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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自主權利法 –立法宗旨

尊重病人醫療自主

保障善終權益

促進醫病關係和諧



病人自主權利法

病人自主權

•保障病人本人

•知情、同意、選擇權

預立醫療決定

•秉持病人自主原則

•對未來的醫療狀態預先表達意願與決定



醫療專業
父權醫療

家屬決定
病人自主

？
圖片來源：台灣麥當勞季報網站圖／翻攝自日網《FOD》



臨床情境

 70歲的陳女士因為腹脹到醫院接受胃鏡檢查，切片顯示
為胃惡性腫瘤，電腦斷層顯示肺部轉移

兒子陪同陳女士回診，進入診間後

醫師先詢問陳女士檢查切片後有無不適及身體評估，而
後請陳女士及兒子先離開診間

待陳女士走出診間後，醫師叫住兒子請他留在診間向其
告知胃癌第四期，並向兒子解釋可能的治療方式與預後



於情而論

她知道了會承受不了



於理而論



於法而論？

醫療法第63條

醫療機構實施手術，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
明手術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並經其同意，簽
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始得為之。

醫師法第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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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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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自主權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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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自主權利法 第五條

病人就診時，醫療機構或醫師應以其所判斷之適當時機及方式，
將病人之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
良反應等相關事項告知本人。病人未明示反對時，亦得告知其
關係人。





王曉民女士的故事…



民國52年
17歲的青春年華正要開始…



圖片來源：Money錢雜誌網頁





圖片為示意圖
圖片來源：創世基金會官方網站



植物人醫療上的爭議

在王曉民女士成為植物人20年後，其父母擔心自
己死後無力照顧，曾經請願政府安樂死讓其解脫，
但社會聲音與多數委員皆反對

植物人不符合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之末期病人定義

「疾病無法治癒，且近期內病程進展至死亡已屬不可避
免」

 在王曉民女士父母過世後，尤其姊妹繼續委託專業機
構照顧

 2010年3月逝世



47年的植物人生活…

此相片 (作者: 未知的作者) 已透過 CC BY-SA-NC 授權

此相片 (作者: 未知的作者) 已透過
CC BY-SA-NC 授權

此相片 (作者: 未知的作者) 已透過 CC BY-SA-NC 授權

https://philosophy.commons.gc.cuny.edu/call-questions-conscious-experience-time-due-722/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www.tch.org.tw/TchWeb/a_02_01_05.aspx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s://philosophy.commons.gc.cuny.edu/call-questions-conscious-experience-time-due-722/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假如我們可以選擇

你會希望？



平鑫濤先生的故事…

當我病危時，請不要把我送進加
護病房，我不要任何管子和醫療器
具來維持我的生命，更不要死在冰
冷的加護病房裡

所以，無論是氣切、電擊、插管、
鼻胃管、導尿管…通通不要，讓我
走得清清爽爽

-以上文字內容節錄自瓊瑤女士臉書

圖片來源：中國時報資料照



平鑫濤先生罹患血管性失智症
隨病況進展，長期住院
進食功能退化，需仰賴鼻胃管灌食



2017/5/3頭版



時至今日，是否有更好的解決方法？



病人自主權利法
預立醫療決定

法律保障及賦予所有人特殊醫療拒絕權



一般醫療拒絕權

經醫師診治後，提供需要之檢查及治療

如胃鏡、大腸鏡、非緊急手術等等

經醫師解說後，不危及生命的處置人人皆有選擇接受或拒絕的
權利



特殊醫療拒絕權 -
危急狀態下必要之醫療處置，如急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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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自主權利法第七條
保障特殊拒絕權

病人自主權利法第七條

醫療機構或醫師遇有危急病人，除符合第十四條第一項、第
二項及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相關規定者外，應先予適當急救或
採取必要措施，不得無故拖延。

醫療機構及醫師可不急救 => 不罰



預立醫療決定

具完全行為能力人，得為預立醫療決定

預先選擇是否接受醫療處置(包括特殊醫療拒絕權)

維持生命治療 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五種特定臨床條件

末期病人
不可逆轉之

昏迷
永久植物人 極重度失智 其他公告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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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上癌症晚/末期占多數

其他主要器官衰竭導致生命末期
也可納入

須由與疾病相關之兩位專科醫師
判定符合末期



末期病人
急性腎衰竭

 已接受腎臟替代療法(血液透析、腹膜透析、腎臟移植)病患。

 病人因嚴重之尿毒症狀，經原腎臟照護團隊評估病患可能在近期內死亡。

 病人在自由意識的選擇與自主的決定下不願意，或因合併下列疾病狀況之一，
不適合繼續接受長期透析治療或接受腎臟移植者

 其他重要器官衰竭及危及生命之合併症

 長期使用呼吸器

 嚴重感染性疾病合併各項危及生命之合併症

 惡病質、或嚴重之營養不良危及生命者

 惡性腫瘤末期患者

 因老衰、其他系統性疾病，生活極度仰賴他人全時照顧，並危及生命者

參考資料：全民健保安寧共同照護試辦方案

此資料為全民健保共同照護之給付標準
僅供參考，並非絕對腎臟末期病人之標準
腎臟衰竭是否符合末期仍依臨床專科醫師判斷為準



末期病人
慢性腎衰竭

 慢性腎臟病至末期腎臟病階段，尚未接受腎臟替代療法病患，屬慢性腎臟病
(CKD) 第4，5期病患(GFR < 30 ml/min/1.73m2)，或已接受腎臟替代療法
(血液透析、腹膜透析、腎臟移植)病患。

 病人因嚴重之尿毒症狀，經原腎臟照護團隊評估病患可能在近期內死亡。

 病人在自由意識的選擇與自主的決定下不願意，或因合併下列疾病狀況之一，
不適合新接受或繼續接受長期透析治療或腎臟移植者：

 其他重要器官衰竭及危及生命之合併症

 長期使用呼吸器

 嚴重感染性疾病合併各項危及生命之合併症

 惡病質、或嚴重之營養不良危及生命者

 惡性腫瘤末期患者

 因老衰、其他系統性疾病，生活極度仰賴他人全時照顧，並危及生命者

參考資料：全民健保安寧共同照護試辦方案

此資料為全民健保共同照護之給付標準
僅供參考，並非絕對腎臟末期病人之標準
腎臟衰竭是否符合末期仍依臨床專科醫師判斷為準



不可逆轉之昏迷

因腦部病變，重度且持續昏迷

經兩位神經醫學相關專科醫師判
定

此相片 (作者: 未知的作者) 已透過 CC BY-NC 授權

http://www.groundreport.com/hemi-sync-viewed-as-beneficial-to-severe-coma-patients/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3.0/


永久植物人狀態

因腦部病變，顯示為永久植
物人狀態

經兩位神經醫學相關專科醫
師判定



極重度失智症

 確診失智程度嚴重，持續有意
識障礙，導致無法進行生活自
理、學習或工作

 失智症為CDR(Clinical 

Dementia Rating) 3分或
FAST(Functional Assessment 
Staging Test) 7分達極重度失
智

 兩位神經醫學或精神醫學專科
醫師確診



其他政府公告之重症

痛苦難以忍受

疾病無法治癒

依當時醫療水準沒有其他解
決方法



預先選擇是否接受醫療處置(包括特殊醫療拒絕權)

維持生命治療 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五種特定臨床條件

末期病人
不可逆轉之昏

迷
永久植物人 極重度失智 其他公告重症



維持生命治療

心肺復甦術

插管、電擊、心臟按壓

機械式維生系統

呼吸器、葉克膜、血液
透析、洗肝機

其他維生醫療

輸血、重度感染之抗生
素治療



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人工營養

靜脈注射水分及營養

流體餵養

鼻胃管灌食、胃造口灌食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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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王曉民女士有做預立醫療決定…

永久植物人狀態下

不使用維生醫療

不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可在醫療已達極限仍無法恢復意識時
讓生命自然抵達終點，不以人工方式延長



如果平鑫濤先生有完成預立醫療決定…

極重度失智症狀態下

不接受維生醫療

不接受人工營養/流體餵養

可實現平先生意識清楚時的交代，
走得清清爽爽，身上不要有任何管路



甚麼人可以做預立醫療決定？



年滿20歲或
未滿20歲但已婚



目前身體無重大疾病

對自己生命善終有規劃的人

天有不測風雲，預先作好安排與準備，當未來不幸發生臨床情境時，

可減少自己的折磨與家人代為決定的痛苦



已罹患重大疾病

希望在疾病進展時預先規劃善終

有特定的疾病種類，可針對個人病情及未來可能遇到的醫療問題做詳細的安排



只要自己填妥預立醫療
決定書就可以生效了嗎？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Advanced Care Planning

由於預立醫療決定中牽涉許多疾病與醫療專業術語，因此要做
預立醫療決定前，病主法規範意願人須經受過訓練的醫療團隊
做過諮商、解說與評估，方得預立醫療決定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目前多以特約門診方式進行，過程中需意願
人說明預立醫療決定的疾病與醫療選擇、病主法相關規定等等



哪些人必須參與預立醫
療照護諮商？



哪些人須參加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醫療團隊：醫師、護理師、社工師／心理師

意願人本人

二親等內家屬至少一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若有指定)

其餘意願人希望參與之親友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說明評
估完成後

醫療機構核章證明已通過預立醫療照護
諮商

預立醫療決定書需上傳至中央主管機關
資料庫及健保IC卡註記才生效



臨床上如何執行預立醫療決定？

圖片來源/康健雜誌



疑似臨床條件發生時

兩位相關專科醫師確診

末期病人、不逆轉昏迷、永久植物人

極重度失智、其他重症

兩次安寧緩和照會

•確認預立醫療決定內容

•擬定後續照護計畫

依預立醫療決定之內容接受或拒絕

•維持生命治療

•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提供適當緩和安寧療護 尊嚴善終

預立醫療決定執行流程





已經簽了DNR，還需要簽預立
醫療決定嗎？

圖片來源：高雄市醫療觀光網



三大不同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DNR

病人自主權法
預立醫療決定AD

核心概念
不同

保障末期病人的善終權益
保障方式：本人簽立DNR意願
書或由家屬簽署DNR同意書

保障每個人的人格尊嚴、自主與善終
權利，僅心智能力健全者可自己做決
定，他人無法代簽
以病人為核心，保障知情、選擇與決
定權

適用對象
不同

末期病人 末期病人
永久植物人
不可逆轉之昏迷
極重度失智
其他公告重症

適用範圍
不同

心肺復甦術
只能延長瀕死過程的維生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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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紙本簽立後立即生效
需經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
完成AD上傳註記健保卡完成後才生效



做了預立醫療決定就可以安樂死嗎？

圖片來源：今日報圖庫



病主法與安樂死的不同

類型 說明 施行國家

安樂死

由他人替病患施予足以
致命的藥物
加工縮短生命

荷蘭、比利時、盧森堡、
哥倫比亞、加拿大

協助自殺

由醫師開立處方、準備
並提供藥劑，由病人自
己服用，亦提早結束生
命

美國(奧瑞岡州、華盛頓
州、蒙大拿州、佛蒙特
州、加州、瑞士、加拿
大)

拒絕醫療權
(預立醫療決定)

醫師尊重病人意願，不
強加醫療延長生命，讓
生命回歸自然善終。

歐美各國普世承認的普
世人權！

資料來源：孫效智教授/病人自主研究中心，北市聯醫網頁



臨床案例分享



臨床場景

87歲男性 末期腎臟疾病

已血液透析5

年多

有左側腎臟惡

性腫瘤，經左

側腎臟切除術

後

膀胱腫瘤

意識清楚，平

時居住於護理

之家

生活大多可自

理，僅需人看

顧

可使用柺杖行

走，甚至可自

行操縱電動輪

椅代步車外出

每幾個月會因

血尿或泌尿道

感染住院



隨著年紀增長老衰及反覆住院
阿公變得越來越虛弱，但仍意識
清楚，惟偶爾會有譫妄現象



某日，阿公因發燒、血壓偏低，
意識混亂
至急診檢查後診斷為敗血性休克



經住院抗生素治療2周後
血壓稍有穩定但仍偶爾會發燒
昏睡時間居多，醒來仍混亂

血液透析時血壓會掉，無法脫太多水



腎臟科主治醫師認為阿公已經使用
後線抗生素治療兩周，但敗血症仍
無法完全控制，建議家屬可考慮停
止積極治療(抗生素、血液透析)



身為醫護人員，你的看法是？

停止積極治療，簽DNR

阿公已經高齡又合併多重疾
病，應該勸家屬停止積極治
療

臨床上已給予兩周限時治療，
但仍無法完全改善，此時持
續血液透析和抗生素治療為
無效醫療

繼續積極治療，包括抗生素
與血液透析

一旦停止血液透析，病人通
常在一兩周內會死亡

敗血症並非不可治癒之末期
疾病，應繼續治療並找出感
染源

即便病人最後還是死於敗血
症，但至少不是停止血液透
析後造成的直接結果



身為家屬(兒子)，你的看法是？

爸爸已經高齡又重病，

該適時放手

但若由我做了停止洗腎

的決定，其他兄弟姊妹

和親屬可能會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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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應該是…

病人本人自己的想法與價值觀



預立醫療決定
Advanced Decision

提供每個人預先表達自

己價值與想法的正式官

方管道

即便未來因疾病昏迷無

法表達，仍可透過預立

醫療決定替自己發聲

給自己一個善終的機會，

同時，也減少家人替自

己決定時內心的掙扎與

煎熬



理想
尊嚴善終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
採預約門診制

周一、周二、周五下午時段

自費門診，員工及員眷享有就醫優惠折扣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免費

諮詢窗口：07-7317123分機6393社會服務課

醫院掛號網頁亦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