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  理  大  學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計劃表 

科目名稱：(中) 臨終關顧                              (英) Care for Verge of Death   

授課教師：胡蓮芬              系別： 人社學科                      專任  ■兼任 

開課班級 □校訂共同必修      □通識核心必修     ▓通識分類選修 

學分數 2 學分 2 小時       預備知識：  

授課方式 ■口頭講授    □分組討論   ■媒體教學   □上機實習   ■其他（校外參訪） 

教

學

目

標 

中文 

全人照顧的概念，引導學生欣賞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教學過程中，採多元

開放的視野和角度，探索失落、死亡、悲傷等相關主題。使學習者面對死亡講題時

能坦然面對，能珍重愛惜生命，把握當下，活出尊嚴和生命的美好。 

英文 

The concept of Holistic Health Care guides students to appreciate, cherish and respect life.  

In the course of teaching,Explore the themes of loss, death and sadness from multiple 

and open perspectives.Enable learners to face death calmly, cherish life, grasp the moment, 

Live life with dignity and beauty. 

教材課本 

＊教科書書名 : 為什麼不愛我---療癒無愛童年的  

  作者 : 蘇絢慧(104) ＊書局/出版社 :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教科書書名 : 諮商理論與技術 

  作者 : 沈湘縈.楊淑貞等合編(101) ＊書局/出版社 : 華都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教科書書名 : 當綠葉緩緩落下 

  作者 : 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著，張美惠(95.08) ＊書局/出版社 : 台北：張老師文化  

＊教科書書名 : 生與死的深層心理 

  作者 : 蕭志強譯 ＊書局/出版社 : 台北：方智  

＊教科書書名 : 天知道你失去的痛  

   作者 : 瓊，鞏茲曼著，譯者（106.10） ＊書局/出版社 : 台北：光啟文化  

＊教科書書名 : 遺產及贈與稅法 

  作者 : 李玠環著 ＊書局/出版社 : 台北：書泉 

＊教科書書名 : 你可以更靠近我－教孩子怎樣看待 

  作者 : 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著，林瑞堂譯（89.10） ＊書局/出版社 : 台北：張老師文化。 

參考書籍 

參考書: 療傷的對話：怎麼說才能安慰他，  

作者 : 南絲．格爾馬丁著，林雨蒨譯，（94.11） 出版社 : 台北︰商周。  

參考書: 道別之後 After Goodbye，  

作者 : 泰迪．曼坦著(93.08)， 出版社 : 台北：張老師文化  

參考書: 請容許我悲傷  

作者 : 蘇洵慧著（92.04） 出版社 : 台北：張老師文化  

參考書: 生死醫學倫理  

作者 : 戴正德著（90） 出版社 : 台北：健康文化。  

參考書: Myths of grief.  



作者 : Obershaw,Richard K.(2003.10) 出版社 : Presentation at National Funeral Directors 

Convention  

參考書: Counselling Skills in Palliati  

作者 : Jean Bayliss(2008) 出版社 : UK by Ashford Colour Press  

參考書: Grief Counseling and grief the  

作者 : Worden,J.William.(2002) 出版社 : New York:Springer  
 

教學進度 

及內容 

授 課 進 度 表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 

1 讚美生命 「人生四季」影片觀賞，對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及其內涵探討  

2 預立醫療自主計劃 講解安寧療護理念及相關法律條例  

3 預立遺囑的重要性 遺囑的寫法.遺產繼承.捐贈等. 

4 愛滋病的認識與照顧 認識與了解何謂愛滋病，如何看待  

5 靈性照顧 身心社靈的全人照顧:靈性  

6 病情告知 病情告知的技巧與原則 

7 病患心理與情緒 傾聽和同理臨終病患心理與情緒以助溝通  

8 同理心的運用-你懂我 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溝通與互動  

9 癌症治療三部曲 認識癌症及末期治療身體照護  

10 期中考  

11 臨終者生理問題與照護 內容護理臨床經驗的闡釋  

12 身體照護-精油按摩 學習如何照顧病患身體的水腫  

13 參訪馬偕安寧  

14 安寧倫理 倫理原則及常見議題  

15 悲傷輔導 對病患與家屬的哀傷處置  

16 最後的 48小時 面對死亡時應有的認識與準備 

17 關顧者的自我照顧 臨床團隊心理情緒的調適 

18 期末考  
 

本課程能達

成 

通識之教育

目標 

＊請老師勾

選 

(複選) 

■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品德及人文教養的人。 

■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獨立思考和批判能力的人。 

■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自我學習的人。 

□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國際視野的人。 

■培養學生成為一個懂得愛護地球環境與保育生命的人。 

 學生基本

素養 

＊請老師勾

選 

(複選，並填

寫權重。權

重總分需為

100分。) 

■人文反省素養。權重 20% 

■溝通表達素養。權重 20% 

■社會實踐素養。權重 20%  

□多元文化素養。權重  % 

■自然與健康素養。權重 20% 

■資訊素養。權重 20% 



□體育素養。權重  % 

成績考核

方式 

學習日誌+校外參訪心得50%，平常考核（注重學習態度和出席率）

+期中考及期末考50%，但若點名四次不到,則該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

 

老師基本

資料 

E-mail: hlfabcd@gmail.com 

教學網站:  

電話(公): 02-28094661分機3144              

辦公室時間: 早上8：00-17：00 

地點: 馬偕紀念醫院安寧示範中心 

備註 
為鼓勵評分方式之多元化，避免僅以期中及期末考為評分依據，請詳述成績考核

方式，並於開學時宣佈，以強化學習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