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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蓮病房全人照護
臺中慈濟醫院

臺中慈濟醫院心蓮病房成立七年，

推動安寧療護病人及家屬善生、善別，

最後能安心離世，圓滿善終，讓愛延續，

獲二○一九年 SNQ國家品質標章護理照護服務類認證；

團隊持續幫助病人與家屬過好生命中的每一天，

引導道謝、道愛、道歉、道別的四道人生，

致贈彼此最珍貴的生命禮物，死者無憾，生者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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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鄰近歲末的十一月十一

日，冬陽正暖，和風徐徐。臺中慈濟

醫院心蓮病房同仁與志工們來回穿梭，

人人臉上歡喜滿溢，好不熱鬧。這天

是心蓮病房通過「SNQ國家品質標章
護理照護服務類認證」的慶功宴，單

位懿德家族與癌症關懷志工們帶來一

道道香噴噴的「手路菜」，讓參與認

證辛勞多時的團隊，分享美好的成果。

臺中慈濟醫院心蓮病房結合家庭醫

學科、中醫部與護理團隊形成穩固的

鐵三角基礎，細心照顧每位病人。心

蓮病房護理長黃美玲感恩地說：「心

蓮病房成立七年了，就像剛進小學啟

蒙的孩子一樣，通過 SNQ認證就像
通過入學考，心蓮的照護層面不只是

在心蓮的病房裡，而是要放眼到整座

醫院、輕安居（護理之家），甚至整

個社區，希望讓更多的病人能夠獲得

這小而美、卻又小而廣的全面精緻照

護。」

從誤解、了解到接受

多數人對入住心蓮或安寧病房多半

存在擔心與猶豫的誤解。其實，臨床

訪查經歷各種治療的末期病人，什麼

是最重要的事？大部分的答案是「讓

我舒服的過每一天吧！」但，當醫療

走到極限，醫師建議是否入住心蓮病

房，家屬卻又會產生諸多的遲疑甚至

拒絕，因為一般人認為，心蓮或安寧

病房是個消極、等待死亡的地方，甚

至罣礙環境是否幽暗、不舒服。黃美

玲護理長體諒的表示，因為不了解才

有誤會，她理解的說，連看過許多生

老病死的慈濟志工也會有困惑啊！

罹患白血病的慈濟人文真善美志工

陳聰霖師兄，就經歷過這段困惑期。

陳聰霖因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經過各

種治療，醫療終究走到極限。血液腫

瘤科黃冠博醫師建議可以到心蓮病房

做症狀控制，但陳聰霖師兄打從心底

排斥，他認為「到安寧病房不就是在

等死！」陳太太不忍心先生身體痛苦，

替他做了決定，希望他在人生最後路

程能舒服一些，可是心中仍有一絲不

文／黃美玲、江柏緯、謝明錦

臺中慈濟醫院心蓮病房獲二○一九年 SNQ國家

品質標章護理照護服務類認證。左起：心蓮病

房護理長黃美玲、護理部主任張梅芳、督導許

琦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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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深怕做錯選擇。

他們入住心蓮病房的第一天，兩人

愁眉不展，擔心、害怕、恐懼的念頭

盤繞不去。陳聰霖首次接受主治醫師

巡房問診，家醫科醫師蔡恩霖以淺顯

易懂的話語，仔細說明疾病狀態與未

來照顧方式，建議不要讓輸血與太多

藥物加重身體負擔，而且用少量的止

痛藥減緩疼痛，對他說：「不痛就能

睡好一些，保留身體剩餘的能量。」

蔡醫師一句「省省地用」安定了夫

妻倆的心情。陳太太說：「就是『省

省地用』這句話，讓我們心安了一大

半。」了解未來的醫療方向後，兩人

看著護理師的細心照護程序，竟然在

廿四小時內，完全翻轉對心蓮病房的

刻板印象。

這類觀念翻轉的案例不少。黃美玲

護理長表示，在心蓮病房非常重視病

人的身體症狀控制，症狀控制是一切

舒適的基礎，身體疼痛或其他不適，

讓病人分分秒秒都過得很辛苦。要「症

狀控制」須經過醫師仔細評估及用藥，

希望病人三天內能緩解不適症狀。主

治醫師接著會透過「家庭會議」，與

病人、家屬三方討論未來照顧方向，

通過 SNQ國家品質認證，臺中慈濟醫院心蓮病房團隊齊慶祝，希望持續提供善生善別、善終無憾的

最佳品質臨終照護。前排右四為莊淑婷副院長。攝影／江柏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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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切的清楚說明病情，讓病人理解目

前身體狀況。然而，治療的希望也設

定在「可達成的目標」。

「身體安適」是讓病人過好每一天

的基礎，也是臺中慈濟醫院心蓮病房

醫護同仁，希望每位病人都能「善生」

的初衷，不僅僅是讓病人、家屬安心，

也真正力行政府推動「病人自主權利

法與預立醫療照護」的精神。

全方位照顧病人、家屬身心靈

照護病人外，心蓮病房團隊一樣重

視照顧者的身心狀態。陳太太因為長

期照顧先生導致睡眠不好，經常性的

心情煩躁讓原本嬌小的身體更顯瘦弱。

用心照顧的護理師們都很清楚，面對

死亡，家屬往往要承受更大的壓力，

有時比病人更需要關懷照顧。陳聰霖

第一天住進心蓮病房，護理師就在夜

間入睡前叮嚀陳太太，晚上護理師都

會來巡視病人，請她安心睡覺，放心

將師兄交給護理師。第二天一早，陳

太太向護理同仁道謝，直說：「我好

久沒有這麼放鬆的睡個好覺了。」長

久以來，陳太太照顧先生都是親力親

為，入住心蓮病房，她感受到「自己

不孤單」。

這天，心蓮病房安排陳師兄洗澡，

陳太太在專業照服員協助下，讓先生

舒舒服服的泡澡，過程中照服員細心

說明過程及安全事項，陳聰霖感恩的

說：「以前當醫療志工，幫臥床病人『浴

佛』（洗澡），覺得很有意義，沒有

想到自己現在也被『浴佛』，真是很

殊勝的待遇！」陳太太看到先生如此

放鬆，終於覺得照顧先生，不再只有

自己孤軍奮戰了。

洗澡對一般人來說是件稀鬆平常的

事，但對長期臥床或有管路在身上的

癌末病人而言，會因為空間、人力、

技術等因素，讓洗澡變成奢望。洗澡，

可以是病人身心靈放鬆的起點，臺中

慈院心蓮病房病人洗澡率平均值是百

陳聰霖與太太在二十四小時內改變對於心蓮病

房的刻板印象，認為心蓮病房是好好珍惜過每

一天的地方。圖為黃美玲護理長幫陳師兄理髮

保持清爽。攝影／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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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三十五點六，意即每天住院的病

人，能夠達成每十位中有三到四位病

人洗澡，盡可能讓病人感受輕鬆舒適

的生活感受。此外，心蓮病房病人在

入住二十四小時內就會開始常規照護，

除了檢視病人狀況，更透過訪談了解

病人與家屬需求。且有護理師協助家

屬夜間照顧病人，讓照顧者能一夜安

眠。種種作為，都是心蓮團隊溫馨的

關懷，營造「我們是一家人」的氛圍，

讓家屬身心安定下來。「家的溫馨感」

正是心蓮病房的寫照。

讓病人不留遺憾　走完人生

陳聰霖從小就想當老師，長大後雖

選擇念機械並創業，但「當老師」的

心願還深埋心田，病了以後，轉而期

待能有機會當「無語良師」。父親節

前一天，陳聰霖說：「很想回去看看

爸爸媽媽，可行嗎？」觸動醫護同仁

的心，經蔡恩霖醫師評估，同意讓他

請假回家和家人相聚。到家後，陳師

兄跪謝父母養育之恩，也委婉的說出

想要捐贈大體的心願，希望父母成全，

場面令人動容。陳師兄也因說出心願

放下罣礙，他的意志與大愛，更促使

家人尊重並接受他的決定。心蓮團隊

看見他的孝心，建議家人舉辦一場「家

庭聚會」，讓家人一一跟他道謝、道

愛，聰霖師兄還錄製一段影片跟未能

與會的黃冠博醫師道謝，他說：「我

最感謝治療期間黃冠博醫師戰戰兢兢、

不離不棄陪伴，醫師已經不只是醫師，

他是心靈的導師，更是我人生最大的

禮物。」醫護同仁看著都紅了眼眶。

心蓮病房照顧期間，陳聰霖不但得

到需要的醫療照護，還能如願出院回

家與家人一起生活，安寧居家護理師

每週到宅訪視，最後平靜無憾地往生，

更完成捐出大體給醫學教育的心願，

成為大體老師，即證嚴法師讚稱的「無

語良師」。陳太太回顧這段歷程：「心

蓮病房真的不是等死的地方，團隊給

我們很多陪伴，更重要的是提醒生命

真正重要的事，我認為心蓮病房是：

好好珍惜過每一天的地方」。

心蓮病房安寧療護的意義，就是讓

病人和家屬真正能做到生死兩相安、

了無遺憾的境界。陳師兄從不安、害

怕進入心蓮，到安心接受安寧療護，

甚至能如願成為無語良師，是團隊的

努力與用心的結果。黃美玲護理長回
心蓮病房護理師陪伴陳聰霖師兄的孫女畫畫送

給阿公。攝影／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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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初來心蓮病房的時候，我一直

站在窗邊，看著這麼好的景色、這麼

好的花園，就在心蓮病房旁邊。心想

服務過許多醫院，什麼樣的力量讓醫

院把最經典、最優美的地點留給心蓮

病房呢？」她說：「甚至每床病人都

可以推到戶外晒晒太陽、聽聽鳥叫，

這分『把他人放在心上』的力量，一

直支持我走下來。」心蓮病房獲得

SNQ國家品質標章的肯定，黃美玲覺
得這是團隊互相信任一起合作的成果。

晨光、鳥語和花香是臺中慈濟醫院

心蓮病房的環境特色，H型建築形式，
每個病房採光及通風非常良好。接觸

陽光對每個人，無論健康與否都是很

好的事，但對末期病人更重要！心蓮

病房門一開都能走進花園，讓病人在

溫暖陽光和微風陪伴中，與家人一起

談天說笑。住院不一定要被局限在病

房，輕輕鬆鬆到病房外感受不一樣的

美景，臺中慈濟醫院留給末期病人最

好的風景，讓「大自然的療癒」在心

蓮病房隨處可得，也是心蓮團隊強調

「全人照顧」的一環。

陳聰霖師兄圓滿成為花蓮慈濟大學無語良師的心願，臺中慈院常住志工黃明月師姊（右）關懷師兄家

人往返花蓮食宿交通等問題。攝影／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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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夢計畫�讓生死兩無憾

「安寧療護」是讓末期病人走完人

生最後一程，在終點站抵達前，提供

身、心、靈的全人照顧，協助病人及

家屬一起面對死亡的各種調適，讓生

死兩無憾！在安寧療護理念下，心蓮

病房推動病人及家屬「善生、善別」，

最後能安心離世「善終」，以身體安

適、持續連結生活、讓病人家人彼此

安心、達到圓滿善終為目標，讓心蓮

病房是「善生善別」，「善終無憾」、

「讓愛持續延續」的臨終照護場所。

心蓮病房更提升慈濟醫療志工專業，

在醫療之外提供心靈層面的溫馨關懷

服務。癌症關懷志工每天安排不同的

陪伴方式，甚至透過聊天與分享，探

知病人或家屬的心願，再透過團隊的

力量盡量幫助他們圓夢。

阿香才剛診斷出胰臟癌，病情進展

快速，不久就轉入心蓮病房。護理師

拿來精油小卡迎接，阿香閉上雙眼感

受檸檬精油的清新，鬆開緊皺的眉頭，

笑了；但肚子疼痛感又突然襲來，護

理師細心察覺到，輕聲說：「妳一定

很不舒服，我來幫忙讓妳舒服點！」

再用備好的精油及乳液輕柔按摩，阿

香說：「我好久沒有這麼舒服了！」

就這樣，阿香很快的接納、信任心蓮

病房。

心蓮病房團隊投入「收藏麵

包的記憶」圓夢活動，讓小

佩在父母面前展現自己的烘

焙能力，讓母親放心，父親

也引以為傲。攝影／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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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香有虔誠的一貫道信仰，病後也

清楚自己的最後歸宿，但始終掛心不

下小女兒小佩。念食品系的小佩，暑

假天天來醫院陪伴媽媽聊天，可是總

是淚眼汪汪、哭紅雙眼。癌關志工多

次陪伴關懷，得知小佩曾獲得麵包烘

焙比賽冠軍，並且通過檢定考試。小

佩心中一直希望跟家人一起做麵包，

更期望藉此證明自己已經長大，希望

母親能放心，別為她擔心。因此，志

工與團隊討論後決定為他們舉辦一場

「收藏麵包的記憶」活動。

「收藏麵包的記憶」由小佩擔任主

廚，她親自做麵包讓媽媽阿香再次品

嘗她的手藝。烘烤麵包這天，心蓮病

房滿是濃濃的麵包香，愛的味道讓眾

人甜上心頭。從揉麵、包餡、烘烤，

小佩拿捏得精準到位，一點都不馬虎，

甚至還教爸爸、哥哥還有志工一起做

麵包，儼然就是烘焙師的架勢。麵包

烤好了！小佩精心裝飾烤好的麵包，

親手端給阿香說：「媽媽，妳放心吧！

我現在很獨立了，在學校也認真學習，

沒有交到壞朋友！」阿香看見女兒的

懂事，輕嘗一口紅豆麵包，臉上立即

露出肯定、放心的笑容。

四道人生　把愛說出來

簡單的烘焙會，讓小佩一家圓了

「願」、滿了「望」，更讓母親好放

心。心蓮病房團隊深信：「安寧療護

的意義是幫助臨終病人照顧好一念心，

好好去想下一步往哪裡去。讓病人與

家屬在過程中創造美好的共同回憶是

很重要的事。」阿香的先生感恩心蓮

病房團隊，規畫對全家人極具意義的

活動。他說：「太太幾次進出急診，

已盡全力治療，最後決定不再增加痛

苦。末期病情當然會讓孩子傷痛，但

感謝團隊像大家庭般慈悲，讓太太在

這裡學會放下。」「收藏麵包的記憶」

圓夢活動，讓小佩在經歷悲傷失落的

歷程時，能想起媽媽曾陪她做麵包的

美好回憶，縱然媽媽已經離開，但母

親的愛永遠刻在她心中，這也是心蓮

病房圓夢計畫「讓生者心安，讓死者

無憾」的真諦。

臺中慈院心蓮病房的安寧療護強調

四道人生，透過四道人生――道謝、

道歉、道愛、道別，讓家人與將要離

開的親人有「善別」的機會，將是彼

此最珍貴的禮物。愛要說出口，真是

不容易！經過多年累積經驗，心蓮病

房用心設計「四道人生圖卡」、「描

繪觀音」、「繪曼陀羅」等作為媒介，

促進家人間互動，讓內斂不易說出口

的感謝，有更多元化的創意與延伸，

經由藝術及視覺呈現表達情感，讓家

人共同生活的美好關係再次連結，且

再次創造美好的回憶，為家人在親人

離世後的哀傷歷程增加復原力。作品

則貼在床邊「愛的交流站」公布欄，

讓家人彼此分享且再次交流，或許重

新述說當時的心情及回憶。「四道人

生圖卡」及「愛的交流站」開啟病人

與家人內心交流的另一扇窗，是心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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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創新的照護模式，也增加「說愛

道謝」的機會。讓家人珍惜最後相處

的時光，臨終前的每一天成為生命成

長的時刻，家人心中的愛能延續下去！

前任心蓮病房主任宋禮安醫師曾轉

述：「有病人說，實在太後悔住進心蓮

病房，問他為何會後悔呢？他說後悔

『太晚住進來了！這裡不但把病人照顧

得這麼好，讓家屬也很放心，早知道早

就該進來了！』」不僅給團隊一劑強心

針，更強化了心蓮病房的重要性，才能

讓病人有「相見恨晚」的感受。

臺中慈院心蓮病房能夠提供適切的

照護，來自於健全的團隊，包含家醫

科醫師的全人關懷且症狀控制精準，

貼心的護理師、時時能補位的社工師

與癌關志工無私給予歡笑及全程關懷，

還有安定心靈的宗教師；團隊合心努

力，只為提供優質且有尊嚴的最後一

程陪伴，最終能「生死兩相安」。

臺中慈院心蓮病房運用「四道人生圖卡」、「描繪觀音」、「繪曼陀羅」、「愛的交流站」公布欄等

幫助病人及家屬把愛表達出來。攝影／曾秀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