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陪伴臨終者（家屬衛教） 

陪伴臨終者的重要性 

在面臨即將往生的過程中，經常會面臨心理害怕、擔心受苦、憤怒… 情緒，

如在這過程中，有親友的陪伴，臨終者會感受到家人的愛與關懷，並讓臨終者

在這過程中，不覺孤單，甚至更有勇氣與智慧面對即將往生的過程。 

 

臨終者的心理需求與處置 

 被愛、被關懷、被尊重 

當邁向死亡的過程，病人難免會有許多被壓抑的情緒包括挫折、憤怒、失

望在此刻爆發出來，當臨終者這些痛苦與悲傷的情緒爆發時，不要壓抑他，反

而要尊重並接受這樣的情緒，也不要試著想找一些話來安慰他，也許你只要握

著他的手說：「這陣子讓你辛苦了」或就靜靜的在旁陪著他哭，讓他好好的宣

洩自己的情緒，用耐心與時間慢慢了解他的想法，才能讓這樣的情緒慢慢退洩。 

臨終者希望的是被愛、被關懷，但也要尊重他的想法，才能讓你與臨終者

的心更貼近。 

 

 能與家人說真話 

常有家屬會問：「是否應該告知臨終者，他生了什麼病，現在的況為何？」

其實，病人自己最了解自己的身體變化，大部分的臨終者，都知道自己即將去

世，因為，臨終者可以感受到身體一天天的虛弱；家人對他的態度及照顧行為

的改變；或透過家人或醫護人員互相交談時的神情及降低的音量，讓臨終者更

能確信自己正在接近死亡。 

因此，家人互相坦誠是很重要的，因為臨終者沒有被告知實情，如何能為

自己的往生做準備？臨終者要準備的不只是身體上、物質上的準備，更重要的

是臨終者本身心理上的準備。 



 心願完成 

每個人都有心中的願望，當臨終者面臨即將到來的死亡，心中也會有些想

做的事。曾有病人，因身體不適住院，後因生病之故，一直無法回家長達數星

期，當他說想回家看看時，這就是他的心願，也有人想與以前吵架的朋友合好，

不再互相怨恨，能夠彼此寬恕。可請臨終者說出心裡想完成的事或想對某人說

的話，用筆或錄音的方式紀錄下來，告訴臨終者，我會盡量讓這件事圓滿達成，

如果事情超過我的能力範圍，我也會盡最大的努力去嘗試。有時你會驚訝發現，

當臨終者說出心中的願望後，其內心的不安與焦慮會放下許多。 

 

 與家人道別 

當臨終者越來越接近死亡，也許臨終者身體與心理都準備好要迎接這一刻

的到來，但家人的不捨會讓臨終者很難放下，而安詳去世。因此臨終者需要「家

人允許他去世」，「請家人保證在他過世後，家人會互相扶持、互相照顧。」 

以下為參考範例：您可以坐在臨終者的床邊，用最誠懇、柔和的語氣說：

『我很幸運，這一生能成為你的□□（妻子、兒女…親友），謝謝你帶給我的一

切，雖然希望能永遠與你在一起，但又捨不得看著你繼續受苦，只能祈求你到

更好的地方，沒有病痛與折磨。我們相處過的日子，我將永遠的珍惜，我會好

好照顧自己，請你放心。』 

要嘗試說這些話，不是一下子就能說出口的，但不論是臨終者或家人，都

需要互相的道別，道別的動作可使臨終者安心的往下一個旅程邁進。 

 

結語 

當臨終階段來臨時，能讓臨終者的需求滿足，可使艱苦的死亡過程變的較

容易、痛苦降至最少與安詳。此時家人的陪伴、愛與關懷比任何的藥物都來的

重要，因為，在人生最後階段，只有親人的聲音及過去美好的回憶能讓臨終者



有勇氣面對臨終的那一刻。 



 

瀕死前出現的徵兆（家屬衛教） 

   如何伴隨及支持至親渡過人生最後一段幽谷，是件不容易的事。當病人逐漸

邁向生命中的最後階段時，我們可以觀察到在他/她身上可能會發生的一些徵

兆，並非所有的徵兆都會出現。希望此份資料可以幫助您們準備、預期和了解，

有任何疑惑竭誠歡迎您們隨時提出，我們會幫助您們來識別這些徵兆，並陪伴您

們渡過這段艱難的時刻。 

 
一、可能的徵兆 

1. 因為身體功能逐漸衰退，病人對食物和水的需求量會降低，可能會有吞

嚥困難、口腔乾燥等現象；不要勉強其進食，儘量保持其口腔溼潤。 

2. 病人將會花更多的時間在睡眠上，且不易叫醒，這是身體代謝改變的結

果；極可能在一天當中只有不到數分鐘的時間是清醒的，試著把握這短

暫的時間好好陪伴他。 

3. 對人物、時間、地點的混淆可能會增加，辨別能力減低，看起來坐立不

安；可提醒病人日期、時間及何人在場，給予輕柔音樂和燈光，這樣會

使病人感到自在舒服些。 

4. 由於神經系統機能退化，視力和聽力可能會改變，聽力通常是最後消失

的知覺；可以讓燈光柔和些，經常與病人保持對話，表達您的感受。 

5. 由於血液循環變慢，造成腦部缺氧，病人可能會躁動不安、拉緊床沿或

看到一些幻影，例如說他看到「已去世的親友」等等；宜用被子或床單

護住床欄，以免病人碰撞瘀傷。並保持鎮定慢慢且自信的與他說話。 

6. 尿量可能會逐漸減少，而大小便失禁也可能會出現；可使用尿布墊或尿

布、並維持應有的清潔與舒適。 

7. 因為血液循環變緩，所以手腳漸冰涼，或呈現青紫、青藍色的皮膚；可

以毛毯為病人保暖，定時的翻身、給予手腳溫柔的移動或按摩。 



8. 口腔的分泌物可能變得更多且聚集在喉嚨的後部，就是所謂的『瀕死嘎

嘎之音』，這聲音是因為身體液體攝取的減少及肌肉無力將正常唾液咳

出所致；可抬高床頭或翻身側臥，並清潔濕潤口腔。 

9. 會出現不規律的呼吸型態，可能出現張口費力的呼吸、淺而快的呼吸速

度或 10~30 秒的呼吸暫停現象，這是呼吸將要停止的一個重要徵象。 

10. 當死亡臨近時，疼痛和不舒服的感覺通常會減弱些。 

 

二、您如何知道病人已經死亡？ 

當死亡來臨時，您將會看見下列現象： 

 雙眼瞪著，而且眼皮微微的張開。 

 沒有呼吸及脈搏。 

 搖晃病人或與他對話沒有反應。 

 大小便失禁。 

 頷關節鬆弛，嘴巴微張。 

 

臨終時，病人猶如小嬰兒，至親、至愛、摯友的陪伴、撫觸、擁抱乃是最溫

馨重要的愛與關懷。 

 

 「放下」不表示停止關懷，它意味著我無法為別人做這件事。 

 「放下」不是將自己隔離，是了解到我不能控制別人。 

 「放下」不是改變他人或責怪他人，它是發揮自己最大的潛能。 

 「放下」是不刻意促成什麼，它是讓自己從自然的因緣中學習。 

 「放下」是不批判，它是允許別人表達他們的人性。 

 「放下」是不為了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懆縱別人。 

 「放下」是沒有執著，只有關心。 

 「放下」是承認無能為力，含意是結局的呈現不在我的控制中。 

 「放下」是允許別人去面對事情的真相。 



 「放下」是不否定事情的真相，是接受一切事物的前因後果。 

 「放下」是停止責罵或辯論，是找出自己的缺點，並改正它們。 

 「放下」是不苛責或糾正任何人，試著使自己成為夢想中的人。 

 「放下」是去除恐懼，讓愛呈現。 

 「放下」是不追悔過去，是讓自己成長並為未來而活。 



  

如何走過悲傷（家屬衛教） 

【悲傷情緒小字典】 

1. 悲傷情緒是主觀感受與獨特。每個人(包括成人小孩)都不同，而且沒有是非

對錯。它同時會出現多種感受，也可能陷在一種情緒裡面，每個人的悲傷是

無法比較的。 

2. 有的人悲傷期很短，很快便能適應新生活；有的人則需要比較長的時間來調

適。因此，無法要求要盡快走出悲傷，那會造成反效果，帶來更大的挫折與

無助。 

3. 悲傷需要出口。宣洩出的情緒，會帶來力量與復原；反之，壓抑的悲傷，會

帶來更巨大的傷痛。 

4. 悲傷不會隨時間而自動消失，而是需要時間和努力。悲傷需要用愛、接納、

支持、包容、傾聽、擁抱與時間，來陪伴度過。 

5. 遲來的悲傷會比正常的悲傷更加明顯與嚴重，雖然處理上比較困難，但卻非

常必要。 

 

【正常的悲傷情緒會有】 

1. 傷心、難過：這是常有的感覺。生活中會莫名沒來由的傷感，也許聽到一首

歌或電視連續劇的一句對白，或一件物品，都會勾起心中的傷心處。大部分

會以哭泣來宣洩。 

2. 憤怒：許多家屬會因為無法阻止死亡的發生，感到挫折而有憤怒的感覺。通

常會將憤怒發洩在：醫療人員身上，抱怨醫療處置不當；或抱怨其他家人不

參與照顧；對神感到不滿，拒絕再上教堂或念佛；或者對自己生氣。 

3. 自責：這是憤怒的延伸，轉而怪自己。如：為什麼不再找更好的醫生或醫院？

應該繼續做治療的，不該這麼快放棄；當初就是沒堅持，要她(他)儘早檢查，

都是我的錯⋯。 

4. 焦慮：對死亡或生存感到不安，覺得自己無法照顧自己。擔心自己或其他家

人也得癌症，害怕再度失去親人。 

5. 孤獨：大部分發生在配偶死亡的喪親者身上。平日習慣相依唯命的親密伴侶，

一旦過世，便覺孤單。精神、生活沒有依靠，儘管子女或好友在身旁，仍舊

感到孤伶伶一人。 

6. 疲倦：身體和情緒都顯得意興闌珊，失去活力與興趣。 

7. 無助：覺得家裡的精神支柱垮了，自己無能力獨自面對以後的生活，或擔心

自己無法兼顧多重角色。如：賺錢養家、父兼母職(母代父職)或撐起一個家。 

8. 驚嚇：這是突然聽到親友死亡惡耗的反應。如：重病、意外或自殺死亡。 

9. 苦苦思念：指深深想念失去的親人，想念她(他)的種種、點點滴滴。這種想

念常令人陷入深深的傷感，酸、甜、苦、辣、百味雜陳。 



10.麻木：通常發生在失親的早期。因為悲傷情緒排山倒海而來，讓人感到痛苦

無法自拔，而產生的一種心理防衛機轉，以避免崩潰。常見有：腦袋一片空

白、無法反應或沒什麼感覺。 

11.解脫：疾病拖久了身、心都非常疲累，當親人一過世，會突然感到解脫的輕

鬆感。這種感覺是為自己也替病人感到輕鬆，覺得可以不再受種種煎熬的痛

苦。心裡若懷抱祝福與感恩的解脫感，是屬於正向的感受；反之，若伴隨內

疚、自責的感覺，則會加深我們的悲傷情緒。 

 

【除了有悲傷情緒外，我們的生理也會出現下列反應】 

1.胃部空虛或胃痛          2.胸口緊迫或抽緊   3.呼吸急促、有

窒息感 

4.喉嚨發緊     5.食慾不振、沒胃口、口乾 6.缺乏精力 

   

7.肌肉軟弱無力    8.頭痛      9.對聲音敏感

   

10.人格解組的感覺。如走在路上，像遊魂不知道自己身在何處。 

 

【也會出現的行為】 

1.失眠      2.食慾障礙、過度進食或拒食 3.心不在焉、恍

惚 

4.坐立不安     5.哭泣、嘆氣    6.社會退縮 

7.夢到失去的親人   8.避免提起失去的親人        9.呼喚或找尋

逝去者 

10.舊地重遊     11.隨身攜帶遺物或紀念品 

 

【還會出現一些想法】 

1.不相信     2.困惑      3.沉溺對逝者

的思念 

4.隱約感到逝者仍然存在  5.幻覺 

 

悲傷不只是用難過或哭泣表現，上述都是悲傷反應。若出現的反應已經嚴重

到影響身體健康、日常生活或人際關係，則需要尋求專家的協助。 

 

【因應悲傷較適當的方法】 

1. 給自己一些時間，接納自己正處在悲傷情緒中。 

2. 瞭解自己的環境中，所擁有的支持與資源有哪些？ 

3. 找到安全的方式與環境和他人分享。 

4. 處在不合適面對悲傷的環境時，可以試著告訴他人自己需要獨處。 



5. 瞭解自己傷慟的根源或原因，並尋求可以幫助自己的人。 

6. 和其他家人、朋友，共同回憶及分享，整理逝者對自己的意義。 

7. 藉由適當的運動或休閒活動，放鬆自己的身體與緊繃的心情。 

8. 特定節日或夜深人靜，難以入眠時，發展一些方法因應悲傷的心情。 

9. 未曾表達的潛藏情感，要有解決或宣洩管道。 

10.多喝水，並保持食物的攝取。 

 

【較不合適的方式】 

1. 很快找尋替代傷慟的人、事、物，來轉移悲傷心情。 

2. 告訴自己要堅強、勇敢，而避免接觸或忽略自己脆弱的一面。 

3. 獨自傷心是唯一的選擇。 

4. 暗示自己時間可以治療一切。 

5. 不允許自己哭泣。 

6. 用忙碌來麻痺自己。 

7. 用傷害自己的方式來彌補失落的空虛，或取代失去親人的痛苦。 

 

【相關悲傷支持機構】： 

 

台北一葉蘭喪偶家庭成長協會 

地址：台北市基隆路二段 19 號 6樓之 1    電話：02-27295032 

服務項目：心理成長、職業轉介、急難救助、專題講座、聯誼會 

 

康泰醫療教育基金會 

地址：臺北市羅斯福路三段 245 號 8樓    電話：02-23657780 

服務項目：悲傷治療團體、醫療資訊   

 http://www.kungtai.org.tw/ 

 

佛教觀音線協會 

地址：台北市迪化街一段 21 號 8樓     電話：02-25580220 

網址：www2.seeder.net/kuanyin 
 
大台北地區生命線 

地  區 地               址 電     話 

基隆市 東信路 282 號 3樓 02-24659595

台北縣 板橋市自強新村 1號 1樓 02-29671621

台北市 建國北路二段 92 號 9樓 02-25024242

桃園縣 桃園市大興西路二段 61 號 13樓 03-3581021 
 
【相關書籍】 



書         名 作        者 出 版 社 

失落也是一種生活 Bob Deits 著 陳意平 譯 海鴿文化 

重畫生命線 Dena Rosenbloom,/Mary Beth William 

合著/許琳英 等譯 

張老師文化 

爺爺有沒有穿西裝 艾蜜麗.弗利德 著 

張莉莉 譯 

格林文化 

跟沮喪說 bye-bye 利納斯.曼第 著/劉清彥 譯 張老師文化 

最後的銅鑼聲 林清玄 著 上誼文化 

想念 陳致元 著 信誼 

他到天堂去了嗎 崔佛.羅曼 著/林熒 譯 新迪 

當所愛遠逝 凱倫.凱塔菲絲 著 

呂政達 譯 

張老師文化 

如何重建人生 凱塞琳.克拉馬 著/陳澄和 譯 中時 

遠離悲傷 鄧美玲 著 三品國際文化 

單飛 鮑伯.狄基里歐 著/吳白玲 譯 智庫文化 

獾的禮物 蘇珊.巴蕾 著/林真美 譯 遠流 

用心去活~ 

生命的十五堂必修課 

伊莉莎白.庫伯勒.羅斯 大衛.凱思樂 

合著  張美惠 譯 

張老師文化 

假如我死時 你不在我身旁 克莉斯汀.龍雅可 著/陳琴富 譯 張老師文化 

此刻有你真好~ 

陪伴悲傷者走過哀痛 

瓊恩.西薩.柯爾芙 著/劉育林 譯 張老師文化 



 

陪伴臨終病人家屬問答集（家屬衛教） 

作者彭淑萍為前台北榮總安寧病房資深護理師 
 

我該如何面對「它」、處理「它」⋯？人生無不散的筵席，這是一句耳熟能

詳的話，甚或是我們曾用來安慰週遭朋友的詞句，然而，當有一天你、我成了這

場人生筵席中的主角，筵席散場時我們真能如此坦然接受、從容面對嗎！  

其實，臨終病人還是一個完整的人，有如你我一般，有著獨立的思想，有為

自己做決定的權利，更有被尊重與被愛的需要，因此，身為陪伴者的我們應該先

在心裡有這樣的體認，才能從容面對接踵而來的現象。 

 

1.我該告訴他(病人)實情嗎? 

疾病告知的必要性並不是絕對性的要或不要二選一之答案，而是應該適時，

適情。 

適時:隨著疾病進行，逐一出現的症狀，身體主人會不覺有異嗎?一般來說，

隨著症狀逐一出現以及久治不癒的事實，總會令病人心生懷疑，提出疑問。面對

病人的問題，家屬總會以[不要亂說]，[不要想太多]，[沒事啦]⋯等等草草帶過，

其實，當病人提出疑問時，是一次告知的時機，不否定病人的懷疑，順這病人的

疑問，引導病人說出更多內心的想法，其實，疾病告知可以是在一個很自然的情

境下發生! 

適情:有些病人疾病迅速進展，即便已經時日不多，仍舊沒有被告知疾病，

在這期間，病人沒有疑惑的表現，也不曾主動提出疑問，平順接受接踵發生的症

狀與治療，在這樣的情況下，疾病告知與否似乎已不重要了! 

在決定要不要告知疾病之前，我們應該先問自己，說與不說對病人的影響是

什麼?當病人主動問及，我們應不規避病人的問題，如果病人坦然接受眼前的症

狀及治療，以平常的態度過生活，不曾提及關於疾病的疑問，我們又為何要破壞



這平常，強迫病人面對疾病?或許，這是病人保護自己的另一種方式，只要病人

的選擇不會對自己造成傷害，就應受到尊重。 

 

2.臨終的時候會很痛苦嗎? 

隨著疾病進展，身體確實會陸續出現一些症狀，像是:疼痛，呼吸不順，睡

眠困難，便秘，沒有食慾，噁心，嘔吐⋯等等，但也隨著醫療技術的進步，這些

不適的症狀都可以藉由藥物或非藥物的方式獲得相當程度的控制與改善，進而維

持病人生活的品質。 

 

3 最近他(病人)會說看到一些人，有時還要我招呼那些人，我該怎麼辦? 

當病人表達看到已逝的親人或朋友時，切記不可否定病人，而應探問病人當

下的情緒為何？是否有害怕等情緒?一般來說，病人多會覺得喜悅與滿足，更希

望與週遭的人能一同分享，若是我們一昧否定病人所看到的，會讓病人覺得孤

單，不被了解，久而久之，便不再對外界表達他(病人)真實的感覺，當然，若病

人所感受的是恐懼，我們可用溫和的態度，肯定的語氣，讓病人知道我們將會陪

在他(病人)身邊。 

 

4.最近他(病人)都吃很少，是不是要打營養針補充體力? 

越接近臨終時期的病人，對食物的需求相對減少，這樣的情形看在陪伴者的

眼裡萬般不捨，常希望藉由營養針劑來補充病人體力，甚至延長病人的生命，殊

不知這些針劑的給予，可能造成病人身體更大的負擔，藥劑與水分在體內的堆

積，使病人產生腫脹不適的感覺，當我們希望補充病人營養的同時，也提供了癌

症細胞生長所需的養分，相信這都不是你我所想見的結果。不勉強(包括不強迫

病人進食，以及不用人為方式給予病人食物或藥劑)，在病人願接受，可承受的

範圍內，少量多餐應是臨終階段病人飲食的原則。 



 

5.他(病人)睡覺的時間越來越多，越來越不容易叫醒了。 

臨終病人因疾病的進展及體力的耗弱，睡眠時間長，往往在這段期間來探訪

的親友絡繹不絕，若是每位親友探視的時候都要求病人保持清醒，維持正常的社

交行為，對病人來說會是一件辛苦的事情，甚至，因為病情的進展漸漸成為不可

能的事。雖然如此，但他(病人)的感受力卻變得敏銳，聽覺更是在生命終止後才

慢慢消失，所以，不試圖搖喚昏睡中的病人，將病人視作正常人溝通，與病人說

話前先以平順溫和的語調，告訴病人自己是誰，並輕柔的握著病人的手，讓病人

更真實感受到我們的陪伴。 

 

6.他(病人)還有多少時間?什麼時候叫外地的家人回來比較適當? 

臨終是一個階段，而不是一個點，在這個階段中，讓病人感受到家人，親友

的用心陪伴，把握，珍惜彼此相處的時間，對於病人及陪伴者來說有著更大的意

義與價值。因此，臨終的那一時刻點，是不是全家都到齊，相對顯得不是那麼重

要重要的事。在病人生病的這段時間，我為病人作了些什麼?!很遺憾的是，隨著

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人人忙於打拼自己的生活與事業，在病人住院期間，鮮少

抽出時間陪伴，對於病人，臨終階段的照護活動更是幾近於零，試想，若是如此，

當醫師宣告病人於幾時幾分過世時，身為陪伴者的我們希望都能在場的意義與目

的又在哪裡? 

 

7什麼時候該幫他(病人)換衣服? 

傳統習俗中，臨終前家屬需為病人換上新的衣服，因此，何時換才適當?成

為陪伴者另一件在意的事情。一般可將生命徵象(血壓，溫度，呼吸，心跳，血

氧飽和度)當為參考指標，當所有生命徵象都下降時，可考慮為病人淨身更衣，

但有些特殊的狀況，陪伴者對於傳統習俗的堅持與否，是有待思量的。這些特殊



狀況包括: 

病人呼吸急促(喘):當病人呼吸急促的同時，若進行淨身更衣，因為翻動病

人的關係，常會刺激病人呼吸次數更為增加，相對增加病人的不適。 

病人陸續出現嘔吐:有些病人因為下腸胃道阻塞的緣故，以致腸胃內所堆積

的內容物藉由口腔排出(嘔吐)，此時，若翻動病人容易誘發嘔吐，再則，更衣後

也易因為嘔吐關係染污衣服。 

除此之外，若病人持續有盜汗現象或腹瀉現象，臨床上也不建議過早換衣

服，以免需反覆更換乾淨的衣服。 

 

8.沒有任何監測的儀器(如:心電圖)，怎麼知道他(病人)走了? 

對於臨終病人而言，提供舒適的照護是重要的，在病人身上增添外來的管子

或線路，對病人都將是一種牽絆。因為，管路的存在，讓陪伴者擔心太靠近病人，

會使管路滑脫移位，直接阻隔了陪伴者與病人的接觸。監測儀器所發出的聲響，

也同時干擾了病人的寧靜，甚至營造出緊張的氣氛。有時儀器過度靈敏，週遭些

微的移動都會造成儀器中數據或是波形的改變，導致錯誤的判斷⋯等等，付出這

麼多的代價，僅為了監測病人何時離開，不禁令人懷疑[值得嗎?必要嗎?] 

 

9 他(病人)要在家裏斷氣才可以，來不及怎麼辦? 

習俗中病人必須回到家中才能斷氣(過世)，但是，臨終時刻這種事情，怎是

凡夫俗子的你我所能預知與掌控的呢?提早讓病人返家，陪伴者擔心無法處理病

人在家中發生的狀況，等到臨終症狀較明確時，又擔心來不及回到家。在這兩難

的情況下，往往可以考慮選擇形式上返家，也就是:當病人來不及回家，即便是

在醫院病房中過世，依舊協助病人帶著氧氣設備(鼻導管或是面罩型皆可)，商請

救護車載送返家，進家門後再將氧氣設備取下。 

 



10.在過世的人面前不能哭? 

習俗中若在過世的人面前哭，會讓過世的人走不了，但，人是情感的動物，

面對親人的過世，要壓抑情緒不落淚，並不是件容易的事。因此，常見一種現象:

病人過世的當下，身旁家人親友寥寥無幾，因為，大多躲在病房外哭泣。或許這

樣的形容有些誇大，但這都是真實發生的情況。病人過世後的數分鐘內，聽覺仍

舊存在，若是病人聽見家人，親友的哭泣，會讓病人放心不下。若是我們能了解

這當中的緣故，即便當下我們表露了難過的情緒，但我們若同時允諾病人將會好

好照顧自己，安排日後的生活，相信病人雖有不捨，但將會更放心離開。 

人生筵席總有散場的時候，大多筵席中我們扮演著配角(陪伴者)的腳色，但

終有一場人生筵席需由我們自己擔任主角(病人)，對於主配角的演出，沒有標準

的劇本，一致的劇情，因此，面對它時，唯有不拘泥於形式的束縛，以主角的需

求為考量，陪伴，支持，尊重與愛，主配角齊心合作，才能讓結局圓滿落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