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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山東省濟寧醫學院附屬醫

院(以下簡稱「濟醫附院」)武廣華等一

行人七月三十日抵花蓮慈院，進行五

天的主管培訓課程，並參訪慈濟靜思

堂、慈濟大學、環保站、慈中小學、

慈濟技術學院等志業體。在八月二日

的圓緣交流座談中，由石明煌院長與

濟醫附院武廣華院長簽約，開啟兩院

未來合作觀摩交流的關係。

醫療救助免費開心

濟寧醫院大愛無疆

濟醫附院於一九五一年創立，有

一千六百床的規模，發展至今已是山

東省首屈一指的醫學中心；設有五十

多個臨床醫技科室，是六個省市醫學

院級的重點學科，其中心血管疾病研

究診療中心、神經內科室是省級醫藥

衛生的重點學科。濟醫附院強調「大

愛無疆」，自二○○五年三月起推動

「愛心醫療救助工程」，已成功地為

來自兩百多名貧困家庭的先天性心臟

二○○七八月二日上午，花蓮慈院石明煌院長（左）與濟醫附院武廣華院長簽約，開啟兩院未來合作

觀摩交流的關係。

編織防疫網 病毒不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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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兒童免費手術，未來預定每年為

一百名家庭經濟符合條件的病童，提

供免費手術治療。

兩年前一日參訪 兩年後簽約交流

濟醫附院常派院內主管群到知名醫

院取經，而與花蓮慈院的因緣始於二

○○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的一日遊。該

次的旅程由于愛東副處長帶領，參觀

了台灣不少家醫院，僅於花蓮短暫停

留，也是武廣華院長首次拜訪慈院。

事隔兩年多，濟醫附院主動聯繫，由

武院長帶隊展開到花蓮慈院的觀摩學

習之旅。在石明煌院長、陳立光副院

長所率領的醫療、醫技、行政各科主

管團隊的陪伴下，度過充實的三天研

習時光。

簡單的歡迎儀式，除讓濟醫附院

與花蓮慈院雙方主管相見歡外，透過

「慈濟的故事」影片介紹，也讓這群

遠道的朋友認識慈濟基金會遍及全球

四大志業八大腳印，及花蓮慈院在醫

療上的大事紀。午膳後，稍作休息，

隨即由石院長致歡迎詞，醫事室主任

陳星助簡報院內現況與發展，下午，

由醫學院陳立光院長陪同，參訪靜思

堂、靜思書軒、慈濟大學的人文教

室、大捨堂、大體模擬手術。儘管濟

醫附院當天凌晨才抵台灣，風塵僕僕

趕到花蓮，但一天下來，每人都歡喜

表示收穫滿滿。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八點多，濟醫

附院參訪主管分組，分別由呼吸照護

科、急診部、小兒科、婦產部、內科

兩年前來的一次訪問，締結了二○○七年度參訪的因緣。山東濟寧醫學院附設醫院武院長等近二十位一

級主管來到花蓮慈院進行第一梯人員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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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護病房、外科部、心臟外

科、預防醫學中心、教學

部、研究部、人力資源室、

財務室、醫事室、社服室等

主管陪同到各單位研習。

參訪環保站

「做」環保感受深

經過兩天的交流培訓，八

月二日上午，濟醫附院副院

長于世鵬等一行人前往花蓮

環保站，實地了解慈濟環保

站志工的資源分類、再利用

等回收作業流程。

在環保站內，于世鵬副

院長等人因穿戴整齊、手拿

相機，志工立即知道客人來

了。經由蘇郁貞師姊解說、

甘萬成師兄引導，這群來自

山東的客人，動作一致地放

在環保站參與實際工作

後，幾位主管們想起小

時候的打工經驗，紛紛

響應要將環保觀念帶回

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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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包包、相機，戴起志工發給他們的

手套及斗笠，二話不說地找適合自己

的環保回收工作，或坐或站的開始做

環保。

于世鵬副院長找了一個沒有電風

扇，只有簡單遮陽傘的地方，開始做

起回收銅線工作；這份工作需要兩人

同心協力，一人轉拉軸，一人將欲分

離的電線放進機器內，只見兩個山東

外賓邊做邊開心地聊起小時候的打工

經驗，展現燦爛笑容。

簡單地讓客人們動手做環保後，蘇

郁貞師姊再引導客人們品嚐冰涼的綠

豆湯及現做的抓餅；雖然一個小時內

努力做環保回收的金額，不知是否足

夠支付製作一碗綠豆湯的費用，但客

人們都很感恩這趟環保站體驗，紛紛

說要將慈濟的環保理念及實際作為帶

回醫院，于副院長說，大陸的生活水

平差距仍大，很多台灣的回收環保物

品，在大陸的大多數人民眼中，仍是

非常好用的物品，所以不會丟棄，但

仍可從細微的地方思考怎麼做環保，

學習慈濟愛惜每一分物力的精神。經

過艷陽高照的一個小時環保實作之

後，山東友人個個精神飽滿、滿臉陽

光地回到慈院。

圓緣交流座談 慈濟感動濟醫

上午十點，兩院主管再在第一會議

室相聚交流座談。這場圓緣聚會先由

花蓮慈院石明煌院長與濟醫附院胡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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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院長簽下兩院交流協議書。濟醫附

院是山東心臟內外科權威，希望透過

與慈濟互動學習，培育出兼具人文關

懷、醫德、醫術的良醫。

第二度參訪慈濟的武廣華院長說，

這次院內主管到慈濟交流培訓，受到

慈濟全體同仁歡迎，很感恩證嚴上

人，上人的智慧發揮很大的影響力。

他認為濟寧醫學院教育比慈濟落後，

再加上台灣頂尖的學生選讀醫學院，

台灣的醫學教學水平值得他們學習；

慈濟辦教育有獨到的特色，在慈濟大

學，人文、藝術、茶道課程看似和醫

學不沾邊，但這些課程讓學生靜心、

不浮躁，也讓人體會到學習過程中的

樂趣，而慈濟的急診醫學技術成熟，

值得中國發展中的急診醫學看齊。

石院長則慨嘆時間總是短暫的，但

時間也是公平的，花蓮慈院創建廿一

年，一開始也不是這麼順利，單單尋

找地點就找了十多處，起建時也很辛

苦，需要六億元的經費，只募得三千

萬元；上人從慈善開始，看到貧病相

生，發願興建醫院，從家庭主婦們每

日存五毛錢起，號召有善心的人一起

來，從最早兩百床到至今一千床，這

過程真的要感恩許多人的護持。

在交流分享時，副院長胡文杰指

出，此行，了解台灣的健保制度，特

別是財務成本控制，在基金會支持

下，不是硬性規定，而是以柔性人文

的方式促使大家一起做，在倉庫管

理、節能等作法，都讓他收穫很多，

不虛此行，他特別感恩陳星助主任及

林素雲主任。

而慈院醫師對待病人的方式，也讓

對岸的資深醫師自我省思；副院長于

世鵬說，這幾天給他的感觸很深，回

想起他過往的經驗，跟慈濟比起來，

同樣是醫生但對病人的關愛太少，他

要把「如何做醫生」傳給濟醫附院

的醫生，他希望濟醫附院能像慈院

一樣，而花蓮慈院對於住院醫師的培

訓、計畫、教材，也很值得濟醫附院

學習，特別是人文這方面。

而慈院在研究發展上的表現，也獲

得同樣為醫學中心等級的濟醫附院推

崇；于副院長推崇慈濟在幹細胞、基

因領域的基礎、臨床、人才與技術的

表現，他認為濟寧附院雖已是當地的

醫學中心，醫療設備堪稱山東第一，

但首重醫療、其次教育、科研第三的

現況應改進，應向慈院看齊，三者並

重。

山東心外專業　花蓮學習交流

花蓮慈院陳立光副院長指出，在這

次接待濟醫附院參訪過程，也了解山

東這家五十多年前的小診所變成的大

醫院，每年開心手術一千六百多例，

心臟介入手術一千六百多例，腦血管

支架手術一百多例，武院長經營醫院

的成功，都是值得花蓮慈院學習；而

且每年還有一百例的免費開心手術，

幫助貧苦家庭，也是很有愛心的醫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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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參觀各志業體大致了解慈濟人文，濟醫附院各主管更把握時間到慈院各科室單位學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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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嘆醫生像胡陽樹

護理人員天使化身

濟醫附院兒科副主任孔麗說，這

兩天在兒科、兒復中心，聽到朱家

祥主任對小病人的一句「寶貝，怎

麼了」，看見復健科梁主任彎腰撿

垃圾的身影，全讓她很感動，她覺得

慈濟大醫王就像大漠的胡楊樹，千年

不死；死了以後，千年不倒；倒了以

後，千年不朽。

而慈院的預防醫學能夠融入慈濟人

文，落實對人的關懷尊重，也讓濟醫

附院體檢中心主任劉宏很感動。參訪

完社區健康中心、健康體檢中心等業

務，她說出自己深刻的感受；濟寧的

健康體檢工作比較傳統，慈院從預防

醫學出發，包括出院後的居家護理、

全人照護，以及降低醫療成本，長

期持續的照護，醫護快樂地完成工作

等，均值得他們學習。

重症監護室主任楊海衛也說出相似

的感受；在參訪加護病房過程，令他

最深刻的是人本關懷，醫護人員對生

命的尊重，即使是對待昏迷的病人，

也不會有所差別。呼吸內科副主任張

成也說，他不僅看到楊治國主任呼吸

治療團隊的專業，也感受到慈濟對病

人的尊重與關照；在加護病房內，電

話很少，家屬進出病房的洗手、消毒

等，都值得他取經帶回濟寧。

濟醫附院投訴與服務中心副主任

李蓮芝也有很多感動，她說，常聽

說護士是天使的化身，以前沒有看過

天使，但從花蓮慈院護士的從容、微

笑、細心的態度，她看到天使的影

子，她要將花蓮慈院護理部章主任

「呵護」護理人員的帶領方法帶回濟

寧，這些都是在她以前的生活、人生

中學不到的經歷，她真是收穫太多

了。

醫管無私傳承  邀赴對岸交流

濟醫附院醫院管理研究室主任鄭紅

很感恩花蓮慈院醫事室主任陳星助，

發揮慈濟大愛，無私地傳授醫院品牌

經營、特色科室建設、醫療衛生發展

動向、病種付費等業務上，無私地傳

授經驗及相關資訊，她也邀請陳主任

有機會到濟醫附院參加醫事研討會。

慈院人力資源與財務管理系統的健

全也備受稱許。濟醫附院人力資源處

處長朱志忠很感恩花蓮慈院劉曉諭主

任分享人力資源管理、人員考績、招

募、訓練等相關業務經驗。財務管理

處副處長徐俊英認為花蓮慈院財務系

統管理很健全。

從專業到行政  濟寧積極學習  

而身為東台灣急診後送醫院的花蓮

慈院急診部，更是讓濟醫附院印象深

刻，受益良多。急診科是濟醫附院第

一梯參訪團隊陣容最多者，主任李治

紅、副主任馬愛英、護士長張相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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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很感恩花蓮慈院胡勝川主任全程陪

伴、分享急重症、意外傷害等急救器

材與經驗，胡主任還送了一本簡體字

的急症醫學著作給他們；在參加大內

科、急診部醫療檢討會中，探討病歷

的處置、救人，這對醫護是很好的訓

練方式。馬愛英說，來慈濟是三生有

幸；張相芬說，在家屬探視時，沒人

挑剔護士，可見護士做得很好。

濟醫附院胸腔外科兼大外科主任

郭向東很感恩孫宗伯主任及張比嵩醫

師，他說，張比嵩的手術非常細微，

儘管外科手術的步驟一樣，但仍有局

部細微之處值得學習，外科加護病房

的照護也非常好，很感恩此行。孫宗

伯主任則說，事實上，慈濟外科仍有

很大的發展空間，再與郭主任相處過

程，因台灣病歷以英文書寫，中國的

病歷是華文書寫，兩院醫學用語有許

多不同，剛好藉這次術語交流。

從婦產科的空間使用及對婦女的尊

重，也讓濟醫附院產科看到慈濟人的

大愛理念。濟醫附院產科主任潘耀平

很感恩朱堂元、高聖博、魏佑吉等三

名主任傳授經驗。

而濟醫附院餐飲管理中心副經理

楊靜則分享慈院的營養與供膳不僅流

程順暢，連細節都精心處理；從營養

師到食堂的空間使用與實務操作，都

看得出專業，食材的細加工、烹煮乾

淨又衛生，生熟食材分開處理、貯放

等，讓他收穫很多。

想不到，連垃圾處理都可以變成

學習的目標。後勤管理處處長李魯寧

說，總務室從垃圾的處理、照明管

理、節能管理很人性化，提供醫護人

員好的工作環境，也給病人很好的就

醫環境。

花蓮慈院的急診醫療

讓濟醫附院印象深

刻，胡勝川主任親自

為三位嘉賓導覽解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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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認識慈濟 兩岸大愛交流

來自濟醫附院的各單位主管，每

一位分享時都不斷地表達他們很歡喜

認識慈濟人文，感佩上人帶領慈濟

人，從慈善出發，逐步建立醫療、教

育、人文等志業，以及在國際賑災、

骨髓捐贈、社區志工、環保等貢獻，

希望兩院未來能常互訪交流。首梯次

訪花的隊伍，最後的行程在參訪慈濟

中學、小學、技術學院、靜思精舍之

後，圓滿告一段落。

隔了三個月後，十二月四日，濟

醫附院很快地安排第二梯次一行十四

人來訪，而且每一位也都是首次到

訪，出門前皆已聽過第一梯人員的分

享，做好準備要問的問題、要學習的

內容。雖然一場山東冰雹大雨迫使

他們五天的訪花行程縮減為三天，但

從十二月七日下午結訓圓緣時刻，每

個人收穫滿滿的分享中不難得知，他

們充份利用每一分時間了解慈濟的醫

療、人文與醫學教育、管理，也真心

感謝慈院所有陪伴他們的同仁。

醫療人文與管理的交流，在花蓮與

孔子的故鄉山東之間，開啟了以愛為

出發點的嶄新扉頁……

醫療人文與管理的交流，在花蓮

與山東之間展開。圖為濟醫附院

第二梯次參訪圓緣結束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