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臨終關懷的倫理兩難
—以「一碗陽春麵的故事」為例（三）
二○○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講於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

在閒雜人等都離開客廳之

後，要一起完成「幸福人生四件

事」的魏先生首先開口說：「這群

人真好，我們真的很幸運，才能遇

到這樣的貴人。」一碗麵媽媽也回

應：「是啊，我剛剛一直在想，待

會要怎樣款待這些菩薩。」「吃熱

炒或火鍋也都不錯呢。」魏先生附

和著。聽見這對夫妻的「幸福人生

四件事」都圍繞在美食上，無法切

入正題，為了打開彼此的心房，我

只好當個「不速之客」，打斷他們

的談話，直接問一碗麵媽媽：「好

啦！先別管待會請我們吃什麼，你

有沒有很愛妳先生呀？」躺在病

床上的吳媽媽轉過頭來說：「我

很愛他。」雖然知道她有些害羞，

還是提醒她要提起勇氣，對著自

己的先生告白。於是不好意思的

她才轉過去跟先生說：「我有愛

你，你有沒有愛我？」話才說完，

魏先生的眼淚就像斷線的珍珠串

一般滾落了下來。我趕緊從旁推

波助瀾：「除了這句話，還有什麼

要感謝先生的嗎？」一碗麵媽媽

接著對丈夫說：「我很感謝你十

幾年來的照顧。記得十四歲時，爸

爸就去世了，生活一直不算好。嫁

給你的這十一、二年，是我這輩子

最快樂的時光。我很對不起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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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孩子的教養重擔放在你一個

人的肩上。我走後，要麻煩你把小

孩顧好，不要讓孩子玩鬧過頭，吵

到隔壁鄰居。」先生一邊哭泣一

邊應著：「我會照顧好他們的，請

你放心。」「我如果去極樂世界，

孩子如果想我，他們不必來，我會

回來看他們。我愛你、謝謝你、對

不起、再見！」眼角滿是淚水的一

碗麵媽媽許下令人感動的生死遺

言。話一說完，魏先生不捨地說：

「不好意思，嫁到我家來，都沒給

妳過好日子。感謝妳幫我生了五個

可愛的孩子，請放心，我會努力撫

養他們成長……」夫妻倆好多好

多的內心話，都在心房開啟、互相

道別的這個時候被傾吐。「下輩子

我們再做夫妻好嗎？」魏先生深情

地說。一碗麵媽媽聽到丈夫的溫

情誓言，毫不猶豫允諾著：「好！

好！」如果當時我們這群醫生志工

沒有跟著一碗麵媽媽出院回家，

協助這對夫妻完成「幸福人生四

件事」，也許當他們想靜下心，找

個僻靜的空間互相告別，說不定

會因為小朋友的吵鬧聲，打斷得

之不易的溫馨氛圍，待下回想起

時，或許再也沒有機會了。

第一次過生日也是最後一次

果 不 其 然 ， 回 家 後 一 個 禮

拜，一碗麵媽媽的情況變得不樂

觀，感染了敗血症，後來趕緊送醫

住院。記得那時是四月，魏先生怕

太太的身體沒有辦法等到母親節，

所以就給了孩子一百元，要他們先

買一個蛋糕來慶祝。貼心的小朋友

甚至還畫了媽媽的人像，要當做母

親節禮物。畫中的一碗麵媽媽仍有

一張慈愛的面容，事實上這個時候

的她，意識已經不清楚。蛋糕買回

來，理所當然要為壽星唱一首生日

快樂歌祝福，沒想到這些孩子從來

都沒有過生日的經驗，我只好起個

音，帶著他們一起為吳媽媽祝福。

唱完歌，接著就切蛋糕，孩子都愛

吃甜，看到裝飾華麗的蛋糕就吃得

很高興，但魏先生卻一口都沒有

動。我好奇問他：「怎麼不吃？」

他說自己不喜歡吃甜的。我再問他

們以前都怎麼慶祝，魏先生回答：

No.546 Dec. 2009∣39 



「啊！就不曾慶祝。」所以那是他

們第一次慶祝母親節，也是媽媽最

後一次的母親節。

向世界告別前的最後一句話

在吳媽媽昏迷的這時候，末

期照護的兩難問題就出現了。之

前曾提到一位年輕人被高壓電電

死，經過數小時的急救才又活過

來；而像一碗麵媽媽這樣的癌末

病人在病危時，是否仍要考慮使

用抗生素？做輸血、氣切等侵入性

急救嗎？亦或放棄治療？究竟哪一

種對癌末病患來說是比較人道的

呢？這些都是需要醫生與家屬共

同思索的事。當時我詢問魏先生的

意見，他同意我們不使用抗生素，

大概不到兩個禮拜，一碗麵媽媽

便過世了。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

支持安寧療護的原因亦是如此，即

是讓醫師盡自己的天職，病患也守

好病人的本分，在妥善的居家照護

之下，讓癌末者剩餘的日子能夠過

得有尊嚴、有意義。如此，就算面

臨再大的渦漩翻騰，生命仍然可保

有其良好的品質。一碗麵媽媽臨終

前一天，我依常前往探訪，那時她

眼睛都已紅腫，所以蓋著凡士林紗

布。一進入病房，我習慣坐在她旁

邊，向她表明自己是周醫師，告訴

她，先生和小孩也都在她的身旁，

請她不用掛心。知道一碗麵媽媽

正忍受著極大折磨，為了讓她能減

輕疼痛，我盡可能以自己了解的醫

學專業幫助她舒適一些，並詢問是

否還有什麼事能幫得上忙。約隔

了二十秒，吳媽媽突然說了一句：

「謝謝！」這句擠盡生命所有能量

才得以微弱釋出的話，讓在場的

人都嚇了一跳，因為那些看盡生死

無常的醫護人員，極少見到這麼勇

敢、貼心的癌末病患。因為看到像

一碗麵媽媽這樣的二級貧戶，不但

安貧樂道，即便在面臨死亡，內心

仍充盈著對生命的熱情，與對醫

生的感激。當時有個剛來實習的護

理人員，便許下承諾，說自己一輩

子都要做安寧療護。這一天晚上，

凌晨一點二十分，一碗麵媽媽平

靜安詳地踏上另一種形式的生命

旅程。

臨終關懷的倫理兩難—以「一碗陽春麵的故事」為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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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一直都在

雖然小孩子與她的先生在吳

媽媽過世前就已做好心理準備，但

當真的面對與至親生離死別時，還

是忍不住悲傷難過。為了讓孩子了

解死亡的真實面貌，護理人員就探

問：「要不要跟阿姨幫媽媽把身體

擦乾淨？」結果比較小的孩子就不

敢了，因為他們從小受電視媒體的

誤導，一向對鬼神敬而遠之。這時

一旁的老大已哭得無法說話。於是

護理長抱著她，帶著孩子把自己想

跟媽媽講的話說出口。原本大哭的

孩子也在內心話傾吐之後，鎮定了

下來。接著護理長問她：「想不想

摸媽媽？」她默然。護理長鼓勵

著：「阿姨跟你一起好不好？」她

才點頭。問孩子想要摸媽媽哪裡，

孩子指指額頭，護理長讓孩子將小

手疊放在自己的手背上，再放到媽

媽額頭，等到小朋友不再害怕，護

理長又問：「阿姨的手要移開了，

好不好？」在孩子答應後，移開了

手，讓小朋友的手直接觸撫媽媽的

額頭，沒想到方才淚眼婆娑的老

大，在這時候停止了哭泣，反而更

加平靜。「你想不想親一下媽媽？

阿姨跟妳一起親好不好？」老大

點頭答：「嗯嗯！」親了媽媽的臉

頰。「想不想抱媽媽？」孩子說：

「好。」就過去抱了媽媽的身體。

病房內的氣氛漸漸的從冰冷哀傷變

得溫馨了。

打勾勾不許耍賴

曾 在 吳 媽 媽 離 開 人 世 前 的

某個晚上，有記者來採訪，所有

的醫護人員都戰戰兢兢，一直守

到晚上七點，不敢用餐。看同仁

那麼辛苦，我就邀請護理長吃晚

飯。到了餐廳才剛點好菜，吳媽

媽的小孩子就打給護理長說：

「阿姨，哥哥一直哭怎麼辦？阿

公、阿嬤一直罵，要我們不能

哭。」電話這頭的護理長趕緊安

撫著：「妹妹最勇敢了，去抱著哥

哥給他勇氣。」小姊姊又問：「那

我也想哭怎麼辦？」護理長說：

「那你就抱著哥哥一起哭，把難

過的情緒通通發洩出來。」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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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兒，老大又打電話過來問：「阿

姨，弟弟一直哭怎麼辦？」這群

孩子就這樣一直向我們求助，不

一會，我都吃飽了，護理長碗裡

的菜卻一口都沒動。後來護理長

問我想不想從台中去鹿谷山上探

視他們，我說：「您確定嗎？三

更半夜呢！」她堅定地點頭，並

回答：「雖然山路很暗，我也會

害怕，但孩子絕對需要我們的協

助。」後來我們還邀了兩位志工

同行，頂著微弱的月光，朝山上

出發。因為那五個孩子和醫院的

阿姨、叔叔都很熟，失去媽媽的

他們，一定也會擔心失去我們這

群大朋友，所以決定多開幾台車

過去探訪他們，如果真的得把孩

子載回來住也比較方便。

到了一碗麵媽媽家，志工就

開導阿公阿嬤，哭是小朋友宣洩壓

力的方法，悲傷要是能透過眼淚疏

導，反而比較健康。一聽完志工的

分享，阿公突然難過了起來，哭得

一塌糊塗，接著就換阿嬤坐在牆角

哭泣。志工才發現，原來阿公阿嬤

同樣是傷心欲絕。要返回台北時，

老大跟我說：「叔叔，我想跟你們

回去。」我回答：「那弟弟妹妹

呢？」「耶！一起走，回安寧病房

呀。」為了讓吳媽媽能安靜走完最

後一程，我藉機開導：「無論是多

晚，只要你們需要，我跟護理長一

定會來看你們，我保證！不然我們

打勾勾。」明理的孩子最後就不再

央求要跟來。其實對小朋友說道理

是行得通的，只要給予關愛跟保

證，謹記全人、全家、全隊、全程

的原則，關懷包容，他們也會給予

相同的熱情回應。

在一碗麵媽媽剛走時，原本

哭鬧的孩子們，直到與母親擁抱的

時候就已完全平靜下來。這就是一

種自我療癒的過程，因為每個人都

有情緒，都需要透過不同的方式宣

洩。引導孩子面對無常真相的護理

長，也不是當天才懂得這些方法，

這是平常就有的訓練。有的志工在

孩子哭泣時，常會要求：「不要

哭！不要讓眼淚掉下來！」這其實

無濟於事，反而會嚇壞孩子。或有

因為教派不同，對祝福往生者的儀

式意見不一，不過基本上應尊重亡

臨終關懷的倫理兩難—以「一碗陽春麵的故事」為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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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想要的方式道別。

達觀魏家給台灣上了一堂課

吳媽媽去世後，這群小孩一

大早就急著找護理長：「阿姨，可

不可以帶我去摘花？」原來是他們

想送花給媽媽。後來護理長就帶

著小朋友去傳統市場買花，還買

了蠟筆跟圖畫紙，讓小孩寫一些

祝福的話給媽媽。有的用ㄅㄆㄇㄈ

寫「媽媽我愛妳，永遠在我心」；

有的畫了一列火車祝福媽媽一路

順風；還不會寫字的孩子，就畫了

一顆大的心，裡面包了六顆小的

心，有媽媽的心、爸爸的心……。

最小的老五還拿出三張玩具鈔

票，讓媽媽有錢可以到阿彌陀佛

的淨土旅行。護士阿姨告訴他們，

要是想念媽媽，就把雙手合十，

頭低下來默禱，在天上的媽媽一

定能聽得到。護理長就這樣帶著

失怙的五個小孩，跟媽媽完成了

最後的道別，之後這整個事情還

被媒體報導，標題是「達觀魏家，

給台灣上了一堂課」。出殯時，小

朋友似懂非懂，對家屬答禮的動

作還很好奇！只有魏先生傷心得

低著頭，什麼話也說不出口。這是

我們看過最簡單卻最隆重的告別

式，家祭不到一分鐘就結束了；公

祭來的訪客也只有中山醫院的護

理人員。當初曾有生前契約公司，

說要幫忙辦大型的追思會，因為

他們上了報紙，一定會有很多好

事者來湊熱鬧。但魏先生反對，他

說：「阮是阿捏就厚，因為人家說

知足常樂。」父親堅毅善良的一舉

一動，都看在孩子們的眼中。有一

天，老三打電話給護理長說：「阿

姨，我爸爸哭得很厲害。媽媽的

骨灰拿回阿公家的靈塔以後，爸

爸就開始清理媽媽的衣櫃，然後

說：『這都丟掉，這都丟掉……』

還一直哭，我們想把媽媽的衣服

留下來，爸爸卻都說留著沒用。」

護理長就教老三說：「去抱著爸

爸，跟爸爸說『你還有我們五個小

孩』。」沒想到老三過去抱著爸爸

說了這些話，魏先生反而哭得更

大聲。在他心情比較緩和之後，就

接受孩子留下妻子的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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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天堂的庇佑

一碗麵媽媽過世四個月後，有

一天我去她家家訪，魏先生告訴我，

原本調皮貪玩的小朋友竟然拿了獎

狀回來。驚喜的我趕緊請魏先生說

明原由。原來，以前吳媽媽還在時，

孩子的班導師常來家裡向魏爸爸告

狀，要他好好管教孩子，以免他們走

上歧路，變成社會敗類。結果這學期

開課後，老師不曾抱怨過一次，還頒

給他們獎狀。老師讚嘆地告訴魏爸

爸，小孩在學校已經不講髒話，也不

打人，有很大的進步了。老三在美勞

課上的畫作，也從沉鬱的黑灰色，慢

慢加入其他鮮豔亮眼的顏彩，甚至還

參加全縣比賽，得到第一名的殊榮。

半年以後，朋友設計了一個千

人圓夢企畫，也就是在聖誕節之前

勸募，再用這些善款購買禮物，於

平安夜送給弱勢的小朋友，因為每

個孩子都希望能在過年過節得到祝

福。我將這個訊息告訴魏爸爸，並

問他們是否需要什麼？怎知富有愛

心的他靈光乍現，決定和五個寶貝

一起做竹子存錢筒參與這個圓夢計

畫。魏爸爸的溫暖回應讓我覺得特

別感動，因為他們已從受援者的弱

勢立場，轉變為施予者的角色。聖誕

夜時，小朋友因為想起媽媽，想以卡

片表達自己的思念，但拙於文字，不

知道怎麼下筆，醫院的志工甚至動

員起來，和孩子一起把愛化為文字，

透過許願樹傳達思念的心情給天堂

的母親。正因為有這麼多熱心志工、

醫生、護士曾經不辭辛勞付出與動

員，趙可式老師曾笑稱，我把事情搞

得這麼大，有義務寫一篇很長的報

導，跟社會大眾交代整件事的來龍

去脈。於是我仔細回顧了與吳媽媽

一家相識的片段，檢視我們共同擁

有的感人回憶，沒想到這一寫就寫

了四十九萬字，後來刪減成十七萬

字，也才有《一碗陽春麵的回憶》這

本書的誕生。

死亡與重生

魏爸爸跟我說過，有一個監獄

的受刑人，在一年前曾寫過一封信

給他，信裡說自己在監獄裡面打坐

念經，還是戒不了毒。某天他看了

臨終關懷的倫理兩難—以「一碗陽春麵的故事」為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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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一碗麵媽媽的新聞報導，突然

有所醒悟，不斷的問自己：「為了

給孩子多一分愛，一碗麵媽媽是多

麼努力延續自己的生命，勇敢面對

病魔的試煉；我的身體這麼健康，

為何卻要用吸毒的方式葬送自己的

前途？」於是從那天開始，那位受

刑人決定好好表現，爭取假釋的機

會，出獄後一定要去拜訪幫助他重

生的一碗麵媽媽一家。聽完魏爸爸

這個故事，我也有所醒覺，原來每

個人都擁有改變世界的能力，即便

是出身並非富貴的一碗麵媽媽，也

可以藉由自己的生命歷程，分享最

溫暖、最有力量的愛。也因為如

此，對於《一碗陽春麵的回憶》，

我提醒自己有責任與義務推廣。

原本出版社要請編輯群整理

這些心得文字，但趙老師提醒我自

己提筆的意義才是與眾不同。又因

為出版社覺得青少年喜歡追星，所

以後來我們請了偶像加持；結果果

然不一樣，登上報紙A1版面。經

過募款，書也如期付梓後，首先贈

送四百本給土城少管所，收容人除

了唸，也會寫心得投稿，獲選為佳

作的前十名，扶輪社將再送給他們

一份額外的書禮。原本只想做短暫

參訪，卻因當天下午是母親節會

客，遂決定與醫院志工留下來參與

活動。活動的設計，是請收容人用

文字寫下對父母親的感謝，沒想到

這些年輕的孩子，連想要寫張祝福

的卡片給媽媽都不知如何下筆！等

到他們的父母到齊之後，我向主持

人提議讓他們互相擁抱。更生保護

會的主持人原以為是玩笑話，眼看

沒有人動作，我就上台跟另外一個

志工阿姨先做一次示範，要他們一

個口令、一個動作跟著模仿。

一開始他們難免不好意思，

因為好久沒被人擁抱的感覺，四肢

也僵硬，但到了後來，這些身上

刺圖紋背的收容人，甚至開始與

自己家人抱頭痛哭。那個剎那，

我突然覺得，他們身上印記的不

是張牙舞爪的威嚇，而是不被了

解，掩飾傷悲的假面具。後來典獄

長寫信跟我說，對這些等待重生的

年輕人而言，沒有什麼能比親情來

得更加可貴。也許有人會問，安寧

療護跟監獄有什麼關係，因為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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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護的擴展就是最極致的生命教

育，是全人、全家、全隊、全程的

關懷教育，自然與人類的所有生命

體有關。台中扶輪社也曾經邀請魏

先生，到女子監獄分享一路走來的

生命甘苦，受刑人受了感動，竟然

發心要表演話劇，還做了道具。這

「一碗陽春麵」的力量能有多大我

們不清楚，唯一確定的是，這股能

量至今仍在不斷發酵。

我在學校開過一門「醫生與生

死」的課，原本限定名額二十個，沒

想到選課的學生很踴躍，後來暴增

到八十個。既然這麼多人對生死教

育有興趣，我總不好意思讓他們失

望，於是請朋友提供遊覽車，安排拜

訪台南監獄的戶外教學。行前，我提

醒醫學系的學生，不是待在白色巨

塔裡面，就有資格被稱做醫生，也

不該為了想賺大錢，拼命選填雷射

美容科。想想台南監獄中的四百個

重刑犯，難道他們不是希望自己能

過舒服日子嗎？之後我又陸續安排

家扶中心等社福機構的走訪，讓這

些物質水平較好的孩子，有機會對

弱勢族群的生活感同身受。

嘉義的一碗麵故事

有一次去嘉義，恰巧聽到當

地同樣有一碗麵的故事。主角也是

癌末患者，幸虧隔壁鄰居有位好心

媽媽，常常提供免費的麵食援助，

孩子才不至於挨餓。當地里長知道

這消息，就趕快找媒體表揚，這也

是前言所說「為善欲人知」的好榜

樣。面對他人生命遭逢磨難，我們

可以選擇漠不關心，也可以積極扶

助。一年半以後，嘉義一碗麵小朋

友同樣回顧媽媽過世的那一段，在

他心田裡留下的，就不會是悲痛、

傷感的枯枝，而是未來從受援對象

成為救助者的美善嫩芽。高中生考

大學在選科系的時候，不該一昧對

「只有當律師、醫生才有最好的願

景」這種意見盲從。無論最後的志

願是什麼，大學一年級開始，就應

該對自己的人生負責，並開始學著

關懷自己以外的生命，例如行善、

當志工，為需要的人分享愛。

在《一碗陽春麵的回憶》完

成後，還有一段小插曲。當時有一

個來自國外的英文教師，因為配偶

臨終關懷的倫理兩難—以「一碗陽春麵的故事」為例（三）

46∣ 雜誌 546期



是台灣人，和先生分享了這本書，

這個外國人看了也很感動，於是就

把一碗麵的故事翻譯成英文，一碗

麵媽媽的遺愛就這樣一直延展到太

平洋的另一端。

落紅不是無情物

安寧療護是什麼？生命是什

麼？死亡是什麼？生存不一定有意

義，死亡不一定是結束，面對生與

死，無論貧富貴賤都要準備，並不

是把生病之後的一切交到白色巨塔

中就能安心，在座的各位是否曾經

深思熟慮呢？一般人也許以為，生

命在做完臨終關懷後就結束了，但

晚清詩人龔自珍曾在作品〈己亥雜

詩〉第五首提過：「落紅不是無情

物，化做春泥更護花。」意思是說

有如從枝頭上掉下來的落花，看似

灑脫，卻不是無情之物，化成了泥

土，還能培植樹木的營養。再想想

得了癌症末期的一碗麵媽媽，不就

像這朵花瓣，在世時發揮生命的一

分一秒，心跳停止後，就化作春

泥，為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奉獻更

多慈愛的養分呢。希望所有在場的

嘉賓都已經感受到吳媽媽生命不斷

延續所分潤的溫情。這是一碗麵媽

媽的故事，謝謝！

周醫師補充：

兩年後某一天，我問魏爸爸

說：「當初吳媽媽的新聞舉國皆

知，對您來說有無壓力？」他回

答：「有啊，哪會沒有？有時去吃

個麵，老闆不收錢，我說自己平時

以砍竹子維生，這個錢我還可以付

得起。但老闆還是一定要請。」

「最後怎麼解決？」他說：「最後

錢還是付，不過老闆又會切小菜出

來請。」我又問：「你還有其他的

壓力嗎？」他說：「有啊！社會監

督！不能做一點壞事啊！以前鄰居

會投書說小孩子教養很糟糕，今年

比較好，厝邊隔壁都稱讚，有這種

壓力也是好的。」所以社會監督還

是有效果，當小孩被關注，爸爸自

然會先以身作則，也更注意兒女的

教育。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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