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

Dilemma in Medical Ethics and Dilemma in Medical Ethics and Dilemma in Medical Ethics and Dilemma in Medical Eth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Management strategyManagement strategyManagement strategy
醫療決策倫理困境醫療決策倫理困境醫療決策倫理困境醫療決策倫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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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困境

生命末期？

無效醫療？

相關法律？

生命？死亡過程？

CPR？or DNR？（ACP& AD）

DNR之後

不予&撤除

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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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LC

生命末期照護

生命末期：Kinzbrunner（2002）：醫療介入在正常情況下，可

以預期病人將在六個月內死亡，且有二位以上的專科醫師認定。依我國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三條中明白定義末期病人為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
（兩位醫師，其中一位為專科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且有醫學上之
證據，近期內病程進展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者

Physicians who would not be surprised if their patient 
died within the next year should initiate discussions 

about prognosis and advance directives.

Lynn. JAMA 2001;285:9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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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醫療極限面對醫療極限面對醫療極限面對醫療極限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照顧病患與家屬照顧病患與家屬照顧病患與家屬照顧病患與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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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的本質

搶救生命？

提供清楚正確對等的醫療訊息？

了解病患與家屬之需求與期望

訂定務實可行之照護目標？

實施高品質之照護？

6

安寧緩和療護欲達到的目標

善終,沒有痛苦,尊嚴

生者無憾,度過悲傷,展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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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和醫療

不要製造痛苦

以解決問題為導向

以病患家屬為中心

身、心、靈、社會

8

面對死亡的省思

是否有不必要的CPR

是否有不必要的醫療行為

是否有不適當的醫療決策

是否有傷害病患與家屬

每個死亡都需要經過CPR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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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四贏

病人

家屬

醫療團隊

社會醫療資源

10

無效醫療

無效醫療(medical futility) 拉丁文
“futilis”，本為「易漏的」意思。意以充
滿破洞的容器打水，當然是徒勞無功 。

AMA：治療嚴重病人時，可能只是延長其末期
的死亡過程，爾後的處置也是無效的

當治療能達目標的可能性少於1%時，則可認為
是無效的Schneid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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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醫生醫生醫生

幫助病人善終本來就是醫師的責任之一

顧死顧死顧死顧死

12

情情情情

理理理理

法法法法

親情親情親情親情
愛情愛情愛情愛情
不捨之情不捨之情不捨之情不捨之情

醫理醫理醫理醫理
學理學理學理學理
倫理倫理倫理倫理

依法依法依法依法
合法合法合法合法
適法適法適法適法

有所為有所為有所為有所為？？？？

有所不為有所不為有所不為有所不為？？？？



7

13

醫療法60條規定

「醫院、診所遇有危急病人，應先予適
當之急救，並即依其人員及設備能力予
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不得無故拖
延」；

14

醫師法第21條規定

「醫師對於危急之病人，應即依其專業
能力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不得無
故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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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法26條規定

「護理人員執行業務，遇有病患危急，
應立即聯絡醫師，但必要時，得先行給
予緊急救護處理」。

16

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 ((((不實施心肺復甦術之要件不實施心肺復甦術之要件不實施心肺復甦術之要件不實施心肺復甦術之要件))))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應符合下列規定應符合下列規定應符合下列規定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由二位醫師二位醫師二位醫師二位醫師診斷確為末期病人末期病人末期病人末期病人。

二、應有意願人簽署之意願書意願書意願書意願書。但未成年人簽署意願書時，應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前項第一款所定醫師前項第一款所定醫師前項第一款所定醫師前項第一款所定醫師，，，，其中一位醫師應具相關專科醫師資格其中一位醫師應具相關專科醫師資格其中一位醫師應具相關專科醫師資格其中一位醫師應具相關專科醫師資格。。。。

末期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末期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末期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末期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第一項第二款之意願書第一項第二款之意願書第一項第二款之意願書第一項第二款之意願書，，，，由其最近由其最近由其最近由其最近親屬親屬親屬親屬出具出具出具出具同意書同意書同意書同意書代替代替代替代替 之之之之。。。。
但但但但 不得與末期病人於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前明示之意思表示相反不得與末期病人於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前明示之意思表示相反不得與末期病人於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前明示之意思表示相反不得與末期病人於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前明示之意思表示相反。。。。

前項最近親屬之範圍如下前項最近親屬之範圍如下前項最近親屬之範圍如下前項最近親屬之範圍如下：：：：

一、配偶。

二、成人直系血親卑親屬。

三、父母。

四、兄弟姐妹。

五、祖父母。

六、曾祖父母或三親等旁系血親。

七、一親等直系姻親。

第三項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第三項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第三項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第三項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得以一人行之得以一人行之得以一人行之得以一人行之；；；；其最近親屬意思表示不一致時其最近親屬意思表示不一致時其最近親屬意思表示不一致時其最近親屬意思表示不一致時，，，，依前項各款先後定其順序依前項各款先後定其順序依前項各款先後定其順序依前項各款先後定其順序。。。。

後順序者已出具同意書時後順序者已出具同意書時後順序者已出具同意書時後順序者已出具同意書時，，，，先順序者如有不同之意思表示先順序者如有不同之意思表示先順序者如有不同之意思表示先順序者如有不同之意思表示，，，，應於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前以應於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前以應於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前以應於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前以書面為之書面為之書面為之書面為之。。。。
末期病人符合第一項末期病人符合第一項末期病人符合第一項末期病人符合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之情形時第二項規定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之情形時第二項規定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之情形時第二項規定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之情形時，，，，原施予之心肺復甦術原施予之心肺復甦術原施予之心肺復甦術原施予之心肺復甦術，，，，得予終止或撤除得予終止或撤除得予終止或撤除得予終止或撤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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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 ((((不實施心肺復甦術之要件不實施心肺復甦術之要件不實施心肺復甦術之要件不實施心肺復甦術之要件))))

不予容易

撤除難

除非病人已簽意願書

18

第 十 條

醫師違反第七條規定者，處新臺
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停業處分或廢止其執業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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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急救醫囑相關文件

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

預立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意願書預立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意願書預立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意願書預立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意願書

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意願書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意願書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意願書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意願書

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

20

如何提昇生命末期照顧品質

增進溝通技巧與意願
以病患為中心
以家屬為中心
共同的決策模式
症狀舒適照護
情緒及實務的支持
靈性的支持

Crit Care Med 2006 34 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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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告知

「應將治療方針告知病人或其家屬。但
病人有明確意思表示欲知病情時，應予
告知。 」

醫護人員養成教育中，醫病溝通理論與
技巧並不佔重要的地位

「知的權利」

22

倫理原則倫理原則倫理原則倫理原則

自主性自主性自主性自主性(Autonomy)(Autonomy)(Autonomy)(Autonomy)：：：：以尊重病人以尊重病人以尊重病人以尊重病人，，，，滿足病滿足病滿足病滿足病
人需求為主要精神人需求為主要精神人需求為主要精神人需求為主要精神，，，，但在實際照顧中常會面但在實際照顧中常會面但在實際照顧中常會面但在實際照顧中常會面
臨與家屬的要求或醫療人員的專業有所衝突臨與家屬的要求或醫療人員的專業有所衝突臨與家屬的要求或醫療人員的專業有所衝突臨與家屬的要求或醫療人員的專業有所衝突
的困境的困境的困境的困境。。。。

行善及不傷害行善及不傷害行善及不傷害行善及不傷害

(beneficence & non(beneficence & non(beneficence & non(beneficence & non----maleficence)maleficence)maleficence)maleficence)：：：：常應用在常應用在常應用在常應用在
照顧策略及治療決定時利弊的分析照顧策略及治療決定時利弊的分析照顧策略及治療決定時利弊的分析照顧策略及治療決定時利弊的分析，，，，如是否如是否如是否如是否
告知病情真相告知病情真相告知病情真相告知病情真相、、、、藥物使用利弊權衡等藥物使用利弊權衡等藥物使用利弊權衡等藥物使用利弊權衡等。。。。

公平性公平性公平性公平性（（（（justicejusticejusticejustice））））::::即個人需求與社會資源分配即個人需求與社會資源分配即個人需求與社會資源分配即個人需求與社會資源分配
之均衡之均衡之均衡之均衡，，，，如照顧場所的選擇及安排等如照顧場所的選擇及安排等如照顧場所的選擇及安排等如照顧場所的選擇及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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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專業人員醫療專業人員醫療專業人員醫療專業人員 醫療專業人員醫療專業人員醫療專業人員醫療專業人員

病患與家屬病患與家屬病患與家屬病患與家屬

良好之三向溝通

24

知情告知

Communication: 傾聽

Clinical course:關鍵期，預後

Complications

Competent:確定對方聽得懂

Choice

Alternatives: 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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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d Decision Making

共同決策

26

ICU Communication

重症溝通

Respir Care 2008;53(4):480–487

家屬： 最重要的事項之ㄧ！

醫療團隊：最需要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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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isciplinary  ICU Communication

跨專業重症溝通

Respir Care 2008;53(4):480–487

Intensive Care Med 2006;32(1):15–17
Lilly CM: Am J Med.2000

死亡率下降

住加護病房日數縮短

加護病房重返率下降

醫護衝突減少

工作壓力減少

28

哪些病人需要生命末期訊息？

病人家屬要求

醫病不同調

預後不清楚

超長住院

重複住院

情緒、靈性及社會問題

末期疾病

DNR困境

嚴重失能狀態

無效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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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ting End-of-Life Discussions

With Seriously Ill Patients
Addressing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Who

When

What

How

Why

JAMA. 2000;284:2502-2507

30

THE DOCTOR AND PATIENT:
FACING THE INEVITABLE TOGETHER

JAMA. 2000;284:2502-2507 www.jama.com

早晚要面對，除非你則逃避！

你希望你的病人善終嗎？

你希望你的病人不要怎麼死？

難道你忍心看到病人的家屬受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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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末期之議題

避諱談

沒能力願預見死亡之可能

有能力願預見死亡卻不願意談

沒能力談

32

善終不是理所當然的!
機會是給已準備好的人！

需要追求、計畫!

需要好的醫護團隊!



17

33

永遠談得太晚!

34

何時該談生命期議題何時該談生命期議題何時該談生命期議題何時該談生命期議題?

早點談早點談早點談早點談
有系統的談有系統的談有系統的談有系統的談
多一點選擇多一點選擇多一點選擇多一點選擇
症狀少一點症狀少一點症狀少一點症狀少一點
較有機會善終較有機會善終較有機會善終較有機會善終

JAMA. 2000;284:2502-2507 www.ja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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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願意顧死嗎？

醫師常常不知如何啟口談死亡

你放心！ 我會照顧你到死的那一
天為止

Palliative Medicine 2007; 21: 313–322

36

善終不是癌症的專利!!

所有的死亡都需要高品質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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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Five Diagnoses  

Hospice 2006 

Cancer 44.1 percent 

Heart Disease 12.2 percent 

Debility 11.8 percent 

Dementia 10.0 percent 

Lung Disease 7.7 percent 

38

Prognosis in ESRD (stage 5 CKD)

1-year survival probability: 79.7% 

2-year survival probability: 64.6% 

5-year survival probability: 38.7% 

10-year survival probability: 20.1%.

>65 yo: the 1-year survival probability 

for 65.3%, and for 10 years is 3.1%.

United States Renal

Data System 2004 Annual Data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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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應及早：
了解病人與家屬的希望
設定務實可行的目標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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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R之迷失

簽了DNR簽不是代表了安寧照護

簽了DNR不是代表一定得死

簽了DNR 不是代表甚麼事都不用做

簽了DNR是善終的起點

簽了DNR不過是建立死亡照護計劃共識而已

簽了DNR是我們對家屬的允諾

重點是：DNR之後如何問心無愧的面對病患與家屬

42

Advance care planning

From 1st clinic encounter to the deathbed
� Without illness

� With one or more chronic progressive illnesses

� At a critical turning point that treatment goals 
change

� Actively dying

ACP≠AD≠DNR

Advance Directives (AD)
� a potential outcome of ACP

� a tool that allows a patient preference to be 
ho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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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ot-Resuscitate (DNR) 

order

何時說明DNR？
� 當疾病診斷時？

� 當治癒性治療（curative treatment）無效
時？

� 當預期病人即將進入瀕死期時？

� CPR之前？

� CPR開始之後？

DNR本身應屬照顧計畫的一部份！

44

Advance care planning: 早期

照顧目標的建立與持續的溝通

� 延長生命

� 維持病人自主性與獨立性

� 保持社交活動

� 為疾病進展時做適當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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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 care planning: 中期

中期：醫療的需求增加、病人的功能下
降而依賴性升高

� 病人：加強症狀控制與復健

� 家屬：加強衛教、指導資源運用、協助居家
環境的調整、並且注意照顧者本身的狀況。

46

Advance care planning: 晚期

晚期：目標放在提高舒適性與安全性

� 病人：仔細評估其症狀，瞭解其想法，提供
個人化的醫療照顧。

� 家屬：提供支持，安排喘息性的住院以舒緩
家屬的照顧壓力。瞭解病人期望的死亡場
所，減少不必要的移動、追求病人善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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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主動滿足家屬需求如何主動滿足家屬需求如何主動滿足家屬需求如何主動滿足家屬需求
陪在病人身邊
確定他能幫助病人
向他保證瀕死病人的舒適
被告知病情變化、病危狀態
被告知目前的治療
能抒發情緒
能夠被支持及慰藉
你們的決定是對的
找到親人死亡過程的意義
基本需求:吃、喝水、休息

Crti Care Med 2001

主動與家屬說話主動與家屬說話主動與家屬說話主動與家屬說話，，，，提供隱密的環境提供隱密的環境提供隱密的環境提供隱密的環境，，，，傾聽家屬家屬心聲傾聽家屬家屬心聲傾聽家屬家屬心聲傾聽家屬家屬心聲，，，，安安安安
排支持團體排支持團體排支持團體排支持團體。。。。同理心同理心同理心同理心::::如果我是你如果我是你如果我是你如果我是你，，，，我會和妳做相同的決定我會和妳做相同的決定我會和妳做相同的決定我會和妳做相同的決定。。。。
紓解罪惡感紓解罪惡感紓解罪惡感紓解罪惡感，，，，讓家屬覺得我們有在盡全力讓家屬覺得我們有在盡全力讓家屬覺得我們有在盡全力讓家屬覺得我們有在盡全力，，，，有在關心有在關心有在關心有在關心。。。。

48

急重症溝通之原則

溝通需要全方位: 身、心、靈、社會

溝通需要主動

溝通需要即時性

溝通不分專業性

溝通需要一致性

溝通需要由外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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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是需要學習的！

50

V.A.L.U.E.

Respir Care 2008;53(4):480–487

V = Value comments made by the family

A = Acknowledge family emotions

L = Listen

U = Understand the patient as a person

E = Elicit family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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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談DNR？重症溝通會議

例行之加護溝通會議例行之加護溝通會議例行之加護溝通會議例行之加護溝通會議

千萬不要從千萬不要從千萬不要從千萬不要從DNR開始談開始談開始談開始談

建立共識建立共識建立共識建立共識

提出照護計劃，對於預後不佳之病患提出緩和醫療之
建議。

化阻力為助力化阻力為助力化阻力為助力化阻力為助力!!!!

阻力通常來自於「善意」

避免流彈傷及無辜

重點是：看你站的多高看的多遠！

52

家庭會議



27

53

共同決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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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EOLC 

Communication

1.Communication skills training for clinicians

2. ICU family conference early in ICU course

3. Interdisciplinary team rounds

4. Availability of palliative care and/or ethics 
consultation 

5. Development of a supportive ICU culture for 
ethical practice and communication

Crit Care Med 2008; 36:953–963

56

ICU family conference 

early in ICU course

Evidence-based recommendations for conducting family conference:
Find a private location 
Increase proportion of time spent listening to family .
Use “VALUE” mnemonic during family conferences.

Value statements made by family members.
Acknowledge emotions.
Listen to family members.
Understand who the patient is as a person.
Elicit questions from family members.

Identify commonly missed opportunities 
Listen and respond to family members.
Acknowledge and address family emotions.
Explore and focus on patient values and treatment preferences.
Affirm nonabandonment of patient and family.

Assure family that the patient will not suffer
Provide explicit support for decisions made by the family

Additional expert opinion recommendations for conducting family conference:
Advance planning for the discussion among the clinical team
Identify family and clinician participants who should be involved.
Focus on the goals and values of the patient.
Use an open, flexible process. 
Anticipate possible issues and outcomes of the discussion.
Give families support and time.

Crit Care Med 2008; 36:953–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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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based recommendations for 

conducting family conference:

Find a private location 
Increase proportion of time spent listening to family .
Use “VALUE” mnemonic during family conferences.

Value statements made by family members.
Acknowledge emotions.

Listen to family members.
Understand who the patient is as a person.
Elicit questions from family members.

Identify commonly missed opportunities 
Listen and respond to family members.

Acknowledge and address family emotions.
Explore and focus on patient values and treatment preferences.
Affirm nonabandonment of patient and family.

Assure family that the patient will not suffer

Provide explicit support for decisions made by the family

Crit Care Med 2008; 36:953–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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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 up the control
以退為進放下身段展現誠意

壞消息的告知

主動提出2nd opinion

醫師動不要病人動

讓家屬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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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

1. 盡心盡力

2. 為什麼要做?

因為對病人好

3. 為什麼不做?

因為對病人沒有好處

60

請放心！我们會盡力照顧病人的！

Nonabandonment

Announcement

清楚的說明舒適照顧計劃

Assurance and reassurance

再三保證，千萬不要說「不知道」

Action

以行動來表現

J palliative care 2005; 8:797-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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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通常認為以下列方式為：
Nonabandonment

保證病人是舒適，沒痛苦
保證生命末期的尊嚴
陪伴在側
保證所有的可能性，包括：治愈及放手
醫師容易找得到

J palliative care 2005; 8:797-807

62

Palliative triangle

Surg Clin N Am 2009;89 :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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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醫療極限

醫療團隊要 勇敢的說 ”不”

�很抱歉我們無法救您的父親

�但是我們會好好照顧他

�我們的計畫是…

Respir Care 2008;53(4):480–487

64

Good communication

Clear and sensitive language

Skill and attitude

Self-awareness, psychological insight

Lifelong educational process

Institutional culture

企業文化的建立！老板決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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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最怕什麼？

病人受苦

最後ㄧ句話沒講

沒見最後ㄧ面

不孝

沒盡力

被放棄

66

高死亡率病患家屬溝通建議標準流程高死亡率病患家屬溝通建議標準流程高死亡率病患家屬溝通建議標準流程高死亡率病患家屬溝通建議標準流程

懇談照護計畫
說明可能死亡
醫療極限
選擇善終的必要性

提及DNR
簽署DNR
準備衣物
討論死亡陪伴
如為意外，說明行政相驗事情，及診斷書開立之相關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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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緩和照護(DNR是積極的)

沒有「放棄」這兩個字！！

只有「拼」！

� 有機會「拼」救命！

� 沒有機會「拼」尊嚴！沒有痛苦！善終！

依「需求」積極介入

68

我們有持續在進步嗎?

為甚麼病人不能善終?

反省

檢討

改進

品管

凡事反求諸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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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讓家屬遺憾！
不要傷害家屬！

資訊清楚

給予全方位的支持

完成困難的決策：過程完美

定訂務實可行的目標

盡人事

聽天命

70

如果您認為不是生命末期

請提出有效清楚的治療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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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You Are?

72

你看到甚麼?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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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RDNRDNRDNR後之倫理困境後之倫理困境後之倫理困境後之倫理困境
你覺得問心無愧嗎你覺得問心無愧嗎你覺得問心無愧嗎你覺得問心無愧嗎？？？？

74

DNR之後積極的有所不為

(清楚的告訴家屬)

Withdraw mannitol

Withdraw catecholamine

Withdraw ventilator: FiO2=25%, 

RR=8/min

DC Lab

Colloid

Keep negative balance



38

75

DNR之後

積極有所為

腫: Colloid, Lasix, NPO, Levophed
喘: 
� 有插管Sedatives, NMB
� 沒差管: morphine

痛: analgesics
體溫: Cold packing, Supp
皮膚: 完整性

76

重點是︰「積極」

追求善終

舒適

沒有痛苦

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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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緩和療護對「成本」之影響

可計算成本:藥物,檢查,住院

空出的ICU可救更多的生命

家屬之無憾? 無價!!!

78

不予及撤除之原則(學理)

不是安樂死

目的是：

� 不延長死亡過程

� 減少痛苦的發生

任何治療均可不予或撤除

不予或撤除本來就是照顧計劃的一部份

Curtis. 2004 critical care clinics End of life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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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是︰「積極」

追求善終

舒適

沒有痛苦

尊嚴

80

讓病人穿著心愛的衣服往生

Edema

Cold packing

Splinting

Colloid

Diuretics

Negative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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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困境將會不斷的出現倫理困境將會不斷的出現倫理困境將會不斷的出現倫理困境將會不斷的出現

幽谷伴行
無我
見樹又見林
最適切的治療及最好的照顧
嚴謹團隊決定,病人/家屬同意
適法

邱泰源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