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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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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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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