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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捐款金額

李維倫 200,000
殷鑒敏 100,000
張雲榮    100,000
林明慧 99,000
郭淑貞 70,000
王銀妹 50,000
畢秀英 30,000
吳拱華 20,000
徐張素瑛 20,000
朱泳家 15,000
柯一正 15,000
凌憬峰 15,000
陳映伶 15,000
珍苑公司 12,000
唐津食品      12,000
海聖公司 12,000
高淑冠 11,000
冉光興 10,000
孫微麗 10,000
蔡政雄 10,000
鄭宴芳 10,000
賴靜娟 9,000
方俊雄 8,500
無名氏 6 名 7,900
張美娟 7,000
蔡瀚儀 7,000
周方森 6,100
杜星亮 6,000

洪正修 6,000
洪錦燕 6,000
曹陳金鳳 6,000
許阿恭 6,000
顏綉蓉 6,000
蘇逸玲 6,000
林孟璇 5,000
林慶涼       5,000
郭德政 5,000
陳玟玟 5,000
陳菊子 5,000
吳佶達 4,900
陳炳仁 4,500
張旻煜 4,000
覃    義 4,000
楊金吟 3,600
瞿李仙梅 3,500
大梵天王 3,000
王怡文       3,000
吳福中 3,000
呂添盛 3,000
李    崇 3,000
李素蓮 3,000
沈家潔 3,000
卓竑廷 3,000
林冠均 3,000
林陳來春 3,000
張丰毓 3,000
張文水 3,000

張謝桂英 3,000
郭莉莉 3,000
陳敬斌 3,000
彭金寶 3,000
智敏慧華上師 3,000
曾淑君 3,000
黃建興 3,000
劉玉琦 3,000
蔡青蓉 3,000
韓文蓮 3,000
陳菁若 2,600
徐立平 2,500
楊    琪 2,500
蕭戴麗玉 2,500
張如禹 2,400
蕭萬枝 2,100
王彩鳳 2,000
王鳳起       2,000
朱玉珍 2,000
朱玉紋 2,000
朱梨鳳 2,000
吳宛玲等 4 人 2,000
呂金安 2,000
李高姮娥 2,000
李常菊 2,000
李雪梨 2,000
李煌興闔家 2,000
李漢強 2,000
沃荷公司 2,000
谷榮貴 2,000
林阿密 2,000

徐開懋 2,000
高靖旻 2,000
張秀鳳 2,000
張效德 2,000
張順忠 2,000
張黃秀雲 2,000
曹佑誠等 2 人 2,000
連佳慧 2,000
陳一忠 2,000
陳佑舫 2,000
陳秉麟 2,000
陳銘溫 2,000
費毅華 2,000
楊陳紅柿 2,000
董先淑 2,000
趙潔英 2,000
劉美玉 2,000
蕭永媛 2,000
諾那華藏精舍 2,000
魏弘麗 2,000
王國光 1,800
黃松嬌 1,800
王欽毅 1,600
吳守文 1,500
吳許勳 1,500
吳惠娟 1,500
沈素讌 1,500
林牡丹 1,500
林俊明 1,500
林彥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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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祥琴 1,500
張馨文 1,500
莊文美 1,500
許均嘉 1,500
陳敬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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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江秀蓉 1,500
蔡天發 1,500
蔡志捷 1,500
蔡志謙 1,500
鄭廣韻 1,500
鍾逸蘋 1,500
蘇妧玲 1,500
傅以慈 1,200
蘇榮輝 1,200
莊紹儂 1,100
項曉蘋 1,050
陳月英 1,008
丁張彩雲 1,000
王淑美 1,000
朱婉貞 1,000
宋瑀寧 1,000
李存白 1,000

李欽德 1,000
李麗雲 1,000
沈淑珍 1,000
沈璧鳳等 2 人 1,000
周美倫   1,000
周淑婉 1,000
明康寧 1,000
俞徐珠香 1,000
施辰燐 1,000
施錦忠等 2 人 1,000
范芳宇 1,000
范景清 1,000
徐芝珊 1,000
徐梅琳 1,000
張富宸 1,000
許為舜 1,000
郭美雪 1,000
陳吳淑僅 1,000
陳佩吟 1,000
陳貴美 1,000
傅琡珺 1,000
曾彩鳳 1,000
湯孝亙 1,000
詹郡萍 1,000
劉育伶 1,000
劉姵君 1,000
劉義堂 1,000
蔡黃秀敏 1,000
鄭君華 1,000
鄭俊廷 1,000
鄭素美 1,000

顧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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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演徵 800
黃秋林 800
劉秀梅 800
申亞男 750
向昭德等 2 人 750
李光喜 750
林幸儀 750
謝雪娟 750
鍾雲華 750
丁文傑 700
王嘉霈 600
余    祥 600
汪建宏 600
汪瓊芳 600
侯    傑 600
洪銘堯 600
胡鎧庭 600
陳英美 600
陳高惜 600
陳紫微芳 600
項偉鳳 600
楊華欽 600
董虔呈 600

蔡    秀 600
顏國年 600
傅瑄玉 518
王立華 500
朱妍霖 500
李敏村 500
周碧雲 500
林峰正 500
陳丁田 500
陳茂泉闔家 500
游珠瑛 500
楊茹媗 500
葉秀順 500
鄭又瑋 500
鄭美麗 500
鄭智綱 500
蕭雅容 500
蕭謝玉雲 500
鍾利敏 500
鍾鳳玉       500
盧建成 420
江淑華 400
李威葳 400
受訓學員     400
申雅薇 300
吳德一 300
李    盺 300
李    瑄 300
周金英 300
卿珍玉     300
徐嘉駿 300

張鴻文 300
陳宗仁 300
陳宣吟       300
藍至國 300
黃亦瑩 210
盧俐寧 210
王錫師 200
白琬婷 200
李仁傑 200
曾于珊 200
程    式 200
黃輝喜 200
蔡慶齡 200
鄭五湖 200
蕭淑容 200
藍碩平 200
尤佳鈺 100
尤佳榕      100
尤詩吟 100
尤聰益 100
曾信嘉 100
曾群哲 100
程詠來 100
劉宛睿 100
劉嘉欣 100
藍郁芬 100
藍善強 100
藍善誠 100

0401

陽明大學臨社所研究生吳青芳護理師自 2/20 至 5/20 每週一天到大
德安寧病房臨床實習，主題為「高級內外科護理學實習」，於 4/1 及
5/20 針對團隊成員及受訓學員介紹及示範「腳底按摩於末期病人照護
之應用」，大家反應熱烈。

0403
國防醫學院護理研究所顏郁珊、簡翠容兩位護理研究生於 3/26 至
5/14，每週三、四在大德安寧病房臨床實習，主題為「進階成人護理
學實習」，由陳小妮護理長帶領團隊督導協助。

0411

臺北榮總家庭醫學部黃信彰主任召開「北區榮民安寧緩和照護資源中
心整合會議」，於上午在台北車站會議室舉行，各榮院派代表出席計
20 人與會，共商榮院系統如何為疾病末期榮民轉介系統之建立與收
案網路登錄方式等完善之規劃。

0415
國立臺北健康大學護理所博士班研究生林純美，於 4/15 至 5/13 共 5
天，到大德安寧病房臨床實習，主題為「進階護理實務實習」，由陳
小妮護理長帶領團隊督導協助。

0419
本年度台北榮總為慶祝護師節，特策畫製作「護師節天使系列影片」，
其中齊督導單位安排大德安寧病房同仁及志工參與演出「圓夢天使」
影片。

0506
臺北榮總林芳郁院長協同家醫部黃信彰主任、護理部王桂芸主任及傅
玲副主任於母親節前夕蒞臨大德安寧病房探視病友及家屬，親贈花
束、點心溫暖致意。

0521 蘇逸玲顧問至大德安寧病房為同仁及志工主講康健之道「食療的好
處」，大家聆聽後深感獲益良多。

0526
由齊珍慈督導長、陳小妮護理長帶隊，分別於 5/26 及 6/23 邀請大德
安寧病房病友及家屬在法師、志工陪伴，參與每月一次之「幸福花園
活動」，至圓山花博公園種植花草。

0529 邀請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理事、中華肌內效學會專任講師陳慶駿老
師，為大德安寧病房同仁、家屬及志工等主講「淋巴水腫按摩技巧」。

0530

大德安寧病房志工隊與醫護同仁合辦年度慶端午活動，除例行示範包
粽子外，醫護同仁表演許仙與白蛇的小劇場，另邀請陶笛音樂藝術社
團及酷Magic魔幻娛樂二人組表演，由黃信彰主任主持，病人、家屬、
醫護同仁及志工夥伴皆大歡喜。

0603
北投社區醫療群醫護專業人員洪德仁醫師等 6 人，分別於 6/3 及 6/10
下午至大德安寧病房參訪，由家庭醫學部黃信彰主任、林明慧主任及
團隊成員共同安排簡介及實習排程，雙方互動熱烈。

0606 泰國佛教界極具盛名的讚念長老，第四度蒞臨大德安寧病房，為病
友、家屬及有緣大眾慈悲開示弘法利生。

0613
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院研究所鄭逸哲教授及碩士班研究生一行 11 人
參訪大德安寧病房，由家庭醫學部黃信彰主任、林明慧主任帶領安寧
療護團隊負責接待及介紹。

0623
臺北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部主辦，邀請國外學者歐洲緩和治療協會
EAPC 理事主席 Sheila Payne 教授至科技大樓會議室主講「如何進
行安寧相關研究」，全院與會同仁共 76 位至現場聆聽並熱烈討論。

陽明大學研究生吳護理師(中坐者)示範
教學

黃信彰主任(左2)致贈病人端午香包

病友及家屬參與幸福花園活動

大德病房醫護同仁因應慶端午活動，
粉墨登場表演

大德病房拍攝圓夢天使影片現場(一)

林芳郁院長(左3)與護理部王主任(右2)、傅
副主任(右1)於母親節前夕至病房慰問病人

泰國讚念長老(左2)蒞臨大德病房為大眾
開示

英國學者Sheila Payne教授(右)演講現場

大德病房拍攝圓夢天使影片現場(二)
齊督導長(左5)、陳護理長(左4)與大德同
仁陪同病友及家屬參與幸福花園活動

當
我步出電梯踏進臺北榮總中正樓21

樓的A211病房時，看到病房門口牆

上掛著「大德曰生」這幅斗大的匾額，就深深被

這四個字所吸引，之後查了這四個字的來由發現

是出自易經繫辭：「天地之大德曰生。」其義

為「上天至高無上的美德，就是生生不息的生

命」，也象徵大德安寧病房生生不息的精神。

這是我第二次來臺北榮總受訓，第一次是

在醫學院畢業後的第一年接受一般醫學訓練

(PGY：Post Graduate Year)為期一年，當時對

臺北榮總的安寧病房還不甚了解，PGY訓練完

後返回原屬醫院家庭醫學科負責安寧病房，方知

安寧療護是幫助病人減輕肉體及精神上的苦痛、

孤獨、不安感，讓病人及其家人共同思考生命的

意義，讓他們在人生最後的旅途上，走得更有尊

嚴，活出生命真正的價值。雖然在自己醫院病房

care過不少末期病人，但還是自覺有很多不足的

地方，所以與科主任商討後，決定到北榮大德安

寧病房接受3個月的安寧療護訓練。

在北榮大德病房受訓的日子裡是非常充實

的，從早上的晨會開始，一夥人(包括病房護理

師、醫師、心理師、社工師、法師、居家護理師

及共照師護理師)仔細聆聽大夜班護理師交班，

在過程中主要是將病人的身、心、靈及家屬面臨

到的問題提出討論，團隊成員皆能適時提出意見

及想法以解決大家的問題，充分表現出團隊精

神。而當自己在這裡照顧末期病人後才發現病人

的狀況及病情是很複雜的，有些不僅是單一使用

藥物控制病人的症狀而已，還需要徹底的了解病

人及家屬背後內心層面的真正想法，才能真正

「對症下藥」。

跟隨主治醫師查房時，可以學習到如何去評

估病人，但這是需要經驗的累積及不斷的自我練

習，才能真正的去同理到病人的感受。常常在查

房時，心理師也會跟在旁邊，這時心理師就會教

我如何去觀察主治醫師問診的方法，如何用這樣

的模式與病人及家屬溝通，讓我受益匪淺。而社

工師和法師又各自從不同的角度及觀點切入來評

估病人，這又是另一種的學習。

跟隨安寧居家護理師外出去看病人又是另一

種不同的感受，安寧居家的病人是症狀相對穩定

的病人回家接受家人細心的照護，性質有點類似

一般居家的病人。但對於安寧居家的病人多了一

份症狀的詳細評估，有時今天去看病人狀況都還

好好的，但隔沒幾天家屬打電話來說病人已往生

了也是常有的事。所以對於安寧居家病人的照護

更應要小心謹慎的評估，發現潛藏的問題，以便

事先告知家屬可能會發生的狀況，教導家屬如何

去因應是很重要的。

另外，跟安寧共照護理師去看共照的個案則

又是另一種不同的體驗。因為是第一次接觸病人

及家屬，如何去評估轉介病人目前的狀況，不論

是臨床症狀及病人和家屬的想法，以及如何把安

寧療護的理念介紹給病人及家屬了解，這又是另

一項重要的學習。

在這短短的三個月，我所看到的是一個醫療

團隊如何細心的去瞭解各個病人以及家屬最深刻

的內心感受，在一個和死亡如此接近的病房，人

的心靈如玻璃般脆弱。在這個時候，所有和過去

有關的情緒混雜在一起，有人對於自己所愛，或

是愛自己的人感到感謝、感恩；有人覺得抱歉，

想要為過去所有的行為懺悔；有人想要道別，亦

或是有人覺得不甘心，想將自己的痛苦轉移出

去......在這麼多情緒衝擊下，醫療團隊的關懷和

愛就顯得非常迫切，才能讓一個心靈如此脆弱的

病人，在人生最後的道路上有尊嚴的繼續走下

去。

當然，不只是幫助病人，對於家屬當下的心

情，醫療團隊也有必要去同理和開導，讓家屬接

受病人即將離開或是已經離開的事實。同理心，

聽起來似乎很容易，但實際照護病人時，才發現

學會體諒和同理別人是需要經驗及不斷練習的。

但是，只要你願意認真地站在對方的角度和立場

看問題，就會慢慢發現「你的感覺，我懂！」。

聆聽者也必須多多地自我探索，透過對自己更深

刻的了解，知道有哪些的價值觀和生活經驗在影

響自己，才能夠比較清楚地分辨，這到底是我們

自己的情緒還是對方的情緒，抑或是我們把自己

的價值觀強加在對方身上，放大了對方微不足道

的問題，還是淡化了影響對方至深至重的困擾。

在幫助病人的同時，其實也正幫助自己，我想，

這也是我在安寧病房最想學到的東西。

最後，感謝臺北榮總大德安寧病房的每位工

作夥伴們，妳/你們都是我值得學習的老師，也

希望能帶著各位的愛與關懷，把安寧療護理念的

種子播種到更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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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德 安 寧 病 房 紀 事
 (103年4~6月)■編輯部

■臺北榮總桃園分院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
   臺北榮總大德安寧病房代訓醫師 / 翁翌翔

大德之愛

你的感覺 我懂
  ~  記我在大德病房的日子

1 0 3年 3月 - 5月捐款名單

翁醫師(左1)與安寧居家護理師(中)、大德志工
(左2)及受訓學員一起出訪探視病人

翁醫師(後排左5)與大德安寧病房團隊同仁慶祝父親節



臺
北榮總安寧居家照護團隊以「安寧居

家創意舒適護理」申請由生策會(國

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主辦的「2013年SNQ國

家品質標章認證」獲得銅獎殊榮。

臺北榮總配合輔導會之安寧療護推廣活

動，積極參與榮院、榮家之社區安寧推廣及

教育活動，藉由安寧相關之推廣授課活動的同

時，予以宣傳推廣舒適護理的概念與做法，

並分享創意活動式洗澡

床、DIY舒適氣墊枕之構

想及作法，使一般民眾

能進一步認識並運用安

寧居家照護相關措施，

讓病人或失能者在家中

亦能獲得適當的舒適護

理以得到身心舒展。

活動式洗澡床適用

於居家或醫院臥床之失能病人，此項創新操作

簡易，收納方便，物美價廉，無論在功能、價

格或是方便性上，皆可符合一般社會大眾之要

求；另外，使用DIY氣墊枕比一般枕頭便宜、收

納方便、有彈性，除了維持舒適臥位，亦可以

預防壓瘡之形成，適用於居家病人枕頭不足之

狀況下之輔助用品。而在上述的巧思創意下，

使得居家臥床病人的清潔舒適獲得解決，佐以

氣墊枕使用，增加其翻身擺位之舒適性及便利

性，降低臥床病人壓瘡形成的機率。再者，本

院之安寧病房及所屬之安寧居家照護，為台灣

安寧緩和護理學會指定之認證實習單位，藉由

全台灣北中南實習學員每年逾300人，於臨床見

習時對於安寧居家創意護理之回饋，勢必能提

升全國安寧居家照護個案的生活品質。

為持續推展安寧居家照護理念至社區，深

入榮院、榮家、安養中心及護理之家等長期照

護機構，推廣安寧療護，教導舒適護理技巧，

將安寧理念落實於社區，減少病人受苦及減少

無效醫療的浪費，繼續提供末期病人最佳之生

活品質。

臺北榮總安寧居家護理獲得末期病人及家

屬除了對服務態度的肯定，對於居家臥床病人

能享受洗澡服務，更是讚譽有加，活動式洗澡

床亦榮獲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新型式專利，為全

國首創，目前

已與工研院合

作並量產，將

更普及的被推

廣使用，造福

所有不良於行

及長期臥床之

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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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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右2)邀王心理師(左1)與病人合影

大德病房 謝謝你

時
間過得真快，我先生已走了三個多月

了，他是在今年四月體重明顯的急劇

下降，他的消瘦讓家中每個人看了都十分心疼。

其實自從先生去年二月急診發現是大腸癌後，他

始終都很勇敢的面對，不管身體有多大的痛楚與

不適，他都不吭一聲的默默忍受著。罹癌對他來

說是個打擊，也許使他氣餒，但他仍堅強的存著

希望沒有輕生的念頭，反而是更積極努力的活

著！ 

在他動了手術之後，只要我們告訴他吃甚麼

可抑制病情增加免疫力，或認為對他病情能有幫

助的他都嘗試著去配合。女兒也花很多心思，每

天從網路上、從書上不斷的尋找抗癌相關的資

料，也買給他不少提升營養的食品。然而不管我

們是如何的努力，無情的癌細胞卻從沒停止一步

一步傷害他的身體，慢慢的轉移到肝部、肺部，

甚至到了骨頭。

就在今年四月他又住進了臺北榮總，因為病

床的緊蹦，所以暫時借住內科病房的床位，但是

在那裡並無法得到完全妥善的照顧。畢竟一個護

理師要照顧好幾位病人，她們幾乎已忙不過來，

而負責治療的主治醫師對於先生的病況已無力再

安排任何積極性治療。經詢問我們的想法後便會

診安寧專科醫師來與我們討論並作說明。雖然女

兒並不同意，並且認為轉到安寧病房就等同進入

人生最後一段路，但誰又何嘗願意來做這個決

定，只是無奈先生當時的病情已不適合再做其他

進一步治療，並且以他80幾歲高齡又患有糖尿病

的問題，難免會有未知的疑慮與風險，我又怎麼

忍心讓他再多承受化療的折磨與痛苦。

當孩子們參觀了大德安寧病房的環境後，為

了要給爸爸有更舒適的環境，我們便同意轉進了

大德病房。我先生前後共入住2次。第一次入住

時住了22天，因為在醫師、護理師們細心照顧

下，病情稍微好轉，亦礙於健保規定不能入住超

過一個月，即辦理出院返家。回家待了三個星期

左右，又因疼痛到無法忍受而掛急診，又再度住

進大德病房。

在大德病房的這段時間讓我感受很深，每天

都有一些感動！大德病房的整個醫療團隊與架構

都做得很完美，從醫師、護理師以及志工的從旁

協助使得照護上環環相扣，病人在住院中均可以

得到最好的照顧，如同有了特別的緊急照顧般，

只要家屬按了緊急鈴，護理師便即刻前來了解狀

況並做適切處理！這讓病人與家屬真的安心不

少！醫師每天都會巡視病房一次，並且每隔2、

3小時護理師就會來給病人翻身、更換尿墊。另

外這裡還有特別為病人準備的超音波按摩浴缸，

這也是由護理師安排給病人一週做1~2次的洗身

泡澡，更貼心的是，護理師還會在水裡滴幾滴精

油，好讓病人感到更舒適及可去除身上出現的異

味。

我發現這群護理人員不管有多忙多累，甚至

常面對病人因疼痛而產生的壞情緒，她們永遠都

呈現最親切和藹的態度。記得我先生第一次安排

洗澡時，我打趣的問我先生說：「你全身赤裸的

呈現在她們面前不會感到害羞嗎?」他還會風趣

幽默的回我說：「這是飛來的艷福呢！我正享受

到帝王般的待遇！」我記得還有一件感人的事，

有一次存白護理師休了個長假回來，當時我先生

已不能言語了，可是當他聽到是存白的聲音時，

他竟然伸出手來觸摸她的臉頰，讓她感動的眼淚

奪眶而出，她說在大德病房裡常會遇到令她感動

的事！其實不只存白護理師讓先生印象深刻，像

范護理師每次精神奕奕的問候聲與日常關切，也

都讓人感受暖暖的真切與熱情。而素華護理師更

似乎有著加倍的細心與耐心，甚至慧芳、淑宜等

護理師，她們每位熱誠的態度真是打著燈籠也實

在難尋了！

另外，志工每天早上都會親自調理養生茶，

下午會自製米漿，有時煮粥，然後推車去每間病

房輕聲詢問送到床邊！志工甚至還會為病人理

髮、剪指甲、舖床等，他們就像一群善良美麗的

天使，用真摯的心協助病人與家屬。

在此我還要特別介紹一位令人敬佩的王心理

師，他為我們全家付出了無比的關懷與耐心，當

他知道我先生有最疼愛的寵物樂樂時，他馬上特

許我們帶樂樂過來陪我先生，當時我們簡直不敢

相信可以實現先生的心願！後來王心理師又得知

我先生偶爾會打打麻將，就刻意的要我先生指導

他們，經不住心理師這樣一提，我先生果真忍著

痛跟心理師打了20分鐘的麻將，當時我先生整個

人是非常的開心也感到十分安慰。

王心理師不僅對病人甚至家屬都是用心良

苦，我們常進出醫院卻從來未見過如此熱心仁慈

且善良的心理師！王心理師甚至很有心的找來兩

張CD給我先生，一張是森林奏鳴曲(只因他明白

我先生過去天天都爬山喜歡親近大自然)，另外

一張是海洋的浪潮聲，因為當時我先生在最後

一個月幾乎都陷入昏迷，在意識不清且無法言語

的狀態下，只有耳朵還清楚聽得見。記得當時王

心理師就站在我先生床頭邊陪著他，並一直注視

著他在聆聽音樂時所表現出的所有表情變化，一

站就是好長的時間，他的精神與毅力實在令人欽

佩，王欽毅心理師的父母親確實為他取了個好名

字，真是名符其實！

這段住院期間我很感恩，很感謝臺北榮總大

德安寧病房的主治醫師、心理師、護理師與志工

團隊們！深深的感謝你們為所有病人及家屬所做

的付出，我們永遠銘記在心，永誌不忘，願上帝

賜福予你們大家平安、喜樂！不論生活、工作與

家庭都圓滿和樂！

■大德病房病友家屬 / 吳鳳嬌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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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紀事

入
院時，腫瘤與多處骨骼轉移造成

劇烈疼痛。在仔細調整包括嗎啡

的數種止痛劑劑量，終於可以讓葉老師達到不

痛又清醒的狀態。病房中，家屬均非常關心葉

老師，但也害怕葉老師即將遠去，相守數十年

無日分離的葉夫人特別焦慮不安與失眠，更是

讓照顧團隊擔心。在安寧病房社會工作師晤談

中，獲悉葉老師夫妻時常旅遊，且葉老師對日

本情有獨鍾。適值陽明山花季，照顧團隊便組

成 包 括 兩

位 醫 師 、

兩 位 居 家

護 士 、 社

工 、 志 工

與 宗 教 師

等 可 媲 美

重量級VIP

的夢幻團隊，在市政府復康巴士的協助下，送

葉老師到陽明山的櫻花樹下，體驗「生時如花

綻放、死時寂然飄落卻暗流花香」的自然人生

。 家 屬

與 照 顧

團 隊 都

瞭 解 ，

這 是 葉

老 師 最

終 一 次

的 櫻 花

祭，大家把握機會歌唱與拍照，讓感恩與感謝

充滿彼此的胸襟。

鈺
伯年輕時在榮工處參與許多國內

外的水庫工程，因此看過各地方

的風景，覺得人生有此經歷很值得。相較自己

任軍職時的辛苦，改換工作後就感到較輕鬆，

也因此安定

養家活口，

與太太帶大

四個兒子，

雖然孩子已

長大成人，

對他們雖滿意但

難免仍有擔心的

地方，這就是作

父親一輩子的責

任與關愛。

鈺 伯 把 握

現在能關心的，也感念過去所擁有的，所以鈺

伯不管去過哪

裡，還是家鄉

最令他難忘。

每當鈺伯分享

他記憶中的玄

武湖時，常神

遊夢牽，所畫的內容有數不盡的時空美感，鈺

伯雖然有病痛卻掩不住縷縷返鄉的思慕。

 

美術療育賞析

回病房後，葉老師時而沉默不言，照顧團隊的

美育老師適時介入。經過溝通支持，透過美術

治療，葉老師仔仔細細的描繪出當日濃淡合宜

的群櫻綻放，櫻花因線條的流暢與粉色的幽雅

，姿態好像在空中飛舞著，令人驚豔印象深刻

，葉老師久久看著畫面，表示這朵櫻花也永留

家人心中。最後，葉老師在家屬環繞下，平安

往生，而夫人也堅強地獻上珍重的祝福。

美術療育賞析

和藹可親的鈺伯雖然說話有些吃力，但一談到

家鄉的玄武湖，就精神奕奕想把那裡的山光水

色，用最深厚的情感來形容，當我們請鈺伯用

圖畫來做說明時，他顯得非常樂意。第一次畫

的是遠觀的廣闊湖泊，第二次畫的是近觀的船

隻與水鴨，他冥想當時的自己如何悠遊其中，

看著他在動筆時投入的神態，讓我們如同身歷

其境。

櫻花祭41

思鄉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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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二篇文章收錄於《大德美感記事》第一、
二輯，歡迎支持本刊物（200元∕本）

院長林芳郁(左)頒發獎座予

杜淑文護理師

臺北榮總安寧居家榮獲

「全國第一」的國家級肯定 ■編輯部

作者(左1)與家人於大德病房空中花園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