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大林分院

績優事蹟實錄

負 責 人 ：賴寧生∕院長
聯 絡 人 ：鄭羽洋∕先生
電

話 ：(05)2648000轉5080

優等

E m a i l ：waste@tzuchi.com.tw
地

址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２號

網

址 ：http://dl.tzuchi.com.tw

做地球的醫生－推廣社區環境教育

事業單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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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8月13日，大林慈濟醫院正式

「像家一樣的溫馨」是大家到大林

啟業，開啟了慈濟在臺灣西部地區醫療

慈濟醫院的第一感受，院內隨處可見用

的新頁。百年來，許多外來的傳教士醫

心與關心，大廳開放式的掛號窗口及低

生及本土的良醫們，對臺灣醫療全心的

櫃檯設計，讓病人從容自在。病房全面

奉獻，使臺灣民眾免於疾病之苦。大林

採用電動病床讓病人可以自行調整姿

慈濟醫院願追隨良醫的精神，以「守護

勢，不必勞煩家人。醫院不再讓人感到

生命的磐石」來自我砥礪，要將「尊重

冰冷，在放射腫瘤科治療區，映入眼簾

生命、人本醫療」的醫療文化與愛的種

的是靜思精舍庭園，一片綠草如茵、陽

籽，散播在豐饒的嘉南平原上，期待它

光灑落一地，在耳邊響起蟲鳴鳥叫，病

落地生根，繁榮滋長，為雲嘉南地區的

患在治療中仰望藍天白雲，如同置身大

民眾提供身心靈的全人醫療照顧，並逐

自然般，安詳自在。病房區佛堂及禱告

步發展為以健康照護及健康促進為發展

室的設置使病人與家屬在治療的同時，

重點的健康促進醫院。

可以尋求心靈的慰藉，並獲得精神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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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環境日─民眾體驗腳踏車發電

世界環境日─教導民眾製作再生紙

持；還有醫療志工隨時提供最貼心的協

工，傳遞健康概念。在醫療服務上，在

助；推動安寧照顧，安寧緩和療護的心

偏遠的大埔及瑞里設有醫療站，並安排

蓮病房，如家居般的寬敞大廳布置與便

醫師至偏遠社區、老人安養機構定期巡

利的廚房，讓癌症末期病人能自在的

診，還有公衛護士的居家護理、復健科

與家人相聚，有尊嚴地走完人生最後一

到校服務特教學生，上山下海將愛送到

程，生死兩相安。

家。對於特殊個案，更結合慈濟人醫會

為提昇照護病人之醫療品質，保障
病人安全，大林慈濟醫院引進先進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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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進行居家往診服務，延伸醫療的觸
角。

設備成立「臨床教學中心」，並發展
技能教室4間、實證醫學教室1間、問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題導向教室3間及階梯教室等，讓學生

「結合健康與環保」推動健康促進

及醫療同仁透過訓練模型、設備及數位

醫院，一直是大林慈濟醫院的重要政

學習系統，不斷地演練及重複訓練醫療

策，以深入社區落實預防保健，並針對

技能，才能正確無誤地運用於病人照

領導管理、病人家屬、社區、同仁、環

護。

境與心靈健康等6大主軸多管並進，努

「數位學習系統」。臨床教學中心設有

為深入社區、落實預防保健、達到
健康促進醫院的目標，大林慈濟醫院設
置了社區醫療部，整合院內外資源，
積極推動如複合式健康篩檢、癌症篩
檢、慢性病防治、健康小站等健康促進

力營造。

推展成果
★因應全球暖化災害風險增加，強化災
害應變能力

計畫，並針對身心障礙者、外籍配偶家

大林慈濟醫院每年定期檢討緊急應

庭、婦女、老人及青少年等不同社區族

變組織架構（HICS）是否符合現況之所

群規劃外展服務專案。承擔在地社區健

需，並配合主管相關演習，依據演練成

康營造中心重任，藉由培養社區健康志

果確實檢討各危機暨緊急應變作業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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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環境日─教導民眾製作環保肥皂

主管帶領同仁一起做分類

幼兒園參訪大愛醫生館

至學校以遊戲教導小朋友分類

法，每次演習後皆進行檢討與分析，並

活實踐，課程設有認證機制，自100年

將演習結果之缺失列入下次演習書面編

開始新進同仁於到職1-2個月內須參與

製、演習劇本之參考。人員教育訓練設

實作和回饋心得，以取得新進環保教育

有網路公告專區進行訓練公告及學習成

課程認證，至今已有300人參與。

效評測，並經常與地方政府或團體共同

★設置大愛醫生館及綠色城堡之常設展館

辦理相關之訓練，合計辦理教育訓練年

大林慈濟醫院設立的「大愛醫生

平均約12.5場、平均1,213人次，總計

館」展覽館，目的是希望讓民眾學習到

6,066人次，每年平均辦理2次大量傷患

健康知識，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並提

救護演習，約1,276人次參與。

供老人體驗、環保教育、人文教育、醫

★建置數位課程（e-learning）及環保

院學習及CPR實作課程等配套課程，讓

實作課程
整合學習者、教師及管理者三方之

身邊事物，將好的觀念從小扎根。總計

需求，建構不受時間及空間限制，達

社區、學校及團體至醫院參訪並推廣環

到無紙化環境之e-learning數位學習平

保政策及宣導正確環保觀念，計21場

臺，將環境教育納入員工數位訓練課

次，參與人數約1,280人。

程，並規劃線上預約申請系統，方便同

★衛生教育健康講座

仁預約環保體驗課程，強調從教育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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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不只將健康帶回家，還能學會珍惜

大林慈濟醫院每週一∼五於衛教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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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分類

場定期舉辦健康講座，除了常見疾病認

濟：您參與了嗎？」，強調綠色消費的

識外，還安排藥師宣導認識藥物副作

理念，喚起社會公眾轉變消費觀念和行

用、過期藥品如何處理及健康素食等講

為，選擇綠色產品，節約資源能源，保

座；衛生教育也是環境教育一環，其

護生態環境。大林慈濟醫院利用世界環

中，過期藥品基於對環境傷害極大，透

境日，結合社區、環保機關、台水及台

過宣導請民眾將過期藥品帶回醫院規

電等單位，於大廳舉辦相關活動並搭配

劃地點丟棄，每月約回收50公斤。此

簽署環保承諾書，與民眾互動，教育民

外，避免病患亂丟糖尿病血糖針，造成

眾環保觀念，計參與人數為500人，其

無辜人員被針扎，除衛教外，並製作宣

中簽署環保承諾簽署人數院內300人、

導短片，以多媒體方式提醒民眾血糖針

現場民眾50人。

隨意丟棄的危險性，宣導將血糖針帶回

★其他作為

醫院規劃地點丟棄，目前每月約可回收

除上列推行工作外，其他具體推行

80公斤。

環境教育行動包括醫院刊物及社區報的

★參與社區環境教育及世界環境日宣導活動

發行、舉辦各項演講、參與國際研討

以環保節能、健康素食及醫療人文

會、舉辦多元的體驗活動及舉辦社區環

等內容深入社區宣導節能減碳及如何吃

境教育宣導，積極將環境教育融入健康

的健康，並由大林慈濟醫院醫生分享個

衛生教育的宣導活動。

案等正確醫療觀念，每年平均約150場
次，參與人數約10,000人。
101年世界環境日主題「綠色經

結合節能減碳，宣導落實環保觀
念，推行環境教育，舉辦減重計畫，結
合蔬果素食，力行節能減碳愛地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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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健康減重一起來，計有2,537人參
與，減重4,265公斤。結合環保再利用
規劃再生紙、環保肥皂及有機肥製作
體驗課程，透過體驗活動，瞭解回收紙
張及回鍋油對環境的幫助，總計30場
次，計有1,200人參與。大林慈濟醫院
推廣素食搶救地球資源，改變飲食當中
製造垃圾量的行為，鼓勵院內員工使用

小學生至慈濟大林分院參訪

個人餐具用餐，不提供免洗餐具，每月
可減少2,600公斤的廢棄物。

眾的身心靈都健康。
★大林慈濟醫院設定的目標為

未來展望

境教育場所認證及擴充環境教育場地，

證嚴上人說：「救世要先救心；想

強化環境教育專業能力及結合社區推動

影響天地，則先影響心地。」人人都

環境教育，辦理多元化課程，增加院內

希望自己身體健康，也盼望天下無災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近程目標：（101-102年）申請環

難、風調雨順，這一切都需要從自我心

遠程目標：（103年）建立醫院周

靈做起；而環保就是調養大地、修行

圍生態普查計畫，建立健康促進教學訓

心地的功夫。因此，大林慈濟醫院要

練計畫，建立與國外醫院交流合作機

先從維護個人的健康開始，進而照顧

制，發展環境教育相關的資源課程。

環境的健康。希望能逐步推動健康醫

依據國家環境教育綱領內容，環境

院、健康社區及健康環境，所以推動健

教育是以「地球唯一、環境正義、世代

康促進醫院一直是該院的重要政策。

福祉、永續發展」為理念。未來，醫院

而健康促進是透過衛生教育（health

更將以環境教育為主軸，以環保及節能

education）、預防（prevention）及健

為方向，加上健康促進理念，希望能達

康保護（health protection）3個層面的

到「安全、環保、舒適、美麗」之境

努力，來增強正向健康與預防負向的健

界。

康，亦結合教育和環境的支持，使民眾
能採取有益健康的行動及生活方式。
大林慈濟醫院走入社區除落實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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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心得

保健外，同時整合領導管理病人、家

「天候異常衍災難，生態浩劫孳病

屬、社區、同仁、環境與心靈健康等6

媒；廣籲環保挽狂瀾，克己復禮可療

大主軸多管並進努力營造，要讓病者重

傷。」

獲健康，無病者維持健康，更重要的是

「要救大地唯一的辦法，就是要把

讓社區的健康促進成為一種常態，讓民

資源不要不斷破壞浪費掉，也不要讓大

第

努力，加快步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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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減緩對地球環境
的傷害，是我們持
續思考的議題。
因此，我們積
極推廣環保活動，
以具體行動推行環
境教育，舉凡醫院
刊物及社區報的發
行、舉辦各項演
講、參與國際研討
會、舉辦多元的體

嘉義太保親子成長班參訪大愛醫生館

驗活動及舉辦社區

地不斷開挖，不要讓大地空氣一直污

環境教育宣導，積極將環境教育融入健

染，這都是現在的名詞，叫作環保。」

康衛生教育的宣導活動。透過多元管道

──證嚴上人

的投入，並以醫療專業為背景融入環保

證嚴上人在79年8月23日一場演講

議題，整合病人、訪客、同仁及社區面

中，提出「用鼓掌的雙手做環保」，這

向，推動環境教育。102年本院成立失

是慈濟環保志業的開端，而大林慈濟醫

智症中心後，於每月第2個星期六上午

院於89年 8 月啟業，開啟慈濟醫療志業

透過衛教、分享及活動安排，讓病友做

在臺灣西部醫療新扉頁，創院院長林俊

資源回收的同時手腦並用，可以延緩老

龍帶領醫療團隊來到陌生小鎮，懷抱著

化，家屬亦能得到喘息時間，而且對地

熱情的醫護人員，以「守護生命的磐

球有幫助，病友獲得成就感，加上各鄉

石」自我砥礪，將尊重生命、人本醫療

鎮都有環保站方便就近前往，可說是一

的慈濟醫療文化與愛的種子，灑播在豐

舉數得。

饒的雲嘉平原。大林慈濟醫院以「環保

近年來，院方積極朝向「健康促進

大眾化」為方向來努力，希望透過院

醫院」的目標前進，透過環境、同仁、

內力量的推廣，讓社區民眾也能瞭解

病患及社區4個功能小組分工合作，希

環保的重要性，尤其近年來最熱門的話

望人們健康、環境健康。在健康促進醫

題，就是地球的溫室效應所引起的全球

院之環境組中，透過對大地環境的愛

暖化，全球暖化導致北極熊面臨絕種危

護，以組織力量創造一個親和友善的環

機，北極冰原大面積的融化，而南極也

境，提供在這片空間生活的人，一個更

開始出現融冰現象，恐怕有部分國家都

優質的環境設施。

將沉入海底。當地球已開始發出異常警
告，本院身為地球的一分子，更需積極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