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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捐款金額
林江娟娟 500,000
陳雪花 60,015
亞細亞公司 50,000
蔣晉峯 50,000
曾純志 20,900
袁卓生 20,100
余宣儒 20,000
邵芝馨 20,000
凌憬峰 20,000
陳仁慈閤家 20,000
彭玉華 20,000
蘇逸賢 20,000
文陳桓 15,000
柯一正 15,000
張榮華 15,000
陳謝珠閤家 15,000
楊復其 15,000
老協珍公司 12,000
海聖公司 12,000
莊美雪 12,000
許水城 12,000
許阿敏 12,000
陳啟茂 12,000
丁昱文 10,000
吳少玲 10,000
李金枝 10,000
李政宜 10,000
林己玄 10,000
林宜瑄 10,000
許曉薇 10,000
黃月霞 10,000
黃保材 10,000
無名氏 8,800
基隆商工 6,765
李國芳 6,000
林明慧 6,000
徐潤庭 6,000
張淑敏 6,000

張曉婷 6,000
曹開華 6,000
楊方衡 6,000
賴靜娟 6,000
鍾興山 6,000
魏國慶 6,000
魏雪卿等 2人 6,000
黃玉霞 5,520
方俊雄 5,500
吳維中 5,000
呂明亮 5,000
林阿滿 5,000
洪李彩涼 5,000
張林玉枝 5,000
得祐科技公司 5,000
彭小玲 5,000
曾啟洲 5,000
黃寶華 5,000
楊雅男 5,000
楊慧珠 5,000
劉佳妤 5,000
戴吳嬌 5,000
馮世寬 4,500
大梵天王 4,000
任介卿 4,000
何柔嫻 4,000
岑植庭等 2人 4,000
周玉梅 4,000
林文麗 4,000
林瓊玲 4,000
洪正修 4,000
洪錦燕 4,000
范振雄 4,000
徐開懋 4,000
馬珠嫻等 3人 4,000
張旻煜 4,000
陳以庭等 2人 4,000
陳重卿等 2人 4,000
陳奮仕等 2人 4,000

陳鶴鎮等 2人 4,000
覃　義 4,000
蔣仲苓 4,000
蘇逸玲 4,000
朱陳貴美 3,600
林柔岑 3,500
方少火 3,400
馬留孩 3,100
勝元紡織公司 3,100
李明原 3,000
李欽德 3,000
李錦全 3,000
林冠均 3,000
林峰政 3,000
林錦綾 3,000
高林綢 3,000
張美妹 3,000
莊育貞 3,000
陳秀鳳 3,000
陳東昀 3,000
費毅華 3,000
黃建興 3,000
黃博譽 3,000
楊岸邊 3,000
武沖霄 2,500
謝玉玲 2,500
瞿李仙梅 2,500
黃匯真 2,400
王冠程 2,370
廖芸萱 2,015
大梵天王義女 2,000
王柏鈞等 4人 2,000
王駿為 2,000
吳守文 2,000
吳許勳 2,000
吳惠娟 2,000
呂洪瑞瑜 2,000
呂雲卿 2,000
李　崇 2,000
李發軍 2,000
李煌興闔家 2,000

汪吳敏惠 2,000
沈家潔 2,000
谷榮貴 2,000
卓竑庭 2,000
拓亞公司 2,000
林孟璇 2,000
林杰鋒 2,000
林雪梨 2,000
林朝杭 2,000
林碧娥 2,000
柯俞如 2,000
張　味 2,000
張丰毓 2,000
張淑珍 2,000
張富辰 2,000
張黃秀雲 2,000
張謝桂英 2,000
許均嘉 2,000
許宛珠 2,000
許陳隨玉 2,000
郭帷寧 2,000
郭莉莉 2,000
郭諭澐 2,000
陳一忠 2,000
陳正錄 2,000
陳玫蓉 2,000
陳秉麟 2,000
陳炳仁 2,000
彭金寶 2,000
曾朱清等 4人 2,000
楊秋美 2,000
楊陳紅柿 2,000
葉俊言 2,000
葉裕民 2,000
詹詠富 2,000
趙潔英 2,000
劉玉琦 2,000
劉美玉 2,000
蔡天發 2,000
蔡志婕 2,000
蔡志謙 2,000

蔡青蓉 2,000
蔡黃秀敏 2,000
鄭素美 2,000
賴詩翰 2,000
賴福勇 2,000
魏弘麗 2,000
朱其偉 1,600
余　祥 1,600
張如禹 1,600
吳哲元 1,500
沈素讌 1,500
林彥呈 1,500
徐祥琴 1,500
益實實業公司 1,500
翁阿緞 1,500
張雅琪 1,500
陳郁琪 1,500
陳敬雄 1,500
黃建禎 1,500
鄒莉娟 1,500
管道颺 1,500
劉江秀蓉 1,500
安寧居家 1,268
王國光 1,200
王嘉霈 1,200
吳素美 1,200
李  傑 1,200
張若凡等 3人 1,200
許文端 1,200
黃志顯 1,200
黃松嬌 1,200
黃張秋霞 1,200
項曉蘋 1,050
王春美 1,000
王淑美 1,000
王雅真 1,000
石惠萍 1,000
江衣柔 1,000
吳沛玲 1,000
吳宜涴 1,000
吳萬益 1,000

吳福中 1,000
李存白 1,000
杜漢忠 1,000
沃荷公司 1,000
周淑婉 1,000
林美芳 1,000
林偉群 1,000
林得元 1,000
林添財 1,000
林莊月環 1,000
林惠麗 1,000
林意卿 1,000
林靖華 1,000
林劉淑貞 1,000
邱水香 1,000
徐于婷 1,000
徐秀美 1,000
高國松 1,000
張馨文 1,000
曹佑誠 1,000
梅游秀英 1,000
莊文美 1,000
連佳慧 1,000
郭華珠等 2人 1,000
郭增業 1,000
都會聯合公司 1,000
陳文森 1,000
陳芩蘭 1,000
陳淑芬 1,000
陳詠蕙 1,000
陳貴美 1,000
陳翠玲 1,000
陳靜君 1,000
曾彩鳳 1,000
曾鳳嬌 1,000
湯秀湄 1,000
湯錦俊全家 1,000
童炳川 1,000
黃王照君 1,000
黃盟婷 1,000
楊思源 1,000

楊國棟 1,000
溫許忠 1,000
葉添丁 1,000
趙德麟 1,000
齊桂秀 1,000
劉進山 1,000
劉雅濃 1,000
劉雲海 1,000
潘建河 1,000
鄭怡銘 1,000
鄭俊廷 1,000
鄭廣韻 1,000
謝根旺 1,000
鍾逸蘋 1,000
簡麗珠 1,000
蘇妧玲 1,000
釋傳遠 1,000
顧自強 1,000
陳昭星 936
黃甫華等 2人 900
陳婉萍 800
傅以慈 800
申亞男 750
李光喜 750
謝雪娟 750
鍾雲華 750
丁文傑 650
吳柏林 600
吳秋鑫 600
周嘉彥 600
林陳玉英 600
施錦章 600
洪銘堯 600
苗非比 600
張貴珍 600
許滿子 600
陳宗仁 600
陳彥仁 600
陳英美 600
陳高惜 600
陳淑琴 600

陳紫微芳 600
陳菁若 600
曾允芊 600
曾允柔 600
黃堂榮 600
黃興長 600
楊金錫 600
楊森源 600
董虔呈 600
蔡　秀 600
顏國年 600
朱秩輝 500
李麗雲 500
宜蘭蘭花座 500
林秀蓮 500
林純貝 500
姚斯航 500
胡何鳳鶯 500
高玲美 500
張佳琪 500
郭子齊 500
陳世修 500
陳亭佑 500
趙秋香 500
劉育伶 500
鄭又瑋 500
鄭君華 500
鄭美麗 500
鄭智綱 500
蕭陳玉雲 500
盧建成 420
日昇食品公司 400
汪建宏 400
汪瓊芳 400
胡鎧庭 400
孫世文 400
項偉鳳 400
劉忠杰等 2人 400
江淑華 360
張特彰 350
毛聖生 300

林幸儀 300
林鼎芫 300
凌美雲 300
張金峰 300
陳宣吟 300
游義煌 300
湯文章 300
鄭麗雲 300
藍至國 300
尤佳鈺 200
尤佳榕 200
尤詠吟 200
尤聰益 200
王彩鳳 200
朱妍霖 200
吳月雲 200
郭鳳仙 200
陳佩吟 200
程詠來 200
馮佳誼 200
黃靖婷 200
劉亦浚等 3人 200
劉宛睿 200
蔡慶齡 200
賴逸燊等 2人 200
林郁蓁 100
曾信嘉 100
曾群哲 100
黃淑芬 100
劉秀梅 100
藍郁芬 100
藍善強 100
藍善誠 100
藍碩平 100
羅俊鎬 100

蔡美惠社工師(立者)為北投社區醫療群
醫護專業人員上課

母親節前夕張德明院長(左2)協同陳曾基
主任(右2)、齊珍慈督導長(右1)及陳小妮
護理長(右3)探視病友及家屬

大德病友老奶奶(左1)高興的與大家一起
帶動唱共慶端午

澳洲昆士蘭大學 Geoffrey Mitchell 教授
(右3)參訪北榮大德安寧病房與黃信彰副
院長(左3)等合影

 薩迦法王法子智慧金剛仁波切(左2)至北榮
大德安寧病房關懷末期病人

北榮陳曾基主任(左6)帶領團隊成員至
桃園榮服處參訪暨預立醫療自主計畫研
討會後合影

福林長青志工團體受邀至大德病房慶端午
表演組曲帶動唱

陳曾基主任(右)代表大德基金會參加感謝
茶會接受北榮副院長何善台(左)頒獎致意

張德明院長(右4)與護理部主任王桂芸
(右1)於母親節前夕探視病友及家屬後
與大德病房團隊同仁合影

一
開始楊大哥是拒絕我的，但在一次又

一次的陪伴中，我瞭解他是多麼想要

活下去。透過陪伴，他慢慢了解，不論他選擇甚

麼，我都會陪他一齊努力。

相遇

這一天我正經過人來人往的醫院大廳，巧見

一位頸部包紮紗布坐在輪椅的先生，若有所思，

旁邊有個吊著點滴的小男孩手裡拍著的球不小心

滾到這位病人的腳邊，他替男孩撿起了球微笑交

給他，還摸摸男孩的頭，並順手從上衣的口袋裡

拿了一塊糖給小男孩，這一幕在我的腦海留下了

溫馨的畫面。

我好痛

按著規畫的排程，我到血液腫瘤科病房訪視

病人。今天要看的這位病人，楊阿欽，52歲，喉

癌，已轉移肺部、肝臟。從住院的第一天，其疼

痛指數就達8-10分之間，他寧願冒風險接受頸部

神經阻斷手術，就是想要繼續活下去!但是做完後

疼痛只改善了一天!放射治療和化學治療在之前都

做過了，原病房團隊很希望能夠說服他轉到安寧

病房，減少痛苦。

照護他的護理師提醒我，病人求生意志強，

但個性固執、脾氣不好，止痛手術失敗後，他表

現得更退縮又封閉，目前不想跟任何人說話，要

我多費點心。

帶著微笑，我走進病人所在的病室，發現他

就是幾天前我經過醫院大廳時留下深刻印象的那

位先生。只見白色的病床上攤著一張又一張填滿

字跡的白紙，楊大哥正駝著背坐在病床上振筆疾

書。在我尚未向他自我介紹時，他突然變換姿勢

蜷縮在病床上，面露痛苦表情，感覺快要喘不過

氣來並顫抖的寫下「我好痛」三個字！

我不要安寧

我向楊大哥表明我是安寧共照護理師，主治

醫師請我來協助藥物調整，試試能否舒緩他的疼

痛問題。只見楊大哥看了我一眼，低頭寫下「我

不要安寧」，就不再理會我。雖然第一次接觸就

碰了軟釘子，我仍然沒有放棄，同時間原團隊護

理師推車進來要換藥，我剛好可一起幫忙，沒想

到手才碰到紗布就被楊大哥痛苦的悶哼聲嚇了一

跳，他更惡狠狠的瞪著我，指著門口要我離開，

我被楊大哥突如其來的強烈抗拒而受挫便轉身離

開。

被趕出病房的我，站在房門外因剛才的受挫

而難受，不禁低頭緊握著胸前的十字架項鍊，心

裡反覆默念南丁格爾誓詞，但淚水仍不爭氣的滑

落而下，心疼楊大哥卻又氣自己沒用，不知道可

以用甚麼方法幫忙他。此時社工師適巧要來看楊

大哥的女兒，拍拍我的肩，對我說：「妳一定可

以的」。

女兒的道白

女兒在病房的走廊向我們訴說有關楊大哥的

現況：「我爸爸痛起來心情就不好，我覺得我很

多事情都幫不上忙。我爺爺以前開修車廠，但是

後來生意失敗，欠了很多錢。爸爸兼了很多工作

來還債。可能因為壓力太大，所以常喝酒，喝醉

了就會打人，我媽媽就是這樣被打跑的。爸爸有

時生氣起來還會揍人，二哥就是因為跟爸爸吵太

兇了而離家出走。大哥後來交了壞朋友，染上毒

癮現正在坐牢，我今年剛好畢業可以暫時專心照

顧爸爸。爸爸雖然過去有一些壞習慣，但是家中

經濟一直是靠他支持，他真的很辛苦，而且自從

大伯過世後，壓力都在他身上。爸爸其實很愛大

家，只是有時候用的方式比較不好，我曾看過爸

爸一個人看著以前全家福照片落淚，他應該很懷

念過去全家在一起的時光吧。」

白目小姐現身次數

在不放棄下，我用心善盡每一個與楊大哥互

動的時刻，比如說：當他寫字時我總認真的等待

並報以同理的點頭；我經常在原團隊醫師或護理

師巡房時適時的出現在病房，希望增加與楊大哥

互動的次數；當楊大哥的筆掉落時我總適時的接

住；當楊大哥用的紙寫完要轉頭拿白紙，我則剛

好遞上；有一回楊大哥正想起身時，我適時的扶

他一把，一開始雖然楊大哥抗拒，但我總會報以

溫柔的微笑。    透過多次的互動，楊大哥漸漸面

露溫和的神情，我感受到他已慢慢接納了我，他

的女兒也告訴我，楊大哥最近疼痛改善很多，晚

上都可以睡眠不中斷，所以精神好很多，白天有

空就會寫字或是畫畫。我相信透過彼此真誠與尊

嚴的對待，楊大哥的心已慢慢開啟及轉動，不再

固執。有一回，我去看他，見他轉身拿起床邊預

備好的字條遞給我，上面寫著「白目小姐現身次

數：七」。

我決定去安寧

有一天，當我協助楊大哥換藥後，他突然遞

上一張紙給我，上面寫著「我決定去安寧」。我

高興的立刻轉達給原病房醫護團隊及安寧病房的

總醫師，兩天後楊大哥轉至大德安寧病房，接受

安寧團隊的全程照護。

雖然楊大哥的疼痛問題，在我以安寧共照護

理師的角色介入後改善很多，不過他還有一些心

靈痛苦，主要關係到其家人和自己未和解的部

分，需要安寧團隊的協助。目前因楊大哥對自己

的死亡已經有了初步的準備，我希望藉著安寧團

隊的努力，能陪伴並協助他完成四道人生的生命

課題！

對不起

安寧病房安排心理師與楊大哥會談，協助他

做人生歷程回顧，陪伴他尋回自己的生命能量，

希望他在生命將結束前，思索如何與家人和解。

女兒提到：「爸爸之前脾氣很不好，自從在腫瘤

病房由白白護理師幫忙疼痛控制後，脾氣就慢慢

改變了。爸爸過去只會修車，未曾看過他畫畫，

生病住院這期間，爸爸把想說的話都寫在本子

上，也常在本子上畫畫，在書寫、畫畫的過程中

爸爸也有了明顯的改變。」楊大哥聽到這段話後

點點頭，低頭書寫「希望全家可以在一起」，眼

眶泛淚，又寫下「對不起」。

心願

 楊大哥轉到安寧病房後，我常抽空去看他，

發現他的疼痛控制已可維持在3分以下，夜間睡眠

獲得改善已可平躺，只是肺部轉移情形愈來愈明

顯，因病情欠穩，目前安寧團隊討論協助楊大哥

在院善終。

自從與楊大哥熟悉後，他漸漸願意與我討論

所關心或在意的事。對以前所發生的事感到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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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安寧病房紀事
 (104年4~6月)

■編輯部

■編輯部採訪安寧共照護理師李存白側寫

大德之愛

圓一個緣~
   感 謝 病 人 用 生 命 教 導 我 們 一 切

104年3月-5月捐款名單

本文病人楊先生於病中執筆作畫

(文接第二版)楊先生的圖作之一

泰國的讚念長老(右4)蒞臨大德安寧病
房為有緣大眾慈悲開示

04/17
臺北健康大學、輔仁大學、陽明大學、慈濟大學及國防大學等五所大學
護理系學生「癌症實習」計 73 人，自 4/2-7/14 止分 8 梯次至北榮大德安
寧病房見習半天，由陳小妮護理長等 7 位安寧團隊護理講師負責督導。

04/20 新光醫院、林口長庚醫院各指派一位社工師至北榮大德安寧病房見習五
日，由蔡美惠社工師負責督導。

04/23

臺北榮總「北區榮民安寧緩和資源中心」於八德榮家辦理「104 年初階
榮民安寧宣導員種籽培訓課程」，課程由北榮安寧緩和醫學科主任林明
慧及大德病房臨床心理師王欽毅帶領學員進行一日的安寧課程嚮宴，全
國各地區榮民體系工作人員共計 89 員參訓。

04/23
臺北榮總大德安寧病房陳小妮護理長及「北區榮民安寧緩和資源中心」
黃柏璣專員至八德榮家對榮民進行預立醫療自主計畫 (ACP) 宣導，共計
110 位榮家住民參與。

04/24

由臺北榮總家庭醫學部主任陳曾基帶領團隊成員至桃園市榮民服務處參
訪，並由安寧緩和醫學科林明慧主任及「北區榮民安寧緩和資源中心」
黃柏璣專員進行預立醫療自主計畫宣教，課後並與工作人員針對榮民
ACP 宣導及醫療照護議題進行研討及意見交換。

04/27 陽明大學護理系四年級學生張家仁，至北榮大德安寧病房實習 10 天
(4/27-5/8)，由陳小妮護理長負責督導。

04/28 薩迦法王法子智慧金剛仁波切來台弘法，至北榮大德安寧病房開示及關
懷末期病人，獲益良多。

05/07
臺北榮總院長張德明協同家醫部主任陳曾基、林明慧主任、護理部主任
王桂芸及大德病房團隊同仁，於母親節前夕造訪大德病房探視病友及家
屬，並贈花束、點心溫暖致意。

05/13
臺北榮總家庭醫學部安寧緩和醫學科主任林明慧帶領社工師蔡美惠及「北
區榮民安寧緩和資源中心」吳佩儒護理師至桃園榮院參與安寧講座及研
討。

05/22 泰國佛教界極具盛名的讚念長老，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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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3 大陸重慶大學附設第一病院 2 位醫師及 1 位護理人員連袂參訪北榮大德
安寧病房，由呂欣怡總醫師負責接待。

06/03 大陸重慶大學附設第一病院 2 位醫師及 1 位護理人員連袂參訪北榮大德
安寧病房，由呂欣怡總醫師負責接待。

06/09
06/11

北投社區醫療群醫護專業人員醫師 8 人、護理師 2 人及藥師 1 人，分別
於 6 月 9 日及 6 月 11 日下午至北榮大德安寧病房，由家庭醫學部主任陳
曾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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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1 臺北榮總社工室為感謝各社區資源機構對貧困患者的贊助，特舉辦感謝
茶會致意，大德基金會由家醫部主任陳曾基代表參加。

06/13
澳洲昆士蘭大學 Geoffrey Mitchell 教授蒞臨台灣指導參觀，參訪北榮大
德安寧病房，由家庭醫學部主任陳曾基帶領安寧團隊同仁引導介紹與參
加學術研討活動。

06/18
大德安寧病房舉辦慶端午活動，除示範包粽子、同仁的反串表演及邀請
浣紗合唱團、古箏表演、福林長青關懷據點志工表演快樂組曲等，病人、
家屬、醫護同仁及志工夥伴皆大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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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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阿姨有一顆慈

母的心，總是

為別人著想，擔心生病連

累家人的工作，因此兒子

只好盡量不用請假來陪伴

她，以免讓阿姨心裡有負

擔。尤其與先生感情深厚

，讓他們倆人對未來不能

相守到白

頭覺得非

常遺憾。

有時兩人

會有消極

的想法，

但想到為

了兒女與

孫子還是

要堅強的

過下去，

再加上周

阿姨的信

仰也成為支持的力量。

周阿姨慈母的心像是菩薩慈悲的心，雖

然病痛纏身讓她很辛苦，但她的心還是常常牽

掛在孩子的身上，希望能儘量自我照顧不麻煩

小孩，家人緊密的情感亦讓阿姨時時覺得溫暖

在心頭。

美術療育賞析

周阿姨談到信仰時露出慈祥的笑容，我們告訴

阿姨可以用描繪的方法來親近菩薩，阿姨欣然

地答應。從描繪的圖稿可以看到阿姨所畫的線

條展現出穩健的力量，雖然線條有波動起伏仍

然可以感受到一種專注和誠心，完成時阿姨祝

福大家。後來她也親手寫了一封信給團隊，感

謝大家對他的照顧。

溫暖在心頭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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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輯，
歡迎支持本刊物（200元∕本）

我
曾是臺北榮總大德安寧病房志工的一

員，雖然後來因腰疾而不得不終止服

務，對於之前這一年深刻的生命體驗，擬就此文

記錄些雪泥鴻爪與大家分享。

我閱讀聖嚴法師寫的「歡喜看生死」、「生

死皆自在」…等書，在其流暢卻又發人深省的詞

句中，為我們已臨或將面臨的生死大事，注入珍

貴的智慧清流，得以重拾失落後的力量，再次出

發。

多年來，我在精神部擔任「王大夫專線」志

工，某一次因去大德安寧病房支援服務，接觸到

大德志工，感佩之餘，心想如有機會招募志工一

定要好好把握。很幸運經審慎篩選後，我歷經三

個月的訓練、實習終於成為大德志工的一員。

安寧病房，在一般人的認知是「等死的地

方」而抗拒，我卻在了解後而改觀，對志工更是

充滿無限的感佩，困惑她(他)們如何能經常面對

哀悽的病人與家屬？而這群包含醫師、護理師、

心理師、宗教師、社工師、美育老師、氣功老師

及志工們的醫療團隊，每天總是以無比的愛心、

耐心，與笑臉關懷照護每個病人及家屬，為16間

病房灑下滿滿的陽光。

在服務的時段裏，除了有時協助家屬為病人

在極為先進的「超音波沐浴機」洗澡外，工作部

分還包括了登錄資料、整理環境、換床單，及逢

年過節的慶祝活動，為病人送養生茶或陪伴關懷

就是我與病人接觸最多的時刻。而在這當中接觸

的人、事、物，不論是病人或家屬，也留下許多

印象深刻的點點滴滴。最深刻的莫過於那位輕闔

雙眼，口中佛號不斷，在我們幫他按摩雙足時，

面容安詳睡著的老伯伯。

聖嚴法師在「生與死的尊嚴」中提及「佛

教認為人往生時的心態有六種因素，可以決定死

亡後未來的前途：(1)隨業(2)隨重(3)隨習(4)隨緣

(5)隨念(6)隨願，若想善生善終乃至得大解脫，

平常所下的功夫是比較可靠的。」同樣印象深刻

的是，巧遇果賢法師老菩薩，看他在病床上與兒

孫談笑風生，安然自在的樣貌，哪像癌末臨終病

人？以及告別式上眾多義工朋友的送行，更印證

了上述的話語。

此外遇到另一蓮友志工的母親，往生時正逢

共修法會可為其超薦等不可思議的因緣，在在都

說明了生前學佛或家人學佛，不論是佛教、基督

教、天主教，有個正信的宗教信仰，並且精進修

行，布施行善，不僅是一種福報，也是給自己未

來最好的準備。

看到單身沒有家人陪伴、照料的榮民伯伯，

我們都會在留言簿內記下「多一份關懷」的叮

嚀，這些為國付出半生卻孓然一身的長者，的確

值得大家為他們多盡一份心力。還記得那位總是

把自己料理得整潔有序，不想麻煩別人的長輩；

以及另一位由同袍友人陪伴進出的身影，散發著

友情的光輝，都令人動容。

看到護理人員對病人呵護備至，溫言暖語，

極有耐心地為口腔癌病人清理潰爛發臭的傷口，

為家屬或看護人員協助無法處理的病人身體排泄

物，打心裡真的讚歎這些白衣天使的難行能行。

而看到幾張似乎無法接受自己走向生命盡頭，怨

懟得化不開的臉孔，讓人更深思，是否該花時間

研讀，及早修習生死這門課，才能無怨無悔，坦

然面對？也能蒙主寵召或蒙佛接引，往生天國或

佛國淨土，極樂世界。

儘管理解有生必有死是必然現象，或者認知

生命只是一個過程，死亡不是結束，只是另一生

的開始。但是當面臨摯愛的親人，將消失在自己

生活中，那份不捨、傷痛真能感同身受。曾接觸

到四對鶼鰈情深，不厭其煩，無微不至的照料另

一半，不僅令人感動，更體會有一貼心照顧的好

老伴真是最大的福氣，而能早走一步，受到悉心

照顧與圓滿後事安排的人，何嘗不是更有福報的

人！所以照顧好另一半，對他(她)好，讓他(她)

活得比自己久，不也是慈悲與智慧的逆向思維

嗎？

大德志工服務的一年，如同從事各種志工及

公益行善，感覺正如聖嚴法師說的「布施的人有

福，行善的人快樂，利人便是利己」，及聖經所

說「施比受更有福」，有能力布施時間、體力、

金錢就是有福氣，學習體驗到的智慧或經歷，往

往比付出的還要多。無怪乎聖嚴法師說：「救苦

救難的是菩薩，受苦受難的是大菩薩。」看著進

出安寧病房不論是年長或年輕的受苦大眾，感恩

他們教導我們如何正視人生這門生死大事。也感

謝讓我有機會進入這溫馨團隊服務的美惠社工

師，感謝指導我的同班夥伴，也敬愛發揮大愛，

視病如親的大德安寧醫護團隊及所有的朋友們。

本文作者熊美惠女士

安寧照顧點滴

■前大德安寧病房志工/熊美惠

點滴在心頭 ~
           大德志工紀事

與懊悔，似乎期待修復關係，因楊大哥意識自己

的時間所餘不多，自覺愧對父母、子女，安寧團

隊討論可再觀察或關心是否有機會促進雙方表達

情感，安寧病房的美術療育老師亦協助楊大哥藉

由畫作，表達他對自己孩子的愛及深切的悔意。

相見

大德安寧團隊一直在努力籌畫，希望促成兩

位兒子到病房來探視，協助楊大哥完成道歉、道

愛、道謝、道別-最終的四道人生！大德安寧病房

的醫護人員皆各自透過電話、網路和家屬及○○

看守所聯繫，希望能夠讓楊大哥親自見到自己孩

子的最後一面。不久，看守所即通知安寧團隊同

意長子到院探視，我得知後開心的去告訴楊大哥

這個好消息。 

沒想到楊大哥為了顧及兒子的尊嚴，若戴手

銬出現在人來人往的醫院有損顏面，表達不希望

他來探視。我告訴楊大哥我們會推輪椅下去接長

子，手銬可以用毛毯遮蓋起來，楊大哥聽後眼睛

一亮，高興的點點頭。

過兩天，護理長接到看守所電話通知，楊大

哥的長子即將由法警陪同來到病房，便趕緊親自

帶著輪椅及毛毯，到醫院門口接人。當楊大哥看

到朝思暮想的孩子，激動的想起身，只見戴著手

銬、腳鐐的長子，應聲跪下泣聲說道：「爸！對

不起，我沒辦法在身邊照顧您。」父子倆相擁而

泣，無法言語，現場的氣氛感動了在場的每一個

人。

緣一個圓

長子探視後，楊大哥似乎心願已了，多數時

間都在昏睡，但我發覺因小兒子始終未願意來探

視楊大哥，小兒子似乎還是無法放下對父親曾暴

力相向的心結，是一件遺憾的事。

楊大哥雖然虛弱，仍堅毅的撐著最後一口

氣，沒有放棄對孩子的等待。安寧團隊的宗教師

握著楊大哥的手說：「記得您告訴我，您有心向

小兒子道歉，他可能還沒有準備好來看你，也只

能尊重與接受。您可以將自己的心意向佛菩薩表

達，也祈請菩薩保佑小兒子平安喜樂。相信您的

誠心，他會感受到的。」

就在楊大哥身處彌留的狀況時，病室門口閃

現一個人影，順著楊大哥的眼神往門口看，楊大

哥此時露出一絲欣慰的表情，嚥下了最後一口

氣。我不禁憶起楊大哥曾經寫過的話：「孩子，

爸爸對不起你們，老天一定知道，爸爸好愛你

們，我錯了。」

附錄

楊大哥於病中寫的兩封信

寫給白白共照護理師的信

我是大德學堂的學生，我是白白共照護理師

受開示的學員。經過幾週的情緒低潮，我對生命

無望認為是到終點了，但突然間讓我想到自己年

少輕狂時的無知，我從14歲之後未再就學，而

後時常都是酒國英雄般的生活！我爸白手起家經

營汽車維修廠，因為經濟不景氣又被人倒會，積

欠了大筆債務，還好有一個好母親把這個家撐起

來，日夜為家計努力工作還債，我也在自家工廠

工作，花了很久的時間終於把債務還清，但那段

時間我不知不覺菸癮、酒癮越來越大，一天兩包

香菸以上，啤酒、烈酒不計其數，如此毫無止境

的喝法，使得身體逐漸敗壞而自己卻毫無警覺，

已造成了重大的永久性的酒精傷害了！起先是身

體感覺越來越沒體力、很疲勞，但還是無知的一

直喝下去，等到約三年前發病，一切為時已晚，

嚴重到每天都要打嗎啡、吃嗎啡來止痛，然後劑

量越來越大不然無法止痛，這種痛苦我希望不要

有人再經歷，只要有像我這樣生活型態的人要有

所警覺了，從小就要有絕對不能酗酒的觀念，不

然等到發病時為時已晚，都需要靠藥物來止痛，

那種痛苦真是難過，沒靠藥物無法度日，這樣的

人生就無意義了，所以在此我以親身受過折磨的

過來人，告誡所有生活過得像我這樣的人要回頭

了，不然，人生就此完了。

謝謝白白常常來陪我說說話，一起欣賞我的

畫作、分享我的心情，希望我的這封信能讓妳幫

助到其他更多需要妳服務的病人，真的很感謝

妳，妳是我的天使。

寫給大德安寧病房團隊的信

謝謝你們把我從腫瘤科病房接過來住，一開

始我的醫師告訴我要把我轉到安寧病房，我很抗

拒，我氣他怎麼可以放棄我，讓我去安寧病房等

死，在多一些了解後我同意轉了，沒想到此刻的

我居然是後悔為什麼沒有早一點來住安寧病房，

這裡有醫師、護理師、心理師、宗教師、社工

師、美術療育老師、氣功老師、志工們，讓我覺

得身、心、靈都被照顧到了，感覺很溫暖，還有

SPA洗澡機，你們居然不排斥我的傷口和傷口的

臭味，依然帶我去泡澡，謝謝你們讓我的尊嚴感

回來了，你們還注意到我心願完成的需求，協助

我的大兒子從監獄申請出來看我最後一面，讓我

還有付出父愛的機會，我的心放下沒有遺憾了，

這段期間謝謝你們無私的照顧，祝福大家平安！

健康！ 

後記

安寧共照護理師李存白在臨床照護安寧病人

已歷時多年，在臨終陪伴的路上，她總相信微笑

和關懷可以融化冰封的心。緣份讓她與病人相

遇、相知，在死蔭的幽谷裡，為了生死兩相安，

她陪著楊大哥，努力修補生命中曾經有的誤解與

遺憾。李存白護理師於104年4月離開臺北榮總，

回到她的故鄉花蓮繼續堅守護理師的神聖照護工

作。

楊大哥的故事乃真人真事，感謝臺北榮總大

德安寧病房醫護人員的慈悲喜捨，及楊大哥不吝

的回饋，我們將楊大哥的故事拍成微電影「安寧

護理之美—緣圓」，並剪輯製作成日後醫護人員

之教學影片，歡迎有暇共賞 (網址https://youtu.

be/nAPp7kah9HI)。

(文接第一版)

【材料】

藕節5段、適量蜂蜜

【作法】

藕節洗淨、壓段後，將土洗淨後，放入果

汁機中，搾汁去渣，再加入適量蜂蜜及冰開水，

放入冰箱中，冰涼飲用。

【說明】

藕節具有清熱涼血作用，一般在中藥店買

到的是乾品，現在是『蓮藕』之季節，吃蓮藕常

把藕節去掉，因其纖維多而不好吃，卻不知到此

乃是夏日最好的食物。

藕節含有抗氧化之多酚類成分，禁與金

屬、鐵器相遇，會起化學反應而變黑色，因此切

時最好用不鏽鋼刀具。

藕節是指蓮之地下莖藕之節部，具有收斂

止血作用，新鮮者具有清熱涼血的作用，因心

急、煩熱易造成末梢之血管張而臉色紅嫩，另

有些原本有胃不適或潰瘍、有胃出血傾向者，或

咳嗽時略有血絲，此時則宜選擇具有熱之新鮮藕

節。

涼 血 乃 為 中

國醫學之名辭，以現代

藥理學解釋，乃降低血流量，減少血管壁之壓

力，而達止血之效用。

(轉載自楊玲玲博士養生藥膳)

清熱涼血─蓮藕汁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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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榮總中正21樓大德會議室。

楊先生的圖作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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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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阿姨有一顆慈

母的心，總是

為別人著想，擔心生病連

累家人的工作，因此兒子

只好盡量不用請假來陪伴

她，以免讓阿姨心裡有負

擔。尤其與先生感情深厚

，讓他們倆人對未來不能

相守到白

頭覺得非

常遺憾。

有時兩人

會有消極

的想法，

但想到為

了兒女與

孫子還是

要堅強的

過下去，

再加上周

阿姨的信

仰也成為支持的力量。

周阿姨慈母的心像是菩薩慈悲的心，雖

然病痛纏身讓她很辛苦，但她的心還是常常牽

掛在孩子的身上，希望能儘量自我照顧不麻煩

小孩，家人緊密的情感亦讓阿姨時時覺得溫暖

在心頭。

美術療育賞析

周阿姨談到信仰時露出慈祥的笑容，我們告訴

阿姨可以用描繪的方法來親近菩薩，阿姨欣然

地答應。從描繪的圖稿可以看到阿姨所畫的線

條展現出穩健的力量，雖然線條有波動起伏仍

然可以感受到一種專注和誠心，完成時阿姨祝

福大家。後來她也親手寫了一封信給團隊，感

謝大家對他的照顧。

溫暖在心頭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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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輯，
歡迎支持本刊物（200元∕本）

我
曾是臺北榮總大德安寧病房志工的一

員，雖然後來因腰疾而不得不終止服

務，對於之前這一年深刻的生命體驗，擬就此文

記錄些雪泥鴻爪與大家分享。

我閱讀聖嚴法師寫的「歡喜看生死」、「生

死皆自在」…等書，在其流暢卻又發人深省的詞

句中，為我們已臨或將面臨的生死大事，注入珍

貴的智慧清流，得以重拾失落後的力量，再次出

發。

多年來，我在精神部擔任「王大夫專線」志

工，某一次因去大德安寧病房支援服務，接觸到

大德志工，感佩之餘，心想如有機會招募志工一

定要好好把握。很幸運經審慎篩選後，我歷經三

個月的訓練、實習終於成為大德志工的一員。

安寧病房，在一般人的認知是「等死的地

方」而抗拒，我卻在了解後而改觀，對志工更是

充滿無限的感佩，困惑她(他)們如何能經常面對

哀悽的病人與家屬？而這群包含醫師、護理師、

心理師、宗教師、社工師、美育老師、氣功老師

及志工們的醫療團隊，每天總是以無比的愛心、

耐心，與笑臉關懷照護每個病人及家屬，為16間

病房灑下滿滿的陽光。

在服務的時段裏，除了有時協助家屬為病人

在極為先進的「超音波沐浴機」洗澡外，工作部

分還包括了登錄資料、整理環境、換床單，及逢

年過節的慶祝活動，為病人送養生茶或陪伴關懷

就是我與病人接觸最多的時刻。而在這當中接觸

的人、事、物，不論是病人或家屬，也留下許多

印象深刻的點點滴滴。最深刻的莫過於那位輕闔

雙眼，口中佛號不斷，在我們幫他按摩雙足時，

面容安詳睡著的老伯伯。

聖嚴法師在「生與死的尊嚴」中提及「佛

教認為人往生時的心態有六種因素，可以決定死

亡後未來的前途：(1)隨業(2)隨重(3)隨習(4)隨緣

(5)隨念(6)隨願，若想善生善終乃至得大解脫，

平常所下的功夫是比較可靠的。」同樣印象深刻

的是，巧遇果賢法師老菩薩，看他在病床上與兒

孫談笑風生，安然自在的樣貌，哪像癌末臨終病

人？以及告別式上眾多義工朋友的送行，更印證

了上述的話語。

此外遇到另一蓮友志工的母親，往生時正逢

共修法會可為其超薦等不可思議的因緣，在在都

說明了生前學佛或家人學佛，不論是佛教、基督

教、天主教，有個正信的宗教信仰，並且精進修

行，布施行善，不僅是一種福報，也是給自己未

來最好的準備。

看到單身沒有家人陪伴、照料的榮民伯伯，

我們都會在留言簿內記下「多一份關懷」的叮

嚀，這些為國付出半生卻孓然一身的長者，的確

值得大家為他們多盡一份心力。還記得那位總是

把自己料理得整潔有序，不想麻煩別人的長輩；

以及另一位由同袍友人陪伴進出的身影，散發著

友情的光輝，都令人動容。

看到護理人員對病人呵護備至，溫言暖語，

極有耐心地為口腔癌病人清理潰爛發臭的傷口，

為家屬或看護人員協助無法處理的病人身體排泄

物，打心裡真的讚歎這些白衣天使的難行能行。

而看到幾張似乎無法接受自己走向生命盡頭，怨

懟得化不開的臉孔，讓人更深思，是否該花時間

研讀，及早修習生死這門課，才能無怨無悔，坦

然面對？也能蒙主寵召或蒙佛接引，往生天國或

佛國淨土，極樂世界。

儘管理解有生必有死是必然現象，或者認知

生命只是一個過程，死亡不是結束，只是另一生

的開始。但是當面臨摯愛的親人，將消失在自己

生活中，那份不捨、傷痛真能感同身受。曾接觸

到四對鶼鰈情深，不厭其煩，無微不至的照料另

一半，不僅令人感動，更體會有一貼心照顧的好

老伴真是最大的福氣，而能早走一步，受到悉心

照顧與圓滿後事安排的人，何嘗不是更有福報的

人！所以照顧好另一半，對他(她)好，讓他(她)

活得比自己久，不也是慈悲與智慧的逆向思維

嗎？

大德志工服務的一年，如同從事各種志工及

公益行善，感覺正如聖嚴法師說的「布施的人有

福，行善的人快樂，利人便是利己」，及聖經所

說「施比受更有福」，有能力布施時間、體力、

金錢就是有福氣，學習體驗到的智慧或經歷，往

往比付出的還要多。無怪乎聖嚴法師說：「救苦

救難的是菩薩，受苦受難的是大菩薩。」看著進

出安寧病房不論是年長或年輕的受苦大眾，感恩

他們教導我們如何正視人生這門生死大事。也感

謝讓我有機會進入這溫馨團隊服務的美惠社工

師，感謝指導我的同班夥伴，也敬愛發揮大愛，

視病如親的大德安寧醫護團隊及所有的朋友們。

本文作者熊美惠女士

安寧照顧點滴

■前大德安寧病房志工/熊美惠

點滴在心頭 ~
           大德志工紀事

與懊悔，似乎期待修復關係，因楊大哥意識自己

的時間所餘不多，自覺愧對父母、子女，安寧團

隊討論可再觀察或關心是否有機會促進雙方表達

情感，安寧病房的美術療育老師亦協助楊大哥藉

由畫作，表達他對自己孩子的愛及深切的悔意。

相見

大德安寧團隊一直在努力籌畫，希望促成兩

位兒子到病房來探視，協助楊大哥完成道歉、道

愛、道謝、道別-最終的四道人生！大德安寧病房

的醫護人員皆各自透過電話、網路和家屬及○○

看守所聯繫，希望能夠讓楊大哥親自見到自己孩

子的最後一面。不久，看守所即通知安寧團隊同

意長子到院探視，我得知後開心的去告訴楊大哥

這個好消息。 

沒想到楊大哥為了顧及兒子的尊嚴，若戴手

銬出現在人來人往的醫院有損顏面，表達不希望

他來探視。我告訴楊大哥我們會推輪椅下去接長

子，手銬可以用毛毯遮蓋起來，楊大哥聽後眼睛

一亮，高興的點點頭。

過兩天，護理長接到看守所電話通知，楊大

哥的長子即將由法警陪同來到病房，便趕緊親自

帶著輪椅及毛毯，到醫院門口接人。當楊大哥看

到朝思暮想的孩子，激動的想起身，只見戴著手

銬、腳鐐的長子，應聲跪下泣聲說道：「爸！對

不起，我沒辦法在身邊照顧您。」父子倆相擁而

泣，無法言語，現場的氣氛感動了在場的每一個

人。

緣一個圓

長子探視後，楊大哥似乎心願已了，多數時

間都在昏睡，但我發覺因小兒子始終未願意來探

視楊大哥，小兒子似乎還是無法放下對父親曾暴

力相向的心結，是一件遺憾的事。

楊大哥雖然虛弱，仍堅毅的撐著最後一口

氣，沒有放棄對孩子的等待。安寧團隊的宗教師

握著楊大哥的手說：「記得您告訴我，您有心向

小兒子道歉，他可能還沒有準備好來看你，也只

能尊重與接受。您可以將自己的心意向佛菩薩表

達，也祈請菩薩保佑小兒子平安喜樂。相信您的

誠心，他會感受到的。」

就在楊大哥身處彌留的狀況時，病室門口閃

現一個人影，順著楊大哥的眼神往門口看，楊大

哥此時露出一絲欣慰的表情，嚥下了最後一口

氣。我不禁憶起楊大哥曾經寫過的話：「孩子，

爸爸對不起你們，老天一定知道，爸爸好愛你

們，我錯了。」

附錄

楊大哥於病中寫的兩封信

寫給白白共照護理師的信

我是大德學堂的學生，我是白白共照護理師

受開示的學員。經過幾週的情緒低潮，我對生命

無望認為是到終點了，但突然間讓我想到自己年

少輕狂時的無知，我從14歲之後未再就學，而

後時常都是酒國英雄般的生活！我爸白手起家經

營汽車維修廠，因為經濟不景氣又被人倒會，積

欠了大筆債務，還好有一個好母親把這個家撐起

來，日夜為家計努力工作還債，我也在自家工廠

工作，花了很久的時間終於把債務還清，但那段

時間我不知不覺菸癮、酒癮越來越大，一天兩包

香菸以上，啤酒、烈酒不計其數，如此毫無止境

的喝法，使得身體逐漸敗壞而自己卻毫無警覺，

已造成了重大的永久性的酒精傷害了！起先是身

體感覺越來越沒體力、很疲勞，但還是無知的一

直喝下去，等到約三年前發病，一切為時已晚，

嚴重到每天都要打嗎啡、吃嗎啡來止痛，然後劑

量越來越大不然無法止痛，這種痛苦我希望不要

有人再經歷，只要有像我這樣生活型態的人要有

所警覺了，從小就要有絕對不能酗酒的觀念，不

然等到發病時為時已晚，都需要靠藥物來止痛，

那種痛苦真是難過，沒靠藥物無法度日，這樣的

人生就無意義了，所以在此我以親身受過折磨的

過來人，告誡所有生活過得像我這樣的人要回頭

了，不然，人生就此完了。

謝謝白白常常來陪我說說話，一起欣賞我的

畫作、分享我的心情，希望我的這封信能讓妳幫

助到其他更多需要妳服務的病人，真的很感謝

妳，妳是我的天使。

寫給大德安寧病房團隊的信

謝謝你們把我從腫瘤科病房接過來住，一開

始我的醫師告訴我要把我轉到安寧病房，我很抗

拒，我氣他怎麼可以放棄我，讓我去安寧病房等

死，在多一些了解後我同意轉了，沒想到此刻的

我居然是後悔為什麼沒有早一點來住安寧病房，

這裡有醫師、護理師、心理師、宗教師、社工

師、美術療育老師、氣功老師、志工們，讓我覺

得身、心、靈都被照顧到了，感覺很溫暖，還有

SPA洗澡機，你們居然不排斥我的傷口和傷口的

臭味，依然帶我去泡澡，謝謝你們讓我的尊嚴感

回來了，你們還注意到我心願完成的需求，協助

我的大兒子從監獄申請出來看我最後一面，讓我

還有付出父愛的機會，我的心放下沒有遺憾了，

這段期間謝謝你們無私的照顧，祝福大家平安！

健康！ 

後記

安寧共照護理師李存白在臨床照護安寧病人

已歷時多年，在臨終陪伴的路上，她總相信微笑

和關懷可以融化冰封的心。緣份讓她與病人相

遇、相知，在死蔭的幽谷裡，為了生死兩相安，

她陪著楊大哥，努力修補生命中曾經有的誤解與

遺憾。李存白護理師於104年4月離開臺北榮總，

回到她的故鄉花蓮繼續堅守護理師的神聖照護工

作。

楊大哥的故事乃真人真事，感謝臺北榮總大

德安寧病房醫護人員的慈悲喜捨，及楊大哥不吝

的回饋，我們將楊大哥的故事拍成微電影「安寧

護理之美—緣圓」，並剪輯製作成日後醫護人員

之教學影片，歡迎有暇共賞 (網址https://youtu.

be/nAPp7kah9HI)。

(文接第一版)

【材料】

藕節5段、適量蜂蜜

【作法】

藕節洗淨、壓段後，將土洗淨後，放入果

汁機中，搾汁去渣，再加入適量蜂蜜及冰開水，

放入冰箱中，冰涼飲用。

【說明】

藕節具有清熱涼血作用，一般在中藥店買

到的是乾品，現在是『蓮藕』之季節，吃蓮藕常

把藕節去掉，因其纖維多而不好吃，卻不知到此

乃是夏日最好的食物。

藕節含有抗氧化之多酚類成分，禁與金

屬、鐵器相遇，會起化學反應而變黑色，因此切

時最好用不鏽鋼刀具。

藕節是指蓮之地下莖藕之節部，具有收斂

止血作用，新鮮者具有清熱涼血的作用，因心

急、煩熱易造成末梢之血管張而臉色紅嫩，另

有些原本有胃不適或潰瘍、有胃出血傾向者，或

咳嗽時略有血絲，此時則宜選擇具有熱之新鮮藕

節。

涼 血 乃 為 中

國醫學之名辭，以現代

藥理學解釋，乃降低血流量，減少血管壁之壓

力，而達止血之效用。

(轉載自楊玲玲博士養生藥膳)

清熱涼血─蓮藕汁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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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榮總中正21樓大德會議室。

楊先生的圖作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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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捐款金額
林江娟娟 500,000
陳雪花 60,015
亞細亞公司 50,000
蔣晉峯 50,000
曾純志 20,900
袁卓生 20,100
余宣儒 20,000
邵芝馨 20,000
凌憬峰 20,000
陳仁慈閤家 20,000
彭玉華 20,000
蘇逸賢 20,000
文陳桓 15,000
柯一正 15,000
張榮華 15,000
陳謝珠閤家 15,000
楊復其 15,000
老協珍公司 12,000
海聖公司 12,000
莊美雪 12,000
許水城 12,000
許阿敏 12,000
陳啟茂 12,000
丁昱文 10,000
吳少玲 10,000
李金枝 10,000
李政宜 10,000
林己玄 10,000
林宜瑄 10,000
許曉薇 10,000
黃月霞 10,000
黃保材 10,000
無名氏 8,800
基隆商工 6,765
李國芳 6,000
林明慧 6,000
徐潤庭 6,000
張淑敏 6,000

張曉婷 6,000
曹開華 6,000
楊方衡 6,000
賴靜娟 6,000
鍾興山 6,000
魏國慶 6,000
魏雪卿等 2人 6,000
黃玉霞 5,520
方俊雄 5,500
吳維中 5,000
呂明亮 5,000
林阿滿 5,000
洪李彩涼 5,000
張林玉枝 5,000
得祐科技公司 5,000
彭小玲 5,000
曾啟洲 5,000
黃寶華 5,000
楊雅男 5,000
楊慧珠 5,000
劉佳妤 5,000
戴吳嬌 5,000
馮世寬 4,500
大梵天王 4,000
任介卿 4,000
何柔嫻 4,000
岑植庭等 2人 4,000
周玉梅 4,000
林文麗 4,000
林瓊玲 4,000
洪正修 4,000
洪錦燕 4,000
范振雄 4,000
徐開懋 4,000
馬珠嫻等 3人 4,000
張旻煜 4,000
陳以庭等 2人 4,000
陳重卿等 2人 4,000
陳奮仕等 2人 4,000

陳鶴鎮等 2人 4,000
覃　義 4,000
蔣仲苓 4,000
蘇逸玲 4,000
朱陳貴美 3,600
林柔岑 3,500
方少火 3,400
馬留孩 3,100
勝元紡織公司 3,100
李明原 3,000
李欽德 3,000
李錦全 3,000
林冠均 3,000
林峰政 3,000
林錦綾 3,000
高林綢 3,000
張美妹 3,000
莊育貞 3,000
陳秀鳳 3,000
陳東昀 3,000
費毅華 3,000
黃建興 3,000
黃博譽 3,000
楊岸邊 3,000
武沖霄 2,500
謝玉玲 2,500
瞿李仙梅 2,500
黃匯真 2,400
王冠程 2,370
廖芸萱 2,015
大梵天王義女 2,000
王柏鈞等 4人 2,000
王駿為 2,000
吳守文 2,000
吳許勳 2,000
吳惠娟 2,000
呂洪瑞瑜 2,000
呂雲卿 2,000
李　崇 2,000
李發軍 2,000
李煌興闔家 2,000

汪吳敏惠 2,000
沈家潔 2,000
谷榮貴 2,000
卓竑庭 2,000
拓亞公司 2,000
林孟璇 2,000
林杰鋒 2,000
林雪梨 2,000
林朝杭 2,000
林碧娥 2,000
柯俞如 2,000
張　味 2,000
張丰毓 2,000
張淑珍 2,000
張富辰 2,000
張黃秀雲 2,000
張謝桂英 2,000
許均嘉 2,000
許宛珠 2,000
許陳隨玉 2,000
郭帷寧 2,000
郭莉莉 2,000
郭諭澐 2,000
陳一忠 2,000
陳正錄 2,000
陳玫蓉 2,000
陳秉麟 2,000
陳炳仁 2,000
彭金寶 2,000
曾朱清等 4人 2,000
楊秋美 2,000
楊陳紅柿 2,000
葉俊言 2,000
葉裕民 2,000
詹詠富 2,000
趙潔英 2,000
劉玉琦 2,000
劉美玉 2,000
蔡天發 2,000
蔡志婕 2,000
蔡志謙 2,000

蔡青蓉 2,000
蔡黃秀敏 2,000
鄭素美 2,000
賴詩翰 2,000
賴福勇 2,000
魏弘麗 2,000
朱其偉 1,600
余　祥 1,600
張如禹 1,600
吳哲元 1,500
沈素讌 1,500
林彥呈 1,500
徐祥琴 1,500
益實實業公司 1,500
翁阿緞 1,500
張雅琪 1,500
陳郁琪 1,500
陳敬雄 1,500
黃建禎 1,500
鄒莉娟 1,500
管道颺 1,500
劉江秀蓉 1,500
安寧居家 1,268
王國光 1,200
王嘉霈 1,200
吳素美 1,200
李  傑 1,200
張若凡等 3人 1,200
許文端 1,200
黃志顯 1,200
黃松嬌 1,200
黃張秋霞 1,200
項曉蘋 1,050
王春美 1,000
王淑美 1,000
王雅真 1,000
石惠萍 1,000
江衣柔 1,000
吳沛玲 1,000
吳宜涴 1,000
吳萬益 1,000

吳福中 1,000
李存白 1,000
杜漢忠 1,000
沃荷公司 1,000
周淑婉 1,000
林美芳 1,000
林偉群 1,000
林得元 1,000
林添財 1,000
林莊月環 1,000
林惠麗 1,000
林意卿 1,000
林靖華 1,000
林劉淑貞 1,000
邱水香 1,000
徐于婷 1,000
徐秀美 1,000
高國松 1,000
張馨文 1,000
曹佑誠 1,000
梅游秀英 1,000
莊文美 1,000
連佳慧 1,000
郭華珠等 2人 1,000
郭增業 1,000
都會聯合公司 1,000
陳文森 1,000
陳芩蘭 1,000
陳淑芬 1,000
陳詠蕙 1,000
陳貴美 1,000
陳翠玲 1,000
陳靜君 1,000
曾彩鳳 1,000
曾鳳嬌 1,000
湯秀湄 1,000
湯錦俊全家 1,000
童炳川 1,000
黃王照君 1,000
黃盟婷 1,000
楊思源 1,000

楊國棟 1,000
溫許忠 1,000
葉添丁 1,000
趙德麟 1,000
齊桂秀 1,000
劉進山 1,000
劉雅濃 1,000
劉雲海 1,000
潘建河 1,000
鄭怡銘 1,000
鄭俊廷 1,000
鄭廣韻 1,000
謝根旺 1,000
鍾逸蘋 1,000
簡麗珠 1,000
蘇妧玲 1,000
釋傳遠 1,000
顧自強 1,000
陳昭星 936
黃甫華等 2人 900
陳婉萍 800
傅以慈 800
申亞男 750
李光喜 750
謝雪娟 750
鍾雲華 750
丁文傑 650
吳柏林 600
吳秋鑫 600
周嘉彥 600
林陳玉英 600
施錦章 600
洪銘堯 600
苗非比 600
張貴珍 600
許滿子 600
陳宗仁 600
陳彥仁 600
陳英美 600
陳高惜 600
陳淑琴 600

陳紫微芳 600
陳菁若 600
曾允芊 600
曾允柔 600
黃堂榮 600
黃興長 600
楊金錫 600
楊森源 600
董虔呈 600
蔡　秀 600
顏國年 600
朱秩輝 500
李麗雲 500
宜蘭蘭花座 500
林秀蓮 500
林純貝 500
姚斯航 500
胡何鳳鶯 500
高玲美 500
張佳琪 500
郭子齊 500
陳世修 500
陳亭佑 500
趙秋香 500
劉育伶 500
鄭又瑋 500
鄭君華 500
鄭美麗 500
鄭智綱 500
蕭陳玉雲 500
盧建成 420
日昇食品公司 400
汪建宏 400
汪瓊芳 400
胡鎧庭 400
孫世文 400
項偉鳳 400
劉忠杰等 2人 400
江淑華 360
張特彰 350
毛聖生 300

林幸儀 300
林鼎芫 300
凌美雲 300
張金峰 300
陳宣吟 300
游義煌 300
湯文章 300
鄭麗雲 300
藍至國 300
尤佳鈺 200
尤佳榕 200
尤詠吟 200
尤聰益 200
王彩鳳 200
朱妍霖 200
吳月雲 200
郭鳳仙 200
陳佩吟 200
程詠來 200
馮佳誼 200
黃靖婷 200
劉亦浚等 3人 200
劉宛睿 200
蔡慶齡 200
賴逸燊等 2人 200
林郁蓁 100
曾信嘉 100
曾群哲 100
黃淑芬 100
劉秀梅 100
藍郁芬 100
藍善強 100
藍善誠 100
藍碩平 100
羅俊鎬 100

蔡美惠社工師(立者)為北投社區醫療群
醫護專業人員上課

母親節前夕張德明院長(左2)協同陳曾基
主任(右2)、齊珍慈督導長(右1)及陳小妮
護理長(右3)探視病友及家屬

大德病友老奶奶(左1)高興的與大家一起
帶動唱共慶端午

澳洲昆士蘭大學 Geoffrey Mitchell 教授
(右3)參訪北榮大德安寧病房與黃信彰副
院長(左3)等合影

 薩迦法王法子智慧金剛仁波切(左2)至北榮
大德安寧病房關懷末期病人

北榮陳曾基主任(左6)帶領團隊成員至
桃園榮服處參訪暨預立醫療自主計畫研
討會後合影

福林長青志工團體受邀至大德病房慶端午
表演組曲帶動唱

陳曾基主任(右)代表大德基金會參加感謝
茶會接受北榮副院長何善台(左)頒獎致意

張德明院長(右4)與護理部主任王桂芸
(右1)於母親節前夕探視病友及家屬後
與大德病房團隊同仁合影

一
開始楊大哥是拒絕我的，但在一次又

一次的陪伴中，我瞭解他是多麼想要

活下去。透過陪伴，他慢慢了解，不論他選擇甚

麼，我都會陪他一齊努力。

相遇

這一天我正經過人來人往的醫院大廳，巧見

一位頸部包紮紗布坐在輪椅的先生，若有所思，

旁邊有個吊著點滴的小男孩手裡拍著的球不小心

滾到這位病人的腳邊，他替男孩撿起了球微笑交

給他，還摸摸男孩的頭，並順手從上衣的口袋裡

拿了一塊糖給小男孩，這一幕在我的腦海留下了

溫馨的畫面。

我好痛

按著規畫的排程，我到血液腫瘤科病房訪視

病人。今天要看的這位病人，楊阿欽，52歲，喉

癌，已轉移肺部、肝臟。從住院的第一天，其疼

痛指數就達8-10分之間，他寧願冒風險接受頸部

神經阻斷手術，就是想要繼續活下去!但是做完後

疼痛只改善了一天!放射治療和化學治療在之前都

做過了，原病房團隊很希望能夠說服他轉到安寧

病房，減少痛苦。

照護他的護理師提醒我，病人求生意志強，

但個性固執、脾氣不好，止痛手術失敗後，他表

現得更退縮又封閉，目前不想跟任何人說話，要

我多費點心。

帶著微笑，我走進病人所在的病室，發現他

就是幾天前我經過醫院大廳時留下深刻印象的那

位先生。只見白色的病床上攤著一張又一張填滿

字跡的白紙，楊大哥正駝著背坐在病床上振筆疾

書。在我尚未向他自我介紹時，他突然變換姿勢

蜷縮在病床上，面露痛苦表情，感覺快要喘不過

氣來並顫抖的寫下「我好痛」三個字！

我不要安寧

我向楊大哥表明我是安寧共照護理師，主治

醫師請我來協助藥物調整，試試能否舒緩他的疼

痛問題。只見楊大哥看了我一眼，低頭寫下「我

不要安寧」，就不再理會我。雖然第一次接觸就

碰了軟釘子，我仍然沒有放棄，同時間原團隊護

理師推車進來要換藥，我剛好可一起幫忙，沒想

到手才碰到紗布就被楊大哥痛苦的悶哼聲嚇了一

跳，他更惡狠狠的瞪著我，指著門口要我離開，

我被楊大哥突如其來的強烈抗拒而受挫便轉身離

開。

被趕出病房的我，站在房門外因剛才的受挫

而難受，不禁低頭緊握著胸前的十字架項鍊，心

裡反覆默念南丁格爾誓詞，但淚水仍不爭氣的滑

落而下，心疼楊大哥卻又氣自己沒用，不知道可

以用甚麼方法幫忙他。此時社工師適巧要來看楊

大哥的女兒，拍拍我的肩，對我說：「妳一定可

以的」。

女兒的道白

女兒在病房的走廊向我們訴說有關楊大哥的

現況：「我爸爸痛起來心情就不好，我覺得我很

多事情都幫不上忙。我爺爺以前開修車廠，但是

後來生意失敗，欠了很多錢。爸爸兼了很多工作

來還債。可能因為壓力太大，所以常喝酒，喝醉

了就會打人，我媽媽就是這樣被打跑的。爸爸有

時生氣起來還會揍人，二哥就是因為跟爸爸吵太

兇了而離家出走。大哥後來交了壞朋友，染上毒

癮現正在坐牢，我今年剛好畢業可以暫時專心照

顧爸爸。爸爸雖然過去有一些壞習慣，但是家中

經濟一直是靠他支持，他真的很辛苦，而且自從

大伯過世後，壓力都在他身上。爸爸其實很愛大

家，只是有時候用的方式比較不好，我曾看過爸

爸一個人看著以前全家福照片落淚，他應該很懷

念過去全家在一起的時光吧。」

白目小姐現身次數

在不放棄下，我用心善盡每一個與楊大哥互

動的時刻，比如說：當他寫字時我總認真的等待

並報以同理的點頭；我經常在原團隊醫師或護理

師巡房時適時的出現在病房，希望增加與楊大哥

互動的次數；當楊大哥的筆掉落時我總適時的接

住；當楊大哥用的紙寫完要轉頭拿白紙，我則剛

好遞上；有一回楊大哥正想起身時，我適時的扶

他一把，一開始雖然楊大哥抗拒，但我總會報以

溫柔的微笑。    透過多次的互動，楊大哥漸漸面

露溫和的神情，我感受到他已慢慢接納了我，他

的女兒也告訴我，楊大哥最近疼痛改善很多，晚

上都可以睡眠不中斷，所以精神好很多，白天有

空就會寫字或是畫畫。我相信透過彼此真誠與尊

嚴的對待，楊大哥的心已慢慢開啟及轉動，不再

固執。有一回，我去看他，見他轉身拿起床邊預

備好的字條遞給我，上面寫著「白目小姐現身次

數：七」。

我決定去安寧

有一天，當我協助楊大哥換藥後，他突然遞

上一張紙給我，上面寫著「我決定去安寧」。我

高興的立刻轉達給原病房醫護團隊及安寧病房的

總醫師，兩天後楊大哥轉至大德安寧病房，接受

安寧團隊的全程照護。

雖然楊大哥的疼痛問題，在我以安寧共照護

理師的角色介入後改善很多，不過他還有一些心

靈痛苦，主要關係到其家人和自己未和解的部

分，需要安寧團隊的協助。目前因楊大哥對自己

的死亡已經有了初步的準備，我希望藉著安寧團

隊的努力，能陪伴並協助他完成四道人生的生命

課題！

對不起

安寧病房安排心理師與楊大哥會談，協助他

做人生歷程回顧，陪伴他尋回自己的生命能量，

希望他在生命將結束前，思索如何與家人和解。

女兒提到：「爸爸之前脾氣很不好，自從在腫瘤

病房由白白護理師幫忙疼痛控制後，脾氣就慢慢

改變了。爸爸過去只會修車，未曾看過他畫畫，

生病住院這期間，爸爸把想說的話都寫在本子

上，也常在本子上畫畫，在書寫、畫畫的過程中

爸爸也有了明顯的改變。」楊大哥聽到這段話後

點點頭，低頭書寫「希望全家可以在一起」，眼

眶泛淚，又寫下「對不起」。

心願

 楊大哥轉到安寧病房後，我常抽空去看他，

發現他的疼痛控制已可維持在3分以下，夜間睡眠

獲得改善已可平躺，只是肺部轉移情形愈來愈明

顯，因病情欠穩，目前安寧團隊討論協助楊大哥

在院善終。

自從與楊大哥熟悉後，他漸漸願意與我討論

所關心或在意的事。對以前所發生的事感到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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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病人楊先生於病中執筆作畫

(文接第二版)楊先生的圖作之一

泰國的讚念長老(右4)蒞臨大德安寧病
房為有緣大眾慈悲開示

04/17
臺北健康大學、輔仁大學、陽明大學、慈濟大學及國防大學等五所大學
護理系學生「癌症實習」計 73 人，自 4/2-7/14 止分 8 梯次至北榮大德安
寧病房見習半天，由陳小妮護理長等 7 位安寧團隊護理講師負責督導。

04/20 新光醫院、林口長庚醫院各指派一位社工師至北榮大德安寧病房見習五
日，由蔡美惠社工師負責督導。

04/23

臺北榮總「北區榮民安寧緩和資源中心」於八德榮家辦理「104 年初階
榮民安寧宣導員種籽培訓課程」，課程由北榮安寧緩和醫學科主任林明
慧及大德病房臨床心理師王欽毅帶領學員進行一日的安寧課程嚮宴，全
國各地區榮民體系工作人員共計 89 員參訓。

04/23
臺北榮總大德安寧病房陳小妮護理長及「北區榮民安寧緩和資源中心」
黃柏璣專員至八德榮家對榮民進行預立醫療自主計畫 (ACP) 宣導，共計
110 位榮家住民參與。

04/24

由臺北榮總家庭醫學部主任陳曾基帶領團隊成員至桃園市榮民服務處參
訪，並由安寧緩和醫學科林明慧主任及「北區榮民安寧緩和資源中心」
黃柏璣專員進行預立醫療自主計畫宣教，課後並與工作人員針對榮民
ACP 宣導及醫療照護議題進行研討及意見交換。

04/27 陽明大學護理系四年級學生張家仁，至北榮大德安寧病房實習 10 天
(4/27-5/8)，由陳小妮護理長負責督導。

04/28 薩迦法王法子智慧金剛仁波切來台弘法，至北榮大德安寧病房開示及關
懷末期病人，獲益良多。

05/07
臺北榮總院長張德明協同家醫部主任陳曾基、林明慧主任、護理部主任
王桂芸及大德病房團隊同仁，於母親節前夕造訪大德病房探視病友及家
屬，並贈花束、點心溫暖致意。

05/13
臺北榮總家庭醫學部安寧緩和醫學科主任林明慧帶領社工師蔡美惠及「北
區榮民安寧緩和資源中心」吳佩儒護理師至桃園榮院參與安寧講座及研
討。

05/22 泰國佛教界極具盛名的讚念長老，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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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3 大陸重慶大學附設第一病院 2 位醫師及 1 位護理人員連袂參訪北榮大德
安寧病房，由呂欣怡總醫師負責接待。

06/03 大陸重慶大學附設第一病院 2 位醫師及 1 位護理人員連袂參訪北榮大德
安寧病房，由呂欣怡總醫師負責接待。

06/09
06/11

北投社區醫療群醫護專業人員醫師 8 人、護理師 2 人及藥師 1 人，分別
於 6 月 9 日及 6 月 11 日下午至北榮大德安寧病房，由家庭醫學部主任陳
曾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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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1 臺北榮總社工室為感謝各社區資源機構對貧困患者的贊助，特舉辦感謝
茶會致意，大德基金會由家醫部主任陳曾基代表參加。

06/13
澳洲昆士蘭大學 Geoffrey Mitchell 教授蒞臨台灣指導參觀，參訪北榮大
德安寧病房，由家庭醫學部主任陳曾基帶領安寧團隊同仁引導介紹與參
加學術研討活動。

06/18
大德安寧病房舉辦慶端午活動，除示範包粽子、同仁的反串表演及邀請
浣紗合唱團、古箏表演、福林長青關懷據點志工表演快樂組曲等，病人、
家屬、醫護同仁及志工夥伴皆大歡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