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路

二○二○年初，我最不想看到的事情，發生了！一種很

類似 SARS的新冠病毒引發嚴重肺炎，迅速衝擊了全世界。
二○二○年元月十九日 (星期天 )，農曆年之前，在花蓮

靜思堂最後一場歲末祝福上，我受證成為慈誠 (慈濟志工 )。
受證之後還來不及參加與我的師父――證嚴上人的溫馨座

談，就趕回辦公室寫了一篇邀稿，談談我對這次新冠疫情

的看法。

元月二十日晚上八點左右，林院長來電：「羅副！疫情

來了，不能只提醒我，也不能只寫短文，要上志工早會提醒

全球慈濟人，這是我們應該幫上人的……。」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一早我先在志工早會連線時向上人與志工師兄師

姊匯報，稍晚就在社群群組裡發布我趕出來的那篇文章（貼

文附於本文末）。如果這也算是某種層次上的超前部署的

話，那真的要再感恩一次林欣榮院長的敦促。林院長指定

要我到志工早會分享對這波疫病的走勢分析，我本來建議

找感染科醫師較適合，但院長堅持，「不行，就是你了。」

我心中暗想：「唉，又被林院長指派包工程了！」

SARS從

到新冠肺炎
──我的抗疫心路與慈濟因緣(下)

口述／羅慶徽　花蓮慈濟醫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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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必守住靜思精舍

和慈濟醫院

其實，回想起 SARS期間的種種經
歷，內心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焦慮，但因

為林欣榮院長的積極鼓勵而有所翻轉，

接著又被一位同事嗆聲：「上次 SARS
時，你常常在半夜哭，昨天你已經受證

成為證嚴上人的弟子了，你應該要拿出

辦法來！……」好直接、好兇喔！這話

我不愛聽，但還是決定就這樣做吧！在

林院長授意下，我開始積極安排一些防

疫行動，例如，我打電話請託「醫界葉

問」何宗融副院長，請他協助請購大量

中藥材，之後得以製作有助於提升抵抗

力的防疫茶給同仁不時補充；也打電話

拜託總務室主任「吉姊」沈芳吉，拜託

她多準備一些防疫裝備；再打電話給檢

驗科，請檢驗醫學科主任張淳淳趕快準

備檢疫相關備品，她信心滿滿表示都有

多買。不過，淳淳很聰明，舉一反三，

隔日她回報：「羅副，你昨天來電話後，

我想一想，又訂了更多！」所以後來幾

個月疫情進入延長戰，實施更嚴格的防

疫醫療物資管制，我們醫院始終備有充

足的試劑供應前線。總之，要感恩的事

真多，感恩上人教誨，感恩院長信任，

感恩同仁直言「飆」我，逼著我把焦慮

放在一邊，提振士氣，認真部署。

疫情初期，即使相關資訊很有限，但

仍足以從數字變化和病例分布上大膽推

論「非常有可能」已發展成有效的人傳

人，萬一猜想成真，春節期間大規模的

人流移動潮恐將加速病毒的傳播。為此

我在志工早會上，提出大膽推測，並向

慈濟志工說明病毒概況，該如何留意防

範，一定要勤洗手和戴口罩，也暫時不

要出國旅行，因為「轉機即危機」。當

時我呼籲大家都要戴口罩，事後也引起

不同的聲音，還有人提出疑問，這樣的

呼籲會不會引發不必要的恐慌？我將狀

況回報給林院長，他引用了一句《靜思

語》勉勵我：「對的事，做就對了。」

有了院長的支持，彷彿吃下了一顆定心

丸。

慈濟全球志工總督導黃思賢師兄私下

問我：「羅副，這不明病毒性肺炎會不

會有問題？」我回說：「我個人覺得，

傳染風險有可能會比預估的更為嚴重，

很希望每個人都要認真做防疫，也要減

少群聚。」我明言自己的角色和立場的

難處，「思賢師兄，其實這件事情我不

知道怎麼做會比較恰當。」他當下回了

一句：「我來做！」我不知道細節，但

感謝思賢師兄很快的啟動了防疫機制，

讓大家前往靜思精舍，都要戴口罩、量

體溫、手部消毒，並設了管制動線。思

賢師兄的號召能力和即知即行、勇於溝

通的魄力讓我欽佩不已！

當時我們院長室所有主管很低調的有

個共識：「我們一定要把花蓮、慈濟醫

院和靜思精舍守住。」所以不只是病人，

醫院工作人員、精舍師父和志工們，還

有整個花東地區，都是我們全力以赴的

守護對象。

花蓮是幸運的，疫情至今仍是一片

淨土，非常感恩花蓮縣府團隊及所有防

疫人員的付出。而花蓮慈院也在全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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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努力配合中央防疫措施，加上慈濟志

工輪班支援醫院入口防疫之下，安然度

過。感恩有大家！感恩菩薩庇護！

疫情下的省思	

我目前在花蓮慈濟醫院的工作範疇，

涵蓋行政、教學、研究和臨床，要陪伴

許多同仁，協助處理他們在工作遭遇的

各種狀況，也要帶學生寫文章、做研

究，自己的長照領域更要顧好，而臨床

工作對我來說是最有樂趣的，好想多做

一點，卻實在太忙碌了。新冠肺炎疫情

延燒以來，時間更是填得滿滿的。好在

中午時間，還是能維持在辦公室的一張

椅子上小憩片刻。有時候回想起在西部

工作時，辦公室都有專屬的盥洗與休息

空間；現在的辦公室裡，卻連擺張福慧

床的空間都沒有，心裡難免有點小小遺

憾。但再想想上人的辦公室有多大？再

去看看德蕾莎修女 (Teresia de Calcutta)
的房間多大？也就沒有什麼好不習慣的

了！

我們在臺灣是很幸運的。有人說戴口

罩不方便，可全球疫情當前，有口罩可

以戴儼然成為特權，可知世界上多少人

沒有一個好的口罩可以戴著保護自己？

同理，洗手也是特權，世界上有多少地

方連足夠的飲用水都沒有，遑論洗手。

這也是為什麼我在通訊群組裡開始拋出

要節約用水的提醒。有沒有想過，萬一

疫情還沒有結束，臺灣卻開始鬧水荒？

這不是不可能！其一，臺灣近年旱澇極

端、蓄水量不穩；其二，為了防疫我們

都用了很多水。很多人因為害怕病毒，

洗手用水就開得很大，但有沒有可能隨

著水花噴濺，病菌又回頭往自己身上

衝？這可不是玩笑話！所以大家要很小

心，要警醒。我自己努力這樣做，也感

恩上天讓我有機會分享給身邊的人，呼

籲大家防疫期間也別忘記要省水。

常常有師兄姊建議「應該要請羅副用

專業講某某主題」之類的建言時，上人

都會回一句：「啊伊就是要有證據才要

說啊！」（閩南語），感恩上人對弟子

的善解與包容。例如要談做環保可以延

遲老化，我就真的花了一年半的時間做

研究、寫成文章在國際發表，這樣才有

憑有據，才不會讓別人覺得只是慈濟人

在自說自話。了解我性情的人也就笑笑

的帶過：「羅副個性就這樣，不要勉強

他。」在此深表感激。如果經過一定的

實驗求證，就算後來被證實有錯誤，那

也無可厚非，知識本來就是從不斷論證

和推翻的過程點滴累積進步的啊！總之，

不要傳沒有實證根據的論述，否則萬一

將來被反撲，讓外界質疑我們講的話都

是有目的性的，這樣反倒成了反效果。

而歷史，就是最值得我們借鏡的憑證。

莫忘那一年：

回顧流感歷史	戒慎虔誠

比爾蓋茲形容新冠肺炎是百年一遇的

世紀病毒。此言不假，回溯一九一八年

至一九二○年間橫掃全球的流感病毒，

確實相隔近百年。那次的流感病毒隨著

第一次世界大戰流竄，跟着軍艦跨越海

洋再登上陸地，美國、法國、中國、西

班牙及英國、意大利、德國、俄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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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繼發生類似的流感疫情，從軍隊到碼

頭，從平民老百姓到領導高層，足足造

成五億人口感染（全世界當時人口約

十七億），死亡人數更高達五千萬到

一億人之間，與如今新冠疫情竄遍全球

一番對照下，簡直就是歷史重演！

每一個人類受苦，對我們來說都是

苦。古今皆然，病毒沒有長眼睛，不會

認人，沒有哪個地方或是哪一個時代可

以有把握得以倖免，它的傳播蔓延與進

化速度就像戰情一樣詭譎，所造成的傷

亡也如同戰爭一樣，甚至更加慘烈，不

論百年前或百年後，如果不希望再有更

多生命犧牲，人類應該做的是記取它的

可怕，正確的去理解、去防範。

會特別舉這個史例，除了切合現下疫

情發展，也許與我對戰役、歷史等比較

感興趣有關。有次在某個場合分享人多

好做事的概念，本想引述印象中上人提

過的例子，說了一句：「好人跟壞人打

架誰會贏？」過沒多久，臺下不知道哪

位善知識遞了張紙條傳上台：「羅副，

上人講的是『拔河』，不是打架！」害

我笑場並當場致歉。

另外，趨勢及人道使然，如今對病毒

和疾病已經不再使用地名來命名了。對

西班牙來說，百年前那場瘟疫是從法國

傳來的，所以西國稱之為「法國病毒」。

至於為何被傳為西班牙流感？是因為第

一次大戰時期，參戰國家都實行媒體審

查制度，意即不准發布會影響士氣的報

導，英、法、美等國皆是如此，屬中立

二○二○年一月花蓮靜思堂歲末祝福，與羅慶徽副院長同場受證慈誠的還有（左起）疼痛科主任王柏

凱、老人醫學科主任高聖倫、社區醫學部同仁林彥瑋、婦產部婦科副主任龐渂醛。右一為人文室張春

雄主任。攝影／楊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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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西班牙沒有此限，因而披露西班牙

國王阿方索十三世 (Alfonso XIII)感染流
感重症，消息披露之後，讓人們錯以為

流感在西班牙最嚴重所致。事實上所謂

的「西班牙流感」源頭究竟是哪裡？到

底在哪個地區最先發生病例？根本查不

清楚，每個國家的學者做出來的研究，

都說是源自於別的國家。所以對我來

說，以起源地為病毒命名的方式既不夠

客觀，也沒有實質上的意義。

為什麼要重提百年前的流感歷史，也

就是一九一八年流感大流行 (1918 flu 
pandemic)呢？令我憂心的是，那次流
感的第一波發生於春季，基本上多是輕

症；第二波在秋季襲捲重來，卻是死亡

率最高的一波，而且以壯年人居多。流

感的死亡率曲線若呈現 U型，可知對抗
抵力較差的老人或小孩致死率是高的，

但是當年第二波所呈現的死亡率曲線卻

是W型，不少比例集中於二十至三十五
歲的年輕族群。

以美國來說，一九一八年統計有二十

萬人因而喪命，因此美國人一九一八年

的平均壽命比歷年減少了十二年。流行

病學家對此曾經從不同角度提出數種可

能的解釋，但以現代流行病學的觀點來

看，第二波的流行與群聚感染脫不了關

係。春季到秋季之間的短暫空檔，人們

以為沒事了、輕忽了，開始參與遊行慶

典等大型聚會，也開始進出酒吧和舞廳

疫情期間，花蓮慈院設置戶外負壓採檢室，急診室主任陳坤詮 ( 右二 ) 與陸家宜護理長 ( 左二 ) 示範

檢體採集流程，羅慶徽副院長 ( 右一 ) 隨林欣榮院長 ( 左 ) 從旁關心。攝影／彭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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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眾娛樂場所，因此第二波感染多以

年輕人為罹病大宗。當年就有人提出，

其實病毒並沒有消失，極可能突變成更

猛烈的病毒，因而引發另一波致命型

態。時空轉移到現今的局勢，全球傳播

下的境外移入風險居高不下，群聚造成

的防疫破口防不勝防，怎麼能不擔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那次第二波

死亡率飆高的主要原因，也與流感合併

肺炎鏈球菌感染有關。學者們主張，流

感病毒先破壞人體呼吸道黏膜的防禦系

統，讓肺炎鏈球菌長驅直入經血液侵襲

人體，引發菌血症所致。這也是此次冠

狀病毒盛行期間，專家建議高危險族群

要接受肺炎鏈球菌疫苗注射以提升防護

力的理由。

堅守防疫規範	一個都不能倒

這次我們面對的新冠病毒，雖然肉

眼看不見它，但威力之大，卻讓全球人

類活動不得不停擺或重新調整！它比過

去的 SARS更聰明更可怕，然而現在
的我，第一我有信仰上的力量，有上人

在；再者 SARS讓我們累積智能！農曆
年節期間，醫院防疫措施一啟動，我就

與護理部鍾惠君主任商議，護理部如何

應變，以防萬一有同仁累垮了，或者是

醫院發生所謂的「淪陷了」，各種沙盤

推演，一定要在我們的防疫規劃內。我

非常以護理團隊為榮。另外，我們長照

團隊的一百位同仁，疫情期間，在兼顧

安全的前提下，深入社區服務長者不中

斷，沒有關掉任何一個社區據點，也沒

有讓一位阿公阿嬤因為疫情而少吃一頓

餐或少洗一次澡，都讓我們非常感恩。

這些日子以來，防疫的壓力讓我們做

每一個決定都瞻前顧後，除了個人，更需

要時時為大局著想。今年二、三月本來約

了睡眠醫學中心主任張恩庭醫師，我本來

的想法是，進入防疫延長戰，增加抵抗力

很重要，而要增加抵抗力最好的方法之一

就是睡飽、睡舒服，所以想跟他討論一下

我們有什麼可以做的。沒想到，我的祕書

辛怡轉達，「我和羅副四月底或是五月以

後再見面好了。」原來張醫師轉調去負責

隔離病房，一是手頭忙著布局想將會面討

論延期，再來，他應該是擔心我們之間誰

若有個萬一，會互相傳染。這是前線醫

療人員最能體會的言外之意，也是壓力使

然。他不是不願意與我見面，而是在這個

關頭下出於降低風險的考量，其實這樣做

是互相在保護對方。而這樣的心意，不論

是給的人還是收的人，彼此都不太會講出

來。

參與院內防疫會議，分享實務經驗。攝影／彭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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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防疫也讓我的工作模式有所變

動。以前有時候會比較晚下班，現在時

間一到就下班，假日反而待在辦公室，

因為沒有人群，不會傳染給同仁，也不

會被傳染。正如我內人說的：「人多的

地方少去。」這種壓力不是講出來的，

而是已經內化成為我們日常的一部分。

還有，切記「保持社交安全距離！」可

能要持續很久！

防疫期間護理部的勤務加重了，當然

也要盡可能保持如常運作，不過只要涉

及群聚，不論規模多麼小而美、多麼溫

馨感人，全部被我否決掉，「這時候大

家太平最重要，減少群聚為上。」做什

麼、不做什麼，都是為彼此設想。承擔

了這股守住醫療防線的壓力，所有的一

線同仁都很了不起，有人懷孕，有人父

親疑似染疫，都堅守崗位，完成任務，

他們是人間的菩薩！我們必須盡全力顧

好他們每一個人的安全，一個都不能

倒。

新冠疫情延燒至今，超過半年以上

了。我們很幸運生在臺灣，這裡是相對

安全的，我們擁有全世界最樂於付出的

醫護人員，還有抗 SARS的實戰經驗，
以及據此經驗建立的防疫網，希望民眾

只要有不舒服，到醫院一定要將病情據

實以告，相信醫療，相信彼此，我們一

定會挺過去的。天佑含靈！（整理／曾

慶方、洪靜茹）

花蓮慈院院護理團隊與長照團隊全力落實防疫保持如常運作，羅慶徽副院長引以為榮。圖／花蓮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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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新型冠狀病毒，又把我的記憶拉回 17 年前的 SARS，我一直不願再想起，更別說
發表意見。但朋友說網路信息很多，大家很恐慌！要我說說看法，一個小時被吵醒三次，
看來不說是沒辦法休息了。就容許我以國軍松山抗 SARS 專責醫院的一分子說說吧！

1.	疫情可能比現在還嚴重，而且剛開始：行軍作戰，要「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知己，
不知彼，百戰百殆。」我們不知道敵人在那裡？卻要短兵相接！因為一開始感染源
頭不清楚，市場怎麼會有冠狀病毒？如果當地只有幾十例，怎麼又會有日、韓、泰
國的病例？值得安慰的是現在一個多月後人類找到病毒也定序了！不要以為這個很
容易！上次 SARS 人類至少用半年以上。

2.	這病毒絕對有可能會人傳人，春節期間的人員移動則會加速傳染。當一週前證實有一
位沒有到過該市場的女性患者是被她先生（在市場工作）所傳染的家庭群聚感染！
我的心情就開始很沉重了⋯⋯（這很像 17 年前臺大醫院收治的勤性夫婦同時得到相
似但很特別的肺炎）春節期間的有幾億人移動會使感控更難！目前為止這支新型冠
狀病毒與 SARS	相較「好像」傳染性較髙，但是死亡率較低（我說好像是因為隨著疫
情發展，可能會改變）。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懷疑這新型冠狀病毒可能在除了醫院
感染也可能到社區人傳人感染了。我個人的建議：過春節多多在家陪伴家人。任何
人多的地方最近儘可能不去；當然包括暫時不出國！任何密閉空間儘可能不去，這包
括各種公共運輸工具。在捷運、電影院，如果要去請帶上外科口罩、多洗手並勤洗手。
還不宜又笨又認真，抱病上班或是參加聚會，會傳染給別人，也可能自己被交叉感
染！

3.	去年WHO的流感病毒株，B型部分沒有猜對，過春節可能爆發 B型大規模流感。相
似的呼吸道症狀、發燒……，會讓我們有限的資源更無法應付！

4.	好消息是我們有全世界最付出的醫護人員、抗 SARS 的經驗及建立的防疫網，希望民
眾有不舒服到醫院一定要說實話，把病情據實以告，以免自誤誤人！我個人覺得我
們會挺過去的。

天佑含靈！快過年了，給自己的忠告是太太常常對我說的：「人多的地方少去！」給大
家的祝福是不要被感染，也别感染別人。

2020/01/20	濟韜於花蓮
（註：濟韜為羅慶徽受證慈濟志工之法號）

2020.01.21 羅慶徽副院長在群組發布的防疫提醒貼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