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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捐款金額
榮仁基金會 1,150,000
華榮基金會 500,000
林慧婷 100,000
劉大丘 100,000
李惠美 50,000
凌憬峰 30,000
蘇逸賢 30,000
邱　珠 20,000
陳映伶 20,000
馮正義 20,000
無名氏 19,560
柯一正 15,000
陳小月 13,106
老協珍公司 12,000
邱宗化等 2人 12,000
海聖公司 12,000
蘇厚生 12,000
王家鈺 10,000
王淑玲 10,000
李蔡月嬌 10,000
杜崇正 10,000
林國助 10,000
馬同儒 10,000
崔幗夫 10,000
張陳麗雪 10,000
張煊富 10,000
陳正明 10,000
湯定安 10,000
馮祥炎 9,600
林明慧 9,000
方俊雄 8,000
李鐵柳 8,000

陳菊子 8,000
邱淑宜 6,000
洪正修 6,000
洪錦燕 6,000
許秀花 6,000
賴靜娟 6,000
蘇逸玲 6,000
林孟璇 5,000
許水城 5,000
陳宗基 5,000
陳淑貞 5,000
陳靜蓉 5,000
黃麗華 5,000
溫阿免 5,000
賴福勇 5,000
爐百祥 5,000
蔡玉雪 4,600
廖芸萱 4,030
余永哲 4,000
余秋娥 4,000
拓亞公司 4,000
張旻煜 4,000
許宛珠 4,000
覃　義 4,000
鄭若盈 4,000
李　崇 3,000
李發軍 3,000
沈家潔 3,000
卓竑廷 3,000
林冠均 3,000
林秋麗 3,000
林添財 3,000
林劉淑貞 3,000

侯佳宜 3,000
張丰毓 3,000
張黃秀雲 3,000
張廣玲 3,000
張謝桂英 3,000
曹淑芬 3,000
許素鈴 3,000
郭莉莉 3,000
陳秉麟 3,000
陳炳仁 3,000
陳廖淑 3,000
彭金寶 3,000
曾莉玲 3,000
費毅華 3,000
黃建興 3,000
黃浩彰 3,000
楊振榮 3,000
葉裕民 3,000
劉玉琦 3,000
劉朱素梨 3,000
蔡青蓉 3,000
蔡黃秀敏 3,000
鄭素美 3,000
鄧圩庭 3,000
魏弘麗 3,000
賴謝濺 2,600
張如禹 2,400
黃匯真 2,400
潘迎周 2,400
林幸儀 2,100
王鎔輔 2,000
任介卿 2,000
至瀚數位印刷 2,000
吳秋香 2,000

李存白 2,000
李明坤 2,000
沃荷公司 2,000
周　紋 2,000
林天庶 2,000
林陳密 2,000
徐開懋 2,000
徐潤庭 2,000
張富宸 2,000
張雅琪 2,000
張順忠 2,000
許陳隨玉 2,000
連佳慧 2,000
陳一忠 2,000
陳岳庭 2,000
陳淨莊 . 2,000
陳銘溫 2,000
彭武譽 2,000
黃玉華 2,000
黃至捷 2,000
詹詠富 2,000
趙潔英 2,000
劉昭江 2,000
蔡崑成 2,000
諾那精舍 2,000
魏哲哉 2,000
蘇麗雪 2,000
陳彥仁 1,900
黃松嬌 1,800
王冠程 1,650
王冠程 1,650
吳守文 1,500
吳哲元 1,500
吳許勳 1,500

吳惠娟 1,500
李煌興闔家 1,500
沈素讌 1,500
沈璧鳳 1,500
谷榮貴 1,500
林彥呈 1,500
林柔岑 1,500
林美芳 1,500
林得元 1,500
林惠麗 1,500
林意卿 1,500
林錦綾 1,500
徐祥琴 1,500
張馨文 1,500
莊文美 1,500
許均嘉 1,500
陳敬雄 1,500
陳翠玲 1,500
陳靜君 1,500
黃建禎 1,500
鄒莉娟 1,500
管道颺 1,500
蔡天發 1,500
蔡志婕 1,500
蔡志謙 1,500
鄭怡銘 1,500
鄭廣韻 1,500
鍾逸蘋 1,500
瞿李仙梅 1,500
蘇妧玲 1,500
王國光 1,400
陳佩吟 1,300
廖玉春 1,300
李銘彬 1,200

周烈夫 1,200
高宋蘭 1,200
傅以慈 1,200
李錦榮 1,060
項曉蘋 1,050
大梵天王義女 1,000
王淑美 1,000
王德南 1,000
何至靜 1,000
何柔嫻 1,000
何家馨 1,000
吳福中 1,000
吳憶如 1,000
李明原 1,000
李麗雲 1,000
周淑婉 1,000
周碧雲 1,000
林立本 1,000
林秋嫻 1,000
林莊月環 1,000
姚台珍 1,000
范芳宇 1,000
高惠美 1,000
張金長 1,000
許鴻麗等 2人 1,000
陳守義 1,000
陳協隆 1,000
黃盟婷 1,000
楊雅如 1,000
葉雪如 1,000
劉雲海 1,000
蔡佩樺 1,000
鄭台蒂 1,000
鄭君華 1,000

蕭來旺 1,000
賴冠廷 1,000
釋常行 1,000
顧自強 1,000
吳柏林 900
張立翰 900
許滿子 900
陳淑琴 900
黃甫華等 2人 900
黃堂榮 900
黃興長 900
楊森源 900
劉富先 900
洪江富 800
蘇琳鈞 800
申亞男 750
李光喜 750
賴尚志 750
謝雪娟 750
鍾雲華 750
林洛菡 700
丁文傑 600
江淑華 600
吳成輝等 2人 600
李振斌 600
李鉦淵 600
汪建宏 600
汪瓊芳 600
洪銘堯 600
胡鎧庭 600
苗非比 600
張�文 600
陳宗仁 600
陳宣吟 600

陳菁若 600
項偉鳳 600
黃志顯 600
溫天雙 600
董虔呈 600
釋續燈 550
王雪玉 500
冷天慧 500
李　昕 500
李　瑄 500
李大安 500
李政道 500
杜映儀 500
武秀芳 500
徐欣瑋 500
徐漢業 500
張阿雪 500
梁澤善 500
莊紹儂 500
都會聯合公司 500
陳世修 500
董麗君 500
鄭又瑋 500
鄭美麗 500
鄭智綱 500
謝淑員 500
吳大志 485
余　祥 400
李威葳 400
林美雲 400
陳英美 400
陳高惜 400
陳紫微芳 400
蔡　秀 400

顏國年 400
毛聖生 300
王嘉霈 300
卿珍玉 300
葉淑媛 300
葉貴雲 300
藍至國 300
盧良政 210
盧建成 210
許玹等 2人 200
劉忠杰 200
鄧錦良 200
賴逸燊等 2人 200
謝俊倩 200
黃亦瑤 150
吳月雲 100
郭貞伶 100
程福志 100
蔡慶鐘 100
李宗勳 100
李玟儀 100
李芝蓁 100
林庭羽 100
林泰誼 100
冠宏貿易行 100
洪綵瑄 100
郭貞伶   100
陳志堅 100
陳桂姍 100
陳曉青 100
程福志 100
劉忠杰 100
蔡慶齡 100

黃柏璣專員(中立者)為大德病房志工們授課

美國韓越戰退協總會長等人參訪大德病房

拍攝「榮民預立醫療自主計畫與安寧宣
導影片」現場實景

美華慈心關懷聯盟團員與大德病房志工群合影

大德病房於聖誕前夕舉辦慶生歡樂聖誕派對

衛福部頒發北榮宣導DNR績優醫院獎牌

東南亞國家人才培訓工作坊成員參訪大德
病房後合影

大德病房年終感恩會場景之一

緣起

八年前，在見習醫師的第一個月，我被指派

到林口長庚醫院一般內科病房，發現病人在生命

末期時，被延長的生命是沒有品質的，當時老師

介紹了安寧緩和醫療的概念給我。「既然有這麼

多人需要安寧緩和醫療，為什麼他們沒有得到幫

助呢？」這個問題，在我的心中埋下了第一顆種

子。

感謝壢新醫院，在我擔任住院醫師的第四

年，成全了我到臺北榮總大德安寧病房實習的願

望，使這顆種子有一片沃土去生根發芽。

「評估，是止痛重要的功課」~ by Dr. Wu B.Y.

來到安寧病房的第一天，吳彬源大夫就很認

真的教導我「評估」的概念，並且也不斷透過探

視病人、討論病情，給予我在評估、藥物調整及

再評估的指導。「評估」除了應用在疼痛之外，

還有心理、社會、靈性的問題，我發現用好奇、

探索、想要了解的態度提問，並且專注的聆聽是

我學到的重要功課。

在病房或者安寧共同照護中，除了病人自己

的描述，護理人員及家屬是我們評估病人的好伙

伴；「評估」是個動態的、花費時間的過程。但

「評估」不只是指病人身體疼痛的鑰匙，也是指

病人、家屬心靈疼痛的關鍵。

「如果有一天沒有力氣了，怎麼辦？」

                               ~ by Nurse Lian W.L.

「先不去想自己要回應什麼，當很專心聆聽時

，你就知道怎麼回答。」      ~ by Dr. Lin M.H.

在大德安寧病房的第一個月，忙碌於去熟悉

工作環境、電腦系統，認識與融入工作團隊，並

且時常往返台北與中壢之間，身體疲於適應是必

然的，但面對高張力的工作環境，我也逐漸累積

了壓力而不自覺。

前半個月照顧了一位正值壯年、罹患肝癌的

大哥，隨著病情變化，他越來越無力。有一天和

護理師一起探望他，他告訴護理師手有點抬不起

來。護理師問他：「如果有一天沒有力氣了，怎

麼辦？」這句話讓我躲進值班室偷偷的掉眼淚。

以前我以為自己很坦然面對死亡，我也曾分

享我不害怕死亡，因為我相信上帝在天上為我預

備更美好的地方。但護理師這個有智慧的問題，

讓我發現這是我不敢、也不熟悉如何引導病人去

思考的部分，我也擔心當我引導出病人悲傷、難

過的情緒時，我會不知道該如何去面對。但大哥

卻沒有因此而灰心喪志，當他到了生命的最後，

在家屬的陪伴下安詳的離開。另外，透過「臨

床醫師醫病溝通演練」角色扮演的課程，在林明

慧主任的指導下，我也學到如何同理、探索、傾

聽，而不再如此害怕與病人、家屬談論死亡。

「70分及格… 但有時候要練習（讓情緒）出

來」                                  ~ by Dr.Wu B.Y.

在接觸病人的過程中，我幾度陷入深思及低

沉的情緒當中。可能是因為病人的痛苦、家屬的

不捨、醫療決策的多重難題、以及本身的無力

感。我曾經因為挫折感，需要冷靜好一會兒才能

再次踏進病室，也在和心理師、社工師討論時因

為難過、壓力而落淚。

以前的我看不到自己面對病人及同事的情

緒，或者因為沒有碰觸過像現在這樣的環境和時

間，相對所產生的情緒，現在的我必須練習如何

去探索、同理他人的內心世界，最後我還要能夠

不受到自己情緒的波動，去幫助病人做出合適的

決定。無論以後是否在安寧病房工作，這是我要

一直學習的事情，謝謝病人、一起工作的老師及

夥伴們，陪我學習這些功課。

「我們要讓病人舒服的待在家裡面。」

                                    ~ by Nurse Du S.W.

第三個月，我分別跟隨安寧共同照護護理師

和安寧居家護理師學習非大德病房的臨床實務。

護理師們個個身懷百般武藝分至不同病房及個案

家去做照護，要進行病況評估、護理、資源轉

介、會談等，還可以幫病人在床上洗澡！令我印

象深刻的是在家中安詳辭世的兩位病人，因為病

人的意願、家人的堅持與努力、以及護理師不辭

辛勞的探訪、電訪，使家屬和病人的心願可以達

成，生命的最後也可以如此享有尊嚴且自然。

「當你選擇另一半的時候，你未來的命運就決

定了五六成。」                  ~ by Dr. Wu B.Y.

在大德安寧病房，每個月的隔週四早上全台

灣有安寧病房的醫院會共同參與遠距安寧醫療的

視訊討論，某次討論的病人為一位中年的阿姨，

他的丈夫很捨不得她，對於藥物的使用上也多有

顧忌。這使我聯想到另一位在大德安寧病房被我

照顧的病人，亦面臨類似的狀況。於是我提問：

「若我們評估病人的身體狀況，應該給一些藥

物，但家屬因為不捨而有所顧忌，我們要怎麼照

顧到這個病人，或者也能夠照顧到家屬？」

吳彬源大夫當下回應：「這個問題很深，其

實它是在問醫護人員內心的掙扎。」聽到這裡，

我深深感受到被了解，眼淚不聽使喚就掉下來。

在老師的分享中，讓我有所瞭解的是，病人的

心理社會背景已長久養成，很多是我們無法改變

的，當你選擇另一半的時候，你未來的命運可能

就決定了五六成。「所以要慎選未來的另一半」

我一邊擦著眼淚，聽到這句話時，不覺又笑了。

結語

在大德安寧病房的這些日子，讓我深深感受

到我是幸福的。我有健康的身體，可以做我想做

的事情，更讓我覺得奢侈的是有那麼多病人無條

件成為我的老師，使我能參與到他(她)們生命中

最寶貴的時刻。

醫療是有侷限的，無法治癒每個病人。當治

癒已經不是唯一的目標時，病人卻仍然承受疾病

的痛苦，安寧療護也許是個選擇，也許不能成為

一切的解答，但卻是能預約善終的方式。在安寧

病房的這三個月，我再次感到自己的渺小，也覺

得感恩，謝謝老師們的傾囊相授，謝謝夥伴們的

接納與陪伴，謝謝每位向我敞開心懷的病人與家

屬。大德病房是安寧的天堂，我曾想若能在這裡

工作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若能成為一顆種子，

藉著這片沃土發芽、茁壯，散播到其它更需要的

地方，也許會有更多的幸福可以被傳遞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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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安寧病房紀事
 (103年10~12月)

■編輯部

■壢新醫院住院醫師、
　臺北榮總大德安寧病房代訓醫師 /吳曉鈴

大德之愛

安寧病房

   是我的老師

103年9月-11月捐款名單

本文作者(右)與病人合影
(本張照片經病人及家屬同意刊登)

10/01

臺北榮總於 102 年 7 月至 103 年 6 月期間推廣「預立簽署安寧緩和醫療
意願書」暨健保卡宣導成效優異，衛福部於 103年 10月 1日下午舉辦「安
寧緩和醫療意願註記健保卡」推廣成效優良機構表揚記者會，由北榮大
德安寧病房陳小妮護理長代表受獎。

10/01 美華慈心關懷聯盟第 3 度來台，一行 10 人於 10 月 1-2 日來北榮大德安
寧病房參訪，瞭解安寧療護相關業務推動情形，增進交流。

10/08 輔仁大學護理所研究生黃惠汶護理師每週三、四至北榮大德安寧病房實
習計 5 週 (10/8-11/6)，由陳小妮護理長等團隊同仁負責帶領臨床指導。

10/14
103 年度臺北榮總「癌症病情告知溝通技巧推廣工作坊」，於 10 月 14
日下午假北榮臨床技術訓練中心順利完成。本次課程計 24 位醫師參與訓
練，其中 5 位講師由大德安寧團隊資深醫護人員擔任。

10/16 歡迎家醫部新任主治醫師張曉婷醫師自即日起加入大德安寧療護專業團
隊。

10/17
本年度志工暨團隊同仁院外教育訓練，於 10 月 17-19 日舉辦，地點在南
投縣國姓鄉明善寺，邀請大越法師為團隊帶領「馬哈希禪修體驗營」，
期望透過正念禪修，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10/20 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社工師鄭怡貞及桃園長庚醫院社工師王嘉瑋於 10
月 20-24 日，計五天至大德安寧病房見習，由蔡美惠社工師負責帶領。

10/30
美國韓越戰退協總會長 Larry E Via 暨夫人偕同該會婦女總會長 Sylvia 
Wagner Rowland 及其女兒共四人，訪問臺北榮總並參觀大德病房，由
家醫部黃信彰主任及林明慧主任負責接待。

10/30

北榮大德安寧病房由陳小妮護理長帶領完成「安寧療護服務成果海報」，
報名參加由「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合
辦的「安寧療護服務成果分享共融營暨成果海報展」，李劉瀅瀅護理師、
陳慧芳護理師及蔡美惠社工師代表北榮出席。

12/11 「北區榮民安寧緩和資源中心」策畫拍攝「榮民預立醫療自主計畫與安
寧宣導影片」，由北榮大德安寧團隊成員協助角色扮演，圓滿達成。

12/17
「東南亞國家人才培訓工作坊」9 人參訪臺北榮總大德病房，由病房主任
林明慧醫師帶領團隊成員為外賓介紹安寧相關資訊，張曉婷醫師負責接
待。

12/17
大德基金會第四屆第五次董事會議假台北晶華酒店舞蝶軒召開，針對
104 年基金會之工作計畫及預算等事項進行討論，由董事長林芳郁主持，
會議圓滿結束。

12/18
大德安寧病房舉辦志工教育訓練，邀請「北區榮民安寧緩和資源中心」
黃柏璣專員，為大家講授「園藝治療概論與體驗」，席間學員透過自行
設計小型插花，獲益良多。

12/22
感恩大德安寧團隊志工夥伴們、醫護工作人員一年來盡心盡力服務病人
及家屬及院內、外相關單位人員之支持，假蘇杭天母店舉辦年終感恩餐
會。

12/24

在大德安寧病房的志工及護理團隊協力合作下，於聖誕前夕舉辦歡樂聖
誕派對，推出一系列的精彩節目，如：邀請啟智學校同學表演樂器演奏、
小貝殼工作坊表演烏克麗麗及大德志工群表演舞台劇等，大家共度聖誕
佳節、慶生歡樂活動。

「癌症病情告知溝通技巧推廣工作坊」
之現場實景

安寧療護服務
成果海報



當
我看到會診單上面寫著：「30歲男

性，患有神經纖維瘤，自幼稚園開始

即因神經纖維瘤之故，陸續手術與至各醫院做

復健治療。此次於兩週前右頸處長出纖維瘤且

迅速擴大，大於5公分的腫瘤已壓迫氣管導致呼

吸費力，目前放置呼吸管，病人意識清楚，希

望安寧共同照護小組協助撤除維生醫療。」

我去病房看他，亮亮是他的名字，猶如

他的名字般帥氣、英挺的外表，但因疾病的關

係，他的身體狀況比實際年齡大了20歲。第一

次見面我向他介紹完我自己後，問了一句「最

近最困擾

你的是甚

麼？」只

見亮亮的

眼淚從眼

眶滑落，

他用寫的

告訴我：

「我現在連自己翻身的能力都沒有，我需

要別人幫忙翻身、擦澡，我知道我的時間不多

了，我不想一直插著管子，也不要拖累家人，

讓我好好走了吧！」

「我不害怕，我已經預備好。」

「我有愛我的爸媽，我也談過戀愛，而且

我也有我好喜歡的工作，我好滿足！」

會談完後，才瞭解亮亮不擔心死亡，因從

幼稚園開始已歷經無數次的手術，但他最害怕

自己往後的人生變成臥床人生，他無法承受也

不想承受這種折磨與沒有尊嚴的生活。當初會

願意接受置放呼吸管，是為了讓媽媽放心，現

在家人都預備好了。

後來，我邀請亮亮的家人與他一同討論，

如何讓亮亮在即將面臨人生最後一刻時，沒有

痛苦，了無遺憾。亮亮說：

「我希望我能在睡夢中往生，沒有疼痛，

不受呼吸喘的折磨。我希望能夠自然的往生，

如果心臟停止、呼吸停止時，就讓我用最自然

的方式離

開，不要

遭受插管

、電擊、

壓胸的痛苦。」

經過會談後，我讓亮亮規畫自己想做的

事，讓他的好朋友都來看他，並討論往生時他

想穿的衣服與撤管的日期。在亮亮撤除維生醫

療的前一晚，身為電腦動畫師的他，看了他自

己曾經製作的動畫影片。

還記得當時亮亮撤除維生醫療後，他突然

眼睛張開，用唇語說出「謝謝」，並隨即失去

意識，就像他自己的規劃，沒有痛苦、了無遺

憾的在家人的祝福及陪伴下在睡夢中往生。

身為安寧共照護理師在臨床護理工作已

多年的我，亮亮的故事無疑正符合了安寧緩和

醫療照護的理念－「善終，是您可以選擇的，

在最困難的時刻多份溫暖與關懷，讓病痛少一

些，讓安心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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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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到 大 德 安 寧 病 房 實 習 的 日 子

                            ~ 一位護理師的學習心得

走
進大德安寧病房先撇開對實習新環境

的不安，初到時已對那溫馨的走道、

到處可聽見輕柔的音樂，還有每個工作人員美麗

的笑容吸引，改變了我以往對安寧病房環境的想

法。

經過護理長及慧芳學姐環境介紹後發現安

寧護理可以做的事還真不少。雖然大家常講護理

工作總是依醫囑做事，但在大德病房做事的確會

「想」很多，你會因為想要幫病人舒服一點而絞

盡腦汁、準備很多道具甚至會去加工改良；老師

還會用自己的時間去深造，把芳香療法、中醫療

法運用在癌末舒適護理、疲憊家屬甚至是工作同

仁身上；會互相討論如何增進病人身心靈平安，

真的是值得學習的榜樣。例如:以前在病房處理腸

阻塞，我可能想到的處理就是放個鼻胃管引流或

灌個腸，但後來上完安寧進階課程，我在病房開

始會親自操作，把「雷公根軟膏」拿出來，像獻

寶一樣，在「大腹便便」的病人身上開始按摩起

來，家屬有點錯愕怎麼會有護理師願意花十幾分

鐘處理這個讓醫生、病人很頭痛的腹脹，而我在

這十幾分鐘所獲得的代價，其實遠超過自己的想

像。除了病人在按摩加熱敷後可以成功解出很漂

亮的便便，很多人對我們的看法已漸漸開始改觀

了，也發覺自己在臨床實務中，已把安寧療護的

作法與理念慢慢深植在民眾心裡。

來到大德病房的第一天能為病人做的事並不

多，只能先從檢驗數據、藥物、護理紀錄去模擬

這個病人的概況，學習從頭到腳觀察病人，以這

樣的模式去學習才會真的學到道地的功夫。跟著

主治醫師查房體會更深，先是醫師對病人那種親

切感，會傾著身靠近病人耳邊慢慢的噓寒問暖，

單是這一點就已經讓人感到窩心加倍，更不用說

我看到的病人雖然被病魔折磨的不成人型，但看

不到任何痛苦的表情，每個人都很安祥，在床上

躺的很舒服。早上護理長帶領大家巡房，又看到

護理同仁的用心，我觀察到某一床跟一般病床有

些不一樣，應該是有加長床墊，問學姐才了解她

們知道老病人又住進病房，醫院的床對他來說太

小，住院前就已先準備好將床墊加長，護理同仁

如此的用心，真得是倍感溫馨。我在正式接觸病

人後，開始把上課教的美手美足護理及溝通技巧

運用在病人身上，看到病人因為應用到舒適護理

的技巧而安適閉眼入睡，內心竟產生前所未有的

成就感。

我本人是在北榮的血液腫瘤科病房工作，

一直都有接觸到安寧共同照護的部分，實習規劃

時也希望對這部分能再增進了解。學姐有注意到

我的需求，安排我跟共照護理師去訪視病人，初

步了解原來安寧共照護理師是其他病房跟安寧團

隊彼此的溝通橋樑，同時也提供資訊給原醫療團

隊同仁如何照顧飽受不適的病人及身心俱疲的

家屬。共照護理師不但要承受家屬悲傷情緒，同

時還要關懷病痛不堪的病人，而這份用心、耐心

與愛心正是我需要去學習的方向，讓我以後在臨

床可以從多元的角度去觀察評估，也許以後在照

顧病人時，更能站在病人的立場思及如何幽谷伴

行。

五天的實習雖然很累，但這幾天像是跟自己

的內心深處做心靈溝通，如同大德病房的臨床心

理師所言：「若是你不了解自己，怎麼去探索病

人的困擾呢? 」當我回到原病房工作後，看到醫

療團隊在與病人溝通時，雙方都各有想法，醫護

人員卻無法真正落實站在病人的角度去體諒與關

懷。如果沒有去修這門安寧的課，我可能都只看

到事情表淺的一面。現在的我懂得主動把自己靠

近病人、輕聲細語的說話；願意與家屬坐下來好

好談談照顧期間他們辛苦的付出及試著去同理他

們的心境，期許自己用這樣的心去面對臨床上各

式各樣的考驗，只要肯做萬事皆不難。很感謝北

榮大德安寧病房護理長、慧芳學姐及安寧團隊的

每位成員給我的教導及知識分享，真得很充實、

很棒。

學習成果如何應用原任職單位

1. 能與現職工作單位同仁分享實習心得及鼓勵

她們參與安寧緩和護理學會舉辦的課程。

2. 關於蕈狀傷口照護、異味去除、加入芳香療

法等技巧，提升生活品質。

3. 雖然工作再忙碌，微笑、多關心病人一點、

多了解整個家庭成員對病人的影響。

4. 安排現有的心理師、宗教師來協助有需要的

病人，護理同仁也應該參與討論，而不是只

處理治療上的事。

5. 美手美足很適合推廣，有餘力時教導家屬，

可以幫助連結家庭關係的媒介。

進修學員對單位之建議

單位安排的課程相當符合學員學習的需求，

且有依照個別需求性做調整。

■臺北榮總護理師 / 黃莉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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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紀事

戎
馬一生的何伯伯，即便罹患癌症，

仍不改其湖南騾子脾氣，堅毅性格

絲毫不受動搖，對自身疾病的態度亦然。

何伯伯極其疼愛妻女，92年其妻因病不

幸往生，伯伯傷心之餘，凡事更不願麻煩已有

家室，且育有幼兒的唯一女兒，惟恐加重她的

負擔。

有一天，何伯伯卻流下了少見的眼淚，

只因癌症

的不適讓

他感受到

來日無多

，與家人

再無緣相

見而難過

不能自己

。適巧，美育老師來探訪並邀請伯伯來趟心靈

散步，高興之餘，伯伯方知兩位美育老師是夫

妻檔，當下便神采奕奕執筆寫下他對幸福的體

會，表達他衷心的祝福：「夫妻要相愛，吵架

不要說瘡疤，才會長久相愛，祝您們幸福。」

願伯伯帶著他的幸福箴言，在另一個世

界與老妻牽手相伴，繼續好走。

何
奶奶是一位溫煦有禮的長者，柔弱

的外表下卻有著大時代磨難後的堅

毅。奶奶年輕時便從軍報國，歷經戰亂與喪夫

等種種打擊，仍然堅強將孩子帶大完成責任。

住院期間，奶奶因為所住的病房可以看

到觀音山的夕陽，而感到分外的開心與溫暖，

也因奶奶常保有

這份喜悅之心，

所以當我們將彩

筆交到她的手上

時，奶奶毫不猶

豫的畫下她心中

的這份美好。

奶奶與女兒互

動極佳，常聊到那

個時代的艱困，持

家的不易，女兒疼

惜母親的辛苦而不

捨的流下淚來，彷

彿往事歷歷在目。

感謝奶奶與我

們分享她精采的人

生，如今每當看到

觀音山的夕陽，就會想到她那溫暖的微笑，像

夕陽一樣溫暖我們的心。

美術療育賞析

剛開始見到何伯伯時，他常一個人靜靜地躺在

病床上，一下子無法看出何伯伯柔情似水的內

心，但談到心中最重要的人是太太時，馬上就

露出愛戀的眼神，何伯伯表示雖然妻子過世多

年，但兩人共同生活的點滴卻是他最美好的回

憶，所以他想寫字留給大家，讓我們感受到夫

妻間的相處要如何能長長久久，文字間流露出

對太太的呵護與疼惜。

美術療育賞析

何奶奶用藍色的筆畫出一幅廣闊的湖水，形容自

己在湖面上正安靜地乘著小舟，她凝視著畫面，

用慈祥的聲音告訴我們心中的寧靜。每當她想起

兒孫時，溫暖之感油然而生，此時她便運用不同

的顏色畫下每個人的樣子，讓這樣的感覺刻劃在

心中。由於她住的病房能看到觀音山的夕陽，表

示這樣的景象真絢麗，於是興緻一來用橘黃色代

表夕陽與粉紅色的觀音山相互輝映，後來又補畫

上幾隻小鳥，正在飛向自由的天空，希望自己有

生之年能補捉人間的美好。

幸福箴言45

觀音山的夕陽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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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二篇文章收錄於《大德美感記事》第二
輯，歡迎支持本刊物（200元∕本）

亮亮的故事
■大德安寧病房共照護理師 / 楊琪

拔管前慶生合照

作者（右２）與病人拔管後開心合照

安寧照顧點滴

大德病房圓滿窗



當
我看到會診單上面寫著：「30歲男

性，患有神經纖維瘤，自幼稚園開始

即因神經纖維瘤之故，陸續手術與至各醫院做

復健治療。此次於兩週前右頸處長出纖維瘤且

迅速擴大，大於5公分的腫瘤已壓迫氣管導致呼

吸費力，目前放置呼吸管，病人意識清楚，希

望安寧共同照護小組協助撤除維生醫療。」

我去病房看他，亮亮是他的名字，猶如

他的名字般帥氣、英挺的外表，但因疾病的關

係，他的身體狀況比實際年齡大了20歲。第一

次見面我向他介紹完我自己後，問了一句「最

近最困擾

你的是甚

麼？」只

見亮亮的

眼淚從眼

眶滑落，

他用寫的

告訴我：

「我現在連自己翻身的能力都沒有，我需

要別人幫忙翻身、擦澡，我知道我的時間不多

了，我不想一直插著管子，也不要拖累家人，

讓我好好走了吧！」

「我不害怕，我已經預備好。」

「我有愛我的爸媽，我也談過戀愛，而且

我也有我好喜歡的工作，我好滿足！」

會談完後，才瞭解亮亮不擔心死亡，因從

幼稚園開始已歷經無數次的手術，但他最害怕

自己往後的人生變成臥床人生，他無法承受也

不想承受這種折磨與沒有尊嚴的生活。當初會

願意接受置放呼吸管，是為了讓媽媽放心，現

在家人都預備好了。

後來，我邀請亮亮的家人與他一同討論，

如何讓亮亮在即將面臨人生最後一刻時，沒有

痛苦，了無遺憾。亮亮說：

「我希望我能在睡夢中往生，沒有疼痛，

不受呼吸喘的折磨。我希望能夠自然的往生，

如果心臟停止、呼吸停止時，就讓我用最自然

的方式離

開，不要

遭受插管

、電擊、

壓胸的痛苦。」

經過會談後，我讓亮亮規畫自己想做的

事，讓他的好朋友都來看他，並討論往生時他

想穿的衣服與撤管的日期。在亮亮撤除維生醫

療的前一晚，身為電腦動畫師的他，看了他自

己曾經製作的動畫影片。

還記得當時亮亮撤除維生醫療後，他突然

眼睛張開，用唇語說出「謝謝」，並隨即失去

意識，就像他自己的規劃，沒有痛苦、了無遺

憾的在家人的祝福及陪伴下在睡夢中往生。

身為安寧共照護理師在臨床護理工作已

多年的我，亮亮的故事無疑正符合了安寧緩和

醫療照護的理念－「善終，是您可以選擇的，

在最困難的時刻多份溫暖與關懷，讓病痛少一

些，讓安心多一點。」

中華民國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出版第二版 大德美育專欄 中華民國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出版第三版 大德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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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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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到 大 德 安 寧 病 房 實 習 的 日 子

                            ~ 一位護理師的學習心得

走
進大德安寧病房先撇開對實習新環境

的不安，初到時已對那溫馨的走道、

到處可聽見輕柔的音樂，還有每個工作人員美麗

的笑容吸引，改變了我以往對安寧病房環境的想

法。

經過護理長及慧芳學姐環境介紹後發現安

寧護理可以做的事還真不少。雖然大家常講護理

工作總是依醫囑做事，但在大德病房做事的確會

「想」很多，你會因為想要幫病人舒服一點而絞

盡腦汁、準備很多道具甚至會去加工改良；老師

還會用自己的時間去深造，把芳香療法、中醫療

法運用在癌末舒適護理、疲憊家屬甚至是工作同

仁身上；會互相討論如何增進病人身心靈平安，

真的是值得學習的榜樣。例如:以前在病房處理腸

阻塞，我可能想到的處理就是放個鼻胃管引流或

灌個腸，但後來上完安寧進階課程，我在病房開

始會親自操作，把「雷公根軟膏」拿出來，像獻

寶一樣，在「大腹便便」的病人身上開始按摩起

來，家屬有點錯愕怎麼會有護理師願意花十幾分

鐘處理這個讓醫生、病人很頭痛的腹脹，而我在

這十幾分鐘所獲得的代價，其實遠超過自己的想

像。除了病人在按摩加熱敷後可以成功解出很漂

亮的便便，很多人對我們的看法已漸漸開始改觀

了，也發覺自己在臨床實務中，已把安寧療護的

作法與理念慢慢深植在民眾心裡。

來到大德病房的第一天能為病人做的事並不

多，只能先從檢驗數據、藥物、護理紀錄去模擬

這個病人的概況，學習從頭到腳觀察病人，以這

樣的模式去學習才會真的學到道地的功夫。跟著

主治醫師查房體會更深，先是醫師對病人那種親

切感，會傾著身靠近病人耳邊慢慢的噓寒問暖，

單是這一點就已經讓人感到窩心加倍，更不用說

我看到的病人雖然被病魔折磨的不成人型，但看

不到任何痛苦的表情，每個人都很安祥，在床上

躺的很舒服。早上護理長帶領大家巡房，又看到

護理同仁的用心，我觀察到某一床跟一般病床有

些不一樣，應該是有加長床墊，問學姐才了解她

們知道老病人又住進病房，醫院的床對他來說太

小，住院前就已先準備好將床墊加長，護理同仁

如此的用心，真得是倍感溫馨。我在正式接觸病

人後，開始把上課教的美手美足護理及溝通技巧

運用在病人身上，看到病人因為應用到舒適護理

的技巧而安適閉眼入睡，內心竟產生前所未有的

成就感。

我本人是在北榮的血液腫瘤科病房工作，

一直都有接觸到安寧共同照護的部分，實習規劃

時也希望對這部分能再增進了解。學姐有注意到

我的需求，安排我跟共照護理師去訪視病人，初

步了解原來安寧共照護理師是其他病房跟安寧團

隊彼此的溝通橋樑，同時也提供資訊給原醫療團

隊同仁如何照顧飽受不適的病人及身心俱疲的

家屬。共照護理師不但要承受家屬悲傷情緒，同

時還要關懷病痛不堪的病人，而這份用心、耐心

與愛心正是我需要去學習的方向，讓我以後在臨

床可以從多元的角度去觀察評估，也許以後在照

顧病人時，更能站在病人的立場思及如何幽谷伴

行。

五天的實習雖然很累，但這幾天像是跟自己

的內心深處做心靈溝通，如同大德病房的臨床心

理師所言：「若是你不了解自己，怎麼去探索病

人的困擾呢? 」當我回到原病房工作後，看到醫

療團隊在與病人溝通時，雙方都各有想法，醫護

人員卻無法真正落實站在病人的角度去體諒與關

懷。如果沒有去修這門安寧的課，我可能都只看

到事情表淺的一面。現在的我懂得主動把自己靠

近病人、輕聲細語的說話；願意與家屬坐下來好

好談談照顧期間他們辛苦的付出及試著去同理他

們的心境，期許自己用這樣的心去面對臨床上各

式各樣的考驗，只要肯做萬事皆不難。很感謝北

榮大德安寧病房護理長、慧芳學姐及安寧團隊的

每位成員給我的教導及知識分享，真得很充實、

很棒。

學習成果如何應用原任職單位

1. 能與現職工作單位同仁分享實習心得及鼓勵

她們參與安寧緩和護理學會舉辦的課程。

2. 關於蕈狀傷口照護、異味去除、加入芳香療

法等技巧，提升生活品質。

3. 雖然工作再忙碌，微笑、多關心病人一點、

多了解整個家庭成員對病人的影響。

4. 安排現有的心理師、宗教師來協助有需要的

病人，護理同仁也應該參與討論，而不是只

處理治療上的事。

5. 美手美足很適合推廣，有餘力時教導家屬，

可以幫助連結家庭關係的媒介。

進修學員對單位之建議

單位安排的課程相當符合學員學習的需求，

且有依照個別需求性做調整。

■臺北榮總護理師 / 黃莉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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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紀事

戎
馬一生的何伯伯，即便罹患癌症，

仍不改其湖南騾子脾氣，堅毅性格

絲毫不受動搖，對自身疾病的態度亦然。

何伯伯極其疼愛妻女，92年其妻因病不

幸往生，伯伯傷心之餘，凡事更不願麻煩已有

家室，且育有幼兒的唯一女兒，惟恐加重她的

負擔。

有一天，何伯伯卻流下了少見的眼淚，

只因癌症

的不適讓

他感受到

來日無多

，與家人

再無緣相

見而難過

不能自己

。適巧，美育老師來探訪並邀請伯伯來趟心靈

散步，高興之餘，伯伯方知兩位美育老師是夫

妻檔，當下便神采奕奕執筆寫下他對幸福的體

會，表達他衷心的祝福：「夫妻要相愛，吵架

不要說瘡疤，才會長久相愛，祝您們幸福。」

願伯伯帶著他的幸福箴言，在另一個世

界與老妻牽手相伴，繼續好走。

何
奶奶是一位溫煦有禮的長者，柔弱

的外表下卻有著大時代磨難後的堅

毅。奶奶年輕時便從軍報國，歷經戰亂與喪夫

等種種打擊，仍然堅強將孩子帶大完成責任。

住院期間，奶奶因為所住的病房可以看

到觀音山的夕陽，而感到分外的開心與溫暖，

也因奶奶常保有

這份喜悅之心，

所以當我們將彩

筆交到她的手上

時，奶奶毫不猶

豫的畫下她心中

的這份美好。

奶奶與女兒互

動極佳，常聊到那

個時代的艱困，持

家的不易，女兒疼

惜母親的辛苦而不

捨的流下淚來，彷

彿往事歷歷在目。

感謝奶奶與我

們分享她精采的人

生，如今每當看到

觀音山的夕陽，就會想到她那溫暖的微笑，像

夕陽一樣溫暖我們的心。

美術療育賞析

剛開始見到何伯伯時，他常一個人靜靜地躺在

病床上，一下子無法看出何伯伯柔情似水的內

心，但談到心中最重要的人是太太時，馬上就

露出愛戀的眼神，何伯伯表示雖然妻子過世多

年，但兩人共同生活的點滴卻是他最美好的回

憶，所以他想寫字留給大家，讓我們感受到夫

妻間的相處要如何能長長久久，文字間流露出

對太太的呵護與疼惜。

美術療育賞析

何奶奶用藍色的筆畫出一幅廣闊的湖水，形容自

己在湖面上正安靜地乘著小舟，她凝視著畫面，

用慈祥的聲音告訴我們心中的寧靜。每當她想起

兒孫時，溫暖之感油然而生，此時她便運用不同

的顏色畫下每個人的樣子，讓這樣的感覺刻劃在

心中。由於她住的病房能看到觀音山的夕陽，表

示這樣的景象真絢麗，於是興緻一來用橘黃色代

表夕陽與粉紅色的觀音山相互輝映，後來又補畫

上幾隻小鳥，正在飛向自由的天空，希望自己有

生之年能補捉人間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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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老師：郭育誠、莫淑蘭

◎服務時間：星期一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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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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二篇文章收錄於《大德美感記事》第二
輯，歡迎支持本刊物（200元∕本）

亮亮的故事
■大德安寧病房共照護理師 / 楊琪

拔管前慶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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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宗化等 2人 12,000
海聖公司 12,000
蘇厚生 12,000
王家鈺 10,000
王淑玲 10,000
李蔡月嬌 10,000
杜崇正 10,000
林國助 10,000
馬同儒 10,000
崔幗夫 10,000
張陳麗雪 10,000
張煊富 10,000
陳正明 10,000
湯定安 10,000
馮祥炎 9,600
林明慧 9,000
方俊雄 8,000
李鐵柳 8,000

陳菊子 8,000
邱淑宜 6,000
洪正修 6,000
洪錦燕 6,000
許秀花 6,000
賴靜娟 6,000
蘇逸玲 6,000
林孟璇 5,000
許水城 5,000
陳宗基 5,000
陳淑貞 5,000
陳靜蓉 5,000
黃麗華 5,000
溫阿免 5,000
賴福勇 5,000
爐百祥 5,000
蔡玉雪 4,600
廖芸萱 4,030
余永哲 4,000
余秋娥 4,000
拓亞公司 4,000
張旻煜 4,000
許宛珠 4,000
覃　義 4,000
鄭若盈 4,000
李　崇 3,000
李發軍 3,000
沈家潔 3,000
卓竑廷 3,000
林冠均 3,000
林秋麗 3,000
林添財 3,000
林劉淑貞 3,000

侯佳宜 3,000
張丰毓 3,000
張黃秀雲 3,000
張廣玲 3,000
張謝桂英 3,000
曹淑芬 3,000
許素鈴 3,000
郭莉莉 3,000
陳秉麟 3,000
陳炳仁 3,000
陳廖淑 3,000
彭金寶 3,000
曾莉玲 3,000
費毅華 3,000
黃建興 3,000
黃浩彰 3,000
楊振榮 3,000
葉裕民 3,000
劉玉琦 3,000
劉朱素梨 3,000
蔡青蓉 3,000
蔡黃秀敏 3,000
鄭素美 3,000
鄧圩庭 3,000
魏弘麗 3,000
賴謝濺 2,600
張如禹 2,400
黃匯真 2,400
潘迎周 2,400
林幸儀 2,100
王鎔輔 2,000
任介卿 2,000
至瀚數位印刷 2,000
吳秋香 2,000

李存白 2,000
李明坤 2,000
沃荷公司 2,000
周　紋 2,000
林天庶 2,000
林陳密 2,000
徐開懋 2,000
徐潤庭 2,000
張富宸 2,000
張雅琪 2,000
張順忠 2,000
許陳隨玉 2,000
連佳慧 2,000
陳一忠 2,000
陳岳庭 2,000
陳淨莊 . 2,000
陳銘溫 2,000
彭武譽 2,000
黃玉華 2,000
黃至捷 2,000
詹詠富 2,000
趙潔英 2,000
劉昭江 2,000
蔡崑成 2,000
諾那精舍 2,000
魏哲哉 2,000
蘇麗雪 2,000
陳彥仁 1,900
黃松嬌 1,800
王冠程 1,650
王冠程 1,650
吳守文 1,500
吳哲元 1,500
吳許勳 1,500

吳惠娟 1,500
李煌興闔家 1,500
沈素讌 1,500
沈璧鳳 1,500
谷榮貴 1,500
林彥呈 1,500
林柔岑 1,500
林美芳 1,500
林得元 1,500
林惠麗 1,500
林意卿 1,500
林錦綾 1,500
徐祥琴 1,500
張馨文 1,500
莊文美 1,500
許均嘉 1,500
陳敬雄 1,500
陳翠玲 1,500
陳靜君 1,500
黃建禎 1,500
鄒莉娟 1,500
管道颺 1,500
蔡天發 1,500
蔡志婕 1,500
蔡志謙 1,500
鄭怡銘 1,500
鄭廣韻 1,500
鍾逸蘋 1,500
瞿李仙梅 1,500
蘇妧玲 1,500
王國光 1,400
陳佩吟 1,300
廖玉春 1,300
李銘彬 1,200

周烈夫 1,200
高宋蘭 1,200
傅以慈 1,200
李錦榮 1,060
項曉蘋 1,050
大梵天王義女 1,000
王淑美 1,000
王德南 1,000
何至靜 1,000
何柔嫻 1,000
何家馨 1,000
吳福中 1,000
吳憶如 1,000
李明原 1,000
李麗雲 1,000
周淑婉 1,000
周碧雲 1,000
林立本 1,000
林秋嫻 1,000
林莊月環 1,000
姚台珍 1,000
范芳宇 1,000
高惠美 1,000
張金長 1,000
許鴻麗等 2人 1,000
陳守義 1,000
陳協隆 1,000
黃盟婷 1,000
楊雅如 1,000
葉雪如 1,000
劉雲海 1,000
蔡佩樺 1,000
鄭台蒂 1,000
鄭君華 1,000

蕭來旺 1,000
賴冠廷 1,000
釋常行 1,000
顧自強 1,000
吳柏林 900
張立翰 900
許滿子 900
陳淑琴 900
黃甫華等 2人 900
黃堂榮 900
黃興長 900
楊森源 900
劉富先 900
洪江富 800
蘇琳鈞 800
申亞男 750
李光喜 750
賴尚志 750
謝雪娟 750
鍾雲華 750
林洛菡 700
丁文傑 600
江淑華 600
吳成輝等 2人 600
李振斌 600
李鉦淵 600
汪建宏 600
汪瓊芳 600
洪銘堯 600
胡鎧庭 600
苗非比 600
張�文 600
陳宗仁 600
陳宣吟 600

陳菁若 600
項偉鳳 600
黃志顯 600
溫天雙 600
董虔呈 600
釋續燈 550
王雪玉 500
冷天慧 500
李　昕 500
李　瑄 500
李大安 500
李政道 500
杜映儀 500
武秀芳 500
徐欣瑋 500
徐漢業 500
張阿雪 500
梁澤善 500
莊紹儂 500
都會聯合公司 500
陳世修 500
董麗君 500
鄭又瑋 500
鄭美麗 500
鄭智綱 500
謝淑員 500
吳大志 485
余　祥 400
李威葳 400
林美雲 400
陳英美 400
陳高惜 400
陳紫微芳 400
蔡　秀 400

顏國年 400
毛聖生 300
王嘉霈 300
卿珍玉 300
葉淑媛 300
葉貴雲 300
藍至國 300
盧良政 210
盧建成 210
許玹等 2人 200
劉忠杰 200
鄧錦良 200
賴逸燊等 2人 200
謝俊倩 200
黃亦瑤 150
吳月雲 100
郭貞伶 100
程福志 100
蔡慶鐘 100
李宗勳 100
李玟儀 100
李芝蓁 100
林庭羽 100
林泰誼 100
冠宏貿易行 100
洪綵瑄 100
郭貞伶   100
陳志堅 100
陳桂姍 100
陳曉青 100
程福志 100
劉忠杰 100
蔡慶齡 100

黃柏璣專員(中立者)為大德病房志工們授課

美國韓越戰退協總會長等人參訪大德病房

拍攝「榮民預立醫療自主計畫與安寧宣
導影片」現場實景

美華慈心關懷聯盟團員與大德病房志工群合影

大德病房於聖誕前夕舉辦慶生歡樂聖誕派對

衛福部頒發北榮宣導DNR績優醫院獎牌

東南亞國家人才培訓工作坊成員參訪大德
病房後合影

大德病房年終感恩會場景之一

緣起

八年前，在見習醫師的第一個月，我被指派

到林口長庚醫院一般內科病房，發現病人在生命

末期時，被延長的生命是沒有品質的，當時老師

介紹了安寧緩和醫療的概念給我。「既然有這麼

多人需要安寧緩和醫療，為什麼他們沒有得到幫

助呢？」這個問題，在我的心中埋下了第一顆種

子。

感謝壢新醫院，在我擔任住院醫師的第四

年，成全了我到臺北榮總大德安寧病房實習的願

望，使這顆種子有一片沃土去生根發芽。

「評估，是止痛重要的功課」~ by Dr. Wu B.Y.

來到安寧病房的第一天，吳彬源大夫就很認

真的教導我「評估」的概念，並且也不斷透過探

視病人、討論病情，給予我在評估、藥物調整及

再評估的指導。「評估」除了應用在疼痛之外，

還有心理、社會、靈性的問題，我發現用好奇、

探索、想要了解的態度提問，並且專注的聆聽是

我學到的重要功課。

在病房或者安寧共同照護中，除了病人自己

的描述，護理人員及家屬是我們評估病人的好伙

伴；「評估」是個動態的、花費時間的過程。但

「評估」不只是指病人身體疼痛的鑰匙，也是指

病人、家屬心靈疼痛的關鍵。

「如果有一天沒有力氣了，怎麼辦？」

                               ~ by Nurse Lian W.L.

「先不去想自己要回應什麼，當很專心聆聽時

，你就知道怎麼回答。」      ~ by Dr. Lin M.H.

在大德安寧病房的第一個月，忙碌於去熟悉

工作環境、電腦系統，認識與融入工作團隊，並

且時常往返台北與中壢之間，身體疲於適應是必

然的，但面對高張力的工作環境，我也逐漸累積

了壓力而不自覺。

前半個月照顧了一位正值壯年、罹患肝癌的

大哥，隨著病情變化，他越來越無力。有一天和

護理師一起探望他，他告訴護理師手有點抬不起

來。護理師問他：「如果有一天沒有力氣了，怎

麼辦？」這句話讓我躲進值班室偷偷的掉眼淚。

以前我以為自己很坦然面對死亡，我也曾分

享我不害怕死亡，因為我相信上帝在天上為我預

備更美好的地方。但護理師這個有智慧的問題，

讓我發現這是我不敢、也不熟悉如何引導病人去

思考的部分，我也擔心當我引導出病人悲傷、難

過的情緒時，我會不知道該如何去面對。但大哥

卻沒有因此而灰心喪志，當他到了生命的最後，

在家屬的陪伴下安詳的離開。另外，透過「臨

床醫師醫病溝通演練」角色扮演的課程，在林明

慧主任的指導下，我也學到如何同理、探索、傾

聽，而不再如此害怕與病人、家屬談論死亡。

「70分及格… 但有時候要練習（讓情緒）出

來」                                  ~ by Dr.Wu B.Y.

在接觸病人的過程中，我幾度陷入深思及低

沉的情緒當中。可能是因為病人的痛苦、家屬的

不捨、醫療決策的多重難題、以及本身的無力

感。我曾經因為挫折感，需要冷靜好一會兒才能

再次踏進病室，也在和心理師、社工師討論時因

為難過、壓力而落淚。

以前的我看不到自己面對病人及同事的情

緒，或者因為沒有碰觸過像現在這樣的環境和時

間，相對所產生的情緒，現在的我必須練習如何

去探索、同理他人的內心世界，最後我還要能夠

不受到自己情緒的波動，去幫助病人做出合適的

決定。無論以後是否在安寧病房工作，這是我要

一直學習的事情，謝謝病人、一起工作的老師及

夥伴們，陪我學習這些功課。

「我們要讓病人舒服的待在家裡面。」

                                    ~ by Nurse Du S.W.

第三個月，我分別跟隨安寧共同照護護理師

和安寧居家護理師學習非大德病房的臨床實務。

護理師們個個身懷百般武藝分至不同病房及個案

家去做照護，要進行病況評估、護理、資源轉

介、會談等，還可以幫病人在床上洗澡！令我印

象深刻的是在家中安詳辭世的兩位病人，因為病

人的意願、家人的堅持與努力、以及護理師不辭

辛勞的探訪、電訪，使家屬和病人的心願可以達

成，生命的最後也可以如此享有尊嚴且自然。

「當你選擇另一半的時候，你未來的命運就決

定了五六成。」                  ~ by Dr. Wu B.Y.

在大德安寧病房，每個月的隔週四早上全台

灣有安寧病房的醫院會共同參與遠距安寧醫療的

視訊討論，某次討論的病人為一位中年的阿姨，

他的丈夫很捨不得她，對於藥物的使用上也多有

顧忌。這使我聯想到另一位在大德安寧病房被我

照顧的病人，亦面臨類似的狀況。於是我提問：

「若我們評估病人的身體狀況，應該給一些藥

物，但家屬因為不捨而有所顧忌，我們要怎麼照

顧到這個病人，或者也能夠照顧到家屬？」

吳彬源大夫當下回應：「這個問題很深，其

實它是在問醫護人員內心的掙扎。」聽到這裡，

我深深感受到被了解，眼淚不聽使喚就掉下來。

在老師的分享中，讓我有所瞭解的是，病人的

心理社會背景已長久養成，很多是我們無法改變

的，當你選擇另一半的時候，你未來的命運可能

就決定了五六成。「所以要慎選未來的另一半」

我一邊擦著眼淚，聽到這句話時，不覺又笑了。

結語

在大德安寧病房的這些日子，讓我深深感受

到我是幸福的。我有健康的身體，可以做我想做

的事情，更讓我覺得奢侈的是有那麼多病人無條

件成為我的老師，使我能參與到他(她)們生命中

最寶貴的時刻。

醫療是有侷限的，無法治癒每個病人。當治

癒已經不是唯一的目標時，病人卻仍然承受疾病

的痛苦，安寧療護也許是個選擇，也許不能成為

一切的解答，但卻是能預約善終的方式。在安寧

病房的這三個月，我再次感到自己的渺小，也覺

得感恩，謝謝老師們的傾囊相授，謝謝夥伴們的

接納與陪伴，謝謝每位向我敞開心懷的病人與家

屬。大德病房是安寧的天堂，我曾想若能在這裡

工作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若能成為一顆種子，

藉著這片沃土發芽、茁壯，散播到其它更需要的

地方，也許會有更多的幸福可以被傳遞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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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安寧病房紀事
 (103年10~12月)

■編輯部

■壢新醫院住院醫師、
　臺北榮總大德安寧病房代訓醫師 /吳曉鈴

大德之愛

安寧病房

   是我的老師

103年9月-11月捐款名單

本文作者(右)與病人合影
(本張照片經病人及家屬同意刊登)

10/01

臺北榮總於 102 年 7 月至 103 年 6 月期間推廣「預立簽署安寧緩和醫療
意願書」暨健保卡宣導成效優異，衛福部於 103年 10月 1日下午舉辦「安
寧緩和醫療意願註記健保卡」推廣成效優良機構表揚記者會，由北榮大
德安寧病房陳小妮護理長代表受獎。

10/01 美華慈心關懷聯盟第 3 度來台，一行 10 人於 10 月 1-2 日來北榮大德安
寧病房參訪，瞭解安寧療護相關業務推動情形，增進交流。

10/08 輔仁大學護理所研究生黃惠汶護理師每週三、四至北榮大德安寧病房實
習計 5 週 (10/8-11/6)，由陳小妮護理長等團隊同仁負責帶領臨床指導。

10/14
103 年度臺北榮總「癌症病情告知溝通技巧推廣工作坊」，於 10 月 14
日下午假北榮臨床技術訓練中心順利完成。本次課程計 24 位醫師參與訓
練，其中 5 位講師由大德安寧團隊資深醫護人員擔任。

10/16 歡迎家醫部新任主治醫師張曉婷醫師自即日起加入大德安寧療護專業團
隊。

10/17
本年度志工暨團隊同仁院外教育訓練，於 10 月 17-19 日舉辦，地點在南
投縣國姓鄉明善寺，邀請大越法師為團隊帶領「馬哈希禪修體驗營」，
期望透過正念禪修，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10/20 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社工師鄭怡貞及桃園長庚醫院社工師王嘉瑋於 10
月 20-24 日，計五天至大德安寧病房見習，由蔡美惠社工師負責帶領。

10/30
美國韓越戰退協總會長 Larry E Via 暨夫人偕同該會婦女總會長 Sylvia 
Wagner Rowland 及其女兒共四人，訪問臺北榮總並參觀大德病房，由
家醫部黃信彰主任及林明慧主任負責接待。

10/30

北榮大德安寧病房由陳小妮護理長帶領完成「安寧療護服務成果海報」，
報名參加由「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合
辦的「安寧療護服務成果分享共融營暨成果海報展」，李劉瀅瀅護理師、
陳慧芳護理師及蔡美惠社工師代表北榮出席。

12/11 「北區榮民安寧緩和資源中心」策畫拍攝「榮民預立醫療自主計畫與安
寧宣導影片」，由北榮大德安寧團隊成員協助角色扮演，圓滿達成。

12/17
「東南亞國家人才培訓工作坊」9 人參訪臺北榮總大德病房，由病房主任
林明慧醫師帶領團隊成員為外賓介紹安寧相關資訊，張曉婷醫師負責接
待。

12/17
大德基金會第四屆第五次董事會議假台北晶華酒店舞蝶軒召開，針對
104 年基金會之工作計畫及預算等事項進行討論，由董事長林芳郁主持，
會議圓滿結束。

12/18
大德安寧病房舉辦志工教育訓練，邀請「北區榮民安寧緩和資源中心」
黃柏璣專員，為大家講授「園藝治療概論與體驗」，席間學員透過自行
設計小型插花，獲益良多。

12/22
感恩大德安寧團隊志工夥伴們、醫護工作人員一年來盡心盡力服務病人
及家屬及院內、外相關單位人員之支持，假蘇杭天母店舉辦年終感恩餐
會。

12/24

在大德安寧病房的志工及護理團隊協力合作下，於聖誕前夕舉辦歡樂聖
誕派對，推出一系列的精彩節目，如：邀請啟智學校同學表演樂器演奏、
小貝殼工作坊表演烏克麗麗及大德志工群表演舞台劇等，大家共度聖誕
佳節、慶生歡樂活動。

「癌症病情告知溝通技巧推廣工作坊」
之現場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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