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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之愛

時光荏苒，倏忽七載，尤記得二○○○

年，正逢立法院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

例」，全民健保納入安寧療護試辦計畫甫開辦不

久，正是百廢待興時刻。振文戰戰兢兢接下安寧

療護科主任一職後，深恐有虧託付，便常日夜思

惟如何推動大德安寧業務。

安寧療護是近代醫學新興的專業領域，是一

種先進、積極、人性化的醫療照護模式，目的在

於針對臨終病患提供充滿感性與支持的善終照顧

模式，透過「全人、全家、全程、全隊」的周全

照顧，提昇癌末病患的生活品質與生命尊嚴，期

使病患有尊嚴、且有品質地走完人生最後旅途。

現階段國人對安寧療護的認知未盡充足；並非人

人皆能豁達面對生死；諱言癌症、避談預後者比

比皆是；提供安寧療護之數量與實際需求之差距

仍大，惟其如是，益發顯示此一工作之積極面與

必要性。

有鑒與此，二○○三年六月，彙集歷年社

會善心人士及愛心善款之挹注，於排除萬難之

下，振文有幸參與「財團法人大德安寧療護發展

基金會」之成立，以有效推動大德安寧療護發展

事業。爾後擔任基金會執行秘書期間，常訓勉工

作同仁：大德捐助款多為病人家屬在受到照顧感

動之餘，將殯葬費用節省下來的善款，務必節樽

經費有效運用，將一分錢做十分的事業，不允許

有一絲浪費。甚感欣慰的是團隊同仁皆能不負重

望，謹守崗位，克盡職責。

振文歷任安寧療護科主任期間，戮力用心控

制成本，讓大德病房之虧損減到最低，是我一直

引以為榮之事。此外，承鈞長核可，將一間雙人

病房改建增闢為三個健保病床以嘉惠市井小民，

增設部分工時護理佐助員，舉辦大德病房五週年

學術發表會及七週年美術療育專刊發表會等等；

種種情景恍如昨日，歷歷在目。

回首來時路，感恩院內長官充分支持，歷任

主任打下良好基礎，社會人士賡續關愛；並感謝

醫、護、社工、靈性關懷、美術療育及志工團隊

齊心投入，嘉惠病家。而病家發自肺腑之感謝、

分享與回饋，在在給予團隊同仁莫大的激勵與鼓

舞，亦為振文戮力不挫之原動力。

二○○四年，振文蒙長官抬愛，兼任台北市

立關渡醫院副院長，旋又因緣際會，於二○○六

年轉任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擔任社區副院長一

職，而無法再與大德同仁並肩陣線共同奮鬥，然

同仁夙夜匪懈、無怨無悔的付出精神，仍常在我

心中流轉不已。茲於大德十週年慶之前夕，提筆

為文，紀念這段與大德病房的因緣。

(本文原刊載於台北榮總大德安寧病房十週

年紀念專刊）

為維持口腔良好狀態，預防

或改善口腔潰瘍，或因無法由口進

食，以維持口腔清潔舒適，減輕口

腔異味，維持身心形像。

設備用品：

水杯、吸管、口腔海綿棒或

棉棒、開水、牙膏、茶葉水、凡士

林、手電筒、牙刷、牙線。

執行步驟：

協助病人半坐臥或側臥，搖高

床頭避免漱口水吸入。

1.移除活動式假牙。

2.仔細檢查評估口腔。

3.若病人可自理，鼓勵自行使用牙

膏刷牙及清除舌苔。

4.若病人無法自理，則協助使海綿

棒，清潔口腔及牙齒。

5.若有疼痛可先至門診請醫師開止

痛含漱劑使用。

6.若有不易去除之舌苔，可用新鮮

鳳梨汁清潔。牙縫間可使用軟毛

牙刷輕輕刷洗，後再以海綿棒清

潔之。

7.若有口腔異味，可用茶葉水清

潔。

8.協助開水漱口，移去彎盆。

9.以毛巾熱敷嘴唇，輕柔除去嘴唇

上的痂皮。    

10.以手指沾少量凡士林，塗潤病人

嘴唇

常用漱口水種類：

1.生理食鹽水：可助肉芽組織生

長，促進癒合，且最經濟及安

全。

2.茶葉水：以淡綠茶水為佳。

3.檸檬片：以新鮮檸檬水為佳 ,約

1:20的濃度，並能促進唾液分

泌；但有潰瘍者勿用，防引起疼

痛。

4.精油類：以茶樹、檸檬精油為

佳，以一滴滴入100CC的溫開水

中。 

5.Vitamin C片：放於舌上融化，每

日四次。

6.新鮮鳳梨：因含蛋白質分解酵

素，可冰凍後減輕其刺激性。

7.蜂膠噴劑：形成保護膜，但需稀

釋使用，減少刺激性。

(諮詢專線：02-28757211 護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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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 款 名 單

姓 名      捐款金額
王韡臻 200 
汪坤忠 200 
汪建宏 200 
汪建宏 200 
亞  名 200 
林明華 200 
張劉錦鳳 200 
無名氏 200 
黃朝興 200 
戴志峰 200 
無名氏 300 
李光喜 300 
易志平 300 
易志平 300 
易志平 300 
曾獻德 300 
黃甫華 300 
黃甫華 300 
黃甫華 300 
申亞男 400 
葉光隆 400 
薛展華 400 
鍾雲華 400 
王子嫣 500 
王韋人 500 
朱鴻銘 500 
杜吳隊 500 
杜吳隊 500 
杜吳隊 500 
胡淑娥 500 
胡淑娥 500 
徐唐智傑 500 
張選義 500 
張靜安 500 
張靜安 500 
許樊玉 500 
許顯隆 500 
游介宇 500 
黃建禎 500 
黃建禎 500 
黃建禎 500 
黃進山 500 
黃瑞蘭 500 
黃瑞蘭 500 
黃曉圆 500 
楊尚融 500 
楊昌福 500 
葉貴雲 500 
鄒莉娟 500 
鄒莉娟 500 
鄒莉娟 500 
廖順次 500 
蔡天發 500 
蔡天發 500 
蔡美惠 500 
蔡美惠 500 
賴光源 500 
薛榜鑫 500 
謝小姐 500 
林忠榮 600 
倪金龍 600 
陳藏聚 600 
賴阿林 600 
游介宇 800 
褚麗華 800 
蔡幸勤 800 
賴光源 800 
陳姵君等3人 900 
丁憲灝 1000 
丁憲灝 1000 
丁憲灝 1000 
孔憲杰 1000 
王雪芳 1000 
吳純瓊 1000 
吳耿誠 1000 
吳淑玲 1000 
李雪梨 1000 
杜淑文 1000 
周志勳 1000 
林芝萍 1000 
林信昌 1000 
林信昌 1000 
林信昌 1000 
林冠均 1000 
林淑華 1000 
林意卿 1000 
侯美玲 1000 
胡擇坤 1000 
高崙泉 1000 
張蘇瑞雙 1000 
曹郭銘鳳 1000 
曹郭銘鳳 1000 
郭旻峰等2人 1000 
郭琴治 1000 
郭華珠 1000 
陳林秀子 1000 
陳林秀子 1000 
陳星宏 1000 
陳星宏 1000 
陳茗新 1000 
曾彩鳳 1000 
項偉鳳 1000 
黃建興 1000 
楊仲偉 1000 
楊仲偉 1000 
楊仲偉 1000 
楊傑平 1000 
楊燦弘 1000 
葉貴雲 1000 
鄒曉玉 1000 
劉朱珠 1000 
劉志飛 1000 
劉建賢 1000 
鄭黃婉梅 1000 
鍾文玲 1000 
簡秀杏 1000 
藍  瑛 1000 
藍  瑛 1000 
無名氏 1020 
詹瑞展等3人 1050 
王莊月麗 1200 
江梅嬌 1200 
李光喜等3人 1200 
歐金貴 1200 
謝念真 1200 
王慧珍 1500 
王慧敏 1500 
李俐娟 1500 
林得元 1500 
三寶弟子 1540 
胡淑娥 1600 
張靜安 1600 
蔡美惠 1600 
方華齡 2000 
毛家淳 2000 
吳深潔 2000 
汪淑女 2000 
谷安白 2000 
張楊秀理 2000 
張楊秀理 2000 
張楊秀理 2000 
連清正 2000 
郭莉莉 2000 
陳采緹 2000 
陳張菊妹 2000 
陳雪昭 2000 
黃建興 2000 
葉怡琳 2000 
劉江秀蓉2人 2000 
魏仲儀 2000 
寬譜科技公司 2800 
吳錦德 3000 
林商瓊 3000 
胡淑玲 3000 
彭勝妹 3000 
楊阿花 3000 
葉元蓮 3000 
葉益成 3000 
趙潔英 3000 
蕭  斌 3000 
蕭  斌 3000 
賴阿林 3000 
嚴文正 3000 
王貴珍 5000 
何明霞 5000 
汪軒蘭 5000 
林瑋珊 5000 
邵碧桃 5000 
金  祥 5000 
柯瓊芳 5000 
張麗珠 5000 
許美雲等3人 5000 
陳宏圖 5000 
陳宏圖 5000 
陳菊子 5000 
游羚均 5000 
游羚均 5000 
無名氏 5000 
趙玉華 5000 
賴阿林 5000 
張廷權 6000 
安寧基金會 9000 
王莊月麗 10000 
冉光興 10000 
冉光興 10000 
張麗娥 10000 
張麗娥 10000 
張麗娥 10000 
郭琴治 10000 
陳金桂 10000 
陳程瑞雲 10000 
陳程瑞雲 10000 
陳溫瓊美 10000 
葉邦隆 10000 
薛展華 10000 
謝鈴鈴 15000 
石裕儒 20000 
陳朝慶 20000 
彭鴻禮 20000 
善心人士 20000 
黃宜瑾 20000 
福德宮 20000 
王台新 30000 
張楊秀理 30000 
彭玉華 30000 
張阿妹 100000 
謝宗宏 100000 
陳廖寶菊 300000

大德之愛

口腔護理 Mouth Care
■編輯部

口腔護理

口腔護理用具

■前台北榮總家庭醫學部安寧療護科主任
現任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社區副院長/陳振文

台 北 榮 總 安寧緩和心理靈性照護資源介紹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社區副院長/陳振文

夙夜匪懈 惟愛是從
　        大德病房成立十周年感言

安寧衛教資訊之三

大德安寧病房護理指導之三

※上述資訊出自台北榮總安寧緩和醫療作業手冊，
  可於下列地點索取安寧衛教資訊
1.中正樓21樓大德病房  2.中正樓1樓服務台
3.第一門診1樓服務台（填寫初診櫃檯） 4.第二門診1樓服務台
5.思源樓1樓服務台   6.長青樓1樓化學治療室

本院各病房末期病人若有心理靈性照護之需要，有下列資源可供轉介：

1.各病房社工師的轉介服務

2.本院精神科會診服務

3.安寧共同照護服務

4.本院中正樓十三樓宗教服務（佛堂/牧師室/天主堂）茲分述如下：

1.各病房社工的協助心理靈性照護服務內容

●協助入院諮詢服務

●協調病人、家屬與醫護人員溝通

●提供出院準備服務

●處理疾病引發之情緒/適應問題

●提供與疾病相關之家庭諮商

●提供貧困病人經濟補助

●病人出院後之追蹤輔導

●悲傷輔導

●社會資源運用與轉介

※ 轉介方式：由電腦住院系統直接點選「社工轉介系統」即可

2.本院精神科會診服務

針對心理困擾之住院病人，可會診本院精神醫學部，將有精神科醫師或

臨床心理師提供評估及照護建議。

※轉介方式：由電腦會診系統直接點選「精神部」會診即可

3.安寧共同照護所提供之心理靈性照護資源

本院安寧療護共同照護小組編制有心理師，社工師，精神科醫師及宗教

師等，隨時提供各科部病房末期病人及其家屬之心理支持措施

※服務內容：心理社會問題照護

●病人/家屬之支持與傾聽； 

●靈性宗教需求照護：

●病人之生命回顧；生命意義的討論；人際關係的修復連結；宗教信仰的加

深；宗教儀式實行；後事交代；協助心願達成；轉介其他。

●家屬之生命回顧；生命意義的討論；預期性哀傷之處理。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13:30-17:30

※服務方式：

由安寧療護共同照護之醫師與護理師接受照會與原照顧團隊協調合作，

對病人做身心靈之全方位評估，以瞭解病人與家屬的需求。除初步輔導外，

適時轉介受過安寧緩和訓練之心理師與社工師。如有需要並照會受過專業訓

練之靈性宗教人員，藝術治療師進行生命意義回顧與靈性照顧。

4. 本院中正樓十三樓宗教服務（佛堂/牧師室/天主堂）

宗教服務 服務項目內容 服務時間

佛　教

電話：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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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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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

電話：2264

•臨終病人受洗、禱告

•基督教喪葬儀式諮詢

•靈性關懷與輔導

週一～週六

08：30～12：00                   
13：30～17：00

※禱告會：

週二 12：30～13：30
※醫務團契聚會：

週四 19：00～21：00 
※主日崇拜：

週日 10：00～11：00 
（中正樓二樓）

天主教

電話：2234

•臨終病人受洗、禱告

•天主教喪葬儀式諮詢

•靈性關懷與輔導

週一～週六

09：00～16：00
19：00～20：30

※彌撒時間：

週五 12：15～12：35

護理楷模
台北榮總97年護理優良人員獲獎

感謝一路上有你
■安寧居家護理師∕杜淑文

忙碌的時間總是過的特別的快，一眨眼來

到大德病房已經第八個年頭。看著與病人及同事

的合照，許多同事已離開病房展開人生另一段旅

程，回想起當時在病房並肩作戰

有歡笑有淚水的那段時光；當時

青澀的我感謝護理長耐心的教導

及同事們的包容，才能讓我在充

滿關懷及愛的病房中成長茁壯。

在大德的八年感受到無論什麼

事，如果不是先人的努力與教導

及眾人的支持與合作，不會有今

天的我。所以感謝一路陪伴我走

安寧路的夥伴及曾經照顧過的病

人，因為一路上有你們才會有今

天成長茁壯的我。

護理學術 個案報告獎
運用安寧療護於肺癌末期個案善
終的護理經驗

■護理師∕楊婉伶
（現服務於C069病房）

本文是秉持安寧療護全人、全家、全程、全

隊的四全照護理念，探討照顧一位肺癌病人身、

心、靈至善終的護理經驗分享。於94年9月13日

至10月10日的照護期間，運

用Gordon十一項功能性健康

評估，確立病人有：疼痛、

皮膚完整性受損、自主性換

氣失能、預期性哀傷及焦慮

等健康問題。以個別性護理

措施，運用輔助療法，發揮

護理獨特功能，有效減緩疼

痛及呼吸窘迫症狀，協助按

摩及翻身擺位，避免皮膚再

損傷，增進舒適更提升生活

品質；另透過會談、觀察及

傾聽方式，發現案家整體性的痛苦，面臨死亡迫

近的哀傷與焦應，因此積極關懷、鼓勵、接納病

人與家屬表達疑惑和情感，透過坦承的溝通、真

實的擁抱，化悲傷為永恆的愛，以繪畫、錄音、

照相等方式，留給子女紀念，轉介宗教師　病人

及案妻開釋，使靈性有寄託而不再害怕，最後完

成病人後事交代與安排，達成生死兩相安的使

命。期望藉此珍貴的護理經驗與讀者分享，並為

日後臨床照護之參考。

護理創新 佳作獎
活動不求人－自助活動腳套

■護理師∕蔡幸勤

本文活動是人類的基本需求之一，中風、脊

髓損傷下肢癱瘓、癌症末期、長期臥床的病人身

體功能逐漸失去控制，活動需要依賴他人，常造

成病人身心俱疲、無力感、憂鬱，為增強病人獨

立自主性，提供自我照顧機會，提升自信心以促

進生活品質，為本次創作之目的。

使用成效

（1）活動無需依賴他人，很有成就感。

（2）活動較省力，亦可較持續。

（3）緩解肢體麻、刺痛感。

（4）病人及照顧者得到較佳睡眠品質。

（5）訓練、增強上肢肌肉力量。

（6）減輕照顧者體力負荷。
汪蘋副主任(右)、陳美碧督導長(左)

與獲獎人員合影

蘇逸玲督導長與獲獎人員蔡幸勤(左)、

杜淑文(右二)、楊婉伶(右一)合影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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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之愛長期邀稿中！徵 稿 啟 事
※歡迎團隊、家屬等投稿，內容與安寧療護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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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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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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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德之愛 大德之愛

美感紀事

阿伯從事傢俱業，撐起家計扶養四個子

女。他的生活單純，守著店面猶如守著家一

般地負責任。在子女眼中阿伯是個隨和、體

貼、木訥的父親。阿伯的太太早他三個月生

病，面臨父母先後生病，這個家庭並沒有因

此被擊倒，子女暫停學業與工作，負起照顧

父母的責任。

阿伯的癌症發

病後即轉移腦

部，讓他的肢

體及語言功能

都受損，然而

他仍"負責任"

地當個病人與

先生角色：努

力復健並且聆

聽子女向他報

告太太的狀況

。

阿伯因木訥的個性，許多感情都放在心

頭，透過美術療育過程，他送給太太玫瑰花

，祝她生日快樂。在阿伯艱辛握彩筆的一筆

、一劃、一圈的塗鴉下，讓我們看到盛開綻

放的玫瑰花與綠草如茵的夢幻湖。想必，那

是他心田中對太太最深情意的表露。 今天他

決定放下"責任"，要帶太太去夢幻湖...。

美術療育賞析

玫瑰花這一幅作品像極了藝術大師的抽象畫，

畫面上圓形的律動有如華爾茲般的跳舞，何老

先生以純真直接的心境用圓形的手法，表達出

每一個真實的影像，紅色是熱情的感受，用來

祝福太太的生日，而另一幅圓形的抽象畫，是

帶領全家到夢幻湖郊遊的記憶，綠色的筆觸有

安全平實的象徵，正是老先生希望全家有這樣

的幸福。孩子們在旁邊陪伴，看到父親生病以

後難得露出圓滿的微笑而感到寬慰。

去夢幻湖9
本文收錄於《大德美感記事》，
歡迎支持本刊物（200元∕本）

大德安寧病房長廊

■病人家屬∕國王的女兒

與父親合影

安寧病房 的  國王歲月

15年前安寧療護由趙可式博士領導台灣安

寧療護運動開始發展，甚至影響台灣醫療

院所相繼如雨後春筍設立安寧病房，5年後台北榮

總終於成立了安寧病房。各醫療院所相繼設立安

寧病房及安寧居家照護，近幾年更增加非安寧病

房實施安寧共同照護的推廣。安寧療護是給末期

病人溫暖懷抱，各國模式雖不一、但原則唯一、

尤其最重要是以病人需求為上。今年是大德十週

年所以感受特別深刻，也讓我停下腳步好好思索

反省懷念過去、把握珍惜現在積極的人生及展望

規劃未來發現生命的意義活出生命的希望。

過去-回首十年以來，團隊一起歷經病人和

家屬的悲歡離合、生離死別、嚐盡酸甜苦辣，而

生老病死、一如日出日落、一如人生四季，是那

麼必然那麼不可避免，生命的長短是如此的無常

阿！因此我領悟到死亡帶來的苦難並非只有悲

劇，然而換個角度卻是對病人、家屬及醫護團隊

成長的契機，它賦予人們存在的意義。感謝十年

來曾經讓我們照顧的病人及家屬，不需要記得名

字和臉孔只需記得你們都在我的心裏並同在我的

生命中，每當思念時抬頭遙望天空的星星，每一

顆星星就好像是病人在遠處閃爍守護眷顧著我，

我也祈願他們已解脫病苦到了更好的國度世界，

我相信有一天我們一定會再重逢的。

現在-十年來大德團隊（醫師、護理師、社工

師、心理師、宗教師、志工…）相繼的成立，各

路人馬來自不同科別，雖臨床經驗豐富且受過安

寧療護課程的訓練，但是對安寧療護的實際臨床

照顧卻是宛如新生，需要整個團隊的合作並不容

易，其中需要團隊的溝通協調一起合作無間且各

團隊缺一不可，整個團隊實際上是做中學邊做邊

學，所以病人才是我們真正最好的老師。十年前

我對安寧療護是非常陌生非常好奇，帶著無知進

入此領域好奇什麼是安寧療護呢？然而因緣際會

有幸成為第一批11位的護理師之一投入安寧病房

照顧的行列，懷念曾相遇曾經一起歡笑哭泣共事

的護理長及護士們，然而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歷經護理人員新舊交替珍惜現在保握當下，重要

的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安寧尖兵後輩甚至青出於

藍，大德病房需要的是安寧療護一代一代經驗的

傳承。

未來- 期許發願未來自己擁有更多的慈悲與智

慧來照顧病人、家屬及自己。Halifax J. （1999）

安寧心操祈願：願我能提供無條件關懷和陪伴，

也知道可能會回報以感激、困擾、冷漠和憤怒。

願我能提供關愛，也知曉生命無法掌控之苦與死

亡幽徑之孤獨。願我能以悲憫看待自己和別人的

受苦，並期許自我心靈能保持自在與自由。願我

能領悟我所承受痛苦的意義，且不因此而減少我

的愛心與付出。願我能寬恕那些傷我之人，願那

些被我所傷之人也能寬恕我。願我能寬恕自己也

有未解之惑，願世人和我生死皆兩相安。

在大德病房十年來，生、老、病、死看盡了

許多生命幻滅的無奈，卻也見到了人性中至善至

美的境界，至今一眨眼已過十年了，想想人生能

有幾個十年呢？願安寧療護能幫助更多末期病人

及家屬，願大德病房有如達賴尊者唱頌的慈悲為

懷的祈願：願我生生世世重現在到永遠，都是無

所依靠者的保護人；迷路人的嚮導；汪洋渡海人

的船舶；過河人的橋；歷險者的庇護殿堂；黑暗

中人的明燈；流浪者的收容所；所有求助者隨侍

在側的僕人。以此祈願獻給大德十週年及未來的

十週年，感恩、感謝大德病房過去現在未來所有

的病人、家屬及全體團隊。

(本文原刊載於台北榮總大德安寧病房十週年紀念

專刊）

國王 ，

是 我

老爸，自從他在榮

總安寧病房（大德病

房）的聖誕節派對上，擔任

帶領大家哈哈笑的「哈哈笑國

王」之後，他就愛上了這個稱號。

去年十月中，一向硬朗的國王因為嚴重氣喘

到無法行動，就醫檢查，結果是結腸惡性腫瘤並

轉移至左肺，所以造成左肺積水，氣喘不止。醫

生坦言化療和放療僅能延長半年至一年的時間，

如果放棄治療，頂多不到半年。國王沒有給我們

其他的選擇，他鑽研中醫與自然療法多年，選擇

與腫瘤和平共存。

一般人聽到癌症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發病時

會很痛苦。雖然國王沒說，但我們知道他擔心，

於是開始搜尋關於安寧緩和治療的資料。

送國王進安寧病房的前幾天，我和一位朋

友閒聊，他的父親在幾個月前因為癌症而過世，

從發病到往生有六個月的時間，不同的是他的父

親選擇了積極治療。我問他有沒有考慮過安寧緩

和治療，他說醫院有提過，他考慮很久還是拒絕

了，我問他原因，他只說，感覺不好。

當時我不太明白那句話是什麼意思，後來才

知道，他認為把父親送到安寧病房好像等於是放

棄了，準備等死。而這也是一般大眾對於安寧病

房的第一印象，包括我家國王。

到安寧病房的第一天，國王表情很嚴肅，

謹慎觀察週遭環境。第二天開始，親切的護理人

員、志工、法師、心理師輪番出現，陪著老爸閒

話家常，國王的臉上表情漸漸有了變化。第三

天，傳說中的「無敵泡澡機」上場，他在護理人

員和志工的陪伴下，洗了有生以來最舒服的一次

澡，之後，就被徹底「打敗」了。

國王開始打電話，告訴朋友們這裡有多好，

外面有好大的花園可以散步看風景，三不五時就

有人來病房陪他聊天，醫師很有耐心的與他談

話，原本不舒服的症狀也獲得控制，還有那台超

級神奇的泡澡機......。

國王宣布他要在這裡享受人生。即使到後來

他常意識不清、陷入昏睡，睡夢中的他還會微笑

說著：「這麼好的地方要到哪裡找啊！」這句話

是他那時最常和朋友說的一句話。

因為參加病房舉辦的病友家屬分享會，有

緣結識了其他在這裡照顧的病友家屬們。每位家

屬背後各自都有一段陪伴病人的辛苦歷程，看著

心愛的家人受著病痛的折磨，心中煎熬不亞於病

人，加上長時間貼身照顧，對照顧者的精神和肉

體上都是說不出口的試煉。

在社工師與心理師的帶領下，每個人慢慢放

鬆心情，分享彼此的故事，當然也情不自禁地流

下壓抑已久、無法在病人面前流下的淚水。

因為這樣的分享會，大家在病房走道上相遇

時不再只是擦肩而過，我們會點點頭微微笑，偶

爾說聲加油，讓原本就很溫馨的安寧病房更添一

些溫度。

一 位 來

探望國王的伯

伯，看著後來一

直昏睡的國王，對

我說，打嗎啡不好。

我無言以對，我心想，如

果真的已經是確定無法治癒的

疾病，在哪個病房不是等死？差別只是痛苦的

死，還是盡量不痛苦的死。

雖然明白為了要減輕國王的病痛，必須承受

一些伴隨而來的副作用，但是，我很確定老爸希

望能夠有尊嚴無痛苦的走完最後這段路，我尊重

他的決定，這也是我們能為他做的最後一件事。

身為安寧病房兩個月的「資深」病友家

屬，如果有人問我，安寧病房不就是等死的地方

嗎？我會非常堅定地回答：「我敢發誓，絕對不

是。」我親眼看到許多病友與家屬的笑容，親身

感受到整個團隊的專業分工與細心照料。在這

裡，獲得照顧的不只是病人還包括家屬，不只是

肉體上的病痛，心理上的壓力和煎熬他們也同樣

重視。

每一位曾經用心對待國王的人，我都感激，

感謝老天讓老爸在最後這段時間享受到非常好的

照顧，尤其感謝溫柔又慈悲的吳醫師，面對我這

個無理又自私的家屬，總是盡其所能的滿足我們

的要求，非常抱歉也非常感謝。

（本文原文刊登於九十七年三月三十日中國時
報浮世繪版）

■大德病房護理師 / 希望

心 靈 病 房
  獻給大德病房過去、現在、未來

             所有的病人、家屬及團隊

安寧照顧點滴

 

父親與榮總大德安寧病房工作人員合影

來自對居家照護的感謝榮總大德安寧病房的聖誕節派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