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 A I W A N     M E D I C A L   J O U R N A L

杏林隨筆

文、圖 /洪德仁

洪耳鼻喉科診所

花園的園丁

在這綠草如茵的草皮，我常常光著腳，踩在

柔軟、有溫度的土地，總是會有輕鬆、幸福的小

確幸。

這當中，有個重要的關鍵，就是這位園丁大

哥，他總是默默的從早到晚，坐在小矮凳上，用

手清理草皮上面的雜草，春暖花開的時候，小草

花開花，種子隨風四處飄揚，整片草皮馬上長滿

雜亂的雜草。雜草草花一冒出芽，就要盡快用心

地清理，才能維持這片綠草如茵(圖1)。
每次在草地上看到他，我總會和他打個招

呼，說聲謝謝，大哥總是很客氣的說：沒什麼，

這是該做的事情，要做就做好。他告訴我，他不

是園藝專業，只是用心想做好這項工作，就認真

的去學習，向別人請教。

他指出，我也是一個特別的人，這個工作做

了幾十年，從來沒有人向他道謝。每一次，我們

就這樣的聊開了，園丁感謝這個工作，養活一家

子人，心裡踏實，沒有任何憂慮，身體的勞動，

雖然很疲累，但是天天睡得好，吃得下，令人羨

慕。

陪伴生命的園丁

想想這幾年，我們仁和居家醫療照護團

隊，醫師和護理師一起提供居家醫療、居家安寧

服務，用我們的醫療和護理專業，陪伴生命末期

的民眾和家人，希望能在安寧緩和的介入，生命

能夠圓滿善終，家人能夠心安平安，這是一件不

容易的事，但是，每一個病人都是我們的生命老

居家安寧：陪伴生命的園丁

師，都給我們最好的身教，告訴我們這件事應該

繼續做下去(圖2)。
這幾天，我們陪伴一位近百歲人瑞奶奶和家

人，走過生命的歷程。奶奶是在半年前，台北榮

民總醫院神經醫學部傅教授轉介給我們，重度的

認知症衰退，藥物介入已經幫不上忙，加上老人

家又有高血壓、糖尿病，疑似膽囊結石或腫瘤，

老人家和家屬都有心理準備，不想進一步檢查確

認，再讓老人家受苦。因此，家屬決定放棄插管

急救、不放置維生系統，簽署DNR，返回最熟
悉的環境中，接受傅教授轉介的社區居家醫療團

隊，我們才有機會陪伴這個案家。

老人家整天笑咪咪，一臉福相，每一次到

宅訪視，我們自我介紹和問候，老人家一看到我

們，都會笑瞇瞇地點頭，輕輕的說謝謝。做完身

體檢查和相關護理工作，我們向家屬說明狀況、

教導家屬及看護工照顧清潔工作，離開前，再向

老人家說我們會再來看您，老人家總是笑瞇瞇地

說謝謝。

我們特別感謝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謝楠楨校長

及研究團隊，用心的準備攜帶型超音波，陪同我

們進行居家訪視，我們幫老奶奶進行肝膽及腹部

超音波檢查，也真的確認膽結石和慢性膽囊炎，

這對我們後續的照護有很大的幫忙(圖3)。
半年來，個案有兩次不明發燒、畏寒、右上

部腹痛，我們判斷都是膽結石併發急性發炎，建

議送到醫院治療，穩定後再回家療養。每次出院

回來，訪視的時候，總是不捨老人家體力更加衰

退、身體逐漸消瘦，慢慢的臥床時間越來越長，

再也無法下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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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幸運的是，老人家兒子和女兒盡心盡力，

陪伴在身邊照顧，外籍看護妹妹也陪伴在側，

隨時提供生活照顧。家屬、看護工妹妹和我們建

立起LINE群組，隨時聯絡，討論老人家照顧狀
況。

隨著體力的衰退，老人家意識、咀嚼吞

嚥、排泄自主能力慢慢衰退，從可以自己吞嚥，

到會嗆咳，到沒辦法自主吞嚥，血壓也下降到

100mmHg以下，血糖雖然還是有一點高，加上
全身多處小的皮下瘀血，我們判斷還是膽囊炎的

緣故，由於老人家高壽，體力及免疫力衰退，發

燒和疼痛的症狀較不明顯，有可能是菌血症所造

成的瘀血，我們本來準備進一步抽血檢查及治

療，不過持續和家屬討論，分析利弊，我們決定

不再抽血檢查，把血壓和血糖的藥物停掉，也不

放鼻胃管灌食，持續密切追蹤身體狀況。

所以，最末期幾天，就用棉棒沾著糖水，

讓老人家用最原始的吸吮反射動作，盡量吸食液

體，維持體力，再用棉棒沾綠茶水，清潔口腔衛

生，到最後連吸食的反射動作也沒有了。應該是

最後的時候，我告訴家屬就讓老人家龜息法、

多念阿彌陀佛。雖然吃得少，甚至於沒吃，身體

會吸收在體腔裡的水份，讓呼吸比較順暢，水腫

的壓迫也會減輕，反而會減少痛苦。加上維持生

命，需要營養份，會自行代謝掉一些多餘的脂

肪，所以老人家會從肥胖的福相，漸漸消瘦成為

健康的體態。

我提醒家屬，死亡前的徵候、處理的方式，

也要安排生命禮儀。到了臨終時刻，我和護理師

到宅確認生命徵候，在家屬陪伴中，做出往生的

宣布，並向老人家鞠躬祝禱，老人家就像平日笑

咪咪的闔嘴閉眼，皮膚光澤，滿臉安詳。看護妹

妹傷心的低頭擦眼淚，護理師擁抱著她，安尉

她：謝謝妳的照顧，老人家才能走的這麼順利，

穩穩地去做仙，再也沒有任何病痛了。

兩個小時後，家屬到診所來拿死亡證明，告

訴我，現在有五、六個法師在家裡助念，我抬頭

看著他，心裡滿滿的感恩和讚歎，你這麼孝順，

老菩薩真的有好福報，這樣太好了，阿彌陀佛。

平凡中的專業

園丁大哥很客氣，謙虛的認為他的工作很

平凡，沒有什麼專業。但我總認為平凡中的不平

凡，才是最重要的。園藝工作需要注意到如何依

循節氣，栽植適當的植物、施肥、除草、剪枝、

用藥，搭配這片草皮四周的櫻花、杜鵑花、茶花

等，不只綠意盎然，更是花團錦簇，成為年輕人

戶外婚宴的亮點。園丁大哥也注意到，施肥、用

藥時，都會公告休園，避免遊客健康風險。

一樣的道理，臨終安寧的生命園丁，面對

生命凋零的現象，不只是陪伴，還是有些專業事

項，臺大醫院家庭醫學部邱泰源教授研究指出
(1)：末期瀕死病人特性，包含有：

1. 病況變化大 (rapid  change  of  medica l 
conditions)：居家安寧的個案，在生命的末期，
隨時會有病情的變化，只能夠謹慎小心，在團隊

能量許可的範圍內，提供密切的聯結。過去，只

能靠電話的聯絡，現在團隊會和案家建立LINE
群組，隨時連絡訊息，掌握病情的變化。

2. 家屬參與(family involvement)：家屬對於
個案會有不一樣觀點的期待，當然需要相互的

溝通。對於安寧療護的期待，如果個案又有多

名子女，特別是住在外地的天邊海角孝子孝女

(Daughter from California Syndrome)，往往和主
要照顧的子女，會有更多不同的觀點，更需要照

護團隊靜下心、多方溝通，舉行家屬會議，了解

圖2  居家安寧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 圖3 攜帶型超音波檢查在居家醫療的重
要性。

圖1  花園的園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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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期待和差異，口說好話，鼓勵每一位子女

能夠參與臨終階段的所有照顧，表達真誠的孝

心。子女大多基於孝心，一定要建議參與生活照

顧和陪伴，才夠讓孝心有所表現，幫幫老人家擦

擦身體、按摩、拿相片回憶過往甜蜜的時光、說

出我愛妳等等，如果有過去講不出的疙瘩，也要

誠懇地說道歉；還有，可以告訴老人家，我們會

好好照顧自己，請不要擔心，就安心的去和爸爸

相會。這些放在心裡面的話，都是道愛、道謝、

道歉、道別的內涵，能夠在最後的時間講出來，

彼此才能釋懷，沒有牽掛，兩相安。如果有機

會，要盡量了解個案的心願，我有一位胰臟癌末

期的個案，和一群朋友組成樂團，學習樂器，很

想到老人院或孤兒院表演，但是事與願違，疾病

讓他無法如願，他深深覺得遺憾。幸而，個案在

台大安寧病房期間，社工師了解他的心願，趕快

安排樂團在台大醫院一樓大廳演出，個案已經沒

有體力吹奏樂器，但也坐著輪椅，勉強參與演

出，了卻一番心願(圖4)。
3. 個別性需求高(individual need)：每個個

案病情不同、生命階段也不同，加上案家每個成

員，需求也是不一樣，甚至於昨天和今天的看

法，也會有差異。因此，居家安寧團隊一定要能

夠傾聽和同理心，按照專業判斷，盡可能滿足個

別性的需求。

4. 面對死亡(facing death)：隨著健康的衰
退，個案逐漸接近生命末期，照護團隊一定要和

個案及家屬面對生命結束議題，依循「四道人

生」的哲理，誘導案家道愛、道謝、道歉、道

別，可以應用家屬會議的方式，說明臨終的徵

候、處置方式、禮儀安排等，甚至於要不要有宗

教的介入，例如基督教的臨終彌撒或是佛教的助

念，對於案家都有很大的撫慰功能，也一定要能

夠有安詳的善終，家屬才能夠心安平安，沒有罣

礙。

醫療專業上，安寧病人需要有不同的症狀、

安寧緩和、療癒舒適的處置，例如：疼痛的控

制，要使用一般的止痛劑或是嗎啡的口服、皮下

注射或是貼片等，輸液、營養針、白蛋白的補

充，到底是補充營養，還是徒勞無功，還有三管

的護理、翻身擺位、移位、護理清潔、壓瘡換藥

等等，處處都需要專業判斷，更需要用心和案家

說明溝通。所以說居家安寧團隊在家庭的病房

中，除了需要具備基本的專業知能，更需要耐心

的、親切的、平易近人的把專業的知識，轉譯成

為案家可以理解的話語，雖然是平凡的話，但是

仍然是有專業深奧的知識。

花開花落 緣起緣滅
我們團隊就像園藝的園丁大哥，應用全民

健康保險署的德政，為行動不便、有醫療服務需

求的民眾，提供居家醫療、居家安寧服務。團

隊在態度上，一定要抱持著永遠提供病人最適切

(appropriate)的治療及最好(best)照顧(1)，積極進

行溝通說明，取得病家同意，謹慎地作為團隊決

定的重要依據，才能夠提供適切的服務。

我們順著大自然的法則，四季奧妙的變

化，花開花謝，用醫療護理的專業，真心陪伴，

一起走過道愛、道謝、道歉、道別的人生。緣起

緣滅，祝禱圓滿人生。要有善終才有善別，老人

家能夠安祥的在宅善終，繼續活下去的家屬也才

能夠和往生者真正道別，這也是老人家給我們最

珍貴的資產和生命教育。

老人家門口，有一尊觀世音菩薩，每一次家

訪和離開時，我都會合十禮敬。我相信，在阿彌

陀佛、觀世音菩薩接引中，老菩薩一定安祥往生

淨土，這個住家道場滿滿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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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生命老師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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