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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圖書館閱覽組

9）
。並要「隨同聖神，將他任意向那裏吹，
任意向那裏帶。
」
（若望福音 3 ︰ 8）
1946 年該會首批會士來到中國雲南，開
始展開照顧偏遠山區貧窮病患工作，特別是
人人避之的痲瘋病患。1949 年國共分裂，中
國共產黨於 1952 年 4 月將其驅逐出境，一些
靈醫會會士與跟從者於 6 月來到了臺灣，選

 《創世紀》12 ︰ 1
上主對亞巴郎說：
「離開你的故鄉、你的
家族和父家，往我指給你的地方去。
」

擇偏遠而醫療缺乏的宜蘭縣與澎湖縣，開啟
天主教靈醫會在臺灣醫療傳教的歷史。
而為了紀念靈醫會來臺一甲子，在羅
東聖母醫院院長陳永興召集下，特別組成羅

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可以讓一個人遠

東聖母醫院口述歷史小組，前後花了兩年時

離自己家鄉去服務不同國度的人？其實只有

間，完成《12 位異鄉人，傳愛到臺灣的故

一個字，那就是「愛」
；當一個人真正感受到

事》
、
《大醫師范鳳龍 Oki：為蘭陽平原種下感

愛時，他才有愛人的能力。天主教靈醫會會

動》和《忘了自己，因為愛你：12 位靈醫會

士在臺灣的醫療傳教服務工作，就訴說了這

士之醫療傳道實錄》三本傳記，共記錄 24 位

些愛的故事。

從年少就到臺灣，把人生最精華時光留給了

在天主教有一個特別的修會 —靈醫

偏遠地區的殘障者、智障者、結核病患、小

會，它是一個以十字架為標誌的修會，凡進

兒麻痺兒童、失智老人、原住民和弱勢者，

入修會的人，必須要接受這個十字架，終

他們是一群比臺灣人更愛臺灣人的異鄉人。

身遵守神貧、貞潔、服從和照顧病人四個大
願。這個稱作「病人之僕」的修會，他們佩

 《依撒意亞先知書》61 ︰ 1

帶紅十字的原因，是宣示一生要為弱小團

吾主上主的神臨到我身上，……派遣我

體及貧病者服務。他們追尋耶穌基督的腳

向貧苦的人傳報喜訊，治療破碎了的心

步，
「醫治病人，宣講福音」
（路加福音 10 ︰

靈，……安慰一切憂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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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醫會於 1586 年成立於義大利，宗旨是

意，相反地大家已將聖母醫院當做宜蘭人的

「傳播福音，醫治病人」
，是一個結合護理和

自家醫院。耕耘 60 載，如今聖母醫院由一間

牧靈工作的國際性醫療傳教修會。創會會祖

小小的平房逐漸擴展到現代化醫療大樓，今

聖嘉民認為病人是「天主的瞳仁、天主的心

天它已成為蘭陽地區民眾身心靈健康的守護

肝」
，於是召集一群虔誠慷慨的人，組成一個

中心。

愛天主的團體，他們如母親般，溫柔慈愛地
對待生病的孩子。

療保健工作，在達神家神父推動下，1964 年

成立之初，除了在醫院服務病人外，也

安惠民神父創建了第一所天主教羅東聖母護

安排居家病人護理工作，早已踐行對病人的

校。2006 年護校改制為專科學校，祈願以耶

全人照顧，他們「以病人為基督，服事弱小

穌基督「博愛」
、聖母「慈悲為懷」及靈醫會

兄弟」
，其會服胸前和斗篷右肩綴著的紅色十

會祖聖嘉民「視病猶親」的服務精神，朝全

字架標誌，即代表「仁愛和犧牲」精神。

人醫療護理及專業技能來服務社會。

1946 年，首批靈醫會會士正式於中國雲

1967 年聖母醫院設立丸山分院，做為

南設立會院，蓋了一些醫院、診所及麻瘋病

隔離結核病患院區；而原本屬於羅東聖母醫

院，藉以改善當地居民的衛生習慣及健康問

院附設的療養院，後來則專責收容全臺各地

題。1952 年 6 月會士們將靈醫會的精神帶到

肺結核病患。當時的丸山堪稱是臺灣第一個

臺灣，選擇偏僻的澎湖與宜蘭做為定點，分

私立肺結核療養醫院，也是全國最大的結核

別設立了羅東聖母醫院、丸山療養院及澎湖

病院。之後隨著臺灣醫療品質的漸漸提升，

惠民醫院等醫療機構，並成立堂區來推展各

肺結核病患逐年減少，丸山乃於 1993 年開

種社會服務工作，向貧困憂苦的人傳報天主

始收容貧病孤苦老人和慢性病患；1995 年聖

的愛，醫治他們破碎的身心靈。在蘭陽與澎

母醫院丸山分院改制成療養院，除了結核病

湖，陪伴當地居民走過了一甲子歲月。

患外，也照顧無法自理生活的重症患者及重

 蘭陽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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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了培育更多護理基層人員能加入醫

度殘障老人；2009 年 7 月 14 日聖嘉民老人
長期照顧中心於宜蘭縣三星鄉大隱村落成啟

1952 年 6 月 15 日，靈醫會在羅東聖母

用，療養院才正式轉型為專責照顧老人身心

醫院開始了行醫濟世工作。7 月 17 日范鳳龍

靈的機構，並因應個別化需求，提供居家服

醫師劃下來臺第一刀，從此聖母醫院成為當

務、社區關懷、日間照顧及住宿養護等專業

地民眾信賴的醫護中心，因為不收取窮人醫

多元的照顧。

藥費，來求診的貧苦人家和礦工，終於有了

1965 年呂若瑟神父看到宜蘭身心障礙朋

一間可以安心被照護的地方。又由於該醫院

友缺乏照顧與關心，感念會祖聖嘉民「視病

是外國人開設的，因此民眾多直呼聖母醫院

猶親」精神，於 1987 年 6 月利用已廢棄的修

為「阿督仔病院」
；但是這個稱呼絕無輕視之

道院創辦了「聖嘉民啟智中心」
。由於奉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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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愛人如己」精神，中心接收的個案，均
採取「零拒絕」態度。早年臺灣的啟智教育
並不發達，該中心先後設立了日間啟智組與

身心障礙朋友有職業訓練及就業機會。

 離島之愛

重殘養護組，並接受宜蘭縣政府委託辦理國

除了在宜蘭播下愛的種子，靈醫會也遠

小與國中啟智班，也因此開啟了宜蘭的啟智

至偏遠離島從事醫療服務。在物資困苦的年

教育。而為了讓啟智班的孩子有謀生能力，

代，貧瘠的澎湖，除了澎湖醫院與海軍醫院

1991 年 1 月特別成立職業訓練組（2001 年改

外，居民生病常無足夠醫療資源可支應。羅

為生活訓練組）做為這些弱勢民眾的安置依

德信神父與會士們乃奔走國外募款，不僅在

靠場所。

馬公建立惠民醫院，還蓋了新聖堂。馬公天

除了身體的照顧，1964 年秘克琳神父為
了健全臺灣社會發展，讓年輕一代有健康的

主堂的全名是「馬公聖母病人之痊堂」
，是照
顧澎湖民眾身心健康的神聖殿堂。

成長歷程，在羅東設立「天主教羅東青年育

澎湖馬公惠民醫院 1953 年 5 月成立時，

樂中心」
，開辦音樂、舞蹈、美術、籃球、桌

初名「瑪琍小診所」
，1957 年 5 月擴建後更

球等各式活動與課程，希望透過藝術文化學

名為「天主教靈醫會惠民醫院」
。當年，馬公

習與戶外活動的參與，讓青年人身心得到平

缺少合格的工程師及有經驗的建築師，因此

衡發展。1973 年中心擴大為蘭陽青年會，引

所有建材都得從臺灣運來，可見建造工程的

導幼兒、青少年進入多元的藝術殿堂，具體

艱難。

地將文藝教育與宗教信仰結合在一起。而在

由於澎湖島嶼眾多，醫療缺乏，會士們

臺灣外交政治無法拓展的地方，蘭陽青年會

還會不定期到烏崁、沙港、講美、西嶼等小

所屬的蘭陽舞蹈團，經常應邀出國巡演，協

島巡迴醫療。而惠民醫院則以身心靈的全人

助臺灣與世界各國藝術交流，堪稱是臺灣的

醫療觀念，低廉的醫藥收費，獲得澎湖居民

「文化小天使」
。
1950 年代初期小兒麻痺病毒正在全球肆

的信賴，如今惠民醫院已成為照護澎湖民眾
的醫療中心。

虐，臺灣也逢上小兒痲痺大流行，這時期罹

除了看病外，早期會士們還親自帶領居

患小兒麻痺症的人口非常高，靈醫會謝樂廷

民在湖西鄉沙港村修築防坡堤，在赤馬興建

神父設立惠民殘障中心，專門收容照護殘障

碼頭、開闢道路。他們除了將國外募來的款

人士。1973 年於冬山鄉順安村成立雕刻、毛

項購買醫藥用品，也拿來建設地方，協助當

線、珊瑚等手工藝工廠，提供身心障礙朋友

地居民自立更生、改善生活環境。

工作機會。而因應近年來社會工作結構的改
變，為提升身心障礙朋友職業技能，每年固

 《德訓篇》38 ︰ 1~2,4,7~8,12

定與其他社福機構合辦身心障礙電腦職業訓

應尊敬醫生，因為他是非有不可的，也

練班，希望透過教育來提高教養品質，協助

是上主造的。治療原是來自至高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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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對醫生也應送禮。……上主使大地生

陽平原種下感動》一書，詳述了他在蘭陽平

長藥材，明智人決不輕視它們。……醫

原 38 年的愛的故事。

生用藥材治病，減少人的痛苦；藥劑師

外科醫師手術時，助手的適時配合至為

用藥材配製香甜的合劑，和治療疾病的

重要。陳龍妮修女是范醫師開刀時的第一助

膏藥。他的工作沒有止境，直到醫好了

手，24 小時隨傳隨到。專門負責開刀房主管

世上的人。……要請醫生來診治，因為

工作的她，個性溫和，常常化解范醫師求好

他是上主造的，不要讓他離開你，因為

心切的急躁脾氣。後來陳修女轉派到更偏遠

你需要他。

的新城鄉及山地為原住民服務。

醫療工作是屬於團隊合作的工作，在

柏德琳修士是范鳳龍醫師另一得力助

這個團隊裏，有醫生、藥劑師、護士、管理

手。范醫師為了降低手術風險，爭取時效，

者，他們互相扶持，彼此支援，完成一件件

一進開刀房，往往六親不認；機警的柏修

艱難的工作。

士，非常了解范醫師的需要與習慣，只要范

羅東聖母醫院的發展，最主要是醫療

醫師一伸手，便精準而適時遞上器械。跟隨

陣容的堅強，除了會士們以慈母心照顧病患

范醫師 15 年，柏修士的快手快腳是范醫師開

外，著名的范鳳龍醫師是外科聖手，他一年

刀房的重要幫手。

365 天都沒有休假，在聖母醫院開了八萬多

安惠民神父擅長內科和心臟外科，1955

台手術也不自誇，只謙卑地說：
「這不是我能

年到臺灣時，即就任靈醫會會長和聖母醫院

力所及，而是天主賜給我的能力，一切歸功

主任。經過他努力經營，聖母醫院成為全省

於天主，並感謝天主有機會讓我服務更多的

知名的醫院。鑑於護理人才的缺乏，1964 年

病人。
」他一生奉獻給臺灣，拯救無數家庭，

創建了羅東聖母護校，專門培育看護人員。

當母親過世時，他沒回去，只含淚說：
「我趕

他奉行基督「照顧病人、宣傳福音」聖訓，

回故鄉，見到只是一墳黃土，眼前有那麼多

最是憐愛病人與窮人，為了紀念他，澎湖惠

病患不容我離開，若母親天上有知，一定也

民醫院就是以他之名命名的。

會要我留在此地服事病弱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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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純玲修女則是安惠民神父的得力助

斯洛伐尼亞籍的范醫師，蘭陽人稱他為

手，雖然沒有醫生證照，卻用藥精準，餘暇

Oki「大」醫師，他不是靈醫會會士。二次

時，喜歡閱讀醫藥新知，整理藥庫也會細讀

大戰期間，差點被德軍抓去活埋，幸虧機警

用藥指南。她和陳龍妮修女所主持的新城診

藏匿於玉米田中；這個逃亡經驗，他認為是

所，是蘇花公路和東西橫貫公路地區居民的

天主拯救了他的生命，因此發下誓願「能活

醫療守護者。

命，將把餘力奉獻給病人和窮人。
」之後在神

費納德修女是助產士，人稱「生子姑娘

父同學安排下，遠赴中國大陸雲南行醫，開

仔」
，是聖母醫院接生最多寶寶的醫護人員。

始了他奉獻行腳。
《大醫師范鳳龍 Oki：為蘭

從 1952 年至 1989 年 33 年期間，平均每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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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近千名聖母寶寶，總共接生過 3 萬名嬰兒。

伯來語，意即「我們的天父」
）
。總是獨自一

梅崇德神父專長是製藥，被稱為聖母醫

人到山區部落，分送自己省下來的食物和用

院的神農氏。在主前立下「一輩子為病患服

品給需要的人，他常說「他們比我更需要」
。

務」誓言。由於其他會士多半負責看診，除

1995 年 10 月 21 日在探訪原住民途中不慎跌

了藥務，他還得擔負院務工作，並到處募款

倒辭世，讓感念他的人痛哭失聲。

籌設聖母護校。

與安惠民神父共同籌建聖母護校的達

負責護理的高修士，是病患心中的「母

神家神父，主要負責總務工作。他是難得的

親」
。他那雙「大力的手」
，如同母親般溫柔

公關人才，常常說「我能為你做什麼嗎？」

慈愛地照顧自己的兒女。他的專長是緊急醫

（What can I do for you ？）一直致力推動教會

療服務，每當聽到救護車笛聲響起，不論人
在聖堂、餐廳或休息，必定立刻趕過去。

醫院的會務發展。
而深受利瑪竇來華傳教的影響，李智神

巴瑞士修士在外科擔任麻醉工作，是病

父遠離家鄉來到中國，以醫療來傳播福音。

人的「阿爸」
，對病人非常體貼，即使病患無

他專門服務不被社會接納的痲瘋病患，常不

緣無故發脾氣，也說「病患常常有理」
。喜愛

辭辛勞地挨家挨戶敲門，將藥物送到病患手

爬山的他，募款在五峰旗瀑布三角嶺處修築

中。丸山療養院成立後，耐心陪伴結核病人

了一座「聖母山莊」
，並豎立大理石聖母像，

度過孤獨歲月。他還收養窮人家孩子，培育

做為朝聖與登山者的身心休憩站。

了臺灣首批男護士，他像個「牧羊人」
，引導

張明智修士主要負責外科護理工作，每
遇緊急手術需要輸血時，他就成了一座「不

迷失的羊隻找到回家的路。他常到三星監獄
為受刑人宗教輔導，並提供醫療協助。

打烊的血庫」
。因為地處偏遠封閉的宜蘭縣，

承續李智神父與何義士修士對痲瘋病患

早期醫院並沒有血庫的設置，每次遇上緊急

的照顧，來自泰雅族的高國卿神父，是羅東

手術需要輸血時，身為護士的他，毫不猶豫

聖母護理學校的第一批「男」丁格爾。1998

地挽袖輸血，幫助不少病患度過危難。

年接下何義士修士的中國痲瘋服務協會工

卡通靈修士喜歡服務病人，經常 24 小

作，持續為兩岸三地痲瘋病人服務。抱持感

時不辭辛勞地照顧病人，他和張明智修士一

恩心的他，即使罹患了胃癌，仍然喜樂地奉

樣，是座血庫便利店。他換藥技術非常好，

獻每一天。

在沒有燒燙傷設備與醫師的年代，燙傷病人

即使受到醫療奉獻獎的肯定，但是對靈

在其細心照料下，皮膚慢慢結痂痊癒。他長期

醫會會士來說，獎項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

於內科病房擔任護理主管工作，非常瞭解病人

將天主的愛帶給需要的人。他們服膺主耶穌

的痛苦與需要，臨床照護均以病人為主。

的訓示：
「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

總是把好東西分送給貧苦人的華德露神

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而耶穌也告誡門

父，原住民尊稱他為「亞爸」
（
「亞爸」係希

徒：
「當你施捨時，不要叫你左手知道你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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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行的，好使你的施捨隱而不露，你父在暗

規則「要妥善準備病人的善終」
，聖母醫院成

中看見，必要報答你。
」
（馬竇福音 6：3-4）

立了宜蘭縣第一家居家安寧機構。2007 年 8

 《瑪竇福音》25 ︰ 35~36,40

和照護中心。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我渴

而為了解決宜蘭地區重症病人往返奔波

了，你們給了我喝的；我作客，你們收

大都市就醫之苦，以及關懷重症者的醫療照護

留了我：我赤身露體，你們給了我穿

品質與技術，1998 年會士們提出新建重症大

的；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我在監

樓構想，終於在 2007 年 7 月 14 日 55 週年院

裡；你們來探望了我。……凡你們對我

慶舉行了新大樓落成典禮，並取名為范鳳龍紀

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

念大樓，以紀念范鳳龍醫師對宜蘭的貢獻。

我做的。

2012 年 7 月 14 日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

德蕾莎修女說︰「給人體貼的愛和關

慶祝 60 歲生日時，全臺第一座「全親老」老

心，散發出的關懷與喜樂，會帶給人極大的

人醫療大樓也舉行動工祈福典禮，繼續提供

希望。
」在羅東聖母醫院門診大廳擺放一座由

優質的醫療服務來守護臺灣民眾健康。他們

雕塑大師 Drago Marin Cherina 所創作的「貧

持續用愛擁抱生命，讓聖母醫院成為身心靈

民窟的光與鹽—德蕾莎修女」銅雕，讓一

全人照護的醫院。

進院門的人就感受到德蕾莎修女的溫暖。

而當年發起靈醫會來華服務的召集人羅

這件作品原是院長陳永興的珍藏，2009

德信神父，他是成就靈醫會在亞洲醫療傳教

年 10 月 1 日陳永興醫師接任院長職務後，認

的推手。1953 年 8 月起擔任澎湖馬公惠民醫

為德蕾莎修女慈悲、仁愛、受苦、堅貞、神

院院長及牧靈工作 18 年，和何義士修士細心

貧、和善氣質，與靈醫會會士醫療傳愛的精

照護著離島居民身心健康。善於計畫管理的

神相互輝映。乃於 12 月 1 日捐出該項珍品，

羅神父，1971 年調回羅東聖母醫院，將財務

讓大家體會德蕾莎修女擁抱「被遺棄的人也

困難的醫院整頓後，於 1977 年轉往臺北擔任

有感受溫暖的權利、他們都是受難的基督」

聖召工作，致力於國外傳教事務。

的典範。

總是做開路先鋒的羅神父，即使 62 歲

靈醫會稟承著耶穌精神，踐行耶穌基督

了，仍然風塵僕僕地在印度和菲律賓建立修

給病患最好照顧的使命。在健保未開辦前，

會組織。他推展靈醫會的使命，不僅醫治人

許多中低收入的民眾根本生不起大病，靈醫

的身體，也醫治人的心靈。而靈醫會會士在

會首先成立國內第一個早產兒基金會、腎友

臺醫療福傳的故事，一甲子過後仍會繼續傳

基金會，協助病患不要因為龐大醫療負擔而

愛下去。

放棄就醫。
1997 年秉持靈醫會會主聖嘉民的精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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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正式於范鳳龍紀念大樓成立聖嘉民安寧緩

◆

按：本文所引之聖經經文係天主教思高
聖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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