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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之愛

第四版 大德園地

99年6月-99年8月

捐 款 名 單

姓 名      捐款金額
丁憲灝 3,000 
方華齡 3,000 
王天娟 1,000 
王天婕 3,000 
王少潔 30,000 
王正義 1,000 
王妍妍 1,680 
王健貞 50,000 
王張阿梅 20,000 
王淑玲 1,000 
王欽毅 2,000 
王愛絹 8,000 
冉光興 10,000 
史修雯 500 
史黛納 500 
申亞男 1,500 
朱  璽 200 
朱立琳 500 
朱泳家 3,000 
江文慈 300 
吳李碧雲 2,000 
吳佳惠 1,000 
吳純瓊 1,000 
吳清賢 2,000 
吳深潔 1,000 
吳惠娟 1,500 
吳雅筠 100 
吳福中 3,000 
宋月菊 600 
李光喜 1,500 
李存白 2,000 
李忠原 200 
李牧芳 5,000 
李玟儀 200 
李張雪梨 400 
李許棄 2,000 
李維洲 4,000 
李肇晃 1,000 
李劉瀅瀅 3,000 
李曉暉 100 
李麗雲 500 
李鶴齡 2,000 
杜蔭楨 3,000 
汪麗珠 10,000 
谷台安 4,000 
阮  雪 1,000 
阮素英 20,000 
周世貞等4人 2,000 
周志娟 1,650 
周美英 1,000 
周寶琴 1,000 
孟  覺 1,000 
易志平 900 
林子瑜 6,000 
林佳姿 2,000 
林明慧 3,000 
林信昌 2,000 
林冠均 3,000 
林建興 2,000 
林素花 300 
林國助 3,000 
林陳蜜 3,000 
林意卿 1,000 
林濃亮 400 
武文月 2,000 
邱宗化 25,000 
邱美君 1,000 
姜淑瑜 700 
姚俊明 600 
施義雄 2,600 
柯春成 500 
柯淑貞等3人 3,600 
洪正修 20,000 
洪秋米 2,000 
洪國隆 5,000 
洪淑芬 1,200 
洪雅琳 5,000 
胡淑娥 1,000 
胡義忠 300 
胡鎧庭 1,100 
范怡婷 1,500 
苗中華 38,270 
凌憬峰 15,000 
徐于婷 1,000 
徐中平 500 
徐正忠 1,000 
徐祥琴 1,500 
徐祥斌 1,500 
徐祥斌等2人 1,000 
徐開懋 500 
秦觀濤 2,000 
翁國紅 200 
馬光宇 500 
張  轟 300 
張文耀 30,000 
張王玉香 1,000 
張台平 2,000 
張怡文 2,000 
張雨菜 1,000 
張旻煜 2,000 
張彥明 10,000 
張彥亭 10,000 
張造都 1,500 
張詩寬 500 
張謝桂英 10,000 
張繼先 1,200 
曹  適 400 
許均嘉 1,500 
許阿恭 2,000 
許俊雄 1,500 
許清美 400 
郭樹槐 5,000 
陳小妮 1,000 
陳月英 1,500 
陳正嵐 100,000 
陳守義 1,000 
陳林秀子 1,000 
陳秉麟 1,000 
陳威穎 1,000 
陳淑芬 2,000 
陳淑琴 900 
陳淑慧 515 
陳菁若 3,000 
陳菊子 10,000 
陳貴林 200 
陳敬淳 1,000 
陳敬群 1,000 
陳錦松 15,000 
陳瓊霞 2,400 
陸生吉 2,000 
彭金寶 500 
無名氏 6,400 
善  款 2,000 
華丕寧 500 
華裕成 500 
項偉鳳 400 
項曉蘋 900 
馮楊巧妹 1,000 
黃月秋 5,000 
黃玉珍 5,000 
黃甫華 300 
黃甫華等2人 600 
黃忠志 600 
黃阿差 600 
黃建禎 1,500 
黃建興 4,000 
黃美子 600 
黃堂榮 900 
黃淑玉 800 
黃逑志 200 
黃朝恩 10,000 
黃朝興 300 
黃照子 1,000 
黃興長 900 
楊  琪 2,100 
楊月理 1,000 
楊仲偉 1,000 
楊克宇 5,500 
楊佰杰 2,000 
楊婉伶 1,000 
楊森源 900 
楊道桂 300,000 
萬安生命公司 2,000 
葉玉清 2,000 
葉祐柏 2,500 
葉祐鎮 500 
鄒莉娟 1,500 
廖育萱 1,000 
廖莊圓 2,000 
褚麗華 1,000 
齊桂秀 1,000 
劉  墐 1,000 
劉江秀蓉 1,000 
劉吳美子 1,000 
劉怡中 200 
劉秉樺 1,000 
劉芳芳 1,000 
劉宥均 100 
劉瑞祥 1,000 
劉整國 5,000 
歐美娟 1,000 
潘孟忠 10,000 
蔡天發 1,500 
蔡志婕 1,500 
蔡志謙 1,500 
蔡佩樺 2,000 
蔡幸勤 1,000 
蔡春嬌 500 
蔡美惠 2,000 
鄭又瑋 500 
鄭君華 500 
鄭志綱 500 
鄭俊延 500 
鄭隆盛 5,000 
賴  綢 5,000 
賴  毅 900 
賴其成 1,000 
駱  鵬 400 
戴欽次 500 
薛立華 1,000 
謝雪娟 1,500 
謝鴻雲 1,000 
鍾雲華 1,500 
鍾瑞珠 20,000 
鍾鳳玉 1,000 
韓金樑 500 
簡武偉 500 
簡錫祥 200 
聶燕萍 3,000 
顏林錦綾 1,000 
魏弘麗 3,000 
譚翠俠 2,000 
繽紛室內設計 1,000 
蘇陸清 5,500 
釋常行 1,000 
釋慈祥 500 
鐘明達 2,000 
( 按 姓 氏 筆 劃 排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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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安住
   大德來去

楊克宇伉儷合影

黃信彰主任向工作坊
學員致詞

美術療育工作坊學員
專心作畫

趙可式教授為學員授課

接受安寧療護專業訓練之
學員與大德病房醫護人員
合影

東吳大學邱玉蘭教授
於中秋活動蒞臨演唱

陳曾基主任(左一)於中秋
活動送月餅與病友分享

■編輯部採訪大德病友楊克宇先生

楊克宇先生(左)皈依夢參長老後合影

楊克宇先生個人自畫像

教育訓練  

990729~

配合衛生署國健局主辦之「99年醫院癌症醫療品質提升補助計畫」及癌症醫
院評鑑計畫，由林明慧醫師策劃之「癌症病人末期病情告知倫理工作坊」在
職教育課程，分別於99.7.29及99.8.18舉辦第二、三梯次，反應熱烈，總計3
梯次已圓滿完成，共有64位各科主治醫師報名參加。

990809~
台南成功大學護理系教授趙可式博士，親自蒞臨台北榮總，選擇大德安寧病
房，作為期五天的臨床教學指導，期望透過此一標準作業流程模式以為範
本，教導全省各地來此學習安寧療護的護理人員。

990809~

自99.8.9至99.11.30止，每週皆有約7~10位來自全省各醫院的醫護人員，在
大德病房接受為期五天的安寧療護專業訓練，由陳小妮副護理長及病房資深
護理同仁帶領下，猶如傳愛種子，希望她們習得安寧照護精髓後，在全省處
處開花結果，造福各地有需求的病人與家屬。

990927

大德病房美術療育郭育誠、莫淑蘭兩位老師，針對大德病房同仁舉辦「美術
療育之彩繪甜心」特別工作坊，藉由彩筆搜尋心靈意象，同仁在老師14堂課
的薰陶下，歷時半年至99.9.27已圓滿結束，學員在完成畫作之餘，等同走了
一趟藝術治療之旅，歡喜自在。

病房活動

990921

由醫護同仁及志工隊共同籌備，於中秋節前夕，在大德病房交誼廳為病友及
家屬舉辦中秋聯誼活動，歌聲慰藉心靈，舞動融合節奏，陳曾基主任親自向
每位病人及家屬慰問致意，大家都深切感受到大德病房醫護團隊對他們的關
懷。

Q1. 什麼是「安寧共同照護」服務？

答：是為使末期病人於非安寧病房亦能接受安

寧緩和照顧所發展出來的照顧模式。

係由安寧緩和醫療照護團隊協助原診

治醫療團隊共同照護癌症末期病人，並提

供末期病人及家屬安寧療護相關諮詢之服

務。

Q2. 什麼病人適合申請「安寧共同照護」

服務？

答：當末期病人出現困難控制的症狀，例如疼

痛、呼吸困難、噁心嘔吐、便秘、譫妄、

臨終躁動、腫瘤潰瘍傷口、淋巴水腫等，

極需協助評估及處理時。

當末期病人或其家屬出現憂鬱、焦

慮、死亡與瀕死調適等心理社會問題時；

或亟需協助對自我生命意義與價值之認同

與追尋時。

當需要專人協助病人或其家屬針對癌

末診斷及預後之病情告知，及病情告知後

之情緒支持與心理調適；或需專人協助病

人或其家屬協助治療照護模式決策，例如

增進對安寧緩和醫療照護之瞭解，簽署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意願書/同意書」之權

益，善終準備及臨終照顧場所之決定時。

原則上，只要負責原病人照護的主治

醫師認定為末期病人即符合收案條件，可

以申請「安寧共同照護」服務。

Q3. 接受「安寧共同照護」服務有什麼

好處？

答：當確定收案後，將有專責的「安寧共同照

護小組成員」會定期至病房探視病人及家

屬，並與原診療團隊醫護人員討論病人處

置，視需要協助病人照護。

Q4. 如何申請「安寧共同照護」服務？

答：請直接告訴您原病房的醫護人員，經您的

主治醫師同意之後，我們即會在上班時

間，儘速拜訪您。

本院目前有三位共同照護護理師依分

配服務不同科別病人。

Q5.「安寧緩和醫療共同照護」需要付

費嗎？ 

答：不需付費。 

Q6.一定要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

意書」才能申請「安寧共同照護」

服務？

答：否，只要末期病人有上述需求，經病人/家

屬及主治醫師同意後即可申請。

Q7.可不可以隨時終止「安寧共同照護」

服務？

答：當然可以。

◎諮詢專線：(02)2875-7211
  台北榮總大德安寧病房護理站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出版

大 德 安 寧 病 房 紀 事
   (99年7~9月)■編輯部

■編輯部

台北榮總

  安寧共同照護服務介紹
                          （病人家屬版）

編：請教是什麼因素，讓您決定從原來住的病房轉

到大德安寧病房？

楊：其實住進大德像是一種自然的選擇，事實上我

當時並不曉得大德病房是什麼，也沒有多想，

那時候的心思都放在醫生的指示上，治療完出

院後我就開始往郊外走。我人生中有很多的第

一次都是發生在治療期間，譬如說我第一次去

北橫，帶著我的家人開著我岳母的車出去玩，

沒有目的隨便開著車，但在那樣的旅程中就有

一些意想不到的驚喜。

過著這樣的一段日子後，在98年的3月知道

化療控制已不理想，因我這兩年都有受到自然

療法、自癒力觀念的影響，瞭解醫療本身是有

限的，我一直受到這方面思想的洗禮，明白人

跟自然其實是合而為一的，所以我就開始勤練

氣功，尋求自我療癒的過程。

後來又碰到我師父教我練氣功。有一天

我拿到他的名片，上面寫著：「因病得道」，

我當時感觸就很深很深！因為之前我母親肝癌

在榮總過世的時候，當時我們並不了解，試圖

極力搶救，後來我很後悔，甚至痛哭流涕，因

為在我母親最後要往生的那個階段是一種很殘

酷的過程，當病人要用呼吸器去維持生命的時

候，那是一種煎熬。從那之後我就有一個觀

念，如果要走，應該要自然的走，因此當我的

病情每況愈下後，便選擇不做積極治療，而是

注重生活品質的安寧病房，這就是為什麼我選

擇來大德病房的原因。

編：請問又是什麼動機在你住院的期間皈依佛門？

楊：嗯…是因緣吧！十幾年前我哥哥也因為大腸癌

過世，他是一個很乖巧又人見人愛的青年，但

是在他最好的時候卻突然生病而且很快就走

了，因為這個原因我開始接觸到正信佛教，當

時突然就力排眾議，堅持完全要用正信佛教的

方式處理，包括助念和入殮，當時我哥哥的遺

體也沒有進殯儀館完全是放在家裡，出殯的時

候也沒有花錢，全部自己佈置，那是我第一次

受到佛教的衝擊。

在十幾年前健保很多都不給付的情況下是

要花很多錢的。當時所參考的就只有雷久南博

士講自然療癒的書，因為當時整個醫療資訊感

覺上都還是西醫的強勢。當時想皈依的因緣還

不夠，因為重心是放在我哥哥身上，後來這十

幾年我因為很忙，雖然都有親近道場，卻沒有

衝動去皈依。

但我沒想到進了大德病房以後，卻有很強

烈的想法想去皈依，當然在治療過程中有很多

不同的宗教來幫我做祈禱，每個人都希望我能

夠皈依在他的宗教門下，但是因為我跟佛教的

因緣比較深厚，所以非常感謝大德病房這邊能

夠介紹，讓我能夠皈依到夢參老和尚，他跟這

邊的督導和法師因緣也很深，所以一切都是因

緣。 

編：可否請您談談住在大德病房的感受？

楊：我來這裡的感受非常驚訝！第一次了解在我理

想中的照料或是醫療，應該就是這個樣子。以

前不管是在醫院或是診所，給我的感覺都是冷

冰冰的，包括我曾經設計過的醫院，像是高雄

長庚醫院和羅東的博愛醫院，當時因為醫學規

劃注重的是動線，像我們在榮總看到的這種三

角形規畫算是最快速的動線方法，在當時奉為

圭臬及指標，可是我們心中是有反抗的，因為

我們在國外看到很多醫院，是帶有比較人情味

的。

我住進大德病房以後，第一個感覺就是，

這才是我理想中的照料模式，所有的團隊像朋

友又像家人，而我完全不像病人，好像在這邊

渡假，他們對我有求必應，只要有哪個地方不

舒服了、有問題了，包括我家人的一些反應，

所有的醫療團隊都把它當成很重要的問題來解

決，超乎我的想像。譬如當我覺得心情比較低

落，他們就馬上來做一些了解，細節不說光是

講洗澡，我這輩子就沒洗過這麼舒服的澡，在

這裡沒有人把你當病人，都把你當朋友，以目

前國內的醫療水準跟制度來說，要做到這樣全

方位的照顧是很困難的，後來我才了解這是因

為有「大德基金會」在背後支持。

事實上在我來大德病房之前，就連續有三

位醫生來看我，當時我覺得很怪異，我問他們

為什麼要這麼嚴格，一定要再三的問我是否確

定要來大德病房？我當時不太了解，還問我有

什麼期望？我當時回說那不就是一個安寧病房

嗎？怎麼好像要考試一樣？後來我發現能上來

完全是個機緣，如果沒有這個認知的話，會辜

負所有付出的人。後來當我切身感覺後，就真

的非常感謝這個團隊，它很有特色，每個人都

有每個人的特點，有活潑的、有冷靜的，非常

能夠補足病人跟和家屬之間的互動。

其實也很簡單，就像我們作設計一樣，如

果你的目標很明確，你來的客人都認知你的熱

情，你就會做的很起勁。因此當病人了解死與

生是同面的時候，那醫療團隊也比較好掌握整

個狀況，大概是這樣，所以我覺得推廣安寧病

房太有必要了，我們很需要這類觀念的啟發，

當然這很困難，因為這確實需要有心人來經

營，我覺得這邊做的真的是沒話講。

編：請問您有什麼心願想要完成？

楊：呃～我必須說，我現在每天一睜開眼睛，就是

活在當下，我每天去享受每一刻每一秒，隔床

的老伯前幾天還在打麻將，昨天晚上就已經告

別人世了，這麼的平靜，連我都不知道，所以

我覺得這種過程，大家都有心理準備，然後每

天去過好日子。以我今天心情來講，如果沒有

放下，還會想去做很多事，但是世界這麼大，

人類那麼多，要完成的事也不是在片刻就能夠

完成的，因此我放下了，我要活在甜蜜中，以

一種慢活的型態。

在韓國當代有一位很有名的禪師，曾說過

一句話「凡活著的盡皆幸福」，只要能活著就

是幸福的，不管是苦或痛，你都是幸福的，我

現在的心情就是這樣，我希望自己能夠一直盡

量的保持這個想法。最後呢！真的還要再次感

謝大德安寧病房團隊跟「大德基金會」，感謝

所有的志工，和一些默默貢獻愛心、捐款給基

金會的人，謝謝大家！

編 輯 部 後 記

楊克宇先生是從事設計及攝影的藝術

家，罹患大腸癌2年後，於99年3月入住大德

安寧病房，住院期間與團隊成員共處融洽，

經其首肯透過錄音採訪對入住大德安寧病房

之經驗分享，編輯部以逐字聽打完成文稿，

刊登之自畫像及照片業經家屬同意，至為感

謝。楊先生於同年6月安祥往生，8月植葬於

「法鼓山生命園區」。  



第
一次踏進大德安寧病房是因為探望好

友王大姊，她住20床，是單人房。推

開門，她神色自若的坐在輪椅上，正和蘇逸玲督

導長談話，顯然疼痛已經受到控制。窗外藍天白

雲，色彩繽紛的花園，從床邊的透明窗牆映入，

添加了活潑喜樂的氣息。來到病房交誼廳的書報

區，有病人坐著輪椅正在看雜誌，家屬則在旁邊

的料理區清洗水果，仔細看那位病人，正是我今

天想一併探望那推展綠建築多才多藝的楊克宇先

生。病房的宗教師法成法師和蘇督導長引領他們

全家皈依的那天，我剛好躬逢其盛，雖然只有一

面之緣，卻印象深刻。對大德安寧病房的疑慮也

因探望王大姐和楊克宇先生而就此解開。

我的大姊在住院前二個月因聲音沙啞，肩

背部疼痛，檢查後發現罹患肺腺癌，經過一連串

治療無效後，決定在家採取緩和醫療的方式。向

醫院申請安寧居家服務，未幾居家護理師杜淑文

即開始到家裡，協助打針、洗澡、按摩及教我們

如何照護。有天半夜，氧氣製造機突然跳電，等

發現時大夥兒焦急恐懼不知所措，幸好問題在慌

亂中解決。隔天，淑文和楊醫師到家裡和大家討

論，建議是否考慮住院。身體一向硬朗的大姊，

總是扮演照顧人的角色，對輪到自己需要打針吃

藥很難接受，加上平日睡眠不好，住院時會因病

房醫護人員的出出入入，推門的聲音每每打斷睡

意，更讓她排斥住院。而且住安寧病房給人的感

覺，總覺得那就是去等死，是個一去不復返的地

方，而大姊堅持「最後要在家裡」。淑文提醒我

們：「其實住大德病房也有病情穩定出院的，或

可以留一口氣回家」。

阿彌陀經提到「若人執持阿彌陀佛名號，

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

土。」所以大哥急切盼望大姊能減輕疼痛，把持

最後一念，心不顛倒。我向大姊提到探望王大姐

的情形，描述大德病房的設施，並且說：「夢參

老和尚說癌症的痛最痛，他痛過，我們無法體會

您的痛，您不用忍耐，到大德病房醫生用疼痛控

制可以減輕您的痛，您真的不用忍耐。」大哥向

姊夫說明需住大德病房的必要，最後由姊夫向大

姊保證，只要大姊想回家就立刻送回，於是大姊

才答應。

隔天住進大德安寧病房，護理人員溫柔體

貼，慈悲善解，視病如親。寬敞私密的房間，可

以借用多把塑膠坐椅，同時容納多位家屬陪伴；

本身是護理師又是芳香治療師的慧芳特別調製

的精油，可是為病人個別量身打造的；想聽音樂

可以借CD片及播放機；床上睡久了如想換個姿

勢，則有大大小小的舒適枕頭可使用：想打果汁

或煮點料理，交誼廳有料理區，鍋碗瓢盆儘管

用，書報、餐桌、沙發、電視，甚至鋼琴都有；

想討論事情有會心室；臨終還有助禱室；病人有

話想要跟家人或朋友說，有志工樂意幫忙錄音或

寫下來；想邀請朋友來，志工會聯絡，甚至幫忙

作邀請卡片；有話想傾訴，心理師、社工師及宗

教師陪著你。每天都有志工煮的養生茶，每週五

還有養生粥；週四更有郭老師的氣功導引等種種

照顧措施，大姊對此讚不絕口。尤其是超音波洗

澡機的SPA，洗過的病人都說讚；如果想到外面

透透氣，有號稱賓士級造價十萬的輪椅可以坐。

林明慧醫師真是大德淨土的佛菩薩，大姊

喝水容易嗆到，胃口不好，我們擔心她的營養攝

取，詢問是否需要插鼻胃管，林醫師說：「要插

鼻胃管前，你們自己先插插看，再決定要不要幫

她插？」 又指著旁邊的醫護人員說：「你問問

她們，如果是她們，要用吃的還是用插的？」她

們都說用吃的。慈悲的大醫王啊！這一切是這麼

完美，但最終仍無法挽回大姊血氧下降，氧氣不

足的來臨，姊夫告訴戴著氧氣罩無法言語的大姊

說，要送她回家，她點頭回應。

回到家，諾那精舍的師兄做臨終導示，引領

家人一起助念，大姊奮力唸出幾聲阿彌陀佛後斷

氣，助念兩個多小時，發現大姊張開的嘴巴居然

合上，而且嘴角上揚，帶著笑容，含笑而去，莊

嚴的瑞相，真不可思議！見證了阿彌陀佛四十八

大願中第十八願「我作佛時，十方眾生，聞我名

號，至心信樂，所有善根，心心回向…。」真實

不虛！ 感謝許秉權、蔡俊明、顏上惠、林明慧

等醫師、蘇東平副院長及所有醫護菩薩，悉心照

護；感謝大德的安寧醫療團隊和諾那精舍，讓大

姊順利把持最後一念，心不顛倒，安祥往生。大

姊驟然離去，著實給我們一次震撼教育，萬般的

不捨不忍，只有想起瑞相顯示，她順利登彼岸，

生佛國，才稍稍減輕大家的傷痛和不捨。

告別式後，緊接著罹患肝癌的三姊夫發燒

住院，在普通病房，醫生發出病危通知後，採保

守治療，大德病房的安寧共照護理師開始到病房

關懷。隨後也依序安排住進大德安寧病房，幾天

後，精神好些，徵求醫生同意，返家休養，病房

的護理人員頻頻打電話來關懷，安寧居家護理師

也開始接續到家服務。

解開了大德安寧病房的疑慮後，親身感受大

德病房的人性關懷，了解住大德病房不但不是不

歸路，也不是消極等死的地方，而是提供緩和症

狀治療、提高生活品質，維護臨終尊嚴，發揮至

高無上大愛的淨土，更將服務延伸到院內需要的

病房，提供安寧共同照護服務及安寧居家照護服

務。

除了院內編制的醫生、護理師、居家護理

師、社工師、營養師之外，大家看到大德安寧病

房和一般病房不一樣之處，有心理師、宗教師、

藝術治療師、氣功師、志工、芳香治療、洗澡

機、特殊的傷口敷料及醫用耗材…等人力物力，

則全由捉襟見肘的「大德基金會」資助，基金會

是全靠慈善人士捐款，您我就是慈善人士。「大

德基金會」急需大家護持，發心之餘，即便不是

大德人，也可做大德事啊！受者歡喜，大家歡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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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大德安寧

療 護 發 展 基 金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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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
伯伯是一個資深的榮總員工；在

他20幾年的工作生涯中對榮總的

感情真是無可言喻，看著他細心的描繪他最

常散步的路線圖並將榮總週邊的環境清楚的

描繪，他常懷念他在榮總東院區當班長時的

工作歷程，在他身上我學習到堅毅不拔的精

神及對工作的堅持與熱誠。出生在浙江省普

陀山附近的小漁村，在他十幾歲時就隨政府

離鄉背井逃亡到台灣，回憶中的家鄉風景秀

麗，幾次的探親，至親已不在，景物也改變

許多，讓孫伯伯失望難過了好久，但是過後

不久還是懷念起家鄉的好山好水。

伯伯於九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安詳的離開

我們，看到這張相片中他專注的模樣，讓人

懷念起他認真堅毅的樣子；感謝您與我們分

享精采的人生旅程。

美術療育賞析

散步，是孫先生最喜歡的活動，對榮總周圍的

道路非常的熟悉，用藍色的彩色筆一邊畫一邊

回想著散步的情景，腦海裏好像跟往常一般的

活動，他微笑這樣說著。「美麗的隧道」是孫

先生想要介紹我們去走走看看的美麗風景，他

用筆詳細的畫出隧道的位置，還用許多不同的

顏色點綴出燦爛的印象，他說每次到這裏看到

路旁的花朵以及隧道裏的燈光，總是讓他和一

起散步的太太，放慢腳步享受一下呢！

樂在工作20

本文收錄於《大德美感記事》第一輯，
歡迎支持本刊物（200元∕本）

大 德 春 暉
■大德安寧病房病友家屬 / 王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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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經採用贈予精美禮品。

※聯絡方式：電洽（02）2875-7698，

    台北榮總中正21樓大德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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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兩個星期沒法下床，我的腰好痛，

一動就會痛，我常常會覺得有吸不到氣的感覺。

我住院兩星期了，都不會好，我身體到底發生

了什麼事？」因為家屬擔心病人沒有活下去的

勇氣，所以楊伯伯至今還不知道他已經是癌症末

期，只是受到這些病痛折騰，情緒顯得低落。

胸腔科病房的轉診會診單寫著「68歲男性，

右下葉肺癌轉移左側肺部，合併肝臟、腰椎轉

移。最近因呼吸費力、疼痛加劇，期待安寧共同

照護小組的協助。」就這樣，我在很短的時間

內，至會診病房見到了楊伯伯。

經過會診並和楊伯伯的主治醫師討論後，決

定藉由止喘藥物與治療骨頭轉移的止痛藥物，以

緩解楊伯伯疼痛的症狀。很辛運地，經過四天的

藥物調整，我聽到到了楊伯伯的喜悅，「我現在

呼吸喘與腰椎疼痛好多了！」看到了他的表情，

我試著鼓勵他「我們雖然不能走，但是可以坐輪

椅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楊伯伯笑了，他接受

了我的建議，坐輪椅到門診池塘邊看看魚與呼吸

新鮮空氣，感受陽光的溫暖，世界不再只有病床

與電視，他已經可以走出這個小小的空間，享受

大自然的擁抱。

僅管家屬與醫療團隊沒有告訴楊伯伯目前

的病情，但可以感受到他已知自己的情形不太樂

觀。「我覺得醫師與女兒都在騙我，我知道自己

的身體越來越不行了，我不怕死，但是我希望他

們明白告訴我，而且這過程不要太辛苦。」經驗

告訴我，如果一直隱瞞楊伯伯病情，反而會使他

更焦慮，但因為家人的顧慮，不願意告訴病人實

際的情形，雙方無法開誠佈公討論，病人沒辦法

說出自己擔心的事情，甚至失去交待心願的機

會。經過與家屬的溝通與討論後，家屬同意讓醫

師告知楊伯伯他的病情，當他聽到醫師告知實情

後，一個獨立堅強的長者，仍不經意地流下了眼

淚。

三天後再看到楊伯伯，可以感受到他的心裡

已經沒有牽掛了，「我已經向孩子交代後事了，

但 我 想 請

你 幫 忙 錄

一些話給孩

子。」楊伯

伯對女兒交

代了許多事，包括家中的狗飼料要在哪買比較便

宜…等，把擔心的事都交待清楚，並說出對女兒

的祝福與感謝，期待女兒能有一個好歸宿。錄完

後，楊伯伯笑的好開心。

2010年5月我正式成為安寧共同照護小組的

一員，有許多人問我，什麼是「安寧共同照護小

組？」「安寧共照小組」是一個安寧療護醫療團

隊，將安寧照護的理念，推廣並落實於醫院的每

一個角落。當楊伯伯接受了安寧共同照護小組的

照顧，他也就同時獲得了兩個醫療團隊的支援；

一個是原本治療病人的醫療團隊，另一個就是安

寧療護的醫療團隊。楊伯伯雖然不住在安寧病

房，但可以經由安寧共同照護小組的服務，使他

的疼痛得以緩解，且在得知自己的病情後，與家

人互相表達內心的感受，並保有正向思考模式，

在最後有限的日子裡，得到平安與尊嚴，圓滿最

後的心願。我們期待更多的病人，在延長生命的

同時，也能免於疼痛與不適症狀。如何提升病人

與家屬的生活品質，讓病人能遠離身體的痛苦，

達到生命有品質，每天有平安，是我們共同的目

標，也是末期病患的另一種選擇。

末期病患的另一種選擇 ~

           安寧共同照護

安寧共照護理師楊琪

■安寧共照護理師 / 楊琪

安寧照顧點滴

透過安寧共照服務，病人在生命落幕前實

現與家屬完成道歉、道謝、道愛與道別之

四道人生，了無遺憾。

(照片業經家屬同意刊登) 

大德病房許願樹

愛的圓滿在此展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