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　例

簡單的例子：一個學生去國小

實習，某天他回來對我說：「老

師，我接到一個個案，有個孩子

十二歲，小六了，他六歲的時候，

爸爸過世了，我很想讓他回憶過

去，引發他正常的悲傷，但是，提

他爸爸都沒有反應，沒有任何的

情緒。」我就問這個學生，他現在

的困擾是什麼？為什麼找你？學

生說:「他因為爸爸死了以後，媽

媽就上台北工作，把他交給叔叔

帶，跟叔叔住，叔叔其實很照顧

他，待他也很好，但是他卻有寄

人籬下的感覺，因此

他常常在下課以後在外

面遊蕩，一直到晚上八、九點才回

去睡覺。他的老師很擔心，說他需

要輔導。」我說，來﹗同學，照理

論，他走到哪裡了？他已經能接受

爸爸死了和媽媽離開他的事實。

他有兩重失落。媽媽雖然沒有拋

棄他，但要到外地去賺錢養他，算

是離開他了，讓他認清爸爸過世，

媽媽去外地工作的事實，然後呢，

他一定很難過。我的學生說：「我

提這兩件事，孩子都沒反應。」這

個孩子其實已經到了適應新生活

的階段，因為他沒辦法適應現狀，

關愛你！疼惜你！
─談生死教育的理論與實踐（二）

二○○七年五月十九日講於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

 林綺雲　主講
 黃儀娟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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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辦法跟叔叔重建新關係。

學生都以為悲傷輔導，只專門

做情傷，不是的，任何狀態都可以

用這個理論來導治。所以我告訴

我的學生說：「要告訴對方學著

去適應，怎麼跟叔叔相處，適應爸

爸媽媽不在身邊的生活，還要適

應跟叔叔的關係。」我常常告訴學

生說，在小時候失去爸爸或媽媽，

車禍走了，或是生病走了，後來

父母改娶或改嫁，這樣對小孩好

不好？我們的傳統文化認為不好

啦，總認為應該等頒發一個貞節

牌坊，守寡一輩子。

早年的婦女，守寡一輩子，現

代社會沒有貞節牌坊，也不用守

寡，但是傳統觀念，道德規範還

是認為不可以改嫁或者改娶，甚

至孩子們都會覺得你背叛死者。

要告訴孩子，死者不能復活，活的

人要繼續活下去，要協助他或她

快樂地過完下半輩子。如果每天

讓他去回憶，讓他卡在過去，那如

何重建新關係呢？如何讓他去適

應這個人已經不存在了？他走不

下去的，悲傷輔導也沒用。來找我

輔導，我也頂多告訴你，重新開始

吧！如果你們的子女都不能接受，

那麼子女便需要輔導。

遺囑的重要

和各位分享：我的公公七十八

歲了，有一天他突然問我：「你是

在教什麼？（台語）」 我趕快機

會教育：「爸爸你都七十八歲了，

我的學生十八歲，我教他們寫遺

囑，你七十八歲更要寫。」他側過

身子瞪我，我對他說：「你自己問

我教什麼，我實情實說啊﹗」 我

等著他回答。我公公問：「那我怎

麼知道我死的時候還剩下多少東

西？」 我說：「是此時此刻你有

多少，交代多少，一年後再拿出來

改，隨時可以改啊﹗」我的學生去

峇里島才一個月，就對我說:「老

師，把遺囑還給我，我要修改。我

去峇里島負債累累，本來還有二

萬元，現在還要找人幫我還債，

我要在遺囑裡交代，刷卡刷太多

了。」

各位請猜猜看，我公公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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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遺囑？那時他

七十八歲，他沒

有寫，五年後他

死了，在九二一地

震那一年走的。

這五年間，他都沒

有寫，我一直覺得是

他不想寫，因為他的孩子太多，他

怕寫了會造成死後人家說他不公

平之類的話。不寫遺囑其實也會

有問題，會造成子女們難以秉公

處理，甚至爭產。如果你是爸爸，

以你愛孩子的心，當你在分配財

產的時候，一定把愛放在裡面，孩

子有的很有成就，有的沒有成就，

天天來跟你借錢，必然如此，對不

對？我公公死了之後，我才知道有

人老是跟他借錢。大哥理所當然

出來主持治喪和析產，所借的錢

要統統還回來。我們先清理債務，

看總額有多少，再重新分配。如果

你是爸爸，你願意借錢給孩子，我

相信你也沒有想到死後要把它要

回來，對不對？ 既然如此，遺囑

就寫清楚嘛─所有借錢的，在

我死後，一筆勾銷，類似這樣。

老外都會寫，遺產不給子女，

要捐給什麼基金會之類的，老外

比較有那種觀念，孩子們要靠自

己的努力去賺取他們未來生活的

錢。不像我們，我們都把遺產留給

孩子花。孩子雖然不知道怎麼賺

錢，可是一定會花錢，所以中國人

才會講富不過三代，這是有道理

的。盡量不要把遺產留給孩子，要

把能力留給孩子。我的孩子要學

什麼都讓他學，我對他們說:「媽

媽也沒有什麼錢，你們要學什麼，

我投資你們，你們就去學。媽媽死

了以後，你們必須靠自己的能力養

自己。」所以他們都多才多藝。

死別吞聲

還有，鼓勵個案參與重要親人

的生離死別。我曾經接觸過一個

小孩子，是外公帶大的，上幼稚園

的時候，外公有一陣子帶他去上

學，後來外公生病了，媽媽就把他

接回來。外公過世時，這個孩子完

全沒參與喪禮。有一天孩子的學

校舉辦運動會，他跟媽媽說：「我

關愛你！疼惜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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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外公來參加我的運動會。」因

為媽媽從未跟他講過外公已經不

在了，後來還是他的鄰居告訴他：

「你阿公死了，你不知道嗎？」孩

子很憤怒，因為他跟外公的回憶，

還停留在幼稚園上下學，還活生

生的。如果他媽媽能讓他全程參

與外公生病到死亡的過程，他便

不會充滿困惑，正因為他並沒有

全程參與，就像一張圖畫紙，白

的，隨便畫，今天高興，他會以為

外公還活者，明天不高興會認為

外公拋棄他。如果能讓他參與，他

就會告訴人家，外公後來生病了，

越來越瘦，之後死了。他的回憶是

很實際的。所以親人死亡了，一定

要讓孩子們參與，參與重要親人

的生離死別，甚至死前的那一刻

都要去告別。

現代的御花園

我今天也要借這個機會向各位

介紹，我們台北護理學院有座御

花園，同時說明什麼叫做悲傷輔

導。這個花園是我當研究所所長

的第一年蓋的，又是新的院舍，

我很想去國外進修參訪，多看人

家是怎麼做的，所以我第一年去

國外的時候，買了一張海報作為

花園的理論架構，叫做「悲傷花

園」，我把那張海報買回來，掛在

我們所裡兩年。

兩年後我們學校換校長，她第

一年就說，我們學校太不美了，只

有綠色跟白色，屋子都是白的，樹

木都是綠的，都沒有花，她想要

多種一些花，要花很多的錢蓋花

園。我一聽她講花園兩個字，我買

的那張海報便馬上跑到我的腦海

裡，我趕快說:「校長，我們是護

理學校哦，在國外有些稱作療癒

的花園…」其實我不知道要怎麼

蓋，我只是建議學校，花園的風格

可朝這方面發展，校長一聽覺得

好像還不錯，就請我參加規劃小

組，而我也說服了規劃小

組蓋一座療癒的花

園。建築費五百

萬呢，我說，要

有療癒功能，便

要有很多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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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座 悲 傷 花 園 就 是  D r . 

Wolfelt 的概念。他講得很簡單，

他說，「當人有很多失落的時候，

就像走到一個很荒涼的花園，心

境是很落寞的，什麼顏色看起來

都是沒顏色的，然後你會走一條

很曲折的路，人生是迂迴的，繞來

繞去，在那兒找答案。但是你要學

會照顧自己，你要學會找工具來

開墾你的心靈。」這些概念我都好

喜歡，我就設計一個自我照顧區。

Dr. Wolfelt說，「如果你沒有辦

法自我照顧，你就要去尋找專業

心理師的協助。」尋求協助是第二

個區域，也就是說，你不知道日子

怎麼過了，你不知道自己怎麼了，

你可以來找我，或找醫生。

最後，就是「要跟憂愁和解，

跟悲傷共處」。Dr. Wolfelt這樣

寫，寫得很簡單。我抽取他的理念

成三條，因此這個花園就有三區：

自我照顧區、心理諮商區、和解花

園區。 

在「自我照顧區」，我設計一

個花房。我問學生「會不會買買花

或是種種花，讓自己的心情好一

點？」有人回答「我會」。因為它

是個花園，我又做一個「園藝治療

區」，讓孩子們能夠學東西，享受

有生命成長的感覺，有成果的感

覺，會讓人感到很喜悅。

在「心理諮商區」中，有一個

家庭「追思區」，也就是做家族治

療的地區，我把它設計成一個小

斜坡，可在上面做輔導，底下是一

個沙坑，給小朋友玩沙，也可以做

沙療。我們的花園現在最熱鬧的

就是這個沙坑，每天都人山人海。

為什麼？因為旁邊有個幼稚園，

老師們都很喜歡把小朋友帶來玩

沙。

另外，還有一道「追思牆」，

我們常常在這裡做團體輔導和個

別輔導。去年辦了一個自殺者遺

族輔導，是說家裡有人自殺，你是

遺族，可以來接受團體輔導。去

年做團體輔導時適逢梅雨季節，

我們每個人撐一把傘，那個景象

現在還在我的腦海裡。每個人都

在找自己的家人(逝者)，然後跟他

對話，我要求家人要跟他們「訴

別離之苦，原諒他，祝福他。」有

關愛你！疼惜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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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不肯，對我說：「他用自殺

的方式，我好生氣……」 我說：

「好！ 沒有關係，那你就告訴

他，你有這種感覺。你為什麼用這

種方式傷害我們，讓我們這麼痛

苦，告訴他吧，但是還是要跟他告

別，希望他在天堂，在那裡是平安

的。」這個方式是仿越戰紀念碑，

那道黑色的牆，可以看到自己的

身影，看到身影，你就

會感覺好像有個影子在

跟你對話。

第三區叫「和解

花園區」。我常常

在這裡用十分鐘輔

導一個人，我會告訴

對方說，走！去花園，去花

園中的眼淚池，撿一片樹葉，跟樹

葉講，你最近在煩些什麼？不用

跟我講，找個角落去講，花兩分鐘

講完，然後將樹葉丟到眼淚池。很

有趣的是，每次學生丟下去的樹

葉都不會動，我說樹葉怎麼了，學

生回答:「老師，它都不動耶。」

終於，樹葉慢慢移動了，就在眼淚

池的旁邊，一直繞…轉不出去，學

生又說：「老師，它好像轉不出去

耶。」我們常常會將自己卡在一個

地方，鑽牛角尖，轉不出去。

我說：「那怎麼辦？來，我們

找一根樹枝，用樹枝把樹葉弄到

水道的出口，它就開始漂流。我們

就跟著樹葉走，它會一直流，流到

心願池來。」我請學生把樹葉撿起

來，找個地方埋好。學生會問我：

「老師，可不可以埋在花下面，埋

在樹下面？」我回答：

「可以啊，隨便你怎麼

埋。」 他把葉子埋起

來，我用一張小木

片，讓他寫一個新的

心願。等埋好以後，我

們在這個心願池旁手牽手，

跟自己講話，告訴自己怎麼走下一

步，還有，發生什麼事情，怎麼樣

祝福自己，祝福別人。當然，有的

人還是會很有情緒，他會告訴我：

「老師，我很難做到這樣，老師，

我盡量做……」不論如何，最後，

我還是會要他們寫幾句話，並把

那張小木片掛在樹梢。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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