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一版  大德紀事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第四版 大德園地

■執行編輯：黃信彰、陳曾基、鄒平儀、陳美碧

　　　　　　張靜安、吳彬源、林明慧、蔡美惠

■美術編輯：郭育誠、莫淑蘭、胡淑娥

■編輯：李俐娟、宋依亭

■地址：112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201號

■劃撥帳戶：財團法人大德安寧療護發展基金會

■劃撥帳號：19802440

■電話：（02）2875-7698，2875-7211

■傳真：（02）81424066

■URL：www.vghtpe.tw/~fm/hospice

■印刷公司：麥克馬林有限公司

■創刊日期：95年12月25日

■出版日期：96年6月25日

為慶祝大德病房成立十週年，預計於六月二十三日

至七月十八日舉辦一系列活動。藉由系列活動與

感恩會的舉辦，發揮「大德曰生」之精神及追思、祈福

往生者。

十週年系列活動內容包羅萬象，包含醫學與護理學

術研討會、畫展、海報展、感恩活動會與惜緣茶會等，

在七月十八日(星期三)將舉辦十週年感恩活動會暨惜緣

茶會，共同細數在大德病房的歲月，並為在安寧療護道

路上的同仁加油打氣，大德病房十週年系列活動歡迎您

一起共襄盛舉。（相關訊息請見第四版）

九十六年第二期

期數：九十六年第二期

發行單位：財團法人大德安寧療護發展基金會

剛
開始偶而遇到病患家屬以感激的口吻詢

問，大德病房團隊如何能夠維持令人感動

的優質照護？起初，我總是微笑以對或是感謝讚

美，同時也在腦中思索合宜的答案。的確，這不

是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大德病房幽雅僻靜、空間寬敞、視野遼闊，

外在優裕條件並不必然衍生優質照護。大德團隊

成員的愛心、熱忱、專業，應是優質照護的直接

原因，然而一則不便自誇，再則似乎還有制度面

的成因。

越多參與團隊會議、行政會議及病房各項活

動，了解人員的進用與工作的調度，觀察團隊成

員的主動積極，越能體會真正的答案：大家都是

以奉獻的心情志願加入團隊，沒有經濟的誘因，

也沒有行政的強迫，方能讓大德病房維繫優質照

護，幽谷伴行，十年不墜。

感謝十年來參與或協助大德病房的所有人

士，讓大德病房不負眾望，也感謝所有病人與家

屬，讓大德團隊心靈與智慧成長。

（作者於92年至95年接掌安寧療護科主任）

■台北榮總家醫部社區醫學科主任/陳曾基

病人及家屬因疾病在治療過程中，一路走

來，其身、心受苦絕對比我們想像中還

多，因為一起敘說與傾聽，生命故事裡的哭與

笑就有意義，體會彼此互動後的真、善、美。

賦予病人希望方式：如症狀能得到足夠的控

制、感受被重視、家人與親近之朋友的關心是

最有意義、有限時間裡做可行的事情、協助找

出病人心靈深處對於生命之看法及自然間

關係之認知，滿足其靈性之需求、肯定病

人之特色、鼓勵病人及時把感覺表達、

肯定病人其一生的價值、閒聊可從過

去生活中、工作上、及個人經驗或藉

著相片、日記…等與他們作生命之回

顧，一起聽聽其獨特的故事。

雙方的內在力量更能提升，才能

面對生命中各種失落事件。試著用心、

用眼睛、用耳朵認真去『聽』，給予片

刻的心靈對談(包括您的眼神、臉部表情

及肢體語言)，善用您靈巧雙手，尊重的態度，

全人的概念，啟發病人及家屬其原本的內在能

量，尊重每個人的個別性，讓他們更有力量

去面對更多不確定的未來，這份貼心不需要醫

囑，也是任何藥物無法取代的，更是發揮護理

獨特功能的時候。唯有病人自覺是圓滿的，才

有足夠的力量來超越巨大的死亡威脅，面對如

此大的失落和離別，看到病人的勇敢精神傳遞

給親朋好友，讓他們相信，死亡不是毀滅而是

另一程生命的延續，希望病人面對死亡是感到

寧靜而安詳，家人面對離別是帶著愛與祝福。

善待自己、在乎自己的感受，才會在乎你

身邊的人的感受，誠懇面對生命中各種失落事

件，有空找個同事或家人做簡單SPA，一起肩、

頸、手背按摩，沒有精油，乳液也可以，遇到

瓶頸時，看看簡單的繪本，走出戶外接觸大自

然。每個人都有存在的意義，現在，你們多了

一個存在的目的，那就是--推廣安寧療護的理

念。人生如四季，生命是有賞味期的，把

握當下、以愛還愛，沒有太多的「以

後」與「下次」，重新調整自己步調，

自我負責的預立遺囑，希望一切都來得

及安排。

榮格曾寫過：「要一直到我們可

以看待雙親如同一般人一樣，有他們自已

的傷痛、限制與失敗，否則我們無法成

長」，才能不會想去改變他們，以其本來

的面貌承認這種關係時，我們就能夠感激

父母曾經給我們的，以及接受那些他們沒給

的，想辦法多關心您身邊對您無怨無悔付出的

親人。

同情與同理心不同，同情(sympathy)：意

指對當事人的處境感到難過，會喪失陪伴者和

諮商者的情緒能量；同理心(empathy)：能給陪

伴者和諮商者的情緒能量，來理解當事人的想

法與感受，而不是難過。在生命河流流動中，

但願我們擔起擺渡著角色，協助受苦的人們穿

梭兩岸，陪伴臨終者穿越生死門、協助家屬與

失落悲傷共處，我們共勉之。

■大德病房副護理長/張靜安

9 6 年 3 . 4 . 5 月

捐 款 名 單

姓 名      捐款金額
黃麒衡 100 

彭馥鞠 100 

王明麗 100 

陳楊月治 200 

陳姵君 200 

陳國珍 200 

劉朱珠 200 

張選義 200 

鄭秀枝 200 

陸金竹 200 

楊麗琴 200 

徐明申 300 

賴正安 300 

謝雪娟 300 

張雅庭 400 

劉承瑾 500 

許黃秀蘭 500 

林宜君 500 

黃鈺婷 500 

王惠芳 500 

蔡玲玲 500 

郭春媛等4人 500 

薛榜鑫 500 

無名氏 500 

曹素華 500 

令狐弘仁 600 

陳靜琪 600 

高金振 600 

侯  京 600 

袁盛蘭 600 

呂肯奮 600 

陳菊蘭 700 

易志平 900 

黃甫華 900 

無名氏 900 

劉芳芳 1000 

劉冠銘 1000 

劉江秀蓉 1000 

劉秉樺 1000 

楊昌福 1000 

李敬釗 1000 

曾明輝 1000 

王沂泉 1000 

直心道場 1000 

侯協慈 1000 

楊世傳 1000 

杜吳隊 1000 

周秋香 1000 

黃金婷 1000 

楊燦弘 1000 

吳淑玲 1000 

陳世潔 1000 

劉紹平 1000 

鍾雲華 1000 

趙潔英 1000 

黃進山 1000 

黃春蘭 1000 

葉  嬙 1000 

黃子熒 1000 

周雍平 1000 

李施穎 1200 

林阿英 1200 

黃瑞蘭 1500 

陶江梅嬌 1500 

彭英祥 1800 

鄔  瑩 2000 

劉淑英 2000 

蔡天發 2000 

蔡秀芬 2000 

魏仲儀 2000 

余奇虎 2000 

鄭許素娥 2000 

吳建利 2000 

陳曾搬 2000 

鍾文玲 2000 

黃美雲 2000 

齊福仁 2000 

鐘明達 2000 

張振明 2000 

吳庭雲 2000 

唐國麟 2100 

王龍雪梅 2100 

陳家慶 2200 

丁憲灝 3000 

孫憶良 3000 

連高柳 3000 

楊仲偉 3000 

蕭桂英 3000 

張靜安 3000 

胡淑娥 3000 

蔡美惠 3000 

譚篤晉 3000 

方文淵 3000 

張美津 3000 

鄭正勝 3000 

張造都 3000 

陳林秀子 4000 

黃建興 4000 

陳盧玉燕 4600 

三寶弟子 5000 

陳正康 5000 

陳張梧笙 5000 

楊美華 5000 

黃婷筠 6000 

黃王美娥 6000 

范方元 6000 

黃肇鈞 7000 

陳淑芬 7500 

陳宏圖 10000 

王　献 10000 

冉光興 10000 

林煥金 10000 

曹永莊 10000 

陳遠鵬 10000 

易台生 10000 

林振發 10000 

張玉玲 10000 

林煥奎 12000 

武沖霄 15000 

朱冠菲 20000 

阮　葶 30000 

李　文 40000 

國光基金會 100000 

國美基金會 100000 

金弘承 100000 

林溫淋 300000 

華榮基金會 300000

大德病房

大德病房歡慶成立十週年，將於

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十八日舉辦一系

列活動慶祝，歡迎蒞臨指導。

系列活動中，陳壹華女士生之謳

歌回憶畫展(二)於七月十三日至七月

二十六日，為時兩週在台北市立社教

館舉辦，並同步在榮總中正樓一樓文

化走廊展出，時間為七月十六日至七

月二十七日，歡迎有興趣之人士前往

觀賞。

此外，系列活動中於七月十八日

於榮總中正樓一樓大廳舉辦十週年感

恩活動會，邀請家屬、工作人員分享

在大德病房的日子，當天還有表演及

祈福活動，並於中正樓二十一樓大德

交誼廳舉辦惜緣茶會。系列活動內容

如右：

■編輯部 大德之愛
大德之愛

■編輯部

慶 祝 台 北 榮 總 大 德 病 房 成 立 十 週 年 系 列 活 動
日   期 內            容 地           點

6/23(六)
1:30-5:00

中華醫學會九十六年度

學術研討會家庭醫學專題

『老人安寧緩和醫療照護之新視野』

台北榮民總醫院

致德樓第四會議室

7/13(五)～7/26(四)
9:00-5:00

陳壹華女士生之謳歌回憶畫展二

【謹訂於7/14(六)‧上午10：30 舉行開幕茶會】

台北市立社教館

【台北市八德路三段25號】

7/16(一)～7/20(五)
9:00-5:00

十週年成果發表海報展
台北榮民總醫院

中正樓一樓大廳

7/16(一)～7/27(五)
9:00-5:00

陳壹華女士生之謳歌同步畫展
台北榮民總醫院

中正樓一樓文化走廊

7/18(三)
13:30-16:00

安寧療護之護理學術研討會

台北榮民總醫院

中正樓13樓

腸胃科會議室

7/18(三) 十週年感恩活動會

台北榮民總醫院

中正樓一樓大廳

9:10-9:30 迎  賓

9:30-10:00 長官致詞、來賓致詞

10:00-10:10 會心室捐贈儀式

10:10-10:20 家屬代表感言

10:20-10:30 工作人員代表致謝詞

10:30-10:50 向日葵學員表演

10:50-11:10 家屬感恩音樂表演

11:10-11:20 法師/牧師祈福

11:20-14:30

十週年感恩惜緣茶會

【現場敬備簡餐輕食】

台北榮民總醫院

中正樓21樓大德病房交誼廳

浮光掠影

歷年照片剪影及影像回顧展

台北榮民總醫院

中正樓21樓

會議室及電梯廳

Q 安寧病房病人是不是一個醫師放棄

的病人？

不是！我們認為每個人的生命都

很寶貴，即使是在走到人生終點時，也

應該得到良好的照顧。癌症末期病人和

家屬所需要的並非侵入性且增加痛苦的

治療，也不是放棄不理會，而是尊重他

們、減輕痛苦、照顧他們，讓病患能擁

有生命的尊嚴及完成心願，安然逝去；

家屬也能勇敢地渡過哀傷，重新展開自

己的人生，這就是安寧療護的終極目標

（本文摘自安寧基金會Q＆A）。

Q 安寧病房是個任何疾病末期的病人

都可以進住的地方？

目前接受安寧緩和醫療的病人是有

條件的：

(一)經過主治醫師確定為癌症末期，當手

術、化學治療、放射治療等都不能

治癒或延長生命時。

(二)病人有身體的症狀和痛苦，或有心

理、精神、靈性、家屬等問題時

（本文摘自安寧基金會Q＆A）。

(三)經過主治醫師確定為漸凍人末期，未

氣切及使用呼吸器者。

Q 安寧病房是家屬可以不用陪伴的地

方？

親人的陪伴對病人而言，是任何人

無法取代，尤其在病人有限的生命時間

裡，我們鼓勵家人盡量抽空陪伴。

Q 安寧病房病房差額是多少？
目前癌症已列入重大傷病，給付標

準均按照全民健保標準。本院安寧病房

二人房，一天需付2,400元；單人房需付

3,520元之病房補助差額。醫藥費部分，

若是健保局尚未核准給付的藥品或治療

才需付費，貧困癌末病患亦可透過合約

醫院社工室申請經濟補助。

Q 安寧病房門診時間是何時？
本院安寧療護門診時間，每週一、

四下午家庭醫學科安寧療護特別門診。

（本文修訂自『曇花一現，美善永存—癌末
患者的心路旅程』作者：趙可式教授）

專 業 諮 詢

關係之認知，滿足其靈性之需求、肯定病

刻的心靈對談(包括您的眼神、臉部表情

以看待雙親如同一般人一樣，有他們自已

的傷痛、限制與失敗，否則我們無法成

長」，才能不會想去改變他們，以其本來

的面貌承認這種關係時，我們就能夠感激

父母曾經給我們的，以及接受那些他們沒給

啟動愛的循環
陳壹華女士89年罹癌，95年初

病況惡化，頓時陷入人生困境。所幸

透過台北榮總許靖敏社工師的穿針引

線，大德安寧療護發展基金會適時補

助醫護照顧費用，除解決燃眉之急，

讓她在人生最後旅程無憂之外，並協

助其在病榻中，於95年3月28日至4月11日期間，在台北榮總

文化走廊舉辦溫馨感人的個人回憶畫展，一償心願。

壹華於5月病逝，遺留下童話數十篇和大批未發表畫

作。她生前有感於台北榮總大德安寧病房照護團隊的費心，

已囑託捐贈遺作所得予「財團法人大

德安寧療護發展基金會」使用，讓愛

生生不息。這亦是本畫展在台北榮總

大德安寧病房成立10週年慶時同步舉

辦的重要意義。

陳 壹 華 生 之 謳 歌 回 憶 展
T H E  E X H I B I T I O N  O F  L I F E

二

（作者於92年至95年接掌安寧療護科主任）

活動快訊

護理夥伴  共勉與

大德大德病房病房

十年感言
陳曾基 主任陳曾基 主任

大 德 病 房 成立十週年系列活動節目預告

十週年系列活動之一

『老人安寧緩和醫療照護之新視野』
 學術研討會
以老人安寧緩和醫療為主軸，共有四個講題，分別為臺大醫

院家庭醫學部邱泰源主任主講「台灣老人安寧緩和醫療照護之發

展與展望」、慈濟醫院家庭醫學科王英偉主任主講「架構台灣地

區社區老人安寧緩和醫療照護網絡-以GSF為藍本」、台北榮總家

庭醫學科賴秀昀醫師主講「台灣老年人使用安寧緩和醫療狀況分

析」以及台北榮總家庭醫學科林明慧醫師主講「利物浦臨床路徑

在老人生命終末期照護之運用」議題，精采可期、不容錯過。

大德病房成立
  十週年慶系列活動

十週年系列活動之四

十週年系列活動之二

十週年成果發表海報展

海報展共有醫、護、志工及美術療

育四個主題，展出團隊各領域的成果，

包含學術討論、病人及家屬關懷陪伴議

題、感謝卡與照片分享等。於七月十六

日至七月二十日展出，歡迎至中正樓一

樓大廳欣賞。

Q

專 業 諮 詢

析」以及台北榮總家庭醫學科林明慧醫師主講「利物浦臨床路徑

在老人生命終末期照護之運用」議題，精采可期、不容錯過。

樓大廳欣賞。

十週年系列活動之三

安寧療護之護理學術研討會

於七月十八日下午二點在中正樓13樓腸

胃科會議室舉辦。此次護理學術研討會共有

三個討論的主題，分別是護理人員安寧緩和

進階訓練班成效評值、由李存白和林瑞萍護

理師主講惡性腫瘤葷狀傷口之照護，以及安

寧緩和護理人員倫理困境與專業成長，對安

寧照護有志之士歡迎參與。

患者的心路旅程』作者：趙可式教授）

（相關訊息請見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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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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經採用予支付稿費
及精美禮品。

※聯絡方式：電洽（02）2875-7698  台北榮總中正21樓大德會議室。

轉入後，朱女士的骨轉移疼痛似乎

控制的不錯；但為什麼她總還是愁眉不

展？

某個充滿陽光的下午，所有問題的

解答，在一份「陽光花園」的菜單中，

終於水落石出。原來，她向來是這樣好

客及結交朋友，假日總親自在家做幾個

小菜款待親朋好友。子宮頸癌奪走她的

自由。她避諱好友的探視也讓她陷入從

所未有的孤獨寂寞。

那天下午，她思量想像並一筆一

筆畫下要設計給好朋友享用的「陽光花

園」菜單，並在8天後平安微笑的投入

她摯愛的天主懷抱。到最後一刻……

王先生在病房掛著小女兒的畫畫

作品，主題是全家去公園遊玩的景象，

內容與王先生的心境呼應著。王先生分

別談到兩個女兒的情形時有著不同的神

情，前妻也告之大女兒病情令病人較憂

心。病人因睡不好常會做夢，從夢中醒

來，因為夢中看見許多奇怪的陌生人來

抵擋著他，而且有一扇扇推不完的門，

讓他無法到達到家裡看到女兒的感覺，

王先生此時順手將夢境畫出，我們與他

分享夢境中勇敢的他想保護孩子的勇

氣，王先生聽了很感動，希望這張作品

由女兒繼續美化完成它，讓全家面對困

境時，依然有美夢。

收錄於《大德美感記事》，
歡迎支持本刊物（200元∕本）

美術療育賞析

王先生的願望就是能好

好的保護孩子，在夢裏看到

許多的景象，而房子的出現

是王先生覺得最有安全感的

象徵，於是在紙上畫下了房

子的模樣，也寫下了自己的

希望。當孩子們來探視爸爸

的時候，發現爸爸的作品，

便天真快樂的畫下許多的人

物與祝福。從畫面上我們可

以感覺到生氣勃勃的樣子，

家人陪伴畫面中的房子，是

小孩發自內心謝謝爸爸保護

家人的表現，這樣的情景也

讓王先生安心許多。

美術療育賞析

這一盤菜取名為陽光

花園，朱小姐興高燦爛的表

示希望能分享給喜歡可口小

菜的人，並且把食譜清楚的

記錄在下面。圖畫中小菜盤

用青色的筆畫出框框，將中

央用彩色筆點綴著各種顏色

的菜，襯托得非常的清爽明

亮。朱小姐說：「好久沒有

這種與朋友分享的感覺」，

朱小姐回憶以前的生活，最

快樂的就是與好友相聚，互

相分享準備的食物，這種印

象就像是在充滿陽光的花園

中一起享受美好的時光。

陽光花園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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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  款  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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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然有美夢3

大德之愛 大德之愛

給院長的一封信
院長您好：

首先在此很抱歉打擾您寶貴的時間，若有唐突之處，尚請見諒！

我是台大醫院精神科胡海國主任的助理，今天之所以鼓起勇氣提筆

寫信的原因，是因為我父親罹患癌症，住進貴院的大德病房。在面對疾

病的折磨和死亡，對於病人和家屬而言，分分秒秒，那是無法言喻的錐

心之痛，我深感您一定可以體會。然而在大德病房，醫療團隊所做的種

種一切，無不令我和父親感動。而這種感受在之前榮總的其他病房裡都

不曾有過。

我在大德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中，好幾回眼睛濕潤了，因為看到

……。

在這裡，每天都上演著令人動容的情節。

在這裡，無時無刻，大家都努力的在為生命做掙扎，是想多活一

天。

在這裡，您可以看到吳彬源醫生佝僂的背影，穿梭在不同病榻間，

握住病患的手，耐心傾聽我們的痛苦、細心的給予處置。他，是我們眼

中的菩薩！他讓我們的心更為沉穩和放心。

在這裡，您可以看到護士溫柔的替病人打氣，讓病人開心。

在這裡，您更可以看到彼此不認識的家屬相擁落淚和安慰。

更重要是，在這裡，是我父親的天國，也是他的西方極樂世界。

院長，您若來大德病房，相信您也曾看過我所看到的。

最後，感激榮總有這樣一充滿溫暖和人性化的病房，也感激吳醫

生、副護理長和照顧過我父親的護士楊琪、素華、婉伶、偉伶、幸勤、

麗玲、心慧、憶欣和玉春、懿玲，敬祝愉快。

18床家屬 陳瑋 敬上
96.4.24 2 am

那是一段傷心卻懷感恩的日子！

身體一向硬朗的父親得知罹癌後

積極的配合一切醫療措施，為的只是

希望能與家人一起繼續生活下去。無

奈，病程的變化似乎並沒有因此眷顧

父親，「癌末」這個階段終究到來。

我與父親之間有點距離，但我

們對生死的想法卻是相近的，歷經槍

林彈雨戰爭時代的父親，對於死並不

畏懼，令他擔心的是痛苦、漫長的等

待。因緣際會下，父親、或該說是我

的家人們~遇見了安寧療護，大家認

同安寧療護的理念，也因此，父親

接受了安寧療護團隊~大德病房的照

料。

住院期間，父親不改風趣的說笑

個性，也多虧醫師的耐心傾聽、團隊

的配合演出，得讓父親在住院的這段

日子裡更為豐富、在他生命的記憶中

留下深刻的印象，更破除了他許久以

來對醫院的刻板印象。

深夜中的電話鈴聲總讓人心中

不寒而慄！這一天的深夜電話鈴聲

響起，那頭傳來母親的聲音「父親

跌倒了、沒了意

識！」聯絡過後，

父 親 輾 轉 來 到 急

診，陰錯陽差下

父親放上了氣管

內管，我的內心

是不捨、是歉疚、還有掙扎。

我彎下腰、低下頭，在父

親耳邊說出我的心情，父親閉闔的眼

裡流出一行淚，那眼淚至今深刻我

心。在大德病房醫護團隊的全力協助

下，父親回到了他曾入住過的家~大

德病房，在這裡~父親安詳的走了。

對父親的走雖有百般不捨、千萬

無奈，但我感謝在這當中一路陪伴、

照料父親的每一位醫護人員，因為有

你們的用心付出，讓父親走的平安，

也因為有你們如家人般的關心問候，

讓我的母親頓時間多了許多朋友、臉

上也多了笑容，大德的夥伴們：謝謝

你們！無論我身在何處，心中對你們

總存有一份感謝！！

彭淑萍 撰
2007.06.03

陳主任暨大德團隊伙伴：

在大德和大家共事、合作，是我的福氣與幸運。爸爸有緣能來大德

受團隊的盡心照顧，更是他的福氣。

44天有尊嚴地活著，過著每一天，是爸爸賺到的。姐姐和哥哥們都

感謝您們的照顧，而我呢！早已筆墨難以形容。

在每段因緣中，爸爸和伙伴都結善緣，從樓下開始，有春暉的關

心，上來當晚又遇靜安姐、深潔及白白、婉伶、素華……。接著是團隊

合力care，也分擔我的責任，吳大夫帶著三位大夫（彭、朱、葉大夫）

讓爸爸放心、安心接受care，陳主任也撥空問候爸爸，那天中午正巧爸

不舒服呢！

護理團隊最優了，尤其大、小夜痰特多，都耐心為爸抽痰。師父能

和爸結善緣，讓他最後能念佛去極樂世界，讓子女們深感安慰。也謝謝

林大夫、郭莫老師的關心、祝福，大德有您們同在，是我的福氣。

敬祝 大家，平安喜樂
蔡美惠 敬上

2006.1.23

給大德病房的每一位醫護人員及志

工：

我們是蔡水看阿公的孫子，阿

公在大德病房的日子受到大家的照

顧及關愛，由衷的感謝大家。

謝謝深潔姐陪我們和阿公一起

洗澡，也陪著我們和阿公一起到

最後。謝謝每位護士都很有耐心

的幫阿公抽痰。謝謝志工們常抽

空去跟阿公聊天、玩，讓阿公不會

無聊。謝謝整個醫療團隊讓阿公在

最後的日子裡能安詳、沒有痛苦的

前往西方極樂世界。謝謝師父給阿

公心靈的寄託。最後，我們要謝謝

三姑美惠，讓內向的我們與阿公有

更親密的互動，這些都會是我們珍

貴的回憶，這段時間也辛苦妳了。

最後再次謝謝大德病房的每一

位天使。

祝 平安、喜樂

欣妤、宜蓉、懷萱
2006.2.5

這個世界上最有意

思 的 莫 過 於 人

吧！哲學家說人是一枝

會思考的蘆葦，不只是這樣活

著，還會創造一些學科來研究自己為什麼

是這樣活著；想要活得更好，就試著去瞭解人的

行為和心理運作的歷程，找出是什麼促使人能朝

向自我成長。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哲學家、心理學

家。

然而，有時我們需要找人談談。一個國三的

男孩因為情緒失控來到會談室，一位事業有成的

中年婦人因為失眠而來會談室；心理師被賦予的

任務之一便是在人們面對複雜的人生挑戰時，促

使這些人有機會適當地瞭解自己以及所面臨的處

境，重新找到自己的力量與因應的方式，並從這

段過程中有所成長，也能回過頭來欣賞這一切。

評論家與小說家湯姆‧沃爾夫(Tom Wolfe, 

1977)曾這麼形容美國社會瀰漫的心理學熱潮：

「一頭栽進『我的年代（Me Decade）』的煉金術

夢想。舊的煉金術之夢把基本的金屬改變成為金

子，新的煉金術之夢是：改變一個人的個性～改

造、重建、提高和完善一個人真正的自我….然後

觀察、研究並喜愛它（我！）」

這反映了一般人的期待，希望有個神奇的

方式，徹底改變自己。然而，煉金術並沒有點石

成金的魔力，我相信它能做的是在一堆銅鐵當

中，去看到金子的存在～最純粹的本質；就如同

我們相信的，個性並不會在短時間內因為治療而

改變，但是治療開啟了一個新的眼光，放下凹凸

變形的鏡片，看到自己的力量，最可貴的是這段

願意看到自己的過程，也會讓自己學會人生最重

要的一件事～負責。一個不喜歡自己的年輕人，

在會談期間，有機會發現「討厭的人或討厭的自

己，並非都一無是處」。

心理學家看到的並非都是不健康的人，相反

地是要鼓勵人去看到自己的優勢與長處，甚至要

學習運用自己的優勢能力來因應各種挑戰。個人

不免會在健康、家庭、事業或人際關係等等遇到

各種變化，這些變化對人最大的挑戰是要面對失

落與未知。多數人在這一生當中經歷過大大小小

的壓力，早已累積豐富的實戰經驗，但是即將與

死亡正面遭逢，仍不免讓人一時步伐踉蹌，有些

人很快就站穩了，有些人則需要扶持前行。

很多病人告訴我，死亡不可怕，真正令人

害怕的是不知何時到來的死亡。這段時間或長或

短，從我們一出生就有死亡的威脅，研究焦慮的

心理學家認為，我們這一生的成就都來自於為了

排解死亡焦慮，當我們投注多數的心力在工作、

愛的追尋或各種創造性活動時，會一度讓我們以

為生活是不變的，甚至體驗到某種永恒的感受。

病人走在我們前面，在體驗他自己獨特的

人生；而我只是有幸參與病人最後這段旅程，有

些病人也願意讓我與他合作；死亡究竟是無法改

變，但有機會還是要帶著病人看到他仍有一些小

小的選擇，只要他願意調整眼光、調整目標，並

非都是無助與受挫的經驗。前不久陪同一位呼吸

喘的病人做放鬆練習，那一個禮拜觀察他在喘的

時候，自己用呼吸調整的方式放鬆，胸口就不那

麼緊。病人告訴我：這是我年輕時候就會的，好

久沒這樣做了。是啊，這是你本來具有的能力，

我們只是促使你找回來，看到自己力量所在。

有朋友養蝴蝶，當蝴蝶羽化時得要奮力從

小小的蛹中爬出來，再讓體液衝到翅脈，翅膀才

得以伸展，飛向天空。朋友不忍蝴蝶在蛹殼中費

力掙札，把蛹殼小小的裂縫剪得更大，但爬出來

的蝴蝶卻無力伸展翅膀。在陪伴病人的過程中，

能做的也就是跟著病人的步

調，給予支持，讓

他力量展現，不

是咆哮奮戰的

力量，而是安

穩自己的力

量。

美感紀事

胡淑娥 臨床心理師

安 寧 病
房

練金
 術士

的 阿瑋

「憶」 「謝」與

■臨床心理師/胡淑娥

會思考的蘆葦，不只是這樣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