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醫心傳
二千零八年 十月

77

 慈濟醫療誌
慈濟醫療六院一家

日日上演著無數動人的溫馨故事

真善美志工與同仁用感恩心

見證慈濟醫療人文之美

◆ 又到了流行性感冒好發的季節，政府提供六十五歲以上老人免

費施打疫苗，玉里慈院決定多一份體貼，由張玉麟院長帶著醫

護人員當疫苗宅急便……

◆ 十月十八日，剛完成醫院評鑑的關山慈院，在忙碌中不忘社區清潔，醫護人員利

用清晨捲起袖子打掃社區環境，因為有乾淨的環境才有健康的身體……

◆  雲嘉地區民眾的健康是大林慈院的責任，十月六日來到了梅山鄉，要幫助腎功能

異常的鄉民追蹤健康狀況……

   大林慈院的醫護人員不但專業，愛心更是不落人後，為了響應賴寧生副院長發起

的圓夢計畫，大林慈院舉辦跳蚤市場，由簡守信院長主持，大醫王們熱烈喊價

……

◆  啟業至今僅三年的臺北慈院，在廢棄物管理回收的成效獲得環保署肯定，首次入

圍即獲特優殊榮……

◆  不僅在假日可見臺中慈院為社區民眾健檢，連在全國登山日等大型活動，也少不

了臺中慈院社區健康中心醫護與志工認真的身影……

◆  花蓮慈濟醫院與慈濟大學代表隊在首次舉辦的「海峽兩岸醫學生專業技能競賽」

中表現出色，所有與賽者都看到慈濟專業人文兼具的醫學教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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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
十月三日

疫苗「宅急便」 保障健康零距離

十月一日開始，政府提供六十五歲

以上民眾免費接種流行性感冒疫苗，這

樣的好消息，卻讓玉里鎮河東地區的阿

公、阿嬤們快樂不起來。因為住在部落

裡的他們，若要專程到市區接種疫苗，

不僅要耗費一至二小時的時間，還要多

花數百元的車資。為了讓偏遠部落的民

眾也能享受同等的醫療服務，玉里分院

的同仁們在天色未亮前就起床，前往偏

遠部落提供疫苗接種服務。

天光未開　愛心出發

十月三日清晨，天光未開之際，靜

謐的街道，散發著寧靜的氣息。這時，

玉里分院內的不滅的燈火，就像黑暗中

的那股穩定力量。此時，地下室的藥庫

內，林靜雯護理長正謹慎的拿出流感疫

苗，放進一旁的冰箱內。再連同酒精棉

球、名冊及通氣膠帶等，將所有物品分

類裝箱妥當。

五點三十分廂型車已停在門口，為

了不讓部落的鄉親們等候，張玉麟院

長、陳明旭醫師、林靜雯護理長、郭雅

萍護士、林欣怡組員與黃子華護佐趕緊

上車。滿載鄉親期待的服務專車即刻出

發，逐漸消失在黝暗的臺九線上。

▌全省流感疫苗十月一日在全國大小醫療院所開打，玉里慈院的醫護人員則走出醫院，天剛亮就抵達

偏遠鄉間，佈置好場地，為早已等待多時的村民一一施打疫苗，保障阿公阿嬤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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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陪伴大家的是農村景色。迷

濛的山嵐，圍繞在海岸山脈腳下；秀姑

巒溪河堤內，滿目盡是青綠的稻田；筆

直的高寮大橋，直接穿入河東地區。

真誠對待　服務到家　

今天，同仁們共分為三組，為了服

務更多的鄉親，最早出發的一組，結束

後還需趕往大禹社區，於是六點未到，

一行人已經抵達玉里鎮松浦里的中央部

落。此時，活動中心前早已排好桌椅，

一旁則坐滿了等候的長輩。期間，不少

和院長熟識的老病人，熱絡的向大家打

招呼，這種親切、真誠的對待，讓大家

早起的睡意，全都煙消雲散。

「院長好！」熟悉的問候，就像鄰居般

親切。

「我有一點點感冒，可不可以打啊？」

阿公擔心會錯失免費施打的機會。

「阿公有沒有發燒？沒發燒就沒關

係。」張院長總是微笑的回答，安慰著

老人家。

「喔……那有心臟病，也可以打嗎？」另

一位阿公說。

「可以呀！」

張院長提醒著現場人員，像這樣的病

患才是高危險群，最需要注射疫苗。

 為了避免產生藥物過敏，所有人都

必須經過醫師的檢查後，才可以接種疫

苗。

「阿公手舉起來，插在腰上，喘大

氣。」為了分散長輩的注意力，護士們

貼心的問候著。

「阿公會疼嗎？阿公很棒都沒哭喔！」

打完針後，有時候也給阿公、阿嬤們鼓

勵一下。

貼心的問候和親切的關懷，這裡看不

到制式化的醫療服務，倒是多了人與人

之間，單純而直接的情感交流。

「我家小叔無法出門，可不可以到

我家幫他打？」對於分院同仁來說，這

樣的要求是理所當然，並詢問一旁的里

長，有沒有其他人需要同樣的協助。

來到門牌掛著萬麗地名的小巷內，

雖然和注射站直線距離不到一公里，中

間也僅有一橋之隔，但對於半身癱瘓的

▌對於行動不便的老人，玉里慈院的張玉麟院長

還會服務到家，親自帶著護理人員登門施打疫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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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財先生來說，卻是最遙遠的距離。幸

好，有了同仁們「服務到家」的疫苗注

射，用愛彌補了所有的不便。看著醫護

同仁無私的付出，家屬感動的不斷向大

家道謝，也為這場服務劃下完美的句

點。

貼心不打折　省荷包賺健康

昨天也到場參與活動的松浦里里長林

信源說：「為了讓大家都能享受醫院的

服務，所以事前都會發給里民宣導單，

再加上部落內特有的廣播系統，這樣訊

息才能完整的傳遞出去。另外，住的比

較遠的，還會委託附近鄰居去通知到他

們。」

 雖然每場次的人數少則十幾位，最

多也僅五、六十位，但是若要長輩全到

醫院去，除了需要家人的陪伴外，更會

耗費寶貴的時間。所以，張院長在接受

原住民電視臺訪問時便特別提到：「為

了要落實政府免費施打流感疫苗的德

政，同仁一大早就起床準備，來到部落

後，看到這些長輩，就像看到自己家裡

的阿公、阿嬤一樣親切。長輩們都很早

起床，甚至出門運動。早上早點來，沒

有太陽，不會那麼熱，大家打疫苗就會

比較熱烈。」

原民臺也在新聞播出中說：「玉里慈

濟醫院不僅幫大家省了荷包，更賺到健

康！」

自開打當日起，分院同仁就在醫

院內外，同步提供流感疫苗的接種服

務，這對同仁們的體力及主管的人力

調度而言，都是一項考驗。但這一

切，對於大家來說，卻是職志合一的

最佳展現。在大家的合作下，三天下

來已圓滿了上德武、下德武、春日、

松浦、三民及大禹等部落服務，再加

上院內疫苗注射，累計服務人數共達

七百五十人次。

雖然許多同仁必須要外出服務，但

是院內的運作還是依舊。每天上午六點

的晨間門診，不打折扣；八點的一般門

診，準時開診；活動當中，雖有人員調

動的變化球，卻也因為如此，讓同仁們

都感受到同為「一家人」的精神與默

契。(文／許哲輔　攝影／許哲輔、陳

世淵)

關山
十月十八日

評鑑紓壓掃街樂

月初甫接受新制醫院評鑑完畢，關

山慈院全院同仁終於能夠放鬆緊繃的神

經，稍做休息，立即於月中舉辦環境清

掃工作，也利用掃街來敦親睦鄰。

完成醫院評鑑　社區健康更重要

關山慈院自去年底即著手準備新制

醫院評鑑工作，面對近五百條的條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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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同仁們在總院輔導及預評下，戰戰

兢兢的將所做資料檔案彙整，定期補充

最新資料，終於於十月初在醫策會的委

員們驗收下順利完成。而所有同仁並不

因評鑑結束而鬆懈，仍然安排社區服務

活動，因為關山慈院除了搶救及守護生

命之外，促進社區民眾健康，維護社區

環境，確保民眾健康也是同仁們努力的

目標。

醫護當志工　除草清泥巴

當天一早，山頭微亮，同仁們已整

好隊，在潘院長精神鼓勵後，即分成兩

組，一組由院長帶隊，清除魚池泥巴，

並整理醫院週圍花圃庭園及除草；另外

一組同仁在張志芳醫師帶領下，從停車

場週圍馬路沿著醫院後方馬路兩側整理

環境。

▌在大清早的晨光中整理社區環境，讓花東縱谷的藍天綠野更清淨，也讓關山慈院的員工打掃得更帶勁。

▌評鑑結束了，在十月十八日這天清晨掃街前，

關山慈院潘永謙院長先給予全院同仁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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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戴著手套，分別持著各類清掃

工具撿拾垃圾、空瓶、割草等等，楊震

醫師第一次沒有在掃街時值急診班，於

是第一位報名參加，他負責用樹籬機修

剪院區與宿舍之樹木植物，黃坤峰組長

揹著割草機修剪停車場與院區草地，兩

位「園藝師」都讓院區更顯綠意。剛到

關山慈院護理股報到上班一週的護理同

仁邱玫娟、王秀美，也和同仁一起投入

社區服務，流過汗後，她們說：「在慈

濟醫院上班很特別，因為不只是醫療服

務，還讓我們有服務社區更親近鄉親的

機會，很感恩。」

家人般的感情　樂在工作真幸福

醫院前方的魚池平日有錦鯉悠遊其

中，也是住院民眾及家屬休閒乘涼的好

地方，為了讓水質較佳避免優養化，院

長特別在這次環境清潔安排清除魚池污

泥，一群人穿著雨鞋，在抽水同時先將

魚兒撈起，最後在同仁接力下，一桶一

桶將泥巴鏟出，倒置於花圃，當作養

料。經過一番努力，終於將所有泥巴清

除，魚池底重見天日，預計曝曬一週

後，重新恢復魚池風貌。

關山慈院為社區型醫院，員工人數約

七十餘位，平日即像一家人，社區服務

活動都是由同仁輪流以志工方式參與，

東區人醫會義診也是如此，因為社區服

務活動的同時還可以讓同仁有更多交流

機會，同時在歡樂氣氛中，一點都不覺

得累，真得是一舉數得，大家幸福了。

(文／楊柏勳  攝影／郭淑華)

大林
十月六日

腎異常追蹤  梅山鄉民好健康

根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腎臟基金會的

統計資料，臺灣洗腎人數正以平均每年

三千人左右的速度快速增加，估計全國

已有超過五萬名洗腎病人。而根據台灣

腎臟醫學會統計，雲嘉地區每年洗腎人

口高居臺灣第一。因此如何協助慢性腎

臟病患者延緩進入洗腎階段，也是大林

慈院腎臟內科努力的目標之一。

護腎好醫院 走入鄉里間

為照顧腎臟病友健康，大林慈院腎臟

病治療團隊榮獲國健局「腎臟病健康促

進機構」績優殊榮，也是雲嘉南地區唯

一第二級認可機構。

近幾年來大林慈院配合嘉義縣衛生

局，為全縣十八鄉鎮市的居民做複合式

篩檢，檢查出不少民眾腎功能已出現異

常，但進行追蹤時卻發現有些民眾仍未

至醫院回診，因此社區醫療部特別與腎

臟內科及梅山衛生所合作，分別至梅

山、瑞里及大埔開設腎臟內科特別門

診，並於九月三十日前往第一站梅山衛

生所，邀請這些民眾就近進行追蹤，同

時給予衛教，希望有助於民眾的健康。

進駐梅山村　「掃」出腎問題

九月三十日下午十二點半，社區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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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同仁將一部超音波儀器搬上箱型車，

出發前往梅山衛生所。下午一點多，腎

臟內科的蔡任弼醫師和吳雅芳副護理長

已在梅山衛生所的診療室中準備妥當。

而前來接受回診的阿公、阿嬤們也陸續

來到候診區，由於此次追蹤的對象都是

梅山街上的民眾，因此左鄰右舍們就在

衛生所內「開講」起來，十分熱鬧。

社區醫療部專員陳鈞博說，這些回

診的民眾，有部份是之前做複篩時發現

的未回診異常個案，還有一些則是家醫

科黃慧雅醫師在衛生所駐診時的發現病

患，都是三、四、五級的中度以上慢性

腎臟病患，也是進入洗腎的高危險群。

之前醫院已先寄明信片通知他們到衛生

所抽血、驗尿，這次再回來看報告，同

時照超音波，總計約有近三十人回診。

陳鈞博說，透過這樣的服務，讓民眾不

必一定要至醫院追蹤，可以提高民眾回

診的意願。

中午時就已在衛生所內等待的簡阿嬤

第一個看診，蔡醫師除了

幫她做超音波檢查之外，

也仔細詢問她的身體狀

況、生活習慣，當問到阿

嬤平時有沒有多喝水時，

阿嬤很開朗地承認「我都

沒喝水」，蔡醫師趕忙提

醒她，水一定要多喝，阿

嬤則像個小女孩一般，笑

著頻頻點頭答應。

老人家亂吃成藥，也是雲嘉鄉下腎臟

病之所以盛行的原因之一，一位阿公趁

著醫師來看診，帶來一大袋跟鄉間賣藥

人亂買的成藥，要醫師幫忙「鑑定」一

下，蔡醫師除了一一幫他檢查藥品外，

也不忘叮嚀阿公要注意用藥安全。

副護理長吳雅芳在候診區忙著幫阿公、

阿嬤量血壓、體重，也幫他們做衛教，一

再提醒老人家們要多運動、多喝水，別吃

太油、太鹹，關心著他們的健康。

社區醫療部高專賴怡伶表示，透過

這樣的方式，讓醫院不再是單純等待病

人上門，而是針對社區民眾的需要主動

走入社區提供服務，同時希望在健康照

護上能增加民眾的自我參與程度，並與

地方基層診所共同創造完整的照護支持

系統。而蔡任弼醫師在看完第一次追蹤

門診後，發現患者的狀況有需要加強追

蹤，因此主動表示希望未來能維持每月

一次的腎臟內科特別門診，守護梅山鄉

民的健康。(文／黃小娟)

▌大林慈院腎臟科蔡任弼醫師細

心地為阿嬤聽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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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五日

大醫王護新芽  助貧童圓夢

為照顧大林地區貧困兒童，讓孩子安

心學習、健康成長，大林慈院發起「心

手相連護小太陽」同仁跳蚤市場活動，

獲同仁熱烈響應，一只綜合料理鍋就賣

得五千元 。院長簡守信強調，延續物

命、造福貧童，歡迎一起來付出。

幫助過敏兒　跳蚤市場籌費用

大林慈院副院長賴寧生愛心盈滿，一

年多前因為自己小女兒的一席無心的話

語，發起圓夢計畫，結合醫院同仁、嘉

義地區師兄姊，共同關懷大林鎮學齡的

貧童，先由前往訪視，致贈書桌、椅、

參考書、檯燈等學習工具開始，慢慢發

掘小朋友、乃至家庭的需要，目前除物

資捐助，還辦理小太陽成長班，由副院

長帶領同仁及師兄師姊分組認養小朋

友，利用假日每週陪伴、教導。而在陪

伴過程中，又進而發現有很多小朋友患

有過敏疾病，導致無法專心學習，才有

一連兩天的跳蚤市場活動舉辦，希望為

貧童籌募過敏篩檢費用。

跳蚤市場活動在上週就先公告全院，

勸募同仁家中用不著的二手物品，同仁

反應熱烈，各式全新的鍋、碗、瓢、

盆、擺設、文具等琳瑯滿目，連師兄姊

也一起來湊熱鬧，一位師兄捐出上百雙

▌大林慈院外科加護病房主任范文林醫師愛心不落人後，不但先以五千元買下一只二手鍋、以一千元買

下筆記本，又陸續加碼買了許多二手物品，愛心盈滿又惜福愛物，帶動現場買氣醫護人員紛紛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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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各式鞋子。昨日中午在員工餐廳

前攤位擺開來，宛如菜市場一般，同仁

掏錢也不手軟，活動還沒開始，已有逾

萬元的進帳。

愛心二手貨　大醫王爭喊價

中午十二點活動正式開始，院長簡

守信致詞首先說明跳蚤市場的由來，他

說，以往先民因為生活貧困，購買二手

物品是為了省錢，但買回去的衣服穿起

來會癢，才發現舊衣服上有跳蚤，所以

才說是在跳蚤市場買的。但現在不一樣

了，跳蚤市場代表的是超越、是環保，

讓物命再一次延續，尤其賣得的金錢是

用來幫助貧童，更是有義意，希望同仁

一起來參與。

發起活動的賴寧生副院長則表示，就

在去年，他的小女兒回家轉述老師的話

說，有很多六年級畢業班的小朋友，繳

不起二百塊、三百塊的紀念冊、旅行的

費用，讓他聽了很不捨，因而發起圓夢

計畫，希望提供實質的幫助，讓貧童能

安心學習、健康成長。他也談到自己小

時候飽受鼻過敏之苦，但當時不知道那

是過敏，也沒有醫師可以診療，現在發

現有很多貧童也有相同的症狀，就期盼

也能提供醫療照顧。

簡院長在致詞後並親自上臺叫賣一只

綜合料理鍋，研究部同仁龔永章起標喊

價就是三千元，外科加護病房主任范文

林醫師愛心不落人後喊出五千元，不過

他補充說，他加二千，但鍋子讓同仁帶

回去，因為他帶回家怕被老婆罵。語畢

同仁一陣轟笑，一只鍋子就以五千元成

交，范醫師還另外花了一千元買了一本

筆記本。隨後同仁就一踴而上，紛紛挑

選自己喜歡的物品帶回家，場面十分熱

烈。 (文、攝影／姜讚裕)

▌在大林慈院副院

長賴寧生(右二)為

有過敏體質的貧童

籌醫藥費所發起的

跳蚤市場，簡守信

院長(右一)親自上

場主持拍賣喊價，

為 小 朋 友 盡 一 分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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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十月六日

環保綠醫院

九十七年度事業廢棄物與再生資源清

理及資源減量回收再利用績效優良獎頒

獎典禮，今天在西門町紅樓舉行。這次

總共有二十三家事業報名參選，最後選

出十家特優，四家優等。在醫療組方面

有四家事業參選，慈濟醫院臺北分院與

大林分院雙雙獲得特優獎。

首次報名即獲殊榮

臺北慈院啟業至今僅三年時間，但

是在廢棄物管理方面卻是不遺餘力。除

了制定相關管理規則與方案，定期稽核

並落實各單位廢棄物的減量，更積極

宣導執行資源回收再利用的工作。三

▌臺北慈院病房中的針頭以及其他醫療廢棄物，

都必須妥善分類管理，並由護理長定期進行再

教育。

▌臺北慈院榮獲環保署九十七年度事業廢棄物與再生資源清理及資源減量回收再利用績效特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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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來，資源回收量由二○○五年的

七十四點七公噸，提升到二○○七年的

一百五十四點七公噸，成果斐然。也由

於持續不斷的努力與自我要求，臺北慈

院在第一次報名參選，即獲得評選小組

的肯定，獲選為特優獎的殊榮。

盡本分護地球

代表受獎的總務室江英仁主任表示，

臺北慈院自啟業以來，即秉持上人的叮

嚀，以將臺北慈院打造成「綠色醫院」

及「人文醫院」為使命，除了守護人們

的健康，也守護地球的健康。這次獲得

行政院環保署特優獎殊榮的肯定，一定

要再接再厲，繼續為我們居住的地球，

貢獻一分心力。(文、攝影／馬順德）

台中
十月四日

登山日健檢 守護健康為縣民

臺中縣政府今日上午舉辦全國登山

日活動，臺中慈院沒有缺席，動員了

三十八人，除了靜思文物推廣外，還帶

著健康檢查儀器到新興國小做健檢，為

鄉民的健康做把關。

臺中慈院社區健康中心維護鄉親健康

克盡心力，四日發動預防醫學志工，一

起前往潭子鄉新興國小，幫參加「全國

登山日」的臺中縣民作健檢，透過量腰

圍、測骨質密度數據，了解身體狀況，

▌臺中縣在全國登山日舉辦大型活動，以預防醫學看健康為目標的臺中慈院沒有缺席，利用這個機會

幫民眾作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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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長楊慧貞用淺顯比喻，提醒大家多

運動、多吃蔬菜，跟病痛說拜拜。

預防醫學志工　為健康提建言

臺中慈院以預防醫學為目標，所以

社區健康中心猶如大眾的健康守護神，

地方上很多活動都可以看到慈院同仁與

志工忙碌的身影，他們適時提出愛的叮

嚀，為鄉親的健康把關。潭子鄉民劉惠

君說，她平時上班沒有時間，知道慈濟

有健診活動都會利用假日參加，她已經

前後做過四次健診，這次登山活動是全

家總動員，連婆婆、小孩都起了一個大

早，踏著晨光來運動。

像劉惠君一樣的人還有很多，鄉親在

晨曦中邁開步伐在山間呼吸新鮮空氣，

而社區健康中心同仁與志工比鄉親們更

早抵達新興國小會場，林月卿等多位師

姊從大里到潭子幫忙填資料、量腰圍。

她說，預防醫學志工是今年才成立的志

工隊，每月一次幾個小時的醫療課程，

讓志工們有充電的機會，可謂受益良

多，面對鄉親時更能分享、提出正確建

言。

新興國小操場除了臺中慈院健診外，

還有消防隊雲梯車體驗、清潔隊與東勢

林區管理處的宣導，另有就業服務站諮

詢，扶老攜幼的氣氛熱鬧滾滾。由於

十二日上午八時在臺中慈院還有一場骨

髓捐贈驗血活動，所以志工也趁著大型

▌臺中慈院社區健康中心幫早起運動的民眾測量骨質密度，讓民眾能夠掌握自己的骨本，也趁機推廣

多運動促進骨質密度的好處。



人醫心傳
二千零八年 十月

89

聚會的機會發送傳單，連到場協助的年

輕軍人、執行勤務的警察都是宣導對

象，希望能有更多人加入善行救人行

列。

保持骨本　少肉多運動

埋首為民眾量骨質密度的社區健康中

心護理長楊慧貞，臉上始終帶著甜美笑

容。她說，看到今天的骨密度測量數字

很高興，因為平時去社區做健檢，骨密

度不夠的比例幾乎都佔一半，今天卻只

有五分之一的受檢者骨密度異常，可能

是來參加登山活動的人平時就愛運動，

印證多運動確實可以增加骨密度。

楊慧貞還擅於用淺顯的比喻，讓受檢

民眾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例如骨密度

的數據負一屬正常範圍，卻是一般民眾

都不容易了解的概念，她就以欠錢的比

喻說明，數據是正的，表示有存錢，負

零點二可以加油，負一也不欠，超過負

一就要注意了。

志工陳淑婉今年五十歲了，驗出骨密

度是正一點六，讓一旁的師姐們都十分

羨慕，紛紛詢問她是「怎麼辦到的？」

她表示，多運動、少肉類多蔬菜，大家

都可以做得到。

老人勤保養　骨密勝青年

楊慧貞透露，以前都覺得老人家的骨

密度就一定差，其實不然，曾經在北部

一個社區替老人家測骨密度，發現他們

的骨密度幾乎都超乎意料的好，原來這

個社區在山區，老人家天天上下就在運

動，所以都保持很好的骨質密度，相反

的，有些年輕人因為作息不固定又不運

動，加上少菜、多肉，身體呈現酸性，

自然不容易吸收鈣質，骨密度連老人家

都比不上。

很多人對於營養的迷思，都在傳統

的「肉、魚、豆、蛋、奶」中打轉，

她說，以前的營養概念確實都執著在

「量」上，認為要足夠的量才夠營養，

事實上最新的營養概念是以天然的食物

去補充，蛋白質可以從豆類攝取，避免

食用過多肉類造成的酸性體質，多吃蔬

菜調整體質為鹼性，對健康更有幫助，

還可以節能減碳，一舉多得何樂不為？

(文 ／曾秀英　攝影／賴廷翰)

花蓮
十月十八日

兩岸醫學生初競技  慈大奪冠

今年首度至上海參加「海峽兩岸醫學

生專業技能競賽」的慈濟代表隊，十月

十六日甫從臺灣出發，十八日正式出賽

之後，在上海交通大學的比賽現場大放

異彩，代表慈濟的四位隊員不但獲得兩

座個人獎以及一座團體獎項，更以各項

表現傑出獲得最高的累積總分，在所有

參賽學校中排名第一。 
上海交通大學首次舉辦的「海峽兩岸

醫學生專業技能競賽」，是第一次提供

臺灣大陸兩地醫學生同臺競技的機會與



＞＞ 慈濟醫療誌
 

人醫心傳
二千零八年 十月

90

平臺，花蓮慈濟院校也首次受邀，今年

七月即對內招募七年級實習醫師以及六

年級醫學生報名，最後選出醫學院七年

級的余婕伃、陳永誌以及六年級的謝安

妮和梁懷文四人，由花蓮慈院吳坤佶醫

師及謝明蓁醫師率領代表出賽。

為了替慈濟贏得好成績，訓練的老

師和代表隊員利用每天中午和星期六的

時間在慈院教學部的討論室密集練習，

標準化病人也隨傳隨到讓同學們熟練病

案分析，在臨床技能訓練上，吳坤佶醫

師、謝明蓁醫師以及急診室副護理長涂

炳旭義務協助指導，身兼慈大醫學院院

長的陳立光副院長一有空就去了解大家

練習的情形，並給同學和老師們加油打

氣。

謝明蓁醫師說，老師們雖然也都全力

以赴，但是很怕給代表隊太大的壓力，

希望學生們平常心，不過學生們鬥志高

昂，努力練習，就是希望幫慈濟爭一口

氣，將來不論醫院或大學在評鑑時，可

以將實力清楚的展現在大家面前。

沉穩應賽  累積第一高分

代表隊在二日接受證嚴上人授旗之

後，十六日啟程前往上海，並在十八日

當天進行密集的賽程，競賽內容包括基

礎知識和讀圖讀片的分組搶答、利用標

▌慈濟代表隊不負眾望在交流賽揚眉吐氣，所有團員喜上眉梢，主辦單位上海交通大學附設第六醫院

副院長鄒揚(左二)與所有隊員合影，由左而右依序為陳永誌、鄒揚副院長、謝明蓁醫師、上海交大國

際事務部高紅主任、吳坤佶醫師、謝安妮、梁懷文和余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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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化病人問診、答辯進行病例分析、還

有臨床技能操作。

比賽一開始，每一站的參賽學生專心

一志的從眾多評審眼光中審慎操作，從

急救包紮到心肺復甦、從腰椎穿刺到縫

合拆線，甚至連臺灣現在已經用彈性繃

帶取代的三角巾包紮法也上場，不過來

自臺灣的慈濟代表團員沒有退卻，熟練

的包紮綁結，簡潔俐落完成任務。在讀

圖讀片和基礎知識的搶答上，慈濟代表

隊也發揮紮實的訓練基礎，迅速按鈴搶

答累積得分。

今年的參賽隊伍共有臺灣的慈濟大

學、輔仁大學、長庚大學、高雄醫學大

學與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經過了一整

天密集的評比，慈濟代表隊在知識問答

上獲得第二高分兩百九十分、病例分析

以一百六十八點六二五分列居第二，臨

床技能也由四百四十點三五暫居第二，

不過在陸續累積各項評比積分之後，

慈濟最終以穩定傑出的表現，累積了

八百九十八點九七五高分的成績遠遠高

於其他學校，排名第一名。

雖然這次首次的兩岸醫學生評

比以交流為主，並未頒發名次，

但慈濟代表隊確實以優異的成績

技壓全場獲得最高分，其中特別

以細心的問診及沈穩的判斷，最

獲得評審、觀賽來賓以及現場觀

摹學生們的好評，尤其慈大醫學

生的人文表現，例如視病猶親、溫和有

禮的態度最受肯定。

自我肯定  未來更具自信

除了團體獲得第一名的肯定之外，慈

濟代表隊也在標準化病人模擬問診上獲

得病例分析的團體獎；個人獎方面，謝

安妮獲得最佳模擬問診，已經在慈院擔

任實習醫師的余婕伃則被選為最有潛力

的明日之星獎。

透過這次交流，慈濟代表隊克服繁

簡體文和英文專有名詞的障礙，傑出成

績讓參與的老師和學生都相當欣慰，謝

明蓁醫師表示，透過交流可以更了解自

己的實力，除了讓未來的大醫王能更有

自信，也更有成長的空間，結束比賽之

後醫學生也參訪大陸當地的醫學院和醫

院，也迫不及待希望將這份榮譽帶回來

與大家分享。(文／吳宛霖　攝影／劉

蓁蓁)

▌慈代表慈濟的花蓮慈院實習醫師余婕

，以傑出的整體表現從五校參賽學生中脫

穎而出，獲得明日之星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