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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次，不經意的碰觸到她的雙手，

那觸感，令我驚訝的抬起頭，看似三十出頭

的年紀，手部皮膚的粗糙讓我嚇一跳，彷彿

是歷盡滄桑的活了一輩子。手背上的血管一

條條頂起皮膚，狀似小小丘陵般，萬馬奔騰

於其間的鼓脹。臉上表情的堅毅感，著實讓

我印象深刻，看了一下她的基本資料，職業

別寫著服務業，已婚，在家庭生活中是妻

子、母親、媳婦，在醫院，理應成為病人或

家屬，但那堅強的外貌，有著難以形容的堅

持，似乎醫療只是協助她繼續生活的一種工

具，離開這裡，還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

完成，我們只能默默的在一旁，等待醫療處

理結束後，讓她離開。趁著等待檢查空檔，

與妳聊了一下，在工作中的意外早已習慣，

每次都能順利的離開，心想這次應該也是。

這雙手可還要兼負家中大大小小事情，妳微

笑著，嘴角卻有著莫名的憂愁，沒再深究下

去，也許這是醫學教育告訴我們的界線，總

是在某些時刻就此打住，但，這雙手的厚

度，卻重重的烙印在我心上。

那天，救護車送來一位到院前死亡個

案，是位中年男性，游泳過程中失去意識，

到院時已無生命徵象，急救過程中，病人全

身乾乾淨淨的，好似早有準備，他的妻子趕

來醫院，醫師宣布了急救結果，妻子跪在床

邊不斷哭泣，肝腸寸斷的聲音，撕裂原有幸

福的家庭，早上好好的出門上班，現在卻是

冰冰冷冷的躺著，一動也不動，妻子不斷喊

著：「你起來，你給我起來啊 .....」。走進

妻子的身旁，將手放在她的肩上，想給予一

些支持，但妻子全身抖動不停，忍不住握住

她的手，沒有任何話語可以幫助她，只能靜

靜的陪在一旁。握住家屬的手，感受不到任

何溫度，卻有微微痛楚感不斷傳遞出來，是

家屬的心痛吧，唯有握過，才知家屬的痛，

而這樣的痛，刻印在護理的責任上，揮之不

去。

一輛車急駛進入急診室，一群人慌張

的由車上扛下一位婦女，家屬說母親在自家

三樓刷油漆，卻不慎跌落到一樓，幾個年輕

人氣喘吁吁的描述著，看似高中大學生的樣

子，顱內出血了，需要緊急進行手術，詢問

年輕人是否可決定，她們異口同聲要等待父

親到來，面對自己母親的突發狀況，幾個孩

子也慌了手腳吧，神經外科醫師解釋了術後

可能的植物人狀態，幾個孩子商量著，看到

父親到來，趕忙上前說明，只見父親慘白的

臉，直問：「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

一家人圍在母親身邊，心裡面想的都是同樣

一件事吧，手術後變成植物人，愁雲慘霧覆

蓋著整個急救室，沒多久，父親告訴我們：

「我們不開刀，她辛苦一輩子了，別再讓她

受折磨了 .....」，看著這一家，可以想像大

夥平日的感情深度，目送他們陪伴母親往加

護病房而去，後續這家人的生活我們無從得

知，但在我心中，強烈相信母親的離去將更

緊密的牽繫這一家子。佛教傳承的一句話：

「到底是明天先到，還是無常先到，沒有人

可以預知」，身為急診的一員，一幕幕的場

景不斷上演，無論人世間的變化，都該將每

一個能服務病人的時刻，全心全意付出，才

手心
單位 ‧ 作者 / 護理部 ‧ 黃焴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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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枉老天爺將急診的任務交由我們負責，交

由我們感受，而這些，是醫療專業外，在人

的成長過程中必須具備的人倫理念。

記得網路上有一部片子叫「台灣女

人」，由吳念真導演口述旁白，片子描述了

台灣傳統女性的生活、習性、家庭地位、對

家庭的觀念等，若為 50~60 年代的孩子，大

概都可以很清楚片中所要表達的理念，因為

我們看著自己的母親的歷程，聽著自己母親

的分享，雖然數十年如一日在談相同的過

去，卻代表著這些深刻的記憶對不同時代女

性的印記有多深。世代交替的過程中，我們

在急診的環境中，清楚的看到不同世代成長

的影響，或多或少都傳承了一些在每個人心

中，也因此，在醫療決策過程中，傳統觀念

的強弱，影響了病人或家屬的醫療決定。而

醫療人員的角色，除了自主、行善、不傷害、

公平正義之外，是否也有著傳統的觀念在潛

移默化影響著，我們的定位點與中心思想，

是否會因此而受影響，倒也值得深思。

醫院的場景，彷彿高速公路流轉般，

從未停歇，工作中高處跌落的中年人、車禍

受傷的年輕人、家中突然暈厥的老年人、無

論男女老幼，生命的轉承交替，演變成了多

少令人感慨的悲歡離合。隨著醫療技術的進

步，網路世界的發達，產生醫病、護病的緊

張關係，而此緊張的氛圍，多少影響了醫療

人員的公平正義觀，卻也讓我們必須更正視

這些倫理原則，專業能力讓我們去創造，去

執行醫療行為 ; 而倫理的境界，讓我們思維

放慢、放軟，在說與做之前，多些柔軟的態

度，轉換不同角度，試著思考病人與家屬的

立場，進而找到那塊模糊地帶間的光明面，

找出手心原有的溫度，進而給予溫暖的支持

與建議，創造醫護病的共生三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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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起頭，秋老虎的餘威透過朝陽逼近，

上班的人潮一波波從入口湧入， 踏近醫院

門口貪吸一口清涼的冷空氣，映入眼簾的是

空蕩的檢查室 ..

走入病房，迎面而來的是一個中風董

伯的女兒，凌亂的頭髮用鬆鬆的橡皮圈紮

著，秀緻的臉龐上透著疲憊， 她一手拿著

水杯，一手扶著隆起的肚子身懷六甲的她，

為了照顧中風的父親徹夜未眠，我輕聲道

聲 :( 早 !) 她的臉上浮出淺淺的酒窩。

我心裡盤算著董伯中風的日期、血壓,、

心 跳、 肌 肉 力 量 .. 一 切 飛 快 的 映 入 腦

海 .. 五十歲，男性、以打魚維生有高血壓病

史，兩天前因左側無力被發現倒臥在漁船上

送來住院，電腦斷層上左半腦那片梗塞 .. 那

印記 .. 像一隻出柵欄的猛虎 , 我撫著螢幕 ，

我竟說不出話來 .. 回想入院當時董伯語言功

能受損一直發出支唔的哭聲 ! 漲紅的臉仿彿

想把這輩子的不甘心一吐而出，最初跟來的

兒子一臉頑劣，抽著煙操著台語。

我 :( 阿伯是你的爸爸嗎 ? 醫生看過了

是腦中風喔 ! 要住院 !) 他撥了撥油頭，不屑

道 :( 那能活多久 ??) 這時，我愣住了語塞

( 嗯 ... 危險期約一星期 ..)

( 到底能活多久 ?) 我的話 , 被無情的打

斷，望了他一眼我答 :( 危險期一星期，要再

觀察 ) 對方拉了拉衣服丟下 :( 那死了再告訴

我 !!) 隨即踩著藍白拖揚長而去 .. 躺在床上

的董伯嗚咽聲都蓋過機器的叫聲了 .. 我拉了

把椅子在他跟前坐了下來。

( 董伯，我知道您很難過 ..) 我這樣開了

董伯
單位 ‧ 作者 / 專師內科組 ‧ 程珮清

頭 .. 董伯笨拙的拿出一張小紙條，上面是小

女兒的電話 .. 就這樣我坐在床邊陪著董伯一

會，臨走前，我拉開窗簾讓一方陽光映入病

室內，此刻董伯露出笑臉輕聲說 ( 天氣真

好，這樣漁獲一定很多 !)。

走回病房路上，已經連絡到董伯的女

兒，電話那頭細細的訴說起董伯的故事，他

離婚一人打漁生活，不成才的兒子只知道玩

樂跟董伯要錢 , 董伯心裡 , 仍最繫絆那久未

謀面的女兒 , 在電話那頭 , 聽得出對方焦急

的關切之意， 就在下午董伯病床邊多了一

個標緻的可人兒約二十來歲， 纖瘦秀麗的

身材，懷著身孕，臉上哭得梨花淚帶雨 . 看

見我彎了腰打招呼。

原來 , 董伯年輕時離婚， 女兒也自行

離家多年，父女兩人一直沒連絡，直到我們

連絡她，她才急急忙忙趕來醫院。請了醫師

來跟董伯的女兒解釋病況 , 言辭間女兒總是

沉默的點點頭。

這幾天裡 , 董伯因女兒陪伴，有了難得

的笑。偶而能自己拿拐杖漫跚的在病房散散

步，甚至也幫忙收拾好被翻的凌亂的被服。

人生的境遇，何嘗奇妙 ? 董伯朝思慕想的女

兒，卻因病相遇了⋯說穿了，就是無常 ! 百

轉千迴之間，總是柳暗花明。一次，在沁涼

的夜晚，我信步巡視剛發燒的病人，赫然發

現董伯跟女兒淚眼相對，我只對著董伯輕輕

點點頭，一眼望去桌邊凌亂，食物、乳液、

衣物各自歪歪歪斜斜的佔據一方。當下，我

被這場景當頭棒喝 ! 因為董伯女兒累了 .. 為

什麼我還自以為是的沉浸在董伯重見愛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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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象中 ??

抹抹臉，鍵盤上飛快搜尋的社工及出

院管理師的電話，急急鍵入董伯的資料，懊

腦的我帶著一絲慚愧。隔天就在辦公室與其

他團隊討論起對董伯出院的協助，如殘障手

冊、急難救助、慕款、出院安置機構⋯各方

資料的在眼前溜過，藉著各方意見，終於擬

定出一些可行方式。望著被筆畫的五顏六色

的計劃表，心裡稍稍有釋懷了些 .. 我忘不了

董伯知道能被安置在離女兒很近的安養機構

時，嘴邊漾起的笑靨。

醫護總在生死間做拔河，一端是神聖

的生命，另一端確是無常 . 在過程，我們成

了走鋼索的人。任時間消逝，我們該如何察

覺那些毫不起眼的變化 ? 在病與死的輪替

中，我們該如何更認真去愛 ? 這是個另一個

深奧的話題了 .. 董伯出院的那個晚上，我一

個人迷惘漫步在街頭 .. 細細咀嚼著這箇中滋

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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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心靈病房」觀後感
單位 ‧ 作者 / 骨科部 ‧ 張文馨

心靈病房是敘述一位專研 17 世紀英詩

的貝寧教授，從發現罹癌、治療到走完人生

的道路的歷程。身為醫護同仁的我，看到片

中醫療體系的冷漠，不襟自省要用什麼樣的

態度建立醫病關係。

貝寧教授在教學上嚴謹自持，令學生

敬畏，當她發現自己罹患卵巢癌，她冷靜面

對生病的事實，並允諾接受八個月全劑量的

實驗性化學治療。藉由影片的欣賞能感受到

癌症病人與病魔搏鬥的痛苦，片中敘述主角

成受疾病的痛苦，接受化療的過程與藥物帶

來的不適及副作用，如 : 落髮、嘔吐，讓貝

寧教授飽受折磨，但她還是勇敢面對，如片

中她所說的：必須經過痛苦，才能感受生命

的存在。當我們面對疾病並預期死亡即將到

來時，無論多堅強的人，都會感到害怕，如

片中英詩中的ㄧ段話：「死亡，你不必驕傲，

雖然人們視你為敬畏可怕的象徵」，面對死

亡每個人都需要心靈的安慰，雖然貝寧教授

曾說，她不需要訪客，但愛絲佛教授在床邊

為她講了小白兔的故事，被病痛折磨著的她

漸漸安睡了，因為她感受到「安全」，彷彿

故事中的小白兔，ㄧ直想逃家，但最後回到

了一直保護她的媽媽身邊。

影片中對病人用心照護的蘇西護理長

以及堅持做實驗不在乎藥物讓病人不適的醫

師形成強烈對比。護理長觀察細微，在乎病

人的需要，溫柔地為貝寧教授做關節運動

(ROM)，當貝寧教授嘔吐反胃，給了她冰棒

緩解不適，給予她呵護與與關愛，使貝寧教

授信賴蘇西，也表達出她「需要」蘇西的照

護。曾有句話說護理是舒適專家，蘇西護理

長對病人的關愛是值得效仿學習的。

當護理長勸傑森醫師減少藥物的劑量，

他因在乎實驗，所以堅持給全劑量的藥，但

並不全然是病人所需要的。診治時貝寧教授

在未被告知的情況下，於眾醫師面前掀開衣

物，她的隱私未被保護。且貝寧教授被內診

時，她感到非常的不舒適，她幽默的說「我

應該給成績甲上的」。貝寧教授在教育界佔

有一席之地，她該是備受尊敬的，但昔日的

權威教授，今日躺在病床上，任由醫護人員

的擺佈，令人不勝唏噓。當她遇見住院醫師

傑森，這位昔日曾修過她的文學課過的學

生，並未把她當老師ㄧ樣尊敬，而是把她當

成活體實驗對象，做學理的名詞解釋，用理

性的態度為她分析病情進展，醫療過程盡是

冷漠。片末貝寧教授逐漸失去生命跡象時，

傑森馬上為她急救，因為她是一位實驗病

人，他在乎研究無法繼續，而不是出自內心

真正的關懷，所以不顧貝寧教授已簽署了

DNR，他並未尊重病人的自主權。

藉由影片可成為我們照護病人的借鏡，

除了照護病人的生理不適，您否重視病人隱

私以及心理感受 ? 您所面對的是個需要支持

的病人還是這只是個工作 ? 倘若能站在病人

的角度思考，在治療前給與心理建設與關

懷，而不只是例行性的問病人「你 ( 妳 ) 今

天過得如何?」，然後得到病人簡短的回答，

但不是你真正在乎的答案。同時，影片可以

啟發我們去思考，當病人已經卵巢癌地第四

期，接受治療只能延長病人的瀕死期，你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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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考慮讓她接受八個月的痛苦，只是為了完

成實驗嗎 ? 我想，此刻我們照護的不只是病

人的生理層面，最迫切地應該是關懷病人的

心理層面，給予臨終病人心理的慰藉，幫助

病人臨終前可以感到安心、舒適，走得有尊

嚴。我們不僅要有精湛的醫療技術，更要有

同理心、視病猶親，才能稱得上優良的照護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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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近你的心
單位 ‧ 作者 / 13B 精神病房 ‧ 吳蕙如

回想你我曾經、或是正在面對的醫療

處境，護病之間除了專業、對立，甚至照護，

其實護病應該有不同的選項！照護病人的過

程中，發現於每位照顧者的背後及家庭，是

一段段的樂章集成及生命故事的分享，成

長、成熟、學習、沮喪、挫折的每一個片段，

在照顧者及病人的身上說出動容的生命故

事，感動了我，照顧者及病人當面對苦痛，

只有用心貼近，才能拔苦與樂。換個角度去

用心，看到的將是照顧者及病人的內心，照

護過程，從中找尋護理問題，並以優先順序

把緊急須立即處理的問題先處置，經過多年

的臨床經驗，教導我對生命的豁達與尊重，

其實，病人及照顧者給了我很多啟發。生

命，只在呼與吸之間流轉。一個轉眼，原本

燦爛的笑容就不復見。試著讓自己更敏感

些，多聆聽病人真正需求是什麼、講些什

麼，貼近病人的心，將是他們心理最大的慰

藉。多用心，解病苦。因為團隊，因為多一

分用心，便有可能讓一切改觀！也有可能為

病人開啟一扇希望的窗。

老天安排，生命中轉個彎，2015 年 8

月 30 號是令人錐心之痛的夜晚，從那一晚

起，我由天堂掉落到地獄，我的家人和我經

歷了父親的意外所造成的重大頭部創傷事

件，泣不成聲，失眠，胡思亂想，負向思考，

情緒低落，對任何事提不起勁，食不下嚥，

當下面臨救命積極手術或是放手的抉擇，時

間一分一秒的流逝，簽下手術同意書的那一

刻及簽下告病危的當下，手在顫抖，急救或

不急救，快速的和家人討論後，每項決定，

都是關係到父親的生命存活。雖然我是在醫

療從事臨床護理照護已有 10 多年的臨床經

驗，生、老、病、死，我每天都在經歷，但

當惡耗的降臨，幸運之神似乎已遠離，採取

積極西醫治療，從 ICU 轉入 RCC 到轉出神

經外科病房，合併中醫療法，民俗療法，求

神問卜，所有能試的方法，都不放棄，終於

到了出院的日期，並不是鬆了一口氣，而須

面臨一件件的事情接種而來，我知道，父親

會好轉，可以體會明白家人的擔心，但是壓

瘡、長期照護的安排，一路走來，很感謝貴

人的協助及幫忙，義大醫院醫療團的照護，

親戚們提供的心理支持，神明的保祐，這麼

多人在鼓勵著我，並且真的撐了過來，這樣

的感受刻骨銘心，終於父親的健康有好轉，

除了感恩還是再次感恩。心情不美麗，母親

及家人的哀傷反應，成長的代價背後是殘酷

的，足以催毀幸福完整的家庭，照顧者心酸

的全貌及代出，將心比心把創傷化為一股力

量，把封閉的自己，透過臨床的忙碌及精神

科臨床照護的工作，更加能體會家屬的辛

苦。

當我看到一位躁鬱症合併糖尿病病人

家屬對病人無微不至的呵護，不求回報的付

出，無期限的進出病房，歲月的無情，在其

先生的臉上充滿皺紋，自己拾不得吃，總是

把最美味的讓太太享用，太太總是大口、狼

吞虎嚥、根本不管先生到底吃了沒，先生總

是一句話表達無私的愛，太太生病了，身體

都變差了，營養狀況不好，我的份給她吃就

好。反思，先生對太太的真心真意、無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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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令人動容。憂鬱症的病人反覆性的自

傷，對於家人有如不定時炸彈般，不知何時

她又會作出什麼傻事，對身體進行破壞，這

時護病關係就很重要，評估者必定要保留輕

視的判斷，相關的會談主題，確認其動機、

有效性的溝通，相關的處理技巧，有時適時

的關心也許會改變其心意，令其回心轉意，

陪伴及持續性就醫，這是必備的。

從氣爆事件、八仙塵爆案、土石流，

天災人禍，這些事件，在日常生活中和大家

息息相關，每個人每個家庭的背後總是有故

事的，體會出，不到最後一刻絕不放棄，因

為無論如何都可能會有好轉的奇蹟出現。當

生命歷程中的苦與樂早已交融難分，除了坦

然自在面對，將發現的是真摯而直契心頭的

動人。計劃趕不上變化，下一秒的何去何

從，更加體會到保握當下的重要性。良好的

健康狀況，真的須時時刻保持警覺，健康即

是財富，這真的是至理名言。「其實疾病並

不可怕，可怕的是未戰先輸的心。」找尋安

頓自已心靈的可能，超越病痛，那才是真正

拔苦、與樂的契機。努力地為每位病人一盞

燈，即使只能帶來一絲光明、些許溫暖。心

頭百感交集，無悔地付出，讓生命綜放出朵

希望的花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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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me go
單位 ‧ 作者 / 6C 血液腫瘤病房 ‧ 鍾淑君

可不可以尊重我在清醒時為自己做出

的決定，可不可以別再改變我及我親愛的家

人未來的命運，可不可以就此停止這一切無

謂的掙扎。

我是個很幸福的人，在 60 年前和我的

先生簽下我人生第一份證書，這代表著我們

即將從兩個家庭合而唯一，這是我人生第一

張也是讓我步入幸福家庭的一張同意書 ...。 

婚後 ... 我們攜手一同為事業打拼，雖然苦、

卻樂在其中 ...。就這樣，幸福了一輩子。原

以為我可以和老伴能如幻想中，在我們守護

了一生的家裡安享晚年；但人生往往無法盡

如人意，老天爺終究給了我們考驗。

在我的家人為我開心慶祝 75 歲大壽

時，我以為可以含飴弄孫、四處遊玩的時

候，我 ... 倒下了，中風 ... 這是多令我難過

的消息，當時被送往醫院後，只記得我躺在

病床上，左側完全無法使力、嘴角歪斜，經

過近一個月和醫師配合治療，我最後杵著拐

杖走出醫院，在回家的路上，老伴、孩子們

開心的描述家裡如何為了我做了裝修及無障

礙空間，我聽著也不時開心的回應、附和，

在距離家不到 10 分鐘時，我輕輕向愛我的

老伴、孝順的孩子們說出：『以後再發生甚

麼事 ... 別救我了，讓我好好跟著佛祖去，

雖然你們會不捨、會難過，但如果可以讓我

平靜、安詳的睡去，那真是世間上最幸福、

最圓滿的了 !』；說完，車裡一片安靜，有

啜泣聲，但 ... 愛我的他們仍尊重我這項重

要的決定；回到家，在所有孩子們的見證下

簽下我人生最後一張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一

張同意書 - 安寧緩和意願書。

雖然簽下了這樣一張意願書，不表示

我可以消極、放棄我的人生；我仍然積極配

合醫師安排的復健，按時服用每顆藥物，我

努力的向愛我的人證明，我不是放棄治療，

而是我努力並積極的讓我的人生舒適、平

安。

努力了兩年...仍無法敵擋命運的安排，

77 大壽將至，佛祖引領，讓我在一次的睡

夢中失去了意識，沒了呼吸、僅存微弱的脈

搏，準備向愛我的人道別。當時慌了手腳的

孩子們，似乎忘了我每日的叮嚀，叫了救護

車送往醫院。

躺在擔架上的我，已無法為自己多說

甚麼，健保卡刷出我的身分，註記著已簽暑

安寧緩和意願書，我安心的沉沉睡去，機器

刺耳的警報聲震耳，依稀間，似乎也參雜聽

到急診醫師向家屬說明病況、可以急救的過

程、撤除意願書的種種說明 ...。

因為一張紙，我以為我可以無後顧之

憂；因為一個人，怕痛的我被插上氣管內管；

因為一個決定，呼吸器跟著我近一個月；因

為心臟還固執的跳動，從此 ... 我體無完膚。

看著老伴被外籍看護用輪椅推到我床

邊，我 ... 無力握緊他的手、無法用力抱緊

他，甚至 ... 連自主微笑、流淚都無法控制，

任由他心疼的檢視我全身任一傷口，任由他

用著哽咽、虛弱的氣聲詢問我的護理師 : 我

太太還有在呼吸嗎 ?

我很痛 ... 你能了解、體會嗎 ?

大於 20 公分、見骨的壓瘡傷口，痛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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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現在我無法表達我的痛，無法在換藥時

皺眉以提醒護理師動作再輕點 ...。但在它日

漸成形時 ... 不痛嗎 ?

不斷冒出痰的氣切，是這次的〝幸運

獲救〞、〝永不放棄〞的劇情後的新禮物，

看著痰不時伴著咳嗽噴出，愛美的我 .... 不

痛嗎 ?

你們不是我 ...

別輕易改變我的決定 ...

別鼓勵我的家人撤回我親筆寫下的意

願書 ...

每個人的人生 .... 都是自己的

但 ... 接下來的人生 ... 我還能為自己發

聲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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