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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德 之 愛

姓名

創刊號發行茶會
暨養生藥膳講座

■編輯部

院長(中)，黃信彰主任（右）與家屬

財團法人大德安寧療護發展基金

近10周年，正式發行大德之愛季刊以

匯集歷年來各界之愛心與捐款，

會於95年12月22日在中正13樓胃腸科

推廣安寧療護為主要任務，邀請台北

期許能永續發展推動安寧療護，

會議室，舉辦大德之愛創刊號發行茶

榮總李良雄院長蒞臨，以及台北醫學

將款項應用在病房與安寧療護相

會暨養生藥膳講座，逢大德病房成立

大學楊玲玲教授主講養生藥膳議題。

關作業上；此外，大德病房團隊

大德病房於86年7月正

成員不僅包含優秀之醫護人員、

式啟業，以提升終末之照護

社工師與志工，基金會更延攬社

品質與莊嚴生命為首重使

會心理與靈性等專業人士，讓大

命，增設安寧療護門診並開

德病房療育運轉能夠更完善，建

辦居家安寧療護，秉持著對

立一個高品質之醫療環境。

生命的肯定，承認死亡為生

適逢大德病房成立將近10週年，

分享團隊、家屬心情故事與病房點

命必經的過程，落實先進、

特此發行大德之愛季刊，介紹安寧療

滴，透過大德之愛紀錄大德病房成長

積極與人性化的醫療照護模
式。並於92年成立財團法人
大德安寧療護發展基金會，

創刊號發行茶會活動照片

楊玲玲教授(右)贈書與陳曾基主任(左)

護專業領域、盼望扭轉大眾對於安寧

過程，並開闢欄位歡迎各位來函撰

之刻板印象，並且紀錄大德病房之芬

文，期望各界持續給予本院鼓勵、批

芳懿行，流傳大德病房之嘉言善行，

評與指教。

飲食與養生 講義

【綠豆小米粥食譜】
【材料】

楊玲玲博士養生藥膳
綠豆小米粥 清胃熱 消口臭

■楊玲玲 教授

（5）冬天吃熱的，夏天吃涼的，均十分清爽可口。

小米一杯、綠豆一杯，麥門冬20克、冰糖適量。

【說明】

【作法】

綠豆具有清熱解毒之作用，其主要部位在綠色之果

（1）麥門冬洗淨去心，加水4杯放入電鍋中，外鍋

殼，因此要使用撥去外莢之綠豆種子，勿僅用果仁

加1/2杯水煮至開關跳起，待用。
（2）小米洗淨加水3杯放入電鍋中，外鍋加水1/2杯
水煮至開關跳起待用。
（3）綠豆洗淨，加水3杯，同上做法煮熟。
（4）將小米、綠豆和（1）之麥門冬汁放入大鍋中
攪拌均勻煮沸，再加入適量之冰糖，即可食

【聖誕】
感恩活動
用。

大
德病房

成立以來，每
逢年末志工團隊
都會舉辦聖
誕感恩活動，邀請
病房之病人與親友參與同
樂，安排醫護人
員表演節目與活動，
不例外的，在95年12月22日舉
辦聖誕感恩活動，
讓人在歲末年終之際感受
到大德團隊無限的祝福。

煮。小米亦具有除熱解毒、健胃的功效，對於因工
作壓力，心煩躁熱，三餐不繼，無法吃正常之三餐
而造成脾胃虛弱、消化不良、胃熱口臭者可攝食。
麥門冬則具有滋陰生津，補血之作用。
（摘錄自當天講座課程）

綠豆小米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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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金額

蔡碧蓉
150
陳秋苑
150
黃若瑛
200
陳國珍
200
陳楊月治
200
陳姵君
200
張雅庭
300
謝謁亮
300
呂肯奮
300
梁玉梅
300
楊庭毓
400
楊文卿
400
楊周盡
400
楊浩維
400
劉巧玲
400
楊采妮
400
楊又樺
400
詹  森
400
楊琇媚
400
楊昌福
500
鄭炳耀
500
黃玉春
500
楊  琪
500
杜淑文
500
吳深潔
500
李存白
500
秦觀濤
500
李光喜
500
陳世潔
500
麥乃康
500
王振鄉
500
陳鑾娥
500
陳淑芬
500
許良政
500
蘇天祿
500
法  薇
500
張造都
500
劉寶榮
600
王明麗
600
易志平
600
李施穎
600
陳寶榮
600
薛榜鑫
700
曾偉峰
864
黃甫華
900
徐明申
900
黃瑞蘭
1000
吳淑玲
1000
楊燦弘
1000
莊銀倉
1000
蔣善友
1000
丁憲灝
1000
許茂松
1000
劉淑英
1000
蔡天發
1000
陳瓊霞
1000
劉朱珠
1000
盧  蘭
1000
林桂秀
1000
馬代金
1000
林華堂
1000
鄭錦松
1000
徐祖燮
1000
黃寶桂
1156
魏廷開
1200
黃鑫泉
1400
侯永傑
1500
姚力仁
2000
邱淑瑛
2000
黃建興
2000
張靜安
2000
徐碩佑
2000
楊仲偉
2000
連高柳
2000
林俊溟
2000
葉李富美子 2000
陳文和
2000
陳林秀子
2000
謝雩玟
2000
鐘明達
2000
郭莉莉
2000
吳梅英
2000
饒  玉
2000
陳家慶
2000
魏仲儀
2000
林桂蘭
2000
陳茗新
2000
胡淑娥
2500
蔡美惠
2500
安寶庭
3000
蕭以湘
3000
吳建利
3000
高英會
3000
黃世強
3000
姚力文
3000
彭勝妹
3000
釋育恆
3000
陳丁春綢
3000
惠生公司
3465
楊玲玲
3600
阮阿蓮
3600
趙潔英
4000
鄭宗烈
5000
毛景旭
5000
嚴婉如
5000
蔡尚宇
5000
黃文彬
5000
傅彥勳
5000
陳映徹
5000
陳宏圖
5000
李心望
5000
江娟華
5000
賈  昇
5000
張雙福
5000
林少章
5000
妙  音
5000
陳揚灼
5000
樓志津
5000
何勇憲
5000
林志傑
6000
陳文祥
10000
于  澄
10000
楊垂勳
10000
程仁志
10000
冉光興
10000
章紀綱
10000
葉宜郎
10000
邢  濱
10000
王素貞
10000
陸吉生
10000
陳怡礽
11480
鄔  瑩
15000
武沖霄
15000
達融法師等 17200
李家宗親
20000
楊弘祥
20000
蕭慧貞
20000
釋慈度
20000
楊張阿嬌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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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十年～

安寧病房服務品質
選拔得獎消息

飲水思源念深恩
■台北榮總家庭醫學部主任 黃信彰

時

光芢苒，驀然回首，大德病房迄今倏忽十

之所成，大德病房同仁在歷任主任之卓越領導

年，始憶當初本院為回應廣大癌末病患及

下，於工作任務上無不夙夜匪懈堅守崗位；而

家屬之殷殷期盼與社會賢達之深切期許，雖然

其成果在病患及家屬之高滿意度，與政府各級

健保給付日益減縮，醫院經營相當艱困下，程

評鑑均名列前茅，皆可見證。

張靜安副護理長（右2）代表領獎

95年11月國民健康局委託財團法人天主教康泰醫

東照前院長鑑於台北榮總為國家醫學中心，有

國內安寧緩和運動正在蓬勃發展，為了

療教育基金會舉辦「安寧病房服務品質選拔」，在全台

必要擔起領導責任；在履勘本院各處後，將最

承先啟後以及提高安寧緩和療護之服務教學與

19家參選醫院中，台北榮總大德病房獲甲等獎。評選除

頂級的病房設予大德病房。

研究之品質，本部投入最大之心力與物力來滿

硬體設備外，還以整體環境清潔、光線、醫療團隊專業

足末期病患與家屬之需求，唯健保財政日益見

程度、症狀控制等，為評分的項目之一。大德病房在86

領導下；與本院各科部同仁的協力合作；與社

窘，醫務營運日益困

年成立，設有16張病床，提供身、心、靈全方位的安寧

會眾多善心人士的出錢出力襄助下，終不負眾

難，巧婦難為無米之

療護，幫助病患安詳、莊嚴的走完人生。此次醫護人員

望。其中尤為感恩者乃國內各宗教領袖包括天

炊，深盼社會賢達與

「視病如親」、讓病人有「賓至如歸」、「回家」的感

主教之單國璽樞機主教、佛教之超塵法師、基

善心之士，共同來推

覺，以期達到全面提昇安寧住院服務品質外，同時能喚

督教周聯華牧師感召與參與；以及臨終關懷蓮

廣高品質之安寧緩和

起更多民眾與醫療相關人員對安寧療護的重視，讓善終

花基金會之力援，大德病房始得以成立。

業務。一本初衷，鼎

的觀念能落實在每一個國人心中。

創業維艱，然在本部蔡世滋前主任之戮力

十年來感於病房之成立乃眾人涓滴功德

力相助。

大德心～ 溫情脈脈
思

■前大德病房護理長/林瓊玲

啊、思想起…，身體是有記憶

只因過多的折騰、有無法再撐下去之

奈無解無人知的苦衷！畢竟，再

的，儘管萬事有其時移事往、萬

痛苦。

好再高的科技亦敵不過大自然生

物有其物換星移，但身體內的細胞、

病人不僅生理肉體受苦，心理

生不息的循環定律。畢竟，教育

大大小小的血管已經注入了無數大德

層面衝擊之大亦不在話下：面對疾病

乃百年樹人的工作，相關安寧療

的點點滴滴，就這樣總是記得甚或戀

的焦慮及恐懼、面對疾病惡化的無助

護的教育：健康教育、生命教

戀著大德的種種切切。回首來時路，

與失落、面對疾病不確定的憤怒與敵

育、社會大眾教育、學校教育、

腦海中、印在心崁裡、更融入了生命

二十五年臨床護理工作後踏入了安寧

視、面對疾病的社會文化問題（如經

醫療人員專業教育等，都是一群不畏

中，生命因此而豐盈、回憶因此而美

療護之領域，面對諸多受到疾病侵蝕

濟困難、家庭照顧人力不足、中生代

艱難推動安寧療護的先鋒者、啟蒙

好，生命的結束如同生命的到來都需

折磨、飽受苦痛的癌症末期病患，陪

的困境、社會人際關係的疏離…等

者、拓荒者，自始至今努力不遺餘力

要禮讚。

伴他們走完生命的最後一程；與病

等）。還有靈性上的痛苦：自我尊嚴

的執行著、奔跑爭取著、推動著安寧

安寧療護鼻祖Dr﹒Sisely Saunders

患、家屬、團隊伙伴一起共嚐酸甜苦

感的喪失、自我放棄、心願未了、不

療護漫漫長路，箇中的辛酸委實難以

之箴言:「Hospice is a hard work，Hard

辣之味，共享喜怒哀樂之情。

捨、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面對臨終

言喻，明知這不是一條容易的路，但

to－work﹒－patient﹒－family﹒－

及死亡的恐懼等等。

我們相互扶持、相互鼓勵，只因我們

staff﹒But It is a good work.」這真不

知道方向，我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是一條容易的路，緬懷過去由衷的感

那就是一份使命感的堅持。

謝，這一片原本荒蕪的園地，在大德

安寧療護每天面對著病患的是—
上氣接不了下氣，一口氣快上不來

生命原本奧妙多變與無常，亦

的窒息感；連吞一口水都沒力氣，更

詮釋著癌末病患身、心、靈的錯綜複

別說吃飯；一兩個星期沒有大便是常

雜，病人每一丁點的變化、不適，在

安寧療護猶如晚晴的微光，照

家族的努力開墾默默耕耘下，不斷的

事，有人已數週或月大便出不來，或

在都懸扣在我們的心中：「您的問題

亮了在黑暗深邃幽谷中受苦受難的病

播種翻土、萌芽接枝、到開花結果成

已積成糞石填塞；曾有嚴重腹水腹脹

就是我們的問題－這是和病人及家屬

患及家屬，在幽谷伴行中更照亮了我

熟落地的過程中，病人的生活品質與

的年輕女性病患說：「我生三個小

間誠摯真實的對話，它解說的是－您

們的生命。多少個日子我佇立在大德

生命尊嚴，乃家族成員重要的滋養及

孩，懷孕時肚子也沒有這麼大過，瘦

的不舒服也是我們的不舒服，我們會

的圓滿窗前，面對凝視著青翠或雲霧

茁壯的能源，「獨木不成林，獨角難

成皮包骨的四肢、裹著比懷胎十個月

努力用心的去處理，在團隊一起用心

雨茫茫的觀音山，不論是湛藍的陽光

成戲，每一位朝夕相處胼手胝足共同

還大的肚子，多麼不協調的搭配；擋

費力盡力的努力下，病人的一抹微

或烏雲滿佈的天空，它們都是不停的

打拚的伙伴，都是我生命中一份珍貴

不住的癌細胞侵蝕瀰漫至皮膚的惡性

笑、一開眉頭、一點示意的回應，就

在轉、在動、在變，彷彿一齣齣人生

的回憶；忘不了我們共淌的淚水、共

腫瘤潰瘍，一囊一囊串連成堆的腫

足以讓忙碌的我們欣喜雀躍！我們深

的戲，一幕幕失去的景，每一個幕落

有的歡笑。讓我們一起向我們共同的

瘤、永無癒合機會的潰爛傷口，不斷

知惟有誠摯的愛與關懷的照護，始能

都是另一齣戲的起始。幕落了，我們

生命導師－病人一鞠躬，獻上我們誠

的滲出含血或膿的惡臭分泌物；有病

輕扣微啟到一扇緊閉許久之心門。

的故事卻剛要開始；幕落了，生命的

摯的感謝：「因您我們得以成長，因

人怕閉上眼－只因不知是否還有明

過程中一樁樁的挫折、一件件困

軌跡卻永不停息，一幕幕的溫情、一

您我們『心懷著一份理想似暗處有了

天；有人祈求就此閤眼不要再張開－

難的挑戰也從未停止過，也少不了無

場場的感動，是如此深刻的紮在我的

光亮』得以堅持及持續下去。」

大德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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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 款 用 途

的友人自備食物，特前來與玉燕姐共餐

陪伴病人 自由塗鴉
◎美育老師：郭育誠、莫淑蘭
◎服務時間：星期一下午
◎服務內容：
1.察覺生活美感、放鬆心情
2.生命意義回顧與探索，展現自我特質
3.協助非語言記事，增進心靈動力

1

王小姐臉上常露出清新
的笑容。在他的小花作品中

成為頂尖的服裝設計師是小燕子一

透過畫筆顯示出她原本伶俐及優雅
個性-美術療育老師帶來的畫筆點燃小
燕子中熾熱的心；專心致志設計讓她忘

但殘酷的胃癌及廣泛性的肺部轉移
使得她整天陷入呼吸困難的夢靨，預期
性焦慮及低落情緒。直到美術療育老師

升末期病人生命
品質當作我們的

筆的線條中浮現出成熟的筆

神聖使命。我們

法，也搭配一貫喜愛的紫

亟需您的支持，

心，也熱切希望住院中能有機會再次重

裝上的衣袖一樣翩翩起舞。

溫；於是在一個輕鬆的午後，數位往日

美術療育賞析

的笑容來回報，即使王老太太臥病
在床時間真的很長，王老先生總是
安靜等待王老太太的清醒，把握一
分一秒的時間與她說說話。
所以美術療育的方向，協助他
們在有限的時間裡表達彼此深厚的
情感，作品中有他們心和心的相連，
此情不渝的吻，作品完成時兩老非常
歡喜地表示這是他們最最美麗的結婚

王老先生照顧王老太太可說是無

每個星期楊琪護理師或其他安寧居家醫療團

我們，父親的心跳已經快到100多下，這已經是

大型醫院數次門診檢查後，終於在榮總弄

隊的醫師會一起來探望父親，雖然只是一些簡單

快到生命終點的徵象，並且她也觀察到父親的態

工作共襄盛舉

清楚是肺部腫瘤且已移轉至腦部的肺癌末期。從

的例行檢查、護理清潔工作，但我知道在父親心

度有很大的改變，父親已能很勇敢的面對那一刻

……。

父親生命被宣告只剩下2-4個月起，全家就籠罩在

裡，他知道他並沒有被遺棄，仍然有人關心他的

了。果真在那一晚父親就告訴我們他快走了，次

死亡的陰影下。住在胸腔科病房裡，由於父親年

身體健康。第一次醫療團隊來到家裡時，他嚇了

日清晨他就說出他心中的話“他愛我們”，並跟

事已高，已經不適合積極性的治療方式，所以只

一跳，因為這完全顛覆一般的就醫模式，榮總的

我們道別，且寫下字要我們不要傷心，雖然我們

能選擇症狀治療，來減輕並延緩癌病的症狀與擴

醫師和護士竟遠到板橋家中來為他看病，且態度

萬般不捨，但又欣慰，因為我們一直不敢告知父

散。因此每日所做的就只是陪父親至癌病中心做

是如此有耐心與親切，並為我們設想許多接下來

親實際病況，害怕他不能面對“死亡”的威脅。

頭部放射治療。

醫療的方向。當父親食慾下降，長期側臥引發身

楊琪也再一次到家裡來，為父親護理，並為我

為這麼有意義的

大德基金會
捐 款 用 途
■補助大德安寧
療護貧困病人之

費、急難救助或

住院時，我和妹妹也開始找很多資料，希望

體開始有褥瘡出現時，我們在家照顧者的心裡很

們全家與父親合影，為我們紀錄下這最珍貴的一

其他全民健保不

能清楚知道往後我們應如何照顧父親，陪他走完

緊張，而醫療團隊的人很能明瞭我們的擔憂，他

刻，她並安慰鼓勵我們，告訴我們對父親的照顧

給付費用（傷口

人生的最後一程。我們姊妹的共識就是父親常告

們告訴我們一般癌末

做得很好，並叮嚀如何處理瀕死階段及我們該如

之特殊敷料、攜

訴我們的「怕痛不怕死」，所以我們就尋

病人的狀況大

何在家裡處理後事。我也即時地通知教會的牧

帶型止痛設備、

求安寧緩和療護。讓父親能快樂地做他

概都是如

師。在父親意識還是很清楚而且能表達的情形下

芳香治療精油、

想做的事，是我們照顧他的最高指

此 ，

來為父親抹油禱告。父親對牧師的舉手敬禮回

止吐貼片、特殊

標，所以也多次到榮總大德病房

又

應，讓我們家人也清楚知道父親的信仰是堅固

減壓床墊、藝術

參觀，當時心想也許下回父親

治療及靈性關
懷專家車馬費
等）。

婆

然，對父親也難以啟口告

而她的身體與心情卻也每況愈下。第三次手術則因放療後造成腸

照顧家屬的安慰支持都是筆墨難以形容的。

■辦理大德安寧

院回家，就在出院前十分

本身的痛和苦應該數十倍於家屬從旁所能體會的；即使服用強效止痛藥也

有幸能提筆分享我們的安寧居家療護親身

療護團隊工作人

鐘大德病房的主治大夫來

只是短暫性，身體的疼痛隨時發作。除了身體的痛，精神上的折磨使她經

經歷，希望更多的癌末病患及家屬不要氣餒、害

員教育訓練及國

會診後，在沒有預期的情

常自怨自艾，"她拖累我們"、"老天為什麼不讓她早走"，心靈上的折磨

怕，雖然疾病無法治癒，但可以選擇在一個沒有

為了解它的意義與價值這個部分，可以單向說法與單向

內外進修，院際

況下，我們從此踏上安寧居
家療護之路，這也是上帝為
父親安排的最好療護，最後讓

靈性照顧重在協助病人看清真正的問題，在現

傳達，有正向的引導對臨終病人是很有幫助的。因為一

狀中以最適當的對策，發揮最佳的功能，往心

個人在面對臨終時有兩個特質：一個特質就是很危脆、

等活動。

很脆弱，另一個是很容易接受引導幫助。
所以，宗教師照顧臨終者，並非只是幫助這個人安

■補助大德安寧

他在自己一手建造的家中安息回

療護相關之研

天家。

在一次朋友的介紹下，我們認識了榮總二十一樓

在參觀並感受到安寧病房的環境與照顧，除

位的病房與觀念，同時在這裡也體

了像在"家"的溫馨外，醫生與護士更以體諒病人的

諒家屬照顧的方便性與心

穩的度過餘生，而是照顧一個有無盡未來的生命。若能

究、論文發表、

在剛回到家後，對父親的病況發展

透過適當的方法，對於臨終者的意念做清淨的轉化，不

刊物出版，志工

一無所知，家中缺乏任何的醫療設備，而我

無法使人能夠「人生無悔，生命無憾」。此時

意義，與家人道別、和解與放下。法門學習是

僅有助於此時得以安祥捨世，甚而改變了他的未來。

教育訓練與召

們更是從未受過半點護理訓練，心中對如何照顧

宗教師透過適當的評估與問題引導，可以啟發

讓病人建立方向感，對來世的希望與準備，學

本院中正樓十三樓宗教服務

募，遺族悲傷輔

父親真的可以說是有如巨石壓心頭，一籌莫展。

靈 性 照 顧

病人正確的見解，了解人生的意義及價值。提

宗教服務

■宗教師/釋法成

昇病人的靈性境界，讓病人從束縛中脫困，痛

佛

苦就會減輕，幫助病人超脫死亡的恐懼，而得
以善終。

教

佛堂：
電話：2249

個案是一位博士，也是一位老闆，他擁
有世間最高的學位，有自己的事業，有妻子、
兒子、房子、車子，在世間稱得上是人人所羨
慕的對象。但是當他住進安寧病房之後，每天
哭泣、害怕、恐懼，他告訴法師：自己這一生
的所學、所擁有的，到現在完全不能受用；對

基督教

於生死的無知，非常害怕，擔心來生墮入三惡

習在身體不適時，能安定、放鬆，讓本身具有

道。經由法師的開導，讓他了解生命是隨業流

的慈悲、感恩心昇起。

轉，不斷生死相續；六道輪迴則是因為今生的

每當一個病人在往生前後，或臨終呈現

所做所為來決定的，並教導他在法門上用功，

昏迷狀態時，很多的家屬或醫護人員在看到這

加強其內在力量的提升，最後病人在安祥中往

種情況的時候，就會覺得沒有辦法再做什麼？

生。

也沒辦法再說些什麼？根據佛教說法：事實上
面對死亡是最艱難的考驗，然而卻蘊含

臨終病人此時意識非常清楚，比一般健康人清

著無限的希望，如何將生命的困境，轉化為智

楚的程度有過之而不及，唯一所欠缺的是他沒

慧的泉源；如何將死亡的絕望，轉化為光明的

有辦法雙向溝通，沒辦法互動。此時宗教師因

牧師室：
電話：2264

天主教
天主堂：
電話：2234

服務項目內容
宗教儀式的諮詢（皈
依、喪葬儀式的安
排）
•協助病人、家屬面
對死亡（靈性關
懷、輔導及法門應
用）
•團隊成員的支持與
照顧
•助念資源的提供
•其它

服務時間
週一～週六
10：00～16：30
19：00～21：00
週日
10：00～16：30
※誦經時間：
週一～週五
12：30～13：15

週一～週六
08：30～12：00
13：30～17：00
•臨終病人受洗、禱
※禱告會：
告
週二 12：30～13：30
•基督教喪葬儀式諮
※醫務團契聚會：
詢
週四 19：00～21：00
•靈性關懷與輔導
※主日崇拜：
週日 10：00～11：00
（中正樓二樓）
•臨終病人受洗、禱 週一～週六
09：00～16：00
告
•天主教喪葬儀式諮 19：00～20：30
詢
※彌撒時間：
•靈性關懷與輔導
週五 12：15～12：35

過。也許居家安寧醫療，

覺得這是一個照顧病人生理及心理全方

亡的因緣，如：幫助病人完成心願，肯定生命

與

著"活的進去，
死的出來"的錯誤認知，然而婆婆

個方向。死亡準備是為病人創造有利於面對死

（佛堂/牧師室/天主堂）

痛苦顧慮，慈愛照料的氣氛中渡

的安寧病房，經過參觀並與醫師討論後，我們

解人生的實相。所以，世間一切努力奮鬥，都

導等事項所需之

護的整個團隊，獻上我們家屬無限感恩，他們所

遠超過生理上的。這不就是典型癌症末期者的共同心聲嗎？

許多生死交戰的心靈課題，這些都是因為不了

宗 教 師

回想整個照顧父親的過程中，對安寧居家療
給予的專業幫助，對父親臨終的生命尊嚴，以及

能讓病人達到善終。癌末病人隨著病情

長，主要依據「死亡準備」和「法門學習」兩

親就在睡眠中安詳地回到天家了。

婆因直腸癌而開過三次刀，第二次手術後又輔以化療及放療；然

法改善的情形下，堅持出

發展，每一階段有不同需求，越接近臨終，靈

性成長的方向努力。法師協助病人達成靈性成

去了癌病的疼痛、氣喘及咳嗽，第二天的清晨父

■病患家屬/許女士

寧病房。因為這一切來的突

沾黏而不得不再冒險開刀，因腸沾黏期間即使少量進食也會嘔吐，所以手

交流、學術研討

功能喪失、病情惡化、加上社會衝擊，會產生

的，上帝也都垂聽我們為父親的每一個禱告。免

術前後插鼻胃管那種痛和苦再加上癌細胞轉移到骨頭而產生的折磨，病人

緩

性照顧顯得越重要；當身體到最後階段，因為

再有症狀時就直接讓他住安

安寧照護喚回
生命尊嚴與安祥

症，而父親在腳麻始終無

需之相關費用。

未來；靈性照顧就是幫助病人在這方面成長。

和醫療照顧是由團隊照顧，目標是為了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詩篇23

療護業務推展所

收錄於《大德美感記事》，
歡迎支持本刊物（200元∕本）

晚年難得的因緣。

■病患家屬/高豫汝

知其病已是無藥可治的絕

物。

的第二春婚姻，但非常珍惜彼此在這

感恩

■支應大德安寧

證書，同時也是這輩子最美好的禮

王老太太和王老先生雖然是人生

心心相印的兩個心形
圖案，結合兩種不同顏色的
紅讓人覺得非常的甜蜜，加
上在圖形的邊緣點綴向外放
射的黃色線條，更顯得散播
力量，你也可以發現圖形中
各有隱約的唇印，沒錯！這
正是王先生與太太留下令人
羨慕的唇印。這一種溫暖的
感染力，讓醫療團隊回味無
窮，尤其透過心中的信念，
王太太描繪菩薩圖像時，表
達了心中安定的感覺，王先
生也在最珍貴的時刻展現出
愛的力量。

的

的父親是因左腿腳麻無力的症狀，歷經兩家

伴護費、喪葬

微不致，而王老太太也以彌勒佛般

安 寧 居 家 療 護
我

浪漫而飛翔的感覺，就像服

帶來畫筆……

2 美麗的結婚證書

寧療護，並將提

喜歡浪漫典雅的造型，從毛

上未來的旅程，可以享受到

玉燕姐生病前常與朋友一起共進午茶談

大德安寧療護發
永續發展推動安

表示如果能穿這樣的服裝踏

(住院期間得知，注重生活品質的

創立了財團法人

另一幅「宴會女裝」可以看

而設計一套喜歡的女裝，她

就要繼續畫到最後一刻……

輩子的夢想……

永不停歇，我們

展基金會，期能

色，她自己想像未來的舞台

了喘不過氣的窒息感，只要還能畫，她

陪伴照護的使命

也顯示出這種淡淡的感覺，
得出學服裝設計的她，非常

美感紀事

重提往事

基於對臨終生命

美術療育賞析

談心…一同『重提往事』。

境。雖然多數人有

準備了預防褥瘡的

對照顧者而言壓力很
大，但藉由安寧居
家醫療團隊的協

痛苦與心情為考慮，配合實際的臨床經驗取代純醫學學

助，我們可以

理為依歸。婆婆終於破除迷思與不再避諱的同意轉入安寧病

陪伴親愛的

房。幸運的在等了幾天後就得以轉入非常有限的床位，開啟了

家人走到生

有別於標準醫生與病人的呆滯醫護模式。

命的終點，

脂肪墊、氧氣製造

我婆婆在安寧病房的細心呵護照料下，卻也奇蹟似的進出該

是 非 常 有

相關費用。

繼續做放射治療，我們擔心若中斷放射控制，是

機借給我們使用，

病房四次之多，其間歷經一年多的心情調養，一方面與醫生及護

意 義 且 值

■接受主管機關

否對父親的病情會有極大的影響，而他多日未排

也告知若有急症可

士建立深厚的感情，同時也讓她最後這段期間以安詳的心情面對

得的。死亡

指導辦理事項。

便也讓我們心中極其擔憂，惶恐的我們就焦急的

安排入大德病房調

這不可避免的天數，讓家屬也得以最長的時間陪伴與服侍在

也許並不可

到大德病房去求救，希望能找到醫生解答我們的

整。父親自始至終不

側，降低遺憾的心情，讓生命的最後一程得到人間溫暖的

■其他有關大德
安寧療護發展事
業事項。

劃撥帳戶：

週五回家，隔週一父親就堅決不再回到醫院

難題。感謝上帝，讓我們遇見正從外面回來的安

願意再進醫院，我們

寧居家療護護理師-楊琪，她二話不說的立刻準備

知道他希望在自己熟悉

照顧與家屬隨時陪伴在側來走完不可改變的命運。這
一切都要感謝安寧病房設置的用心與醫生護士們

東西來板橋的家中探望父親，並且借給我們輪椅

的家中安養，也希望我們可

及便盆椅，為我們省下一筆不少的開銷。個性剛

以有比較好的休息環境。他的

的愛心與奉獻才得以詮釋"最終一程的
生命意義"。

財團法人大德

毅的父親，平日獨立慣了，凡事都自己來，也或

決定，讓我們可以隨時的在父親床榻

安寧療護發展

許是無法接受自己會有連起身如廁都做不到的情

邊，唱詩歌、讀經、禱告。而且我們似乎又回到

基金會

況，因此以沉默拒絕我們所有的照顧與關愛，幸

小時後的情景，小妹就睡在父親的身邊，我和大

劃撥帳號：

而楊琪護理師的即時到來，為父親灌腸、清洗下

19802440

妹也在同一房間打地舖。因著照顧父親，讓分散

身，我們可感受到父親有如釋重負的心情。楊護

各處的家人都團聚在一起。

財團法人大德

理師不僅僅觀察父親的身體狀況，為他做一些護

最後一次醫療團隊的探訪，楊琪照例為父

安寧療護發展

理工作，她還教我們許多照顧上應注意的事項，

親通便，因父親臥床已有一個多月，雖只是流質

基金會感謝您

以及病人之後可能出現的症狀，讓我們家人預備

飲食的狀況下，糞便竟已形成糞石。糞便在灌腸

的支持！

如何面對父親隨時有可能走到終點，及如何處理

劑拔出時大量噴出，氣味難聞，楊琪等人在未戴

在家安息的事。她體貼的詢問了許多父親及家人

口罩之下，面不改色的為父親挖除積藏深處的糞

的情況，要我們可以常向父親提起他熟悉的事

石，我們不得不為這些白衣天使致上最高敬意。

物，並看看以前的舊照片，與父親一起回憶美好

而父親的態度也從原先的無奈、憤怒、沉默改變

的往事，期望讓父親在生命將終了時，還能有意

到願意面對，並跟醫療團隊打招呼說“我們都是

義的活著，而不僅僅只是度日子等死。

好朋友”。探訪完的次日，楊琪就打電話來告知

怕，可怕的是
那過程，願上
帝祝福你。“雖

行過死蔭幽谷，也不
怕遭害，因為神與你同

在。”

徵 稿 啟 事
大德之愛
長期邀稿中！
※歡迎團隊、家屬等相關人士投稿，
凡經採用予支付稿費及精美禮品。
※聯絡方式：
電洽（02）2875-7698
台北榮總中正21樓大德會議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