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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鐵太魯閣四○八車次列車四月二日

上午九點二十八分，於清水隧道北端出

口外撞上工程車，造成車輛擦撞隧道壁

及部分車廂出軌意外，導致四十九人死

亡、兩百多名乘客輕重傷的嚴重事故。

當日上午十點多接獲通報後，花蓮慈濟

醫院林欣榮院長立即親自指揮緊急救治

準備，並於十一點二十八分發布「紅色

九號大量傷患機制」，動員醫護同仁到

急診支援。

兩次啟動大量傷患

醫護全力出動

事故發生後，慈濟醫療法人林俊龍執

行長立即趕往事故現場加入搶救行列，

並協助搶救單位物資需求的通報。花蓮

慈院急診室在第一時間做好準備，協助

收治傷者，截至四月二日為止，花蓮慈

院共收治五十八位傷者，多是撕裂傷、

挫傷、鈍傷等外傷，共計三十三位輕

花蓮慈濟醫院救護總動員
文／游繡華、黃思齊、鍾懷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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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曾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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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十七位中傷，以及八位重傷。而輕、

中度傷患在經急診醫師處理傷口、影像

檢查後，已有三十九人陸續離院；重度

傷患中，一名 OHCA（到院前心肺功能
停止）患者在急救後往生。花蓮慈院也

是這次太魯閣事故中，收治傷患最多的

醫療院所。

上午十一點半，第一輛救護車抵達花

蓮慈院急診，一位三歲男童頭部有撕裂

傷，與他同行的外婆同樣是輕傷患者，

男童十分勇敢，除了縫合傷口時因為疼

痛哭泣，其餘時間都安靜地等待和配合

醫護人員的醫治。同輛救護車上另有兩

位受傷的慈濟人丁章權師兄與陳珀玲師

姊，一起被送至醫院，所幸皆是輕微外

傷，經過詳細檢查與治療後，即由精舍

師父與志工陪伴出院回到靜思精舍休息

與觀察。

由於事故現場救災難度大，被救出後

第一時間送達急診室的多為輕度或中度

傷患，直至下午一點五十七分起，在短

短十二分鐘內，連續六輛救護車抵達花

蓮慈院，送來的三位重度傷患中包括一

位 OHCA女童，為因應大量增加的傷
者，花蓮慈院在下午二點十三分發布第

二次「紅色九號」，前後啟動兩次大量

傷患機制，現場集結超過三百人。

碰上大量傷患的情況，除了需要醫療

團隊救治的傷患，還有許多聯繫不上親

朋好友而感到焦急的人需要協助，此時

社工便扮演了重要角色，負責協助家屬

尋找傷者的動向，是留在急診觀察，還

是已經平安離開醫院。而四月二日正是

社工師節，感恩社工全員出動，幫助安

四月二日太魯閣號事故發生，花蓮慈濟醫院啟動紅色九號大量傷患機制，全院投入搶救行列。攝影／

楊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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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傷者和家屬的情緒。

靜思精舍師父也在上午第一時間到

達急診室，用心準備美味的便當和義大

利麵，志工和院長夫人玉心師姊也貼心

準備餅乾、糖果和飲用水，讓醫護人員

在繁忙中能抽空填飽肚子，適時補充水

分，以面對接續的挑戰。傍晚傳出二五

東病房需要家屬的換洗衣物，醫療法人

曾慶方高專協助聯繫慈濟基金會慈發處

緊急採購十幾套男女與幼童休閒服等，

並於晚間七點送至病房，讓家屬能夠換

洗並安心照護受傷的家人。

下午四點多大量傷患機制解除後，林

欣榮院長代表慈濟基金會向傷患表達慰

問，臺灣鐵路局也致上慰問金。接著行

政院院長蘇貞昌、交通部長林佳龍、花

蓮縣縣長徐榛蔚及花蓮衛生局局長朱家

祥陸續抵達醫院關心，晚間八點半，新

北市副市長謝政達亦來院，關懷受傷民

眾及家屬。

四月三日，蔡英文總統與衛生福利部

部長陳時中、林佳龍部長，以及行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等政要代表也來到花蓮

慈院，向受傷民眾表達關心。

粉紅表與布偶

醫病間最暖心承諾

醫院搶救過程中，有好多令人不捨的

生離死別，而愛與守護的行動，更讓人

看見醫療團隊的貼心與悲心。

不滿六歲的小妹妹在火車事故中造成

顏面骨折，送到急診救治，遇到如此令

人驚嚇的事件，可以想像她有身體上有
團隊分工合作，為不斷送進急診室的傷者診治。

（上）攝影／楊國濱。（中、下）攝影／曾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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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痛，心理上有多害怕。加上在急診嘈

雜混亂的環境中，護理師一直沒辦法安

穩的為小妹妹冰敷臉上的傷處，這時候

曾擔任兒科病房護理長的鄭雅君督導，

不知道從哪裡生出了一本繪本《蚯蚓的

日記》，念給小妹妹聽，才轉移了她的

注意。

但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轉到病房治

療的小妹妹發現她心愛的粉紅色手表不

見了，著急地問：「我的手表呢？」想

著想著眼淚又快要落下來，此時，花蓮

慈院吳彬安副院長剛好帶著人文室與社

會服務室的同仁及社工來了，吳副院長

聽到小妹妹在找手表，就安慰她：「不

要擔心，我們會幫妳找到粉紅色手表

的，妳要乖乖聽醫師叔叔跟護理師阿姨

的話唷。」

雖然不能回到現場，但是這個承諾一

直記在吳副院長跟團隊的心上。就在四

月三日上午十點，吳副院長跟團隊帶來

了小妹妹的「粉紅色手表」！其實，急

診現場任務告一段落後，時間已經接近

深夜，店家都關門了，所以，這支手表

是人文室同仁林永森一大早特地趕去熟

悉的店家購買的。

花蓮慈院整合醫學急診後送病房周云

鵑副護理長親手為小妹妹戴上手表，再

伸出自己手上的表跟小妹妹的比一比，

「現在我們都有戴手表了！」周副護理

長說，這樣不只可以給她安全感，還可

以讓她感覺到，我們都是一樣的，就不

容易害怕醫護人員為她進行治療。

小妹妹開心說：「阿姨妳的是黑色的，

社工與精舍師父在院協助安撫傷者。攝影／陳安俞

下午兩點多，第二次啟動紅色九號。( 本圖經變色處

理）攝影／楊國濱

輕傷者治療最後一道關卡是由醫師確認所有症狀都

已處理，才會放心讓病人出院。攝影／陳安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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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是我最愛的粉紅色！」也許是心愛

的手表守護了小妹妹，現在小妹妹有了

另外一隻粉紅色手表，這是新的守護，

也是醫護團隊跟她約定好要健康康復的

承諾。

小妹妹的傷勢趨於穩定，主治醫師

在三日下午同意她可在四日出院，轉回

北部繼續後續的治療。這時，周云鵑也

在晚間趕緊為小病人準備了她熟悉又喜

歡的卡通人物佩佩豬布偶，以及乾淨的

衣褲及鞋子。當佩佩豬送到小妹妹的手

上，小妹妹很開心，她的爸爸媽媽也有

了笑容。

周云鵑說，林小妹妹情緒本來很緊

張，看到熟悉的卡通人物，才又比較開

心一點，她剛來到病房時，情緒不是很

好，也不想跟醫護人員接觸，只用棉被

把頭蓋著。

林欣榮院長也指出，四日早上到病房
周云鵑副護理長親手為小妹妹戴上手表。圖／

二五東病房提供

戴上粉紅手表、

抱著布偶的小妹

妹，帶著醫護的

祝福出院。圖／

二五東病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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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可以感受到小朋友情緒的改變，抱

著佩佩豬，神情更穩定了；很感恩護理

團隊用心照顧林小妹妹的心，祝福小女

孩出院以後的後續治療，順順利利，早

日康復。

為病人止痛的麻醉團隊

當大量傷患湧進急診室，麻醉部醫

護團隊們推著超音波，在急診室幫受傷

骨折的病人作神經阻斷術，一床打過一

床，讓病人在受傷的第一個時刻就能得

到止痛的治療，在這個苦難時刻，能

幫病人止痛的手可謂「被上帝親吻的

手」。他們也是一群病人和家屬一定知

道、卻永遠叫不出名字的麻醉醫護團

隊。

花蓮慈院麻醉部副主任楊曜臨：「末

日的光：我願究竟恆無盡。我在的地方

不能有疼痛出現。」因為每個人都是最

重要的！

每個送到急診的傷患，都是受到驚嚇

而且身上有傷，都需要接受醫療，甚至

都認為自己是最重要的。但是大量傷患

的時候，需要已有生命危險的傷患為優

先，骨折且意識清醒的傷患被歸類屬於

中傷。

現場真的有家屬問：「拜託！你看

到這腳都骨折變形了，難道不是重傷

嗎？」

不求掌聲、不管名字有沒有被記住，楊曜臨醫師

與所屬的麻醉醫護團隊全力為傷者止痛。圖／花

蓮慈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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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起，這真的是中傷。而且急救

區的傷患正在進行急救，門口還送來在

途中失去呼吸心跳等生命徵象的 OHCA
傷患。

很感恩，中傷的傷患跟家屬都能體

諒了解現場的檢傷分類，願意把醫療資

源先讓給重傷患者。可是在等待醫療的

時候，骨折傷患的疼痛，只會不停的加

重。

右大腿骨折變形的李小姐，在事故現

場正好倒在逃生窗口附近，為了讓後面

還能自行行走的傷患先行逃出，只能用

雙手抱著斷折的右腿，一點一點的讓出

一條走道，一直等到中午過後才被搜救

人員救出事故現場，剛到醫院的時候，

不論是在推床上推進醫院，還是移動到

診療床上，每一步驟都讓她哀痛不已，

而檢傷屬於中傷的她，還是必須等待接

下來的手術治療，直到花蓮慈院麻醉部

團隊的出現！

神經阻斷術　緩解椎心刺骨之痛

花蓮慈院結合以往急診及大量傷患的

經驗，在急診傷患有需要的時候，都有

麻醉部的醫護人員待命，為傷患及時提

供止痛。楊曜臨副主任說，嗎啡等止痛

藥物有可能會影響傷患的心跳、血壓等

生命徵象，進而有可能對診斷與治療計

畫造成影響，所以，神經阻斷術對急診

傷患來說，是麻醉團隊當下最適當的選

擇之一。

李小姐說，真的很感謝麻醉醫師，

「我看他們用超音波在檢查，然後再用

探針放進去，印象中我被刺了四個點，

然後就神奇的不痛了，到那時候我的心

才稍微安定下來，彷彿看到了未來的希

望，可以等待接受接下來的治療。」

同樣接受麻醉治療的彭小姐，事故

發生時，雙腳被變形的座椅壓著，上面

還有一位阿伯跟一位女孩子，他們的傷

更重，聽搜救隊員說是脊椎受傷無法移

動，等到彭小姐被救出來的時候，右腳

小腿以下就不能動了，滿滿都是血，後

來才知道是粉碎性骨折，一路痛到發抖

的來到花蓮慈院，緊接著麻醉團隊為她

進行神經阻斷術，才緩解了彭小姐的椎

心刺骨之痛。彭小姐說，「其實我不知

道他們叫什麼名字，甚至不知道他們是

那一科的，但是我衷心感謝他們！」是

麻醉團隊給了她安定的力量。

或許經歷過手術治療的人，可能會

記得開刀的醫師、住院的護理師，而手

術過程中，其實還有麻醉醫護團隊是全

程守護著病人的生命、呼吸、心跳、血

壓⋯⋯，在治療完成後，再用他們溫暖

的手讓病人甦醒，重新回到健康的身體

裡。麻醉團隊最熟悉病人的生命徵象，

卻是病人印象中最陌生的溫暖。

醫學生也盡一分力

陳宗鷹副院長身兼慈濟大學醫學院院

長，第一時間也跟著院長到急診室投入

大量傷患搶救。有些留在醫院的醫學生

與 PGY(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 )，主動
到急診室幫忙。

醫學系六年級的劉明遠，最近在急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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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因為放假沒有返鄉，就像平常一

樣到急診上班，誰知遇到了大量傷患。

「師長開始動員之後，學生也不好影響

老師處理事情，一開始不確定自己能幫

什麼忙，後來跟著外科老師到重傷區急

救區幫忙⋯⋯」還有一些醫學生是在網

路上看到新聞，就同學相邀趕緊來到急

診室；更有同學說在 (二○一八年 )花
蓮地震時都沒幫上忙而一直覺得遺憾，

所以這次立刻就衝過來幫忙。

祝福所有人

朝向康復的路上前進  

四月七日上午，花蓮慈院醫療團隊各

科代表一行人在林院長的帶領下回到靜

思精舍，向上人彙報狀況，讓老人家安

心。

醫祕李毅醫師說：「目前，在醫院

住院的還有十五位，有一位預計今天出

院，有兩位很輕傷勢的患者預計轉回中

壢的醫院。這十五位病人裡面沒有花蓮

住民，三位在臺北市、新北市八位、苗

栗一位、新竹兩位，還有臺東一位。一

位在加護病房的小妹妹眼晴已張開了，

他的爸爸說我們神經外科團隊救了他女

兒，而且居然可以吃東西了！」李毅醫

師在總結現狀的最後，也提及醫院內部

也有心理關懷服務，因為同仁們在救治

病人的過程中發生許多事，「這裡面有

很多故事，醫院裡成立了心理關懷，因

為那天的六歲小妹妹沒有救起來，急診

的行政同仁晚上哭到不行。問她為什麼

哭，她說因為跟她女兒一樣大。我想，

還有一些同仁也睡不著覺⋯⋯」

四月二日下午四點多，大量傷患解編。攝影／楊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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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戶一社工  出院後的關懷不斷

社會服務室謝侑書主任分享在四月

二日事件當日，社工的最主要任務是協

助心情焦慮的家屬，因為許多人焦急著

想知道在火車上的人的下落，「我們請

家屬提供他們家人的名單，我們登記下

來。當傷患進來時，透過系統比對，就

可以告知他的家人在什麼地方 (急診 )，
狀況如何。」

侑書主任說，因為是清明連假，有

一半的同仁返鄉過節，另一半就全員出

動，共七位社工，從上午十點半在急診

待命，一直到任務解編。「對大部分醫

護，解編就結束，但對社工，一直到現

在，任務都還沒有結束。包括前兩天把

所有不需要住院的傷者，全部打了一遍

電話，看他們返家後的狀況如何。」

「目前為止，將近三十位幾乎都有連

絡上，都返回居住地。這一次絕大部分

都是住在北部，打過一遍電話後，評估

傷者的心情都滿穩定的。其中有一位阿

嬤是帶著小孫子來醫院急診的，阿嬤是

簡單的擦傷，當下很鎮定。我們處理完

後還提供精舍要給醫護的午餐給她，讓

她餵小孫子吃。」接著侑書主任說她打

電話給阿嬤後聽到的訊息，「阿嬤自己

這幾天都在桃園的殯儀館，因為女兒和

另一個孫女過世了⋯⋯」主任說：「後

續還需繼續就醫的傷患，我們會再去連

結公部門、各醫院的社工部門，請他們

後續再追蹤。公部門的部分，因為有

『一戶一社工』的方案，我有主動跟公

部門提，有任何需要我們慈濟幫忙的地

方，請他們跟我們說，因為慈濟人是遍

布全臺各地的。」

除了社工師，慈濟醫院與慈濟志工的

關懷，持續進行中⋯⋯

四月三日蔡英文總統、林佳

龍部長、陳時中部長、徐榛

蔚縣長等首長來院關懷慰

問。攝影／胡俊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