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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濟醫院八月十七日歡度三十四歲的生日。花蓮慈濟醫院自一九八六年啟業至

今，守護花東鄉親三十四年，醫護團隊不僅提供急重症救護，也深入社區推動健康促

進。十五日上午，花蓮慈院舉辦院慶大會，醫護、行政與慈濟志工，齊聚回顧三十四

年來的點點滴滴。院方特別表揚服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資深同仁，期許大家繼

續以視病如親的精神，守護患者。

花蓮慈濟醫院八月十七日歡度三十四歲的生日，十五日上午，花蓮慈院舉辦院慶大會，精舍師父及各

界貴賓醫護、行政與慈濟志工，齊聚花蓮慈院，回顧三十四年來的點點滴滴。攝影／楊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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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慶大會上，花蓮慈院院長林欣榮表揚三十年資深同仁。左起：藥學部張慈玲藥師、向雅玲專師、楊

怡婷護理師、張瑞雲護理長、樓惠芬護理師、護理部葉秀真副主任、郭麗聲檢查技術師、病理科徐永

祥主任、林欣榮院長、放腫科廖明雄技術主任、鄒嘉惠聽力師、教學部梁淑媛行政主任、醫事室組員

張錦芬、呂秋琴、田斐瑜。攝影／許榮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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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思精舍師父、健保署東區業務組長

李名玉、花蓮縣衛生局局長朱家祥、花

蓮縣消防局局長林文瑞、花蓮縣醫師公

會理事長鄒永宏、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執行長顏博文、慈濟醫療法人執行長林

俊龍、慈濟教育志業執行長王本榮、花

蓮慈濟醫院名譽院長陳英和、關山慈濟

醫院院長張志芳、慈濟大學顏瑞鴻副校

長，以及來自寮國慈善個案與花東鄉親、

家屬皆蒞臨院慶現場，院慶大會也透過

「花蓮慈濟醫院臉書粉絲專頁」與超過

六千位民眾一起即時見證這個充滿祝福

與感恩的日子。

堅持初衷盡本分

走過三十不忘初衷

醫治貧病的願從未改變，一九八六年

花蓮慈濟醫院啟業，當時花蓮醫療人才

招募不易，一九九○年在臺大醫院受完

病理專科醫師訓練的解剖病理科主任許

永祥醫師，三十年來始終堅持在病理醫

學科這條道路上，與同事及學生們找出

包含狂犬病、狂牛症、SARS、恙蟲病、
P-ANCA引起的血管炎、極罕見的血管
內淋巴瘤……等檢驗方式或經驗，成為

了許多疾病「千金難買的早知道」，讓

醫師在治療疾病時更有把握！而骨科醫

師于載九與許世祥自臺大醫院完成骨科

住院醫師訓練後，也義不容辭來到花蓮

慈濟醫院加入骨科團隊，三十年來，精

湛醫術改寫患者的人生。

以病為師

沉默精進的病理醫學路

「因緣來時，歡喜接受。」一九九○

年七月就到花蓮慈院服務的解剖病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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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寮國慈善個案板太太（左三）與小班克（左五），在醫療團隊及翻

譯志工的陪伴下來到院慶大會，感恩陳培榕副院長（左一）、整形外科

李俊達主任（左二）以及醫療團隊的關懷與照顧。攝影／許榮輝



主任許永祥，走在這條看似「沉默」的

病理醫學科之路，一做超過三十年。許

永祥在臺大醫院接受完病理專科醫師訓

練後，老師說「臺大沒有位置，只有慈

濟有主治醫師缺，要不要去？」，他就

說「Yes, I do」，但年輕的他，心裡很惶
恐，幸好臺大醫院每星期派兩個老師來

幫忙，第八年時，他終於跟老師說他可

以獨立了。而臺灣第一例狂牛病病理解

剖，就是在他手中完成。

外科病理，從收件到製作成標本，中

間需要經過許多道手續，大型個案大約

需要四天的時間，小型個案也要兩天，

如果是急件，以癌症病患為例，醫師在

開刀房送出病理冷凍切片之後，病理科

醫師必須二十到三十分鐘內完成，並且

做出判斷，而這個判斷將對醫師的治療

方式影響很大，大到是否要切除病人的

器官！所以，許永祥說：「我不能讓病

人懸而未決！」

就像病理解剖的結果，能讓之後的醫

師面對同樣病症時不會後悔，可以更有

把握做出正確決定一樣，許永祥表示，

來到花蓮，三十年的青春全奉獻給花

蓮，他也不會後悔。這三十年來累積的

三百四十二個病例，許永祥都印象深刻！

包含臺灣第一例狂牛症、境外狂犬病、

鉤端螺旋體……等，還有二○○三年的

SARS疑似案例，當時病人早上送醫，晚
上就死亡，許永祥說：「印象中承擔東

區防疫指揮官的李仁智主任問我說，敢

做嗎？我就回他，做啊，為什麼不做？」

在壓力與悶熱的隔離衣中，順利完成病

理解剖，所幸證實不是 SARS個案，解
除了當時的危機。

「身為病理科醫師，我要特別感謝大

體老師的無私付出！」許永祥表示，大

體老師的付出，除了讓醫學生、醫師練

習臨床技術，每個無語良師的「身教」

更是病理科醫師寶貴的經驗。在許永祥

特別有印象的個案，其中一位就是魏杏

芬師姊，許永祥將學生時代參加過臺大

臨床病理討論會的經驗作結合，再經過

病理解剖確認，魏杏芬師姊罹患的血管

內淋巴瘤，是全臺灣的第二例個案。

後來有一位慈大醫學系畢業的同學告

訴他，在長庚醫院皮膚科服務的時候，

因為參與了許主任主持的臨床病理討論

會，當時的大體老師就是魏杏芬師姊，

因此診斷時有了警覺，救回了一個同樣

罹患血管內淋巴瘤的個案。

人醫心傳2020.943

花蓮慈濟醫院三十四周年院慶

一九九○年七月來到花蓮慈院服務的解剖病理

科主任許永祥，走在這條看似「沉默」的病理醫

學科之路，一做超過三十年。臺灣第一例狂牛病

病理解剖，就是在他手中完成。攝影／楊國濱



平凡中的堅持　護理專業與初衷

而另一位服務滿三十年的神經外科專

科護理師向雅玲，自護專畢業後便投身

於病人照護，從護理師到專科助理到專

科護理師，雖然工作職責從執行繁雜的

醫令及常規護理中轉變為醫師身旁的重

要左右手，「永遠把病人放在第一位」

是向雅玲不變的理念，也因而深獲醫護

同仁的肯定。

向雅玲回顧曾照顧過的一位腦瘤小弟

弟，父母親帶著他從南部慕名到花蓮慈

院求醫，醫療團隊的盡心盡力讓他們感

動不已，尤其是看到向雅玲上班時，小

弟弟的爸爸都會說：「有妳在很好，很

怕妳不在。」治療暫告個段落後，他們

出院返回南部，之後病情再度變化，家

屬原執意要把小弟弟送回來治療，但孩

子已禁不起路途巔簸，醫療團隊改以網

路互動方式，提供給家屬最好的建議及

心理支持。即使小弟弟已經離世，每年

過年還是會收到他父親傳來的問候簡訊。

向雅玲提起，那分溫暖的感動總在心田

迴盪。

三十四年來，不只是醫師、護理師

「生根」花蓮，院慶大會當天也特別表

揚二十四位服務滿三十年的醫師、護理、

醫技、藥師與行政，還有五十七位二十

年的資深員工、五十一位十年的資深員

工與十大傑出優良同仁。院長林欣榮表

示，感恩醫護、醫技同仁及慈濟志工等

人一路上的護持；醫院約有五成的護理

同仁自慈濟科技大學畢業，更多來自花

蓮慈院培育的醫師、護理、醫技等人才，

分別在宜蘭、花蓮、臺東，甚至臺灣各

縣市的醫療院所服務。

練兵千日　用在「疫」時

相較以往，今年新春因新冠肺炎疫情

升溫，相對不平安。從今年一月廿日，

疾病管制署宣布成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花蓮慈濟醫院隨即在隔日同步啟動防疫

工作，戒慎守護民眾的健康。包括實施

門禁管制，進入醫院的每個人，都需要

配戴口罩，通過體溫量測，並消毒清潔

雙手措施。還有同仁、退休同仁陸續與

志工投入門禁管理的值勤行列，特別是

設在急診的篩檢站，運作得宜，使門診

病人就醫得以順暢，並獲得保障。藥學

部友善連續處方病人的「藥來速」取藥，

亦自二月廿四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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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慶大會中吳彬安副院長（左）與感染控制室

組長江惠莉（右）代表感恩同仁持續守護在防

疫最前線。攝影／許榮輝



花蓮慈院配合衛生福利部政策落實防

疫工作進行防疫部署，八個月來從防疫

物資準備、到設置 one way檢疫動線、
首創行動負壓採檢站、病房採檢擋板、

行動負壓裝置，還有包含醫護人員與清

潔人員的專責分組分班規畫，更攜手研

發「收納型防疫罩」與 HEPA呼吸道處
置技術，可以使新冠肺炎疑似個案從消

防救護隊送進醫院後到接受治療過程，

降低救護感染風險。這項研究成果也將

發表，分享給全球各醫療體系。

「醫護人員也是人，還是醫院珍貴的

同仁！」吳彬安副院長表示，真的很感

恩所有同仁與志工的支持，讓我們能持

續守護在防疫最前線，積極的應變所有

可能發生的狀況。感染控制室組長江惠

莉也分享，在醫院服務二十多年，今年

的新冠肺炎疫情真的是第一次感受到「壓

力」，但壓力有多大，感恩就有多深，

感恩第一線的臨床照護到後勤補給，各

醫療單位合和互協的堅守「守護生命」

的崗位，為防疫而努力，真的很感恩。

防疫健康新生活			慈濟醫療做先鋒

在新冠肺炎疫苗等解藥未出爐之前，

防疫工作是一場不容輕忽的持久戰。花

蓮慈院更加強推動「素食」生活理念，

護生護心護健康，並響應慈濟基金會發

起全球祈禱、茹素活動。為鼓勵更多人

茹素，從二月初防疫期間醫療志工「呷

菜‧加菜」揭開序幕，三月響應慈濟大

學「蔬食 go easy」，六月至八月串聯「素
醫素‧很健康」系列直播，七月「蔬福

食堂」開張分享美味蔬食，九月將轉型

由營養師與醫院供膳組教同仁如何烹煮

健康蔬食。醫務部吳雅汝主任發願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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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月初防疫期間醫療志工為同仁準備「呷菜 ‧ 加菜」了，讓同仁了解素食的美味也能體會素食的

好處。攝影／楊國濱



鼓勵帶動院內醫師茹素，護理部更是全

面推動「護理一人一餐素」，推素勸素

落實防疫健康新生活。

除了院內推素外，營養科把握機會對

外推廣分享健康蔬食新觀念，而花蓮東

區健保署更是響應訂購供膳組製作的蔬

素便當，在疫情嚴峻期間，讓健康習慣

深植人心。慈濟醫院志工顏靜曦表示，

多一人吃素，就能讓多一人了解素食的

美味，希望較少接觸素食的人，也能體

會素食的好處，從茹素培養慈悲心，共

同愛護大地。

林欣榮院長表示，儘管今年的上半年，

全球籠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恐懼中，但

相對安全平安的我們，除了感恩，在「人

才培育與品質提升」上更是不容懈怠。

特別是臨床新藥實驗上，惡性腦瘤新藥

人體試驗已完成十二例。自體脂肪幹細

胞治療腦中風人體實驗也已進入第二期。

另外一般外科也將開始有關肝硬化及胰

臟癌新藥第二期的人體實驗。最後他也

勉勵全院同仁，用「愛」守護生命、守

護健康，也用「愛」提升品質及創新，

「愛」照顧病人及家屬，還要跟上慈善

的腳步國際化，用愛發揮良能。

跑出健康　守護愛		

八月十六日星期日，清晨五時三十分，

近三百位社區鄉親與醫院同仁自慈院圓

環出發，以健康路跑來祝福花蓮慈院生

日快樂。 
院慶最具傳統與代表性的「回歸心靈

故鄉路跑暨健行活動」，今年因逢新冠

肺炎疫情，路線更改，並將終點設在醫

院；跑者伴著晨曦，沿著國福大橋、國

福國小、美崙溪上游旁的田間小路，再

轉進濟慈路接上達固湖灣大路，參加者

除了跑步，也有的人健走或騎腳踏車，

來為花蓮慈院慶生。出發前，花蓮慈院

林欣榮院長表示，很感恩每年院慶路跑

都有數百位鄉親參加，一起慶祝花蓮慈

院三十四周年，未來的一年也會持續以

「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的使命，

守護東部鄉親。

十一點三公里的路程，讓許多愛好路

跑的吉安路跑隊跑友與慈濟志業同仁、

慈濟中學風起社付出全力，一步一腳印

往前邁進。第一位抵達醫院的是社區男

子組林福勝，只用了三十八分四十二秒

抵達終點，同組的鍾和與何少騏分別以

四十一分五十九秒、四十四分三十一秒，

贏得第二、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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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科主任劉詩玉（左）與靜曦師姊（右）分享

推素勸素落實防疫健康新生活。攝影／許榮輝



醫院男子組第一名是藥學部的湯

岳勳，他表示，今年路跑路線與去年

不同，還有一段上坡路段，讓路跑更

有挑戰，很開心獲得院內男子組第一

名。而教學部副主任鄭伊佐，則是第

一位跑回醫院的醫師，他表示，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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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院慶祝啟業三十四周年，八月

十六日清晨五時三十分，近三百位社

區鄉親與醫院同仁自慈院圓環出發，

以健康路跑來祝福花蓮慈院生日快

樂。攝影／許榮輝

醫院長青男子組第二名林欣

榮院長說，到了可以買敬老

票的年紀，還是要保持運動

習慣。攝影／蘇遠光

醫院男子組第一名是藥學部的湯岳勳，他表

示，今年路跑路線與去年不同，還有一段上

坡路段，讓路跑更有挑戰。攝影／徐政裕



年年都來參加路跑活動，很榮幸是第一位

跑回醫院的醫師，也鼓勵大家多運動，有

益身體健康。同仁的參與，打破一般認為

醫護人員忙於工作而缺乏運動的誤會，證

明花蓮慈院是名符其實的「健康醫院」。

醫院長青男子組第一名由花蓮慈院研

究部副主任馮清榮獲得；同組第二名則

是林欣榮院長，他指出，雖然到了可以

買敬老票的年紀，但還是要保持運動習

慣，維持身體健康。

今年女子組，由傅崇瑀以五十分零九

秒獲得社區女子組第一名，緊接追在後

的溫蕙甄以五十二分零九秒成績獲得醫

院女子組第一名，而腎臟內科血液透析

室的陳鳳秋護理師，以一時六分十九秒

獲得醫院長青女子組第一名。

每年院慶傳統的路跑健行不光是健康

促進活動，也是社區民眾的家庭活動日，

就讀慈大附中高三的駱庭鈺說，把握在校

最後一次在花蓮路跑的機會，邀約爸爸一

起來參加路跑活動，很開心一起完賽，既

放鬆學測前的心情，還能訓練體力。

人醫心傳2020.948

三生三四 相約慈濟

特別報導
1

八月十五日下午，花蓮慈院三十四周

年院慶大隊接力競賽活動，院內同仁

組隊比拚。攝影／蘇光遠



熱血醫護　挽袖捐血

八月十七日是花蓮慈濟醫院創院

三十四周年，十八日上午，花蓮慈院與

臺北捐血中心花蓮捐血站合作，號召醫

院同仁、志工與鄉親響應，用「熱血」

響應院慶。

臺北捐血中心林敏昌主任表示，花蓮

慈濟醫院是花東地區急重症責任醫院，

平均用血量在花蓮地區就占了百分之

六十五 ，感恩花蓮慈院透過良好的血庫
管理、努力精進輸血安全，提供病患安

全及充足的血品，醫療服務更深受花蓮

鄉親的肯定與嘉許。並特別贈送「精實

輸血手冊」，由專業醫師群負責編撰及

審查，以各科常見的適應症為主，導入

適當的用血指引，希望更能符合臨床作

業需求。

花蓮慈院院長林欣榮也特別感恩臺北

捐血中心花蓮捐血站的設置，對花東醫

療輸血貢獻良多，尤其在對病患進行大

量輸血時醫院必須立即盤點血品庫存量，

可能需要緊急向花蓮捐血站，甚至臺北

捐血中心調用血品，感謝臺北捐血中心

長期提供穩定充足的血品造福花東地區。

而花蓮慈院同仁愛心不落人後，響應

三十四年院慶，邀約醫院同仁、志工與

民眾一起發揮大愛精神，挽袖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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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濟醫院三十四周年院慶

八月十八日，花蓮慈

院號召同仁與志工、

民眾挽袖捐血。攝影

／彭薇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