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緣起

生活在這個城市的老人，幸福嗎？每一天，我上班的路

都會經過高雄公園，清晨的一切都很美好，即便是坐在輪椅

上，被外勞看護推著走的老人，臉上也是一片安祥，於是我

想問「你幸福嗎？」這個問題始終都說不出口，後來我看見

了更多城市老人的生活和遭遇後，我知道，至少這些在公園

內，被外勞推著走的老人是幸福的。

我說的幸福，其實不是一種定義上的幸福，而是來自相

對的比較。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台灣人口中65歲以上的人口比例

高達50％，意思是目前高齡者佔了350萬人之多，比10年前

老人
增加了一倍，不管是否失能，失智，其中90％都仍然和家屬一起居住，只有

10％離開原居家庭，這些被迫離開原居家庭的老人，通常都是因為失能，家

人無法照料，或無家屬者居多，根據這樣的數字來看，那位在高雄公園被外

勞照顧的老人，顯然是比較幸福的。

老人說，他家就在附近，公務員退休後中風，目前行動不便，和大兒子

一起居住，每月外勞的費用是3萬元包含食宿。

我終於開口問了老人，你覺得生活還好嗎？老人笑著說，沒有遇到不孝

的子孫就算萬幸了。

其實問題不在孝與不孝，而在於社會和大眾如何面對日漸高齡化的台

灣，我們的政策在那裡？

因此，這篇報導就是針對目前私人安養中心的現況以及生活其中的老人

和工作者，訪談了他們，知道他們的感受而作的，這裡有悲歡離合，也有辛

酸不滿，每一句話都值得我們正視，因為他們是我們共同的長輩，有一天我

們也會走到那一天。

一天的開始

寬廣綠意如茵的草皮，現代式建築，這裡是榮民老人之家，前身是高雄

仁愛之家，屬於政府經營的老人養護及長期照顧的地方，在高雄公園的老人

■ 文／許文越

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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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心的同時，清晨5點，大樓中的老人也開始一天的日子了，5點吃早餐，

會不會早了一點？老人說，不會太早，因為老人胃口小，所以一天吃6餐，

又因為睡眠短，所以4點已經醒了，早餐5點，中餐10點，午睡後，2點吃1

次點心，4點晚餐，8點點心，9點一杯牛奶，準備入睡了，如果是長臥灌食

的老人也一樣，一天6次，以營養師處方為主，每月量體重，確保飲食的質

量，足夠老人的身體健康，吃不是問題，最缺的是陽光，一位老人望著窗

口曬進來的日頭說，好希望到公園走走，被囚的林鳥其實和住進城市老人

之家的老人一樣，都知道陽光是一種奢望。

護士告訴我，不是不想帶老人出去走走，曬曬太陽，問題是安全和人

力不足，真的要每天出門，還真困難，不只是輪椅，還有尿袋，所以，吃

過早餐，尚未失智的老人至少還有電視，或孩子貼心送來的收音機，而失

智的老人只能開始一天的呆坐，護士說，這個老人還好，他腳退化了，走

不遠，以前有1位老人，喜歡逛街，一下子不見了，自己走電梯下樓，害我

們找了三天三夜。

位於新都會區的這家老人安養院，是高檔的養護中心，這一天早上，

吃過早餐後，老人正在整理行李，準備出門旅行，每月都有一次旅行，一

天一夜或兩天一夜，一名老人說，他的孩子都在大陸經商，不是沒有家

住，而是一個人無聊，所以就住進來了，這裡住的幾乎都是董事長或總

經理的長輩，錢不是問題，但也不是沒條件，如果完全失能，就不能進來

了，有點中風，以輔助器行動，尚可以接受，大樓中庭的綠地上有供老人

用的槌球場，還有附設的舞廳和卡拉OK，來此地居住的老人，可以享受友

誼和歡樂。

同樣的時間，位於高雄近郊的一家佛寺，來此掛單的老人也已開

始一天的早課了，頌經聲傳到屋外，來此「掛單」的老人有10幾位，所謂

掛單，是古代修行人四處行腳後，所找的暫歇之處，而現在指的是，把身

後事以數10萬元託付給寺廟的老人，寺廟裡包食宿，還得包辦死後事，內

政部統計，92年全台約有1,000家安養中心服務3萬老人，現在卻有2,000

多家服務35萬老人，這樣的服務量如何算都不足，事實上，至少有15萬名

老人是被寺廟安置的，成為隱藏的人口，這些老人也是寺廟重大的資金來

源，另外20萬名老人才分散到全台各地的安養中心收容。

這一天，有些老人在公園的輪椅上，有人誦經，有人出遊，有人被

囚。

相同的一天，不相同的命運，這就是人生。

離家兩公里

我在探訪老人之家的早餐時，有一位老人正被護士用約束帶綁在輪椅

上，護士說，他昨天想偷跑回家，所以不得不約束，被綁的老人告訴我，

他進來一周了，兒子沒告訴他這裡是監獄，我不想住監獄，所以我要回

去，原來依規定，老人外出要家屬同意，或家屬自己來帶出門，否則出事

沒人敢負責，老人打電話告訴兒子來帶，兒子總是推說沒空，老人本來獨

居，家距此地2公里，罹患巴金森症後走路不穩，曾經跌倒，兒子擔心他的

安危，所以送到安養中心，但是這個安排卻硬生生把老人過去的生活斬斷

了，老人想見見老友，或者唱個歌喝個酒，或者想去教會，都無法如願，

他的挫敗感加深，經常怨嘆，以前，養兒防老，現在是養老防兒，想不到

要回到原來的生活圈，就算只是兩公里，都無法辦到。

88 89

幸福迴旋曲YUAN Magazine



其實不只是挫敗而已，一位安養中心的社工員告訴我，台灣的老

人多半不喜歡離家，這一點和西方國家很不一樣，老人普遍認為可以和子

孫生活終老一直是最高原則，所以來到安養中心，起先是挫敗感，接下來

是被遺棄感，無力感，然後是焦慮憂鬱，這些變化的情緒都寫在老人的臉

上。

因為心理上的陰影，加上身體上的疾病和老化，老人住在安養中心，

很少顯出快樂的，有時候，家屬來看老人，他們的臉上也少笑容，心裡想

說的是；「你怎麼把我丟在這裡？」

疾病的折騰和挫敗感，使多數的老人快樂不起來，一名看護告訴我，

老人連過生日，臉上都看不到笑容。

醫療糾紛事件頻傳

這一天，高雄法院正在審理一件養護中心的醫療糾紛案，一位檢察官

說，每年這樣的醫糾案就有好幾件，因為照顧不周造成的跌傷或意外死亡

事件，對於這些案子被移送法院，養護中心也很無奈，通常這類案子都因

為私下無法達成合解，才到法院的。

在法院等後開庭的時間，一名出庭的

護士告訴我，重點在於人力不足，所以就

難免會發生疏失。但由於報酬和薪資的問

題，只好從外國引進外勞看護工，越南，

印尼或菲律賓都是主要的勞務輸出國家，

而政府也以開放的名額作為與外國談判的

籌碼。

外勞看護在這些養護中心所面臨的

第一個問題就是語言，許多老人向護士抱

怨，講話也聽不懂，雖然來台之前有一

點點語言訓練，但顯然是不夠的，語言無

法溝通，也大大影響照顧的品質，本來老

人生活無聊，想有人談天的希望也橫遭剝

奪，因為溝通困難，更無法隨叫隨到，有

些老人尿片已經溼了全身，告訴看護，看

護也不懂。

看護也有看護的心酸，一名越南看護

告訴我，她家在越南海防的鄉下種田，來

台之前已經欠了越南方面的仲介費6,000

美金，相當於台幣20萬，加上台灣方面仲

介公司的費用從薪水中按月扣除，她來台

灣工作3年，第1年等於是還債年，印尼和

菲律賓外勞的情況一樣，逃不了仲介的剝

削，但是，出國在這些以勞務輸出為主的

國家是一種趨勢。

根據統計，台灣從1992年開放「外勞

家庭幫傭」和「家庭監護工」以來，來台

的外勞人口到2010年已超過40萬人，而從

事家庭勞務者占了20幾萬人，一位菲律賓

外勞看護瑪麗告訴我，她是菲律賓護士學

校畢業生，剛滿21歲，來台之前一句國語

都不懂，她說，像她這樣的女孩從醫事護

士學校畢業，相當於台灣以前的專科畢業

生，每月到醫院工作的薪水是5,000台幣，

在菲律賓醫院不多，所以要進入醫院工作

也不簡單，只好出國工作，如果有機會，

她們也會選擇比較高檔的英語國家，因為

相對比較，亞洲地區的英語程度，菲律賓

算是排前面的，多數的菲律賓人都會西班

亞語和英語，因為菲律賓過去的歷史都曾

被美國和西班牙殖民。

瑪麗說，她正等待機會，安排到加拿

大，她的阿姨在加拿大當看護，薪水多很

多。

醫護間的兩難習題

私立養護中心如雨後春筍的最大原因

來自健保的巨量虧損，一位家屬告訴我，

她的兒子在學校打籃球，因為運動激烈

造成缺氧性昏迷，送到醫院急救時，腦部

已經受創，失去語言能力，還進行氣切手

術，才撿回一命，在醫院住了2個月之後，

醫師叫她辦理出院，理由是「再躺下去也

不會有更大的進步」，她含淚說，兒子現

在是植物人，但是做母親的人總不能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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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醒過來的希望，所以她不得不向院外

找一個有呼吸照顧的養護中心，因為慢性

病人佔床率太高，健保難再給付，所以只

能限住限時，其他精神醫院也一樣滿床，

如果要住很久，只能向私立機構尋找了。

所以私人養護機構也開始接受慢性精神疾

患入住，管理上更加麻煩。

通常離開醫院尋找養護中心的家屬，

都會帶著醫院醫師所開的病情摘要，到養

護中心，評估是否可以接受個案，最危

險的病人當然是癌末期的病人，或「三管

齊下」的病人，護士說，所謂三管齊下，

就是身上插滿管路的病人，導尿管，氣切

管，鼻胃管，這種病人是高危險群，也是

長臥型，什麼時候蒙主召喚很難說定，只

要照顧不周都很可能猝死，也容易發生醫

療糾紛，另一種有功能疾病兼有其他精神

疾病，又抗拒服藥的人也是醫糾最多的個

案，或自殺或跳樓不一而足，護士說，靜

靜的老人或坐或躺都好，最怕身體不好，

又喜歡走動的老人，經常跌倒，防不勝

防，一但家屬究責，就要弄到法院了。

在評估可否照顧的過程，護士會出

示一張約束同意書給家屬簽署，這一張同

意書是針對不易照顧，必需進行人身約束

的病人，有些家屬還能理解，但是有些家

屬不願長輩被約束，也拒絕簽署，一但跌

傷，又是一件羅生門，這樣的約束書是內

政部部頒的定型化合約裡面的一部分，其

它還有緊急事故通知書，有不少養護中心

為了逃稅，虛報住民數目，就不願寫合約

書，一但出事，雙方上了法庭，又成了法

院的負擔。

安樂死的嚴肅課題

擁有擁有呼吸照顧的養護中心，可以

收容重症病人，收費也比較高，這些病人

以腦傷，多次中風，和三管齊下的病人居

多，基本上這些人連坐輪椅的能力都已經

失去。

有些是長臥的老人，最後心臟日漸無

力，呼吸困難，一但失去呼吸器，就會面

臨死亡。

台灣沒有安樂死的法令，所以無法

對這樣的病人有何作為，但是為了防止社

會上更多失去功能的病人像王曉民一樣浪

費醫療資源數十年，卻也想出了變通的方

法，養護中心在入住的合約書中都有一張

「不實施心肺急救的同意書」，只要家屬

簽了它，一但發生緊急狀況送醫時，醫生

可以憑借這張同意書，不再對高齡老人進

行氣切電擊等等急救，通常，經過這些急

救後，病人即便可以存

活，也是折騰，萬一成

了植物人，又是一個麻煩，這家有呼吸照顧的安養中心就有近10個植物或半

植物人，每天長臥，等候翻身拍背，連醫生都無法判斷，這些植物人對外界

是否尚有知覺，護士告訴我，一位兩次中風的老師已經在此躺了5年，還好，

太太也是老師，這五年已經花費了200萬元，如此龐大的支出，誰是最後的

買單者？如果是較清苦的家庭早已無法承受這樣的負擔。

另一位燒炭自殺未遂的女性，雖然只有30幾歲，但是，因為急救太慢，

變成缺氧性腦傷的植物人，醒的時候，也張著空洞的雙眼，長期臥床，四肢

萎縮，外表與實際年齡差距很大，台灣社會的冬天，模仿日本式燒炭自殺者

不少，讓這些不想活的人來探訪這些植物人，說不定可以有效防治自殺吧！

護士告訴我，在我到訪的前不久，一位因為車禍變成植物人的年輕人，

因為突然高燒到40度，送醫後不久就死了，他躺了4年，終於走完人生的全

程，對他或者對他的整個家庭，這一天才是真正的解脫之日，一但成為植物

人，等待甦醒的千萬分之一個機會，比中樂透還要困難，許多家屬早已失去

信心，所以來探視的次數變得越來越低，只有看護會固定來餵食，翻身拍

背，躺著的人，唯一的工作就是等待，但是，教會牧師卻很盡責，每周來向

植物人傳播上帝的話，看到牧師來了，老人都很感動，即便過去不信主，在

臨老的時後，有不少老人因為牧師的不棄不離的精神，選擇歸依了主，就算

是安寧狀態的老人，牧師仍不放棄傳揚福音，信仰是最後的依靠，但是沒有

人知道，他們是否聽懂了？天堂近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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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室中的高貴情操

如果，你用更有愛，更人性的心情，

來觀察安養中心的每一天，你也會被感

動。

這些都是經過護士的口述，我把他記

下來的；

一位70歲的母親每一天都來探視她

的45歲兒子，這位母親不只是探視而已，

她每天8點就到了，不管刮風下雨，第一

件事就是餵孩子早餐，她總是擔心孩子吃

不慣中心的伙食，飯後就用輪椅把孩子推

到屋外曬太陽，陪孩子聽收音機，不管孩

子是否聽懂，45歲的孩子因為高燒，燒

壞了腦子，沒有讀書，也無法行走，不會

說話，但是會用「伊伊，烏烏」的聲音表

達，那樣的話只有母親能懂，母親說，孩

子燒壞了腦子，是自己照顧的疏忽，她一

輩子內疚，所以用一生照顧他也應該的，

問題是母親有一天會老去，會走不動，餵

完中餐，孩子睡午休時，母親才回家用餐

休息，下午3點，母親又來了，幫孩子洗身

體沐浴，等候晚餐，飯後，母親會陪孩子

看一下電視，孩子不知道是否看懂，有時

候會發出烏烏的叫聲，9點，母親看完孩子

喝下睡前牛奶，就寢後，母親才拖著疲倦

的身影離去，這樣的一天，是母親的每一

天。

有時候，護士告訴她，這些事看護也

會作，但是母親總是放不下，或者她想趁

還活著，為孩子多做一點，前幾10年，母

親在家中聘雇外勞一起照顧，許多外勞來

了又去，最近因為外勞管制較嚴，成了空

窗期，所以暫時在安養中心住下了，母親

告訴護士，請到外勞就要回家了。

離家是一件興奮的事，小時候，我

們因為要離家出遊而興奮到不能成眠，但

是，有很多老人因為要離家而焦慮恐慌，

80歲的老太太因為中風難於照料，來到安

養中心，一開始就無法適應，夜裡恐慌，

尖叫，護士告訴老太太的85歲先生，你

應該多多陪她，所以老先生就來了，每一

天，老先生把陪老太太這件事，當做上班

工作一樣，就像前面那位內疚的母親，每

天都來，陪老太太說話談天，已經獨立在

外的孩子只有年節才會出現，但是老太太知道，至少老公還未丟下她，護

士說，看看兩位白髮老人互相扶持，真的是神仙伴侶，愛情不就是陪她走

完最後的路嗎？只是我們很難知道，誰是真正先走的那一半？但是，這也

無關緊要了，護士說，老先生都到晚上才離去，回到獨居的家，第二天早

上又會出現，老太太在夜裡已經不再恐慌尖叫了。

大樓的安養中心或許比較缺乏陽光，但是總是不缺乏愛和人性中高貴

的情操。

結語

作完這個報導，內心五味雜陳，感觸良多，有一首詩是這樣寫的：

「天意憐幽草，人間愛晚晴」，美麗的一天，應該是黃昏時分最美，而美

麗的人生也應該是老來最美，可惜人總是無法跳脫生老病死的大關，面臨

老境所以最堪憐，重點在於我們是否可以更達觀的面對生病和死亡的威

脅，能夠在無病之下自然死亡，固然可喜，但是沒有幾個人有這樣的福

份，台灣戰前出生的人口都來自農村社會居多，這些人大多數因為操勞過

度，所以身體病痛極多，男性最多中風及心肺疾病，女性則受苦於關節，

這些人也正是目前老化的人口，慢性病的折騰加上無法接受死神降臨的心

情，所以也就無法快樂起來了，可惜大多數的安養中心只有身體護理的提

供，缺乏身心皆能安頓的心理師或社工師的設置，所以，沒有陽光和笑容

的每一天，也是今天老人安養中心最大的缺憾，和急需政府正視的課題。

走訪，觀察，面對，看著現在已經蒼老的人，也就是面對著明日也將

蒼老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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