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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玉欣立委(中坐者)一行人參訪大德病房
後與北榮護理部王主任(左1)、傅副主任
(右1)及安寧團隊成員合影

姓     名 捐款金額
劉大丘 100,000
莊美雪 50,000
林柳鶯 40,000
彭宗玲 35,000
姚靜心       30,000
廖秀良 30,000
羅經權      30,000
凌憬峰 15,000
李國芳 12,000
黃克倫 12,000
方俊雄 10,000
何麗華 10,000
余柏緯      10,000
李淑蓮 10,000
李蔡月嬌 10,000
柯一正 10,000
張紹文 10,000
陳品皓 10,000
陳映伶 10,000
趙傳香 10,000
蘇逸賢      10,000
林明慧 9,000
賴靜娟 9,000
無名氏 7,300
奉賽明 6,000
林子瑜 6,000
洪正修 6,000
洪錦燕 6,000
曹陳金鳳 6,000
陳菊子 6,000
蘇逸玲 6,000
王盛平 5,000

林淑真 5,000
曾莉玲 5,000
劉欣雯 5,000
諾那精舍 5,000
蘇月雲 5,000
陳炳仁 4,500
徐開懋 4,000
趙潔英 4,000
楊　琪 3,800
大越法師     3,600
李張秋 3,400
大梵天王義女 3,000
大梵天王學生 3,000
宋奕宏 3,000
李 崇 3,000
沈家潔 3,000
沃荷公司 3,000
卓竑廷 3,000
林冠均 3,000
林劉淑貞      3,000
邵明紅 3,000
張丰毓 3,000
張素華 3,000
張黃秀雲 3,000
張謝桂英 3,000
莊育貞 3,000
許水城 3,000
許宛珠 3,000
郭帷寧 3,000
郭莉莉 3,000
陳秉麟 3,000
彭金寶 3,000
費毅華 3,000

黃建興 3,000
黃振宏 3,000
劉玉琦 3,000
歐美娟 3,000
蔡青蓉 3,000
蔡春蘭 3,000
蔡黃秀敏 3,000
魏弘麗 3,000
羅承偉 3,000
嚴文正 3,000
陳杰葳 2,500
仁仁居護所 2,450
李　傑 2,400
張如禹 2400
王佳琳 2,020
王柏鈞等 4人 2,000
江儒文 2,000
李　敏 2,000
李安民 2,000
周淑婉 2,000
拓亞公司 2,000
林清泉 2,000
徐于婷 2,000
桂馥麗        2,000
張忠仁 2,000
張旻煜 2,000
張雅琪 2,000
許陳隨玉 2,000
陳惜琴 2,000
陳敬斌 2,000
陳銘溫 2,000
覃　義 2,000
黃進村 2,000
蒙燕愛 2,000

蔡淑娟 2,000
賴謝濺 2,000
蘇宛農        2,000
王國光 1800
黃松嬌 1800
林王烏緞   1,600
吳守文 1500
吳許勳 1500
吳惠娟 1500
谷榮貴 1500
林牡丹 1500
林幸儀等 1500
林美芳 1500
林得元 1500
林莊月環 1,500
林惠麗 1500
林意卿 1500
林錦綾        1,500
徐祥琴 1500
徐潤庭 1,500
張馨文 1500
莊文美 1500
許均嘉 1500
陳敬雄 1500
陳翠玲 1500
陳靜君 1500
黃建禎 1500
鄒莉娟 1500
管道颺 1500
蔡天發 1500
蔡志婕 1500
蔡志謙 1500
鄭廣韻 1500
鍾逸蘋 1500

瞿李仙梅 1500
蘇妧玲 1500
王文德 1,200
陳彥仁 1200
傅以慈 1200
王子瑋 1,100
王韻晴 1,100
夏演勤 1,100
張勝雄 1,100
陳玉燕 1,100
陳楷麒 1,100
黃金虹        1,100
楊芷菱 1,100
盧淑敏 1,100
賴振光 1,100
蘇麗卿 1,100
PAYNE教授 1,000
方少火 1,000
王延義 1,000
王淑美         1,000
吳福中 1,000
宋振南 1,000
李存白 1,000
李金環 1,000
李俊輝        1,000
李煌興闔家 1,000
沈素讌 1000
沈璧鳳等 2人 1,000
汪吳敏惠 1,000
周意卿 1,000
周碧雲 1,000
林秀蓮 1,000
林彥呈 1000
林國助 1,000

林陳蜜 1,000
林樹發 1,000
姜明婉 1,000
姜淑瑜 1,000
張陳美津子 1,000
張富宸     1,000
曹萬興 1,000
連佳慧        1,000
陳一忠 1,000
陳火城 1,000
陳秀雄 1,000
陳佩吟 1000
陳素清 1,000
黃盟婷 1,000
黃誠瑋 1,000
楊蓮枚 1,000
葉裕民 1,000
詹郡萍 1,000
齊桂秀等 2人 1,000
劉宣伶 1,000
劉雅濃 1,000
劉雲海 1,000
鄭又瑋       1000
鄭怡銘 1000
鄭素美 1,000
鄭智綱 1000
鄭欽獻 1,000
龍國真 1,000
戴明輝 1,000
鍾木琴        1,000
吳柏林 900
陳宣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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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琮晟等 3人 800
黃匯真 800
申亞男 750
李光喜 750
項曉蘋 750
謝雪娟 750
鍾雲華 750
李倩倩 700
葉又碧 700
丁文傑 600
王嘉霈 600
余　祥 600
李威葳 600
汪建宏 600
汪瓊芳 600
洪銘堯 600
胡鎧庭 600
苗非比 600
殷鑑敏 600
張伶俗 600
陳英美 600
陳高惜 600
陳婉萍等 2人 600
陳紫微芳 600
陳菁若 600
項偉鳳 600
董虔呈 600
蔡　秀 600
顏國年 600
王素梅 500

王雪玉 500
吳哲元 500
李仁傑 500
李麗雲 500
唐學齡 500
張文梁 500
張瑋婷 500
莊紹儂 500
許雅如 500
陳敬淳 500
黃柏昇 500
楊茹媗 500
劉江秀蓉 500
劉品樑 500
劉惠民 500
鄭君華 500
蕭震宇 500
盧建成 420
江淑華 400
李永靖 400
程志飛 400
周金英      300
林金玉 300
張錦程 300
許玹等 3人 300
許滿子 300
陳宗仁 300
陳聖晴 300
陳福定 300
藍至國 300
黃亦瑩 210
白琬婷 200
吳才邦 200
邱翊涵 200

邱淼瑜 200
邱瑞銘 200
邱鈺智 200
卿珍玉 200
徐春暉 200
陳玟叡    200
陳柏勳 200
黃麗秋 200
楊　龍 200
劉秀梅 200
蔡尚宏 200
蔡尚芬 200
蔡崇章 200
鄭五湖 200
鄭名翔 200
謝秀錦 200
376連鎖電腦 100
李宏仁 100
李沅洲 100
李宗勳 100
李玟儀     100
李芝蓁 100
林庭羽     100
林泰誼 100
冠宏貿易行 100
洪綵瑄 100
郭貞伶       100
陳志堅 100
陳桂姍 100
陳曉青 100
程福志 100
劉忠杰 100
蔡慶齡 100

0701 台灣基督教門諾醫院家庭醫學部吳大志醫師至大德安寧病房受訓三個
月，期間由大德安寧療護團隊同仁共同策劃臨床受訓事宜。

0701 師範大學社工所研究生陳可棻至大德安寧病房實習 6 週 (6/30-8/8)，
由蔡美惠社工師負責帶領學習。

0701 歡迎北榮護理師李燕柔、楊珮菁二人自 7 月 1 日起轉調至大德安寧病
房任職。

0714
臺灣安寧緩和護理學會薦派護理人員共 69 名自 7/14 至 9/26 止，依
序至大德安寧病房接受實務訓練，由陳小妮護理長帶領團隊安排臨床
實習課程。

0716
司法院所屬各級法院庭長、法官等一行人至北榮進行實地教學課程，
並實地參訪大德安寧病房，由林明慧主任及職代王威蘋副護理長帶領
參觀及簡介。

0716
「榮民體系安寧緩和醫療全程照護網路北區資源中心」成立，目的為
推展居家及社區安寧照護模式，由北榮副院長李發耀、家醫部主任黃
信彰及安寧緩和醫學科主任林明慧共同揭牌，正式啟用。

0728

美國紐約 Visiting Nurse Service & Hospice of Suffolk,Inc. 李海蒂女
士 ( 從事安寧與緩和療護志工及安寧教育宣導 )，於 7/28-30 參訪大
德安寧病房，希望藉由此次的二度參訪，學習安寧緩和療護以專業而
有效的方法幫助美國紐約地區的華人家庭。

0822
邀請大越法師於下午至大德安寧病房主講「智慧禪修 - 探索生命」，
開示如何透過正念禪修落實於日常生活中，醫護同仁及志工踴躍參
加，獲益良多。

0829

立法委員楊玉欣偕同夫婿孫效智教授及衛福部醫事司郭專員威中，連
袂於下午參訪大德安寧病房，由北榮家庭醫學部安寧緩和醫學科主任
林明慧主持並負責簡報，護理部主任王桂芸、副主任傅 玲、督導長
齊珍慈及護理長陳小妮會同醫護同仁，於現場與委員等互動交流。

0903 歡迎北榮護理師胡慈修自 9 月 3 日起轉調至大德安寧病房任職。

0905
「北榮同心緣合唱團」及「北投阿郎那卡西樂團」，彙集大德病房同
仁及志工團隊，合力表演及彩繪柚子等活動，為住院病人及家屬歡度
中秋。

0913

由「財團法人天主教康泰醫療教育基金會」主辦與「財團法人大德安
寧療護發展基金會」合辦之「2014 年豐富生命系列講座」台北場，
由天主教耕莘醫院院長鄧世雄、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陳建仁、立法委員
楊玉欣、前立法委員江綺雯及台灣安寧療護重要推手趙可式教授等主
講，假北榮介壽堂舉辦，當日含北榮醫護同仁、志工及一般民眾約
五百人前往聆聽，受益良多。

0915

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社工師羅麗香及新光醫院社工師蔡叡昀至大德
安寧病房見習，由蔡美蕙社工師負責帶領。陽明大學附設醫院護理師
李靜宜亦至大德安寧病房見習安寧共同照護，由徐春輝等四位安寧共
照師負責帶領學習，以上三位見習日期皆為 9/15-19 止。

0919
台灣藝術台「健康看我」節目，製作「安寧療護」專題，至北榮大德
安寧病房拍攝洗澡機、助禱室、會談室等各項軟硬體設施，並訪問陳
小妮護理長解說。

林明慧主任(左2)為大越法師(中坐者)
開示做引言

林明慧主任(右１)及病友(中坐者)與大家
共度中秋活動

同心緣合唱團特來參加大德病房中秋活動

司法院各級庭長、法官等一行人參訪大德
病房

李發耀副院長(右3)偕同黃信彰主任(左3)等共
同為榮民安寧網路北區資源中心成立揭牌

美國紐約安寧志工李海蒂女士(右5)參訪
大德安寧病房，與工作人員合影

豐富生命講座與會民眾踴躍參加之場景

大越法師(右3)偕同隨眾法師至大德病房主
講於會後與同仁合影

臺灣藝術台至大德病房進行拍攝錄影，製
作安寧療護專題

勇
敢，是我們陪伴親愛的媽媽一起面對

腦瘤疾病及死亡這個人生重要的課

題。

離別，是親人永遠的不捨。因為我們的媽咪

是我一生最摯愛的人，是她將我們這群子女帶到

這個世界來學習做人的一切道理，血緣情深，叫

我們怎能不心懷感恩她的含辛茹苦與教養照顧。

「媽咪，您要勇敢喔…。」當媽媽得知自己

腦中腫瘤正在影響她的健康時，毅然決然放棄

侵入性醫療的決定，讓心中萬般不捨的我強忍

滿懷悲痛，輕輕地跟她說：「媽咪，您要勇敢喔

…。」因為腦瘤的後續發展跟影響，將是我們身

為她的家人在陪她這最後一段人生路途必須面對

的課題，它，真得需要「勇氣」，更需要「勇

敢」！

上蒼悄悄關上了媽媽的生命之窗，但媽媽卻

為我們開啟了生命得以延續的智慧之窗。而親情

的凝聚更是媽媽留給我們的珍貴禮物，學會勇

敢，是母親送給我們的最寶貴生命課題。

感恩上蒼的憐惜，媽媽的腦瘤在臺北榮總醫

師的確認下，它是屬於淋巴瘤，所以腫瘤後續的

擴散，慶幸是不會引發疼痛的症狀。媽媽在安寧

病房辭世前沉睡安祥，一直都有家人陪伴身旁是

我們給媽媽最後的安心，我們都珍惜最後與媽媽

相處的機會，珍惜著媽媽能夠多留下來與我們相

聚的時日。

媽媽，感謝您帶我們來到這個人世間，有機

會來學習「做人」的道理，您也將我們教育得很

好。您是位盡責的好母親，更是一位認真活出自

己人生的女性，我們疼惜您，更不捨您的辛勞。

雖然人生總不免有生老病死的交替輪迴，我們深

信您是乘願再來與我們再一世的相處。

「好！」我親愛的媽咪即便身處腦瘤後續的

擴散中，卻總是這樣回應著我。我，內心鳴泣，

眼中含淚，比媽咪還不夠勇敢，忍不住淚水低

泣，也總是引來媽咪關愛的眼神：「女兒啊！妳

怎麼哭了？不要哭啊！」

媽媽的一生辛苦努力，縱然際遇也許艱難，

卻一直都是最勇往直前的堅強女性。媽媽在發

病初期接受檢查時，曾告訴我她自己曾反覆思

索，為何醫生辛勞卻仍堅持自己的職責，這樣的

命運課題在多年前她就已經想通了，也釋懷了。

「人家呼吸一分鐘，我也呼吸一分鐘，是這樣的

公平，有認真努力這樣生活的醫生，我也就無愧

了。」媽咪悟得這樣的大智慧，也留給我們如此

珍貴的精神支柱。

我的母親在85歲高齡時出現了頻跌，右半身

常手腳無力，從103年11月22日住院檢查到104

年4月24日安詳辭世的這段時間，媽媽承受腦瘤

病況的影響只有短短半年。

臺北市國泰醫院檢查診斷媽媽的腦瘤長在最

麻煩的運動神經區塊，手術摘除原本就有風險，

而媽媽的右腦經過檢查，發現在記憶區及語言區

之前就曾經中風多年了，如此就更不適合手術

了。既使想做切片確認腫瘤是否為良性？都會引

發整個大中風而癱瘓，若選擇化學治療或放射線

治療都將面臨風險及身心難以承受的後遺症。

「可以自己做決定」是人人面對自己生命最

後的尊嚴，一般家屬與病人本身在心理上也許都

會害怕，擔心知道疾病真實的狀況，但是，我的

母親卻選擇勇敢面對，她想在知道後由自己做決

定，對侵入性醫療及後續可能帶來的身心影響，

她的決定是不希望沒有品質地活著，即便放棄醫

療後腦瘤將帶來身體健康上的變化與承受，她仍

選擇自己必須知情。

媽媽是這樣勇敢面對自己的疾病，我們身為

她的子女，明白媽媽正在教我們「最後」這道尊

嚴的生命課題。

這麼棒的媽媽，您不用害怕即將邁向另一個

不可知的遠途是否會有磨難？因為您這一世是這

麼盡力又善良的人，您前往的地方也會是很棒的

好地方。

生性開朗善良、勇於嘗試的媽媽，您已跨步

邁開了您的腳步，到了一個我們尚未知臨的世

界，展開您的新旅程。雖然女兒希望您別走得太

快，跑得太遠，我怕將來追不上您，再也找不著

您，女兒希望將來真得能向先前與您話別時的期

盼，期盼我們有緣還能再相逢。因為您是位好媽

媽，您是這麼善良又美好的人，我們感念您給予

我們的一切。

媽咪，我們真得好想！好想您！

編者按：

作者得知母親於2013年11月罹病

後，為感恩母親的諄諄教養有如高山般

開闊大器，即開始著手做此畫作 - 大

霸尖山，更自題『母愛，如巍巍大山般

宏偉，屹立長存於永恆』，惜作者母親

生前未親見完成後之作品，今隨文刊

登，藉以表達作者對母親永續之恩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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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安寧病房紀事
 (103年7~9月)■編輯部

■大德安寧病房病友家屬 / 沈名姿女士

大德之愛

勇 敢

1 0 3年 6月 - 8月捐款名單

作者為感懷母親恩德所做之油畫作品 - 大霸尖山



以
「高質服務、雄心創新、榮耀生命、

總歸愛心」為核心價值的高雄榮民

總醫院，秉持對各階段疾病患者一致的優質療

護理念，在民國87年開始安寧居家與安寧住院

療護服務，持續關心癌症末期病人的醫療照護

與生活品質，成為高屏地區第一家開辦安寧病

房的醫學中心。目前病房容量達20床，為南部

地區病床數最多的安寧病房。民國94年起，高

榮配合國民健康局癌症診療品質提昇計畫辦理

「安寧共同照護」，將安寧緩和醫療的五全照

護模式延展至一般病房的癌末病人照護，希望

能夠在末期病人有限存活期內，盡可能減緩其

身、心、靈痛苦，使其與家人正向面對生命限

度，以達到「生死兩相安」的理想。

近幾年，高榮持續致力於安寧療護品質提

昇與服務層面推廣，陸續獲得行政院「法治再

造工作圈入選獎」、國民健康局「安寧病房服

務品質選拔安寧獎」、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

療品質策進會「醫品銅獎」與「主題改善進階

組潛力獎」等肯定。民國100年對於住院往生

或彌留返家癌症病人的安寧療護服務涵蓋率已

達61％，優於全國平均的38％。目前服務對

象除了癌症末期病人外，更近一步包含運動神

經元疾病、老年期及初老期器質性精神病（失

智症）、其他大腦變質（如嚴重腦傷、帕金森

氏症等）、心臟衰竭、慢性氣道阻塞、肺部其

他疾病（如肺部纖維化疾病等）、慢性肝病及

肝硬化、以及急慢性腎衰竭等非癌症的末期病

人。因應高齡社會的「在地老化」政策，高榮

安寧團隊與楠梓榮民自費安養中心也在輔導會

的指導下，共同試辦以定期安寧居家療護訪視

模式，提供榮家末期疾病住民持續性的緩和醫

療服務，使其

能夠舒適又自在

地安養在自己熟

識的環境，以得

善終。

 高榮安寧緩和醫療服務方式目前包括一般

病房末期病人的安寧共同照護、進階症狀控制

的安寧病房、以及提供社區緩和醫療服務的安

寧居家療護。住院中的末期疾病患者，可經會

診方式，由安寧共同照護團隊提供相關諮詢與

安排後續緩和醫療方式。對於期望持續在家安

養或外院的末期病人，可掛本院家庭醫學科門

診（週一至週五的上、下午58與59診）與醫師

討論，或以電話（07-3468105）諮詢方式了解

相關訊息。                         (轉載自榮光雙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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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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   親

自
從爸爸罹患攝護腺癌並轉移到骨頭

後，這已是第三次在北榮住院。第

一次在去年(102年)12月因胃出血之故。第二次

因低血糖住院後發現下顎骨細菌感染。醫師告知

可能會引起敗血症而隨時會走，當時想讓爸在最

安寧的狀態下離開，就獨自先去看了大德安寧病

房，親切的志工帶領我逐一介紹環境，最吸引我

的是其中一間可讓臥床病人洗澡的浴室，因為自

從爸胃出血臥床後就再也沒有好好洗過澡了。

當時因大德病房已無空床，須先簽立同意書

等候，但是媽媽的觀念認為安寧病房就是等死的

地方，所以仍在猶豫是否要簽。有一次在病房內

跟媽媽通電話時，適巧爸突然呼吸困難，驚慌中

我沒有掛斷電話，大約五分鐘的急救過程，媽媽

在電話那端聽得一清二楚，才決定讓爸轉到大德

安寧病房。當時正好安寧共照護理師春暉到病房

探視情況，她叫我不要離開，走過去握住爸的

手，輕拍他的胸口，安撫爸的不安。　 

之後轉到大德安寧病房的第一天，護理師玉

春來問病史。大約花了一個多小時，問得既詳細

又認真，然後對爸說：「阿伯，等一下要洗澡

哦！」爸聽了很高興說：「這裡可以洗澡哦！」

可是後來因為護理師不知道爸翻身時要非常的

慢，否則會有眩暈不舒服的感覺，我心知不妙，

果然他生氣就不洗澡了。護理師玉春很緊張的

問我們照顧爸的方式有否有需特別注意的地方？

我告知她後即詳細記錄起來並交班給接手的護理

師。隔天，爸就洗了一個好開心又舒服的澡呢！

每天早上護理長會例行帶領護理師們交接

班，爸看到護理師今莉跟欣瑜忍不住叫了聲「古

錐ㄟ！」對病房其他的護理師皆統稱「小朋

友」，還跟大家說要輕鬆點咧！下午有復健物理

師跟氣功老師來幫他做放鬆治療，讓一向睡睡醒

醒的爸竟然睡了一下午的好覺哦！病房還有一位

超可愛的法成法師掛著一副眼鏡，個兒小小的，

穿著迦娑，走路又快，看起來好像在練輕功，爸

最喜歡跟她聊天了，每次一聊就眉開眼笑。

病房還有兩位吳醫師，一位是始終笑瞇瞇的

吳彬源主治醫師，另一位是來北榮代訓的美女吳

曉鈴醫師，總覺得這兩位長得很像，一開始還以

為他們是父女呢！後來才知是師生。還有一位穿

著迦娑的邱菁蕙醫師，個性爽朗，氣質高雅穿梭

在病房中，心想這麼清秀可人的女孩怎麼會…？

哦！不不不！實在不敬，阿彌陀佛。

經過醫師調整爸的藥劑及病房團隊的協力照

顧下，爸可以出院了！神明保祐，對於爸能出院

回家，我心中慶幸好像是撿到的。不料六天後，

爸因為低血壓又住院了。在急診室等了兩天後再

住進大德安寧病房，居然還是爸原先的床位。

歷經爸多次住院，我學習了很多臨床上的功

課，所以知道爸會出現的狀況，所以當爸的喉嚨

發出「呼嚕呼嚕」的聲音時，我問吳醫師，他對

我點頭說：「差不多了。」原來爸那六天是特地

回家跟我們團聚告別的。因為擔心媽媽無法接受

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吳醫師跟王欽毅心

理師特地幫她進行心理輔導，此時才領悟到原來

安寧療護也同時關懷到家屬的心靈層面。

在爸昏迷的這幾天，護理師素華問我擔心的

點在哪裡？是爸這樣睡著就走了嗎？我點點頭，

她問：「如果這樣走了，你能接受嗎？」遲疑了

一秒鐘，我又點點頭，她說：「這樣很好啊！這

樣安穩的走對他來說是一種福氣哦！」護理師玉

春跟爸說：「阿伯，呼嚕呼嚕哦！你不會再難過

了，要換我們難過了哦！」來大德安寧病房代訓

的護理師翠容安慰我：「你們送爸爸到安寧病

房，度過他人生最後一程，做得很好。」翠容當

初憶及就是沒有堅持送她的婆婆到安寧病房，讓

婆婆後來受了很多苦，事隔多年到現在她還很遺

憾。另一位代訓的護理師郁珊亦說：「走了就不

痛了，比在的時候感覺會痛要好。」當時爸的背

部腰下有個褥瘡大傷口，既使爸已經昏迷，護理

人員還是悉心的照護換藥，感恩！

在爸走的那個早上，我是最後一個趕到的，

在他的耳邊輕輕的叫了三聲「爸～」，沒多久爸

就走了，他果真在等我……。我強忍淚水走出病

房聯絡爸的身後事宜，在走廊看到進來的吳醫

師，終於忍不住淚水說：「爸爸走了……。」他

輕輕的握起拳頭對我說『加油』！

爸往生時，護理師心慧幫忙擦拭身體，我們

換上他平常喜歡穿的衣服，護理師們不避諱的

一一進來跟爸道別，護理師佳禎還一路送到電

梯，感謝上天派來的天使們啊！

爸彌留時，我的心懸在空中，現在爸走了，

我的心還是沒有回到原位，怕開車經過到醫院的

路上，因為車上沒有爸；也怕看到電視播漁港海

鮮，因為是爸的最愛；更怕車子停在路口的紅

燈，因為爸在那家牙科做假牙，依稀還看到他站

在門口等我接他的身影……。不知道通往天國的

路有多遠？我想爸爸……。

■大德安寧病房病友家屬 / 林曼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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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
阿姨是個說

話小聲，個

性沉靜的女士。住院期

間因下半身無法活動，

主要由護理人員協助將

日常生活用品置於雙手

可及之處。

阿姨常為盜

汗所苦，所以一

天至少要擦一次

澡及更換多次衣

服，阿姨最高興

的事就是用洗澡

機洗澡，可以將全身的黏膩感去除，這讓愛乾

淨的她暢快不已。

在兩次與美育老師接觸的過程，阿姨總

是把她最喜歡的花畫給大家看，有大理花、玫

瑰花等。

她覺得這

些花顏色

鮮艷動人

，似乎在

告訴我們

，她多希

望自己能

像花兒一

樣常保美

麗與健康

。

常
言道，青春的可貴在於赤子之心

，這句話用來形容蔡美眉一點都

不為過，聽她說話、看她畫畫，你就會明白。

入住大德病房後，與法師懇談並皈依為

佛弟子後，「做功課」

成為她每日作息之一，

即便有時因病昏沉想睡

，但她告訴我們既使在

睡夢中也會念佛。問她

在異鄉的精神支柱是什

麼？她總會爽朗的答道

：「阿彌陀佛啊！」

對遠離家鄉又有

病在身的遊子來說，家

和親人最令其緬懷

不已，因那兒有她

兒時的天倫之樂，

一草一木、一屋一

瓦都記錄著她的回

憶。在美育老師的善誘下，她一筆筆畫出家中

的擺設，從她望向遠方的眼神，我們知道，她

真的回到家神遊一趟了！

美術療育賞析

柯阿姨非常喜歡花卉，她覺得花朵的燦爛讓她

有生命力，每次在美育老師陪伴欣賞花卉圖片

後，她告訴我們非常享受這芬芳的世界，能有

機會動手畫花讓自己很開心。她畫出的第一張

圖為紅色的大理花，形容自己內心有不善表現

的熱情。第二張圖則以平常就喜愛的桃紅玫瑰

花來形容心中的浪漫，像是一片一片慢慢綻放

的花瓣，需要細心地去發覺。

美術療育賞析

蔡美眉性情開朗、樸實，回想第一次收到的深

刻禮物，雖然只是一個簡單的電子手錶，但看

她繪圖時的表情，總帶著微笑與用心，能感受

到這禮物對她的重要。當描繪菩薩像時更是如

此，完成後寫下「慈悲」的感想。蔡美眉因離

家遙遠無法回去，藉著作品回憶起她緬甸的家

，畫中家裡的擺設依然歷歷在目，雖然無法常

與家人相聚但能體諒，蔡美眉總是將家人的美

好放在心中，因此距離就不再是問題了。

生命之花43

遊子心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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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輯，歡迎支持本刊物（200元∕本）

高雄榮總崇德安寧病房入口

高雄榮總優質之安寧療護現況
■高雄榮總安寧緩和醫學科主任/陳如意醫師

作者女兒手繪外公與外婆生病前畫像

作者女兒手繪外公彌留前畫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