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急重症醫療服務之急重症醫療服務之急重症醫療服務之急重症醫療服務之
醫學倫理醫學倫理醫學倫理醫學倫理

李建賢李建賢李建賢李建賢



醫學倫理醫學倫理醫學倫理醫學倫理是在法律、道德是在法律、道德是在法律、道德是在法律、道德
與公序良俗之外，醫界自與公序良俗之外，醫界自與公序良俗之外，醫界自與公序良俗之外，醫界自

擬的醫療行為準則擬的醫療行為準則擬的醫療行為準則擬的醫療行為準則



急診室急診室急診室急診室、、、、加護病房加護病房加護病房加護病房
是個是非之地是個是非之地是個是非之地是個是非之地

病情緊急病情緊急病情緊急病情緊急

病人心急病人心急病人心急病人心急

病家著急病家著急病家著急病家著急

而醫生、護士不能跟著急而醫生、護士不能跟著急而醫生、護士不能跟著急而醫生、護士不能跟著急



急驚風急驚風急驚風急驚風 慢郎中慢郎中慢郎中慢郎中

Triage(檢傷分級檢傷分級檢傷分級檢傷分級)的作業方式的作業方式的作業方式的作業方式 vs 先到先看先到先看先到先看先到先看



急重症服務之倫理急重症服務之倫理急重症服務之倫理急重症服務之倫理
與與與與 醫療糾紛醫療糾紛醫療糾紛醫療糾紛

常有密切的關係常有密切的關係常有密切的關係常有密切的關係



急重症醫療服務之特性急重症醫療服務之特性急重症醫療服務之特性急重症醫療服務之特性

急重症醫療與一般醫療不同的地方急重症醫療與一般醫療不同的地方急重症醫療與一般醫療不同的地方急重症醫療與一般醫療不同的地方
在於傷病情況之緊迫性在於傷病情況之緊迫性在於傷病情況之緊迫性在於傷病情況之緊迫性

雖是同樣的醫療措施雖是同樣的醫療措施雖是同樣的醫療措施雖是同樣的醫療措施
投予之時間較遲，可能無濟於事投予之時間較遲，可能無濟於事投予之時間較遲，可能無濟於事投予之時間較遲，可能無濟於事

急重症醫療糾紛的發生往往與院內急重症醫療糾紛的發生往往與院內急重症醫療糾紛的發生往往與院內急重症醫療糾紛的發生往往與院內
之管理有關之管理有關之管理有關之管理有關
尤其是倫理與紀律尤其是倫理與紀律尤其是倫理與紀律尤其是倫理與紀律



急重症病患應由急重症病患應由急重症病患應由急重症病患應由
較有經驗的較有經驗的較有經驗的較有經驗的

醫、護、技師來處理醫、護、技師來處理醫、護、技師來處理醫、護、技師來處理

醫學養成教育醫學養成教育醫學養成教育醫學養成教育

VS

學徒打前鋒學徒打前鋒學徒打前鋒學徒打前鋒 : SARS的教訓的教訓的教訓的教訓



急重症病患應更急重症病患應更急重症病患應更急重症病患應更
優先使用優先使用優先使用優先使用

快速先進儀器設備快速先進儀器設備快速先進儀器設備快速先進儀器設備

成本效益成本效益成本效益成本效益

VS



急重症醫師急重症醫師急重症醫師急重症醫師

各科醫師或轉介醫師各科醫師或轉介醫師各科醫師或轉介醫師各科醫師或轉介醫師

轉院的倫理轉院的倫理轉院的倫理轉院的倫理



轉院倫理轉院倫理轉院倫理轉院倫理?



病患可不可以病患可不可以病患可不可以病患可不可以
指定醫師指定醫師指定醫師指定醫師就醫就醫就醫就醫?



全民健康保險法全民健康保險法全民健康保險法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三十九條之五 : 指定醫師、特別護
士及護理師不在本保險給付範圍



急診急診急診急診、、、、重症重症重症重症

醫醫醫醫 護護護護



急重症醫師急重症醫師急重症醫師急重症醫師

病患及家屬病患及家屬病患及家屬病患及家屬
DNR VS 器官勸募器官勸募器官勸募器官勸募 VS 致命性傳染病致命性傳染病致命性傳染病致命性傳染病



氣管插管氣管插管氣管插管氣管插管 vs DNR

急重症醫師須在急重症醫師須在急重症醫師須在急重症醫師須在
與病患家屬充分的溝通與病患家屬充分的溝通與病患家屬充分的溝通與病患家屬充分的溝通

和急救治療之間和急救治療之間和急救治療之間和急救治療之間
取得平衡點取得平衡點取得平衡點取得平衡點



階段性溝通階段性溝通階段性溝通階段性溝通

對於病患病情之發展與家屬保持密切聯繫對於病患病情之發展與家屬保持密切聯繫對於病患病情之發展與家屬保持密切聯繫對於病患病情之發展與家屬保持密切聯繫



新藥、技術新藥、技術新藥、技術新藥、技術
之臨床試驗之臨床試驗之臨床試驗之臨床試驗

急重症醫療同意書急重症醫療同意書急重症醫療同意書急重症醫療同意書

VS



診斷書的開立診斷書的開立診斷書的開立診斷書的開立

意外死亡意外死亡意外死亡意外死亡、、、、末期癌症末期癌症末期癌症末期癌症、、、、陳年中風等陳年中風等陳年中風等陳年中風等



診斷書診斷書診斷書診斷書

當一民眾前幾天至急診給另一位醫師看
診治療後回家，今天至急診要求您開立
診斷書，您要不要開?

開了診斷書開了診斷書開了診斷書開了診斷書 = 上法院上法院上法院上法院
?



診斷書診斷書診斷書診斷書 : 醫師法醫師法醫師法醫師法

第 11 條 : 醫師非親自診察，不得施行治療、開
給方劑或交付診斷書。

第 17 條 : 醫師如無法令規定之理由，不得拒絕
診斷書、出生證明書、死亡證明書或死產證明
書之交付。

第 28-4 條之五 : 出具與事實不符之診斷書、出
生證明書、死亡證明書、死產證明書。情節重
大者，並得廢止其醫師證書。



急重症病患之隱私急重症病患之隱私急重症病患之隱私急重症病患之隱私、、、、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傳媒與刑案偵辦傳媒與刑案偵辦傳媒與刑案偵辦傳媒與刑案偵辦

VS



採訪採訪採訪採訪 vs 隱私隱私隱私隱私

急診室採訪急診室採訪急診室採訪急診室採訪
記者對悲傷的父母親問記者對悲傷的父母親問記者對悲傷的父母親問記者對悲傷的父母親問: : : : 
請問您是否給小孩的壓力請問您是否給小孩的壓力請問您是否給小孩的壓力請問您是否給小孩的壓力
太大才使資優生自殺太大才使資優生自殺太大才使資優生自殺太大才使資優生自殺????



採訪採訪採訪採訪 vs 急救急救急救急救

採訪記者的鏡頭採訪記者的鏡頭採訪記者的鏡頭採訪記者的鏡頭
緊追著醫生和病人緊追著醫生和病人緊追著醫生和病人緊追著醫生和病人

甚至進入急救室攝影甚至進入急救室攝影甚至進入急救室攝影甚至進入急救室攝影



酒精濃度測試酒精濃度測試酒精濃度測試酒精濃度測試

檢驗報告可否提供與執法人員檢驗報告可否提供與執法人員檢驗報告可否提供與執法人員檢驗報告可否提供與執法人員?



酒精濃度測試酒精濃度測試酒精濃度測試酒精濃度測試

車禍雙方因受傷送至急診，

傷患可不可以拒絕酒精測試?

警察可不可以強制醫師執行抽血檢驗?

警察可不可以強制病患抽血檢驗?

醫師在病人意識不清下抽血檢驗有無違法?



病人可不可以拒絕酒測病人可不可以拒絕酒測病人可不可以拒絕酒測病人可不可以拒絕酒測?

汽車駕駛人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
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罰鍰，並吊銷其
駕駛執照；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七日公布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七日公布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七日公布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七日公布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
92.09.2492.09.2492.09.2492.09.24訂定訂定訂定訂定, , , ,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2 92 92 92 年年年年 09 09 09 09 月月月月 24 24 24 24 日公發布日公發布日公發布日公發布



警察可不可以強制病患執行抽警察可不可以強制病患執行抽警察可不可以強制病患執行抽警察可不可以強制病患執行抽
血檢驗血檢驗血檢驗血檢驗?

汽車駕駛人肇事拒絕接受或肇事無法實施酒精濃度測
試之檢定者，應由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
查任務人員，將其強制移由受委託醫療或檢驗機構對
其實施血液或其他檢體之採樣及測試檢定。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七日公布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七日公布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七日公布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七日公布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
92.09.2492.09.2492.09.2492.09.24訂定訂定訂定訂定, , , ,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2 92 92 92 年年年年 09 09 09 09 月月月月 24 24 24 24 日公發布日公發布日公發布日公發布



警察可不可以警察可不可以警察可不可以警察可不可以強制醫師強制醫師強制醫師強制醫師執行抽執行抽執行抽執行抽
血檢驗血檢驗血檢驗血檢驗?

醫師在醫師在醫師在醫師在病人意識不清下病人意識不清下病人意識不清下病人意識不清下抽血檢抽血檢抽血檢抽血檢
驗有無違法驗有無違法驗有無違法驗有無違法?



醫師應否接受醫師應否接受醫師應否接受醫師應否接受外來檢體外來檢體外來檢體外來檢體？？？？
如何發報告？如何發報告？如何發報告？如何發報告？



何時適用何時適用何時適用何時適用DNR 的處理的處理的處理的處理?



DNR：：：：狹義狹義狹義狹義

DNR：Do not resuscitate for terminal 
cancer, vegetable life, etc.

定義：a physician order that states that 
CPR in not to be initiated if a cardiac or 
respiratory arrest occurs



生前預囑之內容生前預囑之內容生前預囑之內容生前預囑之內容

CPR與否?



DNR：：：：簽署的簽署的簽署的簽署的 Rationale 

延長生命≠生活品質改善

活著是負擔，死亡是解脫

舒適照護 ＝Sedative ＋ Analgesic 

＝Anxiety relief

Pain control

Symptom relief 



DNR for whom?

Multiple systems organ failure: epidemiology and 
prognosis. (Crit care Clin 1989;5:221-232)

There is no absolute certainty in 
predicting outcome

Mortality rate in the syndrome of multi-
system organ failure approach 100%
with the failure of any 3 organs systems
for over 3 days



Use of admission of GCS, Pupil size, and Pupil reactivity to Determine 
Outcome for Trauma Patient. (The Journal of TRAUMA Injury, Infection, 
and Critical Care 2003:Vol55;437-443)

外傷病人且 GCS: 3
+ 瞳孔固定、擴大

0%存活

可搶救給器官捐贈

+ 瞳孔無無無無固定、擴大
33% 存活

DNR in Trauma patient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立法院院會通過條文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立法院院會通過條文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立法院院會通過條文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立法院院會通過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七日華總一義字第八九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七日華總一義字第八九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七日華總一義字第八九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七日華總一義字第八九OOOOOOOO一三五一三五一三五一三五OOOO八八八八OOOO號令公布號令公布號令公布號令公布

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應由二位醫師診斷確為末期病人。

二、應有意願人簽署之意願書。但未成年人簽署
意願書時，應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第三條 : 末期病人：指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
癒，且有醫學上之證據，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
者。)



DNR in ICU patient

Ethical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of withdrawal of treatment in the ICU 
(Can J Anaesth. 1999:46(5):P497-504)

由誰決定拒絕治療 ?

病人 : 意識清楚，由其本人決定

病人 : 意識不清楚 + 事先拒絕治療同意書，
可以依據此執行

家屬 : 配偶 � 成人子女 � 雙親 � 兄弟姐
妹 � 親戚



DNR：：：：廣義廣義廣義廣義

DNR = No Life Support



DNR：：：：Nutrition

Withdraw 

TPN

PPN

Gastro-jejunostomy feeding 

except ordinary oral intake



DNR：：：：Hydration

IV line for 

pain control 

total sedation only



DNR in ICU vs Sedatives and 

Analgesics
Ref 1. Ordering and administration of sedatives and analgesics during the 
withholding and withdrawal of life support from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JAMA. 1992:267(7):949-53)

Ref 2. Narcotic and benzodiazepine use after withdrawal of life support: 

association with time to death? (Chest. 2004 Jul;126(1):286-93)

止痛安眠藥不會加速病患死亡止痛安眠藥不會加速病患死亡止痛安眠藥不會加速病患死亡止痛安眠藥不會加速病患死亡



DNR：：：：Cardiac support

ICD shut off

Stop ECMO

Withdraw inotropics



DNR：：：：Respiratory support

Ventilator off ? or FiO2<25%

Extubation of artificial airway?



Remove ETT

Ventilator withdrawal: procedures and outcomes. Report of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a critical care division and a palliative care service. (J Pain 

Symptom Manage. 2003 Oct;26(4):954-61)

Terminal extubation 

21 p’t : 16 (內外科) & 5 (ICU)

死亡: 18 p’t � median survival 0.83 hours 

(0.5~43.8 hrs)

存活: 3 p’t � palliative therapy



DNR in ICU vs Ventilator support

Terminal extubation in 5 end-of-life patients in intensive care units
(Presse Med. 2005 Apr 9;34(7):495-501)

withdrawal of ventilator support 
irreversible neurological damage 

after a standardized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terview with family 

The ethics of elective (non-therapeutic) ventilation. (Bioethics. 2000 Jan;14(1):42-57)

保存移植器官：Elective ventilation (EV)



既既既既無無無無Life support
還需以下治療嗎？還需以下治療嗎？還需以下治療嗎？還需以下治療嗎？

Antibiotics, GCSF

Blood transfusion 

Invasive procedure: ABG, blood 

chemistry, Biopsy…etc



DNR：：：：廣義廣義廣義廣義

Withdrawal of nutrition, hydration, 
cardiac and respiratory support, 
antibiotics, GCSF, blood transfusion, 
and invasive procedures: ABG, blood 
chemistry, biopsy…etc. 



Euthanasia  is not 

permitted

in Taiwan!!!



Dilemma 解決之道解決之道解決之道解決之道

醫護人員醫護人員醫護人員醫護人員

病人病人病人病人

家屬家屬家屬家屬
公開討論公開討論公開討論公開討論

協調協調協調協調

解決衝突解決衝突解決衝突解決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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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技巧

Bioethics at the bedside;Peter A.Singer;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技巧技巧技巧技巧：如果是我的家人：如果是我的家人：如果是我的家人：如果是我的家人
我會這樣處理我會這樣處理我會這樣處理我會這樣處理…



醫師勿捲入醫師勿捲入醫師勿捲入醫師勿捲入
病患家屬遺產糾紛病患家屬遺產糾紛病患家屬遺產糾紛病患家屬遺產糾紛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1. 1. 1. 1. 迅速、充分、必要的急救行動。迅速、充分、必要的急救行動。迅速、充分、必要的急救行動。迅速、充分、必要的急救行動。

2. 2. 2. 2. 不論貧富、貴賤，急重症病患應由資深醫護團隊診不論貧富、貴賤，急重症病患應由資深醫護團隊診不論貧富、貴賤，急重症病患應由資深醫護團隊診不論貧富、貴賤，急重症病患應由資深醫護團隊診
治。治。治。治。

3. 3. 3. 3. 醫師與醫師、護士、家屬間應有隨時的互動醫師與醫師、護士、家屬間應有隨時的互動醫師與醫師、護士、家屬間應有隨時的互動醫師與醫師、護士、家屬間應有隨時的互動，充，充，充，充
分的溝通分的溝通分的溝通分的溝通。。。。

4. 4. 4. 4. 保護病患的隱私是醫師的責任。保護病患的隱私是醫師的責任。保護病患的隱私是醫師的責任。保護病患的隱私是醫師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