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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00:00:00]  

解说员：您好。欢迎加入舒缓护理项目。面向文化和语言多样化的护理人员，提供一

系列的播客，您正在收听华语社区的播客，我们还用英语、阿拉伯语和北印度语录制

了这个播客。我们欢迎我们的观众上网收听这些语言。 

在新南威尔士州护理人员网站上，您可以发现所有的播客。对于今天的观众，我们希

望您能发现这个关于舒缓护理的中文对话，对您非常有价值，并希望它能帮助您作为

照顾者，为在生命走到尽头的人提供护理。该录音是在华语社区人们帮助下完成的，

这些人一直在照顾某个在生命尽头的人。 

我们与华人社区的人们进行了交谈，这些人为他们所照顾的人提供了舒缓护理。他们

分享经验，给出有用的建议。希望对类似的情况下，其他照顾者有帮助。录音旨在促

进您对舒缓护理有一个很好的了解，以便您和您所照顾的人可以更好地选择您认为最

好的治疗方法。 

您还会听到医生和护士的声音，他们将提供舒缓护理的信息。您现在或将来照顾某个

人时，希望对您有帮助。我们再次指出，舒缓护理有不同的名字，在这个播客中您将

听到两个不同的名字。我们许多的护理人员和配音人员可能使用“舒缓护理”这个名

字，有些护士使用“缓和医疗”这个名字。您可以使用其中任何一个让您觉得舒服的名

字。 

[00:02:25]  

Cathy，舒缓护理护士。 

Cathy: 当一个人被诊断出患有生命垂危的重病时，这可能会是一段非常痛苦的时期。

在一些讲中文的家庭里，公开谈论绝症或死亡是非常困难的。人们常常避免讨论它，

直到为时已晚。结果在不了解可以得到帮助的情况下，痛苦挣扎。我们在这期播客采

访的护理人员都表示，他们希望自己在真正体验缓和医疗之前，能够对缓和医疗有更

多的了解，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更好的准备了。缓和医疗的概念在华语社区的医疗保健

中可能并不存在，人们有时会对缓和医疗产生误解，认为它是关于生命的终止，但在

我每天的工作中，我看到的远不止于此。缓和医疗和支持的好处，可以在患者的病情

发展到最后阶段之前，就很好地显现出来。 

[00: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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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a，护理人员经验。 

Mina: 我个人的建议是，如果医生提前和癌症患者家属和亲戚介绍舒缓护理这个概

念，以及有哪些服务可以提供给患者，这样家属会有一个了解和接受的过程。不然如

果医生突然提出这个建议，患者和家属可能一下子接受不了，以为病人已经快不行

了，但有时事实并非如此。 

[00:04:09] 

Cathy，舒缓护理护士。 

Cathy：根据我的经验，作为一名护士，有中文背景的人通常害怕讨论死亡这个话题

本身，这样做可能在文化层面是不合适的，或者常常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一些中国家

庭对直系亲属以外的人谈论死亡持保留态度. 

他们通常被许多仪式和习俗所包围，与外人分享这些是不能接受的。最有可能的是家

庭成员自己处理这个问题。因此，我遇到了很多人，当我开始向他们谈论缓和医疗

时，他们感到震惊和不安，但他们后来才意识到，开启这场对话是多么重要。 

作为护理人员，我真的希望这段录音能帮到你们，去接触你们的医生和护士，敞开心

扉地谈论缓和医疗，我们真的只是想帮助您、您的家人和您关心的人，这样您就能够

得到您应得到的最好的照顾和支持。 

缓和医疗服务的目的是使患者及整个家庭受益。 

[00:05:39] 

Wenying，双语协调员。 

Wenying: 很荣幸代表我们华人社区，成为这个项目的工作人员，我有责任感和使命

感。我希望能帮助到华人听众朋友们，让您更全面、更正确地了解舒缓护理系统，在

您即将经历或正在经历的这段特殊又艰难的人生旅途中为您、和您所照顾的亲人以及

其他家属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及时、正确的引导。让您意识到需要增加方方面面

的对话，尤其是和舒缓护理的专家、医生、护士进行对话的重要性。 

[00:06:30] 

Cathy，舒缓护理护士。 

Cathy: 我们的缓和医疗团队受过良好的培训，理解为华语背景的患者和家属提供量身

定制的支持方案的重要性。我们还接受过应对和支持可能有不同文化需求的家庭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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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因为我们知道，在许多家庭中，中国文化和传统影响着家庭将接受的护理方式。

我们也理解家庭、社区和社区领导层在患者生命旅程的最后阶段所发挥的各种作用。 

作为团队，我们有整体的方法来提供护理。 

[00:07:21] 

Edna，护理人员经验。 

Edna: 如果您和您的家庭成员也是重病患者的护理者，我非常建议您花时间聆听此录

音中的对话，并且知道您并不孤单，您周围有很多人可以帮助您。回望过去，我真希

望我以前就了解这些舒缓护理的相关知识。让我们一起迈出第一步，与外人探讨这些

事。虽然很难，但请相信我，这将为您的看护生涯带来很大的改善。 

[00:08:06] 

解说员: 您已经到达第一章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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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00:00:00]  

解说员：您好。欢迎加入舒缓护理项目。面向文化和语言多样化的护理人员，提供一

系列的播客，您正在收听华语社区的播客。欢迎来到第二章。在本章中，我们将确切

地探讨什么是舒缓护理的医学定义。我们的社区成员如何定义舒缓护理？我们将详细

地了解医生和护士的舒缓护理团队以及他们如何帮助华语家庭度过这一旅程。我们还

将听到访谈对象谈论他们在此期间必须做出的一些决定和选择，特别是因为文化在他

们的家庭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让我们从舒缓护理科的护士那里，听到准

确的解释，什么是舒缓护理？ 

[00:01:16]  

Cathy，舒缓护理护士。 

Cathy: 缓和医疗就是为了尽可能地提高生活质量。缓和医疗是为身患无法治愈的疾病

的患者提供的。其方式是向他们提供医疗护理，以减轻他们因严重疾病而引起的疼

痛、症状和压力。缓和医疗由专业人士和专业支持团队组成。他们通过管理患者的身

体、社会、情感和精神需求，专注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医护人员及其他护理人员

将定期对患者及家属进行探视，以确保在可能的困难时期不会让您独自一人面对。 

[00:02:14]  

Michael，护理人员经验。 

Michael: 当舒缓护理的建议被提出来的时候，那真是一种解脱。在爸爸生病的时候，

他会在半夜突然发烧到39度。这让人非常害怕。因此，接受舒缓护理之后，我们觉得

他很安全，而且也减轻了我们的负担。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文化障碍阻止我们使用舒缓

护理 。我们兄弟俩非常感谢为我们提供的这种帮助和时间。是的，我们公开地谈论舒

缓护理。 

[00:02:51]  

Cathy，舒缓护理护士。 

Cathy: 在缓和医疗中，我们有一支完整的医疗专家团队，包括医生、护士、理疗师、

职业治疗师、社会工作者、咨询师、营养师、语言病理学家，甚至还有志愿者。患者

及家属始终是决定其健康、医疗和服侍的决策中心。我们考虑到了患者的文化需求，

我们将咨询您的文化需求和偏好是什么。如果您有任何的特殊需求，此时可以告知我

们，以便我们组织的护理也符合您的文化需求。例如您喜欢吃的食物的类型，如果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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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食或其它精神仪式等等。或者可能是文化期望影响了您的家庭决策。例如在某

些文化中，决策者不一定是他们的护理者，或者也不一定是他们的丈夫或妻子。也许

您对复苏有强烈的信念，或者您考虑请一名女护士或男护士。当我们照顾患者及家属

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的。我们也理解中国的习俗会影响患者作出的

缓和医疗的决定。 

[00:04:30]  

Mina，护理人员经验。 

Mina: 治疗过程中，有一位中国医生，他提出我们可以尝试舒缓护理。最初听到时，

我们全家都很震惊，以为舒缓护理就是没治了，等于宣告患者等待死亡，但有时并不

如此。 

[00:04:55]  

Cathy，舒缓护理护士。 

Cathy: 在一些华语家庭中，人们认为缓和医疗只是为了临终关怀。当有人向他们建议

缓和医疗时，他们会感到非常苦恼。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接受了缓和医疗，患者就要死

了，或者他们的寿命就会减少。这与事实相去甚远。缓和医疗并不意味着没有希望，

也不意味着您已经放弃，更不意味着家人不在乎。此外，如果患者需要住院接受缓和

治疗干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即将死亡、他们的寿数有限。他们可能只是需要控制他

们的症状和调节药物。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可以回家的，直

到他们的疼痛正在得到管理。缓和医疗不会导致过早死亡，也不是一种安乐死的形

式。 像吗啡等药物可以缓解疼痛或缓解呼吸短促。正确使用吗啡对患者有好处。医生

训练有素，药物也经过了充分的研究，并且对于如何正确使用药物来缓解患者的不

适，也有严格的指导方针。  

[00:06:31]  

Michael，护理人员经验。 

Michael: 我之前并不知道什么是舒缓护理。医院社会工作者向我介绍了这个词，我用

Google搜索出来的结果叫做关怀中心。我认为它应该叫做关怀中心，这是在中国用于

舒缓护理的特殊中文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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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54] 

Cathy，舒缓护理护士。 

Cathy: 当我们的团队有机会在患者生病的早期阶段见到他们时，这实际上就给了我们

时间，在他们的身体不适之前，就去了解对方和他们的家属。我们可以了解他们和他

们家人希望得到怎样的护理，了解他们的愿望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他

们。绝症患者可能更希望我们直接与他们的家人或特定的家庭成员讨论他们的疾病情

况和治疗方案，而不是直接与他们交谈。这都没有关系。我们只需要得到这位患者的

许可，或者直接称之为同意，就可以这样去做了。 

[00:07:51] 

Sandy，护理人员经验。 

Sandy: 我的亲人已经过世很多年了。作为照顾者，很多问题仍然盘旋在我的脑中。

我会情不自禁地自问，“到底那时发生了什么？如果发生在现在，我会采取不同的做法

吗？那时还有什么我没有想到、没有做到的？”应该是一份遗憾吧，所以这些问题还盘

旋在我的脑海中。想当年，我真的不太懂什么是舒缓护理。这一系列的医生、治疗方

法和药物等等，它们组成了一个系统，我真不怎么理解。如果我懂，当时我就会察觉

出迹象，比较清楚他的病情发展的阶段。什么时候将会变得更糟？什么时候会有一点

好转？更清楚在不同阶段，我可以对他的不同的帮助。 换了现在我会很自信的请护士

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把我所有想要知道的问题统统问出来。 

[00:09:18] 

Cathy，舒缓护理护士。 

Cathy: 您可以在疾病的任何阶段开始缓和医疗，甚至在您得到诊断并开始治疗的时

候，您不必等到您的疾病已经发展到晚期，或是在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才开始缓和

医疗。实际上，越早开始缓和医疗会越好。当您首次被告知姑息治疗时，最好要从推

荐的来源上了解更多。外面有很多误导性的信息，尤其是互联网上的信息。如果您有

任何疑问，最好向您的医生或缓和医疗团队咨询，尽可能更多地找出这些信息。这样

您就可以把这些正确的信息分享给您关心的人和您的家人了。 

[00:10:17] 

Mina，护理人员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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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a: 我妈妈是在睡着的时候过世的，周五晚上我们并不知道她将永远不会再醒过

来。周六的时候，护士告诉我们妈妈应该是不会再醒过来了。医生也没料到我妈妈会

走得这么快，我妈妈是在周日中午过世的，她是在睡眠中安详地走了。我们感到欣慰

的是，她不用再遭受病痛的折磨。 

作为家属，我们想大致了解医生用了哪些药物镇痛。通常我们中国人好像传说吗啡会

加速死亡，但我们其实不确定是否是这样。但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妈妈最后在舒缓治

疗病房的日子里相对少受了痛苦，她是在睡眠中安详离去的。 

[00:11:13] 

Cathy，舒缓护理护士。 

Cathy: 护理专业人士明白，进行这些谈话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将帮助您和您的家人更

好地了解如何照顾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缓和医疗团队可以安排家属会议。患者家属

会议是赋予患者家属权利和支持患者家属的一种形式，并提供一个机会来分享和查明

护理目标、治疗阶段和患者的愿望。 

如果您不会讲英语，一定要找口译员或提倡者，他们可以坐下来帮助您了解会议的细

节。在会议期间，让缓和医疗团队，了解您和您的家人可能有的任何宗教或精神信仰

或仪式也很重要，特别是当您在生命的最后阶段。 

[00:12:20] 

Nina，护理人员经验。 

Nina: 当我们在医院时，我第一次感到了舒缓护理的介绍，我们立刻想到我的母亲快

要死了。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何时和不要告诉她。这是我们当时最重要的两个问题，

而我的反应是绝对的恐惧和损失。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不会谈论死亡，也不会将死

亡带入家庭，也不会准备或谈论死亡。因此，与医生和护士交谈时，我们遵循的是同

样的做法。现在回首，我会问有关舒缓护理的问题，但我本可以避开母亲和其他家庭

成员，自己去看，获得更多，我会问更多有关的体症、身体症状，以及如何使她舒

服。 

[00:13:38] 

解说员：您已经到达第二章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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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00:00:00]  

解说员：您好。欢迎加入舒缓护理项目。面向文化和语言多样化的护理人员，提供一

系列的播客，您正在收听华语社区的播客。欢迎来到第三章。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

舒缓护理以及我们的文化，可能影响我们如何应对以及如何获取舒缓护理。 

[00:00:33]  

Cathy，舒缓护理护士。 

Cathy: 作为一名华语背景的缓和医疗从业护士，我亲生体会到了影响患者家属对缓和

医疗和死亡的看法的挑战和文化障碍。这些有时是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文化信仰和

传统的。其中一些传统虽然是文化层面的，需要加以考虑，但有时会影响患者家属想

要接受的照顾和支持的程度。如果您觉得给您提供的关于缓和医疗的信息对您或您的

家人来说太具有挑战性，那么立即向别人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从一开始就消

除这些顾虑是非常重要的。即使知道如何开始谈话，对家属来说也会非常困难。比

如，很多中国家庭不会在家里谈论死亡，或生命的终结，因为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一

个坏的兆头。或者在患者还活着的时候，就讨论遗嘱和长期计划也是不合适的。如果

有时您不确定，也不想在您的家人面前问某个问题，要知道和我们缓和医疗团队的谈

话是保密的。其主要原因是确保每位患者都能在这些具有挑战性的阶段得到照顾。 

[00:02:13]  

Cindy，护理人员经验。 

Cindy: 在我们家里，我们避开不谈舒缓护理、死亡或濒临死亡。像这类话题，在中国

传统中是非常忌讳的。作为照顾者，我很想和家人敞开地讨论，但我觉得可能会伤了

他们。可我还是在医院的时候，悄悄地找到护士，单独地问了问题。这对我帮助很

大，我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其他家人，我不想增添不必要的麻烦，他们不会理解的。我

非常庆幸我那样做了。护士对我的帮助相当大，护士还给了我很多好点子，护士甚至

还帮我安排了家访，有专门的志愿者上门做按摩。作为照顾者。那一刻，不仅看到自

己生病的亲人的僵硬的腿被舒舒服服地按摩着，还给我一个机会喘口气，照顾一下自

己。 

[00: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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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y，舒缓护理护士。 

Cathy: 让我们先来谈谈缓和医疗会加速死亡的“神话”。事实上，缓和医疗致力于帮助

患者在其生命终结之前，以最小的疼痛和痛苦，拥有最佳的生活质量。研究表明，接

受缓和医疗的晚期患者的生活质量实际上得到了改善。而且事实证明，他们比没有接

受缓和医疗的晚期患者，活的寿命更长。患者之所以相信这个“神话”，是因为在很多

情况下，患者等到了太迟才接受缓和医疗，而且巧合的是，因为患者等了太久，他们

很快便去世了，其家属认为这都是因为缓和医疗导致的。请记住，患者走到生命的尽

头时，药物是帮助其减轻痛苦的，不管您的文化背景如何，在生命的尽头，远离疼痛

和痛苦，对每位患者来说都很重要，这也是每位患者都享有的权利。 

[00:04:50]  

Ivy，护理人员经验。 

Ivy: 作为一名照顾者的您，可以通过很多不同的渠道得到信息，互联网是其中之一。

互联网上有很多信息，但不总是正确的，而且可能不是最适合您的信息。我建议您从

一开始就和专业的医护人员和相关的部门直接对话，这样可以保证得到第一手最正确

的信息。 

[00:05:27]  

Edna，护理人员经验。 

Edna: 我很担心，因为我叔叔服用吗啡时，总是在睡觉。我们以为他们在给他服药，

使他入睡，所以我们要求停止服药。他们向我们解释说，如果没有药物治疗，患者将

遭受痛苦，我意识到，让他活着，且没有药物治疗，还痛苦不堪，这对他来说也不公

平。我自己与医生和护士交谈，解释给我听。 

[00:06:16]  

Cathy，舒缓护理护士。 

Cathy: 当患者患有复杂的症状时，通常需要专业人士介入进行缓和医疗。接受不同程

度的治疗或注射吗啡，并不意味着患者放弃了生活。如果饮食减少了，并不意味着缓

和治疗团队或家属正在放弃患者。许多患者可以注射吗啡数月，来控制疼痛或呼吸困

难。吗啡不会导致患者死亡，但潜在的疾病会。缓和医疗并不意味着您要放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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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并不是停止所有的治疗或停止饮食。它让患者有机会专注保持舒适，没有痛苦，并

专注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东西和带给他们最大快乐的东西。 

[00:07:22]  

Sandy，护理人员经验。 

Sandy: 我们在家里照顾病重的姐姐，看到她很痛苦、很折磨的样子，我们束手无

策。护士建议让姐姐去医院住几天。我们一听，就以为姐姐肯定是有去无回了，肯定

是走向死亡了。我们非常悲哀。但是姐姐去了几天后又回家了，她比住院前好很多，

用的药很适合姐姐的病情，姐姐自己也觉得舒服了很多。因为有几天的歇息，我们家

人也缓过一口气来，感觉又能继续照顾好姐姐了。 

[00:08:11]  

Cathy，舒缓护理护士。 

Cathy: 如果治疗对他们有帮助，患者可以继续接受治疗。除非患者无法进食，否则不

会停止进食。随着疾病恶化和身体意识到生命即将结束，患者的饥饿感和干渴感就会

降低。停止进食的患者死于疾病，而不是饥饿。在患者生命的最后阶段，饥饿感通常

是没有的。因此，通常不需要给患者喂食来防止其饥饿，除非患者自己需要食物。对

于那些认为护理者应该烹饪提供营养餐，直到患者生命结束的家族来说，这有时是很

难理解的。当患者处于死亡阶段时，食物对其身体有着不同的意义。没有食欲的患者,

其实上喂食呢，会加重更大的伤害，加重他们的症状。如果患者在疾病进展过程中，

不太活跃，只需足够的食物来维持身体健康，那么他们需要的食物就很少。 

[00:09:36]  

Liz，护理人员经验。 

Liz: 我父亲很不喜欢医院的食物，我担心的是，他的体重迅速下降。因为我作为他的

女儿，有责任给他准备好吃的营养餐、美味的家常汤，就像奶奶以前做的那样。舒护

中心的护士，允许让我们进入厨房，并可以用微波炉把汤加热，可以他只是喝了几汤

勺，再也不想吃了。我非常担心他胃口不好，我的妹妹、叔叔和阿姨，一直说这不是

一个好兆头，我应该强迫他吃东西。而这里的护士则对我说，在身体不想吃东西的时

候，就不要勉强他吃什么，并保证他通过输营养液，就足够维持身体的需求了。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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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觉得，那是不够的。作为长女，我有责任给他做我们传统的美食，让他能够胃口大

开，可是我都没有做到。这对我来说，感觉非常的难过，真的。 

[00:10:56]  

Ivan，护理人员经验。 

Ivan: 我认为没有任何文化障碍可以阻止我们接受舒缓护理，他们提供舒缓护理之

后，立即减轻了我作为照顾者的负担，而且更多的是以心理和情感的方式来支持我。

我立刻为父亲感到安全，因为这些经过专业培训的医护人员，都会照顾好父亲。 

[00:11:23]  

Karen，护理人员配音。 

Karen: 后来，祖母的病情迅速恶化，我们的社区的朋友，每天都来探望，这让我们最

后都感觉有点受不了了。我知道，在我们的传统中，探望病人并寻求宽恕，是我们信

仰和习俗的一部分。但是到了这个阶段，我的祖母已经精疲力尽，不能说话，或诵读

经文了。舒缓护理中心的舒缓治疗团队，真的很棒，他们给了我们一个私人房间，里

面特别加了一张床，这样，我和我的妹妹晚上可以睡在那里，我们在她不能诵读经文

的时候读给她听，甚至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夜晚也允许我们给寺庙里的师傅打电

话，请他们过来帮忙超度，整个过程非常平和安详。我觉得这里的工作人员非常尊重

我们的选择。 

[00:12:32]  

Cathy，舒缓护理护士。 

Cathy: 缓和医疗团队可能会建议患者入院进行症状复查。别慌，这很正常。有时最好

是在患者住院期间评估他们的症状，这样医生和护士就可以更好地、更仔细地观察其

症状。有些患者担心，他们一旦进了医院，就有可能再也回不了家了。通常，缓和治

疗团队会建议患者到医院接受治疗。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旦症状得到了更好的控

制，患者就可以回家。如果您希望留在家里，也可以让缓和医疗团队知道。 

[00:13:23]  

解说员：您已经到达第三章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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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00:00:00]  

解说员：您好。欢迎加入舒缓护理项目。面向文化和语言多样化的护理人员，提供一

系列的播客，您正在收听华语社区的播客。欢迎来到第四章。在本章中我们将讨论舒

缓护理的工作原理。由谁来组织舒缓护理以及通过舒缓护理服务提供各种选择、服务

和网络化的帮助机制。 

[00:00:40]  

Cathy， 舒缓护理护士。 

Cathy：缓和医疗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来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将由您治疗的专

业人士发起。因为您的医生很清楚您的状况和您的疾病所处的阶段。一旦缓和医疗团

队受到您的转诊报告，其中一名护士会进行审核，然后直接与您联系，进一步讨论您

的病情。很有可能会召开患者家属会议，允许患者、患者家属和缓和医疗团队相互提

问，并开始为患者和患者家属规划最佳的缓和医疗方案、目标和计划。这是准备所有

问题的最好时机。如果您觉得，您想问一些保密的问题，就让护士知道，安排一个单

独的时间与您交谈。 

[00:01:45]  

Mina，护理人员经验。 

Mina: 我们开始每月一次舒缓护理。每月见一次舒缓护理医生， 由社区护士定期上门

来访。有一次他甚至请了会说普通话的护士一起来随访。舒缓治疗并不能真正地治愈

患者，而是为病人和家属提供一些指导和帮助，包括情感上和心理上的，而且病人随

时随地想看医生比较困难，这些社区护士可以和医生一起工作，跟进妈妈的病情。例

如在我妈妈的病情里经常会发生腹泻，社区护士随身带着一个小图册，然后会询问是

哪种情况，然后他会相对提出适当的药物建议，以缓解腹泻。 

[00:02:43]  

Cathy，舒缓护理护士。 

Cathy：当缓和医疗团队的人员第一次见到患者及家属时，他们会向您提供有关疾病

和治疗方案的信息，他们会花时间与您详细讨论缓和医疗的不同阶段，疾病将如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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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患者，以及患者家属在这些阶段如何提供帮助的信息。他们会问您在缓和医疗的过

程中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愿望，以及您希望得到怎样的护理。 

[00:03:23]  

Michael，护理人员经验。 

Michael：在我父亲患病的晚期，他告诉我，一名志愿者正在按摩他的脚。他感到志

愿者的无私奉献。爸爸告诉我这个地方很好，人们也很友善。我们不能在家里照顾爸

爸，也没有办法感到安全。舒缓护理团队为爸爸做了很多的事情。尽管我们不经常去

看医生，但是还是有护士给爸爸洗澡，帮他换衣服、换床单，还有教会的人来为我们

祈祷。我们认为在舒缓护理中父亲可以保持尊严，因为他正遭受癌症的折磨。他们减

轻了他的痛苦，让爸爸放松，使他尽可能的舒服。 

[00:04:15]  

Cathy，舒缓护理护士。 

Cathy：缓和医疗服务因地而异，但通常会有一支由专业医疗人士和联合健康成员组

成的团队。他们可能住在医院或社区。缓和医疗的方案也可能因患者而异。这是因为

治疗方案是根据患者个人的情况和需要定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告诉患者不要将自

己的缓和医疗方案与其他患者作对比的原因。对一位患者来说，正确的方案或方法，

对另外一位患者来说，可能并不适合。 

[00:05:03]  

Mina，护理人员经验。 

Mina: 舒缓护理中心有医生、护士给妈妈洗澡、换床单。有志愿者过来做按摩，还有

教会的志愿者陪伴祈祷。我妈妈七十三岁。她有一些朋友八十多岁了。她们来看我母

亲的时候，他们也对中心的护理印象深刻。可能他们也在为他们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况

提前了解。我妈妈过世半年后，护理中心为这一段时期，在护理中心失去亲人的家属

举行了追思会。起初我不太想去，但是因为我爸爸想去，所以我就陪他去参加了。这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追思会。我们听诗歌、我们排队点蜡烛，所有去世亲人的名字被一

一列出。我们见到了在护理中心关怀病人的医生、护士。然后最后大家走到室外看鸽

子飞入高空，象征我们所爱的人永远在心中。那是一个感伤又深情的画面，在场所有

人都被深深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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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23]  

Mina，护理人员经验。 

Mina: 我们全家都对舒缓护理中心表示感谢。当妈妈被救护车从医院送到护理中心以

后，起初我们以为那里会是很黑、很压抑的地方，还可能有病患在疼痛地叫嚷，但是

到了那里发现，那是一个相对新装修的护理中心，一个病房通常就安排一个病人，没

有可怕的景象，也没有任何哀嚎，相反很安静。每个病房可以打开门通向室外，可以

在长廊休息、晒太阳。 

[00:07:05]  

Cathy，舒缓护理护士。 

Cathy: 我们在不同的领域提供不同级别和类型的服务。这些服务的范围从家庭服务，

如淋浴或清洁，到帮助您去看医生、提供情感支持，和给护理者休息的时间，这些均

被称为临时护理服务。探索您所在的地方有什么服务是很重要的。因为服务因地方而

异，护理者的角色可能会很累，对身体素质的要求也很高。所以，照顾护理者和照顾

患者同样重要。 

[00:07:54]  

Lena，护理人员经验。 

Lena: 在等救护车时，爸很害怕，我就安慰他。救护车一到，爸松了口气，氧气罩一

戴，爸就慢慢地睡着了。没料到，爸这一睡，就再也没有醒过来。当医生说爸爸情况

不怎么好时，我还不太相信，但也听了他的建议，半夜三更把妈妈接到医院里，还给

远在中国的姐姐打了电话。一位护士悄悄地告诉我，人的听觉是最后走的，我也听了

她的话，在爸爸耳边为他唱他喜爱的歌。爸爸临走前出了一身大汗，几个好心的护士

帮我和妈妈为爸爸擦洗、换上衣服，连床单都换了，整个过程都是轻轻的、很温柔

的。爸爸还是真的在梦中走了，走得很安详，走得很快。爸爸一走，全部医护人员静

静地撤离了房间，只留妈妈和我单独陪着爸爸。因为我们都没有心理准备，所以是很

震惊的。我们在那个屋子里待了很久，没有一个人过来催我们，一直等我们自己觉得

已经可以了的时候，我们出了房门告诉他们。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是很有人道主义，很

善待我们。后来我才知道，其实爸走的那一晚，爸爸和一家人经历的就是舒缓护理。

医院尽可能让爸爸舒服，少受病痛的折磨，同时也给予了我们家属最大程度的支持和

帮助。 



In Our Own Voices Palliative Care Podcasts Transcript (Chinese) 

            

[00:10:03]  

Cathy，舒缓护理护士。 

Cathy: 缓和医疗服务，也可以帮助提供您在家里所需的护理设备，比如轮椅、病床、

浴室辅助设备等，这将帮助您更安全地照顾您和接受治疗的患者。有时候，仅仅是在

浴室里放一根栏杆，或一个马桶座升降器这样的设备，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在这种情

况下，职业治疗师能够向您建议什么设备是最有帮助的。 

[00:10:46]  

Niki，护理人员经验。 

Niki: 我父亲一直很紧张，躺在床上久了，双腿也很不舒服，舒缓护理派来了一名志愿

者，上门为父亲做腿部按摩，这也让我作为照顾者有了一个小时休息的机会。父亲经

过按摩会舒服很多，我以前并不知道这也是舒缓护理的一个部分。我以为舒缓护理就

是住院、打针、吃药。我现在和您分享这个信息，让更多人知道和受益。 

[00:11:33]  

解说员: 您已经到达第四章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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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解说员：您好。欢迎加入舒缓护理项目。面向文化和语言多样化的护理人员，提供一

系列的播客，您正在收听华语社区的播客。欢迎来到第五章，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舒

缓护理阶段的决策，我们还将探讨提前计划。首先，让我们从舒缓护理科的护士那儿

听一听提前计划的含义。 

[00:00:40]  

Cathy，舒缓护理护士。 

Cathy: 缓和医疗，尊重临终患者及家属对其护理的选择，这意味着必须根据患者的最

佳利益和他们对护理的愿望做出决策。通常是患者在他们有能力的时候做出决策。但

随着病情的发展，他们有可能需要别人来帮助他们做出这样的决策。在一些中国家庭

中，决策者可能是患者家里的某个成员，重要的是，当您所关心的患者的身体状况良

好时，要与他们讨论这个问题，了解他们希望做出怎样的决策。如果他们更喜欢医生

和患者家属交谈，那么必须让他们的医生知道他们可以与谁交谈，谁可以代表患者做

出决策。 

[00:01:43]  

Nina，护理人员经验。 

Nina: 是的，我们家能够就病情敞开交谈。我的姐姐在中国，最初听到医生对我母亲

的癌症诊断时，我们真的都非常震惊，但是我们并没有否认这一情况，而是努力接受

这一事实，然后尽量在心理上做好准备。 

[00:02:12]  

Cathy，舒缓护理护士。 

Cathy: 缓和医疗团队可能会提出一些问题，包括在您生命的阶段，什么对您来说最重

要。您觉得疼吗？如果您身体不适，您希望我们跟您的家属中的谁来谈论您的病情？

您希望在临终前哪里得到护理？在家、医院、还是临终关怀？此外，我们还需要知道

患者在病情加重的时候的愿望是什么。我们会讨论护理目标，让患者知道有哪些选择

的方案。 

[00: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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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a，护理人员经验。 

Bona: 爸爸病情的恶化是非常突然的，我们一点也没有心理准备。在最后一段照顾爸

爸的时间里，我常常已经精疲力竭了，根本无暇顾及任何其他事。作为一个过来人，

我的建议是早为后路作打算。当时，我觉得提及这个话题会带来不吉利，就闭口不

谈。现在我很后悔当初在爸爸还健在的时候，没有和爸爸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沟通。

现在轮到我要照顾妈妈了。我会选择恰当的时机试探妈妈。比如，想葬在哪里？以后

愿意进养老院吗？要插管子动手术吗？还有什么很想做、很想看、很想到的地方？很

想念谁？当然，每一位的具体情况都不同，您只能用您最合适您的放释去找到您的答

案。陪伴我们父母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路，是我们做小辈的福份，会让我们今后无怨

无悔和心安。 

[00:04:38]  

Cathy，舒缓护理护士。 

Cathy: 缓和医疗团队在帮助患者家属讨论和确定他们的选择方案、愿望，和选择方

面，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可以私下与患者讨论，也可以向家属参与讨论。我们的目标

始终是致力于为患者找到最好的治疗方案。他们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并帮助他们做

出决策、帮助他们维持治疗，让他们没有痛苦，从不适或压力中解脱出来。有时候人

们觉得他们必须不断地尝试延长患者的生命，因为这是他们的日常职责或他们的责任

所在。作为医治团队，我们帮助患者家属确定什么对他们所爱的人是最好的。他们的

选择和方案是什么，以及他们的愿望和需要是什么。如果这对您来说是个困难的话

题，请与缓和医疗团队谈谈。他们训练有素，可以与您谈论这个话题。 

[00:05:57]  

Michael，护理人员经验。 

Michael: 每一位病患都希望自己不要被病痛折磨得太厉害，都希望能够在老去时，仍

然维持自己的尊严和体面。 有一天，我去探望爸爸的时候，他正坐在太阳底下晒太

阳，但他的眼神非常的哀伤。爸爸对我说，我真希望明天早晨，我就永远不要再醒过

来了。 

[00:06:30]  

Cathy，舒缓护理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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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y: 有时候，如果大家庭参与其中，决策可能会很复杂，而且他们并不同意单一的

治疗方案。例如，如果患者需要吗啡来缓解疼痛，许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属，可

能认为吗啡会使人死得更快，从而导致家庭冲突。关于如何正确使用鸦片类药物，有

明确的指导方针。我们的目的并不是镇定患者或加速患者死亡。我们的职责之一，是

解释和曾经是否存在任何误解，并向患者及家属提供正确的信息，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没有开诚布公的沟通，就会导致患者遭受更多的痛苦。 

[00:07:31]  

Miki，护理人员经验。 

Miki: 看护者也需要照顾好自己，吃饭、睡觉。如果家里能有一些额外的帮助，确实是

很好的。我们不用自己做所有的事情，舒缓护理社工可以帮助我们安排一些人，来家

里帮忙。 

[00:07:56]  

Cathy，舒缓护理护士。 

Cathy: 患者的愿望可以通过一个叫做提前计划的过程来表达。缓和医疗团队可以与患

者讨论一些事情。比如，如果患者不能够再做出这些决定，他们希望是由谁为他们的

医疗保健做决定。您可以向您的缓和医疗团队询问更多的信息。他们也会考虑立遗

嘱，在某些文化中，遗嘱并不重要，但根据澳大利亚法律，如果死者的家属有遗嘱，

那么家属在其死后的生活就会容易得多了。通过一个名为澳大利亚高级护理计划的组

织，有一个在线资源可以帮助您用您的语言解决这个问题，有关更多详细的信息，请

查看您找到此播客的网页上列出的资源。 

[00:09:04]  

Nina，护理人员经验。 

Nina: 中国人把孝道列为第一美德。许多中国人仍然相信，孝道意味着尽可能长地维

持父母的生命，哪怕只是延长一秒钟也好。 医院里有些病人的家属有着不现实的期

望，甚至极端地干预医疗程序。对于这些人，我想说，请让您的父母安详、顺其自然

地老去，请不要增加他们更多不必要的痛苦。每一个人都有权在生命的最后一站，尽

可能地维持尊严和体面。生命的最后一程也应该要活得尽可能有质量，让您爱的亲人

更舒服一点、更少一些疼痛吧。 



In Our Own Voices Palliative Care Podcasts Transcript (Chinese) 

            

[00:10:08]  

Adana，护理人员经验。 

Adana: 爸爸突然去世后，家里一大堆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却非常令我困惑，那就

是平时省吃俭用的妈妈，突然一下子对选择爸爸和她自己将来的墓地变得非常的挑

剔，而且还不在乎为墓地多花几个钱。后来妈妈才透露出来，妈妈相信一个好的墓地

会给子孙后代带来好运，让子子孙孙平平安安、繁荣昌盛。妈妈说，这不仅仅是她相

信的，很多中国老年人都是这样想的。但妈妈对写遗嘱这件事，却是非常地忌讳。 

[00:11:02]  

Nina，护理人员经验。 

Nina: 没有。中国人一般不喜欢安排遗嘱这类事宜。我母亲过世以后，我爸爸有安排

与我一起签署授权委托书，以防不测，但是我爸爸也没有立遗嘱。他回中国和朋友见

面时说起，他们通常认为立遗嘱是一件非常晦气的事情。如果立了遗嘱，也许这个人

很快就真的过世了，亦或是一旦立了遗嘱，家中小辈也许就希望他们早点死去，能够

继承遗产。 

[00:11:45]  

Nic，护理人员经验。 

Nic: 我听了别人的忠告，要为将来早做打算。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我需要办理

power of attorney，就是让妈妈签授权书。我做到了。但是后来当我妈妈真的病了，

并且病得很重。她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她自己已无法为自己的健康做出决定。我想

我可以介入，并为妈妈做出决定，我的意思是我是她的儿子，我最了解妈妈了。但是

他们告诉我，我需要enduring guardianship，就是持久的监护权。可是那时候我不知

道这是两回事。授权书是为了财务决定，但对于妈妈的健康决定则是监护权。回头想

想，如果当时我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好了。 

[00:13:03]  

解说员: 您已经到达第五章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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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00:00:00]  

解说员：您好。欢迎加入舒缓护理项目。面向文化和语言多样化的护理人员，提供一

系列的播客，您正在收听华语社区的播客。我们已经快结束有关舒缓护理的录音，我

们希望播客对您有所帮助，并希望您能够采纳访谈者提出的一些提示和建议，不要害

怕与亲人开始对话，如果需要帮助，我们建议您与舒缓护理小组和您的家人交谈，我

们知道这对您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但是我们不要低估与您的舒缓护理团队进行对

话的重要性，这样无论您的文化背景和传统，他们都可以为您提供正确的支持。他们

在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提供护理，并且经验丰富。 

[00:01:13]  

Cathy，舒缓护理护士。 

Cathy: 我们感谢您收听本期播客，并鼓励您与您的缓和医疗团队交流，如果文化和传

统在您接受治疗和保健的方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缓和医疗团队将帮助解答您的任

何问题和顾虑，我们会帮助您和患者，使他们虽然患有绝症，但仍然生活舒适，没有

痛苦。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帮助绝症患者，在其临终前与家属共度生命中剩下的美好时

光。 

[00:02:01]  

Karen，护理人员配音。 

Karen: 在讨论舒缓护理这个话题时，其实我觉得最困难的部分是与自己的家人交谈，

有时与舒缓护理的医生和护士交谈，您反而会觉得更容易一些。这是因为他们一直工

作在这个领域，经验非常丰富，他们专门受过这方面的培训，他们更知道如何帮助

您，并且他们尊重您的个人隐私。 

[00:02:36]  

解说员：请访问新南威尔士州护理者网站，以了解有关舒缓护理的更多信息，有不同

的语言版本。 

我们到了播客的结尾，我们希望不同的故事和社区的声音，能帮助您了解更多有关舒

缓护理，以及如何在澳大利亚使用舒缓护理方法的信息。如果您是护理人员，并且正

在收听此播客，我们建议您与您的舒缓护理护士联系，并向他们谈谈您的担忧，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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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特定的文化需求，请与他们谈谈如何调整、提供支持，以便您与您的家人共度美

好时光。 

感谢您收听舒缓护理计划，这是针对文化和语言多样的社区的舒缓护理的对话。该项

目由新南威尔士州卫生局资助，由新南威尔士州照顾者机构主持，与新州民族社区理

事会合作完成。 

我们要感谢舒缓护理咨询委员会为该项目提供的支持，我们还要感谢Kogarah的

Calvary健康护理中心，伊拉瓦拉（Illawarra）多元文化社区理事会、民族社区服务合

作社、新州民族社区理事会。也非常感谢今天与我们一起参加对话的健康专业人员和

谈话嘉宾，您可以在网站上找到他们的姓名和个人资料。 

最重要的是与我们交谈并分享了经验的许多护理人员，以便其他护理人员能够更多地

了解舒缓护理。 

此资源是在新州民族社区理事会及其合作伙伴的支持下设计的。灵感来自被称为用我

自己的声音的教育资源，我们感谢新州民族社区理事会及其双语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的

合作与伙伴关系。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新南威尔士州照顾者机构网站：www.carersnsw.org.au。或

联系1800-422-737，周一至周五，上午8点至下午5点上面的护老者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