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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災與重建

民國88年9月21日凌晨1點

47分，台灣地區發生芮氏規模7.3 

的強烈地震，震央的相對位置在

日月潭西南方的南投縣集集鎮附

近，中央氣象局將此次百年罕見

的大震稱為『集集大地震』。此次

地震造成2,328人死亡，8,722 人

受傷，一萬三千餘房屋倒塌以及

十餘萬人無家可歸。台灣遭逢百

年強震，頓時天地變色，震碎了

百姓可愛的家園與無數的生命，

也激發起護理人員以全民健康為

職志的使命，紛紛犧牲休假積極

的投入救災工作。

台北榮總支援九二一震災醫

護服務由時任張茂松院長擔任總

召集人，依據衛生署規劃台北榮

總責任區為台中縣和平鄉，災

區醫療照護包括統籌指揮全面醫

療、巡迴醫療及疫情通報三大責

任。

■	九二一地震實境

■	台北榮總九二一地震醫療團（攝於台中縣和平國小）

九二一震災當日由於訊息中

斷，本院為掌握最新資訊，迅

速召集家住災區醫護人員前往支

援，短短三個小時內，集合了7

位醫師及39位護理人員。隨後護

理部積極安排救災人員之調度，

並激發員工同胞愛，自9月21日

至10月26日止，共徵召167位護

理人員，在不影響護理工作下先

行利用個人休假，分16梯次輪

替赴東勢、埔里等災變現場擔任

救護工作，提供本院醫療團八百

人次之人力支援。每梯次由急診

部科主任或專科醫師擔任領隊，

並安排副護理長以上人員一名擔

任副領隊，統籌災區巡迴醫療人

員之調度、與當地衛生主管及民

意代表溝通協調、醫療儀器之管

理、臨時突發事件之處理，統計

每日績效陳報長官，院方隨時提

供適當支援，使得醫護團隊工作

能順利進展。

台北榮總醫療團在災區執行

的救護工作包括：

1. 基地醫療站：台北榮總於台中

縣和平鄉南勢村和平國小設立

基地醫療站，除支援當地醫

院，整合各公私立醫院為救護

站，成立後送病人網絡外，更

提供災區民眾24小時門、急診

診療服務及護理指導。

2. 巡迴醫療：服務範圍以和平國

小為中心，向北遠至苗栗縣近

台中縣邊界之士林，向東至博

愛村之青山，進行16個點的巡

迴醫療，北走包括中坑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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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自由村—二叉坑、自由國

小、雙崎、烏石坑，達觀村—

竹林、達觀、雪山坑，苗栗

縣—士林；東走包括天輪村—

白冷，博愛村—裡冷、松鶴、

博愛國小、麗陽、十文溪、谷

關及青山。求診病人大都以感

冒、頭痛、精神狀況欠佳、失

眠、心悸、皮膚病、腸胃病、

外傷及高血壓等居多，平均每

日服務人次達300餘人。

3. 特殊傳染疾病之防治：台中縣

達觀地區出現疥瘡流行，除給

予藥物治療及護理指導外，並

建檔追蹤疫情，更予達觀國小

全體師生「疥瘡防治」團體護理

指導，使得疫情得以控制及改

善。

4. 改善環境衛生：災民收容中心

由於缺乏水源及衛生設備，且

為露天、人口密集，容易發生

交叉感染，醫療團見感冒及腹

瀉者愈來愈多，發現環境衛生

之問題，積極主動結合和平國

小師生、衛生所及軍方等人員

力量，進行環境清理，而大幅

改善環境衛生，有效預防傳染

疾病之發生。

地震的陰影使得許多災民活

在恐懼中，惶惶終日，極需心理

重建。因此，每梯次團隊都有心

理衛生經驗之護理人員參與，當

災區民眾陸續出現恐懼、焦慮、

失落感、頭暈、頭痛、心悸等壓

力反應症狀時，也提供災後心靈

的撫慰，予適時陪伴關懷、傾聽

災民訴說心中的恐懼與害怕，預

防災後心理症候之發生；後續精

神部的主任、醫師、護理同仁等

定期、自發的前往災區協助成人

及兒童，以團體或家訪的方式，

進行個別或團體心理諮商。

部分災民由於地震而出現創

傷後壓力反應及憂鬱症狀，直到

地震後半年仍易受驚嚇、失眠、

注意力不集中、矛盾情緒、反覆

怨恨老天不公平又慶幸自已仍存

活著，甚至以酗酒來逃避及宣洩

情緒，無法正常工作。有些災民

仍處於憤怒的情緒中，訪視時態

度不悅，頻頻抱怨未受到照顧，

以批評及怨天尤人的方式發洩情

緒，此時護理人員除關懷身心狀

況外，更引導表達內心恐懼、抒

發情緒，提供可運用之資源，並

給予支持性心理治療。災民於醫

療團離開時均懷著感謝之意，也

發現災民們其實要的不多，只不

過是平安的日子及多一些關懷。 

台北榮總不僅對災區居民進

行心理輔導，護理部亦掌握時

機針對由災區分批返院的護理人

員，適時同步展開開放式心理支

持團體，共舉辦了八次之開放性

災後統整團體，合計35人次參

與，分享與分擔災區救援之心路

歷程，將片段的經驗轉換為有意

義之成長經驗，預防工作人員災

後心理疾病。進行每次一小時，

在統整團體經驗常見的議題歸納

分析有：身歷其境的淒厲聯想、

失落感、憤怒及不滿的情緒、藉

由混亂中找出適當的危機處理、

浴火的重生—萃煉後的成長等，

成員間經由此次分享統整團體的

過程，改善災難事件造成的創傷

影響，並由相似的經驗重覆分享

中，讓自己的想法「正常化」，

■	災區疥瘡防治團體護理指導

■	張學進護理長協助災區和平國小學童

心理重建

■	台北榮總醫療團災區基地醫療站

■	台北榮總醫療團災區巡迴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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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2年3月台灣首度爆

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疫情，這個新興的傳

染病讓所有醫事工作者遭受到前

所未有的挑戰，全球各地衛生主

管機關無不將因應此重大疫災列

為施政首務之一。台北榮民總醫

院面對這一場災難，立即成立工

作小組及疫情協調中心，全院

防疫總動員，完成通報程序建

立、戶外發燒篩檢站之設置、

防疫措施之執行、訂定SARS防

疫作業流程、支援感染控制及收

治SARS病人之人力規劃、強化

教育訓練、支援他院等工作，危

機處理明快且立竿見影，令人激

賞。

為收置及集中照護SARS病

人，在最短的時間內設立發燒篩

檢中心，並將本院長青樓騰空改

建為SARS專責負壓隔離病房56

床，連同中正樓感染科、胸腔

科收治SARS病床，共116張。

所有設備及物資從無到有，在最

短的時間內動員包括工程水電、

擴建人員、供應及採購人員、環

管人員以及第一線照護SARS病

人的醫療團隊人員，全體總動員

共同投入抗SARS的行列，期望

在最短的時間內負壓隔離病房的

環境安全及設備百分百就定位。

統計本院共收治病人280位，由

於所有員工的同心協力、全力以

赴，明確有力的指揮系統加上堅

強的醫療陣容，落實了醫院感染

控制，終能保障病人及自身的安

全。同時，本院又與SARS專責

醫院 -國軍松山醫院互相照應，

於台大醫院急診室封閉期間，派

遣醫護團隊支援松德醫院及縣立

三重醫院等直至疫情終結為止，

對我國SARS疫情控制貢獻卓著。

SARS期間護理部積極配合

政府及醫院政策參與防疫總動

員，研議與督導人員調配與規

劃、人員訓練，建置SARS標準

作業流程，推行三個N100運動—

完成抗煞(SARS)使命

■	SARS專責負壓隔離病房

■	和平國小師生致贈感謝狀

同時也幫忙確認和減輕工作相關

的壓力源，讓彼此產生更多的歸

屬感及對護理工作的認同，幫助

其用更有效的方法調適壓力，並

續由精神科資深護理同仁持續予

以溫暖關懷，提供心理諮詢及支

持。

台灣人民經歷九二一集集大

地震後，在彼此相互關懷、援助

扶持災區同胞的同時，蛻化為患

難與共的命運共同體，而護理人

員能在歷史見證中成為救災的一

員，盡一己心力服務同胞，回饋

鄉里社區，無怨無悔，發揮了身

為專業人員最大的功能，不同專

業間也能互相幫忙相互尊重。每

經過一次天災都是一次新的學習

與成長，台北榮總的護理人員們

皆以「天使心、護理情」能貢獻

一己之專業為榮。

■	負壓隔離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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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8年8月7日之莫拉克

颱風帶來旺盛之西南氣流，引發

一場五十年來台灣最嚴重的洪水

災害，導致本島東南部眾鄉鎮之

同胞流離失所、亟待救援。台北

榮民總醫院立刻於8月9日星期

天下午召集本院各行政醫療主管

會商研擬、並馬上組成一支含括

醫、護、藥、檢、社工、行政

等醫事人員之醫療支援隊伍，待

命隨時南下支援。

8月12日由急診部顏鴻章主

任及高偉峰主治醫師率領台北榮

總救災醫療團隊第一隊，成員包

括急診部廖婉如總醫師、骨科部

黃昭偉總醫師、外科部郭威廷總

醫師、內科部辛怡芳總醫師，及

陳美英專科護理師、陳彩玉護理

師、楊佳靜護理師、粘乃欣護理

師，南下高雄與高雄榮總會師，

前往高雄縣旗山國中、旗山醫

院、六龜鄉、桃源鄉高中村等地

支援救災。

■	護理人員抗SARS感恩茶會(民國92年)

百分百杜絕SARS病人蔓延、提

供護理人員及病人百分百之照

顧、期使一百天內消弭疫情，

營造安全工作環境以保護員工安

全。此外，護理部最早警覺到，

除醫療專業人員之防疫訓練外，

必須讓醫院內工級人員一起接受

嚴格的感控訓練，並確實督促工

友執勤中落實執行感控規範，使

院內之感染防護網密實無漏洞，

遂讓台北榮民總醫院得以在全台

SARS疫情緊張之際，唯一屹立

未關閉任何病房或樓層之醫院，

達到提供病人優質醫療照護，配

合國家政策，成功完成抗煞使命

之目標，更榮獲行政院頒發有功

醫療團隊，李建賢副院長及李文

貞護理長並榮登首批的防疫英雄

榜。

莫拉克風災救助

■	醫護人員穿著適當防護裝置備轉送病人至救護車

■	災區旗山醫院合影

■	台北榮總莫拉克風災救助醫療隊第一隊出發

前全員合影

■	台北榮總支援災區六龜新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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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大地震救護

民國97年5月12日下午2點

28分中國大陸四川省發生芮氏規

模8.0之強震，持續3分04秒，

有八個省市受災，其中以四川

省北川縣受災最慘重，造成嚴重

災情，全球華人同感哀痛。台北

榮民總醫院立即籌組賑災醫療團

隊，醫護人員無不爭相報名，雖

僅有少數醫護人員得以前往，但

無法成行的同仁則積極地投入救

助物資、醫藥材的準備工作，共

同完成救災工作。

本院前後共兩梯次醫療團隊

深入四川救護：第一梯（5月14

日至5月22日）成員包括陳維熊

主任、唐高駿院長、王鑑瀛醫

師、劉秀薇副護理長、賴見淑副

護理長、廖秀美護理師、魏英竹

■	四川地震救災第一梯醫療團隊

■	於台東機場搭乘直升機

■	護理師在新發國小予災民注射破傷風

■	六龜鄉濟公廟醫治災民

在台東榮院劉院長請求退輔

會支援東部醫療之要求下，本院

在8月12日又緊急成立醫療團隊

第二隊，於8月13日下午三點半

由皮膚部劉漢南主任、精神部蔡

佳芬醫師、泌尿外科范玉華醫

師、腸胃科李翔豐醫師、以及精

神部心理師廖幸儀小姐組隊集合

出發，前往台東尚武國小、達仁

鄉新化村、大武鄉衛生所、大

武國中災民收容中心支援。期間

除醫療救助之外，並由精神部蔡

佳芬醫師集合災區兒童，帶領歌

唱勵志療傷歌曲，透過歌詞傳達

正向訊息，鼓勵災民，為災民帶

來許多安慰；另有少數災民出現

焦慮，失眠等症狀，除藥物治療

外，廖心理師也就地進行短暫會

談，並回報當地衛生所以便日後

追蹤。

兩個醫療團隊共診治災民

約150名，後送一名急性腹痛個

案。此次緊急參與救難活動過

程，承蒙地方單位支援，也受到

民間志願救難團體，台東紅十字

會、台東世界展望會、源士林粥

品的相互照顧。風水無情，原鄉

浩劫，本院積極參與救災，及時

成立醫療團隊，為同胞盡一份心

力，圓滿達成任務。

國際醫療援助

■	醫療團隊第二隊

■	四川地震救災第二梯醫療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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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第二梯（5月30日至6月6

日）成員為陳維熊主任、周伯鑫

醫師、洪毓澤醫師、林玉如副護

理長、塗慧卿護理師、楊淑清護

理師、蔡佩芬護理師。兩梯醫療

團隊共看診達4,000多人次，以

上呼吸道感染、外傷及因蚊蟲咬

傷導致皮膚紅疹病人最多。

5月14日台北榮民總醫院的

四川賑災醫療團，帶著全台灣

2,300萬同胞的愛心，成為第一

批登陸的兩個醫療團隊之一。抵

達四川後，在成都市宗教局的奔

走下，於安縣秀水鎮民興小學成

立臨時醫療所。環顧四周斷垣殘

壁，滿目瘡痍，引人鼻酸；民眾

只能在屋外空地搭建臨時帳篷，

居民多染皮膚病及上呼吸道感

染，更有許多因地震外傷未妥善

處理而引發紅腫、流膿等症狀的

病人。駐診數日，當地民眾對於

本院人員的醫療態度及醫術留下

深刻印象，於是口耳相傳，讓醫

療站每天人滿為患，排隊人龍幾

近20公尺。災區艷陽高照，每位

醫護人員揮灑著汗水但滿心喜悅

地幫助災民解決問題，發揮榮總

人的精神，迅速準確地診斷、配

藥、注射、包紮傷口，以視病猶

親的態度加上親切的言語鼓勵，

讓每個病人都滿意至極。另由於

鄉音差異，溝通偶有障礙，還好

許多當地可愛的青年學子，每天

主動前來擔任義工，協助醫病間

溝通，更有災民主動協助掛號、

維持秩序及環境清潔，整個醫療

所氣氛相當融洽、令人感動。

救護期間時任護理部尹祚芊

主任聯合本院精神衛生醫護專家

親往災區訪視，提供台灣九二一

災後重建經驗，將當年彙整護理

人員參與救災紀實編輯之「天使

心的真情」一書作為心得交換與

經驗傳承，並辦理「汶川地震災

後創傷心理康復與輔導研討會」，

災區護理人員反應非常熱烈，共

約700位參加。

賑災工作結束時，許多災

民特地前來感謝醫護人員、含淚

夾道歡送，四川省及當地的領導

對台灣醫療團隊的優質與超效率

表達深切的感謝與感動。成都市

宗教局主任特地吟了「抗震救災

共鑄愛心」一詩—地搖房塌山變

形、大震無情人有情、法鼓千里

急救援、共戰浩劫鑄愛心，同時

轉達對本醫療團隊盡心盡力之感

激。

(二)海地人道醫療援助

民 國98年 1月 12日 21時 53

分9秒（海地當地時間12日下午

16時53分9秒）左右，位處中南

美洲加勒比海、與多明尼加相鄰

的海地發生芮氏7.0地震。震央

位於海地首都太子港以西大約16

公里處，震源距離地表6.2英里

（10.0公里）左右。因地震發生在

淺層，又是人口稠密的地區，造

成人類大浩劫，據國際紅十字會

估計，受到地震影響的人口大約

為300萬，保守估計死亡人數有

45,000-50,000人。

在缺乏醫護人員的狀況下，

本院手術室張靜湘護理師參與了

國合會行動醫療團，從2月5日

起為期18天的15人人道醫療援助

行動。醫療團隊經過三班飛機的

■	護理人員處理災區幼兒傷口

■	醫護團隊為災區病童處理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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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機及8小時的車程，花費兩天

的時間才抵達被震得殘破不堪的

首都太子港。當地因醫療系統瓦

解，人口密集群聚，個人衛生、

環境衛生都極差，頭蝨、泌尿生

殖系統感染及阿米巴痢疾病人數

劇增。行動醫療團以台灣海外工

程公司設置在野戰醫護所的醫療

站為據點，展開服務工作，並派

遣了熱帶流行病學專家參與WHO

在此地舉辦的醫療與公衛援助協

調會議，監控疫情的發展 狀況。

張護理師負責的工作包括衛

材的清點、外科工作室的清理佈

置，協助兩位外科醫師進行手

術、清創傷口、換藥，施打破傷

風等各種注射、靜脈輸液及瘧疾

病人快速篩選測試工作。簡陋的

環境需要就地取材，張護理師使

出渾身解數解決工作上面臨的困

難與挑戰，把累積24年的護理經

驗和原則發揮得淋漓盡致，如不

斷的灑水、擦拭，以減少落塵，

將一件件拋棄式的隔離衣串連成

圍簾以保護病人的隱私，想辦法

維持手術的無菌狀態等。炎熱的

天氣伴隨著地震後滿天飛揚的塵

土，醫護人員穿梭在開放的鐵皮

屋下揮汗如雨，卻不覺得辛苦，

絲毫未減心中的熱情與關懷，

張護理師甚至顧不得團長規定，

把一瓶難求、自己尚未飲用的礦

泉水偷偷給了高燒的病童飲用。

而災民也能體會到團隊認真的工

作態度和對他們的尊重，有位病

人在打完點滴、症狀緩解後說：

「台灣人真好，只有台灣人把海

地人當人看」，充分表達出心中的

感激。

兩週的醫療救援工作，讓張

護理師體會到人生真正的意義與

價值，因被這麼多人需要，而想

做得更多，也更珍惜眼前擁有的

幸福，並衷心期盼太子港流離失

所的海地人，能早日重建破碎的

家園。

■	國際救援團隊

■	賑災救濟工作

■	與受災兒童合影

■	海地賑災感謝餐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