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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央的大病院」大林慈濟醫院

二十歲了！二○二○年八月八日父親節

這一天上午舉辦「大乘醫療 菩提成林」
二十周年院慶大會，慈濟各志業體主

管、地方人士、醫院同仁、志工們齊聚

一堂。

八月八日上午九點不到，醫院大門口

已是熱鬧滾滾，醫師、同仁、眷屬及幼

兒園的小朋友們，以各種不同樂器演奏

「田中央的大病院」，歡迎各界來賓蒞

臨，主持人陳竹琪師姊和簡瑞騰院長仔

細介紹大門口兩側擺滿的醫療志業各院

送來的禮物，感受到滿滿的祝福。雖然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無法邀請太多

人到現場同慶，但透過現場連線，與五

樓大講堂、斗六慈院、大埔醫療站同仁

及鄉民等一千多人分享喜悅，另外還透

過十五個聯播網，有十六個國家地區，

超過六千六百八十五人在線上同步為大

林慈濟醫院慶生。

甘蔗田中湧現的大醫院

一九九○年，雲嘉地區醫療資源匱

乏，地方人士大力敦請證嚴法師興建醫

院。當時鄉下地方，「人若生病，不是

文／黃小娟、于劍興、江珮如、張菊芬、林儀欣

攝影／林惠萍

八月八日上午，大林慈濟醫院門口熱鬧滾滾，

醫院同仁親自演奏音樂歡迎大家光臨。攝影／

李俊賢 ( 上 )、楊孟仁 (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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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南送就是往北送，迢迢地去探病，有

時候還沒有探到病人，就已經 (車禍 )
往生了，或者是還沒有回到家就車禍。」

鄉親的心聲，深深觸動證嚴法師的悲

心，堅定建院的決心。土地取得一波三

折，地方鄉親不畏艱難，奔走協調。

二○○○年八月十三日大林慈院在

眾人的愛心祝福下正式啟業，以「一

包水泥一分愛、一噸鋼筋一世情」相

互砥礪，匯聚全世界的愛心，十年奔

走，甘蔗田裡湧出規模上千床的大醫

院，眾志成城打造守護生命的磐石。從

啟業至今，已收治超過四十七萬住院

人次，至二○一九年底，門診服務近

一千二百五十萬人次，急診已服務超過

七十八萬人次。

一生無量		菩提成林

院慶大會一開始，由賴寧生院長細數

二十年來篳路藍縷的故事。醫療團隊從

林俊龍院長高品質與溫馨的醫療服務，

再由簡守信院長用心融入慈濟精神與草

根特色，進而交棒給現任賴寧生院長提

供有溫度的醫療。

急重症與外科團隊

守護雲嘉生命與健康

畫面從急診部緊急的救護車聲中迴

盪現場，由陳金城副院長、簡瑞騰副

院長暨斗六慈院院長、吳宗憲主任、

尹文耀主任、黃介琦主任、黃俊卿主任

等人，呈現急重症病人到院時搶救的緊

張氣氛。大林慈院地處雲嘉交界，是嘉

義緊急醫療救護網急救責任醫院，經歷

多次大量傷患急救處置，從阿里山小火

車發生翻覆意外，到遊覽車翻車意外，

急診部除了二十四小時提供緊急傷病患

的救護，同時也是嘉義縣災難醫療救護

基地、毒化災設備儲備醫院，服務範圍

更延伸到偏鄉醫療站。二○一四年通過

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後，承擔守護雲嘉

地區的急重症病人，並開始支援虎尾若

左圖：一九九八年大林慈濟醫院動土。右圖：二○○○年八月十三日啟業當日，證嚴上人與當時花蓮

慈院院長陳英和、大林慈院首任院長林俊龍共同置放守護生命的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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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醫院，加強服務照顧地方鄉親。二

○一六至二○一九年急重症團隊搶救

三千二百二十五人。

外科部主任黃介琦說，大林外科是

一個小而美、小而精的團隊，至今還有

不少外科醫師都是當初一起打拚的好夥

伴，大家團隊合作、努力不懈、各司其

職、經驗傳承，二十年來共完成三十多

萬臺刀，成為守護雲嘉地區生命的磐

石，繼續在這片土地上發光發熱。

由整形外科團隊搶救的個案蔡人傑，

二月因血糖過高昏迷，在外院求醫時不

幸併發急性左下肢血栓與腔室症候群，

導致左足壞死，及敗血症和腎衰竭，經

洗腎治療與住加護病房一個多月後病況

不見好轉，醫師建議左下肢截肢，哥哥

蔡人豪顧及雙胞胎弟弟還年輕，希望能

肢體保留，於是輾轉到大林慈院求診。

在黃介琦主任及腎臟科、感染科等醫療

團隊搶救下，陸續左小腿清瘡六次，左

足壞死切除，保住左腳，以游離皮瓣重

建，同時成功治療敗血症與腎衰竭、尿

崩症，順利出院。

蔡人傑的雙胞胎哥哥蔡人豪在上臺

見證時說，看見弟弟這樣很不捨，因為

大林慈院的救治，弟弟才能免去截肢命

運，能夠站在這裡感恩大家，期盼可以

與弟弟在一起一輩子。黃介琦部主任也

說，感恩這二十年來內外科團隊的合

作，更感恩自己的老師簡守信院長，教

蔡人傑 ( 著黑衣、右 ) 的雙胞胎哥哥蔡人豪 ( 著黑衣、左 ) 感恩大林慈院醫療團隊，期盼可以與弟弟

在一起一輩子。前排左起：外科部黃介琦主任、加護病房范文林主任、小兒科及感染管制中心主任王

俊隆、新陳代謝科陳品汎醫師；後排左起：陳金城副院長、麻醉科賴裕永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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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對病人要有耐心，如今整形外科共救

了近九百例類似蔡人傑的患者，圓滿了

許多家庭。

大林慈院從二○○一年起為雲嘉地

區最早執行多重器官捐贈與移植手術醫

院，二○○三年起積極發展活體移植手

術，二十年來都是由同一團隊共同努力

完成，術後五年肝腎移植存活率達到全

國平均，特別是活體移植更是達到優良

成果，去年 (二○一九 )獲得優秀器官
勸募獎，同時擔起照顧院外移植後病人

的重任，讓患者不再辛苦奔波。今年由

衛福部公布的統計資料中，大林慈院腎

臟移植存活率為全臺灣第一名。

二○一七年，當時三十七歲的林先生

不斷飽受雙腳抽筋之苦，甚至影響白天

工作，去年到醫院檢查才發現罹患腎衰

竭，健康急速惡化，嚴重到必須洗腎或

換腎，妻子自告奮勇捐出左腎救丈夫性

命，移植中心主任尹文耀利用腹腔鏡進

行活體腎臟移植，夫妻倆終於恢復正常

生活。

尹文耀表示，「團隊的力量，無限

可能！移植最巔峰的時候，自己成了病

人，體會到病人的需要只是一份『支持

的力量』，而我、我們就是在做這麼一

件普通的事。在南區高雄長庚後我們是

第一家做活肝移植手術，二十年來和外

科兄弟姊妹一起奮鬥、一起幫助生命延

續，我們用血汗卻帶著情感筆墨，一起

接受腎臟移植、正值壯年的林先生與太太特地參與大林慈院院慶大會，感恩移植團隊。前排：簡瑞騰

副院長（左）、尹文耀主任（右）；後排左起：社工師余靜容、麻醉科張家銘醫師、腎臟科李振豪醫

師、泌尿科盧誌明主任、器官移植協調護理師洪雪苹、一般外科魏昌國主任、張群明醫師、影像醫學

科林志文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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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下讓人『感動在心，銘記不忘』的大

林移植故事。」

一名產婦產後第四天，疑似急性肺

栓塞而陷入昏迷，被救護車緊急送往大

林慈院。由心臟血管外科主任張兼華收

治。因產婦到院時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在急診用 CPR搶救，裝上葉克膜之後
仍呈現心律不整狀況，後續施以電擊，

經電擊幾次之後才恢復心率，並慢慢恢

復意識。搶回脈搏之後，醫療團隊從電

腦斷層中找到躲在肺動脈裡的血塊，立

刻給予血栓溶解劑治療，四十八小時後

順利移除葉克膜。張兼華主任感恩團隊

一棒接一棒，讓產婦獲得重生，更賜給

寶寶一個最好的平安夜禮物。

三十多歲就因僵直性脊椎炎造成脊

椎嚴重變形的林文祥，挑著扁擔裝滿二

大籃自種的水果進到院慶會場。在竹崎

經營果園的他，之前身軀如拐杖無法平

躺入睡，而走路時只能垂頭看地搖晃如

熊，一家之主的他面臨工作不易、外界

異樣眼光的身心煎熬。輾轉找到大林慈

院尋求副院長簡瑞騰協助，歷經三階段

的矯正截骨手術後，終於再次抬頭挺胸

做好漢。簡瑞騰副院長說：「今天不是

要感恩我，如果沒有團隊之間合作，自

己也無法做到讓文祥可以重新挺直站在

這裡。同時我更感恩自己的老師陳英和

院長的教導，示現醫療的典範。」

十六歲的簡廷宇，今年年初因為劇

烈頭痛，在家中暈倒，由家屬緊急送往

急診，沒想到才短短十幾分鐘的路程，

到院時兩邊瞳孔已放大，昏迷指數只有

三，血壓也只剩三十幾，當時醫師快速

地施以插管並做電腦斷層檢查，發現他

的右腦部大出血且有腫脹，進一步確認

為腦動靜脈畸形破裂，合併腦出血及硬

膜下出血，壓迫腦幹，若不趕快處理即

可能腦死或死亡。

負責執刀的神經外科醫師吳宗憲說，

因腦動靜脈畸形破裂且持續出血，手術

時第一時間把頭蓋骨打開，清除血塊，

想辦法解除對腦幹造成的壓迫，而因為

腦腫脹，手術時病人血壓一直在下降，

緊急地輸血、維持血壓、止血，同時一

面又要找出動靜脈畸形的位置，當天輸

血六千西西，緊急搶救回生命。

心臟血管外科張兼華主任（右前）分享搶救一名

陷入昏迷產婦的經驗，感恩團隊一棒接一棒，讓

產婦獲得重生。前排左為急診部副主任黃俊卿，

後排左起：陳金城副院長、范文林主任。右前

為院慶大會主持人、大愛電視新聞陳竹琪師姊。



人醫心傳2020.915

大林慈濟醫院20周年

簡廷宇在加護病房中，腦血管攝影

檢查顯示腦部還有另一個動靜脈畸形，

陳金城副院長告知父母為防止再破裂，

最好再次進行手術。六月四日第二次手

術，由陳金城副院長執刀，經住院十四

天後出院，目前恢復情況良好。簡廷宇

站在臺上，傳遞籃球給陳副院長、吳宗

憲醫師，並感恩醫療團隊救了他。

陳副院長含著淚說，這種罕見的急、

難、重症個案，除了時間緊急，需在

三十分鐘內處理完成，接著進手術室，

將困難又複雜度高的動靜脈畸形做手術

處理，他感恩吳宗憲醫師這些年的承

擔：「因為他的能力讓我信任，帶給許

多家庭希望，將所有送來的急重症病人

都治好。」

終於能再次抬頭挺胸，林文祥先生用扁擔挑著兩竹簍的龍眼來祝大林慈院生日快樂。右圖：後排左起：

骨科助理唐雅慧、專師林靜茹、骨科部陳宥廷醫師、專師郭瑞敏、江晏昇醫師、林文彥醫師、劉耿彰

醫師、謝明宏醫師、楊昌蓁主任。左前為簡瑞騰副院長。攝影／林家芸

十六歲的簡廷宇突發腦動靜脈畸形破裂，幸由神經外科吳宗憲醫師與陳金城副院長緊急手術才救回一

命。院慶時以陽光健康的模樣帶著籃球出現，傳球給兩位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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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分享後，外科團隊現場演繹《無量

義經》，呈現團隊合作、無私奉獻之美。

守護健康的磐石

換水大腸鏡		腸保健康

擔心罹患大腸癌，想做大腸鏡檢查，

卻怕檢查時會痛，又擔心全身麻醉風

險，大林慈濟醫院腸胃內科引進換水大

腸鏡檢查技術，不但能減少檢查過程疼

痛，更能提高腺瘤發現率，透過藝聯會

師兄的演出，引起大家對換水大腸鏡的

好奇。大林慈濟醫院內科部主任曾國枝

分享，「一件簡單的事，一直做，做到

好，就會變成專家。」大林慈院成立換

水大腸鏡學習中心，免費負起教學任

務，致力推廣換水大腸鏡檢查技術，至

今臺灣有十四家醫療單位可以執行換水

大腸鏡。引進換水大腸鏡技術的謝毓錫

醫師表示，百分之九十三的患者接受換

水大腸鏡檢查，可以不需要麻醉即輕鬆

完成，還能看得更清楚，造福更多民眾。

二十四小時救心小組

心導管治療黃金救援

江先生因為急性心肌梗塞，心臟絞

痛，剛送到急診就喪失意識，經急診照

會心臟科，由心臟外科醫師先幫他置放

葉克膜，穩定生命徵象，心臟內科再趕

緊幫他做心導管檢查，團隊合力救回江

先生一命。

大林慈院成立換水大腸鏡學習中心，致力推廣換水大腸鏡檢查技術，百分之九十三的患者接受換水大

腸鏡檢查，不需麻醉即輕鬆完成。前排中（左起）：腸胃內科謝毓錫醫師、內科部曾國枝主任、中醫

部陳韋任醫師，後排右一為腸胃內科柯秉宏醫師，以及腸胃科內視鏡檢查室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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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慈院啟業二十年來，心臟內科

持續提供二十四小時心導管服務，為心

肌梗塞病人進行心導管緊急治療，可在

九十分鐘內為急性心肌梗塞的病人打通

血管，而且達成率高達九成以上，獲得

最好的成效，是全臺數一數二的團隊。

至今已執行一萬多例心導管治療，並通

過重症急救責任醫院評鑑，成為守護雲

嘉民眾健康的堅強防護。

江先生上臺見證，他分享：「醫療團

隊在我快死掉的時候，把我當成嬰兒般

仔細照顧！」「要做就做最到最好。」

心臟內科李易達醫師說，在當時林俊龍

院長的支持下，二十年前即成立雲嘉第

一個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救心小組，只

要急診聯繫，就會啟動心肌梗塞治療行

動，做到許多醫學中心都做不到的事。

即使在慶祝大會中也同樣待命。

尋求良藥國際同步

肺癌治療絕不放棄

二十年前，在大林發現的肺癌病人，

有差不多一半以上都不想治療，賴俊良

副院長在林俊龍執行長「大有可為」的

鼓勵下，決定為病人多做一些。他感恩

許多前輩的指導，還有團隊的協助，可

以把治療與國際同步。

賴俊良副院長說，以往肺癌的診斷從

影像去診斷、分期、病理確診、基因檢

測等，需要兩個星期，「在團隊的努力

下，我們將診斷流程建置起來，從一開

始發現、懷疑是肺癌，到確定診斷，分

江先生（前排左二）上臺感謝大林慈院二十四小時救心小組。前排中（左起）：心臟內科心功能室李

易達主任、心臟內科主任林庭光醫務祕書、中醫部陳韋任醫師；中排：右一為林志達醫師、右二為陳

吉賢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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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到基因檢測出來，大概只要五天到七

天的時間，可以讓我們很快就跟病人討

論接下來治療方向，這是很大的一個突

破，可以讓病人少了很多心理煎熬。」

罹患肺鱗癌的關敏文師兄分享，兩年

前得知罹患肺癌後，因對正規醫療沒有

信心，轉而尋求另類療法，後來因腫瘤

已四處轉移，才在上人建議下來到大林

找賴副院長救治。他感恩在他病情危急

來就醫時，賴俊良副院長沒有放棄他，

為他找到合適的藥物治療，目前腫瘤已

逐漸消失。

罹患肺腺癌的紀文都師兄為了到何處

治療，一直很猶豫，後來還是決定到大

林就醫。由於基因定序檢測後，發現目

前臺灣沒有藥物可以使用，賴副院長不

但在晚上傳訊息鼓勵他不要放棄治療，

更為了申請美國的藥物，晚上幾乎都是

在加班寫信，讓他十分感恩。

賴俊良副院長分享，他常常利用深夜

寫信到國外藥廠，一早起來看郵件是否

有回覆，希望能為病人爭取到還沒上市

的新藥，總算能順利取得對病人最好的

新藥，這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病人，他

並表示一定要好好認真工作，才對得起

上人的期待。

中西醫合璧診療

接著由中醫部葉明憲主任、賴俊良

副院長一起帶領中西醫合併診療團隊一

起上臺分享。幾年前，黃女士因呼吸短

促不順暢、胸悶、心悸、頭痛、疲憊、

氣喘、肺氣腫、加上手腳冰冷、畏寒怕

冷的現象，甚至倦怠到連休息、睡眠都

胸腔內科團隊上臺，由賴俊良副院長（前排中）代表接受花束感謝。中排（左起）：影像醫學科林志

文主任、胸腔內科方科智醫師、范國聖醫師、朱逸羣醫師；後排（左起）：胸腔科專師黃冠華、核子

醫學科王昱豐主任、胸腔外科黃重傑主任、影像醫學科陳俞叡醫師、解剖病理科曾志恩醫師。前排右

為中醫部陳韋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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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恢復疲勞，因此四年前開始尋求中

西醫診療。由賴俊良副院長診斷為肺腺

癌，經過開刀移除腫瘤，再藉由葉明憲

醫師的中醫診治，有效減緩癌因性疲憊

的情形。

黃女士經過中西合璧治療後，現在肺

功能恢復到爬上高山也不會氣喘如牛！ 

大林慈濟醫院在啟業時，就很積極

地發展中西醫的聯合診治，證嚴上人也

曾慈示中西醫要合和互協，不能有所偏

頗，應相互合併一起努力。中醫部葉明

憲主任說：「上人也支持我們中西合治，

很高興我們這些年來有一些成果，在黃

女士身上看到，竟然能爬合歡山，上下

斗六慈濟醫院同步祝賀大林慈院院慶，七年多來持續在斗六洗腎的徐阿伯特地送來自家栽種的竹筍結

緣，經過洗腎室護理師特別調配適合腎友食用的素食料理，透過視訊連線演出上菜秀，為大林慈院慶

生 ( 下圖 )。攝影／張國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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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只要四個小時，一般人可能都會氣喘

吁吁的。這樣的體力慢慢地在中西醫的

合作之下非常的有進展，包括患者的存

活期限以及風險，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調

治。讓他們有很好的生活品質。中醫可

以緩解病人在經過化療或放療後一些身

體不舒服的情形。」

運動員的後盾		運動醫學中心		

翻轉運動小將的人生！就讀高二的嘉

義縣角力隊李信恆在今年全中運前一個

月因練習不慎造成腳掌骨折，由教練黃

俊勝帶到大林慈濟運動醫學中心，經團

隊以超音波、貼紮、小針刀、浮針與整

脊，讓李信恆能抱痛上場，終能有機會

奪下金牌而灑下讓人動容的英雄淚。嘉

義縣政府教育處體育發展科長黃宏鼎帶

領奪牌選手見證，他指出，還好有大林

慈濟團隊仔細專業的照顧與診療，點燃

選手的「光明燈」，讓他們能在場上一

路過關斬將。

斗六慈院		社區預防保健好鄰居

斗六慈院在二○一九年從門診部改制

醫院之後，肩負起小型社區醫院預防保

健的重大責任。七年多來持續在斗六洗

腎的徐阿伯，家住偏遠的桂林山村，全

賴交通車接送到斗六洗腎，為感恩醫護

長期的照顧，今天特地送來自家栽種的

竹筍結緣，經過洗腎室護理師特地調配

適合腎友食用的素食料理，透過視訊連

線演出上菜秀，為大林慈院慶生。

斗六慈院簡瑞騰院長分享，接任院長

之後，努力將所有同仁的心拉在一起，

讓醫院不只是照顧市民健康的好鄰居，

同時也照顧偏遠地區民眾的健康。斗六

慈濟門診部升格為醫院，人力有提升，

能力也有進步，不管是檢查、開藥、治

療、手術，都可以在地執行，不用再轉

診到大林，給鄉親很大的方便。

駐守大埔鄉醫療站

全年無休心富足

「我們母女都不能走路，就是葉醫

師幫我們醫好的。」十八年前，大埔鄉

陳女士和女兒兩人都不能走路，女兒有

腦性麻痺，且頭部腫瘤不宜開刀。大林

慈濟醫院進駐大埔鄉，隔年中醫葉明憲

醫師開始每週三前往大埔醫療站提供服

務。陳女士感恩地說，如今母女能走

路，女兒身體也維持得很好，都要感恩

葉醫師的針灸與治療，更感恩不管是否

大埔鄉陳女士和女兒感謝在中醫部葉明憲醫師

（右）的治療下，恢復行走的能力。攝影／王

翠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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颳風下雨，依舊不畏艱難驅車前來，山

路蜿蜒，有時下雨還會有山崩的情況，

「他不止治療我們母女，更治療我們全

村的鄉民，每個人都認識葉醫師，每當

下雨我們都祈禱他一路平安抵達大埔，

也平安回家。」

茶山筍農王先生夫妻兩人盛裝出席會

場。前一段時間，王先生到山上割筍時

忽然覺得不舒服，兩個月內發生心跳一

分鐘達一百九十到兩百下的狀況，到大

埔醫療站就醫，駐診的林英龍醫師多次

關心他的身體，建議他到大林慈院心臟

內科詳細檢查，經由大林慈院李易達醫

師以電燒治療而恢復健康。王先生除了

定期回診，由林英龍醫師檢查心臟情形

以外，罹患僵直性脊椎炎的他也定期到

大埔醫療站讓葉明憲醫師診治，中西醫

聯合診療，讓他得以維持身體健康。王

先生感恩大林慈院於大埔設立醫療站，

讓鄉親有所依靠。

現場連線到大埔醫療站，畫面出現一

位年輕媽媽抱著一歲多的小男孩。小男

孩是早產兒，三個月大時因嚴重感冒、

痰液卡到喉嚨無法呼吸差點死掉，當時

是晚上十點，收到救護車傳訊「嬰兒已

無呼吸」，送到大埔醫療站經過緊急處

理，嬰兒較穩定再後送到山下醫院緊急

救援，期間林英龍醫師隨時關心孩子狀

況，嬰兒現在已經一歲多，活蹦亂跳，

媽媽透過視訊表達對大埔醫療團隊的感

恩之情。

大埔鄉是全臺灣四個無醫鄉之一，最

大林慈院院慶現場連線到大埔醫療站，林英龍醫師守護大埔醫療站全年無休，數個月前搶救的小嬰兒

現已是一歲多的健康寶寶。攝影／汪秋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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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毒蛇咬傷、刀傷、車禍、蜜蜂螫傷、

山豬咬傷等，醫療站二十四小時守護鄉

親。林英龍醫師感慨地說，這裡的鄉民

生病很辛苦，必須攀山越嶺，最近的就

是嘉義與臺南，下山也需要一個多小時

蜿蜒的山路，所以根本不能生病。就如

大埔鄉吳明勳鄉長所說：「你們來，我

們才有穩定的醫療資源，你們沒有來，

就沒有穩定的醫療資源。」

林英龍醫師知道山上的醫療資源才是

鄉民的最大寶藏，他感恩地說：「在這

裡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守護大埔醫療站，手機隨時待命，

這是一份使命，雖然艱難，但很幸福，

身為專業醫療人員守護這裡的鄉親，能

有這份有意義的工作是最有福氣的，不

管有沒有錢，心富勝於財富。」

醫療志工		揚起大愛的風帆

「大醫王，分別病相，曉了藥性，隨

病授藥；大船師，運載群生，渡生死河，

置涅槃岸……」，醫護與行政合力經藏

演繹，與二十年來的醫療貢獻相呼應，

為慶祝大會帶來動人的饗宴。有充滿愛

心的醫護、行政人員與志工，和鄉親像

是一家人般互動，讓每天都有溫馨與充

滿人情味的故事發生。

在醫院除了醫護同仁外，最要感謝的

莫過於無私奉獻的志工。院慶大會邀請

常住志工及一百多位服務時數超過兩千

小時的志工群一起上臺見證，並以影片

呈現二十年來志工付出的身影，從黑髮

感恩所有醫療志工陪伴大林慈院成長茁壯，二十有成。攝影／楊孟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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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白頭，無怨無悔；青草伯鄒清山為大

林慈院煮青草茶已二十五年，希望大家

來大林喝青草茶，喝得歡喜；王仲箎師

兄雙眼失明，仍用按摩專長來院為同仁

舒緩疲勞；蔡淑齊師姊行動不便，總是

坐著輪椅在大門口以笑容迎接大家。常

住志工黃明月師姊最早由花蓮到大林，

又轉到臺中服務過，她分享，大林是她

成長最多的地方，大林是一個充滿愛、

充滿祥和、充滿力量的大家庭，非常感

恩醫療團隊的辛苦，非常感恩所有為大

林付出的人事物。住在大林慈院輕安居

的八十三歲資深志工賴李秋師姊，從醫

院啟業至今沒有停止熱愛服務的心，仍

持續為輕安居的住民們服務。

立足大林		揚名國際

大林慈濟醫院致力於環境保護，曾連

續三屆獲企業環保獎，並獲得多項醫療

品質肯定，有許多海外人士慕名前來求

醫，如白斑症、腦瘤、關節炎等病人。

醫療團隊也接力救治從海外義診發現的

嚴重個案來臺治療，為了讓國際病人回

國後能得到良好的照顧，與海外醫院簽

訂醫療合作計畫，協助培訓海外醫師。

馬來西亞醫生放棄的六公分巨大腦瘤

患者許炳財，越洋求助，來到大林慈院

由副院長陳金城主刀，經十個小時手術

摘除腫瘤，成功救回寶貴生命。由現場

連線到馬國的畫面中，許炳財及大兒子

透過畫面感謝團隊，現在不僅正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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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志工培訓，全家人由葷轉素，發願

做慈濟志工。

陳金城副院長帶領神經外科團隊、外

科加護病房主任范文林上臺。他分享，

當時許炳財的腦膜瘤已長到六公分大，

相當罕見，因腦瘤位於腦幹附近，手術

風險大，輾轉求助多家醫院皆評估手術

成功機率很低，就算沒有死在手術臺

上，也可能變成植物人，但只要有一絲

希望，就不會放棄任何治療機會，「憶

起當時炳財的狀況，昏迷近三個星期，

壓力真的很大！」神經外科專師洪美玲

也說，陳副院長看到病人狀況不好時，

大家心情也都很低落，直到病人逐漸好

轉，能夠恢復正常功能才安下心來，這

就是給醫療團隊最好的禮物。

風濕免疫疾病的希望

二十幾年前，雲嘉地區風免相關醫

療資源匱乏，身為免疫醫學博士的賴寧

生院長毅然返嘉，貢獻所學，建立中南

部地區「免疫風濕病整合醫療照護中

心」，集檢驗、治療、教學、研究於一

體，更進一步建立完善的衛教資訊系統

與個案管理追蹤系統，成為全方位整合

醫療照護模式，也是臺灣免疫風濕科第

一個獲得國家品質標章的臨床單位。

罹患異位性皮膚炎的雙胞胎寶寶施

小妹妹，治療後皮膚恢復光滑，兩人在

媽媽的陪伴下上臺見證，即興表演一小

段熱舞，可愛的模樣贏得熱烈掌聲，再

也看不出過去發病時癢到無法睡覺、上

馬來西亞的巨大腦瘤患者許炳財經陳金城副院長手術摘除腫瘤，成功救回寶貴生命。由現場連線到馬

國的畫面中，許炳財及大兒子透過畫面感謝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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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為病所苦的模樣。兩人及

媽媽感恩主治醫師許寶寶醫

師及護理師姊姊與醫療團隊

的照顧，讓她們回歸正常的生

活。

施先生罹患罕見的天疱瘡，

全身長滿水泡，嚴重時全身必

須包覆如木乃伊，開口說話也

痛苦，經過治療後，已恢復如

常。施太太感謝又感動，醫療

團隊將先生由鬼門關救回來。

賴寧生院長表示，「免疫疾

病在臺灣的歷史不長，內科每

罹患異位性皮膚炎的雙胞胎寶寶施小妹妹，治療後皮膚恢復光滑，兩人在媽媽的陪伴下上臺見證，即

興表演一小段熱舞，可愛模樣贏得熱烈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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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醫療
菩提成林

封面故事

一個科都有免疫疾病，但是我們不會去

察覺，免疫疾病可能非常嚴重，這些人

可能變成醫療的邊緣人，當我們建置風

免疾病的診斷技術之後，就會發現有一

些人躲在角落，我們把它承擔下來，讓

病人能夠離苦得樂。」

傳承與發心立願

二○○九年八八風災後，林俊龍執

行長、簡守信院長及賴寧生院長一起前

往屏東林邊勘災、義診，留下了經典的

「三仙老公仔標」合照，十一年後，在

大林慈院二十周年慶中，三人再度合

體，畫面令人感動。

「非常感動！像是昨天從舞龍的啟

業開始，已經二十年飛逝過去。」大林

慈院第一任院長林俊龍執行長分享，剛

才大林呈現的就是上人的那一念悲心。

「幸福、快樂、美滿是病人與家屬的希

望，我們要把責任扛在肩上。」陳副眼

角泛淚憶及，曾擔心病人醒不過來，但

在困難中還是決定動手術，否則病人連

一點希望都沒有，所以只要是病人需

要，就要努力去完成。以大埔醫療站為

例，葉明憲醫師每週上山看診，就是大

林慈濟實踐大愛的表現，感恩大家守護

大林醫療崗位二十年。

第二任院長簡守信院長分享，感覺非

常榮幸能和大林同仁一起長大、一起變

老！有許多個案讓人感動，讓醫療的愛

可以廣披寰宇，讓更多的病人離苦得樂，

能在大林留下生命中的美好，很感恩！

賴寧生院長則分享，接任院長八年

來，責任的傳承一切都是感恩，感恩所

二○○九年八八風災後，林俊龍執行長、簡守信院長及賴寧生院長一起前往屏東林邊勘災、義診，留

下了經典的「三仙老公仔標」合照，十一年後，在大林慈院二十周年慶中，三人再度合體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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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仁、志工家人的付出。他發心立

願，用感恩的心回顧過去，用謙卑的心

承擔未來，謹遵上人對醫療的期許，繼

續承擔責任，回報上人當年建院的辛

苦。因為有大家的協助，才能完成今天

大林慈濟二十周年的大藏經。

上人開示，三十年前，有大家愛的付

出，很感恩，從割甘蔗開始，要動土了，

大家很興奮、很高興。那時，鄒居士端

來用甘蔗芯煮的茶，甘甜清涼，從此每

次到大林都會喝到甘涼的青草茶。

經過了很多波折，終於能夠動土。

看到地方人士，人人很歡喜，寄望醫院

能夠守護健康、守護生命，充滿愛的醫

院，現在已經完成大家的期待。上人表

達無法親臨現場，內心覺得有些虧欠，

但有林名男副院長等人回來精舍陪伴，

感覺很溫馨。看到畫面中每位醫護同仁

上臺，看到大林對於整個雲嘉地區有很

大的貢獻，哪裡有欠缺，就去幫忙，照

顧病人，不分他人還是自己。最重要就

是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人生

最苦莫過於病痛，佛法說，看病功德第

一，可以救命，拔除身體的病痛。

上人慈示，大林慈濟醫院是醫護的大

功德林，感恩醫護、全院同仁，真的是

真善美的大團體；感恩大家的護持，願

大家分秒不空過，步步踏實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