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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 款 名 單

姓 名      捐款金額

無名氏 100 

善心人士 200 

呂榮松 200 

李肇晃 200 

梁  維 200 

黃逑志 200 

易志平 300 

易志平 300 

黃甫華 300 

黃甫華 300 

黃興長 300 

黃興長 300 

黃興長 300 

葉浩宇 300 

戴志峰 300 

毛彦明 500 

朱佑萱 500 

江宗有 500 

余蕙心 500 

吳惠貞 500 

呂婉禎 500 

李劉瀅瀅 500 

杜吳隊 500 

杜淑文 500 

孫建元 500 

康興邦等9人 500 

張訓慈 500 

張漢興 500 

張選義 500 

張靜安 500 

張靜安 500 

曹素華 500 

許嫈蕙 500 

曾國庭 500 

黃月麗 500 

黃建禎 500 

黃建禎 500 

黃建禎 500 

楊婉伶 500 

葉新祺 500 

葉新祺 500 

葉新祺 500 

鄒莉娟 500 

鄒莉娟 500 

鄒莉娟 500 

劉建賢 500 

蔡天發 500 

蔡幸勤 500 

蔡美惠 500 

蔡美惠 500 

蕭震宇 500 

王若蘭 750 

丁憲灝 1000 

丁憲灝 1000 

吳純瓊 1000 

吳耿誠 1000 

吳淑玲 1000 

吳麗芳 1000 

宋子潮 1000 

李  訊 1000 

李晉榮 1000 

周志勳 1000 

周善琳 1000 

林芝萍 1000 

林信昌 1000 

林信昌 1000 

林信昌 1000 

林冠均 1000 

林冠均 1000 

胡念之 1000 

徐正忠 1000 

徐煥欽 1000 

徐煥欽 1000 

張朱秋花 1000 

張和男 1000 

張紹文 1000 

張謝桂英 1000 

張謝桂英 1000 

郭琴治 1000 

郭琴治 1000 

陳志龍 1000 

陳林秀子 1000 

陳星宏 1000 

曾雯娟 1000 

黃建興 1000 

楊仲偉 1000 

楊仲偉 1000 

楊仲偉 1000 

楊燦弘 1000 

鄒曉玉 1000 

鄔  瑩 1000 

管彩雲 1000 

蔣曉薇 1000 

蔡長祥 1000 

鄭台蒂 1000 

鍾文玲 1000 

簡秀杏 1000 

彦秋梅 1000 

李彥賦 1200 

曾煥算 1300 

無名氏 1396 

李光喜等3人 1500 

李光喜等4人 1600 

朱亞媛 2000 

朱國輝 2000 

余中平 2000 

谷安台 2000 

周書賢 2000 

直心道場 2000 

金凱麗 2000 

孫本仁 2000 

張吳玉秀 2000 

張楊秀理 2000 

張楊秀理 2000 

許水城 2000 

陳汪炳秀 2000 

彭金寶 2000 

彭金寶 2000 

彭金寶 2000 

彭淑悅 2000 

善心人士 2000 

謝鈴鈴 2000 

藍美華 2000 

張麗珠 3000 

郭逸竑 3000 

陳宏圖 3000 

陳素玉 3000 

楊智春 3000 

鄭小英 3000 

鄭正勝 3000 

黃坤鍾 3100 

李煜森 4000 

黃吳阿月 4400 

王維新 5000 

凌憬峰 5000 

凌憬峯 5000 

曹郭銘鳳 5000 

陳宏圖 5000 

陳錫修 5000 

彭秋華 5000 

游翠英 5000 

黃  玉 5000 

葉之萱 5000 

劉又升 5000 

賴詩諺 5000 

薛展華 5000 

羅陳寶宿 5000 

蕭陳玉霞 5500 

冉光興 10000 

呂岱穎 10000 

呂學榮 10000 

宋子朝 10000 

李裕釗 10000 

張麗娥 10000 

張麗娥 10000 

張麗娥 10000 

無名氏 10000 

蔣昭明 10000 

戴文珊 10000 

腦中風病協 10500 

熊美美等4人 17000 

洪正修 20000 

張立潔 20000 

莊福川 20000 

劉新太 20000 

王台新 20015 

麥嘉揚 28520 

王楊玉釵 50000 

立方國際公司 98572 

林江娟娟 500000 

大德之愛

■編輯部
活動記事本

又到了歲末年終之際，一起來回顧今年（97）大德安寧病房

舉辦的活動，期許在新的一年裡將安寧療護理念更加推廣，服務

更多需要照顧的家庭......

一、目的：

1.維持病人關節的正常運動及肌肉強度。

2.預防肌肉攣縮或關節僵硬變形。

3.促進血液循環。

二、適用狀況：

1.長期臥床。

2.肢體因疾病的軟弱，以致活動減少或無法

活動者。

三、注意事項：

1.向病人說明做運動的重要性。

2.協助運動時間、宜在飯前或飯後一小時。

3.將病人置於最舒服之位置，避免不必要之

暴露，活動部位太緊的衣服、繃帶或背架

應鬆開。

4.運動前可視情況給予熱敷按摩以鬆弛肌

肉。

5.需固定靠近軀體端關節、支托遠端關節，

動作緩慢而柔和，原則上一天三回，每個

動作重複5-10次。

6.活動進行中，應注意觀察病人情況—如意

識狀況是否變化？被活動之肢體顏色、溫

度是否改變？是否引起疼痛？必要時先給

止痛藥再運動。

7.適時給予病人表達感受及正向鼓勵，以增

加其信心。

8.禁忌：

A.風濕性關節炎的急性期。

B.脊椎不穩定骨折的病人。

C.惡性骨轉移的病人。

(註：本文出自台北榮總安寧緩和醫療作業手冊)

被動運動
護理
指導

■台北榮民總醫院副院長/李建賢

近
代臺灣醫學發展蓬勃，鑑於國內末期癌症病患眾多，於十多年

前，少數社會賢達及醫護界有識之士乃熱心奔走，推動安寧緩

和醫療照護運動，期望提昇一直為大眾所忽略的末期病患照護品質。

臺北榮總為國家級醫學中心，負有承先啟後重大責任。為順應世界

潮流之醫療照護，除將本院部份貴賓病房改建為安寧病房，另選派相關人

員受訓以培養專業人材，並結合院內外社會善心人士，勸募善款設立「財

團法人大德安寧療護發展基金會」以共同推動安寧療護。感謝各界踴躍捐

輸，在人助天助之因緣下，大德病房終能在病患，家屬及社會大眾之殷殷

期盼中茁然成長。

十年來，本院大德安寧病房無論在臨床服務，教學，研究上之成就均

表現耀眼。為照顧更多病患，本院除有安寧療護特別門診，安寧居家照護

服務外，自民國九十四年起，更積極推動院內安寧療護共同照護服務，使

在一般病房的病患亦能獲得安寧照護服務。本院並發展老人安寧療護，推

動非癌症病人如漸凍人之安寧療護，期望讓安寧療護這般高品質醫療照護

服務能更普及化。近年來台北榮總在安寧療護服務成果深受各界肯定，今

後更期望社會大眾能持續給我們鼓勵與指教。

(本文出自台北榮總大德安寧病房十週年紀念專刊)

■大德安寧病房護理師∕蔡幸勤

初
次看見爺爺奶奶就被他們可愛的模

樣深深吸引，開朗親切的奶奶，讓

人忍不住想靠近一點，沈默威嚴的爺爺因為呼

吸困難略顯安靜，不過，奶奶說，爺爺本身話

就少，所以囉，奶奶就當起爺爺的最佳代言人

了。平時，這對夫妻的生活起居多由女兒一手

打理，看著姊姊忙進忙出細心張羅各種雜務，

雖然身體很疲累卻沒有絲毫不耐，真的就像俗

諺所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更何況他們有

兩寶呢！讓我的心也不自覺像雲一般地柔軟起

來。

呼吸喘、悶的爺爺，常常需要調整臥位來

增進舒適，在藥物調整後症狀逐漸緩和，爺爺

開始會和我們回應，一聲「好」或「謝謝」都

讓我們樂得像小孩吃到糖那麼甜，看見他表情

開始變得輕鬆，可以安祥入睡，我們的心也如

同海洋一樣，遼闊而寧靜，正因如此也就慢慢

與奶奶熟稔了。

聊著聊著，奶奶娓娓道出和爺爺相識相

守的過程，爺爺是職業軍人，負責修理飛機，

需要非常精準、細膩且專注的心思與技巧，那

時在抗戰時期，爺爺跟著部隊跑，奶奶把家照

顧好，也因為精湛的技術及認真負責的態度，

屢屢建功，在當時曾獲頒由蔣委員長所頒發之

克難英雄獎章，爺爺聽著這些陳述只是微微點

頭，兩人眼神的流轉，就像關公遇見胭脂馬，

默契在空氣中跳動著，無須言語就能心領神

會，或許對他而言是恪盡職守，在我們聽來，

卻是一輩子的榮耀與肯定。

這天爺爺精神好，在大夥協助下來到大廳

散心，許久未下床的他，好像要去約會似的，

既 緊 張 又 興 奮

呢！靦腆的爺爺

牽著奶奶的手，

笑得好幸福好滿

足，像在訴說著

「執子之手，相

伴永久」。

(註：照片經病

人家屬同意未

模糊處理)

周煜開先生紀念音樂會

由阿開所屬的教會與病房在榮總大廳

共同籌辦紀念音樂會，帶給團隊、家

屬及病人一個難忘的音樂饗宴。

心願完成—喜宴

這是一個特別的日子，在今天將大德

病房的交誼廳搖身一變成為莊重的禮

堂，大德團隊與病人、家屬共同見證

專屬於他們的大喜之日。

元宵活動 

大德病房志工親手自製元宵及「柿柿

如意」飾品，由護理部蘇督導代表致

贈，並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有個好的

開始！

百貨公司出遊

這一天由醫護團隊及家屬陪著萬奶奶

到百貨公司出遊，逛逛超市、百貨，

享受這久違的氣氛，並與往日的回憶

重逢。

母親節

在一年一度的母親節，醫護團隊獻上

最誠摯的祝福！

端午節

由大德志工們賣力表演，讓大家感受

到佳節的氣氛，並邀請病人一同體驗

包粽子的樂趣。

■編輯部

被動運動

感恩 與展 望

鐵 漢 柔 情 ，
    相 伴 安 寧

(97年2月20日) (97年3月13日) (97年5月11日) (97年6月6日)

(97年6月1日)

(97年7月6日)

情人節暨父親節活動

邀請陳阿姨與先生化身成為牛郎與織

女，在七夕情人節裡共展歡樂的笑

顏。

(97年8月7日) 聖誕節

在歲末之際，由家醫部黃主任化身為

聖誕老人及護理部汪副主任帶領大德

團隊成員為大家獻上聖誕節的祝福。

(97年12月22日)中秋節

月圓人團員，在大德病房交誼廳裡由

醫師與志工群們奮力演出，讓每個在

大德病房的家庭都能感受到中秋佳節

的氣氛。

(97年9月11日)

恩愛的老伴兒～耿爺爺與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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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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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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焦慮如何安撫我親愛的寶貝，因病房異動引起的不安時，病

房裡出現了一位充滿熱情與滿臉笑容的白衣天使，她親切地問

候寶貝（雖然他的意識正呈現著半昏迷狀態），並輕盈地按摩著寶貝的

手臂，這很奇妙的幾分鐘，寶貝安定了，又靜靜的睡著，也給我下了一

顆定心丸，這時我就深深地感受到，我除了親情的支援外，又多了一座

靠山。

在病房裡寶貝病情的變化，醫師護士們比我還在意，不明原因的

發燒與血尿讓他們傷腦筋，無法排便時護士親自處理，幫我的寶貝洗澡

更讓護士累了一身汗。這所有的一切都是出於他們超能的付出，醫師們

竭盡所能地減少寶貝身體的負擔，尤其是面對我無助的表情與期待的眼

光，他們設法讓我的寶貝意識能再清醒些，能再睜開眼睛看看我跟孩子

們，我們都期待再看看陽光老爹的笑容與發亮的眼神。 

就在醫師告知我病危

的隔天，奇蹟竟然出現了，

早晨我依舊親吻寶貝跟他問

好時，他睜開眼睛看著我，

而且笑的很開心。雖然寶貝

依然不能說話，但是能用搖

頭、點頭及各式各樣的鬼臉

回答我們的問題，病房中又

出現了歡樂聲，更讓醫生護

士們巡房時多了許多的溫

馨，因為我可愛的寶貝，能

用不同的鬼臉來與護士們打招呼，一人一式從不會弄錯，且他對吳醫師

的尊敬，也從滿臉恭敬的笑容中表現出來。

這十幾天無語的交談，讓寶貝與他摯愛的家人多了許多的溝通與

情感的表達。在一個難得清閒的午後（因為幾乎每天病房裡都是人滿為

患，護理人員們叫寶貝「人氣王」），寶貝精神特別好，我唱他最愛聽

的「家後」給他聽，寶貝用他虛弱的手指擦拭我的淚水，又拍拍我的

背，當我抬頭問他，你心裡感覺好嗎？這樣的結果你能接受嗎？只見他

滿臉笑容，頻頻地點頭，讓我又增加了許多的不捨與踏實。

在這不算多的日子裡，病房裡的每一位成員，竭盡所能地減輕病患

的疼痛，給予病患最溫馨舒適的關懷，句句的問候與肢體的接觸，都以

病患的尊嚴與感受為主，所有的情感表達，都是發自於同理心及內心的

表現，人人都視病如親，與家屬的互動也是以人為本。譬如每一個夜班

護士都要我安心睡覺，晚上有她們就沒問題，而每天早晨護理長帶著護

士們巡房時，都會告訴我「妳能睡就多睡一會，妳需要體力！」這些簡

單的關懷，都在在地表現出她們的無私與大愛。

而當寶貝以微笑與我們告別後，看著葉醫師不捨地宣告，與護士們

安定的協助，讓我們能從容地面對這場生死別離。而當我再也忍不住悲

痛，衝出佛堂放聲大哭時，護士們都安心了，她們擔憂我的情緒壓抑過

度，她們都告訴我哭出來就好，一個個安慰的擁抱與深情的關懷，讓我

再次感受到「有您們真好！」。就是因為有了您們，讓這段原會是最苦

最難的日子，能平靜地面

對。真的要感謝老天爺，

賜予我這麼多的活菩薩，

這一路走來艱苦，但因

有您們的扶持，我並不

孤獨！謝謝您們！我愛您

們！（於97/11/27）

(註：文中的寶貝為作

者美美對先生的暱稱)

卡片2

對 大 德 醫 療 照 護 的 感 謝

你們頭痛且不合作的病患，將可能近日返家居家

護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患者江○○於林明慧醫師帶

領下的（醫療團隊、志工團體、社工）關心、細心、

親切，使得江○○若交予世上所有最知心、知己的友

人一般。

除了謝謝，還是謝謝你們大家。

病人敬上

謹一感謝卡片

2008.10.27

台北榮總大德團隊您好：

我的媽媽曾○○在生前受了您們大德病房像親人般的呵護，有了您們的關心

與愛心，不論在身體上的病痛減輕方面或是心靈上的安慰都得到了許多的幫助，

讓我的媽媽沒有痛苦的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真的很感謝台北榮總大德團隊那陣

子無微不至的照顧，讓我的媽媽無遺憾的到天堂當美麗的天使。（雖然只是一張

小小的卡片，但有我們無比的感謝～）

敬祝

平安健康

曾○○之女

家屬敬上

97.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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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紀事

之前還不知道有種行業，是國際標準舞

的音樂DJ，如果不是這位DJ罹患重病，可

能這輩子不知道他的精彩。快人快語就是他

的寫照，起初，他希望我們速速說明快快走

人，不掩飾他DJ師傅級的風格─活躍而精準

；不能聯想的是他每個字都是微微喘著氣戴

著氧氣說的，即便他的眼神年輕而有力，但

看過他的人都會知道他的病很重了，而他海

派的口語與率真的個性卻容易感動大家，幾

乎是嘶喊地表示健康是最最重要的，金錢與

美女對病人有什麼意義，很多事情很多話到

頭來都是廢話。

他寫下一段話，要大家去想清楚

，內容是：「人生身體健康才是重要！

$10,000,000如何才能獲得這壹仟萬元？」

，這位DJ給了我們新的旋律呢？
美術療育賞析

卓先生選擇洋紅色的筆，寫下對人生的感言，

洋紅色給人有鮮明亮麗的感覺，總是最容易引

起人們的注意眼光，卓先生正是以這種心情寫

下對健康的提醒。雖然，卓先生的表情認真，

還不忘幽默的用紫顏色的筆，提出了一個有趣

的問題：「如何才能獲得這一千萬元？」來襯

托身體健康的重要性。紫色感覺是中和了紅色

和藍色的中間的顏色，給人們有一種浪漫想像

呢！

音樂DJ12

第 一

次 與 阿 媽

的 接 觸 是

在 沐 浴 間

， 大 伙 們

正 努 力 地

幫 阿 媽 洗

澡 ， 這 時

志工秀美阿姨

哼唱「快樂的

出航」的閩南

語老歌，雖然

阿媽不會唱這

首歌，但也跟

著一起哼哼唱

唱。彷彿大家都是這沐浴船的船員，一齊歌

唱也一齊徜徉在蔚藍的大海中。

從照顧慢慢地才知道她早年喪偶獨立扶

養孩子

的故事

，在困

境中突

顯她的

個性，

有著傳

統中國

女性的

特質。平日就喜歡唱唱歌的她是家中的卡拉

OK歌后，六十多歲開始學游泳是個健將。有

佛學的嚮往而專注地描繪畫出佛祖的輪廓。

事後她很

開心與大

家分享，

在身體狀

況許可之

下，也畫

出美麗的

圖畫及說

出感動的

故事。

這次阿媽自己當起了

船長，掌舵自己的船，雖

然沒有我們這些水手的陪

伴，但她擁有的是大家的

祝福及愛，在我們與她道

別後，阿媽也快樂的出航

到她的目的地。

美術療育賞析

周阿媽常常露出親切的笑容，回憶日常的生活

喜歡種植花花草草，家人陪伴也常提起生活的

樂趣。請阿媽畫下自己最喜歡的花朵，阿媽一

邊畫下紅色的花，一邊笑的合不攏嘴說：「六

個圓圈圈就能完成一朵花，真有趣！」。第二

次阿媽回想喜歡的運動，再一次運用連續圓圈

圈在紙張的上面完成游泳運動，青藍色流動的

感覺就是阿媽自由自在的快樂感受。阿媽第三

次更以描繪菩薩像來顯示自己的信念。

徜徉在蔚藍的大海13

安寧照顧點滴

卡片1

■大德病房家屬∕海生的美美

有 你 們 真 好 ！

那
段日子每天上班，不管奶奶是

不是我的「管區」，都會抽空

去探視她。握著她那冰涼、乾癟的手，用我

雙手的溫度來暖和她的心，並輕喚一聲「奶

奶」，此時回應我的是她的招牌動作～眼睛

望著你，嘴角上揚，始終優雅的笑容。

然而不知是電解質不平衡？抑或是臨

死覺知？奶奶變得焦躁不安，喃喃自語，甚

至頻頻向兒子要零用錢，表示要給她過世的

奶奶買衣服穿，也提到非常想念過世的奶奶

，要與奶奶一塊走等等。不只奶奶不安，在

旁邊照顧的兒子也陷在死亡即將來臨的擔心

。用陪伴來安穩奶奶與她的家人，讓他們知

道有人在旁邊，也瞭解他們的孤單與害怕。

整整一個星期因為虛弱無法下床的奶

奶，那天突然要求下床走路，兒子在旁不知

所措。我帶著兒子一起將她扶到床邊，輕輕

地將她的雙臂搭在我的肩上，她很放心地跟

著我在床邊移動。

此時，我告訴奶奶「我們在跳舞呢！

」奶奶愉悅、沈醉的神情，讓我不知不覺又

再繞床邊一圈，好像在舞池裡，輕輕搖晃身

軀，享受那心中的音樂，直到奶奶停住了腳

步，才扶她回病床休息。

那當下奶奶臉上滿足的笑容，已深深

烙印在我心中！相擁而舞的景象，也讓我久

久不能忘懷。

難 忘 的 舞 姿

李存白護理師與病人合影

■大德安寧病房護理師∕李存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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