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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04
臺北榮總於 101 年 7 月至 102 年 6 月期間推廣預立簽署安寧緩和醫
療意願書暨健保卡宣導成效優異，由護理部李劉瀅瀅共照護理師代
表出席衛生福利部於 10 月 4 日上午舉辦「安寧緩和醫療意願註記健
保卡」推廣成效優良機構表揚記者會並代表領獎。

102/10/08 「紐約生命關懷志工聯盟」李海蒂女士至大德安寧病房參訪 2 天，
由蘇逸玲督導長負責接待。

102/10/23
「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評審團於下午至大德安寧病房實地勘
查及評分「安寧居家創意舒適護理」，由陳小妮護理長及杜淑文護
理師做簡報及詢答，結果得到評審團之肯定，獲得「SNQ 國家品質
認證」銅牌獎。

102/10/25 邀請周國華老師至大德安寧病房講演「細胞與五行概論」之在職教
育，志工與護理師踴躍參加，獲得熱烈迴響。

102/10/28 邀請大德安寧病房的病人及家屬，參加「幸福花園」活動，由陳小
妮護理長帶隊，醫師、法師及志工隨行，舒展身心。

102/10/28 衛福部宜蘭醫院血液腫瘤科林純吉醫師至大德病房代訓五天 (10/28-
11/1)。

102/11/14 新加坡的安寧緩和慈善機構雅西西慈懷病院 (Assisi Hospice) 派林麗
貞社工師至大德安寧病房參訪，由蔡美惠社工師負責引導參觀交流。

102/11/15
蘋果日報至大德安寧病房採訪安寧居家護理師杜淑文所研發創新的
長期臥床病人洗澡床，目的為嘉惠更多病人，並推廣該產品至長期
照護機構及弱勢團體使用。

102/11/16 大德安寧病房特殊心願完成 - 為病人女兒舉辦台北榮總與美國之視訊
婚禮，由神父主持天主教婚禮儀式，現場並接受眾人的祝福。

102/11/18 花蓮市慈濟醫院與嘉義市聖馬爾定醫院各派一位社工師至大德安寧
病房見習五日 (11/18-22)，由蔡美惠社工師負責督導。

102/11/18 衛福部宜蘭醫院吳致儀醫師與桃園天成醫院許宴浚醫師連袂至大德
病房代訓五天 (11/18-22)。

102/11/21 「台灣醫事聯盟協會」陪同山東預防醫學會等 14 位衛生專員至大德
安寧病房參訪，由陳曾基主任負責引導參觀解說。

102/11/25
102 年度大德安寧病房志工院外教學活動偕安寧團隊成員共 26 人參
與，有心理歷程性繪畫、精油按摩及平溪菁桐知性之旅，計兩天一
夜，滿載而歸。

102/12/10
針對 102 年度安寧緩和醫學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資格認定，「安寧緩
和醫學學會」工作人員協同三位訪查委員於本日下午至大德安寧病
房作實地訪查。

102/12/11
感恩大德安寧團隊志工夥伴們、醫護工作人員一年來盡心盡力服務
病人、家屬，及北榮院內、外相關單位人員之支持，假蘇杭天母店
舉辦年終感恩餐會。

102/12/18
大德基金會第四屆第四次董事會議假台北晶華酒店舞蝶軒召開，針
對 103 年基金會之工作計畫及預算等事項進行討論，由林董事長芳
郁主持，會議圓滿結束。

102/12/21~22
為推廣安寧緩和醫療理念，培植安寧緩和醫療專業人員，北榮於
102/12/21 始與中榮、高榮及大德基金會聯合辦理「社區安寧專業人
員訓練」，訓練課程規畫分課程講授及實習部分。

102/12/23
一年一度的聖誕歡樂派對在大德安寧病房的志工及護理團隊協力合
作下，推出一系列的精彩節目，如：總醫師演唱歌曲，社工師演奏
大提琴，北榮精神部病友團體表演歌唱，大德志工隊表演西遊記等，
將聖誕佳節氣氛帶入病房，大家歡喜。

102/12/23 衛福部豐原醫院及康寧老人養護所各派一位社工師至大德病房實習
五天 (12/23-27)，由蔡美惠社工師負責督導。

姓名 捐款金額
華榮基金會 500,000
黃瑞娟 200,000
劉大丘 200,000
胡家麒 100,000
曾恭平 100,000
黃信彰 100,000
彭家寶 50,000
傅梁秀鴻 30,000
李淑蓮 20,000
邱義誠 20,000
柳若諭 20,000
常康瑜 20,000
許華玲 20,000
柯一正 15,000
凌憬峰 15,000
吳美秀 12,000
珍苑有限公司 12,000
唐津食品公司 12,000
海聖有限公司 12,000
張雲榮 10,020
丁憲灝 10,000
杜崇正 10,000
姚建中 10,000
張煊富 10,000
陳仁慈閤家 10,000
陳玉如 10,000
新光醫院 10,000
賴吉惠 10,000
蘇慈容 10,000
方俊雄 9,000
林明慧 9,000

陳傳宗 9,000
賴靜娟 9,000
廖秀良 6,540
洪正修 6,000
洪錦燕 6,000
陳秉志 6,000
游國性 6,000
蕭永媛 6,000
蘇逸玲 6,000
丁傳秀 5,600
卞壽彭 5,000
林世和 5,000
林孟璇 5,000
許淑美 5,000
郭洺豪 5,000
陳映伶 5,000
戴文珊 5,000
羅義昌 5,000
蘇俊城 5,000
陳炳仁 4,500
洪夷貞 4,000
張旻煜 4,000
許阿恭 4,000
陳菊子 4,000
盧亞芝 4,000
安寧護理學會 3,600
無名氏 3,200
蘇陳密 3,200
王嘉菲 3,000
王駿為 3,000
吳福中 3,000
沈家潔 3,000

卓竑廷 3,000
林冠均 3,000
林靖華等 2人 3,000
邵明紅 3,000
徐開懋 3,000
張丰毓 3,000
張台平 3,000
張美娟 3,000
張素華 3,000
張黃秀雲 3,000
張謝桂英 3,000
許明仁 3,000
郭首呈 3,000
郭莉莉 3,000
陳杰葳 3,000
陳敬斌 3,000
彭金寶 3,000
游吳淑琴 3,000
費毅華 3,000
黃文靜 3,000
黃建興 3,000
劉江秀蓉 3,000
魏弘麗 3,000
張如禹 2,400
卞壽彭 2,000
王仁霖 2,000
王陳菊 2,000
朱佑晟 2,000
朱亞媛 2,000
朱泳家 2,000
吳富美 2,000
李　崇 2,000
李欽德 2,000
周志勳 2,000
周嘉蘭 2,000

奉賽明 2,000
張瑞欽 2,000
許宛珠 2,000
許陳隨玉 2,000
連佳慧 2,000
陳一忠 2,000
陳秉麟 2,000
陳映伶 2,000
湯士毅 2,000
無名氏 2,000
童金蘭 2,000
覃　義 2,000
黃啟銘 2,000
黃瑞妙 2,000
黃錫五 2,000
楊明成 2,000
楊婉伶 2,000
葉貴雲 2,000
趙潔英 2,000
劉玉琦 2,000
劉育伶 2,000
劉定霖 2,000
蔡佩樺 2,000
鄧雯心 2,000
賴詩翰 2,000
瞿李仙梅 2,000
蘇淑華 2,000
王國光 1,800
黃松嬌 1,800
胡雲孩 1,600
無名氏 1,600
朱寶貝 1,500
吳守文 1,500
吳許勳 1,500
吳惠娟 1,500

周碧雲 1,500
林牡丹 1,500
林美芳 1,500
林得元 1,500
林惠麗 1,500
林意卿 1,500
林錦綾 1,500
邵曉玲 1,500
凌演徵 1,500
徐祥琴 1,500
張馨文 1,500
莊文美 1,500
許均嘉 1,500
許凱如 1,500
許豪宗 1,500
陳翠玲 1,500
陳靜君 1,500
黃建禎 1,500
鄒莉娟 1,500
管道颺 1,500
蔡天發 1,500
蔡志婕 1,500
蔡志謙 1,500
鄭廣韻 1,500
鍾逸蘋 1,500
闕君芮 1,500
闕佳柔 1,500
蘇妧玲 1,500
吳艾臻 1,200
李銘彬 1,200
傅以慈 1,200
楊詒宗 1,200
楊詒宗 1,200
劉宛睿等 6人 1,200
羅裕民 1,200

王桂臣 1,000
王淑美 1,000
石木東 1,000
石廷宇 1,000
朱婉貞 1,000
吳美秀 1,000
宋瑀寧 1,000
李月嬌 1,000
李存白 1,000
李孟涵 1,000
李煌興闔家 1,000
李麗雲 1,000
汪吳敏惠 1,000
沈璧鳳 1,000
沈璧鳳 1,000
谷榮貴 1,000
谷榮貴 1,000
供應中心 1,000
周淑婉 1,000
林立本 1,000
徐于婷 1,000
徐立平 1,000
徐張月銀 1,000
徐梅琳 1,000
徐潤庭 1,000
高惠美 1,000
張富宸 1,000
許為舜 1,000
陳珍寶 1,000
陳銘溫 1,000
陳錠君 1,000
陳麗珠 1,000
彭子喧 1,000
湯錦俊全家 1,000
黃　綢 1,000

黃于倫 1,000
黃政田 1,000
黃振坤 1,000
楊以寧 1,000
楊沛瀅 1,000
楊柏榮 1,000
楊漢傑 1,000
詹郡萍 1,000
劉秉樺 1,000
蔡青蓉 1,000
鄭君華 1,000
鄭菊桂 1,000
謝明樺 1,000
吳柏林 900
陳淑琴 900
黃甫華等 2人 900
黃堂榮 900
黃興長 900
楊森源 900
劉富先 900
鄒雄治 820
邱毓瑩 800
鄭雅雯 800
申亞男 750
李光喜 750
謝雪娟 750
鍾雲華 750
黃亦瑩 630
王冠如 600
王嘉霈 600
余桂伶 600
汪建宏 600
武秀芳 600
洪銘堯 600
胡鎧庭 600

陳亭佑 600
陳高惜 600
陳紫微芳 600
陳菁若 600
曾常暉 600
項偉鳳 600
董虔呈 600
劉漢東 600
潘丁貴 600
蔡　秀 600
顏國年 600
丁文傑 580
仁心病房 500
石惠萍 500
余　祥 500
呂琇蓉 500
李佾璇 500
李敏村 500
李清山 500
李煌興闔家 500
林佳玲 500
林純貝 500
林國助 500
林陳蜜 500
林陳錦秀 500
倪志琳 500
許水姍 500
陳英美 500
陳茂泉闔家 500
陳敬雄 500
蔡旻秀 500
鄭又瑋 500
鄭智綱 500
韓明全 500
錢　蓓 415

余　祥 400
李葳葳 400
陳英美 400
項曉蘋 350
丁文傑 300
李仁傑 300
周金英 300
凌演徵 300
許玹等 2人 300
陳宣吟 300
黃季庭 300
黃美子 300
藍至國 300
江智慧 250
丁樫隆 200
朱婉貞 200
朱賢湯 200
李仁傑 200
陳成福 200
陳明德 200
陳銘宗 200
曾于珊 200
葉淑媛 200
劉宛睿 200
劉怡中 200
吳月雲 100
吳艾庭等 2人 100
陳亮璇 100
蔡慶瑜等 2人 100
蔡慶齡 100

簽署DNR優良單位授獎-由李劉瀅瀅護理
師(右2)代表北榮領獎

大德病人女兒視訊婚禮眾人齊祈禱與祝福

蘇督導長(左3)、大德病房陳護理長(右
2)及大德志工與病人家屬(中)於病房聖
誕活動歡樂合唱

為病人女兒(左2)舉行視訊婚禮以完成
病人心願

社區安寧專業人員訓練課程講授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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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安寧病房紀事
 (10２年10~12月)■編輯部

林院長(第二排右6)與北榮院內各科部
長官們於年終感恩餐會中與大家合影

大德安寧團隊人員與病友(前排左2,中,
右2)及家屬參與幸福花園活動

生策會評審委員(中1,2)至大德安寧病房
實地勘查

大德之愛

102年9月-11月捐款名單

這
天，我懷著忐忑的心情，來到台北榮

總大德安寧病房，開始為期三個月的

住院醫師訓練。

大多數的人聽到「安寧」就很排斥，就覺

得安寧是一個等死、不好的地方，但我在受訓的

過程中找到了答案。「安寧療護」是協助癌末病

人渡過最後一段安適、有意義、有品質的生活，

盡一切努力照顧病人，讓他們可以安祥、舒適地

活到最後一刻。安寧療護並不是放棄治療，而是

像加油站一樣，當病人與家屬在疾病的侵蝕下耗

盡了勇氣和能力的時候，可以到這裡來休息和補

充，藉由醫療團隊的力量來陪伴他們一起走完人

生的路程。

剛到大德安寧病房的前幾天，不論是病人

症狀的治療或是言談上的溝通，對我都是一種考

驗，話要怎麼說？該保持怎樣的態度？反而是

大德病房的病人教會了我很多，凡事都得放慢腳

步，三思而言或再執行，例如：王先生年輕時在

工地工作，香菸檳榔總不離口，在罹患口腔癌

後，頸部有一個拳頭大的傷口，不能吞嚥也無法

言語，只能由鼻胃管進食，日漸消瘦。因為年少

時逞兇鬥狠、四處漂泊，與家裡關係不好，家人

並不時常來探望他，所以在病房內總見他孤獨的

一個人。雖然他常用手勢表示自己快死了，但是

伴隨著焦慮而來的卻是他的堅毅及與癌症抗戰到

底的決心，縱然瘦到三十幾公斤，他卻從不曾要

別人扶持，總是自己如廁、洗臉。但傷口日益擴

大，每每在清理傷口或抽痰時，他總是疼得流下

淚來，手緊抓著床欄，而我們也只能更仔細小心

的清著傷口，拿面紙拭去他眼角的淚滴，輕輕的

拍著他細瘦的手。

當深夜來臨，人們進入甜甜夢鄉的時刻，

一個男人的尊嚴卻被疼痛挑戰而流下淚來，也因

為頸部腫瘤以腫大到壓迫氣管，讓他根本無法躺

下休息。有一次巡房時，我如往常般輕拍著他的

手，陪伴他的時候，他卻將手反握了我一下，直

視著我的雙目。那一瞬間，我驚訝不已！一直以

為，或許我能安慰他點什麼；但在那一刻，卻是

他，非關言語地，安慰著我為他心疼的心。這位

籠罩在黑暗和死亡孤寂中的癌末病人，沒有自怨

自艾、沒有怨天尤人，卻是為了我這點心疼伸出

了溫暖的手...。

在大德安寧病房裡，我常被病人的堅忍所感

動，為家屬的勇敢感到佩服，這是一份讓人成長

的工作，更是體驗生命的地方。在這裡，我看到

兒子把生病的父親抱在懷裡柔聲輕撫著他入睡，

也看到女兒為了母親辭去工作無微不至的陪伴照

料，更看到為了妻子的往生痛哭失聲、絕望無助

的男人。社工師及心理師鼓勵病人與家屬共同回

憶昔日時光曾擁有的一切，彼此敞開胸懷說出自

己的感受，接受彼此的情緒發洩，也協助家屬與

病人溫馨的道別，讓雙方了無遺憾。在這三個月

的訓練過程中，雖然經歷不少病人的生離死別，

但並沒有因此而麻木，反而面對的越多，我的感

觸也越深、感動也更多。

在大德安寧病房的這些日子，照顧癌末病

人的過程中，除了對於人的生與死有了很深的體

悟外，也對醫療有了不同的體會，學習以病人及

家屬的意願與感受為最高指導原則，強調團隊合

作的精神，藉由醫護人員、社工師、心理師及宗

教師的團隊照顧，以最積極的態度從醫療、心理

和靈性出發，給予全方位的照護及痛苦症狀的緩

解。很榮幸能夠在這三個月中與如此優秀的夥伴

們共事，你們的專業及熱情每每令我讚嘆，也謝

謝四位主治醫師的無私教導，真的是獲益匪淺！

期許自己日後也能為安寧照護貢獻心力。

■新光醫院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
　台北榮總大德病房代訓醫師 /高瑜蔓醫師

高瑜曼醫師(前排左2)和護理同仁與病友及家屬合影

勇 敢 說 再 見

大德病房志工院外教學之心理歷程性
繪畫學習

大德病房志工與安寧團隊成員參與年
度院外教學活動合影

時序春正 萬象更新

感謝社會大眾的愛護與支持!

感恩十方大德的挹注，

得以充裕大德病房的軟硬體設施，

進而提供病人及家屬更好的服務！

大德安寧團隊會繼續努力，

耕耘這片福田，

造福更多需要關懷的病友們！

謹此 奉上一份最誠摯的感恩與祝福！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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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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德之愛大德之愛第二版 大德美育專欄

美感紀事

今
年228公園馬市長遭人吐口水事件，

讓團隊發現了一個小秘密！單身的阿

蓮姐對咱們英挺的馬市長有著少女般地仰慕

。為了雙眼發亮、目不轉睛盯著螢幕上馬市

長的阿蓮姐，熱心

的陳健文總醫師義

不容辭上網mail給

馬市長傳達支持的

心意，而馬市長竟

也親自來電致謝，

並加油打氣。當天阿蓮姐臉上的笑容久久未

散......。

美術療育賞析

玉蓮姐是位喜歡旅遊的人，在回憶中珠江是她

最深刻的印象，尤其那裡的山巒綿延不盡，現

在回想都還是讓她回味無窮。這樣的感覺玉蓮

姐選了綠色，大氣勢地將遠山的起伏曲線和珠

江流動的河水畫得流暢，作品中也流露對自由

的嚮往。最後簽上紅色的名字顯示玉蓮姐有個

熱情的心。她也喜歡聽鄧麗君的小調老歌，她

面帶笑容地跟我們說，每想到鄧麗君的唱歌模

樣，就會讓她暫時忘卻身體不舒服。

馬市長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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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文章收錄於《大德美感記事》第一輯，

歡迎支持本刊物（200元∕本）

安寧照顧點滴

Dear Taipei VGH Family:                                                        August 2013

Words can’t express how thankful we are for the loving care you 
provided our grandpa during the hardest time ofhis life. The entire staff 
was so patient and supportive, not only to Grandpa but to Grandma and 
our entire family. It’s been hard for us to see and hear about his suffering 
from so far away, but knowing that he was in good hands made it easier. 
We know that you became a second family to Grandpa, and we will 
always consider you a second family as well.

This was the first grandparent that we lost and as hard as it is he 
lived a long and happy life. We are thankful that he was only in pain for a 
little while- and even then, he was always surrounded by family, friends 
nurses and doctors. More than medicine, 1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my grandpa’s treatment was the kindness he received from the staff. 

The nurses were attentive to all his needs often staying past their shifts 
and visiting him on their days off. However because their responsibilities 
seemed extremely tiring, we think i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all if the 
hospital were to consider increasing the staff.

My grandpa once told us that he would love for the staff to be his 
friends again in his next life. We will especially never forget everyone’s  
gentle care the day he passed away. We’re glad that so many of you 
were at his side when he died. Your presence made a huge difference in 
his (and our) lives. We hope you continue to touch other patients and 
families as you have touched us. We will be forever grateful to you.

Thank you and all the best

Catherine & Karen Ku

■大德安寧病房病人家屬/俞胤如

給 大 德 安 寧 團 隊
         的 一 封 信

作者的兩位女兒給大德安寧團隊的一封信

敬愛的大德團隊：

家父俞春炎先生在八月一日進住大德病

房，並於八月十六日病逝，在這段期間感恩大

德團隊在他人生最艱困的期間對他的扶持，因

為您們，他在很有尊嚴的情形下走完人生路。

本人因僑居美國，自從家父六月初被診

斷出為癌症末期後，告假返台陪伴他一個月，

最初在某大醫院住院三週治療，看見父親每日

任由醫護人員不斷添加白蛋白、營養液…吞下

無數難以吞咽的藥丸，鳥青的雙手還得忍受因

找不到血管不斷被扎針之苦，明知這是無謂的

治療法，卻毫無對策。心疼父親不但要身受病

痛的折磨，還得時時當醫療人員的實驗品，毫

無尊嚴可言，讓同樣受過癌症之苦的我憂心不

已。記得當返美歸期已至的當日，父親把我叫

到床前，要我和兄姐商量，當他可以出院居家

療養後，一定還會有再住進醫院的情形，是否

該考慮轉至其他醫院？一向很沉穩的父親己對

這所大醫院喪失了病人該有的信賴感，我無言

以對，只能帶著淚水趟上歸途。

雖然人在美國卻心繫台灣生病的父親，每

日只能和家人用視訊暸解狀況，父親出院居家

療養後，病情每下愈況，寢食難安，家人卻束

手無策憂慮不已。因緣際會在趙可式博士的幫

助下得知台北榮總具有專業的大德安寧團隊，

父親在林明慧醫師的診療下進住大德安寧病

房，父親在視訊中和我說，他在您們的照顧下

終於能睡個好覺，洗個舒暢的澡，不用再每天

害怕面臨找不到插針的血管…，看著他慢慢道

來，雖然深知這樣的好景不可能延續不斷，我

還是為他流下了高興的淚水，因為至少父親在

大德安寧團隊的照護下 能夠有尊嚴的活著。

  該面對的還是會來的，在林醫師的示意

下，母親告訴我父親曾渡過一次危險期，為了

害怕再錯失父親人生中多次的重要活動，我再

次告假帶著倆位女兒返台陪伴，感謝老天爺給

了我們母女三人多天陪伴父親的時間。期間女

兒們每天 到醫院陪伴外公，為他老人家按摩拍

背話家常，因為貼 心也逗樂他老人家。現就

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女兒一向行事敏銳，第

一天回家就對我說：「大德安寧病房的工作人

員看來都很忙碌，為什麼每個人卻能隨時面帶

笑容，對病人好有耐J 心啊！很 不同於其他醫

院，怪不得外公對我們說下輩子還要他們當朋

友！」

  我們母女有幸，雖然照顧父親的時日不

多，可是父親將這人生的重要一刻讓我母女三

人陪伴在側，安詳走完他人生的最後一程，也

讓孩子們看到醫護人員對往生者的尊重，從擦

身更衣到對家屬的撫慰皆從容不迫，毫不在乎

延誤下班時間，處處讓在美國生長的姊妹倆留

下深刻難忘的印象。

辦完父親的身後事，晚上一抵家門，準備

先行返美的孩子們拿出準備好的感謝信函，要

我代為郵寄給大德安寧病房，謝謝您們在這期

間對外公的照顧，您們不只留給外公，甚至我

們整個家族永難忘懷的人生經歷，就如孩子所

寫的對大德一 切的感激是無法用筆墨形容。

 她倆對我說每次看到大德安寧病房的醫

護人員都好忙碌，美娟阿姨、曹阿姨過了下班

時間都還沒走，其它我們沒碰到的護士阿姨一

定也是這樣。有一天護士阿姨該換外公的點滴

了，可是她們正忙於一位剛往生的病人，欠缺

人手的情況下只能先將點滴給關了。那天外公

走時，醫護人員也都花了好長的時間陪伴我們

處理外公的相關事宜，或許就有其它的病人會

因此受到影響，當女兒們知道大德病房的安寧

照護宗旨後，都認為這樣好的宗旨為什麼不增

加人手，大力推廣讓更多需要受照護的人受

惠？她倆在小學時就陪我走過手術化療之路，

我想孩子對“癌症＂二字的 心歷路程比許多人

深，她們遞給我暑假打工賺的零用金，要我代

為轉捐大德基金會聊表心意時，我懂！孩子看

到了她們該盡 心力之處，那怕是微薄之力也是

一種助力吧！

   在此還要特別謝謝我至今還不知大名的

心理師，謝謝您在父親離去的前一天下午，因

為您的導引讓父親知道子女們是多麼深愛著

他，他那靦腆的笑容和那含淚的眼角這一幕至

今令我難忘。更謝謝大德團隊整個晚上陪伴著

因悲傷過度而情緒失控的家母。再次的謝謝您

們，永難忘懷您們的恩惠！

大德年終禮讚
■台北榮總大德病房志工/黃曉圓

歲
末是感恩的季節，參加了今年的大

德安寧病房年終感恩餐會後，心有

所感，整理出近半年來大德安寧團隊的點點滴

滴，與伙伴們再次分享心得。

幸福花園：十月份共有五位大德病房的病人及

家屬們，由安寧醫療團隊醫護人員及志工陪同

到圓山花博公園，讓病友們去晒晒太陽，吹吹

風、透透氣，並且陪同他們種植永生花。

電影欣賞：11月份配合兒科病房的邀請，大德

病房的病人及家屬一起走入電影院，觀賞電影

「總舖師」。這活動出動了醫師、護理師、社

工、志工等多人，只為讓病友們能有新奇的感

受、感動，抒解沈悶的病床生活。

視訊婚禮：在大德病房為病人的女兒辦了一

場台北榮總與美國的視訊婚禮，團隊人員將病

房交誼廳佈置得喜氣洋洋，當天有神父、有親

友、有觀禮的祝福者，溫馨洋溢，圓了伯伯的

心願，讓他無憾往生。

美麗變髮：滿頭毫髮的病友，希望往生時能髮

色柔美，安寧團隊的護理師充當美髮師為病友

變髮，看著她心滿意足美美的往生，讓家屬無

憾且感動不已。

心靈饗宴：年度的大德病房志工院外教學活動

於11月25、26兩天，共有26位安寧團隊成員，

包括醫師、護理師、心理師、社工師及志工們

參加二天一夜的心靈探索課程，在新北市的十

分、菁桐進行。邱淑宜與陳慧芳兩位護理師將

她們在外進修所學來的專長教導大家：透過繪

畫引發個人心中的世界及學習如何有效的利用

精油特性抒緩情緒與疼痛，讓所有參與活動的

安寧團隊伙伴們浸浴在幸福歡樂的氛圍中學習

成長。

志工禮讚：大德安寧病房護理長總常誇讚：志

工一天三班，穿梭在病房的每個角落，協助病

友洗澡、按摩、泡腳或烹調養生茶品、豆漿、

稀飯等，噓寒問暖的溫暖了病人及家屬的心。

志工陳姐更是經常性的購買香花供佛或贈送每

間病房，讓花香滋潤心屝；志工菊蘭當病友需

要理髮時一傳就到，服務好貼心週到，護理長

常肯定的說：「志工真棒。」

傳愛天使：安寧共照護理師穿梭在院內其他病

房，與原團隊共同協商照護病人的方法，安寧

居家護理師至出院的病友家中提供服務及指導

家屬，讓安寧照護的理念與服務更能落實，惠

澤群生。

遺族關懷：台北榮總

大德安寧病房的遺族悲

傷關懷 -電話問候及陪

伴失親家屬，近年來已

作出成效，獲得各方肯

定及回饋。單位長官的

支持與推動，安寧團隊

的努力與配合讓此服務

更順利落實。

永續經營：感謝大德

基金會的董事們出錢出

力，以及病人家屬為感

念親人在大德病房得到貼心照顧而捐款回饋。

有此經費能為大德病房增添特殊器材提供病人

更舒適的照護、為安寧團隊醫護人員充實專業

訓練及為志工夥伴們舉辦各項學習、進修及成

長營，進而能凝聚團隊合作默契，能力不斷的

提昇，服務品質更臻完善。

院長及各科部主任們雖然公務繁忙，但

每年的年終感恩餐會總會蒞臨參與整個活動過

程，如此風範，令人欽佩。

筆者有幸能身為大德安寧團隊的一份子，

在已邁過17年的志工服務生涯中實有榮焉，祈

願在往後的服務，竭盡所能掌握好每個因緣做

到盡善、盡美。

本文作者黃曉圓志工(中)於年終感恩餐會中與陳
主任及杜護理師合影

林院長(後排右5)、黃主任(後排右4)、大德病房志工們與作者(前排中)於感恩餐會
中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