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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 款 名 單

姓 名      捐款金額
凌憬峯 5,000 
賴俊雄 1,000 
黃甫華 300 
黃逑志 200 
吳秀蘭 10,000 
丁憲灝 1,000 
易志平 300 
三寶弟子 3,000 
梁  琪 1,000 
項偉鳳 400 
吳玉燕 100 
許美雲 2,000 
許美月 1,000 
張晉興 1,000 
林信昌 1,000 
黃建興 2,000 
周善琳 1,200 
林冠均 1,000 
楊雅晶 1,000 
鄒莉娟 500 
林慧莉 1,000 
陳星宏 1,000 
陳中川 300 
江文慈 300 
潘小華 200 
呂榮松 100 
鄭文鴻 100 
黃淑芬 100 
姜怡如 1,000 
陳林秀子 1,000 
黃蕭女孌 5,000 
葉新祺 500 
李忠原 200 
李明原 1,000 
蔡天發 500 
蔡志婕 500 
藍  瑛 1,000 
許水城 2,000 
張晉興 10,000 
冉光興 10,000 
王仙娥 2,000 
吳麗芳 1,000 
賴俊興 600 
黃興長 300 
陳淑琴 300 
田邦華 200 
陳侯華 5,000 
簡秀杏 1,000 
李施穎 350 
李淑瑜 250 
胡朝霞 250 
社工組 500 
林國助 1,500 
林陳蜜 1,500 
宮宜君 600 
陳張圓 6,000 
卓恩滿 10,000 
黃建禎 500 
華榮基金會 500,000 
沈雀惠 2,000 
龍丕吾 2,000 
林國助 2,000 
李光喜等3人 1,500 
林江娟娟 500,000 
陳華駿 600 
蔡美惠 500 
王欽毅 500 
鄭春香 500 
無名氏 1,900 
田鴻鈞 1,000 
楊仲偉 1,000 
蔡慈月 2,000 
林彥行 10,000 
吳深潔 2,000 
黃東煌 1,800 
凌憬峯 5,000 
陳志龍 1,000 
易志平 300 
張嘉帆 5,000 
林冠均 1,000 
黃甫華 300 
吳國揚 1,000 
賴林緞 10,000 
谷安台 2,000 
郭逸竑 1,200 
陳治珊 1,000 
親   友 500 
江文慈 300 
謝陳蘭英 1,000 
高秋枝 1,000 
林信昌 1,000 
陳劉美齡 1,000 
張晉興 1,000 
吳純瓊 500 
劉玉珠 3,000 
吳嘉齡 1,000 
陳星宏 1,000 
宋月菊 500 
徐祥琴 500 
劉滿婷 500 
楊森源 300 
張訓慈 200 
項偉鳳 200 
陳宏圖 3,000 
劉宥均 500 
莊寶隨 1,000 
鄒莉娟 500 
陳淑慧 300 
余桂芬 3,000 
林美容 1,000 
章朱秋花 1,000 
董虔呈 500 
金  祥 500 
羅玉芬 200 
林桂芬 10,000 
柯達仁 2,000 
葉新祺 500 
方華齡 3,000 
謝瑞聯 500 
游桂英 10,000 
鄭雅慧 300 
應丞武 2,000 
廖崇興 1,000 
蔡志婕 500 
蔡天發 500 
王瑋琪 2,000 
周  敏 3,000 
劉如雪 2,000 
李施穎 400 
徐煥欽 300 
柯瓊芳 5,000 
胡志民 3,000 
陳淑琴 300 
黃興長 300 
戴志峰 100 
藍榮賢 500 
李忠原 200 
黃甫華 300 
郭鑫一 300 
吳玉燕 100 
劉宏濱 5,000 
蔡文化 3,000 
許俊雄 500 
李昇陽 1,000 
丁憲灝 1,000 
楊仲偉 1,000 
李光喜等3人 1,500 
黃建禎 500 
王興德 600 
張謝桂英 3,600 
陶江梅嬌 1,000 
武晉萱 2,000 
蔡美惠 500 
周安宜 500 
王欽毅 500 
歐美娟 500 
童德媛 2,000 
王文奎 3,000 
黃東煌 550 
葉王梅 3,000 
范碧娟 2,000 
黃賜英 1,000 
郭淑嬌 1,000 
楊體如 10,000 
白敬章 3,000 
林王月鶯 11,000 
楊仲偉 1,000 
蔡合城 3,000 
朱化舫 2,000 
彭金寶 500 
凌憬峯 5,000 
周志勳 1,000 
林冠均 1,000 
董虔呈 300 
易志平 300 
江文慈 300 
劉江秀蓉 1,000 
陳志龍 1,000 
林信昌 1,000 
蔡政峰 1,000 
陳宏圖 3,000 
無名氏 2,000 
黃建興 2,000 
陸生吉 2,000 
卾泰利 1,000 
王正義 1,000 
陳菊子 3,000 
曾彩鳳 1,000 
陳林秀子 1,000 
毛嘉玲 500 
徐祥琴 500 
張楊秀理 3,000 
張華珩 2,000 
楊森源 300 
劉林瓊梅 2,000 
黃朝興 200 
項偉鳳 100 
李孟琳 10,000 
鄒莉娟 500 
陳星宏 1,000 
張靜玉 500 
葉新祺 500 
張介一 20,000 
朱耀忠 10,000 
李雪梨 1,000 
田邦華 200 
梁一平 100,000 
廖育萱 10,000 
馬岳琳 2,000 
呂安宸 900 
蘇家芸 300 
李彩蓮 10,000 
葉元蓮 500 
李亞男 10,000 
蔡志婕 500 
蔡天發 500 
李施穎 500 
徐煥欽 200 
吳清美 1,500 
梁妍羚 5,000 
張怡文 5,000 
羅   金 2,000 
張丰毓 1,000 
宋月菊 300 
黃興長 300 
陳淑琴 300 
王雅貞 1,000 
董虔呈 300 
黃建禎 500 
林王月鶯 3,000 
李恒英 8,000 
黃伯雄 1,000 
林明慧 3,600 
胡   源 20,000 
余德滋 600 
李至殷 20,000 
胡郭美森 2,000 
丁憲灝 1,000 
王寶彩 1,000 
張靜安 800 
李存白 800 
蔡幸勤 800 
蔡美惠 800 
魏仲儀 2,000 
蘇逸玲 800 
賴志冠 800 
張靜安 500 
曹素華 500 
蔡美惠 500 
王欽毅 500 
洪明美 500 
陳唐阿好 2,000 
陳本能 1,000 
李光喜等3人 1,500 
葉權輝 300 
李裕庭 2,000 
王寶彩 600 
陳潘世春 2,000 
王勤任 100,000 
鍾自強 10,000  

( 按捐款日期排序 )

大德之愛

■台北榮民總醫院院長／林芳郁

【床上擦澡的好處】

1.維持身體的清潔、促進循環。觀察皮膚狀

況、減少感染。

2.增進舒適，促進彼此關係。

【準備用物】

1.清潔衣物。

2.水盆（裝溫水）、洗臉毛巾、擦澡毛巾（棉

質）。

3.肥皂（含乳霜為佳）、沙威隆（視情況而使

用）。

4.乳液或潤膚液。

【床上擦澡應注意哪些事情】

1.清潔原則：

(1)身體部位擦澡順序：先從病人的

臉開始擦拭，由上而下至頸部、上肢

（包括腋下）、胸部與腹部、下肢、

至背部，最後沖洗會陰部。

( 2 )臉部的擦拭順序：眼（上眼瞼及下眼

瞼）、前額、臉頰、鼻部、耳部。

2.安全原則：維護病人安全，預防病人跌倒。

3. 維護隱私：注意勿暴露應以衣服、大毛巾或

毯子蓋妥未清潔部位。

【擦澡步驟】

1.先調整室溫，拉上布簾，調整病床高度。

2.擦洗程序：清水沾拭、肥皂清潔，再用清水

洗淨，以擦乾為原則。

3.洗眼部：擦拭時請病人閉上眼睛，以毛巾的

一角擦拭，毛巾的一角只能擦一次，需換毛

巾的另一角（若有分泌物沾於睫毛時，請病

人閉上眼睛，以濕毛巾敷於眼瞼2〜3分鐘，

使之軟化再去除）。

4.泡洗雙手及雙足。

5.若為女病人時，需將乳房向上托起，清潔乳

房底部皮膚皺褶處。

6.會陰部沖洗。

7.使用乳液擦拭皮膚，擦拭過程有按摩促進血

液循環的效果。

8.換上乾淨衣物，調回室溫。

（本文選自台北榮總安寧緩和醫療作業手冊）

◎諮詢專線：(02)2875-7211 護理站

床上擦澡

傳 承
林院長芳郁探視病人

護理
指導

■編輯部

用物準備

■台北榮民總醫院顧問／李良雄

於
1966年，良雄自台北醫學大學畢業

後，1967年隨即投入台北榮總的臨床

醫療工作，歷經當時的外科住院醫師一路到擔任

院長之職，迄今已四十二年屆滿退休，至始至終

未曾離開台北榮總，由青春至耆老，堪稱一生精

華歲月皆在此度過，自有一份情懷在心迴盪，感

念這裡的人，也感念這裡的事。

台北榮總為國家級醫學中心，肩負承先啟

後重大責任。為順應世界潮流之醫療照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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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安寧病房終能在大眾

殷殷期盼中茁然成長，並已陪伴三千多名病患安

祥走過人生最後一程,協助無數家屬度過人生之

慟。

雖然院務繁冗，但良雄有幸擔任「財團法人

大德安寧療護發展基金會」董事長一職，這幾年

在大家的支持及大德團隊同仁辛勤的耕耘下，參

與了無數次推廣安寧療護的活動，也見證了許多

病人家屬感恩的回饋，這都要感激各界善心人士

大力的贊助，才能使基金會持續維持正常運作，

協助國家級醫學中心善盡應有的社會責任，為推

動安寧療護貢獻心力。

從去年的金融風暴開始，全球的經濟環境陷

入前所未有的衰退，各界對基金會之捐款相對減

少。然而在整體大環境的不景氣下，台北榮總卻

注入了一股新的氣象，那就是院長林芳郁教授的

加入。

適逢今年是我們中國人所謂的「牛」年，

相信經驗豐富的林院長將會帶領我們以「扭轉乾

坤」的精神，在這不景氣的寒冬，仍能走出自己

的道路，繼續推展安寧療護業務，使這個莊嚴神

聖的工作得以永續經營。    

退場，是職務交替應有的分際；推展安寧療

護，卻仍是良雄此生不變的職志。

謝 幕
台北榮民總醫院顧問  李良雄

「被
任命為國內最好醫院-台北榮

總的院長，是芳郁此生最大的

榮耀，今天起芳郁就是完全的榮總人。」這是今

年一月十六日正式宣誓就任台北榮總第八任院長

時，芳郁對同仁說的第一句話。三十多年前，當

時專攻外科的我本有機會成為「榮總人」，卻因

故與榮總擦身而過，如今繞了一大圈還是回到了

榮總，欣喜之餘也感覺肩上的擔子更重了。 

目前芳郁除著手推動台北榮總發展高齡醫學

及高品質醫療，提升醫療研究機構的合作交流，

將「生醫科技」、「轉譯研究」為未來發展方向

外，也因職務調動之機會，有幸參與「財團法人

大德安寧療護發展基金會」的運作。   

為確實推廣落實安寧療護精神，目前本院安

寧業務範疇已延伸至各專科的安寧共同照護、以

及安寧居家訪視。涵蓋的廣度包括門診轉介、病

房會診、乃至急診評估，涵蓋的深度更觸及臨床

美術療育和心理靈性照護、家屬支持和遺族悲傷

輔導等。歷年來，台北榮總安寧照護團隊的努力

頻獲肯定，獲得多項榮譽，近年來並為海外華人

安寧療護實習指定之首選醫院，而這一切的工作

與活動能順利進行皆有賴大德基金會這雙幕後推

手的全力支持。芳郁在此衷心盼望「財團法人大

德安寧療護發展基金會」能有效及永續推動大德

安寧療護發展事業，使病人及家屬共享生命中的

品質與尊嚴。

芳郁願無時無刻秉持「作而不辭、生而不

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心念繼續與普羅

大眾共結善緣，相信透過安寧全人、全家、全

程、全隊的四全照護，必能增進對癌末病患及其

家屬的照護品質，台北榮總將秉持”視病猶親”

的高品質人性化醫療服務全國民眾，而芳郁亦將

竭盡心力為台北榮總奮鬥，為安寧療護貢獻，使

台北榮總邁向國際一流的醫學中心，讓安寧療護

照顧到更多需要的病人與家屬，實乃芳郁必達之

使命。

■編輯部

大
德安寧病房於5月8日年度母親節前夕，

如往例舉辦母親節活動。林院長芳郁特

別撥空與李副院長建賢一同蒞臨病房參與活動，在家

醫部黃信彰主任與護理部蘇逸玲督導長及安寧團隊成員

的陪伴下，首度來到大德病房的院長，親切與同仁們一一握手

寒暄，並關心病房每一項設施、每一間病室病人的狀況與其

家屬的心情，更聆聽感受他們的心聲，親贈康乃馨、點心予每

一位病人，親切的與病人及家屬互動。其中更有一位榮民伯伯，在知

道院長來的前一晚，還用心的寫了一張卡片要當面送給院長，而在母親

節這一天，我們看到院長滿懷感恩的收下了這張難得的卡片。

院長的到來，猶如為病友、家屬及團隊同仁帶來了春天的氣息，芬芳的花朵

綻放在每一個人的臉上及心上，像母親般那樣的溫暖。

母親節活動剪影─
院長、李副院長與大德團隊成員 至病房
探視病人，並贈送康乃馨與點心

訊 息 通 知

「財團法人大德安寧療護發展基金

會」，依本會捐助章程第六條規定，台

北榮民總醫院院長為當然董事，隨職務

異動，由繼任人擔任之。原李董事良雄

乙職，由新任院長林芳郁接任。另第二

次第六屆董事會議決議通過請李董事長

擔任本基金會榮譽董事乙職（依本會捐

助章程第七條規定之）。

■台北榮民總醫院護理部督導長∕蘇逸玲

謝謝您，院長
大

德病房每年在母親節前夕，家醫部黃信彰主任及安寧團隊都

會來為病友及家屬舉辦關懷感恩活動。今年適逢院長林芳郁

新上任，我們很高興林院長在百忙之中，還欣然答應我們的邀請。

五月七日當天，我們告知大德病房所有的病友及家屬，明天院長

要來探望大家，病友們都充滿期待。尤其是第二床的程伯伯是單身榮

民，當他得知院長要來，就在當晚很用心寫了卡片要送給院長。程伯伯

認為院長就是醫院的大家長，所以溫馨的寫上：「謝謝院長，程○○敬

謝。」寫完卡片沒多久，程伯伯就因為癌症已經轉移到腦部，而開始意

識不清了。

五月八日早上十一點，院長準時來到大德病房關懷病友，由黃主

任率領整個團隊，隨著院長的腳步一一為病人祈福。當院長走到程伯伯

床邊的時候，雖然程伯伯已意識不清，院長仍然彎下腰來親切地凝視他

說：「程伯伯，您安心。」

「這是程伯伯昨天親手寫的，寫完以後好像了卻一件心事，然後意

識就不清楚了。」經由護理長的解釋，院長看過卡片後，雙手握住程伯

伯的手，眼眶泛紅。我看見院長以非常感恩的態度，緩緩輕盈的將卡片

放進白袍內上衣的口袋，從院長的表情，我看得出來他感到非常溫馨，

這是一張由癌症末期榮民伯伯親手寫給他的卡片。那一刻真是令人動

容，當時法師正好在為陳伯伯進行臨終開示，我看見程伯伯的面容非常

安祥，他終於完成心願了。

當晚六點半，程伯伯在佛號聲中安祥的往生。我想一個病人能如此

的善終，是因為他的一生很有德行，程伯伯很有福氣能在臨終前遇見新

上任且第一次到大德病房來的林院長。

隔天早上，我正好在醫院的長廊遇見院長，就把程伯伯已善終的狀

況告訴他。我看見院長邊點

頭邊眼眶泛紅。我想，院長

一定是感受到關懷病人的溫

暖了。

我們非常感恩院長的慈

悲，散播在大德病房的每一

個角落，猶如母親對孩子的

關懷。謝謝您，院長！

院長探視程伯伯

台 北 榮 總 大 德 安 寧 病 房

  母 親 節 活 動



關
渡醫院自97年5月起參與台北榮總「安寧病房整合照護計劃」，讓

我有機會代表本院安寧團隊參加近七個月的大德安寧病房團隊會

議，謹以朝聖學習態度，個人深感受益良多，與大家經驗分享。

大德安寧病房團隊會議例行每週舉行一次，成員包括安寧病房主治醫

師、住院醫師、護理團隊、安寧居家護理師、共同照護護理師、社工師、宗

教師、美術療育老師、臨床心理師等人員，讓所有的團隊成員都可以參與討

論照顧病人的情形。

討論內容以當週的離院病人為主，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對往生者之善終

照護皆會給予評估。善終評估是團隊人員對病人善終情形的自我評價方式，

在團隊會議時就聯繫溝通大家的意見，針對善終評分加以說明，此時大家會

說出自己的看法，透過不同的思維取得共識。同時，我也分享病人轉到關渡

醫院的照護情形。而安寧醫療團隊人員對每個病人均重視，如同親人般的關

切，即使出院、轉院或死亡的病人，團隊人員的盡心關切討論皆讓我為之動

容。

除此之外，住院中病人之身、心、靈及社會問題亦被提出討論，讓我學

習到病人所面臨的問題無論在何處都是一樣的。會中，我常會提到轉來關渡

醫院安寧病人的情形，其中最讓人感到頭痛的是，病人及家屬常會將關渡醫

院與大德病房的照護作比較，讓關渡醫院工作人員感到十分困擾，大德團隊

會給予我們鼓勵以及教導我們如何應對。此時感受到原來我們有著強力的支

援，有大德病房當關渡醫院的醫療諮詢及後盾，同時也讓我們了解大德病房

團隊為了轉院的準備所付出的努力。每次去參加團隊會議時，我都會特別撥

空去探訪曾在關渡醫院住院過的病人，病人及家屬都非常感謝在關渡住院時

間我們的照護，我也將他們的感謝轉達給團隊人員，相信也增進雙方醫院的

照護溝通，提升我們不少的自信。

大德安寧團隊會議是個有效率及溫馨的會議，讓我體會到大德病房已

建立有效決策的管理模式，會後均有會議紀錄及病歷記載，且明確劃分職責

與角色分工的任務，醫療團隊皆各盡其責，熱烈討論病人的問題，團隊人員

有時也會說出自己能力不足或遺憾的心聲，團隊均會給予安慰及鼓勵。此

外，團隊常會為達成病人心願辦理諸多有意義的活動，如家庭聚會、音樂會

等等，團隊人員都會熱烈參與，多位犧牲個人休假，深覺這是團隊會議的激

勵，讓安寧病房的人員深思及發展個人的潛力。

最可貴的不只是我個人的獲益，會後我都會將討論內容及個人的心得帶

回到院內分享，告訴大家所討論的議題，落實照護安寧病人的層面，發現我

們做得也不錯，關渡醫院安寧療護真的在進步中。

感謝這段期間大德團隊亦利用自己的時間前來關渡醫院參加我們的安寧

團隊會議，提供臨床實務指導，解析案例讓我們體驗安寧團隊會議的精神及

意義，當然他們蒞臨關渡醫院團隊會議，也同樣訪視住院病人，讓病人及家

屬非常感動，我發現透過雙方的

互動，除了醫護團隊互相學習之

外，真正受惠的應是所有病人及

家屬，透過團隊會議的討論，期

待讓安寧病人及家屬深深感受到

「生命有尊嚴、臨終有品質、身

心靈平安」的目標，也期待關渡

醫院安寧照護更加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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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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女士對美觀要求很講究，對衣著

搭配有自己的品味，她回憶起在

布拉格遊玩的景色，形容著自己穿著紅色的

裙子和朋友在一起開心的情景，她提筆畫出

綠色心型的圖案，過了一會兒又添上紅色外

框，她想將熱情送給每位好朋友。

她最近常夢到在夢境裏迷路找不到方向

，心情是非常的害怕無助，還好看到黑暗樹

林的前方有光芒從裂縫裡洩露出來，她用黃

色的筆把光芒的希望表現出來，在自己觀賞

畫面時的表情

由凝重轉變為

輕鬆。

林女士看

著上次的作品

時，傷心的敘

述她和前夫的

相處，雖然離

婚還是想念著

他，也訴說對死亡的無

助與對兒子的期望。在

回顧中形容自己像是森

林裏的花草，雖然身體

虛弱但仍然想寫下來。

美術療育賞析

心情，是綠色與紅色相互襯托的心型圖案，林

女士形容加上紅色可以多些熱情，並想將圖案

送給好朋友，這正是林女士人緣好的寫照。希

望，林女士在夢境裏迷路找不到方向，當她用

黃色的筆把光芒表現出來，這樣的畫面感覺起

來輕鬆多了。人生，林女士以綠色的筆重複寫

三次，但身體虛弱無法完成句子，綠色使人安

心休息，林女士曾經表示綠就是自己喜好的顏

色。

夢境裏迷路15

本文收錄於《大德美感記事》第一輯，
歡迎支持本刊物（200元∕本）

一張照片的回憶

■大德病房護理師∕楊琪 楊琪護理師

溫馨活力的

     大德安寧團隊 會議
■台北市立關渡醫院安寧病房護理長∕賴令玉

賴令玉護理長(右三)與大德團隊開會情形

安寧照顧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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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渡醫院安寧病房護理長 賴令玉

從
小到大我們拍過無數的照片，它

們記錄著走過的歲月痕跡，一張

張照片呈現的悲歡喜樂，總能為我們喚起許

多回憶。在安寧病房，每張照片的背後都是

一段感動。我喜歡在夜深人靜時打開電腦，

滑鼠帶著我進入一幕又一幕的畫面與回憶，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這張照片…。

孟浩哥是一位妻子眼中顧家的好先生，

小孩心中的好爸爸，外人稱羨正值事業有成

的中年男子。但在一次健康檢查中，意外發

現罹患肺癌且已經轉移至骨頭，在經歷無數

次的化學治療與放射線治療後，仍無法打敗

頑劣的癌細胞，讓原本身高178公分體重75

公斤的壯漢，不到三個月剩下50公斤。雖

然孟浩哥的身體狀況大不如前，他那消瘦臉

龐仍掩不住過人的自信，當他轉入安寧病房

時，他以堅定的眼神對著我說：「我是因為

疼痛太厲害，進來做疼痛控制的…。」

在照顧孟浩哥的過程中，他告訴我他喜

歡親近大自然，有空時喜歡與太太一起種植

花草修養身性，可惜有三個月沒曬太陽了。

「那我帶你去戶外好不好？」、「真的？可

以嗎？」。在他太太的協助下，我們將他的

病床推到大德病房的空中花園，那是一個陽

光燦爛的午後，孟浩哥非常珍惜與太太相處

的每一分鐘，向身旁的太太介紹花園中的花

草，他們彷彿又回到了從前共同照顧花草的

溫馨時光，孟浩哥在高興之餘，興奮地對我

說：「哇！沒想到還有機會與我太太一起曬

太陽。」

進入安寧病房一週後，孟浩哥的疼痛已

受到控制，因此又開始接受緩和性放射線治

療，但在第三次放射線治療後，突然因呼吸

急促、血壓下降而昏迷。醫師診斷是急性肺

部感染合併敗血症，經過治療與家人的親情

呼喚後，昏迷二天的孟浩哥醒了，他清醒的

第一句話是：「活著真好，我還想再做放射

線治療。」但那時醫療團隊評估孟浩哥的身

體狀況，其實已經不適合再做放射線治療了

。

女兒的貼心與妻子的愛是支持孟浩哥最

大的力量。在一次與孟浩哥深談的過程中，

他告訴我他不怕死，但他要為了親愛的老婆

與可愛的女兒勇敢地活下去到最後一刻。孟

浩哥的女兒蘋蘋就讀小學四年級，她來大德

病房探望孟浩哥時，總是靜靜地陪在父親的

身旁。那天，我請志工同仁陪伴蘋蘋一起讀

繪本「再見了，愛瑪奶奶」，貼心的蘋蘋在

讀完繪本後用筆寫下「我最喜歡爸爸，我最

喜歡爸爸抱我，我要告訴爸爸不要怕，我會

保護你，我要謝謝爸爸照顧我，我永遠不會

忘記你的。」雖然只是短短幾句話，我看了

之後淚水竟不聽使喚地滑落下來，乖巧的蘋

蘋是那麼的懂事貼心。那一瞬間我想著自己

能幫他們些什麼，立刻我把蘋蘋抱到床上，

小小的她自從父親生病後就沒有那麼靠近父

親，依偎在父親身旁，突然有好多好多的話

，想告訴爸爸，蘋蘋就這樣抱著爸爸不斷地

講，孟浩哥也很高興，就連站在旁邊的我也

感受到這份快樂與喜悅。我當下拿起相機，

捕捉這永恆的片刻，留下一位父親快樂抱著

女兒的畫面，這張照片也成為女兒與父親的

美好回憶。

「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這是相傳孔

子在泗水邊，面對涓涓溪水發出對生命及時

空的感嘆。我看著照片上的孟浩哥，蘋蘋的

稚嫩聲音仍迴盪在耳邊，恍然悟得原來生命

之美與真實情感的表露是不受時空管轄的。

在照顧末期病患的過程中，其實收穫最大的

是我自己，讓我更珍惜與家人的相處，也更

懂得感恩。我微笑著將電腦關機，輕輕閉上

眼，那幅鮮明的畫面早已深植在我心底。

全體的護士阿姨好：

在我爸爸○○○住在大德病房的日子裡，感謝您們的貼心照顧，本來

我們以為安寧病房是個「等死」的地方，可是我們後來才發現根本就不是

咩！反而是我們的另外一個家。

感謝：

幸勤阿姨，常常逗爸爸笑。

婉伶、素華、存白阿姨，樂心照顧。

大德病房的所有團隊，感謝妳們的付出，令我們永生難忘、永遠想念。

○○○的女兒○○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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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採用支予精美禮品。

※聯絡方式：電洽（02）2875-7698，
    台北榮總中正21樓大德會議室。

親愛的大德護理、

志工們您好：

感謝你們在我父

親就醫時給予最大的

照顧、給予家屬們最

大的鼓舞，父親走時，

我們心裡悲痛傷心著無

法向各位護理、志工們道謝與道別，

父親走後，忙著處理後事的我們也無法去電與你們道謝，反而是你們不斷的關心

著我們，深感抱歉，也有著萬分的感恩與感動……。

在安寧病房的每一天我們害怕擔心著父親的狀況，在無能為力的情況下，還

好有你們的協助與照顧，讓我父親走的很安祥，也讓我父親完成心願沒有遺憾。

美國的「豬阿子」（台）雖然還是沒有回來，但視訊之發達讓父親臨終前可以見

到他思念的二兒子最後一面，我想他很放心的離去了……，貢寮的媽媽以及我們

已經從悲痛中慢慢走出來，說心已不痛、淚已流盡是騙人的，每當想起爸爸，心

裡總是疼惜、遺憾著父親還沒能享福就離開我們而去，但安慰的是爸爸不用再受

針、藥與病痛的折磨，與癌症病魔的抗鬥下雖然失敗了，但他永遠是我們心中遠

大的父親……。

現在的他如同天燈一樣，飛的高高的、飛的遠遠的，到另一個世界享福了。

心裡還有著許多許多想感謝你們的話，無法一一表達，只有再次謝謝你們，

你們真的很偉大。

P.S.很多護理、志工、醫師們都很照顧，但不記得名字，真的很抱歉，也特

別謝謝當初負責白天照顧的護理「小連」，您的溫柔照顧，讓我們深懷感謝，謝

謝你們這群白衣天使們，祝你們工作順心與順利，但不祝你們生意興隆，希望每

個人都平安健康！

○○○全體家屬致意98.4.22

卡片1 卡片2對 大 德 醫 療 照 護 的 感 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