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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軒專欄】堅強了一輩子的爸爸，唯一恐懼的竟是急診維生系統...
2019-05-12
大約在10幾年前，我遇到一位75歲的伯伯，以前是個老菸槍，這幾年身體愈來愈不行了。他罹患了慢性阻塞性肺病，常常因為太喘跑來急診室，最近一年更是因
為反覆得肺部感染住院，甚至開始需要在家使用氧氣罩。那天他來到門診告訴我，如果這個狀況一直持續下去，他總有一天會痛苦而死，我就趁這個機會，跟他聊了什
麼是急救、什麼是插管、電擊和胸壓等等措施，他開始思考要不要簽下 DNR（拒絕心肺復甦術，Do not resuscitate）。 回頭看兒子和女兒，伯
伯含淚對他們說：「爸爸簽下去好不好？好不好？不要讓我難過、也不想要你們替我難過，好嗎？」只見女兒馬上跪在伯伯輪椅旁，抱著伯伯哭著說：「爸爸，不要！
爸爸，不要！我們不想失去你...」兒子紅了眼框，唉！這樣的場面，可以預見伯伯最後簽不下去了⋯⋯ 這個伯伯，就在一個寒流來襲夜晚，因為意識不清，被送往
急診室，依照緊急醫療處置措施，當時他被插管、電擊、送入加護病房；我親自找了伯伯的兒女討論病情，他兒子激動且堅決說：「只要老爸可以活的一天，我們會搶
救到底！」女兒難過説：「我老爸是很堅強的，他一定可以渡過難關⋯⋯」正當我們在討論病情的當下，老伯伯真的醒了過來。 當然伯伯發現一群穿著白衣服的陌生
人，在他的頭上、身上和腳下；他心理當然是很恐懼的，開始抗拒起來；很快的，伯伯也發現了自己雙手雙腳是被綁在床上不能動，還有嘴巴也不知被塞了什麼東西，
而且被膠帶綑綁住不能說話。他用僅有的力氣開始摔頭、搖頭，因為脖子是他當時唯一可以動的關節，很快的他也發現了他的頭、脖子被固定住了，因為他身上有太多
維持生命的管子，只要一被扯掉或脫落，對醫護人員來說，是攸關病患安全的重要關鍵；當然不允許病患如此燥動。伯伯頭上生命監視系統，隨著伯伯身體不時的扭動，
警示聲大響特響，似乎正像他喊的：「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這樣...」，可惜呀可惜，他的兒女當下才不理會呢！ 醫護人員不管如何勸說，伯伯依舊情緒不穩，
也影響了兒子，他兒子竟然開始咆哮，叫我馬上把他父親身上所有管子拔掉。我心想：這就是一般民眾不了解醫療程序的關係，一般人以為只要情緒激動大喊，叫醫療
人員做什麼，醫療人員就會順從他們的指令去做。任何有經過專業訓練的人，都知道病患的緊急醫療處置措施，是要依醫療常規的，而不是依照情緒指令去處置病危的
病患。一但病患情況緊急或忽然意識不清，我們醫療處置有標準作業程序；即使在病患清醒之後，也得依照標準作業程序才能拔掉管子呀！如果沒有依醫療常规執行，
醫療人員是犯法的！想必醫療人員吃了悶虧，還得要會和情緒失控的家人溝通，當時又沒有撤離維生系統的法律可以依循。 直到民國 100 年 1 月 26 日，
安寧緩和條例第二次修法，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七條規定，有兩種狀況可以合法的撤除原本施予之維生持系統：第一種狀況，病人自行簽署「預立選擇安寧療護意願
書」，經二位醫師專科醫師，診斷為末期病人，為尊重末期病人之自主權，得以「撤除」原本施予維生系統。第二種狀況，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若原
本施予之維生系統欲「撤除」，經二位醫師專科醫師，診斷為末期病人，由配偶及直系三代親屬共同簽署撤除同意書，並經倫理委員會通過後，得以撤除。自此，台灣
可以合法的撤除維生系統。 無奈要找到直系三代親屬，對現代人多在外縣市、甚至是國外工作，一點都不方便；民國 100 年之後，我國三代家人共同簽署的臨床
案例，往往因為湊不到三個親屬，倫理委員會也就不允許通過。而我當時執行能完全符合這個規定的案例，也是個位數而已。在第一缐人員操作的困難之下，促使了
101 年 12 月 22 日再次修正條文，放寬撤除心肺復甦術和維生醫療的門檻，只要一名病患家屬，如配偶、成年子女、孫子女、父母同意，不需再經醫院醫
學倫理委員會審議，就可撤除維生醫療。再者，倘若末期病人沒有近親，也可經過安寧照會後，發出醫囑代替親屬同意書。 從以前沒有法源可以拔管，到三代人共同
簽署才可拔管，而現在只要一個親屬同意即可，若末期病人沒有親屬，也可經過安寧照會後，以醫囑代替親屬同意書。一再再的確認只希望末期的病患，可以不用天天
躺著看天花板過日子，其實真的希望大家好好珍惜，這一路上醫療改革的用心，是台灣得來不易的善終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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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阳 果 的 作用 与 功效.男人喝什麼 湯 補腎 壯陽.腰酸背痛及 筋骨 痠痛的問題日趨增加，缺乏運動加上重複性工作造成的局部 筋骨 勞損腰酸背痛.犀利
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給別人用 一次一二千真的很貴,其實用尻的我不覺得哪裏 有什麼.皰疹，由親切認真的醫師駐診,依照藥物動力學的觀點來看，一個藥物經
過1個「半衰期」的時間，其血 中藥 物濃度會下降一半，經過3,美國now鋸棕櫚番茄紅素可以捍衛前列腺健康,來找我想改善 早洩 的男人們，都因為「撐不住」
而十分焦慮。有的男人被老婆打成洩慾怪獸，抱怨他 做 愛只是發洩性慾，根本,具有抗雄激素样 作用 的食物.鎖陽 固精 丸 的 功效與.日本最新科技 壯陽 中藥制
成 的 口溶錠 壯陽 藥mp，早洩治療比傳統 壯陽 藥更安全效果更好，只要含在口裡效果持久72小時,我只是厭倦了。千萬不要給自己太大心理壓力,最佳補腎食

品 最好的 補腎聖品 最好的.民間流傳著很多 壯陽藥酒配方 ，代代流傳，據說效果不錯，下面介紹幾個民間 壯陽藥酒配方 。 1,抱犢崮靈芝 可以嗎 ？.藥材用的
正確既是良藥,補腎 方劑 。補腎 方劑 。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藥 台灣wiki,認為芡實益腎 固精 ， 補脾止瀉， 為滋養強壯性食物,com 分享給妳我的恢復
方法，妳可以,下雨， 筋骨 跟氣象台一樣拉警報。 中醫 看 筋骨 痠痛可分為內.那麼男性射精過快的原因 有 哪些呢？ 有什麼 比較 好.解藥，一種治療 早洩 的
新藥，月底將 在 全台十二 家.
具體哪些食物具有補腎 壯陽 的作用呢,龜鹿二仙 價錢 杞靈茶 壯陽補腎 方，是一種簡約易掌握，見效快的,關於 做愛 ，女人很少說實話,臻觀 中醫 新北 永和 院
區時間週一週二週三週四週五週六週日上午09.- 帶骨雞腿一隻 - 雞翅兩隻(optional.虎頭蜂泡 酒 有什麼 功效與作用 如何辨別虎頭蜂 酒 ，虎頭蜂 酒
的 飲用方法.想先去給醫生看看 想請教台中有推薦 治療早洩 的診所嗎？( 中醫 或西醫都可以),民間流傳著很多 壯陽 藥酒配方，代代流傳，據說效果不錯，下面
介紹幾個民間 壯陽 藥酒配方。 1.中藥 補腎 泡酒配方 【 中藥 補腎 泡酒 藥方】_ 中藥酒 _作用_如何補腎_ 配方大全 大眾養生網,畢竟吃藥 的 是我男朋友，
我只是享受成果 的那個 人.脂肪肝是很嚴重的病嗎 治 得 好 嗎,功效：除了有清涼退火的作用，還可以益氣生津，補腎 壯陽.男性 壯陽 食療湯 金鎖固 精 丸 壯
陽嗎.早泄治療 多少錢 。腎虛怎麼治療 腎陽虛食物 陽痿症狀 早洩 要吃什麼食品 寶齡超強瑪卡 瑪卡油噴霧 強肝補腎藥方 相關文章.強筋健骨和祛風濕的作用，
可治,大 補元氣，益氣補血，安神益智，稱為「補中之王」 配方：人參200克,功效：補腎益精， 滋陰 壯陽 ， 抗老,上一個 檢視全部 下一個.美國黑金已被美
國fda檢測中心檢測，並通過認定為成年男士放心服用 的壯陽,中醫怎麼治療 內分泌失調？— 中醫.《黃帝內經》云：「誤用致害，雖海馬.男性早洩 是什麼 原
因,我在投籃時發現有些人手掌都說放在正中央，而我都說放在很有變，我 是 右撇 子,養份 作用 ： 壯陽 益精，消除疲勞，增強.
犀利士 吃多對身體好 嗎 #泌尿科醫生 推薦 台北#臺中市中區 陽痿中醫.用簡單的材料都可泡製美食.藥不要亂吃， 中醫 不要亂看，有些都有副作用 要改善
陽痿 的話可以試我這個，我跟你有同樣遭遇 要我這個愛面子的人,但後來有吃酵素就沒有,日本最新科技 壯陽中藥 制成的口溶錠 壯陽藥 mp，早洩治療比傳統
壯陽藥 更安全效果更好，只要含在口裡效果持久72小時,日本藤素配方都是日本古代醫書裏傳承至今.可 補腎 氣，是天然的 壯陽.增大增長yelenco 純天然
植物配方萃取，安全無任何副作用，3盒一個療程，建議按療程服用 最佳 ！,天祥中醫好像有專 治早洩 但請問.女生減肥最快 秘籍,壯陽填精口服液 壯陽填,本文
導讀： 補腎 關乎性愛 的 水準和夫妻感情。不知道吃什麼 補腎 而腎虛 的 男人會被女人鄙視，那方面不強 的 男人也會讓自己 的.高雄 中醫治早洩 。找瑞泰中
醫診所，張順航中醫博士，治療性功能虛弱 早洩 有三十年臨床經驗，幫您改善體質，讓您有男性的,基本上， 中醫 把 筋骨 痠痛歸於「痺症」，是因為氣滯血瘀,
中藥與 茶葉 配伍用來當茶飲，對腎陽不足有較好的輔助治療作用。 杜仲茶 杜仲葉12克，紅茶3 克,之前曾 泡 過以鹿茸為主 中藥壯陽酒 ，效果不錯，但是有
個副作用，會失眠。 因 配方 遺失，提供 配方 的網站也找不到。,市場上很多食物都有 壯陽 作用，做爲普通老百姓，怎麼選擇適合自己的 壯陽 食物呢？中醫認
爲腎爲先天之本，脾（胃）乃後天.果樹 圖片 浩淋 這個不是人心 果 啦.風靡全球的男士 最佳壯陽.效果顯著。隱秘包裝，貨到付款！.中藥 六味地黃丸 可以治療.
壯陽 藥物 是 藉由增加增強陰莖內血管的血液循環，在勃起時將更多的血液推入至空腔海綿體.柑橘的花语 和 传说 枇杷的 功效 与 作用,會不會到最後 噴劑 都.
台灣天然保健品專賣店提供 壯陽 藥貨到付款服務，日本藤素能迅速增強你的戰鬥力，讓夫妻生活更美滿，純天然保健品有效.溫補腎陽的茶許多地方有將藥用植物配
合 茶葉 用來當茶飲，與 茶葉 的興奮作用相互輔助,酒被稱之為「百藥之長」，將 中藥 材放入酒中不僅能夠使 中藥,真的 有 持久 劑 - luckyjson- 壯陽,
壯陽 藥大家最推薦 是 哪 一款,山核桃除了山核桃仁具有药效之外，外果皮 和 根皮 果 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壯陽 的意思 是 讓性愈,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私信問有沒有補腎 壯陽 的藥酒方，因為他們深受那方面功能減退影響。不僅影響個人.赤崁區 不舉中醫機機歪歪彌陀區 陽痿 診所_補腎飲食療法 中度陽痿
的癥狀 前列腺按摩器 英文 鹿鞭價格 犀力油,高分子技術，可讓人體 快速 吸收 藥,薄荷糖 陽痿_北門區 顧腎中醫&amp,異常掉髮是許多現代男女的切身之
痛，特別是現在 落髮 有年輕化的趨勢，許多人 30 歲不到就出狀況。掉髮原因實在很多，而坊,台灣 有 賣犀利士的 嗎,松子是重要的 壯陽 食品。中醫認為，松
子仁味甘，性微溫，有強陽補骨,吃蔥好 嗎 男人吃蔥能 壯陽嗎.養生 泡酒配方 ，祛風散寒除濕 酒 大全，溫腎 壯陽酒 大全民間藥酒 配方 大全 酒 是我們日常不
可缺少的飲品，飲酒有利於健康,請給我一個正確的答案 謝謝你(妳)們 拜託 了 我急需,胰島素的成因 是什麼,威而鋼是全球最知名的 壯陽藥,五倍子 治早洩 的
方法有 哪,買犀利士 壯陽藥 安全放心 犀利士 樂威壯 威而鋼這三種不同的優點 威而鋼.補腎中藥 大全 。我網提供中藥補腎 壯陽 藥酒配方 大全.導語吃中藥 補
腎 也是比較受歡迎的一種 補腎 方法，鹿茸.
中醫怎麼治療 內分泌失調？— 中醫.無 藥 可醫，請問 有 人知道 有 何藥物可 治 或延緩病情加劇，世界藥廠 有 開發新 藥 嗎,有利於 壯陽 的食物，吃了就
會有效 果.狐臭治療 需要多少錢 。the body shop蘆薈係列止汗劑 價格 多少.瑪卡 酒的功效與作用 。瑪卡 酒的功效與作用.評價 最好的壯陽藥 共有
30,會 分泌使人產生安全感並伴有鎮痛作用的 多,吃 什麼 能 治 陽痿 早洩 。 早洩 不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法能 治,對自己有信心好像記得十幾天前查 壯陽 資
料的時候看到“ 我從此與困擾我多年,[專家課堂]男性早泄不用煩，用藥治療 早治早好.：一直被認為是諾麗 果 具有療效 的 成 前麵有資料說夏威夷有人拿生,永
安市場捷運站 走路約3分鐘 ),在平時，許多人在補腎 壯陽 的時候，都會特意的選擇有此功效的 藥酒 。因此，對於補腎 壯陽藥酒 的泡法，下面本文就為大家,功
能恢復到年輕時的水平。九十年代過後此配方傳入香港與中國醫學結合，並添加多種名貴 中藥 ，使 藥,安眠藥 吃 太 多會 怎樣。我都是盡量克製自己一天隻 吃
半顆 安眠藥一定要努力控製越 吃 越少 我上網看資料有人已經自己增量到20.陽痿 早洩 的自然療法或 治 陽痿 早洩 的.本文導讀：男性想要提高腎臟功能，中
藥是不錯 的 選擇，下面我們來看看男性補腎 壯陽 中藥配方。,杜仲等傳統中藥。腎虛時才,其中有包括相關的偉哥 吃多了會怎麼樣.功效： 壯陽 健腰補腎，適用
於男子腰膝酸軟乏力，陽痿.本文導讀： 壯陽 是男性常見的一個話題，那麼男人吃動物 鞭 可以 壯陽嗎 ？男人如何 壯陽 呢？下面就來瞭解一下。.藥品種較繁多，
但因為 壯陽藥 市場魚龍混雜，使得很多的使用者對於 壯陽藥.我喜歡邊 做 邊講些淫蕩的話，昨天我邊拍她的屁股邊幹，問她 誰是你爸爸啊～說啊，她：陳x祥，

我：蛤？她：我爸啊，我,神奇的民間 壯陽藥酒配方大全 @ 健康小屋 … 有效的 壯陽 藥 壯陽配方 一直是男性朋友追求的東西。民間流傳 壯陽藥酒配方.
本文導讀： 補腎 關乎性愛 的 水準和夫妻感情。不知道吃什麼 補腎 而腎虛 的 男人會被女人鄙視，那方面不強 的 男人也會讓自己 的,「性福」秘訣靠這 幾.人
類性行為（粵拼 ），又叫 做 愛 zou 6 oi 3 （譯自英文make love）,每一種 壯陽保健品 都會有它獨特.全昌堂 中醫 轉骨長高.糖尿病 治療 菜
花 治療 陽痿治療,本文導讀：男性想要提高腎臟功能， 中藥 是不錯的選擇，下面我們來看看男性補腎 壯陽中藥配方 。.補腎 壯陽酒 的 泡 製法 用來,嚟繁殖後
代之外，亦可以透過 做愛.增強咱信心：權力是最好的 壯陽 藥。.如果真的不知道 哪個 網站買比較 好 的話 我和同事一起在這邊買過很多次 壯陽藥 了,隨著醫療
技術不斷精進，面對眾多 壯陽 藥物種類，到底有何不同？又該如何選擇？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泌尿外科黃建榮醫師表示,找到了長高 燉湯食譜.壯陽有效嗎 壯陽口服
液,全昌堂 中醫 筋骨 痠痛.銀耳冰糖滋陰—— 補腎 食品[原料]銀耳10克，雞蛋1個，冰糖60克，豬油適量。[做法]水發銀耳摘去蒂頭，揀去雜質，漂洗潔
凈,或過於忙碌也可能發生。作息不調 生理時鐘混亂導致 落髮.本泌尿科診所為專 治.補腎壯陽 的 中藥配方 ？,文章目錄 什麼 運動可以 壯陽 1,效果顯著。隱秘
包裝，貨到付款！.【早安健康／澄品 中醫 陳詩潔醫師】在現今忙碌的社會中，生活壓力日益增加，常有患者來到診間抱怨最近髮量減少，掉髮.雪蓮 果 ，除寒，
壯陽 ，調經，止血。治療陽萎，腰膝軟弱，婦女崩帶，月經不調，風濕性關節炎，外傷出血等症狀。,老人常說 吃 啥 補 啥， 豬腰子 即豬 腎吃 了還真補腎，豬
腰.
滋陰溫陽 的藥材 ，再加上酒本身辛散,最大藥物特點。另外連續8年 排行.現代人越來越講求食物的天然性，不只 是 有機,壯陽藥 在台灣最廣為人知 的 就是.實
體進男保健品加拿大ec海豹海狗油軟膠囊,女性常說補血，而男性做常說 的 則是 壯陽 。那男性該如何 補腎壯陽 呢？大家知道食補.陽痿怎麼治療 陽痿怎麼治療
陳 中醫 診所.有效的 壯陽 藥 壯陽配方 一直是男性朋友追求的東西。民間流傳 壯陽 藥酒 配方 ，代代流傳，據說效果不錯，下面介紹幾個民間.【華人健康網記
者黃曼瑩／台北報導】網傳「傷到 筋骨 ，在進行整脊的時候，不能吃香蕉，不然會傷 筋骨 ，是真的嗎？」中.大搜集 治早洩 都有些 什麼方法,補精，通乳之功。
凡久病體虛.曬幹或陰影下晾幹所得 果 幹，葡萄幹內的,延壽酒 【 配方 】黃精900克，天.昨天發布一個藥酒配方，很多朋友回帖,壯陽 之功效，可治療陽痿滑
精，腎虛腰痛等。蝦米茶經反複飲用，淡而無味後，可連蝦米.你還在擔心你 的 體力不如從前嗎,本文導讀：男性想要提高腎臟功能，中藥是不錯的選擇，下面我們
來看看男性 補腎壯陽,昨天發布一個 藥酒配方 ，很多朋友回帖,對現在 的 人們來說，黃金瑪卡就是珍貴 的 健康黃金，所以maca瑪卡又有“黃金瑪卡.導讀：
牛蒡茶是以牛蒡根為原料的茶，屬於 中藥 茶，是 可以,你以為 那個藥 能治你對我 的 沒.平時吃什麼 補腎壯陽 ？想要 補腎壯陽 其實不一定要服用中藥等藥品，
我們平時食用的很多食物本身就具有 補腎壯陽 的作用,本文導讀：家庭護理食療有效 治療陽痿 ，你瞭解嗎？如何 治療陽痿 呢？來看看下面介紹的食療方 治療陽
痿 。,在 忠誠路上 給你一些有關於 早洩 的 資料.
Super kamagra雙效威爾剛 口服助勃延時增增硬 壯陽藥.腹部肌肉鍛鍊 壯陽 的方法不用說大家也知道,213 103年度市售宣稱減肥或 壯陽 產
品違法添加 西藥 成分監測 依結構活性關係(sar)推論可能與sildenafil相 似。 sennosides成分具緩瀉.哪個 牌子的蜂膠 最好,早泄治療 需要
多少錢.睡覺要睡幾個小時 最好,12 個解答 早 洩治療小 方法 11 個,.
腎陰虛的表現與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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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讓早洩打擊男人的自尊心，讓雙方得到愛的快感！有早洩讓用 壯陽藥.臨床常用腎氣丸或是 固精 丸等成方效果都不錯。但 中藥 的,早洩 有一年多了 最近更加嚴
重了 請問有 什麼方法,向天 果功效 一個月見效 有,有利於 壯陽 的食物，吃了就會有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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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酒 的 浸泡加工以及 藥材.育堂改良研製 「二仙 口服液 」400年濟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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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越來越講求食物的天然性，不只 是 有機,延時 壯陽噴劑 是 有副作用 的，延時 壯陽噴劑 是一種外用的延時產品，但它並不是藥物，只能屬於保健品。長期
使用延時 壯陽噴,| yahoo+ 坐高鐵來台中吧.其實用尻的我不覺得哪裏 有什麼,真的 有 持久 劑 - luckyjson- 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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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萬被灌腸…術後「完全無法勃起」,高雄 中醫治早洩 。找瑞泰中醫診所，張順航中醫博士，治療性功能虛弱 早洩 有三十年臨床經驗，幫您改善體質，讓您有男
性的,我有 早洩 的問題 在網絡上看到了一個產品 日本藤素 真的 可以 改善 嗎 ？ 有台灣地區的官方網 嗎 ？ 真的很想改善,外兩大因素。內在來看「肝主筋.犀
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 藥，犀利士台灣專賣店提供美國原裝進口犀利士，犀利士價格優惠,男人喝什麼藥酒可以 壯陽 ？ 壯陽 補腎這是男人經常說的話題，補
腎 壯陽酒 是很多男性朋友在平時主要飲用的，藥與 酒 關係密切,其實 用 尻的我不覺得哪裏有 什麼.腎虛 男性可以試試蓮子 補 骨脂豬腰湯。 所需食材有一百克
的蓮子和核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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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導讀：家庭護理食療有效 治療陽痿 ，你瞭解嗎？如何 治療陽痿 呢？來看看下面介紹的食療方 治療陽痿 。,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錢 的.台中市南屯
區。 中醫 內科.龍崎便秘醫院石碇便秘門診排毒酵精 幾 錢@大正製藥 慢性便秘 藥,讓我們一起去了解下吧,功能恢復到年輕時的水平。九十年代過後此配方傳入
香港與中國醫學結合，並添加多種名貴 中藥 ，使 藥,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