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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 款 名 單

姓 名      捐款金額

丁憲灝 3,000

尹昌平 500

毛嘉玲 1,000

王建安 6,000

王欽毅 1000

王雅真 1000

王勤任 1,000

冉光興 10,000

古國雄 500

史健保 2,100

田邦華 200

朱亞媛 2,000

江文慈 900

何珠明 1,000

吳玉燕 100

吳采玲 10,000

吳柏林 1,000

吳國揚 500

吳深潔 2,000

呂秀儀 1,000

呂榮松闔家 100

宋月菊 300

李  克 1,200

李光喜等3人 4,500

李金川 10,000

李金枝 2,000

李許棄 2,000

李劉瀅瀅 500

沈芳以 200

汪坤忠 500

谷安台 2,000

周志娟 600

周宜秀 5,000

周玲君等3人 20,000

易志平 900

林立本 1,000

林吳秋 1,200

林金蘭 1,000

林信昌 3,000

林冠均 3,000

林振祥 2,000

林素花 300

林陳秀清 20,000

林雪玉 5,000

林雲漢 1,000

林愛月 1,000

林瓊玲 3,600

林寶珠 10,000

武沖霄 3,000

邱金蓮 2,000

柯惠娟 1,000

美華慈心聯盟 10,000

胡義中 300

凌憬峰 15,000

凌興旺 10,000

家  屬 500

徐  雯 1,000

徐中平 1,500

徐祥琴 1,500

徐煥欽 700

秦觀濤 1,000

袁錦峰 100

高崙泉 1,000

郟素珍 2,000

張丰毓 2,000

張天瑜 10,000

張天熒 10,000

張天翰 10,000

張青君 500

張國鴻 10,000

張陳愛 1,000

張溢芳 1,000

張靜玉 1,500

張煊富 10,000

盛祖芬 500

莊威慶 1,000

許樊玉 300

郭鑫一 300

陳  波 1,000

陳小妮 500

陳心翃 20,000

陳宗貴 1,000

陳明發 600

陳林秀子 2,000

陳秉麟 2,000

陳金杏 1,000

陳宣吟 300

陳星宏 1,500

陳修一 2,000

陳恩賢 100

陳健安 10,000

陳基峰 500

陳梓祥 1,000

陳淑琴 900

陳淑鈴 1,000

陳惠漢 1,000

陳菊子 5,000

陳劉美齡 1,000

陳麗月 10,000

章朱秋花 1,000

彭玉娥 2,000

彭金寶 1,000

彭馥鞠 400

曾徐桃 6000

項偉鳳 200

項曉蘋 500

黃甫華 900

黃忠志 300

黃信彰 100,000

黃俐瑄 500

黃建禎 1,500

黃建興 4,000

黃堂榮 900

黃逑志 400

黃曉圓 500

黃興長 900

黃親男 600

楊仲偉 3,000

楊秀枝 2,000

楊森源 900

葉玉清 1,500

葉益成 1,000

葉祐柏 3,000

詹于杰 10,000

詹于瑱 100,000

詹濟華 10,000

鄒莉娟 1,500

鄔  瑩 2,000

廖育萱 7,000

趙公溪 500

趙潔英 2,000

齊桂秀 1,000

劉江秀蓉 1,000

劉忠桃 1,000

劉秉樺 2,000

劉宥均 100

劉德清 3,000

劉靜池 20,000

歐美娟 1,500

潘小華 200

潘梅英 1,000

蔡天發 1,000

蔡天發等2人 1,000

蔡志婕 1,000

蔡佳佑 200

蔡美惠 1,500

蔡萬誠 3,600

鄭又瑋 500

鄭炳耀 500

鄭智綱 500

鄭進耀 1,000

穆佩芬 450

蕭  紛 5,000

賴  毅 900

賴詩翰 5,000

戴欽次 500

戴進忠 3,000

鍾文玲 1,000

鍾娘妹 300

簡秀杏 1,000

魏寶蓮 500

羅炯祥 15,000

譚峙軍 2,000

蘇逸玲 5,000

鐘明達 2,000

( 按 姓 氏 筆 劃 排 序 )

大德之愛

■台北榮總大德安寧病房宗教師/釋法成

一、目的：

維持呼吸道之通暢，預防合併症的發生。

二、適用狀況：

1. 長期接受氣切造廔口之居家照顧病人。

2. 痰多無法自咳之病人。

三、用物：

1. 無菌抽痰管。 

2. 清水。

3. 無菌手套。

4. 抽痰機。

四、步驟：

1. 洗手後準備病人：

A.先予翻身，背部叩擊。

B.給予100%氧氣使用。必要時給予蒸氣使

用。

2. 打 開 抽 痰 機 電 源 ， 調 整 壓 力 在 1 5 0 -

200mmHg之間。

3. 將無菌抽痰管封套打開。

4. 單手戴無菌手套。

5. 以無菌技術取出抽痰管，並與抽痰機之管子

連接。

6. 以輕柔動作插入適當深度（約相當於氣切套

管的長度）。

7. 以旋轉方式抽吸痰液，使各個方向的痰均能

抽到。

8. 取出抽痰管後，抽取少量清水清潔抽痰管之

口徑。

9. 必要時可用此管抽吸口中分泌物。

10.抽完痰後可囑病人深呼吸或給予100%氧

氣。

五、注意事項：

1.抽吸時間每次不得超過15秒以上，兩次抽吸

時間最好間隔2-3分鐘。

2.灌食後30分鐘內請勿抽痰，以免造成嘔吐。

3. 收集瓶液面超過1/2以上時，得予更換或清

洗重覆使用之。

4. 抽痰管之選擇，成人在14-16Fr之間；若由

鼻抽吸可用10Fr抽吸管。

5. 抽痰管插入時，勿按住管子之控制口。

6. 抽痰期間若有異常情形，應立即停止並給予

氧氣，注意呼吸變化。

7. 病人照顧者須接受兩次以上之技術指導及回

覆示教方能執行。

（本文選自台北榮總安寧緩和醫療手冊）

◎諮詢專線：(02)2875-7211 護理站

抽痰法

安寧病房

   是我的修行道場
宗教師/釋法成法師

護理
指導 ■編輯部

剛
踏入安寧領域中時，不管參加任何講

座，我們都會聽到講師們說這麼一句

話：「病人是我們的生命導師」。開始並不懂得

這句話的意義，經過實際參與安寧工作後，深深

體會到它的真實意義。因為，協助癌末病人與家

屬，在面對死亡的過程中，學習成長，從而得到

善終，讓生死兩相安，是安寧團隊最重要的任

務；但是，卻能讓自己從照顧中，對生命重新審

視，產生一些轉化經驗。

過去宗教師在修行道場中，所接觸到的人，

大部分是主動想接觸這個宗教。所以法師們，只

要以傳教、開示、共修，就可以讓她們歡喜受

用。但是在病房中，病人來自不同的信仰，來到

醫院主要也是為了身體疾病的治療，只是在面臨

不可治癒的情況下，安寧療護給予更寬廣的認識

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因此有了團隊照顧，以全人

（身、心、靈）、全家、全隊、全程的四全照

顧。而法師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與每個病人有

很好的互動，進而協助病人得到善終，這考驗著

自己的修行，是否有內在轉化的經驗，及脫離以

自我為中心的固著思考方式。

病房中每個病人的宗教信仰不同，法師如何

與不同宗教的病人，建立良好關係。「同事攝」

就是我的法寶。意思是說：陪伴病人做他們歡喜

的事情，但是卻要不違背良心道德的事。例如：

病房中老奶奶、老爺爺、榮民伯伯很多，信仰也

不一，但是打麻將的興趣卻很普遍；所以，參加

他們的牌局，請他們當我的老師，教我如何看

牌，也因此在牌桌上，很容易建立良好的關係。

因為懂得尊重他們的信仰，而能成為很好的朋

友，甚至協助他們善終，達到生死兩相安。病人

們從牌桌上，證明自己能夠做自己喜歡的事，還

能夠當別人的老師，也就不再認為生病是等死。

常聽到病人或探病的人說：生病是因為業

障深重。進入大德病房之前對「業障」的解讀，

也是會認為生病是業障，健康是福報；貧窮是業

障，有錢是福報；醜陋是業障，美麗是福報…

等。只要世間人認為不喜歡的、不如意的、不好

的，就將之稱為「業障」。所謂「業障」應該是

會障礙未來生命向上或向善的意思。因為世間人

認為是好的、正向的，如果無法善加守護，往往

好的果報，卻又種下了不好的因，而讓未來的生

命沉淪。例如：有錢人沒善加使用自己的財富，

而去放縱自己的慾望，吃、喝、嫖、賭；健康的

人，不做利益自己、他人之事，卻做一些不法的

行為…等，這怎能會是福報呢？而生病只是過去

行為的造作，所呈現的業果成熟；也就是每個人

過去的身、語、意所造成；例如：熬夜、抽煙、

喝酒、飲食、習慣及外在環境污染等，違背健康

原則。而在病房中，我們看到很多的病人，因為

在生病後，由團隊的協助，或自己的內省，才開

始去尋求生命的意義，進而找到一個新的人生目

標。所以說：這場病不但沒有讓病人成為障礙，

反而讓病人找到希望，了解生命真正的意義。

因此，如果能將不好的事情，轉化成正向的

成長，這不但不是障礙，反而是逆向成長。上述

種種讓我真正體會到佛陀所說：「逆增上緣」的

意義。因為生病讓病人看清楚，在過去生活中所

追求的，不一定是重要，而懂得向自己內心去探

索、去修正，才能真正邁向平安。

過去也會與一般人相同，聽到念佛法門，就

會認為這是信仰佛教的人才會做的事。慢慢體會

到「佛」的真正意思就是清淨、悅樂的人。也就

是說：不會再為煩惱所繫，而且充滿慈悲與愛；

因此對念佛法門，就能更廣泛的應用。所以針對

不同信仰的病人來說，除了佛教的諸佛菩薩外，

基督教的基督耶穌，天主教的天主等，不都是念

佛法門嗎？

因為，每個宗教的教義、法門、儀式，都不

離慈悲、愛、感恩。若能依自己的信仰，而長養

慈悲與感恩心，也就了解了念佛法門的真正意義

了，因此而懂得尊重病人的信仰，不但不會讓病

人造成困擾，也讓自己超越自我的執著。索甲仁

波切對臨終關懷者叮嚀：「不要搬弄學問，不要

老是想尋找高深的話說，」「你的工作不是要任

何人改變信仰，而是要幫助眼前的人，接觸她自

己內在力量，信心、信仰和精神…」深刻體會到

仁波切的叮嚀。了解到靈性照顧者，必須先從提

升照顧者的心靈開始，而不是將知識或技術，運

用到臨終病人身上。存著慈悲和智慧，協助臨終

者，喚醒他自己的內在資源。也了解到若能開啟

自己的心，對他人付出真摯的愛與慈悲，才能協

助臨終者喚醒自己本有的內在自性。

至今我也進入這個團體滿七年了，感恩大德

病房給我一個不一樣的修行環境，感恩大德團隊

所有的善知識，感恩病人的示現成為我們生命的

導師。

■編輯部

 如 何 因 應

      病 人 尋 短 的 念 頭

醫護人員協助病人抽痰

抽痰用具

抽痰機動作操作

病
人越到末期，身、心、靈受到更大

的煎熬，會希望趕快解脫，或要求

醫生給他一針安樂死。就好像長跑選手，跑不

到終點，體力透支就不想跑或跑不動了，旁邊

的人則一味地為他加油，要他繼續跑(求生的方

向)。此時病人感覺像在等死，覺得沒有生活品

質，人生很痛苦，沒什麼意義，既然好不了，

就趕快死去不要拖。臨床經

驗顯示，此時病人會有的心

情：憂鬱、痛苦、絕望、無助、無奈、孤獨

感、悲傷、恐懼(恐懼疼痛無法控制)、 或平靜

(覺得心願已了，已準備好死亡)。

【家屬因應的方式】

1. 病人想解脫有一部份來自身體不舒服，症狀

無法完全緩解，因而會有此念頭。在旁陪伴

照顧的家屬，需仔細觀察

並紀錄，病人的疼痛或不

舒服症狀，讓醫療團隊了

解，做出最適當的評估與

處 置 ， 以 減 輕 病 人 的 疼

痛。

2.積極傾聽病人的心聲，

鼓勵他表達心中想法。不

要急著安慰、批評他，也

不要轉移話題，否則會壓

制病人的想法，而無法得知其心裡所受的苦

悶了。

3. 接納病人的情緒，尋找可以轉化其心情的方

式。如：聽歌、看書、或祈禱(念佛)…。

4. 細心觀察病人的情緒反應。若想死念頭久久

不退，倘使住在醫院則告知醫療團隊，尋求

專業協助；若在家裡，家屬應提高警覺，預

防病人會付諸行動。

5. 向病人表達他沒有拖累家人之意，並保證不

會遺棄他，會陪伴到臨終。

6. 病人若有宗教信仰，則尋求宗教人員協助。

談談人生意義、存在價值或受苦的意義。

（本文選自台北榮總安寧緩和醫療手冊）

醫護人員的關懷與開導

志工人員的適當關懷

家屬的溫馨陪伴

眾人皆是彼此的生命導師

在大德病房的麻將交流活動



在
忙碌的醫院工作中，除了醫療專業以

外，我們往往很難注意到其他的事

情。應該說也沒有那個環境，很幸運我有機會在

安寧病房學習，在一個月焦頭爛額的生活中，還

可以看到一些真正屬於"心理社會"層面的問題。

團隊合作完成一些事，一些病人的願望，其成就

感不亞於治癒疾病。大德病房的病人都不會好，

甚至有些是離死亡很接近的病人。日子以天或小

時在計算的情形很多，不管轉入安寧病房的動機

是什麼，剛轉入時往往呈現對生命絕望的樣子。

我那個月的病人郭先生就是如此，肝癌末期併嚴

重黃疸，像這樣的病人，在一間醫學中心當中，

說實話多的是。郭先生第一天來到大德病房時，

一臉疲態，在因為黃疸而染黃的眼睛裡，更多是

絕望與無助。在照顧他幾天後，我們發現他的家

庭處在社會的角落，與太太離婚，育有3子一女。

其中一子在某感化教育機構服刑，郭先生也明瞭

自己時日無多，殷殷期盼這個兒子能來看他。於

是大德病房團隊合作，開立病危通知，由社工師

介入，協助這位兒子能請假探視。公文程序有點

慢，大家都很著急。因為我們都知道這是最後一

面，太晚了可能就錯過了。

那天我在病房，看到一位15歲的少年，戴

著手銬腳銬，由一位警察一位輔導老師陪同，出

現在我們病房。心裡很高興這願望成真了，但是

更多是不捨與難過，他才15歲，跟我弟年齡相近

的孩子，帶著手銬腳銬，一路從人來人往的醫院

大廳坐電梯上來，要忍受多少異樣眼光？聽說他

事先已被知會會是這樣的畫面，但他仍願意，我

想他也明白以後沒有機會再見到父親了。他站在

床邊，手銬腳銬已被鬆開。他喊了一聲「爸」！

聲音微微哽咽，眼眶蓄積淚水。此時病人不需要

嗎啡也不痛了，原本混沌的神智也變的清楚了。

我們為他們拍照留念，探訪時間只有半小時。時

間結束，又戴回手銬腳銬，伴隨金屬撞擊的腳步

聲，離開病房。我想這位小弟又要忍受無數的異

樣眼光。15歲的孩子應該是自尊心很強的時候

啊！這樣的場面會帶給當事人多少的難堪與自卑

感？我沒有辦法改變法條規定，但是那清脆卻又

沉重的腳步聲，在我心中震撼迴盪許久...。

後來我們寫了封信給他服刑的單位，建議

可以有更人性化的做法。譬如坐輪椅，用衣物覆

蓋手銬腳銬，如此在不違反規定的情形下，更能

維護一個孩子的自尊心。在台灣的公家機關，原

本沒有企盼能得到回音，沒想到在一個月後的某

日，竟然由相關單位主管所發出的回信，提及日

後會加以改進，不會再讓類似情事發生。團隊都

很振奮！我心裡更是開心！我們出一點點力氣，

可以讓這些一時失足的孩子免除某種程度的心理

創傷，這是醫學以外的事。開一個藥幫忙一個

人，但改變此事卻可以幫忙很多人，尤其這些都

還只是孩子，可能是因為不健全的家庭而犯過一

些錯誤的孩子。他們為曾犯過的錯在贖罪，但是

仍應保有一個做人的尊嚴。

約莫一週後，帶著兒子曾來看過他的記憶郭

先生離開了。郭先生的善終減輕了我一部分心裡

的遺憾，未來雖不一定會走安寧療護，但有幸在

大德病房學習了很多東西。不明白的人往往以為

安寧病房就是用嗎啡把病人打昏的地方，其實在

這裡大家花很多心力，處理很多問題。藥物不是

萬能，因為在一般病房即使用了最貴的抗生素，

感染還是沒好，病人還是走了，甚至到那一刻病

人跟家屬還是有很多其他的問題無法克服。我在

大德病房卻往往可以見到病人發自內心的笑容。

「善終」是一項很深的學問，也不容易。在醫院

當中看過太多臨終前很不平安很折磨的情形，我

想真的是上輩子要修，才有可能在睡夢中離開，

而心裡沒有憤恨與不平。 一點小心得，在此與大

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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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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
伯伯是位開朗熱情的長者，他傳

奇的一生曾被報紙報導過，生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紛亂的台灣；年青時的

他曾被日本人抓至南洋作軍伕，光復後當家

人以為他已遭不測時僥倖的逃回台灣，曾在

美軍基地上過班，最後效力於國民政府的空

軍地勤，經過二二八事件，他的一生走過台

灣土地的歷史軌跡。

走過紛亂的時代，出生入死多次；回憶

過往他總是開朗的說他很滿足，因為他多活

了很多年。在畫完彩虹的時候他題下了人生

無須煩惱六個字，看著圖片時，他開朗的笑

聲似乎還在耳邊令人懷念。 

美術療育賞析

「青雲綠水」這幅作品以流動的筆觸畫出一種

心情，洪伯伯表示過去的生活可以說是動盪不

安，但是也有令人懷念的地方。「人生無須煩

惱」作品中以五顏六色表現出彩虹的美麗，洪

伯伯告訴我們雨過天晴的生活態度，記得要讚

美燦爛的生命體驗，所以不要太過於自尋煩惱

。「樹」是洪伯伯要形容成長的歷程，這棵樹

在綠油油的大地上伸展開來，樹的根部就埋藏

在大地中，伯伯說：人要感念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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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錄於《大德美感記事》第一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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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慈祥的您
■大德病房志工/張金潤 大德志工 張金潤

腳 步 聲
■台北榮總家醫部第三年住院醫師/林宜璇

安寧照顧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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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
四到班時，護士小姐說：「等會

兒有空，可以去陪陪二床的單身

榮民伯伯。」

心想：「哇！被需要的感覺真好。」

一到病房看到一床一地的藥及藥袋，伯

伯正專心地分類，看到我還一一的為我解釋

：「這是某醫院開的針劑、這是止痛的、這

是幫助排便的、這是……。」接著說：「妳

可不可以幫我買包橡皮筋？」

我快步到志工室找到橡皮筋交給伯伯，

只見他仔細的束好並問我：「多少錢？」

我答：「不用錢啦！這是志工室拿的。

」伯伯接著問：「妳在這兒工作？收入多少

？」

我答：「我一個禮拜裡只是利用工作之

餘到這裡做做三個小時的志工，醫院會給我

50元的車馬費啦！」

伯伯說：「那妳在這兒陪我，我給妳

一百。」

我說：「這怎麼可以！」

伯伯又說：「不然這樣；我也給妳50

元。」

我笑著說：「今天來這裡，您願意和我

聊聊，我賺的可多了！怎麼可以拿您的錢呢

？」

這時伯伯很認真的拿起我的名牌唸著名

字，然後談起自己年輕時抽煙、喝酒又打牌

，月俸不夠用，因此在朋友的早餐店做油條

，加上不會照顧身體，如今一身是病。接著

掀開衣服──「妳看！肚子這一長條疤痕，

是腎結石開的，另外眼睛也因青光眼開了刀

，還開了兩次的攝護腺，這下肺也出了毛病

，喘得不得了！」看他一身皮包骨，真教人

心疼！

伯伯一臉慈祥，不禁讓我憶起一路伴我

成長的乾爹（也是單身榮民）。六年前的除

夕，擔心身體不適住在榮家的乾爹，帶著他

最疼愛的孫輩（我的兒女），邀請他到我們

家一起過年小住數日，而乾爹以一堆的藥來

不及整理，拒絕了我。之後打了兩天的電話

卻一直沒接，很抱歉！沒聽乾爹您的話，還

是全家到榮家找您（您交待；萬一一直找不

到人，千萬別來。沒有家屬的榮民，榮家會

處理）。您房門反鎖，外子爬上窗子，見您

安詳地躺在床上…。那晚，小兒在電話中與

您道別，是您在這世上最後的話語，而除夕

時兩個孩子給您的擁抱，也成了與您在這世

上最後的擁抱。

六年前的往事歷歷，如今何其有幸，可

以陪在伯伯身邊，聽聽您一生的故事，您一

邊說著接著閉上眼睛睡去，我悄悄關上電視

，正準備離去之際，您突然張開眼睛，看著

我說：「妳要走了嗎？什麼時候再來？」我

答：「病房裡每天有早、午、晚三班的志工

，如果您需要我們都很樂意來陪您，而我下

週四晚上也會再來。」彼此雖有些不捨，但

此時見伯伯也累了，就此告退。

出了病房已經晚上8：50分，這時三床

60歲的女病患往生，護士及醫師正在處理

臨終事宜，我也幫忙準備往生室及整理病患

的床上物品，忙得差不多後。再次回到二床

看看伯伯，他閉眼休息著，正要轉身離開，

伯伯笑著說：「妳又回來了！」我答：「在

下班前來看看您，您好好休息喔！」伯伯笑

著閉上眼睛並點點頭。

週六參加大德志工在職進修，不忘將家

中的橡皮筋拿到志工室，正準備到二床看看

伯伯，未料昨晚的志工同仁說，昨晚她當班

，忙完就準備到二床陪伴伯伯時，伯伯已往

生了。同是慈祥的單身榮民伯伯，您們這樣

的告別，真教人不捨啊！

林宜璇醫師(中)與大德團隊醫護人員合影

林宜璇醫師

對大德醫療照護的感謝

親愛的大德病房全體人員：

大家好！ 祝願大家平安！

時光飛逝，一轉眼，家母離開塵世已兩個多月

了，對她的思念依舊，每到傍晚就不自覺想打電話

給她，問她吃飽沒、和她話家常。轉念間才想起，

她已經不在了。

原本允諾再寫一篇有關家母當時住院的心情札

記，適巧發生南部88水患事件，看著電視播放，淚

水潸然而下，尤其是喪母家屬那種悲戚的畫面更是

失控，我明白這是心裡投射作用使然，這淚水不全

然是為了可憐的災民而流。但當下也慶幸家母能夠

由我們子女親手送走她，更何況她是壽終正寢、順

應自然罷了。比起那些罹難至今，屍骨未尋獲的悲

苦災民時，就覺得家母是何其有福！自己的悲傷真

的算不了什麼。

正因如此，才覺得家母過世是平凡事件，家母

與其他人的母親沒什麼兩樣，好像也沒有特別的事

蹟可記述耶！

雖然文章寫不出來！但是我們認同「不求長

生不老、但求平安舒適」對待臨終病患的理念。會

針對特定的對象，私下持續推廣安寧緩和醫療的觀

念，讓有需求的人明瞭，原來面對死亡是可以從容

不迫、無須恐懼的跨越過去；是可以由病患自己決

定、自我掌控，原來死亡是可以這麼美麗的、有尊

嚴的發生！

如果安寧緩和醫療早在20年前就施行，我想

就可以避免那樣的畫面！明知家父已往生（清晨4

點鐘），但盡責的值班醫師仍要睡眼惺忪做急救半

個小時，現在回想真替家父覺得好痛、好痛！本來

護士還執意將家父雙手綁上紗布條，說是避免大體

僵硬不好置入冰櫃（因要助唸），還好家母堅持不

准她做，不然家父就更像是人犯的被帶走了。當年

是無知不懂，但現在我們有幸參與，就更應積極推

廣，讓更多病患及家屬身心獲得安頓！

謝謝大家的愛護，從家母被溫柔呵護洗著舒服

的、香香的澡時，我們為人子女的就知道我們做對

了！那樣的感受讓我印象深刻，就像是自己也被那

個大大的、暖暖的浴盆包圍住，因為那裡面裝滿了

無數人貼心的愛，舒服到連我自己都好像全身沐浴

過、睡了沉沉的一個好覺呢！

感恩大家囉！祝身體健康！

家屬 馮○○敬上

98.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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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