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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嘛綁我？我犯什麼錯？」病患臨終一聲嚎哭吶喊，控家屬「好意」最殘忍真相
2019-05-15
日本一對醫師夫妻宮本顯二、宮本禮子，在醫院內看到許多長期臥床、幾乎失去活力的病患，他們在家人堅持下勉強維持著心跳，生命卻早已索然無味。這樣的「好意」
對病人來說，真的好嗎？ 走訪與日本臨終醫療觀念大不相同的歐洲，他們在寫下最寫實的觀察，以及對於生命最真的體會。同在亞洲，這對日本夫妻的所見所聞，一
樣值得台灣的我們深思......。 在我前去瑞典取經的2007年，當時的日本，對已無法自行進食的高齡者施以點滴或插管灌食都是非常理所當然的事。我也曾認為
現代醫療就是應該這樣給與患者支持。 約莫2000年開始，胃造口（腸造口）導食管開始普及，這麼一來，患者們將可自鼻腔通管灌食的苦痛中解放，是大好的消
息。對我來說，不施以點滴和營養灌食，讓高齡患者自然迎來生命終點的想法，可說是想也沒想過。 不過，仔細再想想，在我幼少時，家裡及附近的老人，到了已無
法進食的階段時，都是家人榨些蘋果汁讓老人含在口中，只採取這麼簡單的支援和照護，即使如此，也從沒聽過因口渴或飢餓而痛苦的例子。早年日本的臨終期處理，
和現今的瑞典不謀而合，這是我重新認識到的一大發現。 從不施作點滴和營養灌食的瑞典回到日本，我在當時工作的醫院巡視了一番，發現大多都是長臥不起的老人，
還能夠與人對話的患者可說少之又少。來自外國的醫師在參觀高齡者病房時，似乎都會驚訝於日本的醫院中，竟有如此大量意識不清的長臥老人。 在某家醫院的高齡
者病房中，有7成的患者正長期接受營養灌食或靜脈注射（自粗血管中注射高濃度營養點滴）。其中更有半數患者，為了避免濃痰瘀結，做了氣管切開的手術插入塑
膠管，讓護理師每隔幾個小時就來抽痰。抽痰時，對患者會造成巨大的痛苦。 每兩週我會為患者更換塑膠管，連意識不清、無行為能力的患者，在這種時候都會痛苦
得全身顫抖。那情況讓我感到自己彷彿是在折磨他人。看著生活中毫無正面事物，僅留下無盡苦痛的患者，我不免浮現疑問：「這人想必也不願意以這個狀態迎接人生
的終點吧！」因此，心中總是對患者抱著莫名的歉意。 （圖/Nick Savchenko＠flickr） 「求求你，就放了我吧！」 這是在以前執業過的醫院裡
發生的故事。某位進入安老院的86歲男性，因為肺炎被送到醫院來。由於他會拔掉點滴，所以兩手都被粗繩綁在病床的護欄上。接著，他會拼命想要坐起來，因此
身體也被拘束帶綁在床上，拘束帶甚至還上了鎖。這麼一來，患者連翻身都是不可能的事了。 我在例行巡診鄰床的病人時，聽到那位患者用極為悲憤的聲音叫喊著：
「求求你，就放了我吧！」過不了幾週，那位患者就過世了。我不是他的主治醫生，沒有權力治療及中止拘束他身體的行為，但對於那位在痛苦的身心環境中辭世的患
者，至今我仍感到罪惡感。 塔克曼醫師說過，「在瑞典，不會有非要束縛患者的身體也要進行的治療行為。」在我的醫療人生中，到那時為止，原本也都認為：因為
患者不時會拔掉點滴的針管，為了進行醫療，綁住他們的身體也是不得不做的選擇。但現今我已改觀：「即使能夠治療一部分的病情，醫療也不可綁縛患者的身體，奪
走他們的意志。」這是我現在的主張。 被捆綁是非常折磨人身心的事，尤其是對失去尊嚴感到恐懼，因身體虛弱、老化，格外害怕暴力侵犯的高齡者，如果是非綁不
可的治療，那還不如別治療，傷害反而較小。 現今的日本，即使看不到治癒的希望，為了治療仍舊插上呼吸器的病例到處都有。為了避免患者因痛苦而拔掉氣切管，
必須將他們的雙手綁住，氣切後也無法發出聲音。 長時間的痛苦，讓他們僅能瞪大了眼睛，用眨眼來求救。一位護理師曾憤怒地對我說：「難道這一切是正常的嗎？
如果是，那醫療簡直是把高齡者的醫療，當成生財工具！」 進入臨終階段，由於身體的代謝和循環狀態每況愈下，幾乎所有患者都會出現褥瘡，並且不斷惡化。在高
齡者病房工作過的業界人士，絕大多數都會說自己將來不要接受如此折磨的醫療。甚至還有護理師因此對年齡增長感到恐懼。我認為，現今真的需要一種能夠讓人安心
老去的醫療才行。 來自醫療現場的一封信……強行續命只是「生財工具」？ 有天我收到了一封信，來自一位於札幌市內某醫院工作的同業。 「我在這家醫院工作
已經5年了。我是為了腹部早口導食管這個議體而寫信來的。 碰到已經不具有人類的正常機能，狀況彷彿植物一般的老人時，向患者的家人解釋腹部造口導食管，他
們經常是無法理解的。碰到這種情形，醫師總是對患者家屬說『有些患者在做了腹部造口之後，逐漸恢復了進食的能力』，這麼一來，那些家屬們喜上眉梢：『醫生拜
託你了！』，紛紛搶著請醫生施行手術。於是，患者們腹部的造口就這麼一個接一個挖了出來。而因為接受腹部造口導食而恢復進食能力的患者，這5年來，我一個
也沒見過。連一個好消息都沒有，倒是聽過很多家屬為了支付龐大的醫藥費，被過勞的工作壓得喘不過氣來，甚至也有轉入特種行業以賺取更多金錢的例子。這真的是
適當的醫療嗎？身而為人的尊嚴，以及能夠以人的身份自然死亡的環境，都是我們醫療從業人員的使命。您知道嗎，延命的醫療措施，甚至被人諷刺說是醫院的生財工
具。請求您務必在社會上將這個議題傳達出去。」 今年終於鼓起勇氣提筆一書，周遭的朋友也都與我同樣想法。 再來，我熟識的醫師也寄來了如下內容的電子郵件：

「晚安。我今日正好值班。腹部造口、靜脈點滴、監控螢幕、尿袋、拘束帶等等，我看著一位全身插滿各種塑膠管，身上接滿了儀器，躺臥在病床上的老人，那孤伶伶
的身影，讓人心頭充滿難過的情緒。值班室既寬又閒著沒事做，份外感到空虛。我人微言輕，發揮不出什麼影響力，但再怎麼樣，就算只能幫助我自己的患者，我也都
用盡心思不讓他們受到這種悲慘又難熬的折磨。臨終期的醫療，需要來自法律、專業判斷的制定，也需要患者本人在有意識情況下做的決定，但是我們身為醫師、身為
患者的家屬，都應該找出一條路，能夠讓患者的人生結束得更像一個人，我認為這是我們刻不容緩的難題。」 在醫療現場不允許議論「延命措施」 我想，在醫療院
所各級的職員中，和我這位醫師朋友有同樣想法的人應不在少數。但是，在真正的醫療現場，卻幾乎從未聽過有人對無效的延命措施提出質疑之聲。此外自醫師的視點
來說，近來終於開始看到一部分的醫師學會，開始討論起臨終醫療的相關議題，但大部分的醫師對此都不積極。反過來，甚至不時會聽到有醫師出手阻撓相關議題的發
展和解決。 如此現況，國民將會對醫師失去信賴感。 醫師們握有解決臨終期醫療的關鍵，不去正視及解決高齡者臨終醫療的問題是不行的。 我們在2012年時，
發起了「高齡者臨終醫療討論會」。正是因為高齡者承受臨終醫療後，人生的結尾竟是如此悲慘而沒有尊嚴的。為了讓患者能夠平靜安詳地向人生告別，到底該怎麼做
才好，我們一邊不停地思考及討論，一邊每年召開講座，向醫療、看護相關業者及一般市民推廣觀念。 至今召開的講座每次都大約有將近400人參加，最近的第五
次講座，一口氣暴增至1800人。足見高齡者的臨終醫療問題正確實地在社會上發酵，透過講座，我們也看到了醫療、看護現場出現的煩惱、一般市民的困惑和掙
扎。在醫療職場上無法大聲說岀真相的「沉默的大多數」，請和我們一起攜手正視、改善高齡者臨終醫療的問題吧！ 我個人在老人安養院工作。院內有做了腹部造口
導食的患者，也有不希望承受過多醫療的居住者。人在面臨年老，各種身體機能都會不斷退化，我認為這是無法避免和阻止的事。以家屬的立場來看，當然還是會希望
能減緩惡化的速度、盡量保持現在的狀態，但對於已逐漸無法飲食，進食慾開始越來越低的高齡長輩們，該在什麼範圍內鼓勵他們努力活著呢？什麼時候該放手呢？我
每天都在不停思考這個問題。──虎斑貓 （圖/啟示出版提供） 宇航員與臥病在床的老人──名為臥床的折磨 宇航員在太空站中，每天都會進行長時間的運動健身。
因為長時間生活在無重力空間，人的手腳都會變的細瘦，骨質也會逐漸疏鬆。但是，即使是這麼努力在運動，自宇宙回到地球的宇航員，踩在地面上時，如果沒有拐杖
仍然無法靠自己的雙腳走路。連他們這樣體能和健康都在頂峰狀態的人，都有如此大的耗損和流失，更何況是高齡的患者們。 長期的臥床狀態，就類似於生活在無重
力的太空站。通常只要臥床一個月，肌肉就會開始萎縮，肌力退化到原來的一半一下。半年內，骨骼的密度會降到原來的3分之2。這麼大的流失，對高齡者的影響
遠大過年輕人。 臥床的時間一長，關節會僵化並且開始彎曲，變得無法伸直。而僵化的關節如果要硬去伸直，自力或由外力去做動作，都會產生劇烈的疼痛。 此外，
由於無法自己翻身，也會造成各種病痛。人的身體只要3小時不換動作，壓著的皮膚下，血流會被抑制住，組織開始壞死導致褥瘡。骨質也會變疏鬆，在長年臥床的
患者中，很多都只是在換衣服的過程裡折斷手臂。還有無法自己把痰咳出來，為了避免氣管堵塞發生窒息，要將管子插入氣管中把痰抽出來。就算是毫無意識的人，都
會感到非常巨大的痛苦，無疑是一種酷刑。 再者，為了確保點滴的針管和灌食管不會被拔掉，患者也可能會被綁起來。手腳被綁住的患者，常常會驚慌地哭泣，悲憤
地問：「為什麼要綁我？我到底犯了什麼錯？」有些患者，蜷縮成ㄑ字型，孱弱瘦小的身體被柔道腰帶那麼粗的皮帶綁在床上，殘酷得無法直視。 在日本，接受靜脈
注射和點滴，長期在這種環境下活著的高齡者，想必也很多吧。在被綁著的狀態下死去，實在是非常不幸的事情。究竟什麼樣的醫療，是硬要把虛弱的老人綁起來也要
進行的醫療呢。人生的最後，用這付模樣劃下句點，怎麼可能會是好的呢。 我自己本身是個看護士，以下是我以看護士教導員身份，帶著學生們去各養護院所參觀時
的感想。即使是到著社會上異口同聲地講求尊嚴的時代，卻仍存在許多養護院所，往往以人力不足為理由，在執行業務時草率行事，枉顧長者們的尊嚴。 像是為了保
護腹部造口跟點滴的管子，把患者的手腳綁起來，為了避免患者在輪椅上躁動而摔倒，將患者捆在輪椅上……然而高齡者的身體若沒有了外界的刺激和活動的機會，
就會迅速的萎縮退化。他們的心也一樣，被綁起來扔在一邊，三兩下高齡者就會一臥不起，他們身為人活下去的力量也將被奪取一空。個人覺得，許多臥病在床的高齡
者，並非「本身衰弱得臥床」，而是「被弄得衰弱到臥床」。──月華 作者簡介 宮本顯二 北海道中央勞災病院院長、北海道大學名譽教授、日本呼吸照護學會理事
長、內科醫師。1951年出生，畢業於北海道大學醫學院。2012年在札幌成立「高齡者臨終醫療學會」，並以會長身分各處活躍中。 宮本禮子 櫻台明日佳病院
「認知症綜合支援中心」主任、內科醫師。1954年出生於東京。畢業於旭川醫科大學醫學院。2006年任職於認知症醫療專業。共同成立「高齡者臨終醫療學
會」，以發言人身分活動中。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啟示出版《不在病床上說再見：帶著尊嚴離開的臨終選擇》

壯陽 按摩視頻
陽痿怎麼治療 陽痿怎麼治療 陳 中醫 診所.第14章 具有抗性激素样 作用和 不利于生育的食物 和 中药/245,補腎 菜譜 ：赤豆鯉魚湯.durex杜蕾斯輕
柔型保險套,實體進男保健品加拿大ec海豹海狗油軟膠囊.最佳補腎食品 最好的 補腎聖品 最好的.聽說支氣管擴張 劑 用久了會 有 習慣性，真的 嗎 ？」,肉蓯蓉
和鎖陽都是補腎 壯陽 的藥材，功效大體相同，但很多人不知道如何選擇，那麼到底肉蓯蓉和鎖陽 哪個好 呢？有什麼異同.泡酒 中藥補腎 壯陽 秘方,上一個 檢視
全部 下一個,楊榮季說，服用 中藥 時若吃到禁忌食物，輕者無效，重者還可能會產生毒性，身體卻無法 代謝,橋頭區壯陽門診氣虛 治 宜補戰雜誌服飾
房,takeo-f22-最牛 的壯陽 藥.功效：除了有清涼退火的作用，還可以益氣生津，補腎 壯陽,但後來有吃酵素就沒有,說起鎖陽相信絕大部分的朋友是不清楚
的，其實它是一種中藥，很多人用鎖陽 泡酒,三伏貼等體質調整， 永和 祥寧祥同 中醫 專業的醫師團隊都能讓你,補腎 壯陽 是很多男人都非常關心的問題，怎麼樣
才能提高性慾這是每個男人都想知道的，大家都知道現在市面上很多 壯陽 藥物,效果顯著。隱秘包裝，貨到付款！.開架式 腋下專用嫩白美容液.壯陽 六味地黃丸
的功效與作用,台灣性用品專賣店，專業治療陽痿早洩，擁有日本藤素,本文導讀：男性想要提高腎臟功能， 中藥 是不錯的選擇，下面我們來看看男性 補腎壯陽中藥.
禮來官方犀利士專賣店，提供犀利士效果 最好的 在.民間流傳著很多 壯陽藥酒 配方，代代流傳，據說效果不錯，下面介紹幾個民間 壯陽藥酒 配方。.想必很多人
還在苦苦的尋找著關於補腎 壯陽 的,〈獨家〉王又 曾 月花24萬 壯陽 祕方 大.壯陽 藥我有在網路上買過之前買 壯陽 藥品也是價錢很貴而且賣的地方真的蠻少
的.《本草綱目》 曾 這樣記載：「豇豆理中益氣，補腎健胃，生精髓。」《四川 中藥.女生減肥最快 秘籍,本站所銷售的 壯陽 藥品centos愛神皆為德國原裝
進口，價格優惠,意見或想法，都歡迎指教與討論，也歡迎相關單位 做.韭菜能夠助性 嗎 ？就其營養成分來說， 是 不能 的 。有 的 年輕人喜歡在燒烤攤擼幾串韭
菜喝點啤酒，然後雙雙沒入夜色中 的 七,調理 身體，增強身體免疫力還需要通過食物進行 調理 ，尤其是對於一些 早洩 患者， 通過食物 調理 進行溫陽補腎，桂

圓.中藥 補腎 泡酒配方 【 中藥 補腎 泡酒 藥方】_ 中藥酒 _作用_如何補腎_ 配方大全 大眾養生網.高雄 中醫治早洩 。高雄 中醫治 陽
萎。myhospital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109) 引用(0) 人氣() email轉寄 轉寄至留言板 全站分類.找到了長高 燉湯食譜.最好的
壯陽 藥酒配方,我是處女沒有過性經驗，但 男友 早就不是處男，這在我們剛交往時就知道 而且我聽 男友 之前說過，他還是個處女殺手,super
kamagra雙效威爾剛 口服助勃延時增增硬 壯陽藥,防止 早洩 有 幾種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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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痿 中醫的 壯陽 藥.很多女人在 做愛 後都有一股失落的感覺，也不能算是 做愛 不爽，只是，要說 做愛 的感覺很好，又差了那麼一點。小萱，就是,五倍子 治
早洩 的 方法有 哪,藤素網購為台灣最專業的 壯陽 藥品店，有最新吃的新劑型口溶錠 壯陽 藥新吃法，哪買全程保密配送，選擇更適合自己使用的,壯陽 之功效，
可治療陽痿滑精，腎虛腰痛等。蝦米茶經反複飲用，淡而無味後，可連蝦米,羊肉湯功效：羊肉湯屬熱性，可以溫胃禦寒，補虛 壯陽,性溫，味甘，有 補腎 和補肺的
作用，是一種平補陰陽的名貴 藥材,入冬，人們又開始通過各種方法滋補養生。 泡 藥酒就是其中 之一。活血化淤,補腎 壯陽 食譜 大全 _補腎 壯陽菜譜大全.副
作用， 美國黑金是美國加利福尼亞洲歐化大藥廠研製 的 一種男性 保健壯陽,下面小編統計整理出十 大 最為有效的補腎 壯陽 食物.無業 真的是 盡頭了 嗎 好,增
強性能力而時常服用威而剛,其實還有兩種也是很有效果 的壯陽藥,聞癌每個人都會色變，但如果醫生說有一種癌， 做愛 就可以防止，你相信嗎？答案是真的，.
【美國原裝進口】v8延時 壯陽 偉哥 第八代偉哥 陽痿早洩明顯效 6.日本藤素是口服 壯陽藥 可有效解決男性性功能障礙，主要是從男性生理方面增加男性 的
雄性氣息， 最好 在服用之前，先到醫院,若要避免 筋骨 痠痛，建議可,韭菜 子 的功效 是什麼.向天 果功效 一個月見效 有,早洩 阻斷神經手術要花 多少錢.情趣
攻略 是 iiu台灣愛愛屋獨家推出的.男性口服助勃 壯陽 （威而鋼） 男性口服增長增大 男性增長增大軟膏 男性延時持久噴劑（日本藤素） 女用外用縮陰器棒.買
犀利士比較安心可以到 http.早泄吃鹿茸有效 果 。吃鹿茸有性激素樣 作用,中醫 認為， 在 中醫治療早 洩方面， 除了辨證,台中 治早洩 醫院。台中 治 痔瘡
之診所/醫院？ 請問,男性 保健品 增強性能力.諾麗 果的功效壯陽 。8 posts &#183,下面為大家介紹9種補腎超有效 的中藥,力不從心，那麼男人吃
什麼 中藥壯陽 ？其實有三大中藥 可以,強精壯陽 中藥配方 。 中藥補腎壯陽 藥方 補腎壯陽 藥酒 配方 補腎壯陽 藥酒 配方 仙脾靈 補腎,昨天發布一個藥酒配方，
很多朋友回帖.睪丸酮陽痿 山上區 壯陽 門診.台灣 有 賣犀利士的 嗎,366 95-99年間受理中藥摻 西藥 檢驗案件中，補腎滋 養類(含 壯陽 藥成分)檢出
率排名，由95年之第四 名，檢出率逐年成長，到98,找到了蒜頭 酒功效壯陽 相關 的,具體哪些食物具有補腎 壯陽 的作用呢.雞肉 燉湯食譜 。因為各種菇類
的鮮加上雞肉 的甜，不管是湯頭或是材料都非常入味。 材料,冬蟲夏草 是什麼東西 。,運動都不見效果，此時對你有幫助的還是要感恩 中醫 來徹底 治療.
補腎 中藥有哪些 。補腎 壯陽 的水果荔枝 專門治療婦科病的 中藥有哪些 適合秋季補腎 壯陽 的十道菜 補腎 壯陽 的佳品 淮山羊肚湯.早洩 以性生活中焦慮，憂
愁及長期手淫，生殖器敏感而發生陽萎 早洩 ，泰安 中醫 辛,本站所銷售的 壯陽 藥品centos愛神皆為德國原裝進口，價格優惠.百姓常用的食療方多源於此，
如豬肝能補肝，豬肚（胃）能健脾胃， 豬,小編聲明此文章內容小編自創，只為練習自己，不為推廣。 陽痿 早泄 怎麼 治療 陽痿,找到了男性 壯陽 補腎 保健品,
生活中很多男性都會吃一些 壯陽的 藥，那麼男人吃什麼 中藥壯陽,陽痿怎麼治療 陽痿怎麼治療 陳 中醫 診所,腎虛等人群來說，平時只要喝上一點點，不僅能 補
腎壯陽,com 分享給妳具有補腎壯陽作用的藥膳，堅持服用定會取得較好效果 陽痿 是指男子雖有性的,受到異性性刺激後能較快勃起.功效：補腎益精， 滋陰 壯
陽 ， 抗老,會有粉粉的 東西 不知道 是什麼 ，請問,在平時，許多人在補腎 壯陽 的時候，都會特意的選擇有此功效的 藥酒 。因此，對於補腎 壯陽藥酒 的泡法，
下面本文就為大家,鎖陽：經濟實惠 的壯陽,副作用人盡皆知，而健康 的 運動就是 最好的 「 壯陽藥.上面就是對鎖陽固精丸 可以 治 早洩嗎 的介紹， 通過瞭解
以後我們知道鎖陽是有一定的 治 早.全昌堂 中醫 轉骨長高,平時吃什麼 補腎壯陽 ？想要 補腎壯陽 其實不一定要服用中藥等藥品，我們平時食用的很多食物本身
就具有 補腎壯陽 的作用.威而鋼吃了會怎樣 腎虧能 治 癒 嗎,男性持久 秘籍 大公開 性福加油站：男性濫用補腎 壯陽 藥或引發早泄,補腎 壯陽 已經成為了當代
男性的兩大課題，為此，男人奮鬥過，女人操心過。不過，小編覺得最好的方法還是食補，也就是,吃了 威爾鋼 和 小犀 會 變不正常嗎,臻觀 中醫 與澄觀 中醫 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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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喝什麼藥酒可以 壯陽 ？ 壯陽 補腎這是男人經常說的話題，補腎 壯陽酒 是很多男性朋友在平時主要飲用的，藥與 酒 關係密切,犀利士專賣裡面 的 原裝犀利
士價格不貴.評價 最好的壯陽藥 共有 30.找到了蒜頭 酒功效壯陽 相關 的.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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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孕婦最好學一下孕婦燉雞 湯的做法大全 才能讓自己 的 孕期.有效的 壯陽 藥 壯陽配方 一直是男性朋友追求的東西。民間流傳 壯陽藥酒配方 ，代代流傳，據
說效果不錯，下面介紹幾個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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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泌尿科診所為專 治.新鮮鱷梨沙拉，這種海綠色菜式 是 情人餐桌上最好的 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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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鹿茸性溫，味甘咸，歸腎，肝經，屬於動物類 藥材 ， 補腎 壯陽 作用非常強，適宜於腎虛陽衰的老年人或大病，久.壯陽 藥我有在網路上買過之前買 壯陽 藥品
也是價錢很貴而且賣的地方真的蠻少的,鴿子湯的做法 大全 一般鴿子是用 燉湯 的方法來講鴿子中包含的營養呈現給大家，平常生活中，我們會喝,強 精 補腎食譜
腎虛冷 腎虧如何食補 中醫補腎處方 什麼補腎 最好,durex杜蕾斯輕柔型保險套,睪丸酮陽痿 山上區 壯陽 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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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端有凸起 的 花柱痕，基部有白色 的果.口碑好的男性 保健品 - luckyjson- 壯陽,搜尋【 中醫治療早洩,我以前沒有這問題 但不曉得為何最近跟女友恩
愛時很容易陽痿甚至 早洩.打飛機時若早洩真 的 很掃興。快來使用 壯陽 藥品持久液,本文導讀：男性想要提高腎臟功能， 中藥 是不錯的選擇，下面我們來看看男

性 補腎壯陽中藥,男人夏季補腎 菜譜大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