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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 款 名 單

姓 名      捐款金額

丁憲灝 3,000 
尹昌平 530 
王訓桂 3,982 
王曼珊 1,000 
王張阿梅 7,000 
王淑美 10,000 
王勤任 1,000 
冉光興 10,000 
史修雯 500 
申亞男 1,500 
江文慈 600 
江瑞華 1,000 
何若蘋 200 
吳李碧雲 2,000 
吳佳琪 1,000 
吳建利 2,000 
吳振鄉 30,000 
吳惠娟等4人 7,500 
吳福中 3,000 
呂琇蓉 500 
宋月菊 500 
把明嘉 1,000 
李   瑛 1,600 
李光喜 1,500 
李玟儀 500 
李家瑩 500 
李淑美 500 
李雪梨 1,000 
李瓊援 1,000 
李麗雲 1,000 
李麗麗 2,000 
汪軒蘭 4,000 
谷台安 2,000 
周小英 500 
周淑真 500 
孟慧芳 1,000 
定正銘 500 
易志平 900 
林秀芬 500 
林信昌 2,000 
林冠均 3,000 
林建興 1,000 
林根茂 20,000 
林素花 300 
林陳錦秀 500 
林朝章 9,000 
林雅惠 200 
武沖霄 2,000 
邱茂奉 500 
邱偉豪 300 
金凱麗 2,000 
金鳳英 3,000 
姚俊明 200 
姚黃阿差 200 
施炳榮等4人 600 
柳素綿 200 
洪國璋 1,100 
胡雲孩 300 
胡義忠 300 
倪慶義 1,000 
凌憬峰 15,000 
孫承溥 950 
徐永芬 5,000 
徐秋蓮 3,000 
徐祥琴 1,500 
徐祥斌 500 
徐開懋 500 
神弘企業公司 10,000 
祝志璋 3,600 
高子琁 300 
張台平 2,000 
張林玉枝 6,000 
張武強 2,000 
張知中 1,000 
張阿梅 2,000 
張朝益 6,200 
張瑞欽 2,000 
張詩寬 1,200 
張麗華 500 
梁一平 20,000 
梁妍羚 5,000 
莊王鳳妹 10,000 
許水城 2,000 
許均嘉 500 
許阿恭 2,000 
許俊雄 1,500 
許美雲 20,000 
許陳隨玉 2,000 
郭月桃 1,800 
郭莉莉 2,000 
郭逸竑 1,000 
郭賴和華 5,000 
陳月英 1,500 
陳正修 1,000 
陳明發 400 
陳林秀子 2,000 
陳秉麟 2,000 
陳俊元 1,100 
陳建業 4,000 
陳美利 3,000 
陳振昌 5,000 
陳淑琴 900 
陳菊子 5,000 
陳雲龍 20,000 
陳塏褣 1,000 
陳劉美齡 1,000 
陳錦順 1,000 
陸   傑 1,100 
陶江梅嬌 1,200 
彭金寶 1,500 
彭馥鞠 400 
曾彩鳳 1,000 
游義煌 300 
焦林阿微 3,600 
焦雙喜 3,600 
無名氏 5,400 
程秋芳 500 
華秀田 1,000 
華榮基金會 500,000 
項偉鳳 400 
項曉蘋 600 
黃   禹 1,200 
黃小如 1,000 
黃玉春 500 
黃甫華 450 
黃延歷 450 
黃忠志 200 
黃建禎 1,500 
黃建興 2,000 
黃美子 200 
黃美喜 5,000 
黃堂榮 900 
黃淑芬 100 
黃鈺瑛 500 
黃曉圓 500 
黃興長 1,200 
黃韻庭 1,000 
楊   琪 8,000 
楊仲偉 1,000 
楊克宇 5,500 
楊信珠 2,000 
楊婉伶 500 
楊森源 900 
萬安北榮處 2,000 
萬安生命公司 2,000 
葉元蓮 1,000 
葉玉清 3,000 
葉祐柏 2,500 
葉祐鎮 500 
董虔呈 200 
詹文伯 5,000 
詹翊岫 1,000 
鄒林祥 4,500 
鄒莉娟 1,500 
鄔瑜君 2,000 
廖順次 200 
熊夢菱 101,500 
趙公溪 1,000 
趙潔英 2,000 
齊桂秀 500 
劉欣怡 3,000 
劉品媗 10,000 
劉宥均 100 
劉湘琴 500 
劉楊月妹 10,000 
劉維立 300 
劉德簡 2,000 
潘小華 500 
潘張玉葉 11,000 
蔡   明 1,400 
蔡天發 500 
蔡志婕 500 
蔡志謙 500 
蔡茗育 200 
鄭君華 1,000 
鄭妮珊 100 
鄭春香 500 
蕭震宇 500 
賴   毅 600 
賴宗富 3,000 
薛  鳳 21,100 
謝許春美 1,000 
謝雪娟 500 
鍾文玲 1,000 
鍾雲華 1,500 
鍾瑞珠 10,000 
鍾鳳玉 1,000 
簡秀杏 1,000 
簡武偉 1,000 
簡萬益 1,200 
顏蕭雪香 2,000 
魏弘麗 1,000 
羅義昌 10,000 
蘇素卿 1,000 
( 按 姓 氏 筆 劃 排 序 )

大德之愛

■大德病房臨床心理師/王欽毅

老朋友的禮物
王欽毅臨床心理師

公益大使藝人張琪小姐(右三)蒞臨大德
病房與團隊人員合影

林芳郁院長於母親節前夕
至大德病房探視病人(一)

成功大學護理系同學來訪 林芳郁院長於母親節前夕
至大德病房探視病人

美術療育之「彩繪甜心工
作坊」現場實況

歌手范逸臣(左2)與阿龍(左3)
蒞臨大德病房探視病人

林芳郁院長於母親節前夕
至大德病房探視病人(二)

張琪小姐以歌聲慰問病人

黃信彰主任(左一)於端午節
活動親向病人致意

端午節活動

雙和醫院貴賓來訪

馬偕醫院安寧中心志工來訪

會談中的王心理師(右)與病人家屬

「我
們有一個共同的老朋友，一出

生就認識它，這個老朋友隨時

都歡迎我們去找它，它是誰呢？」

有一天病房住進來一位年輕女病人曉英(化

名)，當下還沒有多少安寧照護經驗的我，內心

有很多的不安，不知道該如何與病人共同面對疾

病？也很惶恐，不清楚罹患這麼嚴重的疾病，病

人心裡會有什麼樣的歷程反應及要如何面對生命

即將結束的自己？也擔心不知道怎麼陪伴病人度

過人生最後的一段旅程？書中告訴我臨終病人會

面對不可逃避的「死亡焦慮」，但那是什麼樣的

焦慮呢？是擔心生命的結束？死亡後的情形？還

是臨終的過程？

記得更早之前，有一位相當獨立的女病人，

平時都是獨自一個人在病房，因為癌細胞轉移到

骨頭，在進行第一次電療結束回病房後不久，出

現劇烈疼痛，恰巧此時正是我與她在床邊會談的

時間，原本相當堅強的她，竟然痛到說不出話且

掉下淚來，即使護理同仁立即給藥並給予肢體上

的安撫，也難以讓她舒緩下來，當時我心理慌到

不知所措，一種無力又無奈的心情席捲而來，簡

直就要垮掉了，深深感受到病人比我還苦還無

力，只能跟她說：「對不起，看到妳這麼痛苦，

我很急也很難過，可是我不知道怎麼減輕妳的疼

痛？」病人的叫痛呻吟聲突然停住，看著我說：

「我知道你一直在旁邊陪伴，這就夠了。」我這

才體會到「孤獨」比疼痛更受苦。

想到年輕人相較於成年人或老年人更願意玩

遊戲，有一種透過類似玩遊戲的方法，藉此可以

瞭解病人的想法、情緒以及心願，我想到或許可

以藉這個遊戲來與病人建立初步的關係，於是帶

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與自製的提問卡去訪視曉英。

經過簡單的自我介紹與說明來意後，曉英不僅沒

有用病痛來拒絕我的探訪，甚至爽快的答應玩遊

戲。這讓我感到困惑，多數病人都把焦點集中在

自己身體病痛的處理上，可是這位病人怎麼沒有

那麼急呢？甚至還願意開放自己內心的想法讓我

知道，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讓她可以這麼坦然？

「食物可以拉近人的距離」，在與曉英和她

的家屬一起共進臭豆腐午餐時，看曉英興高采烈

滔滔不絕談著自己以前如何尋找美食？美食的風

味又如何如何？家人也附和的說著曉英只要有美

食吃，都會記得要多買一份，或將自己的一份保

留一些帶回家，是如何貼心的與家人分享美食。

好吃的美食對家境不太好的家庭來說，有時會是

種奢侈，但看著曉英與家人回顧一同吃到的美

食，彼此訴說著感謝與感恩對方的話語，此時就

算有再多過往的家庭事故，都全數被這溫馨的畫

面給取代了。

因為生病無法完成大學這最後一學期的課

程，曉英對沒有機會拿到學位表示遺憾但可以接

受，姊姊知道妹妹即將要永遠的離去，怎麼捨得

讓妹妹心中有任何一絲遺憾，除了告知團隊成員

妹妹的遺憾外，也努力與學校聯繫，希望學校可

以瞭解曉英的心願。眼看著曉英病情逐漸的惡

化，一日系主任帶著畢業證書出現在病房，告知

曉英得以畢業時，曉英、家屬和團隊成員再也忍

不住流下感動的淚水。

為了不讓家人擔憂，曉英主動安排自己所有

的身後事，看著曉英一次又一次的與家人溝通，

一件又一件的將後事安排妥當，還請假與家人一

同去看靈骨塔，也請病房法師幫忙皈依。曉英的

心情亦會隨著病情變化而起伏，身體好些精神也

會好些，有時會想要到外面走走，就坐輪椅到外

面透透氣；有時提起自己過去喜歡做的一些事，

特別是旅遊及到處找美食吃的經驗時，那樣的神

情真看不出來是生病的人；有時回顧病前的生

活，談到家庭、自己的成長，尤其是學生的學習

過程，不管是在學校的我行我素，還是自己喜歡

唸書的好學心情，總可以看到曉英認真的態度。

曉英逐漸沒有力氣，也變得越來越嗜睡，

我開始跟曉英談起怎麼看待「死亡」這件事？曉

英很快的回答：「自己早想過，死亡是每個人

的老朋友。」我好奇的問：「怎麼說呢？」曉

英回應：「人一出生就認識死亡，有的人跟死亡

認識幾十年，有的人認識沒幾年，就看這個人活

多久就認識多久。」我想，對啊！這個比喻真

好，我就繼續問：「那去看老朋友，是不是要準

備禮物？」曉英笑著說：「對啊！」接著費力的

舉起雙手，俏皮的說：「我準備了兩串蕉。」我

也跟著笑了：「帶兩串蕉看老朋友，太沒誠意了

吧！」曉英：「對啊！其實我這一輩子都在準備

探視老朋友的禮物。」我問：「那現在呢？」曉

英回答：「現在也是在準備啊！」沒錯！我心理

想著，我們活得越精彩，禮物越豐富，即使到了

臨終前，也可以活出色彩來，這是多麼棒的禮

物。

曉英已經嗜睡一段時間了，往生的前一天，

曉英幾乎沒有力氣打開眼睛發出聲音，知道我

在床邊時，很勉強的發出微弱氣音，微笑的說

著：「你還有什麼問題想問我？」內心一股心

酸，搖頭對她說：「謝謝妳！我沒有了，妳好好

休息。」曉英露出一絲困難的微笑點點頭，然後

閉眼。隔天全家人都在病床旁邊陪伴，到了下午

快下班的時間，曉英的媽媽說：「媽媽知道妳怕

黑，現在天也快要黑了，如果妳準備好了，那就

放手離開，我們全家都會很好的。」沒隔多久，

曉英就安然離去了。

後  記

過去知道病人是我的老師，但從沒有一

位是用生命來教我；過去知道書本、老師可

以教我很多生命的道理，但從沒有一位是

用這麼真實開放的心，來讓我知道生命的意

義。感謝曉英，但我知道她永遠常駐在我的

心裡，帶給我同時也讓我更有機會貼近其他

病人呵護他們的心。曉英，也謝謝妳帶我進

入臨終病人的心靈世界，讓我知道原來每個

人活著，都是在準備一份探視「老朋友」的

禮物。

項目 日期 紀      事     內     容

國

內

外

貴

賓

參

訪

990304
台北縣雙和醫院副院長賴允亮醫師帶領5位醫政主管參訪大德病房，由黃

信彰主任、林明慧醫師親自接待。

990401

台南成功大學護理系趙可式教授帶師生團21人參訪大德病房，由黃信彰主

任、林明慧醫師、蘇逸玲督導長及陳小妮副護理長親自接待，並主持會務

報告。

990506
馬偕醫院安寧病房志工隊等14人參訪大德病房，由社工組鄒平儀組長及大

德病房志工隊隊長鍾鳳玉接待，經驗相互交流。

990520 美國Colgate University醫學系學生參訪，由陳小妮副護理長接待。 

990615
大陸江蘇省人民醫院、南京醫科大學等5位教授參訪，由黃信彰主任、蘇

逸玲督導長接待。

教

育

訓

練

990308~

大德病房美術療育郭育誠、莫淑蘭兩位老師，針對大德病房同仁舉辦「美

術療育之彩繪甜心」特別工作坊，藉由彩筆搜尋心靈意象，畫出心意，創

造美化看得見的心聲，將作品彩繪並甜心整理，同仁在老師的帶領下，笑

聲不斷，歡喜自在。總計14堂課，至99.9.27結束。

990318~

大德病房臨床心理師王欽毅，特為安寧團隊成員舉辦一系列的「讀夢」課

程，在心理師帶領下所有成員與提供夢的夢者一同讀夢，在彼此分享自己

所解讀的夢中，讓提供夢者對自己的夢有更深一層的探索與覺察，與會成

員皆有所領悟，並因此對平常所做的夢開啟了新的視野。總計8堂課，至

99.6.17結束。

990615

配合衛生署國健局主辦之「99年醫院癌症醫療品質提升補助計畫」及癌症

醫院評鑑計畫，由林明慧醫師策劃之「癌症病人末期病情告知倫理工作

坊」在職教育課程，於99.6.15為第一梯次，共有18位各科主治醫師報名

參加。

病

房

活

動

990504

一向熱心公益的藝人張琪小姐及主演「海角七號」紅遍台灣大街小巷的歌

手范逸臣及搭檔阿龍，於母親節前親臨大德病房為病友獻唱祝福，令人倍

感溫馨。

990508

本院林芳郁院長在黃信彰主任及蘇逸玲督導長等人陪同下，於母親節前夕

至大德病房親自向每位病人及家屬慰問並獻花致意，大家都深切感受到院

長的視病猶親。

990521

大德病房病人鄭先生，數十年來嗜愛攝影，作品無數，但從未公開分享，

同仁徵其同意後，特於會議室舉辦小型攝影展及茶會，並邀其親朋好友共

聚一堂，鄭先生輕聲吃力的娓娓道來拍攝過程，親友也一一向他做內心的

告白，笑聲淚影感人至深，為其留下美好的一夜。

990614
大德病房本年度慶祝端午節活動，除本院相關團體及特別來賓前來慰勞表

演外，大德團隊成員亦表演「新白蛇傳」助興與病人家屬歡聚一堂。

大 德 安 寧 病 房 紀 事
 (99年4~6月)

大德病房兩位護理師於護士節榮獲頒獎，分

別為每日忙碌於安寧共照的李劉瀅瀅護理師榮獲

「台北榮總九十九年度優良護理人員獎」及悉心

照顧病患仍抽空撰

文的李存白護理

師，將理念與經驗

結合榮獲「護理論

述文第一名」，論

文題目「護理人員

在安寧療護照護之

角色與使命」。

另外，

深 受 病 人

及 家 屬 喜

愛 的 安 寧

居家護理師

杜淑文，參

加台灣安寧

緩和護理學

會「2010年

度提升安寧

療護護理品質獎勵活動」，以「活動式洗澡床」

榮獲「創新類優等獎」。杜護理師有感於病人出

院返家後受限於長期臥床無法下床活動，只能用

擦澡的方式替代，使最基本的清潔及舒適都無法

滿足，基於此而有了此創意構想，希望藉此創新

專利能減少家屬的負擔，提升居家病人的生活品

質。

歡迎安寧共照  
  團隊新成員

台北榮總於99年配合衛生署國健局主辦之

「99年醫院癌症醫療品質提升補助計畫」，推廣

提供全院癌症病人安寧共同照護，特增加一位安

寧共照護理師，由大德病房資深護理師楊琪擔任

及一位安寧共照社工師，由臨床經驗豐富的許璦

珍社工師擔任，歡迎她們加入安寧共照團隊貢獻

心力。

護理楷模
台北榮總
  99年護理優良人員獲獎

■編輯部

榮獲得獎的李存白護理師(左)
與李劉瀅瀅護理師(右)

杜淑文護理師(左)頒獎後與
趙可式教授(右)合影



回
想與寶爺的相遇，是在家醫部的大德

安寧病房實習的那個禮拜，當時週末

查房，聽說15床的寶爺都會對主治醫師的處方發

表意見。他總說：「醫師啊！我告訴你！生病久

了，也會變醫生喔！」當時我心裡覺得這位伯伯

有點高傲，也有點不配合。

不過安寧病房的宗旨就是讓病人在生命的末

期不但舒服而且有尊嚴，所以只要我們做得到都

會盡量去滿足病人的要求。

回到護理站，我不禁好奇的問護理同仁，寶

爺以前是不是當軍人或是當官的？護理人員們都

回說不知道，只知道伯伯的名言是：「男人要風

流，但不可以下流。」這句話反倒讓我對伯伯充

滿更多的好奇心，在往後的日子，只要我有空就

會去找寶爺聊天。其實伯伯對醫護人員還是很客

氣，頂多對太太講話會有點大男人的味道，幾次

下來，我已經漸漸喜歡上他了。

寶爺罹患胃癌，所以常常胃口不好，一次

聊天時無意間發現寶爺愛吃冰淇淋。有一天，寶

爺胃口又不好，我想起萊爾富超商的甜筒正好買

一送一，我就說：「伯伯，我請你吃冰淇淋好不

好？今天買一送一呢！」過不久，我們就在病房

吃起冰淇淋來了。

寶爺高齡九十卻耳聰目明，沒有重聽、講

話有力、老花也不嚴重，還常常會有一些很可愛

的舉動，像是常常看他對體育頻道的籃球賽或保

齡球賽看的著迷，聽太太說伯伯生病前又打網球

又打太極還會舞劍呢！有一次寶爺突然抓起我襯

衫(NET牌)的領子，我還以為他要幹嘛？結果他

說：「這我也有一件！」我驚魂未定的說：「那

我們眼光一樣好！」又有一次，寶爺突然拔出我

白袍口袋裡的筆仔細端詳，我還以為又出了什麼

事？他說：「這筆我們家有好多啊！」原來寶爺

的兒子是藥廠業務員。

伯伯的廚藝很好，總嫌老婆燒的菜不好吃常

自己下廚，他的朋友們常常一起出錢，請寶爺下

廚做給大家吃，太太說他一個人可以做出滿滿兩

桌的菜呢！伯伯也曾說:「如果這次我能病好出

院，你們這個病房的所有同仁，我全部都請！」

護理人員說，聽太太描述，伯伯不只年輕

時風流，也很愛唱歌。二月底病房舉辦元宵節活

動，和寶爺討論之後，我們決定合唱「月亮代表

我的心」。當天早上印好了大字版的歌詞，和寶

爺一起彩排，並以口頭約定好哪裡要反覆，哪裡

要唱的漸弱漸慢等，他都記得清清楚楚完全不需

要註明，只對著我說：「老啦！高音上不去了！

你開個藥給我吃嘛！可以飆高音的藥喔！」彩排

完後，我先離開到毒物科病房交班，沒想到交班

交太久了，回到病房時寶爺已在眾護士與志工的

簇擁下把歌唱完了，而且聽說寶爺在等我回來時

神情顯得有點落寞，我趕緊背上吉他與寶爺再上

場合唱一遍。

表演結束之後去再去看寶爺時，只見寶爺

罩個氧氣罩，看起來不大舒服，他說因為氣喘發

作，他還像個孩子般說著：「你都不來救我！我

在等你耶！」看了心裡滿是不捨，只能拍拍肩膀

安慰他。

和寶爺的感情一天比一天好，大德病房的病

人都會輪流去洗澡，有一天輪到寶爺了，因為跟

寶爺熟，也未曾體驗過幫病人洗澡的經驗，於是

徵得寶爺和太太的同意後就跟了進去。這是一組

要價一百萬的「超音波按摩沐浴機」，搭配浴缸

及一台推床，可以把病人載到浴缸上空，然後再

慢慢把病人降到水中，另外還有兩組蓮蓬頭可以

讓護理同仁和家屬一左一右的幫病人沖洗，這得

感謝鴻海企業的郭台銘董事長的捐贈，讓癌末病

人可以很方便的洗個舒服澡。

相較之下，寶爺的病情並沒有變化的像其他

病人那樣快，很快的在家醫科的實習結束了，我

繼續往下一站心臟內科實習。離開之前特別在病

歷上貼上一張紙條，交代萬一寶爺病情有重大變

化，或是病情穩定暫時出院，拜託護理同仁一定

要打電話通知我。

到了心臟內科，剛開始為了適應狀況加上工

作比較忙，有好幾天沒空回去大德病房看寶爺，

幾天後回去看到寶爺帶著級數較高的氧氣面罩很

虛弱的睡著，我沒有吵他只走回護理站看他的病

歷，只見血氧濃度從原本的九十幾已掉到八十

幾，顯然病情慢慢在惡化了。

在一個星期六的早晨，我正坐在中正樓一樓

「生活廣場」悠閒的吃著早餐，這時手機突然響

了，看到眼熟的號碼卻想不起來，「嚴大夫，我

是大德病房的護士，15床的寶爺今天凌晨往生

了，現在家屬在助念，您要不要過來看一下？」

掛上電話，我在半發呆的狀況下吃完早餐，也忘

記了早餐的味道。

謹以此篇文章紀念寶爺，他永遠活在我

的心中，願寶爺在天堂依然可以開心的

唱歌、打球和舞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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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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爺爺是癌症末期了，但是他的心

靈卻是旺著，只要身子骨的不舒

服緩和一下，他便是要傳福音、學畫畫、幫

助其他人。胡爺爺的生命正在發亮，在一張

圖畫紙上分別貼著他十七歲與七十歲英挺俊

美的大頭相片，很有創意地表達自己一生由

年輕轉為年老的過程，也親手寫下「將藝術

引導給癌末者的第一步就是愛」的心得，不

禁叫人百感交集，眼前虛弱病耗的容顏在先

前的光陰裡也曾壯美，當時英俊挺拔的身軀

到今天的時光中不曾低頭。

美術療育的過程中，胡爺爺幾次因為病

情略感不適而向主禱告，感謝主的賜予。後

來，胡爺爺陸續完成的作品有「胡奶奶的畫

像」、「十字架的光芒」、「飛舞中的女兒

」，胡爺爺珍惜每一天來記錄他內心珍貴的

寶藏與我們分享。

美術療育賞析

「夢中的吉普賽女郎」大部分以藍色的筆觸線

條為主，而紅線條將畫中隱藏著一位舉手投足

的人影描寫出來，在右邊胡先生紀錄自己在夢

中所看到的東西，他瞇著眼睛敘述自己所見到

的夢景說：好迷人的吉普賽女郎。先前他畫了

太太年輕時的模樣，並且註明為「霧美人」，

表示太太在他心中是永遠的美人，也是最不放

心的人。但是他堅信上帝能讓心中充滿愛與喜

樂，就如十字架塗上紅色一般溫暖。

內心珍貴的寶藏19

本文收錄於《大德美感記事》第一輯，
歡迎支持本刊物（200元∕本）

阿 凱 在 大 德
■前大德病房護理人員 / 翁聖凱

再見阿寶
■實習醫師 / 嚴可倫

還
記得去年九月剛踏入大德病房，

心想這就是我以後工作的地方嗎

？感覺很安靜很莊嚴。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我

每天總是忙著給藥，學姊們都很熱心的指導

和分享臨床經驗，生活非常充實且病房的工

作氣氛也都很好，直到過了三個月的新人適

應期，才慢

慢體會到安

寧療護需要

更多身、心

、靈層面照

護上的學習

。和病人及

家屬的相處

經驗中，讓

我學習到很

多人生不可

多得的經驗

，對剛踏入

社會的新鮮

人而言，無

疑是最珍貴

的寶藏。雖

然之後我因

人生另有規

劃，在病房

只停留短短

的七個月，

這段時間的

酸甜苦辣點滴入心頭，一輩子將烙印在我心

裏面。從小我就喜歡漫畫也愛畫漫畫，在離

開病房的最後一週，我將這段歷程以九格漫

畫呈現出我個人的心路歷程。最後謝謝大德

團隊對我的照顧，這段日子是阿凱最珍貴的

回憶。

嚴醫師(右)與寶爺分享冰淇淋真人版阿凱

嚴醫師(左)與寶爺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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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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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