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寧照護考慮事項：
家屬討論指南
您想要的是什麼？
假如您能掌握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您想要的是什麼？我們大多數人都希望能夠擺脫那些不僅不會
讓我們變好卻反而讓我們變糟的治療。我們希望能得到最好的照護，在家裡熟悉的環境中和我們的
至親一起舒服的過。我們希望同理心和尊嚴。我們希望家人的壓力能獲得釋放，我們才能夠有時間
一起回憶和分享彼此的想法。
安寧照護可以實現這個夢想。
雖然我們無法掌握我們死亡的時間，但安寧照護（也稱為緩和照護）能夠讓我們掌握我們臨終前接受
照護的方式和地點。在臨終時能夠有所選擇、能夠自己下決定、知道我們的個人願望將會實現，讓我們
感到可以掌握生命。此外，研究顯示，早期安寧照護可提昇生活品質並延長壽命：一項研究指出，相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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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選擇安寧照護患者，選擇安寧照護的患者的存活日數可高出 29 天。
VITAS® Healthcare 提供的這本討論指南，可幫助您與您的至親在擁有充分資訊的情況下決定臨終的
照護方式。本指南旨在幫助您的家人達成共識，讓每個人都獲得好處，並且實現患者希望在最後幾個月
或幾週能夠活得舒適、平和且有尊嚴的願望。
假如您想要盡可能地讓您的至親更容易做出選擇，請考慮安寧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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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安寧照護？

備註：

安寧照護並非一個場所。安寧照護是一種照護，可在以治癒為目標的治療對於威脅生命的疾病無效時，
用來安慰與支持患者及家屬。安寧照護可在任何一個患者稱之為家的地方提供。安寧照護是一種在
絕症患者生命的最後幾個月、幾週或幾天治療症狀（並非治療病因）的醫學學科。其目標並非治癒病症，
而是充分利用剩餘的時間。
安寧照護是由專家所組成的卓越團隊提供，這群專家受過絕症照護的專門訓練。他們能控制疼痛與
不適。他們能協助全家人面對死亡及瀕臨死亡的情感、社會與心靈面向。

誰來支付安寧療護的費用？
所有安寧機構皆以相同模式進行保險給付，因此沒有費用競爭優勢。而服務品質與選擇的多元化正是
VITAS 與眾不同之處。安寧照護可以各種方法支付。以下為最常見的保險給付類型。
老人醫療保險 (Medicare) — 身懷絕症且由 Medicare 認證之安寧照護提供者提供照護之 Medicare 受益人
的安寧照護服務，100% 給付。在 2010 年，有 83.8% 的安寧照護患者是由聯邦醫療保險安寧照護保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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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re Hospice Benefit) 給付。
依 Medicare 規定，不得因受益人的支付能力而拒絕其接受安寧照護。
安寧照護支付款項與 Medicare 對其他疾患、病症或患者可能接受之照護的支付款項互為獨立。
美國低收入醫療補助保險 (Medicaid) — 幾乎美國各州及哥倫比亞特區的 Medicaid 皆提供 100% 的安寧
照護給付（加州為 MediCal）。一般而言，雖然特定州略有差異，但 MediCal 安寧照護保障計畫與
Medicare 安寧照護保障計畫並行。您選擇的安寧照護服務團隊將會知悉您所在之州的規定。
私人保險 — 大部分雇主及許多管理式照護計畫所推行之保險計畫皆提供安寧照護保障。大致而言，
給付與 Medicare 的保障計畫相近，但仍有些許差異。請檢視您的給付細節或詢問您的保險業務員。
美國軍人保險 (TRICARE) — TRICARE 為現役軍人及退役人員的健康保障計畫。TRICARE 可完全給付
安寧照護。TRICARE 安寧照護保障計畫僅給付 Medicare 認證之安寧照護，因此患者及其家屬必須選擇
合格的安寧照護機構。
私人付費 — 若保險不給付或給付額不足，則患者及其家屬可討論私人付費以及付款計畫。您選擇的安寧
照護服務團隊將知悉您的付款選項。
慈善照護 — 安寧照護團隊中具有財務專家，能夠提供可利用之財務協助與社區資源方面的資訊。不需
因財務問題遞延安寧療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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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家人的安寧照護對話

備註：

利用法律、心靈以及醫療方面的安寧照護顧問投注心力所完成之本資訊，可協助您和您的至親開啟臨終
照護與安寧照護方面的討論。
在理想情況下，應在每個人都仍然健康時即開始討論。以「假如....？」作為開場白，在理想情況下，家屬
填寫預立醫囑 (advanced directive)* 並討論其無法與他人溝通時希望獲得的健康照護。也會討論下葬、
葬禮或告別式計畫*。討論可能很短，而且會在後來持續進行，但所有決定都會留下書面記錄（因為決定
可能會改變）。在理想情況下，討論結果可使全家人瞭解大部分已經討論過的關鍵問題，而且每個人都
可在獲得充分資訊的情況下做出決定。

有哪些人應該參加討論？
在上述理想情況下，我們每個人都應參加決策過程，以決定我們希望獲得的臨終照護，而這些決定都將
寫在預立醫囑中。然而，在現實中，這些討論多半在患者病得太重或已經意識不清而無法參加時才進行，
而且完全由家屬、照顧者、決策代理人等做出決定。在這種情況下，只能期望配偶、伴侶、成年子女等患者
最親近的人與提供治療照護的醫療團隊合作，共同做出決定。
此種程度的決定會造成情緒困擾，而且常導致意見不合。將焦點由個人意見及信仰轉移至您至親的最佳
利益與其人生價值觀，可能有助於重新調整優先事項，並讓大家心平氣和。

*
應注意，在某些州無預立醫囑存在的情況下，必須由法院指定監護人做決定。請確認您所在之州的規定。

討論應於何時、何處進行？
假設您的家人尚未開始討論，則應在醫療選項即將用盡，及／或家人表達放棄尋求治療的意願時即考量
安寧照護。關鍵家屬及決策者能夠越快地進行討論（無論是親自參與、透過電話或網路），就能獲得更
有效的安寧照護。
在最佳情況下，討論將有大綱，而且每個人事前都已經具有安寧照護相關知識（其目標、效益等）。討論
將在干擾最少的地點及時間舉行。

*本議題的其他資訊請參閱第 17 頁所列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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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應考量之事項
有誰將會參加我們家的安寧照護討論？
我們的討論會將有安寧照護、法律、醫療及（或）信仰組織等的外部顧問參加嗎？
是否所有參加者事前都會收到協助他們瞭解安寧照護的資訊？
討論將在何時、何地舉行？

七項關鍵討論議題
1. 評估安寧照護需求
何時應考慮採取安寧照護？
臨終患者的家屬及照顧者面臨的其中一個挑戰是，判斷考慮採取安寧照護的時機。要做出此決定，
應考慮下列問題：
• 儘 管獲得良好的照護，我們至親的疾病與症狀是否已經惡化到無法妥善控制的地步了？
• 是 否我們的至親已經飽受多次住院、掛急診或重複使用其他健康照護服務的煎熬？
• 主 治醫師或專科醫師是否曾說過已經沒有方法可以減緩或治癒疾病了？
• 我們的至親是否曾指出醫療的副作用大於其效果？
假如患者的症狀適合接受安寧照護，那麼您至親的醫師可憑藉其醫療觀點，在決策過程中扮演關鍵
角色。醫師可利用各種醫學標準與指引（每種病症都不同）決定安寧照護是否為可行的選項。
或者，您或您的至親可聯絡安寧照護提供者，以免費評估安寧照護資格，若患者適合接受安寧照護，
則安寧照護提供者可協助您與您的醫師討論。

誰能夠／應該做出安寧照護的決定？
選擇安寧照護被視為一種健康照護決策；法律規範為任何健康照護或醫療決策適用者。若您的至親
清醒且心智健全，則其可決定要求安寧照護，通常會諮詢醫師、諮商人員或心靈顧問以及家屬。
假如患者並非心智健全或無法溝通，則將由稱之為「永久健康照護授權」的預立醫囑中指定之健康照護
代理人*（healthcare proxy，也稱為 healthcare surrogate 或 healthcare agent）做出決定；若已經填寫預立
醫囑，則家屬通常知悉受指定為健康照護代理人者為何人。
*本議題的其他資訊請參閱第 17 頁所列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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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健康照護代理人的情況下，若已預立遺囑*，則照顧者與醫療顧問應採用其中的指示；若無任何
預立醫囑，則由法院指派之監護人或近親（通常為配偶優先、成年子女次之）做出決定。請確認您所在
之州的規定，或與患者的合格臨床社工師或各案管理師確認。

備註：

您聯絡安寧照護團隊時將面臨何事？
當轉介至醫療照護時，安寧照護團隊將會回覆電話，以判定是否患者已經準備好預約接受評估。無論
是白天或晚上，VITAS 都會在 30 分鐘內回電。
安寧照護團隊成員會與您的家人及至親見面，以討論臨床標準、安寧照護理念、可行之服務以及您的
期望。在討論中，團隊成員的說明將涵蓋疼痛及舒適度、支持體系、財務及保險資源、藥物以及所需的
設備。若您的至親符合安寧照護資格，而且您同意，則患者可入住安寧照護機構。
一名安寧照護團隊成員之後便與您的至親、個人醫師及安寧照護醫師溝通，討論病史、目前的身體症狀
及預期壽命。安寧照護團隊將規劃符合您的至親與您的家人需求的個人化照護計畫。這項計畫將定期
審查並依據您的至親的病情進行修改。

應考量之事項
我們的至親已經指定健康照護代理人了嗎？
代理人是誰？最容易找到代理人的方式為何？
是否預立遺囑，內容有什麼指示？
若未預立醫囑而我們的至親又無法表達他們的希望時，則決策者應採取的法律進程
(legal progression) 為何？

2. 瞭解安寧照護的能力範圍與應盡責任
照護層級
不同的安寧照護機構提供不同類型的服務，但安寧照護業有四種 Medicare/Medicaid 認可的標準照護
層級。安寧照護團隊會諮詢患者的個人醫師，並決定何種層級的臨床照護最符合您至親的需求。隨著
病情改變，患者可由一種照護層級轉換至另一種。.

*本議題的其他資訊請參閱第 17 頁所列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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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您應瞭解，即使您的至親正接受安寧照護，當其病情改善時，仍可退出安寧照護。這並非是一個
不可逆的決定，而且患者接受安寧照護的次數並未受到限制。

備註：

四種層級的照護分別為：
• 常
 規居家照護 — 安寧照護團隊成員（通常為一人）會依據照護計畫規定，不定期地對您的至親
進行例行訪視。訪視可能為每天一次、每半週一次、每週一次等等，取決於您的至親的需求。
• I ntensive Comfort Care®— 在病危的短期間，由安寧照護護士及護佐輪班（最長 24 小時）提供居家
照護。舉例來說，若您的至親的醫療需求需要持續在家中、護理之家或養老社區進行監測，則
適合接受此層級的照護。
• 住
 院照護 — 當您的至親的醫療需求無法在家中處理時，於指定之健康照護機構內的安寧病房／
安寧病床提供短期照護。
• 喘
 息照護 — 接受居家照護的患者可暫時住院，讓家屬及其他照顧者休息一下，或者滿足遠行的需求。

照護範圍
您期望安寧照護提供什麼？不同安寧照護團隊提供的服務與資源有所差異，但一般來說，您應可獲得
由專家組成之跨領域團隊提供的協助。除了控制疼痛外，安寧照護專業人員也會處理吞嚥、呼吸、補充
水分、營養、皮膚護理、情緒激動、復發性感染、憂鬱、焦慮、肌肉僵硬、溝通等方面的疑難雜症。
安寧照護團隊應協助處理醫療、疼痛控制及照護方面的問題，以及臨終時經歷的其他挑戰與情緒。
當沒有安寧照護人員時，您的安寧照護護士應該能夠教育照顧者及家屬在提供妥善的照護。
您可能不需要或不希望每一位安寧照護人員涉入您的生活，雖然每名患者及家人皆可與安寧照護護士
共同決定希望提供的支持程度及種類，但是安寧照護團隊應至少包含下列專業人員：
• 安
 寧照護醫師在臨終患者之照護與安慰方面受過專門訓練的，其可參與照護計畫的規劃工作、
給予安慰技巧方面的意見，以及與患者的個人醫師合作。
• 護
 理師負責定期訪視，監測患者的病情、提供照護與安慰、訂購藥物與器材，以及回報情況給
安寧照護醫師和個人醫師。
• 社 工可提供情感支持，並協助家人取得財務與社區資源以及規劃臨終生活。
• 安 寧照護護佐可協助個人照護和衛生，以及簡單的居家清潔、洗衣和採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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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 師可提供心靈與情感支持，並可與患者本身的神職人員合作。

備註：

• 社 區志工可陪伴患者和提供喘息服務。
• 喪
 慟輔導專家全年提供支持給喪失親屬或至親，尤其當他們感到哀傷與失落時，另外包括舉辦
悼念儀式與提供團體支持。

應考量之事項
在我們的想像中，我們的至親這段時間的照護需求為何？
我們的至親有什麼特定的醫療問題？
還有什麼其他需求需要處理？
我們有什麼資源可以協助我們的至親？
以上哪一種安寧照護專業人員可能在我們的至親的臨終照護中扮演關鍵角色？原因為何？
我們所考慮的安寧照護團隊是否受過特殊訓練的人員，能夠符合我們的需求？

3. 心靈及文化考量
心靈照護並非僅提供給具有虔誠信仰者？無論是擁有信仰者與無信仰者，皆可由充滿愛且無批判性的
心靈照護獲益。當我們的生命到達終點時，我們想知道生命有何意義，也會對往生後的世界有疑問。
想完成任何「未了的心願」是很正常的。
同時也必須考慮傳統文化。不同背景、國籍與信仰的患者可能對至親往生前後的照顧方式有特殊偏好
或作法，採用的悼念方式也很重要。
因此，在臨終時，家人、患者、醫師，事實上，整個社會都面臨著道德方面的問題。與使用人工營養品、
點滴補充水分、知情同意、放棄急救 (DNR) 醫囑方面的決定，皆必須由每名患者和家人根據其自身的
情況做出抉擇。討論臨終願望且隨後記錄於預立醫囑中的家庭，比較能夠在必要時做出困難的決定。
所有安寧照護團隊皆有牧師可協助患者及其家人在臨終時面對這些問題。在 VITAS，每個團隊都配有
一名牧師提供此種特殊照護。
假如您的至親有神父、牧師、猶太教教士、教長或其他心靈導師，安寧照護團隊的牧師將與其合作，作為
您的至親、家人和安寧照護工作人員間的溝通橋樑。在您選擇安寧照護，並為您的至親制定照護計畫時，
必須將上述問題納入考量，並確定您所選擇的安寧照護符合您的獨特需求。
VITAS.com | 800.723.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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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應考量之事項
我們瞭解我們的至親在心靈指導及支持方面的任何需求嗎？
患者及家族的傳統、風俗和信仰可能扮演著何種角色？
我們可能會面對何種道德困境？
我們已經討論過可能的情況以及處理的方式嗎？

4. 安寧照護場所
大多數人都希望在家接受安寧照護，無論「家」是指私人居所、養老社區或護理之家都一樣。但是當
您和安寧照護代表討論時，請釐清您的選項；所有安寧照護皆應提供各種場所的照護。以下是最常見
的照護場所以及您在每個場所可以期望獲得的服務。
私人居所
即使安寧照護提供者可提供居家安寧照護服務，但您必須瞭解，在大部分居家照護的情況中，家屬或
朋友為指定的主要照顧者，而且必須在安寧照護人員不在場時提供照護。一般來說，指定的主要
照顧者為一名，但此角色也可由數人組成的團隊支應；安寧照護護士可教育此團隊提供直接床邊
護理 (hands-on care)，並為非預期的狀況做好準備。
一般而言，透過團隊本身充滿創意的排班方式和良好的團隊合作，家人即可確定其至親永遠有人陪伴。
此外，您的安寧照護提供者應提供全天候的臨床備援。
假如患者獨居且可自理生活，則不需額外的協助，請詢問這是否會對您考慮的安寧照護提供者構成
阻礙。VITAS 致力於照顧所有合適的患者，即使家中無全職照顧者亦然。
養老社區及護理之家
有許多護理之家和養老社區可提供安寧照護服務。他們可能聘有受過訓練的護理人員負責照顧需要
安寧照護的住民，或者可能和 VITAS 等安寧照護團隊為合作夥伴，可為住民提供安寧照護。假如您的
至親為護理之家的住民，請查詢可行之安寧照護服務。假如您的至親不再能夠自理生活，則您可考慮
提供絕佳安寧照護服務的護理之家。

VITAS.com | 800.723.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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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之家／機構／醫院的專屬空間

備註：

部分的安寧照護提供者備有獨立的「安寧之家」，臨終的至親可居住於此而不需要住在家中；部分醫院
備有安寧照護計畫，可讓合適的患者直接轉為接受安寧照護而不需要出院。部分的安寧照護提供者在
長照機構、護理之家或醫院備有安寧照護區，當無法在家控制症狀時，他們可在此提供住院照護。
上述安排可確保您的至親可立即獲得支持服務和健康照護專業人員的協助。一般而言，這些像家的
環境設計為可使患者和他們的家人盡可能地感到舒適，具有安適的環境以及全天候待命的工作人員。

應考量之事項
哪裡才是我們的至親接受臨終照護的最佳地點？
哪裡才是他們想去的地方？
假如我們選擇居家安寧照護，誰會是主要照顧者？
我們能否確保在必要時有人全天候地陪伴我們的至親？
我們能組成什麼樣的「照護團隊」？

5. 生理及醫學考量
疼痛評估及控制
疼痛控制是安寧照護的中心目標之一。聯邦及州法規定，安寧照護提供者應利用一切合理的方式控制
患者的疼痛。假如您的至親正感到疼痛與不適，您的安寧照護提供者應具備評估及有效緩解或控制
疼痛的技能與專業知識。
在理想狀況下，您的至親可表達他們的疼痛。然而，當患者失去語言能力時，您的安寧照護團隊應受過
專業訓練與豐富經驗，能夠藉由表情痛苦、扭動、呻吟及嘆息、躁動、情緒激動以及對觸摸敏感等
非言語的跡象評估疼痛。
疼痛控制計畫將由您的安寧照護醫師制訂，其應受過緩和醫療方面的專業訓練並具有相關經驗，該名
醫師將開立所有此計畫所需的藥物和治療；照顧者和護士等安寧照護人員將執行治療，並密切監測
您的至親。每位安寧照護團隊成員都致力於相同的目標：讓您的至親感到舒適。
疼痛治療可能會干擾您的至親，保持清醒以及與其他人進行有意義互動的能力。若發生這種狀況時，
您的安寧照護團隊會與您討論，並且實踐符合您需求的計畫。
VITAS.com | 800.723.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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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

備註：

依據您的至親的病情階段而定，您的醫師可能會開始使用 acetaminophen (Tylenol)、ibuprofen (Motrin)、
阿斯匹靈等其他成藥治療疼痛。但是疼痛程度可能會升高到上述藥物不再有效的時候。此時，通常會
單獨使用效力較強的麻醉藥物或併用其他藥物以緩解臨終患者的疼痛。
您的至親不僅必須適度地接受疼痛藥物治療，也必須接受合適的藥物或療法以治療其病症。假如骨骼
疼痛，可能其中一種藥物有效，但若是痙攣引起的腹痛則可能對其它藥物有較好的反應。醫師可能搭配
藥物開立放射治療等替代性治療。每名患者和每種情況都不同。您的安寧照護醫師應在疼痛控制方面
具有豐富的經驗。
營養
控制您的至親的營養狀態，對其舒適感與生活品質極為重要。您的安寧照護團隊應評估您的至親的
營養需求，並建議減少便秘和其他症狀的餐點。當團隊鼓勵您準備「媽媽親手煮的雞湯」或「喬叔
有名的餅乾」等您的至親喜愛的餐點時，請不要訝異，因為沒什麼比熟悉的愛好和撫慰人心的食物
更能改善食慾。
您的安寧照護團隊也可提供您所需的教育和資訊，協助您為臨終時補充水分及營養方面的難題（例如
無法咀嚼或吞嚥）做出決定，團隊會向您說明臨終時的口渴和飢餓感的自然退化過程，協助您寬心。

應考量之事項
我們的至親在疼痛與安慰方面有何需求？
我們的至親能用言語溝通嗎？
我們是否知道我們的至親在疼痛藥物和保持清醒能力方面的希望？
假如用嗎啡一類的較強效藥物控制我們的至親的疼痛，我們能夠接受嗎？
我們的家庭照顧者瞭解、也能接受我們的至親最終將停止進食嗎？

6. 現實及後援考量
選擇安寧照護可能導致情緒波動，而且在您的家人考量您的至親的未來的方式時，可能需要轉變。
但這也是一種後援的轉變。假如您的至親正在接受居家照護，您可能會問：假如發生意外怎麼辦？
我們可以打電話給主治醫師問問題嗎？我們家的環境安全嗎？隨著我們的至親越來越虛弱而且越來
越沒有生活能力，我們該如何照顧他／她呢？
VITAS.com | 800.723.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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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健康照護提供者應該能夠和您討論所有安寧照護的實用細節。您可能會想要準備好問下列問題，
包括：

備註：

• 我們的至親接受安寧照護後，還可以繼續看原來的主治醫師嗎？
• 假如我們需要特殊的醫材或設備，安寧照護涵蓋這些東西嗎？在藥物方面呢？
• 假
 如我們並沒有身體狀況足以照顧我們的至親的家屬，該怎麼辦？假如我們的至親需要 24 小時
看護而我們無法提供呢？
• 假
 如我們的至親需要人幫忙起身、移動或沐浴呢？
• 假
 如我們的至親仍具有行動能力，他／她留在家是否安全？
• 假
 如我們的至親神智夠清醒，能夠完成烹飪、採買日用品和自我照護等事務呢？
• 用
 車載我們的至親是否安全？
• 假
 如在半夜發生緊急狀況時該怎麼辦？
• 當
 我們發現變化時該聯絡誰？

應考量之事項
在照顧我們的至親時，可能面臨哪些後援上的困境？

7. 安寧照護的情感層面
每個人都會以不同的方式應付至親可預見的身體孱弱及死亡。照顧者通常試著預期臨終患者的所有
需求，照顧者認為，假如他們做對每件事，他們的至親就會感覺較舒服也可能活得較久。有時這會讓
照顧者崩潰而且筋疲力盡。
安寧照護提供各種舒緩照顧經驗的服務：
• 安
 寧照護團隊將教育家人和照顧者照護其至親的最佳方式。以知識取代猜測，可產生信心，
並讓人感到放心。
• 安寧照護團隊可提供護佐，以協助沐浴、梳洗以及簡單的家事。
• 安
 寧照護團隊可訓練社區中能夠陪伴及支持您的至親的志工。志工可以一起閱讀、回憶、玩遊戲，
或者就只是待在那兒。志工也可以提供照顧者喘息服務。
VITAS.com | 800.723.3233

11

• 安
 寧照護團隊可提供情感支持，協助家人面對日漸衰弱和死亡，以及喪親引起的遺棄感、憤怒、
悲傷和其他感受。

備註：

• 如
 前所述，安寧照護可提供心靈支持。您的家人應該能藉由與心靈顧問談論生命議題、死亡和
喪親而獲得安慰。
• 安
 寧照護可協助您尋找預立醫囑、財務問題（例如負擔葬禮或告別式之費用）、辦理遺囑認證等
資訊，並安排相關事項。
• 安寧照護將能在悲傷的過程中支持您的家人。VITAS 可全年提供下列資訊、教育及資源：
• 季度喪慟支持信、時事通訊以及教材。
• 由 VITAS 專業人員帶領的喪慟支持團體
• 殯儀事務
• 由專業人員與志工進行的電話聯絡和訪視
• 社區資源轉介：悲傷治療師、支持團體、法律服務等。

安寧照護的是與非
有近半數的美國人今年將會被朋友、家人或同事的死亡而撼動。每種文化本身對於絕症和瀕死階段
都有其想法。讓我們一起看看其中一些最常見的安寧照護迷思。

迷思一：安寧照護是一個地方。
事實上：安寧照護不是一個地方。它是一種能夠在臨終時對生理及情感方面的痛苦和症狀的治療。
一項蓋洛普民調顯示，假如能夠選擇，有 90% 的成年人比較希望在家中死去、沒有痛苦、被家人與
3
至親圍繞；
安寧照護的設計即在於實現這個願望。

迷思二：安寧照護是「放棄生命」。
事實上：安寧照護並不是放棄生命。在各種醫療均無法治癒一種疾病時，由安寧護理專業人員組成的
跨專業小組在控制疼痛﹑減少焦慮﹑提供醫療以及為病人和病人家屬提供精神和心靈安慰方面能做
大量工作？安寧照護的目標為，在減緩伴隨絕症而來的不適、恐懼以及財務負擔的同時，也能改善患者
及其至親的生活品質。
VITAS.com | 800.723.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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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三：安寧療護是針對癌症病患的療法.

備註：

事實上：我們為患有限制生命的各種疾病的成人和兒童提供安寧護理，包括但不限於癌症、心臟病、
中風、肺病、肝病和腎臟疾病、多發性硬化症、ALS、阿茲海默症和愛滋病。

迷思四：基本上，安寧照護是在床邊握住臨終患者的手。
事實上：安寧照護做的事比這多得多。安寧照護是以緩和為目的，並非以治癒為目的；研究顯示，由於
積極的疼痛與症狀控制可減少不適與壓力並改善生活品質，安寧照護可延長生命達一個月。

迷思五：安寧照護很昂貴。
事實上：相較於臨終時多次重複住院以及複雜且密集的醫院照護，安寧照護反而可節省健康照護
4
費用，
聯邦醫療保險安寧照護保障計畫為全包式，100% 給付安寧照護的費用，其中包含臨終診斷
相關的藥物與醫療設備。並無自付額；我們的病患或者病患的至親無須自掏腰包地負擔 VITAS 的
服務費用。家人不必散盡家產才可獲得安寧照護給付資格。在大多數州，Medicaid/MediCal 皆給付
安寧照護。大部分私人保險計畫也包含安寧照護保障。

其他安寧照護實情
2
• 每年有超過 158 萬的美國人及其家屬接受安寧照護，而且數字仍在成長。

• 在
 2010 年，國家安寧緩和醫 療組 織（National Hospice and Palliative Care Organization，簡稱
NHPCO）估計美國約有 2,452,000人死亡，其中1,029,000人（即 41.9%）死亡時接受安寧照護
2,5
計畫的照護。
• 最
 佳安寧照護需要花時間完成。安寧照護對預期壽命約為 6 個月的患者最為有利。若醫師證明
患者的資格仍符合規定，則只要有必要，臨終患者即可繼續接受安寧照護，無時間限制。
• 轉
 換至安寧照護的程序很簡單。患者或至親可請患者的醫師轉介或聯絡當地的安寧照護計畫
進行安寧照護評估。若患者的臨床病情合適，則可在 24 小時內完成核准手續。
• NHPCO 的研究顯示，在至親接受安寧照護的家庭中，有 94% 將安寧照護評分為極佳至絕佳。
6
2011 年 VITAS 的患者滿意度分數為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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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安寧照護基金會的調查發現，美國居民想為壽命不到六個月的至親完成的四個優先事項為：

備註：

• 實 現至親的願望
• 能夠選擇至親可接受的服務種類。
• 依 照至親的期望量身訂做疼痛控制計畫。
• 提 供患者及家屬情感支持。

測試您的安寧照護知識
對或錯？

1. 安寧照護可協助臨終患者較快速地死亡。
2. 安寧照護是一個地方。
3. 安寧照護是無計可施時的最後手段。
4. 安寧照護可改善臨終時的生活品質。
5. 安寧照護是一種治療。
6. 安寧照護傾向於「自然」死亡過程，這代表不允許使用藥物或治療。
7. 若您參加安寧照護時，可由自己的醫師繼續照顧。
8. 患者開始安寧照護後，至親即不可再參與其照護。
9. 在您死亡的前幾天才需要安寧照護。
10. 安寧療護是針對癌症病患的療法.
11. 您需有宗教信仰才可使用安寧照護。
12. 家屬應與臨終患者隔離。
13. 安寧照護很昂貴。
14.	安寧照護可提供跨領域團隊處理臨終患者及其家屬在臨床、心靈以及精神方面的需求。

答案：
1. 安寧照護可協助臨終患者較快速地死亡。錯。事實上，情況為相反。同一年，病痛症狀管理雜誌 的
研究報告指出，相較於未接受安寧療護的類似病症病人，接受安寧療護的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平均
延長了29 天的壽命 (J Pain Symptom Manage. 2007;33(3):238-246)。
VITAS.com | 800.723.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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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寧照護是一個地方。錯。這是對安寧照護最常抱持的迷思。安寧照護通常在患者的家中進行，
無論是私人居所、護理之家或養老社區皆然。雖然部分醫院設有安寧病床。一些社區也有獨立的安寧
照護服務。然而，大多數人偏好在家中度過餘生。

備註：

3. 安寧照護是無計可施時的最後手段。錯。當醫療無法再治癒疾病時，安寧照護專業人員可以很多
方式控制疼痛、減少焦慮、提供心靈與情感支持，並且改善臨終患者及其家屬的生活品質。
4. 安寧照護可改善臨終時的生活品質。對。安寧照護的目標並非延長患者的生命，而是增加患者最後
幾個月、幾週或幾天的生活品質。
5. 安寧照護是一種治療。對。對臨終患者而言，安寧照護是一種比治癒性程序更合適的醫療。安寧
照護著重於症狀控制、疼痛控制以及提供心靈、情感以及精神方面的慰藉。
6. 安寧照護傾向於「自然」死亡過程，這代表不允許使用藥物或治療。錯。安寧照護利用創新的藥物
緩解疼痛及症狀，並且維持患者的舒適度。
7. 若您參加安寧照護時，可由自己的醫師繼續照顧。對。您的醫師可選擇加入您的治療團隊。您的
安寧照護醫師會與您的醫師密切合作，一起決定您的照護計畫。
8. 患者開始安寧照護後，至親即不可再參與其照護。錯。安寧照護專業人員會設計親友願意也能夠
協助執行的居家照護計畫。
9. 在您死亡的前幾天才需要安寧照護。錯。在理想狀況下，家屬應在至親的生命剩六個月時選擇安寧
照護。這讓患者能擁有較多舒適而且沒有疼痛的時間，讓親友得以享有歡樂、有時間料理後事等等。
10. 安寧療護是針對癌症病患的療法。錯。安寧照護適用於所有絕症患者。許多安寧照護患者罹患
癌症，但他們可能同時患有心臟病、中風、肺部疾病、肝或腎臟疾病、阿茲海默症、漸凍人 (ALS)、
多發性硬化症、愛滋病或任何其他威脅生命的疾病。
11. 您需有宗教信仰才可使用安寧照護。錯。安寧照護無宗教派別。安寧照護提供所有信仰的牧師
以及其他心靈顧問。他們尊重所有文化及觀點。許多患者畏懼死亡，而討論他們的感受通常可讓他們
如釋重負。
12. 家屬應與臨終患者隔離。錯。安寧照護專業人員認為，包含子女在內的家屬若在一個充滿關愛的
環境中經歷瀕死過程，則有助於對抗人們對自身死亡以及失去至親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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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寧照護很昂貴。錯。在生命的最後六個月，安寧照護的費用通常低於傳統照護。安寧照護是一種
Medicare、Medicaid 以及大部分私人保險公司給付的全包式保障。在 Medicare 及 Medicaid 制度下，
患者主要疾病相關的醫師診察、護理、藥物、安寧照護設備或醫療耗材皆無自付額。

備註：

14. 安寧照護可提供跨領域團隊處理臨終患者及其家屬在臨床、心靈以及精神方面的需求。對。
由醫師、護士、護佐、社工、牧師、志工以及其他專家組成的跨領域團隊合作處理患者的疼痛和其他
絕症相關症狀，並且照顧臨終患者及其家屬在情感與心靈方面的需求。

討論清單
在 VITAS 的我們希望此處所提供的資訊可協助您更加瞭解安寧照護，並在您的至親臨終時以家屬
身分做出對其有利於決定。以下是您採取下一步前必須先確認之事項的清單：
• 我們的至親已經告訴我們或已寫下其對臨終照護的期望。
• 若已預立遺囑／預立醫囑，我們已經檢視過其內容。
• 我們知道家中有誰會聯絡我們所選擇的安寧照護團隊，或請我們的醫師轉介。
• 在我們的至親無法言語溝通時，我們知道誰是指定的決策者。
• 我們瞭解安寧照護層級，也瞭解安寧照護將提供哪些資源。
• 我們已經考慮我們的至親與家人的心靈需求。
• 我們的至親已經決定將在何種場所接受安寧照護。
• 若至親留在家中，我們知道誰將擔任照顧者。
•	我們已經與至親討論或已經取得書面指示，以指引安寧照護人員有關我們的至親對疼痛控制的
期望。
• 我們已經列出現實及後援方面的問題給我們的安寧照護團隊。
• 我們已經瞭解，這對我們的家庭將是一段難熬的時光，但也理解將可獲得情感支持。
• 我們已經自己查過資料，知道安寧照護將由何種方式支付。
VITAS.com | 800.723.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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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相關資訊

備註：

如果您認為安寧照護可能是您或您的至親的正確選擇，請與您的醫師討論。
VITAS 可提供免費、無法律義務之評估，並在病危期間審查照護選項。
請撥打 1.800.723.3233
假如現在並非考慮安寧照護的時候，但您已經獲得所需資訊，當有需要時，可在知情的狀態下做出決定。
同時，如果您想要獲得更多安寧照護相關資訊，請瀏覽 VITAS.com 或 NHPCO.org 網站。
此外，網路上有豐富的資訊以及各州相關法規可協助家庭進行討論。您可嘗試：
caringinfo.org
agingwithdignity.org
familydoctor.org
mayoclinic.com
putitinwrit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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