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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終

•第一層意義:〖賴活不如好死〗時，有機會選擇

好死不用賴活著，當生不如死時能夠死亡就是

善終。

•第二層次意義:死亡是一個過程，過程中身、心

靈與關係等各種痛苦或不安能得到安頓或舒緩，

平安地邁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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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了失能了，即便想好好

的走，好像也不容易…

11/16/2019 3



生命的決定，從來都不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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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情境希望醫生停止治療的比例

發生情境 自己身上 家人身上

治療後必須完全臥床，24小時都需要人照料 77.03% 51.94%

治療後有點意識，但需要用機器維持生命 81.07% 57.01%

治療後變成植物人 92.37% 75.54%



『全力搶救』的法律基礎

【該救，因為醫師有救危急病人的義務】

• 醫師法第 21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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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醫療法第 60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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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救而未救，視同主動傷害！】

• 刑法第 15 條：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
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

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

【若按病人意願不救，等同受病人囑託而殺之！】

• 刑法 275 條：教唆或幫助他人使之自殺，或受其囑託或得其承諾而殺
之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謀為同
死而犯第一項之罪者，得免除其刑。



法務部法檢字第 10404502880 函

按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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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對

於危及之病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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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法第 60 條及醫師法第 21 條分別定有明文。

因此對於到院 (所) 之危急或救治困難之病人，於法律上醫師仍

負有救治之義務，且因刑法第 275 條規定禁止加工自殺之行為，

醫師不得以受病人囑託或得其承諾而不為救治或維護其生命應有

之作為，否則，於現行法律規定下，恐將涉及上述刑事責任之問

題。



又或是，家人的想法可能會有…

不救就是不孝!

財產還沒好好分配呢!

我捨不得家人，請醫師在努力看看~

從來沒和長輩談過，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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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的三個層次

•病人自己決定
當下的決定

預先書面的決定

•家人代為決定

•醫師依病人最佳利益決定



生命受到威脅與失能時~

•法律要求:對生命絕對的尊重

生命的效益大於自主權利

醫師的義務:維護生命(日內瓦宣言)

『…我將要盡可能地維護人的生命，自從受胎時起；即使在威脅

之下，我將不運用我的醫學知識去違反人道。』

醫師使命:全力搶救，法所當然、理所當然、道(醫)德所當然

來自病人家屬的要求:『生命，所欲也，善終，亦欲也』

唯二例外:安寧緩和條例/病人自主權利法(鬆動生命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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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邱世哲病主法講義



安寧緩
和條例

病人自主
權利法

在台灣，我們可以有兩種方
式做出自己的醫療選擇



•為尊重末期病人
之醫療意願及保
障其權益

•尊重病人醫療自主

•保障其善終權益

•促進醫病關係和諧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病人自主權利法

立法目的



世界醫學會 WMA 

• 1987：

•無論是安樂死或醫助自殺，都是藉由藥物主動終結病人生

命，即使基於病患或其近親之要求而為之，亦不合醫學倫

理。

• 1992：

•醫助自殺其本質與安樂死相同，均不符合醫學倫理。

•拒絕醫療乃是病人之基本權利，若醫師在尊重病人意願下

終止治療，導致病人死亡之結果，亦與醫學倫理無違。

摘自邱世哲病主法講義



台灣是亞洲第一個
立法保障自然死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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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善終與自主權－立修法脈絡



世界衛生組織對安寧療護的定義（Woodruff,2004 ）

“Palliative care is an approach that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facing 

the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life threatening

illness, through the prevention and relief of 

suffering by means of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impeccable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pain and

other problems, physical, psychosocial and 

spiritual. ”
11/1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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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療護
理念

尊重生命尊嚴，尊重瀕死病人的權利。

醫療團隊運作的方式訂定照顧計畫，照顧病人與

家屬。

以整個家庭為照顧單位。

重視病人與家屬之感情與感受，使生死兩相安。

出生及死亡皆自然法則，絕對不加工。

減輕痛苦，重視生命品質，使病人平安走完人生

最後一程。



服務
對象

癌症病人

漸凍人（運動神經元疾病）

八大非癌疾病
1.老年期及初老期器質性精神病態
（失智症）
2.其他大腦變質（嚴重神經疾病如嚴重中風、嚴
重腦傷等退化性疾病的末期）
3.心臟衰竭
4.慢性氣道阻塞疾病（例：慢性阻塞性肺病）
5.肺部其他疾病
6.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7.急性腎衰竭
8.慢性腎衰竭

安寧療護服務之對象



安寧緩和條例



安寧緩和條例

第一條

為尊重不可治癒末期病人之醫療意願及

保障其權益。(自然死法案)



安寧緩和條例

102.05.15行政院衛生署公告

『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

『不施行維生醫療同意書』

『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

『撤回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
意願聲明書』



已有安寧緩和條例，何須

再有病人自主權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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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八條：
醫師應將病情、安寧緩和醫療之治療方針及
維生醫療抉擇告知末期病人或其家屬。但病
人有明確意思表示欲知病情及各種醫療選項
時，
應予告知

醫師法第十二之一條：
醫師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家屬告
知其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
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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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病人自主權利法

• 104年12月18日通過，105年1月6日公布，108年1月6日實施

• 首部以病人為主體的法案，確保病人有知情、選擇、決策的權

利

• 尊重自主:病人、代理人、醫師:醫師專業裁量（得不執行）權

利

•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CP)

• 預立醫療決定(AD)

• 醫療委任代理人(HCA)



醫療決策核心原則

失智症安寧緩和照護指引

預立醫療決定



《
病
人
自
主
權
利
法
》

本 法 說 明

第一條 立法目的

第二條 主管機關

第三條 名詞定義

第四條 病人對醫療選項有選擇與決定之權

第五條 醫療機構或醫師應告知病人本人病情

第六條 病人接受手術或治療前簽具同意書

第七條
醫療機構或醫師對危急病人急救義務
之除外

第八條 預立醫療決定

第九條 預立醫療決定之程序

病
人
自
主
權
的
基
本
原
則

黃曉峰醫師提供

特殊
拒絕
權的
相關
機制



本 法 說 明

第 十 條 醫療委任代理人之要件與權限

第十一條 醫療委任代理人之終止委任及解任

第十二條 預立醫療決定註記於全民健康保險憑證

第十三條 意願人申請更新註記之情形

第十四條
醫療機構或醫師得依病人預立醫療決定
終止、撤除或不施行急救

第十五條
執行預立醫療決定前，應向有意思能力之意願人確
認該決定之內容範圍

第十六條 提供病人緩和醫療及其他適當處置

第十七條 醫療機構或醫師應將病人之意願等事項記載於病歷

第十八條 施行細則

第十九條 施行日

特殊
拒絕
權的
相關
機制

黃曉峰醫師提供



病人自主權利法重點

 第一條

為尊重病人醫療自主、保障其善終權利，促進醫

病關係和諧，特制定本法。

 以病人為主：從病情告知到醫療抉擇

(可減少家屬或關係人壓力和干涉)

 事先準備：經ACP到AD

 善終權的落實



病人自主權利法重點

 第四條

病人對於病情、醫療選項及各選項之可能成效與風險預後，有知情之

權利。對於醫師提供之醫療選項有選擇與決定之權利。病人之法定

代理人、配偶、親屬、醫療委任代理人或與病人有特別密切關係之

人（以下統稱關係人），不得妨礙醫療機構或醫師依病人就醫療選

項決定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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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自主權利法重點

2019/11/16

第三條

預立醫療決定：指事先立下之書面意思表示，指明處於特定

臨床條件時，希望接受或拒絕之維持生命治療、人工營養及

流體餵養或其他與醫療照護、善終等相關意願之決定。

第八條

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得為預立醫療決定，並得隨時以書面

撤回或變更之。



預立醫療決定(AD)

•事先立下之書面意思表示，指名處於臨床特定條件時，

希望接受或拒絕之醫療照護

2019/11/16

讓自己的決定能力
延伸到不再具有決定能力的時候



病人自主權利法重點

第九條（預立醫療指示程序要件）

第一項第一款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之醫療機構，有事實足認意

願人具心智缺陷或非出於自願者，不得為核章證明。

意願人之醫療委任代理人、主責照護醫療團隊成員及第十條第二

項各款之人不得為第一項第二款之見證人。

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之醫療機構，其資格、應組成之諮商團隊

成員與條件、程序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病人自主權利法重點

第十條（代理人之要件與權限）

意願人指定之醫療委任代理人，應以二十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

之人為限，並經其書面同意。

下列之人，除意願人之繼承人之外，不得為醫療委任代理人。

一、意願人之受遺贈者。

二、意願人遺體或器官指定之受贈者。

三、其他因意願人死亡而獲得利益之人。



病人自主權利法重點

十四條:

• 病人符合下列臨床條件之一，且有預立醫療決定者，醫療機構或醫師

得依其預立醫療決定終止、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

流體餵養之全部或一部：

一、末期病人。

二、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

三、永久植物人狀態。

四、極重度失智。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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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自主權利法重點

本法名詞定義如下:

一、維持生命治療：指心肺復甦術、機械式維生系統、血液製品、為特定

疾病而設之專門治療、重度感染時所給予的抗生素等任何有可能延長病人生

命之必要醫療措施。

二、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指透過導管或其他侵入性措施餵養食物與水分。

三、預立醫療決定：指事先立下之書面意思表示，指明處於特定臨床條件時，

希望接受或拒絕之維持生命治療、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或其他與醫療照護、

善終等相關意願之決定。



• 任何有可能延長病人生命之必要醫療措施： 心肺復甦術、

機械式維生系統、血液製品、為特定疾病而 設之專門治

療、重度感染時所給予之抗生素等。



•指透過導管或其他侵入性措施餵養食物與水分:

•人工營養:靜脈注射水分及營養

•流體餵養:鼻胃管灌食、胃造廔灌食



五款AD生效之臨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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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臨床條件
末期病人



末期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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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兩位該疾病相關專科醫師確診



末期病人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三條第二款：末期病人：指罹患嚴重傷

病，經醫師診斷為不可治癒，且有醫學上之證據，近期內病

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者。



第二類臨床條件
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

/
第三類臨床條件
永久植物人狀態



不可逆轉之昏迷

 因腦部病變之持續性重度昏迷：

1. 因外傷致6個月以上意識無法恢復，或

2. 非因外傷致3個月以上意識無法恢復

3. 有明確醫學證據確診腦部受嚴重傷害，極難恢

復意識

 由兩位神經醫學相關專科醫師確診!



永久植物人

 因腦部病變之植物人狀態：

1. 因外傷致6個月以上無法恢復，或

2. 非因外傷致3個月以上無法恢復

 由兩位神經醫學相關專科醫師確診!



意識

•醒覺

•知覺

邱銘章醫師，病人自主權利法核心講師類課程講義

1.
• 要有醒覺才會有意義的知覺

2. 
• 植物人狀態有醒覺無知覺

3. 
• 昏迷狀態無醒覺也無知覺



第四類臨床條件
極重度失智



極重度失智

 失智程度嚴重，持續有意識障礙，導

致無法進行生活自理、學習或工作

 CDR≥3 或 FAST≥7

 由兩位神經醫學相關專科醫師確診!

記憶力 定向感
解決問題能

力
社區活動能力 家居嗜好 自我照料

記憶力嚴重
減退只能記
得片段。

只能維持對
人的定向力。

不能作判斷
或解決問題。

不會掩飾自己無
力獨自處理工作、
購物等活動的窘
境。外觀上明顯
可知病情嚴重，
無法在外活動。

無法做家
事。

個人照料需
仰賴別人給
予很大的幫
忙。經常大
小便失禁。

CDR3



其他重症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

狀況，需同時符合以下三要件：

1. 痛苦難以忍受

2. 疾病無法治癒

3. 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

(目前尚未有任何疾病公告，預計

2019/11月公布)



裘馨氏肌肉失養症

遺傳性表皮分解性水泡症（泡泡龍）

亨丁頓氏舞蹈症

肢帶型肌失養症

桿狀體肌肉病變

脊髓小腦退化性動作協調障礙（小腦萎縮症）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漸凍症）、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漸凍症）

囊狀纖維化

原發性肺動脈高壓

多發性系統萎縮症

其他重症

依衛福部截至今年8月統計，此次納入病主法的10種罕見疾病患者人數（不分年齡）達3476人



五款特定臨床條件之確認

各款特定臨床條件應由:

 二位具相關專科醫師資格之醫師

 並經緩和醫療團隊至少二次照會

確認



ACP如何進行?

職類分工 會談流程 溝通技巧



醫師

1. 解釋5款臨床條件
2. 解釋維持生命治療
3. 解釋人工營養/流

體餵養
4. ACP的主持人

護理師

1. 說明維持生命治療
相關照護

2. 說明人工營養相關
照護方式

3. 說明可能的的照顧
負擔

4. ACP的主持人

心理師/社工師

1. 評估家庭功能/
動力

2. 同理與支持
3. 預期性哀傷之支

持
4. 協助轉介相關資

源
5. ACP的主持人

各職類分工(依各團隊特性協調)



ACP如何進行?

職類分工 會談流程 溝通技巧



意願人 二親等親屬
至少1人

醫療委任
代理人(若有)

醫療團隊



預立醫療決定之意願人資格

持有健保卡的本國人或外國人

2019/11/16

20歲以上或未成

年已婚者

有意思能力，或

意思能力雖不足，

但非完全缺乏者。

具
備
意
願
人
資
格
者

孫效智教授著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ACP)目的

 重要的是會談過程中家屬與HCA能清楚知道意願人對於善終的

價值觀和想法

 促成共融諮商

 日後若需啟動AD時:HCA或家人能代為傳遞意願人價值觀+

AD+交給當時的臨床團隊加以判斷做出最適切的醫療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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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ACP)任務

•說明意願人依本法擁有之權利:知情、選擇、決定權

 AD生效的特定臨床條件:終止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

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應符合之特定臨床條件

 AD法定程序(格式/變更/撤回)

 促進善終議題溝通

 HCA的權限及中止/解任規定

 意願人可AD帶回家或現場簽署

若有事實足認意願人有心智缺陷或非出於自願之情形，不應在

AD上核

幫助意願人在共融諮商與共融知情中，自主完成期預立醫療決

定



預立醫療決定(AD)

2019/11/16



預立醫療決定(書)
(Advance Directive, AD)

•意願人基本資料/見證或公證證明

•第一部分：醫療照護選項

•第二部分：諮商醫療機構核章證明
•第三部分：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



具完全行為
能力人

預立醫療照顧
計畫（ACP）

簽署預立醫療
指示（AD）

符合下列任一款
臨床條件時…

-末期病人
- 不可逆轉的昏迷
- 持續植物人狀態
- 重度以上失智
- 其他重症

共融決策

醫療單位
意願人 家屬

AD + 臨床

決定自己在特定醫療
情境下是否，或如何
接受醫療，確保尊嚴
善終。

修改自孫效智教授投影片

病人自主權利法SOP

- 預立醫療決定（寫
下你想接受或不想接
受的醫療處置）

- 指定醫療委任代理
人

- 探知自身的價值觀、
信念與信仰
- 瞭解身體與疾病的
狀態
- 釐清對醫療處置的
期待
- 確認臨終治療與照
顧意向



病人自主權利法 vs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病人自主權利法

臨床生效要件 末期病人 一、末期病人。
二、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
三、永久植物人狀態。
四、極重度失智。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
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 治癒且依當時醫
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

意願人 • 末期病人：無年齡限制

• 非末期病人：二十歲以上
具完全行為能力

• 具完全行為能力
(或男性年滿18歲，女性年滿16歲，且已婚身

分)

簽署時機
鼓勵預先簽署

特別是面臨死亡威脅時

鼓勵預先簽署

特別是罹患慢性疾病時

生效方式 簽署完成即生效 簽署後須經掃描、存記、IC卡註記後始生效

修改自病人自主權立法法核心講師教材



病人自主權利法 vs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病人自主權利法

同意書制
度與醫囑
制度

• 有同意書制度，可由他人代
為決定不施予、終止、或撤
除CPR或維生醫療

• 無法定格式

• 只能自己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除醫療委
任代理人，外人無決定權

• 內容、範圍及格式由中央主管機定之

拒絕醫療
選項

心肺復甦術、不實施維生醫療等
無效醫療

• 任何有可能延長病人生命之必要醫療措施、
• 人工營養與流體餵養。

所需費用 簽署過程無需費用 須自付「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費用

修改自病人自主權立法法核心講師教材



各職類人員在ACP所扮演之角色

•團隊可以合體工作，也需要適時分流

•每一位成員都可以是主持人

•發現溝通受阻時(鬼打牆)，讓社心人員上場

• ACP是團體戰，每一位職系都重要，沒有人是沉默的

11/16/2019 63



11/16/2019 64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意願人：            

                預立醫療決定書  

本人          (正楷簽名)經「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已經清楚瞭解

「病人自主權利法」，賦予病人在特定臨床條件下，接受或拒絕維持生命治療，或

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的權利。本人作成預立醫療決定(如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及附

件)，事先表達個人所期待的臨終醫療照護模式，同時希望親友尊重我的自主選擇。 
 

意願人 

  姓名：            簽署：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居留證或護照號碼：                               

  住址：                                                      1 

  電話：                             1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時間：      時      分 

見證或公證證明 

 我選擇以下列方式完成預立醫療決定之法定程序（請擇一進行）： 

□ 1、二名見證人在場見證： 

見證人 1  簽署：                      關係：                      1 

       連絡電話：                                              1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居留證或護照號碼：                   1 

見證人 2  簽署：                      關係：                      1 

       連絡電話：                                              1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居留證或護照號碼：                   1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2、公證： 

 

 

 

 

 

說明： 

一、 見證人必須具有完全行為能力，且親自到場見證您是出於自願、並無遭受外力脅迫等情況
下簽署預立醫療決定（病人自主權利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 

二、 見證人不得為意願人所指定之醫療委任代理人、主責照護醫療團隊成員、以及繼承人之外
的受遺贈人、遺體或器官指定之受贈人、其他因意願人死亡而獲得利益之人（病人自主權
利法第九條第四項）。 

三、 根據公證法第二條之規定，公證人因當事人或其他關係人之請求，就法律行為及其他關於
私權之事實，有作成公證書或對於私文書予以認證之權限。公證人對於下列文書，亦得因
當事人或其他關係人之請求予以認證：一、涉及私權事實之公文書原本或正本，經表明係
持往境外使用者。二、公、私文書之繕本或影本。 

公證人認證欄位：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意願人：            
第一部分 醫療照護選項 

臨床
條件 

醫療照護
方式 

我的醫療照護意願與決定 
(以下選項，均為單選) 

一
、
末
期
病
人 

維持生命

治療 

1、□我不希望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2、□我希望在(一段時間)         內，接受維持生命治療的

嘗試，之後請停止;但本人或醫療委任代理人得於該期間

內，隨時表達停止的意願。 

3、□如果我已經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由我的醫療委

任代理人代為決定。 

4、□我希望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人工營養 
及 

流體餵養 

1、□我不希望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2、□我希望在(一段時間)          內，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

餵養的嘗試，之後請停止;但本人或醫療委任代理人得於

該期間內，隨時表達停止的意願。  

3、□如果我已經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由我的醫療委

任代理人代為決定。 

4、□我希望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二
、
不
可
逆
轉
之
昏
迷 

維持生命
治療 

1、□我不希望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2、□我希望在(一段時間)         內，接受維持生命治療的

嘗試，之後請停止;但醫療委任代理人得於該期間內，隨時

表達停止的意願。 

3、□請由我的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決定。 

4、□我希望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人工營養 
及 

流體餵養 

1、□我不希望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2、□我希望在(一段時間)         內，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

餵養的嘗試，之後請停止;但醫療委任代理人得於該期間

內，隨時表達停止的意願。  

3、□請由我的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決定。 

4、□我希望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三
、
永
久
植
物
人
狀
態 

維持生命 

治療 

1、□我不希望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2、□我希望在(一段時間)         內，接受維持生命治療的

嘗試，之後請停止;但醫療委任代理人得於該期間內，隨時

表達停止的意願。 

3、□請由我的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決定。 

4、□我希望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人工營養 
及 

流體餵養 

1、□我不希望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2、□我希望在(一段時間)         內，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

餵養的嘗試，之後請停止;但醫療委任代理人得於該期間

內，隨時表達停止的意願。  

3、□請由我的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決定。 

4、□我希望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意願人：            
臨床
條件 

醫療照護
方式 

我的醫療照護意願與決定 
(以下選項，均為單選) 

四
、
極
重
度
失
智 

維持生命 
治療 

1、□我不希望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2、□我希望在(一段時間)         內，接受維持生命治療的

嘗試，之後請停止;但醫療委任代理人得於該期間內，隨時

表達停止的意願。 

3、□請由我的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決定。 

4、□我希望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人工營養 
及 

流體餵養 

1、□我不希望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2、□我希望在(一段時間)         內，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

餵養的嘗試，之後請停止;但醫療委任代理人得於該期間

內，隨時表達停止的意願。  

3、□請由我的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決定。 

4、□我希望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五
、
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疾
病
或
情
形 

維持生命 

治療 

1、□我不希望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2、□我希望在(一段時間)         內，接受維持生命治療的

嘗試，之後請停止;但本人或醫療委任代理人得於該期間

內，隨時表達停止的意願。 

3、□如果我已經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由我的醫療委

任代理人代為決定。 

4、□我希望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人工營養 
及 

流體餵養 

1、□我不希望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2、□我希望在(一段時間)          內，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

餵養的嘗試，之後請停止; 但本人或醫療委任代理人得於

該期間內，隨時表達停止的意願。  

3、□如果我已經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由我的醫療委

任代理人代為決定。 

4、□我希望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意願人：            
第二部分 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之醫療機構核章證明 

 

   根據病人自主權利法，意願人                                     於中華

民國       年       月       日完成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特此核章

以茲證明。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醫療機構核章欄位： 

 

 

 



意願人：            
附件、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若有指定，請選填） 

本人（正楷簽名）           茲委任             (擔任我的 

第    順位醫療委任代理人)，執行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條第三項相關權限。 

【受委任之人】正楷簽名：             1  

簽署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居留證或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電 話 號 碼：  

住（居） 所：  

（本表若不敷使用，請另行複印） 

 病人自主權利法「醫療委任代理人」相關條文： 

壹、第十條（醫療委任代理人之要件與權限） 

意願人指定之醫療委任代理人，應以二十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為限，並經其書

面同意。  

下列之人，除意願人之繼承人外，不得為醫療委任代理人：  

  一、意願人之受遺贈人。  

  二、意願人遺體或器官指定之受贈人。  

  三、其他因意願人死亡而獲得利益之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於意願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代理意願人表達醫療意

願，其權限如下：  

  一、聽取第五條之告知。  

  二、簽具第六條之同意書。  

  三、依病人預立醫療決定內容，代理病人表達醫療意願。  

醫療委任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理意願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處理委任事務，應向醫療機構或醫師出具身分證明。 

貳、第十一條（醫療委任代理人之終止委任及解任） 

醫療委任代理人得隨時以書面終止委任。  

醫療委任代理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當然解任：  

  一、因疾病或意外，經相關醫學或精神鑑定，認定心智能力受損。  

  二、受輔助宣告或監護宣告。 

參、第十三條（意願人申請更新註記之情形） 

意願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更新註記：  

  一、撤回或變更預立醫療決定。  

  二、指定、終止委任或變更醫療委任代理人。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7%97%85%E4%BA%BA%E8%87%AA%E4%B8%BB%E6%AC%8A%E5%88%A9%E6%B3%95.htm#a5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7%97%85%E4%BA%BA%E8%87%AA%E4%B8%BB%E6%AC%8A%E5%88%A9%E6%B3%95.htm#a6


長照服務使用者臨終關懷及居家服務

主講者: 張詩吟
馬偕紀念醫院安寧病房護理長

主辦單位:台灣輔導與諮商協會

108年度諮商心理師長期照顧醫事專業人力
level II專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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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年緩和安寧與社區照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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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自主計畫之啟動

臨終照護

各面向之死亡軌跡

長照在台灣的需求



 「家」是人們最熟悉，也是讓人感到最溫馨、最安心場所。生

命末期的病人，總是希望可以在家渡過餘生。歐洲研究統計在癌

症末期病人希望在宅往生51-80%(20-30%)，亞洲國家約

44%(16.1%)。(Fukui,Yoshiuchi,Fujita,Sawai,Watanabe,2011)

 人口老化的趨勢。

 社區安寧已是全世界正式的問題。

前言



臺灣人口結構

2019/11/16

注：2018年以後之人口資料系推估值。
資料來源：
1.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中華民國人口推估（105至150年）數據－中推估．取自http://goo.gl/d4kckk
2.內政部統計處（2016）．內政統計月報1.11資料歷年單齡人口數、人口年齡中位數．取自http://goo.gl/05L1A4

• 老人的年齡界定是大於等於65歲。

• 108年8月，65歲以上人口達353萬3千人，占總人口14.99%，正
式邁入高齡社會

• 推估至115年老年人口將超過20％，邁入超高齡社會，亦即每5人
就有1人為65歲以上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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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331萬2千人，占總人口14.05％，
正式進入高齡社會



長照2.0 計畫目標與實施策略

6

計畫目標

1.建立優質、平價、普及的長期照顧服務體系

，發揮社區主義精神，讓有長照需求的國民

可以獲得基本服務，在自己熟悉的環境安心

享受老年生活，減輕家庭照顧負擔

2.實現在地老化，提供從支援家庭、居家、社

區到機構式照顧的多元連續服務，普及照顧

服務體系，建立關懷社區，期能提升具長期

照顧需求者與照顧者之生活品質

3.銜接前端初級預防功能，預防保健、活力老

化、減緩失能，促進長者健康福祉，提升老

人生活品質

4.向後端提供多目標社區式支援服務，轉銜在

宅臨終安寧照顧，減輕家屬照顧壓力，減少

長期照顧負擔

實施策略

1.建立以服務使用者為中心的服務體系。

2.發展以社區為基礎的小規模多機能整合型服

務中心

3.鼓勵資源發展因地制宜與創新化，縮小城鄉

差距，凸顯地方特色。

4.培植以社區為基礎的健康照顧團隊。

5.健全縣市照顧管理中心組織定位與職權。

6.提高服務補助效能與彈性。

7.開創照顧服務人力資源職涯發展策略。

8.強化照顧管理資料庫系統。

9.增強地方政府發展資源之能量。

10.建立中央政府管理與研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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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2.0特色-2

服務項目：彈性、擴大、創新、整合與延伸
• 彈性與擴大 • 創新與整合 • 延伸

■ 8大類服務項目「彈性與擴大」

1. 照顧服務擴大

─ 對象擴大至衰弱(frailty)對
象、50歲以上失智症患者、
49歲以下失能身心障礙者

─ 調整服務補助金額

2. 交通接送

─ 補助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車
輛、司機與維護費用，在小
區域內定時巡迴

3. 長期照顧機構服務

─ 提高中低收入公費老人安置
機構費用

─ 提升機構服務品質

4. 喘息服務

─ 服務對象擴大

─ 服務場域拓及日間照顧中心

■ 推廣試辦計畫

1. 失智症照顧服務

2. 原住民族地區社區整合型服
務

3. 小規模多機能服務

4.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

■創新服務(將退輔體系及身障

者納入)

1. 成立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複合型日間服務中心與巷弄
長照站

2. 社區預防性照顧

─ 強化社區關懷據點功能並拓
展據點

─ 對象：納入衰弱者

─ 項目：預防失能或延緩失能
的健康促進服務

■服務往「前」與往「後」延伸

1. 預防保健或延緩失能之服
務(如營養餐飲、肌力強化
訓練、功能性復健、自主
運動復健等服務)

2. 延伸至出院準備服務

─ 照顧管理專員無縫評
估

3. 居家醫療

─ 一般居家照護

─ 安寧居家療護



為何需要社區安寧療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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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已邁入高齡化社會，多數長者希望能夠在地老化，在家

善終。安寧療護界也希望推動社區化，促使健保署思考，安

寧照顧不能只局限於醫院，因直接由社區提供服務。

• 安寧居家:有助於在宅往生、減輕病人症狀與減少醫療耗用
(Smith,Brick，Ohara&Normand，2014)



台灣社區安寧現況

• 居家安寧療護方案則有健保安寧居家療護甲類及乙類，居家醫療整
合計畫。

• 居家醫療整合計畫:
 居家醫療: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藥師訪視

 重度居家醫療: 牙醫師、中醫師、護理人員、呼吸治療人員、訪視藥師與其他專業人員
訪視

 安寧療護: 牙醫師、中醫師、護理人員、呼吸治療人員、訪視藥師與其他專業人員訪視

 其他專業人員訪視：視需要由心理師或社會工作人員訪視。



安寧居家專業團隊受訓條件

• 居家安寧(甲類)
 專業團隊受訓時數80小時

 臨床見習40小時

 每年繼續教育20小時

• 社區安寧(乙類)
 專業團隊受訓時數13小時

 臨床見習8小時

 每年繼續教育4小時



1. 第一階段:安寧緩和療護基本內容的引介與提供，社區醫療機構初級

醫療人員，在疾病早期便開始提供基本概念，討論預立醫療照護計

畫。

2. 第二階段:一般安寧療(乙類安寧)，醫療人員接受過相關安寧的訓練，

並非全職從事安寧照護，可以協助症狀處理、預後判斷與溝通等。

3. 第三階段:全職的安寧專業人員提供照護，提跨團隊照護:安寧病房、

安寧居家與安寧共照。

安寧緩和照護服務模式



老年緩和照護:geriatric palliative care

• 任何被診斷罹患生命受威脅疾病的老年人，只要疾病

所以引發的症狀已無法控制，或相關治療造成病人生

活品質下降時，應儘早給予緩和照顧。
(Lee&Coakley,2011；Wowchuk et al.,2007)



 著重於減輕不適

 提升生活品質

 不受限於≦6 個月的照護

 無論疾病階段期

老年緩和照護:geriatric palliative care



老人緩和醫療的特點

• 老人緩和醫療對象常是Dementia或其他慢性疾病，而非癌症

• 溝通的物件常是家屬，而非病人本身

• 醫療團隊對於老年病人，較常建議終止或撤除維生措施

• 對於老人的症狀常被忽視，較少去處理

• 強調自然死亡會使社會和民情上產生不盡力治療的扭曲惡名，

而逼使醫師為避免死亡做出許多不必要或過份的處置

(Martin, 2002)



各面向的瀕死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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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發性死亡:意外

• 短暫末期階段後持續下降，是預期的、短期的或是直線性

的死亡:癌症

• 反覆進出醫院的死亡，如器官衰竭

• 長期線性預期性的死亡，生命因健康衰退，無法預期生命

存活期限，如衰弱。



短病程，在生命的最後2個月急速變壞 ，如 癌症病人

2019/11/16 16



長病程，隨著間歇性威脅生命的急性惡化及生活功能緩慢的
下降，最後是突然死亡

2019/11/16 17



非常長的病程，很緩慢的自我照護能力的下降

2019/11/16 18



• 專業人員層面:

– 個人特質(個人信念、價值觀、過去背景、自我限制…)

– 教育訓練:
• 入門【Elementary Level】

• 專業在職 【Professional Level】

• 專家師資【Specialist Level】

– 同理心與溝通技巧學習

– 哀傷陪伴的能力培訓

– 結合不同專業人員，營造一個整合跨專業的照護環境與內容。



• 病人需求層面:

– 疾病軌跡、存活、預後之預估(癌症/非癌症)

– 對疾病的治療意向

– 疾病治療目標的討論與擬定

– 症狀控制

– 舒適照護

– 心理、社會與靈性的照護

– 臨終照護

– 哀傷陪伴



團隊成員角色功能

 居家護理師:評估與照護病人及家屬身、心、靈需求，執行醫囑，為團

隊聯繫及協調之角色。

 醫師:提供良好的症狀評估與症狀緩解，成為病人安全感來源。

 心理師/社工師:協助病人及家屬的調適，催化家庭互動，幫忙完成心

願，尋找資源，輔導家屬傷慟，統籌及訓練義工。

 牧師:關照病人及家屬，提供信仰支援和心靈輔導，而獲得內心平安及

滿足，協助安葬事宜、遺族關懷。

 志工:關懷病人及家屬，協助並支持團隊人員。



回歸社區的評估與準備

• 主要症狀穩定程度 / 用藥的銜接

• 醫療與照護需求

• 病人與家屬的心理準備

• 照護資源與人力

• 階段性返家計畫

• B選項:沒有最好，只有最適切的安排



『回家』病人最大的心願

 當生命漸漸消逝，無法再做進一步的治療，甚至病情

已瀕臨死亡。誰來照顧關心陪伴他們度過?

 生命的盡頭是在醫院?或家裡?

他們的需要應當被看見

 如果選擇回家他們該如何得到尊嚴與妥善的照顧

2019/11/16 23



思考…….

• 臨終關懷的目的?

• 您心目中的善終(good death)是什麼樣貌?

• 身為心理健康照護者，您心目中病人(個案)
的善終又是什麼樣貌?



善終的定義

善終是病人、家屬、健康照護人員免於可

避免之苦惱及受苦的情形；在符合臨床、文化及

倫理的前提下，病人及家屬的心願皆得到滿足。

--美國國家醫學院(Institute of Medicine)

方俊凱等(2017)。癌症末期病人的善終觀點。安寧療護雜誌，22(3)，304。



馬偕安寧照護模式
六全照顧；全心為您

病

人

全

人
全

家

全

隊
全

程

全

社區

全

心



LED善終觀點
• 末期病人談論「善終」時會觸及三大主題：

「在瀕死過程中繼續生活“Living in dying” (L)」、

「持續經驗存在的自體“Experiencing the Existential self” (E)」、

「在臨終過程中面對死亡“Dying in Living” (D)」。

• 此三個面向，我們依其英文縮寫，簡稱為LED。

• 方俊凱、林子涵、畢世萱、李閏華、李佩怡：癌症末期病人的善終觀點。安寧療護雜誌，2017：22：3：



在瀕死過程中繼續生活 “Living in dying”

• 建立生活格局

• 回憶過往時光

• 確認自我認同

• 連結重要他者

• 維繫醫病關係

方俊凱等(2017)。癌症末期病人的善終觀點。安寧療護雜誌，22(3)，288-308。)(詹靜芳諮商心理師講義；



持續經驗存在的自體“ Experiencing the Existential self”

• 生病經驗的正向回應

• 處於生死邊界的矛盾感受

• 維持個人自主性

• 與他人真實相伴

• 以宗教或靈性體驗安頓身心



在臨終過程中面對死亡 “Dying in Living ”

• 對病情有完整的認知

• 以理性的態度面對死亡

• 透過身體狀況覺知死亡

• 規劃生後事宜

• 預想死亡情景



在臨床運用LED善終觀點

LED善終觀點—聽懂病人的話

讓自己與病人在同一個頻道

幫助家屬也和病人在同一個頻道

確診
緩和
醫療

治癒性
治療

安寧
療護

善終
善別

病情告知後，考慮接受安寧緩和療
護與生活方向引導

終點之前
五道人生



老人預立醫療自主計畫(ACP)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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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報告指出88%~93%的老人寧願死也不要讓自己昏迷
、插管或放置呼吸器

Yung VY, Walling AM, Min L, Wenger NS,Ganz,DA. J Palliat Med 2010; 13(7): 861-7.

• 80 歲以上的住院老人不想要積極治療

• 70%渴望獲得舒服的照顧遠甚過於延長生命

• 63%的80 歲老人在他們死亡之前接受超過1種以上的維生
治療措施

Somogyi-Zalud E, Zhong Z, Hamel MB,Lynn J.J Am Geriatr Soc 2002; 50(5):930-4.



ACP 推 展 階 段

第一 階段:對所有健康的成年人。

第二階段:長期慢性病，病情在退化中或經常性住院之病人，讓病人瞭解

疾病進展及治療的效果，其中亦包括維生醫療的選擇。

第三階段:ACP可以提升末期生命品質，針對老年人或一年內會死亡之

病人。

2019/11/16



生命末期ACP何時啟動

2019/11/16

• 身體無慢性病疾病但已年邁，或有慢性病但身體尚未失能。讓長

輩了解安寧療護概念，幫助他們擴大大對醫療抉擇的認識。

• 身體發生不可逆的疾病，雖未立即有生命威脅，但可以預想疾病

會越來越嚴重。

• 身體已罹患嚴重傷病，疾病進展至末期不可逆。此階段已可預估

在機構善終的可能，團隊能力的評估，家屬意願等。
• (李閏華,2014)



居家善終的原則

• 良好的症狀控制、給予尊嚴和隱私

•要獲得任何所需的精神或情緒上的支持

•有時間說再見

 傾聽、同理家屬的哀傷，讓病人與家屬有機會互相表達情緒，並能道別

 邀請家屬持續參與舒適照顧

 讓家屬感受到和臨終病人是同在

 讓他們知道自己是被需要的肯定他們的價值

•拒絕無效醫療，不毫無意義的延續生命

 確保意願，得到尊重(尊嚴)

11/16/2019 35



安寧居家緩和照護的重要議題

2019/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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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物治療/輔具與複健/輔助及另類治療

• 照顧者的自我照顧以避免耗竭

• 醫療費用與保險

• 預立醫療自主計畫/照顧場所的轉換

• 預後評估與倫理決策

• 溝通與衝突處理

• 緩和治療急症與在家過世

• 文化考慮/遺族哀傷

• 靈性照顧與要求加速死亡



於居家場域進行臨終關懷之優勢

• 可多了解家庭動力及個案生命史

• 有助於建立專業關係(但須注意界線的拿捏)

• 打造個別化的臨終關懷模式

• 可同時評估及處遇家屬之預期性悲傷

(詹靜芳諮商心理師講義)



• 媒材及資源準備之立即性

• 會談環境之多樣性

• (物理環境、個案生理狀況、家庭系統等)

• 長照系統缺乏各醫事成員間之溝通與支持管道

• 單打獨鬥下應變能力的考驗

於居家場域進行臨終關懷之挑戰

(詹靜芳諮商心理師講義)



社區 /居家心理照護資源

社區心理衛生 社區自費諮商

1.各縣市心理師公會官網

2.衛生局官網

您的經驗? 歡迎分享

身心科/醫療院所

利用長照系統

1.被照顧者:1966 長照專線

2.各地社區關懷據點

3.照顧者:0800-507272

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

各地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

1.各衛生局定點諮商

2.台北市一葉蘭喪偶家庭成長協會

3.各醫院自殺防治中心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

(詹靜芳諮商心理師講義)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229E6EBB8F3CF41B&topn=D39E2B72B0BDFA15


討論時間~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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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願社區臨終照護
猶如夕陽安然自若



長照家庭居家關懷及專業服務

新北市私立旺福居家長照機構

108.12.08 林怡岑主任



誰能使用長期照顧

長期照顧的服務對象包括先天以及後天失能者，所提
供的服務包括醫療照護、個人照顧和社會性之服務等
一系列的照護措施，服務的時間是長期的



長期照顧家庭

長照雖有個案之限制

但各個職業階級在家庭中

可能會成為照顧者之角色



家庭照顧者調查

106年衛服部統計 占少數 比例高

照顧者有工作



家庭照顧者調查



家庭照顧者調查

每日平均照顧時數為11小時

平均照顧年數為7.8年

有8.5%主要家庭照顧者，表示照顧後與

其他家人關係變不好

有21%主要照顧者對目前的整體生活狀況

不滿意

主要家庭照顧者目前有工作占 31.8%，

較照顧前減少 9.4%

主要家庭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同住比率為91.7%



家庭照顧者發展歷程

預備照顧者

•認識資源

•練習協議

新手照顧者

•照顧技巧

•照顧安排

•家庭協議

在職照顧者

•避免離職

•兼顧工作與
照顧

資深照顧者

•情緒支持

•照顧負荷

畢業照顧者

•走出悲傷

•重返社會

•再就業



照顧者的選擇

使用長照服務

15%

聘用外籍看護

30%

家庭獨力照顧

55%

家庭支持性服務



同理家庭照顧者

家庭照顧者-「隱形病人」

評估的過程對家庭照顧者也有治療與諮商的效果

家庭照顧者多重角色壓力



同理家庭照顧者

「無助感」不清楚如何照顧

「無奈感」做到流汗，嫌到流涎

「委屈感」無法受到他人的支持、體諒

「無力感」眼看著個案逐漸邁向死亡

「衝突感」就業與照顧的抉擇



家庭照顧者壓力負荷

身體 心理 工作

社交 經濟 家庭關係



各階段照顧者介紹－1
預備照顧者
（即將成為照顧者）定義：

家中成員有以下特點如：年
事已高、體力衰弱、身體狀
況不佳、頻繁進出醫院徵兆。

對策：
及早了解長照資源與規劃，學
習家庭內溝通對話，避免匆促
做出不當安排的決定。

資源連結：
專線1966、相關長照
機構、衛福部網站、
地區資源了解。



各階段照顧者介紹－2

新手照顧者
（照顧資歷0-6個月）

定義：
多數家庭都是遇到問題時，才
開始尋找資源，在階段者最為
混亂。

對策：
面臨照顧壓力，或無法家中人
員倒下的事實，此階段最主要
工作是「盡快找到照顧資源」。

資源連結：
喘息咖啡館、各縣市長照
管理中心、喘息服務申請。



各階段照顧者介紹－3

定義：
照顧者白天工作、晚上照顧
家人，長期體力、心理、經
濟負荷重。

在職照顧者
（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家人）

對策：
善用長照資源，在照顧與工作、
生活間，找到自己的平衡點。 資源連結：

申請長照服務、日間照顧、
相關照顧中心。



各階段照顧者介紹－4

資深照顧者 （3年以上）

定義：
身為長期照顧者，身體狀況易亮紅燈；且少
與外界接觸，沒有社交生活，容易出現憂鬱
傾向。

對策：
可與家人輪流照顧，善用
政府喘息服務，適度休息。

資源連結：
喘息支持系團體、喘息咖啡廳、
照顧者相關課程。



各階段照顧者介紹－ 5

定義：
照顧者容易走不出失去家人
的悲傷、因照顧太久而孤立、
缺乏重返職場的信心。

畢業照顧者（結束照顧工作）

對策：
學習新的事物或從事照顧
產業，重新接觸人群。

資源連結：
參與長照人員專業培訓、
進修自己有興趣的課程。



照顧者關懷

現有長照服務體系尚未納入家庭照顧者

「喘息服務」 -被窄化的服務類型

並非照顧家庭照顧者本人

每年最高補助14天至21天( 周休一日還不到)



照顧者的選擇
長照四包錢



家訪各階段準備

一、家訪前準備
聯繫案家
資訊蒐集
家訪包
特殊考量
穿著



家訪各階段準備

二、安
全計畫

行必

有方

保護圈

時間

規劃

確認

環境

裝備

確認

撤退方
式預想

中立的

會談

場所



家訪各階段準備

三、案家門前
確認案家地址是否正確

確認訪問的對象在家



家訪各階段準備

四、後續家訪
檢討
執行狀況
修改
討論困難執行之處
評值



家訪技巧

會談
資訊、評估、與處遇三種形式
客觀資訊轉化
訊息的架構
同理、傾聽、提問、面質



居家關懷

1. 聯繫資源網絡，提供老人自我照顧能力及支持性服務。
2. 協助失能者的居家生活，提昇失能者照顧品質。
3. 定期電訪及家訪，維持人際互動的需求。



專業服務



專業服務



心理師在長照體系下的服務



心理師面臨的議題



未來期許

希望能秉持著長幼兼顧 、全人照護的精
神，把臨床心理帶進社區、家庭，把身
心醫療以體貼照顧者和被照顧者的需求
的方式來進行，落實醫療社區化、心理
學生活化，真正的身心靈質感生活提升



謝謝聆聽



長照家庭電話關懷及個案管理

新北市私立旺福居家長照機構

108.12.08林怡岑主任



電話關懷



電話關懷的對象

•長照使用者

•主要照顧者



電話關懷的目的

•關懷問安

•增加社會互動

•服務內容的再確認與討論

•其他資料的蒐集







個案管理



個案管理的意涵



個案管理的原則



個案管理過程



個案管理實務過程



實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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