，期待愛心讓疫情早日消弭。他也

分享自己在二○○八年發生的小故事，

當時坐飛機要去花蓮的他，身旁坐了

位斯里蘭卡的女士，她是一位電機博

士，趙院長相當好奇，認為「為什麼

會有這麼遙遠地方的人要去拜見上

人？」

這個問題在今日有了答案，「慈濟

人非常用心，蓋了許多建設，未來的

主管、維護者、使用者要知道建設最

初的精神；因此醫院院部與各科室主

管，會用心守護臺北慈院這個生命的

殿堂，照顧好醫院與每個生命。」趙

院長帶領主管、同仁齊聲祝福：「祈

願眾生得離苦，醫護抗疫利人群；秉

持師志行眾善，淨化人心世祥安。恭

祝上人法體安康、常住世間、無量壽

福。」

謹記上人創立慈濟功德會救苦救難

的初衷，四月十五日，臺北慈院主管

與同仁在 B1淨如琉璃廳以恭敬虔誠的
心吟誦經文──《妙法蓮華經觀世音

菩薩普門品》，這部經文敘述觀世音

菩薩普門圓通之德，「普」是普遍、

四月十五日，臺

北慈院醫護同仁

以恭敬虔誠的心

禮拜《普門品》，

並採梅花座落實

防疫。攝影／范

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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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是能通，普遍而能夠通達，正

顯示觀世音菩薩能現種種身，遊化諸

國土，廣濟眾生的廣大。除了醫院同

仁，也有年事已高、行動不便的來院

大德參與，人人祈願疫情早日消弭，

世間早日恢復平靜。活動後，大家一

起「讓竹筒回娘家」，讓愛心匯集，

院部主管也將精舍師父們用心手作的

壽桃，贈予參與拜經活動的所有同仁。

欣逢慈濟五十四周年慶，早在四月

十日，院方結合各科室主管，在醫院

B1的美食街，做出「蝴蝶酥」、「瑪
德蓮」等美味糕點。趙有誠院長、張

耀仁、徐榮源、黃思誠、張恒嘉、楊

緒棣、鄭敬楓六位副院長、喬麗華主

祕以及醫療各科部、護理部、醫技、

行政主管捲起衣袖，穿上圍裙，在營

養科的指導下，用心揉捏麵糰，置入

模型裡。

營養科吳晶惠主任說明，「為了

製作沒有蛋的瑪德蓮，營養科普查了

市面上的食譜，逐步修改，才得以成

功。」趙院長也提到，「將蝴蝶酥、

瑪德蓮取名為『愛您生生世世』、『想

師久久久』，製作九百九十九個的用

意是期望上人可以永永遠遠帶領我

們。」臺北慈院願將敬愛之情傳達回

精舍，祝福上人法體安康、常住世間；

祈願師父們身體安康、平安如意。

此外，疼惜防疫期間醫護團隊的辛

勞，上人與精舍師父也在四月十七日

送來包含香積麵、五穀雜糧餅乾、Q
苓糕及《靜思晨語》等祝福禮。院長

室、總務室、人文室與志工們利用週

末假日恭敬包裝成一千六百份，趙有

誠院長與院部主管們也從四月二十日

上班日週一開始，每天親手將這份愛

傳遞給全院單位與同仁。

迎接慈濟五十四周年慶，院部主管及同仁合力

揉製糕點表達心意。攝影／范宇宏

上人與精舍師父送來祝福禮慰勉防疫辛勞，臺

北慈院徐榮源副院長四月二十日起將靜思禮袋

送到第一線同仁的手中。攝影／盧義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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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防疫

特別報導

【大林】

愛有多深　凝聚的心就有多虔誠

因為愛，我們的心凝聚在一起！在

人文室發動的「大愛共伴造福行善」祈

福會中，大林慈濟醫院同仁全程戴上口

罩、保持距離，戒慎虔誠面對疫情，響

應齋戒茹素、募心募愛回歸竹筒歲月，

願聲波共振不斷，上達諸佛菩薩，祈求

疫情早日平弭，天下無災。

院長賴寧生與同仁勉勵時說，如上人

所慈示，因為疫情影響，導致許多人失

業窮困沒得吃，除了要煩惱三餐之外，

甚至還擔心口罩及防護設備不足問題，

於是社會開始躁動了。世界是大愛地球

村，如何消弭疫情？唯有人人虔誠、增

益，增加造福的機會，無論是出錢出

力，互動互愛，大家把愛的能量會合起

來，持齋不殺生，人與人之間互相敬

愛，人與動物則要互相疼惜，如此才能

真正消弭災難。

現場參與同仁雙手合十，虔誠唱誦祈

禱，並以齋戒茹素祈願人人平安、讓世

間早日遠離災疫，最後由院長室主管拋

磚引玉，捐出自己的竹筒募心募愛，許

多同仁也紛紛拿出竹筒造福，站在一旁

的一位七十多歲阿嬤，趁著看病的空檔

時間，一同加入大愛行列，捐出自己的

愛心。

在緊張防疫時刻，仍處處有溫情！

一位匿名的善心人士廖先生，為了感謝

醫院站在第一線防疫的同仁，自掏腰包

在臺灣咖啡大林店捐了一百杯飲品力挺

大家，與大家的心凝聚在一起抗疫。此

外，大林鎮極品莊園公司為感恩一線防

疫人員辛勞，也特地寄送三大箱濾掛咖

啡，由賴院長轉贈給一線防疫人員。

賴院長感恩愛心企業的付出，同時不

忘針對醫院藥品是否充足多加了解與關

心，及民眾如何快速以慢性處方處方箋
領取藥品，並且再次叮嚀科室同仁要勤

洗手、戴口罩、勤消毒，避免病毒孳生

與感染，勉勵大家攜手抗疫，平安度過

疫情。

咖啡香和豆乾堡　傳愛抗疫前線

另一方面，巴登咖啡業主也將這份

關愛從臺灣咖啡大林店、潭子店、花蓮

店，延續到斗六慈濟醫院，四月十三日

發起了「力挺醫護，巴登挺力（你）」

的活動，與斗六慈院院長簡瑞騰一起在

四月十日「大愛共伴造福行善」祈福會上，大林

慈院賴寧生院長攜院部主管帶頭回歸竹筒歲月，

募集善心善款。攝影／江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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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典藏紀念杯、杯套上面寫下「咖啡

有多香，愛就有多深」，以及「世界有

你們真好」的鼓勵與感恩的話語，眾人

響應手寫傳情。有的咖啡杯上也有來自

菲律賓、印尼、越南，還有大朋友、小

朋友滿滿手寫祝福語「向你致敬」「有

你真好」，這一份的愛，「從一而生，

一生無量」、「愛無國界」要讓醫護同

仁們不孤單，愛一直都在，要一起將

「愛」傳出。

巴登咖啡張萊恩社長表示，整個疫情

在全世界蔓延，而前線醫護人員任勞任

怨一起守護臺灣，心裡很感動。張社長

哽咽地說，「雖然你們在第一線，我們

在後勤支援，大家同心協力共同抵抗病

毒，感恩醫護人員，希望大家要幸福，

不要辛苦。」收到咖啡祝福的感染管制

專責醫師黃振森與護理師楊茹媜，不約

而同道感恩，覺得很溫暖，也期待疫情

早日結束，讓大家能解除壓力。

院長簡瑞騰表示，病毒在哪裡我們不

知道，醫院同仁用最高的標準做防疫措

施，包括動線、社交距離，不止是第一

線醫護同仁認真努力，包括後勤的總務

人員規畫動線，清潔人員協助清掃及消

毒環境等，全院齊心一起。雖然疾管中

心指示須保持社交距離，人與人之間距

離拉長，但透過張社長的愛心，將醫護

同仁的心及志工的心，雲林鄉親的心，

再度連結起來，一杯香濃的咖啡，溫暖

幕後幕前同仁的心，讓全院更有力繼續

努力，將「病毒擋在外、把愛傳出去」。

四月十五日新化所長茶葉蛋業主以手

作素食豆乾堡一千二百份致贈大林、斗

四月十三日，巴登咖啡張萊恩社長發心致贈咖啡與堅果糖，為斗六慈院全體同仁打氣。攝影／張菊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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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醫療
團結防疫

特別報導

六慈院一線防疫醫護人員。大林慈院防

疫會議副總召集人賴俊良副院長及劉鎮

榮主任祕書、急診部李宜恭主任代表接

受，除了感受到素食的美味及南部人的

溫情外，更有堅強的力量繼續為鄉親服

務，將病毒抵擋在外。

所長夫人施麗華取得家族人員的同

意，製作「素食豆乾堡」為防疫人員加

油打氣。施麗華說，豆乾沒有防腐劑，

又非基因改造，裡面有四分之一顆茶葉

蛋，以及特製的酸菜和臺式泡菜，希望

能藉此推動素食，讓第一線人員吃到健

康又美味的食材，更為他們加油打氣。

所長茶葉蛋嘉義分店蔡嘉偉店長輪休，

得知訊息特別趕來協助製作，他說希望

讓辛苦的醫護人員感受到來自民眾的溫

暖，並且能繼續加油，幫大家守住臺

灣。

大林慈院劉鎮榮主祕表示，這段期

間，一線醫護同仁在用餐、喝水或其他

防護的裝備上面都非常的緊張，戒慎虔

誠防疫。接到這份愛心與溫暖感到非常

四月十五日，新化所長茶葉蛋業主帶來手作素食豆乾堡，為大林與斗六慈院加油。攝影／張菊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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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溫馨，欣慰地表示大家一定會更用心

的把病人照顧好。

急診部李宜恭主任品嘗後，對素食豆

乾堡的美味爽口讚不絕口，也說茹素不

管是身體上或是心理上，會比吃葷食還

來得好，除了健康以外，也為地球盡一

份心力。「非常感謝他們在百忙之中準

備這些點心，體恤、鼓勵著我們。內心

充滿著歡喜跟感激，更有力量繼續做下

去」。

人臉辨識系統　動線分流助感控

大林慈院智慧醫療創新中心引進人臉

辨識系統，同仁在上傳五官清晰照片完

成建檔後，於同仁專屬入口，只要「刷

臉」，甚至不必脫除口罩，就可以同時

完成人臉辨識、測量、記錄體溫、開啟

自動門進入醫院，不必擔心輸入密碼或

伸手推門，會造成交叉感染，讓同仁們

都感到十分新奇、便利。

賴俊良副院長指出，為加強防疫，醫

院自一月底即進行動線分流，設置同仁

專屬入口，與住院、門診病人、陪病家

屬動線分流，近日更特別於同仁入口增

設人臉辨識系統，加入體溫監測功能，

讓動線分流更加順暢。

林庭光醫祕也說，透過人臉辨識系

統確認同仁身分，同時以紅外線測量體

溫，毋需取下口罩就可以準確完成辨

識，讓同仁方便進出。

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資訊室南區資訊室

高級專員黃智瑋指出，系統在偵測到有

人靠近後，即會自動開啟，在靠近系統

約五十公分左右，就會開始測量體溫，

並進行人臉辨識確認身分，如果體溫低

於三十七點五度，就會開啟自動門放

行，若體溫高於三十七點五度，除了不

會開門外，還會發出警報聲，並連線通

知感染管制中心。

目前醫院除了於同仁出入口設置人臉

辨識系統外，並於急診設置會診醫師報

到系統，以及急診討論室外的簽到退、

體溫量測及門禁管制，急診部鄭伯良醫

師指出，會診醫師來到急診時，只要露

臉，都可以完成報到手續，增加效率，

也可以減少會診醫師對於鍵盤的接觸，

同時使用紅外線測量體溫，結合目前的

科技，讓醫師縮短報到時間，提高看診

效率。

大林慈院於同仁專屬入口處增設人臉辨識系統，

並加入體溫監測功能。圖為中醫師陳韋任示範

「刷臉」開門。攝影／黃小娟



人醫心傳2020.544

慈濟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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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

息災植福　整合募集愛心三行動

清明才過，疫情緊逼，慈濟人跟著上

人遠望的任重道遠絲毫未歇。臺中慈濟

醫院就在連假後第一個上班日早晨，由

簡院長帶動敲定募心募愛企畫，步伐緊

湊地前行。四月十日揭開三項行動的序

幕，息災植福行動就此展開。

疫情蔓延、天災未歇、經濟崩鎖，聽

聞上人晨會殷殷叮嚀茹素祈禱，看見菲

律賓慈濟人奔走救濟失業弱勢人。簡守

信院長念頭一起，六日晨會後即刻交辦

莊淑婷副院長研擬「線上惜福會」事宜。

隨即，人文組、社服室志工組同仁上

午九點不到在院長室會議室，就募心募

愛主旨、推動細節縝密規畫。決議在原

本帶動素食、午間祈禱基礎上，加大力

道引導息災外的增福植福。

募心募愛三大行動構想成形：對一般

來院大德，推動「平安鐘聲祈弭災、竹

筒存愛捐蒼生」，讓大德在醫院大廳佛

陀問病圖前敲鐘，再虔誠祈禱獻愛心投

竹筒。另外，由懿德家族牽起同仁，推

動「茹素獻愛、守護全球」線上惜福會，

師兄姊捐物資，同仁護持購買，共同捐

款為全球造福。另一項「涓滴匯流、愛

灑全球」則是募集同仁竹筒連結榮董團

隊，擴大社區愛心募集，集聚善念愛

心，布施進入功德海。

七日莊副院長更邀請值星合心組隊

長、活動幹事等與醫院相關單位同仁討

論，確定線上惜福會推動模式，凝聚共

識後，製作海報圖檔開始推廣。八日慈

院人文組同仁到靜思堂參與中區合心和

氣共識會，報告募心募愛行動執行方

式。

九日下午，公傳室備好看板，人文組

邀請蔡美莉師姊、林珠如師姊、曾燈章

師兄協助布置，大廳募心募愛的莊嚴氣

氛顯現。

十日上午，院長室帶動全院各單位揭

開「竹筒存愛捐蒼生」序幕。簡守信院

長說明，上人特別看到這件事，不是某

個地區的問題而是全球的問題，希望要

凝聚全球，要全球慈濟人共同集結力量

與愛心，尤其是把經濟復甦的力量，透

過師兄姊的關懷全球，讓真正有困難的

人得到實際的幫忙。

四月十日的息災祈福活動，在簡守院長號召下，

臺中慈院同仁響應竹筒捐。攝影／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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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防疫期間，要在大廳集合同仁，

特別由人資室、人文組、總務室同仁協

助，做好行伍距離，大家也響應院長號

召，紛紛捐出平日零錢累積的竹筒，銅

板與紙鈔投入陶甕，此起彼落的清脆聲

響，敲出大家的慈悲與同理，落實行動

發揮安定人心的作用。

神經醫學中心主任林英超指出，全球

疫情的影響不亞於世界大戰，生活窮困

的人無法出去工作，日子更為艱辛。他

期勉大家都需要發揮愛心，感受社會的

需要，拿出自己的一己之力。

職能治療師洪瑋汝響應上人號召，

與五、六位復健同仁一起來獻出愛心竹

筒。病房副護理長陳美鳳平日都會把買

東西剩的零錢投入竹筒，她說在臨床第

一線，天天做很多防疫措施，明顯感受

社會大眾心情變化，透過募心募愛，希

望能讓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同仁自動自發的愛心響應，感動到

醫院拿慢性處方箋的李小姐，主動加入

捐款隊伍。「臺灣很棒，大家都奉獻個

人微薄的心力，也祈禱疫情能早早度

過」。

簡院長表示，慈濟第一波在全球幫

忙募集口罩，分送到各個有需要的地方

去。第二波就是實際出錢出力凝聚在一

起，臺中慈院第一波，先清空存錢筒，

一個月內或更短期再存更多。然後四

月十三日起推動一星期的「線上惜福

會」，雖然沒辦法像以前在大廳很多攤

位一起來，但透過線上仍能將愛心與懿

德爸爸媽媽互動一起認購，不只是醫院

師兄師姊還有親友，都一起把愛的力量

在這段時間集中，還要持續素食齋戒。

清明已過，穀雨將至，四月桐槐茂

盛，臺中慈院愛心如花苞繁茂，在各角

落綻放。

疫情未歇　到宅分送慈悲關懷

儘管疫情尚未停歇，臺中慈濟醫院照

顧弱勢、關懷法親的腳步持續不斷，四

月十日前往豐原公老坪及慈雲寺，將慈

悲和關懷送到家。

防疫期間關懷不間斷，簡守信院長帶隊往診，在豐原公老坪公車候車亭前，查看涂先生使用助行器行

走的狀況。攝影／賴廷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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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先生為慈濟居家關懷個案，原住

在豐原公老坪豐年觀光果園中的六角涼

亭，沒水沒電環境相當髒亂，經常被路

過運動的人舉報，而該處經過慈濟志工

協助整理後，已恢復乾淨整潔的容貌，

透過當地社區發展協會的幫助，提供貨

櫃屋讓涂先生長期居住使用。

首先來到豐原公老坪關懷。午後陽

光和煦而溫暖，受慈濟照顧五年的涂先

生和住附近的慈濟志工楊素霞已坐在公

老坪的公車站牌處等候，「涂先生，今

天我們臺中慈院的院長，特地上山來關

懷你，看看身體有沒有什麼需要照顧

的？」素霞師姊說公車站牌剛好有椅子

可坐，可以說是涂先生的小客廳。因為

他住的貨櫃屋比較悶，所以他常到外面

坐，也比較有機會接觸人群。

天寬地闊的公老坪人車稀少，公車候

車亭暫時成了最佳的診間，簡守信院長

關心詢問涂先生身體狀況，他回答身體

很癢，翻開衣服，手、腳、胸部、背部

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紅紅的，簡院長一看

便知是乾癬症，「有看醫生吃藥嗎？」

「曾經有一個醫生有來看過，有給一小

條的藥膏，但是擦一隻腳就用完了。」

簡院長拿了六條藥膏交給他，並請涂先

生放心，「如果擦了有效，藥膏用完，

我們會再送來給你。」長期關懷的志工

說之後會來關懷他用藥的效果，並向院

長報告。

院長問：「膝蓋會痛嗎？走路有困難

嗎？」凃先生：「有助行器所以還好，
可以慢慢走。」細心的院長還跟志工叮

嚀：「他的右眼已經失明，要安排到醫

院做左眼檢查。務必要照顧好左眼，生

活才不會更添麻煩。」

在志工引導下，院長進到小貨櫃屋看

看他生活的環境，「整理得還算不錯」，

院長非常感恩在地志工五年來用心的陪

伴與關懷，從涂先生在涼亭搭帳篷獨

居，生活環境一片髒亂，到志工幫忙整

理大掃除，協助安排住進貨櫃屋，多年

溫馨的陪伴令人感動。

山上回程，院長特別轉到慈雲寺拜訪

和關懷法師。慧耀法師見院長進來，起

身迎接，眾人隨後入席來話家常。聊當

前疫情也聊從前，聊到慧耀法師出家前

在臺大醫院當督導，後來到花蓮慈院承

擔護理科主任，過去種種，仍鮮明的留

存在腦海。

此行另一個目的就是要協助照顧慈

雲寺法師們的健康。院長一一詢問每位

來到慈雲寺，簡院長一一詢問每位法師的身體狀

況。攝影／賴廷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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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身體有哪些不舒服？」年長的法

師，有的灰指甲、有的肩膀痠疼、有的

腳行動不便，院長分別依症狀給予藥膏

或請人文組協助掛號，日後再請志工陪

伴到慈濟醫院看診，貼心的服務，讓法

師們非常感恩與感動。

最後院長送上結緣品，有代表平安的

蘋果，上人的《靜思語》，慈濟的故事

《靜思》、《善護》、《心蓮》三冊，

其中《心蓮》書裡，寫到慧耀法師出家

前與慈濟醫院的因緣，鄭春玉師姊特別

翻開書讓法師過目。

離開慈雲寺前，慧耀法師也特別送給

簡院長及在場醫院同仁、志工，每人一

瓶隨身攜帶的酒精洗手液，提醒大家照

顧別人也要把自己照顧好。

手繪卡養生蛋　大小朋友謝醫護

四月十三日，臺中慈院分別收到幼稚

園與中學生送來手繪感恩卡與養生蛋，

暖心的小小舉動，大大感動醫護人員。

親自送來養生蛋與手繪卡片的大明高

中班聯會副會長翁晧維表示，新聞報導

醫護人員守在防疫第一線，全身包裹防

護裝備包，不僅汗流浹背，臉龐還留下

口罩壓痕，很捨不得，趁兩校區班聯會

時間，號召大里校本部餐旅群及潭子藝

術校區設計藝術群同學運用專長，製作

四月十三日，臺中慈院分別收到親子田幼兒園與大明中學師

生送來手繪感恩卡與養生蛋，大小朋友的祝福讓許權振副院

長（中）與同仁滿心感動。攝影／馬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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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蛋與手繪卡片，來表達對醫護人員

的感謝。

許權振副院長特地在醫院門口接待

大明中學師生並致贈感謝狀，特別感謝

同學以專長傳達的溫暖，他表示大明中

學藝術校區是臺中慈濟醫院的好鄰居，

同學的發心讓醫護同仁更有信心在第一

線守護大家的健康。禮物隨即分送各單

位醫護同仁，護理部主任張梅芳非常驚

喜，她說卡片畫得太好了，也畫出了護

理同仁心聲，非常感謝同學們的愛心，

要告訴同學：護理同仁收到了大家的心

意！

對醫護的感謝，也在幼兒心田發芽。

梧棲親子田幼兒園把防疫融入教學，小

朋友直接以行動寫感謝卡，彙整寄到醫

院。醫務祕書邱國樑分送充滿童趣注音

卡片到第一線單位，他說醫護同仁第一

線防疫的確壓力很大，但仍舊堅守崗

位，照顧好病人，他希望小朋友盡量不

出門、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

相信一定可以戰勝病毒。

親子田幼兒園活動發起人鄭以敬老師

表示，海外許多地區疫情嚴重，很多小

朋友只能待在家無法上課，臺灣孩子們

目前還能繼續到學校上課，是所有防疫

與醫護人員共同努力的成果，因此邀請

全幼稚園近一百多位小朋友手繪卡片表

達感恩。

收到全是注音的卡片，同仁一字一字

拼出孩子的感恩，也錄製影片送學校，

感謝小朋友們的心意。急診護理師蔡尚

蓉感動之餘也祝福小朋友們平安健康。

防疫聲聲急，但彼此的感恩，讓人與人

的心都有了善的交流。

咖啡農的心意　提神醒腦飄暖香

此外，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副執

行長湯火聖四月十七日親送濾掛式咖啡

包到臺中慈院，感謝醫護同仁投入防疫

的辛勞。醫院美食街的臺灣咖啡也連續

兩日免費現煮咖啡為醫護補充能量，咖

啡香飄出濃厚的團結抗疫溫馨情。

南投國姓鄉咖啡農李明杰感謝醫護人

員投入防疫辛勞，捐贈一萬二千五百包

濾掛式咖啡，贈送防疫中心外，也由行

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轉贈中部地區防

疫責任醫院醫護人員。臺中慈院院長簡

守信親自受贈並回致感謝狀給湯副執行

長與咖啡農李先生。

湯火聖副執行長表示，南投國姓鄉

是全臺咖啡產量最大的地區，咖啡農李

先生特製咖啡包略盡棉薄為醫護加油打

氣，顯示大家防疫一條心。特別的是，

醫院美食街臺灣咖啡，採自雲林古坑的

咖啡豆，也共襄盛舉，連續兩天贈送咖

啡與點心為醫護同仁補充能量，而店長

呂俊緯更將茶飲點心送到急診室，讓急

診同仁直接享用，相當溫暖與貼心。

防疫智慧享國際

預防皮膚炎上手

因應疫情可能帶來大量採檢需求，

臺中慈院急診室改裝特殊隔離採檢站，

急診科主任李冠儀並將改裝成果，與澳

洲格里菲斯大學公衛博士候選人顏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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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竹馬偕醫院急診科曾毓淇共同撰寫

成「Acrylic window as physical barrier 
for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conservation（壓克力窗作為個人防護
設備（PPE）保護的物理屏障）」一
文，被接受刊登在《American Journal 
of Emergency Medicine美國急診醫學
期刊》。李冠儀主任感謝院長室及各相

關單位全力支持實踐概念，也謝謝兩位

合作夥伴，將臺灣防疫智慧推向國際舞

臺，更希望能為全世界疫情帶來正向積

極的貢獻。

另一方面，「勤洗手、戴口罩」成

為全民運動，但許多防疫前線醫護人員

的雙手因「工作一整天，洗手近百次」

的反覆清潔，出現一開始的雙手乾裂、

脫皮到紅腫，更嚴重就演變成皮膚炎，

一旦手部皮膚發炎，失去完整的保護屏

蔽，碰到清潔液時往往疼痛難耐，讓原

本已經受傷的皮膚更加嚴重。

「這就是經常使用乾式洗手液清潔雙

手造成的接觸性皮膚炎。」臺中慈院小

兒科醫師余孟恭指出，使用低敏肥皂、

低濃度或不含消毒藥劑的洗手液，其實

也能降低皮膚發炎狀況。而「乾式洗手

液」是即時清潔的洗手方式，因為含酒

精與清潔消毒劑的成分，快速達到消

毒、清潔效果，但過程卻同時也溶解了

皮膚上的皮脂，就是雙手乾裂、脫皮的

主因，敏感性膚質的人還會產生皮膚紅

腫或發炎狀況。

余孟恭建議一般大眾，洗手盡量採用

「濕洗手」，清潔效果更優於乾洗手。無

論是濕式或乾式洗手後，都必須將手擦

乾，才能再接觸物品或繼續工作。可適當

的擦拭乳液，保持皮膚的水分與油脂，但

若已經出現紅、腫、癢或發炎等症狀，就

得趕快就醫，避免繼續惡化。

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副執行長湯火聖（右二）四月十七日帶隊親送濾掛式咖啡包，感謝臺中慈院

醫護同仁駐守防疫前線。攝影／馬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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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研發】

插管式麻醉防護罩

國際醫學肯定

時序入五月，疫情未歇，需要更適

當的防護方式來進行臨床醫療。花蓮慈

院麻醉部團隊研發出利用防疫罩加上插

管光視棒的方式，應用在防疫期間建

立「氣管內管呼吸系統」，獲得俄羅

斯《Anesteziologiya i Reanimatology》
(Russian Journal of Anaesthesiology 
and Reanimatology)及美國《Anesthesia 
& Analgesia》等國際麻醉醫學期刊刊
登肯定，而研發團隊也積極將這項創新

的模式，向各個國家地區的醫療人員分

享。

包含新冠狀病毒肺炎重症與許多疾

病在內的病人，插管後接受治療是他們

活命的機會，而完善的防疫保護措施，

則是保障醫療人員能照顧更多病人的前

提，花蓮慈院麻醉部副主任陸翔寧、術

後急性疼痛科主任楊曜臨與黃景旋醫師

在內的團隊，積極研發出利用防疫罩加

上光視棒的插管模式。

防疫罩加上光視棒的插管模式，除

了已經在俄羅斯、美國等國家的國際

麻醉醫學期刊發表，也獲得海外麻醉

醫師的肯定，來自美國的麻醉醫師菲

爾 (Phil Tsai, MD, MPH)，透過醫療期
刊找到了陸翔寧副主任，陸主任再受邀

將成果發表在美國的國際麻醉醫學期

刊上，實際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患

麻醉過的菲爾醫師說：「You show a 
very interesting technique for protecting 

花蓮慈院麻醉部陸翔寧副主任（右）與術後急性疼痛科楊曜臨主任（左二）、黃景旋醫師（中）展示研

發成果，利用防疫罩加上光視棒及頭罩上的螢幕，不需要直接接觸病人就能進行插管。攝影／楊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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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sthesia professionals during the 
intubation process, and you make it 
look very easy!（你分享了一個很有趣
的技術，可以在插管的過程中保護麻醉

專業人員，而且讓插管過程看起非常簡

單！）」

透過現場實際演練，楊曜臨主任表

示，傳統在為病人插管的時候，醫師為

了要看到插管的途徑，跟病人臉與臉之

間的距離非常接近，大大增加了感染的

風險，而應用防疫罩的研發成果，改良

了單純使用壓克力箱或者隔板屏障時，

視線與各項管路受到的局限性，僅僅利

用簡單的塑膠布，以及插管輔助光視

棒，就可以有效保護醫療人員，在插管

及麻醉過程中，免除被感染的風險。

「更少的接觸面積！更短的接觸時

間！」陸翔寧副主任表示，包含醫師與

助手在內的醫療人員，與病人之間都有

防疫罩阻隔，透過排氣測試，病人口鼻

呼出的氣體與噴濺體液都會被限制在防

疫罩內，完成插管也僅僅需要五至八

秒，對比一般困難插管往往需要六十秒

以上，甚至好幾分鐘的狀況，可以更加

有效的完成醫療行為，結束後只需要捲

起防疫罩丟棄，就可以落實防疫避免感

染，同時保護病人及醫療人員。

製作成本也是考量之一。由於在慈

濟醫療體系服務的因緣，接觸到許多義

診的資訊，陸翔寧副主任說，在一些已

開發國家的大醫院，擁有著很完善的防

護裝備，可是最貴的一套要價都要上萬

美金，「對於經濟規模較小的國家與醫

院來說，這是很難達到的目標，而製作

防疫罩的原料就是我們生活中常見的塑

膠布，一片新臺幣不到十塊錢，加上標

示用的膠帶、覆蓋孔洞的醫療用防水敷

料，每個防疫罩的成本其實很低，在各

個國家都很適用，而且不論是醫學中心

還是小醫院，都能透過簡單的製作進行

有效的防疫。」

林欣榮院長也引用慈濟證嚴上人的叮

嚀「希望大家要照顧好自己，才能去守

護更多的生命。」感謝所有團隊在醫療

上的盡責努力，更研發出許多有效的防

疫設備與措施，還能與全球的人分享，

希望在全球的共同努力下，大家都能平

安度過疫情。

傳統插管方式需要靠近病人口鼻，易增加臨床醫

療上感染的風險。攝影／楊國濱

利用防疫罩加上光視棒插管的新模式，可有效

保護醫療人員。攝影／楊國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