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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院慶
文／江家瑜、鍾懷諠

花蓮慈院三十五周年院慶，慈善、醫療、教育、人
文各志業體同賀，八月十四日院部主管與獲表揚的
資深同仁齊赴精舍領受上人祝福。攝影／劉明繐

花蓮慈院三十五周年院慶

乳房醫學中心主任張群明、整合醫學急診後送
病房護理長周云鵑擔任今年線上院慶大會的主
持人，透過在精舍與醫院的兩地連線直播，引
領眾人同在雲端回顧與展望。攝影／劉明繐

慈濟醫療法人副執行長郭漢崇、常住志工顏靜
曦，感恩及追思協助花蓮慈院建院的曾文賓院
長、楊思標教授以及慈祥的德慈法師。圖／花
蓮慈院提供

花蓮慈濟醫院在八月十四日舉辦

蓮縣衛生局局長朱家祥、花蓮縣醫師公

三十五周年線上院慶大會，與同仁、鄉

會理事長梁忠詔、花蓮縣護理師護士公

親在雲端一起回顧與展望；並在靜思精

會理事長葉秀真等公會，以及副院長陳

舍，由證嚴法師表揚服務滿三十周年的

培榕、許文林、陳宗鷹、吳彬安、徐中

資深同仁，致贈特製的人物公仔及琉璃

平、何宗融、黃志揚等也特別錄製影片

獎座，感恩他們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送上祝福。而花蓮縣縣長徐榛蔚亦感謝

在花蓮慈濟醫療堅守崗位。

花蓮慈濟醫院的貢獻，為東臺灣醫療建

花蓮慈院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啟業
至今，不僅守護東臺灣鄉親健康，在病
人安全、醫療專業、教學、研究上精進

置了一張完備齊全的防護網。

感念典範永存

疫情中矢志守護

成為東部唯一的醫學中心，也積極向海

這一年來，除了遇到 COVID-19 病毒

外拓展，幫助有醫療需要的難症、重症

席捲臺灣，0402 太魯閣號出軌事故之

病人。今年逢新冠肺炎疫情嚴峻，院慶

外，而協助證嚴法師興建花蓮慈院的曾

大會也改成網路線上直播。今年的主題

文賓院長、楊思標教授，以及像母親般

是「35 同行 行善人間 大哉教育 醫愛

總是溫暖同仁心的靜思精舍德慈法師，

無涯」，由乳房醫學中心主任張群明、

相繼辭世，大會邀請慈濟醫療法人副執

整合醫學急診後送病房護理長周云鵑擔

行長郭漢崇、常住志工顏靜曦，藉由一

任主持人，有超過七千位民眾一起見證

張張老照片及影片話當年。

這個充滿祝福與感恩的日子。

郭 漢 崇 醫 師 記 憶 深 刻， 啟 業 初 期，

慈濟醫療法人執行長林俊龍、慈濟慈

「曾文賓院長常常跟年輕醫師宣導『要

善事業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慈濟教育

常常爬樓梯』，因為電梯一開、一關就

志業執行長王本榮、慈濟人文志業合心

要一塊錢，若是每個人都能省個幾塊

精進長姚仁祿、花蓮縣縣長徐榛蔚、花

錢，這醫院就不用證嚴法師一個人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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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到處去募款。」凸顯當年建院過程
極艱難，點點滴滴都是匯聚眾人的愛。

護理部鍾惠君主任表示，花蓮有慈濟

在今年疫情期間，花蓮慈院收治了

醫院，不僅讓許多鄉親不用遠赴外地求

十六位確診病人，最後一位確診病人也

醫，包含醫師、影像處理、藥師、麻醉、

在八月初康復出院，大會紀錄片特別分

復健……，還有護理團隊，更是精進專

享在六月底出院的「安全帽阿姨」林女

業與人文，陪在病人身邊，也見證醫療

士，醫療團隊持續關心，透過視訊與林

持續進步，讓不少海外病人慕名而來，

女士連線。歷經二次拔管才脫離呼吸器

跨團隊合作擬訂治療計畫，只希望讓病

的林女士回憶起護理長削蘋果給她吃的

人盡快恢復回到原先生活。

情景，「我好懷念那蘋果的味道，剎那
間，我心裡暖起來；我覺得這就是家人
在照顧家人的感覺，那塊蘋果特別甜，
那種感受有點想流淚，就像得到一塊仙
桃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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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這是心蓮團隊的使命必達。

職涯始終如一
感恩資深同仁付出
另外，也透過影片表揚服務滿三十
年、二十年的資深同仁，今年屆滿三十

而今年也是花蓮慈院安寧病房──心

年的同仁有副院長王志鴻、骨科部鄺世

蓮病房，成立二十五周年，疫情期間，

通、核醫製藥科王磊、解剖病理科趙砡

心蓮團隊帶著五十九歲罹患下唇癌末期

瑛、影像醫學部醫事放射科黃麗娟、藥

的吳先生圓一個回家的夢，陪伴他回臺

學部主任劉采艷、護理部章小雲、曾貴

東縣成功鎮的家裡看一看。緩和醫療中

萍、林碧萱、林曾萬、財務室鄧美蓮、

心主任王英偉表示，「圓夢」是心蓮病

總務室楊文鋒、王建邦、胡明燕、醫事

房團隊常常在做的事情，對他們來說

室楊陵湘、鍾昀庭、林坤慧、吳美琴、

「以病人為中心」已深烙在團隊所有人

蔣翠娥、許佩卿、于莒蓮等人，而連同

的心裡，有句話叫「不擇手段」，對團

十年資深同仁、十大優良同仁等今年總

隊來說不擇手段以各種方式完成病人的

共有一百一十位同仁獲表揚。

護理部鍾惠君主任分享，慈濟醫院有多科別的團
隊，讓許多花蓮鄉親能即時就醫，更在醫療照護
服務中落實傳遞人文關懷。圖／花蓮慈院提供

心臟內科王志鴻副院長服務滿三十年，許願到
七十五歲時，仍有能力繼續做鍾愛的醫療工作。
圖／花蓮慈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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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七日志工早會上，院內同仁和志工以服裝造型的改變，分享花蓮慈院三十五年來的點滴故事。
攝影／鍾懷諠

證嚴法師頒發「個人公仔」及「琉璃

各界祝福滿滿，林欣榮院長感恩表

獎座」感恩三十年資深同仁。林欣榮院

示，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會繼續在「人才

長說明，個人公仔特別訂製穿著工作服

培育」與「品質提升」上求進，並且追

的同仁模樣，記錄他們最珍貴的畫面，

隨慈濟慈善的腳步遍及一百二十五國，

以表達對這群資深同仁最高的敬意；而

逐漸把慈濟醫療全球化布建起來。

琉璃獎座，則是感恩資深同仁們將工作

證嚴法師除了回憶建院初期的篳路

視為人生志業般的投入，而他們的慈濟

藍縷，感恩曾文賓院長、楊思標教授的

生涯，也猶如琉璃般的明澈，一路走

支持外，也勉勵花蓮慈院所有同仁。證

來，始終如一外，難行能行、踏實前行。

嚴法師開示，一切都是因緣成就，花

「好快喔，真的三十年了！」心臟內

蓮慈院在全球醫院網路排名 (CSIC The

科副院長王志鴻笑著說，記得應該是在

Ranking Web of World Hospitals) 中 排

一九九一年七月四日早上，他一個人從

名亞洲第一、全球第十三位，未來更需

臺北開著車子，載著棉被、隨身衣服來

要所有同仁，好好為人類而付出；同時，

就職，想不到，一待就三十年。謝謝所

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四大志業得要

有花蓮人、慈濟基金會，還有慈濟志業

共同合和互協，一起為人類付出，付出

體所有的同仁，給予包容與鼓勵，讓現

無所求。

在的他一如既往有活力往前走！王副也
許下心願，希望十年後、到了七十五歲

歷代制服秀

展現專業素養

時，還能在導管室的檢查臺上，與病人

二○二一年八月十七日這天的志工早

一邊談笑風生，一邊進行治療，「這是

會上，林欣榮院長、醫務祕書李毅與花

我這輩子到目前為止，從三十幾年前到

蓮慈院醫療同仁和志工，以服裝造型的

現在，最鍾愛、最喜歡做的一件事情。」

改變，分享花蓮慈院三十五年來的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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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醫務部吳雅汝主任身著醫師袍，袍裡
穿著白襯衫和背心，搭配黑裙或黑褲，

會常懷菩薩心，視病猶親，努力成為醫
療照護典範。

代表醫師專業的形象，和慈濟人的端莊

總務室沈芳吉主任代表輸送中心的同

得體；遺傳諮詢中心朱紹盈主任則身穿

仁，穿上三十幾年前的深綠色工作裝，

素色上衣和深色褲裝，戴著花樣豐富的

芳吉主任說，後來之所以統一著白色上

口罩，代表花蓮慈院啟業後的第一批女

衣和深藍色背心、長褲，除了因應工作

醫師。從當年時髦的穿著，到如今整潔

需求而更換樣式，更象徵「藍天白雲」

的形象，三十五年來，花蓮慈院不僅在

的志工精神；原先輸送中心的阿姨們喜

醫療專業上精進、努力，對同仁的氣質

歡將頭髮燙捲，為了展現慈濟人文精

修養也十分注重，展現出對病人的無限

神，使病人安心，阿姨們也逐漸和慈濟

尊重。

志工一樣，改梳頭髻，進化成現在俐落

護理部鍾惠君主任與蘇芬蘭督導則穿
上了護理師早年的制服裙裝，對比呂基
燕副主任和王琬詳副主任一身白色褲裝

的造型。

慈濟精神

人文之美

的模樣，不同的是衣服款式，而不變的

院長室徐玲玲高專身著三十年前慈濟

是白衣天使的慈悲信念。鍾主任說，花

行政同仁的女式深藍色冬季制服，並分

蓮慈院護理部謹記上人的叮嚀，不僅過

享胸前的領結款式，「以前規定週一、

三十五周年院慶這
天， 院 方 特 別 準 備 了
大蛋糕和小蛋糕和民
眾 結 緣 分 享。 攝 影 ／
鍾懷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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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三十五年，未來的每一個三十五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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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週五打藍領結，週二、週四、週
六打紅領結，是希望同仁上班時能保持
精神，每天心無雜念、充實地度過。」
而人力資源室劉曉諭主任和企劃室林佩
諭專員穿著夏季制服的短袖旗袍，以合
身的款式提醒慈濟人行住坐臥皆需適當
適宜，展現女子婉約的人文氣質。公共
傳播室游繡華主任展示現今已有十五年
歷史的制服，上有八顆鈕扣，即為八正
道，象徵著慈濟委員的精神。
內科部王智賢副主任、外傷中心王建
興主任、檢驗醫學科張淳淳主任以及護
理部葉秀貞副主任則代表職志合一的同
仁，穿上慈誠懿德制服。王建興主任表
示，除了在醫療專業上的精進，希望自
己進入慈濟醫院後能更了解慈濟精神，
學習慈濟的人文與內涵，完成培訓成為
受證委員，一方面代表多了一分責任，
另一面也是多一分祝福，更期許將這份
祝福融入醫療專業裡。

收到證嚴上人與靜思精舍師父特別致贈的酒精噴霧
防疫筆，單位同仁開心不已。攝影／徐玲玲

院方也特別準備了大蛋糕和小蛋糕和

酒精噴霧防疫筆由特殊設計構成，旋

民眾結緣，由指揮陳嬥笙老師帶領的花

轉筆身即可收放筆尖，頂端有小型按壓

蓮慈院合唱團，用嘹亮溫暖的歌聲祝賀

式噴瓶，可自行補充酒精，隨身攜帶使

慈院生日周年。慈濟醫療財團法人林俊

用，如在外不方便洗手，也能輕鬆清潔

龍執行長和林欣榮院長一同切下蛋糕，

手部，減少手上的細菌。林欣榮院長、

祝福花蓮慈濟醫院走過卅五，未來再過

陳培榕副院長、陳宗鷹副院長、羅慶徽

五十、一百個年歲，長久地在花東地區

副院長、何宗融副院長、徐中平副院

亮起醫療志業的明燈。

長，以及護理部主管們，帶著證嚴上人

精舍師父祝福
贈同仁酒精防疫筆

與精舍師父的滿滿關懷，將酒精噴霧防
疫筆發送到各單位處室。
愛在慈濟，齊心防疫；大愛共伴，造

花蓮慈院三十五周年慶，證嚴上人與

福行善。疫情仍未過去，林欣榮院長深

靜思精舍的師父特別致贈「酒精噴霧防

深感恩同仁的付出，祝福所有人健康、

疫筆」予全院同仁。

平安，繼續在抗疫路上攜手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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