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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護理與關懷 

身、心、靈、社會 
四方面的整體護理 

臨終病人由於身體器官的衰竭造成
許多狀況，而在心理、社會、靈性
方面的需要就逐日增加，尤其在末
期這些方面的需要更加殷切。 

 



 A、心理上的支持與準備： 

 B、心靈的歸屬：由靈性輔導員分享 

 C、社會問題的處理： 
   一家之主，主要經濟來源 



（一）疼痛: 
定義：是主觀的經驗，不愉快的感覺
和情緒的經驗。同時可能有身體組織
的損傷，患者說痛，家人及醫護人員
要相信與接納。 

D、身體的改變與照顧： 



 1.腫瘤痛：隱隱作痛，痛不集中在某 
   一個位置 
 2.骨痛：隨著不同的動作而變化 

 3.神經痛：可能劇烈的痛，隱隱作痛 
   或像被火燒和麻痺的感覺 

疼痛的種類： 



 1.腫瘤壓迫 
  2.發炎或炎症反應 
  3.血管通道受損而引起血液循環不良 
  4.體內某器官受壓或管道受壓 
  5.手術後活動減少導致肢體僵硬 
  6.對疾病的非生理反應，例如沮喪、 
    焦慮，造成對痛的忍受力減低 

痛因： 



 1.使用止痛藥 
     - 因痛的種類而使用不同的藥物 

     - 止痛劑量要適中 

     - 止痛藥有溫和、較強或強烈的， 
       因疼痛的程度而給與患者 
      （嗎啡是很常用的） 

疼痛處理方法 



 2. 服用注意事項 

      - 要定時使用，不要痛時才吃 

      - 按醫生指示，切勿自行增減 

      - 與醫護人員溝通，表達痛的程 
        度與其他不適 

疼痛處理方法 



     1. 頭暈，昏昏欲睡 

    2. 便秘或噁心，可與軟便劑或止吐藥 
    並用 

 

 止痛藥的副作用 



   1. 陪伴患者，聆聽、體會病人心情， 
   讓病人說出自己的擔心與憂慮，有 
   助減輕心理的痛楚。 

 2. 自我調息如深呼吸，做一些輕的活動 
 3. 使用冷、熱敷，可減輕痛楚，但須向         
   醫生請示 

藥物以外的控制方法 



 4. 分散注意力：看電視、聽音樂、 
   講笑話 
 5. 改變臥姿與坐姿，用軟枕支持背部 
   或受壓部位 

 

藥物以外的控制方法 



（二）呼吸困難：對晚期病患，呼吸 
   困難或急促是很普通的現象， 
   病情與心情都會影響呼吸困難 
   或呼吸急促。 

 

D、身體的改變與照顧： 



 1.肺部有腫瘤或肺積水 
 2.肺部感染 

  3.末期心臟病，影響肺部功能 
 4.慢性呼吸道疾病 
 5.情緒緊張 

 原因： 



 1.協助舒適的休息姿勢，在椅子或 
  床上有數個枕頭支持背部或頭部 
 2.家人耐心的陪伴與安慰，肢體的 
  接觸，捶背、指壓、按摩，讓病人 
  有安全、被接受、減少焦慮 

  3.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4.保持安靜的環境 
  

處理： 



    5.保持心情愉快，避免生氣、緊張、 
    憤怒 

  6.保持大便暢通，避免用力排便 
  7.舒適的衣著 
  8.缺氧時（唇色變紫藍時），適量 
    的使用氧氣 

處理： 



（三）噁心嘔吐 
  末期病人常因不同的因素引起噁心 
  嘔吐，如腸胃不適、口腔不適、藥 
 物副作用、代謝異常、癌症治療的 
 副作用、個人焦慮、情緒因素、腦 
 壓增高等都可以引起噁心嘔吐。 

D、身體的改變與照顧： 



 先清除不適的氣味，口腔護理，補 

  充水份，停止不必要的餵食，使用 
 鴉片類的止痛藥時可先服止吐藥來 
 預防嘔吐. 

 處理方法： 



（四）睡眠紊亂： 
 包括失眠或嗜睡 
      

D、身體的改變與照顧： 



 1.生理因素：疼痛、呼吸困難/急促、 
  咳嗽、晚間出汗、晚間頻尿、皮膚 
  搔癢等 

  2.心理因素：擔心大小便失禁、焦慮                                    
  不安、抑鬱 

  3.其他因素：床或臥具不舒服、太冷 

  太熱、光線太強、太噪 

原因： 



     1.找到有關的生理及外部因素並作 
   適當的處理 
  2.擔心大小便失禁的，可提供墊子 
    或尿片 

  3.聆聽、關心與安慰，緩解患者的 
    焦慮與不安，耐心陪伴在床旁 
  

處理方法： 



     4.睡前熱飲（如溫牛奶） 
  5.溫柔的指壓與按摩 

  6.放鬆肌肉，做深呼吸 

     7.避免白天睡太多 
  8.用溫水泡腳 

處理方法： 



（五）虛弱 

  患者因病程持續，疼痛、食慾不振、逐漸 
  疲憊虛弱影響日常活動及生活品質，對自 
  己的身體無法控制，疾病無法預測，害怕 
  不知會有甚麼事發生，失去對生命的希望 
  ，虛弱也可能由腫瘤所造成。另外失眠、 
  擔憂、藥物、感染都會加重虛弱的情形。 
  醫護人員需處理可恢復的症狀，協助身體 
  的清潔、安排休息、陪伴預防摔跤跌倒。 

 
      

D、身體的改變與照顧： 



（六）便秘：指大便乾，不易排泄 
      

 原因： 

 大部份患者因藥物副作用、止痛藥的 
 使用、體力變差、活動減少，食物與 
 水份攝取減少，腫瘤壓迫，體內電解 
 質不平衡。 

 
      

D、身體的改變與照顧： 



         1.有便意應立即解便 
   2.養成定時排便習慣 
   3.早上空腹一杯溫水刺激便意 

   4.每天有適量的活動或步行 
   5.多進食蔬菜水果，攝取足夠的水份 
  6.按醫囑使用軟便藥 

處理方法： 



（七）食慾不振：是晚期病人常見病狀 
    
  原因： 
    1.味覺改變  7. 腹水 
  2.口腔潰瘍  8. 痛楚 
  3.乏力   9. 嘔吐、胸悶 
  4.疼痛   10. 便秘 
  5.腫瘤阻塞  11. 藥物副作用 
          6.吞嚥困難 
          

 
      

D、身體的改變與照顧： 



   1.體重減輕、食慾不振 
    (1) 少量多餐，多變化 
      (2) 用溫和調味品，注意色香味 
    (3) 保持愉快心情 
    (4) 與患者討論喜歡的食物 

處理方法： 



      2.口腔潰瘍 
    (1) 避免食用酸味強或硬的食物 
      (2) 補充綜合維生素B 
    (3) 用吸管吸吮流質食物 

處理方法： 



  3.吞嚥困難 
      選擇軟碎、濃湯、肉汁等高蛋白 
      湯汁易吞嚥的流質，必要時使用 
      軟管灌食 
  4.腹痛、腹部痙攣 
      避免易產氣的食物、粗糙多纖維 
      食物，少量多餐 
 

處理方法： 



     5.腹瀉 
    採低纖維食物，少量多餐，足夠 
     水份、電解質之平衡 
  6.腹脹 
   避免產氣食物 
  7.便秘 
     上面已提過 
 

處理方法： 



（八）褥瘡 
 身體局部組織長期受壓，血液循環障 
  礙，局部組織缺血、缺氧，營養不良 
  而引起的軟組織破損、潰爛和壞死。 
         

D、身體的改變與照顧： 



  1.局部組織受壓過久是褥瘡的主要 
    原因，皮膚毛細血管受到長期的 
    壓力使周圍的組織得不到氧氣和養 
    分而壞死，有時皮膚受到強力摩擦 
    拉扯也會造成破皮、潰瘍 
   

原因： 



     2.潮溼：摩擦因素，包括大、小便 
    失禁，出汗，分泌物外溢（血及 
    滲出物）等，床單衣服皺折不平、 
    床上有碎屑、使用盆器方法不當、 
    翻身方法不正確、姿勢不正確 
   

原因： 



  3.全身營養不良、或水腫、皮膚較薄、 
    抵抗力弱、受力後容易破損、受壓 
    後缺血、缺氧也較正常皮膚嚴重 
 
     4.年齡因素：老年人皮膚鬆弛、乾燥、 
    缺乏彈性、皮下脂肪萎縮變薄，皮 
    膚易損性增加 

原因： 



     1.仰臥時：好發於枕外隆凸部、肩 
    胛部、骶尾部、足部 
    2.側臥時：好發於耳廓、肩峰、肋 
    骨、股骨粗隆、髖部、膝部、內 
    踝、外踝 
  3.俯臥時：好發於額部、下頷部、肩 
    峰、肋緣突出部、髂骨上棘、膝前 
    部、足趾、女性乳房、男性生殖器 

好發部位： 



    1.避免組織長期受壓 
    - 使患者活動或移動，必要時每 2 

      小時翻身一次，稍能活動的患者 
      鼓勵在床上活動 
    - 久臥久坐時應在骨頭突出的部位  
      置放軟枕或充氣墊或水袋 
    - 條件許可時，使用氣墊床、翻身 
      床、電動旋轉床 

預防： 



    2.避免摩擦力和剪力 
    - 指導患者正確的翻身方法，避免 
      拖、拉、抽等動作 
    - 使用便盆時，協助病人提高臀部， 
      不可硬塞硬拉，必要時在便盆緣 
      墊上軟紙或布墊 
    - 半坐臥姿時防止身體下滑，可在 
      膝下墊軟枕，並可在床尾放置一 
      個結實的木墊及軟枕 

預防： 



    3.保護友膚受傷、感染 
    - 保持床單和皮膚的清潔，每日溫 
      水清潔皮膚，皮膚乾燥可抹滋潤 
      霜。對易出汗的部位，腋窩、腹 
      股溝等保持乾燥；對大小便失禁 
      者及時擦洗，保持局部及衣服床  
      單乾燥。 
    - 患者不宜配戴易損傷皮膚的飾物，    
      如耳環、項鍊等。 

預防： 



   - 為保持血液循環，每日4-6次輕輕 
     按摩受壓部位，也可用50%的酒精 
     按摩骨頭隆突處，改變局部的血 
     液循環。 
   - 每日1-2次在受壓部上潤膚霜。 
 
 4.增加營養：給予高蛋白、高熱量、 
    含維生素C的飲食（鮮榨果汁）。 

預防： 



一般症狀（數週或數天） 
經過長期生病，食慾不佳，虛弱導致 
身體、腦部缺氧逐漸遲緩而至心跳、 
呼吸停止，沒有血壓而結束生命。 
  
這個過程因人而異，看個人的生理、 
病情、心理、求生慾望而有所差異。 

自然生命結束的過程： 



全身無力，不能走動，不能翻身 
失眠、昏睡、昏迷 
食慾不振、消化不良、噁心、嘔吐、
腹水、腹脹、拉肚子、便秘、症狀逐
漸嚴重 



皮膚出現紫紅、斑點、灰色、無血 
  色、血氧不夠之故，黃膽造或發癢 
肌肉抽筋、痙攣或抽搐 
少尿（很濃呈咖啡色）、無尿、尿 
 脹、血尿、便血、大小便失禁 

吞嚥困難現象逐漸增加，咳血 



皮膚出現紫斑，黃膽、發癢 
煩躁不安 
意識不清、昏迷 
幻想 
疼痛增加 
不能吞嚥 
呼吸困難明顯化 
發燒、發冷 

數天前： 



呼吸有痰雜聲、痰無法咳出 

無尿 

對聲音、接觸沒反應 

水腫、褥瘡出現 

心跳由快變慢 

呼吸由快變慢 

血壓下降 

數小時前： 



與醫護人員保持密切的和連續的 
溝通 

仔細觀察病情變化 

預測症狀的出現（提早準備可能出現的症狀） 

與家屬溝通，了解家屬的心情，解釋
可能出現的症狀與狀況，尊重病人與
家人的意見 

 

處理以上症狀： 



讓家屬、病人本身共同能接受安寧 
 護理，了解自己的病況，不再做積 
 極的治療決定，尊重病人與家屬的 
 決定 

接受醫護人員的指導使用藥物， 

  必要時接受嗎啡或鎮定劑 

 
 

結論： 



讓病人能接受生命結束的接近，是 
人人不可避免的生命過程，人人會 
經過的。有任何事情要家人完成他/
她的願望，甚至可讓病患參與決定 
他/她所要穿的衣飾，將來安葬的 
地方。（這只是短暫的分別，與家 
人將來會在主那裡見面的） 

結論： 



精神、心靈、社會方面療，與醫護 
必需共同進行，因人是身心靈共存的。 

 

結論： 



當病人生命結束時， 

身體、生理、心理、 

是要平安、舒適、 
安詳而美麗的 
走完人生。 

安寧護理（Hospice）的最終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