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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院大德安寧病

房三位護理人

員於5月12日護士節榮獲頒

獎，分別為大德安寧病房的歐美娟護士榮獲「台

北榮總100年度優良護理人員獎」，具體事蹟為

「在臨床上品管務實並安全把關」。

楊婉伶護理師在悉心照顧病患外，仍抽空撰

文並榮獲護理論述文第2名，論文題目「跨越生

死長河-安寧之美」，文中提及醫療人員應關心且

致力於解除病人整體性的苦痛，如何宣揚安寧療

護的精神，使大眾體悟安寧之美，是其積極努力

的方向。

  另外，深受病人及家屬

喜愛的護理師李存白，參加護

理部舉辦「當責」說故事比賽

榮獲第五名，分享當責護理服

務之經驗，以饗大眾。

第四版 大德紀事

100年3月-100年5月

捐 款 名 單

姓 名      捐款金額
丁憲灝 2,000 
三寶弟子 106,000 
毛聖生 600 
王正義 1,000 
王立華 2,000 
王淑美 1,000 
王欽毅 2,000 
史修雯 500 
台東聖母醫院 3,200 
申亞男 1,500 
白祐寧 200 
任紹廷 3,000 
朱南揆等2人 1,000 
江惠卿 2,000 
江盧碧嬌 2,000 
何孟龍 5,000 
吳月雲 100 
吳建利 2,000 
吳啟宏 4,000 
吳淑玲 1,000 
吳莊麗美 10,000 
吳惠娟 1,000 
吳福中 2,000 
吳衡軒 10,000 
吳錫南 1,200 
呂琇蓉 500 
宋月菊 500 
李石定 2,600 
李光喜 1,500 
李光熹 1,000 
李存白 2,000 
李宏仁 300 
李秀美 300 
李忠原 100 
李昌文 3,600 
李昕曄 1,000 
李玟儀 200 
李英隆 1,000 
李恩秀等2人 200 
李淑燕 5,000 
李許棄 2,000 
李雪梨 2,000 
李煌興等2人 500 
李漢元 2,000 
李麗卿 1,000 
李麗雲 1,000 
沈璧鳳 1,000 
汪建宏 200 
谷榮貴 6,000 
辛首文 1,000 
周佩瑤 1,000 
周淑婉 1,000 
周榮豐 1,000 
周遠哉 1,000 
周學霖 2,000 
周寶琴 1,000 
易志平 900 
林玉枝 1,000 
林叔慧 500 
林信昌 2,000 
林冠均 3,000 
林秋麗 2,000 
林桂芬 14,000 
林素花 300 
林素娟 1,000 
林國助 3,000 
林淑芬 2,000 
林陳蜜 3,000 
林朝章 5,000 
林鳴貹 300 
林錦綾 1,000 
邵明紅 3,000 
邱美君 500 
邱顯銘 5,000 
金鳳英 9,000 
姜淑瑜等2人 700 
姜淑瑜等3人 700 
姚俊明 400 
宣蘭芳 500 
施義雄 3,000 
柯郭玲君 500 
洪正修 2,000 
洪昱宣 10,000 
胡義忠 300 
胡鎧庭 600 
范怡婷 1,500 
凌憬峰 15,000 
孫漢章 1,000 
孫靜惠 500 
徐于婷 1,000 
徐立平 5,000 
徐祥琴 1,000 
徐祥斌 1,000 
徐祥斌等2人 2,000 
徐開懋 500 
高達楠 600 
涂　銘 3,000 
常利飛 3,000 
常利飛等3人 1,000 
張文傑 3,000 
張月霞 6,000 
張同菊 2,000 
張老生 1,000 
張知中 1,000 
張雨菜 1,000 
張旻煜 3,000 
張美滿 5,000 
張紘齊 3,000 
張紹文 1,000 
張詩寬 500 
張翠蓮 200 
張曉婷 3,000 
張謝桂英 2,000 
曹佑誠 500 
梁國俊 2,000 
許均嘉 1,000 
許阿恭 2,000 
許雅如 500 
郭芃宜 200 
郭洛豪等3人 3,000 
郭莉莉 2,000 
郭德和等3人 1,000 
陳太山 300 
陳方佩 104,600 
陳永全 600 
陳玉卿 4,000 
陳衣絃 500 
陳林秀子 2,000 
陳玫君 2,300 
陳金明 5,000 
陳金明等5人 5,000 
陳阿昭 5,000 
陳俊堂 5,000 
陳宣吟 600 
陳美玲 200 
陳姮安 200 
陳振昌 5,000 
陳益祥 2,000 
陳淑琴 900 
陳淑鈴 1,200 
陳淑慧 300 
陳貴林 200 
陳進屯 2,000 
陳敬斌 2,000 
陳翠玲 500 
陳澤豪 200 
章詠信 3,000 
章詠隆 3,000 
傅鳴皋 100,000 
彭玉娥 3,000 
彭玉華 20,000 
彭金寶 3,000 
彭業鈞 2,000 
普照會 3,000 
曾彩鳳 1,000 
曾繁琦 2,000 
游義煌 500 
無名氏 1,800 
無名氏等9人 415 
童雪筠 1,000 
華榮基金會 500,000 
項偉鳳 400 
項曉蘋 300 
項曉蘋等2人 600 
黃甫華 300 
黃甫華等2人 600 
黃秀香 200 
黃阿差 400 
黃建禎 1,500 
黃建興 4,000 
黃美子 900 
黃堂榮 900 
黃瑞清 3,000 
黃葆鱗 10,000 
黃興長 900 
楊月理 3,000 
楊百慎 30,000 
楊克宇 1,000 
楊森源 600 
楊燦弘 1,000 
葉玉清 1,000 
葉祐柏等2人 1,000 
葉簡照美 20,000 
董虔呈 600 
解奇璋 1,500 
詹竺穎 6,000 
資文庭 400 
鄒莉娟 1,500 
廖培彰 2,000 
管道颺 1,500 
管繼明 500 
蒙　城 1,200 
褚周淑貞 3,000 
劉乃綸 60,000 
劉安鵬 50,000 
劉江秀蓉 2,000 
劉秉樺 1,000 
劉芬男 5,000 
劉建賢 1,000 
劉陳彩美 30,000 
劉智敏 5,000 
劉皓沛 2,000 
劉新正 5,000 
劉經綸 9,000 
潘薏妃 1,000 
蔡天發 1,000 
蔡志婕 1,000 
蔡志謙 1,000 
蔡沁霖 2,000 
蔡珍如 1,200 
蔡慶鐘 100 
諸葛昌 3,000 
鄭　美 8,000 
鄭美等2人 5,000 
鄭又瑋 500 
鄭自然 5,000 
鄭君華 1,000 
鄭恆興 1,000 
鄭恒興 1,000 
鄭高明 100,000 
鄭國祥 1,000 
鄭淑女 2,000 
鄭智綱 500 
鄭雅慧 500 
蕭俊義 1,000 
賴玉麗 1,000 
賴林緞 10,000 
駱賢婷 500 
謝文星 10,000 
謝雪娟 1,500 
鍾雪華 1,500 
鍾鳳玉 1,000 
魏弘麗 1,000 
魏玉葉 2,000 
蘇芳儀 200 
蘇金利 100 
顧自強 1,000 

( 按 姓 氏 筆 劃 排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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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安寧病房紀事
               (100年4~6月)■編輯部

有
人說：人生有如四季變化，春夏秋冬

各有風貌。但每一個人歷經的人生風

景長短不一，但總有令人難以忘懷的美景時刻，

亦有感傷懊悔之時。筆者在台北榮總擔任社工

師，主要負責腫瘤科病人服務，經常接觸到癌症

末期病人期望在生命終站之前，能有機會在安寧

病房接受照顧。有時是由病人自己主動提出，也

有來自家屬的詢問，社工師在過程中協助他(她)

們認識安寧療護的意涵與服務形式，無論病人是

否願意接受安寧照顧，有無機會住到安寧病房，

每一個病人都有著不同故事。幾年服務經驗，從

病人與家屬身上看到人性的真與美，也見過猶疑

與膽怯，以下我將一點點的心得，與各位分享。

（一）陪伴之愛  守候之情

「愛」在許多時候，真的很難說出口！

每當我有機會面對病人家屬時，經常會提醒

她們應該對病人有多一些時間的陪伴，說說心裡

話。鮮少人會習慣孤寂感受，家人親友的陪伴，

會傳遞出一種安定力量，讓病人知道身邊有人，

不需害怕。照顧病人確實要付出許多心力，有人

會因為疲累而流汗、也會因感動而流淚，唯有真

誠的陪伴與守候，才能流下動人淚滴。

我很喜歡我們的傳統文化特質，就是那種在

平凡中卻滋味迴盪不已的感動。多數癌末病人在

病褟前的照顧者都是另一半，台語稱配偶為「牽

手」，我覺得這真是最美的詞彙，我在病床旁，

時常有幸見到真實人生的牽手之情上演。譬如，

幫病人擦拭略微乾燥的臉龐與手腳，輕柔按壓疼

痛不適的身軀，一口口哄著、餵著，就是希望病

人能吃得下去。陪伴就

是一種力量，一種守候

之情，我常常對有家人

陪伴的病人說：你

好幸福，要多點感

謝。

（二）釋懷之愛  化解之情

「愛」在某些時刻，真的真的很難獲得！

安寧病房的故事不見得都是美好的喜劇。我

在探視病人經驗中，偶會見到孤單無助身影，身

體不適、飲食艱難但身旁卻空無一人。曾有位陳

先生罹患肝癌末期，在我與他接觸過程中，他習

慣我稱他為「陳桑」。陳桑婚後與太太度過幾年

美好歲月，卻隨著陳桑脾氣日漸暴躁、夫妻爭吵

日益嚴重，終至走上離異一途。失婚之後，陳桑

以駕駛計程車為業，剛開始自己租屋居住，但隨

著收入不穩定，計程車不僅是陳桑的生財工具，

也成為移動住所，累了就到路旁橋下蹺腳稍歇，

偶而到朋友家借個浴室盥洗，陳桑最好的朋友叫

做「菸酒」，幾乎與其形影不離，真正的至親手

足卻鮮少往來。我曾經問陳桑，不想家人嗎？陳

桑朝病室天花板望去，淡淡緩緩的對我說，開始

會想，但是害怕家人的關心，慢慢的，也就不去

想了！語氣中透出著無奈與牽掛，我在當下想

著，有機會幫陳桑再和家人聚聚吧。對於這類失

聯多年的家屬，社工師有時候必須展現出偵探特

質才能找到家屬，找到之後還得真誠說明、動之

以情，期待能夠讓病人在臨別之際，能與家人有

釋懷機會。當然不是每次都是完美結局，遺憾而

去者亦有。有句俗諺說：「人與人的交往中，最

重要的是『瞭解』，最可貴的是『諒解』，最悲

哀卻是『誤解』。」

（三）生命之愛  成就之情

有人說：「人生是一連串的奮鬥與掙扎」，

「夫天下事其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在在告

訴我們，人生旅程有順境也有逆境。重症疾病對

病人來說絕對是一項考驗與困境，安寧照顧著重

於照護過程甚於照護結果，何為身心靈安適？

不是在於好的物理環境，而是病人能夠在疾病過

程中，省思自我生命歷程中的美與善。我經常自

覺在病人面前不是要展現多麼高深的專業技巧，

而是要秉持關懷性的態度，引導病人與家屬共同

去回味彼此的相處時光，不要忘記每個人都有

美好的生命經驗與故事，也許平淡如開水般，

但卻真實存在。有時見到病人很消極、無望感

(hopeless)上身，生命好像靜滯的停等，便會試

圖促發病人回想一些小成就、值得微笑的事件。

記得有位罹患口腔癌的男性病患，用著我已快聽

不清楚的撕裂聲音告訴我，他這一輩子最爽、最

難忘的事情就是，國中曾經賽跑得到全校第一

名。雖然之後他因為偷竊被警察追著跑，但至少

他曾經享受過眾人掌聲，我看他說話的時刻，他

的眼睛竟泛著亮光。

（四）放手之愛  灑脫之情

人生最難的二件事情，一是生離，人們相

愛卻難以相見和相守，令人最是遺憾和感嘆；二

是死別，永遠無法再聚首相伴、執子之手，令人

無限傷感和思念。無論是在安寧病房或是癌症病

房，「善終」是病人、家屬與醫療團隊最期盼的

結果。容易嗎？容易！「只要肯說肯做」；不容

易嗎？還真不容易，經常來不及說、來不及做。

在我的服務生涯中，自覺安寧團隊對病人及家屬

最大貢獻就在於經驗的分享，無論是基於醫學科

學的判斷或是照護經驗的觀察，團隊成員常常能

夠適時提醒家屬，如何好好掌握時間，做該做的

事情，如同西諺說：「Do the right thing right!」

（把對的事情做好!）。臨終時刻，親情的淚水，

涓涓訴說著彼此的愛戀，無論準備好與否，家人

總得放手，但放手並非放棄，而是將這輩子的愛

轉化成為祝福、感恩與思念。我每次在安寧病房

見到病人辭世，眼眶必然紅潤，是惋惜、是感

動，但我還是得瀟灑轉身離去，因為放手也是一

種愛。

■台北榮總社工師 / 溫信學

人生四季  安寧之旅

林院長(右一)親自獻花慰問病人

端午節活動剪影(二)手語教唱
林院長(左三)與陳玉枝主任(左二)
逐床探視病人

端午節活動剪影(一)向日葵學員表演

蘇督導長(右後二)與陳副護理長(右前
二)和代訓安寧護理師合影

大陸參訪人士(右四及左四)與大德醫
護人員合影

林院長(左一)手握病人親切問候

陳曾基主任(右一)於端午節活動慰問
病人

台北榮民總醫院社工師  溫信學

100/04/18

三軍總醫院及新店慈濟醫院、振興醫院、恩主公醫院各一

位社工師來台北榮總大德安寧病房代訓，自 100 年 4 月

18 至 22 日及 5 月 9 至 13 日各為期 5 天，由蔡美惠社工

師及陳小妮副護理長負責引導學習。

100/05/02

本年度第一批來自全省各醫院的 7 位代訓安寧護理師，自

5 月 2 至 6 日在大德安寧病房接受為期五天的安寧療護專

業訓練，由陳小妮副護理長及病房資深護理同仁帶領學

習，期望她們習得安寧照護精髓造福各地有需求的病人與

家屬。

100/05/04

台北榮總林芳郁院長與護理部陳玉枝主任在家醫部黃信彰

主任及蘇逸玲督導長等人陪同下，於母親節前夕至大德安

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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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5/20

江蘇省常州市第二人民醫院護理部孫志琴主任及北京友誼

醫院護理部傅鳳齊副主任，聯袂於 100 年 5 月 20 日至本

院參訪大德安寧病房，由林明慧醫師偕同蘇逸玲督導長及

陳小妮副護理長引導參觀及解說。

100/06/04

大德安寧病房舉辦 100 年度端午節活動，由陳曾基主任

親臨主持，台北榮總相關團體向日葵學員及特別來賓前來

表演與病人及家屬歡聚一堂。

護 士 節 榮 獲 頒 獎 紀 實 ■編輯部

李存白護理師榮獲「當責」說故事比賽第五名楊婉伶護理師榮獲論文獎第二名陳小妮副護理長(中)與歐美娟護士(右)楊婉伶護理
師(左)於頒獎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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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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媽七十八歲了，不過，她顯得令

人溫暖與舒服，搖曳稀落的白髮

和舒展洋溢的笑顏，卻豐富了每個人稚嫩的內

心。阿媽的頭

家伊是做墓碑

的石工，功夫

好到恩主公廟

裡的龍柱也能

刻的；每每，

她頭家外出做工，阿媽要養七個小孩，同時要

幫人洗衣服。那時候不可能有自來水的，她僅

只能用雙手一桶一桶搖井水來洗，阿媽厚實長

繭的手往往一天洗七八件大棉被啊！

阿媽的手搓洗著衣服，阿公的手鑿刻石

頭；阿媽不認識半個字，阿公也是，七個小

孩卻沒有做過工，現在小孩的手都是握筆桿

，這是阿媽堅持的愛。阿媽老早苦慣了，也

信佛很久了，因

此在美術療育過

程裏，阿媽能以

穩健的手描繪觀

音像，以虔誠的

心觀想著觀自在

的世界，畫完後

，阿媽的心願更

是長長遠遠地祝

福大家。

美術療育賞析

阿媽談到觀音就非常的有精神，也露出親切的

笑容，我們告訴阿媽可以用描繪的方法來親近

菩薩，阿媽欣然地答應並且以穩健的雙手開始

描繪。從描繪的圖稿可以看得到阿媽的線條，

毛筆下的線條展現出抖動的力量，雖然線條波

動起伏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一種專注和肯定的

信心，完成時阿媽也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平安。

我們後來了解阿媽的身體狀況雖然虛弱，不過

純樸的信念一直陪伴阿媽的心靈。

堅持的愛23

本文收錄於《大德美感記事》第一輯，
歡迎支持本刊物（200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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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寧照顧點滴

在
大多數人的眼裡，什麼方式的醫療？

什麼樣的環境稱為「安寧病房」？然

而大多數的人會以恐懼的眼神，害怕的口吻說：

「不就是等死的病房嗎？」，在接觸大德病房前

的我們也是這多數人的一份子。當家醫科林明慧

醫師建議我們讓阿公住進安寧病房時，我們的心

裡是非常矛盾的，因為在阿公身體已禁不起任何

進一步侵入性治療的情況下，待在醫院折磨了阿

公，也折磨了我們，但待在家又需要不停的來回

奔波醫院的急診室。

三月十六號的晚上，由於阿公身體缺乏血小

板，不得不前往急診室輸血，當時阿公是腫著兩

顆眼去醫院的，為了不讓他抓傷眼睛，我們殘忍

的用約束手套把他的手綁了起來。除了輸血外，

醫生建議我們也帶阿公去做斷層掃描，探討是什

麼原因引起阿公雙眼下眼瞼血管外翻。斷層掃

描後的結果相當不樂觀，癌細胞的多處擴散已到

達腦的部份，醫生不諱言的說：「這情況最多再

撐一個月。」所有醫生對於阿公的病情都束手無

策。

在急診室裡我們待了三天在等待病房，急診

室裡的每一天都過得戰戰兢兢，床與床間的狹窄

空間擠得我們喘不過氣，但空病床始終等不到，

看著阿公一天比一天勞累，我們決定去看看安寧

病房的環境。在看完環境後的我們經過一番激烈

的討論後，決定將阿公轉入21樓的大德安寧病

房。做這個決定似乎違背了阿公及許多親友的意

思，但經實際觀察後，安寧病房並不是大家想像

中那麼地糟。

一開始在進入大德病房前就有不同於一般

病房的感受，寬敞的走廊，和煦的燈光和溫馨的

交誼廳，不只硬體上的差別優於一般病房，在護

士及醫生的照顧下，更發現大德安寧病房裡每

個人都有一顆菩薩心，對於身體狀況極差的這些

病人不僅沒有置之不理，反而像照顧新生兒般的

細心、溫柔，就像對自己家人般的關懷與照顧。

阿公到大德病房後，我們也遵照醫生的建議將阿

公的約束手套取下，在這裡的醫生和護士總說：

「或許我們無法治好他的病，但我們會盡我們所

能地去減緩病人的疼痛，讓病人最後的這段路

程，就算要走也可以走得很有尊嚴。」

人生終究都會走到這最後一步，原以為陪伴

阿公的我們會充滿恐懼，但來到了大德病房後給

予我們更多的勇氣，王心理師替阿嬤建立起堅強

面對死亡的心牆、法成師父每天不辭辛勞地到阿

公的病房，給阿公更多勇氣及樂觀的想法，讓他

不畏懼死亡的來臨。生命是一個沒有缺口的圓，

走到最後必定會繞回原點。在大德病房的這十六

天，阿公在醫生、護士及法成師父的照顧下，安

然地離開這世界，身為家人的我們固然不捨，卻

也藉由這次的經驗改變了許多觀點，也在大德病

房學到了許多。

謝謝大德病房的每一位醫生、護士、志工，

以及給予我們心靈開導的師父。在大德病房我們

學會更珍惜生命，更細心呵護我們身邊的人，最

重要的是：因為大德，我們對死亡有了更正確的

觀念！由衷感謝大德安寧病房的全體工作人員！

※編者按：經徵詢家屬同意，以病人真名刊登，

相片亦勿須模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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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的 路 上

  有你 有我
■ 大德病房志工 / 胡雲孩 大德病房志工胡雲孩

林明火先生和他的愛犬巧克力

生 命 是 一 個 沒 有 缺 口 的圓
■大德安寧病房病友 / 林明火先生的家屬

生命，雖然從不曾為誰停留，

但，生命所留下的記憶，

會一直留在每個人的心中~永遠。

～摘自<生命之歌>

每
當生活中出現低潮時，總有一些過往

的病友及家屬浮上我的心頭，他們適

時地拉了我一把，並且提醒我用心看待自己。在

這些因緣際會當中，C君就是其中的一位，且讓

我話說從頭與C君最初的相識吧！！

因歌結緣

某日，值班伙伴跑來找我，原來是有一位病

患希望有人能陪伴他在交誼廳唱卡拉OK。我還

沒走到交誼廳門口，就被那具有職業水準的歌聲

嚇了一跳！眼前的畫面更是令我印象深刻。

一臉蒼白的C君躺在病床上，站在病床邊陪

伴的則是C君的妻子。唱完了一首歌，C君突然

表示想唱一首名叫「安妮」的歌獻給妻子。然

而，當他唱到「安妮～我不能失去妳，安妮～我

無法忘記妳，我用生命呼喚妳，我永遠愛妳。」

當下，我以為歌詞唱錯了，原來他把歌詞「安

妮」改成妻子的名字，C君連唱了幾句後，啜泣

不已，再也唱不下去，他的妻子更是哭得像個淚

人兒，送C君回病房後我答應一定會再去看他。

回首往事

走進C君的病房，我笑著對他說：「歌友會

的時間到囉！」沒想到，C君拍拍日益脹大的肚

子，無奈的直搖頭說：「我再也沒辦法唱了。」

沉默了一會兒，C君表示想告訴我關於自己

的失落經驗。最早的失落經驗是發生在二十歲那

年，小他二歲的表弟騎著新買的機車，載著女友

硬闖平交道，結果當場被火車撞得血肉橫飛。對

C君而言，童年玩伴在一瞬間消失不見，令他悵

然若失了許久。

難捨牽掛

不久，C君離開了故鄉，來到台北求發展，

他在工廠做工時受到老板的欺凌，甚至要他睡在

廁所邊。之後，他又與朋友合夥開公司，經常靠

拼酒賺取業績，過了一段相當頹廢的生活，然而

因為遇上經濟不景氣，因此不但虧損累累，更賠

上了最寶貴的健康。無奈之下，只好回到故鄉重

操油湯生意。

婚後，他與妻子過著甘於平淡的幸福生活，

未料病魔卻不放過他。說到這裡，C君告訴我，

妻子是個古意又純樸的女人，為了照顧生病的丈

夫，搞得身心疲累。他們倆膝下無子，妻子以後

必定將孤單度日，這是他最感不捨的一點。當

下，我告訴C君，我一定會陪伴他的妻子，請他

相信並放心，只見C君眼中帶淚，激動得緊握住

我的手。

不祥的「7」

「妳知道我最痛恨哪個數字嗎？」C君問我

的這個問題來得有點突然，我一時有些愣住。不

待我的回答，他緊接著說：「是7。」

「大家都說lucky seven，可是對我來說，7

是個很不吉祥的數字。」C君蹙眉緩緩的說道。

原來，C君不久前才往生的父親，當初住進

安寧病房的時間正是7月，他自己被醫師確認罹

癌住院那天，也是某月7日。C君認為數字7讓他

失去好多，天公伯對他真不公平。

聽到這裡，一向魯鈍的我忽然靈光一閃，

衝口而出說：「可是你幸運的擁有一個全世界

最好的妻子呀！」霎那間，C君的臉部線條變得

平和、同時微笑了起來，一面張大了嘴巴說：

「啊！你這樣說也是很對啦！」當下，感覺病房

中一下子光亮了起來。

坦然放下

談到自己的病，C君感嘆道：「如今，我整

天只能躺在床上，也不知道天公伯什麼時候要帶

我走。不過，我想了很多，現在，我已經不再怨

恨以前欺負我的老闆了，病成這樣，也是自己造

成的。病房有那麼多人在關心我，這裡就像我的

家一樣溫暖。我真想做些好吃的給你們嚐嚐，但

是自己的體力已經不行了。」

我看著C君日益消瘦的臉龐，心中著實不

忍。一路陪伴的過程中從聆聽他回顧個人的生命

故事，並訴說著難堪的過去與內心的怨恨，到此

刻心中懷抱著平和與感恩，他已接納自己人生的

不完美，同時謙卑的與自己達成和解，這蛻變的

過程令我既感動又欣慰。

此後，偶見C君在妻子的攙扶下，步履蹣跚

的來回踱步，我倆也極有默契的點頭互望。C君

辭世後，我亦成為C君妻子的遺族關懷工作者，

我倆也成了很知心的忘年之交。與她談心的過程

中，我十分驚訝於這看似柔弱的小女人的內心深

處，竟有著無比的堅強與毅力。不久前，她告訴

我目前在一家規模頗大的餐廳工作，日子過得充

實而自在。從她爽朗自信的笑聲中，我知道她已

活出自己的一片天空。我要對天上的C君說，您

心中最大的牽掛可以放下了！

生命交會

幽谷相伴是一條漫漫長路。每個生命都是

獨一無二的，有幸能夠分享病友及家屬的生命經

驗，是我最最珍貴的禮物。

安寧病房是創造出無數真實剎那的聖地，

需要你我用心去體會。詩人愛默生說：「生命中

最美麗的回饋之一，便是人們在誠心誠意幫助他

人的同時，也幫助了自己。」在這條愛的路上，

因為你的護持，才有我繼續向前的動力。謹以此

文，向我生命中出現過的良師益友，致上最誠摯

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