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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來到眼前人事物
任何處境都是一期一會
善觀因緣/善體無常

照護陪伴是最切身的菩薩天使行

利他佈施中自利並學習成熟自我
.見他人多重受苦而生惕勵,避免製造苦因

.凡夫果上逃 菩薩因中修

.要那麼收穫先那麼栽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今日課程:
認識自己/同理他者
認識安寧療護
影片觀賞與討論
安寧精神與臨終關懷
預立遺囑的價值

有效節能 清楚放鬆
身在哪裡 心就在哪裡



認識朋友 認識自己

 5-6人一組,推舉1位觀察員
 請用8分鐘時間完成
1.在卡片上寫下姓名/年齡/今生最大的願望

2.共同寫出一句給講師的鼓勵話

 觀察員一分鐘大堂報告



陪伴（溝通）的藝術:療效對話

1.寧定專意地聆聽（書寫或遊戲亦同）

2.真誠回應,適時停頓

3.只是朋友，不當英雄

4.給予安慰,設身處地主動提供實用的協助

5.感同身受,謹守專業，勇敢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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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不偉大 只管把小事做好安寧病房的美味大廚
_4m10s.flv

「如果我能使一顆心不破碎
我就沒有白活；
如果我能舒緩一個人的痛苦或
減輕疼痛，或幫助昏厥的知更鳥
重回牠的鳥巢
我就沒有白活…」

If I can stop one heart from breaking 
十九世紀美國女詩人狄瑾遜



安寧簡說：安寧療護不是新觀念

 安寧照顧Hospice care是現代醫療體系對求生治癒信
念的反省運動,起于歐美國家醫療人員

 最古老的贍養所, 西元前三世紀阿育王所建
 安寧史上的里程碑：中世紀，贍養院因照顧軍旅
或朝聖者的重疾傷患而得到更大的認同和發展。

 二十世紀近代醫學興起,醫院驅逐了臨終客人.下
半世紀後,西方安寧理念大興,設立獨立的安寧
病院或醫院附設安寧病床成為檢驗文明社會的
重要指標。



當代臨終關懷：
兩位深具影響力的女士

英國西西里桑德絲醫師歷經多年努力在倫
敦建立聖克利斯多福安養院（1967）；美
國精神心理醫師庫布勒羅絲女士帶領風潮

台灣安寧起於馬偕醫院.後有慈濟醫院
安寧病房：屏東最早有基督教醫院.後有民
眾醫院.近年署立屏東醫院



現代安寧之母

西西里.桑德斯Cicely Mary Saunders
（St. Christopher`s Hospice）聖克裡斯多福安寧院

 你是重要的，因為你是你，

你一直活到最後一刻，仍然是那麼重要，

我們會盡一切努力

幫助你安祥逝去，

但也盡一切努力，

令你活到最後一刻

－－桑德絲醫師

 觀影322生命終樂章Herbe_22m.mp4





日本安寧療護之父－－大阪大學柏木哲夫

 H：Hospitality（親切）

 O：Organized Care（團隊照顧）
 S：Symptom Control（症狀控制）
 P：Psychological Support（精神支持）

 I：Individualized Care（個人化照顧）

 C：Communication（溝通）

 E：Education（教育）



在宅老化需要臨終照護精神

以care取代cure

四全照顧:以赫比為例的討論
全人照顧、全程照顧、
全家照顧、全隊照顧。



伊莉莎白‧庫柏樂‧羅斯Elisabeth Kübler-Ross

「臨終心理五階段」

(1)、否認：認為是誤診，防衛機轉表現
(2)、憤怒：「為什麼我必須死?」
(3)、討價還價：向醫師神佛提交易
(4)、憂鬱沮喪
(5)、接受面對
(6)、期待與希望

參考閱讀：
《最後㇐程》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4

《天使走過人間》天下出版



充滿愛的專業

善終守護 引導四道人生
道謝 道愛 道歉 道別

30臨終關懷：生命陪伴出關_郭惠芯20170727.mp4

參考：《善終守護師》柴田久美子 著 洪金珠 譯

豐原愛種植物的林老師 屏東陳先生與太太的最後溝通



當代醫療善終指標
1﹒了解自己死之將近
2﹒心平氣和地接受
3﹒後事交代安排已畢
4﹒時間恰當，已準備好
5﹒完成與親友的溝通告別
6﹒對過去生活的肯定
7﹒對身體的照顧及症狀的控制滿意
8﹒情緒穩定，焦慮與憂鬱得到緩解
9﹒自主性獲得尊重
10﹒心願達成，安然結束，祥和往生。

家屬的哀慟獲得適當輔導
---台大醫院緩和醫療病房



傳統佛教的善終理想
自知時至
身無病苦
心不貪戀
意不顛倒
如入禪定
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前來迎

宋.慈雲懺主淨土文 助念,一切放下 專意念佛



預立遺囑的價值
走前清清楚楚：交代後事是慈悲家人 智
慧待己

討論過程是檢視與反思的過程，有助於自
我和解、自他和好

走後無牽無掛

以艾倫柯克與傅達仁和瓊瑤為例
https://udn.com/news/story/6812/4837849?from=udn
_mobile_indexrecommend



病人自主權利法 與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病人自主權利法
實施
內容

拒絕心肺復甦術(DNR) 依預立醫療決定書(AD)選項

實施
對象

末期病人 末期病人、不可逆轉之昏迷、
永久植物人、極重度失智、其
他經公告之重症

實施
範圍

拒絕心肺復甦術(CPR)、
維生醫療和接受安寧緩和
醫療

接受、拒絕或撤除「維持生命
治療、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抗生素、血液製品、維生系統

簽署
文件

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
醫療抉擇意願書

預立醫療決定書(AD)

成立
程序

當事人(多為親屬代簽)
填寫「預立安寧緩和醫療
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
即可生效

1. 只能當事人至諮商機構預立
醫療照護諮商(ACP)

2. 通過後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
(AD)。

3. 依法完成見證或公證
4. 掃描上傳存記、中央主管機

關註記程序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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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第一部以病人為主體
的醫療法規,也是亞洲第
一部完整保障病人自主權
利的專法.確保病人知情.
選擇與決定的權利,在特
定條件下,也可選擇不施
加維生治療.人工營養及
流體餵養.
2016/1/6公佈.2019/1/6起實施



病人自主權利法不是安樂死
類型 實施內容 施行國家或地區
安樂死 他人為病患施打足以致命藥劑

(=加工縮短病人生命）
荷蘭、比利時、盧
森堡、哥倫比亞、
加拿大

協助自殺 由醫師開立處方、準備並提供藥劑，
由病人自己服用
(=加工縮短生命）

美國(奧瑞岡州、
華盛頓州、蒙大拿
州、佛蒙特州、加
州)瑞士、加拿大

拒絕醫療權 尊重病人意願，不強加醫療
措施延⾧生命，讓生命回歸
自然善終
(=不加工延⾧生命)

歐美各國普遍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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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終為始的有備人生預立遺囑

臨終醫護
表達醫療措施意願
維護臨終生命品質

臨終助念
規劃臨終助念事宜

遺體喪儀
遺體處置
人生告別的方式

傳家言、遺願.給親人最後 的話、挽聯、墓誌
銘.紀念方式

財產處置
規劃死後財產處置



宗
教
死

今生 來生前世

受
生

宗
教
死

中陰 中陰

出
生

醫
學
死

受
生



結語：善終陪病的啟示

深思必死的自然律則—我如何活

面對自身老化與臨終— 如何準備

陪病陪老與臨終關懷— 與病共在

討論死亡,直視死亡,是為了提高生命品質



正確地認識生死關連
1. 活得好，才能死得好
2.今生的學習，會成為來生的天賦

生

死生

死

出口/離開

入口/開始

印光大師:把死字貼在額頭



謝謝一起討論006合作分享Coca_Cola.mpeg

祝福寧靜喜悅

互勉走向助人的旅程

大方分享預囑並學著年年修改

後會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