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期醫療照護之常見倫理困境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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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主要以癌症末期療護經驗，探討末期照
顧護常見的倫理議題，第一段介紹醫學倫理基本
原則與末期照護常見的倫理困境，以台大醫院緩
和醫療病房實際的照護經驗做說明；第二段則以
末期真相告知為例闡釋其倫理意涵，如何做好告

1.醫師不易正確預估存活期。
2.告知病人末期病情的真相。

3.擔心嗎啡會影響呼吸，甚至縮短生命。
4.人工營養或靜脈點滴注射的使用。

5.無 法 了 解 意 識 不 清 病 患 的 需 求 以 及 整 體 滿 意
度。
而英國Finlay (1996)[3]也提出了癌末照顧中

知或不告知之倫理決策；第三段則以人工營養水
分為例探討給予與否的倫理決策。

末期照護常見的倫理困境
末期病人尤其是癌末病人，因為病況變化迅
速，治療策略常因疾病進展病程而有很大不同。
病人因日漸虛弱，家屬基於保護病人的心情，常
傾向拒絕病情真相的告知，產生不少倫理困境。

較困難決定的臨床課題，如︰
1.高血鈣、尿毒、血糖異常、肝功能異常等代謝
異常病況治療目標的抉擇。
2.水分及營養的供給原則。

3.抗生素、類固醇、止痛藥物等的使用原則。
4.照顧地點如何彈性調整。

5.突發狀況的緊急醫療策略。

同時病人在末期剩餘的短暫生命期，往往會呈現

以上各專家提出的倫理困境雖因各國文化

自己的目標價值觀，必須予以尊重，因此亟需個

背景不同而有差異，但他們卻都認為以基本倫理

別化的照護。另外面對死亡壓力，照護模式也與

原則為架構，針對各倫理困境加以分析探討，是

一般病人不同。由於以上的原因，末期照護極需

解決困擾及提供給末期病人最適切治療的不二法

在倫理原則架構下，用心的做好每一個醫療或照

則。

護的倫理決策。

二、安寧緩和醫療末期照護的倫理原則：

一、末期照護常見的倫理困境
各國在推展安寧療護緩和醫療時，發現

與安寧緩和醫療末期照護有關之倫理原則及
議題包括：

照顧過程常發生諸多與倫理原則有關之議題。

（一）自主性（autonomy）：以尊重病人，滿足

Bradshaw (1996)[1]認為安寧療護的精神漸漸被常

病人需求為主要精神，但在實際照顧中常

規化以及機構化，由於太過重視技巧以及效率，

面臨的是與家屬的要求或醫療人員的專業

不易達到原來照顧的精神與目標。Kinzbrunner

有所衝突的困境。

(1995)[2]分析美國安寧療護緩和醫療照顧工作 常
發生的倫理困境包括︰

（二）行善（beneficence）及不傷害原則（nonmaleficence）原則：常應用在每日照顧策
略及治療決定時利弊的分析，如是否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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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真相、藥物使用利弊權衡等。
（三）公平性（justice）:即個人需求與社會資源
分配之均衡，如照顧場所的選擇及安排
等。

醫學倫理論壇

三、台大醫院緩和醫療病房常見之倫理困境：
根據台大醫院緩和醫療病房的研究（邱等，
2000）[4]，常見的倫理困境包括：病情告知、

方向的困擾，亦即「治癒」及「追求生活品質
（Quality of life）」兩個方向的衝突，也有四分
之一的發生率，且未隨著住院週數的增加而降低

照顧場所、治療方向、水分營養、藥物使用、輸

發生率，由此可了解病人及家屬對於「不追求治

血、偏方使用、及末期鎮靜等（表1）。茲分析

癒，只提升生活品質」的治療目標的接受度時有

如下：緩和醫療病房的工作人員秉持著以病人為

起伏波動。所以不斷的溝通及支持病人及家屬有

中心的照顧理念，儘量解除病人及家屬對居家照

其必要。至於藥物使用的困擾也佔有兩成，對於

顧的擔心，並克服家屬的阻撓出院的原因，儘

嗎啡的誤解這些年來的宣導及教育，應有成效，

速解除或控制病人各類身心靈的不適（「行善

但仍有部份病人及家屬，不肯使用嗎啡，而承受

原則，beneficence」），達成病人想回家的心願

了許多不必要的疼痛，及疼痛所引起的各種併發

（「自主原則，autonomy」），也因此產生不少

症，譬如因疼痛不敢移動，使身體功能更易退

輔導出院的倫理困惑，此可由「照顧場所」為

化，或因疼動而不敢做胸腔護理，使得呼吸系統

發生最多的困擾事件，佔所有住院病人的三分之

易受感染，功能急速減退，這種現象在安寧病

一而知。而不告知病人得到癌症的真相，在東

房以外，很容易看到。至於因服用中藥而拒用

方國家相當普遍，在傳統醫師立場，因耽心告

嗎啡等西藥，也時有發生，也是影響病人生活

知真相後病人即會崩潰，基於不傷害原則（non-

品質的一個原因。而控制症狀的藥物之雙重作

maleficence），就儘量不告知病人真正病情。家

用（double effect）或副作用的危險，也是治療

屬也為了不忍傷害病人，因而也盡力隱瞞真相，

決定的困境，須作好利弊分析，才能與安樂死

而病人其實大多也相當了解，只是不忍與家屬相

（euthanasia）區別。

互溝通坦白，因此一直保持互相隱瞞狀況。但是
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據顯示，如能了解自己病情，

末期真相告知的困境與解決策略

則將來較有充裕時間安排末期生活及身後之事，

在許多國家尤其是東方，家屬及病人對末期

對於善終有幫助。台大緩和醫療病房本身的經驗

病情都保持互相隱瞞沉默，同時家屬總是要求醫

及研究報告都顯示病人了解病情，對善終分數有

療人員不能告知病人真相，以免傷害病人，讓病

增進的現象（程等，1996）[5]。另外一個常見

人失去生存希望，這個現象使得末期病人無法參

困擾事件，則為「營養水分」的供給，東方人

與許多治療措施的決策，因此常嚴重影響病人的

「民以食為天」，然而癌末病人往往食慾減退，

照顧品質。末期告知真相的議題，在日本很受到

甚至吞嚥困難，家屬往往無法接受病人似乎將餓

重視，Aoki等（1997）[6]等研究顯示，知道自己

死的狀況，因此大多會要求醫療人員給予靜脈水

診斷及預後的病人其住院天數可顯著縮短，同時

分及營養，而醫療人員一方面應病人及家屬之要

該研究也發現告知病人末期真相，對於末期生活

求，一方面基於”行善”傳統倫理原則，因此也

的安排相當重要。另外，Okazaki等（1989）[7]也

盡量給予病人”足量”的水分及營養，但癌末病

發現了解自己末期實情的病人其心理症狀顯著減

人的體內器官常有明顯退化現象，正常人可代謝

少。Seo等（2000）[8]也指出，大部份的醫護人

的水分卻往往造成癌末病人難承受的負擔，因此

員由臨床經驗都相信，告知真相對於病人照顧品

增加腹水、四肢水腫、腸胃道分泌等問題，反而

質都有正面的效果。程等在台灣的研究（1996）

影響生活品質。更何況過多的營養，有報告顯示

[5]也顯示，了解自己末期真相的程度與善終分數

大部分由癌細胞攝取了，如此反而傷害了病人，

成正相關，但是邱等（2000）[9]的研究發現，告

違反醫學倫理”不傷害”的原則。另外癌末病人

知真相常困擾著末期照顧病房的醫療人員、家屬

雖然吞嚥的功能降低，但往往仍可用口攝食，只

及病人，同時胡等（2002）[10]全國性的研究發

是想進食的時間及喜愛的口味有所變化，此時更

現，家屬阻止真相告知是在安寧病房常見的困惑

需要照顧者無微不至的照顧，適時的提供病人想

議題。

進用的食物，如果太早放棄進食的功能而採靜脈

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哲學及倫理觀，因此各

給予水分，也會減少家人溫馨的照顧。至於治療

國針對自己國家告知真相的涵意及方式皆陸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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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而台灣在胡等（2002）[10]的全國性研究下，

則是進一步問：「你有沒有想要多知道一點有關

探討出常見的困惑問題及本土化的解決方式。

你疾病的訊息？」這兩個問題是我們台灣安寧緩

依據本土化的研究結果（胡等，2002）[10]

和醫療目前所建議的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可以

顯示：家屬不知道如何告知真相是最為困擾的因

讓工作人員了解病人知道了多少，如此常很自然

素，在臨床上也的確常碰到此困境，家人或許瞭

就可以解決告知真相的困擾。而第二問題可了解

解告知真相的好處，可是就無法有適當的時機及

病人對真相告知的期望，不管想知道或不想進一

心理準備去告知病情，因此始終與病人保持互相

步知道，我們可藉此來尊重病人的期望。

的沉默，因此也深深打擊醫護人員的士氣。因此

雖然在台灣並還沒有正式的末期真相告知

如何協助家屬來和病人溝通真相也是一個重要的

的指引，但是目前在台灣通過的「安寧緩和醫療

課題。

條例」第八條，也明文要求如果病人想知道病

另外一個困擾原因是告知真相等於是宣判醫

情，醫療人員必須要告知真相[8]，因此更促使

療失敗以及即將死亡，所以尤其在護理人員更能

末期照顧的醫療人員更應該懂得如何和病人溝通

感覺到此困境的存在，或許是因為護理人員花較

末期的病況。雖然末期真相告知牽到相當多的倫

多時間與病人、家屬互動，所以更能敏銳的感受

理課題，但是如果能夠在細心、貼心及專業的溝

到家屬的這種感覺。家屬經常認為病人若知道真

通下，往往可以很順利地來解決末期真相告知的

相會比較不快樂，同時有可能會自殺。但其實在

困境，也可符合尊重病人的原則。同時因為告知

程等（1996）[5]的研究呈現，了解自己疾病的真

真相使末期生活品質提高、善終程度增加，也是

相可以讓病人安排一個更充實的末期生活以及較

符合醫學倫理的不傷害及利益原則。同時由於病

好的善終。

人與家屬能夠早日了解真相，安排適合的照顧方

至於在本土化的解決策略方面，先與家人

式，常常可以避免許多不必要的醫療資源與醫療

溝通並鼓勵家人，是被認為較有效的策略。而第

浪費，國家的醫療資源得以節省，符合社會公益

二個解決策略就是告知家屬病人得知末期真相後

原則（social justice）。

可能有的情緒反應，同時教育如何提供給病人支

有些家屬，甚至於除了要求不要告知病人

持。由此可見緩和醫療工作人員也認為跟家屬溝

外，甚至會要求不要告知病人年老的配偶。醫師

通的重要性。支持家屬使家屬先接受病人的預

如果無法說服家屬，改變態度，則宜請家屬將此

後，這樣的效果比跟家屬一直講解告知真相的好

要求書面記載於病歷上，簽名或蓋章負責，減少

處有用，或者是說明病人有權力知道真相來的有

將來未被告知真相的家屬怪罪醫師。

用。臨床的經驗中，大部分病人在談論真相以後
很可能會有幾天的憂鬱情緒，但絕大部分的病人

癌末人工營養水分使用的困境與解決策略

在幾天以後即能調適。日本厚生省曾提出類似的

據統計各國的疼痛控制率皆在八成以上，

告知真相指引，安寧緩和醫療人員應該向家屬解

各種症狀的控制成效也都有進步（WHO,1995）

釋病人可能會有的反應以及要如何來支持，如此

[11]，但可惜的是，有些癌末症狀如倦怠，食慾

自然會減低家屬的焦慮，而增加家屬願意告知真

不振，體重減輕，吞嚥困難，甚至噁心嘔吐都沒

相的動機。

有良好的控制方法，治療成效也不佳。這些與攝

第三個解決方式是直接以溫和的方式與病

食及營養有關的症狀，同樣也困擾著台灣癌末病

人討論他的病情，以了解病人知道的程度。與家

人。以台大醫院緩和醫療病房為例，病人症狀包

屬溝通以後下一步極需去了解病人本身實際上所

括：全身倦怠(82.8%)，食慾不振(81.9%)，疼痛

知道的程度。緩和醫療團隊各工作同仁皆可以在

(79.3%)，體重減輕(67.7%)及吞嚥因難(56.0%)等

照顧的過程當中關心病人的疾病狀況，讓病人有

（邱,1999）[12]。這些癌末症狀大多與攝食及營

機會自然地表達出他知道的程度，以及他是否有

養補給有關，雖經醫療團隊及營養師的努力，但

意願想要進一步知道病情。因此在照顧的過程當

改善成效始終不佳。因此在幾個月的癌末期間，

中，團隊人員可以問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

面對日益消瘦的身體及食慾不振現象，癌末病

「你認為你的疾病情況是如何？」，第二個問題

人及家屬皆感惶恐，醫療團隊人員也因臨床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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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營養水分需要(need)之不確定，而深感困惑，

原因及心理狀況等。有不少病人，只要給予口腔

也因此常造成醫病關係的緊張。如台大醫院緩和

清潔，適時提供適當的食物類型，加上無微不至

醫療病房所調查：約有四分之一的病人在住院期

的照顧，常可再創造一段時間可繼續經口攝取部

間曾有「營養水分」提供上的倫理困擾（邱等

分的水分及食物。當然醫療人員也會視需要給予

,2000）[9]，需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溝通，以縮短

類固醇或腸胃蠕動促進劑，以增加進食能力，如

彼此對營養水份提供的認知差異。

此可減少鼻胃管及靜脈營養的使用機會，同時也

早期的研究報告曾指出積極的營養補給可

藉此可增加病人與家屬間，因進食的互動，提昇

改善抗癌效果並減少併發症的產生（D e w y s e t

最後生命的生活品質。由本研究結果可知雖然因

al,1980[13]; Blackburn et al,1985[14]; Smale et al,

本身病情自然導致，進食困難病人比率在住院一

1981[15]; Issell et al, 1978[16]）。而隨後更多

週時並沒有降低（38.7% vs 39.1%），但經細心

項研究指出積極營養補給，並不一定能改善抗

照顧後，無論靜脈水分電解質或靜脈葡萄糖給予

癌療效，更不能延長癌末病人生命。如K o r e t z

之比率皆有下降現象(44.5% vs 37.0%，36.9% vs

（1984）[17]所作文獻回顧之報告中，針對已擴

31.7%)，可顯示團隊照顧成效。另外，在死亡前

散癌症病人，給予積極人工營養補給並未改善存

48小時，使用的比率有再回升的現象，除透露死

活期及療效或降低毒性。甚至曾有動物實驗顯示

亡前使用人工營養的困境及溝通的困難性，也勾

過度人工營養治療反而會促進腫瘤生長（Torosian

勒出有進一步探討病人及家屬對人工營養水分的

& Daly, 1986）[18]。對癌末病人而言，生活品

認知及價值觀的必要性。

質的提昇常是最重要的目標，可惜的是過去研究

緩和醫療病房內醫療人員在臨床上針對營養

也顯示無論是經非腸道 (parenteral) 或經腸道人

水分課題儘量提供病人及家屬充分的醫療證據，

工營養補給對病人的症狀及身體功能並無影響，

並以倫理原則分析使用的利弊得失，大多數病人

同時也無法改善惡性體質及瘦弱的體型。由於強

及家屬都能接受醫療人員專業的建議，因此雖然

迫性經口或腸道補給營養甚至靜脈輸液，其增加

先前的研究顯示，有關水分營養的倫理困境高達

能量攝取效果有限，相反地極可能帶來更多症狀

四分之一（25%）（邱等,2000）(9)，但經溝通

（Zerwekh,1997(19); McCann et al,1994[20]; Waller

後，醫療人員評估需要性與病人的家屬要求不同

et al,1994(21); Fainsinger & Bruera, 1997[22]）。因

而實際給予者，不到十分之一（8.3%）。另外，

此，不了解癌末病人臨床的營養狀況及特性，往

值得一提的是，臺大醫院為了照顧大多為佛教觀

往使得進食問題成為病人、家屬及照顧人員的困

念的病人，也設有宗教師照顧，他們從佛教觀點

境。

對瀕死病人及家屬說明，佛教許多高僧在最後臨
東方社會文化民以食為天，雖然癌末病患

終一段日子，也因為修行而未攝食水分及養分，

人工營養水分包括經管灌食（tube feeding）及靜

過度營養及水分對修行不利，以安慰惶恐的家

脈營養（parenteral nutrition）的功用受到質疑，

屬。同時因家屬認為給予營養水分可代表關懷，

但卻仍有諸多癌末病人及家屬對人工營養水分

此時則指導家屬可表關懷的各種方式，如觸摸、

（artificial nutrition and hydration）有期望及要

親吻、講話，同時宗教師指導家屬與病人念佛，

求，與臨床上緩和醫療團隊的專業評估之需要

以安慰病人及穩定家屬情緒。因此在344位死亡病

性（need）常有相當差異。為了醫病溝通更加順

人中，只有23位（6.7%）在瀕死前仍要求醫療上

利，瞭解目前癌末照顧人工營養水分使用情形及

認為不需要的人工營養水分補給。

成效，實屬重要。

以倫理考量而言，目前末期病人對維生措

由臺大醫院緩和醫療病房所做的研究結果

施（life sustaining procedures）的選擇上，只要

顯示，以臨床狀況而言，由研究中可知病人住院

其動機（intention）是為病人著想而來中止無益

時近4成有進食困難的現象，因此如何照顧進食

的人工營養水分，並非以縮短生命為目的，則不

困難的病人確實為安寧緩和醫療病房重要課題。

使用該項無益醫療，倫理上是正面上的。而不使

臨床上我們會先評估進食困難的原因，包括食物

用人工營養水分是尊重自然死亡（letting die），

類型不適合或提供時間不當、口腔炎、各種生理

並非殺死（killing）或醫師協助自殺（physici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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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ed suicide，PAS)（McCormick,1997[23];

3.Finlay I : Difficult decisions in palliative care. Br J

有教育宣導，但仍不普遍於醫療人員。同時，由

4.Chiu TY, Hu WY, Chen CY: Prevalence and

Gillon,1986(24)）。本倫理考量模式，在台灣已漸
上述研究結果也顯示在最後生命期間，使用人工
營養及水分並未增加病人生命期，因此可加強倫
理立場。至於在法律規範方面，人工營養水分已
被公認為是醫療措施，末期病人有權在合法預立

指示下拒絕不必要的醫療措施（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1986）[25] 。

由以上的討論可得結論為，癌末病人進食困
難比率相當高，但只要給予專業團隊照顧及充分
的溝通，不必要的人工水分營養使用比率可大幅
降低，有助提高病人生活品質。同時，針對醫療
人員的倫理訓練及病人家屬的教育宣導應持續進
行，而死亡前人工水分營養困境容易再產生，醫
療團隊應針對病人及家屬的本土文化宗教觀，不
斷給予適切的溝通及情緒支持，以達善終。

A study in Taiwan. Support Care Cancer 2000; 8:
311-3.

5.Cheng SY, Chiu TY, Hu WY, Guo FR, Wang

Y, Chou LL, et al: A pilot study of good death

in terminal cancer patients. Chinese J Family
Medicine 1996; 6: 83-92.

6.A o k i Y, N a k a g a w a K, H a s e z a w a K, e t a l:

Significance of informed consent and truth-telling

for quality of life in terminal cancer patients. Radiat
Med. 1997; 15(2): 133-35.

7.Okazaki N, Yoshimori M, Ohta H, Karirawa
F: Mental influence of telling true diagnosis to

terminal cancer patients. Gan no Rinsho. 1989;
8.Seo M, Tamura K, Shijo H, Morioka E, Ikegame C,

末期醫療照顧將會碰到很多倫理爭議的議
題，醫療人員必須針對這些議題的內容虛心學習
並訓練倫理決策的素養與能力。而在努力解決這
些倫理兩難情境的過程中，也相對地一直在提供
病人及家屬最大的關懷，同時做好用心的決策及
溝通，將會創造很多解決的智慧，這些智慧將會
幫助病人及家屬提昇末期生活的品質並達到善

Hirasako K: Telling the diagnosis to cancer patients

in Japan: attitude and perception of patients,
physicians and nurses. Palliat Med. 2000; 14(2):
105-10.

9.Chiu TY, Hu WY, Cheng SY, Chen CY: Ethical

dilemmas in palliative care- a study in Taiwan. J
Medical Ethics 2000; 26: 353-7.

10.Hu WH, Chiu TY, Chuang RB, Chen CY: Solving

終。
表1、台大醫院 緩和醫療病房倫理兩難困境頻率
（N=213）[9]
項

目

有發生 (%)

沒發生 (%)

1.照顧場所(place of care)

71 (33.3)

142 (66.7)

2.病情告知(truth telling)

64 (30.0)

149 (70.0)

3.治療方向(therapeutic strategy)

51 (23.9)

162 (76.1)

4.營養水份(nutrition and hydration)

50 (23.5)

163 (76.5)

5.藥物使用(use of medications)

43 (20.2)

170 (79.8)

6.輸血(blood transfusion)

16 ( 7.5)

197 (92.5)

7.末期鎮靜(palliative sedative therapy)

12 ( 5.6)

201 (94.4)

8.使用偏方(alternative treatment)

10 ( 4.7)

203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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