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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五日下午，靜思書軒誠品信義店裡，湧

入了一百多位讀者，專程前來參加王英偉署

長《從樂活到善終：王英偉醫師的全人健康

照護》新書分享會。攝影／黃淑琴

主述：王英偉     撰文：楊金燕
出版：心靈工坊文化

文／楊金燕、曾慶方、林芷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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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樂活
  到善終

王英偉醫師的全人健康照護

二○二○年七月五日週日下午，

臺北市豔陽高照、天氣炎熱，小巧

溫馨的靜思書軒誠品信義店裡，卻

湧入了一百多位讀者，他們或坐或

站，擠滿了整個書軒。其中包括十

餘位來自花蓮、大林、臺北慈濟醫

院的心蓮病房醫護及志工，近二十

位國民健康署的同仁，更有十四家

媒體到場採訪。他們都是來參加由

慈濟醫療法人、心靈工坊文化主辦

的《從樂活到善終：王英偉醫師的

全人健康照護》新書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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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濟醫院院長室醫務祕書李毅

醫師特別北上擔任分享會的主持人，他

與王醫師是老同事了，一開場便提到，

他很少閱讀人物傳記，但這本書卻忍不

住從頭看到尾，對這位視病如親的「儒

醫」王英偉，由衷敬佩，「這本書可以

當成醫學生的教科書，讓醫學生看看一

位『好』醫師到底該怎麼做！」。

破除偶像迷思  夥伴眼中的主任 

花蓮慈院心蓮病房主任謝至鎠醫師，
是王英偉「手把手」培養出來的醫師，

他回憶這十幾年與王英偉醫師的相處，

打趣地說，他要來「破除偶像迷思」，

謝醫師提到過去提計畫、想法給王主任

時，他經常「已讀不回」，但過了兩天，

便找一堆資料給他讀，讓他早期經常自

我懷疑，到後來他跟王主任反映後，王

英偉會回應：「收到，謝謝，主任。」

等簡短訊息。最讓謝至鎠難忘的是，有
一回，謝至鎠去關山慈濟醫院支援，週
六回到花蓮時打電話回病房，問問有沒

有人可以來火車站接他，沒想到，正好

是王英偉接起電話。「主任說，好，我

去接你。他不但來接我，因為剛好過了

中午，他還帶了一個便當給我，這件

主持人李毅醫師（左）表達對家醫科專長的王

英偉署長（右）的敬佩之意，不僅創造「樂活」

的環境，也讓「善終」變成一件快樂、讓人安

心的事。攝影／黃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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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我記到現在。」謝至鎠說，王主任
雖然不是個熱絡的人，「但他會以自己

的方式來關心我們。當你有疑問時，他

不會直接告訴你答案，而是給你資料、

研究報告，讓你自己去思考、找答案，

這樣收穫才會是自己的，我從他身上學

到的東西，是能終身受用的！希望可以

像主任一樣，做個時時刻刻對病人很熱

情、真心為病人付出的醫師。現在最高

興的是，我們等了四年，終於要把署長

還給我們了 !」
已從花蓮慈院心蓮病房護理長轉任護

理部督導的張智容則分享，她很佩服王

英偉主任「只要是為了病人好」，經常

發想各種不同的照護方式，「從早上的

晨會開始，王主任就會問：『這個病人

昨天怎麼樣，你做了什麼事情？你的評

估是什麼？』其實當下他就已經在教導

了，然後又問：『有沒有是可以更好的？

這個病人的心願是什麼？』潛移默化

中，影響護理師們會盡量收集資料、了

解病人的家庭關係，了解病人的心願。

當遇到困難時，我們會回到團隊，大家

一起想辦法，創造延伸出很多不同的照

護方向，王主任就這樣一點一滴的帶著

團隊一起進步。」

臺北慈院社服室主任吳芳茜，曾任花

蓮心蓮病房社工師，她分享時表示，王

英偉主任從來不生氣，儘管遇到團隊在

照顧層面起了爭執時，他也會一一詢問

大家的想法，隔天，他就會「變出」很

多資料請大家讀，還會追蹤「看過資料

了嗎？有沒有什麼心得？」，「王主任

這樣把我們團隊訓練起來，默默陪著我

們成長，我印象最深的是，主任說我們

總有一天會離開這個團隊，但是當我們

離開時，他希望我們能帶著滿身的技能

離開，讓我們把所有照護技能跟安寧療

護的種子帶到每一個地方。」

花蓮慈院心蓮病房護理長江青純則

花蓮慈院心蓮病房謝至鎠主任感謝王英偉醫師

的教導，也期許效仿王英偉，做個時時刻刻為

病人付出的好醫師。攝影／張秋燕

花蓮慈院張智容督導敬佩王英偉醫師經常發想

各種不同的照護方式，讓心蓮病房的照護團隊

持續成長。攝影／李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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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了王英偉醫師無時無刻為病人著想

的態度，以及在他的帶領下，如何推動

「遠距居家雲端療護」，讓病人得以安

心返家。王英偉則回饋，「其實雲端科

技跟遠距設備只是協助我們發展得更

好，但不能代表『人』的關心，安寧居

家照護最主要還是透過團隊所有人員的

全心投入，時時刻刻將病人放在心上，

才得以成功。」

王英偉所帶領的心蓮病房不但是慈濟

推動安寧照護的起點與典範，更肩負起

培育東部安寧療護人才的重任，而海內

外前來參訪與學習的醫療專業人士，更

是絡繹不絕超過五千人次。

冷靜與熱情的中間是「溫暖」

主持人李毅醫師好奇王英偉永不懈

怠的熱情，到底是怎麼來的？王英偉回

應，常有人提到他待人溫文、內斂、冷

靜；然而也常有醫護、家屬告訴他，他

對待病人的心很熱情。他則認為冷靜與

熱情的中間是「溫暖」，然而溫暖通常

不是用說的，而是一種行動的傳達與感

受，「溫暖」也是他多年來自許的待人

方式。

「我們都非常高興，王英偉署長終於

要回到花蓮慈濟了！可以繼續推動從樂

活到善終。」李毅醫師的話才剛說完，

國健署副署長賈淑麗致詞時，卻立刻回

應：「誰說要把署長還給慈濟的，有嗎？

沒有喔！想得太美了！」臺下來了二十

多位國健署的同仁異口同聲地大喊著：

「沒有！」讓此起彼落的歡笑聲不斷。

賈淑麗副署長分享，國健署同仁也

常稱呼王英偉為「王老師」，她感謝王

英偉為國健署帶來許多像「巧推」、

「設計思考」等創新的概念與做法，不

斷帶著大家打破公務人員的思域範圍，

「公務體系就像一個開著門的大鳥籠，

但王署長發現大家都不敢飛出去，他就

臺北慈濟醫院社會服務室主任吳芳茜表示，王

英偉主任用心培養團隊成員的開闊胸襟與慈悲

態度，令她印象深刻。攝影／張秋燕

花蓮慈院心蓮病房護理長江青純（左二）分享，在王英偉

醫師的帶領下，推動「遠距雲端居家照護」，讓病人得以

安心返家。圖為花蓮慈院心蓮團隊護理師。攝影／張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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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盡各種方法補強我們那雙翅膀，還不

斷飛出去給你看，告訴你外面的世界很

寬廣，要敢闖、敢行動。我想，沒有一

個長官會用四年的時間保護你去思考、

成長，這是我們莫大的幸福，是國健署

最大的資產！而他讓我們啟動潘朵拉的

盒子去改變，讓我們可以重新翻轉。雖

然他從來不是一個會『談情說愛』的長

官，但是在他四年的教育裡面，我們卻

看到他滿滿的愛，他對我們的愛、他對

社會的愛、他對民眾的愛。」

對於這場臺上的搶人大戰，王英偉倒

是很從容淡定。自二○一六年借調至國

健署以來，王英偉除了積極推動國民健

康識能、健康促進、活躍老化外，他認

為公務體系的人才培育也非常重要，如

儘管王英偉署長即將卸任，簽書會現場仍有多

位國民健康署同仁到場支持他。攝影／黃淑琴

國民健康署副署長賈淑麗（左）感恩署長王英

偉（右）帶給國健署許多新觀念與做法。攝影

／李玉如



人醫心傳2020.757

此才能為臺灣做更多事。他說，這四年

來，常有人喊他署長，讓他同時有「公

務員、醫師、老師」三種身分，然而他

自覺這幾年做得最多的，是「老師」的

工作，也是最困難的工作。「王老師、

王醫師，這兩個稱呼應該會一輩子跟著

我到善終，都不會改變，還有對待人的

態度，也是永遠不會改變的。」他說。

推動健康促進醫院

各界好友來相挺

原本很客氣安坐在讀者群中的大林慈

院林名男副院長、臺安醫院黃暉庭院長，

也一一被邀請上臺發言。林名男副院長

說，他昨天才得知這個訊息，今天特地

從臺南北上參加新書會。王英偉是他的

大學長，也像他的老師，對他而言是亦

師亦友的好夥伴，「他是臺灣第一個做

健康促進學校的，十幾年前，他當副局

長時就開始推動了。他在健康促進及醫

學教育方面總是給我很多寶貴的建議。」

臺安醫院院長黃暉庭（中）說，王英偉署長總是走在很前端，熱於分享海內外最新的醫療政策與做法，

這幾年不僅在健康促進醫院方面，帶動臺灣的成長。攝影／李玉如

大林慈濟醫院副院長林名男（右）到場支持，

提到王英偉署長與他亦師亦友，經常給他很多

寶貴的建議。攝影／黃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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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暉庭院長提到，王英偉署長總是

走在很前端，熱於分享海內外最新的

醫療政策與做法，這幾年不僅在健康

促進醫院方面，帶動臺灣的成長，也

在許多守護國民健康層面不斷推出創

新作法。

董氏基金會林清麗主任、董氏基金會

及慈濟資深志工陳淑麗也特地前來參加

新書會，林清麗主任表示一定要來支持

署長，「感謝署長認真的傾聽民間團體

的需求和建議，這非常難得，他讓民間

團體能擁有更多空間，可以在公益上繼

續堅持跟努力。」她更感謝王署長在推

動戒菸上，給予基金會許多專業的建議

與提醒。

資深藝人也是志工的陳淑麗則分享：

「我是一個慈濟師姊，我的委員編號

是 4779，所以算是資深的，可是當王
醫師要來當署長時，我們董氏基金會的

林主任卻告訴我：『他是慈濟人，妳不

像』，所以我要來請教一下，為什麼我

不像慈濟人，他才像慈濟人！？」淑麗

師姊幽默地肯定王署長的無私付出，她

笑說自己目前正處在「樂活」裡，未來

希望能好好學習「善終」，她一定會好

好拜讀這本《從樂活到善終》。

心蓮志工親如一家

資深慈濟志工，也是心蓮病房稱為

「乾媽師姊」的蔡秋雀，已年過七十，

今日特地從花蓮來到臺北新書會現場，

靦腆的她說，自己不善言語，但是當年

這麼照顧自己乾兒子的王主任 (王英偉 )
出新書，無論如何，都要來站臺相挺。

蔡秋雀一九九八年陪伴乾兒子在心蓮病

房走完人生最後一程，二○○○年她成

為慈濟委員，在心蓮病房擔任志工超過

二十年。

董氏基金會及慈濟資深志工陳淑麗也特地前來參

加新書會。攝影／李玉如

曾經的病人家屬，因深受心蓮病房團隊感動而成

為資深志工，被心蓮病房團隊稱為「乾媽」的蔡

秋雀師姊，來到新書會現場為王署長站臺相挺。

攝影／李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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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心蓮病房的志工張美麗師姊，

在攙扶下緩緩上前分享，她提到自己

得了巴金森氏症，所以講話很慢，她

說，當年她在花蓮慈院心蓮病房當志

工時，王英偉醫師擔心地對她說，「美

麗師姊，你為什麼動作那麼慢？你要

不要去看看醫生？」美麗師姊俏皮回

應：「我看你，就是醫生啊！」結果

一做檢查，真的得了巴金森氏症，所

以她的病，也是被王英偉發現的。「以

前我在醫院當志工，晚上在病房看到

王醫師，怎麼天一亮他又趕到醫院，

真的是個很好的醫師，今天特地趕來

參加，一定要來抱抱他。」王英偉則

表示，美麗師姊除了在花蓮與臺北慈

院，也在新光醫院當志工，非常發心，

是志工的典範。而醫療志工是心蓮病

房團隊的重要成員，感謝他們無私的

付出！

開啟「定點、定時、定人」

偏鄉巡迴醫療

王英偉是第一位在花東開啟「定點、

定時、定人」偏鄉巡迴醫療服務的醫

師，早期人力匱乏下，他「醫師兼司

機」，上山下海跑遍花蓮各個偏鄉、部

落。在新書會中，李毅醫師提到王英偉

特別重視「定人」，因為對病人而言，

哪一位醫師來看診很重要，病人看到同

一個醫生來，他會安心，會知道「你又

來看我了」，而醫師也可以累積出對病

人的整體照護。

走入社區　有溫度的醫學人文教育

主持人李毅醫師讚歎王英偉投入醫

學人文教育多年，對「以人為本」的醫

學教育有極大的貢獻，也是最受學生歡

迎的老師。王英偉設計了醫師專業素養

昔日心蓮病房志工張美麗師姊儘管因罹患巴金森氏症，走路說話都較緩慢，仍特地前來新書會。圖為

張美麗師姊擁抱王英偉署長，感謝他為病人無私的付出。攝影／李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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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反思課程，讓醫學系的學生從一

到六年級，都能結合原有課程，將醫療

人文帶入醫學教育，也帶領學生深入部

落、社區訪查，再讓學生討論、深思、

分享見聞，讓「醫學」變成一門有溫度

的學科。

王英偉的昔日學生陳瑱玲，特地從

南部北上來獻花。她表示：「很幸運能

在大學和研究所都跟著老師學習，雖然

花蓮資源不足，但他讓我們變得很國際

化，老師一直鼓勵我們參加國際研討會

及各種活動，雖然當下很辛苦，但學到

很多，眼界也更開闊，老師脾氣真的很

好，總是和顏悅色的指導我們！」她很

好奇王老師其他的人生故事，非常期待

閱讀這本書！

終生實踐　以全人為中心的照護

新書會的主角——王英偉，十九歲從

香港來到臺灣後，便不曾離開。如今，

父母親的骨灰早已雙雙安奉花蓮——這

個他情感上認同的「家鄉」。他認為，

人活著，不能沒有理想；身為醫師，總

有想要守護的價值與希望。而守護全民

健康，從樂活到善終，更是他行醫以

來，永遠不變的初心。

活動最後，李毅醫師以證嚴上人曾說

的「只要方向對，不怕路遙遠」為結語，

「對的事情可以永遠做下去，而這本書

也值得反覆看下去，書中有許許多多小

故事，可以看見王英偉署長真心為病人

付出，率領的團隊是如何突破病人的心

防，又用怎樣的方式走進病人的家裡，

而最後家屬很放心的把病人交給醫療團

隊。」

王英偉醫師則很感恩這三十年來能有

機會在花蓮慈濟醫院、在國健署，實踐

「以全人為中心」的照護。透過團隊合

作，除了醫病，也能照顧到病人的身心

靈、照顧到家屬及社區。在國健署期間，

讀者大排長龍，等待簽書。攝影／張秋燕學生陳瑱玲感謝王英偉老師的教導，特地從南

部北上來獻花。攝影／李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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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民間組織、衛生局、學校等單位合

作，推廣全民健康識能的提升、活躍老

化、預防疾病等政策，是自己最大的福

報。新書書名《從樂活到善終》，正好

把他這三十年來的實踐與精神，做了最

佳詮釋。新書會最後在大排長龍的簽

書、擁抱與合影留念中，圓滿結束。

新書分享會活動感恩北區公傳志工；

慈濟人文真善美志工：攝影黃淑琴、張

秋燕、錄影鄭振遠、文字陳怡任等志

工、靜思書軒工作同仁與小志工、慈濟

基金會公傳處顏福江、心靈工坊、慈濟

醫療法人人文傳播室團隊

慈濟北區公傳志工協助接待來賓，與王英偉署長合影。攝影／張秋燕

籌辦新書會的慈濟醫療法人人文傳播室與王英偉署長（中）合影。高專曾慶方（右三）、本書作者楊

金燕組長（右二）。攝影／張秋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