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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中實習醫師那一段歲月所經歷的冬天，

很冷。寒流來得好頻繁，感覺上剛走一個，沒幾

天又來一個，真是綿綿不絕。十二月正值隆冬，

更冷。這個時間到神經內科可不怎麼好過，偏偏

我就輪到這一科，而且還被派到號稱人間煉獄，

人人聞之莫不色變的腦中風重症病房。

我就在同學們投以同情悲憐眼光，拍肩鼓

勵之下來到腦中風重症病房報到。一進病房護理

站，一股消毒水夾帶隱隱約約腐敗的味道迎面撲

來，讓我哆嗦了一下。我還來不及整理好自我哀

憐的情緒，馬上就有護理師推著推車搶過來說：

「你是不是新來的許醫師？快快快，很多工作要

做。」一馬當先領我進病房。

這是一個開放性長條形大病房，中間為通

道，兩旁用低矮固定屏風分隔若干空間，每個空

間倆倆相對共置放六張病床，以求做到最大空間

利用，容納更多病人。站在入口，一覽無遺。可

想而知，非常擁擠，而且完全沒有隱私，動見觀

瞻，聲音氣味，全都共存共享，無所遁形。

我就這樣忙亂地開始我在腦中風重症病房

的日子，從第一床開始，依序隨病人狀況需求做

醫療處置，重新用針穿刺靜脈打點滴、換插鼻

胃管、換插導尿管，氣切傷口換藥，褥瘡傷口換

藥。我忙著忙著忙到最後一床病人，才赫然發現

幾乎絕大多數病人都接受了我多樣處置。就這

樣整個病房run完一遍，處理完約四、五十個病
人，快要耗費我一整個上午。護理師還稱讚我手

腳俐落，技術流暢到位，時間已經節省很多，也

讓她們多出時間好做事。

我喘息甫定，趕快到護理站拿出病歷翻閱，

病房生死學

下午要查房，總不能一問三不知吧！大部分病人

年齡偏高，一小部分中壯年齡病人，然而情況雷

同，若不是大範圍腦出血，就是大範圍腦梗塞，

在急診室或加護病房熬過了生死關頭，狀況穩定

之後，轉到這個病房。一半以上病人已經住院超

過四、五個月以上，其他也已一兩個月以上，剛

收住院進來的不多，流動率不大。昏迷指數均偏

低，無一例外都呈昏迷狀態。

下午主治醫師帶著總醫師，住院醫師和我查

房。主治醫師和氣親切，和每床病人家屬點頭打

招呼，聽聽住院醫師報告，偶而下個指令，沒多

說什麼話。住院不久，尤其剛住院病人家屬會比

較急切有話要問，主治醫師會輕聲細語稍作說明

解釋，然而最後總會加上一句「我們會盡力，然

而病情不是很樂觀。」住院已久的病人家屬則大

多默默無語。

查完房，大家回護理站，主治醫師看來心

情還是有點低盪，問我：「許醫師，你先前在別

科照顧病人，有經歷過病人死亡嗎？」我回答沒

有。他有點意味深長，同情地笑笑：「那這個月

過完，你可能會很有經驗的囉。你在這病房修的

生死學會很扎實。」聽得我不寒而慄。

雖然我在醫學院學了很多東西，但是卻沒人

教我何謂死亡？死亡過程為何？如何面對死亡？

我一無所知，也毫無心理準備，也不知該作何準

備。這個課題果真就如主治醫師所說的等你經歷

到了，自然就會了嗎？眼前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

了。

在病房一週，透過每天例行查房以及對病

人的例行醫療處置及病情追蹤，透過和病人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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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語交談互動，還有我們自己醫護人員的交流

分享，綜合我的所見、所聞、所思，我慢慢對病

人及家屬有更多的了解及同情，也對這個病房存

在的深層意義有所理解，心情無法不感到沈重低

迷。

我的病人全都男性，如前所述幾乎全呈昏

迷狀態，叫喚沒有回應，對疼痛沒有反應，眼睛

或閉或半張無神，大多動也不動，靜默無聲；少

數卻躁動不安，會嘶吼喊叫，拔身上管線，最後

都只好將四肢限制住；無法進食，所以都留置鼻

胃管灌食；無法自行排尿排便，都包尿布，解尿

困難的病人則留置導尿管接尿袋；每個都打上點

滴，留靜脈血管通道補充水分、電解質、施藥，

還有提供急救所需。我在幫病人插管、換藥、打

點滴近身接觸時，幾乎毫無例外可見到皮膚乾皺

粗糙，上下肢肌肉萎縮程度宛如皮瓣，骨骼關節

相對顯得不成比例地腫大，僵硬不自然地或伸或

屈。口腔發出的味道，身上發出的體味，間或褥

瘡、傷口感染滲出液的氣味，交織混雜出一股

身體衰敗腐朽的氣息。病人家屬在歷經病發的

驚惶、恐懼、哀傷、拒斥、懊惱生氣(不管對病
人還是對自己)、希望、失望、無助、幻滅、麻
木，最終聽天由命地接受。長時間的煎熬，靈魂

已經枯乾，心如死灰，如今只剩不知有明天的等

待。整個病房充斥瀰漫著一股肉身崩解的腐朽衰

敗氣味、死亡環伺的低沈絕望氛圍。

這就是這個病房之所以有人間煉獄之稱的原

因，昏迷送進來的病人沒有醒過來的，住進來的

沒有出院過，送出去的都到太平間。這是一個等

待死亡、死神肆虐的病房。病人復原無望，身體

器官系統不可逆轉地衰敗中，一直到整體崩毀那

一刻，死亡降臨；病人家屬已經意識到病情之不

可挽回，清楚認份，等待的只是那一刻的來臨；

醫護人員心知肚明，所作所為都只是在維持器官

系統生理運作，延長死亡的過程，而那一刻終究

會來臨。大家都在等待中，然而都不知道要如何

面對死亡。死亡這議題太沈重，難以啟齒，很難

開口好好討論，怕唐突、怕冒犯、怕失禮、怕不

敬、怕被視為大逆不道、怕被視為未盡全力、怕

因之可能的糾紛。所以一切只能等待，等待那一

刻必然的發生之後，再臨機應變，摸索試誤，找

出相應處理的方法。

一週晴朗好天氣之後，逐漸轉陰轉冷，氣象

報導寒流即將來到！嚴苛考驗終於還是要來了，

病房隱約浮現躁動不安的氛圍異象，原本靜默不

動的病人，出現呻吟扭動的現象；原本躁動的病

人卻安靜下來；已經習於等待，心如古井，水波

不興的家屬心情也跟著浮動，惶惶不安。整個護

理站如臨大敵，個個緊張忙碌。護理師忙著儲備

補充急救藥材在每輛推車上，主治醫師帶著我們

查房，審視各個病人生命徵象變化、身體狀況，

調整用藥，針對幾個狀況不穩病人開出紅單(病
危通知單)，提示注意事項，並囑咐家屬一有狀
況要馬上通知護理師。主治醫師溫和、沈穩、不

疾不徐、專注耐心、具同理心、專業權威的態度

及舉止相當程度地安撫穩定了家屬驚惶不安恐懼

的情緒及心理。回到護理站，他對著我說：「許

醫師，好好休息，晚上值班會有得你忙的。」聽

得我再度不寒而慄。

死神和寒流好像喜歡黑夜連袂濳行而來。
白天沒事，到了晚上，外面寒風呼呼吹著，窗戶

格格震動。十點多，有一床病人家屬跑來告知，

病人似乎停止呼吸。我和護理師立刻推著急救車

趕過去，檢查無呼吸心跳，馬上開始進行CPR，
急救四十分鐘仍然沒有恢復呼吸、心跳。總醫師

喊停，要我病歷記載死亡時間，接著跟家屬宣布

死訊。病人年事已高，臥病已久，家屬聽了表情

木然，默默點頭接受。我還來不及接納承受我的

第一個病人死亡的衝擊，護理師又急匆匆趕過來

告知另一床病人危急，我跟總醫師馬上接續處理

下一個情況，所幸這個病人呼吸心跳血壓都有回

復，危機暫時解除。這個救回來的病人也是年事

已高，臥病已久，家屬對救回來的反應也是表情

呆滯木然，默然不語。這個寒流之夜果然很不安

寧，才稍喘息一下，狀況接二連三，多個病人頻

頻告急，甚至同時發生，逼得我和總醫師要分頭

急救，忙得昏天黑地，死神還是再接走了三個。

清晨三點，總算告一段落，我跟總醫師癱

在值班室沒半小時，護理師又來敲門，這次是病

房最年輕的病人張先生，才四十多歲，腦部大出

血，進加護病房全力搶救多日，轉進病房也好幾

個月。病歷記載狀況危急多次，終究還是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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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安。我們立刻衝出去，張太太無神疲憊地看著

我們奮力急救一個多小時，終於把她先生從死神

手中搶回來。當我們疲累走回到值班室門口時，

張太太跟過來抓住總醫師的手，欲言又止、吞吞

吐吐說：「醫師，能不能...」話未說完，痛哭失
聲。總醫師看著她，嘆了一口氣，說：「好，我

知道了。」她低頭掩面哭泣而去。我疑惑地問總

醫師：「張太太到底是要說什麼？你怎麼知道她

要說什麼？」總醫師注視我片刻，彷彿在琢磨該

怎麼說，最後還是又嘆了一口氣，說：「你就慢

慢體會吧，到時候自然就會知道了。」。

下午主治醫師查房，看到我整夜沒睡的黑

眼圈，睡眼惺忪的一張臉，笑笑體諒地拍拍我

肩膀說：「辛苦了！走了幾個？有什麼想法心

得？」，我報告說走了四個，救回三個。整夜忙

得團團轉，忙到只能努力做當下能做的事，情緒

緊繃，全在應付處理如何恢復危急病人呼吸心

跳。當所有急救告一段落時，我癱在值班室時，

腦袋一片空白，感覺整個人都空掉了，然後慢慢

有一絲絲哀傷無奈感覺慢慢自心裡升起，眼睜睜

看著感覺到病人生命氣息慢慢自我的眼前手中流

逝消失，那種驚悸深沉無力感令人感到無助、令

人痛恨自己的無能。而當病人心跳呼吸回復，我

卻竟然無一絲絲把人救回的喜悅歡欣！家屬的

反應也是表情呆滯木然，默然不語。我內心有

所疑惑，那我全心全力的努力有用嗎？有意義

嗎？整個事件豈不就是一齣荒謬劇？主治醫師聽

完之後，默思片刻說：「生有時，死有時。人

終必有一死，在死亡面前，我們都是無為能力

的，頂多只有延長死亡過程。我們只能謙卑、謙

卑、再謙卑。身為醫者，雖然我們能力其實是有

限的，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做很多事的。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
除了竭盡我們所能做的醫療專業本份之外，我們

還能用心注意解除減輕病人心理肉體上的痛苦不

適，以同理心設身處地替病人及家屬多多設想，

盡力去了解他們的需求，給予協助；和氣親切地

安撫他們的恐懼害怕焦慮情緒，讓他們知道他們

被接納，並不孤單，得以提起勇氣生出力量去共

同面對眼前的磨難。」說完他又拍拍我的肩膀，

意在言外笑笑說：「不要灰心氣餒，還有很多要

學的。」 
我有點懂了主治醫師一番話。之後再替病人

做醫療處置完畢之後，我不再急著要進行下一床

處置，我會和家屬多聊幾句，認真傾聽並回答問

題，叮嚀一些照護細節，有樣學樣地學著主治醫

師那招拍拍肩膀來表達同理心及鼓勵。醫者醫身

也醫心，照顧病人及家屬的心理情緒一樣重要。

病房依舊忙碌，但我心裡比較安穩踏實了。生有

時，死有時。凡事盡其在我，盡人事，聽天命。

某日我照常在病房做例行醫療處置，輪到

先前急救回來的張先生這一床，結果沒看到張太

太，卻看到一個怯生生的小女孩站在床邊。我問

她張太太呢？她回答我媽媽去工作了，白天換我

來看顧爸爸，媽媽晚上會來跟我換班。我再問

她，妳幾年級？現在不是上課時間嗎？她抽噎回

答，我高一，我休學了。媽媽說家裡沒錢了，必

須去工作，家裡沒人，爸爸必須要有人照顧，她

沒辦法，只好讓我休學來照顧爸爸。爸爸這樣，

我好害怕，我什麼都不會。我聽了心裡實在難

過，只能安慰她：「妹妹，你不要怕，有事儘管

找我，還有護理師姐姐幫忙。你看旁邊還有很多

大人，大家都會幫妳的。」跟診護理師在旁接

腔：「對！妹妹，有事情到護理站跟我們講，我

們一定會幫妳的。不會的，姐姐會好好教你。」

鄰床的家屬，一個中年婦女，過來將她擁入懷

裡：「可憐的孩子，真是為難妳了！」我趕快脫

離現場，繼續我的例行工作，不然如此沈重悲傷

情境氛圍，壓在心頭，實在難以負荷。

工作完畢回護理站，跟診護理師跟其他同

事訴說小女孩的故事，引來一片唏噓聲。同為女

人，她們同情張太太的遭遇，非常不忍不捨心疼

小女孩承受如此苦難痛苦不幸。陪伴家屬從沒見

過這麼小的年紀。在這個病房，死亡何其張揚迫

近，生命何其沈重不堪。命運何其殘酷無情，人

何其渺小無助，家人何其無辜跟著受害！而我們

所作所為何其有限！

幾天下來，在鄰近床病人家屬的協助，在護

理師們輪流過來安慰教導之下，張家小妹逐漸熟

習如何照顧她爸爸。據關心她的護理師觀察所見

分享，其他時間，她常常獨自落寞坐在床邊，或

輕喚爸爸，或怔忡落淚，或呆呆不語。儘管醫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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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鄰近床陪伴家屬常常跟她互動，關懷鼓勵

她，然而逐漸地她雙眼空洞無神，表情淡漠，失

魂落魄般機械性地照護她爸爸。每次查房，主治

醫師親切跟她說話，她也只是咬著嘴唇點頭，搖

頭，不肯多說話。看著她逐漸封閉她自己，逐漸

喪失她本有的青春活力，大家都心疼她，但每個

人都搖頭無計可施。

最後一週，寒流又來了！死神和寒流又黑夜

連袂濳行而來。深夜時分，病房外面寒風呼嘯，
病房裡面又成為死神殺戮戰場。各處病床危急呼

叫此起彼落，護理師分成好幾組，推著急救車四

處應援。總醫師、值班支援醫師、我三人則分頭

機動急救，急救無效，由總醫師宣布死亡；救回

來的，由護理師接續處理，然後立刻趕赴處理

下一危急病人。如此不眠不休，一直到清晨五點

多，戰場才慢慢清理平息下來。

本以為西線已無戰事，沒想到死神臨去秋

波，護理師衝過來報告又有一床有狀況，血壓降

低，脈搏微弱減慢，這一次赫然又是張先生。我

和總醫師趕過去，我看到張太太雙眼無助驚惶帶

著祈求的眼神看著總醫師，總醫師向她輕輕點

頭。那一瞬間，我突然懂了！我知道上次把張先

生救回來後，張太太欲言又止，痛哭失聲，終究

沒說出來的話了。這時總醫師下令了：「推進急

救室！」，我們急急忙忙把張先生連人帶床推到

病房急救室，護理師急忙開燈啟動設備，總醫師

最後進來關門上鎖，他先看我，我向他點點頭，

他透露出「你懂了？」的眼神表情，我再度點

頭。他再跟護理師擺擺手，護理師心領神會，將

病人接上心電圖監視器，然後我們三人各自找個

椅子疲憊地坐下休息，盯著監視器。病人心電圖

波緩慢跳動著，慢慢地，間距越拉越長，波幅越

來越小最終成一條橫線，伴隨波形的聲音戛然而

止...........
在昏暗日光燈下，我注意到病人胸腔開始

起伏不定，最終他長長呼了一口氣，胸腔停止起

伏。接著原本蒼白皮膚逐漸變成蠟黃，原本緊繃

臉部鬆弛了，嘴角有點上揚，這時日光燈閃爍了

一下，彷彿有影子一閃而過..........
總醫師看錶起身嘆了一口氣，我們也跟著起

身站立在床邊，大家向已逝病人默哀致敬。我在

心裡默禱：「生有時，死有時。願你安息，在天

上保佑你妻女平安。」。

總醫師和我步出急救室，張太太等在門外，

總醫師對著她說：「病人於六點十五分死亡，

請保重節哀順變。」張太太抓著總醫師的手說謝

謝，泣不成聲。大家無言，一切盡在不言中。

整晚不眠不休到清晨六點多，我頭昏腦脹

地走向護理站，碰到張家小妹睡眼惺忪地從外面

進來病房要跟她媽媽換班。她看到我，說：「醫

師早，我爸爸他昨天晚上還好嗎？」我很艱難

地嚥了一下口水，告訴她：「妹妹，妳爸爸走

了。」她有點反應不過來，眼睛迷濛無神喃喃地

說：「走了？走了？」突然她意會到了：「你是

說他死了？死了？他終於…」說到這裡她驚愕地

掩住嘴巴沒說下去，眼眶盈滿淚水望著我：「我

沒有，我沒有那個意思。那我要怎麼辦？」我很

心疼不捨，趕緊安撫她說：「我知道，我知道妳

沒那個意思。你不要害怕。等一下妳先去陪你媽

媽，然後回家好好休息，睡飽一點。然後妳一定

要再回學校唸書，好好過日子。」。默默點頭說

謝謝醫師，進病房找她媽媽去了。

我進護理站，找張椅子頹然坐倒，身子往後

躺，閉目養神。身心雖然緊繃疲累，然而頭腦卻

很清醒，思潮洶湧，感慨萬千。如此病房一個月

的生死煎熬錘鍊了悟，實勝過其他病房一年。生

命末期的無助無奈苦痛哀愁，千斤萬擔，不可承

受之重，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死亡從來就不是

一個人的事，它千絲萬縷，牽動衝擊影響所有周

遭的人，每個人或多或少各自都會從這生死課題

中有所學習領受，往後人生因此而改變，生活因

此和以往有所不同。過去一個月我在生命末期這

一端經驗、學習、磨練、成長，雖然獲益良多，

可是心靈的衝擊與哀傷也快到要讓我不勝負荷的

地步了。就在今天，等一下我就要轉到小兒科嬰

兒室去報到，要去跟剛出生，人生才剛要開始的

粉嫩嬰兒為伍。我這歷經死亡之哀傷的滄桑、快

要枯乾的靈魂，期待著要去生命啟始這一端接受

體驗新生之喜悅的滋潤，休養生息，療傷止痛。

我再休息一下，整裝待發，我的療癒救贖希

望就在彼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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