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的安寧療護約萌芽於民國80年

代，經過多年醫療照顧體系發展已漸趨完

善，對於目前醫學治癒性治療反應不好之

末期病人，改以維持患者與家屬期望較佳

之生命品質為目標，給予緩解性與支持性

的醫療照顧，除了疼痛控制來減少身體不

適症狀，同時關注患者與家屬在心理、社

會和心靈上的痛苦，做進一步評估與處

理，俾使能提供完整的身、心、靈之全人

關懷與醫療。

中醫觀點認為，末期患者多是處於

正氣不足而邪氣反盛之病理狀態，時常有

倦怠、食慾不佳、腸胃道不適、疼痛與失

眠、心情低落等症狀，中醫師利用中藥、

針灸、穴位按摩、中藥貼敷等方法，透過

扶正與祛邪相結合原則來幫忙緩解不適，

扶正是提升五臟六腑自我修復調節的機

能，袪邪則是移除體內痰、濕、瘀或發炎

等病理物質的機制，中醫師藉由望聞問切

四種診斷方式，並審視目前疾病發展與西

醫用藥來制定處理方案，末期患者因體力

虛弱為主，為避免元氣急速衰敗，中醫多

會以扶正氣為主軸來提升生活品質。

以安寧病房常見情形為例，罹患癌症

的末期患者若正接受姑息性化放療，體力

安寧患者之中醫療護安寧患者之中醫療護
文/中西整合醫療科 許睿杰 主治醫師

與氣血容易耗損，加上治療副作用時常影響

腸胃道功能，常見疲勞、噁心嘔吐等消化功

能障礙症狀，若加上營養攝取不足，體重下

降容易造成惡病質，免疫力下降也易造成感

染等問題，中醫可使用補益氣血、除濕化

痰、健脾開胃等中藥輔助來改善腸胃功能，

如香砂六君子湯、二陳湯、黃耆、枸杞、紅

棗等藥，對增加食慾、體力有幫助；若有大

便不通或腹脹腹痛的困擾，中醫可用滋陰潤

腸、理氣導滯等方藥，如麻子仁丸、玄參、

枳實、大黃等改善腸胃蠕動，同時可藉由針

灸、穴位按摩與中藥敷貼等方法幫忙排便。

疼痛控制也是重要課題，患者常使用

嗎啡類止痛藥，但容易有腹脹、噁心與便祕

等副作用，若合併中西醫治療，例如針藥並

用、按摩、穴位敷貼等可減少止痛藥使用劑

量並減緩其副作用，目前國內外學者也證實

中藥與針灸有效能減緩此類疼痛。

因為長年罹病與對於無常變化的不確

定感，患者心靈上時常有焦慮、心慌、失眠

等症狀，在病房也常見宗教師穿梭其間幫忙

撫慰患者的心靈，中醫擅長調理情志方面問

題，除了聆聽患者所苦給予言語安慰之外，

我們認為五臟功能失調也會加重此類症狀表

現，其中又以心肝兩臟最為主要，可使用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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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安神，補氣養心、寧心安神與暢達肝氣等

穩定自律神經系統的方藥來改善失衡的臟腑

功能，常用方藥如逍遙散、甘麥大棗湯、天

麻鉤藤飲、茯神、夜交藤等，可適度的緩解

不安情緒，並改善失眠等問題。

若有患者因放療副作用有口乾舌燥、口

腔潰瘍、皮膚乾燥等症，中醫能利用滋陰潤

燥佐以清熱之法，例如甘露飲、沙參麥門冬

湯、玄參、天花粉等方藥改善症狀；中醫科

另備有非侵入性雷射針灸儀器，提供給有針

灸需求但又擔心侵入性療法的患者使用。

有些末期患者或家屬為求生機奮力一

搏，時有不計代價尋求偏方，不過因為每位

患者病情狀況與體質都不相同，若放棄已由

科學或專家驗證的療法，而任意服用療效不

明的草藥或健康食品，反而會有預期之外的

憾事。

2017年藝人溫翠蘋39歲么妹患乳癌

後，曾誤信謠言花百萬元購買宣稱可治療癌

症商品，未料乳癌卻急速惡化往生，令人惋

惜，其利用患者恐懼心態使用誇大說法甚或

假見證欲讓癌友購買；若偏方雖含中草藥也

非屬中醫範疇，一來並非經中醫師診察後處

以個人化處方，二來需考慮其中草藥性與西

藥是否衝突。

末期患者病情複雜多變，絕對沒有一帖

偏方打遍天下無敵手之理，少數民眾雖是善

心分享偏方，但是不考慮患者體質虛實寒熱

而擅自服藥，可說是傷身又傷財。且另有少

數中草藥若非醫師監督下擅自服用，易引起

肝功能異常不自知，本院中藥局皆由專業藥

師為患者把關正偽中藥品之鑑定。

中醫自古即是重視身心靈合一的醫學，

既尊重生命也順應天地自然之法，本院中醫

科肩負教學重任，秉持專業與服務精神參與

安寧緩和醫療照護團隊，提供末期患者門診

與住院期間之醫療服務。雖然醫療仍有極

限，然而希望讓患者的身心靈最終能達到和

諧的境地，中西醫相互合作各自發揮所長，

提高患者與家屬的生命品質是我們一致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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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前的營養與水份臨終前的營養與水份
文/營養科 黃映慈 營養師

營養師在安寧緩和照護領域裡，最常遇

到的議題即是「安寧緩和病人臨終的營養與

水份給予適當性」，病房內最常遇到的兩種

病人各為本身由口進食而拒絕鼻胃管放置，

及在轉至安寧病房前已常規使用鼻管管灌食

的病人，但不論在哪一種病人飲食原則不再

是「吃什麼才是營養」而是以「病人吃的

下、吃的滿足」為主。

由口進食且拒絕鼻胃管放置的病人，最

常見症狀及舒緩方式：

（一）噁心、嘔吐：是末期病人常見的症狀

之一，其發生原因大多與治療副作用

或是疾病因素所造成，營養照護方式

如下：

1.減少氣味過重的食物。

2.加熱食物溫度不過高，建議與室

溫相當即可。

3.不攝取水分較多的食物，以乾的

澱粉類食物為主。

4.進食一小時內避免臥躺。

（二）食慾不振：末期病人可能因為疾病疼

痛等問題，導致對於食物失去興趣，

營養照護如下：

1.以少量多餐方式進食。

2.減少產氣食物攝取（避免豆類、

洋蔥等食物）。

3. 給予病人本身喜愛的食物。

4.若有疼痛，先行疼痛控制再進食。

（三）口乾或是口腔破損：末期病人容易有

口乾症或是口腔潰瘍問題，建議能有

以下營養照護：

1.可攝取較涼的飲品，或是不含刺激

性的液體。

2.嘗試食用軟質或是醬汁含量較多的

食物。

3.食用較酸的食物（如：檸檬口味）

可增加唾液線分泌。

4.使用麩醯胺酸（Glutamine）營養品

漱口。

（四）吞嚥困難：因為虛弱、腫瘤壓迫等因

素即產生此現象，營養照護如下：

1.進食以避免嗆咳為主，以免吸入性

肺炎發生。

2.選擇質軟、細碎的食物或是食物以

勾芡方式烹調，亦可以幫助吞嚥。

3.點心可選擇，布丁、果凍、豆花半

凝固態食物。

4.含水量較高食物（如營養品）或是

飲水，建議添加食物增稠劑。

5.少量多餐。

（五）便秘：通常是藥物治療引起最常見的

症狀，年紀及疾病狀況皆有可能導致

末期病人腸胃道蠕動慢而發生便秘情

形，營養照護如下：

1.如進食情況許可，可鼓勵攝取蔬

果、優格等或是飲用含渣果汁。

安寧20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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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可以由口飲水，每日早上空腹喝

杯溫開水可幫助排便。

3.協助腹部按摩，促進腸道蠕動。

4.三日未解便時，醫囑建議可給予甘

油球灌腸。

對於住在安寧緩和病房內並帶有鼻胃管

的病人，此群病人在腸道狀況許可下，會經

由營養師評估後，給予安寧照護所需要的基

本腸道營養，但不需要過度餵食。

而有些病人經評估其餘命仍長，住院

時的症狀、疼痛控制後，給予適當的營養衛

教，可以返家或是至機構照護，能持續提供

必要的營養。

但不論是上述何種病人，當安寧緩和

病人在臨終前會因為身體機能衰退，虛弱、

沒有食慾而漸漸沒有進食，即使進食了也會

有無法消化、吸收的狀況，鼻胃管使用者亦

同，此時即使點滴輸注其注入的液體身體也

無法吸收容易產生水腫，故最後階段以病人

順其自然、舒適為首要照護宗旨。

安寧20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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淬煉智慧面對生死課題淬煉智慧面對生死課題
文/緩和醫療病房 何仲薇 臨床心理師

從踏上心理專業的工作路途上，我以

認識人在各種處境中的狀態及應對模式為

出發點，盼望探索如何能在晃動混亂或低

落徬徨的時刻，找到足以平衡並且穩住心

境的方式。安寧的場域裡，不乏痛苦、迷

惘、失落、死亡…，在次數有限、時間不

多的情形下，如何靠近這些沉重不堪的遇

見，甚或為每個質地不同的靈魂帶來片刻

療癒？是在每次接觸病人/家屬的互動裡，

我所關注和琢磨的。

人，投身於世、趨死而生，在長成的

過程裡，我們以建構日常、發展角色、創

造意義等方式蒙蔽死亡的形象，好使生活

的每個年歲不至於空洞無依並過得安穩一

些。

然而疾病的到來，用一種強迫性的方

式，打碎了我們築起的習以為常，甚至鮮

明地提醒死亡不遠的消息，使生命進入了

不同以往的樣貌。

病人除了面臨身體的疼痛腫脹、殘

弱消瘦、穿孔潰瘍，還有自我心像劇變及

失能的衝擊感受；另外，與社會步調的斷

連及人際角色的不復承擔，剝落了以往用

以安身立命的根基；並且，死亡意象的臨

在，喚起的恐怖與不安，使得臨終現場似

乎更顯苦難。在這般看似無計可施的困境底

下，如何陪伴病人走向生命的終點？

有好幾個與病人互動祥和的瞬間，都並

非試圖添加辦法或催促改變，於是，我想，

以理解並接納其處境的同在，是最樸實無華

的慰藉、最溫柔靠近的方式，也才有可能發

展出真實的相遇。經常，在此之後，能夠與

病人於一來一往的互動中抽絲剝繭，探尋人

生至今經歷的種種，所淬煉出的智慧/心理資

源，進而重新辨認出得以支撐自我面對苦難

的能力；回溯那些時至今日仍未解之難題，

得以新的機會再次觀看、詮釋理解，並選擇

解法或安放。

疾病，死亡，道別，從不是輕易的事。

對病人來說如此，對家屬亦然。

家屬雖無身體的疼痛感受，然而，免

不了乘載醫療決策、處理庶務性事項、面對

親人受苦、體會失落與無常的情緒波瀾。有

的，需要身兼照顧者的角色，學習繁瑣吃重

的照顧技巧；有的，在病事成為家庭事件

後，需要碰觸數十年來積累的愛恨糾結。這

些事務性的、情感性的壓力，往往已龐然，

卻是家屬可能在伴隨哀傷的情緒下，需要再

撐起自己去因應的。如何在這樣的壓力情境

下能夠安置紛亂、稍稍觀照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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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我不願強烈而充滿存在感

的現身於病床邊，寧願像隻貓，以步調輕緩

的方式，靜靜地，在觀察家屬特性和需求之

後，邀請對話的可能。在一段段訴說間，開

啟梳理思緒、釐清處境的線頭，有時候，安

頓就在這談話之間，為乏累的心，騰出稍做

何仲薇臨床心理師在病房音樂會中，以鋼琴演奏溫暖的樂聲。

休憩的空間；為哀傷的心，創造眼淚流淌的

渠道。在混亂的心覓得平靜之後，也才有可

能找出/想起調節自我的方式，並將受情緒窄

化的思路再次拓展地廣一些，而審慎地下出

決策、逐步地完成瑣事，然後不忘記善待自

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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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緩和醫療病房 林譯欣 志工

做個快樂、福氣的學習志工做個快樂、福氣的學習志工

20年的志工生涯緣起，我的妯娌熱情

約來中山附設醫院當志工，由當時的社工師

靜芳面試，隔兩天就接到電話通知受訓、實

習，於是開始在志工門診組服務。當時來醫

院做志工路程有點遠，但是體會到服務人群

的快樂，像是協助量測血壓。

那時候，安寧病房剛開始服務，買了一

台洗澡機。某天，與另外兩位志工在服務台

提供來院病人、家屬諮詢服務，接到一通電

話：安寧病房的護理師希望有志工能協助病

人洗澡。「啊！安寧病房有這樣的服務！」

三個人聽的目瞪口呆，面面相覷的我們都沒

有勇氣。後來，志工隊新增了安寧組（安寧

病房、安寧居家）。安寧志工服務前，要接

受安寧療護的志工訓練，又與醫護團隊一同

進行社區宣導，更是讓我與安寧療護結下不

解之緣。本來都在門診組服務，開始踏入安

寧病房服務，以及之後的安寧共照、居家志

工服務。

安寧居家剛開始時，即使與護理師家

訪需要開著車四處奔波；即使都沒有注意到

時間流逝，有時顧不上晚餐時間，也不覺得

餓。就這樣一頭栽進了快樂的志工服務！哈

哈哈！咻的一聲就過了二十年。即使有遇到

SARS時期也沒有因此停止居家訪視。當時比

較不一樣的就是戴口罩，探視病人時會被認

2015年聖誕吉他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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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味變化較為適合病人，因此大受好評。也

就從學中做、做中學，而這一眨眼，煮十穀

粥10多年，仍然受歡迎。

能來做志工真的是很有福氣。有病人

回饋：「以前總覺得做志工的人都是吃飽太

閒，沒事幹的人；但在我生病後，看到您們

能對不認識的人提供無微不至的服務，讓我

覺得窩心，卻不收錢。躺著的時候就覺得活

著真好、健康真好，現在期許自己能夠好起

來。若是好起來，第一件事一定要跟您們

來當志工。」所以能來做志工真的是很有福

氣，因為自己是健康，才能夠幫助別人。而

且在做志工的過程能學習面對許多的突發狀

況，和隨機應變能力。服務病人要先停「讓

自己的心先靜下來」，聽「聽聽護理師對

話」，看「觀察案主及家屬」，再配合護理

師提供所需，「力量用需要的地方」是做志

工時所學到的。

非常感激中山和家人支持，讓我有這個

機會，每天懷著感恩、快樂的心來服務，能

做個「福氣的志工」！

為不禮貌，特別是當病人傷口有惡臭時，會

被認為是厭惡病人。SARS之後，「戴口罩訪

視」是對病人的保障。在安寧團隊「用心」

的照護與衛教家屬，病人原本傷口有惡臭的

情形，家屬都能夠照顧好傷口，漸漸的沒有

傷口惡臭味，真的對病人幫助很大，讓家屬

也開心。

安寧居家服務時，有許多事情印象特別

深刻。與居家護理師前往家訪，有時候會在

田邊小徑繞圈，沒有許多道路指引，花了很

多時間找目的地。好幾次，到達案家時，病

人就這麼最後一口氣沒了，臉部一時之間沒

有血色。對安寧居家志工服務初期的我們，

即使心中有震憾、也有些許的緊張不安。

當下強做鎮靜，一邊進行病人身體清潔、穿

衣、整理儀容，一邊安撫家屬、陪同念佛

號。就在這正向的力量下，家屬的心平靜

了。案主恢復慈祥的容貌，家屬又是感動、

又是感謝，當下遞出了大紅包，但我們婉

拒。這不僅是志工規範或服務倫理，而是在

志工服務後，看到案家的平安與安心，就是

我們最大的禮物。

即使二十年了，還是覺得自己需要繼

續學習的。不管是注重儀容整潔，還是服務

禮儀，像是在引導病人與家屬前往目的地，

「一指神功」不是好的作法。在癌症關懷

時，病人食慾不佳，當時社工師提議我們試

做下午茶，不管是綠豆湯、燒仙草還是十穀

粥，都有。因為家屬會認為這些涼性食物，

對病人有害、不適合。到最後是以煮十穀粥

為主，有時煮鹹的、以當季蔬菜為主，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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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療護社會工作的點滴安寧療護社會工作的點滴

社工師在安寧團隊裡扮演著不同的角

色功能，包括：

1. 社會資源轉介：弱勢病患經評估家庭經

支持系統與經濟狀況，給予社會資源諮

詢、轉介協助、經濟補助…等。

2. 情緒支持：處理病患及家屬因疾病歷程

所引發之情緒適應及家庭問題，引導情

緒渲洩及情感表達，促進家庭關係和

諧。

3. 靈性關懷：協助聯繫宗教牧靈人員提供

給予病患信仰支持的力量，陪伴共同走

完人生最後一刻。

4. 溝通協調：病患及家屬在面臨疾病與醫

療的過程中，協助醫病溝通，促進醫病

關係融洽。

5. 心願完成：病患如有心願或餘生期待，

透過不同方式協助完成心願。

6. 出院安置計畫：討論及規劃病患出院之

照顧或安置問題，提供居家服務、長期

照護相關資訊，使病患能順利出院。

7. 喪葬協助：引導病患及家屬能正向討論

後事準備，包括安葬方式及遺物交託等

事宜。

8. 遺族悲傷關懷：病患過世後，持續關懷

及追蹤親屬，處理家屬再適應過程中悲

傷與失落的情緒，以重新展開新生活。

民國97年我加入中山附醫緩和醫療團

隊，從對於安寧照護的好奇，到實際從事安

寧照護，與團隊共同摸索，學習並且成長，

除了對自我專業的提升之外，對於生命有更

多的認識與體認。

曾經遇過一位五歲的小女孩，當下大

人們忙著處理病患的照護相關事宜，小女孩

只知道爸爸快要去當天使了，但她想知道當

天使之後呢？面對孩童的預期性哀傷，我

們常會利用繪本、畫圖或遊戲等方式做為

悲傷關懷的媒介，那時我陪著她看了「象的

背影」，告訴她就像影片的象爸爸一樣，

當了天使，他會在天上陪著家人，關心家人

…，只是當天使之後，就沒辦法直接講話，

所以我建立了「天使的訊息」。出太陽的時

候，就是天使爸爸跟家人說：「要健健康康

的呦！」(妹妹曾告訴我老師說要曬太陽才

會健康。)下雨的時候就是在說：「心情不

好，爸爸在你身邊呦！」，那天的午後正好

打雷，妹妹問：「那為什麼今天也下雨？」

我：「有其他的人已經去當天使，他們也要

跟家人講話阿！」孩子的反應其實很快的，

她說：「喔！那阿嬤在跟我們說話…，那如

果爸爸去當天使的時候，會遇到阿嬤嗎？」

我：「會阿，一家人都會在一起的，有一天

我們都會去天堂，然後又像現在一樣住在一

文/曾任緩和醫療病房 陳詩欣 社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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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詩欣社工師(右一)與醫療團隊的合影。

起…。」「嗯，那如果有一天，媽媽、我…

很老很老或生病了就會死掉去當天使，我們

就會又住在一起了…。」後來我們一起畫

畫，她在畫紙上畫了他們的家，太陽及美麗

的彩虹，小女孩在另一張紙卡畫了在雲上的

爸爸，但因為現在還沒去當天使，所以小女

孩先把爸爸放在屋子旁…。教科書中告訴我

們，五歲的孩子認為死亡只是遠行，否認死

亡的終極性。但孩子透過大人的講述，從旁

邊聽，觀察，他懂了生命的運行，我相信她

口中，大人們曾告訴她的，有個美麗的世界

在雲端，有一天，彼此相愛的我們，會在那

裡相聚…。

安寧療護重視全人、全家、全隊、全

程、全社區的照護理念，感謝許許多多的

病患及家屬，因著這樣的照護過程，也讓

我們一同經歷生命重要的課題，這些失落

如生命的缺角，卻也是萬物運行的法則，

因為工作的緣分遇見了彼此的缺角，從中

也看見了自己的缺角，在其中一起矛盾

著、思考著，同時被感動著，有不捨也有

心碎，助人工作是生命與生命的交流，謝

謝這些遇見成為了滋養，轉化成更有深度

的專業給予病患、家屬，適逢中山安寧成

立20周年，在此寄予中山安寧團隊深厚的

祝福，願平安、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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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愛療護藥愛療護 文/藥劑科 黃曉菁 藥師

我是名藥師，在安寧緩和療護團隊中

擔任的醫療專業角色，使我想起當年剛踏

入安寧緩和場域裡，便時常思索著在面對

接受安寧療護的病人，我該扮演甚麼樣的

藥師角色？該提供甚麼樣的藥事功能？對

於末期病患來說，提供非治癒性的治療，

將積極醫療轉以身心舒適照護為主的理念

上，除了藥師執業日常的處方評估之外，

提供適宜的用藥建議、監測藥物療效，和

藥物相關諮詢與衛教，更多時候，我思考

著如何為病患選擇最適當的用藥。

在每個病人的舒適照護上，透過醫

護社心及志工們的努力，為患者提供全人

的照護(包含身、心、靈)。促進我強化在

藥事照護的專業知能，不斷的閱讀、瀏覽

文獻、資料庫中的知識，增廣自己的動力

與能力，在過與不及的藥物使用上，為病

人尋求症狀緩解及可能產生副作用的平衡

點。

每位照護過的病人皆是我的良師。總

會不經意想起楊大哥和劉小姐。楊大哥是位

豁達的肝癌末期病人，用藥上有自己的想法

和隨性，疼痛上的問題，由醫師選擇相對方

便及安全的止痛貼片，在衛教的過程中，雖

因疾病讓您的口語不甚清晰，但您卻能耐心

的一次又一次地重複詢問，心中的不忍和不

好意思寫在我臉上，衛教結束後您還豎起大

拇指、臉上帶著微笑、給予肯定，讓我能自

信在場域中展現自我。劉小姐是位肺癌末期

的病人，您清晰爽朗的聲音猶在耳際，與您

的衛教過程，您的分享並觀察使用貼片的方

式與習慣，提供正確的使用方式，不僅讓您

能享受沐浴又不需忍受因貼片所造成的搔

癢，讓我知道床邊的衛教、細膩觀察提供需

求，為病人提供個別化用藥的重要性。

安寧緩和團隊中，透過大家的專業照護

每位病人，執行共同照護過程裡的酸、甜、

甘、苦，讓我享受到愛的歷程，感恩我身在

團隊裡，扮演其中的一份子。也感謝每位病

人，在人生的最後一哩路能讓我與您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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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緩和醫療病房 黃桂紫 志工

為了瞭解安寧病房並非等死的地方，在

中山醫學大學黃老師陪同下，第一次走進安

寧緩和病房。在病房中看見周希諴主任、護

理長、黃老師、與病人及家屬的互動，共享

人生最後的快樂時光，這一幕幕景象纏繞在

我心中，使我毅然地投入安寧緩和病房的志

工行列。

安寧病房像是快樂的大家庭，給病人除

了正規的緩和醫療照護，還有各式各樣的服

務，像是理髮、洗頭、修指甲、按摩、大愛

手，以及心理師、宗教師、牧師、姊妹們提

供心理靈性的照顧。最享受的是有SPA的洗

澡機，病人在沐浴過程中，能放鬆心情，敘

述人生的精彩故事。

而病房中更感人的是，依照各種節慶

所舉辦的活動，如：母親節舉辦音樂演奏，

及在場人員的伴唱；父親節由周主任擔綱吹

薩克斯風、中秋節彩繪柚子。而平日有需要

時，還能夠推行動卡拉OK伴唱機，與病人一

起唱歌。也有陪伴病人打麻將、學生為老師

辦生前告別音樂會、子女為父親辦畫展。在

安寧緩和病房中辦著許多活動，真的不是你

以為的等死的地方，讓病人及家屬在病房裡

度過充滿快樂的時光，不只有悲傷的淚水。

回想起，當志工的第一個月，護理長希

望我來陪伴一位病人念佛，在佛號聲中，親

見生命中第一位引領西歸的病人，生命中的

導師，他的面容安祥，沒有畏懼與痛苦，也

觀察到因離世的病人而聚集的家人，心中滿

載愛與溫暖，讓我心中有許多憾動。

而另一次的服務中，在病房與周醫師的

協助與引導下，病人舉行生前告別式，他的

兒子特地從澳洲回來。在儀式中，兒子跪拜

父親，感謝父親。父親告訴兒子：「在他還

活著的時候能夠回來看他，與他相聚，就是

給父親和他最大的禮物。之後，請以課業為

重，死後不用回來形式上的祭拜。」病人在

家屬探視後，讓原本對事事都不滿的情緒轉

化，至死亡前連續三天都說：他的四周圍都

是佛。這一幕幕讓我永銘於心，生前行孝，

遠比盛大的告別式還有意義！

漸漸的，我從安寧緩和的服務裡，看見

每個病人都是勇士，在指揮官和安寧團隊伙

伴們的陪伴下，勇敢的在戰場上直到最後。

即使逝去後，所辦的家屬哀傷療癒活動，也

撫慰生者的心靈。

進入安寧病房當志工到現在，上了各

式各樣的課程—傾聽、陪伴、照護…等，醫

療團隊成員都能夠引導並陪伴病人家屬，不

論是父母、夫妻、子女們，把握時間～道

愛、道謝、道歉、道別而終生無悔，也為人

生劇場完美的落幕。受益最大的是從事志工

的我，領悟並學習與痛共存，並把他當成朋

友，面對未來人生，且樂在志工生活中。

樂在安寧志工生活中樂在安寧志工生活中

安寧志工們為安寧病患做美手美足，服

務病人和家屬不遺餘力。

志工美手美足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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