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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在谈论提高生活
质量时，往往忽略临终生
活质量。首份全球临终生
活质量指数报告昨天公
布，新加坡在参与调查的
40个国家与地区当中排
名第十八，在亚洲排名第
二。
　　本地慈善机构连氏基
金会（Lien Foundation）
委 托 英 国 财 经 杂 志
《 经 济 学 家 》 信 息 部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在去年底展开这项
评估调查，历时三个月。
　　报告通过分析比较国
际组织和国家政府的数据

和资料，以及访问多名临
终护理专业人员，为40
个国家与地区的临终护
理环境打分，这包括30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成员国和10个
其他国家与地区。
　　综合指数是从临终医
疗基础环境、是否提供临
终护理、临终护理开销和
临终护理质量四个组别的
多项评分标准计算得来。
　　英国、澳洲和纽西兰
排在前三名，临终护理在
这些国家是全国医疗政策
的一部分，政府确保国民
都能得到临终护理服务。

　　英国也是全球最先开
始推出临终护理服务的国
家，自1967年至今，由
慈善团体提供的临终护理
服务不断发展；最近也有
相关法定程序出炉和进一
步的投资。
　　在亚洲国家和地区当
中，唯一排在新加坡之前
的是台湾，排名第十四。
报告指出，这归功于台湾
比较早肯定临终护理的需
要。新加坡在2006年才
正式提供临终护理。
　　新加坡在临终护理质
量组别排名第十一，而在
临终医疗基础环境组别排
名三十，主要因为我国的
医疗保健开支只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3.3%，比全球
平均8.8%低，与美国的

16%更相差甚远，而且
我国目前老年人口数目较
其他国家如日本不算多。
　　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
中，香港排在第20名，
日本第23名，韩国和马
来西亚分别排在第32和
33名。
　 　 亚 太 安 宁 缓 和 医
学学会（Asia  Pac i f i c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Network）主席吴冯瑶珍
说：“高度发展或富有的
亚洲国家并不一定在提供
临终护理方面名列前茅，
因为这主要取决于国家如
何提供和津贴慈怀护理，
以及需要慈怀护理的人是
否能够得到服务。”
　　排在末几名的国家包
括中国、巴西、乌干达和

印度，报告指出中国和印
度人口众多，只有少数有
需要的人才能获得临终护
理服务。而且受调查的国
家有限，这些国家与其他
没接受调查的发展中国家
相比，可能表现属较好。
　　在排名落后的国家当
中有特例，印度西南部的
喀拉拉邦（Kerala）虽然
只有全国3%人口，但所
提供的临终护理服务却占
全国的三分之二。它也是
最先允许在临终护理服务
中使用吗啡的地区之一。
　　报告指出，在喀拉拉
邦，虽然临终护理服务靠
当地有限的捐款支持，但
整个社区的参与度高，很
多义工为病人在家里提供
护理。

　　在得知自己的寿命只剩下3个
月时，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挣扎
后，70岁的刘木明最终决定前往
HCA慈怀日间护理中心，参与中心
每日为病患准备的一系列活动。
　　这么一参加竟然就是三年，由
于环境的改变再加上刘木明本身的
心理调适，他的结肠癌病情开始稳
定，而当初忐忑的决定竟然给予了
他更多享受人生的机会。
　　回忆起当初，刘木明（退休财
务主管）说，他是在2006年患上
了结肠癌。动完手术后，医生诊断
他的寿命已经剩不到一年，因此推
荐他接受HCA慈怀护理所提供的居
家护理服务。
　　当医生预估他寿命仅存3个月
时，刘木明经过一番心理挣扎，最
终决定前往慈怀日间护理中心接受
日间护理。

　　他说：“我完全不知道日间护
理中心到底会提供什么样的护理，
所以即使医生推荐，我也还是迟疑
不决。”
　　自从开始定期前往日间护理中
心后，在医生护士的照顾与开导，
加上有其他病患的陪伴与沟通，刘
木明的病情竟然奇迹般地开始好
转。如今三年已经过去，他的病情
基本上已经稳定。
　　相较于每天独自与患有精神压
力的女儿待在家中，日间中心的环
境对刘木明的身心更加有利。
　　“我现在每个星期，5天都会
来这儿。我喜欢这里的环境，享受
中心的运动设施，以及中心为我们
所准备的活动，例如普拉提健身运
动、手工及歌唱活动等，也很期待
每个月至少两次的户外活动，像是
去博物馆和动物园等。”

　　他希望自己的情况能作为一种
鼓励，为其他病患也带来新希望。
　　目前HCA慈怀日间护理中心每
天平均为约25至30名病患，从早
上10时至下午4时提供日间护理。
若包括慈怀居家护理服务在内，
HCA慈怀护理每日则需照顾800多
名病患。
　　因此，慈怀护理总裁兼医疗理
事长阿齐利瓦兰（Akhileswaran）
医生指出，虽然愿意加入慈怀护理
行列的医生与护士正逐年增加，但
是离理想的医生护士对病人人数比
例还是有一段距离。
　　在2010财政年，接受慈怀护
理服务的病患当中，约72%的病患
在3个月内过世，其余近三成病患
之中，约5%在一年后过世。

临终生活质量指数排名
新加坡排全球第十八　
在亚洲国家和地区当中，新加坡排
名第二，第一是台湾，因台湾较早
肯定临终护理的需要。

刘木明自从前往慈怀
日间护理中心接受护理
后，包括在护士的协助
下每天使用各种运动设
施锻炼身体，病情不但
稳 定 ， 寿 命 也 跟 着 延
长。（唐家鸿摄）

　　我国每年约17万名
死亡者中，约20%获得
临终护理服务，离60%
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本地目前有八个慈
善 团 体 提 供 慈 怀 护 理
（Palliative Care，也译
为临终关怀护理），为临
终病人提供家庭护理、住
院服务和日间护理服务，
各大医院也设有慈怀护理
部门，通过止痛药物、心
理辅导和精神安慰让临终
病人舒服、安详地度过人
生最后阶段。
　　新加坡慈怀理事会主
席陈举伟对新加坡在“临
终生活质量指数”的排名
感到满意，他说，要进一

步改善本地慈怀护理，慈
善团体需要更多资助和义
工，本地也需要更多这方
面的专才，这是目前非常
缺乏的。
　　连氏慈怀研究中心
主任，也是国际临终关
怀服务联盟（Worldwide 
Palliative Care Alliance）
联合主席之一的吴冯瑶珍
认为，我国在慈怀护理方
面还有很多改进空间。
　　她对新加坡在提供止
痛药物评分标准上获得不
错的成绩略感惊讶，她
说，本地法律其实对医生
提供吗啡没有限制，任何
注册医生可以在任何时间
给任何病人开出任何剂量

的吗啡，但医生和病人都
对此存有疑虑。
　　她说：“医生因为担
心病人上瘾和副作用，直
到临终病人非常疼痛时才
开吗啡；病人则认为仍可
以忍受疼痛，如果现在使
用吗啡，疼痛加重时，
就别无选择了，而拒绝使
用。医生和病人都需要接
受进一步的公共教育。”
　　本地获得慈怀护理服
务的病人当中，60%至
70%是癌症病人，针对
其他病患的临终护理服务
尚需要加强。
　　吴冯瑶珍说，专业人
员已开始研究心脏病、肾
病、肝病和中风等临终护

理服务，但新加坡和其他
国家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
老年人的临终护理。
　　她说：“随着人口老
龄化，将有大量老人长期
处于健康不佳的状态，无
法自理，而且家庭人口越
来越小，来自家人的支持
不足，我们更要学会如何
照顾这些老人。”
　　此外，吴冯瑶珍也认
为，国人忌讳谈论死亡和
相关事宜，这使得人们对
慈怀护理的认知较低。她
说，就算医生建议病人接
受慈怀护理，病人和家人
也不愿意这样做，他们认
为接受等于放弃治疗。
　　她建议临终病人积极

与医疗人员讨论希望获得
怎样的照顾。并不是每一
名临终病人接受护理后都
会死去，有一些会奇迹般
地好起来。
　　她也认为提高和推广
慈怀护理不应只靠政府或
医疗人员，整个社会都应
参与，发展社区服务尤其
重要，这是新加坡目前较
弱的一环。
　　陈举伟便指出：“我
们要不断提醒国人，不
应在需要时才考虑临终护
理，它甚至比治疗更加重
要，因为在面对死亡时，
我们应得到爱和关怀。”

我国死亡者仅两成获临终护理服务

只剩三个月生命的他
在慈怀护理中心已度过三年

■1 英国
■2 澳洲
■3 纽西兰
■4 爱尔兰
■5 比利时
■6 奥地利
■7 荷兰
■8 德国
■9 加拿大
■9 美国
■11 匈牙利
■12 法国
■13 挪威
■14 台湾
■15 波兰
■16 瑞典
■17 卢森堡
■18 新加坡
■19 瑞士
■20 香港
■23 日本
■32 韩国
■33 马来西亚
■37 中国
■40 印度

临终生活质量
指数排名
排名 国家 / 地区

临终医疗基础环境
如:老年人受赡养比率、人均寿命、

医疗保健开支(%GDP)、医院床位
数目、医生护士数目、国民养老
金制度覆盖面等?

第30名

是否提供临终护理
如:65岁或以上者是否得到慈怀护理、

有无义工、有无由政府主导的慈
怀护理政策?

第16名

临终护理开销
如:是否有公共津贴、病人所承受的

经济负担、每星期开销?

第20名

临终护理质量
如:公众意识程度、临终护理培训、

是否提供止痛药物、对服务提供
者的认证、医生对病人透露病情
的程度等?

第11名

新加坡在各组别排名

资料来源：临终生活质量指数报告

林诗慧　报道

　　如果要你拿出一个象征自己是
新加坡人的物品，你会拿出什么？
一张卡、一张照片，还是一封信？
　　为加强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感
（national identity），安德逊初级
学院学生建议推出一系列能够使
国人对作为新加坡人启发思考的活
动，包括每个国人都可参与的时间
囊（time capsule）。
　　他们建议推出“新加坡2065
时间囊”，让每个国人拿出一个能
够象征他们是新加坡人，或作为新
加坡人值得骄傲的物品。这个时间
囊可在2065年，也就是新加坡100
岁的时候打开，看看新加坡人的国
家认同在几十年后是否改变。
　 　 他 们 昨 天 在 学 校 主 办 的
Paradigma论坛呈献这份关于新加
坡人的国家认同的报告，探讨越来

越多国人旅居海外和新移民增加对
新加坡人国家认同的影响。
　　论坛嘉宾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
二部长尚穆根表示，这份报告提出
了许多有用的建议，他会向有关部
门反映。事实上，新闻、通讯及艺
术部已经计划在2015年埋一个时
间囊，并在2065年打开，学生们
的建议有参考价值。
　　安初学生也建议通过歌曲创作
比赛启发新加坡人思考国家认同感
的问题。此外，通过让大家投选最
佳歌曲，国人也将对这个课题有进
一步的思考。
　　另一项建议是让每个集选区与
该区学校合作，设计一个“小径”
（trail）把社区具有代表性的地方
介绍给新居民。此外，为让年轻一
辈国人和新移民与新加坡历史产生
联系，有关当局也可考虑出版一本
记载多名开国元勋口述历史的书

籍，让大家对上个世纪60年代的新
加坡有更深刻的了解。
　　这份关于新加坡人国家认同感
的报告由九名学生撰写。其中一名
学生李宜桦受访时说：“我们希望
通过由下至上的方式加强新加坡人
的国家认同感，而不是由政府一再
‘插手’。新加坡人应该扮演更积
极的角色。”
　　对于新加坡青年是否缺乏国家
认同感，另一名学生杨华聪认为，
国家认同感是一个随着年龄增长而
加强的意识。目前身为学生的他
们，主要是对学校和班级产生认同
感，不过一旦踏入社会，相信情况
便会改变。
　　共有300多名安初和其他初级
学院与中学的学生昨天参与了论
坛。安初近10年来每年都会主办该
论坛，旨在提供平台让青年讨论与
他们息息相关的环球与国家课题。

临终生活与护理 王润　黎远漪　报道

加强国人认同感　安初学生建议埋时间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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