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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慈濟醫院在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五日啟業以來，始終用心守護花蓮南區

偏鄉民眾的健康。二○二二年三月要來迎接二十三周年院慶，熱播中的大

愛劇場《先生娘》，講述的正是玉里慈院前身「鴻德醫院」曹葦院長與夫

人曹陳靜枝師姊的慈濟因緣，導演暨演員團隊專程於三月五日來到玉里靜

思堂舉辦感恩見面會暨蔬食無痕市集同慶；緊接著三月九日醫院舉辦了小

而美的院慶活動，院內同仁細數一路來持續推展醫療服務面向的成長軌

跡，走入人群膚慰病苦的信願行，更透過祈福與推素，互道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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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面會暨蔬食市集

溫暖鄉親心

熱播中的大愛劇場《先生娘》，戲說

曹葦醫師和曹陳靜枝的故事，劇中的鴻

德醫院就是玉里慈院的前身。演員團隊

三月五日來到玉里靜思堂，舉辦感恩見

面會暨蔬食無痕市集活動，見面會一方

面答謝民眾對大愛劇場的支持與肯定，

也為玉里慈院迎接二十三歲生日獻上祝

福，更要向在玉里甚至為整個南花蓮的

醫療先鋒──曹葦醫師及夫人「曹媽

媽」曹陳靜枝姊致敬。

遙想七零年代的花蓮南區醫療資源相

當缺乏，幸有曹葦醫師守護在玉里，救

助無數生命、照護偏鄉居民的健康，而

夫人曹陳靜枝師姊為玉里第一顆慈濟種

子，訪視濟貧無私奉獻，曹醫師與曹媽

媽以父母心疼惜著地方鄉親，深受老一

輩的在地居民景仰。曹葦醫師病逝後，

依其遺願，鴻德醫院在一九九九年由慈

濟接手，成為玉里慈濟醫院，傳承著曹

葦醫師的大愛精神，二十三年來持續駐

守偏鄉。

大愛劇場《先生娘》演員團隊三月五日來到玉里

靜思堂，舉辦感恩見面會暨蔬食無痕市集活動，

也為玉里慈院迎接二十三周年院慶獻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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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集設攤秀廚藝　衛教宣導並進

《先生娘》一劇喚起了許多玉里鄉親

的共同記憶，除了令人期待的見面會，

玉里慈濟醫院的醫護、行政團隊也響應

蔬食市集，準備了「守護健康」、「ㄅ

ㄠ ˇ包薯愉泥」、「加油小站」三個攤
位，推出自製輕食薯泥沙拉麵包，黑糖

糕、滷豆干、茶葉蛋、蜜餞番茄等美食

點心。

平時駐守在開刀房和門診的護理師，

在活動前一日親自下廚，小心翼翼將要

滷成茶葉蛋的白蛋一顆顆放進鍋內，爐

子上還有一鍋則熬煮著黑糖水，要做軟

Q的黑糖糕。玉里慈院門住診護理長潘
璿晴，專注看著筆記按表操課，她說在

這之前和行政組長陳秀金學習如何做黑

糖糕，甚至還特地跑去她家「取經」，

前前後後已經試做過三、四次了！「這

次義賣我想說做傳統糕點，祭祖或拜神

都適合的，婆婆媽媽們應該會比較喜歡

買。」

三月五日上午蔬食市集登場，玉里慈院的醫護與行政

團隊以自製輕食薯泥沙拉麵包等手作美食點心參與攤

位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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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頭，玉里慈院開刀房副護理長

葉雲鑑，在廚房的流理臺上熟稔地製作

蜜餞番茄。門診護理師何玉玲，從中藥

材行採買八角、滷包，要來滷豆干和茶

葉蛋。由行政同仁籌備的「ㄅㄠ ˇ包薯
愉泥」攤位，在管理室主任張嘉玲和行

政組長陳秀金分別用南瓜和馬鈴薯經過

幾次的試做，大家共同集思廣益討論內

餡，敲定選擇馬鈴薯泥口味。

活動當天，陳岩碧院長早上九點半就

來到現場，關心攤位準備狀況，並與同

仁一起服務。尚未正式敲鑼開賣，蔬食

市集已人聲鼎沸、氣氛熱鬧，現場有十

多個攤位，像是炒麵、炒飯、在地小農

特產、輕食、水果、甜品等，熱的、冷

的、鹹的、甜的全都有。不只要將蔬食

的美味推廣給更多人，為了推廣健康促

進，玉里慈院也在場設置癌症篩檢宣導

攤位，特地邀請到花蓮慈濟醫學中心乳

房醫學中心主任張群明醫師，來守護女

性朋友的健康，張醫師提醒藉由乳房攝

影檢查，可以預防乳癌的發生，早期發

現早期治療的存活率很高，鼓勵女性朋

友定期檢查。且飲食能夠以蔬果為主，

並搭配規律運動的話，更能有效地預

防。

接力開路　醫療照護多功能延伸

時間來到下午，劇中要角包含尹昭德

與朱芷瑩、游蕎軒、楊忠穎、游君萍、

李紫研等優秀演員，偕同導演黃克義抵

達玉里靜思堂，在黃添明師兄妙語如珠

的主持下，來與大家相見歡。

會中受邀分享的嘉賓之一黃玲蘭縣議

員，憶起當年因為父親的離開，讓母親

走不出傷痛，後來因緣際會下，帶著母

親到玉里慈院開辦的銀髮福氣站參與課

程，不但重拾笑容還學會了多項才藝，

像是手作美勞、畫畫、打鼓和唱歌，

「那時候母親曾手縫了五百個手機袋，

讓我拿去跟鄉親結緣，真的非常感恩玉

里慈院跟社區師兄師姊一起帶來的正能

量。」

陳岩碧院長分享，包含自己，玉里

慈濟醫院的駐診醫師，幾乎都要在急診

值班，內、外科都有碰過傷勢嚴重的病

人，有的甚至到院前就沒有生命跡象

了，「我們能做的就是盡力把病人從死

神手中搶回來，不要錯過黃金時間，等

穩定生命徵象後，趕緊將病人轉到設備

齊全的醫學中心。」醫療團隊延續著曹

葦醫師的心願，照顧著南花蓮鄉親。如

三月五日下午大愛劇場《先生娘》感恩見面會

上，男女主角尹昭德與朱芷瑩，兩人都為曹醫師

與夫人一生奉獻玉里救助無數生命的付出而感

動。左為主持人「阿明」黃添明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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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醫院的服務涵蓋急診、收治住院跟多

科別的門診，也積極在社區推動健康促

進，近年更增加中醫巡迴醫療、居家醫

療、居家長照、居家護理，設置樂智據

點照顧高齡老菩薩。

「我很榮幸能在玉里慈院服務，從主

治醫師開始做到院長，一直以來都在臨

床第一線照護病人，我們全體同仁就像

螢火蟲一樣，為黑暗的角落照著光。」

飾演曹葦醫師的演員尹昭德，在十三

年前電視劇《台九線上的愛》中，即擔

綱演出玉里慈院前院長張玉麟的人生故

事，深覺自己與玉里的連結深遠，笑言

「演完戲劇覺得前半生白活了，認為自

己應該要從醫」。而朱芷瑩分享了在看

劇本時，與尹昭德倆邊讀邊流淚，為曹

葦醫師夫婦用心拯救生命以及扶弱濟貧

的善舉所感動。而曹陳靜枝師姊日前因

不慎摔傷需臥床休養無法親臨，朱芷瑩

也邀請眾人一起祝福曹媽媽早日康復。

活動尾聲，演員團隊巡禮蔬食市集

時，民眾盛情相迎。茹素三十餘年的尹

昭德、拍戲過程中跟著吃蔬食便當的朱

芷瑩不約而同提到，素食不僅對身體

好，還能幫助大腦靈活思考。透過見面

會提倡蔬食，希望讓更多好吃的蔬食讓

大家吃到，吸引更多人加入。

劇中飾演游月鶴師姊的演員游蕎軒，

在玉里慈院護理科的「加油小站」攤位

上，注意到懸掛著「居家護理所」的介

紹海報，對於能夠到宅評估的服務非常

讚歎。

帶著《先生娘》團隊的鼓舞，玉里慈

院莫忘初衷，未來繼續傳承曹葦醫師的

大愛精神。

喜迎廿三院慶　秉志點燈守護

三月九日下午舉辦的玉里慈院二十三

周年院慶活動，陳岩碧院長首先帶領同

仁為烏克蘭難民祈福，並帶動響應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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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玲蘭縣議員感恩玉里慈院和慈濟志工在社區推

動健康促進，讓媽媽能在銀髮福氣站重拾笑容。

陳岩碧院長感念前有鴻德醫院照顧玉里鄉親的健

康，而後玉里慈院願傳承秉持曹葦醫師的大愛精

神，持續守護著地方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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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愛。醫療法人林俊龍執行長也特地錄

製一段祝福影片，勉勵玉里慈院繼續用

心用愛守護偏鄉，幫助無法走出來的苦

難人，樹立偏鄉醫療的人文典範。

「我們這盞燈是誰在照亮的？」陳

岩碧院長回想，當年剛到慈濟醫院任職

時，思考著這盞燈的意思是什麼，後來

明白就是這群願意留在當地服務的醫

護、行政，以及社區的志工師兄師姊。

「玉里慈院二十四小時在這裡服務，住

院服務有加護病房、一般急性病房，門

診更提供將近三十個科別的服務，一方

面感恩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的奧援，讓我

深深覺得，這樣為偏鄉在服務，不能以

賺錢的心態來衡量，要以慈濟付出無所

求精神來相待，就不會覺得這個工作很

累。」

秉持醫療與慈善結合的信念，在醫

療照護上著力，這些年來，醫院延續著

居家關懷和義診，並且推動在社區的健

康促進、長照服務、居家醫療及護理、

樂智據點等等；疫情中，合力守住醫療

防線，也承擔大型疫苗接種站的服務。

「我非常感恩所有堅守在崗位的同仁，

還有師兄師姊們一起在這裡合和互協，

照顧在地民眾的健康。」陳岩碧院長

說，同仁在慈濟精神與慈濟人文的化育

下用心學習、貢獻良能，就像上人慈示

的「有志一同」，團結守護著偏遠地區

的鄉親父老。

資深同仁表揚　人情味留住人才

今年的院慶活動中表揚了五位服務滿

十年的資深同仁，分別是加護病房護理

師尤慧瑄、簡瑩萱、檢驗科醫檢師張文

駿、醫事股董慧慧、林可涵，他們自慈

濟教育體系畢業後，即來到慈院服務。

在醫事股承擔申報職務的林可涵，在

職期間成家生子，現在小孩已經上小學

了，「很感恩玉里慈院，讓我在熟悉的

家鄉就近工作並將所學發揮，很幸運也

很幸福在這個大家庭裡。」同事董慧慧

與可涵背景相似，都是玉里人，從慈濟

技術學院畢業後即到院服務，「本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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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志工爸媽們齊聚同慶。



想說在這邊待個三、五年就好，沒想到

敬愛的爸爸往生，當時醫院的同仁們還

排班來幫忙守夜、摺蓮花⋯⋯一下子十

年就過去了，我想應該就是慈濟特有的

人文和人情味，才有辦法讓我在這邊待

這麼久。」

畢業於慈濟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

學系的張文駿醫檢師，公餘經常主動報

名參加人醫會義診，也是玉里慈院第一

位捐贈骨髓的職工。他說醫院二十三歲

了，很高興自己就參與到這其中的十

年，「這段期間跟大家一起完成許多

事，見證醫院的改變，期待未來醫院發

展愈來愈好。」

住在臺東太麻里的尤慧瑄以及來自花

蓮的簡瑩萱兩位加護病房護理師，是轉

圜加護病房面臨關床窘境的重要人物。

急重症倪春玲護理長憶及二○一一年

時，加護病房一度因護理人力不足而無

法收病人，還好這兩位學妹到職服務，

三月九日舉辦二十三周年院慶活

動，團隊齊為烏克蘭難民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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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撐下來，也因為玉里慈院特有的交

叉訓練，所以對於急診、一般急性病

房、加護病房的工作，尤慧瑄與簡瑩萱

都很熟悉，可以即時支援照護工作。匆

匆十年已過，尤慧瑄說，「曾有人問我

值得嗎？我覺得其實不管在哪裡、什麼

角色，都要懂得去創造自己的價值，讓

這件事是值得的。對我來說，在這個醫

療資源缺乏的偏遠地區，看著病人在加

護病房受照護直至病情穩定而轉出，這

就是值得。」她也要謝謝院長、副院長

及護理科主管們，時常關心護理人員的

工作狀況，同仁也都會互相幫忙，「感

覺到單位間就是以愛為管理，謝謝大家

的照顧，待在這裡付出自己的專業讓我

感到很幸福。」

中醫急診生力軍　奮發共進

醫療科王仁甫醫師談起中醫團隊走出

醫院、深耕社區的學習，「感恩院方的

支持和社區志工的協助，中醫巡迴順利

地在富里鄉明里村跨出第一步，雖然因

服務十年資深同仁獲表揚。左起張文駿醫

檢師、醫事股林可涵及董慧慧。三人皆來

自慈濟教育體系的培育。

王仁甫醫師分享了在中醫巡迴醫療服務、前進

樂智據點辦講座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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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疫情的關係，曾休息幾個月的時間，

但不論是事先的場勘、準備期間繁瑣的

作業，很感謝都有大家的幫忙。」他說

巡迴點在二○二一年剛起步時，器材很

凌亂、環境不是很完整，夏天診療時，

有蚊蟲會來叮咬病人，冬天因為寒冷，

需要烤燈輔助治療，感恩行政組秀金組

長，執行上若遇到問題，她總是立即協

調迅速地解決，讓病人前來就診是比較

舒服的狀態。王醫師也追加一則好消息：

順應瑞穗鄉有中醫的需求，倪景滌醫師

即將在瑞穗鄉開設玉里慈院的第二個中

醫巡迴點了！此外，今年起中醫科也跟

失智共照中心的三個樂智據點合作，每

週都安排一場中醫講座，帶給地方長者

實用的健康衛教與養生保健之道。

在玉里慈院服務兩年多的急診醫學科

許耀升醫師，笑稱自己跟資深的前輩比

起來算「新來的」，而他與院內夥伴們

一同在急診、門診、病房第一線照顧病

人，大家的勞心勞力與團隊合作無間他

都看在眼裡。尤其是在花東偏遠地區，

醫療資源非常不足的地方，為了照顧玉

里地區的民眾「哪間醫院的院長跟副院

長會親自下來第一線診療病人？」真的

非常不容易。許醫師向院內前輩與同仁

們致敬，也祝福玉里慈院繼續發光發

熱，隨著世代與時俱進。

護理科郭雅萍主任分享自己在玉里也

奮鬥了好幾年，「其實沒有時間讓我們

護理科郭雅萍主任願與夥伴一起在偏鄉醫療照

護上努力奮鬥。

急診醫學科許耀升醫師到院服務兩年多，分享

了與資深前輩一同在臨床共事的學習與收穫，

更體會到偏鄉醫療的不容易。

資深志工黃麗雲師姊感恩醫院在疫情中依然努

力守護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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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思考說，要不要繼續往前走，只能不

斷向前看，想著怎麼樣做得更好，為這

間醫院、為這個地區的民眾，我們不只

要朝著下一個十年，再繼續往前走，我

們還要再看二十、三十年，讓這家醫院

繼續點燈照亮這個地區。」

志工代表黃麗雲師姊致詞表示，去

年遇到嚴重的疫情，看著醫護人員日夜

輪班的辛勞，師兄師姊看在眼裡疼在心

裡，不忘打氣相挺，「有任何事醫院只

要說一聲，我們幕後的師兄師姊一定鼎

力支持，因為我們是一家人。」

院慶活動最後由健康促進同仁與社

區志工共同策畫的蔬食河粉捲活動來做

Ending，將紅蘿蔔、小黃瓜、薄荷葉、
蘋果、素料、玉里麵，夾進透明ＱＱ的

越南河粉皮裡，透過好看又好吃的 DIY
手作，一起推廣共享蔬福。

玉里慈院二十三周年院慶活動圓滿，同仁與志工們透過手作蔬食河粉捲共享美味，一起推素互道祝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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