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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長 的 話

安
寧療護是一種整合式的服務，為了讓病人享有優質的臨終照護，使末期病人能得到完整

的身、心、社、靈四個面向之關懷與醫療服務，讓每個生命都有選擇善終的權利。國民

健康署自 106 年起推動「整合性安寧全人照護培訓與宣導推廣計畫」，希望藉由相關專業人

員、志工的培訓與輔導機制，強化安寧療護服務品質；此外亦需透過醫療照護機構、社區與

民間團體等多重管道，推動一般民眾安寧療護宣導工作。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承接靈性關懷及民眾宣導計畫，在計畫的三年間陸續邀集許多單

位投入及推動，並在參照美國、澳洲、加拿大、荷蘭及英國等先進國家的指引與各界專家投

注心力及時間下，以美國的指引做為參考藍本，完成了本土化的指引，推出台灣安寧靈性關

懷實務指引第一版，這本手冊集結了專業與關懷，臺北醫學大學臺北癌症中心邱仲 院長與

專家們用簡單的寫法讓大家一目了然，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與付出。

　　國民健康署期待靈性關懷實務指引的提出，能使靈性關懷工作者有所依循，期望未來從

醫療院所到社區場域，和學界、民間團體共同攜手，持續開展安寧靈性關懷的照顧工作，協

助陪伴病人及家屬達到心靈的安適，讓國人有品質地活到最後一刻。

　 署長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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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身、心、社、靈的全人關懷

　　科技高度發展，似乎掩蓋了人深層的需要，每個人都需要愛的理解與回饋，當物質過度

被重視，更甚至是科技取代人工，科技掛帥帶來的表現是人手一機的社會現象，推動靈性關

懷進入社區城市，也顯得切實且親切。

　　靈性關懷指引期盼提供靈性關懷思路、執行功能與評估，建構更美善的生活環境。人人

都有靈性的需求，人人需要的卻不盡相同，如何在建構醫療院所推廣靈性關懷，正是我們要

擁有關懷城市的第一步。AI無法代勞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懷、靈性的需求與滿足。

　　由國民健康署指導的三年大型國家計畫─「安寧靈性關懷人員培訓與與宣導推廣計畫」，

以制定「靈性關懷指引」為重要任務，經過多位委員及專家數次的會議討論及修改，已完成

台灣第一版「安寧緩和療護的靈性關懷實務指引」，將進入台灣各地醫院推廣使用，做為安

寧靈性關懷實務的指導與依據。

　　自 2017 年執行「安寧靈性關懷人員培訓與與宣導推廣計畫」三年以來，我們完成了制定

安寧靈性關懷人員專業訓練課程 28小時、安寧靈性關懷人員專業課程試辦六家醫院，推動所

及，目前全國安寧病房醫院之靈性關懷人員覆蓋率達到 82%。本計畫所遴選的民間團體，在

全國各社區舉辦大大小小靈性關懷教育訓練、推廣宣導活動已超過三百場次，參加人次已超

過萬人，除了上述已完成的豐碩成果，今年也將完成靈性關懷線上課程製作、靈性關懷指引

制定，目標是將靈性關懷的理念推廣到全國各個角落，從醫院機構到社區民眾，每位國民都

能認識靈性關懷。

　　我們有幸能結合一群專家、學者與前輩，致力發展及投入安寧照顧的靈性關懷工作。有

許多美好的前輩榜樣給了我們許多的經驗及學習，特別要感謝財團法人佛教蓮花基金會榮譽

董事長陳榮基教授、安寧緩和醫學學會蔡兆勳理事長、安寧照顧基金會的賴允亮教授、台灣

安寧照顧協會蘇文浩理事長、台灣天主教健康照護牧靈中心石台華修女、大悲佛學會宗惇法

師、台灣民俗信仰學會創會理事長吳永猛教授、財團法人基督教史懷哲宣道會蔣寶玲執行長、

雙連安養中心蔡芳文總顧問、以及黃麗慧老師等等，當然還有很多背後協助支持的人。這些

人都參與及成就了這件非常有價值及意義的工作！

　　值此台灣安寧 30年之時，全力支持及配合國家全面推動靈性關懷，也呼籲台灣全面重視

靈性關懷，實現關懷城市，使每個人都可以得到善終，得到靈性平安，完成台灣臨終照顧的

最後一哩路─建構台灣靈性關懷的全面發展！

邱仲峯  醫師 / 教授

國民健康署三年國家型計畫
—「安寧靈性關懷人員培訓與民間宣導推廣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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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座談會流程》

時　間 流　　程 主　講　人

14:40 – 15:00 報到 報到組

15:00 – 15:10 長官致詞
國健署長官
奇美醫院長官 田宇峰副院長
計畫代表 邱仲峯院長

15:10 – 15:30 「安寧療護靈性關懷指引」說明
靈性關懷推動委員會代表
邱仲峯院長

15:30 – 16:50 「安寧療護靈性關懷指引」逐條
導讀

靈性關懷推動委員會代表
邱仲峯院長
黃麗慧博士
宗惇法師
報讀 /謝佳靜關懷師

16:50 – 17:00 問卷回饋 行政組

17:00 散會

108 年 11 月 1日 ( 五 )15:00-17:00

奇美醫院第五醫療大樓 6樓 561 會議室

座談會流程 / 南部

主持人 : 初大慶關懷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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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流　　程 主　講　人

09:40 – 10:00 報到 報到組

10:00 – 10:10 長官致詞
國健署長官
慈濟醫院長官
計畫代表 賴允亮教授

10:10 – 10:30 「安寧療護靈性關懷指引」說明
靈性關懷推動委員會代表
賴允亮教授

10:30 – 11:50 「安寧療護靈性關懷指引」逐條
導讀

靈性關懷推動委員會代表
賴允亮教授
蘇文浩醫師
黃麗慧博士
報讀 /張源關懷師

11:50 – 12:00 問卷回饋 行政組

12:00 散會

108 年 11 月 2日 ( 六 )10:00~12:00

花蓮慈濟醫院感恩樓 2樓二期講堂

座談會流程 / 東部

主持人 : 初大慶關懷師



▏4

時　間 流　　程 主　講　人

09:40 – 10:00 報到 報到組

10:00 – 10:10 長官致詞

國健署長官
北醫醫院長官
計畫代表 邱仲峯院長

陳榮基教授

10:10 – 10:30 「安寧療護靈性關懷指引」說明
靈性關懷推動委員會代表
蘇文浩醫師

10:30 – 11:50 「安寧療護靈性關懷指引」逐條
導讀

靈性關懷推動委員會代表
蘇文浩醫師
黃麗慧博士
石台華修女
報讀 /高倩琪關懷師

11:50 – 12:00 問卷回饋 行政組

12:00 散會

108 年 11 月 16 日 ( 六 )10:00~12:00

臺北醫學大學杏春樓大禮堂

座談會流程 / 北部

《座談會流程》

主持人 : 初大慶關懷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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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流　　程 主　講　人

15:40 – 16:00 報到 報到組

16:00 – 16:10 長官致詞
國健署長官
彰基醫院長官 林慶雄醫療長
計畫代表 黃麗慧博士

16:10 – 16:30 「安寧療護靈性關懷指引」說明
靈性關懷推動委員會代表
黃麗慧博士

16:30 – 17:50 「安寧療護靈性關懷指引」逐條
導讀

靈性關懷推動委員會代表
翁益強醫師
黃麗慧博士
宗惇法師
報讀 /羅文唎關懷師

17:50 – 18:00 問卷回饋 行政組

18:00 散會

108 年 11 月 29 日 ( 五 )16:00~18:00

彰化基督教醫院二期 11 樓連瑪玉學術講堂

座談會流程 / 中部

主持人 : 初大慶關懷師



▏6 《安寧療護靈性關懷指引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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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寧療護靈性關懷指引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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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寧療護靈性關懷指引 說明》

提供靈性關懷人員之院所
全國 76 家有住院安寧的醫事機構中

62 家有關懷師 / 宗教師 2019.8



安寧緩和療護的

靈性關懷實務指引

首版

全文



▏12 《安寧緩和療護的靈性關懷實務指引》

第一章節  對病人及家屬的靈性關懷

指引一、評估

指引二、提供靈性關懷

指引三、資訊的取得和靈性關懷的記錄

指引四、團隊合作

指引五、符合倫理規範

指引六、保密

指引七、尊重差異

第二章節  對機構及其同仁的靈性關懷

指引八、對機構的靈性關懷

指引九、對機構同仁的靈性關懷

指引十、靈性關懷人員（師）應負責機構的靈性關懷

第三章節  精進靈性關懷的知能

指引十一、持續地提升靈性關懷品質

指引十二、研究

指引十三、持續地教育訓練

4/20 第一次靈性推動委員會修正

8/24 第二次靈性推動委員會修正

8/31 第三次靈性推動委員會修正

安寧緩和療護的

Practical Guideline of Spiritual Care in Hospice Palliative Care-First Version

首版

靈性關懷實務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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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節  對病人及家屬的靈性關懷

靈性關懷人員（師）收集和評估病人情況相關的資料，包括生理、心理、社會、

靈性 / 宗教方面的狀況。

指引一、評估

▎解 釋

　「評估」是靈性關懷的根本步驟，為了提供有效的照顧，靈性關懷人員（師）必須確認病

人的需求，並按照其需求擬訂靈性關懷計畫。在擬訂安寧緩和療護計畫時，除了生理、心理、

社會之外，也要評估病人及家屬的靈性需求和宗教信仰狀態。即使病人或家屬對宗教信仰不

感興趣，靈性關懷人員（師）也要恰當地確認靈性的需求。

一個綜合性的靈性評估：

•�收集和評估關於病人的靈性和宗教、情緒和社交需要、病人的期待和其所擁有的資源，或

是病人的現況。

•�辨別出病人對靈性、宗教和生命意義與價值等困擾，及潛在可能的危險因素（例如輕生等）。

•可以使用標準化的靈性評估工具。（例如靈性安適感量表 FACIT-sp）

▎評量的標準

•第一次評估必須在時限內完成，之後持續地更新。

•�病人及家屬的靈性會談紀錄應存檔在醫療照護紀錄裡，使跨領域專業團隊（Interdisciplinary�

team）都能夠讀取。

•認知並尊重病人及家屬的信仰、文化和價值觀。

•認知並尊重病人及家屬的文化差異，盡量運用他們慣用的語言，以達到有效的溝通。

▎舉 例

•辨別出靈性的困擾，可以用一兩個靈性相關的問話：

　1. 請問您的信仰是甚麼？這個信仰對您有多重要？

　2. 您認為這個信仰對您的幫助如何？

•記錄病人的靈性歷程，以便了解病人的靈性資源和需求。

•�完成靈性評估：不只是記錄靈性現況與歷程，一份靈性評估需要受過專業靈性關懷訓練的

人員執行。



《對病人及家屬的靈性關懷》▏14

靈性關懷人員（師）規劃並提供持續的關懷，以提升病人、家屬的福祉。

指引二、提供靈性關懷

▎解 釋

　靈性關懷人員（師）與病人、家屬、以及跨領域專業團隊的其他成員一起合作擬訂全人照

顧計畫，並且提供團隊關於靈性關懷的專業知能。同時提供病人、家屬在靈性、宗教和生命

意義與價值等的關懷，並且適時地使用靈性資源，例如社區（群）的相關宗教群體、宗教領

袖及病友支持團體等。

▎評量的標準

•�適當地與病人、家屬和照顧團隊一起了解靈性關懷的計畫。能夠清楚表達關懷目標、介入

的時機及個別化的靈性關懷計畫。

•�認知並尊重病人及家屬的信仰、文化和價值觀，使用合適的資源來增進有效的溝通和介入。

•持續並有系統地評估關懷的計畫。

•根據情況的改變或是病人及家屬的期望來調整想要達到的目標。

•將病人的靈性或宗教信仰的習慣等資訊，提供給團隊成員。

•與病人及家屬的會談，應記錄在靈性關懷計畫和跨領域專業團隊的醫療紀錄中。

▎舉例

•�依病人及家屬的要求或同意，提供靈性服務；如祈禱、陪伴、積極地傾聽、人生回顧和宗

教儀式等。

•與機構鄰近的宗教團體溝通並鼓勵他們參與，提供病人及家屬合適的關懷。

•在病人或家屬的期待下協助安排合適的喪葬禮儀。

•�幫助跨領域專業團隊了解，病人或家屬的文化及特殊宗教背景，避免醫療處置方式與病人

信仰原則產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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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跨領域專業團隊的一員，靈性關懷人員（師）將關於病人的醫療、社會心理和

靈性 / 宗教的關懷目標加以評估和寫入病人的醫療紀錄。

指引三、資訊的取得和靈性關懷的記錄

▎解釋

　靈性關懷人員（師）與病人、家屬和其他成員的互動資訊和紀錄跟整個靈性關懷計畫息息

相關，因此其他團隊的成員必須能夠獲得這些資訊和紀錄。靈性關懷人員（師）的紀錄所使

用的格式、語言和內容須遵守機構的保密原則，同時確保整個醫療團隊了解病人及家屬對靈

性的需求和疑問。

　靈性關懷人員（師）遵守機構規則下，得以從醫師、護理師或其他專業人員的紀錄上讀取

病人的相關資料。

紀錄上應特別註記的項目：

•會談過程的發現，如整體痛的處置要求、照顧的目標、拒絕的醫療措施、經濟補助等。

•靈性 / 宗教的偏好，想要或是拒絕持續的靈性關懷。

•靈性 / 宗教評估後的重要要點。

•病人及家屬對照顧的期待。

•靈性關懷人員（師）的靈性關懷計畫中，跟病人、家屬的目標有關的部分。

•靈性關懷人員（師）介入關懷的結果。

▎評量的標準

•機構內靈性關懷紀錄應使用統一格式，能夠讓跨領域專業團隊讀取。

•資訊包括靈性評估、關懷內容，同時兼顧隱私權和保密。

▎舉例

•�在醫療紀錄中，記錄關懷的歷程與議題、靈性 / 宗教的評估、病人對靈性 / 宗教儀式的需求、

靈性關懷人員（師）所提供的服務項目〈如陪伴或傅油、領聖餐、念佛等宗教儀式…〉，

以及病人、家屬希望持續或終止靈性關懷。

•在醫療紀錄中，記錄靈性關懷人員（師）參與跨領域專業團隊照顧計畫的結果。

•在醫療紀錄中指出影響照顧計畫的靈性 / 宗教資源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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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緩和療護是以團隊運作為核心，而靈性關懷人員（師）是其重要的一員。

指引四、團隊合作

▎解釋

　靈性關懷人員（師）為病人、家屬及成員在評估靈性和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等方面提供專業

知能，為了達成此目標，靈性關懷人員（師）應和團隊溝通與互動，建立互信尊重的團隊。

▎評量的標準

•�參與跨領域專業團隊會議，針對病人及家屬在面對威脅生命疾病時的靈性需求，提供靈性

關懷計畫與專業貢獻。

•�靈性關懷人員（師）應參與病人及家屬的團隊會議，說明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和情緒等靈性

關注的議題。

•�靈性關懷人員（師）必須擁有跨領域專業的基本知能，可以清楚地回答病人及家屬的疑問，

合宜的表現自己的角色功能，避免跨越其他專業領域的界限。

•與團隊成員保持可信的、專業的人際關係。

•即時回應團隊成員的轉介需求。

•以遵守機構規則的溝通管道來提供靈性關懷。

▎舉例

•�向跨領域專業團隊成員負責，開放心態面對團隊的回饋，培養對自己強項和弱點的自我覺

察。

•�在跨領域專業會議中提出有意義的貢獻，包括分享從觀察和評估得到的資訊，以其他專業

領域能夠了解的語彙撰寫靈性關懷紀錄。

•�在跨領域專業團隊衝突中，參與、幫助並示範有效的解決方式，並向成員提供建設性的回

饋以加強團隊的功能和效率。

•�指導跨領域專業團隊有關靈性和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等問題，並鼓勵團隊成員給予病人或家

屬適當的靈性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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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關懷人員（師）必須遵守倫理規範，作為判斷、抉擇和行為的準則。

指引五、符合倫理規範

▎解釋

　靈性關懷人員（師）要能夠面對潛在倫理和道德的兩難挑戰，協助病人、家屬、跨領域專

業團隊、機構同仁和社群在倫理問題上做最好的抉擇。靈性關懷人員（師）應尊重病人或其

代理人的信仰、價值觀、文化和偏好，在簽署相關醫療文件時，維護病人自己做決定的權利。

靈性關懷人員（師）必須充分了解評估病人抉擇能力的步驟，以及政府相關法規。靈性關懷

人員（師）需要覺察照顧病人、家屬和醫事同仁過程中的多重關係，病人常在其人生中最軟

弱的時刻接受不同的文化、靈性及宗教信仰，靈性關懷人員（師）明白專業的界限和符合倫

理的關係至關重要。

▎評量的標準

•�在面對病人、家屬、跨領域專業團隊、機構同仁和社群時，靈性關懷人員（師）在專業角

色中要維護尊重、公平、無害和有益的倫理原則。

•能夠清楚說明“雙重效應”（“double-effect”）和倫理抉擇。

•能夠清楚說明緩和鎮靜（palliative�sedation）措施的倫理議題。

•�在支持病人或其代理人的決定時，要能夠理解其信仰傳統關於提供、保留或撤除維生醫療

的規定及影響。

•在性別、靈性和宗教、財務、文化價值觀上持守清楚的界限。

▎舉例

•�在適當地背景下參與倫理決策過程或是倫理委員會，支持不同的信仰、靈性和文化的價值

觀。

•�需要持續接受倫理議題的再教育，在與跨領域專業團隊共同擬訂將倫理議題過程標準化，

必須了解個人專業的有限，需要時諮詢其他專業團隊的意見。

•幫助病人及家屬確認特殊醫療介入的益處和負擔。

•�辨識出病人一些特殊的困境，為他們發聲，例如沒有醫療代理人、或被認為缺乏心智能力

的病人等。

•清楚說明自然死和安樂死的倫理觀點，以及相關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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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關懷人員（師）對於病人、家屬、醫療紀錄、跨領域專業團隊成員、醫療團隊

及地方社區信仰團體等的相關資訊，有保密的責任，並須遵守國家法令規範。

指引六、保密

▎解釋

　對於靈性關懷人員（師）而言，關懷的首要重點就是病人及家屬。在國家法令的限制下，

每個病人都對自己的健康照顧資訊享有隱私、機密、自主和決定權。靈性關懷人員（師）尊

重病人或其代理人對於資訊分享的指示，只有在適當、必要且合法的情況下將病人機密的資

訊分享給家屬、跨領域專業團隊及醫療團隊，並且這個保密的義務不會隨著病人死亡而中止。

▎評量的標準

•適當記錄靈性關懷的資訊。

•在病人轉移照護地點時保護其個資。

•盡可能參加病人、家屬的照顧會議。

•教導機構同仁有關病人的保密條款。

•與醫療團隊溝通病人的保密條款。

•當在教學活動或是出版書籍時引用臨床材料要保護當事人隱私。

•維護研究專案對象的機密性，取得針對該研究對象的同意書。

▎舉例

•按照病人或其代理人的希望，與親朋好友和社群傳達資訊。

•尊重病人決定想知道或不想知道的健康資訊。

•�明白在法律下保密義務之界限，事先告知病人當需要保密會談時，有哪些例外部份必須通

報有關單位。

•明白資訊保密決定的延伸性影響可能與執法單位並不一致，譬如庇護所或驅逐出境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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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關懷人員（師）促進並整合跨領域專業團隊，得以在文化、社會心理、靈性和

宗教方面充分提供以病人為中心的照顧。

指引七、尊重差異

▎解釋

　靈性關懷人員（師）的評估中要包括影響病人及家屬的關懷計畫因素，考量病人及家屬的

文化、社會心理、靈性、宗教、信仰和價值觀的特殊性。靈性關懷人員（師）訓練跨領域專

業團隊關於個人文化價值觀、信念和自我覺察，協助受訓者明白個人的價值觀會影響照顧的

態度和行為，使團隊在照顧不同背景的對象時更有效且更有同理心。

▎評量的標準

•顯示對於文化、社會心理、靈性和宗教的多元性有全面的知識和了解。

•�在病人及家屬的文化、社會心理、靈性和宗教、行為和信仰、倫理考量、環境和景況方面，

將期望的結果、介入和計畫擬訂整合在評估和關懷目標裡。

•確認並尊重靈性 / 宗教和文化的價值觀。

•尊重並為病人確認的需求發言。

▎舉例

•幫助並支持有意義的多元文化宗教儀式和行為。

•向跨領域專業團隊成員提供有關多元文化、社會心理和靈性 / 宗教的訓練。

•在機構中擔任文化、社會心理和靈性 / 宗教的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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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關懷人員（師）以符合機構價值觀和使命的方式對機構提供靈性關懷，在這些

實務指引的用途中，機構可指提供安寧緩和療護的醫院或是合法設立的獨立機構。

指引八、對機構的靈性關懷使命

第二章節  對機構及其同仁的靈性關懷

▎解釋

　靈性關懷人員（師）須熟悉並闡述所在機構的使命和價值觀，且辨別機構組織文化和靈性 /

宗教的差異。若靈性關懷人員（師）居管理階層肩負領導責任，為與其角色一致，將會在機

構中有特定的職責。

▎評量的標準

•與機構的領導者和團隊維持良好專業且持續的關係。

•計畫並實施與機構使命和社群需求一致的靈性活動。

•建立並維持公共的跨宗教靈性關懷空間。

•支持與機構的靈性 / 宗教傳統相符的符號標誌設計與布置。

•協助進行在機構內振奮鼓舞人心的共同活動。

•�支持足夠的人力來滿足病人、家屬和機構同仁的靈性需要，以符合服務要求；提供靈性關

懷是醫療核心要素，完成全國品質照護建議的靈性綜合評估。

•在持續的關懷中幫助建立在機構中的安寧緩和療護靈性文化。

•支持尊重機構關懷同仁的靈性政策。

▎舉例

•藉著固定且有目標的互動，培養與醫院或機構管理階層的關係。

•�在安寧緩和療護的設施中，設計並維持一個與使命相稱的靈性關懷空間，以滿足病人、家

屬和機構同仁的靈性 / 宗教需求。

•建立並帶領共同的靈性 / 宗教活動來強化機構使命的生命觀與宇宙觀。

•設計並善用媒體資料中強調組織使命的靈性部分。

•�能夠促進機構制定靈性關懷人員（師）的人事策略，例如適當地制定工作人員與工作量的

比例 1。

註 1：�例如，美國一位靈性關懷人員（師）對四十位病人的比例，平均一週有十五到二十五次的探訪。（引自
Association�of�Professional�Chaplains� (2014.6)�Standards�of�Practice�for�Professional�Chaplains� in�Hospice�
and�Palliative�Care，14）。再例如，衛生福利部「醫療機構設置標準」中，規定社會工作人員的設置：1. 急
性一般病床：每一○○床應有一人以上。2. 精神急性一般病床、精神慢性一般病床、精神科日間照護單位：
合計每一○○床（服務量）應有一人以上。3. 急性一般病床、精神急性一般病床合計達三○○床以上醫院之
社會工作人員，其社會工作師人數應達三分之ㄧ以上；但偏遠地區醫院不在此限。

《對機構及其同仁的靈性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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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關懷人員（師）透過個人和團體的互動，對機構同仁提供即時且溫暖的靈性關

懷。

指引九、對機構同仁的靈性關懷

▎解釋

　靈性關懷人員（師）除關懷病人及家屬外，對機構同仁也應給予適當的靈性關懷。機構同

仁的靈性關懷對象包括機構內所有的醫療團隊人員，目的在使每一位機構同仁具有安適的靈

性狀態，以提供服務給病人與家屬。

隨著職場複雜的多變性，對於機構同仁也要有不同的靈性關懷：

•例如一對一的支持性會談，或給予個別宗教信仰關懷。

•若涉及需要更進一步的個別輔導時，可深入至正式的諮商、悲傷失落的支持或轉介。

▎評量的標準

•透過介入提供支持，例如積極地聆聽、情緒的安定和同理的對話。

•按照機構同仁個別的靈性、宗教信仰背景，提供適當的靈性關懷。

•適時轉介機構同仁加入機構內的員工心靈輔導計畫，或是外部靈性成長的資源。

•在高壓或緊急的情況中及時提供同儕靈性成長支持活動。

•�鼓勵在靈性發展上的專業成長，特別是在醫療專業中對其專業的使命：以關係為主的關懷

基礎和提供富有同理心的關懷。

•支持關於機構同仁的靈性關懷政策。

▎舉例

•�與機構同仁有非正式的一對一會談，包括家庭和工作相關的壓力，將其注意力放在自我照

顧、個人反省和壓力管理。

•認同鼓勵機構同仁的成就，例如年資紀念日、工作的升遷和文憑證書的取得。

•藉由適當的公開機會和紀念儀式照顧機構同仁的需要。

•�當機構同仁面對靈性和倫理的衝突、道德的苦惱、以及在照顧病人中所遇到的難題，宜適

時提供靈性關懷支持。

•�透過諮商、工作會議和專業介入來支持機構同仁，適時提供專業介入，例如危機事件壓力

管理和心理的壓力或危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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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靈性關懷人員（師）負責澄清靈性、宗教、儀式相關議題的爭議，有義務提供醫事同仁靈

性相關的教育訓練。靈性關懷人員（師）應參與認證組織，在專業上持續成長。

▎評量的標準

•在所參與的相關會議中，扮演影響靈性關懷的關鍵角色。

•�在訓練專業靈性關懷人員（師）的知能上貢獻己力，例如理解文化差異的能力、增進機構

同仁的向心力和提升關懷技能的訓練。

•聯絡社區的宗教領袖。

•成為同事的心靈導師，出版機構內相關的文章。

•積極參與靈性關懷人員（師）的認證並推展靈性關懷的專業。

•能夠促進靈性關懷成員的人數符合該機構的規模和複雜性。

•參與機構新同仁聘僱的靈性關懷訓練，並提供機構現任同仁靈性關懷再教育。

•通知、解釋並明確傳達機構關於靈性關懷的政策和程序。

•協助機構審閱政策，確認相關政策和程序的改變有考慮到執行靈性關懷應隨之改變和發展。

•連結社區團體，並提供靈性關懷相關的訓練課程。

▎舉例

•�擔任機構委員會委員，像是道德倫理、顧客滿意、機構審查委員會和以服務為主的專案計

畫。

•教育機構同仁有關宗教、靈性、文化的差異和溝通原則，及其他安寧緩和療護的靈性議題。

•出席專業組織的年會和其他訓練項目，為專業的出版物撰寫文章。

在安寧緩和療護的靈性關懷專業中，靈性關懷人員（師）負責靈性成長的環境設計

和照顧。

指引十、靈性關懷人員（師）應負責機構的靈性關懷

《對機構及其同仁的靈性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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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靈性關懷計畫執行時，應兼顧靈性關懷和安寧緩和療護品質的提升，並持續檢討找出需要

改進的地方。

▎評量的標準

•蒐集相關臨床資訊，以監測靈性關懷的品質和效率。

•建立並執行持續性計畫，以改善靈性關懷的品質。

•參與安寧緩和療護的品質改善計畫。

•負責報告靈性關懷品質改善的推動和成果。

•參加跨領域專業團隊會議，以提升靈性關懷的品質。

•使用品質改善行動的成果來啟動更有效的靈性關懷方式。

▎舉例

•設計病人及家屬的滿意度調查，以提供靈性關懷品質可量化的資訊。

•參與靈性關懷品質改善專案的遴選、計畫和執行。

•參與品質改善專案的成效評估。

靈性關懷人員（師）應持續進修以提升靈性關懷的能力。

指引十一、持續地提升靈性關懷品質

第三章節  精進靈性關懷的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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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關懷重視學術研究，關懷的方法是根據不斷的評估和研究而獲得改善。

指引十二、研究

▎解釋

　靈性關懷人員（師）的臨床實務，是依據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結果。

▎評量的標準

•透過參考學術期刊和相關資料，熟悉臨床實務的研究和發現。

•持續吸收安寧緩和療護領域研究調查的最新知識。

•盡力參與相關研究專案，以提升靈性關懷品質和增進靈性關懷能力。

•嚴格評估新研究的臨床效果，以便將新知識整合在臨床實務中。

•與跨領域專業團隊合作，主動提出增進臨床照顧實務的研究專案，並發表研究成果。

•遵守學術研究的倫理原則，尊重並維護所有參與者的尊嚴、隱私和福祉。

▎舉例

•�研讀討論相關學術期刊中的論文，思考其內容用在臨床上的可能，並用這些出版的研究來

訓練管理人員和其他醫療專業人員在靈性關懷中的角色、價值和影響。

•�透過組織的品質改善委員會、靈性關懷期刊或是其他專業期刊的出版，建立並執行品質改

善計畫，將成果宣傳到靈性關懷之外的部門。另外，鼓勵成為機構研究審查人員，也鼓勵

與其他學科研究員或其他靈性關懷人員（師）共同投入在為專業期刊而設計的研究專案。

•�主導或共同研究一個或多個刊登在同行評審的期刊、或是在學術會議中發表的同行評審研

究調查成果。

《精進靈性關懷的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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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關懷人員（師）應在專業上持續進步，從事靈性關懷時能理解並實踐當前的理

論。

指引十三、持續地教育訓練

▎解釋

　靈性關懷人員（師）應在專業知能上不斷地精進，因此持續接受再教育是必要的，且要隨

時注意相關教育訓練單位公告的消息。

▎評量的標準

持續接受相關的訓練包括：

•支持所屬機構的安寧緩和療護的理念和策略。

•發起安寧緩和療護及靈性關懷的研究專案。

•有訓練社區靈性關懷人員（師）的知能。

▎舉例

靈性關懷人員（師）應遵守下面的指引：

•個人的需求、興趣和績效評估，包括專業的和個人的年度目標和成果。

•按認證單位要求定期展延專業資格。

•在這領域中日漸重要的部分，像是品質改善、研究調查和資訊收集。

•�靈性關懷人員（師）需要不斷地學習照顧自己，藉著健康的習慣過平衡的生活，包括注意

營養、休息、人際關係、運動和靈修。

•�跨領域專業團隊和機構再教育的需求，例如靈性關懷、靈性關懷人員（師）的角色、安寧

緩和療護、倫理學、哀傷輔導等相關主題。

•從閱讀最新的安寧緩和療護和跨領域專業文獻，發現新理論和實踐方法。

•參加區域性和全國性的靈性關懷組織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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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名詞中英文對照表

序號 中　文 英　文 指　引

1 同行評審 peer review 十二

2 安寧緩和療護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一、四、八、十～十三

3 安樂死 Euthanasia 五

4 自主 self-determination 五、六

5 自然死 natural death 五

6 社會心理的 psycho-social 三、七

7 品質改善 quality improvement 十一、十二、十三

8 指引 guideline 一～十三

9 倫理規範 Common Code of Ethics 五

10 跨領域專業團隊 Interdisciplinary team 一～七、十一～十三

11 實證研究 evidence-based research 十二

12 認證組織 certifying organization 十

13 緩和鎮靜 palliative sedation 五

14 整體痛的處置 total pain management 三

15 雙重效應 double-effect 五

16 靈性困擾 spiritual distress 一

17 靈性的 /宗教的 spiritual/religious 一、三、七、八

18 靈性評估 spiritual assessment 一、三

19 靈性關懷 spiritual care 一～十三

20 靈性關懷人員 spiritual caregiver 一～十三

21 靈性關懷師 certified spiritual caregiver 一～十三

22 靈性關懷專業人員 professional spiritual caregiver *

《重要名詞中英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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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關懷推動委員會委員與專家學者

委員
姓名

石台華

學歷 天主教聯合神學院牧靈神學博士

現職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職稱 院牧部副主任

委員
姓名

吳永猛

學歷 文化大學法學博士

現職 國立空中大學管理與資訊學系 職稱 名譽教授

委員
姓名

李閏華

學歷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博士

現職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職稱 專案助理教授

委員
姓名

邱仲峯

學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

現職 臺北醫學大學臺北癌症中心 職稱 院長

委員
姓名

張佳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三研所碩士學分班結業、私立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

現職 社團法人中華傳愛社區服務協會 職稱 顧問

委員
姓名

張達人

學歷
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衛生政策與管理碩士、紐約市立大學西奈山醫學院附設
醫院 精神醫學部心理治療研究員

現職 天主教仁慈醫院 職稱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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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姓名

張肇松

學歷 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博士、高雄醫學院醫學研究所碩士

現職 義大醫療體系先進醫療技術整合發展委員會 職稱 執行副主任委員

委員
姓名

陳志宏

學歷 中華福音神學院博士、新加坡三一神學院碩士

現職 中華福音神學院 職稱 院長特助

委員
姓名

陳秉華

學歷 美國伊利諾大學諮商心理學研究所博士、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碩士

現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職稱 兼任教授

委員
姓名

陳榮基

學歷 台大醫學院醫學系

現職 恩主公醫院 職稱 主治醫師

委員
姓名

黃麗慧

學歷 美國西南浸信會神學院心理諮商哲學博士、婚姻家庭諮商輔導碩士

現職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 職稱 助理教授

委員
姓名

宗惇法師（董雪華）

學歷 中國佛教研究院研究部碩士

現職 大悲學苑社區安寧靈性關懷志工培訓 職稱 主持人

委員
姓名

蔡兆勳

學歷 台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現職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家庭醫學科 職稱 主任、副教授

《靈性關懷推動委員會委員與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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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姓名

蔡芳文

學歷 臺灣大學醫療機構管理研究所碩士

現職 雙連安養中心 職稱 總顧問

委員
姓名

賴允亮

學歷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

現職 馬偕紀念醫院安寧療護教育示範中心與放射腫瘤科 職稱 榮譽主治醫師

委員
姓名

蘇文浩

學歷 義守大學 EMBA碩士、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

現職 馬偕紀念醫院安寧療護教育示範中心 職稱 資深主治醫師

專家
姓名

吳森棋

學歷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士

現職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安寧療護科 職稱 主任

專家
姓名

李岳庭

學歷 美國德州女子大學婚姻家族治療碩士、博士

現職 國立台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 職稱 副教授

專家
姓名

初大慶

學歷 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廣播電視系、教牧學碩士

現職 財團法人基督教史懷哲宣道會 職稱 督導

專家
姓名

翁益強

學歷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現職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放射腫瘤科與安寧療護團隊 職稱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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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姓名

蔣寶玲

學歷 新加坡國立大學 EMBA碩士

現職 財團法人基督教史懷哲宣道會 職稱
執行長、
靈性關懷師督導

《靈性關懷推動委員會委員與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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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課程主題（時數） 課程內容

總論(6)

1
認識靈性、安寧及末期病人
的靈性困擾及靈性需求，以
及靈性與宗教的關係

• 靈性的定義
• 宗教與靈性的關係
• 末期病人的靈性困擾
• 末期病人的靈性需求

2 安寧靈性關懷會談能力的養
成 (2)

知識層面
• 認識安寧及末期病人身心靈的處境
• 介紹病人中心取向的會談模式與精神

技術層面
• 安寧病房探訪破冰與關係的建立關係
• 安寧病房靈性關懷同理心的運用
• 基本靈性關懷會談技巧的介紹與演練
• 家庭關係、社會與靈性資源的運用

態度層面
• 了解自己的宗教信仰、價值觀和極限
• 尊重病人的宗教信仰及價值觀
• 安寧靈性關懷人員接受督導與再教育持續專業成長

3 安寧及末期病人的靈性關懷
的方式 (2)

• 安寧靈性關懷的內涵有那些?
• 安寧靈性關懷人員如何協助病人?
• 安寧靈性關懷的操作歷程?

團隊(3)

1 安寧靈性關懷人員的角色與
團隊工作模式 (2)

• 認識安寧靈性關懷人員在醫療團隊中的工作角色
•  跨領域團隊成員如何發現並關注病人的靈性困擾與需求並轉介給安寧靈性
關懷人員

• 安寧靈性關懷人員如何將對病人的靈性關懷轉告給其他醫療團隊
• 認識安寧跨部會團隊會議模式

2 安寧靈性關懷志工資源的運
用 (1)

• 安寧靈性關懷志工和其他志工的異同
• 安寧靈性關懷志工的關懷能力養成訓練
• 安寧靈性關懷志工如何成為安寧照護團隊的助力

多文化的靈性關懷及倫理(2)

1 多元族群與文化的靈性關懷
(1)

•  認識與尊重不同族群及文化的獨特性，例如原住民族群、客語文化、外配
文化、未成年及兒童病人

• 培養靈性關懷人員面對來自不同族群與文化病人靈性需求的敏感度
• 對不同族群與文化進行靈性關懷的原則

2 安寧靈性關懷人員的工作倫
理（含跨宗教靈性關懷）(1)

• 醫療人員的共同倫理守則
• 安寧靈性關懷人員的倫理守則
• 跨宗教靈性關懷的倫理與界線

安寧靈性關懷人員的自我覺察與成長(3)

1 安寧靈性關懷人員的自我覺
察與靈性成長 (2)

•  安寧靈性關懷人員如何自我認識、如何自我評估？包括成長背景、性格取
向、長處與短處、信仰與價值觀、生死觀。

•  安寧靈性關懷人員如何檢視自己人生目的與使命？覺察自己與至高者的關
係、與他人的關係、與環境的關係、並與自己的關係？

2 安寧靈性關懷人員的工作壓
力與情緒照顧 (1)

• 了解人的極限
• 認識關懷安寧病人會帶來的特殊工作壓力及對身心靈的影響
• 認識壓力評估與壓力因應
• 壓力紓解方法的運用與情緒自我照顧

▍國民健康署委託辦理﹝安寧靈性關懷人員培訓與民間宣導推廣計畫﹞規範之時數及內容

安寧靈性關懷人員專業課程【初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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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課程主題（時數） 課程內容

安寧靈性關懷的評估與處遇(10)

1 安寧及末期病人的靈性評估
與記錄 (3)

• 認識安寧及末期病人的靈性困擾議題與評估工具
•  評估安寧及末期病人的靈性困擾議題，包含五個基本面向：「生命的意義
與價值」「愛與被愛」「寬恕與被寬恕」「與至高者的關係」及「盼望」

• 安寧靈性評估撰寫格式介紹
• 安寧靈性評估個案研討紀錄與撰寫練習

2
安寧及末期病人靈性關懷的
處遇計畫、實施、結果評估
與記錄（含練習）(3)

•  認識安寧及末期病人靈性關懷歷程，包含五步驟：關係建立、發現靈性需
求、關懷計畫擬定、執行關懷計畫、評估關懷結果

• 處遇計畫擬定方針：重要性、可行性、可達標為原則
•  處遇計畫執行包含基本三階段：發現靈性需求、關懷計畫擬定、執行關懷
計畫

• 處遇計畫執行評估：依病人與家屬的反應與關懷團隊回饋評估處遇效果
•  處遇記錄撰寫示範：含基本五面向靈性議題評估與三個處遇執行階段記錄
實際關懷歷程與結果

• 個案研討與處遇記錄撰寫練習

3 安寧及末期病人的靈性成長
與靈性資源的使用 (1)

• 認識病人目前的靈性處境
• 了解病人的靈性成長史
• 評估病人擁有之內外在的靈性資源
• 強化病人使用內外在靈性資源以獲得靈性成長

4 病人家庭結構及功能的評估
與家庭會談 (2)

• 家族圖的繪製（含家庭成員信仰的探索）與運用
• 家庭功能與家庭系統資源的評估
• 家庭會談方向與內容的擬定，例如：

1.病程診斷結果與面對死亡的認知
2.臨終病人四道需求（道謝、道愛、道歉、與道別）的認知與
執行

3.後事處理的共識
• 家庭成員的哀傷程度的評估處遇或轉介
• 評估家庭需要的社會資源及進行轉介

5 安寧及末期病人靈性關懷的
資源轉介與諮詢 (1)

• 安寧靈性關懷人員對社會資源的認識
• 安寧靈性關懷人員對轉介的認知與執行（何時轉介、如何轉介）
• 安寧靈性關懷人員如何豐富自己的靈性資源

個別宗教的靈性關懷(4)

1 基督教信仰、生死觀、宗教
禮儀、喪葬儀式 (1)

• 認識個別宗教的核心信仰、常用符號及專屬語言
• 認識個別宗教的靈性觀與生死學
• 認識不同宗教信仰的喪葬禮儀、儀式意義與可能的財務負擔

2 天主教信仰、生死觀、宗教
禮儀、喪葬儀式 (1)

3 佛教信仰、生死觀、宗教禮
儀、喪葬儀式 (1)

4 道教信仰、生死觀、宗教禮
儀、喪葬儀式 (1)

▍國民健康署委託辦理﹝安寧靈性關懷人員培訓與民間宣導推廣計畫﹞規範之時數及內容

安寧靈性關懷人員專業課程【進階】



安寧靈性關懷人員培訓與民間宣導推廣計畫

聯絡電話: 0970-405-621 ; 0970-740-080

Email: hospice.tmu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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