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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運用質行研究的的方法，訪談十位曾

罹患癌症而過世的病患家屬，以探討該病患及家屬

在生命的末期有關安寧照顧決定的相關經驗。本研

究採醫療社會學的觀點，將「生病」及「癌末」視

為一整體性的經驗。由此觀點來觀照癌末病患的經

驗，發現設立於醫院中的「安寧病房」，對於癌末

的整體經驗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隔離：1.與熟悉的環

境隔離；2.與家人隔離；3.與生命的其他階段隔

離；4.與社區資源隔離；5.其他「身不由己」的情

境。研究建議將更多醫療資源投入社區安寧照護。

關鍵詞：安寧療護、醫療社會學、社區照顧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experiences of end-stage 

cancer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Interview data of 

10 family members of expired cancer patients was 

analyzed using qualitative methods. Through the 

perspectives of medical sociology,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current structure and formation of “An-Ning 

Care” or palliative care in Taiwan unfortunately 

created discontinuation and isolation regarding five 

important aspects of patients’ lives.  These aspects 

were: their familiar environment, their family, their life 

as a continuous whole, the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other losses of control.  Recommendations were 

made to strengthen community-based palliative care.

Keywords: palliative care, medical sociology, 

community care

二、緣由與目的

台灣自1990年在淡水馬偕醫院成立第一個安

寧病房至今，已有十六家醫院提供安寧照顧服務

（安寧照顧基金會，1999），衛生署並計畫於 2001

年達到 320 床安寧病床的目標。但若與美國比較，

這樣的發展速度是很慢的，美國於 1974 年成立第

一所安寧院，到 1983 年已達 1131 家，至今已有約

2000 家。（鍾昌宏，1997）相對於台灣目前每年有

二萬餘人死於癌症，現有安寧病床的數目是十分少

的，顯示出安寧照顧在台灣的社會文化現實中仍是

醫療體系中的「特別病房」。而量少、性質特別也

使得安寧照顧在現實中呈現出許多困境：一是癌末

病患及家屬在選擇臨終照顧方式及場所時承受許

多壓力，二是安寧照顧實務工作人員也面臨許多專

業上及倫理上的挑戰（林麗雲，1996；邱泰源等，

1998）。

安寧照顧強調對人的尊重與關注，相信這個

基本理念是每一位病人所希望的，但為何安寧照顧

在台灣發展得如此緩慢，又困難重重呢？邱泰源

（1995）指出我國安寧照顧發展的五個主要阻礙因

素為：「善意的謊言」之民族性、死亡的忌諱、利

潤導向的醫療方式、工作人員不足、及以延長生命

為中心的醫療行為。其中後面三項因素，屬於醫療

及醫療經濟的範疇，不是本研究所要討論的。但前

兩項屬於社會文化性的因素，要如何克服？換句話

說，在本地社會文化情境中，安寧照顧要以什麼形

貌、什麼作法，才能普遍地為人們所接受？這就是

「安寧照顧要如何本土化？」的問題，因為唯有真

正本土化的照顧方式，才能被人們普遍地接受，否

則，再好的照顧理念亦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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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醫療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疾病」(disease)

與「生病」(illness)是兩個相關但意義不同的概

念。「疾病」所關注的主體是「單獨的生物個體」，

但「生病」所關注的主體則是一個社會人，如何不

斷地與自身的內在情境以及外在環境互動溝通。

（張笠雲，1998）因此，對於病人而言，生病是「選

擇訊息、解釋、決定因應行動的過程。」（p.41）

在癌末臨終的過程中，病患及家屬不只要面對「生

病」的事實，更要面對死亡。死亡雖然是生命必然

的終點，但絕大多數的人面對死亡時是沒有準備

的。所以這一段過程中，可以說是一段「危機期」，

病患及其家屬必須在病患身體持續敗壞之下，不斷

地調整、因應、統合、及尋求意義，以維持其自身

主體的完整性。此段過程中蘊含著豐富而複雜的動

態，相當值得深入探討，而對此動態過程的研究也

可以使照顧工作人員更瞭解癌末病患及家屬「癌末

臨終階段」的經驗，進而設計更適合的照顧服務方

式，使這段痛苦的經驗能更有意義、更承受的起、

更溫暖仁慈。

目前國內有關安寧照顧的文獻，對於癌末病

患在臨終階段的危機期間，徘徊於急性醫院、在

家、或轉安寧病房的過程，以及期間的經驗與意義

少有研究，僅有林麗雲（1996）以人類學的田野方

式對面對死亡的行動過程進行探究，但場域則限定

在安寧病房內。另外，有不少實務工作者或研究者

都提到選擇安寧病房與否往往「受到社會性因素的

影醒大於醫療性因素的影響」（陳曾基，1999）或

「入住安寧病房大多數是由病人及家屬決定的」

（羅紀瓊等，1999），但到底是哪些社會性因素？

或病人及家屬決定過程中的經驗如何？則較少具

體的研究。王銘賢、賴允亮、季匡華（1998）曾研

究「癌末病患及家屬接受安寧療護服務之相關影響

因素」，對於瞭解癌末病患及家屬接受安寧療護服

務之原因、及決定過程中的關鍵時機非常有貢獻，

但該研究乃是以安寧療護團隊內人員的角度

(insider’s viewpoint)來進行探討，偏重對安寧

療護的關注。

在研究方法上，國內絕大多數的實證性研究

都屬於量性研究（劉樹泉等，1995；李選等，1996；

程邵儀，1996；許町子、杜異珍，1997；邱泰源等，

1998；周玲玲等，1999；羅紀瓊等，1999），只有

林麗雲（1996）及王銘賢、賴允亮、季匡華（1998）

運用質性研究的方法。量性研究有利於趨勢的掌

握，及研究結果的推廣性(generalizability)，卻

無法對現象做深入、多層面的認識，且研究設計較

少彈性，不利於新面向的發掘或顯露。本研究計畫

採用質性研究法，能深入病患及家屬生活之情境中

去探討安寧照顧，對目前國內多半以專業人員的聲

音及觀點為主的安寧照顧文獻預計將有相當的補

充與貢獻。

簡而言之，本研究將以癌末病患及其家屬在

患者臨終過程面對安寧照顧的經驗及意義的探討

為主題進行質性研究，希望能協助實務工作人員更

清楚、更開放地瞭解他們所面對的病患及其家屬的

需求及心理歷程，以便能妥善面對及因應工作中的

困境，並尋找發展本土化安寧照顧的契機。研究的

具體目的如下：

1.瞭解癌末病患及家屬選擇在家、在急性醫院、或

在安寧病房臨終的歷程。

2.探討癌末病患及家屬做上述選擇的意義。

3.作為本土化安寧照顧發展之參考。

三、結果與討論

台灣目前的安寧療護，界定在「急性醫療」，

因此，癌末病患在安寧病房住院的天數，平均在二

到三週，然而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卻發現，所謂

「癌末」，對每一個患者而言，時間的長短是差距

懸殊的，有的甚至長達半年到一年之久。那麼，在

目前台灣安寧病房的界定上，這樣的癌末病患，勢

必無法長期居住於安寧病房中。但研究者認為，「安

寧療護」是一個概念，而不是限制在醫療的體制之

中；「癌末」是一個整體而連續的經驗，而不是只

把焦點放在緩解患者的痛苦上。在整理過訪談內容

之後，研究者發現目前設立於醫院中的安寧病房，

對於癌末的整體經驗會造成幾項隔離：

1.將病患與熟悉的環境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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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最讓人感到輕鬆舒適的地方，在家中，

患者能夠自然地與家中的成員互動，也能夠視身體

的狀況，從事一些平常喜愛的活動，在熟悉的環境

中總是比較有安全感，做什麼事情也比較有把握。

相對的，醫院對患者及家屬而言都是個陌生的地

方，在醫院裡，患者及家屬都必須一直把焦點對準

「生病」這件事情，平常自然的互動就不易出現，

也不易進行平常喜好的活動。

2.將患者與家人隔離：

由於家屬還是有工作、學業等日常生活要過，因

此，到醫院照顧患者成為一個「特別騰出」的時間，

距離也加增探視的不便，無法像在家中那樣，下

班、放學之後，就能很自然的與患者見面。就算是

長期在醫院陪伴的家屬，由於在醫院睡不好、不習

慣等原因，也需要常常回家休息、洗澡等等，必須

與患者分開。另外，年老的患者在家中能自然地看

見、聽見兒孫玩樂的模樣，如果在醫院，小孩子不

僅少去醫院，就算去的話，也會被要求要安靜、不

要嬉鬧，患者就少了含飴弄孫的樂趣。

3.將生命最後階段與其他階段隔離：

由於住進安寧病房之前必須簽訂「不接受積極治

療」的同意書，因此許多患者及家屬都會覺得安寧

病房是一個「等死」的地方，也正因為如此，許多

患者不願意住進安寧病房。但是，生命的進程是連

續而自然的，不需要強加分割；癌症末期，也不是

只有「面對死亡」這項課題，這段時間，生命依然

在進行，還是可以擁有許多寶貴的經驗，並留下許

多美好的回憶。即使是癌末的病人，也需要「活著」

的盼望來走過生命最後的階段，使得這個階段更有

品質也更有價值。

4.將患者與社區資源隔離：

如果患者住在家中，有許多社區資源能夠自然而

便利的進入癌症病患的家庭，包括鄰居、同事的幫

忙，以及宗教團體的慰訪及心靈支持等等。一旦患

者住進醫院，社區資源就與患者產生距離，原本幾

步路就可以給予的幫助，因著舟車勞頓可能就無法

時常提供，也使得住在醫院的患者更顯孤獨。

除此之外，患者及家屬在醫療體系中，也有

許多身不由己的時候。例如許多癌症患者生病後變

得瘦弱，不喜歡被別人看見，但在醫院當中，就無

法避免的會面對外人。另外也有受訪者表示，在醫

院裡，雖然患者或家屬對於治療的方式有自己的想

法，但礙於醫生的權威，許多時候還是無法表達，

而不得不採用醫生的建議，事後卻對那樣的治療感

到後悔或覺得沒有必要。而安寧病床數量的限制，

也使得許多癌末病患在出現症狀、痛苦不堪之時，

不得不待在急診室如「地獄」般的環境中等待病

床，無非是增加患者的痛苦及家屬的焦急。好不容

易等到了病床，又很有可能因為經濟或床位的因

素，必須與別的病人住在同一個病房，甚至在隔壁

床病患呻吟或往生時，讓患者事先面臨自己未來的

景況而產生不必要的恐懼，這些「身不由己」都無

端的增添許多無奈。

研究者期盼台灣的醫療界能對安寧療護提供

更豐厚的醫療資源，讓安寧的概念進入社區當中，

不只是由安寧病房中為數稀少的居家護士對曾住

過安寧病房的病患提供服務，而是有能夠即時提供

服務的醫療團隊設立在社區中，對在家中養病的癌

末病患提供即時的幫助，也為癌末病患的家屬提供

諮詢及教導，讓癌末家屬不再那麼徬徨而不知所

措，也讓台灣更多的癌末患者能有更優質的生活。

四、計劃成果自評

本研究案原本希望能在安寧病房中採擷樣

本，因此在研究案進行初期，曾與台大安寧病房聯

繫，並取得院方的同意，試驗性的進入安寧病房中

進行研究。然而，雖然研究者定時參與安寧病房的

會議，並隨同護士、義工進入病房，試圖與病人建

立關係，但是經過一個多月的嘗試，研究者一直找

不到自己位於醫療團隊中的角色，而院方亦不希望

研究者以觀察者的角色進行研究，因此，研究者決

定轉換取得個案的方式，開始與提供居家服務的機

構聯繫。

原本以為在安寧病房中取得個案不難，在與

病人和家屬建立關係時，研究者也得到許多友善的

回應。但是安寧病房的醫療團隊卻再三提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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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癌末病人不願意、也沒有體力受訪，家屬在忙

於照顧家人之餘，也不希望受到研究者的打擾。至

於以往曾住過安寧病房的癌末病患家屬，由於院方

顧慮他們可能還無法調適失去家人的悲傷，因此也

不希望研究者與他們聯繫。基於這些原因，研究進

行初期，一直無法順利找到受訪的對象。在與居家

服務單位聯繫之後，透過社工員幫忙牽線，研究者

終於與幾位曾接受居家服務的癌末病患家屬聯繫

上，並開始進行訪談，但個案的來源始終有限。因

此，本研究案進行到目前為止，在個案的來源上有

幾項限制：1.皆為已逝癌末病患的家屬，沒有接觸

到患者本身，也未能對正在安寧病房中的病患及家

屬進行訪談。2.訪談中談到的癌末病患多在五十歲

以上，少有中年病患，或癌症患孩。3.由於接觸個

案不易，僅取得十個樣本。
雖然在個案的取得上有以上限制，但在研究

進行的過程中，研究者從受訪者身上得到許多寶貴
的經驗和啟發，盼望這樣的研究能繼續進行，研究
者在接觸更多癌末病患及家屬之後，能更確切的找
出本土化的安寧療護方式，使更多癌末病患能更自
在及有尊嚴的走過人生最後一個階段，家屬也能給
予更從容及珍貴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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