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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枝展葉
生機不息

小兒部主任鄭敬楓 ( 左 ) 與肺功能檢查室
醫檢師劉兆明合奏的小提琴，為花蓮慈院
二十五周年院慶大會揭開序幕。攝影／張
進和

最大的期盼就是徹底解決花東醫療資源
缺乏的困境。在全球慈濟人護持下，慈
濟醫院終於在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啟
用。轉眼間，慈濟醫療志業已走過四分
之一世紀，伴隨玉里慈院、關山慈院、
大林慈院、臺北慈院、臺中慈院陸續啟
業，以及人醫會，在臺灣的北中南東偏
遠地區織起綿密的醫療服務網。
慈濟醫療二十五年，各科團隊傳承也

花蓮慈濟醫院二十五周年

九月十一日下午，花蓮慈濟醫學中
心「四分之一世紀的愛與感恩」大會在

文／游繡華

兵如今已遍布六院。

悠揚的旋律中揭開序幕。在花蓮慈院服

在花蓮慈院二十五周年院慶大會上，

務十多年的小兒部主任鄭敬楓與在肺功

慈濟基金會林碧玉副總執行長與陳英和

能檢查室服務的劉兆明合奏〈慈悲喜

名譽院長、王志鴻副院長、陳培榕副院

捨〉、
〈美哉！慈濟人〉、
〈愛與關懷〉、

長、于載九醫師、肺結核防疫專家李仁

〈普天三無〉等歌曲，與會嘉賓與同仁

智醫師、楊思標教授、年過八旬在供應

很快的走進時光隧道。

中心服務的林智惠、創院院長杜詩綿夫

回想四十五年前證嚴上人在一家診所

人張瑤珍以及志工顏惠美等人站在舞臺

探訪病人，見到診所內地上有一灘血，

上回顧慈院創立之初，也道出醫護團隊

經人告知是一名難產的原住民婦女，因

捨棄西部優渥醫療環境的悲心與慈濟因

繳納不起保證金無法順利就診所留下之

緣。于載九醫師更與被暱稱為「阿姨」、

血跡。證嚴上人對這人間悲劇深感悲

高齡八十多歲的林智惠護理長擁抱，真

痛，於是成立克難慈濟功德會，扶病濟

情流露令參加院慶大會的同仁臨場都感

貧。

受到醫護之間互相扶持的情懷，以及在

而在感恩戶的訪視過程中，常常發現
貧病相生，加上東部因醫療人才不足，許

攝影／簡元吉

在學長陪伴學弟、老師成就學生，子弟

時間之流裡付出青春、對慈濟醫院真心
付出之愛。

多急重症無法獲得醫治，甚至只能以直

當年，證嚴上人創建慈濟醫院，不僅

升機北送大醫院救治。這樣的故事不斷

募款不易，尋覓醫護藥技等專業人才更

在東臺灣上演，儘管功德會在一九七二

難，幸好有杜詩綿院長、曾文賓院長承

年在花蓮市仁愛街成立「慈濟貧民施醫

擔，當年率先主動到慈院服務的陳英和

義診所」，但無法完全改善貧病互生的

院長，用一個螺絲一個螺絲把開刀房的

難題，於是證嚴上人發願興建慈濟醫院，

床鎖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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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牙」，是在開刀房進行手術的時候，

友簡銀春是一位脊椎彎度超過一百六十

慈院骨科主任、黃盟仁也是臺北慈院骨

運用在剪裁鋼板、粗鋼丁用。當年一把

度的僵直性脊椎炎的病人，陳院長以自

科主任。

在慈院啟用前二年，陳英和就聽說證

正式的鋼牙器械需要二萬七千元，但這

己研發的矯正切骨術，經過幾個階段後

來自臺北的病友張得文說，他在六

嚴上人要在花蓮蓋一所現代化的醫院。

二萬七千元往往在手術過程中一次缺損

終於讓他能夠「挺立」，重新開始。簡

年前因為脊椎骨已開四次刀，從可以站

之後，了解花東地區醫療資源真的非常

就得換新，對新啟業的醫院來說是一大

銀春笑著說，在第一次手術後，他就已

的缺乏，骨科的訓練也剛好告一段落，

開銷。早期約有相當長的時間，骨科都

經心滿意足，但陳院長還不滿意，持續

見過證嚴上人以後，他就決定到慈濟醫

是使用這工業用的大鋼牙替代，即使現

幫他調整。簡銀春說：「陳院長真的很

院。

在，依然保留作第二線使用。

好，沒有醫師的派頭，門診時就像自己

醫者情懷

克難器材耘出一片天

林副總拿起一把工業用的大剪刀，

慈濟骨科與醫療志業同時發展，至今

就是陳院長二十五年前為節省醫院開銷

都是二十五年。陳英和院長在僵直性脊

的創意。陳院長說，那把剪刀俗稱「大

椎炎的治療聞名海內外。來自宜蘭的病

的兄弟，真的感謝他，他像我的再生父
母。」
隨著于載九、許世祥、潘永謙、鄺世
通、黃盟仁等骨科醫師陸續加入團隊，
骨科日漸茁壯發展成骨科部，如今師徒
傳承已是桃李滿枝，且獨當一面。潘永
謙目前是關山慈院院長、簡瑞騰是大林
陳英和名譽院長手拿二十五年前的工業用大剪刀，見證
醫療志業篳路藍縷的起步。右前起為花蓮慈院王志鴻副
院長、骨科于載九主任、陳英和名譽院長、林碧玉副總。
右後為胸腔內科結核病實驗室李仁智主任。攝影／張進
和

原本脊椎彎曲一百六十度、鼻子頂著膝蓋 ( 右圖 ) 的簡銀春，手術成功十五年後，他「抬頭挺
胸」從宜蘭到花蓮來感恩花蓮慈院骨科團隊。左起于載九醫師、大林慈院簡瑞騰醫師、吳文
田醫師、簡銀春、臺北慈院黃盟仁醫師、關山慈院潘永謙醫師與陳英和醫師。攝影／徐政裕
資深醫療志工上臺表演「一性圓明自然」，獻給勞苦功高守護生命的醫院同仁。攝影／劉明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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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二十三年前到花蓮慈院服務的原因非
常單純，「大哥陳英和叫我來，我就來
了」，至今他仍一直抱著感恩的心，他
認為，很多時候不是他成就了慈濟，而
是慈濟成就了他，特別是病人，因為病
人百分之百的信任，給他學習的機會與
經驗，才有今天的他。他也強調，「陳
英和院長的誠懇，大度與謙卑，令我深
深感動。他是我這一輩子最好的老師、
兄長與朋友」。
陳英和院長則表示，很感恩同事和學
生，每一個人都是非常的努力、精進，
所以都有很高的成就。當他的臨床工作
已經由守護健康搶救生命到傳承的時
候，他使用的就是靜思語裡的二句話，
第 一 個 是「 人 有 無 限 的 潛 能，」 第 二

因罹患喉癌接受手術的病友陳德昌（左起）、潘春
忠和曾春妹一起上臺，努力利用發音器感謝耳鼻喉
科醫療團隊，令人動容。攝影／徐政裕

個，就是「普天之下，沒有我不能相信
黃志安 ( 左 ) 現在已經是三十幾歲的健康青年，他雖
年輕卻是郭漢崇醫師的老病人。攝影／徐政裕

到不能坐也不能站，足足躺了一年。他

郭醫師答說「我是泌尿科醫師，這沒什

的人」。

發心如初

建立泌尿權威

花蓮慈院陳培榕副院長帶出實力堅強的耳鼻喉科團
隊。左起陳培榕、大林慈院何旭爵主任、臺北慈院
黃同村主任、臺中慈院吳弘斌主任。

師徒相繫

耳鼻喉科青出於藍

麼。」當下，也讓朱陳復感到後半輩子

花蓮地區頭頸部腫瘤病人非常非常

的健康有了依靠，這些年來，他也常常

的多，這疾病對病人來講是非常的痛苦

以自己的經歷鼓勵其他殘障的朋友。

的，幸有陳培榕副院長帶領的耳鼻喉科

為求醫從基隆找到高雄，通通被拒絕，

資深醫師中，泌尿科主任郭漢崇當

直到他慕名聯繫到在美國研習的吳文田

年號召同學一起到花蓮慈院服務，至今

郭漢崇醫師說，當「小朱」抱著孩子

團隊駐守花蓮，幫助病人恢復健康，重

醫師，終於來到花蓮，由于載九醫師為

仍為人津津樂道。「西部泌尿科醫師很

來看他，他感受到小朱眼眶裡的淚水，

新找回病人生命的希望。在大會中，罹

他手術治療。當下，他很害怕，心想第

多，但是東部非常少，我想在慈院可以

滿載幸福，對醫師而言，這也是非常高

患喉癌接受手術治療的病友陳德昌、潘

五刀下去，如果沒有上來，這條命就掛

比我在北部或在西部做更多的事情。」

興的一件事。院慶大會上也演出從小因

春忠和曾春妹，雖然講話不方便，但仍

了，但他在手術三天後，就站起來走出

如今郭漢崇已是泌尿系統病友的守護

脊柱裂飽受漏尿之苦的黃志安在花蓮慈

齊聲：「我們一起在這裡，要感謝我們

病房，眼淚也當場掉出來。張得文說，

者，他更將臨床與學術的結合，在尿路

院找回健康的故事，令郭醫師與團隊驕

的主治醫師及這個醫療團隊。」

吳文田醫師是他的貴人，于載九醫師是

動力學的治療與研究上，成果豐碩。

傲的還有從以前走到現在，「我們可以

陳培榕副院長說，當年因在臺大醫

在二十一年前因為車禍導致脊髓損傷

說，幾乎已成為全臺灣最好的醫學中心

院照顧病榻上的杜院長，臨終前的杜院

于 載 九 說， 他 常 跟 病 人 說 一 句 話，

的病友朱陳復回想起郭漢崇醫師幫他做

裡面的泌尿科。」二十五年來，郭漢崇

長仍心懸花蓮慈院的病人與醫師招募問

「開刀的醫師是開飛機的駕駛員，你是

尿路動力檢查時，一邊說「尿不錯」的

從支援醫師到專任，他始終維持著當時

題，一句「你去花蓮」，他就到花蓮服

乘客，你百分之百相信我，就坐在後面

檢驗結果，另一手還摸著尿，讓他忍不

為偏遠地區醫療付出的熱忱，發心如

務至今。

把安全帶繫好，其他都不要講。」回想

住驚叫「郭醫師，那是尿耶。」沒想到

初，圓慈濟大夢。

他生命中的恩人。

照顧病人之餘，還有一個重要目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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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傳承，特別是耳鼻喉科有一個傳統就

幫助病人。

是「師父帶徒弟」。如今耳鼻喉科也是

神經外科自二○○三年十月引進加

從一人團隊發展成堅強團隊，不僅在頭

馬刀立體定位放射手術，「隔空取瘤」

頸部腫瘤的治療上卓越，在打開聽障聽

已累計個案將近八百例。今年八月，一

力、聽語與人工電子耳植入上也成效顯

位來自印尼的女士，因為被醫師診斷罹

著，當年在花蓮慈院接受訓練、成長的

患腦部動靜脈血管畸型，也慕名跨海到

何旭爵醫師、黃同村醫師、吳弘斌醫師

花蓮慈院找蘇泉發主任，接受加馬刀治

如今均分別承擔大林慈院、臺北慈院、

療，預後狀況良好，三天後順利出院。

臺中慈院耳鼻喉科主任職務。

哈鐵木爾醫師與神經科辛裕隆主任則是

無間團隊

打造黃金神醫中心

癲癇疾病治療與研究的最佳拍檔。也是
癲癇病友的花蓮慈院糖尿病中心衛教師

在花東地區許許多多的急症中，其實

李詩敏說，幸好有哈醫師和辛醫師的照

有許多無法送到外縣市求治的神經外科

護，除了接受手術治療，也學習和癲癇

的病人。以深部腦刺激術服務病人無數

和平相處，整個醫療團隊帶給她很大的

的神經功能科主任陳新源說，如果要用

勇氣，一路陪伴她度過這個難關，現在

曲風來形容，神經外科應該要叫做「重

她更能發揮同理心照護病友。

金屬搖滾」，需要很多的高科技器械來
協助。神經內科哈鐵木爾醫師也說，
神經科學醫學中心包括神經科、神經外

連體嬰小太陽
照亮國際醫療滿堂彩

已經亭亭玉立的慈恩和慈愛 ( 前排穿藍衣小女孩 ) 以及二○一○年剛成功分割的玫瑰姊妹（左二、左三被懷抱
者），在菲律賓慈濟人的陪伴下，和外科部主任李明哲 ( 後排右五 ) 以及曾在花蓮照顧過慈恩慈愛的臺北慈院
張耀仁副院長 ( 後排右四 ) 一起上臺，讓大家看到他們健康快樂的成長。攝影／陳李少民

學二年級，感恩師公上人，精舍師父，
師伯、師姑，讓我們有獨立的人生，我

艱苦歷史化詩篇
至誠發願航未來

科，以及基礎醫學領域研究，特別需要

「我是王慈愛，我是王慈恩，我們今

們會好好地做慈濟小菩薩，行孝和行

最後，六院醫護團隊演繹〈至誠發願〉

團隊合作，一起研究，然後對症下藥，

年九歲了。在菲律賓佛教普濟學院上小

善，更要愛護地球，」姊妹倆標準的華

入經藏，也許下生生世世追隨證嚴上人

語並演唱〈想師豆〉、〈小太陽〉，贏

的大願。證嚴上人開示，感恩二十五年

得滿堂的掌聲。

來 慈 濟 醫 療 體 系 的 教 育 引 導、 使 命 傳

花蓮慈院神經科學醫學中心結合內外科，在巴金森、癲癇、開腦以及
加馬刀的治療，在臺灣的醫療界相當出色。左起神經功能科主任陳新
源、病友劉明憲、神經腫瘤科主任邱琮朗、一般神經外科主任蘇泉發、
病友陳沁瑜以及神經加護病房主任哈鐵木爾。攝影／徐政裕

慈濟醫療除了在臺灣守護生命，國

承，讓人醫精神開枝散葉，六院如同一

際醫療服務隨著人醫會遍布全球，二

家，共同守護生命的磐石。回顧建院，

○○三年及二○一○年，連體嬰姊妹慈

硬體建設已是歷經千辛，而軟體的醫師

恩、慈愛以及玫瑰姊妹先後在花蓮慈院

招募過程，更是萬苦考驗，而這一一過

成功分割，慈恩慈愛八年來在慈濟人關

往，如今皆是最動容的歷史篇章。

懷下，已經是菲律賓的環保小志工，在

師徒之間更是將生命中最有價值的、

二十五周年院慶再度回到花蓮分享成長

最高貴的理念在品德典範上展現出來。

的喜悅。去年完成分割，即將滿二歲的

也期許，醫護們發心立願，以「法船」

玫瑰姊妹，也已能健康的跑跑跳跳，可

啟航的堅定道心，持續推動慈濟醫療志

愛的模樣讓醫護人員滿足又欣慰。

業航向下個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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