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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開示
Dharma Master's Blessings

臺中慈濟醫院於二○○七年元月啟業，轉眼已十三年。回顧建院過程的關關卡

卡，總是說來話長。不過現在看到醫療團隊的技術、醫德不斷提升，真誠用愛搶

救生命，再多辛苦都值得。

凡事都有因緣，三十年前曾到臺中一家醫院探病，一走進急診室，看到一床床

病人排在走廊，空間很擁擠，心情很沉重。那時中部還沒有大規模的醫院，設備、

人力也不足，隨行的伍居士告訴我，重症病人需要往臺北、高雄送，在高速公路

發生車禍是常有的事，很無奈。

伍居士問：「是不是能在臺中蓋一家醫院？」想到臺中與南北距離還是遙遠，

緊急搶救的確來不及，當下就回應：「若能找到土地，若有因緣也無不可。」於

是他很認真找土地，最後選中現在的院址。從決定建院到落成啟用，歷經多年的

努力，醫療環境多所改變，但是說出來的話就一定要做到。

回顧過去，期待各位「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莫忘那一念」，要記得當年

是以何種心情來承擔。就如莊淑婷副院長，她很早期就投入，從無到有，點點滴

滴都用心參與規畫，不論是本身的護理專業，或是行政、人事、總務也可以一手

包攬。

最初幾年颱風特別多，二期工程仍在進行，我總是追問：「妳在哪裡？醫院如何？

有沒有淹水？」她說：「我在外面巡查。」「風雨那麼大，妳怎麼還在外面？」「不

要緊，我穿雨衣，要顧好大水溝，預防淹水。」只要有心，沒有做不到的事！

開啟回憶，要感恩的人無法一一道出，感人的故事也說不盡。迎向現在，常聽

聞醫護團隊不只拔除身體病苦，而且持續以愛的醫療關懷病人，深感安慰。感恩

大家將醫院視如一個大家庭，庇蔭無數在地鄉親，回歸健康的生活，這就是造福

人間。

庇蔭鄉親，造福人間
Nursing Profession Shields the Community 

with Homey Health Care

      釋證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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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祈願
息災平安

今年新春，我們因為日漸升溫的大陸武漢肺炎疫情，不免心慌難定，但是也幸

好因為醫院團隊配合政府政策應變得宜，以及全年無休的慈濟醫療志工的相伴與

支援，讓四天連續假期，醫院內仍飄著濃濃的年味，讓忙碌的同仁來一碗熱騰騰

的擔擔麵，隨即「歡喜滿面」。

自一月二十日，疾病管制署宣布成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院內感染控制委員會也隨即在隔天中午召開臨時會因應。然而武漢肺炎疫

情延燒，臺灣陸續出現確診案例，花蓮慈濟醫院比照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建議，

二十四日除夕起，實施全院門禁管制，凡進入醫院的每一個人，都需要配戴口罩，

通過量測體溫，並消毒清潔雙手措施。

特別是，除夕至大年初三這四天，醫療志工支援了大部分的門禁管制工作，讓休

假的同仁得以在家裡過一個安穩的好年。更令人感動的是初一到初三這三天，常住

志工靜曦師姊規畫下，平日病人等候批價的大愛樓門診大廳成了溫馨的人文空間。

原本只有在準備評鑑期間，志工用來給同仁打氣鼓舞的擔擔麵攤，就設在佛陀問

病圖下；在這春節人文空間一角還設有咖啡小站。這全是醫療志工在新春時節「加

碼」，用可口且香氣襲人的食物溫暖值班同仁的胃，更讓無法回家過年的病人、家

屬，感受充滿祝福的慈濟新年。

非常感恩醫療志工與值班同仁在春節期間堅守崗位，做醫療團隊最佳後盾，落實

各項防疫工作，到了初四，門診恢復正常，每天進出的病人增加，幸有醫療志工在

前四天的護持，初五起，行政同仁接手門禁管制的各項服務，雖然工作量增加了，

但因為是守護眾人的健康，同仁與志工愛的接力，戰戰兢兢做防疫，全力以赴。

社論 Editorial

◆	文	︳林欣榮		花蓮慈濟醫院院長

Welcome the Year of Mouse, 
Pray for the Health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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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結束後，受到寒流影響，氣象局持續發布低溫特報。院長室主管們及慈濟全

球志工總督導黃思賢師兄，更在三個管制入口添置電暖器，可以避免冷風一直灌進

來，電子體溫計會失效，還有隨身暖暖包，為執勤的同仁與志工添溫暖。另一方面，

我們也希望在防疫時期，非必要，民眾最好不要進出醫療院所，維護病人安全，也

讓醫護人員得到更好的保障。

花蓮慈濟醫院不僅全力配合防疫相關措施，同時也具備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工具、

負壓隔離病房。負責病毒實驗室的陳立光教授，是病毒剋星，臺灣頂尖的病毒專

家；在抗 SARS期間，不僅接受當時衛生署疾管局蘇益仁局長委託，在實驗室成功

培養 SARS的冠狀病毒，製作了臺灣第一張 SARS病毒的電子顯微鏡照片。近幾年更

建立了豐富的噬菌體資料庫，以應用在醫院內超級細菌的感染控制成果，獲得2016

年經理人MVP及 2016 年國家新創獎的臨床新創獎殊榮，2019 年續獎「新創精進

獎」。

去年 (2019) 起，陳立光教授也開始運用溶瘤病毒在臨床試驗上，與各科腫瘤團隊

合作，幫助癌症病人。溶瘤病毒就是一種可以吃掉癌症的病毒。這是一種可透過基

因工程編程的「活藥」，可多種路徑殺傷腫瘤細胞，標靶性佳、安全性高，有些可

有效的避免耐藥性。

這期《志為護理》封面故事主要是探討安寧緩和療護，因為它強調全人、全家、

全隊、全程、全社區的五全概念，是最能展現醫療照護的人本精神。事實上，在醫院，

不一定只在安寧病房，在其他的內外科病房或急重症病房，護理同仁同樣會面對末

期病人的照護。

根據《經濟學人》2015年的調查，臺灣末期照護品質位居亞洲第一，全球第六。這

個好成績獲得世界肯定，但身為臨床護理人員，如何面對末期病人的照護？是否從照護

中能夠獲得啟發？我非常感恩家庭醫學部緩和醫療科及心蓮病房團隊，包括醫師、護理

師、心理師、社工師、藥師，甚至跨科團隊，讓我們的病人獲得有品質的照護；對家屬

的關懷，更在在顯示「愛與感恩」的慈濟人文。

相較以往，今年新春因武漢肺炎疫情升溫，相對不平安。因應防疫，花蓮慈院只

開放大愛樓門診大廳、中醫部（書軒），以及急診大樓正門等三處入口，呼籲十四

天內有中國大陸旅遊史，且合併呼吸道症狀或發燒的民眾，請直接至急診診治。

證嚴上人開示：「驚世的災難，要有警世的覺悟。」人們往往因放縱口欲，吞食

動物的生命，無形中把牠的病毒「吞食」了。花蓮慈院全力推動素食，期待人人正

視防疫措施，提高警覺，戒慎的面對疫情；我們誠摯邀請您「戒慎虔誠，茹素息災」，

讓我們一齊祈禱天下無災無難，人人健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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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From the Editor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午，臺灣媒體報導大陸有疑似 SARS 病例發生。我私

訊詢問在大陸的友人，他回我：「沒有聽說，也沒有報導。」於是我把這個

訊息當成是網路謠言。沒料到，傍晚友人發訊息竟回覆我，確實有肺炎疫情，

不過還在檢測感染原因，也尚無人傳人的現象。沒多久，態勢急轉直下，病

毒性肺炎愈來愈明朗，被定義是一種新型冠狀病毒。

春節期間，武漢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日趨嚴重，引起民眾恐慌，到處急購口

罩與消毒用品，直到門市買不到、網路也訂不到的情況出現。我自己的兄長

旅居美國，要到外州開會，臨上飛機前欲購兩只口罩，也是到處都買不到…

…。

而在臺灣，每天接續性的新聞報導中眼見確診人次增加，網路開始瘋傳各

種防疫「妙方」。雖然臺灣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不斷宣導，臺灣尚無社區

感染，且口罩不是防疫唯一工具，「勤洗手」才是正確防疫的最佳方法。但

才過短短幾天光景，網路上各種留言、評論、反應，甚至謠傳，已造成人心

動盪，人們的心理恐慌已遠遠超越實際疫情的嚴重度。

回顧歷史，傳染病疫情的爆發，過去以細菌傳染的疾病為主，研發出抗生

素後，成功抑制細菌，但代之而起的是黴菌感染或具抗藥性的超級細菌傳染，

接著出現多半來自病毒的新興傳染病，且病毒不斷變異，但人類的生物科技

也會快速因應而大躍進；例如每年預測流感的病毒株，研發出最具效能的流

感疫苗，並鼓勵民眾施打，阻絕流行性感冒的傳染疫情。病毒和細菌有點類

似在人群中的害群之馬，犯罪手法愈來愈高端，駭客攻擊愈來愈複雜，且可

能是整體系統性的影響，考驗人類防疫的能力與技術。

這次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造成全世界受到影響，來源有很多說法，不論是從

人類吃食野味、或生物實驗室的管理問題，消息不論真假都和人有關，真真

假假的訊息又造成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的猜忌，大環境的互動和每個人

◆	文	︳章淑娟

茹素戒慎 齊心抗疫
Be Plant-Based Diet and Stay Vigilant 

to Fight the COVID-19 Out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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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工作或家庭小環境的互動模式是不是很像？也就是大乾坤（天地）與

小乾坤（自身）之間的密切關聯。所以，證嚴上人叮嚀我們，「大乾坤、小

乾坤，天地與人間都是息息相關，所以我們要戒慎虔誠，虔誠地祈求天下無

災難，推動人人心素，不要有貪、瞋、癡、無明、傲慢或是懷疑的心態發生。

大家還要茹素，現在素食不只是宗教的事情，而是天地的事情，如何節能減

碳、如何清淨空氣、讓空氣不污染，自然就會四大調和。」

以 色 列 有 一 個 被 稱 為 最 健 康 的 社 區 ─ ─ 狄 莫 納 (Hebrew Is rael i te 

Community in Dimona)，是 1969 年從美國移民到以色列，在 2006 年的資料

顯示約有 2,000 人，最近的資料顯示約有 5,000 人，他們奉行聖經創世紀中，

上帝所說的茹素生活型態，且遠離菸酒，保持規律運動習慣。居民們很少生

病，也沒什麼慢性病，以色列外交部的網頁上有專文介紹。古今中外很多名

人也都茹素，雖然有各種不同的原因，都和健康及宇宙蒼生的關懷及社會和

諧有關。

拿起手機，大街小巷家家戶戶種的花花草草，隨便拍都美。「心和花的距

離在於欣賞，心和心的距離在於理解」。上網查一些相關疫情的資料，看到

大愛電視 2015 年 8 月播出的「人文講堂」節目，時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的陳

建仁副總統受邀演講「改變人類歷史的傳染病」，他提到：「防疫無國界，

大家要互相幫忙，人與人之間不要疏離，不要冷淡，不要隔閡……即使有再

多的傳染病，大家一起共同合作，就能得到很好的控制。」這是一場很棒的

演講，彷彿是為今日疫情和社會現象給出了最適切的建言。

從手機看到武漢協和醫院護理粉絲頁傳出一則訊息──「比病毒蔓延更快

的是愛與希望」，向第一線的護理團隊致敬，這些護理人員，他們稱為「抗

疫逆行者」，第一時間就衝上防抗新型肺炎最前線，有些是瞞著家人志願前

來，在忙碌的照護過程中竟然沒注意到已經是春節時期，隔離病房的護士長

要在短期內訓練使用各項儀器設備並掌握每個人對各種操作的熟稔度，護士

長的帶動燃起大家的希望和愛，其他各崗位護理同仁也是心連心、肩並肩的

攜手同行，相信有了愛和希望，加上決心和信心，抗疫之戰一定會勝利，病

毒會很快消散，人人得以平安。

參考資料

https://mfa.gov.il/mfa/aboutisrael/people/pages/the%20black%20hebrews.aspx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n_Ammi_Ben-Israel

大愛電視「人文講堂」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5WOTrWsq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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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愛過，所以慈悲；因為懂得，所以寬容。」這是張愛玲，中國現代作家，

也是筆者少年沉迷的文學名句之一。

有人說張愛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得如此精緻，別無第二人可以相比。讀她的

作品會發現她對人生的樂趣觀察得很絕妙，這就是她的才情，她發現了，寫下來，

讓你自己感覺到。

從事護理跟文學寫作一樣，都是在別人的故事裡體會人生而後轉為自己人生的

慈悲與寬容。想想護理生涯轉眼也接近 30 年，回頭看臺灣護理職場勞動條件，恰

似《金鎖記》這本書的開頭所寫，「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

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然而隔著三十年後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

免帶點淒涼。」是啊，在臺灣文化裡，一般認為只有親人或宗教的無償奉獻才能

做到對病人體貼入微的關懷程度，慈悲覺察不被珍視，細膩溫柔因廉價而遭受踐

踏。儘管過勞、低薪、缺乏尊重是全世界護理師的普遍困境，而臺灣護理職場勞

動條件更糟，能兼顧幾床病人狀況已屬不易，不受重視與無法兼顧的惡性相生，

遑論護理給予病人之間的互動關懷。因此，許多慈悲疲憊、冷漠的應對方式當然

也造成了負面的影響，但臨床上許多護理人雖見慣傷病生死，卻沒被磨出一身痂

殼，仍然對病人的痛苦保持敏銳，在病床邊用生命寫下一個又一個動人的慈悲與

護理的故事。

正因為護理專業訓練的敏銳覺知，所以有了體察病人需要的溫柔。這不易的覺

知與溫柔，讓我們反思在科技與營運的衝擊下的護理價值與信念。印順導師曾說

學佛的道路很多，如念阿彌陀佛的是重信願，為了解佛理而誦習研究的是重智慧，

著重在救濟慈善事業的是重慈悲。所以，花蓮慈濟醫院創辦人證嚴法師以其大悲

願，創立「以人為本，尊重生命」的醫療志業，期許護理成為病患者心中的菩薩，

並肩負苦既拔已，復為說法的傳法人。

■	文	︳鍾惠君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主任

The Common Good of Compassion & Loving-Kindness 
and Nursing Profession

慈悲與護理專業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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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有幸，護理專業就是學佛的慈悲道場，在此基礎上，我們對於他人的問題，

便能真正心存關懷。如同人文關懷是護理的根本價值，人文關懷是基於對人性情

懷的覺察，也就是自己對生命經驗的感受，由此生命感受不斷反思逐漸形成人的

道德能力，在每個互動的現場，產生情境感受的人文關懷，塑造彼此關懷的倫理

關係，透過人格的鍛鍊與改造，在不同的社會條件、歷史階段，表達深切的溫暖

與關愛。

因此，在談論人性化照護時就不能忽略人性情懷與人文關懷，在每個與病人互

動的時刻也教會我們在臨床照護的情境中，基於對人性的信任，真誠的在互動過

程中的情境覺察自我的感知，對病人能不受先入為主的限制來醞釀慈悲心，透過

慈悲迴路能讓自己體驗到心靈的廣闊與自由，深化對護理照護的能力及信念。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以「菩薩心，隨處現，聞聲救苦我最先」為宗旨，運用慈

悲領導護理人員，提供以病人為中心的五全照護的任務，逐步發展慈濟護理特色，

邁向成為國際慈悲護理典範之願景。這與護理的核心價值可說是相當契合，特別

是以人為中心照護的理念下，人我關係可說是人性化照護的基礎。在照護的現場，

專業照護的活動發生在人與人之間，因為第一線護理人員很難置身事外，護理人

員的本我是帶有自己過去的經驗、對自己未來的期許、以及對應當下所展現出的

我。對醫護人員而言，病人不會永遠是「他人」，親近的膚慰使護理師與病人常

產生情感對流及動人的故事。

創院三十四年來，護理人員覺知病人所苦，陪伴膚慰，進而拔苦予樂。東部醫

療資源因偏遠及醫療資源不足，讓我們在臨床照護的場域看到病人受苦的情境產

生悲憫的生命反省，由覺知情境的客觀狀況產生對於此狀況的主觀反應，然後覺

知這種主觀的自我反應，更能覺察自我潛在的內在本性，繼而尋求自我與世界的

適當關係。所謂生命的現象是錯根複節的建立在某特殊時空因緣的連結，生於科

技時代的我們，更需要在人文關懷立足以維持人性存在的精神，不至於忽略生命

經驗的不確定性，忽略專業人員的情緒，無意間背離了人文以致物化人生。因此，

從病人滿意度調查顯示，護理為民眾最信賴的專業，並獲各界肯定；而慈濟護理

的價值為利他，每年投入社會公益及地球永續的人次與範圍可稱全球第一，全球

來到花蓮慈濟醫院參訪交流的人次與國家也是超過世界第一的醫院，在慈濟醫療

志業裡體會到，護理，對許許多多投身於此專業領域中的夥伴們而言，不僅是一

份工作，更是滴滲她／他的生命每個階段，由訓練內化為職志的終身信念。覺知

在以專業助人的如常工作中，不僅成就他人，也是實現自我的護理價值共好的職

場，更盼望您親身領受不一樣的利他生命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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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故事

終
點站

省思

的
Reflections on 

the Terminal 
Stage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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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末期病人之
護理照護經驗與啟發
Terminally-Ill Patients Nursing Care 
Experiences & Inspiration

照護生命即將走向終點的病人，與死神打照面，

是臨床護理工作者的必修課題之一。

護理人員總是盡己所能帶給病人最佳品質的照護，

但當離別不可避免時，也期望助病人有尊嚴的走向死亡；

安寧緩和療護，成為各單位護理人員的主動選修課，

也從末期照護的過程中創造自己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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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的

■ 文 ︳王淑貞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問卷基本資料統計

性別 人數 %

女 1,404  94.4 

男 84  5.6 

總計  1,488  100.0 

職務別 人數 %

護理師／士  1,185  79.6 

副護理長 62  4.2 

護理長 58  3.9 

督導及以上 23  1.5 

個管師(功能小組) 49  3.3 

專科護理師

(含資深護理師) 111  7.5 

總計  1,488  100.0 

工作科別屬性 人數 %

內科 295  19.8 

外科 219  14.7 

小兒 48  3.2 

婦產 63  4.2 

急重症 295  19.8 

功能小組 22  1.5 

血液透析室 46  3.1 

手術室 102  6.9 

門診 198  13.3 

心蓮 40  2.7 

行政 36  2.4 

精神科 51  3.4 

其他 73  4.9 

總計  1,488  100.0 

年齡 人數 %

≦20歲 39  2.6 

21-25歲 533  35.8 

26-30歲 248  16.7 

31-35歲 197  13.2 

36-40歲 218  14.7 

41歲以上 253  17.0 

總計  1,488  100.0 

年資 人數 %

≦1年 193  13.0 

1.1~2年 242  16.3 

2.1~3年 168  11.3 

3.1~5年 225  15.1 

5年以上 660  44.4 

總計  1,488  100.0 

末期病人的定義，是預期在一年內

死亡。主要照顧末期病人的安寧緩和療

護，是最能展現醫療照護的人本精神，

因為它強調全人、全家、全隊、全程、

全社區的五全概念。然而，在醫療的場

域裡，不一定只在安寧病房，在其他的

內外科病房或急重症病房，護理人員同

樣會面對末期病人的照護。《志為護理》

雜誌於 2008 年曾經調查護理人員轉調

心蓮（安寧）病房的意願，約有 25%

護理人員有意願，主要原因是會給末期

病人較好的照護品質，而不願意轉調的

原因是不知道要如何面對末期病人。

臺灣安寧亞洲第一

護理人員的末期照護準備如何

政府非常支持安寧療護的政策推動，

於 2009 年將八大非癌症疾病末期納入

健保給付，2013 年開始推動安寧共照，

讓在一般病房的末期病人也能接受安寧

緩和照護。隨著老年人口的增加，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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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經照護過末期病人？

（	N	=	1,488，單選	）

你照護的末期病人曾接受過

安寧療護（包含安寧共照、

入住安寧病房、居家安寧）？

（	N	=	1,131，單選	）

1 2

87.7%

12.3%

76.0%

24.0%

年推動社區安寧，開始有乙類社區安寧

服務及機構居家安寧照護。臺灣安寧

緩和照護在近 10 年的成果，根據《經

濟學人》（The Economist）「智庫」

（Intelligence Unit，EIU）於 2015 年公

布的「死亡質量指數調查」(Quality of 

Death Index) 調查，臺灣末期照護品質

位居亞洲第一，全球第六。這個好成績

獲得世界肯定，但身為臨床護理人員，

面對末期病人照護的經驗值為何？是否

從照護中獲得啟發？

七成六曾照顧末期病人

近九成病人接受安寧療護

本期由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主責，便

將重點聚焦在護理人員對於末期照護的

經驗與啟發，電子問卷發送給七家慈濟

醫院護理人員，共回收 1,488 份有效問

卷，其中1,131人曾經照顧過末期病人，

占 76.0%，沒有照顧過末期病人的則占

24.0%。

曾經照護過末期病人的護理人員，曾

照護的病人中有 87.7% 都有接受安寧療

護，可見末期病人安寧照護在慈濟醫院

的普及率相當高。而沒有接受安寧照護

的病人以功能小組、外科和急重症護理

人員的病人的比率較其他科別高。

病人與家屬參與醫療決策意識抬頭

詢 問 末 期 病 人 會 診 安 寧 照 護 的 經

驗，會由誰發起時，以醫師占最高，

78.8%，其次是護理師 57.5%，專科護

理師 52.4%，但也有相當比率的會診

是來自於病人的親友 44.4%，病人本

是

否

是

(1,131人 )

(992 人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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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師  57.5 %

專科護理師  52.4 %

醫師  78.8 %

病人  31.4 %

病人的親友  44.4 %

其他  0.6 %

你經驗中的末期病人會診安

寧，是由誰發起或建議？

(	N	=	992，複選 )
3

人 31.4%。這些數字顯示，有愈來愈多

的家屬和病人本身會參與自己的醫療決

策。

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從二○○六

年就開始走入社區宣導安寧療護，近

十五年來，在花蓮縣各社區辦活動，提

供正確的安寧照護觀念，也破解大家對

於住安寧病房要花很多錢，是一個等死

的病房等誤解。近幾年，重視病人的健

康識能，在重症單位推動病人撤除維生

醫療的醫病共享決策 (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讓病人及家屬能夠依照

自己的需求，決定自己的醫療照護。在

樓梯間也張貼「醫病溝通5好處」海報，

讓訪客或門診病人知道如何為自己的疾

病發聲。在看門診之前，有一份就醫提

問單，讓病人可以先列出自己所關心的

問題，看診時才不會遺漏，讓病人可以

得到更好的醫療照護。然而，民眾對於

談論死亡的議題仍存忌諱，花蓮慈濟醫

院心蓮病房交誼廳及空中花園在 2019

年 8 月重新整修，期望這個空間除了

可以讓病人有更舒適的空間之外，也期

望能建構一個生死教育的場域。因此，

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邀請國立東華大

學藝術與設計學系師生設計及製作「許

願牆」，這個設計期望是一個互動的交

流，除了讓病人可以和家屬或醫護團隊

留下人生最後的道別之外，也讓 20 歲

出頭的年輕人能夠藉此機會更了解生命

議題，因為他們在創作之前必需要訪談

病人、家屬、及照護者、或是自己的家

人。有一位學生在訪談病人後，感受到

「時間在飛，無常在追」，應該時時把

握當下與家人的時間。心蓮病房的許願

牆成了這群學生最好的生命課題，未來

還會有更多的生命教育在這個空間展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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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告知  33.6 %

團隊照護意見不同  19.5 %

何時該開口轉介安寧療護  26.3 %

病人或家屬一聽到轉安寧
就覺得被放棄了  30.7 %

病人擔心死亡情緒  18.2 %

病人的不適症狀無法獲得緩解  20.1 %

家屬的情緒，哀傷、憤怒、焦慮  30.7 %

家屬對病人的康復有期待  30.6 %

家屬希望隱瞞病情  38.3 %

自己心裡過不去
（替病人傷心、不想面對）  4.8 %

其他  1.2 %

其次是「病情告知」33.6%，第三為

「病人或家屬一聽到轉安寧就覺得被放

棄了的情緒」及「家屬的情緒，如哀

傷、憤怒、焦慮等」，都占 30.7%；緊

接著是「家屬對病人的康復有期待」，

30.6%。

針對 241 位急重症護理人員深入分

析，末期病人照護對他們最困難的地

方依序為：「家屬對病人的康復有期

待」37.3%、「家屬希望隱瞞病情」

36.2%，而第三也是「病人或家屬一聽

到轉安寧就覺得被放棄了的情緒」，占

30.2%。因為急重症的病人屬於非預期

住院的比率較高，因此家屬期望病人可

以救活的期待也高，當接到通知要轉安

寧病房，就會有失落感。而護理人員是

最直接面對這些病人和家屬的問題，因

此花蓮慈院急重症單位自 2018 年開始

有護理人員參加安寧緩和護理學會的基

礎和進階安寧訓練，在單位也進行在職

訓練和個案討論，期望能夠協助護理人

員克服這些困擾。

你在照顧末期病人時覺得最困難的地方？

(	N	=	1,131，複選 )4

末期照護的困難點：

說與不說或該怎麼說

詢問曾照顧末期病人的護理人員，覺

得照顧末期病人最困難的地方，最高比

例的是「家屬希望隱瞞病情」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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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面對末期病人的臨終，最常有的心理感受？

(	N	=1,131，複選 )5

演講，教授提到澳洲以 PCOC 為團隊的

共同語言，跨科團隊在討論時都用PCOC

計畫裡的標準化工具及方式來討論，照

護就更能合作無間。

最希望給病人舒適的照護

盡力完成病人心願

照護臨終病人時，護理人員的心理

感受，比例最高的是「期望給病人舒適

的照護」74.4%，將近四分之三的護理

人員都有這樣的自我期望；其次是「要

盡力幫病人完成心願」39.1%、「祝

福病人」35.7%，以上是比較正向的感

受。但也有護理人員會感到「哀傷」

30.6%、「無力感」24.6%。

此題再針對急重症護理師 ( N = 241 )

深入分析，照護的感受和整體護理人員

相似，但情緒如：「哀傷」（23.5%）

煩躁  6.8

不知所措  16.4

哀傷  30.6

要盡力幫病人完成心願  39.1

期望給病人舒適的照護  74.4

安寧照護跨科團隊

鼓勵建立共同語言

而針對心蓮病房 40 位護理人員覺得

末期照護的困難點，則又略有不同；比

例最高有三項：家屬希望隱瞞病情、家

屬對病人的康復有期待、團隊照護意見

不同，都各為 37.5%；其次占 32.5% 的

是家屬的情緒，如哀傷、憤怒、焦慮

等。可見不管在那個單位，家屬隱瞞病

情，會讓護理人員產生較大的困擾，但

在心蓮病房另一個困擾是團隊照護意見

不同，這也呈現安寧療護四全照護中的

全隊照護的理念的重要性。花蓮慈院於

2019 年 8 月邀請澳洲全國性計畫「緩

和照護品質監測計畫 (PCOC, Palliative 

Care Outcome Cooperation)」的專家克

萊兒 ‧ 強生 (Claire Johnson) 教授到院

祝福病人  35.7

無力感  24.6

其他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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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外面社群團體  4.0

去外面走走  37.4

大吃大喝  18.9

睡覺  28.3

其他  4.3 

在照顧末期病人出現壓力時，通常會？

(	N	=	1,131，複選 )6

家屬舉辦支持團體活動，讓家屬再回到

病房，也讓護理人員有機會再關心這些

家屬，也讓他們說出心中的話。2019

年度的活動是以園藝治療為主題，讓遺

族利用植物的組合，回憶對往者的思

念。有一位小吳先生，他的父親是在心

蓮病房往生，當他再次踏入病房參加此

次活動時，臉上沒有表情、也不說話，

但到了活動最後，園藝治療老師邀請大

家在兩張紙上寫出對往生者的印象及想

說的話時，小吳先生說出過去父親脾氣

暴躁，對家人很兇，他期望父親走了以

後，能夠修復這些情緒。在活動結束後，

小吳先生情緒頓時開朗，也期待每年都

能來參加活動。

找主管談  15.1

找同儕談  54.8

找親朋談  25.6

找心理師談  6.9

找社工師談  5.6

找宗教師  3.4

和「無力感」（15.3%）較整體護理人

員感受低。而此題針對心蓮病房護理人

員 ( N = 40 ) 的統計，心理感受相對很

強的是「期望病人舒適」(92.5%）、「祝

福病人」(72.5%) 及「盡力幫病人完成

心願」(57.5%)，呼應了安寧照護的價

值；而「哀傷」（5%）和「無力感」

(22.5%) 也較整體回答低。

處理哀傷與無力感

安寧療護有方法

事實上，安寧療護病房較有機會參與

溝通與悲傷關懷的相關課程，另外團隊

成員還包含心理師和宗教師，這些都能

給予護理人員很大的心理支持。

例如，花蓮慈院心蓮病房每年為喪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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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照護的壓力調適

找人談談

當問到護理人員在照護末期病人出

現壓力時，通常會如何調適，大部分

的護理人員會找同儕談的占最高，有

54.8%，其次是去外面走走 (37.4%)、

睡覺 (28.3%)。急重症護理人員 ( N = 

241 ) 也是以同儕談的占最高，46.6%，

其次是去外面走走 (40.7%)，睡覺的也

很高，占 38.4%。在心蓮病房護理人

員 ( N = 40 ) 排行前二項也是找同儕談

(52.5%)，其次是去外面走走 (45.0%) 和

大吃大喝 (35.0%)，但找心理師談的也

占 27.5%，找宗教師占 12.5%，反觀，

所有護理人員及急重症病房護理人員較

少與這二個職類談。

生命有限把握當下

珍惜家人與健康

當問到照顧末期病人對護理人員的啟

發時，有 76.1% 認為要珍惜與家人相處

的機會，要活在當下有 66.0%，要注意

身體占 54.8%，約有一半認為要事先和

家人討論醫療決定 (50.1%)。

末期病人的照顧，是處在二個極端的

處境，一方面病人的生命是逐漸朝向死

亡的方向進行，而另一方面照護人員是

盡己所能的讓病人獲得最好的照顧，期

望能有尊嚴死亡。因此，護理人員會承

受到病人／家屬離別的壓力，但另一方

面護理人員也從照顧的過程中，創造自

己生命的意義，也看到病人在生命走到

終點前的各種樣貌，展現人性的真誠；

不管是道歉、道謝、道愛、道別，在死

亡到來的那一刻之前，一切都還來得

及。

照顧末期病人對我的啟發？

(	N	=	1,131，複選 )7
要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機會  76.1

要活在當下  66.0

對自己好一點  46.4

注意身體健康  54.8

定期健康檢查  27.7

事先和家人討論醫療決定  50.1

寫遺囑  14.9

其他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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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安寧
短暫生命的美麗光芒

Help Short Life Shine – 
Palliative Care for Newborn, Infants & Children

■ 文、圖 ︳鄭雅君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督導

十歲的惠惠，兩年前確診為急性淋巴性白血病，治療過程中復發，接受造血幹細

胞移植，但移植後半年又再度復發，接著疾病急速惡化，最後選擇安寧緩和照顧，

但惠惠跟爸爸都希望留在兒科病房，因為這裡有她最熟悉的醫護團隊。醫護團隊對

於惠惠要轉到安寧病房感到不忍，但也很擔心留在病房，我們無法處理接踵而來的

末期症狀及臨終哀傷，也深怕自己身陷於憂傷之中……

[ No.1]

兒科照護，遊戲不可少，團隊總是努力
帶給孩子歡樂，當小病人要離世時，可
能連帶自己也陷入哀傷。攝影／江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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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孩子罹患癌症時，常使父母感到失落及深怕孩子的離世，面對癌症末期病童，

父母除了本身壓力外，還得面臨孩童出現的不安、哭泣、無助感與退化行為，也影

響到整個家庭的運作。當末期病人是幼兒或兒童，無法用言語表達生理上的不適及

心情，若醫護人員對於安寧療護的訓練不足，便無法提供病童與父母身心靈方面的

協助與關懷。      

兒童及新生兒病童的末期身心靈照護模式有別於成人，許多文獻建議兒童及新生

兒安寧緩和醫療照護應從診斷建立後即開始逐步介入，但實務上，大部分的癌末病

童即使已面臨疾病無法治癒，多數家屬仍希望積極治療，直到已無法再接受任何治

療時才會考慮接受安寧療護。

在照顧兒童癌症個案的經驗中發現兒童癌症末期症狀包括：呼吸喘、疼痛及疲倦、

無法進食等，都使得父母非常焦慮，甚至有時要求醫師使用鼻胃管或靜脈注射營養

品等侵入性處置。末期症狀的處理，常常也是造成父母害怕返家自行照顧且不願意

接受安寧居家療護的原因。而且，父母認為小孩太小，不願也不知如何與孩子溝通

關於疾病或死亡的話題 ，所以大多採隱瞞方式，因此也常常導致臨床醫護人員陷入

兩難。

新生兒及兒童安寧推動，可以提供臨終的新生兒或

兒童安寧緩和療護照護減輕痛苦，服務對象包括新生

兒及其家庭成員及重要他人，主要護理重點是早期評

估家屬之心理、精神，宗教信仰及文化需求，並且透

過安寧共照模式提升末期病人及家屬獲得正確的安寧

療護認知，減少對安寧療護的陌生感，提升對病程治

療的自主權，並提前對家屬心理、靈性與預期性悲傷

適時介入。

現行安寧緩和照護人員對於兒童或新生兒照護概念

較不熟悉，影響與父母或兒童間溝通，有鑑於此，臺

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自 2017 年起承辦國民健康署「兒

童及老人安寧療護專業人員培訓推廣計畫」，期望加

強以「兒童為核心 ‧ 家庭為中心」之概念，以強化臨

床團隊人員之對兒童安寧照護專業知能，提升兒童及

新生兒安寧緩和醫療照顧品質。花蓮慈院護理部也針

對新生兒及小兒護理團隊開辦安寧療護研討會，培養

護理師對於新生兒及兒童末期狀症的處理及後續的哀

傷輔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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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新生兒加護病房護理師寫下她在

照護生命末期幼兒之後的感受──

迎接新生兒對大多數家庭而言 是喜

悅，但如果一出生就面對將離去的情

況，是多讓人難以接受；一個小生命，

像露珠一樣出現在清晨，不到中午就消

失了。但在「愛」的陽光照射下，會折

射美麗的光芒，這道光芒將持續在你我

的心。

身為新生兒及小兒科護理師，我們

對於安寧從不懂到逐漸熟悉，而我們的

「兒童安寧」常做的事就是幫孩子圓夢，

幫父母留下記憶；透過跨團隊的協助讓

孩子回到家鄉，並且好好道別，或是錄

下影音，放進給父母的回憶箱，裡面都

是孩子們的夢想跟給父母的祝福！我們

能做的，就是默默觀察小病人的需要，

並且跟家屬一起聆聽，聽出小病人的夢

想，然後動用團隊的力量完成這個小生命的夢想。

提升新生兒及兒童照護人員安寧緩和照顧能力、環境設備及人力及建置完善作業規

範，相信可以讓更多像惠惠跟爸爸一樣留在原團隊原病房並同時接受優質末期照護。

對於年幼的生命，要讓父母親說「不救」，很難。在兒科病房的兒癌病童，我們

盡可能從幼稚園到小學或到中學，一路相伴，有如家人，當病人的病程進展到生命

末期，兒科團隊仍盡全力照顧到最後，感謝有安寧緩和團隊當照護後盾，花蓮慈院

兒科團隊為病人提供全人、全家及全程照護，讓病人即使短暫的生命也能留下永恆

的光芒。

新生兒重症或末期兒童的照護是難事，但如同音符在雙手與聲道上成了一段優美

旋律，孩子在生命末期照護必須有家人、親友、醫療團隊達到共識，陪伴即便只是

路過人間，但也是最重要的存在；我們是並肩非擦肩，共同圓滿生命樂章。

參考文獻

王亞蘭(2015)．某醫學中心癌症病童生命末期照護現況探討-2010至2012年病歷回顧．取自華藝

線上圖書館系統。（系統編號U0001-1908201515213400）doi:10.6342/NTU.2015.01947

護理師在床邊陪伴癌症病童一起塗鴉，像玩
遊戲一樣讓住院孩童抒發情緒，降低治療帶
來的創傷。孩子們的作品，也相對療癒了家
屬與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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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懂安寧 生死都盡力

[ No.2]

Palliative Care in ICU Wards, Rescue Life & Soul 

■ 文、圖 ︳王琬詳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覺得同事們的心都變得比較柔軟，當有病人進入瀕死過程時，會互相提醒要注

意音量，讓家屬多點時間與病人相處，更重要的是，透過單位發展的安寧照護手冊，

讓醫護人員透過實際的工具，教家屬可以做哪些準備工作，不會只有慌亂和悲傷，

透過四道人生和舒適護理，陪伴他們一起走向生命的幽谷⋯⋯」

安寧照護，在一般人的觀念裡只會發生在安寧病房裡，但對於住在加護病房與生

死把河的病人來說，其實也同樣的重要，當生命有所為可努力時，醫療團隊一定都

會竭盡心力的搶救，但當無法挽回時，要如何讓亡者和生者都能夠身心靈安，就不

是一件容易但卻極為重要的事情。

因為當生命走到最後一刻時，除了病人之外，家屬也是另一群需要被關懷的人，

他們在這過程中，身心一樣受煎熬，而照顧他們的醫護人員，在心情調適和專業準

備度上也備受挑戰。常可在學弟妹的 PGY 手冊中讀到，當他們碰到這種情境時，常

會不知道該如何應對，甚至因此想要逃避，這個困境也變成他們的工作壓力源之一。

因此讓我們思考，對於新進人員，要如何讓他們在病人的最後一段路當病人和家屬

的天使，除了伴他們走過幽谷，讓照顧病人及家屬的我們自己也能夠身心輕安。

於是，我們遴選有意願且具潛力的同仁進行計畫性培育，並在返院後進行轉訓；

此外，藉由教案的開發，在常規的在職教育和加護訓練中，排進「四道人生」的介

紹及練習；末期病人的舒適護理演練，透過有系統的教學及演練，讓護理師們能夠

熟悉面對生命無常時的處理方式，讓自己的心更柔軟一點，照顧上多點能力，能夠

助病人善終，家屬心安，而自己也可以身心舒緩。

其中已有 4 年臨床年資的護理師雅茹提到：「透過安寧相關課程的訓練，讓我比

較知道當病人走到生命末期時，我還可以幫他做些什麼，而不是只有等待。以前大

多都會到最後一刻才通知家屬來把病人帶回家，但現在，因為多了這方面的訓練，

所以當病人的生命徵象開始改變時，我們就會主動地詢問家屬，有沒有想要多陪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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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在病人身邊還可以幫他做些

什麼。好多位家屬在離開加護病房

前，都曾告訴我，很感謝我帶著他

們陪病人最後一刻，讓他們可以少

些遺憾，而我自己也因此多了許多

的成就感，覺得這樣的陪伴很有價

值。」而護理長霈瑜也說：「我自己去參加過安寧學會辦的照護訓練後多了這方面

的知能，比較有信心及方向，回到單位推動後，也覺得同事們的心都變得比較柔軟，

現在當有病人進入瀕死過程時，我們除了會互相提醒要注意音量，也會主動讓家屬

多點時間與病人相處，或者推『天使車』到床邊讓病人較心安。更重要的是，透過

單位發展的安寧照護手冊，讓醫護人員可以透過工具，實際的教家屬做哪些準備工

作，不會只有慌亂和悲傷，我們透過四道人生和舒適護理，來陪伴他們一起走向生

命的幽谷，讓生死兩輕安。經過這一路的推動，我們單位的醫師們對安寧的觀念接

受度也都很好，加上溝通暢通，讓病人的臨終照顧品質提升，我覺得很棒。」

生命的長度我們雖無法左右，但期間的品質是我們可以努力的，重症的安寧照顧

就是扮演這樣的一個角色，讓每一個病人都可以有尊嚴地離開；家屬和醫護人員也

能無憾的活著。

註：天使車：是加護病房比照安寧病房所打造的行動祈福臺，依照不同病人的信仰，在車上換上

不同的照片（佛像、基督等），推至病床末端，病人睜眼就可以看見，給予精神上的慰藉。

加護重症單位團隊也接受安寧療護
訓練，當竭盡醫療專業極限仍無效
時，能在最後時刻協助病人與家屬
生死兩相安。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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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立醫療 自己作主
Advanced Care Planning, Make Our Own Decision

■ 文 ︳張智容  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護理長

2015年12月18日立法院三讀通過「病人自主權利法」，並於2019年1月6日正式

施行，花蓮慈濟醫院於 2018 年 9 月加入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試辦醫院，隔年推出「預

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預約諮商門診的民眾約七成是女性，前來諮商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她們有親身照護長輩的經驗；長輩因中風或失智而長期臥床，不認得探訪的

親人，失去了活著的感受；她們害怕以後同樣的情況發生在自己身上，亦不想造成

孩子們的困擾，所以傾向自主決定，萬一病況差到如此，一刻也不想再繼續接受餵

食或持續使用維生醫療。

但是其中也不乏對於五款臨床條件認識不清的民眾，誤以為連同意外發生的當下

即會按照目前所填具之意願，立即撤除維生醫療或是立刻停止人工流體餵養，因此

透過預約門診的醫師與醫療團隊提供詳細的解釋，說明對於知情（病情）、選擇（治

療方式）與決定權（終止維生醫療／人工流體

餵養），並舉例說明與解釋五款特定臨床條件

尚須經相關專科醫師臨床的判定，以及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的疾病方才能依照選填的項目來施

行，部分意願人經澄清才領會並非所有的疾病

皆適用病主法，需五款臨床條件生效時方適

用。

猶記得一位年約八十多歲的婦人，由先生

與雙胞胎女兒一塊陪同進診間，笑聲爽朗，語

氣詼諧，臉上的皺紋隱約透露出人生閱歷的豐

富。醫師詢問之下，婦人表示聽鄰居說有這樣

的門診，拉著老先生說要一起來簽，也說自己

有十位小孩，早年夫妻忙著做生意，孩子是老

大帶老二、老三這樣一個接一個拉拔長大的。

[ 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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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長大了，相對的，長輩也老了。婆婆中風臥病在床，起先是作為長媳的她自

己照顧，但照顧了兩年，自己的身體也漸漸不行，腰也挺不直，其他家人也沒辦法

接手，先生和弟弟們商量後送至安養中心照顧，「前後住了七、八年，大家花了不

少錢，每次去看她、叫她，都傻傻的不知道事情，不認識人，活成這樣不值得，以

後也不要麻煩小孩……」社工詢問怎麼只有來二位小孩呢？婦人說其他的都在忙，

不然就是住太遠，派二位代表即可。護師詢問小孩們意見都一致嗎？女兒說：「才

不可能呢，常常意見紛歧不一致，有時候吵翻天，今天媽媽說要來諮商門診都已經跟

哥哥姊姊講過，我也錄影下來，待會傳上家族裡的 LINE，是老媽自己說的喔，我們

就是見證就對了。」最後簽署文件時，婦人說：「要簽這麼多名，今日很像大明星！」

邊簽邊說邊笑，彷彿完成一件大事般開心，旁邊的人都被她愉悅的笑容與言語感染，

一同見證這樣的過程。

在安寧臨床實務多年來的照護經驗，我們深知自主及預立醫療的重要及可貴，每

每看到末期病人與家屬為了吃不吃、怎麼吃有諸多爭議，另外還有氣切不氣切的考

量，常出現家屬想徵求病人同意，但病人已無法表達，家屬陷入到底怎麼樣才是孝

或不孝的困惑與無解……現今，有「病人自主權利法」保障你我在生命最後的尊嚴，

每個人能自主表達想法，預先訂下自己的預立醫療決定，清楚告訴家人以及醫療團

隊，有關於自己對於特定臨床條件的醫療照護的考量，不用將困難的抉擇留給親愛

的家人。

生命末期的醫療決策，掌握在自己手上；不只是安寧療護護理師，所有不同單位、

功能屬性護理師，也能將這樣的訊息傳遞給病人、家屬及自己的親朋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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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緩和療護中的
心理護理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Palliative Care

■ 文 ︳趙可式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名譽教授

雖然安寧緩和療護強調全隊照護，其中

心理師有其一定的角色，然而通常心理師

是正常上班時間，當住院病人夜間或假日

有需要時，常無法及時協助。在臺灣也不

容易聘到具備安寧緩和療護專業能力、有

熱誠、且依病人需要隨請隨到的心理師之

稀有人才，因此病人／家屬心理照顧的重

責大任常落在護理師身上。因為無論住院、

居家、或共照，護理師都是最具可近性的

專業人員！本文即簡要說明末期病人心理

護理的重點，以分享給護理同仁！

安寧緩和療護的核心哲理：生生世世（三三四四）

由於許多媒體記者要求我用 10 秒鐘說明安寧緩和療護的核心哲理，我就發明了

「生生世世（三三四四）」：

第一個三（生）──善終、善別、善生

第二個三（生）──身心靈三平安

第一個四（世）──四全照顧：全人、全家、全程、全隊照顧

第二個四（世）──四道人生：道謝、道歉、道愛、道別

這樣的核心哲理講起來只需 10 秒鐘，但要真落實才是有品質的照護。近年來有許

多病人 / 家屬向我告狀，甚至控訴我的「三三四四」是詐騙說法，騙人去接受安寧

緩和療護。以下是一位成大一年級醫學生的信（2017.12.29）：

[ No.4]

趙可式教授受邀至花蓮慈院指導。攝影／游繡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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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可式教授，您好，

我上學期在修習「醫療專業與生死」的課程中有上過您安寧療護的課。最近，親

身碰到一些生死的經歷，因此希望能向你請教一些問題。

在上過您的課後，我對於安寧療護保持很大的信心，我一直以為在面對自己家人

過世時也能會有醫護人員協助、給予實質的幫助及心理支持。但最近面對自己家人

離去，卻才發現跟自己想像的很不一樣。

近日，在我爺爺過世時，爸爸在他身邊。但爸爸並沒有通知我及妹妹去醫院，過

了一週後我們才知道。這造成了我與妹妹心中很大的遺憾和罪惡感，因為錯過見到

爺爺最後一面的機會。其實我不太知道要怎麼和爸爸、妹妹談有關生死的事情，但

我很希望以後我們家或一般社會大眾，在面對生死都能有更好的做法。例如：在病

患過世前，如何做到四道人生、何時做四道人生是對的時機；如何辨別哪些病患的

症狀是臨終前的徵兆；在往生後替病患做遺體護理、悲傷撫慰等等！

因此，想請問老師您能否推薦臺灣有哪些醫院能真正做到『安寧療護』？而非只

是空談理想而已！讓我的家人也都能對四道人生、悲傷撫慰等等有基礎的認識，我

十分害怕在未來遇到相似問題的時候，還是感到如此無助。 民眾能到哪裡去請教專

家或真正落實安寧療護理念的醫護人員呢？

如果這位醫學生有優秀的護理師相助，他們就不會終生遺憾了！若護理師只做三

件事：打針，發藥；依醫囑 By order；執行常規 Routine；那麼安寧緩和療護也就成

為口號而已了！以下是成大醫院施雅蘭安寧療護共照護理師的護理紀錄：「星期五

去內科病房做共照的病人李大哥，已經有瀕死症狀，我為他全家做了往生準備，星

期日就平安往生了，他全家都很平安。隔床那位大哥ㄧ直跟全病房醫護人員吵架，

警衛來也沒用，吵得更厲害。最後照會我，我用口腔護理及美足護理把病人照顧得

很舒適。病人說出沒有被尊嚴對待，覺得快死了，沒人懂他心聲！病人很感謝我的

照顧，我幫他完成回家心願與孩子生活幾天，最後安心善終。」

所以護理師能夠藉著身體的舒適護理，快速與病人建立親善與信任的關係，在此

關係之上，順利落實心理的照顧！

末期病人的心理狀態：

1.		人類內在的	2	種「驅力」：「生之欲」與「死之欲」

這是對末期病人心理狀態的基本知識。這二種「驅力」常在動態平衡之中，當身心靈

安適時，「生之欲」就凌駕在「死之欲」之上，不安適就反之了！所以當病人表達求死

意願時，其真正的原因是身心靈不安適，護理師若能藉機評估病人的身心靈問題，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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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照顧，常會重燃病人的求生意志！溝通實例如下：

病人甲： 「請你們打一針讓我安樂死好嗎？」

護理師 A： 「看來您的生活真是生不如死！您能告訴我最讓您痛不欲生的是什麼好

嗎？」

如此就可以打開話題，在循循善誘之下，瞭解病人當前最重要的需求為何。不必

持續針對安樂死的議題是因為具備了「生之欲」與「死之欲」的基本知識，就能瞭

解病人在身心靈問題未獲解決時的正常反應。

2. 面臨死亡的心理威脅

人的身體很脆弱，卻也有脆弱的血肉之心。面臨死亡會慟 = 心動，死亡的心理威

脅有：痛苦；失去尊嚴；不捨：對親人、生命、世界、擁有的不捨；不甘心：遺憾、

悔恨；不放心；死亡情境的未知；死後世界的未知等等。

末期病人心理反應個別差異極大。美國精神科醫師庫伯勒 ‧ 羅絲 (Kubler-Ross) 在

1969 年出版的書 On Death and Dying 中，提出了 6 階段論，到了 1975 年左右，已

經有許多的反證與批評，說明「階段論」的錯誤。因為末期病人的心理反應是動態

的，受其人格型態、個性、環境、也極受身體狀況的影響，並無一致的階段論。也

不要用此書中一些末期病人心理評估詞彙，如：病人／家屬在「否認」；病人／家

屬還沒有「接受」，因為這些大帽子會將病人標籤化，反而不能真正幫助他！

但大多數病友會有「鐘擺現象」，即心理狀態如同「鐘擺」般兩邊擺盪，例如：

希望疾病痊癒、希望減輕痛苦、希望延長生命、希望善終等，常在矛盾，變動之中，

這才是正常，照顧者要以平常心待之。

末期病人的心理評估：

要真正做到心理護理就必須先瞭解病人，並在照護的過程中，逐步評估下列項目：

1. 對疾病的認知

2. 危機處理模式 (crisis intervention)

3. 挫折承受能力

4. 人生觀、價值觀、意義觀

5. 情緒反應

6.  餘生期待：如治療的選擇，照顧場所的選擇，生活安排等，並且是否與家屬的餘

生期待一致？若不一致，照顧團隊就要開家庭會議來取得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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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死亡的原因：

常聽人說「死亡恐懼」的詞彙，其實這是抽象名詞，用這個名詞描述病人並無法

幫助他。我們需要具體瞭解恐懼的內涵如下：

1.		未知的恐懼——人們對死亡的恐懼可以從「6W」角度來探討：
Why： 害怕死亡的原因，是久病纏綿病榻呢？還是意外突然死亡？

When： 死亡在那年那月那天來臨，誰知道呢？

Where： 死亡的地點是安穩的自家床上？醫院中？還是發生車禍在馬路上或飛機上？

死後又會到那裡去呢？

How：死亡時的各種情境如何？

What： 死亡時自己的身體、心理、靈性到底會發生什麼變化？

Who： 臨終及死亡時，誰會在我身邊？他們在做些什麼？

就因為無人能預知並掌握此「6W」，才會產生「死亡恐懼與焦慮」。

但是若人有深度的信仰，在活著時信靠佛祖或天主，時時祈禱，事事感恩，常常

喜樂，與佛祖或天主連結，那麼他就會堅決相信佛祖或天主會在最恰當的時間，用

最好的方式，接他往生極樂世界或回天家。在世時，若能日日生活在佛祖或天主身

邊，他就會有足夠的安全感，「死亡」如同「老友」，在它面前輕鬆自在，自然地

打破了「死亡恐懼」的迷思了。

此外，若有以下的恐懼，可以藉著高品質的護理幫助病人：

2. 失落的恐懼

3. 分離的恐懼

4. 死亡的形貌之恐懼

5. 死亡過程之恐懼

6. 未了心願的遺憾

7. 對人生過程的悔恨，來不及補救之恐懼

安寧緩和療護心理護理的重點：

若護理師實在忙碌，無法完整深入地落實心理護理，那麼只需做一件最重要的事，

就是：「情緒的疏導」！因為當病人面對一個負面情緒時，唯有盡情感受、體驗、

認識它，才有辦法擺脫它。如果壓抑情緒，不讓自己完全體驗，就無法不執著，無

法放下。因為忙著在害怕、在生氣、在憂愁、在……。若護理師能提供機會，讓病

人全心投入這些情緒，他就會知道什麼是痛苦，什麼是愛，什麼是悲傷。就會感到

人生的可貴，能感覺、能體驗，而非麻木不仁。他的存在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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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人智庫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於 2015 年評比不同國家的死亡品質，臺

灣在 80 個國家中獲得全球第六名，亞洲第一，

在大家正為此成果興奮的同時間，監察院發文

衛生褔利部指出，臺灣末期照護仍有很多不足

的地方，需要更努力改善，並每年追蹤改進的

情況。針對此幾乎相反的結果，究竟臺灣的緩

和照護品質是好還是不足？

緩和照護是針對重症病人或末期病人的整體

性照顧，其中包括了身體、心理、社會與靈性

的各個層面，亦包括了病人與照顧者的需求，

而提供病人在家中、機構或醫院的不同場域

的服務。國際安寧緩和療護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ospice and Palliative Care, 

IAHPC) 於 2018 年提出安寧緩和療護的共識定

義：安寧緩和療護為針對各年齡層因罹患嚴重

疾病而導致健康方面出現嚴重受苦的個人，提

供積極性、整體性的照護，尤其是當病人接近

其生命終點的時候。安寧緩和療護的目標在於

提高病人、家屬以及其照顧者的生活品質，貫

徹不分疾病、全齡人口、疾病全程之精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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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寧緩和聯盟發表的報告 [2]，清楚論述了緩和照護由傳統發展到 21 世紀

的改變，緩和照護傳統主要針對癌症末期疾病，預後只有數週到數月病人，在 21

世紀整合式緩和照護，對象擴展到所有受生命威脅之嚴重進行性疾病；傳統只接

受進行性惡化病情的病人，但未來則針對進行中的病程，但常有偶發性惡化的狀

況也可提供緩和照護；傳統模式為治癒性或緩和治療選擇其中一種，現在的觀念

為兩者視需要可同時進行，主要照護目的為處理複雜或嚴重的臨床狀況 ; 進行的

場所亦不限於機構，漸漸發展以社區式全人照護為基礎，提供系統性服務。由於

老人人口的快速增加，發展以社區為中心的支持環境，以公共衛生為出發的緩和

照護是近期各國發展的趨勢。

落實緩和照護，不但能提升病人與照護者的生活品質，同時很多的研究指出能

部分減輕醫療費用的耗用，特別是使用居家緩和安寧後，能有效減少急診及加護

病房的使用 [3]。很多國家已把緩和照護成為正式醫療照護系統的一環，如何確

保緩和照護達到一定的品質，也成為必須定期監測的過程。

美國於 2018 年發表第四版的緩和照護品質臨床指引 [4]，已有不少的研究實證

支持此八個構面對提升緩和照護品質非常重要 [5]。英國於 2019 年發表的成人末

期照護服務 [6]，澳洲也在 2018 年發表了國家緩和照護標準 [7]。此外臺灣國家

衛生研究院撰寫的臺灣安寧緩和療護政策白皮書 [8]，提出了三個願景：( 一 ) 尊

重個人獨特性與價值觀，所有人皆有機會善生與善終、( 二 ) 提供整合性的五全

療護、讓舒適與生活品質最佳化、( 三 ) 確保療護團隊的專業知識、態度與技能、

提供協調性療護。各國都以整體宏觀的角度，架構出緩和照護的品質的基本內涵。

如何評估緩和照護的品質，必須有相關的指標與可靠的資訊來源，一般資訊來

源可分為三大類；人口為基礎的行政資料 (population-based administrative data)、

臨床成效的資料 (clinical data) 及病人回報結果資料 (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一般的行政資料較易取得，可提供對整體健康照護系統的全貌，臨床資訊可作為

了解照護結果與理想照護標準的比較 (benchmarking care)，病人回報結果則直接

反應照護的影響。[9]

以宏觀層面看緩和照護的品質

經濟學人智庫 2010 年針對全球 40 個國家有關死亡品質的評比 [10]，臺灣在

末期病人照顧的品質，在全球排第 14 名，在亞洲國家則是第一名。評估的項目

主要為末期照護的經濟負擔、外在環境、照護的品質、服務的可近性四大構面。

臺灣在前三個構面都有不錯的表現，但在服務的可近性則相對不足 (40 國家排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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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美國、英國、澳洲緩和照護主要策略比較

美國緩和照護品質臨床
指引[4]

英國成人末期照護服務 
End of life care for adults: 

service delivery [6]

澳洲國家緩和照護標準
National Palliative Care 

Standards 5th [7]

1.  照護的結構和過程

2. 生理層面照護

3. 心理層面照護

4. 社會層面照護

5.  靈性、宗教和存在

層面的照護

6. 文化層面照護

7. 臨終照護

8.  倫理和法律層面照

護

 1.   確認末期成人病人及

其照顧者

 2. 評估全人照顧的需要

 3. 支持照顧者

 4.  提供適當的資訊，包

括醫病共享決策SDM

 5.  檢視現在的治療，停

止不必要的治療

 6. 預立醫療自主計畫

 7. 定期重新檢視需求

 8.  在不同的服務中共享

資訊

 9. 提供多元的專業照護

10.  協調臨時各項照

顧，病人能在不同

服務中的無縫接軌

11.  提供假日與下班時

間的服務

1.  對病人的生理、心

理、社會、靈性的經

驗與需求能持續評估

2.  團隊能與病人及照顧

者共同計畫、溝通、

尊重病人的選擇 

3.  支持病人家屬與照顧

者，提供相關的指導

4.  提供病人具實證且符

合病人價值與選擇的

照護

5.  整合病人在不同服務

中的無縫接軌

6.  家屬與照顧者得到悲

傷關懷服務

7.  提供以病人為中心的

緩和照護

8.  提供有品質認證的緩

和照護

9.  員工與志工符合相關

資格，同時定期接受

繼續教育

名 )，因此社區安寧與乙類安寧醫護人員的訓練，能部分解決上述的問題。該智

庫於 2015 年再進行臨終病人死亡品質第二次調查 [11]，在 80 個受評比國家中，

臺灣名列第 6、亞洲第 1，落後排名前 5 名的英國、澳洲、紐西蘭、愛爾蘭及比

利時，分析本次的結果，共調查 5 個主要構面，分別是末期照護環境、由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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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排名 15 進步至排名 5；末期照護的人力資源排名 10；末期照護的品質由排名

10 進步至排名 7；末期照護的負擔由排名 10 進步至排名 6；末期照護的社區參

與由排名 19 進步至排名 5。

死亡品質較高國家的共同特點，包括有效實施的國家緩和安寧政策、在醫療保

健服務方面保持高水準的公共開支、一般和專業醫療工作者提供廣泛的安寧療護

培訓資源、提供足夠的經費投入緩和安寧照護、阿片類鎮痛藥物的可取得及公眾

對安寧療護的高度認識。各項評比中，臺灣雖比新加坡、日本領先，但在個別「醫

病共同決策」及「緩和照護醫師人力」上在 80 個國家中排名第 25 與 24，相對

上需要更多努力。

除了經濟學人智庫的評比外，Clark(2019) 比較 198 國家緩和照護的發展，根

2019 年 11 月 19 日 PCOC( 緩和照護結果合作模式 ) 會前工作坊，左起：花蓮慈院護
理部王淑貞副主任、來自不丹的澳洲博士生、王英偉署長、PCOC 主席 Kathy Eagar
教授、PCOC 國家經理 Barbara Davison 博士、國健署科長黃喬文，共同討論臺灣與
國際 PCOC 合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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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10 個指標，把全球國家的緩和照護分為六大類型，此 10 個指標涵蓋緩和照

護服務的量與普及性、支持緩和安寧的法律、國家的緩和照護標準或指引、足

夠的經費投入、麻醉性止痛藥物的可近性、專業人員的教育訓練以及有關緩和醫

療的學術活動或研究。其中若第一類型，表示該國沒有任何的緩和照護服務，屬

於 4b 最高層級的國家則為緩和照護已成為主流醫療服務的一環，共有 30 個國家

(15%) 屬於此類，臺灣與英國、加拿大、澳洲、日本、南韓等國家同屬於 4b 的

類別。[12]

以臨床照護及病人感受		看緩和照護的品質	

高品質的照顧，包括了安全、臨床有效以及病人有好的經驗，好的經驗是指病

人有自我控制感、被尊重、一切以病人為中心的照顧 [13]，國際緩和照護的評估

工具中，同時考慮到臨床成效與病人經驗的工具，如英國的整合緩和照護結果量

表 (Integrated palliative care outcome scale, IPOS) [14] 及澳洲的緩和照護結果合

作模式 (Palliative care outcomes collaboration, PCOC)[15]，兩者都包括專業人員

的評估表與病人自我陳述的量表，因此可以在臨床上掌握病人的變化，亦可同時

了解病人的感受。IPOS 在病人住院中每三天及七天評估一次，PCOC 則在住院中

每天評估，若是居家的緩和照護個案，則是在家訪時評估。病人的評估在數位化

記錄後，可作為個案變化的比較，亦可作為與標竿數據比較的品質監測。

結論

從宏觀的醫療制度探討緩和照護品質，臺灣在全球不同評估指標下，都有很好

的表現。另一方面，緩和照護品質也可從臨床照護與病人的感受評估，這部分臺

灣並沒有全面性推動，也造成大家對緩和照護的實際品質有很多質疑，因此借鏡

英國或澳洲的經驗，引進國際具實證的工具，是未來提升臺灣緩和照護品質的可

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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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的高立晟，對護理師的印象，無非是在診所裡幫忙掛號、填寫病歷表、打

針發藥的人。很有主見的他，長大後為了一圓醫學夢，國中畢業便毅然選擇成為公

費生，走上最能接近夢想的護理師之路，一心想著學成後再報考學士後西醫系，未

來靠自己的力量當上醫師。沒料到的是，從學生、實習生到急診護理師，浸潤在護

理專業中的他慢慢找到自我定位，也看見護理師角色更多元豐富的發展性。當初對

白袍的想像，如今轉換成白衣的職涯，在服務與學習中，日日踏實篤定、時時樂觀

進取，成就助人利己的護理使命。

拐彎學護理　愛上急診團隊

嘉義人高立晟擁有排灣族血統，父母都是基層勞工，自小個性獨立，常協助照顧

小一歲的妹妹。愛畫畫的他，在國中時偶然讀到《人體奧祕》醫學雜誌，對精密的

人體結構系統深為著迷，萌生了當醫生的夢想，無奈家中經濟狀況無法供應他讀完

漫長的醫學院，茫然不知何從時，見到學校公告的慈濟技術學院（後改名慈濟科技

大學）五年制護理科原住民專班招生訊息，他心想，護理與醫學似乎相近，為了減

少家計重擔，不妨拐個彎，先培養護理專業自立自強，未來再報考學士後西醫，帶

職進修走向嚮往的醫學系。學業成績不錯也很有主見的他，幾經與父母討論終於取

得共識，之後順利考上原民專班，帶著師長與同學的祝福，獨自來到花蓮念書。

高立晟初始對護理師工作的認識很一般，就是診所裡幫忙掛號和打針的人，但也

高立晟（左）就讀慈濟技術學院五專部，四年級時至韓國首爾大真大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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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正是他和身邊的親友都不認為護理師是專屬女性的工作，沒有刻板印象的包袱，

讓五專時期的高立晟，在學習上並未遭遇難以克服的關卡，更能在兼顧學業的前提

下，積極參加社團活動，在專三時還擔任學生會會長，喜愛人群、想像力豐富，籌

辦起活動一把罩，學生生活過得多采多姿。「不論參加哪種社團，如果有當上幹部，

在未來進入職場都非常有幫助，可以學習與不同的人合作，還有溝通的能力。」

專三的暑假應徵打工，高立晟到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當護佐。他被分配到急診工

作，不期然竟喜歡上急診團隊搶救生命的團結氛圍，讓他很想成為其中一份子，於

是五專一畢業，便以公費護理師的身分，投身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急診部服務。

　擴展實力　國際研討會投稿發表

從事臨床工作一年後，高立晟惦記著待完成的學士後西醫圓夢計畫，為取得學士

學歷，他進入慈濟科技大學進修部二年制護理系就讀，晚上上課，下課後立刻回醫

院上大夜班，生活全被工作和學業填滿，經常睡眠不足。幸好急診裡五位同事同時

去念書，大家一起完成分組報告，疲倦時互相打氣，在同伴的支持下，高立晟順利

拿到學士學位。他說：「雖然過程很辛苦，但是完成就解脫了，為了達成目標，這

就是一個必經過程，只要撐過就是自己的。」

這四年來，即便忙碌，他很高興自己沒有停下急診工作或放棄學業課程，反而

因為臨床經驗和學校知識的融會貫通，他能快速理解教科書述及的專業知識，也會

人
誌物

Character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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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如何將最新的學術理論，轉化應用在臨

床照護上。對護理工作的持續熱愛與精益求

進，也讓他愈發成熟自信。

參與國際研討會投稿發表，又是他給自己

的另一層自我挑戰訓練。急診部護理長「陸

姊」陸家宜憶及，二○一八年高立晟得知她

與數名護理單位主管將於十月前往德國參加

第五屆世界災難護理研討會，便主動提出要

同行，沒有國際研討會投稿經驗的他，以同

年發生的 0206 花蓮大地震為主題，一頭栽

入撰寫英文報告，而距離截稿時間只剩不到

三週！他以在地震災難中看見教育訓練不足

的部分，反推整個臺灣的災難護理教育提出

反思與建言。地震當天高立晟是大夜班，這

是他第一次遇到大量傷患，平時熟悉的診間

湧進大批醫護和傷患，真實場面是演習無法

比擬的驚悚，透過這次經驗，他更清楚自己

在遇到急難救護時應該做些什麼！高立晟感

恩在陸姊、周英芳護理長、賴佩芳醫師等眾

多貴人相助指導下，順利完成投稿，並首度

隨慈濟醫療團隊赴海外發表。這個成功經驗

讓他勇於嘗試，接連參與二○一九年 ICN 國

際護理大會的投稿，同年六月在新加坡進行

發表，十月再前往南非參加第三十六屆國

際醫療品質協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Quality in Health Care, ISQua) 的投稿發表，

每一場海內外的護理研討會都擴展了他在護

理視野的廣度與高度。

高立晟原本以為護理師只是常規工作，但生涯隨著服務受肯定、持續進修、投

稿等多元成長，他愈來愈喜歡在護理領域探索新大陸，原本的醫生夢已輕輕放下，

「醫師可能要很多的時間面對疾病、開立醫囑，而我覺得護理師比醫師更能直接接

觸和照護病人，病人最直接的回饋也是反映給護理師，這個工作讓我體會到溫暖的

人性。」

參加學術研討會，拓展了高立晟的
國 際 護 理 視 野。 圖 為 2018 年 6 月
於 新 加 坡 的 ICN 國 際 護 理 大 會 與
「Nursing Now」創辦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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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女座暖男，關注病人大小事

高立晟記得，剛入行時，常被學長姊們唸動作太慢、說話太小聲，但隨著對服

務流程愈來愈嫻熟，現在不僅能保持自己的步調收放自如，更發揮處女座的細心謹

慎，讓病人舒適，讓工作場所井井有條，讓接班的同仁好銜接。他常在交班時順手

整理好病歷，並將所有紙張文件對齊後調整適當順序。他也願意花時間為病人多做

一點，遇到臥病需要翻身的病人，他會先將床面整理鋪平好；若是身上貼著膠帶的

病人，他會細心將翹起的膠帶重新貼好。高立晟細緻的照護和令人安心的態度，讓

長輩級的病人特別喜歡他，跟他交班的護理師也特別放心。

高立晟覺得，過往自己話不多，多專注在服務步驟的正確性上，較少與病人或

家屬互動，但現在的他學會主動跟病人問候、聊上幾句，自然而然的傳遞關心，他

也會仔細觀察病人需要的服務，幫他們抬高床頭或是將棉被蓋好，「其實我沒有做

得很多或是特別照顧，但只要多關心病人，讓病人的舒適感增加，他們就會很謝謝

我！」一句話或一個舉動，都可能帶來療癒人心的效果，自我要求高的高立晟，慢

慢增加與病人的良好互動，努力發展溫馨的護病關係。

急診工作也讓他看見生命的不容易。有個印象深刻的急診老病人，是患有氣喘與

慢性肺炎的中年人，為了給前妻和孩子足夠的贍養費，選擇從事薪水高卻不適合身

體狀態的粗活，經常引發氣喘而緊急送醫，尚未康復

又偷偷離院趕去工作。最後一次被送來醫院時，已經

沒有生命跡象，經過搶救後送去內科加護病房仍然沒

有甦醒，連絡上家屬後沒多久病人就過世了。難過之

餘，高立晟將對這名病人的照護歷程撰寫成個案報告，

希望藉著分享自己的經驗，讓其他護理師有更多參考

模式，幫助有類似呼吸道問題的病人。

接收激動情緒　眼淚紓壓

急診工作也需要懂得抗壓和情緒管理，因為除了重

大傷病，也會遇到酒醉或打架受傷的病人，或是焦急

等待的家屬。高立晟記得自己還在當護佐的時候，考

量一位阿公病人想上廁所卻下床吃力，加上還必須做

相關檢查，因而拉上圍簾、幫病人綁上尿套，卻遭到

家屬大聲質問：「為什麼不讓他下床？」當時年紀尚

輕的高立晟感到委屈，但還是保持冷靜地簡潔說明並

誌物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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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完畢。「雖然護理師做了應該做的

事，有時病人或家屬卻會大聲責備我

們。」面對病人或家屬的負面情緒、甚

至暴力事件，新手時期尚未摸索出自處

之道的高立晟，難免感到挫敗、難過，

有時候壓力太大，「趕快到沒有人的地

方哭一下就好了。」眼淚流完更堅強，

又能恢復心情繼續完成工作。隨著年資

與歷練增加，加上吸取學校老師等護理

前輩分享的臨床經驗，他逐漸能理解家

屬的不安和緊張，也體諒病人受到病痛

折磨才無法控制情緒。「這是護理師必

定會面對的課題。」對於新進的學弟妹，

他也建議他們要學會做好心理調適，用

同理心去面對。

部門活動靈魂人物　悠遊護理天地

忙碌的急診工作之餘，高立晟還身兼部門的活動組組長，負責舉辦忘年會、迎新、

普渡祈福或各節慶活動，這個二十五歲的大男孩，發揮他在五專玩社團的活動籌備

專長，不僅活絡同事間互動，更能凝聚團隊感情，尤其是連續四年製播的「急診部

年終回顧影片」，集導演、編劇、剪輯於一身，巧妙改編了急診夥伴的服務心聲和

趣事，總受到大家的高度期待和熱烈討論。高立晟說他喜歡大家看到成果時的開心

表情，也希望大家在活動中玩得愉快，完成事情後的成就感讓他非常滿足！

很在乎家人的高立晟，雖然獨自在外打拚，卻讓爸爸媽媽很放心，雙親深知兒子

有目標、追求完美絕不放棄，也因此爸爸對他有很高的期望，高立晟也始終自許要

讓父母親抬得起頭。或許是受哥哥影響，妹妹後來也跟進走上護理路，目前在大林

慈院當護理師，高立晟感恩妹妹陪伴在父母身邊，讓他無後顧之憂，盡力將能做的

事情做到最好，讓自己成為家人的驕傲。

現在的高立晟，在實務經驗與實證案例上已經琢磨出整合的功夫，對護理教育有

嶄新的體察和展望，加上學姊鼓勵未來可朝教職發展，將臨床技術結合學術知識，

讓學生更有興趣且更快理解，他為自己設定了新目標，下一步要報考慈濟大學護理

系研究所，持續深造精進，如同他所喜愛的動畫角色「巴斯光年」一般，樂觀向上、

勇於探索浩瀚的護理天地。

忙碌之餘，高立晟還兼任部門的活動組長，負責
讓同事們度過一段歡樂的活動時光。圖為 2018
年花蓮慈院急診忘年會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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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急重症待了十幾年，一直對安寧這

塊感到好奇，直到某次在機構中遇到安寧團

隊的人訪視，看到他們不同於以往的專業，

和從他們身上散發出來那種莫名的溫馨感，

讓我毅然決然投入安寧這陌生的領域。

還記得走進心蓮病房的第一天，被眼

前的寧靜和暖意震驚，這裡的每個人都面

帶微笑，讓人不禁有種回到家中的錯覺，

看到學姊們面對病人時，不再是以往的急

促，而是耐心地、靜靜地坐下來傾聽病人

的煩惱，甚至連家屬的擔憂也一併擔起來

消化、處理，尤其每當計畫要讓病人出院

時，安寧團隊便會開始另一個規畫，一步

一步的評估和考量，就像媽媽準備讓孩子

上學，一定要弄到妥妥當當地才敢放手，

然後還要不定時探訪、追蹤才能放心，這

樣的落差是以前在急重症完全無法想像得

到的。

還記得剛來單位沒多久，就照顧到一

個因嚴重頭頸部淋巴水腫，腫到連眼睛都

睜不開的口腔癌患者，這個病人非常有個

性，對於治療他始終是採積極的態度，所

以當初要從病房轉來安寧前，共照學姊也

花了很多時間溝通，剛轉來時他的臉上擺

明寫著老大不願意的字樣，渾身散發著生

人勿近的氣場，但身為主責護理師，我怎

麼能夠因為這樣就真的謝謝再聯絡。於是

我鼓起勇氣，慢慢的和他解釋接下來的照

護計畫，一步步地搭起護病橋梁。

某天我在學姊的帶領下第一次使用淋巴

按摩的技巧，就這樣在床邊待了一個多小

時，成功讓這個病人再次張大眼並且清楚

地看到了人事物，當時病人、家屬的感謝

和喜悅，我永遠無法忘記。

那次之後，他們對於護理人員便產生了

莫大的信任和依賴，除了建立起良好的護

病關係，也讓後面疾病發生變化、惡化甚

至往生、告別式的過程，他們始終都是萬

分的感謝；過程中，我也看到了孩子對病

人的孝順，前妻和母親對病人的愛，還有

兄弟間那真摯的關懷，家屬們都勇敢地從

不捨到接受，最後再到放下。病人因愛而

產生勇氣的心，還有那段把每天當成最後

一天活著、珍惜著的日子，都是值得你、

我，甚至是每個人省思和學習的。

剛到安寧病房時，我確實因為常規或思

維不同而有許多困惑和迷惘，甚至有時想

打退堂鼓回到急重症那熟悉的舒適圈，但

後來經過護理長、副護理長耐心的引導和

傾聽，加上學姊們的鼓勵和適時的讚美，

我開始試著讓自己放慢步調，透過照護末

期病人時的每個情境，想著如果有天我面

對生命末期一定也會希望有人理解、傾

聽、關懷我的，於是每個情境都讓我有種

昇華的感覺。不知不覺中，在心蓮病房上

班的日子，我不再只是過去那個衝來衝去

只負責做治療的護理師，而是更小心謹慎

地提供照護、更穩重沉著的陪伴，只想成

為病人和家屬心中那棵不會倒的大樹，好

讓他們能夠安心地依靠，獲得真正的尊嚴

和舒適。

現在和家人朋友說起工作，我都會無比

驕傲地說：「我在安寧病房。」因為在這

裡我看到了以前課本上提到的「全人」照

護，而且我做到了，因此我更加熱愛從事

護理工作的自己，然後用這分熱愛延續我

來到安寧的初心。

																							■	文│陳俐琦　花蓮慈濟醫院心
蓮
病
房
護
理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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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我從照護新生

兒、早產兒領域跳到了照護末期病人

的場域，回想當時一心嚮往一個不會

有急救場面的環境，帶著莫名的好感

來到安寧病房，但來了之後完全是衝

擊，光是稱呼及用詞就夠我舌頭打結

了，從「阿姨幫你泡ㄋㄟㄋㄟ」變成

「爺爺，幫你灌牛奶」就花了我將近

半年時間才慢慢改掉；另一個就是照

護動作的速度改變，從小兒加護病房

要反應快動作快，因為早產兒的變化

是一瞬間的，來到安寧病房後，發現

學姊們講話非常溫柔，動作非常優雅，

臉上常常面帶笑容，常規做到一半常

常坐下來就陪病人或家屬說話，一講

就是一兩個小時，令我非常吃驚，難

道不擔心常規照護工作做不完嗎？明

明是個末期照護的地方，卻是讓人這

麼安心這麼溫暖。結果，我一待就是

二十多年，沒想到我也從一個小護理

師變成現在的新手菜鳥主管，不僅要

負責單位教學，帶領新人，還包含了

最不熟悉的行政管理。

之前負責業務多半獨來獨往，僅偶

爾帶領見習或交流活動，教學經驗也

不多，當我從安寧居家共照回歸到病

房時，我也是位新手學姊，開始學習

如何教學及帶領學妹，而俐琦是個讓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學妹。

■	文	︳江青純　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副護理長

Assist a Senior Freshman in Palliative Care

自我成長的資深新人
學姊這樣說：



49Volume 19  .  Number 1

俐琦雖然帶著工作經驗來到病房，

卻完全沒有學姊的樣子，一副新人的

樣貌，面對所有的學習過程，非常正

向，每當我望向她，她便會回以溫暖

的笑容，那種渲染力，真的不是蓋的，

還記得那天她跟帶領她的學姊從病房

出來，兩人非常開心地抓著我說，「好

神奇，真的好神奇，我們幫忙病人做

臉部淋巴水腫之後，他的眼睛就張開

了，水腫瞬間消退不少，好有成就

感。」結果那天上班的同仁及學妹都

一起很開心，俐琦就是這麼有感染力。

不僅這樣，學習及工作動力也是一級

棒，其他學妹都說很喜歡跟她一起上

班，因為上班時不僅會互相協助幫忙，

也是學妹的救命一針，對新人而言 on 

cath( 上針 ) 讓她們既煩惱又擔心，只

要俐琦上班，學妹就很安心，因為俐

琦非常會 on cath，所以學妹會覺得非

常有安全感。

常在病房看見俐琦陪伴病人及家屬

的身影，有時坐在床旁握著病人的手，

有時協助家屬將病床推到空中花園吹

吹風晒晒太陽，對於即將臨終的病人

雖然也是不知所措，會緊張，但她會

努力做好舒適照護，讓家屬安適在旁

陪伴，協助遺體護理時動作細心，語

氣溫柔地對待大體，雖然對遺體化妝

不熟悉，卻也花心思學習，常常會向

學姊請益如何陪伴，如何與家屬溝通，

從她的社心靈紀錄慢慢感受到她的暴

風成長及進步，令人非常刮目相看；

這還是個沒受過安寧基礎及進階訓練

的護理師，給我的感覺就是積極學習

且正向，非常有溫度有態度的學妹，

沒有什麼問題，只要在旁邊觀察著她，

自己都表現得很好。我想，她就是個

right person in the right place 吧，很適

合安寧療護。

陳 俐 琦 從 急 重 症 單 位 到 安 寧 病
房，態度積極正向，護理長、副
護 理 長 都 覺 得 只 要 提 醒 她 慢 下
來，很適合安寧療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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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志Volunteers 

Companion
伴我行

志工：「懿萱、令雅，大廳今天有義賣活動耶，現場有很多好料哦，這個給你

們吃。」經過糖尿病保健中心前，固定有幾位眼熟的志工師姊，總會熱絡的關心

糖尿病個案管理師，讓人暖心又暖胃。 她們，就是「糖尿病關懷志工」。

回憶起十多年前在一般內科病房擔任護理長，每次新陳代謝科吳主任查房時旁

邊會跟著一群志工，她們比住院醫師還要認真專注的聽著醫師解釋糖尿病人的狀

況，最後於會議室中與醫師討論並提出問題。心想，哪來那麼多認真好學的志工

啊？原來是醫療科招募糖尿病志工的培訓課程之一。

志工學習糖尿病的成因、血糖自我監測、糖化血色素等專業名詞，了解病人血

糖控制差的身心不適，以及居家健康管理的知識，以利於床邊關懷病人時更能同

理以及適時給予鼓勵，有了她們的協助，也可補強病房護理人員忙碌中未完整收

集到的住院前生活飲食等健康資料，對於護理衛教計畫能有個別性之助益。

志工們也很積極投入糖尿病病

友會，十多年來，每逢端午節或

中秋節的病友會，就是我們與志

工的另類聚會。從搬桌椅、準備

手作或點心食材，大家就像一家

人熱鬧準備迎接客人的到來，因

控糖路上 志工同行
Blood Sugar Control Volunteers

■	文、圖	︳葉秀真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志工是糖尿病保健中心的好夥伴，
也是病友會活動不可或缺的好幫
手。左起：衛教護理師張令雅、
游雪峰、王懿萱、羅慶徽副院長、
護理部葉秀真副主任。前為志工
楊敏麗師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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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活動前志工已先電話邀約，故當個案來報到的相見歡，彼此招呼起來特別親切，

讓一旁彎腰忙著驗血糖的個管師倍感安心，「幸好志工媽媽有來，好的開始是成

功的一半」。有志工幫忙，且與早到的病友寒暄，不會讓等待的場面太安靜，個

管師和糖尿病照護團隊都因此而對志工菩薩們無限感恩。

隨著醫療環境變遷，愈來愈重視病人隱私權，志工們不再能逐一關懷住院糖尿

病人，因此便移往門診區，在家醫科與糖尿病保健中心前的定點，協助病人量測

身高、體重與血壓，有機會的話也分享衛教知識。

「陪伴我們一路走過來的糖尿病培訓志工，年齡漸大，現在只剩四、五位會以

排班方式固定來門診當志工。」糖尿病保健中心個案管理師王懿萱說：「雖然我

們是一個小小的單位，每天的病人與家屬流量也高達 50-55 人次，川流不息的衛

教室，滿是苦口婆心、難免重覆的衛教叮嚀，與病人家屬的催促聲……」懿萱感

謝有志工菩薩出現，幫助分身乏術的她安慰焦慮的病人或家屬，常聽到類似的話

語，「阿嬤，等一下就換妳了，先出來量血壓喔。」、「林先生，你太太今天怎

麼沒陪你來？最近有沒有煮淡一點給你吃？有沒有按時量血糖？」 ……

謝謝糖尿病志工媽媽，控糖路上，守護病人與護理師，有您們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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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誌白衣
Angel,s Diary

「Lived experiences 是什麼？是一種意識層面持續進行的複雜過程，持著過去的

經驗，並生活在現在所經驗的情境之中。」回想起教授在現象學課堂中的話，也

開始像當初菜鳥時期學姊所教的，記錄自己過去與現在的意識流動。

在交叉訓練的單位，已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的老人家生命徵象改變，緊急的

進入執行監測心電圖、補水等措施，並再次確認家屬對於醫療決策一致同意後，

身為主護的我離開病床去照護所負責的其他病人，這時老人家的外籍看護慌亂的

拿手機來給我聽，原來是家屬聽成病人已往生的錯誤訊息，一下子反應很激動，

看護又說不清楚……腦袋裡判斷一下情況，聽著家屬話語中的情緒波瀾，我按開

了看護手機的視訊模式，直接給家屬看看父親的狀態，緩慢一字一句的簡單解釋，

也重述老人家之前所說過的心願，這時，遠在外地出差的她，對著無法言語的父

親說出她來不及在病床邊表達的遺憾。

我這一次的應對和處理方式，被家屬和團隊肯定為很有人文的照護。

引導病人和家屬彼此「道謝、道愛、道歉和道別」，這「四道人生」是心蓮團

隊很重要的介入措施，過去不擅長人際行為處理，起初到心蓮病房服務時，站在

彌留室外總是不知所措，是經過每一次和案家互動及和團隊演練，把專業方式留

在「腦」中，學習用「心」表達。

當年是正要履約實行公費義務的新鮮人，聽著實習同學說「那裡有咖啡喝，照

顧人數不多但依然很忙」，開始好奇這號稱「團隊照護」的安寧療護單位。加入

心蓮病房後，常常要進行溝通討論的環節，每天早上在居家共照、社工、醫師、

專科護理師、心理師面前進行護理交班，那時的我常在團隊面前被當時的病房主

任王英偉醫師問：「如果妳是這個病人，妳會怎麼進行照護？」總依著前輩們的

暗示和下班後拜著 google 神和工具書腦補末期症狀來回答提問。

「安寧主護制」就像個案管理，身為主護，要記錄病人家庭重大事件，確認決

定緩和治療的過程及意願；想辦法建立好關係，抓緊機會跟病人或家屬談各種想

■ 文 ︳陳綵珍  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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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
病人家庭的生命交融

My Nursing Career Blending with 
Patients & Their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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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並轉存為談論倫理決策會議或身心靈照護問題

的文本資料，進而由團隊集思應對處置，像是運用

風向原理抽吸腫瘤的異味等等。

某次學妹問我為什麼要知道病人婚姻狀況，這不

是隱私嗎？又或是為什麼我知道這個虛弱半瞇著眼

的病人躁動的揮舞手時，在病人耳邊講女友只是短

暫外出就會平靜下來。我不愛探人隱私，只是如果

病人或家屬願意多講一點，我們就能為他們多設想

一點。

阿強的女友是東南亞籍，她從一入院便表態「我

不是看護」，他們彼此都是二次婚姻後的重組家庭，

住院期間女友幾乎是唯一的照護者，考量著法律條

文及女友在病人家族中的「被定位」，我們常要協調阿強妹妹與女友之間的意見

衝突，也知道阿強在瀕死過程的不安全感，他非常依賴女友。為了減少女友 24 小

時陪伴臨終過程的高壓負荷，我們調整阿強的腫瘤疼痛症狀控制，讓女友安心出

去透透氣，並帶著她參加藝術治療課程，以預防後續可能的高哀傷狀態。

隻字片語，也有厚重的分量，會讓過去的意識流入現在。平實的我不太擅長彩

妝，為往生的病人做遺體護理時，想起家屬曾描述「媽媽很注重自己的外貌」，

便帶著悲傷的女兒，在學姊的協助下，按照過往母親的習慣，為往生的母親增添

淡淡的妝容，並引導著道別。這樣看似應該是葬儀社任務的舉動，在家屬慌亂的

當下形成一種安定的氛圍，也在病人往生後幾週得到家屬正面回饋。這也讓我再

次體會到，注意每一個照護的細節，能讓臨終期不能言語的病人依然得到個別的

尊嚴、舒適安心的護理。自己在安寧領域陪伴他人家屬經驗，也用來保護了自己

罹患癌症的家人。

過往的意識流，與現在的意識，不停地來回交錯與融合，最終成為現在的自己。

安寧常常要不停的省思，省思而後知不足，然後我去參加內科加護病房的急重症

課程交叉訓練，在主管們鼓勵下參加亞太安寧會議，也曾在單位幫忙下完成北上

攻讀研究所學位。

在投入學術面撰寫論文的過程中，我也再次認識臺灣與世界的安寧起源、運作

與政策，並再次整理過往照護上的不滿或疑問，透過有如老師般的團隊、病人、

家屬，及同學、教授的眼睛看得更遠更廣，持續學習。

謝謝陪伴我生命中一同成長的團隊，及所有曾來來去去這單位的人事物，不免

俗的深深道一句在慈濟最常聽到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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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誌白衣
Angel,s Diary

1995 年 8 月 8 日踏進臨床後，便與護理結下不解之緣。在第一線服務二十五年，

讓我深深體會到「愛」是護理工作的泉源。愛工作、愛家庭、愛生命、愛自己、愛

護理，才能在這工作崗位堅持如此之久。

父親在 2001 年病逝，開啟我與安寧療護的緣分，在安寧病房、居家服務 19 年，

近年更擴大至機構，長期臥床病人成為每日照護重心。

臥床長者們因置放鼻胃管而感到不適；因灌食導致肺炎而反覆出入院；照顧者的

無助與焦慮，這些畫面在我腦海環繞不去，心中滿是不捨，慶幸能以專業協助。

醫院推廣全人照護，呼應日本的薄井坦子教授提倡的「南丁格爾護理理論」︰

「南丁格爾護理方法論主旨為三層關心，第一層是理性關懷，掌握病人的特性；

第二層是發自內心的人性關懷，

了解病人罹患疾病及接受治療感

受；第三層是促進治療過程的技

術性關懷，融合前兩項考量，進

一步思考什麼護理措施對病人是

最有益，採取何種介入方法幫助

病人潛能發揮到極致。」我從臨

床評估發現，長期臥床放置鼻胃

管的長者已經許久沒嘗過食物味

道，他們的吞嚥及味蕾的功能是

否還有機會被激發？有一天我看

到自己小孩吃糖果時的滿足感，

聯想到是否讓長者也嘗嘗這甜蜜

滋味，於是做了一系列的甜食刺

■ 文、圖 ︳陳純純  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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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最後幾哩路的

幸福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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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Blissful Memories 
in His/Her Last Miles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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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措施。這只是一個小小動作，卻獲得老人家們的「大大反應」，像是無知覺狀態

的長輩，也會發出聲音，甚至說謝謝。給糖吃絕對不是一種討好，而是藉口腹之欲

與食物刺激，重新喚醒長者的味覺，能重新開口說話、表達意見，不再因臥床、無

法回應而被忽視或被當作植物人。這就是南丁格爾理論中第二、三層的落實，進而

發展出符合全人照護且兼具個別性之措施。 

人需要被關懷，感受外界，才能在疾病王國裡稍稍消去孤獨感。一位中風近五年

的阿公，與他互動時沒有反應，壓瘡為三至四度，常因肺炎丶泌尿道感染頻繁就醫。

在我接手半年後，壓瘡好了、沒再住院，阿公也可以用單字對話。這成果來自每次

訪視時不放棄的與阿公說話。我的聲音對阿公來說，像是來自外界的敲門聲，所以

他開口的第一句話是對著我說的，那次的訪視讓我相當感動，同時也反省護理專業

必須與時俱進、保持敏感度，才不會讓服務變得例行、機械化。 

此外，安寧的病人沒有心願、沒有夢想嗎？在陪伴末期病人的時間，尤其是機構

的老人，「回家」似乎是占了八成以上的心願，很多老人從醫院出院後因家屬照顧

☆☆☆☆☆☆☆☆☆☆☆☆☆☆☆☆☆☆☆☆☆☆☆☆☆☆☆☆☆☆☆☆☆☆☆☆☆☆☆☆☆☆☆☆☆☆

花蓮慈院心蓮病房的安寧居家療護也走入機構，為讓住機構的老人圓滿回家的願，除
了安寧居家護理師，還需要醫師、心理師，甚至機構同仁一起才能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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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就直接到機構，「有家歸不得」成為

生病老人的心聲，當生命一點一滴走向尾

聲之時，一次又一次與機構團隊一同帶病

人回家，看著他們回家後，家人們分享著

老人在家的點點滴滴，及老人歡喜滿足的

笑容，更讓我對護理生涯更加有溫度的走

下去。

安寧療護開始走向將「八大非癌」納入

照護對象後，我們接觸的病人疾病面向也

要跟著拓廣，而只要在訪視時對病人敏銳

觀察，就能及時發現症狀，提早進行衛教

與治療，減少病人往返醫院、出動救護車

的次數，同時降低不必要感染，家屬壓力

也會因而減輕。當病人症狀在機構中受到

控制，而不是在醫院，病人能更為舒適與

自在。急性惡化、接近臨終之際，也因為

照顧者在訪視時接受衛教，預先具備如何

處理，就能減少焦慮與害怕，讓病人得到

良好醫療照護、獲得善終。 

除家庭外，對很多長者來說，機構就像

是晚年的「家」，也可能是最後一個「家」，但目前安寧療護介入機構的服務有限，

特別是善終的推動，機構住民如何善終應納入思考。2014 年開始呼應推動全社區

安寧療護，這中間經歷著許多的挑戰，我試著同理機構照護人員的擔心及需求，安

排相關安寧在職教育與悲傷關懷，導入園藝治療；更在假日帶著兒女前往機構關心

老人家，因為小朋友是老人家的開心果。就這樣，慢慢搭起安寧團隊與機構間的橋

梁，從一間機構照護一位安寧病人開始，到十多位病人均能接受安寧療護，這中間

多半由家屬口碑相傳；推動機構安寧療護，從一間到三間、四間、五間，增強其照

護信心，使病人安詳在機構往生，也是安寧團隊與機構間和諧互助的結果。

怎麼改善臨床護理？回到根本思考護理存在的目的──解決病人之苦。薄井教授

的理論，是我照護末期病人的依據，落實它，就能改善並滿足病人需求，護理工作

得到更大成就感，這也是一種「愛」的理念與實踐。未來護理生涯仍長久，我希望

更多病人能夠透過我的服務，維持身為人的尊嚴，喚醒生病前的美好回憶，創造人

生最後幾哩路的幸福記憶。

陳純純護理師 ( 左 ) 發現「回家」是許多
老人的願，為老人圓願成為她工作的日
常。

日誌白衣
Angel,s 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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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發護理光芒

我畢業於北部一所較不知名的專科學校，為什

麼會這麼說呢？因為當我還在護生實習時，很多

病人問我讀哪一所學校後的反應都是「喔！那是

哪裡？」，甚至被家屬質疑過我這個護生的「品

質」，不願意讓我做治療及打針，也因此在心中

留下「自己可能不像別人一樣那麼好」的心情。

不過經過這幾年下來，與病人及家屬的互動與回

饋，慢慢改變了我心中這樣的想法。

在還有基測的年代，當時的我對未來仍是一片

茫然，困惑未來要選擇哪一條路，剛好當時一次

的意外受傷住進了花蓮慈濟醫院，在住院期間感

受到了慈濟護理師對我的耐心照護及關懷，甚至

因為知道我的靜脈留置針難打，怕我被打很多針而特地找已經下班的護理人員

來替我一針打上，讓當時在醫院看書準備基測的我，突然找到我人生的一個目

標，且充滿衝勁，於是踏入了護理，想成為像當時照顧我的護理師一樣，為需

要幫助的人散發護理光芒。

五年順利畢業後踏入慈濟醫院當護理師，被分派到骨科復健科（合心九樓）

病房，學姊及護理長用一副理所當然的表情問我：「實習的時候應該也有實習

過外科病房吧？屬性應該差不多。」然而我的回覆卻是：「沒有，當時要實習

外科時遇到一些問題。」看著他們用驚訝的表情望著我，我才發覺到，這是一

件很少見的情況，也代表著，我不像其他新人一樣，我在外科照護方面像一張

完全空白的紙，需要有人帶著我，從頭學習。感恩我的臨床教師，運用耐心及

細心，讓我穩健的踏上外科的軌道。

■	文	︳陳羿堯　花蓮慈濟醫院合心九樓病房護理師

Being Honored as a Male Nurse

Murse,s Diary
手記丁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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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se,s Diary
手記丁男

在臨床開始獨立時，偶爾會被家屬及病人拒絕治療，還有因為我是男護理師，

更遇到許多照護上的瓶頸。像是女性比較隱私部位的傷口換藥或是換尿布，就

偶爾會被病人或家屬要求：「可以找其他女生來換嗎？」當時的我只好尋求其

他同仁幫忙，不僅增加其他同仁的工作量，也讓我在職場上受到打擊，雖然我

知道這是性別差異造成的，但難免在心中反覆想著是不是我不適合護理工作？

工作一段時間後，聽到很多家屬回饋，「男生來外科很好啊，常常要搬病人，

有時候病人腿軟也扶得住……」雖然很像得到了肯定，但當下我想的是「我難

道就只能做搬病人這一項工作」？於是我開始在做治療被家屬及病人拒絕時，

先回覆說：「其他同仁現在比較忙碌，但妳的換藥治療有時間性，是不是我來

幫妳換，不過我會注意妳的隱私，幫妳遮蔽身體，請不要擔心。」通常病人就

會同意讓我執行，並且在做治療的同時，關懷病人，評估病人整體狀況並提供

護理衛教，讓病人知道我是一個專業的護理人員。建立專業形象後，他們就能

接受，放心把自己或家人交給我，這

也是學校老師及臨床教師教導我的一

個小技巧──「你必須花更多心思在

病人身上，讓病人相信你。」相信很

多男護理師都有聽過病人或家屬回饋

「你好細心喔，比女生還要細心耶！」

這一類的話。當我開始這樣改變後，

病人及家屬真的感受到我的專業，看

著他們從原本不信任我的眼神到看到

我面帶笑容，讓我知道了男生也是可

以做到的，當病人輕輕的一句謝謝、

辛苦了，讓我覺得人生充滿了快樂，

就像上人的靜思語：「能做，表示身

體健康；能付出，表示有愛、有力量。

健康、有愛、有能力助人，真正有福

氣。」使我想繼續從事護理工作。

我最有印象的照護經驗，是一位白

天看起來很開心的病人，但每到晚上

卻唉聲嘆氣的皺著眉，關心了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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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知道他擔憂截肢之後出院的生活不便。經過團隊照護及復健的協助下，病人

漸漸的在晚間也能露出笑容，甚至晚上開心的在護理站唱歌給護理人員聽，最

後順利出院並回歸工作。感恩主管們的肯定，讓我有機會將這個照護經驗分享

出去，且在由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護理委員專案發展組舉辦「108 年病人與

我們的故事─全人關懷照護聯合競賽」中得到口頭報告組第三名的肯定。競賽

獲得經驗，獲獎得到名聲，但讓我能持續走在護理路上的是病人的鼓勵。

在慈濟醫院工作，慢慢解開了我自己心中的結，不管是否畢業於名校或是性

別都沒有關係，真正重要的是要花心思在病人身上，使病人的問題得到改善，

以嚴謹的態度、科學的精神面對工作，並為病人設想，讓病人在住院的時候可

以得到完善的照顧及良好的護理品質，最後可以順利出院，並回歸原本的生活

軌道，是護理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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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護病間
Between Sick&Care
愛

■	文	︳鄧淯勻		花蓮慈濟醫院安寧居家護理師

圓滿遺願 全家安詳
Fulfill Patients’ Last Wishes and Inner-Calm for 

Their Whole Families

三年多前，我還是一位加護病房的護理師，從一個身邊充滿警示聲及急重症

病人的單位，轉職到安寧居家，很多人好奇問我，怎麼會轉到如此截然不同的

領域？

每次只要回應起這個問題，都會讓我想到當初躺在病床上綁著約束帶、全身

插滿維生醫療的一位伯伯。我依稀記得，戴著正壓呼吸面罩的伯伯即將呼吸衰

竭，醫師向兒子解釋插管的必要性，但是我看到伯伯皺了眉，忍不住安慰他，

並且讓他在插管前和兒子說說話，因為我不知道伯伯有沒有機會再清醒地跟兒

子講話。果然，在經過一兩週積極治療後，伯伯還是往生了。我突然覺得在常

規的護理工作下，也許有一些事情是可

以多替病人做的，雖然可能不會改變結

果，但是在生命的過程裡可以少一些遺

憾，不論是生者還是亡者，我希望能替

他們做到，讓他們感受心裡的平安。

就這樣，我開始思考自己的護理生

涯，也因為要照顧兩個幼兒，我轉調

到了心蓮病房，且選擇擔任走出病房的

安寧居家護理師。為了這個轉換領域的

「重大決定」，我還求神問卜，求到上

上籤，才安了自己的心。

不過，在踏入這個領域後才發現，要

讓病人善終、家人安心，是多麼困難又

是多麼需要費心力的一件事。

就在幾個月前，一位肝硬化末期的曾

伯伯告訴家人說：「不要讓我去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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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就像被關起來一樣，我想

要在自己的家『走』……」伯

伯有六個孩子，主要照顧者三

兒子說：「去年媽媽在醫院病

房往生，沒想到今年就換爸爸

狀況不好，大家都希望能完成

爸爸的心願。」就在收案的兩

週後，伯伯病況開始急轉直下，

出現肝衰竭及肝性腦病變的症

狀，意識不清、混亂、黃疸，

接 著 進 食 量 下 降， 甚 至 一 直

跟家人說自己要到西方極樂世

界，要死掉了。近兩週的訪視，

三 兒 子 跟 三 媳 婦 說 家 人 都 同

意、也準備好了，只希望伯伯

在臨終階段不要痛苦就好。醫

師也透過視訊評估伯伯狀況，

調整用藥。

但就在伯伯臨終前三天，大

媳婦突然表示希望安排伯伯入

住安寧病房，因為擔心無法處

理突發狀況或病人的臨終狀況，但其他家人擔心會無法完成伯伯在家善終的心

願，意見開始分歧，眼看病人狀況急遽變化，家屬們的焦慮跟緊張也逐漸增加，

於是我立刻請三兒子連繫其他家屬，在家中召開家庭會議。在會議上，我同理

了大媳婦及其他家屬的不捨，和對於在家面對病人臨終的憂慮與無所適從，引

導家屬看見曾伯伯的需求，教他們如何柔適陪伴，也提供緊急聯絡電話，並保

證若調整用藥後伯伯仍不舒服，可以立刻安排到安寧病房來。家人們在聽完說

明後，取得了共識，也知道臨終照護的方向。

說也奇怪，就在開完家庭會議的第二天，曾伯伯跟三媳婦說：「我下午三點

要走了，要去佛祖那邊了……」他們就開始幫伯伯沐浴更衣，一邊跟伯伯說：

「洗香香，才好去佛祖那喔！」沒想到，伯伯在沐浴後說因為小孩太孝順了，

捨不得走，接著出現許多不適及呻吟。這下子，原本做好心理準備好的家人又

開始慌了，急忙連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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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護病間
Between Sick&Care
愛

因為有了居家三年的臨終準備經驗，我知道伯伯已經有臨死覺知跟其他臨終

徵象，但面對焦急的家屬，我必須耐心的引導他們在這個階段如何照護，甚至

需要頻繁訪視調整用藥、不斷衛教臨終徵象，看著居家公務手機裡家屬傳來的

影片，他們陪伴著一度量不到血壓的伯伯走到客廳，看看自己的房子、家人，

旁邊鼓勵聲、道愛聲不斷，我知道，他們都準備好了。

就在曾伯伯臨終這天的上午，我帶著病房的宗教師到伯伯床邊，給他安定的

力量，宗教師引導家人一起念佛號，這一瞬間，我感覺伯伯床邊的佛像跟家人

的念佛聲，讓整個房間都亮了起來。

晚上七點半，人在家裡，但心裡一直掛念著曾伯伯，果然接到了三兒子的電

話，伯伯在睡夢中安詳往生，所有家屬都剛好趕回來了。我立刻安頓好孩子，

開著公務車來到曾伯伯家，帶著他的孫女及媳婦一起幫伯伯換上了帥氣的西

裝，僵硬的臉頰經過按摩慢慢變得柔軟，我在心裡也謝謝伯伯，讓我可以照顧

他到最後。

在安寧居家的這三年中，我看到不同於加護病房的生離死別，每個人、每個

家庭都有不一樣的故事和發展。現在，我也繼續努力完成我的人生故事，通過

安寧緩和護理師甄審及取得安寧緩和護理臨床教師，希望未來能指導對安寧緩

和照護有興趣的護理師及其他專業人員，幫助更多的家庭在對面家人離世時，

能夠生死兩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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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安寧照顧團隊中設置臨床佛教宗教師始於 2000 年。根據經濟學人 (The 

Economist) 關於死亡品質指數的調查研究報告，臺灣緩和照顧名列亞洲國家第

一、全球第六，其中安寧法規、本土靈性照顧與區域研究網絡的建立為三大優

勢，而本土靈性照顧指的就是臨床佛教宗教師參與安寧末期病人照顧的成果。

顯見臺灣臨床佛教宗教師的重要價值與貢獻。

由於末期照顧壓力龐大，儘管佛教宗教師具有靈性關懷與調適能力，但臨床

也可能出現悲憫疲憊。本研究旨在探討佛教宗教師的悲憫疲憊經驗。採用詮釋

現象學為研究法，以建立臨床理解。立意取樣六位研究參與者，以半結構式深

度訪談及田野參與觀察取得文本資料，然後再依「部分 - 整體」的詮釋循環進

行分析，並確保研究嚴謹度。

本研究發現佛教宗教師的確有臨床悲憫疲憊，主要經驗有四個面向：1. 角色

轉換的調適壓力，2. 面對病患死亡的心志折磨，3. 修行信念深耕的召喚，4. 團

隊支持的需求壓力。

本論文對宗教師悲憫疲憊的研究雖屬初探性質，但研究發現對於未來相關研

究具有可轉換性的參考價值。建議未來可將臨床佛教宗教師納入調查對象，定

期針對安寧團隊成員的悲憫疲憊狀態進行研究；設立輔導工作坊，有助於緩解

臨床佛教宗教師的壓力，避免專業耗竭的發生。( 完整論文見 67 ～ 77 頁 )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Experience of Compassion Fatigue of 
Clinical Buddhist Chaplains in Hospice Terminal Care

安寧臨床佛教宗教師於
臨終照護的悲憫疲憊經驗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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