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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之愛

最近天氣開始炎熱，新聞常報導全球各地的氣

溫，都在異常飆高，大家都期盼涼爽的秋天

趕快報到！站在噴水池前，抬頭望向聳立在湛藍天

空下的中正樓，陽光雖然亮眼，卻掩不住頂樓花園

旁那座名為『大德』的安寧病房，溫洵的療護之光

灑落院際。是什麼樣的情懷讓人心生感動？是什麼

樣的信念讓一群人放手去做？是什麼樣的熱誠讓這

座病房從無到有？

蓮花基金會成立初始，即不遺餘力推展安寧病

房能在台灣各大醫院開花結果。在成立後的第一年

即有了成績，臺大醫院在副院長陳榮基的戮力奔走

下，繼馬偕及耕莘醫院後開辦了緩和醫療病房，第

二年，著手推動台北榮總安寧病房的籌劃。

當時身兼蓮花基金會常務董事兼執行長的胡漢

華主任及董事的我，就積極陸續參與院內籌設安寧

病房的會議，在1996年7月的那次會議，院方代表
及臺大醫院陳榮基副院長討論的重點，仍圍繞在龐

大的經費要從何而來？此時胡主任提議何不籌辦義

賣會？又可借用現有的資源做助力，如慧心社的志

工和病患服務員，並請我負責籌畫，此議一出，立

即獲得在場與會人士同意，由當時的程東照副院長

具名邀請，全院皆一同熱烈響應義賣活動，展現出

大家庭團結一致的精神。

有了構想，但也要有紙上作業，我找了安宜請

她幫忙寫，兩天後她就把企劃案交到我手上了，再

搭配家醫科蔡世滋主任主持，由吳彬源醫師、林明

慧醫師協助進行的數次會議，就此展開了長達三個

月的義賣籌款之旅。

透過電視媒體的協助，我們聯繫上當時紅極一

時的「小燕有約」節目，由張小燕小姐陸續訪問胡

主任、孫越、趙可式‧‧‧等人，呼籲大家愛心捐

款，贊助北榮安寧病房的籌設(捐款帳號則暫借蓮
花基金會專款專用)。

平面的宣傳則由家醫科及慧心社聯合承製，

義賣現場則請中視及警廣節目主持人杜滿生及蕭遙

兩位先生主持，我則連拿三天公休全力協助所有義

賣事宜。除了當天上至院長、副院長，下至班長、

志工及各級單位同仁，皆全力總動員，展現推動安

寧病房成立的決心與熱誠，更要感謝當天所有義務

嚮應的人，諸如：華梵大學創辦人曉雲法師提供

多幅畫作、風塵僕僕趕來現場揮毫的超塵老和尚、

以歌聲倡應的聲樂家簡玉秀老師、藝人沈海蓉、陳

麗麗、周璇熱心呼籲義賣品、五位企業及善心人士

各慨捐百萬、還有助人從不缺席的書法家吳大仁老

師‧‧‧等等。尤其感謝吳老師當天不但親繪T恤
五十件義賣，大德病房長廊及交誼廳之展出畫作，

皆出自他的情義捐贈，這份相挺令人為之動容。

另外也要感謝為籌辦義賣的許多幕後工作人員，

他(她)們從沒二話的捲起袖子，只為這初發心的善

念，成為大德病房背後那一群默默推動的手。

皇天不負苦心人，籌款義賣圓滿完成後，

含蓮花基金會專款專用捐款五百餘萬元，共籌得

15,349,819元。其中病房的整修經費七百餘萬元
由蓮花基金會另外直接提撥簽約，由胡主任夥同工

務室潘主任、林明慧醫師及我親自監工、裝潢大德

病房，終至1997年5月整修完工，值得一提的是，
病房旁空中花園之設計令人贊不絕口。另外蓮花基

金會亦即時贊助壹台價值五十萬元的洗澡機，這個

設備尤為大德病人切身需要。推展安寧療護作業之

顧問群則邀請趙可式、賴允亮、陳榮基等專業人士

擔任；林瓊玲護理長則正式轉任大德病房首任護理

長；而另外一件至今為我們所津津樂道的是，聽說

程東照院長上任後，批示的第一件公文，就是與大

德病房成立的相關公文。

1997年，對台北榮總，對大德病房，都是深
具意義的一年，它不但『承先』響應安寧病房的成

立，也『啟後』帶動台中榮總及高雄榮總相繼安寧

病房的成立，更漸漸攜手參與了台灣整個安寧團隊

的活動，見證了歷史的一頁。

時時刻刻，我們都在院裡來回忙碌著，大德病

房在醫療團隊及無數志工的協助下，溫馨接送病人

來去已數千有餘，如今十年寒暑，倏忽已過，回首

來時，不正應驗了這句話：

辛苦會過去，美麗會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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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會過去

   美麗會留下

行政院衛生署於95年5月委託台灣安寧照

顧協會將民眾簽立之『選擇安寧緩和醫

療意願書』及『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

等資料，經該簽立人同意，彙整後送交中央健康

保險局，以利中央健康保險局將上述個人意願登

錄到健保IC卡。

問：為什麼安寧緩和醫療意願要加註在健保IC卡

上呢？

答：為尊重末期病人之醫療意願及保障其權益，

我國於民國89年公布施行『安寧緩和醫療條

例』，條文中明訂：

1.末期病人得立意願書選擇安寧緩和醫療

2.二十歲以上具行為能力之人，得預立意願
書

但對於已經簽署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

之民眾，所簽立之「意願書」或「安寧心願

卡」若未隨身攜帶，在疾病或意外發生，卻

無法主動出示時，一般醫療院所，就醫護人

員的職責，仍應全力救治，導致常發生誤插

管等遺憾事件。因此，在健保IC卡上註記安

寧緩和醫療意願，以提醒醫護人員尊重病患

不施行心肺復甦之意願，確實有其必要性。

惟因健保IC卡上加註之資料較為簡略，未若

書面意願書之記載詳盡，故民眾仍應妥善保

存所簽立之書面意願書。

問：我該如何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加註於健保

IC卡之上呢？

答：只要將已填妥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

書』或『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及

『安寧緩和醫療意願加註於健保 IC卡同意

書』寄至台灣安寧照顧協會即可，台灣安寧

照顧協會將彙整相關資料送至中央健保局完

成加註事宜。

問：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一旦簽立，或者安寧緩

和醫療意願一旦加註於IC卡上是否就無法撤

回意願或取消註記了？

答：1.不是的，若您簽立「安寧緩和醫療意願

書」後，如改變想法欲撤回意願時，您只

需要以書面載明「撤回安寧緩和醫療意

願」及「取消將意願加註於健保IC卡」之

意思表示，並親筆簽名及附註身分證字

號，將該書面寄回受理委託執行之台灣安

寧照顧協會，該會將協助您辦理撤回安寧

緩和醫療意願及取消將意願加註於健保IC

卡的手續。

2.若您不欲撤回「安寧緩和醫療意願」，僅
欲取消加註於健保IC卡上之註記時，你只

需要以書面載明「取消將意願加註於健保

IC卡」之意思表示，並親筆簽名及附註身
分證字號，寄回受理委託執行之台灣安寧

照顧協會，該會將協助您辦理取消將意願

加註於健保IC卡的手續。

問：安寧緩和醫療意願何時生效？是否我同意將

安寧緩和醫療意願加註於健保IC卡上時，相
關的醫療院所就能由IC卡上知道我的意願？

答：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一旦簽立完備，您個人

意願即時生效。但因為健保IC卡加註手續需

一定的時間，所以在健保 IC卡加註手續尚

未完成前，建議仍應隨身攜帶之前所簽立

的「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或「安寧心願

卡」。在加註手續尚未完成前，主動出示意

願書是必要的。

此外，健保卡IC之註記屬簡略之備份資料，

建議您應自行保存一份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

正本或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的備份聯，以應

需要時查核。

問：我可以從哪些管道獲得相關的意願書？

答：您可以從下列管道獲得相關意願書：

1.	各場次之「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宣導活動
現場。

2.	自衛生署、台灣安寧照顧協會及推廣安寧
緩和醫療機構等相關單位網站下載。

問：如果有疑問應如何詢問？

答：若您仍有疑問，請您利用以下方式與執行單

位連絡。

台灣安寧照顧協會
服務專線：02-28081585
傳真：02-28081623
地址：台北縣251淡水鎮民生路45號

Q	進住安寧病房需如何轉介？

(一)門診或急診：必須先掛號，再帶著原診
斷書及該醫院的病例摘要就診，若病人

無法親自就診，則由對其病情最了解的

主要照顧者前來，安寧療護專科醫師會

和您詳談，再決定住院與否，以便進一

步安排。若病人原就診醫院已有安寧療

護，可向原主治醫師反映，協助聯繫進

住。

(二)本院住院中的病人：由當科醫師溝通後，
開立安寧療護會診申請單，由安寧療護

專科醫師會診後，1.將安寧療護入院同

意書請家屬填妥，送大德病房護理站，

家醫科總醫師將評估依序安排進住，

2.申請「安寧共同照護」，由安寧醫療
團隊到原病房共同參與照護。

Q	是否有居家安寧護理服務？

本院有專業安寧居家護理師，病人家中

至少需有一人能陪伴在旁，病人症狀已獲得

有效控制就可以回家調養。目前服務範圍為

台北縣市（需給付醫護人員往返車馬費），

安寧療護專業人員定期出訪並隨時接受諮

詢，使病人可以安心的住在家中，在最熟悉

的環境中度過人生的最後旅程。

Q	安寧病房與一般病房有什麼不同？（安
寧病房的特色是什麼？）

安寧照護的特色主要在其照顧理念；即

「以病人及家屬為中心」的思維模式，兼具

全人、全家、全隊、全程的「四全照顧」理

念，其最終的目的在於提供注重末期病人身

心靈需要的人性化照顧。安寧病房強調「溝

通」；不僅重視醫療團隊與病家之間的溝

通，也重視病人與家屬之間的溝通，及醫療

團隊彼此成員間的溝通。

Q	目前健保體制下安寧病房的進住條件為
何？

目前健保安寧療護試辦計畫將安寧病

房定位為急性病房，住進病人應符合下列條

件：

1.病人或家屬同意接受安寧療護，並簽署選
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必要條件）。

2.確定病人為癌症末期，且對各種治癒性治
療效果不佳。而居家照護無法提供進一步

之症狀改善需轉介，或病情急劇轉變造成

病人極大不適，例如發生疼痛、呼吸困

難、譫妄、臨終躁動、腫瘤潰瘍傷口、淋

巴水腫等症狀亟需住院處理時。

3.末期運動神經元病人：雖未接受呼吸器
處理，但有直接相關或間接相關症狀主

要症狀者。或以使用呼吸器之末期運動

神經元患者，但已呈現瀕臨死亡徵象

者。

Q	要等多久才有床？（我的家人現在排在
第幾順位？）∕要早一點開始排，免得等

好久？

不一定。安寧病房的入院順序並非依照同意

書填寫之時間順序，而是根據目前病人實際需要

的程度。由於本院安寧病房只有十六床而已，因

此當床位空出來的時候，簽床的總醫師就會根據

目前在待床病人當中，最迫切需要的病人優先安

排轉床。由於病房床位空出時間不一定；而同時

間待床病人的數目亦不一定，因此病人要等床進

住的時間亦很難預測。

一般而言，待床期間我們會盡量先安排受過

安寧照護訓練的安寧共同照護護理師至病房探視

病人，並盡可能協助滿足病人及家屬的需要。如

果末期病人目前病情穩定，主要是虛弱，或日常

生活需人協助的照顧問題，成功轉入本院安寧病

房的機會並不大，建議原診療團隊應同時積極準

備出院安置計畫。

專 業 諮 詢
台北榮總大德病房自民國八十六年七月開幕

至今已滿十週歲了，成立之宗旨乃在提供

末期病人安寧療護之照護，期使在有限的生命

中能活得有尊嚴，並達生死兩相安之境界，猶

記得開幕迄今歷任之團隊成員們，無不兢兢業

業，尤其是護理人員所努力耕耘並建立起來的

照護口碑遠近皆知，無論是來自病人、家屬，

甚或慕名來參訪的同道及學生們，無不口耳相

傳，在「榮總大德病房看到了護理關懷及人性

化照護的本質」，真正做到了給予末期病人的

五全--全人、全隊、全程、全家、全社區之照

護，獲得在安寧療護領域至高的榮譽。

由於這種「榮總人」使命感之驅使，使每

位榮總安寧人都背負了頗大的責任和壓力，那

種只能超越過去而不能稍有怠慢的榮譽心，壓

得個個似乎喘不過氣來，這十年來雖有來自專

業的傳承，但人員也有不少的更替，大家無不

付出全力照顧病人，本人常在夜深人靜時思索

如何才能讓大德病房保持原來擁有的榮耀與口

碑，當然每個人都應有恪守這份追求理想的心

境，同時安寧療護的基本教育及床邊實務待教

也是刻不容緩的。

雖說生、老、病、死是人生中經常遭遇

到的事件，而醫護人員比其他行業有更多的機

會面臨病人的死亡，但大德病房的護理人員又

比其他病房的護理人員更常面臨死亡的課題，

來到安寧病房的工作人員都有這份體認與慈悲

心，每每看到病人被病痛折磨，無法掌控自己

時的那種落漠與無奈感，面臨死亡時縱使心裡

有多大的不捨和不願，最後終究無法對抗命運

的安排，在這裡讓大家學到了放下，唯有捨得

放下，心境才會寬廣，才不會怨天尤人，也才

更能「珍惜現在、把握當下」，而能知福惜

福，這種對人生的悟性，唯有安寧人會有更多

的體認與參透。

大德護理業務除提供住院服務外，尚有專

責護理師提供居家安寧照護，更於民國九十四

年接受國民健康局委託提供一般病房末期病人

安寧共同照護服務，由大德病房服務的十六床

拓展至全院需要安寧療護之病人，九十四年及

九十五年就服務了三千多人次，期能喚起更多

醫護人員對末期病人生命的尊重與生活品質的

維護，讓更多病人及家屬受惠。

「安寧病房也可以是陽光的，而不是死

氣沈沈的」，這點非大德病房莫屬了，護理人

員帶給末期病人及家屬以歡喜心看待生命盡頭

的同時，無遺自己也承受了莫大的壓力，有時

也會陷入困境中，這些壓力大部份來自己的要

求，部份來自於團隊的求好心切，因此，要如

何看待自己並適度調整，方能注入更多的能

量，以永保「天使心與慈悲心」，讓大德之愛

傳播出去，這就要靠團隊再接再厲了。

■台北榮總護理部督導長/陳美碧
（前大德病房督導長）

大德護理品牌的歲月年華

後排右一：蘇逸玲督導長

「安寧緩和醫療意願」加註
Q＆A說明書

趙潔英	 2000	

王志維	 2000	

鄭玉枝	 2000	

吳穎祥	 2000	

沈敏達	 2000	

楊健華	 2000	

林鳳英	 2000	

黃重光	 2000	

顧自強	 2000	

楊　機	 2000	

李俐娟	 2000	

凌秀華	 2000	

潘漢生	 2000	

周志勳	 2000	

楊燦弘	 2000	

吳淑玲	 2000	

鄭進耀	 2000	

楊珍梅	 2000	

吳深潔	 2000	

鍾台利	 2000	

蔡美惠	 2500	

郭豐舟	 2600	

朱玉如	 2600	

丁憲灝	 3000	

連高柳	 3000	

黃建興	 3000	

胡淑娥	 3000	

楊仲偉	 3000	

彭勝妹	 3000	

張瑞欽	 3000	

李錫津	 3000	

黃莉雲	 3000	

葉益成	 3000	

趙潔英	 3000	

莊李桂眸	 3000	

何月鳳	 3000	

陳照玉	 3000	

李枝燕	 3000	

吳程阿環	 3000	

陳素玉	 3000	

王玲珠	 3259	

丁文遂	 3500	

黃萬盛	 3500	

康現松	 3600	

簡筮修	 3600	

江娟華	 3600	

大德志工	 4100	

莊玲姝	 4650	

郭淑華	 5000	

高愷臨	 5000	

廖國弘	 5000	

張		發	 5000	

嚴文正	 5000	

陳玟臻	 5000	

黃春蘭	 5000	

黃錫濤	 5000	

許玉琴	 5000	

郭鑫一	 5000	

吳朝珠	 5000	

無名氏等3人	

5100	

傅彥勳	 6000	

魏光亮	 10000	

新譽管理	10000	

黃月秋	 10000	

陳美燕	 10000	

王小桃	 10000	

陳正炤	 10000	

吳秋萍	 10000	

林溫雪英	10000	

陳宏圖	 10000	

林建廷	 10000	

葉之萱	 10000	

陸吉生	 10000	

陳璽仁	 10000	

林明慧	 10000	

侯廖月嬌	10000	

林瑞麟	 10000	

王若蘭	 10000	

許莊蘭	 10000	

鄧連舒	 10000	

饒孝瓊	 10000	

侯永珍	 12000	

葉志隆	 12000	

許金枝	 13000	

冉光興	 20000	

何宏儒	 20000	

孟月英	 20000	

戴文珊	 20000	

林根茂	 20000	

史國美	 20000	

徐宏達	 20000	

鄭		瑜	 20000	

陳寬裕	 25000	

陳盧玉燕	26500	

蕭桂英	 28400	

鄭欽明	 30000	

何良儒	 60000	

蔡萬才	 100000

蔡鑫花	 100000	

陳盛穩	 100000	

華榮基金會	

200000	

林江娟娟	

1000000

9 6 年 6 . 7 . 8 月

捐 款 名 單

姓 名      捐款金額

9 6 年 6 . 7 . 8 月

捐 款 名 單

姓 名      捐款金額

健 保 I C 卡

■台北榮總護理部督導長/蘇逸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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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德 啟 事
自96年9月1日始，由蘇逸玲督導長接掌台北榮總大德安

寧病房督導業務，繼續帶領安寧團隊護理人員為病人服務。
大德安寧團隊所有工作人員衷心感謝陳美碧督導長四年

來為安寧團隊所付出的辛勞與用心。

捐  款  用  途

基於對臨終生命

陪伴照護的使命

永不停歇，我們

創立了財團法人

大德安寧療護發

展基金會，期能

永續發展推動安

寧療護，並將提

升末期病人生命

品質當作我們的

神聖使命。我們

亟需您的支持，

為這麼有意義的

工 作 共 襄 盛 舉

……。

大 德 基 金 會

捐 款 用 途

■補助大德安寧

療護貧困病人之

伴 護 費 、 喪 葬

費、急難救助或

其他全民健保不

給付費用（傷口

之特殊敷料、攜

帶型止痛設備、

芳香治療精油、

止吐貼片、特殊

減壓床墊、藝術

治 療 及 靈 性 關

懷 專 家 車 馬 費

等）。

■支應大德安寧

療護業務推展所

需之相關費用。

■辦理大德安寧

療護團隊工作人

員教育訓練及國

內外進修，院際

交流、學術研討

等活動。	

■補助大德安寧

療 護 相 關 之 研

究、論文發表、

刊物出版，志工

教 育 訓 練 與 召

募，遺族悲傷輔

導等事項所需之

相關費用。

■接受主管機關

指導辦理事項。

■其他有關大德

安寧療護發展事

業事項。

劃撥帳戶：

財團法人大德

安寧療護發展

基金會

劃撥帳號：

19802440

財團法人大德

安寧療護發展

基金會感謝您

的支持！

李良雄院長：

安寧療護是人性化醫療，是慈悲與智慧的

表現。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邱文祥局長：

感謝、感恩、感動，大德病房給我們安定

的力量。

大德基金會王玉珍董事：

請大家一起支持大德安寧療護發展基金

會，共盡社會責任，祝福大德安寧療護發

展基金會更加茁壯。

程東照顧問：

大德病房十年來共照顧三千一百多個家

庭，有三千一百多個家庭的感謝，感謝各

位安寧療護的理念者，感謝全體的員工

與志工，感謝安寧病房讓我們有如家的感

覺。

謝謝您的支持與鼓勵，
    我們會更努力！

大 德 病 房
台北榮民總醫院 成 立 1 0 週 年 感 恩 活 動

 活動紀實
■編輯部

大德病房十年貢獻獎
─嘉惠永銘

大 德 病 房 團 隊 真 摯 感 謝

黃信彰主任：

我們延攬最好的團隊給予癌末病人最好的照

顧，期望做到最好。

永遠受人敬愛的前大德病房護理長林瓊玲
(左：王瑋顧問，右：林瓊玲護理長)

張靜安副護理長：

帶領護理團隊更努力，為病人為家屬用心，

當家屬微微的一笑，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

林明慧醫師：

感謝大家的蒞臨給大德安寧團隊支持，十

年前感恩蔡世滋主任帶領我進入安寧的領

域，感恩病人家屬團隊與同仁，讓我慢慢茁

壯成熟。回顧十年來最大的收穫，就是從嘴

巴溝通到用心來溝通，從身心靈來看病人的

痛苦，全人照顧不僅只適用於癌末病人，同

樣的適用於每個病人身上，十年只是一個起

點，我將帶著各位的鼓勵繼續努力下去！

家屬代表感言

彭繼祖先生：

父親在大德的兩個禮拜，這兩個禮拜，我看

見了人間的天使，大德病房把死變成一件很

可愛的事情，讓離開人世間是充滿歡笑的。

向日葵學員表演

鋼琴伴奏與口白演說

中東舞

學員溫馨合唱

曾文政先生：

在最後一段日子裡我的妻子得到最好的照顧

和關愛，感謝感恩大德病房。

林麗秋女士：

謝謝上帝、謝謝安寧居家護理。在不可以改

變的時候，做正確的選擇，我一輩子都要做

安寧的志工，提醒活著的人，做最好的決

定，再最後的時間與家人一起相處。

左：吳大仁老師，右：陳曾基主任

溫馨肅穆時刻：祈福時間

顏牧師祈福 釋法成法師祈福

林瓊玲護理長
以大德病房的情歌和大家分享

朝陽晨曦又升起，照遍著榮總裡；

夕陽晚霞還是依然西下在這裡；

你我相逢在大德，一起同甘共苦；

多少歡樂多少悲傷是珍貴回憶；

病患身心靈疼痛一樁接一樁；

家屬身心的俱疲深刻在你我的心。

積極鼓勵的照護，分秒都是挑戰；

貼心細心耐心用心一刻都不能少；

每當想起大德裡，記憶彷彿昨日；

感謝病人、感謝家屬、感謝這因緣；

感謝這所有團隊夥伴，感恩加謝謝！

欣逢十週年大慶，辛苦耕耘有成；

朋友啊辛苦你們，病人需要你；

朋友啊祝福你們，同心共努力！

團隊工作人員真情獻唱祝福大家

後記：
大德病房十週年感恩系列活動，籌劃時間約2個月。共發出約700張邀請

卡，7月18日共有多位貴賓蒞臨現場給予大德病房團隊支持與鼓勵，分別為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邱文祥局長、大德基金會王玉珍董事、台灣安寧照顧協

會理事長方俊凱、馬偕醫院安寧療護教育中心賴允亮主任、台灣安寧照顧

基金會張嘉芳執行長、佛教蓮花臨終關懷基金會張寶芳董事、永瑞基金會

陳銀叢董事、雅文基金會林純如公共事務督導與台北榮總李良雄院長、李

建賢副院長、程東照顧問、王瑋顧問、神經血管科胡漢華主任、護理部尹

祚芊主任、汪蘋副主任、馮容莊副主任及其他來賓、病友家屬共90人，另

有8家媒體記者現場採訪。感謝各界長官、各位安寧夥伴、科友同仁及病友

家屬的蒞臨與熱情參與，使當日的感恩活動及惜緣茶會圓滿成功。

(接續第三版)

(接續第二版)

台北榮民總醫院大德病房成立10週年感恩活動活動紀實

陳壹華女士89年罹癌，95年初病況惡化，

頓時陷入人生困境。所幸透過台北榮總許

靖敏社工師的穿針引線，大德安寧療護發

展基金會適時補助醫療照顧費用，除解決

燃眉之急，並協助其在病榻中，於95年3

月28日至4月11日期間，在台北榮總文化

走廊舉辦溫馨感人的個人回憶畫展，一償

心願。

壹華於5月病逝，遺留下童話數十篇和大

批未發表畫作。她生前有感於台北榮總

大德安寧病房照顧團隊的費心，已囑託

捐贈遺作所得

予「大德安寧

療護發展基金

會」使用，讓

愛生生不息。

生命勇者
　陳壹華女士遺愛大德

讓愛延續～
 邱慈觀家屬捐贈會心室
邱宣達老先生兩年前在榮總大德安寧病房

安祥離世，那一段期間他臉上的笑容，讓

家屬感念在心，捐贈「會心室」做為感謝

安寧療護團隊照顧癌末病患十週年的獻

禮。

會心室捐贈儀式

(左：邱慈祥先生，右：黃信彰主任)

大德病房會心室

T H E  E X H I B I T I O N  O F  L I F E

二

榮總大德安寧病房

陳 壹 華 生 之 謳 歌 回 憶 畫 展

台 北 榮 總 同 步 畫 展

展覽紀實

▲台北市社教館回憶畫展 ▲台北榮總文化走廊同步畫展

感謝壹華女士，讓愛流動、生生不息！

安寧團隊的用心，家屬都感受得到。邱慈

觀女士與她的家人，為感念父親邱宣達老

先生住院期間大德團隊的照顧，出資協助

打造大德病房一個獨立不受干擾會談空

間，又不會離病室太遠，可以讓病人家屬

感受到溫暖與安心的地方，大大提昇安寧

團隊在社心靈照顧的品質。讓心與心能交

流、溝通與貼近，取名「會心室」，以嘉

惠更多需要大德團隊照顧的病患及家屬，

也期待這份愛能繼續在人間流轉。

感謝吳大仁老師持續對大德病房墨寶及畫

作的捐贈。

感恩十年貢獻大德病房的志工夥伴們，共

20位，與陳曾基主任合影留念

十年貢獻獎之志工名單：于鴻友、尹		雄、

吳惠貞、周秀、林阿英、柳克婉、張選義、

張寧芳、陳欣宜、郭淑貞、陸金竹、陳鑾

娥、陳菊蘭、陳瓊霞、黃曉圓、葉貴雲、蔡

白雲、劉朱珠、蕭桂英、鄭秀枝。

感 恩 惜 緣 茶 會 活 動 紀 實 ■編輯部

■編輯部

■編輯部

左：許靖敏社工師、右：李良雄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