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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血難燃悲燘之心 救災歷程體悟防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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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市正安診所

九二一地震是台灣史上令人心碎的一頁，山

河殘破，死傷無數，燃起許多人悲憫情懷，隔天

我即成立團隊前往賑災，盡一已之力，聊以解慰

生靈。親臨這場百年震災的血難現場，也讓我意

識到國家公共衛生防禦力的不足以及結構瀕危的

大樓所潛藏的倒塌危機，日後於立法院中疾呼改

革。

九二一山河破碎  生靈塗炭
民國89年9月21日凌晨1點47分，突然一陣天

搖地動，搖醒了沈睡的台灣！ 
這場發生在中部山區、芮氏規模7.3的逆斷

層型地震，台灣全島都感受到搖晃，是台灣自

二次大戰後傷亡損失最大的災害，造成2,415人
死亡，11,000多人受傷，5萬多間房屋全倒，道
路、橋梁、堰壩、堤防損毀，電力、維生管線破

壞，山崩土裂，堪稱「生靈塗炭」。

記得那天清晨5點多，院內體檢部一名同仁
打電話通知我，說要請假回南投竹山老家一趟，

探望故鄉的父母是否平安。當時，南投的電訊全

部中斷，無從得知災情，同仁的憂心可見一般。

九二一賑災 永仁醫院不缺席
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傷亡慘烈。災後許多民

間團體主動投入救災及賑災工作，協助政府進行

災後重建，醫界也在第一時間接受政府徵調，組

隊前往災區，另有許多自發性的醫療團隊亦前往

救援，永仁醫院也不缺席。

我自返回竹山老家探視的同仁口中，掌握

當地初步的災情，得知竹山鎮對外通訊中斷，街

道一片混亂，房舍倒塌不計其數，「玉山新城」

一處社區，50戶就有48戶慘遭活埋，對外主要的
聯絡道名竹大橋斷裂，聯絡溪頭集集的道路也中

斷，到處斷垣殘壁，12層樓高的大樓坍陷，1至4
樓沈入地底，著實慘不忍睹。

悲憫心催促我成立團隊前進災區救援，經

過整軍部署，民國9月22日上午透過電台募集賑
災物資，並發動醫院員工募款購買民生必需品，

下午3點就出發，行動火速。大家帶著炙熱的心
啟程救援，含勸募到的5卡車物資及載送醫療人
員、志工的車輛，共調集8輛車，歷經3小時車
程，傍晚抵達竹山。

太平盛世時期，難以想像災難的苦楚，醫療

團隊抵達南投竹山鎮時才屆傍晚，當地已是一片

淒黑，我們摸黑探訪竹山里，竹山分局，延平國

小等6、7個救災中心，找到竹山鎮長許文欽商討
物資發放細節後，車隊往名間方向推進，沿途道

路崎嶇，我們仍不退卻，過了秀傳醫院後，發現

名竹大橋斷裂，完全無路可走，才決定折回。

物資發放受挫，醫療團隊改而就近在竹山下

橫街義診，再連夜趕回高雄採購災民迫切需要的

發電機，流動廁所帳蓬、睡袋、草蓆、奶粉、米

等物品，隔早又運到竹山分發。賑災的前幾天，

就這麼奔波於高雄與南投災區間。由於所有帳蓬

與睡袋全送給災民，當夜義工們鋪著草蓆蓋條毛

毯，打地鋪將就度夜，但大家卻甘之如飴。

9月24日清晨，熱食隊起個大早，煮了8千多
個水餃供竹山國小災民及鄰近幾個救難中心人員

當早餐，隨後又整裝出發，往山區推進。當時

名竹大橋已經斷裂，救災團隊繞道往集集方向前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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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九二一地震期間，邱永仁率員前進南投災區賑
災，也關心民進黨水里區黨部人員。

圖2  九二一地震期間，邱永仁（右一）率永仁醫院人
員組成民間醫療救助隊，前進災區協助救災。

突破萬難送愛到南投災區

一路上，路斷的斷，塌的塌，舉步維艱，險

象環生，只能且戰且走，從竹山經集集、水里、

瑞田、湖內、初鄉、秀峰到和雅，每經救災中心

就停下來詢問需不需要醫療服務及物資補給，大

家一心只想把愛，送到最需要幫助的地方。

行間感到汗顏的是，我們扺達秀峰國小時，

日本緊急救難醫療團早已進駐，這支救災團由

日本國際協力事業團人力事部代課長藤谷浩至先

生擔任領隊，經日本醫科大學救急醫學教室近藤

久禎醫師及日本交流協會北事務所經濟部主任藤

秀二充當翻譯，我發現他們最缺醫藥品，馬上補

給，展現互助合作精神。

午後2點，我們到了和雅義診，許多村民都
來，那時有名70多歲的老翁，背90多歲的母親就
醫，此情此景讓人看了鼻酸。那一天大家忙著

趕路救災，午飯沒時間吃，義診空檔正打算煮泡

麵止饑，卻突然來有台直升機在空中盤旋，現場

狂風大作，捲起漫天飛沙落葉，大家剛煮好的泡

麵，真的「泡湯了」。

中秋過後不久，牛墩尾沿路仍是山崩落石不

斷，整條山路傾斜，一邊是落石，一邊是明潭，

崎嶇難行，但為了救人，大家只好硬著頭皮往前

衝，現在回想，仍心有餘悸。

靠手電筒微光看病配藥

尤其那天抵達牛墩尾，夜已昏暗，只能靠數

支手電筒微光看病配藥，挑燈夜戰。有災民心懷

感激，幫義診團準備熱騰騰的湯麵，只是我們是

來賑災的，不好意思消耗災民的糧食，但又盛情

難卻，只好接受「招待」。

這場百年來重大的地震，震毀了民眾的家

園，造成許多人無家可歸，民國9月29日我陪同
高雄市工務局長拜會南投竹山鎮長，表達捐建臨

時木屋安置2百多戶災民的想法。
10月8日，再陪高雄市長謝長廷及8名高雄市

市議員拜會南投縣長彭百顯，將高雄市政府募得

的4億元善款分贈南投縣6千萬，竹山鎮500萬，
也決定斥資3500萬，在南投縣桂林國小預定地建
造150間12坪大的臨時住宅，安置災民。

此行高市府約捐出1億元，自俄羅斯海參崴
購置一貨船的建築木材，轉送李登輝總統分贈南

投縣等災區，協助重建家園，表達高雄市民的關

懷之意。

九二一地震是台灣史上慘痛的災難，國人

對於災區同胞所受的悲苦，感同身受，大家有錢

出錢、有力出力，我也不例外，除把永仁醫院的

藥品往災區送，那年孩子結婚收到的禮金，也幾

乎全數轉為賑災之用，個人盡點微薄的心力，希

望涓滴成河，匯成暖流，溫暖災區同胞受創的心

靈。

九二一血難中 汲取救災防災經驗
民國88年9月21日，南投集集發生史上最嚴

重的地震災難，這場中部山區的逆斷層型地震，

在搖晃一百零二秒之後造成重大傷亡，震驚全世

界。

被喻為「福爾摩莎」的台灣少逢天災，面對

突如其來的九二一地震，不免手足無措，所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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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善心人士自組團隊投入賑災，國外也不乏人道

救援行動，讓台灣得以在土地裂解、人民死難的

傷痛中逐步回復元氣。在救難、賑災、醫療、公

共衛生控管及人員安置作業各層面，茫亂中找到

處置的節奏。

九二一震災發生當時，外傷病人一夕爆多，

需手術治療的傷患也不在少數，邱永仁醫院醫療

團隊第一時間前進災區救治傷患，發現不少外傷

病人本身也患有氣喘、高血壓、糖尿病、心血管

疾病等慢性病，他們歷經這次浩劫，大多來不及  
把備用藥品帶出來，加上露宿在外，環境衛生不

良，飽受餘震不斷的驚嚇，病情產生惡化。

我在南投信義鄉地利村的義診中，100人次
的病人中約7成有高血壓，他們因為道路中斷或
醫療院所倒塌停診而斷藥，其他氣喘、糖尿及心

臟病人也遇上相同的困境。

一場震災檢驗公共衛生防禦力

而災後，皮膚病人、急性呼吸道感染及急

性腸胃炎病人也變多，主要因為長期露宿，睡帳

棚、睡袋，吃簡易速食、飲水不潔，加上天雨後

環境潮濕，皮膚易遭疥蟲感染，腸胃也拉警報，

由此可見，災後公共衛生的重要。

災後心靈創傷更是普遍的現象，許多災民

雖在地震中倖免於難，但家園破碎及喪失親人的

傷悲，都形成他們心頭巨大的陰影，許多人因此

失眠、憂鬱，需靠藥物及心理輔導，才能挺過難

關。

從當時的義診經驗可以了解，天災中除急性

外傷病人外，面臨斷藥的慢性病人及環境不潔引

發的皮膚病、腸胃炎及呼吸道疾病，脆弱心靈的

支持，都是醫療甚需關注的環節。

九二一震災當時，災區多以流動廁所臨時應

變，食物也欠缺良好的儲存設備，衛生控管十分

不易，所幸災後並未傳出傳染病流行疫情，可以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此外我發現，遠道前來援助的日本醫療團，

他們一些作法也頗值得借鏡，日本人對廁所的衛

生極為重視，當時他們前來台灣賑災，除提供醫

圖3  九二一地震期間，邱永仁己饑己溺感同身受，率
永仁醫院人員前進災區義診。

圖5  九二一地震期間，邱永仁率永仁醫院人員前進災
區義診。

圖6  九二一震災重創台灣，邱永仁第一時間前往災區
義診關懷，血難中汲取不少救災防災經驗。

圖4  永仁醫院熱誠參與九二一賑災，高雄市政府頒感
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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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協助外，也帶頭掃廁所、清理廚餘垃圾，維持

災區環境衛生，杜絕演成另一波傳染病疫情，這

些都是國內義診醫療團隊較易輕忽的細節。

建立救援系統才能整合救災民力

而當年，台灣首度面對百年巨災，不少民間

團體本於己饑己溺的情壞，各自成立救援團隊自

動自發前往災區救難，當中不乏醫師、護理師、

藥師、醫技人員，我就碰上不少開業的診所醫

師，自行載著醫師娘與護理師到無醫村開設醫療

站救災，諸此種種自發性行動，讓人格外溫馨感

動，體悟到台灣最美的風景，就是人性的美善，

這是醫病關係逐漸冷漠中所無法感受到的。

不過，當年政府如果也能建立簡易的通報機

制，讓自發性的醫療團隊透過報備，建立人力及

行程檔案，進一步統籌規畫醫療救援計畫，或許

更能避免資源重複浪費，相信公私部門共同建立

的救援系統，能將救災任務發揮得更淋漓盡致。

九二一地震的重建工作千頭萬緒，災後第4
年，災區雖然逐步恢復正軌，然而我重新檢視過

後，赫然發現首善之區的台北市竟還有124棟大
樓結構有問題，列為「黃單需注意」名單中。萬

一那時不幸遇上一場三三一規模的地震，可能會

再次崩塌，茲事體大。

黃單需注意大樓 暗藏倒塌危機
這些結構有問題的大樓，並不適用九二一震

災重建暫行條例的規定，加上少數住戶不願意配

合，以致重建工作4年都無法動工，當年台北市
列入「黃單需注意」名單的百餘棟大樓，一棟大

樓以60戶，每戶4人計算，約有3萬民眾每天活在
地震的危機中，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我認為當

年這種「黃單需注意」的標準，簡直害死人。

九二一及三三一地震發生後，許多結構體

沒有立即危險的建築物，被列為所謂黃單需注意

名單中，這些建物外表似無損害，內部結構卻搖

搖欲墜，稍大一點的地震，就可能發生危險。像

原本被鑑定為「黃單需注意」的德行大樓，在

三三一地震中就倒塌一半，造成傷亡。

因此2003年9月21日這天，我特別偕同住戶
召開記者會，呼籲少數住戶考慮公共安全，別讓

東星大樓的悲劇再次發生。當年建築師也判斷，

許多「黃單需注意」的建築物隨時可能倒塌，早

都不堪居住，正因為沒有列為立即危險，導致依

法需徵求所有區分所有權人的同意，只要一戶不

接受，重建工作就不能動。

我記得，那時找我陳情的管委會主委說，他

們百分之九十五的住戶都同意拆除重建，就因被

列入「黃單需注意」名單，落得天天在地震惡夢

中度日，有名鄭小姐九二一災後，4年來都睡地
板，深怕地震一來，家就會被震垮，三三一地震

時還罹患憂鬱症，令人聽了心疼。

災後重建千頭萬緒，許多環節容易被輕忽，

我在立委任內就大力呼籲修法，主張修改九二一

條例第17條之1的規定，讓黃單需注意的建物得
以適用，有機會重建家園，避免發生更大的地

震，再造成無辜的傷亡。

作為一位民意代表，我或許無法解決所有

民瘼，但我自我要求，以民胞物與的態度謹慎面

對人民賦于我的責任，勿以善小而不為，全力以

赴。

圖7  九二一發生後，山河殘破，邱永仁賑災不後人，
也發現這場災難是檢驗了公共衛生防禦能力。

圖8  邱永仁前往九二一災區賑災，時任高雄市長的謝
長廷關心災情，也前往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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