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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院籌建委員會在慈院取得建築執照興工後，1984年3月31日成立「慈

濟醫院董事會」，並在7月29日召開首次會議，也在隔年元月，第一次登報

招考醫師，除了牙科有二位醫師前來之外，其他科竟無人報考。慈院籌建委

員，時任臺大醫院院長的楊思標教授與副院長杜詩綿教授都認為，唯有和臺

大醫院建教合作，開業初期的醫師來源才不會間斷。然而各科主治醫師沒有

人願意前來，後來在當時的臺大醫院外科主任陳楷模協助下，才有第一位臺

大醫院醫師陳英和應允前來，各科主治醫師仍十分難尋，因此開業初期仍多

以輪調的方式，支援慈院。

在院長人選方面，在1980年即參與醫院籌建工作的杜詩綿醫師，是國內

耳鼻喉科權威，在臺大醫院任副院長期間，有豐富的行政經驗，只是他在慈

院二次動土期間，被診斷出罹患肝癌，認為餘命只有六個多月，證嚴上人得

知此事後，十分憂傷。1985年5月，上人堅決禮聘杜詩綿為慈院首任院長，

曾文賓擔任副院長。

開創花蓮醫療史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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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無數愛心的醫院　首創不收保證金的醫院

從土地取得、募集資金到完成建院第一期工程完成，為了感恩會員及每一

分愛心，1986年8月3日，慈院在啟業前二星期，舉辦內科、外科、兒科、

婦科等義診活動，以回饋社會大眾長期對慈濟的支持。義診第一天，應診人

數超過一千人，義診二週共嘉惠七千三百五十三人，提供超過一萬二千份的

免費素食，使義診活動更添暖意。這期間委員也廣邀會員參訪，見證這家匯

聚十方大愛，開創花蓮醫療史上新里程，守護生命守護健康的慈濟醫院。

為迎接1986年8月17日花蓮慈院落成啟業，靜思精舍在6月間成立籌備委

員會，啟業當天，也同時為花蓮靜思堂(當時稱為慈濟紀念堂)舉行動土儀

式，有超過萬人的祝福，盛況空前。

慈院啟業後，當即實施全面不收「住院保證金制度」，震撼醫界，也得到衛

生署重視，於同年12月8日通函全國各級醫院廢除保證金制度。儘管初期，苦

沒有年輕醫師來源，但臺大醫院多位教授感於證嚴上人的悲願，以及杜院長帶

著肝癌到花蓮奉獻的精神，於是包括婦產科李鎡堯教授、腸胃科王德宏教授、

內科消化系王正一教授、外科陳楷模教授、骨科劉堂桂教授、耳鼻喉科徐茂

銘教授、胸腔內科楊思標教授(慈濟護專首任校長)等，都發心到慈院開設特別

門診。在臺北，想要請這群名醫看病，半夜排隊還不一定掛得到號，在慈濟醫

院，卻可得到這群教授級的名醫看診，也成了慈院最好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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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五年　願多大力就多大 

在與臺大醫院建教合作下，花蓮慈院雖是新醫院，但醫師陣容具備。當

時大愛樓醫療大樓為地下一層，地上五層的建築物，建築面積八千四百六十

坪，病床二百五十床。啟業初期，先開放一百床，有內科、外科、小兒科、

婦產科、骨科、神經外科、實驗診斷科、放射線科、麻醉科、藥劑科及護理

科等醫護團隊。第二年陸續增加耳鼻喉科、牙科、眼科、復健科。第三年增

加泌尿科、神經內科、整形外科。第四年增設家庭醫學科、皮膚科、臨床醫

學科、放射線腫瘤科；第五年再增設病理科，總共有二十三科。在第一個五

年，已擁有四十八位主治醫師、五十一位住院醫師，護理同仁也自啟業的

六十一人增加至二百三十七人。

儘管那時仍有許多設備儀器尚未到院安裝，但搶救生命的任務並不因此

而打折扣。8月21日，急診室送來一位因為車禍嚴重腦外傷陷入昏迷的小女

孩，因為電腦斷層攝影儀尚未安裝，神經外科醫師蔡瑞章無法借助儀器精確

診斷，先將病人送到加護病房觀察，但到晚上，病人的情況轉壞，瞳孔已放

大，除了緊急手術別無他法。

於是，醫師經與家屬溝通病情及手術的風險後，徬徨的家屬同意接受醫師

為病人開刀。醫師從瞳孔反射的研判是右腦下出血，謹慎的劃下第一刀，取

下右頭蓋骨，快速的清理瘀血並止血。術後第二天，病情立即好轉。最後把

這個小女孩救活了！這是東臺灣首例開腦手術。

在1987年12月動工的二期醫

療大樓感恩樓，為地下二層、

地上十層的建築物，並於1990
年11月起陸續啟用。至全部啟

用已擁有八百九十七張病床，

是東臺灣規模最完善的醫院。

在這期間，1989年7月，杜

詩綿院長病逝。他雖在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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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被診斷出肝癌，餘命不超過半年，但他開朗樂觀，以及為東部病人奉獻

的大愛行動，生命又延長五年三個月。杜院長在往生之前，夫婦同時皈依證

嚴上人。他是慈院永遠的杜院長。

第二任院長由曾文賓副院長接任，至1999年。每日門診服務人次由啟業

的百餘人增至九百餘人，病床數也自一百零八床增至五百七十五床，成為花

蓮的區域醫院。

推廣素食科學健康　新式醫院管理層層分責
建院初期，在醫療專業與醫療管理上，基金會完全授權給杜詩綿院長。當

時，人力、財力、物力皆不足，組織結構單純，但因建院目的以救人為主，

特別是針對有經濟救助需求的人，因此成立社會服務部門，協助處理相關業

務。另一重點，本院為佛教醫院，提供素食之外，同時也推動素食，因此成

立營養組，以科學的方法和醫學觀點，說明素食對人體健康的助益。

初期的行政管理的結構簡單，一部、二室、三組，以院長室為管理中心。

1989年進入區域醫院時期，及第二期醫療大樓啟用後，編制增加，組織規模

也更為複雜，為因應日漸擴張的志業，基金會於1990年成立管理中心。此

後，醫務管理逐漸從傳統的醫師院長管理模式，轉變成為借重受過專業訓練

的醫管人才，以輔助管理院內各項工作。

區域醫院時期共十年，本院在1999年進入準醫學中心。這期間，行政管

理趨向細密與專業化，院內的單位與部門的調整，因應工作特色與量的分

析，呈現更多的自主權。前五年的發展(1989-1994)，行政單位增設管理

室。直屬院長室的行政部門第一層管理單位有總務室、管理室和社會服務

室。管理室下轄門診組、住院組、病歷組、會計組、出納組、人事組和電腦

組。總務室因應醫療空間擴增與組織發展需求，設有庶務組、資材組、工務

組、營養組、圖書館組、供膳組和保管組。後五年的發展(1994-1999)，因

資金管理、人事管理、電腦化日趨重要，因此將會計組、出納組、人事組及

電腦組獨立出來，成立財務室、人事室和資訊室。財務室下轄會計組、出納

組、經營分析組和成本組，以有效的規畫並管理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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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期，本院已是花東地區具規模的區域教學醫院，正為升格醫學中心的

目標而努力。財務室必須投入更多的人力與物力，作財務的短、中、長期規

畫；人事室必須穩定人力的來源與提升人員素質。資訊科技發展已是風潮，

同時因應政府開辦全民健康保險，為加快行政與業務效率，醫療業務使用電

腦作業增加，因此電腦組在1996年更名為資訊室。

骨科主任陳英和在1999年7月接任第三任院長。除秉持前任院長努力的成

果，以通過醫學中心評鑑為重點任務。2000年，帶領慈院通過「ISO9002」
認證，並將慈院的醫療觸角延伸至花蓮縣南區的玉里鎮和臺東縣關山鎮，為

偏鄉地區的居民提供醫療的可近性，讓病人得到適切的醫療照護。玉里慈濟

醫院及關山慈濟醫院也陸續在陳英和院長任內啟業。

1999年，本院進入準醫學中心，組織分工更形專業化，陸續增設多個醫

療部門，包括社區醫學部、神經醫學科學中心與教學部。行政部門運作發展

在這時也近完善，行政部門變動不大，僅少部分組織略作調整，管理室在

2000年2月更名為醫事室。2001年6月，總務室增設警勤組和輸送中心。原

屬總務室的保管組於2001年3月歸屬醫事室，圖書組於2015年歸屬教學部，

營養組在2016年升格為營養科。

2002年7月，副院長林欣榮接任第四任院長。陳英和院長獲聘名譽院長，

過去三年來，他將醫院院務從社區照護提升到尖端的醫療科技，成立多功能

全方位照護體系，如毒藥物諮詢中心、災難救護中心、化學災害總指揮中

心、癌症醫學中心、神經醫學科學中心等。

林欣榮院長於2001年12月1日自三總醫院退休後到本院服務，也帶來最

新的神經外科治療技術。他整合了神經內外科、放射科、核子醫學科和精神

科，成為「神經醫學科學中心」；由一群醫師組成團隊，聯合門診、集體診

療。舉凡巴金森病、腦瘤、癲癇等病人到慈院，不必操心應該看那一科，只

要說是那一種症狀，即可獲得最好的檢查和治療。

慈院在2002年3月通過醫學中心評鑑，全體同仁於7月16日正式對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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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好消息，邀請證嚴上人、林碧玉副總執行長、花蓮縣衛生局施仁興等人

為東臺灣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的醫學中心剪綵祝福。自此，慈院醫療也邁向新

里程。

當年負責醫療志業的副總執行長林碧玉致詞時表示，醫院創辦十六年，

前五年是篳路藍縷，找不到醫療專業人才到東部服務，但仍在艱困中厚植人

文精神；第二個五年，人才逐漸匯集，醫院開始發展尖端科技，而之後的六

年，結合人文與科技，強調高品質、高科技、整合性的醫療服務，不限醫

病，而是醫人醫心。

五度五關　通過新制醫院評鑑
最近十四年來，慈院已五度通過嚴格的醫學中心評鑑，2017年，將迎接

第六次挑戰，這期間也經歷石明煌院長、林俊龍院長及高瑞和院長帶領。回

想慈院啟業早年，醫護同仁抱持「東部的病人需要我」的理念，生根、深

耕，許多醫師從一人科開始，竭盡所能照護每一位病人。伴隨新血的投入，

從臨床醫療搶救生命開始，進而從事醫學研究、教學相長，不斷提升，見證

慈濟醫療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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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內科系：一般醫學內科、肝膽腸胃科、心臟內科、風濕免疫科、感染內

科、胸腔內科、腎臟內科、新陳代謝內分泌科、神經內科、血液腫瘤科、內

科加護中心、神經生理檢查室等。

內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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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一般醫學內科主要是要落實「以病人為中心」的全人醫療照顧理念。積極

整合內科醫師、護理師、居家護理師、藥師、營養師、社工師、復健師、志

工等，設有一般醫學內科示範中心，主任為林彥光醫師，有六位主治醫師。

醫學專長：一般醫學、老人醫學、傳染性疾病、肝病、腸胃疾病、風濕

病、免疫系統方面疾病、過敏、慢性痲疹、新陳代謝、營養學、醫學教育、

實證醫學、醫學人文。

一般醫學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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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

主任為胡志棠醫師，科內有七位專任主治醫師，全部為消化系內科專科醫

師。其中陳健麟醫師為內科部主任，是胃食道逆流症專家，能以食道功能儀

及二十四小時食道酸鹼測定，釐清病症，相關研究屢受國際肯定。劉作財醫

師為內科檢查室主任。本科也提供碳-13尿素呼氣測試儀，功能檢驗病人胃

部是否有幽門桿菌感染，可造福害怕施行胃鏡的病人。

肝膽腸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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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ology

主任為王志鴻醫師，科內有十二位專科主治醫師。其中心功能室主任為謝

仁哲醫師。本科各項硬軟體設施齊備，提供人性化、高科技且高品質的醫療

服務，負責院內各病房、門急診的心臟血管疾病等包括診療性心導管檢查，

以及冠狀動脈氣球擴張、冠狀動脈支架置放、心律調節器置放、生理電氣燒

灼術、主動脈氣球幫浦治療術等診療。

心臟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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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umatology & Immunology

主任為蔡世滋醫師。目前有三位專科主治醫師。醫學專長包括痛風、退化

性關節炎、類風濕關節炎、紅斑性狼瘡、乾癬性關節炎、僵直性脊椎炎、血

管炎、乾燥症、非關節性風濕症、硬皮症、皮肌炎及多發性肌炎、混合結締

組 織病、氣喘病、食物過敏、蕁麻疹、全身性過敏反應、過敏性鼻炎、異

位性皮膚炎等疾病之診斷、治療、以及居家護理的衛教資訊。

風濕免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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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主任為王立信醫師。目前有二位專科主治醫醫師。感染科除了診治病人疾

病，與院內感染管制小組緊密結合，重要業務還包括監測院內感染的情形及

變化，制訂及定期修改各單位感染管制作業準則，以確保提供病患優良的醫

療服務品質。

亦是東部第一所醫院感染管制師訓練醫院，可提供感染管制師之教育訓

練。迅速、正確、專業診斷特殊感染症與新興再浮現傳染病，並提供完善的

治療處理。

感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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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monary Medicine

主任為林智斌醫師。目前有七位主治醫師。配合肺功能、支氣管鏡、及

胸腔超音波檢查儀器、及胸腔內科加護中心、呼吸加護病房與一般病房等硬

體設施建構而成。透過聯合醫院「整合的機制」及「經營的優勢」為病人服

務，讓病人能在「最方便、離家最近、最習慣」的院區。

胸腔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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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hrology

主任為徐邦治醫師，目前有五位主治醫師。1988年1月，血液透析室啟

用，是當時花東地區唯一的血液透析室；1996年5月，花東地區第一家腹膜

透析室啟用。2008年開始進行腹膜透析居家訪視、並二十四小時有專人接

受腹膜透析腎友的諮詢。在慢性腎臟病照護，2008年6月設個案管護理師一

人，收案狀況達到「國民健康局腎臟病健康促進機構評量」A級。

腎臟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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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bolism & Endocrinology

主任為吳篤安醫師。目前有四位主治醫師。主要診治糖尿病及各類併發症

治療。高血脂症(血油高)、高血壓、肥胖、甲狀腺疾病治療、下視丘及腦下

垂體疾病、腎上腺疾病治療、性腺疾病治療、骨質疏鬆症，以及兒童生長發

育異常、體重異常變化⋯⋯等均在診治範圍之內，並設有糖尿病人保健推廣

中心。

新陳代謝內分泌科



49醫愛 ．莫忘初衷

Hematology & Oncology

主任為王佐輔醫師。目前有五位主治醫師。本科結合腫瘤外科、放射腫瘤

科等團隊治療各種固態腫瘤(肺癌、乳癌、大腸癌、胃癌、鼻咽癌)，急、慢

性白血病及常見的血液疾病(貧血、血小板低下)。自2002年，骨髓移殖病房

啟用至今年7月，共進行包括骨髓、周邊血、臍帶血移植一百六十六例，其

中自體移植六十一例、親屬移植五十一例、非親屬移植五十四例。

血液腫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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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外科部：一般外科、心臟心胸外科、整形外科、大腸直腸外科、神經外

科、神經腫瘤科、神經功能科、外科加護病房。

外科系



51醫愛 ．莫忘初衷

General Surgery

主任為李明哲醫師。目前有九位主治醫師。一般外科臨床服務內容涵蓋內

分泌外科、乳房外科、消化外科、大腸直腸外科、微創外科、腫瘤外科、移

植外科、創傷外科等次專科，臨床上可執行內分泌器官手術、各項乳房腫瘤

手術、消化道(包含癌症)手術、疝氣手術、減重手術及周邊血管手術；各類

腹部創傷手術及照護。

一般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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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acic & Cardiovascular Surgery

主任為趙盛豐醫師。目前有主治醫師三位主治醫師。1988年7月就趙醫

師跟著學長蔡伯文醫師來到花蓮慈院，隔年2月，兩人與臺大醫院洪啟仁教

授，完成東部第一例開心手術，在2014年12月累計超過2000例。

心臟胸腔外科



53醫愛 ．莫忘初衷

Plastic Surgery

主任為李俊達醫師。目前有四位主治醫師。東部地區唯一的整形外科專科

醫師訓練醫院。診療內容則包括先天性畸形、腫瘤切除及重建、顏面外傷、

手外傷、燒燙傷、慢性傷口及美容手術及高壓氧治療。與皮膚科在雷射醫學

中心設有相關門診，有內視鏡拉皮手術器械、超音波抽脂機及各式新穎雷射

機種，以更人性化的服務，尊重病人的隱私權，達到美容手術的新境界，諮

詢電話03-8561825#13030。

整形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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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matology

主任為洪崧壬醫師。目前有四位主治醫師。本科設有專屬病房，是臺灣

東部地區唯一收治皮膚重症的醫院，對於各種皮膚重症疾病如嚴重型藥物不

良反應，自體免疫水泡症、乾癬、異位性皮膚炎、血管炎、系統性疾病相關

皮膚炎，提供完善的住院診療服務。臨床治療項目包括光照射治療、冷凍治

療、電燒治療、藥物燒灼治療、皮膚組織切片檢查、螢光免疫檢驗、皮膚常

見腫瘤切除手術、過敏原檢測與貼膚試驗。

在皮膚美容醫學服務上，包括鐳射治療：包括二氧化碳雷射、鉺雅鉻雷射、

釹雅各鐳射治療、脈衝光、染料雷射，果酸換膚術、離子與超音波美白導入。

皮膚科

其他專科



55醫愛 ．莫忘初衷

Pathology

主任為許永祥醫師。目前有四位主治醫師。1990年7月就到慈院服務的解

剖病理科主任許永祥，走在這條看似「沉默」的病理醫學科之路，一做超過

二十五年。藉與慈濟大學間每季開設臨床病理討論會，而讓病理科「以病為

師」的成效發揮到最大！與最有「戰鬥力」的病理團隊及學生們找出包含狂

犬病、狂牛症、SARS、恙蟲病、P-ANCA引起的血管炎、極罕見的血管內

淋巴瘤⋯⋯等，而住院醫師在參與討論過程，知道疾病的演變。

解剖病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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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edicine

部主任為柯建新醫師。目前有十四位主治醫師。中醫部是全國最早創立住

院醫師中西醫共訓制度。本部醫師對於治療病人兼顧中醫與西醫，並於門診

可安排適當的西醫檢驗以確立診斷，再選擇最適合病人目前狀況的中醫藥治

療方式。

在病房住院病人方面，如遇有急症、奇症、難症或適合中醫治療之疾病，

本院西醫師也會轉診給本部醫師共同照顧病人，故也累積了許多前人所不曾

有過的急、重症醫學的中西醫結合治療經驗，而擺脫中醫只有治療簡單及慢

性疾病的窠臼印象。

中醫部



57醫愛 ．莫忘初衷

Anesthesiology

部主任為林真福醫師。麻醉科主任為黃顯哲醫師。疼痛科主任為王柏凱醫

師。目前全部有十一位主治醫師。是東部唯一麻醉住院醫師訓練醫院。疼痛

科目前有三位專任的主治醫師，提供全方位的疼痛評估與治療，尤其是慢性

疼痛。在疼痛診斷治療上，會使用疼痛介入治療，針對病人疼痛問題做更全

面性的處置，運用超音波、電腦斷層、X光透視下輔助治療、射頻燒灼術等

先進技術來進行檢查和輔助疼痛治療。

麻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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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istry

部主任為黃銘傑醫師。目前有九位主治醫師，包括口腔外科、牙周病科、

兒童牙科、齒顎矯正科、補綴科及口腔病理科，並提供特殊需求者特別門診

之治療。於花東首先施以人工牙科種植體、正顎手術已超過二十年，也是花

東地區最先使用顯微鏡輔助牙體復形、贋復治療、顯微手術治療的醫院。並

於十多年前，即領先全國使用All-on-4人工植牙治療病患的醫療機構。

牙科部



59醫愛 ．莫忘初衷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主任為梁忠詔醫師，目前有五位主治醫師、顧問醫師連以南教授及復健

治療師團隊。服務項目包括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治療及臨床心理治療

等。設有「兒童發展暨復健中心」，曾獲國家品質標章認證，是花東兒童早

期療育之希望所在。

提供增生療法，透過高濃度葡萄糖的注射刺激關節腔、肌腱、韌帶、筋

膜，重新啟動體內的發炎反應，在四到六個禮拜內經歷發炎期，生長期，修

復期，最後幫助組織完整的修復，可以增強關節的穩定性，減少磨損，進而

延緩退化性關節炎的發生或減輕疼痛。

復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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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

主任為陳培榕醫師。本科自1986年即在首任院長杜詩綿教授帶領之下建

立良好基礎，歷屆主任也均由臺大訓練後來花蓮服務。除一般耳鼻喉科疾病

診療外，本科特色有1、積極發展口腔癌、鼻咽癌等頭頸部癌症之治療；2、
神經耳科檢查：3、耳鼻喉手術影像系統。在口腔癌治療的五年存活率成果

豐碩，第一期高達八成三，第二期有七成六，即使是第三期也近六成。

耳鼻喉科



61醫愛 ．莫忘初衷

Ophthalmology

主任為李原傑醫師。目前有九位主治醫師。次專科發展齊全包括角膜、視

網膜、眼神經、小兒眼科、眼窩眼整形、青光眼等。在近視治療上提供雷射

近視矯正手術，及兒童近視控制鏡片驗配。從報到，檢查，看診，治療到衛

教提供親和友善的就醫環境。

持續更新臨床檢驗軟硬體設備，包括眼部光學斷層儀，角膜共焦顯微鏡系

統、眼部光學斷層儀、前房角膜斷層掃瞄儀，數位化眼底攝影和螢光血管攝

影系統皆與國際同步，積極協助及支持偏遠醫療及義診。

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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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tional Medicine

主任為劉鴻文醫師。2006年1月，成立職業醫學科，並於4月接受勞委會

委託成立東部地區唯一的「東區職業傷診治中心」，承擔守護花蓮、台東、

宜蘭地區勞工朋友健康的責任。提供勞工朋友職業傷病鑑定及諮詢服務。

職業醫學科



63醫愛 ．莫忘初衷

Radiation Oncology

主任為許文林醫師。目前有三位主治醫師、三位醫學物理師，三位劑量

師、三位放射治療師。癌症高居死亡原因之首，而放射治療是治療癌症的有

效方法之一。據國外研究統計，百分之四十的癌症病人需利用放射線作為主

要的治療方式。若將緩和治療也包含在內，則高達百分之七十的癌症病人，

終其一生需要接受放射治療。

醫療設備計有直線加速器二台、遙控後荷式近接治療機、電腦斷層模擬定

位機、放射治療電腦治療計畫系統及鉛合金阻塊切割機等貴重儀器。

放射腫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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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iatric

部主任為沈裕智醫師。目前有七位主治醫師。設有一般精神科，主任為陳

紹祖醫師；社區精神科，主任為蔡欣記醫師。有六位臨床心理師、三位社工

師、四位職能治療師。設有輕安居日間病房，於白天收治符合輕、中度失智

症、身體狀況穩定的病人。

精神醫學部



65醫愛 ．莫忘初衷

Emergency Department

部主任為賴佩芳醫師。目前有十位主治醫師。急診部外科主任為張新醫

師；內科主任為陳坤詮醫師。

急診醫學是對來到急診的危急病人，提供立即的評估、治療與處置，同時

也對病人以非預期的病況而自以為須立即處理者，提供評估、治療與處置。

綜觀急診病人，不外乎心臟停止的病人、緊急心臟病發作的病人、創傷的病

人，以及各式內科、小兒科及婦產科緊急病症、環境因素引起的急症、精神

急症、毒物急症、耳鼻喉及眼科急症。因此，急診住院醫師在訓練階段必須

先到以上相關學科學習，才能勝任未來的挑戰，成為「十八般武藝(醫術)」

均會的急診專科醫師。

急診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