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鮮少生病的我，在規劃好出遊環島的前

夕，居然得了流感，讓我環島之旅破滅。頂

著發燙的額頭、全身痠痛的我來到醫院門診

區，等候看診的人很多，咳嗽的人也不少，

這波寒流果真凍壞了不少人，我也是其中之

一。

在渾沌的腦袋還沒能想下一步流程時，

熱心的志工阿姨走向我，詢問我需不需要口

罩，一開始我心裡質疑了一下，腦子閃過

『妳是怕被我傳染嗎?』，但志工阿姨帶著微

笑跟我說，醫院是公共場所戴上口罩，保護

自己，也保護他人。而當我抬起頭，看到公

佈欄上的海報寫著--『病人安全我關心』，

我想她是真的關心我。

而當我敲響診間的門，護理師接過我的

健保卡問--『請問您大名?』。啊！健保卡上

不是有寫嗎?不會自己看一下還要問，我心裡

滴咕著。志工阿姨因為覺得我人應該很不舒

服，從旁關心我，瞧著我一臉疑惑的表情，

於是又微笑的走過來跟我說，護理師是在做

『病人辨識』，確認你就是病人本人，身份

正確了後續醫療才不會出錯。原來如此，於

是我才回答護理師我的名字叫『李小帥』。

看完門診，拿了醫師開好的處方到藥

局領藥，藥師也問我名字，這次我立刻回答

〔民眾響應〕

病人安全 我會應 文/泡茶哥

他，我叫『李小帥』。我心想他也是在做病人

辨識吧！藥師確認藥物有發對人，而我也不想

吃錯藥〜

回家吃了藥，身體舒服了些，上網輸入關

鍵字『病人安全』，仔細研究一番，原來病人

安全議題在醫療院所如此被重視，民眾就醫安

全也提升很多，看來我是幸福的病人，下次看

病配合度也要提高一些。噢！NO！還是不要

生病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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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鈴(化名)是一位乳癌患者，是我在歷

經了公部門生涯後回到醫療院所接觸的第一

位癌症患者。初次見面，我懷著忐忑的心看

到了患者名單中曉鈴的名字，我在經過了禱

告後帶著曉鈴的病歷資料往病房出發…

曉鈴，需三日內立即介入高危險群心情

壓力之個案，是我對曉鈴的第一印象。走進

病房，看見曉鈴坐在床上，因為化療的關係

頭髮掉落且剃光，她以親切的微笑回報我這

位走進病房的陌生醫療人員，這微笑讓重回

醫療體系的我，緊張的心情舒緩了許多。

面談裡，曉鈴表示從知道自己罹癌後，

已經調適了兩周以上的時間，所以心情上算

平復很多，但因為主治醫師說曉鈴的病情惡

化的很快，所以已經安排明天第二台刀要做

切除雙乳的手術…曉鈴淡淡的述說著自己的

病情。

接著，曉鈴也告訴我，他的先生因肝癌

過世多年(當時兒子才國小)，丈夫過世後，

曉鈴帶著孩子自食其力在餐廳工作及在外租

屋，曉鈴生病前性格開朗且獨立，身體上也

很健康沒有其他病痛，面對這次的病情都是

希望自己好好面對，不要家人擔心。見面的

最後，曉鈴說：「心理師的名字-蓉蓉，好

好聽，你放心，我會記得你來看過我，謝謝

你。」

初次見面的回應，對我而言如同吃了一

顆定心丸，感受到曉鈴的回應，讓我覺得我

可以多陪伴癌友們，並且在不容易的時刻成

為癌友們的醫病溝通橋樑。

但，有一天我被急診照會，趕緊查看病

歷系統、確認是我認識的曉鈴。她被送進急

診室，原因是為了不拖累唯一的兒子再加上

治癌期間的副作用難耐，曉鈴打算以自殺方

活著真好
文/癌症中心 李蓉蓉 臨床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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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結束這一切!我等待著曉鈴接受完醫療處置

之後，生理狀況都穩定了，便安排了會談，

這次與曉玲唯一的兒子第一次見面，也一起

談話。

曉鈴在談話的開始，談到自己的治癌歷

程就開始大哭，表示自己做了化療後，身體

很不舒服，為了不拖累唯一的兒子才會做出

傷害自己的事情，心理師給予同理及安慰曉

鈴並且鼓勵她要好好生活下去。我向曉鈴說

出我心中一直很感謝她的一句話:「你是我

回醫療體系的第一個病人，你很重要!」聽

到這句話時，曉鈴止住了哭泣，兩眼瞪大、

一臉狐疑地的看著心理師說︰「我有甚麼重

要的？」我也把初次見曉玲的心情，以及自

己再次回到醫療體系的點點滴滴跟曉鈴分享

了。

在爾後每次會談前的禱告，得知曉鈴本

身的信仰，也是在主裡的姊妹，只是很久沒

有到教會了，因著這樣的過程曉鈴的心被尋

回也被主愛懷抱著。

之後心理師幫助曉鈴與兒子對話，心理

師採用家族治療的方式幫助化解親子雙方的誤

會，並且也幫助寡言木訥的兒子表達了對於母

親的擔心，親子雙方也在今天親子會談時說出

彼此心中的想法，並且向對方道謝及道歉希望

讓對方放心，曉鈴願意再嘗試看看醫院的治療

而兒子也可以繼續工作，更重要的是曉鈴表示

不再傷害自己。

曉鈴在今年初終於順利完成所有療程，

還記得曉鈴在107年1月10日的會談中欣喜地

對著我說，現在每天早上起床，推開家門看見

外面的風景，真心的覺得”活著真好!”，鼓

勵曉鈴可以繼續回到教會，因為愛是最好的良

藥。

有天，在收到滿意度調查中的一段文字，

我認出了那個字跡，讓心理師心中充滿了很

大的前進動力!我愛我的工作，也疼惜我的每

個個案，同時也回應了本院的宗旨【醫人、醫

病、要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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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癌症治療的過程中，難免會感到焦慮、擔心復發、或是有難以向家人訴說的內心話。藉

由「癌友放輕鬆」人際支持團體，可讓您學習到自我放鬆技巧，並且藉由人際關係相互支

持、同理，減緩癌症治療期間的心理困擾。

團體治療師︰

身心科 林子勤 主治醫師﹙精神科醫師執照：精專1627號﹚、

癌症中心 李蓉蓉 臨床心理師﹙臨床心理師執照:心理字第0355號﹚。

招募對象與條件要求︰本院癌症病友8-10名

團體時間與地點︰107/4/12起每周四下午3:00-4:00，連續六週

內科一樓身心科團體治療室

課程流程及費用︰

團體前身心科門診會談(單次)，該次須持健保卡與批價單至櫃檯繳費(癌症病友持重大傷病

卡僅需支付掛號費)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7年4月6日

報名電話︰04-24739595-21762

聯絡人︰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癌症中心 李蓉蓉臨床心理師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關心您~~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癌友放輕鬆」人際支持團心

六週課程內容

第一週 107/4/12 相見歡，了解自己與他人的身心狀況

第二週 107/4/19 認識身心平衡對於健康的影響

第三週 107/4/26 放輕鬆肌肉放鬆

第四週 107/5/03 增進分享及同理能力

第五週 107/5/10 放輕鬆冥想放鬆

第六週 107/5/17 慈心祝福自己與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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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兒科病房 陳倩芳 護理長

「阿姨！我還想要活下去！」小宏(化

名)用充滿淚水的雙眼看著我、對著我說，

我著時熱淚盈眶。

曾幾何時，他已從一個白皙文靜的大

男孩變得骨瘦如材、頭髮因為治療掉光的

臥床青少年。「你現在最想要做什麼？」

我問，他說：「如果可以，我真的好想坐

飛機、好想去日本，但是我想應該是不可

能了，對嗎？」

多麼痛的領悟

看著他空洞的雙眼望向窗外，我多希

望自己能化身成一隻大鳥帶著他翱翔，到日

本、甚至到全世界，但是現實卻扼殺了夢

想，一切都只能想像。

四年前，意氣風發的十四歲大男孩，

隨著爸爸走進兒科病房，俊秀的臉龐掩飾不

了固執的雙頰。經過陸陸續續的抽血及骨髓

檢查，確診為急性淋巴性白血病；隨著化學

治療療程進進出出病房好幾次，陪著他的除

了媽媽，就是線上網路，沒日沒夜的滑指遊

戲。

醫護團隊苦口婆心的勸他要多進食、多

運動，才能有體力應付化學治療，小宏的媽

媽費盡心思地為了他購買踏步機及食物調理

機，就希望鍛鍊他的體力及補充營養。但因

為沉迷在電動影音多彩的世界，生活起居應

付了事，吃不多也懶得動，不經意的讓癌細

胞就戰勝了身體，錯失了骨髓移植的機會。

檢驗數值騙不了人，一切必須從零開

始，加重的化學治療拖垮了小宏的身體，醫

師宣布小宏可能度不過今年了，每天夜半時

分，小宏就會因為疼痛而哀號，猛按叫人

鈴，希望護理人員能幫助他減輕痛苦。「阿

姨！好多穿著破破爛爛的人來到我旁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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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圖中)與護理師及本文孩子合照

好害怕，我以後會配合多吃東西，會下床踩

踏步機，我還想要活下去！可不可以再給我

一次機會？」

這是多麼痛的領悟啊！每每晨會討論到

小宏的現況，就看到護理同仁眼裡泛著的淚

光，我們都希望奇蹟能出現，讓他健康的活

著。

疼痛控制已經無法壓制刺骨的痛，父

母卻因放不下心頭的這塊肉，而極力反對安

寧療護的介入，我帶著小宏的父母親走進安

寧病房，循循善誘地將安寧團隊融入整個家

庭，藉由身、心、靈的支持，漸漸地讓父母

接受如何將內心的不捨及感謝說出口。

“辛苦了！謝謝您！我愛您！”別讓

太晚說出口的感謝成為遺憾，希望安寧療護

團隊提供的疼痛治療能減輕小宏的痛苦，不

管生命還剩多少，謝謝小宏讓我們陪你度過

青春的時光，謝謝你曾經陪著我們笑過、哭

過、與難過，也謝謝你讓我們一起學習，在

這段難忘的生命時光。

我會永遠記得，那天帶著陽光的早晨，

你累了，我幫你拭去眼角的那一滴淚，輕輕

地告訴你，「孩子！跟著那道光走吧！再也

不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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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歲那年，我得了血癌
文/黃小菁

以往在學校健康、活潑的我，在升上高

三的暑輔期間身體頻頻出狀況，頭痛、精神

不濟導致上課不舒服到想睡覺，在外掃區打

掃到差點暈倒，營養午餐也沒什麼胃口，體

育課打排球時骨頭異常的疼痛。

直到某個假日，我的鼻血突然像下雨般

嘩啦嘩啦的流了一個多小時都沒止住，當時

的我驚恐的來到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掛急

診，經過數天的徹底檢查，確診了，我罹患

了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確診的消息，重重的打擊我，如同天要

塌下來一樣。我的青春才正要展開，就要在

17歲時劃下句點嗎？所幸我親愛的主治醫師

趙玉華主任溫柔又耐心的安慰我，也詳細的

為我說明，現在的醫療很發達，血癌的治癒

率也很高，所以不用擔心太多，只要好好的

配合醫師指示接受治療，白血病是可以治癒

的。

自此，我踏上了化療之旅。治療初期幾

乎是以醫院為家，頻繁的注射著讓人想吐、

沒胃口和掉髮的化療藥，吃著讓人變成月亮

臉、水牛肩的類固醇，體重還會在短時間內

爆瘦10公斤，之後再復胖回來；有一次還不

小心細菌感染導致敗血性休克住進了加護病

房…但是這些檻我都挺過來了！

出院在家療養期間，不用做化療，我有

多到滿溢出來的時間，為了不讓自己閒著沒

事做，腦袋胡思亂想，於是我開始學做自己

最喜愛的手工藝。有捲紙公仔、手工卡片、

袖珍屋、禮物盒、黏土吊飾伸縮夾和鉤針娃

娃，其中以瓦楞捲紙公仔為主，利用彩色瓦

楞紙以捲、推、上膠、剪紙、塑形…等基本

技巧，完成一隻隻生動的卡通人物。

一開始，人物模樣都做得四不像，比例

弄得歪七扭八，但經過反覆練習，手感越來

越順，人物就做得越來越生動，也越來越有

成就感。

現在的我沈浸在手工世界，完全遺忘了

自己生了這場大病，這些在我學生時期不可

能做的事，因為這個契機改變了我的生活。

既然已經不能改變生病的事實，那我們

就去面對它，把它當作是一個大大的考驗，

跨過了這些困難，經歷都是自己的。雖然還

是要做化療，但是我很享受現在的生活。俗

話說：「上帝為你關了一扇門，必會為你開

啟另一扇窗。」

最後，我要謝謝我的爸爸，在這段時

間以來無微不至地照顧著我的生活起居，也

謝謝我的主治醫師趙玉華主任，以及在兒科

病房裡照顧著我、帶給我很多歡樂的護理師

們，辛苦您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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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可愛的卡通公仔都是用瓦愣紙做出來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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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年初時，正當大家開心地迎接新的一年來臨時，我卻是一大早抱著兒子衝進

入中山附醫的急診室，面對兒子突如其來的一場病，身為職業婦女的我，不僅工作得

請假，還得拜託同事幫忙出來上班，真讓我手足無措、徬徨無助。

第一次跟著兒子住進氧氣帳裡，聽著兒子急促的哮吼聲，摸著他燒燙的身體，一

喝奶就吐的狀況，當母親的擔心、害怕的心情，在深夜時分更難以入眠，就怕孩子突

然病情變化，會不會發生緊急狀況…

孩子住院治療期間，我每天最盼望的就是醫師查房時間，因為孫海倫主任是個很

有責任感的醫師，每次查房都非常有耐心地聆聽家屬們的問題，親切又詳細地回答我

們所有擔憂的問題；面對孩子時不僅仔細的評估，也輕聲溫柔地安撫哭鬧的孩子，臉

上永遠都掛著笑容，我們家屬的一顆心也跟著安心穩定下來。

衷心感謝孫海倫主任及孩子住院期間的小兒科病房的醫療團隊，讓我們家屬不會

胡思亂想地自己嚇自己，透過詳細了解孩子病情進展及治療方向，一起為孩子的健康

而努力，孩子也在專業醫療照護下，順利復原的出院了，因此再次向孫海倫主任及醫

療團隊說聲：「謝謝您們！您們辛苦了！」。

文/家屬 翁小姐

感謝 兒童部 耐心親切的 孫海倫 主任/主治醫師

20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感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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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04-107年05月學術活動表

日期 時間 主辦單位
會議名稱/
活動主題

主講人 地點
課程

聯絡人
學分

106/4/12 07:30-08:30
台灣安寧照顧協會、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安寧網際網路遠距
視訊研討會-

個案報告

北市聯醫忠孝
院區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
學會5積分

107/04/14 09:00-12:00 內科部 流感疫苗教育訓練
感染科

李原地主任

中山附醫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內科醫學會學
分申請中、感
染管制學分申

請中

107/04/14 13:00-15:40
台灣兒童胸腔暨重症醫
學會/中山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兒童部

台灣兒童胸腔暨重
症醫學會臨床研究

研習營
學會邀請講者 正心樓0112

許倖慈
21728

兒科2分
兒胸2分

107/04/15 08:40-17:00

台灣兒童胸腔暨重症醫
學會/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兒童部

台灣兒童胸腔暨重
症醫學會第七屆三
次會員大暨國際學

術研討會

學會邀請講者 正心樓0112
許倖慈
21728

兒科4分兒胸 
20分呼吸專業
5分，倫理1分
台醫 專業4.4

分，倫理0.8分
新生兒 2分聯
甄 7分過敏暨

風濕 2分

107/04/20 12:30-13:30 內科部

內科學術研討會
/The Growing 
Challenge of 

Diabesity

彰化基督教醫
療財團法人鹿
港基督教醫院
杜思德院長

中山附醫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內科醫學會學
分申請中

107/04/25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腫瘤內科吳銘

芳醫師

中山附醫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內科醫學會學
分申請中

107/04/25 15:30-17:00 骨科部
Bone Structure 

/ Physiology and 
Aging

台大醫院骨科
部楊榮森教授

杏三
楊采蒨
34612

無

107/04/26 09:00-12:00 急診醫學部
中區急診聯合病例

討論會
大林慈濟醫院
李宜恭醫師等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羅雅鈴
32170

急診醫學會繼
續教育積分申

請中

107/04/26 07:30-08:30
台灣安寧照顧協會、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安寧網際網路遠距
視訊研討會-個案回

覆
和信治癌中心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
學會5積分

107/04/28 08:00-17:40
達文西微創手術中心、

護理部、
台灣內視鏡外科醫學會

機器人手術護理
研討會

Tomoaki 
Nakata、

Yujin-
Yun(Asan 
Medical 

Center)、國內
各達文西團隊

護理師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陳孟皓
34936

護理人員、
專科護理師繼

續教育：
申請中

107/05/01 16:00-18:00 骨科部
Pediatric 

Orthopedics
成大醫學院
林啟禎教授

杏三
楊采蒨
34612

無

107/05/10 07:30-08:30
台灣安寧照顧協會、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安寧網際網路遠距
視訊研討會-專題報

告

台灣安寧照顧
協會講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
學會5積分

107/05/16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NOACs for Stroke 

Prevention in 
Atiral Fibrillation 
– Benefits and 

Clinical Decision-
making

Gregory Y H 
Lip

中山附醫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內科醫學會學
分、心臟學會
學分申請中

107/05/16 12:30-13:30 醫學系醫學人文科 好好說再見

亞洲大學健康
產業管理學系

楊志良
名譽教授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蔣維宜
34537

認列本院醫教
專題講座、

CFD師資培育
積分、本校教
教中心教師研
習活動點數認

列 1 積分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