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德安寧病房在8月8日的前夕，舉辦了八八節暨七夕情人節聯歡慶祝會，醫護同

仁與志工阿姨們聯手打造歡樂溫馨的活動，祝福病人與家屬在這一刻裡都幸福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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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之愛

執行步驟

一、用無菌棉棒及生理食鹽水擦掉

傷口分泌物，直到清潔為止；

二、非感染性傷口可以不用優碘消

毒；

三、擦上醫生所開的藥物；

四、無菌紗布覆蓋傷口並固定（最

好使用透氣膠布固定，較不易

刺激皮膚）。

注意事項

一、清潔傷口與擦藥都是由傷口中

央往外環狀擦拭，不可來回

擦；

二、換藥棉籤擦拭過一次後即予丟

棄，不可反覆使用，以免造成

傷口感染；

三、勿塗用不明藥物，以免傷口惡

化；

四、為了使傷口好的更快，請特別

注意病人的營養、傷口的消毒

處理及個人衛生。

壓瘡的預防方法

一、保持皮膚清潔乾燥；

二、每1～2次小時翻身一次，並檢

查易受壓部位皮膚狀況；

三、床墊應平坦勿過硬，床單、衣

物保持平整、乾爽；

四、使用氣圈或大小枕頭墊在易受

壓部位，如耳朵、尾骨、臀部

兩側、肩膀及骨頭較突出處；

五、不要用拖拉方式移動病人。

◎諮詢專線：(02)2875-7211
            護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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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 款 名 單

姓 名      捐款金額

田心潔 200 

陳貴林 200 

黃述志 200 

易志平 300 

易志平 300 

易志平 300 

黃甫華 300 

黃甫華 300 

黃甫華 300 

黃興長 300 

楊藍田 300 

鄭雅慧 300 

賴光源 300 

李施穎 350 

曹維中 400 

李存白 500 

李淑美 500 

杜吳隊 500 

杜吳隊 500 

邱淑宜 500 

洪明美 500 

胡淑娥 500 

張靜安 500 

陳育群 500 

黃建禎 500 

黃建禎 500 

黃建禎 500 

黃曉圓 500 

黃興長 500 

葉浩宇 500 

葉新祺 500 

葉新祺 500 

鄒莉娟 500 

鄒莉娟 500 

鄒莉娟 500 

翟翠芳 500 

趙公溪 500 

劉朱珠 500 

歐懷姑 500 

蔡天發 500 

蔡天發 500 

蔡天發 500 

蔡伶宜 500 

蔡美惠 500 

蔡美惠 500 

蕭震宇 500 

賴光源 500 

賴光源 500 

王楊玉釵 600 

白小菊 600 

許璧蘭 600 

萬鳳鳴 600 

陳姵君等3人 900 

丁憲灝 1,000 

丁憲灝 1,000 

石裕儒 1,000 

江麗貴 1,000 

吳純瓊 1,000 

吳嘉齡 1,000 

周志勳 1,000 

周煜開 1,000 

林信昌 1,000 

林信昌 1,000 

林信昌 1,000 

林冠均 1,000 

林得元 1,000 

胡淑娥 1,000 

張莉莉 1,000 

張靜安 1,000 

張謝桂英 1,000 

曹憲銘 1,000 

郭琴治 1,000 

郭琴治 1,000 

陳世強 1,000 

陳林秀子 1,000 

陳星宏 1,000 

陳星宏 1,000 

陳莉雯 1,000 

黃建興 1,000 

楊仲偉 1,000 

楊仲偉 1,000 

楊仲偉 1,000 

簡秀杏 1,000 

簡秀杏 1,000 

藍  瑛 1,000 

藍  瑛 1,000 

藍玉玲 1,000 

顧自強 1,000 

李金輝 1,200 

寬譜科技公司 1,200 

魏本禮 1,200 

吳清美 1,500 

顧文麗 1,500 

王錫榮 2,000 

江學書 2,000 

江學書 2,000 

吳其清 2,000 

吳建利 2,000 

谷安台 2,000 

周志娟 2,000 

張楊秀理 2,000 

張楊秀理 2,000 

張楊秀理 2,000 

張劉錦鳳 2,000 

曹維中 2,000 

郭莉莉 2,000 

陳愛惠 2,000 

彭金寶 2,000 

黃建興 2,000 

楊傑平 2,000 

溫雪英 2,000 

葉菁菁 2,000 

鄔  瑩 2,000 

廖仲明 2,000 

趙潔英 2,000 

薛立華 2,000 

藍  瑛 2,000 

鐘明達 2,000 

蔡萬永 2,400 

蔡萬成 2,600 

王秋桐 3,000 

王國興 3,000 

吳振聲 3,000 

李進財 3,000 

徐靖涵 3,000 

陳志龍 3,000 

彭勝妹 3,000 

楊黃阿雪 3,000 

劉秀珍 3,000 

楊秀蘭 3,100 

魏秀春 3,600 

蔡幸勤 4,000 

李維洲 5,000 

林松根 5,000 

厚德媽媽 5,000 

姜成禮 5,000 

張靜安 5,000 

曹素華 5,000 

陳宏圖 5,000 

陳欣怡 5,000 

游羚均 5,000 

黃月秋 5,000 

詹素花 5,000 

趙永生 5,000 

盧秀月 5,000 

賴櫻枝 5,000 

謝章成 6,000 

冉光興 10,000 

林忠榮 10,000 

張麗娥 10,000 

張麗娥 10,000 

張麗娥 10,000 

曹維中 10,000 

陳绣慧 10,000 

陸吉生 10,000 

游羚均 10,000 

賴詩諺 10,000 

謝秀子 10,000 

陳國儀 12,600 

徐仲秋等3人 15,000 

陳徐琇芳 20,000 

蔡朱玉英 30,100 

周壬癸 100,000 

陳孝甫 100,000 

賴游春美 100,000

大德之愛

壓瘡傷口
   居家照顧及處理方法

■編輯部

準備換藥

壓瘡傷口照護用具

■台北榮總護理部督導長∕蘇逸玲

生命勇者憶阿開

大德安寧病房護理指導之四

清潔傷口並擦藥

覆蓋清潔紗布

大德總醫師(中)反串仙女，撩落去囉！

羨煞旁人的牛郎與織女

大家歡聚樂陶陶

朱伯伯(中)揮毫完畢，仔細用印

聚精會神、樂在其中

活動現場家屬們真摯獻唱

八 八 節 暨 七 夕 情 人 節

       聯歡慶祝會
■編輯部

阿開(左)與蘇逸玲督導長(右)

阿開及妻子(左四)與醫療團隊

紀 錄 一 位 生 命 勇 者 的 告 別 音 樂 會 ─

相遇

「阿開」是大家對他的稱呼，我也這樣叫

他。

去年10月阿開因身體不適來院檢查，卻發

現罹患肝癌，安排血管栓塞治療，然仍於今年復

發，並因腹痛、脈搏微弱再度入院，經醫師評估

生命有限，醫師建議轉大德安寧病房接受安寧療

護。剛轉來的時候阿開很沉默，直到幾天後才打

開話匣與大家聊天，並表示這裡照顧很人性化，

是一個注重病人個別需求的地方。

身為督導長，我常要去病房查房，當我還沒

走到阿開的病房前，就聽到從房裡傳來悠揚的樂

聲，是二胡耶！輕輕推開房門，一旁的志工向阿

開介紹：「督導長來看你了。」從此拉開了我們

日後多次的晤談時光。

不一樣的病人

阿開很特別，特別的不是他的全盲，而是他

與生俱來對音樂的天賦。據他敘述自己一出生就

沒有瞳孔，以致雙眼失明，我不禁想到對一個從

沒看過光的孩子，從出生就活在黑暗中，他的世

界會是什麼顏色？

阿開是父母的獨子，唯一的姐姐遠嫁美國，

與妻子雅惠結褵十年，兒子祐祐四歲活潑可愛，

一家人與父母同住，是虔誠的基督徒，三代同堂

和樂融融。但阿開的特殊除了具備音樂天賦外，

還有為大家津津樂道的個人特質。阿開住院三十

多天，除了初始的保持沉默，卻從沒聽到他叫過

一聲苦，也沒看過他向人抱怨過，在謙卑的外表

下，其實他是一個愛開玩笑、愛發呆卻又悲天憫

人的教徒。他常主動親近弱小、濟弱扶貧，舉凡

監獄、醫院及軍中都有他表演的蹤影，最獲大家

讚賞的莫過於「人與胡琴的對話」，他運用高度

的拉奏技巧與現場群眾幽默互動，朋友們都封他

為「開心果」。

在阿開的黑暗世界，除了以「想像」和

「聽」來揣摩這個世界外，他還有一個奇特的法

寶，那就是「轉圈圈」。他說小時候不愛念書，

聽大人說轉圈圈頭會暈，阿開心想如果暈了就不

用上學，但沒想到在轉了四、五圈後，不但沒暈

還轉出了興趣與快樂，包括也把內心的憂愁轉出

去。阿開告訴我在轉圈圈的過程中，他可以安靜

的想許多事情，而且精神愈來愈好，最久的紀錄

是 他 可 以

連 續 轉 圈

六 個 小 時

沒 停 過 。

就 像 他 自

己 說 的 ，

在 旋 轉 的

時 刻 ， 也

是 他 最 享

受 的 時

刻。

音樂頑童

阿開八歲開始學習鋼琴，後來進入文化大學

音樂系主修的卻是二胡。阿開的靈敏度很高，他

以聽覺去感受、觸摸這個世界，模仿力又超強，

口技也一流，而他最愛模仿雞鳴狗叫，幾可亂

真。阿開對聲音特質掌握的非常精準，除了鋼琴

與二胡，凡是他摸過的樂器，都可把玩出他想要

的感覺。

阿開曾告訴我，是音樂豐富了他原本黑暗的

世界，他的音樂才華不僅在樂器上發揮的淋漓盡

致，在創作詞曲上也屢見不凡、精采絕倫，所流

瀉出來的每一個音符，猶如穿透黑暗中的彩虹。

感恩音樂會

有一次我與阿開聊起對生命的看法，靈機一

動問他：「阿開，想不想辦一場音樂會？」他不

假思索欣然回應道：「好啊！」他的歡喜心讓我

很喜歡去看他並和他聊天，不止一次他對我說：

「生命的意義不在長短，只在於對社會是否有貢

獻。」

這是一場特別的音樂會，我們搭配阿開所

屬教會的朋友，於醫院中正樓一樓大廳為他精心

策劃了一場告別音樂會。97年6月1日的下午，蒼

白削瘦的阿開帶著微笑坐在輪椅上，氧氣瓶隨身

在側，家人簇擁前後，慢慢小心的一路推到會

場。大廳擠滿了人，但阿開看不到，透過主持人

劉曉亭牧師生動的一一介紹，讓阿開知道現場來

了哪些人，阿開雖然虛弱仍然熱情的揮手向大家

示意，掌聲不絕於四處響起。現場的曲目幾乎都

是阿開的作品，有演奏也有演唱，有古典也有現

代，有國樂也有西樂，拉開序幕的第一首曲子是

「美麗新世界」。

在這場音樂會，我坐在阿開的旁邊，順便

幫他按摩左邊的肩膀與手，他小聲的對我說：

「督導長，我感覺我好幸福哦！能夠一面享受音

樂，還一面享受按摩！」阿開一共坐了兩個半小

時，他雖看不到我們，但他彈、唱樣樣都來，或

許他已疲倦了，但我們看到的卻是他的勇敢、樂

觀與幽默。在父母、妻子、恩師及唱詩班與他同

台合力演出下，一首首動人的樂曲或演唱，輕拍

在每個人的心頭上。這是一場結合親情、友情、

恩情、信仰、歡笑與淚水的音樂會，最後在「寬

恕」的歌聲中劃下句點，但帶不走的是大家對阿

開的懷念。

告別

推開門，我聽到阿開正以微弱的聲音：「不

怕」安撫著他的妻子。音樂會結束後的第二天開

始，阿開的精神與體力漸漸走下坡，既使這樣阿

開仍向他的親友表示，希望以喜樂祝福的心來看

待他的離去，因為，從今而後他就再也沒有人世

間的勞苦重擔，可以無病無痛過美好生活。他過

世前幾天雖嗜睡，一旦詢問後事卻又侃侃而談，

甚至安息禮拜要用的詩歌他都想好了。

97年6月9日下午，我在辦公室忙於公務，不

知為何一直想上去大德病房，當即放下事務來到

病房，同仁告訴我阿開剛剛走了，原來是阿開來

向我告別，我想告訴他：「日初的美景，你無緣

欣賞，但你卻成就了屬於自己日落的繽紛。」正

如阿開的妻子雅惠向他告別說：「阿開，你走了

以後，就可以看見我長的模樣了。」

編輯後記
音樂會當天有許多感人的對話，特摘錄如

下：

阿開爸爸的話

今天有如此多的朋友為阿開舉行一個感恩音

樂會，讓他在音樂的旋律中享受濃濃的友情，這

溫馨的關懷就是對他最大的努力與支持，祝福大

家平安幸福，音樂會圓滿成功。

阿開對父母的話

爸媽，真感謝你們養我這麼大，但我卻沒把

身體照顧好，不過沒關係我一定會努力不要讓你

們有太大的操心。

阿開妻子的話

親愛的阿開，你好勇敢，加油哦！以前，

你很喜歡工作也很忙，我們很少有時間在一起，

現在你生病了，反而讓我們因此天天在一起，而

且睡前還一定要抱抱，聽說細胞會因此變得更快

活，也不錯啊！

阿開對妻子說的話

親愛的雅惠，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你照

顧我那麼久，辛苦你了，我的安全感也有了，謝

謝啦！

阿開對大德病房醫療團隊的話

這裡醫療品質很好，對人又好，很難忘記

你們。你們給我很多的力量，有如上帝派來的天

使，非常感謝。

吳彬源醫師的話

阿開在我們病房開了一扇窗，讓我們有幸

看見人性中神奇、智慧的慈悲之光；我在病房看

到他全心全力的讚頌上帝與父母親無窮無盡的恩

典，阿開在演奏中，能夠穿過眼盲和癌症的重重

柵欄，成為上帝最鍾愛的天使，我們謝謝阿開讓

我們看到奇蹟和無限的可能。

97年10月26日下午兩點，財團法人台北

市視障音樂文教基金會將於台北城市舞

台（社教館）舉辦愛的傳遞~周煜開紀

念音樂會，歡迎大家前往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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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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切的

李媽媽談起

，上星期由

於全身發癢

不時會抓東

抓西，無法

專心與我們

互動的原因。表示今天症狀減輕，又加上剛

洗完澡感覺好多了，會比較有精神與我們聊

聊。在過程中李媽媽詳細地敘述身體發癢的

感受，然後我們也請

教李媽媽生活中喜歡

的休閒活動，李媽媽

形容自己最喜歡看水

，因為水流動的波紋

讓她感覺放鬆，於是

李媽媽用心想像一個

大的游泳池，好像自

己在游泳池裡游來游

去，讓身心舒暢一下，暫時忘卻身體的不舒

適。

之後，每次探訪李媽媽總是打扮的整齊

，點上胭脂看起來有精神的樣子，大兒子也

盡心地隨侍

在旁，一有

空就會推著

輪椅帶著李

媽媽去散步

。有一次李

媽媽在睡覺

，大兒子談

到李媽媽能

接受病情，並且對後事有了交代，李媽媽總

是以身作則先將事情安排好。

美術療育賞析

李媽媽表示有時候身體的癢讓她覺得很不自在

，選擇了黃色塗塗抹抹來轉移自己對癢的注意

，光亮的黃色，具有神聖與無限希望的價值並

有緩和發炎的感受，李媽媽發現這種感覺蠻有

趣的，畫的時候也暫時忘了癢的不自在。李媽

媽為了讓自己的心情放鬆，又畫了一張游泳池

的水面。她回想自己最喜歡的游泳運動，整張

畫面用青藍色的彩色筆一波一波的畫出，水紋

般的悠悠蕩蕩讓李媽媽高興極了。

舒暢一下10

有
著天使一般微笑的林奶奶回到家已經

快一星期了！從女兒口中了解到回到
家中的奶奶並沒有像在醫院中來的快樂，因為失

智的先生會喊叫她，使她晚上睡不好，奶奶因為

肺癌轉移

腦部並造

成下肢無

力，日常

生活均需

要照顧；
回家之後

照顧的重

擔頓時落

到女兒身上，為了便秘、排尿及清潔的問題使得

家人感到苦惱及無助，回想起當時接到的第一通

求助電話是因為奶奶便秘肚子脹、痛解不出來，

緊急打電話求助，家人在電話指導下及時完成灌

腸及挖便的不可能任務。

林奶奶是個愛乾淨、外表整齊、待人處世

溫柔有禮貌的人，從大德安寧病房回家後無法自

己洗澡，對一向整齊清潔的她來說非常難受；所
以第一次訪視除了帶醫療器材外，我還帶了我的

「秘密武器—洗頭板」，來個溫暖的床上洗頭！
接著給予灌腸後挖出「黃金萬兩」解決她腹痛的

根源；並協助翻身及教導舒適擺位；另外完成會

陰沖洗、美手美足及擦澡整套護理之後，林奶奶

終於露出了天使般的微笑！此時我才了解照顧病
人最重要的是我們護理人員這雙溫暖的手，而不

是手上的那根針。

之後因為同時要照顧失智的爺爺，所以兩人

轉至三芝一處養護中心，方便一起照顧。我們仍

至三芝訪視，信奉基督教的奶奶常用哈雷路亞跟

我們打招呼，最後的那幾天她開始有四肢抽搐、

發燒、意識不清的情形；大家擔心她痛苦所以使
用皮下連續注射抗抽搐的藥物，但是我們都明白

時間到了！最後奶奶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詳的離
開，回到上帝身邊做個快樂、自由翱翔的天使。

■安寧居家護理師∕杜淑文

天使的微笑
安寧照顧點滴

榮總大德安寧病房的聖誕節派對

因 為

腫瘤切除

的關係，

讓伯伯的

言語受到

了限制，

不能交談

的苦，未

能阻隔我們的距離，肢體的語言、眼神的交

流，無形之中，更是拉近了彼此的心。歷經

疾病的磨難，剛毅的心逐漸地柔軟起來，卸

下嚴肅的外衣，展現純真的面目，藉由鏗鏘

有力的文字娓娓寫出小時候富貴光景。

在生命最後的時刻，所有的外象逐漸瓦

解，內心的渴望慢慢浮現，感性的伯伯，眼

中泛著淚光，和我們分享他夢見逝去的親人

，沒能再見到母

親，尤甚遺憾，

雖然事隔多年，

母親清麗的容顏

仍清晰地映在心

版上，沒有任何

恐懼，只有最深

的想念，渴望再一次被擁抱。藉由引導之下

，夫妻互相擁抱親吻，我看見了最美麗的微

笑 。 伯

伯 在 家

人 陪 伴

中 ， 平

靜 地 離

開 了 ，

我 們 一

起 為 伯

伯 祈 福

， 相 信

此刻的他已

重回母親溫

暖的懷抱，

永遠地、永

遠地！

美術療育賞析

李先生回憶和太太一同旅遊在黃山，以綠色畫

出黃山的俊秀和美麗，並寫下黃山歸來不看山

的字句。李先生凝視畫面時又提筆用橘紅色將

自己和太太的倩影畫在畫面的左下方，然後簽

上自己的姓名。而另外一張為了祝福大家，李

先生將自己的奮鬥精神寫下，表示乘長風，破

萬里浪是自己的人生寫照，並且快速的畫出海

浪，當作品貼上佈告欄時太太凝視著先生的作

品，欣慰地表示真是太好了。

重回母親的懷抱11

本文收錄於《大德美感記事》，
歡迎支持本刊物（200元∕本）

奶奶舉手喊「哈雷路亞」跟我們打招呼
安寧居家護理師(右)與大德總醫師(左)

訪視林奶奶(中)與女兒(右二)一起合照

林奶奶不能清楚表達但是可以點頭微笑

感謝榮總大德醫療團隊
我的母親自2008年6月17日住進大德病房room20，在這一個半月的時

間，充分感受到醫療團隊的專業、愛心與耐心，媽媽在這段時光能無痛

苦與家人共享天倫之樂，僅代表母親及家人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意，我

們謹以母親之名，捐贈台幣○○元，期望大德能提供更優質的服務（例

如增加洗澡的頻率，這是母親生前最快樂的時間…）

母親已於7月24日往生，並於8月1日完成告別式，功德圓滿

家屬敬上

卡片1

可愛美麗的白衣天使們：

卡片2

感謝你們在奶奶人生最後的一程陪伴在她身邊，讓她感受到無限的溫

暖，在林明慧醫師的醫療團隊細心照顧之下，讓她減輕了許多痛苦，她在

那段期間還跟你們聊天、說笑，細說她的高興與傷痛，你們都耐心的、不

厭其煩的傾聽，感謝你們。尤其是幸勤，我真的不知道妳跟奶奶怎會如此

的投緣，妳給她洗澡、陪她聊天、給她拍照，她對你是如此的信賴，尤其

是給她睡東坡肉墊，她睡得很舒服，沒忘了妳跟她的約定吧！還有師父，

在奶奶最後的時候教導了我們許多，她的後事有許多都是聽從師父教導

的，師父謝謝。有太多的人需要感謝、無法一一，總之除了「謝謝」還是

「謝謝」。

祝大家 平安

家屬敬上

2008.8.11

淑宜我沒有忘記妳，漂亮的護士（奶奶說的），給她最後著裝、素華

香水百合，謝謝。

卡片3

To 大德病房及林明慧大夫及住院醫師連

彥萌大夫與護理長、全體護理人員；
阿公於8/1至8/14往生，這段期間承蒙所有醫護人員的悉心照顧與關懷，讓阿

公得以善終，我們全家人都萬分感謝，也感謝大家及志工媽媽、師父對我們家屬

的關懷與支持。陪伴我們走過這一段難熬的日子，心中滿是感激，謝謝你們所付

出的一切，也讓我以家屬的身分及護理人員的身分都重新有了一份反省，希望自

己向你們學習，為病人付出更多。

特別感謝淑宜、美娟、素華、心慧及護理長

家屬敬上 2008.8.17

卡片4

大德的朋友們：

對大德醫療照護 的  感謝
 

您們用活潑、逗趣、細心、耐心、同理心、包容心、愛心、悉心、熱心…！

照顧陪伴著家母，讓我們家屬終身難忘！

感恩！  感謝！

家屬敬上

96.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