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銀髮族臨終關懷服務之探討（一）

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講於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紀潔芳　主講
 呂妙香　整理

我一直

在做臨終關

懷的社會服務工作，我把生死教

育的理念和作法，用來關懷銀髮

族，今天就和各位分享經驗。

三個故事

有一位楊老師的父親得了

癌症，每天需要服用大量的止痛

藥，他不知道自己為何會得這種

病，心裡感到很沮喪，脾氣也

變得焦躁。當楊老師請求我協

助時，我替她想了一個方法，

那就是請她詢問父親：「以前

阿公是怎樣把您帶大

的？」當她提出這樣的問題時，

父親說：「妳為何會問這個問題

呢？」女兒說：「要幫您寫一本

書啊！」父親回想早年家裡非常

窮困，阿公要種田撫養全家人，

生活很艱苦……於是他開始講前

塵往事給女兒聽。第二天，楊老

師拿了一篇文章給父親看，跟

他說：「爸爸，這是昨天您說

的。」父親很驚訝。後來，楊老

師每天下班後，就請父親說他生

命的故事，二十天過去了，父親

一顆止痛藥都不需要服用，為什

麼呢？因為他患病後的生活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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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痛」這個點上，現在轉換

生活重心，他開始回顧過去，而

且都是溫馨的一面。

想一想，我們有沒有這種

能耐？當家人得了重病，我們能

否幫助他在絕望之中重新找到希

望？楊老師的父親到最後身體很

衰弱時，她就把全家的照片，還

有自己在美國念書時父親寫給她

的信都掃描下來，編印成書送給

父親，父親看了感動得掉下淚

來說：「我沒想到妳還會幫我寫

書，這輩子我已經很滿足了。」

楊老師對父親說：「我把這本書

送給國家圖書館和您的好友們，

讓大家都可以讀到您的故事。」

老人家聽了頗為欣喜。我們稱這

種方式叫做「生命回顧」或是

「生命回饋」，當家中長輩年老

體衰，情緒低落，或在臨終前心

情不佳，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改變他的想法和心情。

我有一位朋友的

婆婆得了乳癌，朋

友和我去醫院探望

她時，她說：「紀

老師，我們一家人都好好的，我

卻得這種病！我實在很命苦！」

我說：「您老人家很幸福，您知

道嗎？」她問我為什麼？我說：

「您的女兒有一個美滿的家庭，

您的兒子娶到一個好媳婦，孫子

很乖巧，所以日後如果您有機會

見到您的祖先，您會覺得有面

子。」老人家聽了以後覺得很有

道理，她說：「說實在話，我這

輩子對得起這個家，以後看到我

的公公婆婆，我也會覺得很光

彩。」她不再去想死亡的事，心

情開始放鬆了。

台南成功大學有位趙可士

老師，她對安寧療護投注很多心

力，我曾聽她講過一個故事：有

位七十四歲的老太太得了癌症，

她向護士抱怨，她的媳婦自從跟

她吵過架後，再也不肯叫她一聲

「媽媽」，她說她死也不瞑目。

護士聽了，趕緊打電話告訴那位

媳婦她的婆婆說了些什麼，媳婦

聽完之後表示不想去見婆婆，

因為每次都被婆婆罵。護士說：

「妳再不來看她就來不及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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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不多了。」媳婦於是就提

了一籃水果來探望婆婆。婆婆一

看到她，馬上轉過頭去看窗戶，

媳婦心想，好不容易才克服自己

內心的障礙來醫院看妳，既然妳

不高興就算了。想到此，轉身就

要離去，護士趕快把她拉住，告

訴她：「妳跟一個快要過世的老

人計較什麼呢？」護士硬把媳婦

推進去。

媳婦硬著頭皮走進病房，

當她看到病得骨瘦如柴，雙眼

外凸，頭髮蓬鬆，氣若游絲的婆

婆，心裡很難過，不知不覺就叫

了一聲「媽媽」，婆婆沒理她。

她想到自己剛嫁過來時，婆婆也

很疼她，因此很有感情的又喊了

一聲「媽媽」，婆婆依然沒理

她。媳婦又想到兒子和女兒都是

婆婆幫忙帶大的，兒子曾說以後

結婚時，要請奶奶坐大位，因為

她的功勞最大。現在沒機會了，

兒子的心願無法實現了，想到這

裡眼淚就滴了下來，由衷地喊了

一聲「媽媽！失禮啦！」之後，

婆媳倆人擁抱在一起，婆婆摸摸

她的頭，兩人講了很多的話。那

天晚上，婆婆安詳地離開人間。

隔天，夫妻倆前來醫院向這位護

士致謝，媳婦慶幸護士打電話提

醒她婆婆快要過世了，讓她得以

向婆婆道歉，讓婆婆安然離開人

世，如果婆婆含恨而終，她會一

輩子感到良心不安。    

以上三個故事，都是如何協

助銀髮族長輩走得安詳、自在的

實例。

值得一看的兩本書

現在請各位看兩本書：第

一本是《再見艾瑪奶奶》。書中

主角是一位罹患血癌的美國老太

太─艾瑪奶奶，她的先生早已

過世，她跟女兒、女婿、外孫住

在一起，而貓咪「小星星」是奶

奶非常親密的朋友。自從醫生告

訴艾瑪奶奶說她得的是血癌，艾

瑪奶奶知道自己再也無法康復，

不開始準備不行了。各位，她到

底要準備什麼呢？第一，奶奶把

所有的照片拿出來，開始寫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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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她是在農場長大的，生了五

個女兒，一生都很辛勤地工作，

直到六十五歲。奶奶認為，大草

原的生活，如果不寫下來，就沒

有人知道了。奶奶寫家族史的時

候，小星星一直陪伴著她，她看

起來一點都不悲傷，她明白自己

隨著時間的流逝，漸漸就不能走

路、不能吃東西，甚至不能做任

何事情了！不過，這都是為了靈

魂即將離開身體，展開旅行而做

準備，奶奶說她要去旅行，就是

到另外一個世界去。

艾瑪奶奶用了中性的語詞

說：「死亡就是靈魂離開身體，

到另外一個世界去。」這個觀念

太重要了！現在社會有些人自

殺了，理由是：「死了，一了百

了，什麼事也沒有了。」死了一

了百了，真的是這樣嗎？還是沒

完沒了呢？從各種不同的宗教理

論來看，都認為死後是另

有世界的，你要去哪

個世界，都跟你生

前的造作有關，你

生前不能解決的事

情，死後還是要去承擔，絕對不

是一了百了，這個觀念需要讓每

個人知道，但卻不一定要採用哪

一種宗教的觀念。    

當艾瑪奶奶的親朋好友得

知她生病的消息後，大家都來

看她，長年與她生活在一起的女

兒，私底下也告訴其他的姐妹

們：不管我們心裡有多痛苦，都

不可以在媽媽面前露出悲傷的神

情，或是叫她不要離開我們。我

們要告訴她不必替我們擔心，我

們會照著她以前教我們的方式，

好好地活著，請她安心展開她的

旅行。

想一想，我們來到人間，

父母親總是竭盡所能給我們最好

的，辛苦把我們帶大，可是當他

們老了，做子女的卻很少會特地

為了年邁的父母學習老人學，學

習臨終關懷，學習如何去照顧他

們的身、心、靈。我曾把這本書

介紹給我的學生，有位學生看完

這本書之後，就拿相機去幫阿公

阿嬤拍照，他把這些照片加上旁

白，配上音樂，還請家人、堂兄

銀髮族臨終關懷服務之探討（一）

40∣ 雜誌 526期



弟姐妹、伯伯叔叔等人都來發表

對阿嬤的感想，然後做成光碟，

在阿嬤生日時播放出來，阿嬤看

了好感動。所以，不一定要等到

親人過世了，才來做告別式，在

她生前就可以給她看回憶錄，她

會很高興，也非常地有紀念性。

艾瑪奶奶身體越來越衰弱

了，需要人家攙扶，或

靠助行器才能走路，

因此，女婿常來關心

她，小星星也都守著

她睡覺，奶奶表示，

在她的人生當中，現

在算是最幸福的了，過

去種種的失敗與痛苦，此

時都變成了美好的回憶。一個人

要怎麼樣才能善終呢？我個人的

建議是要學會講「謝謝你」、

「對不起」、「再見」。這三句

話不是你臨終前想講就能講得出

來的，而是在平時就應心存感

恩，在做錯事情時，能夠很坦誠

地向他人道歉。當告別的時間到

了，我們要學習割捨。

這三句話要講得很坦誠、很

自然，才能善終。

有一天，艾瑪奶奶告訴家

人說，她看得見三個月以前死掉

的那隻狗，那是一隻奶奶很疼愛

的小狗。奶奶說她已經知道哪一

天要死了，她把日期寫在一張紙

上，請她的女兒以後去核對，看

看她的預言準不準。某日下午，

奶奶鼻血流個不停，可是她堅決

不看醫生，她交代家人不必再

為她做什麼了，家人知道

那天就是奶奶要走的日

子，大家都沒睡覺，

陪伴著她。隔天，奶

奶的意識已經不太清

楚，安寧病房的護士前來

替她翻身。奶奶的女兒握著奶奶

的手，謝謝她扶養她們長大，這

是做生命的回饋。奶奶斷氣後，

他們幫奶奶換上她最喜歡的連身

衣服，從花園裡撿來玫瑰花，放

在她的胸前。

家屬遵照奶奶的遺囑，將奶

奶火化，並把骨灰灑在海裡，還

伴著玫瑰花瓣。親友們也都來參

加奶奶的告別式，互相敘述著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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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生前的種種。

我曾向高中老師介紹這本

書，有位老師買了一本，將書中

的故事唸給她的婆婆聽，因為她

的公公得了肝癌，婆婆聽完以

後，決定在丈夫臨終時，絕不讓

醫護人員幫他做插管、氣切等急

救。過了幾天，這位老師的公公

陷入彌留狀態，醫生問要不要做

插管治療，婆婆對醫生說：「讓

他順其自然地走。」可是，她的

心裡還是不太踏實，她不確定自

己的決定是不是很妥當，直到助

念和告別式都圓滿結束，她有所

感應，親朋好友也告訴她：「妳

決定得很好，不讓他受太多的苦

是很重要的。」她才放下原先的

掛礙。 （待續）

97年4月27日（星期日）下午2時30分

主講人：王開府 教授

　　　  　現任師大國文系教授

地　點：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國際會議廳
　　　　（中華東路三段332號）

主辦單位：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財團法人慧炬南社

聯絡電話：06-2881677 

有些人雖然很忙，卻氣定神閒，永遠精神奕奕，創意十足，身心

比同齡的人年輕，也很少生病，他們究竟有什麼養生的妙方？身為萬

世師表的孔子，如何在棲棲遑遑中，依然可以「從心所欲」，不知「老

之將至」？佛教的《心經》為何說「照見五蘊皆空」可以「度一切苦

厄」？原始的智慧或許可以給我們一帖靈丹妙藥，治療我們「忙而茫」

的身心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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