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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死亡，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应对方式。然

而,在这非常时期，任谁都会感受到莫大的疑

惑、困扰与挣扎。因此，每个临终病人都需要协

助，照顾者也不例外。

这本小册子，转载了Dawn Kor小姐于2006至2007年间她在

个人的部落格发表陪父亲走过生命中 后一段日子的心

路历程。希望透过她的坦诚分享，能与临终病人关怀者

分享经验，从而减轻他们在照顾临终病人时所面对的心

理压力。

她的原文刊登在www.lifebeforedeath.sg上，网页中还加入许

多其他人的故事，让内容更丰富。此外，雅西西慈怀病院

的医疗总监陈耀成医生也热诚地提供了他的专业知识，帮

助临终病人照顾者做更好的准备。

其他热心人士为临终病人与照顾者提供了包含“该

做”与“不该做”建议的临终病人照顾手册。连氏基金则

选择透过以日记的方式，配合专业意见，来呈现给照顾者

为主的读者群。由于照顾临终病人的情况各异，我们无法

前言

涵盖他们所有可能面对的反应与经历。然而，尽管病情不

同、情况各异，总还是值得我们参考更适当的应对方式，

让所有有关者从中受益。

本册子是配合“有生之年”活动的项目之一，目的在于

提供积极看法，协助消除照顾临终病人各项无益禁忌。这

项活动是由连氏基金与雅西西慈怀病院、圣若瑟护理

之家、新加坡防癌协会、连氏基金临终照顾中心、长者

服务中心、义安理工学院、Oak3 Films以及奥美广告公司

等数家临终关怀中心与支持机构携手合作，旨在启发人们

改变对死亡的态度，同时提高人们对临终关怀与慈怀病院

的认识。

    

我们谨此感谢参与此项计划的每一个人，并希望更多人能

从本册子得以纾解，寻得希望。

 

                  连氏基金



8月9日是新加坡国庆日，也将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

日。在这个假日，我打破了家中无言的默契，揭开

了父亲患上绝症的真相。虽然，家人和我都不愿意

这么做，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父亲的身

体也一天比一天衰弱。我想，我没有理由再隐瞒下

去了。毕竟，如果有一天自己面对同样情况，我也

希望自己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

我与父亲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但

是，这件生命攸关的事却让我难以启齿。

“你觉得怎么样？”我淡淡地问。“比昨天更精神

了。我想，下个星期我应该可以开始跑步了。”父

亲愉快地回答我。

我再次试探；“你想知道你的情况为什么一直没有

好转吗？”

父亲似乎吃了一惊，沉默不语。我故作坚定，轻声

地说：“人体就好像一部车子，年份久了，总会出

现问题，各个零件会逐渐磨损。你身体的机件也一

样逐渐老化。医生说，这些机件耐不了多久了。”

8月12日
又是一阵沉默，父亲似乎再也无法继续听我说下去了。这

时，我不禁想起当初医生告诉我这个噩耗时自己那一刻的

感受。那时我好想哭，但是却流不出一滴眼泪。我几乎无

法把医生所说的每一句话听进去，我的脑袋似乎被突然来

袭的炸弹震呆了。

表面上，我敢说我很镇定，也很冷静，理智地向医生询问

接下来的疗程等等问题。事实上，我却麻木了，脑袋里像

有一张被卡住的唱片，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声音，“不，

不可能的！”。

至于父亲，呆一阵子后，他才出现Elisabeth Kübler-Ross医
生所说的否认、愤怒、议价、沮丧等常见反应。接着，父亲

问我，“医生怎么可以如此肯定，我们不是应该寻求第二个

医生的意见吗？”，“为什么是我？”，“我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需要承受这一切？”，“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我不断耐心地告诉父亲，就算去见另一个医生，也无法改

变这一切。我向父亲保证我会好好地照顾他，并向他解

释，先进的药物将能够帮助他减轻和摆脱疾病带来的痛

苦……然而，接受残酷的事实，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而我心情则变得更加难以言喻。



但愿父亲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可以慢慢地接受自己即将
走向人生终点这一事实吧！

一切正如想象中一般，揭开真相之后，我们都非常难
受，但我知道我这么做是对的。我相信，父亲 终会感
激我把真相告诉他，让他有机会为自己人生的 后一段
路程做好准备。



主动去讨论死亡与临终，确实一点也不容易；

尤其当对方是我们身边挚爱的人。困难的原

因，是因为我们想要保护挚爱，希望他们免受

伤害与悲伤。再加上我们本身以及临终病人

的内心恐惧、社会文化的信念、生活态度与禁

忌；于是，保持缄默的无形协议，便在心照不

宣的情况下形成了。

在这个时候，许多病人或已开始接受化疗、放疗、手术或

其他重大介入性治疗。一些病人或已入院，会晤了一些和

自己病况相似的病人，知道他们病情无法好转。在这个过

程中，他们意识到尽管病人由多位专科医生多方向治疗，

但病况却似乎无法改进，身体甚至一天比一天更衰弱。在

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会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病况呢？

也许，他们并不知道病情的诊断真相，但是他们该会意识

到自己的体质日益虚弱，也可能会连想到自己的身躯终将

败坏而死亡。

谈论死亡与临终

此时，如果我们对病人避而不谈死亡，难免会让整个过

程涂上神秘、鬼祟、禁忌，甚至演变成为悲剧。人类的

想象力非常丰富，任何认知的空白，总会天马行空地胡

思乱想。

坦然地谈论死亡和临终的生命，其实可以避免这种精神上

无益的幻想。是的，这些话题或许会引起情绪上的波动:

如悲伤、愤怒、内疚甚至解脱。这些反应只不过是人类特

征的表现。重要的是，这为我们提供机会，让我们知道生

命是有限的，从而更加珍惜我们的现在，以及与亲人间的

感情。

再者，病人一般上没有兴趣谈论死亡的现象或者经历。他

们其实更想谈的是:他们会受到折磨吗？他们的病情会否

失控？他们会否成为别人的负担？他们的亲人在往后的日

子里将如何渡过？换句话说，谈论死亡与临终，其实是

以“有生之年”与“生命 后旅程”作为反面话题的探索

与讨论。



医生提出了是否要让父亲继续接受治疗的话题，也

就是说，是否要让父亲付出承受痛苦与不适的代

价，来换取无法确定的、可能短期延长父亲生命的

机会，或者让一切顺其自然地发展。

我仿佛已经知道，这一切迟早将会发生。所以，我

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我毕竟还是感到非常

无助。既然父亲的健康状况让他无法自我决定，而

母亲似乎还不能接受她眼前的一切，亲友们则选择

缄默，我想，我必须做出决定。

我知道，我在做出停止所有医疗这个决定的那一刹

那，我封死了自己的情感。虽然为自己 亲爱的

人“判下死刑”的感觉很奇怪，很痛苦，我还是不

得不做出这个决定。从那一刻开始，我是把我的情

感埋藏了。

8月15日



让病人参与决定是否接受临终关怀服务是很重

要的。虽然在我们的文化与社会里，病人将决定权交给

其中一个家庭成员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 好的方式还

是让所有的直系亲属或者其他重要成员参与，大家共同做

出决定。

任何一个临终病人关怀者，都不应该因为疑惑自己所作决

定是否正确而感到有负担，或担心会被别人（一般都是未

直接照顾病人者）责怪和批评，或甚至陷入因为担心自己

做错决定而感到愧疚。

在探讨各种不同选择，以替病人决定日后的照顾计划时，

在专业临终关怀服务人员或医务人员的协助下，举行一个

家庭会议，也许有助于家庭成员达到共识。对那些必须独

自做决定者（如独生子、单亲家长、无法联系兄弟姐妹或

亲友的孩子）来说，向临终关怀服务人员寻求协助是一个

明智的选择——照顾临终病人与其家属，正是临终关怀机

构的基本目标。

慈怀病院与临终关怀

许多人把治疗与临终关怀之间的选择，比喻成生存与死亡

之间的抉择；许多人认为停止医疗而选择临终关怀将导致

死亡。然而，死亡的真正原因其实是绝症本身。

在绝症的 后阶段，是否选择继续让病人接受医疗都无法

改变死亡即将来临的现实。诚然，强化医疗也许可以稍微

延长病人的生命，但是，在医疗效益，医疗所产生的副作

用，和医疗期间在社会、情感与金钱方面所付出代价之

间，我们必须进行衡量，并作出理智的决定。

许多见识较广、充分了解病况的病人，知道即使放弃医

疗，也许会少活几天或几个星期，但是他们还是会做出这

个选择。因为，对他们而言，在人生 后的一段日子里，

生活的素质，随着自己的意愿参与自己喜欢的活动，或是

到自己喜欢的地方，才是更重要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选择临终照顾或许是 具意义的决定，

是尊重生命、保存尊严的决定，是临终者对渴望自然生命

所发出的声明。所以，无论有生之日会自然地维系多久，

选择临终照顾，决对不是对生命判上“死刑”。



父亲的言谈举止让我能比较容易应付一切。他主动

问起昨天我跟医生之间的谈话内容。他是处于能够

接受事实的阶段。当我向他解释时，他很镇定，也

很理智。“没有必要了。”父亲以一种大局已定的

心情说了这句话。

8月16日

父亲很难也很少进食了。跑步已变成了模糊的记

忆，他连爬楼梯都显得力不从心，而且很容易感到

疲倦。

虽然父亲偶尔还会显露出不甘与愤怒的情绪，但

是，面对自己每况愈下的健康情况，他基本上已经

认命了。

我自己的情绪也时时波动。我尽可能保持着乐观和

开朗，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眼前一切，但内心的无

奈、挫折感与恐惧感却无情地涌现，威胁我、淹没

我……

9月14日

有一天晚上，我下意识地做了许多家务；我从女佣
手中接过了所有的日常家务，吩咐她去陪伴父亲。
也许，我是害怕面对一个曾经那么健壮，如今却变
得一天比一天衰弱的男人。在这之前，他一直是我
的精神支柱。

过去，我非常依赖父亲。毕竟，我是家中的独生
女。父亲曾经告诉我，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一
定会站在我身旁。他曾承诺会保护我的一生。在这
险恶的世界，以后如果我被人欺负，谁将在我身边
照顾我、保护我呢？

虽然我非常希望把父亲留在家里，但实际上，我不
确定是否能做得到。我必须开始寻找能够更好地照
顾父亲的方式了。



照顾一个临终亲人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然而，

让许多照顾者更忧心的是随之而来的精神折磨。众所周

知，让他们 难受的，不外是看到自己的亲人受尽煎熬。

同时，他还得应对家里的突变或家人与绝症病人之间的关

系变化。各人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再如往常一样。昔日负

责养家糊口的人，如今也许成为一个需要仰赖他人者；而

昔日性格温顺柔弱的，如今也许必需变成决策者。

有些人会因为要背起患病家人留下的额外负担而觉得自己

透支了。例如，丈夫患病也就意味着妻子除了履行原本的

职务，在作为妻子、母亲与媳妇以外，她也必须同时负起

管教与养家糊口的责任。

为了照顾病危的父母，青少年及成年孩子必须与父母对

换“照顾”的角色，这难免会为双方带来一定程度的苦

恼。反过来，患病的父母也会因为受到孩子的照顾而觉得

尴尬。同样地，一个昔日扮演主要角色的配偶，会因为变

成一个依赖者而感到不是滋味。

临终关怀的背后

一些照顾者会对这种改变提出质疑甚至反对。“他们难道

不是应该一辈子照顾自己的吗？”，“过去的誓言不算数

了？”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感情矛盾的时期。

认识及应对这种矛盾对照顾者是很重要的。明白这道理之

后，他们才能有效地持续执行任务。矛盾一般围绕着病人

及照顾者的需求冲突；有时候，在照顾病人的安排上寻求

专业人士的帮助，也许是整个照顾过程中重要的一环。专

业人士的协助可以让照顾者的个人需求不被忽略，同时化

解人事方面的冲突。



今天，我又在医院花了三个多小时等待医生，与医

生会面。我对于这漫长的等待似乎已经麻木得无法

生气了。但是，我担心我没有足够的假期让我继续

这么做。

虽然如此，我也因为可以做一些实际的事来帮父亲

而感到欣慰。这些事情占据了我的思绪，堵住了我

的情绪，也消除了我的无助感。

医药费也在逐渐地增加……我在想，如果父亲需要

到照顾中心去，我会怎么做呢？

9月18日
昔日事事依赖父亲的我，今天却帮父亲刮胡子。我

们都觉得很不自在，但并不是因为我缺乏技巧。

虽然难以置信，但却是真实的，一切都改变了。父

亲心中的小女孩，现在变成了一个照顾父亲的人。

我们都不习惯，然而，事实摆在眼前，我们必须接

受。我也必需自我调整，适应这新的、严酷的现实。

9月25日



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及连氏基金会在今天的海峡时报刊登

了一则广告。他们希望以此教育公众，让公众对临终照

顾及临终有所认识。正如报章上所说，我们的文化倾向

于在面对绝症时，保持神秘、缄默及感到羞耻。

一次又一次，当有人问我：“你的父亲怎么样

了？”我都直截了当地回答：“他正走向黄泉之

路。”没等我说下去，他们就说：“不，不要这么

说”或“不要担心，他会没事的”或“抱歉”。接

着，他们就沉默不语或转移话题。

他们的反应我理解。首先，死亡不是一个好话题。《

相约星期二》虽然是一本畅销书，但并不代表人们理

解死亡，可以谈论死亡。所以，人们也不知道要对我

说些什么，或要如何安慰我。

因此，我现在的回答都只是：“他应该没事。”这个

回答不是一个谎言，我认为他应该没事，但事实上不

是如此。这个回答只是为了消除他们在听闻死亡就哑

口无言的尴尬。

我不确定新加坡什么时候才可以打破对死亡保持缄默

这一个不成文规定，坦然面对死亡、谈论死亡。毕

10月1日
竟，不是每个人都如《相约星期二》书中主角莫里那

么幸运的。

老实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正面谈论临终父亲的状

况。于是，我选择写下来。把我的思绪清楚地写出

来，让自己沉浸在悲伤之中。它让我感觉到有人在倾

听，而是否真的有人听到我的声音，对当时的我来

说，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



照顾一个绝症病人可以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并非

每一件事都可以用逻辑或理性来处理的。就连我们的情绪

感受，也很难说得清楚。

当事情变得混乱时，许多人都以他们 舒服或 熟悉的方

式来应对。有些人故意让自己忙碌于日常事务和琐事之

中，例如上班工作（加班）、做家务、对小孩子发脾气等

等。另一些人则把注意力放在临终者的护理上。

如此一来，照顾者本身的情绪需求可能会退居二线。只要

他们不是完全封闭或放弃，这未必是一个错误或不好的方

式，只要他们 终还是坦然去面对与处理。

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平衡的社交活动，以避免我们深陷困

境与悲伤。我们需要有一点时间来找回自己，重新整理思

绪，重新充电，然后再继续面对现实。

应对策略

应对方法没有所谓的对或错。只是一旦我们过于热衷而

倾向极端，从而取代了我们生活上的基本责任，忽略了

照顾病人、照顾自己及其他日常生活角色时，这才会成

为一个问题。

朋友与亲戚（有时至今已不太来往）都真心地设法给予帮

助。许多人会提供一些照顾病人的意见、特别秘方或另类

疗法。一些人也会非要你尝试他们所提供的方法不可，并

且在意见不被接纳或提议不被留意时，他们就会感到难过

或不悦。其他人也许会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以避免

提起临终病人面对的险峻情况。

通常人们只对自己在此境况下的无助感有所反应，他们

可能下意识地在此过程中体会到并接受自己也终有一死

的事实。



在困境中，故作坚强是很自然的反应，同时也意味着与现

实在进行一场斗争。对一些人而言，这会有着短期性的益

处；然而，当我们在谈论临终情况的时候，又要如何才能

达到长期性的好处呢？其实，与其“坚强”面对，不如“

弹性”处理，以坚强韧性来面对临终，才是对临终病人与

照顾者更有用的原则。



为临终关怀运动喝彩！在网络上搜索之后，我致

电询问有关详情，电话另一端的咨询人员非常乐

于助人。

我找到了专业护理人员到家里协助照顾父亲，也

终于松了一口气。同时，父亲也可以在我上班的

时候到日间护理中心。如果实在是无法应付，也

可以选择短期的暂缓服务或在必要时选择长期的

住院护理。

慈怀病院的护理人员及医疗义工将前来拜访，提供

即时协助。他们安排了两天的拜访时间，而我也恰

巧可以在下一个星期参与照顾者的课程。电话上的

女生也告诉我，有需要的话，他们也提供经济上的

协助。于是，经济上的忧虑也解除了。看来，我的

祷告都得到了回应！

10月2日



临终照顾中心团队的到访开拓了我的眼界。他们

给予的安抚、在正确的地方垫上枕头、给父亲加

上布垫等等，让父亲更加舒服。他们的提示也给

了我信心，让我知道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以前有些事我并未想过，但是当他们给我建议的

时候，事情变得十分清晰,例如，我应该用小碟

子为父亲准备少量的食物，父亲才不会明显发现

自己无法进食。

10月4日

这一天，父亲的心情是冷静的，思考着死亡之后

的生命。

我把握机会，但还是不禁犹豫，考虑着我应该让

他体验内心的平静，还是和他讨论实际的照顾安

排。我顿时感到很惭愧，如果我是真的爱父亲，

又怎么可以把我的便利放在他的快乐之前呢？

10月9日

于是，我牵着父亲的手，告诉他不要害怕死亡，

因为上帝正在门的另一端准备迎接我们。父亲

告诉我，不要为他担心。我微笑了，我们都微笑

了，但心里却很痛、很难受。

父亲是清醒的，但却愈来愈衰弱。我开始给他喂

食。我们每天的挑战就是父亲可以咽下多少口的

食物。我们定下了一个目标，午餐是20口，但父

亲只咽下了14口。我想，这也算是我俩的成就。 

10月15日



喂食在绝症病人的护理中是极具争议性的课题。

对于许多人而言，喂食意味着逐渐痊愈、复原及希望。

在他们的印象中，食欲加强也象征着从重病中慢慢恢复

健康。

对于照顾者，喂食也是一种养育的举动，一件让他们感

恩、表现关怀的事。父母都把喂食视为一项确保孩子不饿

肚子的典型任务。

无法好好地喂食不只是意味着病人的情况恶化，也给照顾

者一种负面的感受及觉得自己与病人被挫败了。

对病人来说，他虽然也会感到自己日渐虚弱与无助，但

是，他也许会有另外不同的体验。

一些关于生命末期喂食的医药信息也许会有帮助。

生命末期的喂食

许多癌症末期的病人都失去胃口，也因为癌症细胞分泌的

物质而引发厌食症。这些物质会导致反胃、厌食及体内肌

肉与脂肪衰退的生理变化。

一些病人也因为癌症治疗的副作用而失去胃口。化疗会导

致口腔溃疡及肠胃发炎。这些病人也会面对霉菌感染而导

致口腔溃烂的问题。因此，进食便成了一个痛苦及不适的

过程,而食欲不振便是常见的自然反应。

临终前的病人，也许还有另一个不想进食的原因。到了这

生命末期，他们的身体开始系统化地渐渐停止操作。因

此，身体所需要的能量也减少了。结果，他们会觉得精力

不足，睡眠比平时多，同时变得较不活跃。当你问他们的

时候，他们就会说肚子不饿。

在这 后的日子里，许多人可以完全不需要食物及水分，

而他们并不会觉得饥饿或口渴。其实，如果我们通过静脉

注射或喂食管把食物“逼入”他们的体内，也许会导致一

些副作用，例如食物被吸入肺中、液体过量及静脉受感染

的危险。



一些在生命临终前可以采取的措施：

•  尊重个人的需要

•  在身体需要或病人要求的时候才喂食

•  准备实际、少量的食物，让食物的摆设看起来更吸引人

•  在病房外打开食物，让味道消散

•  让病人选择他要吃的食物。有关高卡路里、胆固醇或 

 化学添加剂等长期性危害身体的考量，在这时候已变 

 得无关紧要了。

• 在不确定的时候，向懂得估计病人的营养及水分需要 

 的临终照顾中心人员求证。



父亲再次显得非常轻松，我捉住这个机会问他是

否已经理清他的未了事务及立下遗嘱。他已把所

有的事情处理好，除了一些后来想到的事情——

例如给家境不怎么好的亲戚及一个前员工的一些

遗物及纪念品。父亲显然早已在思考这些事。

于是，我答应尊重他的意见，实现他附加的口头

遗愿，省却重新立遗嘱的麻烦。

10月16日
我们也谈了父亲想要的葬礼形式、丧礼的天数及

其他一些有关细节。

父亲完全不在意谈论这些事，事实上，他还蛮风趣

的，想象着他会穿什么衣服、丧礼会怎么样等等。

后的日子终于来临了。父亲需要频繁的护理，

而我没有办法在家里做到这一切。明天，他即将

入住临终关怀中心。

父亲唯一挂心的是他无法在家咽下 后一口气，

而这也让他感到沮丧。我向父亲保证，我会在他

临终之前带他回家，但我可以看出父亲还是很担

心。我必需确定医生及护士知道这件事情，让他

们可以及时提醒我。为了让父亲安心，我必需在

他面前告诉他们。我已经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才能让他的情绪安定下来。

11月1日



我尝试每天都去探望父亲，但有时候难免两天才到访

一次。那些我不在他身边的日子，他就发脾气。我

想，他并不知道什么事情惹他烦恼。但是，其他人都

很清楚。

于是，我总是听到这些评语：“你来的时候，他会比

较开心”、“你在的时候，他才吃东西”、“他知道

你要来了，就笑了”以及“他只听你说的话。”

这些话来自于医生、护士、他的朋友、义工，基本上

是每一个人。表面上，我露出了笑容；内心里，我憎

恨这样的嘲讽来暗示我应该对他的情绪及精神健康负

起责任。我越来越害怕这些评语。为了避开他人的评

语，我都是偷偷地进出临终照顾中心。

除了我的日记，又有谁会理解呢？

11月18日
自从入住临终关怀中心，父亲经常打电话给我，叫我

帮他找这个人、那个人。他说，他要跟他们说话，也

许是 后一次了。从失去联系多年的直属家庭成员开

始，到他的朋友们。

我尝试打电话找他们。有些人来了；有些人说他们会

来，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出现、会不会出现；

有些人漠不关心；有些已经逝世。我知道父亲想要和

这些人了结心愿，但那是悲哀的一幕。老实说，完结

未了心愿所牵涉的不只是一个人，如果对方不愿意或

是不在场，我想，你也无能为力。

有的人来了，显得很尴尬，有的带着虚假的笑容。表

面上，会面并没有带来任何特别意义，实际上，他们

愿意远道而来已经足够了。

12月8日



有些人也许想要在离开人世之前获得和解与了结

心愿；包括和解纠纷、平息争执、原谅他人或寻

求他人原谅。这些任务一般上需要一些时间来实现，这

也再次告诉我们让临终者预先知道自己的情况的需要。

在理想世界里，和解与了结心愿应该让所有相关者都来参

与。这也许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一些事情是根深蒂固的，

而许多受牵涉的人已经继续自己的生活、或已失去联络，

或甚至已离开人间。

此外，也许别人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不愿意把事情划上休止

符。因为旧事重提将会重揭伤疤，而且可能会让人难过，或

者，和解与了结心愿对他们而言已经不重要了。事实上，有

些人在得不到和解与心愿无法了结的情况下离开人间。

我们必需谨记，我们不应该为了个人的需要或对生命终点

的浪漫理想而鼓励和解或了结心愿。许多病人也许知道他

们的情况是不可能得到和解或了结心愿，于是已做好准备

和解与了结心愿

在无法圆满解决所有事情的情况之下离开人世。对一些人

而言，那件事在过去也许很重要，但到了生命即将结束之

际，已经无伤大雅了。

再说，和解与了结心愿在本质上牵着内心的心路历程，因

此也可能在病人内心中得到解脱。有时候，是通过一些象

征性手势，但并未牵涉其他人。



昨天，父亲陷入了混乱的状态。他告诉我，他必需停

止工作了，因为他累了。而事实上，父亲早在八个月

前已经停止工作了。

父亲已经是第九次向我提起这件事了。我已经向他解

释，他觉得累是因为他病了。虽然我很爱父亲，这一

次我已经无法掩饰我的不耐烦了。我知道，我还是会

继续无法控制情绪。

我从临终照顾者课程上所学到是，我必需懂得控制自

己，停下脚步歇息，有时到购物中心去逛逛或者做些

其他的事。否则，我会因为身心疲惫而变得越来越不

中用。

12月18日



由于病人的生理状况持续恶化，当大脑的功能超

越了应付处理体内及外界多种刺激因素的维持认

知功能时，病人就会陷入意识混乱状态。

开始时是周期性的精神混乱，尤其是对外部刺激的解读

变得越来越艰难时，如在暗淡的灯光下，或发生一些严

重并发状况如剧痛、感染、中风或心脏病。渐渐的，意

识混乱的时间变得更长。当大脑的功能继续退化时，昏

迷的情况 终将产生。

自然地，意识混乱的袭击会让家庭成员感到苦恼。一些

病人甚至无法认出他们的配偶或孩子。丧失记忆的空间

有时会被一些主观想象所占据。比如，当他们忘了自己

用过餐，可能会断言是佣人拒绝给他喂餐；或当自己忘

了把钱收在什么地方，也许会认定是被偷窃。

那些了解自已病情严重的病人，也许会对自己丧失精神

上的辨识功能或无法表达或记忆衰退而感到沮丧。有些

意识混乱

也会将影子或图像诠释成灵魂的幻觉、逝世的亲人或失

去已久的朋友。当这些幻觉让病人受到惊吓时，他们可

能会变得焦虑不安，更使家人感到气馁。

照顾者应该明白这个过程并不是病人自愿的。病人表达

这类异常说法是疾病导致的，而不是病人神志清醒时的

想法。

一些“该做”及“不该做”的事项：一些“该做”及“不该做”的事项：

• 一些家庭成员尝试与病人对质及挑战他的看法。这很

容易让病人激动起来，因为他会觉得人们不相信他，

或更糟糕的是，他也许会怀疑他的家人联合起来与他

对抗。



• “顺其自然”及认同他的关心及忧虑也许会更有帮助。

 另一个方法是以其他话题或其他事情转移他们的注意

 力。他们一旦转移注意力，也许就会忘记那些具争议性 

 的问题。

• 看见熟悉的脸孔或听见熟悉、温柔的声音可以帮助纾解

 病人的忧虑。守在病人身边可以给病人一种安全感，尤

 其是当他处在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时，例如照顾中心。

• 以冷静的声音给意识混乱的病人肯定。这可能需要不断

 地重复，因为病人也许不记得刚说过的话。

• 尽量让周围的环境保持不变。移动家具的位置会让病人

 意识混乱。在夜晚亮一盏小灯也许对病人会有帮助，避

 免病人在黑暗中出现视觉上的误解而产生幻觉。

• 如果病人感到非常焦虑，药物可以让他保持镇静。让病

 人持续处在焦虑及意识混乱的状态，对照顾者及病人而

 言都是一种折磨。



我到乌节路去逛街。我并不是要购买些什么东西，

也不是与任何人有约。我只是带着我的音乐播放器

去走走。街上及购物中心都挂满了圣诞装饰，空中

也传来了圣诞歌。购物者都开心地边走边聊，一些

少女也兴奋地聊着想到Topshop购买新牛仔裤。

我喜欢这种佳节的气氛。于是，我独自一个人在乌

节路走，完全沉浸在佳节的气氛，即使这天下了一

阵雨。

然后，我到照顾中心去。那是一段七分钟的德士车

程。那天晚上的保安Salleh先生如往常一样与我打

招呼，而那地方是一片的沉寂。某人的亲戚朋友在

走廊上开始哭泣。我认得其中一位，他是与父亲同

一个病房病人的兄弟。

我猜想，那个病人应该是辞世了。我已经停止计算

病房里有多少病人离开了人间。病房外的哭泣声让

人有点沮丧，虽然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已经习以

为常了。

12月19日
离开照顾中心，我走出了大路。我自己思考着，在

仅仅的四小时内，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真

是一种奇怪的经历。我猜，除了觉得奇怪，我还可

以感觉到什么？

父亲辛苦地与病魔抗争，好不容易挨到了新年。

天一破晓，父亲也喜气洋洋的。活下去的强烈意

愿是惊人的，即使是一个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人世

的人。

今天，父亲以亲切的笑容招待所有的员工及探望

者。但他已经无法多做些什么了。生命正在一步

步地衰退。

1月1日



昨天，父亲处于半昏迷状态。照顾中心的护士到房里

向我建议是时候让父亲回家了。

冷静与休息终告一段。在这紧张的八个星期里，我们

几乎完全依赖这些员工，也与他们熟悉了，如今向他

们道别，是一种痛苦。

然而，至少在照顾父亲的任务上，照顾中心为我做好

了准备。我被告知一些可怕的事情如不顺畅的呼吸是

正常现象，无需因此而慌张。我也不会因为父亲食欲

不佳或极少进食而担心。那是身体自然地逐渐减缓操

作了。

照顾中心的护士及医药义工也随后抵达。他们检查所

有东西是否适当，接着便忙着协助父亲，尽量让他觉

得舒服。

1月5日



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古代文字对于临终与死亡

已有详细的记载。那是身体自然发展及系统化停止操

作的过程。

尽管死亡无可避免，我们也必需理解，病痛与折磨未必成

为这痛苦经验的一部分。临终照顾的指导原则是，这些临

终症状可以通过接受适当的治疗得以纾缓。

症状可以是由疾病导致，也可以是因治疗所导致。科学告

诉我们，对于临终症状的适当反应， 重要的是尽量去了

解与配合此时体内所产生的生理变化的需要。

当身体的功能逐渐减缓时，活力就会减少。病人会更常睡

觉。对食物及水分的需求也会减低，因此不会觉得饥饿或

口渴。（参阅“临终前的喂食”以了解详情）。 终，病

人可能会陷入昏迷状态或喘息（不正常的呼吸模式），然

后停止呼吸。

临终时刻

生理上，临终病人倾向于变得内向，心灵上的需求也变得

更重要。他们可能会感到悲伤，这是人类面对失去的一种

自然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所面对的是 终失去生命的恐

惧。然而，也有许多人可以冷静地接受，尤其在痛楚及症

状问题得到妥善处理的情况下。

在社交上，那个人也许比较没有兴趣与他人互动。他也许

会逐渐地退出，经常比较想跟身边亲近的人联系，而这段

关系也会随着时间变弱。

这些生理及心理上的变化，实际上是为 后的分离做准备

的正常过程。



有一次，父亲睁开眼睛的时候，我握住他的手。他尝试

说些话。我告诉他：“爸，没事的，我会没事的。不要害

怕。安心地离开，不要为我担心。”我按住父亲的手。

父亲用双眼答应了我，用微笑暗示了我，他又闭上了

双眼。我出奇的平静。

1月9日

父亲一天比一天衰弱了，已经无法沟通，处于昏睡

状态，确实到了垂死边缘。1月16日，父亲结束了抗

争。而我的斗争---处理我的悲伤情绪及安排父亲的

葬礼，才刚开始。

无数件需要处理的事情，在我倍感空虚的时候转移了

我的注意力。丧礼上熬夜的生理疲劳，是一个让我逃

避的好借口。

生活继续地过，我回到了我的工作岗位。那些看着我

从父亲临终熬到父亲辞世的亲友们都说，我还是一样

不变。然而，内心里却是不同的。

1月31日

你知道，有些路途你是必需独自走过的。走出悲伤就

是其中之一。

我尝试与其他人一起走，但是 后我不是对着别人发

脾气，就是提出无理的要求。也许是因为我无法承受

那个悲痛。我不知道如何与人分享我的内心感受。

于是，我决定一个人走过这段历程---一个人悲伤、

一个人哭泣、一个人整理思绪、一个人笑。我喜欢这

种方式，因为这意味着我不需要麻烦他人。我不要我

与任何人的关系在这段时期受到影响。

老实说，我可以说我渴望一个坚定的肩膀让我倚靠。

但是，这段时间却没有人比我更坚强。我会自己寻找

一条路径，走出悲伤。我会走过去的。我有上帝。我

会没事的。

生命的讽刺：过去的三个星期，白天，我努力地笑；

夜里，我在梦中哭泣。我需要的却是能在白天好好地

哭；夜里可以笑着入睡。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

就没事了。

2月8日



今天，我请了病假。

一大清早，躺在床上，什么都没做，只是跟上帝说

话。我告诉上帝，我愿意放手。

人们不会只因为他们亲爱的人离开这个世界而

放手。

我不是因为父亲离开这个世界而放手。这也是为什

么当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父亲与我多

么地亲近。每天下班回家从办公室走到地铁站时，

我可以感觉到父亲就在身边。在我的脑海里，我可

以看到父亲的笑容以及他身穿的衣服。

下午，当我独自一个人用餐的时候，我在脑海里看

见，父亲来陪我。接着，我叫父亲离开。我在心里

告诉父亲我理解，叫他放心跟着上帝去。天堂是一

个美好的地方，没有痛苦，没有悲伤。

2月9日



丧失亲人者在亲人去世之后，发现自己处在一

种“麻木”的状态，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起

初，他们也许会随着丧礼和葬礼的事而忙碌。这段时间可

能维持几个星期。

接着，才慢慢开始体会失去的真实感受，此时亲友的支持

也减少了。这会是一段情绪化的时间，渴望及寻找失去的

亲人。有些人会到逝世者的房里徘徊，像是在寻找他/她

一样，或把其他人的脚步声误认为是逝世者的。

一些人会发现自己这一刻在笑着，而下一刻就痛哭失声。

这通常都是在忽然领悟他们已经失去亲人之后发生。他们

（有时候包括他们的朋友和亲戚）会开始怀疑自己的神智

是否健全。

即使当他们重新回到生活的轨道，回到工作岗位，他们还

是会在某些特别的时候及日子陷入悲恸及怀念，例如第一

个月、第49天及第100天（根据一些习俗）、周年、生日

及佳节如新年。

悲伤

这些情况是一种正常的悲伤表现，也许需要几个月甚至几

年来克服。悲伤是个人对失去的反应，而每个人都会以不

同的方式及步伐来面对。

有一个可以分担悲伤的人是有帮助的。如果找不到一个

可以抒怀的人，跟一个专业辅导员倾谈也许会有帮助，

但是，了解到大多数人不需要通过治疗来应对悲伤也是

有用的。

丧失亲人的人在短时间内很可能会照常生活，但是悲恸及

怀念也许会渐渐让他在生活上停滞不前。无论如何，随着

时间的流逝，陷入悲伤情绪的时间也会慢慢地减少。同

时，回到日常生活的时期会变得越来越频繁。

一般上，大约六个月的时间，情绪问题虽然存在，但是应

该不会成为一个重大的障碍。如果这些情绪问题到了这个

时候依然非常强烈，并对日常生活造成干扰，寻求专业的

辅导员协助是可以考虑的。



我经常会听到亲戚及朋友们善意地鼓励丧失亲人的人

去“克服”失去或“放下”逝世者。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

着放弃与逝世者之间的关系。

现在我们知道这是没有必要，也不是我们想要的。失去

的事实就在我们眼前，并无法将它去除。人们不是“克

服”失去，而是学习如何与失去“一起生活”。我们也知

道丧失亲人的人不需要完全放下才能继续前进。

其实，许多丧失亲人的人不想“放下”以免他们忘了亲爱

的人及永远失去他们。他们可以做的是与去世的人维持这

段关系，即使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

老实说，对丧失亲人的人而言，逝世者永远都会有一个与

他们同在的空间。



词汇表

医药治疗医药治疗

医药治疗指的是为了改善症状及医治病人的医学问题而为

病人提供的疗程及疗法。

慈怀病院及临终关怀慈怀病院及临终关怀

慈怀病院及临终关怀是一个为处于生命 后阶段病人提供

的整体关怀与照顾方式。

其目的是为了符合所有的需求（生理、情绪、心理及心

灵），减轻病人的痛苦及让病人及病人亲人的生活素质

优化。这与医药治疗不同，它不是专注于治疗疾病，而是

致力让病人因疾病导致的痛苦与不适减到 低点。

暂缓照顾服务暂缓照顾服务 

暂缓照顾服务是短期性的专业照顾，一般上是设立于护理

中心，目的是让日常照顾者或临终病人的家属暂时放下照

顾病人的责任，喘一口气。其他寻求暂缓照顾服务的情

词汇与资源

况，是当病人需要暂时离开临终照顾中心，或尝试居住在暂

缓照顾中心，以让病人决定是否适合永久迁入照顾中心。

预先照顾计划预先照顾计划

预先照顾计划是一个让临终病人咨询医护人员、家庭成

员及生活中其他重要人士的意见，以表达自己在未来日

子里愿意接受的照顾方式的过程。它以病人自主权的道

德原则及法律对病人许可的相关原则为基础，有助于在

病人无法亲自参与治疗决策时，确保他先前所同意的规

范受到尊重。

预先医疗指示预先医疗指示

预先医疗指示是一份您预先签署的法律文件，告知您的

主治医生（万一您病重及昏迷时）你不接受任何延续生

命的特别生命延续治疗。签署预先医疗指示是一个自愿

性的决定。



每天，我们都会作出各种大大小小的决定。 

绝大部份人都会忌讳告诉他人自己希望如何走过生命的

后阶段。在临终前所希望获得的医疗待遇是重大的决定，

但我们在这方面总是难以启齿。假设我们患上无法痊愈的

末期病症或受到重创，导致我们丧失表达想法的能力，那

么我们的家人应该选择让我们自然死亡，还是应该坚持要

医生继续给予我们维持生命的治疗？  

那正是我们需要拟定预先医疗指示(AMD)的原因。AMD让您

能够提早告诉您的亲人和医生，当您面临生命终结时，您

想希望获得的医疗待遇。 

AMD也被称为生前预嘱。以下是一些关于AMD的常见问题

与解答： 

什么是预先医疗指示(AMD)？什么是预先医疗指示(AMD)？

预先医疗指示(AMD)是一份由您事先签署的法律文件，

其用途是在您患上末期病症和失去知觉时，告知医生们

您并不希望获得任何特殊的维持生命治疗，以期延续生

命。您可自由决定是否要拟定AMD，没有任何人能够强迫

您这样做。

预先医疗指示(AMD) 

什么是末期病症？什么是末期病症？ 

末期病症是一种因创伤或疾病构成的身体状况，即使是在特

殊的维持生命治疗下，病人也将没康复机会，死亡是难以避

免的。这种身体状况必须获得医生诊断证实。  

谁负责证实病人所经历的是末期病症？谁负责证实病人所经历的是末期病症？ 

病人必须经过三名医生，包括病人的医院医生和两名专科

医生的证实和同意，才可被确认为末期病症病人。如果这

三名医生中的任何一人不同意该病人是末期病症病人，主

治医生将重新检查诊断结果。如果他还是认为病人是末

期病症病人，个案将被送交由卫生部所委任的第二专家

小组(由三名专科医生组成)作进一步的审查。 

如果第二医生专家小组也不能达成诊断共识，AMD还有如果第二医生专家小组也不能达成诊断共识，AMD还有

效吗？效吗？ 

不。只要第二医生专家小组的其中任何一名医生不同意病

人是末期病症病人，AMD就无法生效。医生将继续通过维

持生命的治疗延续病人的生命，病人将会继续获得正常的

医疗照顾。 

 



什么是“特殊的维持生命治疗”？什么是“特殊的维持生命治疗”？

“特殊的维持生命治疗”所指的是任何能够延长末期病症

病人的死亡过程，却不能使病人痊愈的医药治疗。举例

说，当末期病症病人配戴人工呼吸器来延长生命，这就是

其中一种“特殊的维持生命治疗”。   

我在何时可以作出AMD？我应该告知家人吗？ 我在何时可以作出AMD？我应该告知家人吗？  

凡年满21岁、心智健全者都可以拟定AMD。拟定AMD的
适当时机是在没有压力的时候。即使您没患病，也可以提

早拟定AMD。如果您AMD。假使您不想告诉家人，您还是

可以自行拟定AMD的，但是，您应该与家人讨论，让他们

了解和尊重您的意愿。这样也确保您的家人能够在重要时

刻，及时提醒医生您已经拟好AMD。

可以代替别人拟定AMD吗？可以代替别人拟定AMD吗？  

不。没有人可以代替别人拟定AMD，无论对象是儿童或成人。 

拟定AMD会不会使病人丧失在执行AMD之前所应该获得的医拟定AMD会不会使病人丧失在执行AMD之前所应该获得的医

疗护理服务？疗护理服务？ 

不。无论病人是否已经签署AMD，都将可以获得必需的医

疗护理服务。确保还有康复机会的病人在被证实患上末期

病症前，在任何时候都获得全部所需的治疗，是每名医生

的责任。即使是末期病症病人，医生还是需要履行责任，

为病人提供治疗，以减少痛楚和折磨。

 

AMD等同于安乐死吗？AMD等同于安乐死吗？ 

不。AMD不等同于安乐死。安乐死是通过不自然的方法，

例如给予病人致命的化学物，刻意终结患上不治之症和恶

疾病人的生命。  

相反地，AMD是一份由您预先交给医生的指示，通知他

在您万一患上末期病症和失去知觉时，您希望让死亡过

程自然发生，而不希望通过特殊的维持生命治疗延长生

命。有关AMD的法律清楚注明了反对安乐死的立场。末期

病症病人不可以使用AMD以进行自杀，同时，AMD也不容

许医生帮助病人进行自杀行为。这些举动是会受到法律

制裁的。

如果我改变初衷，我是否能够撤销我的如果我改变初衷，我是否能够撤销我的AMDAMD？？ 

是的。您可以在一名证人的见证之下，随时撤销您的AMD。 

请参考卫生部的网站www.moh.gov.sg，以获得更多有关AMD
的资讯，并参阅常见问题解答全文。



资源

给予面对威胁生命疾病者及家人的援助给予面对威胁生命疾病者及家人的援助

www.hospicenet.org

决定临终照顾中心的类型决定临终照顾中心的类型

www.singaporehospice.org.sg/8.2_checklist.htm

决定临终照顾方式及其他相关课题决定临终照顾方式及其他相关课题

www.caringinfo.org

如何管理疼痛如何管理疼痛

www.singaporehospice.org.sg/8.1_forpatients.htm

绝症病人临终照顾者指南：支持及保护你所挚爱的人绝症病人临终照顾者指南：支持及保护你所挚爱的人

www.singaporehospice.org.sg/9.2_guidetoterminalcare.htm

寻求实际援助：法律、财务及医疗寻求实际援助：法律、财务及医疗

www.singaporehospice.org.sg/9.5_checklists.htm
www.lawsociety.org.sg/public/you_and_the_law/making_a_will.aspx



死亡证书及其他许可证死亡证书及其他许可证

www.nea.gov.sg/passesaway/index.htm

悲伤管理及丧失亲人悲伤管理及丧失亲人

www.sac-counsel.org.sg

WicareWicare(一个协助寡妇及丧父者面对失去及继续前进的支持团队)(一个协助寡妇及丧父者面对失去及继续前进的支持团队)

www.wicare.org.sg

询问临终关怀团队的问题询问临终关怀团队的问题

http://pallcare.org.au/portals/46/resources/AskingQuestionsCanHelp.pdf

AMDAMD(“预先医疗指示”－或称为“生前预嘱”。这是绝症病人在身心健全时，预先签署医疗指示法律文件，选择在万(“预先医疗指示”－或称为“生前预嘱”。这是绝症病人在身心健全时，预先签署医疗指示法律文件，选择在万

一面临无法康复绝症的生命临终阶段，所希望获得的是身体自然衰败过程，而非“特殊的维持生命治疗”。)一面临无法康复绝症的生命临终阶段，所希望获得的是身体自然衰败过程，而非“特殊的维持生命治疗”。)

www.moh.gov.sgwww.moh.gov.sg



新加坡的照顾中心及临终关怀服务

慈怀病院慈怀病院
以下八个慈怀病院与关怀中心，为临终病人提供各种服务；
从日间照顾及居家照顾，到住院照顾。

雅西西慈怀病院雅西西慈怀病院 | Tel: 6347 6446
www.assisihospice.org.sg

观明综合医院观明综合医院 | Tel: 6248 5755
www.bvh.org.sg
    
托福园托福园 | Tel: 6500 7272
www.doverpark.org.sg

慈怀护理慈怀护理 | Tel: 6251 2561
www.hca.org.sg

慈光安宁居家护理中心慈光安宁居家护理中心 | Tel: 6580 4695
www.metta.org.sg

卫理慈怀家居服务卫理慈怀家居服务 | Tel: 6478 4766
www.mws.org.sg

新加坡防癌协会新加坡防癌协会 | Tel: 6221 9578
www.singaporecancersociety.org.sg

圣若瑟护理之家圣若瑟护理之家 | Tel: 6268 0482
www.stjh.org.sg

医院医院
以下七所医院，为临终病人提供住院及门诊
的临终关怀与照顾服务。

亚历山大医院亚历山大医院

竹脚妇幼医院竹脚妇幼医院
 
新加坡癌症中心新加坡癌症中心

国大医院国大医院

百汇癌症中心百汇癌症中心

陈笃生医院陈笃生医院

新加坡中央医院新加坡中央医院



www.lifebeforedeath.com 
www.lifebeforedeath.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