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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台灣《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從民國 89 年制定，迄今已十餘來年，歷經三次

修法，但對於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親屬決定是否不施行、終止或撤除病人的心

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該法僅機械式地規定親屬行使決定權的優先順位和程序，

卻沒有提及親屬決定權應遵循的標準以及判斷要素，親屬很可能因此忽視無意識

能力末期病人的意願與處境，恣意決定‘不’同意不施行、終止或撤除病人的心

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造成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承受痛苦和沒尊嚴的臨終死亡。

因此，本文從醫療倫理、基本權利保障、各國趨勢和我國問題的四個方面進行探

討，以比較法學的觀點，指出我國《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中的親屬決定權的爭議

與缺失。本文認為主要問題在於我國缺乏像美國、英國及德國長久關注病人利益

或福祉的法理與相關明文化規定，能讓親屬、醫護人員，甚至是法院傾向綜合分

析病人的意願與處境，並應提供救濟和解決爭議的法院制度，以保障無意識能力

末期病人的自主權、生命權以及人性尊嚴。 

 

 

 

 

 

 

 

 

 

 

關鍵詞：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親屬決定權、病人自主權、生命權、人性尊嚴、

病人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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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s Hospice and Palliative Care Act, approved in 2000, has been amended 

three times over the past decade. However, the act can do little but mechanically 

regulate the priority and procedures of family decision-making, without mentioning 

any criteria or determinants in terms of terminally ill and unconscious patients’ family 

decision to withhold or withdraw the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or life sustaining 

medical treatment. Thanks to such legal inattention, terminally ill and unconscious 

adults’ family members may ignore the patients’ “unwillingness” to withhold or 

withdraw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or life sustaining medical treatment. In these 

cases, terminally ill and unconscious adults are insulted in a sense, suffering and 

dying without dignity. In responses to the contexts of Taiwan’s current Hospice and 

Palliative Care Act mentioned above, this thesis aims to explore the issues and 

problems of family decision-making implied in that act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medical ethics, protection of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trends 

and Taiwan’s unique contexts. In sum,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legal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main problem in Taiwan’s case is the lack 

of legal foundation of patient’s best interest or welfa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Germany have been developing for a long time. It is these 

jurisprudential concerns that enable patients’ family members, physicians, and even 

the courts to acquir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patients’ wishes and 

situation. In addition, a substantial legal ground can also facilitate the court system to 

resolve disputes and protect terminally ill and unconscious adults’ rights of autonomy, 

life, and human dignity.  

 

 

 

 

 

 

 

 

 

Key words: unconscious terminally ill adults, family decision-making, patient 

autonomy, the right to life, human dignity, patient best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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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 

 

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安寧緩和醫療條例》頒布修正第 7 條，無意識能力末

期病人得「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與「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

醫療，須經由「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得以一人行之；其最近親屬意思表示不一

致時，依第四項各款先後定其順序」換言之，不施行、終止或撤除無意識能力末

期病人的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皆能由最近親屬一人行之，解決過去撤除或終

止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需要「四代同堂」一致同意並經倫理委員會審核才能

撤除或終止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心肺復甦術的問題，有醫師甚至認為「這是台灣

醫療人權邁進一大步」1。在台灣，不少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承受過度醫療，以

致於無法善終，例如台灣一名七十多歲的老太太一開始病危，八名子女中有一人

不同意‘放棄急救’(不予以心肺復甦術)，之後老奶奶依靠呼吸器回復生命跡象，

無意識地維生四年，四肢逐漸萎縮，醫生形容她像機器人一樣地活著，原本年老

病危應該自然地死去的老奶奶，卻因為子女一人不同意，使老太太受盡折磨，喪

失尊嚴地活著2。然而，即便依據現行修正後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看似能幫

助瀕臨死亡的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撤除維生醫療，一旦發生最近親屬意見不一致

而其中優先順位者，或是最近親屬人數不多且意見一致，明確表示‘不’同意不

施行、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那麼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就必須繼續

承受痛苦的延命醫療，失去臨終的尊嚴不是嗎？所以問題的根本在於，不施行、

終止或撤除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之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親屬決定權，若是奠

基在機械地規定誰有決定權，卻不探求親屬決定的內容與衡量病人的處境，顯然

不足以保護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醫療人權! 此外，有研究指出，台灣末期病人

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的狀況，相較國外，我國多為病情接近臨終時，由家屬代

理同意，病人常常沒有機會參與自身的末期醫療照護計畫，當情況緊迫時，醫療

人員只能依據家人的同意3，而親屬經常沒有考量到末期病人真正的意願和需求。 

因此，本文將針對親屬代為決定不施行、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親

                                                        
1
 醫師：台灣醫療人權邁進一大步，聯合報，A6，2012 年 12 月 11 日。 

2
 機器人奶奶哪時能解脫，聯合報，A10，2012 年 12 月 22 日；《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舊條文第 7

條(民國 100 年 01 月 10 日修正)「…最近親屬未及於醫師施行心肺復甦術前，依第三項至第五項

規定出具同意書時，原施予之心肺復甦術，得經醫療委任代理人或第四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親屬

一致共同簽署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同意書，並經該醫療機構之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

予以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第 4 項：「前項最近親屬之範圍

如下：一、配偶。二、成年子女、孫子女。三、父母。四、兄弟姐妹。五、祖父母。六、曾祖父

母、曾孫子女或三親等旁系血親。七、一親等直系姻親。」故將親屬一致同意稱之為「四代同堂」。 
3 楊嘉玲、陳慶餘、胡文郁，醫療預立指示，安寧療護雜誌， 1 期，頁 31，2008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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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決定權」，探討該決定權的內涵為何？在醫療倫理與法律中扮演什麼角色？依

循的標準和判斷又為何？最後，就現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親屬決定權之規

定，能否避免損害無意識能力成年末期病人的權益與尊嚴，進行全面性地倫理和

法律的討論與建議。 

 

第二節  文獻回顧 

關於無意識能力成年末期病人的親屬決定權，大致可分為兩個取向的討論：

首先是針對親屬決定權的「正當性」的面向進行批判，乃是從無意識能力成年末

期病人基本權利，如自主權、生命權和人性尊嚴的衝突，就親屬擁有醫療決定權

本身的正當性提出質疑與論述，並對法規制度提出建議；另外一個面向是肯定親

屬決定權的正當性，但對於過程上的「合目的性」提出質疑，針對法制的設計或

整體醫療制度，提出評論與建議。以下是對相關文獻作的整理與說明。 

 

第一項  親屬決定權正當性之研究 

王志傑在《病人自主權理論基礎之研究－兼論病人自主權對我國安寧緩和醫

療條例之啟示》碩士論文中，說明我國深受大陸法系的影響，病人自主權乃是從

憲法上「人性尊嚴」出發，作為「人格發展自由權」的首要價值，並以《安寧緩

和醫療條例》第 1 條「為尊重不可治癒末期病人之醫療意願及保障其權益」為例，

強調該法是以病人自主權為核心。作者進而關注到該法第 5 條和第 7 條關於意識

昏迷或無法清楚表意願的末期病人之規定，代理人和親屬無庸探究當事人之真意，

逕可依規定程序決定是否施行心肺復甦術，恐有害病人自主權之虞。因此，認為

不論是意定或法定代理為當事人作出醫療決定，雖能避免當事人因缺乏意思表示

而承受痛苦，但必須加強代理人的決策標準，首重病人的自我決定標準(the pure 

autonomy standard)，其次是由病人個人過去的意願或人生價值觀等的代替判斷標

準(the substituted judgment standard)，最後，如果上述方式皆無法推知病人意願

或自始欠缺決定能力，而不存在自主意願時，基於國家保護生命義務，應維持其

生命4，換言之，作者認為親屬決定權行使，只能依據病人本人授權或可得知的

自主意願，謹遵病人的自主權始得正當。 

 

王小星《從臨終末期病患生命權與自主權觀點探討不予或撤、止維生醫療之

法律爭議》碩士論文中，肯定我國《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乃是基於人性尊嚴的自

我決定權，而有條件賦予臨終末期病患拒絕醫療權，進一步關注無自主意識末期

                                                        
4
 王志傑，病人自主權理論基礎之研究－兼論病人自主權對我國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之啟示，國防

管理學院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91-211，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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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是指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之末期病人，與本文的「無意識能力末期病

人」相同)適用該法時，親屬代為決定病人拒絕醫療權利違反國家對生命權「禁

止保護不足」的爭議，作者認為個人與家庭的關係不再緊密，應探求無自主意識

末期病患之真意，應放寬親屬同意權利的行使對象；另，二代健保制度拒絕「無

效醫療」的給付，包含生命末期的病人以高科技醫療維持生命之情形，作者亦認

為目前「無效醫療」的標準不一，加上健保縮減給付的規定，醫師容易傾向縮減

醫療或不予以實施維生器，當家屬無力負擔維生費用時，便會衝擊到無自主意識

末期病患生存下去的權利。依上述二觀點，作者主張對於無自主意識末期病患，

應回歸「病人的自我決定」，即有清楚且令人信服(clear and convincing)的證據得

知無自主意識末期病人之真意，非使用病人最佳利益為判斷標準，並且在無法確

定真意時，國家應保護其生命延續5。 

 

陳信如〈呼吸器依賴病人之生命權保障與死亡協助之探討〉期刊文章中，呼

吸器依賴者往往比植物人更接死亡，雖常被視為末期病人，但持續依賴呼吸器病

人又能持續存活長達一年以上，不符合「末期病人」的定義，家屬無力負擔，病

人長期處於痛苦和沒有尊嚴的生活，迫使家屬將病人帶出醫院，實行消極的協助

死亡。作者希望《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對「末期病人」的使用範圍能放寬，並以

「病人最佳利益」限制親屬決定權利，其中，亦討論到，不少呼吸器依賴病人處

於無自主意識狀態(意識不清、昏迷)，家屬掌控醫療決定權，作者認為病人的人

性尊嚴建立在「自主自決」原則，當病人意願不明時，主張「疑者，生命為先」，

應以人性尊嚴的「生命權」保障為優先，家屬主觀的決定反而是侵害病人自決權

與人性尊嚴6。 

 

林萍章在〈從《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之「親屬死亡同意權」談病人自主權之

突變〉期刊文章中，作者指出《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第 7、8、9 項對於親

屬得同意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之程序極為草率，病人原‘無’明示意願終止或

撤除維生設施，家屬意見一致，得取而代之同意放棄相關急救，容易造成表面上

維護病人尊嚴，避免死亡過程延長，實際上行「殺人式安樂死」，為了節省醫療

資源或拖累家人，對社會形成「滑坡效應」，進而侵害病人的生命權、人性尊嚴

和自主權7。 

 

從上述文獻發現，國內探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中的親屬決定權，大多認

為親屬應遵照病人「自主權」的決定意願，不過，當病人無意識又沒有明確的醫

                                                        
5 王小星，從臨終末期病患生命權與自主權觀點探討不予或撤、止維生醫療之法律爭議，國立成

功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03-152，2009 年 1 月 10 日。 
6 陳信如，呼吸器依賴病人之生命權保障與死亡協助之探討，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頁 1-163，2011 年 7 月。 
7
 林萍章，從《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之「親屬死亡同意權」談病人自主權之突變，台灣法學雜誌，

172 期，頁 56-57，2011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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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指示時，親屬有決定權恣意決定是否中斷延命醫療，就會有危害到病人自主權

之虞；加上親屬決定不施行、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涉及結束病人

生命的行為，親屬可能不堪負荷照顧病人的經濟負擔，而自行決定終止或撤除病

人的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枉顧病人生存的意願和權利，此時親屬決定權顯然

有違憲法所保障的「生命權」。由此可知，國內許多文獻常質疑親屬擁有醫療決

定權的正當性，甚至主張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延命醫療決定，應以保護病人生

命為優先，不該仰賴親屬決定權的制度。不過，這樣觀點卻未能關注到，如果過

於堅守須依據病人意願，對於自始無從得知其自主意願的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

嚴格禁止親屬不得代為決定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則可能發生如何

解決末期病人飽受不必要的醫療而不能善終的問題。 

 

然而，國內盧映潔、陳信如於〈論病人之最近親屬拒絕或撤除心肺復甦的同

意權爭議─以新修正「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為評析〉期刊論文中，便以病人自主

權和保障生命權為出發，參照醫療實務的觀點，分析最近親屬拒絕或撤除心肺復

甦術同意權是否合理，同時說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中親屬決定權具有正當性

之理由。該文認為我國病人家屬人具有病情和醫療決策仍具有主導性，實務上難

以完全排除；再者，多數末期病人在昏迷前並無明示或預立醫囑是否施行心肺復

甦術。因此，在無法取得病人意願的前提下，最近親屬“拒絕”心肺復甦術對於

病人自主權維護雖有不足，然可視為親屬代替決定符合病人可能的意願或刑法上

可得推測的承諾，代為追求最佳利益，避免真正的末期病人無效醫療並承受痛苦；

另外，認為“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涉及刑法上積極或作為的方式協助死亡

(殺人罪)，縮短生命的行為衝擊生命法益的立場，加上造成對病人生命無法挽回

的特性，親屬同意權審查上應較為嚴格8。 

 

此外，國外文獻，在探討親屬決定權之正當性，則說明這樣的無意識能力病

人，親屬決定權其實能夠傳達病人生命中的「關鍵利益」，即是保障病人生命的

自主權、尊嚴以及最佳利益，和我國多數見解上有所差異。 

 

如從法理學來看，美國學者 Dworkin 在《生命的自主權》(Life’s Dominion)

書中，提到無意識(unconscious)病人的問題，分析是否要撤除維生設備，牽涉三

個與尊嚴相關的重要議題─自主(autonomy)、最佳利益(best interest)和神聖價值

(sanctity)。以美國 Cruzan 的案件為例，失去意識的病人除非事先說明本身的意

願，否則很難承認她有自主權，而往往建立在親友“感覺”病人整體人格而作出的

決定，這個決定也常以病人最佳利益的結論呈現，但實質內容去很難清楚是什麼

權益，病人已無知覺，活著或死去說不定一點差別也沒有，最後思考的是「生命

固有的神聖價值」。Dworkin 認為人選擇生活方式有兩大理由：「體驗權益」

                                                        
8
 盧映潔、陳信如，論病人之最近親屬拒絕或撤除心肺復甦的同意權爭議─以新修正「安寧緩和

醫療條例」為評析，月旦法學雜誌，205 期，頁 193-206，201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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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tial interest)和「關鍵權益」(critical interests)，前者是指因人而異的體驗

價值，建立在是否覺得體驗樂趣無窮或充滿刺激，後者則是指人們抱持「究竟是

什麼樣的事情使得整個人生變得更美好」，不侷限於體驗式偏好(experiential 

preferences)而是進行關鍵性判斷(critical judgment)，判斷的基礎建立在一種完整

性的理型(idea of integrity)，意味著信念、承諾和「生命價值」。對於無意識能力

病人的最佳利益而言，如果只考慮前者，事實上無濟於事，因為當下病人並沒有

體驗的能力，但後者關鍵權益，是生命固有的價值，也是個人的「尊嚴」展現，

與我們如何看待生命的信念有關，簡言之，判斷結束一個人的生命是否符合最佳

權益，綜合涵蓋其個性、身體完整性和關鍵權益等，並無一致且普遍的觀點，這

就是為什麼美國認為國家立法應鼓勵人民盡早為自己日後的醫療照顧做準備，而

沒有預立醫囑的人，國家法律應該將決定權交給他的親人或親近的人，方能作出

符合當事人最佳權益的決定9。 

 

而美國學者 Raphael Cohen-Almagor 在《The Right to Die With Dignity》一書，

延續 Dworkin 對於病人尊嚴有關的病人利益進行討論，指出「經驗利益」和「關

鍵利益」的二元概念並非能輕易斷定和分辨，特別是無自主能力的癡呆病人，在

不同的病況和當下的生活，過去和現在的關鍵利益可能互相衝突，我們無法預先

說明什麼明確程度的自主(autonomy)才是值得存活，因為生命是流動的，病人生

活周遭的人、事、時、地、物也會改變，病人的自主權固然很重要，但並非病人

利益唯一的考量，病人生命的尊嚴，家人和所愛的人亦是考量因素之一，進一步

探討對於無意識能力病人不予以、終止或撤除維生設施，討論家屬的角色究竟為

何。以美國法院判決作分析，無意識能力病人的自主權仰賴「推測的自主」

(speculative autonomy)原則判斷意願，使「家人」的地位受法律與倫理上的肯認，

因此作者探究相關案例，指出家人推測出病人意願，易產生病人利益與家人利益

衝突的風險，應重視病人利益為重，當醫師與家人同時感到該無意識病人的處境，

只是消磨病人尊嚴時，才能依據病人利益予以死亡10。 

 

第二項  親屬決定權程序上合目的性之研究 

楊琇茹於《從病人自主權看家屬參與醫療決定之權限》碩士論文中，正視西

方文化病人自主權出發所形成的醫療倫理，如病人隱私權、告知後同意、醫師保

密義務等，和我國重視家屬參與和代理決定的法律文化，特別是在醫療決定方面，

雙方東西觀點容易產生許多隔閡。因此，作者引用社群主義理論說明台灣現況大

部分的醫療照護裡，家人日常照護病人的關係十分緊密，病人也仰賴家庭的支持，

                                                        
9
 Ronald Dworkin，郭貞伶、陳雅汝譯，生命的自主權，頁 210-212、218-225、228-231、245、

237、278-279，2002 年 9 月。 
10

 Raphael Cohen-Almagor, the Right to Die with Dignity 97-111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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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該只是ㄧ昧過度強調個人自主，無法讓病人真正善終，而應肯定允許家屬

進入醫療決策過程，達成病人和家屬間相互尊重與公平對待的醫療決定，並依據

醫療行為對病人的影響程度，來規範家屬的參與程度，如成年欠缺意思能力的末

期病人，依據我國《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能夠預立「生前預囑」或「醫療代理人」，

醫師應尊重並執行，但病人個人決定攸關家人利益也應該予以通知，另外，如無

任何明確的醫療預囑或代理人，制度應確保家屬作出符合病人個人自由意願和最

佳利益的醫療決策，以調合病人自主權與家屬決定權，並適合我國國情需求11。 

 

吳俊穎在〈壽終正寢？─病人親屬代理決定權的探討〉期刊論文中，說明台

灣目前對於一般無意識病人的親屬代理決定權，實務上面臨該如何決定優先權的

問題，《醫療法》第 64 條規定無法明確指示不同親等的優先順序。再者，《安寧

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規定雖有親等優先順序的規定，但是也無法避免同親等間

意見不一致的問題，要採同親等多數決還是一致決，規範上無法得知，反而阻礙

醫療決定的產生。作者因此從病人最佳利益的論理觀點，認為醫師應該是病人利

益代言人(patient advocate)，防止病人親屬不利益的醫療決定，幫助形成有力的

醫療決定，然而當前台灣法律缺乏介入無意識能力病人利益的公權力制度，醫師

拒絕醫療急救亦可能背負刑責，要保障病人善終仍是不足12。 

 

陳英淙於〈論長期昏迷且意願未明者之死亡協助─兼釋疑「死亡協助」〉期刊

論文，從長期昏迷且意願未明的病人，即無自主意識，接受人工餵食延續生命各

國法律爭議談起，歐美國家對嚴重腦部組織損害病人中斷其人工餵食採允許態度，

但德國和我國則是較為謹慎，謹守「禁止縮短生命」，顯見憲法下國家對生命權

有保護義務，同時，為避免過度侵害病人選擇治療方式的「自我決定權」，各國

透過法律保留優先適用病人自主權，限制國家權限；然長期昏迷且意願未明的病

人無法得知其自主決定，德國實務作法採以病人的「可推測意思」 (der 

mutmassliche Wille)為生命權保護的例外，作者主張面當昏迷病人的意願沒有清

楚和可信的證據佐證時，可推測意思應先以客觀判斷病人先前的口述等死亡意願，

再符合實際情況走向不可逆的死亡並經年承受艱難苦痛的生活，具備上述條件，

可推測出其不具有生命意義只是醫療器材的客體，顯然違反「人性尊嚴」，可阻

卻憲法保障生命權的正當性，作者因此主張「疑者，尊嚴為先」，並進一步期望

能將法院放入審查機制，決定病人是否死亡，避免醫師要為決定負責的尷尬和病

人家屬濫用決定權的問題13。 

 

                                                        
11 楊琇茹，從病人自主權看家屬參與醫療決定之權限，中原大學財經法學系碩士論文，頁 1-136，

2004 年 7 月。 
12 吳俊穎，壽終正寢？─病人親屬代理決定權的探討，月旦法學雜誌，頁 155-162，2004 年 11

月。 
13

 陳英淙，論長期昏迷且意願未明者之死亡協助─兼釋疑「死亡協助」，月旦法學雜誌，121 期，

頁 167-182，200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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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 Justin Waddell 於〈Dead Letters: Protecting The Intentions of A Living 

Will Declarant With A Dedicated Advocate〉期刊論文中，探討美國執行生前預囑

(living will)方式，原本的目的是希望病人在陷入無意識之前，能預先自己決定是

否要不予以、終止或撤除維生治療，由醫師依據醫囑執行，同時，保護心愛的家

人免於抉擇甚麼是對病人有利醫療方式所產生的負擔，作者卻親身經歷，醫師推

給病人家人來作成醫療決定，家人間意見不一致，讓昏迷爺爺飽受科技器材延命，

一年左右死亡。雖美國法律對醫師或家人不當阻擾病人生前預囑有刑罰或行政罰，

以及免責規定，但現實執行情況之一是，家人可能事後反對預囑執行，執行者多

為醫師，即便有相關免責，但家人提起「非法死亡」(wrongful death)訴訟，醫療

照護方會衡量訴訟帶來的精神壓力、名譽損害和財務負擔等，反而會選擇默許反

對執行的一方，醫療決定的問題又會回到家人和代理人身上，無法免除病人心愛

的人抉擇上的壓力，因此認為每個人有追求臨終無意識時選擇醫療方式的權利，

不過如何有效執行才是真正的難題14。 

 

大抵而言，國內文獻顯示，依據我國國情，親屬有參與臨終決定的必要性，

制度設計上應著重確保親屬的決定符合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意願和利益，並且

應規定親屬決定形成的方法，如推測病人意願、客觀評估病人尊嚴等，而且大多

主張應該建立法院的審查制度。而國外文獻更進一步指出，親屬有對醫護人員提

起醫療疏失訴訟的權利，因此即便臨終醫療決定有完善的規定，還是容易使醫護

人員趨向已親屬意見為中心，無法達到保護病人意願和利益的目的。 

 

第三項  研究方法與範圍 

一、研究目的與方法 

回顧國內外文獻後，發現許多國內文獻對親屬代替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同意

或執行醫療決定的行為之探討，往往從單一基本權利觀點出發，特別是自主權的

角度出發，難以深入說明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特殊的情況與自主、生命和尊嚴之

關係；而且過度支持自主權或生命權保障，便無法正視在某些情況下，臨終陷入

無意識且又無明確留下醫療指示的末期病人，親屬代為決定對病人善終和免於無

效醫療具有重要性；而親屬決定權不僅涉及病人的基本權利保障，亦需要融入醫

療倫理的討論，親屬能為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形成‘好’的醫療決定，醫師與親屬

之間的關係也息息相關。本文將會對上述問題與缺失提出回應，同時，延續我國

文獻關於親屬決定權的制度設計如何符合病人自主意願和利益的研究，進一步整

                                                        
14

 Justin Waddell, Dead Letters: Protecting The Intentions of A Living Will Declarant With A Dedicated 
Advocate, 25 Georgetown Journal of Legal Ethics 801, 801-8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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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與說明親屬決定權應服應於什麼樣的目的與標準，再來針對我國《安寧緩和醫

療條例》題出問題與建議。 

 

因此，本文企圖從醫療倫理、基本權利保障、各國趨勢和我國問題的四個方

面進行探討，並將採比較法學之方法，其理由在於我國《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乃

多參照美國相關法案制定，且國內臨終醫療倫理的討論多借鏡於美、英醫學倫理
15，加上從文獻回顧可發現，關於憲法基本權利的保障，我國乃是深受德國大陸

法系的影響。據此，本文將分析美國、英國以及德國之維生醫療抉擇的法理與立

法，探討親屬決定權應具備的內涵與實踐方式，以及說明親屬決定權對無意識能

力末期病人的重要性，最後，依據醫學倫理與各國法律的趨勢，比較與評析我國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中的親屬決定權，提出對於無意識能力成年末期病人權益

的相關問題與有效建立親屬決定權制度的建議。 

 

二、研究範圍與名詞定義 

（一）、採「親屬」一詞之理由 

我國在討論末期病人臨終前因昏迷、無意識或無表達能力，而無法表達自主

意願，該病人的配偶和家人們有稱為「親屬」16亦有稱為「家屬」17。兩者皆是

法律用語，但指涉的對象略有不同：依現行我國民法「親屬法」其所代表的身分

關係可區分為三種：夫妻關係、父母子女關係、家長家屬關係，而在親屬的身分

人相互之間，存有支配服從關係，並且以之來維持彼此的親屬身分，形成共同生

活團體18，因此，「親屬」涉及的範圍較廣；而使用「家屬」一詞，「家」的組

                                                        
15 例如現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對於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修正理由，

便明確指出乃依據「美國醫學會、美國胸腔學會、英國醫學會皆明確表示，在末期病人的醫病脈

絡中，『不施行』與『撤除』二者沒有倫理上的差別。『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並無高於『不施

行心肺復甦術』的倫理爭議或風險。」(民國 102年 1月 9日公布) 
16 文獻回顧中，針對無意識末期病人家人代替醫療決定的行為，多以「親屬」稱之，乃依據《安

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七條第三項「…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之…」之明文規定。 
17 楊琇茹則使用「病人家屬決定權」，其所稱「家屬」指的是「同居一家之親屬、非親屬，以及

非同居一家之親屬」，而「親屬」則是指同居一家之人；蓋楊琇茹認為「親屬」涵蓋的範圍太狹

隘，現代家庭結構趨於核心化，與病人有密切照護關係的親屬並非總是居住在同個家庭裡，故應

以「家屬」統稱較為適宜(楊琇茹，從病人自主權看家屬參與醫療決定之權限，中原大學財經法

學系碩士論文，頁 5，2004 年 7 月)。王志傑亦使用「家屬」決定權，但並未明確說明其定義範

圍；就行文脈絡來看，王志傑融合《醫療法》和相關監護法規中的配偶、親屬、家長和關係人等，

採廣泛的定義，統稱為「家屬」，而非專指《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中的「最近親屬」(王志傑，病

人自主權理論基礎之研究－兼論病人自主權對我國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之啟示，國防管理學院法律

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49-160，2002 年)。 
18 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民法親屬新論，頁 12，2010 年 9 月 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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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乃是「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團體」19，依據民法第 1123 條：「家

置家長。同家之人，除家長外，均為家屬。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

同居一家者，視為家屬。」從文義上來看，「家屬」不包含「家長」本身，且法

律使用上易侷限於家長家屬關係的概念之虞。再者，依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第 7條規定「末期病人無簽署…意願書且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由其

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之」乃明文規定「最近親屬」具同意權利，且本法第 7

條第 4 項：「前項最近親屬之範圍如下：一、配偶。二、成年子女、孫子女。三、

父母。四、兄弟姐妹。五、祖父母。六、曾祖父母、曾孫子女或三親等旁系血親。

七、一親等直系姻親。」因此，其範圍因屬親屬法所包含的身分關係，故本文認

為使用「親屬」一詞，其法律概念較為恰當。 

 

（二）、採「決定權」一詞之理由 

醫療上親屬決定權的性質，應已包含親屬的代理權和同意權。親屬代理權分

為當事人自行指定醫療代理人的「意定代理」和代理人因法律規定所取得的「法

定代理」，在安寧緩和醫療條中，第 4、5 條規定，二十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的

末期病人，得預立意願書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或作維生醫療抉擇，並且意願人得預

立醫療委任代理人，並以書面載明委任意旨，於其無法表達意願時，由代理人代

為簽署，當事人得預立意願書委任親屬為代理人，簽署其效力等同於本人，此為

意定代理的形式；而法定代理出現在末期病人為未成年人時，本條例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但書「未成年人簽署意願書時，應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法定代理

人僅有「同意權」即能力補充權，而非「代理權」逕為代理決定，同樣地，第 7

條第 3 項「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由其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之。」

代替意願書的性質應屬於能力補充權之行使，非代理權，符合病人生命權應自主

決定20。但對於無意識能力的病人而言，親屬行使同意權並不純然僅是補充病人

的同意能力，因為可能基於病人過去曾表達或明示的意願而代理行使同意，故安

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第 3 項性質上應同時包含「同意權」與「代理權」之行使，

故本文以「決定權」統稱之。 

（三）、選擇「無意識能力」之理由與範圍 

末期病人的病況十分複雜，有許多重大症狀如疼痛、倦怠、嘔吐、便秘、呼

吸困難等，當病情不明朗且瀕臨死亡時，一般會發生「認知失能」的現象，行為

會從困倦轉為極度不安和混亂，認知能力逐漸惡化而失能，主要是因為腦腫瘤或

癌症轉移到中樞神經，或者是癌症治療過程使中樞神機系統接受高劑量的化療或

                                                        
19

 民法第 1122 條：「稱家者，謂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團體。」 
20 陳聰富，醫療法律概論，載：醫療法律，頁 40-41，2012 年 0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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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物等，特別是癌症病人更是認知失能的危險群21
!換言之，末期病人在瀕死前，

面臨無意識能力情形並不少見，因此，對於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保障更需重視。

而我國對於「無意識」的法律能力，可見於民法第 75 條，無行為能力者之意思

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者，而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

亦同，又民法第996條規定，當事人之一方於結婚時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者，

回復後又六個月內，得向法院撤銷，顯見，意思表示有效必包含意識能力的有無；

而民法上所謂的「無意識」，相應於醫學的理論來看，稱之為無意識狀態或意識

障礙，而意識障礙(disorders of consciousness)是指對於外界的刺激難以感受、瞭

解、判斷，並無法作出適當的反應22，無意識狀態的重症病人常包含腦死、植物

人與昏迷不醒(coma)，昏迷、昏睡的情況，屬於輕度意識障礙，足以使人精神能

力喪失，對於周遭的情形無法正確認知或理解並予以適當的反應，植物人則亦屬

於昏迷或無意識的病況，但不到腦死程度，不必仰賴人工呼吸器仍可自行呼吸; 

而腦死是意識障礙的極限，瞳孔對光的反射能力消失，屬深度意識障礙，對外界

刺激毫無反應23。因此，本文所謂的無意識能力病人，並不區分於昏迷、植物人

或腦死之特定病症，而是總括上述之病況，皆屬無意識能力而無法行意思表示決

定醫療決定的情況。 

 

（四）、選擇「成年末期病人」之理由與定義範圍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中，親屬代為執行醫療決定的對象，包含未成年與成

年末期病人，兩者皆有可能涉及末期且無意識能力的情狀，理應兩者皆進行討論，

本文研究範圍僅選擇‘成年’病人的原因在於，醫療決策中，親屬的角色和參與

決定，會因為病人年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考量，以病人最佳利益的決策因素為例，

家人對於永久失去自主能力的‘成年’病人進行醫療決策，其作用是確保能充分

理解成年病人個人希望的利益，並將其納入醫療決策的重要考量；相較於嬰兒和

小孩的醫療決定，家人的作用則著重於客觀地建構一個兒童最佳利益，並且提出

合理說明24，而不是確保兒童自己想要的利益可以被理解或實現。可知，無自主

能力成年病人與無自主能力未成年病人，倫理與法律的發展與運用有其差別與特

殊性，故本文選擇僅以「成年病人」為研究中心，限縮研究範圍。 

 

而「末期病人」的定義，依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3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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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規定的「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之情形，醫療

                                                        
21 American Cancer Society，林素琴、林麗英、顏芳慧、蘇婉麗譯，癌症護理，頁 496-497、624、

628-629，2007 年 4 月。 
22 蔡墩銘，法律與醫學，頁 49-頁 51，1998 年 11 月。 
23 蔡墩銘，醫事刑法要論，頁 334-頁 335，2005 年 9 月 2 版。 
24

 Leslie P. Franci, The Roles of the Family in Making Health Care Decisions for Incompetent Patients, 
1992 Utah L. Rev. 819, 861(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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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通常是採 Kinzbrunner 對生命末期的定義，是指在正常醫療介入的情況

下，可以預期病人將在六個月內死亡，且須經二位以上的專科醫師加以認定25。

因此，本文研究「成年末期病人」乃嚴格限說於經二位以上的專科醫師認定為不

可治癒，且可以預期病人將在六個月內即將死亡的成年病人。因為這本論文是在

現行法律的架構下作討論，而現行法律只有針對末期病人，所以本文討論不包括

非末期病人的安樂死問題。 

（五）、法定名詞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3 條 (名詞定義)  

    本條例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安寧緩和醫療：指為減輕或免除末期病人之生理、心理及靈性痛苦，施

予緩解性、支持性之醫療照護，以增進其生活品質。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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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心肺復甦術：指對臨終、瀕死或無生命徵象之病人，施予氣管內插管、

體外心臟按壓、急救藥物注射、心臟電擊、心臟人工調頻、人工呼吸等標準急救

程序或其他緊急救治行為。 

  四、維生醫療：指用以維持末期病人生命徵象，但無治癒效果，而只能延長

其瀕死過程的醫療措施。 

  五、維生醫療抉擇：指末期病人對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施行之選擇。 

  六、意願人：指立意願書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或作維生醫療抉擇之人。 

 
   

 

 

 

 

 

 

 

 

 

 

 

 

 

                                                        
25

 林芳如、黃勝堅、吳春桂、黃美玲、林亞綾、蘇玲華、蔡紋苓、林宏茂，重症生命末期無效

醫療之探討，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雜誌，S 期，頁 2，201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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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親屬對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

療之決定權的倫理議題 

 

本章將從醫學倫理的角度去探討親屬的角色對於末期病人的安寧緩和醫療

有何重要性、親屬代為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決定維生醫療抉擇是否符合醫療倫

理相關規範，以及探討親屬決定權與醫師角色的倫理關係，最後試圖就臨終醫療

中「親屬決定權」所伴隨的倫理風險作進一步的分析。 

 

第一節  安寧緩和醫療中親屬決定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

的重要性 

「安寧緩和醫療(Hospice)」始於十二世紀，原指朝聖中途驛站，到了十九世

紀交通發達，朝聖休息站已無意義，遂演變成指稱專門照顧無法治癒病人的醫療

機構。1960 年代，歐美國家開始意識到積極治療末期癌症病人，反而無法延長

生命，只是徒增痛苦，阻礙病人尊嚴死亡，社會輿論也轉而討論病人尊嚴死亡的

權利，「安寧緩和醫療」的醫療體系於是應運而生26。1991 年，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訂定〈國家癌症控制計畫〉(National Cancer Control 

Programmes)，對「安寧緩和照護(Palliative Care)」定義如下：安寧緩和照護是改

善病人生活品質、協助病人親屬面對危及生命疾病的一種方式，透過早期的確診

以及疼痛和醫學、心理學、精神上等問題的完善評估與治療，防止並減輕其所承

受的痛苦；親屬同時是安寧照護系統支持、協助的對象，幫助家屬處理病人的疾

病以及喪親之後的相關諮詢27。安寧醫療的照護過程並非只有醫生與病人自身的

互動關係，也必須理解到末期病人的安寧照護與病人親屬乃密不可分，末期病人

在治療中的痛苦需有家人陪同，共同處理與面對，使病人能免於痛苦以及提高生

命品質，病人親屬確實是缺一不可的重要要素。 

 

末期病人安寧緩和醫療，親屬具有一定重要性，而當病人陷入昏迷、處於無

自主能力的情況下，親屬做為無意識能力病的代決定者、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

來替當事人作出抉擇，主要是基於以下考量：信賴(trust)、家庭隱私(family privacy)

                                                        
26

 趙可式，安樂死與安寧療護，載：醫學倫理導論，頁 129，2006 年 1 月。 
27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National Cancer Control Programmes: Policies and Managerial 
Guidelines 85 (2002). 原文：Palliative care is an approach that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facing th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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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lliative care: …offers a support system 
to help the family cope during the patient’s illness and in their own bereavement; uses a team 
approach to address the needs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including bereavement counselling, if 
indicated…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 
 

和社會責任義務(obligation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第一，我們的社會體系是立

基於「信賴」，相信親屬和其他照護的提供者，若不得已必須將被照護者陷入風

險中，則他們將會盡所有義務把傷害降最小，如同我們信任父母會照護好他的小

孩；此種「信賴」顯示在我們民法立法上，父母可以補充未成年者的行為能力，

基於同樣的理由，此種「信賴」也應運用在家族成員、監護人為無自理能力成人

的決定上。第二，家庭生活要求一定的隱私權，不受法院或其他政府機關干預，

只有在證據顯示親屬有疏忽、虐待或其他傷害時，才會被認定是侵害病人的隱私

權；家長或照護提供者有義務去保護被照護者的利益，藉由選擇個人適當的照護

與關注，提供病人一定的安全保障，這並不表示這些被照護者改用非親屬的照護

者就不會有任何煩惱，或是雇用非親屬的照護者就不會有風險，因為病人的醫療

主張委託給任何一個照護者都會存在一定的疑慮，然而，允許病人基於個人利益，

決定親屬代理決定，主要是因為親屬最能避免不正當的傷害發生。第三，親屬保

護被照護者避免於不當傷害的同時，也是在履行社會的責任義務；每一個人日常

生活都會製造風險，對於造成他人利益受危害的風險，我們也有責任，這些風險

可以被限縮但不能被消除，如果沒有設下任何風險標準來要求共同生活的家族成

員，對其他成員加以負責，那麼可能會破壞家庭制度，其所製造出的傷害，將大

於個人、家庭和整體社會的利益，因此，理性人不會選擇對自身、小孩或脆弱的

成人作出至少存在物理風險的行為，基於一般公共利益的考量和親屬負有社會責

任，親屬應該能被允許代為決定被照護者的醫療方式28。 

 

一般來說，親屬作為無自主能力病人的醫療決定人，在社會脈絡中是十分普

遍的，主要是基於親屬與病人具有最親密的關聯；此外，親屬的定義通常是指血

親或配偶，但隨著婚姻與核心家庭的轉變，親屬的定義在醫療實踐上，應該要放

寬解釋。在社會承認親屬決定權利的基礎上，我們預設了親屬對無自主能力病人

的善意、價值觀和偏好有較多的知識背景，並且社會信賴這樣的親屬關係，而病

人保有個人隱私可以讓親屬代理醫療決定，對病人的人生產生重要的意義；不過，

除了這些預設外，另一個現實理由在於，親屬具有無自主能力病人的財務資產的

處置權(disposition)，負擔並處理病人的醫療費用，也因為如此，常出現親屬控制

醫療花費而侵害到病人的權益，加上多為家庭隱私的範圍因而難被察覺29。 

 

 

第二節  親屬決定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是否符合生命倫

理原則 

 

                                                        
28 Kathleen Cranley and Marc Speyer-Ofenberg, Incompetent Persons as Research Subjects and The 
Ethics of Minimal Risk, 5 Cambridge Quarterly of Healthcare Ethics 362,368-369 (1996).   
29

 Allen E. Buchanan and Dan W. Brock, Deciding for Others: The Ethics of Surrogate Decision Making 
136-137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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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神學家 Helmut Thielicke 曾提及，當醫生變成像法官一樣，具有能力決

定一個人的生或死，或一個人得生另一人得死時，將會呈顯科學進步與生命道德

之間的曖昧問題，逐步啟蒙了生命倫理的討論。1969 年 Dan Callaham 和幾位年

輕學者，集合了科學家、醫學者、哲學及神學家，共同成立了「人的價值與科學

研究中心」(A Center in the Study of Value and the Science of Man)，開始了生命倫

理的研究；緊接著 1971 年，華府的喬治亞大學成立了甘迺迪倫理研究所，從事

生命倫理研究，並設立完整的圖書館，於 1978 年出版生命倫理的百科全書，隔

年，該研究中心的倫理學者 Tom L. Beauchamp 和維州大學宗教學者 James F. 

Childress 出版了《醫學倫理原則》一書，奠定醫學倫理的四大原則30。現今醫學

倫理上廣泛採用生命倫理四原則方法(The four principle approach to bioethics)，即

是於 1979 年美國 Tom L. Beauchamp 和 James F. Childress 所提出，後被推廣至英

國及歐洲，近二十年來，此理論普遍被美國醫學倫理教育和臨床討論所使用，也

作為許多臨床專科醫學會的醫學倫理指引(codes for professional ethics)，該四原則

為31： 

 

1.尊重自主原則(the principle of respect for autonomy)：指尊重一個有自主能

力的個體自主作出的選擇，承認該個體擁有基於個人信念而持有看法、作出選擇

並採取行動的權利，換言之，具自主能力(competent)的病人決定自己所喜愛的醫

療照顧方式，醫師們有相對的義務尊重病人的決定，如誠實(truthfulness)不隱瞞

病人病情、守密(confidentiality)和告知後同意(informed consent)等，同樣地，無

自主能力的病人，亦當提供相關保障，但醫療上代理決定(surrogate decision 

making)是該原則應用時常遇到的難題。 

 

2.不傷害原則(the principle of nonmaleficence)：指醫師維持本身勝任的臨床

知識、技術與謹慎地達到「適當的照護標準」(standard of due care)，同時避免讓

病人承擔任何不適當、受傷害的風險。這樣的概念呼應的是西方傳統倫理格言「最

首要的是不傷害(Primum non nocere：above all do no harm)」，醫療人員提升病人

福祉的同時，無可避免會有對病人造成傷害的可能性，如何平衡病人的利益與傷

害是該原則的重要考量。 

 

3.行善原則(the principle of beneficence)：指要求醫療從業人員在與病人之間

的範圍內，關心並提升他人的福祉，屬於特定行善義務(specific beneficence)；

Beneficence 一詞意味著行善、仁慈的心、慈善事業、利他主義、關愛和人道，

也是效益主意道德理論的中心主題，「行善」被解釋為人性中驅動我們造福他人

的力量，亦是道德本身的目的。 

 

                                                        
30

 戴正德，基礎醫學倫理學，頁 43、162-163，2006 年 9 月 10 日 4 版。 
31 蔡甫昌，生命倫理四原則方法，載：醫學倫理導論，頁 31、33-35，200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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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義原則(the principle of justice)：基本上是指追求相對衝突的主張提供合

乎道德的解決方法，藉以達到對社會上各種負擔、利益或資源能有公平合理的分

配和處置；Gillon 指出正義原則應用到醫療照護倫理時，涉及三個層次：公平地

分配不足資源(分配正義)、尊重人的權利(權利正義)及尊重道德允許的法律（法

律正義）。  

 

由於「安寧醫療」本身是一種提升病人生活品質、不縮短生命、不英雄式地

拖延臨終期的理念與策略，立基上述倫理考量，藉以維護病人應有之尊嚴和自主，

並合理地分配醫療資源32。安寧醫療中的「代理決定權」和「自主原則」與「正

義原則」有密切相關：首先，親屬能夠代替決定(substitute decision-making)的醫

學倫理來主要自於尊重「自主原則」，代理人需了解病人的心願、價值觀與信念，

作出符合病人的決定，因此，一般認為近親，如配偶、父母、子女等，對病人具

有足夠的認識足以符合代理人的資格，雖然也有可能是了解其願望的病友或醫生

等。然而，如果代理人用盡最佳的善意與努力，仍無法猜透病人抉擇或資訊上有

矛盾時，應以病人利益作決定33。基本上，病人的自主原則可謂是醫療代理決定

形成的基石。此外，另一個相關倫理原則是「正義原則」，包括醫療資源和醫療

上權利的公平性，也就是說，醫療的基本權利相等、均有同等的醫療機會34，因

此，他人代理無意識能力的病人作醫療決定—即「代替決定」—也是基於平等

(equality)和正義(justice)的倫理原則，避免因為該病人不能執行自我決定權(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而得不到與有自主能力病人相同的醫療選擇35。 

 

 

第三節  醫師協助親屬決定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時應有

的義務 

 

親屬決定權的產生，來自於生命倫理的首要原則—「病人自主」─而為保障

病人自主，則衍生出醫師對病人應遵守的基本義務，然而，此基本義務應用於無

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親屬決定權時，與一般病人相比仍有實踐上的差異。一般而

言，當病人已無心智能力時，代理醫療決定者(surrogate decision-makers)應基於

病人利益作出醫療決定，而傳統上近親是當然的代理人(natural surrogates)，如此

則促使醫師轉為尋求家族成員的同意，早期在英美法系默許這種做法但極少被明

文規定，近幾十年來才逐漸成文化 36。近代生命倫理強調病人自主和保密

                                                        
32 趙可式，同註 26，頁 132。。 
33 Neil M. Lazar、Glenn G. Greiner、Gerald Robertson、Peter A. Singer，蔡甫昌譯，代理決定，載：

臨床生命倫理學，頁 44-45，2009 年 10 月。 
34 辛幸珍、戴正德，倫理理論的應用，載：醫學倫理導論，頁 27，2006 年 1 月。 
35 Eike-Henner W. Kluge, Incompetent Patients, Substitute Decision Making, and Quality of Life: Some 
Ethical Considerations, 10 the Medscape Journal of Medicine 237, 237 (2008).  
36

 Albert R. Jonsen, Mark Siegler and William J. Winslade, Clinical Ethics: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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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tiality)，也逐漸了解多數的緩和醫療有賴家人作為照護者，發展出以家

庭為中心的方法，因此，醫師必須提供相關資訊給家庭照護者，以利其擔起照顧

病人的角色37。依據生命倫理四大原則，醫師協助家人形成醫療決策時，38約有

幾個基本義務如下： 

 

1.告知與說明義務 

 

依據「自主原則」，醫療行為攸關病人的自己的生命、身體和精神，尊重病

人個人自由與自律，應由病人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而隨著醫學技術高度化、專

門化，病人即使擁有自主的同意權利，亦需醫師專業的說明才有辦法為自己的醫

療方式作出決定，例如 1983 年美國總統委員會(President’s Commission)提出有關

倫理問題的報告書，其中「告知後同意」(informed consent)指的是健康照護(health 

care)的提供者，不應只是求得病人的同意而已，更需在醫療提供者與病人之間，

將醫療的內容明白地說明、經過充分討論，使病人接受充分的說明而獲得其同意
39。因此，當醫療決定的同意權，由親屬代理決定時，醫師應對代行決定的親屬

負起說明義務，例如病人預立醫囑，醫師身為專業醫療人員，在親屬形成醫療決

定的過程中，醫師應該提供相關資訊(information)促進符合病人最佳利益的醫療

決定形成，並指導身為病人親屬的決定者考量病人先前的願望、價值觀、信念和

最佳利益；一旦決定者的醫療決定，嚴重地不同於病人理應做出的選擇，而醫師

自身又感到無法解決時，則應徵詢同事、倫理委員會和法律顧問40。 

 

然而，醫師提供家人說明的「告知義務」與尊重病人隱私的「保密義務」，

要如何調和、避免衝突，對醫師無非是一大挑戰。保密義務並非絕對，在某些條

件下可以透露病況相關資訊給親屬知道，但必須是經病人當事人明示同意、關係

病人生命、身體等的緊急狀況，或者是為防止他人的重大危害或公共利益時，方

可免除醫師的保密義務41。例如英國醫學會建議，當病人無行為能力時，除有證

                                                                                                                                                               
Ethical Decision in Clinical Medicine 89 (2006). 
37

 Sherry Mitinick, RH,MPH, Cathy Leffler, JD, and Virginia L. Hood, MBBS, MPH,FACP for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 Ethics, Professionalism and Human Rights Committee , Family Caregivers, 
Patients and Physicians: Ethical Guidance to Optimize Relationships, 25 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255,255-256 ( 2010). 該文原為美國醫師協會(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 ACP)2007 年

12 月通過之聲明，目的在於提供醫師倫理指引，以及優化安寧醫療時醫生、病人和家人照護者

三方之關係，並於 2010 年 1 月修訂，目前美國有一般內科醫學協會、美國神經科學院、美國臨

終關懷和緩和醫藥科學院、美國胸科醫師學會、美國老年醫學會、美國醫學協會副會長、美國胸

科協會、重病急救醫學學會和內分泌學會等 10 個專業醫療機構認可。 
38

 本部分參考資料以美國醫師協會(ACP)與英國醫學會(BMA)相關倫理指引為藍本，大略作歸類整

理，並以其他著作予以補充。 
39

 中村敏昭，日本學說及民事判例上之醫師的說明義務與病人的同意，載：醫療紛爭與法律，

頁 4-6，2004 年 7 月。 
40 Neil M. Lazar, Glenn G. Greiner, Gerald Robertson, and Peter A. Singer, Bioethics for clinicians: 
5.Substitute decision-making, 155 Can Med Assoc J 1435, 1437 (1996).  
41 楊琇茹，從病人自主權看家屬參與醫療決定之權限，中原大學財經法學系碩士論文，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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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顯示病人不願意，應合理假設病人希望親近的人知道他的診斷等42；此外，在

病人臨終的安寧醫療過程，美國醫師協會建議醫師應於病人有意思表示能力時，

給病人適當的機會寫下私人的保密事項，若病人之後轉變成無意識能力時，醫師

才得以判斷家人照護者的相關行為—如醫療決定—是否符合病人利益43。 

 

2.指引病人的最佳利益 

 

2007 年，英國醫學會依據「行善原則」於《Withholding and Withdrawing 

Life-prolonging Medical Treatment》倫理指導指出：「病人的親友之想法固然是作

醫療決定時重要的考量，但作醫療決定，並非他們的權利，也不是他們的責任，

醫師應基於對病人利益之判斷，負主要的決定權。」英國醫學會建議，家人意見

雖是末期病人醫療決定的重要的因素，不過醫師不能脫離行善原則的倫理規範，

基於對病人利益考量，應負起醫療決定的決定義務；雖然醫病文化的差異，醫師

基於病人利益參與醫療決定的程度還是會有所不同44，然而該倫理建議已強烈點

出保障病人利益不能過度期待病人親友，醫師反而有義務作為保障病人利益的

「守門員」。即使是重視病人自主權的美國，其醫師倫理委員會的倫理指引也指

出，當病人缺乏決定能力時，合法的醫療決定代理人（可能是家人代理決定），

醫師除了予以尊重，但同時也應協助作成決定，並且「採取合理的措施，以確保

代理人的決定與病人的喜好和利益一致」45。 

 

3.保護病人生命品質 

  

當病人已無作成醫療決定的能力，除了醫生有義務告知代理決定者病人預立

醫囑的意願外，無意識末期病人常見情況是，沒有任何醫囑或明確資料知道病人

的偏好和價值，此時，醫師應避免自身和家族成員將自身或他人有關「生命品質」

的價值、觀點，投射到無行為能力的病人身上，無意識病人的「生命品質」應從

病人觀點去評估46，避免家人代行的醫療決定危害病人應有的生命品質，增加不

必要的傷害。 

 

                                                                                                                                                               
2004 年 7 月。 
42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Withholding and Withdrawing Life-Prolonging Medical Treatment 33 
(2007). 
43 Sherry Mitinick, RH,MPH, Cathy Leffler, JD, and Virginia L. Hood, MBBS, MPH,FACP for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 Ethics, Professionalism and Human Rights Committee , supra note 37,256 . 
44

 黃馨葆、林晏群、邱泰源，應否撤除氣管內插管？─《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修正前後之倫理

與法律議題探討，生命教育研究，1 期，頁 119，2012 年 6 月。 
45

 Lois Snyder, JD, for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 Ethics, Professionalism, and Human Rights 
Committee, 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 Ethics Manual-Sixth Edition, 156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73, 78 (2012).原文：Physicians should take reasonable care to ensure that the surrogate’s 

decisions are consistent with patient preferences and best interests. 
46

 Ibid.,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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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無論是過早不予以使用維生設施，或超出病人利益使用維生設施，

都可能實際形成病人死亡的傷害，特別是無自主能力的病人，醫師可能會不當急

救或具侵入性的不人道治療造成生理上的傷害。為避免病人承受無意願的傷害，

應首重病人有意識能力時的個人意願，例如許多老年病人不想要因侵入性的治療

而死在醫院，反而希望在家人圍繞下死亡47；然而，也有可能發生一開始急救病

人就已昏迷、無意識的情形，病人無法表達同意和喜好，又無代理決定人時，醫

師可推定病人「默示同意」(implied consent)，進行急救，及時施行保護病人生命

的必要措施48，此亦屬「不傷害原則」的急救義務。  

 

4.避免醫療權利受侵害與無效醫療 

 

依據「正義原則」，醫師有義務避免歧視性且不公平地對待病人，因此醫師

應確保不予以、撤除或終止的醫療決定係依據病人個人情況、針對相關可能的因

素進行評估，而非僅因病人的年齡或殘疾作考量。醫師或醫療團隊對無意識能力

病人評估不提供延命治療時，應清楚指出評估因素並作成記錄，同時向病人的近

親解釋原由49，以保障無意識能力病人的親屬在代為作醫療決定時，使無意識能

力病人能確實享有平等的醫療決定權。另外，在有限的醫療資源下，安寧醫療團

隊面對醫療的極限時，若隨意實施無效醫療，延長末期病人的死亡過程，則該病

人之外的生命，其救治機會可能反被犧牲50，因此，應當注意親屬的醫療決定是

否對病人僅是無效的延命醫療，避免違反正義原則。 

 

 

第四節  親屬決定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時應依循的倫理

標準 

 

美國親屬代替病人決定維生醫療抉擇的決定權發展甚早，也較為完備，目前

發展出的倫理上具體判斷方式大致有三種作法值得參考： 

 

1.病人自主權(autonomy)：認為病人有權決定自身的醫療行為，包含是否要接受

治療，特別是重視自主權的國家會有生前預囑(living will)或預立醫療代理人

(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的規定，讓因病而失去意識的病人，能透過書面或代理

人來執行個人意願；然而，過度強調病人自主，當病人發生無意識能力的情形，

                                                        
47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supra note 42, 11-12. 
48 Albert R. Jonsen, supra note 36, 91. 
49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supra note 42, 28-29. 
50

 蔡翊新、林亞陵、黃勝堅，重症病人之生命末期照護，安寧療護雜誌，3 期，頁 314，2007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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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無法訴諸於病人的自主權以進行醫療決定51。 

 

美國著名的 Quinlan 案52，即是催生無意識能力病人在臨終醫療仍享有自主

權的重要案例：1975 年 4 月 15 日晚上，Karen Quinlan 小姐在酒吧慶祝友人生日

派對上，酒後意識不清，由友人送回家休息，15 分鐘後發現她沒有呼吸，原因

是她空腹服用安眠藥(Valium)和酒精，兩者加乘產生副作用抑制 Quinlan 呼吸造

成嚴重缺氧，超過 30 分鐘後腦部大部分受破壞，使 Quinlan 陷入昏迷(coma) ，

必須裝上呼吸器急救；經過治療沒有起色，被轉診到有胸腔科和神經科的 St. 

Clare’s 天主教機構醫院繼續治療，但 Quinlan 的養父母眼看 Quinlan 從 ICU 重症

病房移到急診室的病床。數個月後，他們逐漸了解到 Quinlan 小姐不會恢復意識

和心智，形同死亡，並提及 Quinlan小姐有兩次表示如果有任何可怕的事發生在

她身上，她不想當個仰賴機器的植物人繼續活下去；Quinlan 的養父母希望撤除

呼吸器，但 Quinlan的兩位主治醫生卻擔心不合法而不願意撤除，因為當時美國

醫學協會(AMA)認為撤除呼吸器讓病人死亡等同於安樂死(euthanasia)，同時也擔

心後續 Quinlan 的養父母改變心意被控訴醫療過失(malpractice)，Quinlan 小姐的

醫療決定遂進入法律程序。 

 

第一審紐澤西遺囑檢驗法庭法官 Muir 判決認為，呼吸器不應該被撤除，因

為 Karen的意願並沒有被寫下來，養父母的證詞最後沒被採用；上訴到紐澤西最

高法院，1976年 1月法院判決Quinlan的養父母勝訴，其肯定美國憲法的隱私權，

包含病人自由選擇醫療方式的權利，並首度將個人隱私全應用在 “letting die”的

案件中，允許臨死且無行為能力病人的家人得決定終止維生設施。Quinlan 案在

倫理與法律最大爭議在於不知道病人意願時是否能撤除呼吸器，引發不少批評，

如 Quinlan 的意願並沒被證實，也有認為保護無行為能力者的國家親權(parens 

patria)被揚棄了；在飽受批評的情形之下，為保障個人醫療方式的自由選擇權利，

使當事人變成無行為能力時仍能行使，美國於是發展出預立醫囑 (advance 

directives)等制度。 

 

2.代替決定判斷(substituted judgment)：要求代理者使用病人通常的價值觀判斷，

在特定環境下若該病人有能力的話，其可能作出的決定，換言之，代理者應決定

病人在有意識和能力的條件下，如果變成無意識能力後會作出什麼選擇：代理者不

再是病人偏好的直接載體(the direct bearer)，其功能是一個解釋者，解釋病人可能的

偏好或信念53。例如美國 In re Jobes 案54，當事人 Nancy Ellen Jobes 當時 31 歲，懷有

                                                        
51 吳俊穎，壽終正寢？─病人親屬代理決定權的探討，月旦法學雜誌，114 期，頁 158，2004

年 11 月。 
52 Gregory E. Pence, Class Cases in Medical Ethics 29-34, 53-54 (2004). 
53 A Report by the National Ethics Committee of the Veterans Health Administration, Ethical Asp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nicians & Surrogate Decision Makers, National Center for Ethics in 
Health Care 3-4 ( April 2007). 
54

 David Orentlicher, Mary Anne Bobinski, and Mark A. Hall, Bioethics and Public Health Law 269-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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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 1 半月的身孕，於 1980 年 3 月發生車禍，醫生判斷嬰兒已胎死腹中，緊急開刀

取出，過程中她遭受嚴重缺氧且血液流入腦中，腦部遭受無法回復的傷害，進而失

去意識；她無法吞嚥，醫師為她裝上鼻胃管(nasogastric tube)，並透過一個 J 形管餵

食。當事人 Jobes 太太的丈夫和雙親要求撤除病人的餵食管在家療養，但該行為缺

乏道德基礎且其丈夫需法院授權才可撤除。  

 

法庭上，Jobes 太太的親密朋友、表親、牧師和丈夫提供證詞說明，如果 Jobes

太太有行為能力，她將會拒絕 J 形管餵食的支持治療。雖然他們都提供了「值得信

任」(trustworthy)的證據，但是不足以到達「清楚且令人信服」(clear and convincing)

的主觀檢驗(subjective test)，因此，法官 Garibaldi 肯定 Jobes 太太的丈夫和雙親的請

求，採取 Quinlan 案的法理，指出保護無行為能力病人權利的實際方式，就是准許

監護人或家人依據病人有行為能力時會作出的決定，提供最佳判斷；這種方法通常

稱為「代替決定」(substituted judgment)，而家族成員之所以最具資格作為決定者，

不僅是生活上獨特的緊密度，還有從人類經驗上來看，家人大多自然會關注病人

的醫療利益，形成特殊的束縛力，並進一步指示醫療照護的專業從業人員，應選

擇與病人較親近的家族成員作為代理決定者(surrogate)，如無法確定家族成員誰

來當代理者，不排除請求法院指定監護人。 

 

3.病人最佳利益(best interests)：源自於家長主義(paternalism)的立場，認為病人

不見得清楚知道自身的利益所在，如果醫生或病人親屬覺得病人所作的決定不符

合其本身利益時，應該加以拒絕；此項原則特別使用在無意識能力的病人身上55，

美國 Saikewicz 案件可說是醫生判斷無行為能力病人最佳利益而不予以維生治療

的重要案例。 

 

1976年4月19日Joseph Saikewicz被診斷出罹患第三期白血病(leukemia)，心智

上無行為能力(IQ僅10)。他長期居住在麻州學士鎮(Belchertown)的州學校，學校

基於一般監護權(general power of guardianship )給與定期的基本醫療，但卻需要法

院同意才能執行選擇Saikewicz的醫療處置；同年4月26，向漢普郡遺囑檢驗法庭

(Hampshire County Probate Court)提出申請書(petition)，申請人的目的是請求法院

指定監護人，協助Saikewicz先生同意化療療程。因為情況緊急且現成的法律並

未針對心智退化者提供暫時的指定監護人，於是請求法院預先指派一位的訴訟監

護人(guardian ad litem)先施行臨時同意(interim consent)權；接著5月5日，法院已

先指派訴訟監護人，而治療Saikewicz的醫生們正關心化療是否符合病人的最佳

利益，之後，醫師們逐漸達成共識讓Saikewicz死於白血病較好，而訴訟監護人

也將醫生們的結論做成建議，回報法院「不要治療Saikewicz將是他的最佳利益」

(that not treating Saikewicz would be in his best interest)；5月13日舉辦訴訟監護人

                                                                                                                                                               
(2008). 529 A.2d 434(N.J. 1987) 
55 吳俊穎，同註 51，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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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的聽證會，並構成對抗訴訟(adversary proceeding)，原告為呈請人，其反對

醫師們的看法，而另一方則是無自主能力的被告，由訴訟監護人代理，案件開始

出現轉變，雖然原告呈請人本是請求法院完成指派醫療的監護人，但呈請人的律

師提出的證據，卻欲証明本案是在於反對無自主能力病人的延命治療；過程中有

三名醫師被傳喚證言，兩位醫師認為不應該予以化療，而一位醫師的看法是，化

療會造成Saikewicz越加病弱，但如果是集中治療說不定能活上一年，這個看法

使得法官一度遲疑是否要給Saikewicz治療。不過，最後法官由客觀的醫學數據

看來，化療副作用所帶來的疼痛，以Saikewicz的年紀是難以承受的，而心智嚴

重退化也讓Saikewicz無法配合和理解治療的意義，加上化療長期承受的疼痛大

過於病情的減緩，影響Saikewicz的生命品質(quality of life)，基於當事人的最佳

利益，允許訴訟監護人同意不予以治療56。 

 

事實上，Joseph Saikewicz 有兩位姊姊還存活，但多年來與他沒有聯繫，也

無法將醫療決定責任設定給行政人員或由他人代為決定不予以化療，以至於麻州

最高法院(Massachusetts Supreme Judicial Court)在該案件，看似在要求所有關注

於無自主能力末期病人不予以延命治療的決定，應經由訴訟監護人(guardian ad 

litem)在對抗性聽證會(adversarial hearing)上代表無自主能力病人的權利和利益

後，遺囑檢驗法庭(probate court )法官才能做成決定的法定程序；但我們可以看

到，Saikewicz 的判決法理，是企圖將「代替決定原則」(substituted judgment 

principle)擴張到治療過程中自始沒有行為能力的末期病人身上，同時否認了原則

上由無自主能力者的親屬作為決定者的傳統預設57，而這不只是代替決定標準的

使用上的擴張，還進一步隱含個人有避免於未告知而侵害身體完整性的利益58。

因此，為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代替決定醫療決定，不能外於病人最佳利益，甚至

比親屬代替決定來得重要，而最佳利益的判斷有賴於醫師和專家對病人的生活品

質評估。總而言之，親屬代替選擇的醫療決定非必然具決定性，醫療決定應不能

超出病人的最佳利益範圍。 

 

總合上述案例依循的標準可見，合乎倫理的親屬決定權行使，首要是以病人

預立的意願為主，其選定代理人(可能是家人)和執行醫療意願，如無預立醫囑，

親屬作為醫療的代替決定者時，應要具備幾個倫理要件：首先，要有足夠且最佳

的知識背景瞭解病人的特殊希望、價值和信念，使醫療決定符合病人自主意願，

因此，通常會由近親擔任決定者，但也有可能是朋友或照護的醫生或護士最知道

                                                        
56 Charles H. Baron, Assuring “Detached But Passionate Investigation and Decision”: The role of 
Guardian Ad Litem in Saikewicz-type case, 4 America Journal of Law & Medicine 111, 119-122 (1978). ; 
SUPERINTENDENT OF BELCHERTOWN STATE SCHOOL et al. v. Joseph SAIKEWICZ (373 Mass. 728, 370 

N.E.2d 417.)(1977) 
57

 Allen E. Buchanan and Dan W. Brock, Deciding for Others: The Ethics of Surrogate Decision Making 
138 (1990).  
58 SUPERINTENDENT OF BELCHERTOWN STATE SCHOOL et al. v. Joseph SAIKEWICZ(373 Mass. 728, 

370 N.E.2d 417)(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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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希望；再者，代替決定者的要務是決定病人在此種病況下想被如何治療，

而不是決定者自己在這種情況時想如何被治療。不過有時候也會出現病人沒有明

確的意願或願望，或者是所知的病人願望、信念和價值觀互相矛盾的情形，此時，

決定者應依據病人的最佳利益作出判斷。最後，如其它親屬不同意時，醫師應鼓

勵這些親屬將焦點放在病人想要什麼樣的治療、什麼是該病人的最佳利益59。 

 

 

第五節  親屬決定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之心肺復甦術或維

生醫療所造成的倫理風險 

 

第一項  親屬決定權隱含「家長主義」(Paternalism)  

 

一、「家長主義」概念與發展背景 

 

醫療倫理中「家長主義」(Paternalism)的發展，乃是早期醫療的實效難以證

實，醫事人員反而享有相當大的決定權，然而現今醫學已有實效證實，病人也會

要求醫療決策參與，醫療倫理已從醫護人員基於病人利益可做出違背病人意願和

自由的家長主義，逐漸走向病人自主權，例如 1848 年美國醫學會倫理守則(Code 

of Ethics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848)第 6 條：「病人應迅速且默默地

服從醫師的處方指示，絕不以自己粗糙的意見來干擾醫師的決定。」相較於此，

近期美國醫院協會的病人權立法案(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s  A Patient’s 

Bill of Rights)則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病人有權拒絕醫療方式，並應被告

知其拒絕的後果」60。 

 

當病人喪失意識能力時，「家長主義」指的是由醫師與代理人(surrogate，通

常是親密的人) 的觀點，決定能夠給病人最大利益、同時也符合病人意願的醫療

決定，其前提條件是：病人須無行為能力(patient’s incapacity)，治療過程預見有

傷害發生的可能性(probability of harm)，並與進行利益的權衡(proportionality of 

benefit)
61。當家長主義延伸到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醫療決定時，病人親屬代為

決定的行為本身即是家長主義的應用，其正面的用意在於，家人最瞭解病人價值、

喜好等，特別是在病人臨終過程，常處於疼痛和不適，家人的協助治療與陪伴，

關係的互動更加強，反而幫助病人理解自我的感覺，決定出病人想要的醫療方式；

然而，負面的影響則是，病人將共同生活和所愛的家人拉進醫療決策中，原本即

                                                        
59

 Neil M. Lazar, Glenn G. Greiner, Gerald Robertson, and Peter A. Singer, supra note 40, 1436. 
60 Raymond S. Edge, John Randall Groves 原著，劉汗曦、蔡佩玲、林欣柔譯，健康照護倫理：臨床

執業指引，頁 156，2007年 4月。 
61 戴正德，同註 30，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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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希望家人變成完全的決策支配者，但親屬與病人一同面對生死交關，雖沒有病

人身體所受的痛，卻同樣要承受心理極大的壓力，因此，當必須決定不給予或撤

除家庭成員的維生器，具醫療決定權的親屬們，內心可能產生道德上罪惡和愧疚，

導致決定者以自己的價值觀和想法，作出不同於病人意願的決定62。 

 

二、從美國 Spring 案例探討倫理議題 

 

雖然當前醫療倫理首重病人自主權，但病人本身無意識能力時，親屬代理決

定醫療方式，有時難以脫離家人以家族利益來衡量病人是否應繼續施行延命治療；

因為家族成員是病人最親密和深愛的一份子，使病人生命更加完整、有意義，為

避免心愛的家人受高額醫療花費的拖累和照護過程的精神折磨，家人作為決定者

通常會預設 「放棄治療才是對病人本身最好的利益決定」—這也就隱含了家族

式家長主義(Family Paternalism)的思考。1979 年美國 In re Spring 案就是一個例

子：Spring 先生一名 78 歲罹患腎病的老年人，長期接受透析治療(dialysis，俗稱

洗腎)以維持腎功能，如不接受透析治療就可能死亡。然而接受治療不久，他的

意識開始混亂、無行為能力的情形隨之惡化，他的病況除了缺乏腎功能，其餘身

體狀態都不錯，如果治療過程無其他併發症的話，預計多活五年，；治療約一年

後，Spring 的太太和兒子正式請求法院停止 Spring 先生的透析治療，主張是如果

Spring 先生有行為能力，推想他不會繼續接受這樣的治療，法院隨即為 Spring

先生指派訴訟監護人(guardian ad litem)並進行辯論聽證會63。 

 

上訴法院法官 Armstrong 認為，Spring 的太太和 Spring 已結褵超過 55 年，

兒子 Robert 也比鄰而居超過 15 年並隨時探望，已是長期緊密的家庭單位(close 

knit-family)，何況 Spring 先生意識惡化到無法認出妻子和兒子，Spring 的太太深

受打擊無法言語須接受治療，兩人皆住進療養院；再加上主治醫師也認同 Spring

先生不適合繼續透析治療，經親屬與醫師的證言，法官認定，如果 Spring 先生

有行為能力，他不會願意延命治療，此外，透析治療由社會福利支出，Spring 家

人非因財務利益而停止治療，因此將 Spring 的醫療決定權委任 Spring 家人和醫

生代替決定64。然而，最高法院駁回這樣的判決，Braucher 法官指出 Spring 太太

的證詞曾坦言，她自己無法確定如果沒有療養院花費的利害關係，是否會改變她

對 Spring 真正想要甚麼的看法，顯見，財務的利益關係不只會影響有行為能力

病人的決定，也可能減損妻子意見的可靠性65。 

                                                        
62

 Lorraine M. Bellard, Restraining the Paternalism of Attorneys and Families in End-of-Life 
Decision-Making While Recognizing That Patients Want More Than Just Autonomy, 14 Georgetown 
Journal of Legal Ethics 803, 812-818 (2001). 
63  Marian S. Lubinsky, Constitutional Law—Right To Refuse Medical Treatment—Decisions To 
Terminate Life-Prolonging Treatment For Incompetent Patients—In Re Spring, No. 2030 (Mass., Order 
Of Jan. 14, 1980), 2 Western New England Law Review 759, 765 (1980). 
64

 In the Matter of Earle N. SPRING (8 Mass.App.Ct. 831, 399 N.E.2d 493) (1979). 
65

 In the Matter of Earle N. SPRING (380 Mass. 629, 405 N.E.2d 115)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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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現今許多臨終醫療的文化，以家人們為決策中心的情況依舊常見。

有外國的學者就加拿大華裔族群面對年長病人臨終問題，發現西方與東方的生命

倫理文化間頗具差異，西方是「病人自主」與「醫療父權」、「權利」與「義務」

等二分法的生命倫理，中華文化則反而像是「活在關係中的自我」(relational self)，

個人在社會和家庭關係的影響力下，扮演生命中的身分角色；例如華人社會將「盡

孝道」視為子女對父母的責任和義務，因此，可能會發生華裔的年長病人願意辭

世，且醫生也斷定持續治療只是徒勞無功的情況，但子女為了增加自己盡孝道的

機會，堅持施行激烈的醫療措施66。華人社會的特殊傳統文化與道德觀，當病人

處於無行為能力或無意識的狀態時，時常決定於親屬的親情和道德考量，而非病

人自身臨終的生命品質和自我決定的能力。這種家長主義式的決定方法，亞洲和

南歐的文化是比較多見的，因為病人年老和疾病預後差，家人為了保護病人，不

透露病情而直接向醫師表示醫療決定。除了明顯地發生在上述地區之外，家人做

為決策中心的方式，其實也會因不同文化中而以不同的方式呈現，例如在北美，

常以一種簡單模式出現，先尋問病人是否願意讓家人接手醫療決定，讓病人的意

願能彈性地使用在家人身上，但實際上，當病人喪失溝通能力時，安寧醫療團隊

將會轉而使用這種以家人為決策中心的醫療方法67。 

 

台灣臨終醫療中，親屬代為決定充滿濃厚的家長主義色彩，國內有學者就直

接點出台灣醫療關係實際存在「家族式家長主義」(family paternalism)：台灣家

庭大多以病人家人為主要照護者，尤其在癌症治療的臨終決定，家人會阻礙傳達

任何臨終信息給病人，理由在於多數人覺得，相關的臨終診斷訊息對末期病人是

種傷害，擔心病人無法承受即將辭世的打擊；並且在台灣文化裡，家人作為理想

的支持團體，應肩負照顧和為病人作決定的責任68。  

 

                                                                                                                                                               
原文：After our order was entered, the ward's wife testified that after the original hearing financial 

concern arose from the cost of the nursing home, and that she did not know whether removal of that 
concern would change her opinion about what the ward would want. It seems clear that financial 
concern might influence the decision of a competent patient, but it also might impair the reliability of 
the opinion of the wife. 
66

 Kerry W. Bowman and Edwin C. Hui，蔡甫昌譯，臨床生命倫理學，頁 202、204，2009 年 09 月。   
67 Victor T. Chang and Nethra Sambamoorthi, Decision Making in Palliative Care, in 10 Decision 
Making near the End of Life143, 150 (2008). 
68 Chung-Lin Chen, American Individualism v. Taiwanese Family Paternalism: Contemplating Taiwan's 
Attempt to Americanize Legal Regulation of Health Information, 2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71, 78-79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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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無效醫療」(Medical Futility)的發生 

一、 「無效醫療」概念與發展背景 

「無效」(Futility)一詞有許多意義，牛津字典定義是指沒有能力產生任何結

果，或因本質上的缺陷而完全無法達成想要的結果；有時用「醫療上沒效果」

(medical ineffective)或「沒效益的治療」(non-beneficial treatment)反而比「無效」

貼切許多，「無效」概念的涵意，是指無法達成藉由醫療介入(medical intervention)

得到期待病人生理上效果或提供病人益處的成果69。 

 

無效醫療的概念，有時也與末期生命治療所費的資源有關。末期生命治療往

往需耗費大量且昂貴的醫療資源，而無效醫療的界定有兩種取向的分析方法，一

個是「量」的方式，指的是經過實證分析或其他醫師個人或同事的執業經驗，顯

示治療並無實際效益；另一個「質」的分析指的是僅僅能延續生命本身或是治療

並不能減免急救照護的情形，其治療並無實際效益70。然而，「無效醫療」的確

切定義是什麼卻沒有一定的解釋，牽涉到不同醫療階段的判斷，醫生與病人親屬

認知上容易誤解、隱含其他價值判斷或醫師父權主義的表現，雖廣義的用法指的

是治療本身僅僅是延長生命的痛苦過程，對生命品質毫無提升，或無法為病人帶

來更好的處境，但是要如何在醫師的醫療倫理和病人親屬的自主權間，取得平衡

的實質定義，充滿困難71。 

 

二、美國 Wangele、Schiavo案例與倫理議題 

1990 年 1 月，一名 85 歲的美國老婦人 Helga Wangele 送往醫院進行插管和

裝上呼吸器治療，但餵食過程中突然心跳停止，在進行心肺復甦術時，病人已變

成植物人(persistent vegestative state)，醫生認為病人的病程已不可逆，沒有希望

恢復成正常生活的功能，再進行維生醫療也無益，基於現實醫療資源的考量表示

應拔除呼吸輔助器，但該婦人的先生認為妻子的意思不明，且醫師不能扮演上帝，

拔除呼吸輔助器只是顯示醫療文化的腐敗；1991 年 7 月 1 日法院判決病人的丈

夫勝訴，指派其為代理人，但三天後婦人多重器官衰竭病逝72。從這個案例，延

伸了一個很重要的思考：親屬代理決定有時會與醫生基於病人利益的判斷相互對

立，形成讓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承受「無效醫療」的治療，直接影響到病人本身

                                                        
69

 Albert R. Jonsen, supra note 36, 29. 
70 Raymond S. Edge and John Randall Groves，劉汗曦、蔡佩玲、林欣柔譯，同註 60，頁 169。 
71

 同前註 70，頁 170。 
72 同前註 71，頁 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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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善終的問題。 

 

另一種可能的情況是 Theresa Schiavo 案，病人親屬間對於是否撤除維生醫療

引發社會議論。美國社會對於無意識病人撤除維生器可從 Cruzan 案說起，當時

關注的是「死亡權」( right to die )的問題；1998 年發生本案至 2005 年判決之間，

轉變成「生命權」( right to life ) 奮戰的運動，主因是當事人 Schiavo 女士因暈倒

後持續昏迷，病人的父母和丈夫雙邊持續角力，輿論開始對兩方的動機進行評價，

儘管法院限期移除餵食管，當時政黨政治保守路線支持，加上天主教和基督教團

體推波助瀾，形成為捍衛「生命權」的思潮73。儘管如此，相對於捍衛「生命權」，

另一個思考議題─「無效醫療」—開始發酵：Schiavo 雙親堅持她意識清楚前堅

信天主教，不會贊同因植物人狀態而撤除餵食及水分，但其身為護士的丈夫卻不

同意，表明 Schiavo 曾多次表示在這種病情下不希望用人工方式延命，訴訟過程

中，持續醫療的必要性也成為爭點之一，社會輿論逐漸關注於無效醫療中「質」

的分析74。會產生這樣的現象，可能是因為某些大眾開始勇於質疑醫生或家人對

病人利益的判斷結果，另一方面，無行為能力權利(disability rights)擁護的激進份

子，藉由大眾媒體指出大眾對無行為能力者的態度，以及生命品質上差別待遇與

不人道的議題75。  

 

從上述美國的實際案件可以發現，親屬代理決定與捍衛病人臨終品質的避免

「無效醫療」，很容易成為醫療倫理上的難題。此時問題有幾種可能：表達持續

關心的家人，可能會基於病人自主權的基礎，尋求撤除維生設施，例如是主張具

病人意識能力前，病人曾說出不論是否有恢復可能性堅持要撤除的意願；但崇尚

病人自主權的主張也可能反過來，家人可能主張病人本人‘有’不想撤除的意願，

而要求醫師提供「無效」(futile)的醫療，這是臨床醫師熟悉的自主(autonomy)與

行善義務(beneficence)相衝突的倫理兩難(ethical dilemma)。另外一個支持繼續無

效照護(futile care)的理由是，病人的宗教信念和教條，首先，對上帝強大的信念

讓教友們深信，即使面對嚴峻的預後，還是有可能出現奇蹟，而有些信徒主張他

們特殊的宗教價值觀要求以任何形式來維持生命；除此之外，家人可能強烈相信

醫生的生命品質評量(quality of life evaluation)不應該用來支持終止生命，因為這

種判斷很主觀，不能取代病人家人對病人生活品質的評價，也擔心無行為能力病

人生命品質被醫師認為少於一般健康且具行為能力的人，發生撤除維生設施的滑

坡(slippery slope)效應76。美國雖於 1990 年通過聯邦《病人自決權法案》(the federal 

                                                        
73

 Renee R. Anspach & Sydney A. Halpern, From Cruzan to Schiavo: How to Bioethics Entered The 
“Culture Wars”, in 2 Bioethical Issue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33, 33-58 (Barbara Kate Rothamn, 
Elizabeth Mitchell Armstrong, and Rebecca Tiger eds., 2008). 
74 Nancy S. Jecker, Medical Futility: A Paradigm Analysis, 19 HEC Forum 13 , 13-14 (2007).  
75 Zita Lazzarini, Stephen Arons, and Alice Wisniewski, Legal and Policy Lessons from The Schiavo Case: 
Is Our Right to Choose The Medical Care We Want Seriously at Risk?, 4 Palliative and Supportive Care 
145, 150 (2006). 
76

 Ibid., 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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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 Self-Determination Act)讓病人主導自己臨終的醫療決定，但醫療無效性問

題似乎仍隱藏在法案的背後；事實上，家人還是可能主導醫療的決定權，造成無

效醫療，且多數法庭上的案例，法院仍將終結生病的決定權交給病人的親人77，

難以完全杜絕家人決定所造成無效醫療的問題。 

 

我國臨終親屬決定權造成無效醫療的情形亦不少。不同於西方強調親屬以病

人自主意願為中心，堅持主張的大多是病人的信仰與信念，我國反而較偏向親屬、

家族的倫理教條與信仰作為為醫療決定的基礎。台灣末期病人的親屬具有濃厚的

家庭倫理與孝道觀念，以至於積極要求醫師使用藥物或侵入性治療，延長病人住

院天數，利用各種維生系統維持生命跡象78，甚至發生不惜排擠生還率高或治癒

率佳年輕病人的醫療資源79，以急救臨終末期病人生命的情形。 

 

 

第六節  小結 

 

安寧緩和醫療中，親屬是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末期病人接受緩和醫療

或相關治療，往往承受身心的痛苦和面對死亡的壓力，家人的照顧、陪伴與支持，

是安寧緩和醫療不可或缺的要素；另一方面，當末期病人進入無意識能力，且未

預先立下想要的維生醫療抉擇，基於社會對親屬與末期病人關係的信賴(trust)、

尊重病人的家人隱私(family privacy)以及親屬具有社會責任義務(obligation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醫學倫理肯定親屬代為決定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權利；

在生命倫理的層面，一般亦認為近親，如配偶、父母、子女等，對病人具有足夠

的認識，了解無意識能力的末期病人的願望，所以親屬決定權能夠符合生命倫理

的「尊重自主」原則。此外，為了避免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不能執行醫療決定，

而無法與有行為能力病人一樣，享有相同的醫療決定權利，此時應賦予末期病人

親屬代替決定醫療的方式，以符合「正義」的生命倫理原則。 

 

親屬對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決定權，在形成決定的

過程中，需要醫師提供相應的義務，依據生命倫理的基本原則，大致衍生出「告

知與說明義務」，藉以提供親屬判斷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所需的醫療措施、指引

                                                        
77

 Raymond S. Edge, John Randall Groves，劉汗曦、蔡佩玲、林欣柔譯，同註 60，頁 169。 
78

 楊婉伶、李存白、陳小妮，腎病末期病人之安寧療護—最後一哩路的陪伴，源遠護理，2 期，

頁 16，2012 年 11 月。 
79 台大醫院金山分院院長黃勝堅指出，常見許多病人在瀕死前勉強接受無效醫療，致排擠其他

重病人入住機會，曾有一對祖孫因不同疾病入院，兩人同(時)搶一張加護病床的狀況，差一點共

赴黃泉。…，各醫院加護病房床位有限，但有家屬害怕被貼上「不孝」的標籤，即使生命已屆盡

頭，照樣接受一整套的「死亡套餐」，ＣＰＲ、強心針、電擊等，既無助於病人存活，反而徒增

痛苦。節錄於：救病人的命，還是的心？無效醫療 排擠其他生機，聯合報，A8 版，2011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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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最佳利益、保護病人生命品質、避免病人的醫療權利受侵害與無效醫療等。

此外，親屬形成決定也有應依循的倫理標準，首要以病人預立的意願為主，如無

預立醫囑，親屬作為醫療的代替決定者時，應有足夠和最佳的知識背景瞭解病人

的特殊希望、價值和信念，使醫療決定符合病人自主意願；另外要考慮的是，病

人在此種病況下會想如何治療，而不是決定者自己在此種情況時想如何治療。最

後，若病人沒有明確的意願，或是該意願與所知的病人願望、信念和價值觀互相

矛盾時，決定者應依據病人的最佳利益作出判斷。 

 

在親屬對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決定權上，即便近代

醫學倫理已有相關的規範程序與架構，但親屬代為採取醫療決定的權利，其本質

與現實運作上仍存在兩個基本的倫理風險：第一，親屬決定權本身隱含「家長主

義」，雖各國文化上的差異，但常會發生親屬以自認的道德價值觀，甚或以「家

長」保護病人的立場，忽略病人對自身病情有「知的權利」，並且得依據親屬自

己的意願作維生醫療抉擇。第二，親屬對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維生醫療抉擇的決

定權，有「無效醫療」發生的危險存在，例如在美國的 Wangele、Schiavo 案例，

我們可發現到，家人也可能主張病人有不想撤除的意願，或是因病人的宗教信念

而要求醫師提供「無效」的醫療，這些情況往往造成臨床醫師的病人自主原則與

行善義務相衝突的倫理兩難；此外還有可能，親屬擔心醫師的生命品質評量—判

斷醫療有效還是無效—不符合家人對病人生活品質的評價，或是醫生可能認為無

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生命價值低於健康人，而形成輕易不施行、撤除或終止心肺

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滑坡(slippery slope)效應。而不同於西方強調親屬以病人自

主意願為中心，我國則較偏向親屬、家族的倫理教條與信仰作為醫療決定的基礎，

應而要求對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施行無效醫療也是常見的問題。因此，如何避免

親屬對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醫療決定權，淪為以親屬為中心的家長主義式的權

力運作模式，同時降低無效醫療的發生，保障末期病人的生命品質，亦是倫理與

法律規範不可不正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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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無意識能力病人的基本權利與親屬決定權 

 

解了親屬決定權本身存在難以避免的倫理風險後，本章將轉由分析與無意識

能力末期病人醫療決定相關的憲法基本權出發，不僅說明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

「親屬決定權」，實與病人的自主權、生命權、人性尊嚴具有緊密關聯，同時以

法律的觀點，關注無意識能力病人的權益，嘗試說明「親屬決定權」如何在法理

上具有正當性，和分析無意識能力病人的親屬決權與病人基本權利之關係。 

 

第一節  無意識末期病人的自主權 

 

第一項  病人自主權的概念 

病人自主權源自於傳統哲學，涉及近代個人「自主」的理論，當代文獻約略

分為「康德式」與「非康德式」兩種討論；大致而言，這兩種討論就是企圖透過

不同方法去回應：「行動主體如何可能在包圍他們、決定他們地位和能力的物質

與社會影響力中，還能夠真誠地實現自我主宰呢?」。 

 

傳統的「康德式」理論，是一種「不相容論」(incompatinbilism)，指的是行

動主體不與社會化或物質決定論妥協，藉由「自由行動者」(free agent)的理想條

件或自主的自我，來說明什麼是「自主」；「非康德式」的理論則是一種「相容論」

(compatinbilism)，意指「自主」存在於涵蓋主體的物質或社會影響力之中，企圖

從非社會化的自主決定，分辨什麼是社會化的自主決定。康德的哲學思想，可謂

是自主理論的主要立基點：「自主的意志是法律自身意志的所有物」(Kant, 1785, 

1948, p. 108)，理性的存在構作道德法自身並能將自身視為道德法的始者80；透過

康德的道德理論，對理性目的的選擇給予最大尊重，等同於肯定個人有自主的尊

嚴，成為支持人權(human rights)不可或缺的基礎，其原因在於：人權的概念表達

了對一般具有理性自主能力者，保持尊重的規範態度81。 

 

近代尊重個人自主權的「自主理論」，應用在現代的醫療照護倫理裡，其不

再僅是固守在「自願」和「告知後同意」，而是進一步關注在社會脈絡下，病人

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所應具有的自主性82；換言之，病人的自主權在醫療照護的

脈絡裡，是極具重要的角色。醫療關係經常會出現複雜難解的情況，例如醫護人

員基於家長主義，可能逕自替病人決定什麼樣的醫療較好，或是基於醫療專業為

                                                        
80 Natalie Stoljar, Theories of Autonomy, in 2 Principles of Health care ethics 11, 11-12 (Rechard E. 
Ashroft, Angus Dawson, Heather Draper, and John R. McMillan eds., 2007). 
81

 David A. J. Richards, Rights and Autonomy, 92 Special Issue on Rights 3, 9 (1981). 
82

 Natalie Stoljar, supra note 8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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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選擇醫療方式，嚴重忽略病人的需求等；因此，近代醫療倫理，主張「自主

權」以病人的需求與選擇為優先，調和醫療中的家長主義與專業主義。但關於是

否維持生命的醫療議題，若完全以病人自主權為優先—例如病人毫無理由拒絕維

生醫療的情況—也容易引起爭議83。 

 

第二項  自主權作為病人的基本權利 

 

《歐洲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ECHR)是使病人自

主權具有國際性地位的重要公約。該公約以 1948 年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為藍

本，於 1950 年由歐洲理事會各國簽訂，其目的是使世界人權宣言中所揭示的基

本人權，能得到普遍有效的承認與遵行；該公約並設立歐洲人權法院作為監督機

構，締約國管轄權內的每一個人均受該公約保護。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雖在各國

並非自動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若案件違反公約或議定書內容，且該國內法律

僅能部分賠償時，歐洲人權法院有權力判定是否應損害賠償，有些締約國甚至將

判決作為再審依據，成為國內法救濟的根源；此外，歐洲人權法院的相關判決也

會對歐洲各國造成衝擊，產生各國國內修法的效應84。 

 

《歐洲人權公約》有許多保障個人基本自由權利的個別條款，例如表達自由、

免於受折磨的權利或是個人所擁有的生存和自由權，除了顯見其尊重個人自主權

的精神之外，同時也隱含保護個人在醫療照護中的自主選擇。例如歐洲人權法院

在 X v Denmark(32 DR 282,1998 )案中指出，沒有得到個人的同意的實驗性質的

治療，在特定情況下視為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禁止酷刑以及不人道

或侮辱的待遇或處罰85」，；公約第 8 條更是明確保護個人自主權，尊重個人隱

私和家庭生活的自由權，除非是超出法律或民主社會公共利益等事由，否則不得

限制之86。歐洲人權法院也曾在判決清楚地提到，強制醫療干預應被視為《歐洲

人權公約》第 8 條個人自由的干擾；另外，公約第 9 條雖是保障個人思想、信仰

及宗教自由87，但也涉及因宗教信仰而拒絕輸血治療等關於個人醫療自主權的議

題（例如基於耶和華浸信會的信仰而不願進行輸血急救）88。 

                                                        
83 Elizabeth Wicks, Human Rights and Healthcare 60-61 (2007). 
84 廖福特，歐洲整合之人權因素，臺灣國際法季刊，1 期，頁 15、頁 19、頁 21、頁 32-33，2004

年 01 月。 
85 原條文：No one shall be subjected to torture or to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86 原條文：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respect for his private and family life, his home and his 

correspondence.  2. There shall be no interference by a public authority with the exercise of this right 
except such as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is necessar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in the interests 
of national security, public safety or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the country, for the prevention of 
disorder or crime, for the protection of health or morals, or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others. 
87

 原條文：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and religion ;... 
88

 Elizabeth Wicks, supra note 83, 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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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歐洲人權公約》作為歐洲各國病人醫療上自主權利的法源依據之外，

還有 1966 年聯合國通過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其中也有類似《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的規

定，此即《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7 條；然而，該條後段更進一步清楚規

定「特別是對任何人均不得未經其自由同意而施以醫藥或科學試驗」89顯見在醫

療中，病人自主的同意權是基本而不可侵犯的。 

 

而病人自主權作為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可從美國法院判決對憲法的運用和

解釋看起。1914 年 Schoendorff v. Society of New York Hosp (211 N. Y. 125, 105 N. 

E)案，法官 Cardozo 提出「每一個已到達成年有健全精神的人，對自己的身體有

決定任何事之權利。未經當事者同意而實行手術，醫師係實行人身侵犯(assault)，

故對所發生的損害應負賠償責任」首次確立了病人自主決定權90。1965 年，美國

最高法院在處理 Griswold v. Connecticut 案有關合法夫妻是否有避孕自由時，指

出聯邦憲法保護的自由權，雖非以列舉的方式呈現，但自由權是最基本的保護要

素，其包含個人明確的選擇權利在內；由此，美國法院確立了憲法保障的選擇自

由，係被涵蓋在實質的隱私權中。在這之後，也有其他案件判決和評論者，將此

種自由的法理解釋，運用在行為能力人基於憲法所保障的個人自由權利，以主張

拒絕末期的維生醫療91；1973 年 Roe v. Wade 案則更進一步解釋這種個人的自主

權利，該案判決認為，憲法的隱私權可擴及到一個女性決定是否墮胎，但必須有

所限制，並非所有個人權利都被憲法上的隱私權所保護，這些權利必須被視為「基

本的」(fundamental)或是「隱含社會秩序的自由概念」(implicit in the concept of 

ordered liberty)—雖然有些抽象，不過法院還是歸結認為，決定是否墮胎是「基

本的」憲法權利。此外，Gerety教授也表示，這種被視為基本的且受憲法保護的

隱私權，特徵即是「一種自主權或是控制個人同一性的緊密度」( an autonomy or 

control over the intimacies of personal identity )，透過這個定義，任何影響個人同

一性本質的決定，都應該被包含在隱私權，因此，病人決定是否拒絕醫療治療也

包含在這個定義之內92。 

 

相較之下，我國憲法並無「自主權」的明文規定，可以進一步討論的是，我

國憲法上的「身體權」和「隱私權」概念是否等於或涵蓋了病人的「自主權」？

我國憲法第二章人民的基本權並沒有明文規定「身體權」，而釋字第 689 號的解

釋理由書則是明確肯認「身體權」作為基本權，但這裡所指的「身體權」，比較

                                                        
89  原條文：No one shall be subjected without his free consent to medical or scientific 

experimentation. 
90 中村敏昭，日本學說及民事判例上之醫師的說明義務與病人的同意，載：醫療紛爭與法律，

頁 5，2004 年 7 月 1 版。 
91 Norman L. Cantor, Making Medical Decisions for The Profoundly Mentally Disabled 33 (2004).   
92

 McGinley T., the Right of Privacy and the Terminally-Ill Patient: Establishing the "Right-To-Die", 31 
Mercer L. Rev. 603, 611-613 (1979-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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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於保護個人的身心安全和資訊自主所主張的自由權利93；此外，「隱私權」

作為憲法上的基本權，釋字第 603 號解釋文清楚指出：「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

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

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

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顯見我國隱私權的概念，偏重於個人生

活中資料的自主與保密。以上兩個基本權的概念，雖來自個人人格自由的「自主

權」，但仍較屬於個人防禦他人侵害的基本權，是否能直接涵蓋個人積極主張「身

體權」或「隱私權」的醫療決定上，仍有疑慮。 

 

除了憲法基本權之外，現行醫療相關的法律也沒有明文規定病人的自主權，

雖然我國民法關於「侵權行為」的規定94中，有對於個人「身體」和「隱私」權

利的保護，然而，侵權行為法所保護「身體」權益比較是一種消極的防禦權，防

止他人未經本人同意，施行醫療行為而侵害病人的身體權益，相對地，病人的「自

主權」概念則是積極權利，具有「請求力」，也就是說，醫師的醫療行為不只是

要取得病人的同意，還要要求該同意是在醫師盡告知說明義務後所取得的，屬於

個人「知的權利」及「作決定的自由」；另一方面，我國民法的「隱私」權利，

雖含有個人「自主權」，但是醫療法中談到的保護病人「隱私權」反而等同醫師

的「保密義務」，和要求醫生「作為」(積極告知)，本質上還是有所不同95。實務

判決方面，我國法院在處理醫療上的過失傷害96或是損害賠償97之案件，判決已

                                                        
93 釋憲第 689 號理由書：「…各國對於惡意跟追行為，若侵犯他人之基本權利，嚴重干擾被跟追

人之生活作息，或對身體、生命法益形成威脅者，多以刑罰…，系爭規定…之行政罰鍰，…提供

個人隱私權最基本之保障，…，而與比例原則無違。…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亦與上開闡釋之一

般行為自由相同，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自由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理念，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

自由發展，亦屬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 
94 民法第 195 條：「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

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

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95

 楊秀儀，論病人自主權 ─ 我國法上「告知後同意」之請求權基礎探討，台灣大學法律論叢，

2 期，頁 31-33，2007 年 6 月。 
96 92 年自字第 20 號(民國 93 年 04 月 13 日) :「…肯定醫師在實施治療時擁有一定之裁量空間，

而醫師壟斷之專業知識與判斷，藉由醫療資訊之說明與告知，適可與病人之醫療自主權調和。又

病人接受醫療資訊之說明與告知，於本件案例所爭執者，為關於治療方針、處置、用藥及可能之

不良反應部分，醫師對於危險是否應加以說明與告知，除此等危險須基於一般醫師水準，為該醫

師所得預見者外，考量之要項尚有危險之發生機率與輕重之程度。醫療行為有足以造成身體發生

不可逆轉之重大危險之可能性，例如死亡或感官功能之喪失等，固有加以事先說明與告知之必要，

然其他程度不等之副作用，則以倘經說明或告知，則病人有拒絕醫療之可能者始屬之。」取自：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刑事裁判書彙編（93 年版）全一冊 第 89-102 頁。 
97

 96 年醫上字第 26 號(民國 97 年 11 月 18 日)：「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或實施手術時，應向病人或

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告知病情、治療方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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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為之醫療法第 63 條第 1

項、第 81條定有明文。甲○○並未分別依上開規定向江○○及其配偶即伊說明有關病人診斷結

果、為何決定依『經皮冠狀動脈氣球成形術』作為病人江○○治療方針、其成功率、可能之併發

症及危險，以及為何本應使用 2 支支架，最後僅使用 1 支支架之理由，減少 1 支支架會對病人之

預後及可能不良反應等，致伊無從依民法第 540條、醫療法第 63條第 1項之規定，啟動『醫療

自主權』來決定是否再尋求『第二意見』，或選擇採用比較安全之『血栓溶解性療法』或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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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使用「醫療自主權」一詞，引用《醫療法》或《醫師法》說明醫師應告知的義

務，由醫師提供醫療資訊和告知治療方針、處置、用藥及可能之不良反應部分等

危險，然而僅肯定病人在醫師提供的資訊下，有拒絕特定醫療的自主權利而已。 

 

第三項  無意識能力病人不施行、撤除或終止心肺復甦術與維生醫療

的自主權 

 

重視個人權利的美國，關於醫療決定的個人自主權發展相對快速。加上醫療

科技的進步，使許多無意識能力的病人缺乏良好的生命品質，或是違反病人個人

的價值觀，被無意義地推延死亡的時刻，因此，現今美國法學界和社會輿論，開

始討論病人的死亡權利(right to die)：這個權利預設了憲法上隱私權(Privacy)存在，

視為個人能自主選擇醫療方式的權利，彰顯出病人自主權的概念。 

 

在早年著名 Quinlan 案中，借鏡於先前聯邦法院處理生育權利而涉及身體自

主的判決先例，紐澤西(New Jersey)州最高法院歸結道：「雖然憲法沒有明確隱私

權，但最高法院判決已承認個人隱私權的存在且某些特定的隱私是在憲法之下被

加以保護的…這個權利可想而知是足以包含一個病人在特定情況下拒絕醫療的

決定。」從這個判決後，其他法院也由憲法隱私權導出個人放棄維生醫療的權利，

1990 年美國的 Cruzan
98案更呈顯指標性的轉變：當事人 Nancy Cruzan 是一位 33

歲的女性，1983 年的一場車禍後呈現植物人狀態，車禍一個月後她的神經復原

情況依舊不確定而被裝上鼻胃管，約過三年，Cruzan 小姐的病情沒有改善，她

的雙親和室友曾於車禍前一年得知 Cruzan 小姐親口表達不願像植物人般活著等

語，因此，她的雙親要求終止鼻胃管的醫療措施，州立醫院請求法院指示，因此

進入司法程序；訴訟過程中，密蘇里(Missouri)最高法院駁回雙親的主張，理由

在於這些證詞並不能作為「清楚且令人信服」(clear and convincing)的證據，州的

利益應保護 Cruzan 小姐的生命；然而，本案最後上訴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法院因採信曾與當事人在盲啞學校工作同事的證言，

證實 Cruzan 小姐不希望被機器餵食活下去，同時，主治醫師也不再堅持 Cruzan

小姐繼續鼻胃管的看法，1990 年法院授權她的雙親得撤除人工餵食。聯邦最高

法院更清楚地將「隱私權」轉由憲法第 14 條對自由的保障，作為拒絕維生醫療

的基礎，亦即，藉由美國憲法第 14 條正當程序的保障，使有行為能力人拒絕醫

療的利益能與國家利益作抗衡，避免國家過度限制個人醫療決定的自由，特別是

病人沒有意識能力的時候，也應該有行使拒絕維生醫療的權利99。 

                                                                                                                                                               
高之『繞道手術』，故台大醫院未履行上揭法定告知說明義務，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

任。」取自：司法院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判書彙編（97 年版）第 690-711 頁。 
98 Barnard Lo and Robert Steinbrook, Beyond the Cruzan case: the U.S. Supreme Court and medical 
practice, 114 Ann Intern Med 895, 895-896 (1991). 
99

 Alan Meisel and Kathy L. Cerminara, The Right to Die: The Law of End-of-Life Decision-Making 2:27, 
2:2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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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採不成文憲法的國家，如英國，透過由來已久的普通法已具備的基本

人權概念，或法官於判決中引用國際性人權公約—如《歐洲人權公約》—進而將

基本人權納入普通法100，並經由法官加以解釋、論證，以保障病人的自主權。對

於無意識能力病人是否撤除或終止維生醫療，有明確解釋病人自主權的案例，最

早出現是 NHS Trust v Bland 案：1989 年 4 月，因為一場發生在球場的意外，讓

Tony Bland 變成「植物人」(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 )，重傷發生前 Bland 並沒有

留下任何相關的醫療指示，經醫療診斷預估他沒有復原的機會，因此，Bland 的

家人和醫生尋求終止 Bland 維生醫療的許可，包含人工營養和水分補充；歷經英

國法院三審，皆允許撤除維生醫療，最後第三審在英國貴族院審理 (House of 

Lords，最高法院)定讞，移除維生器不久 Bland 便安詳辭世101。Bland 案的判決

理由非立基於成文憲法的基礎上，而是透過英國國內普通法找到類似自我決定和

保持身體完整性的權利，這樣的法理在 1985 年的 Sidaway v. Bethlem Hospital 

Governors(1 All E.R. 643)判決中，大法官 Scarman 就已肯定「自決」( self 

determination )的權利，該判決涉及病人有權知道醫師推薦的手術有什麼固有的

風險，雖然英國法律不承認有「告知後同意原則」，但是法院肯定病人有自主的

權利去知道醫療相關的事實102；此外，貴族院大法官 Goff 在判決中更指出「生

命神聖性原則(the principle of the sanctity of human life)」雖被《歐洲人權公約》

第 2 條103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6 條104保障生命權的規定所認可，但

並非絕對，在某種程度上應屈服於「 自決原則 」 (the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105，其直接點明某些情況下，病人自主權可凌駕於國家生命權

的保障。 

 

第四項  無意識能力病人的自主權與親屬代為決定維生醫療抉擇之

關係 

 

從開始對病人自主權的說明，到法院如何解釋和應用病人自主權的實際案例，

                                                        
100

 胡慶山，歐洲人權公約對英國憲法的衝擊－一九九八年英國人權法的成立與課題，臺灣國際

法季刊，4 期 ，頁 81-83，2005 年 12 月。 
101 Moira M. Mcqueen and James L. Walsh , The House of Lords and The Discontinuation of Artificial 
Nutrition and Hydration: An Ethical Analysis of The Tony Bland Case, 35 Cath. Law. 363, 363 (1994). 
102 Elizabeth Woods, The Right to Die With Dignity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 Physician: An Anglo, 
American and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4 ILSA J. Int'l & Comp. L 817, 826 (1998). 
103

 原條文：Everyone's right to life shall be protected by law... 
104

 原條文：Everyone has the inherent right to life. No one shall be arbitrarily deprived of his life... 
105

 Moira M. Mcqueen and James L. Walsh, supra note 101, 3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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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清楚的知道，普遍認為自由決定是否不施行、撤除或終止心肺復甦術與維生

醫療，無疑是無意識能力病人的基本權利，然而，無意識能力病人沒有表達能力，

如此的自主權該如何實行？而親屬又扮演什麼樣的功能？此便是無可避免需要

釐清的課題。 

 

回到 Cruzan 案，美國法院透過憲法解釋，承認無意識能力病人像一般有行

為能力的病人，擁有相同的自主權，可主張身體的完整性而拒絕醫療，但當事人

Nancy Cruzan 如果無法開口說明幾乎等於是喪失了拒絕醫療的權利，密蘇里最高

法院當時便採用所謂的「代替判斷」的方法，允許 Nancy Cruzan 雙親為代理人

(surrogate)；於此，代理人須確認，若當事人有行為能力並預見自己喪失意識後

的狀況將如何作為，基於該病人會有的決定為其作出維生醫療抉擇，但前提須有

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Quinlan 案紐澤西州最高法院，針對誰來決定是否撤除

Karen Quinlan 的呼吸器，明確指示「唯一能實踐防止權利被破壞的方法，就是

准許 Karen 的監護人和家人提供最佳的判斷(best judgment)…如她在這些情況下

會有什麼行動。如果他們有肯定的結論，那麼這個決定應該要能被社會所接受，

即我們認為，社會絕大多數成員在類似的情況下，也會對他們自己或他們親密的

人，作出相同的決定。106」雖然法院要求親屬和監護人的最後決定須符合社會客

觀認知，但仍是以親屬和監護人的判斷作為解決植物人維生醫療抉擇的方法107。 

 

換言之，無意識能力病人的自主權，要能實際發揮作用，親屬作為代理人代

為決定不失為有效的方法，原因在於，親屬與病人的關係最為密切，對於病人的

價值和生活信念等有充分的認知與了解，比起其他人或法院，更能得知或判斷病

人如果有意識時會想要甚麼樣的醫療決定，以期符合病人的醫療自主與最佳利益。

親屬的角色無疑是代替病人行使自主權的重要載體。 

 

然而，如果從英國判決處理無意識能力病人是否能不施行、撤除或終止心肺

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案件，我們會有新的發現：同樣是尊重無意識能力病人的自

主權，將自主權視為人人皆有的基本權利，但親屬的角色卻明顯不是實踐病人自

主權的代理者，而是病人最佳利益判斷的因素之一。 

 

原因在於，英國法院用另一種方式來解釋無意識能力病人自主權的地位，認

為病人擁有絕對的自主，沒有任何人能對無行為能力成年病人做出任何決定，即

便是法院也是如此；為解決實際上無法獲得無意識能力病人醫療決定的問題，法

                                                        
106

 原文：The only practical way to prevent destruction of the right is to permit the guardian and 

family of Karen to render their best judgment . . . as to whether she would exercise it in these 
circumstances. If their conclusion is in the affirmative this decision should be accepted by a society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whose members would, we think, in similar circumstances, exercise such a 
choice in the same way for themselves or for those closest to them.( Quinlan, 355 A.2d at 664.) 
107

 Lois Snyder, Life, Death,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 The Cruzan Case, 112 Ann Intern 
Med 802, 803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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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採取必要性原則，允許在特定的情況下，沒有得到病人的同意，醫師秉持病人

的「最佳利益」( best interests ) ，採取挽救病人生命、改善醫療條件等醫療決定。

學者 Kennedy 和 Grubb曾提出質疑，這樣的做法像是醫生有對病人的「準代理

權」( quasi-proxy )，親屬反而沒有合法的同意權或基於病人利益拒絕醫療的權利。

即便如此，醫生的病人最佳利益評估並不能完全與親屬的意見脫節，經過與醫生

的諮詢或在法庭上的陳述，親屬的意見可能才具有決定性；例如在 In re T( I992, 

4 All ER 649 )案中，大法官 Donaldson提到，Bland 案裡大法官 Goff 有考量到家

人的看法，如 Bland 家庭成員所承受的壓力等。儘管法官們重視到親屬的意見，

該意見確實能影響法官判定無意識能力病人的維生醫療抉擇，但是英國大多數類

的案件，比較像是 Bland 父親的證言一樣，證言內容讓法院很難判斷哪些是病人

的意願，哪些是親屬的看法，最後，反而使法官允許醫師依據專業判斷，進而擁

有病人維生醫療抉擇的決定權108。   

 

轉而觀之我國親屬決定權與無意識能力病人的自主權之關係，可以發現我國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於起草之初，多以美國法規為參考範本，當時美國直接稱

之為《病人自決法案》( Patients’ Self-Determination Act )，國內學者楊秀儀曾多

次建議應直接明文「確保末期病人之醫療自主權」，不過，該法立法目的最終是

明文規定為「為尊重不可治癒末期病人之醫療意願及保障其權利」，立法者似乎

有意避開「病人自主」的權利概念；再者，該法現今即便再次進行修法，但第 8

條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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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沒修改，所以病人除非明確告知醫師要預知病情，否則病人很有可能因為自始

不知道自己的病況或病程變化，而被排除於安寧緩和醫療過程和決策之外，任由

其家屬主導醫療決策。該法偏向不重視病人生活的價值、喜好與自主決定權，突

顯出我國立法採取家人中心( family-centered )的醫療決策模式109，也可看出我國

的病人自主權的法律概念運用上較為薄弱，親屬容易成為忽略病人意願或利益的

主要決定者。 

 

 

第二節  無意識末期病人的生命權 

 

第一項  生命權的概念 

 

                                                        
108 Katherine O Donovan and Roy Gilbar, The Loved Ones: Families, Intimates and Patient Autonomy, 
23 Legal Studies 332, 345-346 (2003). 
109

 楊秀儀，病人、家屬、社會：論基因年代病人自主權可能之發展，台灣大學法律論叢，5 期，

頁 11-12，200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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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權」在法學上指的是保障人之生物上，物理上存在不受侵害的權利，

而存在的期間，是依醫學上或生物上所認識的人個別存在為範圍；「生命權」除

了是一切權利的根本，亦是一切神聖性權利依附之所在110。 

 

生命權的概念，在西方的法學文化，常伴隨著「神聖性」的意涵，尤其是在

涉及終止維生設施的案件，密切關係到病人生命的保護，法官會將生命權與神聖

性作連結，提高了生命權不可隨意剝奪的地位。例如英國法官 Donaldson 在 In re 

J 案的主張：「我們知道求生的本能和慾望是非常強烈的。我們都相信和主張人

類生命的神聖性。如上解釋，這個公理說明和其重點在於，避免用決定者的觀點

去看問題，反而是要求去假設病人的角度去看問題。事實上，即使非常嚴重的身

障人士適應的生命品質，回報給非身障人士似乎顯然是難以忍受的。人們有著驚

人的適應力。但最終將有一些案件的答案是，兒童接受了增加痛苦，以及不論小

孩還是大人沒有好處的治療，還是要求他們活命，這樣作法並無任何利益可言。」

這段敘述中，其實是預設了生命的神聖性，每一個人都具有求生的意願，生命會

找到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無須非議，法院的角色不在於發現什麼是普遍客觀的

生命品質，法官的職責是去發現病人難以忍受之處111。該判決說明了生命權是普

遍的公理和最基本的保障，源於生命本身具有神聖性的信念，這種特殊詮釋不是

特例，早由來已久。 

 

在西方思想中，生命神聖性原則的發展，很大的部分要歸功於猶太基督

(Judaeo-Christian)的傳統，傳統生命神聖性的教義認為，人的生命是建立於神的

形象(the image of God)之上，因此具有不受不公平侵害的固有尊嚴。無論是否寄

託傳統神學，本質上，生命權意味著有不被故意殺害的權利，也正因為隱含固有

的人性尊嚴，所以當用生命神聖性原則來闡述生命權時，反而容易從「神聖」

(sanctity)轉化成更貼切的「不可侵犯」(inviolability)一詞，屬於非宗教方式的用

語與意義，用來說明生命權不被隨意侵犯的鐵律。此外，早在前基督教時期，西

方的醫學倫理希波克拉底誓言，就有醫師應避免病人生命帶來危害的倫理規範，

時至今日，〈日內瓦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6 條第 1 項「每個人

都具有固有的生命權。該權利應受法律保護。沒有人應該被隨意剝奪他的生命112」

也依舊保留著這樣的精神113；甚至在某些國家的憲法，例如德國基本法第 2 條第

2 項「人人有生命與身體之不可侵犯權。個人之自由不可侵犯。」114，都已將不

                                                        
110

 李震山，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頁 84，2011 年 10 月 4 版。 
111 Jon D. Feldhammer, Medical Torture: End of Life Decision-Mak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United States , 14 Cardozo J. Int'l & Comp. L. 511, 534-535 (2006). 
112 原文：Every human being has the inherent right to life. This right shall be protected by law. No one 

shall be arbitrarily deprived of his life. 
113 John Keown, the Legal Revolution: from “Sanctity of Life” to “Quality of Life” and “Autonomy”, 14 J. 
Contemp. Health L. & Pol'y 253, 256-257 (1998). 
114

 原條文： Jeder hat das Recht auf Leben und körperliche Unversehrtheit. Die Freiheit der Person ist 

unverletzlich. 翻譯來源：司法院，中外國法規。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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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剝奪和侵害的意涵，直接明文於規範之中。大抵而言，生命權不論在醫療或法

律的範疇，都是對個人生命最根本的保護，也是人性尊嚴和所有權利所依附之處，

而西方文化從「生命神聖性」出發的特殊脈絡，亦呈現出生命權不可隨意剝奪的

強烈性格。 

 

第二項  我國生命權的概念 

 

我國憲法對生命權並未如西方以神聖性觀點加以闡述，亦未有如德國基本法

第 2 條第 2 項的明文規定，但透過憲法第 15、8、22 條與大法官釋憲，仍肯定生

命權乃具有人格性質的基本權利。至於學理上，則有如下數種解釋方式115：(1)

擴大解釋憲法第 15 條的生存權，如大法官釋字第 476 號關於肅清煙毒條例第五

條的死刑規定解釋「本於特別法嚴禁毒害之目的而為之處罰，乃維護國家安全、

社會秩序與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第十五條亦無牴觸。」認為生存權

包含生命權。(2)以憲法第 8 條的人身自由保障為基礎，認為生命權的性質應屬

於對抗國家的防禦權，由憲法第 8 條導出國家對生命保障的消極義務，非如第

15 條生存權為積極給付的請求權。(3)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的人格權，認為生命權

非憲法明文列舉的基本權利，但本質是基於生命價值與人格尊嚴的維護，應屬於

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的權利。(4)結合憲法第 15 條及第 22 條，認為生命權為獨立

的基本權利，首重生命權為人與生俱來的固有價值，不應貶低為憲法第 22 條的

「其他自由及權利」，並結合第 15 條的生存權明文依據，是一種獨立的基本權

利。 

 

由此可知，生命權是保障一切基本權利的基礎，我國學理解釋上，多已肯定

憲法第 15 條之生存權具有生命權的保障，而生命權的內涵其中便包含了「生命

之尊重」和「生存延續保障」，因此，國家保護人民的基本權利的同時，對人民

生命延續亦有保障義務116。立法者依據憲法有義務將抽象的生命權保障具體化，

透過評估相關法益，國家在立法政策上享有一定的自由形成空間，以達到禁止保

護不足的原則，因此，國家可以不問人民意願，主動保護人民生命延續，如《行

政執行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2 款：「意圖自殺，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對受管

束之人顯然不尊重其「生命權」的自主決定117。此外，《醫師法》第 21 條：「醫

師對危急之病症，不得無故不應招請，或無故延遲。」這裡的「危急之病症」是

指病人所罹患的病症，如非及時醫療，恐有生命危險之虞，因關乎病人生命延續，

所以國家規定醫師有強制診療的義務；不過，此種義務也非絕對，如非「無故」—

即具有正當理由的情況—醫師得不予以診療，而正當理由正包含了尊重病人個人

                                                                                                                                                               
http://www.judicial.gov.tw/db/db04/db04-01.asp 
115 王澤鑑，人格權法─法釋義學、比較法、案例研究，頁 78-頁 79，2012 年 1 月。 
116

 謝榮堂，評析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月旦法學，171 期，頁 141，2009 年 8 月。 
117 李震山，同註 110，頁 99-100。 

http://www.judicial.gov.tw/db/db04/db04-01.asp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9 
 

的要求118。然而，瀕死末期病人多半來不及表達個人是否放棄生命的意願，即便

醫師知道緊急施予心肺復甦術也是無益，但基於醫師法第 21 條，再加上家屬可

能亦要求急救，醫師通常選擇「救到死為止」119。儘管即將臨終的末期病人，繼

續存活對病人可能已無意義可言，醫師不得隨意放棄對其生命延續的義務，則可

能形成人民放棄「生命權」的自主決定與「國家保護人民生命的義務」之間的衝

突。 

 

第三項  國家保護生命權的義務 

 

生命權具有強烈不可隨意侵害的性格，因此，國家對於人民生命產生保護的

義務。以霍布斯的社會契約論來看，一個市民社會的建構，國家對於人民的生命

具有保護的義務，特別體現在憲政秩序裡，為抵擋安樂死實施或人體試驗的範圍

漸次擴張，造成滑坡效應，遂提出國家保護生命義務的「生命權絕對化原則」120；

而近代的憲政主義使憲法成為具有規範性( Normationtivität )的概念與制度，確立

政體、規範政府基本架構並保障人民基本權利，憲法具有「框架秩序的基本性格」

(“Rahmenordnungs”-charakter )，也就是說，憲法僅是對國家和社會生活最基本的

規範，並予以其他憲法機關必要的行動空間與形成餘地，所以，基本權利除了是

一種「權利」，更被理解為「基本權保護義務」 (sogenannte grundrechtliche 

Schutzpflichten)，基本權不僅是對抗國家的「防禦權」，同時建構出國家積極保

護基本權法益的義務，如德國「不足之禁止」(Untermaβverbot)的法理概念，國

家對於人民的基本權應積極給予「保護和促長」(schützend und fördernd)
 121。這

個法理概念提供基本權利之一的生命權，能享有國家積極的保護，但國家積極保

護的行為難以避免與人民放棄生命權發生衝突。 

 

例如婦女墮胎自主權與放棄自身胎兒的生命權的問題，美國從判決中確立了

個人有憲法保障的隱私權，發展出病人醫療自主權的概念，但在德國的判決卻有

不一樣的面貌。1993 年德國第二次墮胎案(BVerfGE 88, 203)，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判決指出，根據德國基本法第一條關於人性尊嚴與第二條關於生命權的規定，課

予國家保護人類生命的義務，包括未出生的胎兒，且為履行保護胎兒生命權的保

護義務，國家不能依賴人民自願的行為，必須制定具有法律上有約束力或有法律

效果的行為命令，保護並助長胎兒的生命，防衛來自他方對生命權的侵害122。德

                                                        
118 李建良，拒絕輸血與信仰自由，台灣本土法學雜誌，17 期，頁 133-134，2000 年 12 月。 
119 楊秀儀，救到死為止?從國際間安樂死爭議之發展評析台灣「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國立臺灣

大學法學論叢，3 期，頁 21-23，2004 年 5 月。  
120 顏厥安，鼠肝與蟲臂的管制：法理學與生命倫理論文集，頁 23、頁 40，2004 年 9 月。 
121 李建良，人權思維的承與變：憲法理論與實踐(四)，頁 171-174，2010 年 9 月。 
122

 陳愛娥，憲法對未出生胎兒的保護 ─ 作為基本權保護義務的一例來觀察，政大法學評論，

58 期，頁 71，199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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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基本法第 2 條「人人有生命與身體之不可侵犯權」承認對生命權的保障，當牽

涉法律與醫學相關的爭議事件，像是上述提到的墮胎或人類胚胎研究，德國採取

保護生命的立場十分顯見，這或多或少來自於德國納粹時期的歷史包袱，促使德

國有義務承認並維護生命的神聖性123；雖然生命權並未要求每人要維持活下去的

義務，但常可以看到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多次 (BVerfGE 39, 1, 42; 46, 160, 164) 強

調並要求國家對生命的保護義務，應「採取保護和支持生命的態度 ─ 換言之，

在特別情況下，保護生命避免他人不法侵害。」這其中當然也包含了積極去預防

潛在自殺行為的義務，但也相對地衝擊到臨終醫療、自然死和自殺等關於放棄生

命的議題124。 

 

此外，即便美國在墮胎案件的爭議中，肯定人民在憲法上的隱私權包含個人

的醫療自主權，但許多關於無意識能力病人撤除或終止維生醫療的案件，州政府

極力捍衛病人生命的情形其實也屢見不鮮，例如在第二章所提到的 1977 年

Saikewicz 案中，美國法院便清楚地整理出早先的案件，歸結出四種不同的國家

利益，用以平衡個人的隱私權利益：生命的保存(the preservation of life)、無辜第

三人利益的保護(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innocent third parties)、自殺的防

止(the prevention of suicide)和維護醫學界的道德操守(maintaining the ethical 

integrity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然而，美國法院也注意到，面對無意識能力末

期病人不施行維生醫療的問題，專業醫療人員提出可以治癒病人的治療，進而衡

量是否符合國家保護生命的利益之情形，與專業醫療人員提出的治療，只能期待

單純地延展病人生命，進而衡量是否符合國家保護生命的利益之情形，兩者相較

之下顯然是有極大不同的125。儘管如此，美國還是有法院認為拒絕維生醫療雖被

視為憲法基本權利所保障，但強調「國家行為」(state action)對於該權利仍有其

必要性，華盛頓州的 In re Colyer 案法官 Brachtenbach 就明白地指出：「國家的存

在能具體呈現乃是藉由對醫院和醫護人員實行刑事制裁的功能、許可醫師執照、

要求司法參與監護人指派的過程以及有國家親權(parens patriae)責任去監督無行

為能力者的事務。總括這些因素展現出，國家與為了調和憲法隱私權而存在的禁

止撤除或終止維生醫療之間，存在緊密的關係。」126。 

 

第四項  國家保護無意識能力病人的生命權對親屬決定權之限制 

 

                                                        
123

 Danuta Mendelson and Timothy Stoltzfus Jos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aw of Palliative Care 
and End-of-Life Treatment, 31 The Journal of Law, Medicine & Ethics 130, 135 (2003). 
124 Nationaler Ethikrat (the German National Ethics Council), Self-determination and Care at The End 
of Life 52-54 (2006). 
125

 McGinley T., supra note 92, 606 . 
126

 99 Wash.2d 114, 660 P.2d 738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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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主義的制度賦予國家保障人民生命權的義務，對個人是否能任意決定生

命，產生某種程度的限制，同樣地，親屬代替無意識能力病人決定是否不施行或

終止維生醫療等，因為涉及無意識能力病人的生命，親屬拒絕維生醫療的決定，

可能違反病人的生存意願或個人價值觀，進而強化國家保護生命的義務；即使親

屬是為了無意識能力病人免於痛苦或維護尊嚴，而決定撤除或終止維生醫療，但

法院的判決也難以忽略國家保護生命的義務，因此限制了親屬的決定權力。特別

是如沒有留下任何拒絕維生醫療相關醫囑的無意識能力病人，法院可能對判斷病

人意願採嚴格的標準，不會輕易採信親屬的意見，這不只是為了堅守要有明確的

病人自主意願，更重要的是達到保護病人生命不被任意剝奪的目的。 

 

紐約州的 O'Connor 案127，當事人是 77 歲的 Mary O’Connor 女士，曾是醫院

行政人員，因為歷經一連串的中風，已無行為能力，無法清楚表達自己的醫療決

定，且須仰賴鼻胃管進食，但她的女兒拒絕讓 O’Connor 女士插上鼻胃管，因為

當事人從經數次跟女兒和同事提到如果自己不能照顧自己也不能為自己做決定，

她不想用人工的方式活下去，O’Connor 女士在經歷繼母癌症病逝和她自己心臟

病發住院後，甚至跟女兒說不想要任何形式的生命支持系統來延長她的生命；儘

管有同事和女兒們的證詞，紐約上訴法院引用 Storar 案(Matter of Storar, supra, 52 

N.Y.2d at 379, 438 N.Y.S.2d 266, 420 N.E.2d 64)表示，每個人都有生命權，任何人

都不應該拒絕基本的醫療照護，除非有證據清楚且令人信服地  (the evidence 

clearly and convincingly)顯示病人在某種特別情況下拒絕該治療—這個嚴格的標

準適用於本案，因為如果有任何錯誤可能會發生，那麼就應該選擇站在生命這一

邊；法院因此認為，O’Connor 女士多次的陳述只是針對不好的情況而有的一般

反應，不是一種「堅定和確定的承諾」(firm and settled commitment)，不能做為

清楚且令人信服的證據來主張撤除人工鼻胃管。 

 

在德國也有類似知名的案例—Kempten案(BGHSt 40, 257)：該案當事人是一

名 76 歲的老婦人，因腦部嚴重受損陷入昏迷，親屬主張撤除人工餵食，她兒子

的證詞提到，八年前當事人曾看到電視節目上因癱瘓和褥瘡而受苦的病人，說出：

「絕不想這樣結束生命。」但法院認為這樣的陳述不能被理解為推定撤除人工餵

食的可靠基礎，因為當事人之後不論是口頭上或是書面上都未曾再表達這樣的情

緒，那可能只是一種隨口的話語；再者，近三年來當事人都無法溝通並感受周遭

的情形，不足以推定當事人同意撤除維生醫療。德國聯邦最高法院(BGH)強調，

病人的推定意願需要仰賴可靠的證據，避免由醫生、病人親屬或照護者來決定病

人的存在有無用處，法院認為對沒有治癒可能的無行為能力病人，要撤除其醫療

上的治療，須與當事人推定的意願一致，並考量病人先前口頭或書面的陳述、宗

教信念、個人價值體系、預期壽命和其所承受的疼痛，而這些因素必須有清楚的

證據，換言之，在有疑慮的情況下，最高法院表示，生命的保護比醫生或病人家

                                                        
127

 72 N.Y.2d 517, 531 N.E.2d 607, 534 N.Y.S.2d 886. 522, 527, 53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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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個人意見都來得重要128。 

  

然而，從兩個判決可以思考到另一個問題：國家嚴格保護病人的生命權，避

免遭受他人隨意侵害，反而可能使無意識能力的病人無法脫離人工延命的醫療設

施，原本已年老或不能治癒的病人，形成不能自然地結束生命的困境，同時，也

讓親屬繼續負擔沉重的照顧和心靈上的煎熬。我國學者顏厥安認為，如承認國家

有絕對的生命保護義務，禁止無意識能力者結束生命，必須也要考量到國家應有

照護其生命維持的負擔義務129；此外，我國也有其他論者贊同這個看法，進一步

說明無行為能力末期病人的病況，有時承受極大痛苦，加上喪失自我思考和認知

能力，應可視為「非人」的狀態，因此，國家實行末期病人生命的保護義務時，

應重視生命的實質內涵，其實質內涵應包括物質與精神兩方面，重症病人物質上

的保障，除了給予國民醫療救治，尚須提供病人周全的生活照顧，不能將此等責

任推給病人的親屬，而精神上的生命保障，國家必須讓每一個國民生命具有人性

尊嚴的考量，如重症病人僅靠維生器延續生命現象、植物人等，應視為已喪失生

命內涵的實質精神130。 

 

 

第三節  從人性尊嚴的角度思考 

 

第一項  「人性尊嚴」的發展簡史131
 

 

「尊嚴」的概念具有豐富的哲學與歷史傳統。最早人性尊嚴被視為一種個人

的智慧，例如 Marcus Tullius Cicero ( 106-43 BC )，一位追隨雅典斯多葛(Stoics)

學派的羅馬人，認為人的尊嚴具備「特性」 (characteristic)和「基礎需求」

(requirement)，而這兩者都必須建立在人類理性上。進入中世紀基督教時期，人

的尊嚴源自於相信上帝在創造人類時，允許人類分享一些上帝神聖的理性和心靈

(might)，這種尊嚴來自於形而上的宗教概念，使人性尊嚴與社會和個人智慧脫

離。 

 

至康德(Kant)，則將人性尊嚴與神聖性脫離。根據康德的論證，所有的人都

                                                        
128

 S. Halliday and L. Witteck, Decision-Making at The End-Of-Life and The Incompetent Patient: A 
Comparative Approach, 22 MEDLAW 533, 537-539 (2003). 
129 顏厥安，同註 120，頁 41。 
130

 林書楷、林淳宏，從法律與醫學倫理的觀點論積極安樂死之合法化，興大法學，8 期，頁 139-141，

2010 年 11 月。 
131 Nick Bostrom, Dignity and Enhancement, in 8 Human Dignity and Bioethics 173, 173-175 

(Richard John Neuhaus ed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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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尊嚴，尊嚴是一種絕對價值，不能價格化或作為工具。人性尊嚴論證的基礎

在於人是理性和道德的行為主體(agent)。為了要尊重這個尊嚴，對自己死他人，

都不能將其是為工具和手段，避免減損我們的理性能力—如此則揭示了人類的自

身即是目的。 

 

「人性尊嚴」一詞在十八、十九世紀並沒有在歐洲的憲法或宣言中被突顯，

反而是在 1919 年德國威瑪法憲法中出現，隨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受矚目；

1900-1945 年，有四個國家憲法寫入「人性尊嚴」，1945 到 1997 則超過三十七個

國家將它納入憲法；1945 年制定於聯合國憲章，1948 年也出現在世界人權宣言

中以及其它宣言、公約等。 

 

在二次大戰後，紐倫堡審判提出了〈紐倫堡守則〉，‘人’作為研究實驗的

對象應該受到更高的倫理規範；隨後 1964 年，由世界醫學會制定出可以應用的

〈赫爾辛基宣言〉，它的基本原則就點出保障受試者的「尊嚴」132。70 年代貝爾

蒙報告書中，也提到對人尊重的三大訴求：對人性基本的尊重、人權的維護及對

受試者福祉的關心133。時至今日，「人性尊嚴」在生物醫學研究倫理規範和醫學

倫理中，用以支持告知後同意、保密義務等規範，甚至應用在安樂死、基因治療

等與‘人’相關的議題上，並同時是立憲國家的最高規範，法律的根本精神。「人

性尊嚴」的概念是跨足法律與醫療倫理的至上原則。 

 

第二項  「人性尊嚴」作為法律概念與臨終死亡之關係 

 

「尊嚴」概念的具體內涵確實充滿許多不確定性，特別是運用在實際的事件

時，常會出現不同的使用脈絡與意涵，有時候是具有相對性，因時空不同而有異，

有時又具有替代性，為了生命、安全或健康而可以隨意被取代等134，呈現一種抽

象概念的使用方式。Ruth Macklin 在 2005 年指出，「尊嚴」根本是無用的觀念，

實際使用在‘人’的醫療倫理原則，無外乎只有個人的自主同意。例如「尊嚴」

用於美國社會討論死亡過程的例子：1970 年代開始與死亡過程產生相關聯的討

論，用來表達「尊嚴死亡的權利」(The right to die with dignity)，這樣的發展迫使

美國制定相關法律，1976 年加州通過《自然死法》(Natural Death Act)提及病人

的尊嚴和隱私，立法者應該認定為成人有權利去立定醫療指示，指示他的醫生維

持或撤除臨終時的一切維持生命程序，從這個死亡程序的脈絡中，可以知道「尊

                                                        
132 原條文：BASIC PRINCIPLES FOR ALL MEDICAL RESEARCH ─It is the duty of the physician in medical 

research to protect the life, health, privacy, and dignity of the human subject. 
133 劉陽明，論人體試驗之國際規範：從傳統到後基因體的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頁 30-31，2009年。 
134

 史迪芬‧平克著，何建志譯，尊嚴之愚昧：保守派生命倫理學最新、最危險的計策，法律與

生命科學，3 期，頁 6-7，200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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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不過是個人的「自主」(autonomy)權利而已135。 

 

儘管「尊嚴」在社會文化的使用和生命倫理的實踐上，既抽象又可能被其它

原則所代替，但這並不代表「尊嚴」不具規範價值，或是對生命倫理與社會狀況

沒有任何作用。「尊嚴」一詞在各國法律規範或體制內仍是重要的上位原則，如

德國基本法第 1 項第 1 條將「人性尊嚴」明文規定於其中，即具備相當的規範功

能，在某些極端的侵害例子，如刑求、放逐等，國家應基於人性尊嚴，放棄國家

干預或防禦第三人侵害136。「人性尊嚴」作為一個法律的原則和概念，保障人之

所以為人的所有基本權利，型塑出身為‘人’應有的「尊嚴」對待，並未因為在

不同法治社會的運用，變得危險、浮動而無意義，反而更是在法治與法體系的運

作中豐富其意涵。國內亦有學者進一步解釋，「人性尊嚴」中立價值建立在「保

護內涵最小化與社會承認理論」，共同體的成員之間相互承認、尊重對方的自我

決定權，基於這個基礎，進一步導出國家保護義務與統整衝突137，經共同承認的

「人性尊嚴」價值和法治原則，在多元和變動社會情狀得以在法治體系裡討論和

解釋。 

 

因此，「人性尊嚴」作為一個法律概念不只是至高的原則，也能應用在不同

關於‘人’的事務之中，與每個人臨終息息相關。例如「尊嚴死亡」的法律概念，

在我國法學論述又稱為「尊嚴死」(Death with Dignity)，雖各國使用或運用上有

所不同，但大體而言是指「對於沒有回復希望之末期病人，終止無益之延命醫療，

使其具有『人性尊嚴』以迎接自然死亡之措施」138其概念與「安樂死」有重疊之

處，如終止延續生命的醫療，不餵食或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等，使病人自然死亡，

屬於消極不作為的安樂死；「尊嚴死亡」概念涵蓋的範圍也會因情況而有所不同，

如病人可能有無法形成自主決定的情形，無從得知其囑託或承諾，此時可藉由「尊

嚴死亡」來判斷病人的客觀利益，一般來自於減輕自身疼痛，有時甚至是牽涉到

家族、醫院、財政等的客觀利益139。 

 

第三項  「人性尊嚴」觀點應用於無意識能力病人不施行、撤除或終

止心肺復甦或維生醫療的案例中 

 

                                                        
135 文中提到 1976 年《加州自然死法〉(California Natural Death Act)原文內容為 “In recognition of 

the dignity and privacy which patients have a right to expect, the Legislature hereby declares that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shall recognize the right of an adult person to make a written directive 
instructing his physician to withhold or withdraw life-sustaining procedures in the event of a terminal 
condition.’’節錄於 Ruth Macklin, Dignity is a Useless Concept , 327 BMJ 1419, 1419 (2003). 
136

 Michael Kloepfer，李震山譯，人的生命與尊嚴，載：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頁 110-111，2009

年 2 月。 
137 蔡維音，人性尊嚴作為法概念之出路，法律與生命科學，3 期，頁 13、15，2009 年 7 月。 
138

 陳子平，尊嚴死(安樂死)初論，憲政時代，1 期，頁 55，1998 年 7 月。 
139 同前註 138，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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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憲法法庭 (Constitutional courts)經常建議，「尊嚴」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個

人自主，是不受國家干預的自由領域，以確保最小化國家干預個人財產、身體完

整性(bodily integrity)和隱私權的程度；美國最高法院基本上也是如此鞏固個人固

有的人性尊嚴(inherent human dignity)，在許多判決裡，法院並非評價特定人的尊

嚴，反而是聯繫內在人性尊嚴固有的自主權或決定能力，強調人性尊嚴須具備某

些程度的消極自由(negative freedoms)。然而，尊嚴要能發揮強制力(coercion)的

實質作用，法院判決必須明確地說明尊嚴具體的規範為何，而其必然會隱含美國

社會文化的「社群主義」，用以解釋說明尊嚴的實質內涵，其中偏向個人主義、

自主權和國家最小干預的原則，具體化「尊嚴」應該包含什麼樣的價值觀，而遵

守這些價值觀也等於是一種個人的「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透過道德、政

治或法律上的規範，產生實質的強制力140。 

 

如我們在之前探討無意識能力病人的自主權時所提到的 Cruzan 案，在該案

判決書的不同意見裡，Stevens 法官表達不贊同州保護生命的利益，可以完全凌

駕於 Cruzan 小姐受憲法所保障的身體完整性和選擇死亡的自由權利，他還清楚

提到：自由的概念是與身體的自由和自決緊密糾結，所以美國憲法正當程序條款

(Due Process Clause)排除身體上侵害的方式取得證據，這不僅是這種程序方法是

粗暴的，而是冒犯了人性尊嚴(offensive to human dignity)，同樣地，藉由憲法的

解釋也阻礙了有些州有意將絕育入罪的行為，這是因為婚姻與生育是基本的公民

權利；由此可知，人類身體的神聖性和個人隱私顯然是基本的自由，任何違反了

身體完整性(bodily integrity)的行為就是侵害了自由權利，而憲法保護人類的身體

必然離不開居住於其中的精神和心靈。Stevens 法官進一步指出：選擇死亡的權

利應考量當事人內心裡過去對生命的理解，而不是州對生命的定義141；「人性尊

嚴」的法律概念，是能夠具體地延伸出尊重身體完整性與個人隱私的自由權利，

並作為無意識能力病人的基本價值，讓無意識能力病人也有選擇醫療方式的自主

權。 

 

不施行、終止或撤除維生醫療或心肺復甦術，涉及‘人’的核心價值以及保

護個人隱私的自由權利，其不只是隱含在美國憲法和大部分國家的憲法裡，也清

楚地被《歐洲人權公約》所保護。2002 年歐洲人權法院受理英國的 Pretty 案，

當事人Diane Pretty於 1990年被診斷罹患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俗稱漸凍人症，平均壽命約三到四年，最後會因為無法

控制自己的呼吸系統而喪命。她在生命剩餘的幾個月，透過協助表達的機器，清

楚地寫下希望自己能免於最後承受窒息死亡的痛苦以及已無法與家人溝通的心

痛，因此想由醫師和丈夫協助死亡。這個行為違反當時英國的 1961 年通過的《自

                                                        
140 Neomi Rao, Three Concepts of Dignity in Constitutional Law, 86 Notre Dame Law Review 183, 207, 
224 (2011).   
141

 497 U.S. 261, 110 S.Ct. 2841. 34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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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法》(Suicide Act 1961)，他的律師請求檢察局長(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確認其丈夫協助死亡後不會遭到起訴，卻遭回絕，同年八月，Pretty女士轉而請

求法院確認和撤銷禁令142。 

 

當時 Pretty 女士主張《自殺法》違反《歐洲人權公約》，其中最重要的爭點

在於，《自殺法》是否侵害到 Pretty 女士受《歐洲人權公約》第 8 條所保護的個

人隱私權，而這涉及個人決定死亡的自由143。英國法院的判決認為公約第 8 條的

權利不能擴張到臨終決定(end-of-life decision-making)，主要理由是該條乃是關於

個人如何生活而非如何死亡144；然而，上訴到歐洲人權法院後，人權法院否定英

國法院的見解，更進一步解釋如下：「公約的精隨在於尊重人性尊嚴與人類自由。

在沒有任何否定公約保護的生命神聖性原則之情形下，法院認為生命品質概念的

意義是受第 8條所保護，在醫療技術不斷成熟而伴隨預期壽命延長的時代，很多

人關心的是他們不應該被迫停留在年老、年邁的生理或心靈的衰老，且已強烈地

與自我同一性概念相衝突的狀態。145」據此，「本案申請人被(英國)法律禁止行

使她認為可以免於沒尊嚴與痛苦的臨終而作出之選擇。本法院並不排除這種情況

已構成干預公約第 8條第 1款保障她生活的隱私權利。146」。 

 

從這兩個案例不難發現，不論是有意識或無意識能力的病人，病人的人性尊

嚴最重要、被普遍認同的內涵，是在於肯定所有的病人都具有自主權(autonomy)，

透過主張個人的隱私權，可以自由地選擇能避免痛苦和自己認為沒有尊嚴的臨終

方式，以實現屬於個人生活的人性尊嚴。然而，人性尊嚴除了與自主權密不可分，

除了由自主權核心價值發展出來外，「人性尊嚴」另一種對無意識能力病人是否

應不施行、撤除或終止心肺復甦或維生醫療的解釋，乃是跳脫探求病人主觀的抉

擇或主張個人自主權，就無意識能力病人所處的醫療情況，以‘人’所應有的處

境，加以判斷和詮釋。 

 

                                                        
142

 Janna Satz Nugent, “Walking into The Sea” of Legal Ficti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Pretty v.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versal Right to Die, 13 J. Transnational Law & 
Policy 183, 184-187, 191 (2003). 
143 Ibid., 192. 
144 Clarles Foster, Human Dignity in Bioethics and Law 165 (2011). 
145

  Pretty v United Kingdom (2002) 35 EHRR 1, para 65. 原文：The very essence of the Convention is 

respect for human dignity and human freedom. Without in any way negating the principle of sanctity 
of life protected under the Convention, the Court considers that it is under article 8 that notions of the 
quality of life take on significance. In an era of growing medical sophistication combined with longer 
life expectancies, many people are concerned that they should not be forced to linger on in old age or 
in states of advanced physical or mental decrepitude which conflict with strongly held ideas of self and 
personal identity. 
146 Pretty v United Kingdom (2002) 35 EHRR 1, para 67. 原文：The applicant in this case is prevented 

by law from exercising her choice to avoid what she considers will be an undignified and distressing 
end to her life.The Court is not prepared to exclude that this constitutes an interference with her right 
to respect for private life as guaranteed under article 8(1) of the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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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英國許多指標性判決可以看到，特別是植物人的案件，常迫使審理法官們

面臨「什麼是生命」、「什麼是『人』」等通常可以避而不談的問題；如同先前提

到的 Bland 案，第二審上訴法院( the Court of Appeal)法官 Hoffman，就針對尊嚴

與其他倫理原則提出評論147：「我們對於生命神聖性的信念，解釋了為什麼我們

會認為造成別人死亡幾乎都是錯誤的，即使是那些我們認為如果自己像他們一樣

寧願去死的絕症或嚴重殘疾之人，也是如此。…但生命的神聖性只是我們用來決

定應該如何生活的眾多道德原則之一。另一個是…我們所謂的個人自主或自我決

定的權利。而另外一個原則，緊密相連的，是尊重人類個體的尊嚴：我們的信念

是不論當事人怎麼認為的，對某人羞辱或沒有尊重他作為人的價值來治療都是錯

誤的。事實上，一個人的尊嚴是一種固有的價值，展現在現實中，當某人的行為

貶低了自己，沒有充分展現對他自身作為人的尊重時，我們會感到難堪以及認為

這樣是錯誤的。148」這個見解指出了一個重點，尊嚴永遠大過於一種自決的價值

(dignity is always something more than a self-determination value)，它是人類固有的

概念，但至少某部分是取決於一般社會成員對於「尊嚴」的感知，具有客觀性149，

特別是已無痊癒希望、又沒有留下清楚的醫療指示的重症病人，是否持續延命治

療，病人的處境和利益更不能不將尊嚴納入考量。 

 

例如，2005 年英國 An NHS Trust v Ms D and Mr and Mrs D 案150，是第一例

家事法庭(Family Division)的案例：D 小姐是一位 32 歲的女性植物人，因粒腺體

細胞病變，估計存活 6 個月到 1 年，照護她的機構聲明，現階段即便是有需要，

對 D 小姐施行心肺復甦、通氣或中央靜脈導管放置術，都不是 D 小姐的最佳利

益；聲明中還提到：「…這樣的治療和照護能夠適當地保證 D小姐承受最小的痛

苦、不適與自主權的侵害，保持提供適當治療與維持 D 小姐最大尊嚴兩者的一

致。151」隨後法官 Coleridge 核准了該聲明，其中的理由是：「…我的判決裡認為

她應該實現有尊嚴地死去。有些人可能會說，這可怕疾病的發生和過程早就已經

                                                        
147

 Clarles Foster, supra note 144, 99-100. [1993] AC 789. 
148 Airedale NHS Trust v Bland [1993] AC 789. At page 826.原文：Our belief in the sanctity of life 

explains why we think it is almost always wrong to cause the death of another human being, even one 
who is terminally ill or so disabled that we think that if we were in his position we would rather be 
dead... But the sanctity of life is only one of a cluster of ethical principles which we apply to decisions 
about how we should live. Another is... We call this individual autonomy or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And another principle, closely connected, is respect for 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human being: our belief that quite irrespective of what the person concerned may think 
about it, it is wrong for someone to be humiliated or treated without respect for his value as a person. 
The fact that the dignity of an individual is an intrinsic value is shown by the fact that we feel 
embarrassed and think it wrong when someone behaves in a way which we think demeaning to 
himself, which does not show sufficient respect for himself as a person. 
149

 Gay Moon and Robin Allen, Dignity discourse in discrimination law : a better route to equality ?, 6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610, 628 (2006). 
150

 Clarles Foster, supra note 144, 170. [2005] EWHC 2439 (Fam). 
151 原文： “…such treatment as may be appropriate to ensure that she suffers the least distress, 

discomfort and invasion of her autonomy as is consistent with giving the appropriate treatment and 
that she retains the greatest dig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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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地損害了她的尊嚴。讓她的身體再進一步地受到嚴重侵害，只會再降低她的

尊嚴。…
152」這裡尊嚴概念的使用，已不再是侷限於如何證明或急於尋求病人的

意願為何，而是清楚地將尊嚴的概念當作病人最佳利益的重要因素，進一步說明

無意識能力病人承受的痛苦和一般社會大眾所不能接受的折磨，客觀評估後作為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和維生醫療的理由。 

 

第四項  無意識能力病人的「人性尊嚴」與親屬代為決定維生醫療抉

擇之關係 

 

以人性尊嚴的角度來探討無意識能力病人生命末期的處境和維生醫療抉擇，

粗略可以歸結出兩個面向：首先，病人的人性尊嚴意味著病人是有完全自主權利

的主體，病人能決定自己希望的臨終醫療，換言之，無意識能力病人臨終時由他

人代為主張自主權，等於是肯定了病人自身的人性尊嚴。先前本文已經就「無意

識能力病人的自主權與親屬代為決定維生醫療抉擇之關係」作過討論，因為親屬

最能了解、最可能得知病人的意願、價值和偏好，於是得成為無意識能病人自主

權的代理人；即便無法確切了解病人的真意而代為行使自主權，親屬仍是形成無

意識能力病人醫療決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親屬代替行使無意識能力病人的自主權，某程度上可以展現病人個人的尊嚴，

美國學者 Dworkin 曾提到，尊嚴作為一種權利，不僅僅限於個人的「經驗利益」

(experiential interests)，如個人自尊(self-repect)這類的感受，還與我們的「關鍵利

益」(critical interests)有重要的關聯；關鍵利益聯繫到我們自我生命的內在價值，

人們會擔心自己的關鍵利益，是因為人們相信，這個利益對人生具有重要性，所

以，一個人有受尊嚴對待的權利，其實就是有權受到他人承認自己重大的關鍵利

益。特別是對於在重病或自然死亡過程中而喪失意識能力的病人，Dworkin不認

同英國 Bland 案裡法官 Mustill 所持的看法，因為當事人 Bland 已無法感知他身

體的狀態或是家人的悲傷等，此時的 Bland 已沒有任何利益可言，所以 Dworkin

反倒是認為，因為死亡對我們而言，是生命最後且具有重大意義的階段，所以，

善終( a good death )不只是人是要如何死亡，而是包含個人的安排( timing )，須符

合病人身體完整性的認知與生活特殊性格的關鍵利益所呈現的價值。沒有人希望

生命的終點缺乏自己生命的性格，因此，親密的親屬能夠悉知或表達什麼是符合

                                                        
152 原文： “In my judgment she should be allowed as dignified a passing as is achievable. Some might 

say that her dignity has already been severely compromised by the progress and incidence of this 
awful disease. To subject her body to further grossly invasion procedure can only further detract from 
her dig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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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人生的最佳利益；同時，親屬構作的家庭生活與其認同的價值，亦可能是病

人所重視的關鍵利益，例如病人覺得撐到孫子出世才死亡，生命才會有意義。病

人能將生命的關鍵利益深植在家庭之中153。 

 

關於無意識能力病人的維生醫療抉擇，另一種「人性尊嚴」的論述則是由相

對客觀的方式，去評價病人身為‘人’的處境。前一項舉出英國的兩個判例，英

國法官對於無意識能力的重症或瀕死的病人，是否施行、撤除或終止心肺復甦術

或維生醫療，用具體客觀的評估、思考來看待病人的處境：到底是為自身堅持的

價值活下去的‘人’？還是只是被現代醫療所衍生的維生機器，單純地維持生命

的客體、承受一般人不願被對待和治療的方式，並嚴重侵害無意識能力病人的人

性尊嚴而已呢？當然，即便「人性尊嚴」是普遍社會所認可的法治原則，但具體

的評價內容仍脫離不了特有社群文化的價值和社會中普遍大眾的觀感，進一步形

成相對客觀的判斷標準，得以對親屬所作的醫療決定進行評價，維護無意識能力

病人的人性尊嚴。這種客觀的論述「人性尊嚴」的方式，有助於提高對無意識能

力病人尊嚴的關注，即便病人親屬選擇的延命治療是否“嚴重”減損病人尊嚴有

時具有爭議，但英國法官仍可透過「人性尊嚴」的基礎，綜合分析病人當下的處

境，內容包含無意識能力病人的最佳利益以及其傾向的意願，無非是確保病人親

屬的醫療抉擇能以無意識能力病人的需求和利益為依據；不過，從英國的案例也

突顯出，無意識能力病人的「人性尊嚴」判斷，有賴於法官就病人實際情況予以

斷論，涉及如何衡量病人的各種權利、說明法源基礎，以及確立「人性尊嚴」原

則的內涵或適用方式，成為法官們判斷無意識能力病人「人性尊嚴」的沉重課題
154。 

 

順道一提，德國哲學家 Kant 在《道德形上學的基礎》提到：「你應該要如此

行動：無論是對你自己或他人，總是要同時當作目的，絕不只是當作工具來對待！」

每個人即是目的自身，一旦人只是純粹作為權力下的客體時，意味著人的尊嚴已

受到侵害155；德國學者 Dürig 依據 Kant 的這個看法，進一步提出人性尊嚴受侵

害的「客體公式」：「凡是具體的個人被貶為客體、或純粹的手段，或是可任意替

代數值時，便是人性尊嚴受到侵害。」156也就是說，人性尊嚴並非抽象或完全等

同於個人自主的概念，而是能實踐在具體的判斷上。然而，德國在討論末期病人

中止生命的醫療抉擇時「尊嚴」的使用卻是十分小心的，為避免醫師或親屬以「尊

嚴」之名隨意中止他人生命，而美化人工造成的死亡，因此反而常使用「協助死

亡」一詞，中性且客觀地表達病人、醫師和病人的親屬或監護人在病人死亡過程

                                                        
153

 Ronald Dworkin, Life’s Dominion: An Arugumant about Abortion, Euthanasia, and Individual 
Freedom 208-209, 211-212, 235-236 (1994).      
154 Catherine Dupre, Human dignity and the withdrawal of medical treatment: a missed opportunity?, 

6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678, 693-694 (2006). 
155 江玉林，康德《法學的形上學基本原理》導讀──與當代法學的對話，台灣法學， 195 期，

頁 56，2012 年 3 月。 
156 陳仲妮，「胚胎植入前基因診斷」之憲法問題，科技法學評論，2期，頁 190，2009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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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職責157。 

 

 

第五節  小結 

 

病人的「自主權」在現代醫療關係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其將病人視為主要

關注的對象，以病人的需求和選擇為優先，調和家長主義或是醫療專業恣意為病

人作主的情形，不僅如此，自主權作為病人的基本權利，已具有國際公約的地位，

例如《歐洲人權公約》或《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皆指出病人的自主權涉

及到個人隱私與生活，病人自主的同意是基本而不受侵犯的權利；美國法院判決

則更細緻地指出，病人決定是否拒絕醫療治療的自主權，深切影響個人人格同一

性的決定，應該被包含在憲法保障的隱私權之中。不過，當無意識能力病人沒有

留下任何醫囑並且面對維生醫療抉擇時，如何避免病人遭受醫療技術摧殘、無意

義地拖延生命，同時實踐病人的自主權，這卻是個難題! 我們從許多判例中發現，

不論是從成文憲法導出病人有自主權的美國，或是援引國際公約與判例法的英國，

即便病人失去了自主意識，病人並不當然喪失自主權而任由醫師基於保護病人生

命權而繼續延命，相反地，透過親屬以「代替判斷」的方法，確認如果當事人有

行為能力並預見自己喪失意識後的狀況將會怎麼做，以該病人的意願來作出維生

醫療抉擇，達到無意識能力病人自主權的實踐，就算是主張病人的自主必須是「絕

對」的、不容他人恣意決定，但法院或醫師依據病人利益來評估維生醫療抉擇的

情況時，親屬表達病人的看法和意見仍無法與病人的利益脫節，反而是重要因素

之一。親屬代為決定維生醫療抉擇的重要與正當性，在於親屬能有效得知病人意

願，實踐無意識能力病人的自主權、表達對病人病況的建議，以維護病人的最佳

利益。 

 

然而，人民主張自主權而放棄生命的同時，無可避免觸動到國家保護病人生

命的議題。生命權是所有基本權利的起始點，長久以來西方文的觀點，生命權具

有神聖性的特性，形成不可隨意剝奪的誡命，加上近代憲政體制的發展，生命權

不只是一種「防禦權」，國家還有義務積極保護人民生命權，避免對生命權保護

不足。不過，過度強調國家對生命權的保護義務，容易忽略如果無意識能力病人

只能單純地仰賴醫療技術延展生命，到底還是不是生命權所應該嚴格保護對象的

問題；如果答案是「是的」，那麼就像文中提到美國紐約州的 O'Connor 案與德國

的 Kempten 案，勢必會使親屬無法寬鬆地依據病人過去的價值觀、信仰，替無

意識能力病人拒絕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如此將衝擊病人自主權的實踐；更甚

者，後續維持年老或不能治癒的病人之生命，多半只會轉嫁到負責照護的親屬身

上，不啻是對無意識能力病人生命權應具有的人性尊嚴帶來傷害。 

                                                        
157 曾淑瑜，醫療‧法律‧倫理，頁 200，2007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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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識能力病人的人性尊嚴是普遍認同的生命內涵，其肯定所有病人能自由

地選擇拒絕沒有尊嚴的臨終方式，以實現屬於個人生活的人性尊嚴。因此，親屬

代為決定維生醫療抉擇的權利，不單單僅是呈現無意識能力病人偏好、價值和信

仰等符合病人生活所重視的利益，展現個人生命性格的自主性，同時，家人的認

同或價值觀亦可能是病人尊嚴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人性尊嚴」也能就無意識

能力病人所處的醫療情況，依據特有社群文化的價值和社會中普遍大眾的觀感，

形成「人性尊嚴」相對客觀判斷標準，單就‘人’所應有的處遇，加以判斷無意

識能力病人應有的維生醫療抉擇。相較於強調病人的生命權而對親屬決定權加以

限制，不如著重於無意識能力病人的「人性尊嚴」，進而評估親屬代替決定的內

容，則更能針對個案思考不施行、撤除或終止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必要性。 

 

本章分別以各國判例作分析自主權、生命權和人性尊嚴，並不意味這三者全

然分離或衝突。本文認為，對無意識能力病人是否施行、撤除或終止心肺復甦術

或維生醫療，親屬決定權的構成與內容，必然包含無意識能力病人既有意願的自

主權、受制於生命權的最低保障以及病人處境所應尊重的人性尊嚴，絕不能只從

單一的基本權利來評價親屬決定權的正當性。此外，本章也對我國醫療相關的病

人自主權、為保障病人生命權的醫師急救義務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與死亡尊

嚴的關係，作小篇幅的論述，肯定我國《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有助於無意識能力

末期病人實踐拒絕無效的延命醫療，並捍衛個人尊嚴；然而，國內病人自主權的

概念，在法律上缺乏健全的規定和解釋，親屬往往能獨佔病人醫療訊息或忽略病

人意願做決定，加上親屬能要求醫師履行無效的急救之情況，《安寧緩和醫療條

例》如何具體保障無意識能力病人自主權和人性尊嚴，值得深思。下一章，我們

將透過各國對於臨終醫療的法理，了解親屬決定權如何融合病人自主權、生命權

和人性尊嚴的要素，以及透過什麼樣的立法制度加以保障無意識能力病人的臨終

維生醫療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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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各國對無意識能力病人之維生醫療抉擇的相關法

理與立法 

 

本章節的探討重點將延續第三章初步提及的各國對於無意識能力病人維生

醫療抉擇的判決案例與法理，進一步就美國、英國與德國臨終醫療抉擇之立法，

了解各國對無意識能力病人維生醫療抉擇採取的基本法理與態度，分析末期或瀕

死的無意識能力病人，其基本權利是如何在各國制度中被保障或實踐。 

 

第一節  美國 

第一項  法院判決與法理的發展 

1975 年 Karen Ann Quinlan 小姐不幸地變成植物人，多年後關於是否能終止

呼吸氣結束短暫的生命，開起美國「死亡權」(right to die)之路。當時紐澤西州法

院提出具有前瞻性的判決理由，確認聯邦憲法的隱私權包含個人得拒絕醫療，即

便結果會造成死亡；且監護人可以依據病人利益主張病人的監護權，率先肯定親

屬和醫療照護提供者於無違反民法的情況下，符合病人清楚地明示或暗示的意願，

得不施行、終止或撤除維生醫療，不再由醫師專業獨占判斷病人是否能不施行、

終止或撤除維生醫療。直到 1990 年 Cruzan 案的判決，「死亡權」走向不一樣的

道路，這是第一例要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直接決定聯邦憲法的正當程序是否包含

「死亡權」，最高法院肯定有這項權利的同時，也限縮無意識能力病人主張「死

亡權」的範圍；最高法院僅承認有行為能力人有權拒絕人工營養和水分的維生醫

療，同時，密蘇里州有保護生命的利益，所以當事人 Cruzan 已失去意識能力，

不再具有行為能力，無法行使選擇拒絕醫療的權利，法院衡量 Cruzan 的權利和

州保護生命的利益，肯定代理人行使決定權須有「明確且令人信服」的證據，確

保 Cruzan 的意願能完整實踐，非他人恣意決定158。可以看出，美國早期關於無

意識能力病人臨終死亡的判決，著重於在案件中解釋病人的自主權，致力於明確

建構有行為能力人拒絕維生醫療的基本權利，強調無意識能力前，有行為能力的

病人對於自身身體的醫療決定，須受充分的尊重和實行159。  

 

在美國 Quinlan 案後，事實上，大部分的州准許有完全行為能力的監護人

(conscientious guardian)，基於無行為能力病人的利益，得代為作出臨終的維生醫

                                                        
158 Annette E. Clark, the Right to Die: The Broken Road from Quinlan to Schiavo, 37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Law Journal 383, 391-395 (2006). 
159

 Eric C. Miller, Listening to The Disabled: End-of-Life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Never 
Competent, 74 Fordham L. Rev. 2889, 2892-2893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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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抉擇，決定的標準和程序各州有所不同；不過，在許多與無行為能力病人有關

的法條案件中，如前段所述，承認即將死亡的病人在有行為能力時，具有「預期

的自主權」(prospective autonomy)，法院以此建構出病人得授權代理人決定其臨

終醫療以及病人可以預立醫囑之權利，再把這些相關屬性的案件和條文進一步擴

張運用到無意識能力的病人身上，形成特殊的判斷標準160，因此，美國判決上或

法律上用於判斷代理人的醫療決定是否符合病人的利益，各州判決逐漸有不同約

束代理人的決策標準，大致有下列三種161： 

 

1.預先表達意願的決定(Decision of previously expressed wishes) 

 

少數法院像密蘇里州、紐約州的判決認為只有當病人預先留下「清楚且令人

信服的證據」(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表示無意識能力的情況下願意終止

維生醫療時，代理人才能為之。而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也有類似的政策。為了

顧及末期病人往後有關生命品質的醫療決定，不被有偏見或為自己利益的決定者

濫用，有人開始質疑這樣的要件對於臨終的醫療決定過於嚴苛和不人道，特別是

那些永久處於無意識能力的病人，根本無從預先表達自己的意願，而必須無止盡

地忍受維生醫療至死亡，然而規定卻是合憲的。直至 1990 年，因 Cruzan案美國

最高法院挑戰密蘇里州須具「清楚且令人信服的證據」(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的要件之政策，後來大部分的判決即使沒有病人清楚和明白的意願，還

是相信代理人和醫療提供者的末期醫療決定。 

 

2.代替判斷(Substituted judgment) 

 

七○年代中期到八○年中期，大量的法院宣稱無行為能力的病人跟有自主能力

的病人一樣應該也享有「同等全副武裝的權利」(the same panoply of rights)，也

就是在病人失去自主能力時依舊賦予他們個人自主，藉由他人說明病人的價值觀

和偏好，決定的醫療治療方式，因此，代理人依據病人可能的決定，實行病人的

自主權，即為「代替判斷」(Substituted judgment)。這個判斷標準，使病人預先

表達的意願或偏好能約束代理人的代替決定，代理人的任務即是基於已存在的預

囑證據、病人口頭的意見，或病人依附的宗教或哲學定向，指出病人在無意識能

力情況下會做出的決定；但問題是當無意識能力病人完全沒有任何指示可以得知

時，有些法院會使用‘寬鬆’的代替判斷，希望代理人基於任何有關病人價值觀和

偏好的知識背景，去推斷病人可能的選擇，但這可能淪為代理人的主觀偏好和價

值，因此有許多判決將「代替決定」原則僅適用在能辨別病人意願的情況，當病

人為無意識能力時，改採「病人最佳利益」(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patient) 原則。 

                                                        
160 Norman L. Cantor, Twenty-Five Years after Quinlan: A Review of the Jurisprudence of Death and 
Dying. American Society of Law, 29 Medicine& Ethics Journal law, Medicine & Ethics 182, 188-189 
(2001). 
161

 Ibid., 190 -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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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病人最佳利益(best interests of patient) 

 

「最佳利益」的判斷方法是假設有一個能提升病人益處(well-being)的客觀標

準存在，益處不一定代表持續存活，有時無意識能力病人選擇死亡比活著好，而

客觀標準意味著依據大部分一般人(the average person) ─ 亦可理解為理性之人

(the reasonable person) ─ 認為的生命末期醫療決定之重要因素來評斷，但仍不能

忽略病人的個人偏好；然而，評估病人客觀上是否承受重大苦痛變成一項難題，

代理人要客觀衡量、舉證無表達能力病人的痛苦程度，已超過一般人能理解的能

力，此外，最佳利益組成的要素不具確定性，也是個問題，有時候對病人而言，

不要造成心愛家人的負擔比維持病人的生命更符合最佳利益。少數的案例提到家

人的利益是計算最佳利益的合法要素，但將他人的負擔列入計算，容易導向實效

主義去評估末期病人，而非病人的利益。除非病人表明願意採用這種利他的計算

方式，不然，目前美國法律上沒有將家人利益計算於病人最佳利益的準則；相反

地，法院多引用理性之人都會關注的「生命品質」(quality-of-life)作為病人最佳

利益的要素，像缺乏人道(loss of humiliation)和缺乏尊嚴(loss of dignity)等來影響

到代理人的決定；然而，又回到重要的問題，「生命品質」的內涵並不精確，所

以，有些法院，像先前提到的紐約州，該州便嚴格限說必須具有「清楚和明白的

證據」為要件，而另一種限說則是，直接承認末期生命照護的尊嚴是人們普遍的

要務，正視要評估深度昏迷病人的當下感觸是困難的，所以要以最佳利益為標準，

排除代理人恣意決定病人的生命品質。 

 

第二項  臨終維生醫療抉擇相關立法的演變  

 

美國的臨終政策，有很大關係來自於一連串的無意識能力病人是否能終止或

撤除維生設備的法律與社會之爭議。首先，1970 年中期，Karen Ann Quinlan 因

長期處於植物人狀態其父母要求拔除胃管和呼吸器，紐澤西最高法院同意人民有

拒絕醫療的權利，但基本上是來自於州保護利益，非基於個人權利；隨後 1983

年 Nancy Cruzan 因車禍重度昏迷，父母基於 Cruzan不會想要這樣的維生治療為

理由，提出拔管要求被醫院拒絕，官司纏訟多年，直至法院採信昏迷前友人的證

詞，確認有 Nancy Cruzan 曾表示不願以人工呼吸器延續生命的證據，才得以拔

除胃管和呼吸器；1990 年 Terri Schiavo 於家中因昏倒，經送醫後持續昏迷，其

父母不願撤除維生器與她的丈夫意見相左，同時，爭奪 Schiavo 維生醫療抉擇之

決定權。這一連串的案件，迫使美國社會與立法機關，不斷地討論如何預先作成

醫療決定與委任代理人代為解決臨終維生醫療抉擇的問題162。 

                                                        
162

 Kathy L. Cerminara, Three Female Faces : The Law of End-of-Life Decision Making in America, i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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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重大案件促成漫長的立法演變。1976 年加州通過《自然死法案》

(Natural Death Act)，也是美國頭一個建立允許臨終病人有權利選擇死亡的條文，

該立法並非取代病人既有的權利或是因循合理醫療判斷而必須撤除維生醫療的

責任，更不是縱容、授權或允許慈悲殺人(mercy killing)，其僅適用於自然死亡的

過程，但該法條的用詞並不完備，因此限制了法條的應用性。儘管如此，這依然

是重要的第一步，因為隨後其他州多以該法的立法目的為制定法律的方向，該《自

然死法案》的的目有：(1)正當化病人正確寫下他們所關注的醫療指示(directives)，

如生存預囑(living will)，(2)當遵循該指示時，法律上應提供醫師和醫療照護人員

的保護，(3)說明依從該指示所造成的死亡不是自殺，(4)確認保險含蓋的範圍不

會被該指示和其後續的行為所損害163。截至 1986 年底有 41 個州採納生存預囑，

不過醫囑內容能夠決定的醫療項目有限，因此，依據習慣法早已存在的財產監護

人之法源，逐漸發展出「持續代理權」(the 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的法律文件

與制度，這波立法朝大致從 1980 年代中期到 1990 年代中期，至 1997 年底全美

各州都有「持續代理權」授權書的版本與規定164。 

 

1990 年聯邦通過的《病人自決法》(Patient Self Determination Act)病人除了可

以預立醫囑，還要求醫療機構提供州法律規定的臨終政策資訊。該法致力於保留

臨終的自主權以及減少不必要醫療的成本，規定醫療照護的提供者有額外的責任

要提供文件證明病人醫療紀錄裡有預立指示存在，以確保符合州法律，使政策和

程序能持續並提供社區和人員預立醫囑(advance directives)的相關教育，此外，也

規定應提供給病人的醫療照護，不能在預立醫囑上加註附加條件。《病人自決法》

採取多樣化的醫療照系統，涵蓋醫院到居家照護機構等，而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

增加預立醫囑的體認和資訊，讓病人和醫療照護提供者產生討論，促成完善的預

立醫囑。基本上，預立醫囑有兩種形式：第一種，病人親自寫下指示，說明在特

定的病況下，病人對維生醫療的要求，如生存預囑；第二種，病人預立代理人，

當病人沒有行為能力時，由代理人作出醫療決定，包含維生醫療等，如持續代理

權，然而，從《病人自決法》制定之後，許多實證報告發現，該法預立醫囑的教

育推行並沒有提高預立醫囑的完成率，依舊停留在 4 到 15 個百分點，問題在於

該法將推廣資訊和完成率的重點放在老年人口，忽略多數年輕且較健康的族群；

再者，老年人在預立醫囑前，通常需要多次與家人們討論醫療人員提供的資訊，

反而延遲醫囑的作成。另一個問題是，整合多樣化的醫療系統反而使病人的預立

醫囑發生執行上的困難，例如不同機構保存的醫囑缺乏共同的整合方法，以致病

人轉診急救時，醫護人員無法及時遵循病人意願等，另外還有出現醫師或代理人

                                                                                                                                                               
Decision Making near the End of Life 95, 96-115 (James L. Werth Jr and Dean Blevins eds., 2008). 
163 James B. Nelson and Jo Anne Smith Rohicht, Human Medicine – Ethical Perspectives on Today’s 
Medical Issues 165 (1984). 
164

 Charles P. Sabatino, The Evolution of Health Care Advance Planning Law and Policy, 88 Milbank 
Quarterly 211, 214-215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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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或不小心忽略病人醫囑的問題。有鑒於種種問題浮現，1993 年美國統一法

制定委員會（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Uniform State Laws, 

NCCUSL），起草《統一健康照護決定法》(Uniform Health Care Decisions Act)，

隔年受美國律師協會認可並建議各州頒布165。 

 

《統一健康照護決定法》有三大基本目標，承認個人自主權、綜合醫療決定

的項目以及進行簡化以符合個人與醫療提供者之間的實際操作166。由於各州對於

生存預囑和持續代理權的立法發展斷斷續續，各州法規呈現零碎的狀態，尤其是

人口流動常造成這個州立下的醫囑卻要再另一個州執行，也伴隨法規之間的矛盾

或衝突，因此，需要統一的健康照護規範。該法的內容有六大概念167：(1) 確定

個人自主權，因此即便拒絕或終止健康照護後會致死，還是承認有行為能力人的

有醫療決定權，而個人的醫療指示可以擴及任何所有健康照護，除非當事人有特

別限制；(2)該法是全面性的法規並且制定司法管轄權去取代現有的單一法規。

當個人無法或沒有表達有關健康照護決定的意願，如是否要不施行、撤除或終止

人工營養和水分等任何形式的健康照護168，該法授權被指定的代理人能代替委任

人作決定，或是當個人無法行動且沒有指定或合理取得監護人或代理人時，可藉

由指派代理人、家人或親密的朋友代為決定，亦或是直接交由法院管轄，由法院

代為決定169；(3)本法設計簡化和便利預立健康照護醫囑的作成，醫療指示可以

是口頭或書面170，惟持續代理權要求書面，但無須見證或被確認，另外提供預立

醫囑可選擇的形式；(4)該法宗旨在於確保個人期望的健康照護決定所關注的問

題能獲得最大程度的解決，因此要求被授權的代理人所作出的健康照護的醫療決

定須與醫療指示和其他可得而知的病人意願相符，這些決定也須符合病人的最佳

                                                        
165 Colleen M. Galambos, Preserving End-of-Life Autonomy: the Patient Self-Determination Act and 
the Uniform Health Care Decisions Act, 23 Health & Social Work 275, 275-277 (1998). 
166 Charles P. Sabatino, The New Uniform Health Care Decisions Act: Paving a Health Care Decisions 
Superhighway?, 53 Maryland Law Review 1238, 1239 (1994). 
167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Uniform State Laws, Prefatory Note, Uniform 
Health-Care Decisions Act (1993). 
168 Section 1. Definitions…(6) “Health-care decision” means a decision made by an individual or the 
individual’s agent, guardian, or surrogate, regarding the individual’s health care, including:… 
(iii) directions to provide, withhold, or withdraw artificial nutrition and hydration and all other 
forms of health care. 
169

 Section 5. Decisions By Surrogate.(a) A surrogate may make a health-care decision for a patient 
who is an adult or emancipated minor if the patient has been determined by the primary physician 
to lack capacity and no agent or guardian has been appointed or the agent or guardian is not 
reasonably available. (b) An adult or emancipated minor may designate any individual to act as 
surrogate by personally informing the supervising health-care provider. In the absence of a 
designation, or if the designee is not reasonably available, any member of the following classes of 
the patient’s family who is reasonably available, in descending order of priority, may act as 
surrogate:(1) the spouse, unless legally separated; (2) an adult child; (3) a parent; or (4) an adult 
brother or sister.  
170 Section 2. Advance Health-Care Directives. (a) An adult or emancipated minor may give an 
individual instruction. The instruction may be oral or written. The instruction may be limited to take 
effect only if a specified condition a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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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此外，監護人也要符合病人指示並且未經法院允許不得撤回病人預立的醫

囑；(5)該法提出健康照護的提供者和機關依循的法規，健康照護的提供者和機

關須依循病人指示，以及合理解釋病人的指示或病人授權的其他醫療決定，然而，

遵循的義務非絕對的，當基於良知(for reasons of conscience)、病人的指示要求提

供醫學上無效的醫療照護，或該照護違反健康照護應用的準則時，健康照護的提

供者和機關得拒絕遵守病人的醫療指示；(6)該法提供救濟程序，授權法院解決

爭議171。相較於《病人自決法》屬於聯邦立法，《統一健康照護決定法》僅是立

法範本，由各州選擇是否取代該州的預立醫囑規定，而截至 1997 年僅有 5 個州

採《統一健康照護決定法》進行修訂172。 

 

近年來，各州立法方面也有新的改變，像加州在《自然死法》(Natural Death 

Act)之後，2000 年進一步擬定《健康照護決策法》(Health Care Decisions Law)，

該法案多參考《統一健康照護決定法》。《健康照護決策法》目的在於鞏固自然死

法案以及相關規定，管理那些健康照護決策中，律師或代理人的持續權(durable 

power)，和提供無行為能力成年病人(incapacitated adults) 健康照護決策的規定，

該法案的指導原則在於，當有預立醫囑或授權代理決定時，實現病人的既定願望，

同樣地，當病人來不及表明意願，健康照護決策法將基於病人最佳利益(patient’s 

best interest)，確立適當代理人，表明病人的個人價值，讓無意識能力病人的願

望和最佳利益，盡量不用走到最後手段 ─ 法庭 ─ 就能夠實現；此外，該法依

舊保留代理權限的限制、要求要有病人證詞和禁止安樂死的規定，該法是將法院

判決標準，進一步明文規定，判斷親屬或朋友是否可為法定代理人等，並且提供

無意識能力病人實踐維生醫療抉擇的兩個重要元素：(1)說明家屬同意的地位(a 

"family consent" statute )，(2)無任何法定代理人，卻有必要醫療需要被抉擇時，

制定代理人委員會(surrogate committee)的決定程序173。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對親屬代替無意識末期病人決定不施行、撤除或終止

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甚為嚴格限制的紐約州，在 1988 年 O'Connor 案紐約州

上訴法院的判決確立了「清楚且令人信服的證據」是指當病人意識清楚時，病人

已經作出一個確定和決定的託付，指明在哪些情況下拒絕某種形態的醫療協助。

隨後「清楚且令人信服的標準」(clear and convincing standard)幾乎成為紐約州代

替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決定維生醫療抉擇的鐵律，同時影響到紐約州對親屬代替

                                                        
171 Section 14. Judicial Relief. On petition of a patient, the patient’s agent, guardian, or surrogate, a 
health-care provider or institution involved with the patient’s care, or an individual described in 
Section 5(b) or (c), the [appropriate] court may enjoin or direct a health-care decision or order other 
equitable relief. A proceeding under this section is governed by [here insert appropriate reference to 
the rules of procedure or statutory provisions governing expedited proceedings and proceedings 
affecting incapacitated persons]. 
172 Colleen M. Galambos, supra note 167, 279. 
173

 Heath care decisions for adults without decision-making capacity, California Law Revision 
Commission.  取自：http://www.clrc.ca.gov/L4000.html (最後流覽日：2012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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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維生醫療抉擇的立法，如紐約在 O'Connor 案和 Cruzan案後，修訂《公共健

康法》(Public Health Law)，提供末期病人能以「醫護指示代理人」(Health Care 

Agents and Proxies )委任代理人，解決病人無意識能力時的維生醫療抉擇，但代

理人不能決定有關於人工營養和水分補充的維生醫療抉擇，除非清楚知道病人的

願望，換言之，並沒有超出 O'Connor 案「清楚且令人信服」的標準；其它像生

存預囑(Living Will)或是病人有權能交代醫生臨終維生醫療抉擇的維生醫療醫囑

(Medical Orders for Life Sustaining Treatment)，也是以病人能清楚且明確表達意願

為前提174。這樣的規定，站在政府的立場是要確保病人的自主意願能確實被執行，

保護病人的自主權和生命的安全，然而，長期下來，現實狀況卻是無意識能力病

人的親屬，如果沒有在病人有意識能力前清楚被授權為代理人且又無病人明確的

生存預囑時，親屬基本上無法檢視醫療紀錄或是簽名讓心愛的家人進行安寧緩和

醫療，造成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經常承受侵入性且無效果的治療，否定了病人善

終的權利175。因此，長達多年的立法過程，終於紐約州在 2010 年通過了《家庭

健康照護法》 (Family Health Care Decision Act)，依該法規定如果病人被確定缺

乏決定能力，那麼代理人(surrogate)有權利基於病人利益，同意或拒絕同意建議

的醫療和外科手術，並制定符合代理人資格的法定順位，除非前順位者不是合理

取得、沒有意願或沒有行為能力，否則依序為：有授權可使行醫療決定的監護人、

配偶(包含同居伴侶)、十八歲以上子女、雙親、十八歲以上兄弟姊妹，最後是親

密朋友。該法並規定代理人的判斷標準須優先符合已知的病人意願，包含病人的

宗教信仰和價值信念，如果無法合理地得知或合理地調查確定，則應符合病人最

佳利益，更進一步規定，病人最佳利益應要考量的因素有病人的尊嚴和獨特性、

保留病人生命的可能性和最大程度、病人健康或功能的改善或恢復、病人疼痛的

紓解，以及其他一般理性人在該病人的情況下將會期望被考慮等因素176。 

 

 

第二節  英國 

第一項  法院判決與法理的發展 

 

英國臨終死亡相關的法理始於1980年代早期，1990年代早期才完全發展，當

時貴族院(the House of Lords)判決Airedale NHS Trust v. Bland案，對於沒有恢復可

能的無意識能力病人，基於病人的最佳利益(patient's best interests)合法地不予以

延長生命的醫療，本案法官對於美國的法理表達不同意見，認為「病人的最佳利

                                                        
174 Bernadette Tuthill, Want to Terminate Life Support? Not in New York: Time to Give New Yorkers a 
Choice, 26 Touro Law Review 675, 680, 693-694 (2011).  
175

 Living and Dying in Albany, the New York Times, A24, 2010/02/05. 
176

 Stacey A. Tovino, A “Common” Proposal, 50 Houston Law Review 787, 815-816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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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不只是包含復原或避免疼痛，也是尊嚴化的死亡(a dignified death)，法官尊重

美國法官Handler於 In re Conroy (1985) 98 NJ 321 以及 Stevens法官於 Cruzan v 

Director, Missouri Dept of Health (1990) 497 US的判決」。在英國，具行為能力的

成人有所謂的自決權(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決定是否接受醫療治療，但

法院不能隨意擴張病人的自主權，任其要求其他特殊治療，而病人的醫生也是如

此，甚至有醫生深信病人即將臨終，仍須依照病人要求給予延命治療，如果沒有

遵守將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2條保障生命權的規定177。 

 

《歐洲人權公約》第2條是保護生命權的重要法理，該公約第2條禁止故意剝

奪生命以及要求國家在公約限制下，有積極的義務去保護生命，這種保護生命價

值的方式也能在英國的近期關於無行為能力病人的判決中看到，如In re A (2000, 

4 All RE 961)案：勢必要接受分割的連體嬰兒，其中一個會因手術而死亡的情況，

Ward法官提到：「每一個生命自身都有與生俱來的價值以及生命權，這是普遍

的，我們所有人都具有的。但生命神聖性的原則卻承認它(生命權)適用於不施行、

終止或撤除的醫療。」178從人權公約規定的基本生命權，法官可以進一步來支持

生命的神聖性(the sanctity of life)的法理，早在1993年Airedale NHS Trust v. Bland

案中，對於無意識能力病人是否能撤除維生醫療的問題，當時法官們全數肯認生

命神聖性是重要的原則，其中大法官Goff就明確地提到：「基本的原則是人類生

命神聖性的原則 ─ 這一個原則不僅是長久以來存在於我們社會裡，而且也透過

現代化的世界被大部分的，可能不是全部，文明社會所承認，同樣地，藉由《歐

洲人權公約》(1953年)第2條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966年)第6條

的承認，被確切地證明。」然而，大法官Goff和其他該案的法官也一致認為，生

命的神聖性並非是絕對的，當無意識能力病人有生存預囑時，病人的自主權可凌

駕於生命的神聖性179。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法院也重視無意識能力病人的尊嚴權(the right to 

dignity)不能被削弱，這個關係到生命品質的評估，In re J 案法院認為從嬰兒的觀

點出發，如果嬰兒有行為能力決定，他所承受的傷害已難以忍受，就能夠選擇死

亡，而對於永久植物人的病人，法院主張須基於病人最佳利益，證明生命缺乏品

質，則可以撤除或終止維生醫療，法院依據醫師病人最佳利益的認定來執行，即

便結果家屬並不贊同，法院亦可為之。此外，1998 年英國採用《歐洲人權公約》

編纂習慣法的尊嚴權，特別是第 3 條「沒有任何人應該接受…非人性或卑劣的對

待」。用於醫療中的尊嚴權，顯示出尊嚴權可反駁國家預設人人想延命的主張，

但醫師的注意義務(duty of care)，在法律上的觀點卻是要讓病人活著，除非有行

                                                        
177 Jon D. Feldhammer, Medical Torture: End of Life Decision-Mak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United States , 14 Cardozo J. Int'l & Comp. L. 511, 532-534 (2006). 
178 Elizabeth Wicks, Human Rights and Healthcare 232 (2007). 
179

 Charles Foster, Choosing Life, Choosing Death: The Tyranny Of Autonomy In Medical Ethics And 
Law 145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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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力病人自己拒絕，或是，無行為能力病人被認為，人工延命並非該病人的最

佳利益，否則醫生有拯救生命的義務，可見，英國的體系並無代替判斷(substituted 

judgment)，而是以職業醫師的注意義務(the medical practitioner's duty of care)和最

佳利益判斷(the best interests standard)取代代替判斷的方法，因此，職業醫師有義

務掌握病人最佳利益，以醫療專業來判斷是否施行或撤除維生醫療，而有些法官

也認為最佳利益的判斷內容，即是能包含生命神聖性、病人自主決定權和尊嚴死

亡權的整體評估180。 

 

第二項  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之維生醫療抉擇的重要立法 

一、立法演變 

 

英國早在 1971 年制定《代理權法》(Powers of Attorney Act 1971)讓具行為能

力者，能授予他人一個普通的代理權，但是當被代理人失去行為能力，根據法律

無法處理自身的財產或事物時，則代理權也會隨之失效；1985 年制定《持續代

理權法》(Enduring Powers of Attorney Act 1985)則允許有行為能力者簽署「持續

授權書」(enduring power of attorney)指定代理人，當被代理人失去行為能力時，

可以代為處理他的財務，該授權書有法定形式(prescribed form)不需要到保護法庭

(Court of Protection)登記；然而，這些制度無法讓被指定的代理人去處理當事人

的醫療和個人福祉事務，所以，變成無行為能力的當事人，面臨維生醫療抉擇的

爭議時，儘管當事人不一定心甘情願，最後通常不是由直系親屬，不然就是醫生

來掌控決定權，解決不知道當事人意願的維生醫療抉擇困境181。 

 

另外，英國普通法肯定病人有預立「醫療預囑」(advance directives)的權利，

即在有行為能力事先口頭說明或寫下自己期望的治療方式，自己變成無意識能力

的病人時，能解決無法掌握自己維生醫療抉擇的情形。從 1985 年的 Sidaway案182

起，已廣泛地肯定具有行為能力的英國成年人，不論是理性、非理性或沒有任何

理由，都有拒絕醫療的權利；再者，英格蘭和威爾斯(England and Wales)的普通

法也清楚承認，有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告知拒絕醫療的醫療指示，特定情況下其效

力是可以約束專業醫療人員，而病人拒絕延命醫療的指示，法律上並沒要需要特

定格式或書面183，當對該醫療預囑有疑慮，便可向保護法庭(Court of Protection)

                                                        
180

 Jon D. Feldhammer, supra note 177, 535-538. 
181

 Jennifer Christine Margrave, An Overview of Law in England and Wales Relating to the Elderly, 2 
NAELA J 175, 176 (2006). 
182 Sidaway v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Bethlem Royal Hospital and Maudsley Hospital [1985] 1 All ER 
643. 
183

 Ann Sommerville, Remembrance of conversations past: Oral advance statements about medical 
treatment, 310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663, 1663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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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聲明(declaration)184，因此，預立「醫療預囑」是英國解決無意識能力病人處

理自己維生醫療抉擇的方法之一，但卻缺乏明確的法定要件。 

 

近年，英國法院陸續面對許多挑戰，出現幾個重症病人主張死亡自主權的重

大案件，當事人希望法院能准許第三人協助自殺，且免除協助自殺者的刑罰。這

是因為英國的《自殺法》(Suicide Act 1961)以刑事責任禁止他人協助自殺，因此

許多重症病人透過訴訟來捍衛自己安排死亡的自主權，例如 2001 年英國的 Pretty

案185，上訴人 Dianne Pretty罹患運動神經元的疾病(Motor Neurone Disease)受病痛

所苦，而死亡對她來說是不可避免的，Pretty於是要求檢察長(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免除其丈夫協助她自殺而產生的刑事罪責，後來甚至上訴歐洲人權

法院；此外，還有 2004 年 In re Z 案186，Z 女士決定到協助自殺合法的瑞士，讓

她的丈夫協助自殺，因 Z 女士屬「易到受傷者」(vulnerable person)，其丈夫因此

須通報管轄機關，該機關認為本事件涉及《自殺法》而移請法院決定。從這些一

連串案件看到，在英國社會，已有末期病人想合法安排自己有限生命的需求，加

上長久以來英國對無意識能力病人的醫療自主權和授予代理權缺乏完善的規定，

這樣的背景下，英國國會積極通過 2005 年制定的《意思能力法》(Mental Capacity 

Act 2005)，給予一個法律的架構，保護法律上不能自主做決定的弱勢者187。 

  

二、英國《意思能力法》(Mental Capacity Act 2005) 

 

《意思能力法》於 2007 年 4 月宣布實施。該法律其實在英國已醞釀很長的

一段時間，可追朔到 1993 年英國法律委員會(Law Commission)的諮詢文件，隨

後 1995 年作出〈無意思能力〉報告(Mental Incapacity Report)，透過相當於政府

綠皮書和白皮書(Government Green Paper and White Paper )的方式，草擬立法前的

審議法案和吸引跨黨派支持的最後法案，但在議會通過法案期間，還是經歷了重

大的修正；該法通過後訂立新的法律架構，過去「必要性原則」的法理被該法第

5條「與照護或治療相關聯的行為」(acts in connection with care or treatment)取代，

而該法的「能力」(capacity)、「決定不能」(inability to make decisions)和「最佳利

益」(best interests)的定義取代了普通法的定義，儘管如此，法律委員會建議現存

的案例法(case law)不能被忽視且應引以借鑒。該法有幾個重要的特色188：創設「持

                                                        
184

 BMA’s Medical Ethics Department, Advance decisions and proxy decision-making in medical 
treatment and research 4 (2007). 
185

 R v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Respondent), ex parte Diane Pretty (Appellant) &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Interested Party) [2001] UKHL 61. 
186 [2004] EWHC2817 (Fam) Re: Z Between: A Local Authority and Mr. Z and the Official Solicitor 
(acting as advocate to the Court). 
187

 Jennifer Christine Margrave, supra note 181, 177-178. 
188

 Laurence Oates, Life, Death and the Law, 36 Comm. L. World Rev. 1, 6 -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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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代理權」(lasting powers of attorney)，目的是給予代理人在被代理人沒有行為能

力的情況下，基於被代理人的利益，有權決定其醫療或個人福祉的事物；組織新

的「保護法庭」(Court of Protection)管轄因當事人心智或腦部功能混亂(disturbance)

或損害(impairment)，向法院提出聲明或是基於當事人利益，決定當事人醫療或

福祉的案件；保護法庭能指定「代理人」(deputy)擁有醫療或個人福祉事務管理

權力或能做特定決定；關於完全行為能力成年人預先決定拒絕特定醫療的情形，

制定新的法定要件；也因該法的實施，而有「獨立心智能力倡導」（Independent 

Mental Capacity Advocate, IMCA）服務。 

 

《意思能力法》實行地區為英格蘭和威爾斯，所包含的對象很廣，成年病人

僅是適用對象之一，本法保護的範圍，除了個人的醫療決定外，尚包含無意思能

力人的財產管理，因此，僅就該法對無意識能力成年病人可適用於不施行、撤除

或終止維生醫療的法律規定，提出整理和說明189： 

  

1、拒絕維生醫療的預立決定(Advance Decisions to Refuse Treatment) 

 

「預立決定」(Advance Decisions)是指滿十八歲且具備行為能力的當事人，

決定在某種情況下，原本提供當事人開始或繼續的特定醫療，一旦當事人失去同

意開始或繼續該醫療的能力後，該醫療就不再開始或繼續190，所以，成年病人在

失去意思能力前，能預先以該法規定的書面形式和證人訂定「預立決定」191，拒

絕某種特定的醫療；然而，拒絕某種特定的醫療並不必然包含拒絕特定的「維生」

(life-sustaining)醫療(指專業醫護人員提供給他人必要的維生照護，包含拒絕任何

營養或水分)，如果要使用「預立決定」來拒絕特定的維生醫療，不只要符合形

式要件，當事人更要有明確陳述來證明，即便有生命的風險也要適用自己訂立的

「預立決定」192。當醫生或關係人對「預立決定」的正當性有疑慮時，或特別是

無意識能力病人情況緊急時，可向保護法庭請求確認「預立決定」有無效力的宣

                                                        
189

 主要參考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Withholding and Withdrawing Life-prolonging Medical 

Treatment 51-62 (2007); Mental Capacity Act 2005, 取自：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05/9/contents 
190 s.24 Advance decisions to refuse treatment: general (1)“Advance decision” means a decision made 
by a person (“P”), after he has reached 18 and when he has capacity to do so, that if—(a)at a later 
time and in such circumstances as he may specify, a specified treatment is proposed to be carried out 
or continued by a person providing health care for him, and (b)at that time he lacks capacity to 
consent to the carrying out or continuation of the treatment,the specified treatment is not to be 
carried out or continued. 
191

 s.24 (6)A decision or statement complies with this subsection only if—(a)it is in writing,(b)it is 
signed by P or by another person in P's presence and by P's direction,(c)the signature is made or 
acknowledged by P in the presence of a witness, and(d)the witness signs it, or acknowledges his 
signature, in P's presence. 
192 s.24 (5)An advance decision is not applicable to life-sustaining treatment unless—(a)the decision is 
verified by a statement by P to the effect that it is to apply to that treatment even if life is at risk, and 
(b)the decision and statement comply with subsection (6).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05/9/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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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193，在沒有該法之前，這種做法也早出現於普通法之中。因為拒絕維生醫療的

「預立決定」涉及很大的生命風險，因此，2005 年的〈意思能力法實務守則〉

(Mental Capacity Act 2005 Code of Practice)建議醫師應對可能發生的風險盡說明

義務194，保障病人最佳利益。 

 

2、持續代理權(Lasting Powers of Attorney) 

  

年滿十八歲且有行為能力的病人，可以事先以《意思能力法》規定的「持續

代理權」，委任年滿十八歲者為代理人(donee)，負責處理當被代理人(donor)於失

去意思能力的情況下，代為處理其財產(property)和個人福祉(welfare)的相關事務
195，當事人可就同一事務委任數人，而「持續代理權」須具備該法的法定形式，

由兩造共同簽名。此外，如果代理人，基於被代理人的利益，在被代理人無意思

能力的情況下，作有關於維生醫療的決定，則該法有嚴格規定，授權書須載明被

代理人已授權代理人有拒絕同意進行或繼續維生醫療的權利以及相關限制196，作

成拒絕維生醫療的決定時，不能有故意致人於死的動機而是要符合病人的「最佳

利益」考量197；為幫助代理人實踐被代理人最佳利益，〈意思能力法實務守則〉

根據《意思能力法》的「最佳利益」規定，羅列應考量得最佳利益的清單(checklist)198，

                                                        
193 s.26 (4)The court may make a declaration as to whether an advance decision—(a)exists;(b)is 
valid;(c)is applicable to a treatment. 
194 Issued by the Lord Chancellor, Mental Capacity Act 2005 Code of Practice 167 (2007). 
195 s.9 (1) …the donor (“P”) confers on the donee (or donees) authority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all or 
any of the following— (a) P's personal welfare or specified matters concerning P's personal welfare, 
and (b) P's property and affairs or specified matters concerning P's property and affairs, and which 
includes authority to make such decisions in circumstances where P no longer has capacity. 
196 s.11 (8)But subsection (7)(c) — (a)does not authorise the giving or refusing of consent to the 
carrying out or continuation of life-sustaining treatment, unless the instrument contains express 
provision to that effect, and (b)is subject to any conditions or restrictions in the instrument. 
197 s.4 (5)Where the determination relates to life-sustaining treatment he must not, in considering 
whether the treatment is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person concerned, be motivated by a desire to 
bring about his death. 
198

… every decision – is different, the law can’t set out all the factors that will need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working out someone’s best interests. But section 4 of the Act sets out some common 
factors that must always be considered when trying to work out someone’s best interests. These 
factors are summarised in the checklist here:  
• Working out what is in someone’s best interests cannot be based simply on someone’s age, 

appearance, condition or behaviour. (不能僅依據當事人的年齡、外表、條件或行為). • All relevant 

circumstances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working out someone’s best interests (所有相關情況皆

應該被考慮). • Every effort should be made to encourage and enable the person who lacks capacity 

to take part in making the decision (應盡一切努力和幫助無決定能力的當事人). • If there is a 

chance that the person will regain the capacity to make a particular decision, then it may be possible 
to put off the decision until later if it is not urgent (如情況不緊急而當事人有恢復決定特定事項的

能力時，代理人的決定應延後). • Special considerations apply to decisions about life-sustaining 

treatment (特殊考量適用於有關維生醫療的決定).• The person’s past and present wishes and 

feelings, beliefs and value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當事人過去和現在的願望和感覺、信念和

價值都應被考慮).• The views of other people who are close to the person who lacks capacity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well as the views of an attorney or deputy (與失去意識能力當事人親密的他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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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諮詢與被代理人的福祉利益有關的照護者、親屬和他人，如有疑慮，代理人基

於被代理人的利益可請求保護法庭來決定199。當持續代理人與醫療團隊、親屬或

其他共同代理人意見分歧時，可請求保護法庭作出宣告(declaration)，或法院再指

定代理人(deputy)基於病人利益繼續後續的醫療決定。 

 

3、同時沒有「預立醫囑」和授予「持續代理權」的無意識能力病人 

 

當發生無意識能力病人沒有任何書面文件證明已有「預立醫囑」和授予「持

續代理權」來表明拒絕維生醫療的情況，雖然醫護人員和病人的照護者、親屬等，

依據《意思能力法》第 5 條關於「與照護或治療相關聯的行為」，允許個人基於

無意思能力病人的最佳利益，為病人進行必要的照護或醫療行為，在無過失

(negligence)的情況下，免除可能未經病人同意而涉及的法律責任200，但是，一旦

沒有當事人以法定形式的書面授權同意，即便是基於病人利益，他人無法依據第

5 條進行拒絕維生醫療的必要行為，相關爭議應交由法院審理201，〈意思能力法實

務守則〉進一步說明，除非當事人特別預立決定或授權持續代理人，否則嚴重的

醫療決定必須交由保護法庭來決定。該法同時列舉嚴重醫療決定如下：建議永久

性植物人不施行、撤除或終止人供營養和水分；某些情況下建議無同意能力者捐

贈器官或骨髓；建議無同意能力者進行非治療的節育；或是某種特殊醫療是否為

病人最佳利益的爭議202。如果無意識能力病人沒有任何親屬或朋友，須受「獨立

意思能力代言人」(Independent mental capacity advocates, IMCAs)單位評估病人的

                                                                                                                                                               
意見應該被考量，其他代理人和法院指定代理人的意見亦是) ; Issued by the Lord Chancellor, 

Mental Capacity Act 2005 Code of Practice 17 (2007). 
199 Ibid., 123 . 
200 s.5 Acts in connection with care or treatment(1)If a person (“D”) does an ac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re or treatment of another person (“P”), the act is one to which this section applies if— 
(a)before doing the act, D takes reasonable steps to establish whether P lacks capacity in relation to 
the matter in question, and (b)when doing the act, D reasonably believes—(i)that P lacks capacity in 
relation to the matter, and(ii)that it will be in P's best interests for the act to be done...(3)Nothing in 
this section excludes a person's civil liability for loss or damage, or his criminal liability, resulting from 
his negligence in doing the act. 
201 s.6 Section 5 acts: limitations(7)But nothing in subsection (6) stops a person—(a)providing 
life-sustaining treatment, or (b)doing any act which he reasonably believes to be necessary to prevent 
a serious deterioration in P's condition, while a decision as respects any relevant issue is sought from 
the court. 
202

 Mental Capacity Act 2005 Code of Practice Para.6.18. Some treatment decisions are so serious that 
the court has to make them – unless the person has previously made a Lasting Power of Attorney 
appointing an attorney to make such healthcare decisions for them or they have made a valid advance 
decision to refuse the proposed treatment. The Court of Protection must be asked to make decisions 
relating to: • the proposed withholding or withdrawal of artificial nutrition and hydration (ANH) from 
a patient in a permanent vegetative state (PVS) • cases where it is proposed that a person who lacks 
capacity to consent should donate an organ or bone marrow to another person • the proposed 
non-therapeutic sterilisation of a person who lacks capacity to consent (for example, for contraceptive 
purposes) •  cases where there is a dispute about whether a particular treatment will be in a 
person’s best interests.; Issued by the Lord Chancellor, Mental Capacity Act 2005 Code of Practice 99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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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利益。 

 

英國制度不承認親屬對於無意識能力病人的維生醫療抉擇，能夠直接擁有醫

療事務的代理權(health care proxy)，而現在依據《意思能力法》，親屬可以透過被

授予「持續代理權」或是被法院指定為代理人(deputy)，合法地基於病人利益，

代為決定必要醫療或拒絕維生醫療。不過，實務上〈意思能力法實務守則〉建議

病人，持續代理人盡量選擇親屬或親近的人，而法院指定的代理人通常為專業醫

護人員203；再者，缺少預立醫囑或持有持續授權書的代理人的情況下，該法允許

法院選定代理人，法院指定代理人的標準沒有明文規定，且該法明文規定指定代

理人沒有拒絕維生醫療的權力，僅能處理非重大醫療的醫療決定，換言之，當沒

有預立醫囑或持有持續代理權的授權書，無意識能力成年病人的親屬與醫生意見

發生矛盾時，指定的代理人並無法有效解決拒絕維生醫療的問題204。 

 

 

第三節  德國 

第一項  法院判決與法理的發展 

 

1984 年 Wittig 案(BGHSt 32, 367)，原告醫師因病人意識清醒時，表示拒絕急

救的意思，之後該病人服藥自殺，原告醫師判定無治癒可能且急救後仍有重大後

遺症，依病人明確意思，拒絕急救，最後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判定醫師無罪，理由

是「當延命裝置已欠缺有效性，醫生維持生命之義務已不存在，醫師可依具體個

案事實判斷在生命尊嚴與人類尊嚴之間其治療義務之界限」而非以病人的自我決

定權為判決理由。該判決之後，接踵而來許多否定病人自主權的判決，促成 1986

年法律和醫學學者提出重視自我決定權的〈協助臨終死亡法案〉

( Alternativentwurf eines Gesetzes über Sterbehilfe)，該法案立論理由為不強制生存

的生命保護(著重病人之幸福、自己決定權及生命末期為病人對其人性尊嚴的保

護)、只能採取消極的臨死協助方式、醫生行為裁量之決定基準應盡可能客觀化

等，而中斷或控制維生裝置，須依據病人明示且真摯的請求，再依醫師之觀點判

定是否為之；然而，德國也面臨現實上病人沒有中斷延命治療的意思表示，是否

得推定其意思表示的問題，實務做法採取「病人遺言」(Patienten-testament)來探

                                                        
203 Ralf J. Jox, Sabine Michalowski, Jorn Lorenz, and Jan Schildmann, Substitute Decision Making in 
Medicin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thico-Legal Discourse in England and Germany, 11 Med Health 
Care and Philos 153, 156-157 (2008). 
204

 Dominic Bell,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End of Life Care: A United Kingdom Perspective, 33 Intensive 
Care Med 158, 159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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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病人的意願205。 

 

之後，1994 年的 Kempten案(BGHSt 40, 257, 262f.)是德國一起著名的無意識

能力病人終止維生醫療的案件，醫師與病人的兒子企圖拔除全身癱瘓病人的餵食

管而被控殺人未遂，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作出重要判決表示，病人的自主權仍予以

尊重，但類似案件必須在病人「推定意願」 ( mutmassliche Wille )內才合法，而

該推測意願必須經過嚴謹的審核，判斷的基礎包含病人以前的口頭或書面陳述、

宗教信念與個人價值觀、年紀高低對生命期待影響及所承受的痛苦等因素，若對

提出的病人意願有所懷疑時，則保護病人生命必須優先於醫生、家人或其他參與

者的個人確信206。直至2003年德國法院判決才肯定了末期病人預立醫囑的效力。

2003 年 3 月 17 日德國聯邦最高法院( Bundesgerichtshof )確立法律效力「當病人

失去同意能力且其病痛已不可逆地趨向死亡時，其維生或延生措施必須終止，如

果這符合病人之前在其預立醫囑( Patientenverfügung )裡所表達的意願」207，即是

以末期病人具有意識的情況下，能預立醫囑由決定不施行、撤除或終止心肺復甦

術或維生醫療。 

 

因此，當末期病人沒有預立醫囑又無意識時，須根據病人先前表示的意願、

個人的價值觀、生活型態和宗教信仰，作為病人「推定意願」( presumed will )

的證據，德國醫學會( Bundesärztekammer, 2004 )更進一步建議，醫師要與病人近

親屬溝通，已取得「推定意願」所需的證據；不過，如果找不出任何證據得出末

期病人的「推定意願」，法院基於「病人福祉」( patient well-being )的價值，以社

會一般的價值觀和態度，決定病人的意願；最後，如果存有無法確定什麼是病人

福祉之情況，如同「有疑唯利生命」(in dubio pro vita)那麼法院會選擇傳統的鐵

律，有疑慮的案件，採保護生命為先208。 

 

此外，德國法律不承認非法定的代理權，因此，無意識能力的病人需要透過

法院指派代表，或病人本人有行為能力時以書面指定代理人，授權他人或親屬代

為決定相關的維生醫療抉擇209。法院指派代表，被規定在德國民法的監護部分

(§§1896–1908i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BGB, 2007)，其必須透國醫生、親屬或需

要監護人的德國公民通報監護人法庭( guardianship court )，才能開啟指定監護人

的程序；法院指定監護人，以病人文書或目前意思表示的意願為主，除非法官確

信這些顯示的意願違反病人的福祉而不作為指派的依據；另外，缺乏任何明確的

                                                        
205 曾淑瑜，醫療‧法律‧倫理，頁 201-202、206-207，2007 年 9 月。 
206

 林書楷、林淳宏，從法律與醫學倫理的觀點論積極安樂死之合法化，興大法學，8 期，頁 127，

2010 年 11 月。 
207 孫效智，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中的末期病患與病人自主權，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41 期，頁 72，

2012 年 6 月。  
208 Ralf J. Jox, Sabine Michalowski, Jorn Lorenz, and Jan Schildmann, supra note 203, 157 (2008). 
209

 Sjef Gevers, Joseph Dute, and Herman Nys, Surrogate Decision-Making for Incompetent Elderly 
Patients: The Role of Informal Representatives, 19 European Journal of Health Law 61, 64 (201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7 
 

意願證據時，法院開始考慮親屬或其他個人的關係(如父母、子女關係等)。事實

上，德國法院大多指派近親為監護人，而沒有任何親屬、親屬不適任或不願擔任

時，法院才會指派專業人士為監護人，另一方面，病人本人有行為能力時以書面

指定的代理人，涉及同意或拒絕相關維生醫療時，須有病人本人明確的授權書，

才能行使決定權(§ 1904(2) BGB, 2007)。基本上，不論是法院指派監護人或病人

本人指定代理人都必須以病人角度設想的「病人福祉」來行使決定權(1901(2)–(3) 

BGB, 2007)，儘管如此，法院還是有權推翻病人醫療預囑的可能，2001 年有個

著名的案例，當事人是有「耶和華見證人」信仰的成年婦人，儘管當事人已預先

書面寫下拒絕輸血的維生醫療，但德國聯邦憲法法庭(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

還是准許她的監護人丈夫有權同意為當事人施行輸血治療210。此外，德國法律沒

有授權給醫師如發現有代理人不當拒絕維生醫療或急救，可直接否定代理人之決

定的權利，所以還是要提交給法院判決來認定之211。 

 

第二項  臨終醫療之決定權的相關立法 

 

一、醫師協助末期病人死亡的立法 

 

對於即將臨終的末期病人，德國法律明文規定禁止「積極協助死亡」( aktive 

Sterbehilfe ,在德國以外被稱為積極安樂死)，也就是說，即便獲得病人的同意，

醫師也不能故意造成病人死亡。禁止積極協助死亡的規定自德國二次大戰後，同

時被規定在刑法(§§212 - 216 StGB)和專業倫理的法規裡，如德國聯邦醫學協會

( Bundesärztekammer ) 和德國的麻醉科與重症加護醫學協會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Anästhesiologie und Intensivmedizin)多次規定禁止臨終照護時積

極幫助病人死亡；當然，德國法律並非要求醫師竭盡所有資源都要救活末期病人，

一旦病人進入臨終的過程，專業倫理的法規允許醫師評估後，可不施行、撤除或

終止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即所謂的「非常醫療」(remedia extraordinaria)，但

醫師仍有義務維持基本的照護。這種「消極協助死亡」( passive Sterbehilfe )的方

式，也受到德國最高法院的判決支持；另外，為避免末期病人飽受治療的劇烈疼

痛，德國的專業倫理法規也允許醫生「間接協助死亡」( indirekte Sterbehilfe )，

如高劑量的鎮定劑和止痛藥雖能有效減輕末期病人的疼痛和焦慮，同時會產生副

作用，間接提高末期病人死亡的機率，即所謂的「雙重效應」(double effect)，但

當醫生因緩和醫療的措施，意圖減輕病人痛苦而非故意加速病人死亡，則倫理與

法律上是允許的212。 

                                                        
210 Ralf J. Jox, Sabine Michalowski, Jorn Lorenz, and Jan Schildmann, Substitute Decision Making in 
Medicin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thico-Legal Discourse in England and Germany, 11 Med Health 
Care and Philos 153, 157-158 (2008). 
211

 Sjef Gevers, supra note 209, 64.  
212

 Andrej Michalsen, Care for dying patients – German legislation, 33 Intensive Care Med 1823, 182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8 
 

 

二、無意識能力病人維生醫療抉擇之規定 

 

除上述對醫師的規定之外，末期病人也有臨終醫療的相關權利，法律上末期

病人的自主決定須被完全尊重，自主地決定維生醫療抉擇，如病人本人要求不急

救等，但不能要求醫療人員從事不適當的醫療行為，如在多重器官衰竭的情況下

還要求延長施行心肺復甦術的時間213。 

 

如前所提到，直至 2003 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才首開判決先例，肯定當預立

醫囑(advance directives)內容是關於特定的醫療情況，並且在沒有明確的跡象顯示

病人本人已不同意使用該預囑時，該預立醫囑便具有約束力。雖然該判決有助於

強化預立醫囑的效力，但是細部的應用和效力卻依舊不清楚，因此，使不少機構

和政黨要求更明確和具法律效力的預立醫囑相關規定，以尊重末期病人的個人自

主決定，終於在 2009 年 6 月，德國聯邦議會通過一項法律，使預立醫囑明文化，

並於同年 9 月生效214。 

 

這次修法讓預立醫囑能應用在獨立的病況和任何可能的醫療行為，而且病人

在立訂醫囑時，無須事前與醫師諮詢，但醫師有義務確認醫囑中的指示是否能適

用於緊急情況(§1901b(3) BGB)，儼然強化了病人的自主權215。本次修法可以說

是將安寧醫療的預立醫囑理念，整合到民法(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BGB)，其

中與無意識能力病人密切相關的在於其醫療決定形成方式，首重病人當下具體表

達的意願，其次是病人預立醫囑的想法，作為持續代理人和監護人依循的準則

(§1901a.1 BGB)，再者，如果沒有任何醫療指示，則根據病人具體的指示，或是

口頭或書面表達過的思想、倫理或宗教信念以及其他相關價值所形成「推定意願」

來進行決定醫療方式(§1901a.2 BGB)，再來是家人和信賴的朋友所表達的意見

(§1901b.2 BGB)，最後，以上皆不可得知病人意願時，應按照醫師專業判斷，做

出對病人最有利的醫療決定216。 

 

基本上，目前有關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無法實行維生醫療抉擇的決定權時，

德國法律有幾種途徑來解決這個困境217: 

 

                                                                                                                                                               
- 1824 (2007). 
213 Ibid., 1824. 
214 Fuat S. Oduncu and Stephan Sahm, Doctor-Cared Dying Instead of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 A 
Perspective from Germany,13 Med Health Care and Philos 371, 374 (2010). 
215

 Ibid. 
216 孫效智，同註 207，頁 72-74。並參照德國民法典(英文版)：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englisch_bgb/englisch_bgb.html#p6276   
217

 Ulrich Lohmann, Patient Autonomy despite Inability to Give Consent – Legal Alternatives in 
Germany, 14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ork 17, 20-31 (2010).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englisch_bgb/englisch_bgb.html#p6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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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院指派法定監護人 

 

德國規範代理人的法律，被規定在德國民法( BGB)第四章《家事法》( Family 

Law ), 首次訂定於 1992 年，歷經 1995 年和 2005 年兩次修法，依規定由地方法

院的監護人法庭( guardianship court )指派監護人為精神疾病，或是身體、心裡或

情緒上有障礙的病人，代為處理特定生活事務，並盡可能保留病人的自主決定，

程序上是經由病人本人申請，或病人法定的近親或病人所愛的人，甚至是醫護人

員的建議，法院才會依職權(ex officio)受理；然而，當應被監護的病人無法推薦

監護人選時，實務上法院大多首要選任親屬或同居人為監護人，再來是能夠適當

地承擔責任的自願者，最後順位才會指派專業人員或機構作監護人。 

 

法院指派的監護人之地位，基本上不能逾越病人本人決定的代理人，但法院

能授權監護人去監督病人自主決定的代理人，而監護人行使權利的範圍，法院依

情節需要可予以規定，而且重大的決策或措施須經法院同意。因此，醫療上重大

措施亦包含在內，例如監護人與醫生不同意病人昏迷前的維生醫療抉擇，而要施

行病人可能死亡或是承受嚴重、長久健康傷害之正當風險的醫療措施，應取得法

院同意(§1904(4) BGB)，監護人的所有決定須符合病人的「福祉」( welfare )，包

含以病人意願為優先，以及減輕或消除病人的痛苦和降低痛苦發生的可能。 

 

(2).合法授權的持續代理權 

 

為免去法院指定監護人的必要性，法律提供另一個所謂「持續代理權」的制

度，目的是讓他人合法取得代理權為病人處理特定的法律事務，法定要件要求授

權人必須是法律上規定的有行為能力之人，且能夠委任一位絕對值得幸賴的人，

準備當授權人無法管理自己的事務時，受任人成為法定代理人。該做法的優點在

於病人還在有行為能力的時候，能充分自我決定自己的命運，擁有高度的自主性，

委任人可以委任不同人處理同領域的事務，甚至決定受任人是否能複委任於他人，

法律一般不要求要用書面形式授權，但內容授權如果是代理同意有關合理預期會

有生命危險的醫療措施，則法定監護人能要求受任人出示書面內容並清楚說明委

任人授權了哪些權力(§1904(5) BGB)。「持續代理權」在委任人罹病的情況下生

效時，如果委任人因疾病沒有同意能力，那麼受任的醫療代理人應如同病人一樣

被告知相關注意或事宜，醫生須用代理人可理解的方式全面地回答代理人的問題，

非緊急情況下，代理人也具有與病人相同的考慮時間。簡言之，「持續代理權」

的代理人同意或拒絕醫療措施，效力等同於本人。 

 

(3)預立醫囑 

 

最初德國的預立醫囑起的形式最早源於 1978 年，起初是稱為病人指示書(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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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letter of instruction, Der Patientenbrief)，來自德國一名法官目睹親友長期

承受各種延命技術的治療，希望自己不要因為這些顯然毫無意義且沒有尊嚴的方

式而拖延必然的死亡，所以制定病人指示書。近幾年法院已停止僅就是否符合病

人推定的意願去確認生前預囑的正當性，反而認為病人早已立定的醫囑，在預囑

規定的緊急狀況發生時，即具有約束力，法定代理人和醫療照護代理人的任務，

只是遵照病人醫囑來實行。 

 

預立醫囑具有約束力，前提是必須病人的意願沒有臨時發生具體的更變，病

人可以書面或口頭上撤回，但必須是基於個人意志且明確的行為，不得為法律上

無行為能力的情況下撤回(§1897(4) & §1901(3) BGB)。醫囑內容如涉及生命與健

康的重大風險，同意內容必須以書面形式(§1904 BGB)且必須清楚地表明拒絕該

項治療，而藉由預立醫囑，也可以授權持續代理人或法院指派的監護人，同意特

定的醫療事務，惟該同意經證實造成健康不可回復的傷害或死亡時，須有監護人

法庭的同意才行(§1904(1) BGB);此外，依據既法蘭克福地方法院判決(Frankfurt 

am Main Regional Court of Appeals, dated July 15, 1998 – File No. 20 W 224 / 98)，

預設預立醫囑能運用在臨終時，終止生命保存的措施上218。 

 

(4)推定意願 

 

如果無意識能力病人完全沒有任何前項提到的「持續代理人」和「預立醫囑」

來得知病人當下指定代理和醫療意願，那麼就無法同意之後的醫療措施或是給予

病人親屬同意的權利，而是要以病人的「推定意願」為準。這種法律的見解，早

已應用在無因管理「客觀必要代理人」的民法規定裡(§677 et seq., BGB)，病人的

推定意願盡可能確定是病人個人的意願，並且探問「如果病人現在能表達將會說

什麼？」會使「推定意願」更符合病人本意。 

 

 

第五節  小結 

 

美國對於無意識能力病人拒絕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權利，最初是從有意

識能力者的自主權出發，強調尊重和實行無意識能力前，有行為能力的病人對於

自身身體的醫療決定，以致於沒有留下任何醫囑或意願證明的無意識能力病人，

親屬即便具法定代理人的身分，亦難以執行病人拒絕醫療的權利，而必須承受沒

有效益和尊嚴的延命治療。所幸 Quinlan案後，大部分州的作法乃是承認無意識

                                                        
218 Bundesärztekammer, Principles of the German Medical Association Concerning Terminal Medical 
Care, 25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254, 257 (2000). [‘Grundsätze der Bundesärztekammer 
zur ärztlichen Sterbebegleitung,’ Deutsches Ärzteblatt 95, A–2365–2366 (1998) (English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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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病人有「預期的自主權」，能授權親屬作為醫療的代理人或是透過通常是親

屬的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維護自身的利益，因此，法院在堅守病人之自主與利益

的原則下，親屬決定權的實行必須有判斷標準予以約束。法理發展過程中有三種

法院採用的方法，少數州要求「預先表達意願的證據」，但無從檢證意願的無意

識能力病人，反而難以盡早脫離延命醫療；後來發展「代替判斷」原則，親屬決

定權的重要雛型，改以代理人認知的病人偏好和價值觀等來選擇維生醫療抉擇，

但卻容易流於親屬主觀的看法；後續許多法院多採用「病人最佳利益」，代理人

的決定不僅要說明病人的偏好和價值觀，還要客觀衡量、舉證無表達能力病人的

痛苦程度，已超過一般人能理解的痛苦，法院預設了有能提升病人益處的客觀標

準存在，能綜合檢視親屬的決定是否涵蓋病人自主、尊嚴和生命的保障。美國法

院的法理發展，帶動立法的趨勢，早期美國對於臨終維生醫療抉擇法規，由加州

著名的《自然死法案》率先立法，著重於鼓勵有行為能力人盡早預立醫療指示和

委任持續代理人，到 1990 年美國聯邦通過的《病人自決法》涵蓋多元的醫療照

護系統，要求醫護人員提供預立醫囑的資訊，力求提高預立醫囑的普及率；然而，

推廣對象多為有行為能力的老年人，換言之，普及率有限，無法有效解決無意識

能力病人臨終維生醫療抉擇的問題，1993 年美國統一法制定委員會的《統一健

康照護決定法》對問題加以補強，並針對無法或沒有表達有關健康照護決定的病

人，授權被指定的代理人能代替委任人作決定，或是藉由指派代理人、家人或親

密的朋友代為決定，抑或是直接交由法院管轄，由法院代為決定，後續成為許多

州保障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藍本。例如 2000 年加州《統一健康照護決定法》

為了讓無意識能力病人的自主意願和最佳利益，盡量不用走到最後法庭便能實現，

確定親屬的同意地位以及制定「代理人委員會」幫助無任何代理人的無意識病人，

作醫療決定，甚至嚴格採取「預先表達意願的證據」法理的紐約州，也不得不正

視沒有任何醫囑的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其親屬基本上無法檢視醫療紀錄或是簽

名為病人選擇安寧緩和醫療，造成病人承受侵入性且無效果的延命治療，失去善

終的權利，因此，2010 年通過《家庭健康照護法》，法定親屬能代替決定的資格，

並且詳定親屬決定權的判斷標準，優先符合已知的病人意願，如果無法合理地得

知，則應符合病人最佳利益，包含病人承受的疼痛與個人尊嚴等。 

 

不同於美國，1990 年代英國法院對於沒有恢復可能的無意識能力病人，如何

形成病人的醫療決定，不採取擴張病人自主權到親屬或代理人身上，而是一開始

便採用「病人最佳利益」的法理。在不少經典判決中「病人最佳利益」的內涵被

清楚地解釋出來，不只是考量病人復原狀況與避免疼痛等，還包含病人自主意願、

病人生命的保障，以及病人的尊嚴權，依據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基本權利，進

行整體評估，因為病人最佳利益涉及醫療專業和權利保障的客觀評估，以致於英

國的體系難以發展出親屬能直接代替判斷的決定權，而是多由法院與醫師的最佳

利益判斷，來主導沒有任何醫囑且為無意識能力病人的維生醫療抉擇。英國立法

確切規定親屬能取得維生醫療抉擇的決定權也出現較晚，1985 年制定的《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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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權法》範圍僅限於無意識能力病人的財產事務，不包含醫療事項，直系親屬

或醫師通常忽略病人意願，恣意決定維生醫療抉擇；另外，即使英國普通法早已

承認「醫療預囑」，但沒有明確的要式規定，有爭議必須由保護法庭來裁決，有

時緩不濟急，再加上陸續出現案例顯示重症的末期病人希望於有意識前，安排失

去意識後能撤除或終止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並避免協助的家人受《自殺法》

的刑事追究，促使英國國會積極通過《意思能力法》，將「最佳利益」的判斷標

準明文化，並且明確規定拒絕維生醫療的預立醫囑，應具備的要件。病人的親屬

如要於病人無意識能力時有代為拒絕維生醫療的權利，需事先取得《意思能力法》

規定的「持續代理權」，授權書須載明授權拒絕同意進行或繼續維生醫療的醫療

事項以及相關限制，而且親屬做成的決定須符合病人最佳利益。〈意思能力法實

務守則〉更進一步根據《意思能力法》的「最佳利益」規定，羅列應考量得最佳

利益的清單(checklist)，如果親屬沒有任何病人的「預立醫囑」和授予「持續代

理權」，則只能依據病人的最佳利益，進行必要的照護或醫療行為，但不包含拒

絕維生醫療等的重大醫療事項，應交由本法新設立的保護法庭審理，親屬藉由法

院指派並授權，始能取得拒絕維生醫療的同意權。 

 

德國對病人的生命權保護尤重，前一章節已略為分析，而親屬代替無意識能

力病人決定維生醫療抉擇的決定權，相較英、美也較為嚴格，早其德國的判例多

否定有行為能力末期病人有拒絕醫療的權利，重視醫師對個案具體判斷，隨後促

成 1986 年有關病人自主權的〈協助臨終死亡法案」，在醫師消極協助死亡的方式

下，依據病人明示的請求和醫師的評估，可中斷維生裝置，不強制保護病人生命。

然而，雖肯定了病人自主權，沒有能力表示中斷延命治療的病人卻是難以解決的

問題，1994 年 Kempten案法院尊重病人意願，而對於無從得知意願的病人，以「推

定意願」的法理，根據病人表示的意願、價值觀、生活型態和宗教信仰等，作為

病人「推定意願」的證據。法院決定是否能中斷維生醫療，如果沒有推定意願的

證據，法院得採「病人福祉」的法理，依據社會一般人的價值觀和態度推定病人

的意願和利益，予以醫療決定或是指派親屬或他人作醫療決定的代理人，最後，

還是無法確定病人的福祉為何，則依據「有疑唯利生命」原則，保存病人生命為

優先。末期病人預立醫囑的法律效力直至 2003 年法院才確立，但即便病人有預

立醫囑，法院還是有加以推翻的可能。因二次大戰納粹安樂死的背景，法律上嚴

禁醫師積極協助死亡，僅於病人進入臨終的過程，專業倫理的法規允許醫師評估

是否不施行、撤除或終止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而親屬必須取得病人合法授權

的「持續代理權」，或通常向法院聲請被法院指派為監護人，才能為無意識能力

病人代為決定維生醫療抉擇。更重要的是，2009 年德國將安寧醫療的預立醫囑

理念整合到民法法典，提升病人醫療的自主權，並且明確規定醫療決定形成方式，

首重病人當下的意願，其次是預立醫囑，如果沒有任何醫療指示，則根據病人具

體的指示，或是口頭或書面表達過的思想等形成的「推定意願」，再來是家人和

信賴的朋友所表達的意見，最後如果上述都無法取得，依照醫師專業判斷，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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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病人最有利的醫療決定。 

 

總體看來，美國、英國和德國對於病人拒絕醫療的權利，各立基於不同法理

來發展，但可以看到，對病人自主權的重視、維護病人利益或福祉，以及肯定親

屬參與末期病人醫療決定是共同趨勢。因此，對於沒有任何明確醫囑且無意識能

力末期病人的醫療決定形成，各國實務上多以病人親屬為主，但也不必然要使親

屬當然獲得決定權才能解決，可能是須要法院授權或醫師判斷，所以立法的重點

在於，親屬的維生醫療抉擇所作成決定的內容，應符合遵照病人的自主意願和考

量涵蓋病人尊嚴的最佳利益等相關規定，而法律規範仍須有效保障病人生命權不

被任意剝奪，如法院審理制度，對危及病人生命的重大爭議進行最後的判定。簡

而言之，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維生醫療抉擇的親屬決定權，立法應著重於告知親

屬決定內容應考量哪些因素，以保障病人的基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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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評析《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中親屬對於心肺復甦術

或維生醫療之決定權 
 

從先前分析美、英、德國關於重症或末期病人不施行、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

術或維生醫療之案例與立法可得知，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首重其「自主權」之保

障，並考量病人「人性尊嚴」的最佳利益，避免末期病人生命權被隨意剝奪，大

抵而言，這些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自主權、最佳利益以及生命權的保障，必須

仰賴親屬對病人意願、信念和價值觀相當程度認知，以及說明「親屬決定權」所

應憑仗的標準。據此，本章節將從我國《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中的親屬決定權，

對無意識能力成年末期病人的權益保障，進一步分析與討論。 

 

第一節  本法關於親屬決定權的立法發展過程 

第一項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發展過程 

 

關於無意識能力病人是否能終止或撤除維生醫療的議題，我國社會輿論的關

注可追溯到著名的「植物人王曉民事件」。王曉民母親王趙錫念女士曾多次向立

法院陳情允許王曉民安樂死，立法委員亦多次發起有關安樂死的公聽會及草案研

擬，但王曉民臥病四十餘年，父母陸續離世，安樂死的議題最終並未完成立法219；

雖然如此，但整起事件已讓社會、法律學者和立法機關開始關注到，延命治療對

於個人、家庭、社會可能造成的問題。特別是早期的法案提案多為「安樂死」的

概念，反而阻礙安寧醫療的推動；再者法理討論上重點多圍繞在保護病人生命的

爭論，很大的原因在於《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裡中斷末期病人延命治療一行為，

性質上歸類於「消極安樂死」，醫師不積極給予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任末期病

人自然死去220，加上我國基於政治和意識型態上，有些社會人士強烈反對「安樂

死」一詞。因此，最後本法迴避「安樂死」一詞，改以「安寧緩和醫療」呈現才

得已通過221。 

 

在《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尚未立法通過之時，1986 年《醫療法》43 條第 1

項即已規定：「醫院、診所遇有危急病人，應即依其設備予以救治或採取一切必

要措施，不得無故延誤。」其中的「不得無故延誤」意指若具有「正當理由」而

不予以急救，即不屬於「無故延誤」。然而，國內醫師對此卻經常誤認為「法律

要求醫師必須一概急救」，因此，為避免家屬不同意放棄急救而產生訴訟風險，

                                                        
219 何清池，人工生殖、代理孕母、預囑醫療及安寧療護之研究，頁 204，2010 年 11 月。 
220 蔡宗珍，「安樂死」合法化的憲法思考基礎 ─ 兼論憲法上生命權的體系結構，憲政時代，1

期，頁 33，1998 年 7 月。 
221 何建志，醫療法律與醫學倫理，頁 189，2012 年 0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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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固守傳統拯救生命的價值觀，醫師往往都會進行急救，但如此卻可能犧牲病

人、家屬的生理與心理痛苦222。放棄不必要的急救，除了使醫師陷入兩難，另外

還會衝擊台灣社會對於生命尊嚴、道德倫理的價值信仰，如 1989 年 3 月 16 日行

政院衛生署署醫字第 786649 號函所言：「有關罹患不治之症病人，如經本人或其

家屬同意，立同意書後，可否放棄心肺復甦之處置疑義，因涉及生命尊嚴、宗教

信仰、倫理道德、醫學技術及病人情況等複雜問題，目前尚有不宜。」223。 

 

現代醫療延長生命伴隨個人身體與心理的煎熬，國內的臨終醫療狀況急待相

關法律改善。民國 89 年通過施行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立法內容多參考歐美

國家關於自然死(Natural Death)的法案，其中規定，醫師已判定治療無效的末期

病人可根據自身意願或家屬同意，「不施行」治療或「撤除」維生系統224。因此，

二十歲成年人且具有完全行為能力者，若經醫生診斷為該法所規定的「末期病人」

(認定不可治癒且醫學上之證據近期內死是無可避免)，得預立意願書或預立醫療

代理人225。 

 

民國 91 年修正《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時，主要針對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且

未事前預立意願書者，雖經醫師確認為末期病人、最近親屬書也簽署「撤除心肺

復甦術」同意書，但若已施行「心肺復甦術」，那麼仍不得終止或撤除其「心肺

復甦術」之情況；將其修正為醫師與親屬應因其預先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之同

意書，當該末期病人意識昏迷時，原本施予之心肺復甦術即得予終止或撤除，避

免一旦實施維生醫療器材，醫生就必須救到底，違反病人事先明確的不急救意願
226，並與立法意旨尊重病人意願相互矛盾。  

 

民國 100 年再次增修，其中新增第 6 條之 1 規定，意願書應記載於健保卡，

當在末期病危無法主動出示時，就醫事人員之職責，仍應全力救治，導致常發生

不符合病人意願及利益之急救等情事227，確保能履行病患的意願。同時增修第 7

                                                        
222 同前註 221，頁 188。 
223 同前註 221。 
224

 趙可式：過度醫療也違反醫療倫理 拔管太遲 腐肉與血水四濺 家屬悔，中國時報，A3 版，

2011 年 1 月 4 日。 
225 見民國 89 年 6 月 17 日公布《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5 條：「二十歲以上具有完全行為能力之

人，得預立意願書。前項意願書，意願人得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並以書面載明委任意旨，於其

無法表達意願時，由代理人代為簽署。」 
226

 見民國 91 年 11 月 22 日修正《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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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施予之心肺復甦術，得予終止或撤除。」；第七條第

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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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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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見民國 100 年 1 月 10 日修訂《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6 條之 1 立法理由：「…二、鑑於已簽

署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者，所簽立之意願書若未隨身攜帶，在末期病危無法主動出示時，就醫事

人員之職責，仍應全力救治，導致常發生不符合病人意願及利益之急救等情事。爰於第一項賦予

於健保卡加註安寧緩和醫療意願，其效力等同意願書正本之法源依據；且為能確實尊重並履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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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讓沒有預立同意書和醫療代理人的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而親屬也沒有於急

救前依法提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之同意書，之後施行的心肺復甦術，需「得經醫

療委任代理人或第四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親屬一致共同簽署終止或撤除心肺復

甦術同意書，並經該醫療機構之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予以終止或撤除心

肺復甦術228」。從立法過程發現，《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是以病人自主決定為重要

依據，從最初的意願書，再增加病人本人或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註記同意書於 IC

健保卡，其效力等同意願書，藉以確保個人自主決定能夠明確落實；不過，病人

在治療中陷入昏迷或無法清楚表的情況仍是最大的難題，特別是急救後昏迷，維

生器材是否能撤除：如果能撤除，則可能造成家屬和醫生提早放棄治療；如果不

能，醫師和家屬眼見滿身插滿儀器，持續痛苦，不符合醫療倫理要求的「病人最

大利益」與「個人尊嚴」。因此，《安寧緩和醫療條例》雖增修了第 7 條，但問題

仍為未得完善的解決。。 

 

有鑒於失去意識的末期病人若無簽署意願書而法律要件極其嚴苛，須「四代

同堂」最近親屬的一致同意，然後還要醫學倫理委員會的審查通過，不符合醫學

倫理的要件導致病人痛苦、家人負擔、醫療資源浪費的多輸情形，因此，委員楊

玉欣、陳碧涵、吳育仁、江惠貞、羅淑蕾、徐欣瑩等 28 人臨時提案建請行政院

於一個月內提出《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相關條文修正案，保障末期病人的生命與

死亡229。民國 101 年 12 月 21 日進行第三次修正，現行本法規定不施行、終止或

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皆能由最近親屬一人行之，放寬終止或撤除維生設施

之限制。 

 

第二項  我國臨終醫療的親屬決定權 

 

我國親屬得代理決定無意識能力成年病人的醫療行為，在一般手術或侵入性

治療是常見的，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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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法》第

64 條：「醫療機構實施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侵入性檢查或治療，應向病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並經其同意，簽具同意書後，始得為之。」 

 

然而，台灣並沒有對醫療中親屬決定權有一般性的規範，法律學說上主張類

                                                                                                                                                               
人撤回之意願，並於第一項但書明定關於廢止前揭健保卡註記之規定。…」 
228

 見民國 100 年 1 月 10 日修正《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第 7 項：「最近親屬未及於醫師施

行心肺復甦術前，依第三項至第五項規定出具同意書時，原施予之心肺復甦術，得經醫療委任代

理人或第四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親屬一致共同簽署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同意書，並經該醫療機

構之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予以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 
229

 立法院公報，第 101卷，第 74 期，院會紀錄，頁 239，2012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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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適用《醫療法》第 64 條第 1 項之規定：「醫院實施手術時，應取得病患或其配

偶、關係人之同意…」認為病患意識昏迷無法作醫療決定時，應由配偶、親屬或

關係人代理，台灣醫療實務上亦認為親屬代理決定是一種常態230；再者，依《醫

療法》第 58 條規定，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家屬告知其病情、治

療方針及預後情況，臨床上常見醫師告知親屬的內容多為病人病情惡化、瀕臨死

亡，以便其家屬能盡快準備後事231。 

 

在《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尚未通過前，對於意識昏迷楚、且未在施行心肺復

甦術前簽立不予施行意願書的病人，即使其親屬希望撤除心肺復甦醫療，醫師也

不敢照辦，因為台灣《醫師法》訂有刑事責任，醫師可能擔心突然出現其他不同

意該做法的親屬，主張醫師撤除維生設施造成病人死亡。因此，台灣實務上的作

法是對於臨終瀕危之病人，或僅靠呼吸器維持生命跡象的重度昏迷患者，若親屬

認為維生設施對病人已無實益並希望撤除時，親屬得決定是否簽署病危自動出院，

或是違背醫囑的自行出院之同意書。因為病人並非於醫護人員平時執業的場所過

世，得以規避醫事法律的管轄，且病人經親屬同意出院，事後少有家屬互告遺棄

罪或殺人罪的情形，醫護人員能自保也兼顧病人利益的倫理原則232。而於《安寧

緩和醫療條例》制定後，親屬對於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臨終醫療的決定權，大抵

是「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以及「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

兩種權利，以下進行細部分析。 

 

 

第二節  親屬對於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決定權

的法律議題 

 

第一項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概念與立法沿革 

 

「心肺復甦術」是「指對臨終、瀕死或無生命徵象之病人，施予氣管內插管、

體外心臟按壓、急救藥物注射、心臟電擊、心臟人工調頻、人工呼吸等標準急救

程序或其他緊急救治行為。」233。《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制定之初，曾將「不施

行心肺復甦術」納入「安寧緩和醫療」的定義中，因其性質上得免除末期病人之

                                                        
230

 吳俊穎，壽終正寢？─病患親屬代理決定權的探討，月旦法學雜誌，114 期，頁 158-159，2004

年 11 月。 
231 蔡墩銘，醫事刑法要論，頁 90，2005 年 9 月 2 版。 
232

 黃馨葆、林晏群、邱泰源，應否撤除氣管內插管？─《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修正前後之倫理

與法律議題探討，生命教育研究，1 期，頁 118-119，2012 年 6 月。 
233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3 條：「本條例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三、心肺復甦術：指對臨終、

瀕死或無生命徵象之病人，施予氣管內插管、體外心臟按壓、急救藥物注射、心臟電擊、心臟人

工調頻、人工呼吸等標準急救程序或其他緊急救治行為。」(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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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234。然而，依循 2002 年世界衛生組織（WHO）之定義，安寧緩和照護是

指針對面對威脅生命疾病之病人與親屬的照顧方式，目標是藉由早期確診及周全

評估，治療病人的疼痛及其他身、心、靈的問題，以達提昇生活品質之目標。因

此，於民國 101 年 12 月 21 日修正，正式將「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從「安寧緩和

醫療」的定義移除。理由在於避免人們誤會，以為安寧緩和醫療就是屬於放棄急

救的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且有意把末期病人臨終醫療的選項劃分為「安寧緩和醫

療」、「心肺復甦術」以及「維生醫療」，讓末期病人能有更多選擇；此外，「心肺

復甦術」重新被定義為「標準急救程序或其他緊急救治行為」235。 

 

在尚未獨立出「維生醫療」前，民國 89 年《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最

早僅規定「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的要件：須經由二位醫師，其中一位醫師具相關

專科醫師資格，診斷確為末期病人，並有意願人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的意願書；

而末期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即為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如有最

近親屬，在不違反病人明示意願下，得代替其出具同意書，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

得以一人行之；其最近親屬意思表示不一致時，依前項規定的「最近親屬之範圍」

各款先後定其順序，由先順序者決定；後順序者已出具同意書時，先順序者如有

不同之意思表示，應於安寧緩和醫療實施前以書面為之。「最近親屬之範圍」最

初為：1.配偶、2.成人直系血親卑親屬、3.父母、4.兄弟姐妹、5.祖父母、6.曾祖

父母或三親等旁系血親、7.一親等直系姻親。 

 

民國 91 年 11 月 22 日第一次修正，修改幅度較小，「心肺復甦術」的施行對

象，新增「瀕死」之病人，補足原本僅規定「心肺復甦術：指對臨終或無生命徵

象之病人…」236，並將原法第 7 條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的要件，第 5 項規定：「…

後順序者已出具同意書時，先順序者如有不同之意思表示，應於安寧緩和醫療實

施前以書面為之。」的「應於安寧緩和醫療實施前」改為「應於不施行心肺復甦

術前」，使第 7 條文內容統一指涉「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一事。 

                                                        
234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3 條：「本條例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一、安寧緩和醫療：指為減輕或

免除末期病人之痛苦，施予緩解性、支持性之醫療照護，或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民國 89 年 6

月 7 日公布) 
235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民國 101 年 12 月 21 日第 3 條修正理由：「一、第一款修正理由：（一）

本款為「安寧緩和醫療」之名詞定義， 故其內容應依循 2002 年世界衛生組織（WHO）之定義，

俾免本國之安寧療護定義標準與世界各國不同。此外，本次修正亦更加突顯安寧緩和醫療之正面

意義。（二）另，原條文定義實包含「安寧緩和醫療」與「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兩部分。事實上

二者不應混為一談。重新定義安寧緩和醫療，讓二者脫勾思考，可以避免人們誤會，以為安寧緩

和醫療就是「放棄急救」。另一好處是能增加末期醫療選擇的多元彈性。換言之，安寧緩和醫療

與維生醫療抉擇是可以被末期病人分開選擇的多元選項。二、第三款修正理由：原條文定義過寬，

除了末期病人病危時醫生為其所做的急救程序外，也包含了醫生在非急救情形下為維持末期而瀕

死病人生命徵象所做的醫療處置。此次修法將兩者分開，並重新定義心肺復甦術為「標準急救程

序」或「其他緊急救治行為」，以符合臨床專業上對心肺復甦術的理解。…」 
236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民國 89年 6月 7日公布第 3條：「本條例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三、

心肺復甦術：指對臨終或無生命徵象之病人，施予氣管內插管、體外心臟按壓、急救藥物注射、

心臟電擊、心臟人工調頻、人工呼吸或其他救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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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0 年 1 月 10 日第二次修正，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的條件變得嚴格，因

為二位醫師診斷確為末期病人的要件，原本如前述僅要求其中一位醫師具相關專

科醫師資格，修改為「前項第一款之醫師，應具有相關專科醫師資格」237換言之，

需要二位相關專科醫師資格才能確認病人是否為末期病人。立法者提高要求二位

相關專科醫師，用意在於保障末期病人的人權以及生命安全，特別是避免謀財害

命的問題，並二位相關專科醫師的判斷可達到制衡的作用238；而關於親屬代替無

意識能力末期病人同意不施行心肺復甦術部分，則是將第 7 條第 4 項「最近親屬

之範圍：…二、成人直系血親卑親屬。」修正為「近親屬之範圍：…二、成人子

女、孫子女。」，因為「成人直系血親卑親屬」涵蓋成年的子女、孫子和曾孫子

皆須共同簽署一致同意，涉及人數眾多，反而不利於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能即時

免於不必要的心肺復甦術239。 

 

民國 101 年 12 月 21 日第三次修正，「維生醫療」一詞正式出現，「指用以維

持末期病人生命徵象，但無治癒效果，而只能延長其瀕死過程的醫療措施。」240

特別與緊急急救的「心肺復甦術」作區別，並新增於不施行、終止或撤除心肺復

甦術之規定，而「維生醫療」包含我們在許多國外判例所看到以鼻胃管輸入人工

營養或供給水分等，對瀕死病人以屬無意義的延命措施，因此，現行法律最近親

屬可代為同意不施行、終止或撤除維生醫療。另一方面，本次修法關注到無行為

能力末期病人的維生醫療抉擇，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要件除了維持需

要二位相關專科資格醫師確診為末期病人外，新增「未成年人無法表達意願時，

則應由法定代理人簽署意願書。」；“有”最近親屬的無行為能力病人，須於「無

簽署第一項第二款之意願書且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的條件下使得為之，

強調如果末期病人只有無意識能力之情況，親屬還是不得恣意出具不施行心肺復

甦術或維生醫療之同意書；“無” 最近親屬的無行為能力病人，無簽署不施行心

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同意書且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應經安寧緩

                                                        
237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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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項第一款之醫師，應具有相關專科醫師資格。」(民國 100 年 1 月

10 日修正) 
238 侯委員彩鳳：「…至於人權及生命安全問題，特別是關於謀財害命的問題，本席日前還曾就此

跟石處長進行討論。關於第七條，本席與其他 50 位委員同仁於修法時，可能未盡周延，像第七

條第一項規定，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必須符合由兩位醫師診斷確為末期病人的規定，但其中一位必

須具有相關專科醫師資格，我們現在希望兩位都必須具有相關專科醫師資格，如果有人想要謀

財害命，會因有些人的杞人憂天，而達到一位比較好收尾，但兩位比較沒有那麼好收尾，而無法

一一收買的制衡作用。」(節錄自：立法院公報，第 100 卷，第 11 期，委員會紀錄，頁 255，

2001 年 1 月 3 日。) 
239 陳副署長再晉：「原來只有子女，範圍比較小，若再擴及成年的孫子、曾孫，當事人又很幸福、

子孫滿堂也都健在，那麼，簽署的人就會變很多，也會增加困難。」(節錄自：立法院公報，第

100 卷，第 11 期，委員會紀錄，頁 302，2001 年 1 月 3 日。) 
240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3 條：「本條例專用名詞定義如下：…四、維生醫療：指用以維持末

期病人生命徵象，但無治癒效果，而只能延長其瀕死過程的醫療措施。」(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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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醫療照會後，依末期病人最大利益出具醫囑代替之」241。 

 

第二項  現行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親屬決定權 

 

如親屬想取得對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決定

權，首先，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須經由二位具有相關專科資格的醫師診斷，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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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末期病人242；

再者，病人本身須未事先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意願書，且其意識

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此時親屬始得代替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出具不施行

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同意書243。 

 

得代替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出具同意書的親屬，《安寧緩和醫療條例》進一

步將其範圍限制在「最近親屬」。「最近親屬」的範圍和順位依序為：1.配偶、2.

成年子女或孫子女、3.父母、4.兄弟姐妹、5.祖父母、6.曾祖父母、曾孫子女或三

親等旁系血親、7.一親等直系姻親244。上述範圍內的最近親屬，可以只由其中一

人出具同意書，便可代替無意識末期病人同意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若

最近親屬之間有意思表示不一致時，依據上述的順位決定誰具有決定權，但後順

序者已先出具同意書時，先順序者如有不同之意思表示，應於不施行、終止或撤

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前以書面為之245；當同一順位親屬有二人以上出現意願

不一致時，其中一人出具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同意書，即可同意不施

                                                        
241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第 1 項：「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應符合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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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

無法表達意願時，則應由法定代理人簽署意願書。」、第 7條第 3項：「末期病人無簽署第一項

第二款之意願書且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由其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之。無最近

親屬者，應經安寧緩和醫療照會後，依末期病人最大利益出具醫囑代替之。同意書或醫囑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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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

公布) 
242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第 1 項：「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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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第 7 條第 2 項：「前

項第一款之醫師，應具有相關專科醫師資格。」；同法第 3 條：「本條例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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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公布) 
243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第 3 項：「末期病人無簽署第一項第二款之意願書且意識昏迷或

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由其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之。」(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公布) 
244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第 4 項：「前項最近親屬之範圍如下：一、配偶。二、成年子女、

孫子女。三、父母。四、兄弟姐妹。五、祖父母。六、曾祖父母、曾孫子女或三親等旁系血親。

七、一親等直系姻親。」(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公布) 
245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第 6 項：「第三項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得以一人行之；其最近

親屬意思表示不一致時，依第四項各款先後定其順序。後順序者已出具同意書時，先順序者如有

不同之意思表示，應於不施行、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前以書面為之。」(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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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246。最重要的是，同意書或醫囑，均不得與末期病人於

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前所明示的意思表示相反247。 

 

第三項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與保障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

自主權和最大利益之問題 

 

一、本法規定「最近親屬」範圍的人選是否能充分代表病人的自主意願?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最近親屬」的範圍和順位係參照民法第 1138 條法定

繼承順序，主要乃斟酌我國一般社會通念的家庭親疏遠近關係，應算是允當248。

但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涉及加速病人死亡的醫療行為，具有決定權的

親屬資格若與法定遺產繼承權人順位相同，則有潛在道德風險的疑慮。此外，臨

床上有些病人的照護者並非是病人親屬，可能是病人的同居人或其他，但《安寧

緩和醫療條例》卻未明文允許同居人可取得病人維生醫療抉擇的決定權，反觀《醫

療法》第 63 條手術或麻醉同意書之簽具249以及第 64 條侵入性檢查或治療同意書

之簽具250，皆有授權「關係人」能代替病人簽署同意書；再者，衛生署在〈醫療

機構實施手術麻醉需取得病人同意的指導原則〉解釋函已明確說明，「關係人」

的範圍包含同居人或摯友等，換言之，《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機械式地依據順位

選定親屬來代替病人決定，這些所謂的「最近親屬」與病人本身卻可能更為疏遠，

還不如病人的同居人或摯友來得瞭解病人的意願、價值觀，甚至是病人的利益251，

由此由此顯見本法在這部分保障仍有不足。 

 

                                                        
246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本條例第七條第五項所稱得以一人行之，於同條第

四項所定同一款之最近親屬有二人以上時，指其中一人依同條第三項規定出具同意書者，即為同

意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民國 90 年 4 月 25 日修正)  
247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第 3 項：「…。同意書或醫囑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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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公布) 
248

 邱忠義，新修正「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之安樂死與尊嚴死之評析，軍法專刊，2 期，頁 111，

2004 年 4 月。 
249 《醫師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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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 
250 《醫師法》第 64 條：「醫療機構實施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侵入性檢查或治療，應向病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並經其同意，簽具同意書後，始得為之。但情況緊急者，

不在此限。…」。 
251 吳俊穎，醫師告知義務急速擴張的時代，法學新論，14 期，頁 103-104，200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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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最近親屬的無意識能力病人由他方決定是否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

反而更受「病人最大利益」所保障 

 

現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第 3 項規定「末期病人無簽署第一項第二

款之意願書且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由其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之。

無最近親屬者，應經安寧緩和醫療照會後，依末期病人最大利益出具醫囑代替之。

同意書或醫囑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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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未預立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意願

書，又無從得知病人的明示意願時，‘無’最近親屬的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應經

由安寧緩和醫療照會，依據病人的「最大利益」出具醫囑以代替病人的不施行心

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意願書，相較之下，‘有’最近親屬的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

只要求病人的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沒有明文規定親屬出具同意書前，應以「病

人最大利益」為標準。 

 

病人的最近親屬通常是與病人的生命歷程有關聯的人，與病人過去的互動比

起醫護人員或法院來得多，所以不論是醫學倫理或是法律上，都預設最近親屬的

意見和認知，足以代替病人的意願，符合病人生活價值的臨終尊嚴，因此，親屬

可謂是考量病人利益的重要因素。但有實證研究發現，病人親近的親屬代理同意

病人相關的醫療措施，並無法確切表達病人自身的意見，就算病人的親屬最初是

以病人利益為基礎來決定病人相關的醫療措施，但是面臨重要和緊急的重要決定

時，親屬難免會根據自身的生活經驗和價值觀來決定、甚至變更病人原始的意願
252。因此，對於親屬決定末期病人是否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更應該要求

親屬必須依據「病人最大利益」為之，避免有決定權的親屬僅以自身利益或經驗

為考量，進而造成‘有’最近親屬代替決定的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比起‘無’最近

親屬代替決定的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病人權益反而遭受侵害。 

 

另一個問題是，我國《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中「病人最大利益」的內涵顯得

抽象且空洞，並不像美國、英國或德國有長久發展的判決法理，能促成明文化相

關的指引和法規，幫助醫護人員與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親屬去思考和衡量病人

的意願、尊嚴和生命品質等因素，並以維護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最佳利益或福祉

為共識，作出符合病人需要的維生醫療抉擇；此外，從第三、四章的案例與各國

法制情況可知，無意識能力病人的利益基本上涉及病人的自主權、生命權以及人

性尊嚴，因此，當發生醫師與親屬間、親屬與親屬間等，對於病人利益有疑慮或

衝突時，特別制定法院救濟程序，就嚴重或緊急事件予以判決或選定代理人。換

言之，要達到保衛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最大利益，需要有更明確完整的救濟配

套和判定標準，現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訂出「病人最大利益」一詞，我國將

                                                        
252 陳孟佳、楊秀儀，急重症病患之「告知後同意」，台灣醫學，6 期，頁 677，2010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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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義和列舉參考因素，似乎有待更清楚的評斷與說明。 

 

三、如何確保最近親屬是否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決定不會凌駕醫療委任

代理人的決定 

  

依據本條例的規定，末期病人本人明示的意願優先於「醫療委任代理人」與

「最近親屬」，如第 6 條之 1 明文，末期病人的醫療委任代理人於意願書表示同

意且經註記於健保卡，若與意願人臨床醫療過程中書面明示之意思表示不一致時，

「以意願人明示之意思表示為準。」；再如第 7 條第 3 項規定，末期病人未簽署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意願書，且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由

其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之，但「同意書或醫囑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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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兩個規定充分反映病人明

示意願具有優位性，然而，最近親屬與病人預先委任醫療代理人的意見相左時，

該如何解決孰為優先順位的問題呢？ 

 

關於同意權的優先順位，本法已有第 7 條第 6 項規定「其最近親屬意思表示

不一致時，依第四項各款先後定其順序。」但其僅規定最近親屬同意權的優先順

序，卻未對最近親屬的同意權與醫療委任代理人之順位不一致時作明確的規定；

再者，原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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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其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之。」(民國 89 年 5 月 23 日制訂)之規定，易使人

誤以為末期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最近親屬就可以出具同意書代

替病人決定維生醫療抉擇，直至近期民國 101 年 12 月 21 日修正第 7 條第 3 項：

「末期病人無簽署第一項第二款之意願書且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由

其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之。」其立法理由並明確說明：「事實上若病人有預

立意願書，或有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簽署意願書時，應先從其意思表示。惟

當本人沒有簽署意願書亦無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時，最近親屬才有替病人做決定

而簽署同意書的權利。」253其已指出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

或維生醫療之意願書，應優先從醫療委任代理人的意思表示判斷。 

 

但問題在於，需要施行心肺復甦術通常出現在病人已無心跳的情況，如不及

時施行則會造成死亡，因此，在拯救病人生命與維護病人死亡的自主權之間，醫

師需要盡快判斷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是否有預立同意書或醫療委任代理人。醫療

委任代理人，乃是末期病人預先以書面載明委任意旨，於其無法表達意願時授權

                                                        
253 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公布第 7 條第 3 項修法理由：「…（二）原條文寫法易使人誤會當末期

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最近親屬就可以出具同意書代替病人決定。事實上若病人

有預立意願書，或有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簽署意願書時，應先從其意思表示。惟當本人沒有

簽署意願書亦無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時，最近親屬才有替病人做決定而簽署同意書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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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代為簽署同意書254，本應優先尊重病人授權的意願，保障無意識能力末期

病人的自主權；不過，現行本法第 6 條之 1 規定，末期病人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或

作維生醫療抉擇的意願書，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其意願註記於健保卡，該意願註記

之效力與意願書正本相同，以呈現病人的真意，但卻未強制將無意識能力末期病

人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的醫囑、醫療代理人的聯絡方式等登記健保卡之中，再加

上我國多以家庭價值為主的家長主義，更容易發生醫師或親屬故意或不知已預立

醫療代理人，而使親屬決定權容易凌駕於醫療代理人之決定255。 

 

 

第三節  親屬對於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決

定權的法律議題 

 

第一項  「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與「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之立法

沿革與差異 

 

一、親屬代替決定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權利的出現與沿革 

早期《安寧緩和醫療條例》雖允許對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已經施行的心肺復

甦術得予以終止或撤除，卻僅限於病人「已簽署預立意願書」或是「預立醫療委

任代理人代為簽署意願書」的情形，否則無法事後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受限

於此規定，親屬和醫護人員對末期病人承受痛苦的瀕死過程而只能束手無策。為

維護國人善終的尊嚴與臨終的品質與福祉256，民國 100 年 1 月 10 日增訂第 7 條

第 7 項規定：「最近親屬未及於醫師施行心肺復甦術前，依第三項至第五項規定

出具同意書時，原施予之心肺復甦術，得經醫療委任代理人或第四項第一款至第

三款之親屬一致共同簽署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同意書，並經該醫療機構之醫學

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予以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自此，無意識能力末期

病人之最近親屬得同意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但必須最近親屬一致同意，始得

以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 

 

第 7 條第 7 項增訂後，實務上卻仍是窒礙難行，蓋在現今社會，病人配偶、

                                                        
254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5 條第 2 項：「前項意願書，意願人得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並以書

面載明委任意旨，於其無法表達意願時，由代理人代為簽署。」(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公布) 
255 趙俊祥、李郁強，從病人自主權觀點談臨終急救與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之修正，法學新論，33

期，頁 131-132，2010 年 12 月。 
256

 院總第 1780 號，立法院第 7 屆第 5 會期第 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頁 96-97，2010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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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子女、成人孫子女與父母全都到醫院照護，已難復見，有些家屬甚至人在國

外不便簽署；再者，要求醫院或醫護人員稽查所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規定的

最近親屬已非易事，有些醫護人員甚至擔心未簽署之最近親屬事後提起告訴，潛

藏醫療糾紛的可能257，致使病人難以盡快脫離人工延命設施。然而，最近親屬一

致同意的意願，實際上並不必然較為貼近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價值觀與想法，

此際反而突顯立法用意或是為了避免家人意見歧異，而不是確保尊重病人的自主

意願258。從法律上來看，當時《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第 5 項規定：「第三

項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得以一人行之；其最近親屬意思表示不一致時，依前項

各款先後定其順序。後順序者已出具同意書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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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為之。」(民國 100 年 1 月 26 日公布)，換言之，

最近親屬一開始便同意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只要最近親屬中有一人出具同意書即

可，相形之下，同法第 7 條第 7 項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卻要求所有法定的最

近親屬一致同意並經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致使後者末期病人免於急救痛苦的權

益較難實現，程序上顯失公平259。 

 

有鑒於最近親屬同意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的決定權在行使上顯有困難，阻

礙末期病人善終的機會，民國 101 年 12 月 21 日《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再次修正，

刪除原條文第 7 條第 7 項、第 8 項260和第 9 項261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必須經最

近親屬一致同意與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的相關規定，且進一步修訂《安寧緩和醫

療條例》第 7 條第 6 項（原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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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施予之心肺復甦術，得予終止或撤除。」即當末期病人有

預立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之同意書或有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簽署該同意書時，

始得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之規定）並移至本法第 7 條第 5 項：「末期病人符合

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情形時，原施予之心肺復甦

術或維生醫療，得予終止或撤除。」如此意味著，該條例再次肯定親屬得代替無

意識能力末期病人出具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同意書；更重要的是，

最近親屬同意的程序要件與「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是‘完全相同’的：

最近親屬出具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同意書，得以一人行之，而最

近親屬意思表示不一致時，依本法最近親屬的順位，定其先後順序，後順序者已

出具同意書時，先順序者如有不同之意思表示，應於不施行、終止或撤除心肺復

                                                        
257 王志嘉，末期病人醫療常規─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九十六年度醫上更(一)字第二號刑事判

決評釋，月旦法學雜誌，211 期，頁 252，2012 年 12 月。 
258

 盧映潔、陳信如，論病患之最近親楚拒絕或撤除心肺復甦的同意權爭議─以新修正「安寧緩

和醫療條例」為評析，月旦法學雜誌，205 期，頁 209，2012 年 6 月。 
259 王志嘉，同註 257，頁 254。 
260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第 8 項：「前項得簽署同意書之親屬，有已死亡、失蹤或不能為

意思表示時，由其餘親屬共同簽署之。」(民國 100 年 1 月 10 日修正)。 
261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第 9 項：「第七項之醫學倫理委員會應由醫學、倫理、法律專家

及社會人士組成，其中倫理、法律專家及社會人士之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民國 100 年

1 月 10 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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甦術或維生醫療前以書面為之262，因此，不必再由最近親屬一致同意與經醫學倫

理委員審查，依照「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規定的程序要件即可。 

 

二、「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與「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之差異 

就醫學的角度分析，所謂「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是指拔除氣管內管與移

除人工呼吸器，屬於撤除人工呼吸器或維生醫療的行為，因為體外心臟按摩、急

救藥物注射及心臟電擊等心肺復甦術，並非持續性的治療，一旦施行便無終止或

撤除可言，與我們認知的「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指不給予氣管內插管、心臟電

擊、體外心臟按摩等），兩者內容大不相同263。由醫學倫理之角度觀察，「終止或

撤除心肺復甦術」和「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本質上都是尊重末期病人不願仰賴機

器維生的醫療決定，但若不確定是否為末期病人、還有救治希望時，應先讓病人

接受心肺復甦術，待急救後確認為末期病人，再尊重病人意願「終止或撤除心肺

復甦術」為宜264。 

 

此外，對於「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的社會觀感和法律效果，也與「不施行

心肺復甦術」有所不同：「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乃未積極施行侵入性急救措施，

改以支持性治療等「不作為」的方式結束生命，在情感上較被家屬與社會大眾所

接受，反觀「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則是於施行心肺復甦術後，醫師再以「作

為」的方式，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來結束病人生命，情感上較不被家屬與社會

大眾所接受265；再者，「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之執行，結束病人經急救而維持

下來的生命，可能違反刑法第 275 條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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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工自殺罪，甚至是殺人罪，使得「不施行心肺復

甦術」與「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產生法律效果上的差異性。雖然從憲法上來看，

兩者皆是尊重病人自主權的體現，醫學倫理亦認為兩行為都是幫助病人達到自然

死亡的目的並無不同，不過，直至民國 91 年 11 月 22 日修正，新增第 7 條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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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施予之

心肺復甦術，得予終止或撤除。」以特別法的方式，新增「得予終止或撤除」之

規定，才稍微除去二行為法律效果和認知上的差異266。但當時的規定對於終止或

                                                        
262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第 6 項：「第三項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得以一人行之；其最近

親屬意思表示不一致時，依第四項各款先後定其順序。後順序者已出具同意書時，先順序者如有

不同之意思表示，應於不施行、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前以書面為之。」(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公布)。 
263 陳信如、盧映潔，撤除心肺復甦術與病人生命權保障之爭議，台灣醫界，55 期，頁 39-40，

2012 年。 
264 同前註 263，頁 40，2012 年。 
265 王志嘉、楊奕華、 邱泰源、 羅慶徽、 陳聲平，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有關「不施行，以及終止

或撤除心肺復甦術」之法律觀點，臺灣家庭醫學雜誌，3 期，頁 104-105，2003 年。 
266 同前註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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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除心肺復甦術的規定仍屬嚴格，末期病人須有預立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之同意書

或有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簽署該同意書，始得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否則，

一旦施行心肺甦術無法終止或撤除。即便目前立法趨向兩者已無差異，但「終止

或撤除心肺復甦」的行為涉及的社會觀感與法律爭議仍與「不施行心肺復甦術」

有所差異。 

  

第二項  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親屬決定權與保障無

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生命權之問題 

 

「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歷經幾番修正，與「不施行心肺復甦

術或維生醫療」的程序要件完全相同，許多與親屬決定權相關的問題，已於前述

作出分析與討論，因此，針對「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部分，以

下將聚焦於與病人「生命權」保障的爭議。 

 

一、親屬決定「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是否剝奪病人生命權之辯證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並非就沒有病人生命權保障的問題，而是

‘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特別容易觸動是否隨意剝奪病人生命的

疑慮，如先前討論‘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與‘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之差異時，

我們已提及醫師有時無法在第一時間作判斷是否為末期病人，因此醫生通常會先

行急救，原本已無心跳的病人在施行心肺復甦術之後，病人因為仰賴人工延命的

設施，變成具有生命的個體，此時親屬決定‘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

療，以‘作為’方式中斷病人維持下來的生命，便涉及侵害病人生命權的爭議。 

 

例如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的親屬決定權在首次立法時，提案立委之一的黃

淑英委員便已對「終止心肺復甦術」的行為提出疑慮，認為病患已經接受治療，

醫師拔管的動作等於終止他人的生命，雖考量家屬身為照護者精神及金錢上的負

擔，但也必須保障病人應有的尊重及權益，以避免家屬與末期病人的利益衝突，

所以應首重病人意願的表達，判斷是否願意終止自己的生命，如僅單憑二位醫師

及家屬意願就要終止末期病人的治療顯然是不夠的267。由此可知，民國 100 年 1

                                                        
267

 黃委員淑英：「好，是終止心肺復甦，但這個動作可能會引發家屬和末期病人利益衝突。當然，

我們要考量照顧者精神及金錢上的負擔，但是也不要忘記這個法對於病患的尊重及權益的保障，

本席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尊重病患的自主性及其自覺，如果中間產生利益衝突時，我們的條文並無

任何機制可以處理。另外，所謂的病人意思表達是什麼？今天如果沒有任何配套，只憑二位醫師

及家屬意願就要終止治療，本席認為是不足的，因為病患在意識清楚時可能有強烈意思表達，但

這個意思表達並不一定是指當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時要如何處理，有可能是因為宗教因素，譬如

反對自殺或是安樂死，類似這種意願的表達，應該要受到尊重與參考，如果只有兩個醫師認定

為末期病人，加上家屬同意，就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本席認為是不夠的。其他國家的作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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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0 日修正第 7 條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要求最近親屬一致同意並經醫學倫

理委員會審查，乃是為了確保被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的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

其生命是基於病人個人意願和利益的抉擇而結束，不是遭受最近親屬任意終止，

因而訂定嚴格的程序要件，也顯示出立法者將人工維持生命跡象的瀕死病人視為

生命存續的個體，對於親屬決定「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的行為存有剝奪病人

生命權的憂慮。 

 

此外，我國亦有論者以為親屬同意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行為，

本身就是對末期病人生命權的侵害，主張近親的觀點不能保證當病人有行為能力

時，面對自己無意識能力的情況也會認同最近親屬的維生醫療抉擇。所以《安寧

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第 3 項和第 5 項規定268，讓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親屬能

於無病人任何明確、清楚的意願下，進行拔管並移除呼吸器，應視為違反病人意

願的「殺人式安樂死」。因為親屬可能僅是表面上維護病人生命尊嚴，但實際上

是為了讓末期病人安樂死，打開安樂死的方便之門，尤其是對醫療資源與家人嚴

重負擔的植物人或‘準’植物人，形成病人被剝奪生命權的風險。因此《安寧緩和

醫療條例》第 7 條授權親屬得決定終止或撤除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心肺復甦術

或維生醫療，違反憲法保障個人的生命權、人性尊嚴與自主權269。 

 

然而，以維護病人生命的論點，質疑親屬得決定終止或撤除無從得知意願且

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之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正當性，其實國內外皆有此見解。

但是，如果詳細了解，《安寧緩和醫療條例》適用對象為「末期病人」，依規定須

經兩名相關專科醫師確認為「末期瀕死病人」，且瀕死病人在醫療上可證實其生

命已不可逆，使用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其實僅是人工延長生命，病人已不應視

為生命權必須積極保護的對象，因此，親屬同意終止或撤除，基本上應不涉及安

樂死的爭議270。再者，第二次修正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親屬決

定權」時，已將其程序要件修正為與「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完全相同，

該修法理由便已清楚地說明：「…『不施行』與『撤除』二者沒有倫理上的差別。

『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並無高於『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的倫理爭議或風險。

                                                                                                                                                               
些是成立倫理委員會，必須經過倫理委員會審查後才可以執行，我認為這部分值得參考，因為要

終止他人生命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加上中間還可能發生利益衝突…」、「沒有錯，這些我們都處

理了，現在本席要談的是，這個人已經在做醫療處理，而要終止這個治療，也就是要拔管了。今

天如果是還沒有開始進行治療，要行使這樣的同意權，本席可以接受，但是今天病患已經接受治

療，而醫師要做拔管動作，等於是終止他人的生命……」節錄自：立法院公報，第 100 卷，第

11 期，委員會紀錄，頁 247，2011 年 1 月 10 日。 
268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第 3 項：「末期病人無簽署第一項第二款之意願書且意識昏迷或

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由其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之。…」；同法第 5 項：「末期病人符合第一

項至第四項規定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情形時，原施予之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得予

終止或撤除。」(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公布)。 
269 林萍章，從《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之「親屬死亡同意權」談病人自主權之突變，台灣法學，

172 期，頁 56，2011 年 3 月。 
270 王志嘉，同註 257，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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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主張終止或撤除維生醫療有謀財（遺產）害命的可能，實是一種莫須有的

想像。…病人已處於末期且瀕死階段（否則不會使用本條例定義之維生醫療），

實無為謀其財而害其命之必要。…當病人接受維生醫療只是延長其瀕死階段時，

終止或撤除維生醫療甚至比當初決定不為病人施行心肺復甦術要更具正當性。…」
271換言之，假設親屬基於遺產利益而侵害瀕死病人生命的道德風險並不成立，因

為末期病人是接受維生醫療延長瀕死的現象，而此物理上的生命現象反而阻礙病

人自然生命結束，更應該接受終止或撤除維生醫療。 

 

進一步分析我國對於保護生命的態度可以發現，我國學理上認為憲法第 15

條對生存權的保障包含國家有義務尊重和保護人民的生命，看似與放棄人民的生

命權相互衝突，但不可忽視的是，國家對生命權的態度亦會隨著時代演進和科技

進步等因素而改變。如我國憲法第 23 條授權立法者得就特定刑事犯罪處以生命

刑，或是制訂《優生保健法》第 9 條規定婦女於法定情況下可允許墮胎等，皆顯

示我國法律制度對於生命權並非採取絕對保護原則，而是在合乎比例原則的特定

情況下，國家能放棄對人民生命權的保護，尊重個人的自主權；因此，《安寧緩

和醫療條例》藉由立法程序來限定在特定條件下由最近親屬得決定末期病人是否

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不必然即是漠視或侵害病人的生命權272。而且《安寧緩

和醫療條例》的立法目的除了尊重不可治癒末期病人的自主意願，還兼顧保障病

人的權益273，以避免臨終遭受無效醫療的救治手段，因此，本法授權親屬代為決

定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維生醫療抉擇，是否有授權過寬而侵害病人生存意願的

疑慮，應該針對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應免於無效醫療的權益，衡量親屬放棄病人

生命的決定是否具有必要性，而非過度苛求找出無從得知的末期病人意願，抑或

要求國家應積極保護瀕死病人因人工方式維持下來的生命跡象，徑而主張終止或

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對病人的自主權或生命權有所危害。 

 

                                                        
271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第 5 項修正理由：「…美國醫學會、美國胸腔學會、英國醫學會

皆明確表示，在末期病人的醫病脈絡中，『不施行』與『撤除』二者沒有倫理上的差別。『終止或

撤除心肺復甦術』並無高於『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的倫理爭議或風險。因此，主張終止或撤除

維生醫療有謀財（遺產）害命的可能，實是一種莫須有的想像。因為病人已處於末期且瀕死階段

（否則不會使用本條例定義之維生醫療），實無為謀其財而害其命之必要。況且，若真有心使病

人早死來分遺產，可以在當初決定是否為病人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時，就以同意書先替病

人拒絕之，毋須等到病人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後，再循較嚴格的規定來要求醫生終止或

撤除這些醫療處置。由此可知，此時顧慮道德風險並不必要。再者，當病人接受維生醫療只是延

長其瀕死階段時，終止或撤除維生醫療甚至比當初決定不為病人施行心肺復甦術要更具正當性。

最後，按原條文之規定，終止或撤除維生醫療的規定較不施行維生醫療要來得嚴格許多，也會使

醫生在決定是否為病人實施維生醫療時有所怯步。」(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公布)。 
272 謝榮堂，評析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月旦法學，171 期，頁 141-142，2009 年 8 月。 
273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1 條：「為尊重末期病人之醫療意願及保障其權益，特制定本條例。」

(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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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親屬決定“不”終止或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可能侵害病人人性尊嚴的生命權

之爭議 

 

生命權除了獲得應有的基本生存的保障之外，尚須擴及到生命過程中人作為

生命主體者應有的人性尊嚴，因為生命若缺乏尊嚴，人將只是軀殼，甚至淪為物，

便不是生命權應保障的對象；而生命權應具有的人性尊嚴，不只是取決於當事人

是否擁有充分的自主權，還涉及其整體生命品質的提升274。 

 

現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對於無從得知維生醫療抉擇意願且無意識

能力末期病人，由親屬代為決定終止或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僅限制不得違反

病人明示意願而結束病人生命275，避免未遵循病人自主權而任意侵害其生命權，

卻沒有考量到親屬決定‘不’終止或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造成無意識能力末

期病人飽受人工延命醫療的折磨、缺乏生命品質的情形該如何解決；例如最近親

屬全數抑或是前順位的最近親屬於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前書面表

示不同意終止或撤除276，基於最近親屬的個人利益，因而遲遲不同意撤除末期病

人的「葉克膜」維生醫療，造成末期病人臨終前，因使用葉克膜全身腫脹、全身

器官壞死、身體腐爛等277。此時瀕死的末期病人根本沒有生命品質可言，等同於

以無人性尊嚴的方式維持生命，亦是嚴重侵害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生命權! 

 

然而，現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規定最近親屬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

生醫療之同意權，僅放寬最近親屬代替決定終止或撤除維生醫療抉擇不必經最近

親屬一致同意與醫學倫理委員審查，雖有助於最近親屬盡快協助瀕死的無意識能

力末期病人完成善終，但是如果出現前順位者於不施行、終止或撤除維生醫療前，

書面表示不同意時，反而使瀕死病人無法解脫；相較於國外已有授權醫師得基於

病人利益或福祉，可以不遵照最近親屬‘不’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

之決定，或透過聲明交由法院介入判定等措施，藉以確保瀕死的無意識能力末期

病人能保有最後生命應有的尊嚴。因此，我國《安寧緩和醫療條例》針對親屬“不”

                                                        
274 李震山，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頁 88-89，2011 年 10 月 4 版。 
275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第 3 項：「…。同意書或醫囑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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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公布) 
276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第 6 項：「第三項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得以一人行之；其最近

親屬意思表示不一致時，依第四項各款先後定其順序。後順序者已出具同意書時，先順序者如

有不同之意思表示，應於不施行、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前以書面為之。」 
277 「『許多末期病人臨終前全身插滿管子，因使用葉克膜全身腫脹，但全身器官已壞死、身體甚

至開始腐爛，連惡臭的體液都流出來，葉克膜幾乎是裝在屍體上。』陽大附醫內科加護病房主任

陳秀丹說，末期病人無法移除維生醫療，對病患根本如同『人間煉獄』。…臨床上就有七十幾歲

長者，陷入昏迷，住在呼吸照護病房逾十個月，八名子女因遺產喬不攏，遲遲不簽署放棄心肺復

甦急救同意書，甚至臨床還有兄弟以簽署同意書做為遺產要分多少的籌碼，生命末期照護意義被

扭曲，對病人來說如同煉獄。」節錄自：現行條件嚴 拔管困難重重，中國時報生，A6，2012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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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且意圖延長病人的生命跡象，嚴重侵害病人人

性尊嚴之困境，顯然缺乏確切的防範規定。 

 

 

第四節  檢視醫師以及醫學倫理委員會於親屬決定過程中

的角色與功能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僅規定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的程序和順序，並要求最

近親屬之決定不得違反末期病人明示的意願，未進一步規定最近親屬於決策過程

中須依循的病人最大利益或應考量的因素；如此一來，則親屬所決定的維生醫療

抉擇可能易於忽略接近病人想法或價值觀的意願，或是使無意識能力病人承受不

具人性尊嚴的延命醫療等情況。親屬如基於自身利益去考量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

的維生醫療抉擇，容易發生親屬的利益與病人的基本權利和利益相衝突的問題，

所以，在親屬決定過程中，如何避免病人的最大利益不被親屬的決定所犧牲，醫

師以及醫學倫理委員會的角色與功能成了保障病人的最大利益的重要關鍵。 

 

第一項  醫師的角色與功能 

一、安寧緩和醫療中醫師角色應盡之義務 

醫師的行為義務大抵可分為，天職、約定和法定：第一種，天職是指醫師專

業職責，亦即由醫學倫理出發探討醫師的義務；第二種，約定是指對病人直接與

間接受醫院委託或複委任，受民法、刑法、命令與醫療法律所約束；第三種，法

定則是最直接以法律規定醫師應盡的義務。形式上，醫師執業基本的法定義務有

三種層次：狹義而言，僅注重醫療行為上的義務，即注意義務與說明義務，主要

規定在《醫師法》；而一般定義的義務，主要是《醫師法》、《醫療法》和其它相

關法規規定；最廣泛的醫師義務，才是法律未明文規定而為醫學上的倫理義務，

但違反該醫學倫理仍具有法律效力，如《醫師法》將違反醫學倫理明定為醫師懲

戒理由、依據民法第一條規定締結的醫療契約，依契約法理，醫師應盡倫理上之

義務等278。 

 

因此，醫師的角色須遵守生命倫理─自主、不傷害、行善及正義原則—以提

供親屬判斷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所需的醫療措施、指引病人的最佳利益、保護病

人生命品質、避免病人的醫療權利受侵害與無效醫療等相應的倫理義務同時亦應

                                                        
278 李詩應，醫師的多重義務間之衝突，月旦法學雜誌，185 期，頁 107-112，201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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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相關的法定義務。在眾多醫療法規的法定義務中，與醫師協助末期病人和最

近親屬決定維生醫療抉擇的相關義務主要是： 

 

1. 危急病人緊急救治義務的免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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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醫師對

於生命危急的末期病人，如無正當理由，應立即採取救治的必要措施，不得延誤。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以特別法的方式規定末期病人、法定代理人與最近

親屬得同意不施行、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一旦要件成立，醫師不

得對末期病人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救治。如有違反，依據同法第 10 規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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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鑑定「末期病人」的義務：依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3 條規定第 2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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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對罹患嚴重傷病且欲不施行、終止

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病人，有義務為其診斷鑑定是否符合「末期病人」

之資格。 

 

3.告知義務：是目前醫療體系中最重視的一環，是建立醫病關係的基礎，一方面

說明醫師的職責，另一方面，維護病人自主權、保障病人和家屬「知」的權利279。

《醫師法》第 21 條之 1 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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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病人及其家屬及早

做醫療選擇；《安寧緩和條例》第 8 條另有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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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末期病人應特別告知其病情、安寧緩

和醫療的治療方針以及維生醫療抉擇，如病人無明確意思表示預知前述內容，醫

師可斟酌末期病人的情況，選擇不告知病人病情，僅告知其家屬即可。安寧緩和

醫療的治療方針以及維生醫療抉擇的告知方式與內容，行政院衛生署亦頒定〈生

命末期病人臨終照護意願徵詢作業指引〉，要求醫護人員徵詢各醫院重症末期如

腦死、多重器官衰竭病人及其家屬，其目的是提昇生命末期病人醫療照護之品質

與效率、提昇生命末期病人臨終照護家屬滿意度以及增加器官捐贈率280。  

                                                        
279

 同前註 278，頁 110。 
280

 行政院衛生署醫事處公告原文：「一、目的：（一）提昇生命末期病人醫療照護之品質與效率。

（二）提昇生命末期病人臨終照護家屬滿意度。（三）提昇器官捐贈率。二、執行人員：（一）意

願徵詢：病人主治醫師。（二）後續協助：病人所在之病房（如加護病房）醫護人員，包括醫師、

護理人員、呼吸治療師、社工人員及器官捐贈協調人員。三、徵詢對象：各醫院重症末期如腦死、

多重器官衰竭病人及其家屬。四、徵詢時機：當生命末期病人罹患嚴重傷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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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瀕臨腦死（昏迷指數 GCS：

3 分）或三種以上器官衰竭時。五、意願徵詢作業流程：（一） 主治醫師向病人或其家屬詳細解

釋病情，並徵詢對臨終照護的意願。（二） 主治醫師提供「生命末期病人臨終照護意願徵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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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病歷記載及保存的義務：《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9 條：「醫師對末期病人實

施安寧緩和醫療，應將第四條至第八條規定之事項，詳細記載於病歷；意願書或

同意書並應連同病歷保存」醫師應於病歷表詳細記載末期病人意願書之簽署及應

載明事項、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書面撤回意願、健保卡意願註記及廢止、不施

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以及醫師告知病人或家屬的內容等 ，且病人的意願

書或同意書並應連同病歷一併保存。 

 

 二、醫師遵守倫理與法定之義務的困難 

依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規定的醫師義務與安寧緩和醫療要求的醫師倫理，

醫師應該使末期病人及其親屬了解病情，指引符合病人利益的醫療方針，並於維

生醫療抉擇確定後，免除醫師的救治義務，保障末期病人的生命品質與避免無效

醫療之功能。然而，台灣的臨終醫療常見的現象是醫師面臨癌症病情告知，常沒

有事先考量末期病人是否是何了解病情，而逕自以親屬、親友為協商的優先對象，

把病人視為沒決策能力的依賴者，以致於家屬、親友形成支持系統以及主導治療

方向；雖然 1974 年美國國家心肺復甦術與緊急心臟照護標準會議(National 

Conference on Standards for CPR and Emergency Cardiac Care)指出「CPR的目的在

防止非預期的死亡，對末期且無法恢復的疾病並不適用」，但台灣許多醫生在醫

學教育的洗禮下，替每一位臨終病人進行人工呼吸或心肺復甦術，認為是醫師的

責任而變成「儀式化」，而當醫護人員面臨是否急救的兩難時，醫師可能直接把

問題丟給家屬，由家屬做決定281。因此，針對這些醫療現象與醫師角色應盡義務

之間的落差，於以下進行分析： 

 

1. 醫師即時鑑定「末期病人」困難且條件嚴苛難以免除醫師的救治義務 

 

醫師鑑定「末期病人」依據現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3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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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罹患嚴重傷病」尚有〈全民健康保險保險

對象免自行負擔費用辦法〉，由《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6 條第 2 項規定授權制定

                                                                                                                                                               
（一式兩份），由病人或其家屬簽收後，一份病人或其家屬存留，一份存病人病歷，並將病人或

其家屬所表達之意願記載於病歷。（三） 配合家屬意願，提供後續協助：如轉介社會工作部門，

提供關懷與悲傷輔導；轉介器官捐贈小組，提供器官捐贈相關訊息；協助辦理臨終不施行心肺復

甦術手續；協助辦理自動出院手續。」網址：

http://www.doh.gov.tw/CHT2006/DM/DM2_p01.aspx?class_no=24&now_fod_list_no=4072&level_no
=1&doc_no=49963   (最後瀏覽日期：2013 年 5 月 24 日) 
281

 蔡友月，生命最後的旅程：醫療科技與死亡儀式，載：醫療與社會共舞，頁 313、314，2008

年 02 月。 

http://www.doh.gov.tw/CHT2006/DM/DM2_p01.aspx?class_no=24&now_fod_list_no=4072&level_no=1&doc_no=49963
http://www.doh.gov.tw/CHT2006/DM/DM2_p01.aspx?class_no=24&now_fod_list_no=4072&level_no=1&doc_no=4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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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傷病」範圍可參照282，且「認為不可治癒」乃是醫師專業判斷的主觀要

件，較無爭議；後段要求「有醫學上之證據，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

者」，「近期內」在醫學與法界普遍接受是指病人存活期約三至六個月，而「病程

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者」，醫師須審慎評估病人病情是否已達到「不可逆點」，

符合醫療實務上的「無效醫療」，但這部分即是困難之所在，因為是否‘無效’，

專業醫師間的看法可能不盡相同，甚至醫師與病人親屬間的看法也會有落差，而

且隨著時代價值觀的改變和醫療技術的進步，增添醫師判斷上的困難283。 

 

此外，《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規定，不施行、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

或維生醫療，皆必須有二位專科醫生診斷為末期病人284，該要件是「雙保險」的

制度設計，可防止道德危險，避免誤診，然而，對於欲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的

病人尚可行，但如果是緊急情況欲拒絕心肺復甦術的病人，臨時要再找另外一位

相關專科醫生診斷是否為末期病人，實務上連醫療人力充足的醫學中心也有相當

難度，更不用說是醫療人力不足的區域醫院285。因此，若醫師依照本法規定的末

期病人判斷標準，恐過於嚴格且困難，醫師們無法立即確定無意識能力病人是否

屬於末期病人，即時給予親屬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建議；即便醫師主

觀認為病人病程已不可逆，因為第一時間難以符合嚴格的要件，容易依據在場親

屬意願進行無效的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避免紛爭。 

  

2.親屬具民事與刑事的訴訟權利影響醫師趨向將親屬作為告知義務的主體 

 

我國醫師往往把末期病人的親屬當作主要告知的對象，致使親屬的意見主導

末期病人的醫療方式，這樣的現象，很大的原因在於親屬除了有無意識能力末期

病人之維生醫療抉擇的決定權，同時擁有刑事與民事的訴訟權利。在刑事醫療訴

訟上，親屬具有獨立訴訟的地位286，且親屬向醫師提起刑事告訴乃是由檢察官作

證據調查，可減免親屬舉證上的困難，降低訴訟成本，還能附帶民事訴訟程序，

以致於醫師須承擔自由刑與巨額賠償的風險，無非是一大威脅287；民事醫療訴訟

上，《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將親屬納入醫師告知義務的對象，雖我國法律在許多

地方皆有明文醫師的告知和說明義務，但其界線、範圍仍待具體明確的解釋，而

                                                        
282

 行政院衛生署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衛署健保字第一○○二六六○○六七號令訂定修正。 
283 王志嘉，同註 257，頁 237-238 
284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I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應符合下列規定：一、應

由二位醫師診斷確為末期病人。…V 末期病人符合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

醫療之情形時，原施予之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得予終止或撤除。」(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公

布) 
285

 盧映潔、陳信如，同註 261，頁 207-208。 
286 《刑事訴訟法》第 233 條：「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得獨立告訴。被害人已死亡者，得

由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告訴。但告訴乃論之

罪，不得與被害人明示之意思相反。」 
287 王皇玉，論醫療刑責合理化，月旦法學雜誌，213 期，頁 76-78，2013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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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民事法院對於說明義務尚未形成較為一致的見解，以致增加關於說明義務的

訴訟可能288，特別是當發生末期病人未告知親屬自行簽署同意書，或是醫師僅依

法告知末期病人而未告知親屬相關事項，一旦醫療結果不符合親屬的期待，親屬

得以醫師未履行告知義務為理由來興起訴訟，自然使醫師導向「防禦性醫療289」，

親屬逐漸變成醫師告知重要事項與商量醫療方式的主要對象290。《安寧緩和醫療

條例》第8條醫師的告知義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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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告知對象得為末期病人「或」其家屬，且病人沒有明確

意思表示想知道病情或醫療選項時，可以不主動告知病人；如醫師為避免醫療糾

紛，可能末期病人自始不知安寧緩和醫療的相關事項，增加由親屬主導維生醫療

抉擇的可能。 

 

雖然由立法與修正之理由，我們可以理解本條文不硬性要求醫師優先告知病

人，目的是因為病人可能自始無意識能力，或醫師考量病人狀態不宜告知病人病

情，而可改由告知家屬以保障其權益291，然而，倫理上，安寧緩和醫療是減輕或

免除末期病人身、心、靈的痛苦，予以支持性的照護，增進病人的生活品質，醫

護人員的溝通與陪伴無非是安寧緩和醫療的重點，病情告知應盡可能透過人性關

懷或同理心等的溝通技巧達成，即便是為了因應發展符合本土民情的安寧照護模

式，卻不代表病情的告知能忽略病人或家屬其中一方，規避醫師告知義務的職責，

任由病人主導或親屬主導292，損害到安寧照護的目的。換言之，本法沒有硬性規

定醫師對末期病人的告知義務，醫師如果非經審慎考量末期病人之狀態，恣意選

擇不主動告知末期病人罹病情況，僅告知其家屬，可能發生在末期病人有意識時，

無法及時依據自己的病情需求表達個人意願，失去事先明示其選擇安寧緩和醫療

或維生醫療抉擇的機會。 

 

3.醫師對於親屬不利於病人之決定缺乏具公權力的第三方協助解決 

                                                        
288 沈冠伶、莊錦秀，民事醫療訴訟之證明法則與實務運作，政大法學評論，127 期，頁 240-242，

2012 年 6 月。 
289

 防禦性醫療是指醫師因避免受到責難而進行的醫療行為，並不是因為病患的最大利益。(陳進

明，防禦性醫療，台灣醫界，8 期，頁 47，2004 年 8 月。) 
290 陳孟佳、楊秀儀，同註 252，頁 679。 
291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民國 89 年 5 月 23 日(制定)立法理由：「一、醫師之說明義務，乃係病

患自我權行使之基礎，惟有醫師善盡其說明義務，並取得病患同意，其所實施之治療行為始具合

法性。二、當病患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應告知醫療代理人、家屬或法定代理人，以

保障其權益。」；《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修正理由：「要求醫師除了將原條文

規定之安寧緩和醫療方針，亦須將末期病人之病情、作維生醫療抉擇之可能性以適當之方式告知

末期病人，落實醫師之告知義務，俾使病人能在知悉其病情的情況下，做進一步的醫療決策。若

醫師考量病人之狀態，認為不適宜直接告知其病情時，亦可將上述資訊告知家屬。惟當病人有明

確意思表示其欲知病情及各種相關醫療選項時，醫師仍應將其以適當之方式告知病人，不應規避

其告知義務。」 
292

 賴允亮，面對絕症的醫學─台灣安寧緩和醫療，醫療品質雜誌，5 期，頁 14-15，201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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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允許最近親屬於末期病人未簽署不施行心

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意願書，且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由親屬出具

同意書以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但有實證研究發現，許多病人的配偶、

親屬或關係人經常無法準確預測病人治療的意願，也可能作出不利於病人病況的

醫療決定，例如如有違瀕死病人生命品質的無效醫療。即便《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並未規定最近親屬和醫師在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無從得知維生醫療抉擇的意願

時，應依循病人利益等判斷標準，依據生命倫理的行善原則，醫師有義務指引決

定權利的親屬了解病人的最佳利益，當病人親屬的決定不符合病人最佳利益時，

應加以拒絕，若仍無法阻止時應尋求公權力介入293。不過，現行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所公布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已不復見原條文第 7 條第 7 項中，由醫學、

倫理、法律專家及社會人士組成的「醫學倫理委員會」來審核最近親屬一致同意

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之決定，再加上我國沒有如美、英和德國，允許醫師或親

屬等相關人士，請求法院介入審查的機制，所以，我國當醫師基於病人最大利益

之醫療決定，與最近親屬之決定發生衝突時，顯然缺乏公正的第三方作為協調的

管道，以實踐病人利益。 

 

第二項  醫學倫理委員會的角色與功能 

 

一、醫學倫理委員對於協助安寧緩和醫療的角色與功能 

 

倫理委員會的起源員自於治療性人工流產委員會 ( therapeutic abortion 

committees)、透析配給委員會(dialysis allocation committees)以及早期 1960 年代

的機構審查委員會(IRB)，並於 1976 年獲得重大的進展，因為在美國 Quinlan 案

中，法院建議倫理委員會應該將評估不施行、終止或撤除治療當作一般慣例和處

理程序；原始的構想是多由醫師組成的「預後委員會」(prognosis committee)來運

作，但很快地迅速發展成跨學科的委員會。1983 年美國的生命倫理總統委員會

在《放棄維生醫療的決定》(Deciding to Forgo Life-Sustaining Treatment)報告中，

贊同倫理委員會的效用，使倫理委員會更邁進一步，甚至一度曾在出版的報告中

制定倫理委員會角色與功能的規章，但並沒有被各州所廣為接受；1984 年衛生

與人類服務局(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頒布立法，內容僅鼓勵照

護提供者建立「嬰兒照護審查委員會」(Infant Care Review Committees)，目前僅

少數的州和其他國家將倫理委員會制定於法規之中294。我國法律明文須經醫學倫

理委員會審查的事項，規定在《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 8 條第 4 項：「醫院自活

                                                        
293 吳俊穎，同註 251，頁 104-105，。 
294

 Thaddeus Mason Pope, Legal Briefing: Healthcare Ethics Committees, 22 The Journal of Clinical 
Ethics 74, 74-75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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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應對捐贈者予以詳細完整之心理、社會、醫學評估，

經評估結果適合捐贈，且在無壓力下及無任何金錢或對價之交易行為，自願捐贈

器官，並提經其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始得為之。」此外，民國 100 年 1

月 10 日修訂《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第 7 項與第 9 項，規定原施予之心肺

復甦術，得經醫療委任代理人或最近親屬一致共同簽署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同

意書，並經該醫療機構之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予以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

術；醫學倫理委員會應由醫學、倫理、法律專家及社會人士組成，其中倫理、法

律專家及社會人士之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醫療機構的倫理委員會通常扮演協助醫師處理倫理困境，同時幫助醫院避免

訴訟或不良示範的角色。大體而言，倫理委員會主要的三大功能在於：個案審查

(case review)、政策諮詢( policy advice) 和職員教育( staff education)，其中以個案

審查最受關注，因為個案審查的功能是有效解決維生醫療抉擇的爭議解機制，有

時甚至是因應法令而生，例如紐約州允許病人或其醫療代理人同意醫師不施行心

肺復甦術，如醫療代理人與醫師發生爭執，應由倫理委員會先解決爭議295。儘管

醫學倫理委員會隨著各國不同的文化脈絡和社會需求，亦有不一樣的地位與功能，

但美、英、德國等倫理委員會之全國性調查和大量的文獻顯示，亦不外乎這三大

功能。當醫學倫理委員會作為政策發展的角色，主要的功能是實踐國家安寧緩和

醫療的政策，並針對醫療機關設機的議題訂定準則等，以英國為例，像不予以心

肺復甦術準則、告知同意政策、親屬的權利與責任等規則；當醫學倫理委員會作

為倫理教育的角色，教育的對象涉及的族群非常廣，包括倫理委員會的成員、醫

護人員、病人、親屬以及社區民眾，針對不同族群的需求不同安寧照護的內容，

如美國 1993 年美國醫療機構評鑑聯合會(Joint Commission on Accreditation of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簡稱 JCAHO)規定健康照護組織須有教育病人自身權力

的機制，而通常由醫學倫理委員會執行，有時提供病人或其親屬提供決定維生醫

療抉擇所須的教育。最後，當醫學倫理委員會作為個案諮詢的角色，其功能在於

澄清維生醫療抉擇的相關議題、調解衝突，於個案病人的照護上，分析並協助解

決道德難題，透過跨學科的倫理委員成員提供的專業和資料蒐集，為病人及其親

屬指出個案中倫理問題的核心，促進涉及個案的相關人士的溝通與達成共識，並

藉由個案協助醫師發展處理難題的系統296。 

 

二、我國安寧緩和醫療設置倫理委員會之困難 

 

醫療倫理委員會的功能有助於親屬決定醫療決定的形成符合病人的最大利

益，但我國醫學倫理委員會進入安寧醫療的困難之處在於，其是否能有效與病人、

                                                        
295 Jonathan D. Moreno, Ethics committees and ethics consultants, in 48 A Companion to Bioethics 
573, 576-577 (Helga Kuhse & Peter Singe eds., 2010). 
296 蔡甫昌，「臨床倫理委員會」之倫理與實踐，台灣醫學，3 期，頁 387、390-393，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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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親屬或與病人和其親屬之間，達到有效的臨床倫理諮詢，形成共識，恐有許

多潛藏的問題。首先，國外研究顯示，在美國 64%的臨床倫理諮詢是由醫院倫理

委員會的模式進行，相較之下，我國有能力提供倫理諮詢的人才卻供不應求，倫

理諮詢要達到這麼高的普及率，實為困難。再者，臨床倫理諮詢常反映出該社會

的文化與價值觀，換言之，任何一個群體或社會都具有一套特定的價值體系，影

響人們去定義醫療情境，找出倫理上的爭議問題並於合乎倫理的前提下解決，以

這種「倫理促進模式」進行臨床諮詢，在強調個人自主為主流價值的美國社會，

更顯尊重病人自主意願為相關人員的基本共識，然而我國傳統華人思想與儒家文

化，強調「家庭自主」 (family autonomy )而不是「個人自主」 (individual autonomy )

的文化與價值觀，因此，在醫療過程中常由親屬決定，倫理委員會必須面臨病人

自主與家庭自主與東西方倫理價值觀的落差。如何達成相關人等的倫理共識並解

決病人維生醫療抉擇的問題，亦是倫理委員會落實個案審查的阻礙之一297。 

 

除此之外，過去《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須

醫學倫理委員會同意的規定，其中要求醫學、倫理、法律專家及社會人士的比例，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開會時間一年至多二到六次、每次開會大約一至二小時，如

此根本無法審理所有案件；加上審查過程無法真實得知病人真實情況、各醫療體

系無一套標準作業流程，造成審查困難298。醫療機構倫理委員會的功能，不應僅

限於給予諮詢或意見，必要時應就個案中病人的最佳利益或意願作審查，避免家

屬濫用同意權、醫師與家屬的衝突，以及進入司法途徑解決，才是保障病人基本

權利的適當作法。然而，若未有一套標準程序和細則外，對於醫療機構以外的審

查委員並未規定須出席審查，恐流於形式審查而已299。 

 

三、「安寧緩和醫療照會」機制能取代「醫學倫理委員會」之功能？ 

 

民國 101 年 12 月 21 日修正本法第 7 條第 5 項：「末期病人符合第一項至第

四項規定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情形時，原施予之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

療，得予終止或撤除。」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時，最近親屬得依據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程序，由其中一人出具同意書即可，無須四代親

屬一致同意並交由醫療倫理委員會審查，換言之，醫療倫理委員會走入歷史，取

而代之協助醫師處理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維生醫療抉擇之問題的機制則是「安寧

緩和醫療照會」。 

 

安寧緩和醫療照會之機制見於現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7 條第 3 項：「末

期病人無簽署第一項第二款之意願書且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由其最

                                                        
297 陳彥元，醫療倫理，載：醫療法律，頁 111-113，2012 年。 
298

 王志嘉，同註 257，頁 253。 
299 盧映潔、陳信如，同註 258，頁 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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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之。無最近親屬者，應經安寧緩和醫療照會後，依末期病

人最大利益出具醫囑代替之。」由此可知，安寧緩和醫療照會機制主要任務是當

無最近親屬的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無從得知其意願時，由該照會機制依據病人

最大利決定是否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醫療抉擇；原先醫學倫理委員會開會時

間不一定，往往拖延末期病人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時機，而全民

健保局推動的「安寧緩和醫療共照」制度，一旦病人有需求，即由醫院照護團隊

立即給予諮詢，較具機動性300。 

 

安寧緩和醫療照會的功能不僅如此，民國 100 年 4 月 1 日實施的〈全民健康

保險安寧共同照護試辦方案〉說明安寧共同照會機制目的在於「為使安寧療護理

念延伸至更廣泛的非癌症病人，並讓更多的醫護等相關人員、病人及家屬對安寧

療護有正確的認知，並進而增加醫護人員之照護技能，擴大安寧療護服務的效益，

本保險人除延續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照護一般癌症病人外，更擴大收案對象，

讓有意願接受安寧緩和醫療服務之重症末期病人，得依需要，亦有機會接受健保

安寧療護共同照護…」實行方法是由醫院成立「安寧共同照護小組」，小組成員

需包括安寧共照負責醫師及專任護理人員至少各一名，必要時得增設社工人員、

心理師、宗教師或志工等，且小組成員皆需接受過安寧緩和醫療之相關教育訓練

80 小時以上，包含安寧緩和醫療的介紹、十大疾病病人之舒適照護、末期症狀

控制、末期病人及家屬之心理社會與靈性照護、末期病人與遺族之哀傷輔導、安

寧療護倫理與法律、溝通議題與安寧療護服務相關表單制度與轉介等 7 大主題，

並且須在安寧病房見習 40 小時（後續每年繼續教育時數醫師及護理人員為 20

小時），提出相關教育訓練證明301。 

 

由安寧緩和醫療照會機制的內容來看，確實比起醫學倫理委員會較能就無意

識能力病人維生醫療抉擇的爭議，提供貼近醫學倫理的諮詢以及盡速協助醫師或

病人親屬溝通或予以建議。但是，安寧共同照護小組成員以醫護人員為主，醫學

倫理委員會則是由醫療領域以外的專業人士組成，當醫師與最近親屬的醫療決定

有衝突時，安寧緩和醫療照會機制是否能使病人親屬信任亦是一大問題；另外，

維生醫療抉擇常涉及許多法律等多元專業領域，安寧緩和醫療照會的醫護人員是

否足以負荷，值得探討。 

 

                                                        
300

 許處長銘能：「…目前的執行狀況是，往往有兩位醫師已判定病人是末期，家屬也同意拔管的

案子，因為醫倫會開會時間不確定，一拖就是兩、三個月，這樣對病人來說也是折磨，因此，我

們希望尊重楊委員修法的意見。」、「…其實兩位醫師畢竟也是一個團隊，但是目前我們正在推動

有關安寧緩和醫療共照的制度，其中有所謂的安寧緩和醫療照會的制度，也就是說病房如果發現

病人需要安寧緩和醫療服務時，我們會照會一個團隊來做。」節錄自：立法院公報，第 102 卷， 

第 1 期，委員會紀錄，頁 1638-1639，2012 年 12 月 10 日。 
301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全民健康保險安寧共同照護試辦方案〉，取自：

http://www.nhitb.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8&menu_id=498&WD_ID=498&webdata_id
=3803 (最後瀏覽日：2013 年 6 月 1 日). 

http://www.nhitb.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8&menu_id=498&WD_ID=498&webdata_id=3803
http://www.nhitb.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8&menu_id=498&WD_ID=498&webdata_id=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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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准許有行為能力的末期病人得選擇預立「安寧緩和醫

療」、簽署「維生醫療」同意書，或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署同意書，一旦病

人失去意識能力時，即可依據病人自身意願安排臨終方式；同時，對於沒有簽署

意願書、缺乏病人明示意願的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本法授權最近親屬得代為簽

署不施行、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同意書，免除無效的延命醫療，

如此不失為對病人臨終尊嚴的保障。以上的規定，確實是我國正視末期病人缺乏

尊嚴的延命醫療處境，同時是肯定病人有拒絕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自主權的

重要立法。 

 

在尚未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之時，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不施行、終止

或撤除心肺復甦術因涉及安樂死、倫理道德的議題，所以遲遲沒有相關立法讓無

意識能力末期病人之親屬，得決定不施行、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

不過，當時實務上親屬可簽署「病危自動出院」或「違背醫囑之自行出院」同意

書，以達成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目的。民國 89 年順利通過《安

寧緩和醫療條例》，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之最近親屬，於病人未立意願書且無明

示醫療意願的情況下，始得同意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但當時卻未授與最近親屬得

同意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以致於發生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一旦施行心肺復甦

術後，必須承受延命治療至死的窘境；民國 91 年第一次修正，無意識能力末期

病人得“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前提是末期病人本人須於有行為能力時，預立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之意願書方得以終止或撤除，這樣的規定等於是排除未立意願

書且無明示醫療意願的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之善終權益。有鑑於此，民國 100

年第二次修正，關於未立意願書且無明示醫療意願的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親屬

有代替同意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之權利，但卻規定必須最近親屬一致同意並經

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後，始得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換言之，親屬終止或撤除

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決定權，比同意不施行的決定權來得嚴苛。 

 

設立如此嚴格條件的原因在於，社會大眾對於同意“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

或維生醫療的行為，常認為是以積極作為的方式結束末期病人的生命，涉及刑事

上加工自殺或殺人罪；再者，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如無法確切取得病人意願，

逕自中斷維生設施，恐違背病人自主權、侵害病人的生命權。然而，該法規施行

後發現，末期病人的生命本已不可逆、無恢復健康之可能，已不是具有生命尊嚴

的個體，因此“不施行”與“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皆是讓病人得以自

然結束生命的行為，應無差別。對於“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設定

親屬一致同意並經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的要件，反而容易因為親屬意見不一致或

醫學倫理委員會無法即時審核，造成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無法善終。直至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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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三次修正，將親屬決定「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

或維生醫療」與「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法定要件，修訂為一致。換

言之，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維生醫療抉擇，得由最近親屬其中一人為之；當親

屬意見不一致時，得依最近親屬中順位優先者之意願，決定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

的維生醫療抉擇，避免延長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承受無效的延命醫療。 

 

現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確實簡化親屬決定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維生醫療

抉擇的程序，但是仍有不少問題存在。就維護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自主權來看，

本法規定「最近親屬」未包含與病人生活較密切的同居人或摯友，可能發生親屬

決定的維生醫療抉擇未能接近或完整符合病人真實的意願；另外，末期病人親自

預立的醫療委任代理人與最近親屬意見相左時，無法從本法明確得知兩者的順位

關係，且健保卡未強制註記醫療委任代理人之資料，恐因不及或不知通知醫療委

任代理人，而由親屬逕自決定。 

 

另一方面，就保障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最大利益而言，安寧緩和醫療照會

對於「“無”最近親屬之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維生醫療抉擇，本法規定須基於

病人最大利益，反觀「“有”最近親屬之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本法對於親屬代

為決定維生醫療抉擇，僅著重於如何解決親屬意見不一致的問題，而未要求親屬

之決定須符合病人利益，如此一來，容易造成使親屬基於自身經驗或利益予以決

定，進而犧牲病人權益之情形，加上雖明文要求醫術人員因循「病人最大利益」

作出維生醫療抉擇，但缺乏判斷因素的說明與配套救濟制度，無助於我國無意識

能力末期病人最大利益的發展；此外，對於瀕死病人的生命延續已無任何意義，

親屬如決定「“不”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可視為對病人生命尊嚴

之侵害，基於病人利益，應可不遵照親屬之決定，然而綜觀本法，卻無否決親屬

決定「“不”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相關機制。 

 

對於「親屬決定權」與「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利益」兩者相衝突的情形，《安

寧緩和醫療條例》僅規定親屬之決定不得與病人明示意願違背，但如無從得知病

人意願時，如何使親屬之決定符合病人最大利益，顯然無法從本法獲得解答，因

此，醫師和醫療倫理委員會的角色更是重要關鍵。透過生命倫理與《安寧緩和醫

療條例》規定的醫師義務，應該使親屬得了解病情、指引親屬決定符合病人利益

的醫療方針，並於維生醫療抉擇確定後，免除醫師的救治義務，避免末期病人無

效醫療之功能。然而，本法規定的「末期病人」要件過於嚴苛，醫師恐無法及時

免除救治義務，有時只能順應親屬要求施行無效的急救；再者，親屬同時具有民

事與刑事的訴訟權利，醫師為了免於訴訟，反而使親屬成為告知病情與相關治療

方針的主要對象，剝奪病人了解病情而及時作維生醫療抉擇的機會。最重要的是，

當醫師基於病人利益與親屬之決定相衝突時，我國缺乏公正的第三方作為協調的

管道，如法院審查機制，恐難保障病人利益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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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文獻顯示，醫療倫理委員會的任務主要是推動安寧緩和醫療相關政策、

推廣生命倫理教育，針對維生醫療抉擇所衍生的疑問與爭議進行個案諮詢，以協

助親屬之決定能更符合病人利益。不過，我國醫學倫理委員會的發展卻是困難重

重。雖然《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曾於民國 100 年第二次修正，要求醫療機構設置

倫理委員，以審核最近親屬一致同意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是否適當，但是實際

成效卻不理想，因為倫理諮詢的人才供不應求，倫理諮詢的普及率不高；再者，

因為東西方倫理價值觀的落差，倫理委員須面臨病人自主與家庭自主觀點的差異，

如何與親屬達成基本的倫理價值共識亦是考驗；此外，醫學倫理委員會通常開會

審理時間和次數都不長，缺乏標準流程，難以有效就個案情況進行實際的諮詢和

審查，恐流於形式。現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已無「醫學倫理委員審查」之規

定，僅對於“無”最近親屬之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當無從得知其意願時，由安寧

緩和醫療照會依據病人最大利益，決定是否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

安寧緩和醫療照會之機制來自於中央健康保險局推動的「安寧緩和醫療共照」制

度，由醫院成立「安寧共同照護小組」，小組成員須包括安寧共照負責醫師及專

任護理人員至少各一名，歷經安寧緩和醫療之相關教育訓練 80 小時以上，以提

供貼近醫學倫理的諮詢與教育，並儘速溝通或予以醫師或病人親屬相關建議。然

而，成員以醫護人員為主且維生醫療抉擇常涉及許多法律，協商過程是否能取得

親屬信任和負荷其他領域之專業，仍待討論。 

 

總而言之，《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歷經多次修法，使“不施行”和“終止或撤除”

心肺復甦或維生醫療之程序一致，可清楚確定親屬是否同意的維生醫療抉擇；但

令人憂心的是，《安寧緩和醫療條例》顯然對親屬決定維生醫療抉擇之過程，沒

有要求親屬應依循相關標準或最基本的病人最大利益來行使決定權，僅以不得違

反病人明示意願為限制，似乎過於寬鬆；即便醫師與親屬有意遵循病人最大利益

來決定維生醫療抉擇，《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尚未有清楚的考量因素予以參考和

引導。而當親屬基於自身利益決定‘不’終止或撤除因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嚴

重侵害病人生命應有的人性尊嚴時，我國顯然缺乏基於病人利益或福祉的防範機

制；即使親屬於決定過程中，醫師、醫學倫理委員會或經安寧緩和醫療照會予以

協助或指引，但在我國他們扮演的角色與發揮的功能並不如預期，加上缺乏公權

力的介入或支持，難以期待醫師、醫學倫理委員會或經安寧緩和醫療照會，能基

於病人最大利益，對抗親屬決定權造成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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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本文認為，社會通念對於親屬與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關係，投射了信賴、尊

重病人的生活以及相信親屬將擔負照護病人的責任；這層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倫

理上預設了親屬對病人的意願確有足夠的認知，並且透過醫師提供無意識能力末

期病人所需要的醫療方針、指引親屬考量病人利益、維護病人的生命品質，親屬

在決策過程中，始能確切考量病人的意願與利益，使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維生

醫療抉擇貼近病人的自主意願，得以享有拒絕醫療的權利。然而，親屬代替決定

維生醫療抉擇，本質上難以脫離「家長主義」的保護立場，一方面親屬容易忽略

病人應對自己病情有所掌握；另一方面，令人詬病的是，家長式的權力運作模式，

親屬自身的價值觀和信仰成為決策的中心，特別是我國文化偏向家族、孝道的倫

理觀念，親屬容易決定讓無意識能力病人承受無效的延命醫療。必須進一步探討

的是親屬對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維生醫療的決定權，該權利的界限為何？其正當

性又為何？ 

 

透過倫理上對「親屬決定權」的省思，得以讓此議題回歸到無意識能力病人

本身具有的基本權利─自主權、生命權以及人性尊嚴─本文藉由他國相關的立法

研究和實務判決，進一步說明親屬在決定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維生醫療抉擇時，

如何確保病人權利能夠被實踐而不受親屬個人利益的侵害。無意識末期病人的維

生醫療抉擇，首重病人的自主權，亦即病人不該受制於他人的立場與意願，藉此

調和親屬決定權中的家長主義；此外，自主權涵蓋個人隱私權的概念，基於個人

隱私，病人有絕對的權利決定自己的醫療決定，甚至是拒絕醫療，不受外他人的

干擾。對於無法得知意願且喪失意識能力病人，實踐個人的醫療自主卻是個難題，

所幸親屬的角色往往能成為形構病人意願的載體，藉由「代替判斷」的方法，確

認如果當事人有行為能力並預見自己喪失意識後的狀況將會如何決定，抑或表達

病人的價值觀與偏好，親屬的意見足以影響法院對病人的醫療決定；換言之，實

踐無意識能力病人的自主權是親屬決定權形成的根本，也是親屬決定權的要務。 

 

無可避免的是，當親屬代為決定的內容涉及結束病人的生命時，便會與國家

有避免對生命權保護不足的義務發生衝突。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於瀕死階段，僅

只是仰賴人工醫療技術維持下來的生命現象，病人應有拒絕醫療的權利，但親屬

決定不施行、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有可能是基於個人利益而作的

決定，容易造成任意剝奪他人生命的風險；國家本於生命不可隨意剝奪的誡命，

在許多判例或立法上均對親屬決定權設下嚴格的行使要件，如紐約州著名的

O'Connor 案，即要求親屬提供「清楚且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病人的自主意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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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人的自主權與生命權之間，親屬決定權似乎顯得自相矛盾：一方面有利

於無意識能力病人實踐個人權益，但另一方面又足以使病人生命權陷入被任意剝

奪的風險。但是，若以人性尊嚴的角度分析，親屬代為決定維生醫療抉擇的權利，

能呈現無意識能力病人偏好、價值和信仰，展現個人人格的自主性，肯定親屬的

想法或價值觀亦是末期病人尊嚴的一部分；人性尊嚴作為無意識能力病人維生醫

療抉擇的必要因素，得以相對客觀地反映出仰賴人工技術延續生命病人的處境，

檢驗病人是否為生命權應保障的對象。因此，親屬決定權的構成與內容，必須考

量無意識能力病人的自主權、生命權的最低保障以及病人醫療處遇的人性尊嚴，

方屬允當。 

 

   在了解親屬決定權與無意識能力病人基本權利之關係後，親屬如何在決定維

生醫療抉擇時，確切地實踐病人應有的基本權利，相關立法制度無疑是重點。本

文先就美、英、德國的維生醫療抉擇法理與立法發展進行討論：首先，美國親屬

代理決定維生醫療抉擇的法理發展，十分重視病人自主權，承認無意識能力病人

具有等同於行為能力人一樣的自主權，能將其權利授權給親屬抑或是身為監護人

的親屬代理決定。美國早期立法著重於末期病人的明確意願，鼓勵預立生存預囑

或醫療代理人，或是法院要求病人預先表達的意願之證據，但顯然不適用於來不

及表達意願便陷入無意識狀態的病人，造成病人不能終止或撤除無效醫療的窘境；

後續發展出「代替判斷」的法理，親屬依據自身認知的病人意願來行使決定權，

但常流於親屬個人的主觀判斷；現今，不論法院或立法大多採「病人最佳利益」

作為親屬代為決定維生醫療抉擇的判斷依據，「病人最佳利益」的內容甚至能明

文要求親屬必須考量病人的個人意願或信念、尊嚴以及身體承受的痛苦等因素，

確保病人的自主權、人性尊嚴以及生命權不被任意剝奪。此外，英國法院對於沒

有恢復可能的無意識能力病人，一開始即採「病人最佳利益」的法理來解決終止

或撤除維生醫療的問題，因此，從許多運用該法理的經典判決中可以知道，病人

的最佳利益源自於無意識能力病人的自主權、尊嚴權以及保護生命權的神聖性等

綜合衡量，進而衍生出具體的判斷內容，如病人意願、醫生的客觀評估等相關因

素；該法理也於 2005 年正式明文化於《意思能力法》之中，不過，對於終止或

撤除維生醫療，仍須由法院先行判斷和授權，親屬始得依據「病人最佳利益」予

以決定。 

 

相較英國與美國，德國對病人的生命權保護尤重，親屬代替無意識能力病人

決定維生醫療的條件相對嚴格，親屬若要決定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維生醫療抉

擇，須事先經病人委任為持續代理人，否則只能透過法院指定其為監護人，始得

行使決定權。對於無明示維生醫療意願的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德國法院採取「推

定意願」的法理，以病人表示的意願、價值觀推定病人意願，如仍無法得知，法

院將依據社會一般人的價值觀和態度推定病人的意願和利益，稱之為「病人福祉」

的法理，最後所有方式皆窮盡後，才會選擇保留病人生命。2009 年德國民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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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進一步規定首重病人當下的意願，如果沒有任何醫療指示則採「推定意願」，

再來是家人和信賴的朋友的意見，最後依照醫師專業判斷作病人最有利的醫療決

定。 

 

美國、英國和德國對於無意識能力病人由親屬代理決定的方式與立基的法理

顯然不同，但可以看到許多共同趨勢：將病人自主意願視為親屬決定權首要依據；

親屬代為決定維生醫療抉擇的過程，立法皆可見病人利益或福祉的要求，而病人

利益或福祉的內容涉及綜合評析病人的自主權、生命權的基本保護以及人性尊嚴；

立法多肯定親屬參與無意識能力病人的醫療決定。由此可知，對於無意識能力末

期病人的臨終醫療決定相關立法，應著重於親屬作為代理人在於決定的過程當中，

是否遵照病人的自主意願並考量病人的最佳利益；此外，對於重大之爭議或嚴重

危及病人利益的事件，法院皆有管轄權得以介入，例如英國特別重組的保護法庭、

德國的監護人法庭等，有助於避免病人的維生醫療抉擇無法產生而損害病人利益

之情形。 

 

相顯之下，我國對於無意識能力病人不施行、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

醫療，相關的醫療倫理與法理發展略顯薄弱。台灣臨終醫療的文化存在「家族式

家長主義」，家屬多為照護者且重視家庭倫理和孝道，形成以家人為中心的醫療

模式，末期病人通常不是醫療抉擇的決定者，所以往往因親屬所決定的無效延命

醫療而承受無法善終的痛苦。現今病人自主的醫療意識逐漸抬頭，應能防範親屬

忽視病人意願的現象，但台灣醫療中的病人的「自主權」卻不如國外有明確的法

理脈絡和解釋，也缺乏相關明文的規定。即便我國有「身體權」和「隱私權」的

憲法解釋與民法規定，但在解釋上仍侷限於消極避免個人人身安全遭侵害以及個

人資訊的保密，而非屬於主張醫療上的決定自由和得積極請求個人身體的權益，

與「自主權」的概念仍有差距，僅民事判決使用過「醫療自主權」一詞，肯定病

人有被告知醫療資訊並拒絕特定醫療的權利而已。除了對病人自主權的保護不足，

我國保障生命權的立法要求醫師依據《醫師法》第 21 條負有緊急救治的義務，

醫師深怕違法和承襲拯救生命的醫學教育，再加上可能遭受在場親屬的要求急救，

使來不及表示意願的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亦無法避免被施行無效的急救醫療。 

 

而與維生醫療抉擇的親屬決定權最直接相關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對於

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保護，更顯不足。本法立法目的「為尊重末期病人之醫療

意願及保障其權益」，雖肯定末期病人有安寧緩和醫療或維生醫療抉擇的自主權，

但立法上卻有意規避明訂「確保末期病人之醫療自主權」，無法直接彰顯病人自

主權在維生醫療抉擇中的重要性。再者，依據本法對於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之維

生醫療抉擇的親屬決定權，分為兩種：「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以及「終

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本法制定之初，雖僅規親屬得代為同意「不

施行心肺復甦術」，歷經三次修法後，不只新增得不施行、終止或撤除「維生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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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使末期病人的維生醫療抉擇更為完備外，更重要的是，「終止或撤除心肺復

甦術或維生醫療」過去常陷入剝奪病人生命權的爭議，造成立法遲延和門檻過高

的問題，藉由現行本法的修正，已將「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與「終止

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親屬代為同意的方式，修正為“完全相同”，除

去兩種決定權的差別，簡化親屬「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程序，

對於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莫過於是一大福音!不過，細究本法之所有規定，本質

上仍未關注如何保障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自主意願與最大利益。 

 

就維護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自主權來看，本法規定的「最近親屬」未包含

與病人生活較密切的同居人或摯友等關係人，可能發生最近親屬的維生醫療抉擇

未能接近或完整符合病人真實的意願；而基於病人自主意願所預立的醫療委任代

理人，缺乏明確、透明的制度來確保親屬意見不會凌駕於醫療委任代理人以及病

人需要代理決定維生醫療抉擇時，醫療委任代理人能夠優先被告知的權益。另一

方面，就保障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最大利益而言，「“無”最近親屬之無意識能

力末期病人」代替同意的維生醫療抉擇者，本法規定須經安寧緩和醫療照會後，

以病人最大利益作出決定，相較之下，「“有”最近親屬之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

由親屬代為決定維生醫療抉擇，反而未要求親屬之決定須符合病人最大利益，形

成同為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權益保障卻不盡相同之情形，加上「病人最大利益」

一詞缺乏實質判斷因素的說明，無法引導醫護人員和親屬應行使決定權時，充分

考量病人的利益；當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生命延續已無任何意義時，親屬如決

定「“不”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可視為對病人生命尊嚴之侵害，

基於病人利益，醫師應可不遵照親屬之決定，本法卻僅規定除有末期病人的明示

意願或有意願書，否則，難以否決親屬決定「“不”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

醫療」侵害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最大利益之行為。 

 

面對「親屬決定權」與「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最大利益」相衝突的種種問題，

醫師、醫學倫理委員會抑或是安寧緩和醫療照會之機制，其扮演的角色和功能更

顯重要。在親屬決定的過程中，醫師的角色若依據應盡的倫理與法定義務，應能

發揮告知病人與其親屬病情，指引親屬選擇符合病人利益的醫療方針，並於維生

醫療抉擇確定後，免除醫師的救治義務，避免末期病人承受無效醫療的功能；實

際上醫師要實踐這些義務卻充滿困難，原因在於本法規定的「末期病人」鑑定的

要件過於嚴苛且有時能醫師間難達成共識，醫師無法及時免除救治義務，容易順

應親屬要求施行無效的急救；親屬同時具有民事與刑事的訴訟權利，醫師為了免

於訴訟，親屬變成告知病情與相關治療方針的主體，剝奪病人了解病情而及時作

維生醫療抉擇的機會；以及當醫師基於病人利益與親屬之決定相衝突時，我國仍

缺乏公正的第三方作為協調的管道，如提交法院的審查機制。 

 

過去《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曾於民國 100 年第二次修正，要求醫療機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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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倫理委員，對最近親屬一致同意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之決定，進行審核。

醫學倫理委員會理當能作為審查者的角色，建議親屬符合病人利益的維生醫療抉

擇，並實行推動安寧緩和醫療相關政策、推廣生命倫理教育，以及針對爭議個案

進行諮詢等功能。不過，醫學倫理委員會在我國的發展卻是十分困難，因為重視

病人自主的西方倫理與東方文化的著重家庭倫理，兩者價值觀顯有差異，倫理委

員如何與親屬達成基本的倫理價值共識是一大考驗，加上我國專業倫理諮詢人才

不足，無法有效提高個案諮詢的普及率，此外，審查時間和次數要求缺乏標準流

程，常流於形式。雖然現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已無「醫學倫理委員審查」之

規定，但新增「安寧緩和醫療照會」之機制，除了規定對“無”最近親屬之無意識

能力末期病人，當無從得知其意願時，由安寧緩和醫療照會依據病人最大利益出

拒為生醫療抉擇之醫囑，實際上還能“機動性”地提供醫學倫理的諮詢與教育，協

助醫師與病人親屬間之溝通並予以建議；然而，安寧緩和醫療照會的成員以醫護

人員為主，且維生醫療抉擇常涉及許多法律，協商過程是否能取得親屬信任、受

訓課程是否能使成員負荷其他領域之專業，仍有待商榷。 

 

經總體分析，本文認為替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同意維生醫療抉擇之「親屬決

定權」，不論於倫理上或法律上來看，皆有助於幫助沒有明示醫療意願的無意識

能力末期病人免於無效醫療，維護生命最後的尊嚴，然而前提是「親屬決定權」

的內涵，應涵蓋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自主權、生命權最低保障以及人性尊嚴之

要素，不可偏廢；而「親屬決定權」實踐上述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基本權利，

應依循“首重病人意願；無從得知意願，須尋求病人最大利益”之標準來決定末期

病人的維生醫療抉擇，並應具體化病人最大利益的因素，指引親屬與醫護人員思

考和衡量病人的利益，配合完整且公正的救濟制度，方能為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

謀求最大的保障。然而，令人憂心的是，我國《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歷經多次修

法，親屬決定權的規定多著重在解決親屬意見的分歧，盡速形成維生醫療抉擇之

決定，卻沒有針對親屬決定權所應遵循的判斷標準進行說明，難以確保親屬決定

過程中，病人的利益不會被親屬自身的觀點與利益所犧牲，且代替無意識能力末

期病人同意維生醫療抉擇，最近親屬的範圍侷限於傳統的家族成員結構，無助於

改善我國臨終醫療常以病人親屬意願為中心的積習；此外，醫師、醫學倫理委員

會或經安寧緩和醫療照會之機制，缺乏公權力的介入或支持，難以期待能有效遏

止親屬決定權對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利益可能的侵害。 

 

最後，針對現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中維生醫療抉擇之親屬決定權，提供

幾點修法上的建議：(1)本法第 7 條第 4 項最近親屬之範圍應包含無意識能力末期

病人之關係人，如同居人、同性伴侶或關係密切的摯友等，使代為決定的維生醫

療抉擇能符合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意願或價值觀；(2)確保末期病人預立醫療委

任代理人的制度透明化，應於本法第 6 條之 1 關於健保卡意願註記及廢止之規定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8 
 

302，應新增醫療委任代理人的姓名和聯絡方式須註記於全民健康保險憑證，當末

期病人無法表達意願且病危時，以利醫療委任代理人能於代為同意維生醫療抉擇；

(3)本法第 7 條第 3 項：「末期病人無簽署第一項第二款之意願書且意識昏迷或無

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由其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之。無最近親屬者，應經安寧

緩和醫療照會後，依末期病人最大利益出具醫囑代替之。同意書或醫囑均不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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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決定

權除不違反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的明示意思，尊重個人意願外，亦應將「由其最

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之」修正為「由其最近親屬依末期病人最大利益出具同意

書代替之」，不只讓有親屬代為決定維生醫療抉擇的無意識能力末期病人也能享

有病人最大利益的保障，同時說明親屬應依循的判斷標準；未來應研討訂定「病

人最大利益」的實質因素與相關準則。(4)當親屬之決定顯非病人最大利益時，醫

師應有義務予以親屬指正並會請安寧緩和醫療照會，進行諮詢與建議；安寧緩和

醫療照會後，如親屬仍執意對病人不利益的維生醫療抉擇，醫師應提請法院就顯

非病人最大利益之事項，進行判決或指派其他代理決定人。以上四點建議應有利

於改善現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親屬決定權之不足。 

 

 

 

 

 

 

 

 

 

 

 

 

 

 

 

 

                                                        
302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6 條之 1：「I 經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之意願人或其醫療委任代理

人於意願書表示同意，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其意願註記於全民健康保險憑證（以下簡稱健保卡），

該意願註記之效力與意願書正本相同。但意願人或其醫療委任代理人依前條規定撤回意願時，應

通報中央主管機關廢止該註記。II 前項簽署之意願書，應由醫療機構、衛生機關或受中央主管機

關委託之法人以掃描電子檔存記於中央主管機關之資料庫後，始得於健保卡註記。III 經註記於健

保卡之意願，與意願人臨床醫療過程中書面明示之意思表示不一致時，以意願人明示之意思表示

為準。」(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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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中華民國 89 年 5 月 23 日  制定 15條 

中華民國 89 年 6 月 7 日公布  
 

中華民國 91 年 11 月 22 日  修正第 3, 7條 

中華民國 91 年 12 月 11 日公布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10 日  修正第 1, 7條 

增訂第 6之 1條 

刪除第 13條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26 日公布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1 日  修正第 1, 3至 5, 6之 1至 9條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9 日公布  
  

  

 

          
   

     
第一條   (立法目的 ) 

       為尊重末期病人之醫療意願及保障其權益，特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主管機關 )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三條   (名詞定義 ) 

     

  本條例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安寧緩和醫療：指為減輕或免除末期病人之生理、心理及靈

性痛苦，施予緩解性、支持性之醫療照護，以增進其生活品質。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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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心肺復甦術：指對臨終、瀕死或無生命徵象之病人，施予氣

管內插管、體外心臟按壓、急救藥物注射、心臟電擊、心臟人工調頻、

人工呼吸等標準急救程序或其他緊急救治行為。 

  四、維生醫療：指用以維持末期病人生命徵象，但無治癒效果，

而只能延長其瀕死過程的醫療措施。 

  五、維生醫療抉擇：指末期病人對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施行之

選擇。 

  六、意願人：指立意願書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或作維生醫療抉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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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第四條   (意願書之簽署及應載明事項 ) 

     

  末期病人得立意願書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或作維生醫療抉擇。 

  前項意願書，至少應載明下列事項，並由意願人簽署： 

  一、意願人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住所或居所。 

  二、意願人接受安寧緩和醫療或維生醫療抉擇之意願及其內容。 

  三、立意願書之日期。 

  意願書之簽署，應有具完全行為能力者二人以上在場見證。但實

施安寧緩和醫療及執行意願人維生醫療抉擇之醫療機構所屬人員不得

為見證人。 

 

 

     

第五條   (意願書之要件 ) 

     

  二十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得預立第四條之意願書。 

  前項意願書，意願人得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並以書面載明委任

意旨，於其無法表達意願時，由代理人代為簽署。 

 

 

     
第六條   (書面撤回意願 ) 

       意願人得隨時自行或由其代理人，以書面撤回其意願之意思表示。 

 

 

     

第六條 之一   (健保卡意願註記及廢止 ) 

     

  經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之意願人或其醫療委任代理人於意願書

表示同意，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其意願註記於全民健康保險憑證（以下

簡稱健保卡），該意願註記之效力與意願書正本相同。但意願人或其

醫療委任代理人依前條規定撤回意願時，應通報中央主管機關廢止該

註記。 

  前項簽署之意願書，應由醫療機構、衛生機關或受中央主管機關

委託之法人以掃描電子檔存記於中央主管機關之資料庫後，始得於健

保卡註記。 

  經註記於健保卡之意願，與意願人臨床醫療過程中書面明示之意

思表示不一致時，以意願人明示之意思表示為準。 

 

 

     

第七條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要件 )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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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無法表達意願時，則應由法定代理人

簽署意願書。 

  前項第一款之醫師，應具有相關專科醫師資格。 

  末期病人無簽署第一項第二款之意願書且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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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意願時，由其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之。無最近親屬者，應經安

寧緩和醫療照會後，依末期病人最大利益出具醫囑代替之。同意書或

醫囑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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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配偶。 

  二、成年子女、孫子女。 

  三、父母。 

  四、兄弟姐妹。 

  五、祖父母。 

  六、曾祖父母、曾孫子女或三親等旁系血親。 

  七、一親等直系姻親。 

  末期病人符合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

之情形時，原施予之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得予終止或撤除。 

  第三項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得以一人行之；其最近親屬意思表

示不一致時，依第四項各款先後定其順序。後順序者已出具同意書時，

先順序者如有不同之意思表示，應於不施行、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

或維生醫療前以書面為之。 

 

 

     

第八條   (醫師告知之義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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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病歷記載及保存 ) 

     
  醫師應將第四條至前條規定之事項，詳細記載於病歷；意願書或

同意書並應連同病歷保存。 

 

 

     

第十條   (違反不實施心肺復甦術要件之處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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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違反病歷記載及保存之處罰 ) 

       醫師違反第九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十二條   (處罰機關 ) 

     
  本條例所定之罰鍰、停業及廢止執業執照，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處罰之。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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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 
 

 

     
第十四條   (施行細則 )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五條   (施行日 )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二、立法沿革整理 

 

1.專用名詞修訂 

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

十三日 

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

二十二日 

民國一百年一月十日 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第 3 條：「本條例專

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安寧緩和醫療：

指為減輕或免除末期

病人之痛苦，施予緩

解性、支持性之醫療

照護，或不施行心肺

復甦術。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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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心肺復甦術：指

對臨終或無生命徵象

之病人，施予氣管內

插管、體外心臟按

壓、急救藥物注射、

心臟電擊、心臟人工

調頻、人工呼吸或其

他救治行為。 

 

第 3 條：「本條例專

用名詞定義如下：本

條例專用名詞定義如

下：…三、心肺復甦

術：指對臨終、瀕死

或無生命徵象之病

人，施予氣管內插

管、體外心臟按壓、

急救藥物注射、心臟

電擊、心臟人工調

頻、人工呼吸或其他

救治行為。…」 

【理由：修正第三

款，增列瀕死病人亦

為心肺復甦術之實施

對象。】 

 第 3 條：「本條例專

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安寧緩和醫療：

指為減輕或免除末期

病人之生理、心理及

靈性痛苦，施予緩解

性、支持性之醫療照

護，以增進其生活品

質。 

 

…三、心肺復甦術：

指對臨終、瀕死或無

生命徵象之病人，施

予氣管內插管、體外

心臟按壓、急救藥物

注射、心臟電擊、心

臟人工調頻、人工呼

吸等標準急救程序或

其他緊急救治行為。 

 

四、維生醫療：指用

以維持末期病人生命

徵象，但無治癒效

果，而只能延長其瀕

死過程的醫療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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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意願人：指立意

願書選擇安寧緩和醫

療全部或一部之人。」 

 

五、維生醫療抉擇：

指末期病人對心肺復

甦術或維生醫療施行

之選擇。 

 

六、意願人：指立意

願書選擇安寧緩和醫

療或作維生醫療抉擇

之人。」 

【理由： 

一、第一款修正理

由：（一）本款為「安

寧緩和醫療」之名詞

定義， 故其內容應依

循 2002 年世界衛生

組織（WHO）之定義，

俾免本國之安寧療護

定義標準與世界各國

不同。此外，本次修

正亦更加突顯安寧緩

和醫療之正面意義。  

（二）另，原條文定

義實包含「安寧緩和

醫療」與「不施行心

肺復甦術」兩部分。

事實上二者不應混為

一談。重新定義安寧

緩和醫療，讓二者脫

勾思考，可以避免人

們誤會，以為安寧緩

和醫療就是「放棄急

救」。另一好處是能

增加末期醫療選擇的

多元彈性。換言之，

安寧緩和醫療與維生

醫療抉擇是可以被末

期病人分開選擇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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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選項。 

 

二、第三款修正理

由：原條文定義過

寬，除了末期病人病

危時醫生為其所做的

急救程序外，也包含

了醫生在非急救情形

下為維持末期而瀕死

病人生命徵象所做的

醫療處置。此次修法

將兩者分開，並重新

定義心肺復甦術為

「標準急救程序」或

「其他緊急救治行

為」，以符合臨床專

業上對心肺復甦術的

理解。 

 

三、第四款新增理

由：（一）新增「維

生醫療」之定義。承

前款說明，新增此款

之目的在於界定非急

救情形下（因此不包

含第三款所定義之心

肺復甦術），為維持

末期而瀕死病人之生

命徵象所做的醫療處

置。  （二）本定

義以「末期病人」為

前提，故能排除腎衰

竭病人之長期洗腎措

施及運動神經元病人

長期插管以使用人工

呼吸器的醫療措施。

另外，「延長瀕死過

程」一語也排除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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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瀕死末期病人所進

行的維持生命徵象的

醫療措施。 

 

四、第五款新增理

由：據第一款修正理

由，安寧緩和醫療與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應

為二個不同的概念。

爰新增本定義，指末

期病人於其病危或瀕

死時可做之有關心肺

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施

行之選擇。 

 

五、第六款新增理

由：（一）原第四款

條 文 移 至 本 款 。  

（二）原條文之「全

部」、「一部」用語

過於模糊，爰刪除。

重新定義意願人即為

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或

作維生醫療抉擇之

人。】 

 

2.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修訂 

 

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

十三日 

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

十二日 

民國一百年一月十日 民國一百零一年十

二月二十一日 

第 7條：「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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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條：「…V第三項最

近親屬出具同意書，得以

一人行之；其最近親屬意

思表示不一致時，依前項

各款先後定其順序。後順

序者已出具同意書時，先

順序者如有不同之意思

表示，應於不施行心肺復

第 7條：「…II前項

第一款之醫師，應具

有相關專科醫師資

格。… 

 

IV前項最近親屬之範

圍如下：…二、成人

子女、孫子女。… 

第 7 條：「I 不施行

心肺復甦術或維生

醫療，應符合下列規

定：… 二、…。未

成年人無法表達意

願時，則應由法定代

理人簽署意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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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同意。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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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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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最近

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

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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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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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第三項最近親屬出

具同意書，得以一人

行之；其最近親屬意

思表示不一致時，依

前項各款先後定其順

序。後順序者已出具

同意書時，先順序者

如有不同之意思表

示，應於安寧緩和醫

甦術前以書面為之。 

」 

【理由：第五項末句「應

於安寧緩和醫療實施前」

修正為「應於不施行心肺

復甦術前」】  

」 III 末期病人無簽署

第一項第二款之意

願書且意識昏迷或

無法清楚表達意願

時，由其最近親屬出

具同意書代替之。無

最近親屬者，應經安

寧 緩 和 醫 療 照 會

後，依末期病人最大

利益出具醫囑代替

之。同意書或醫囑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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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前項最近親屬之

範圍如下：…六、曾

祖父母、曾孫子女或

三 親 等 旁 系 血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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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實施前以書面為

之。」 

 

3.撤除或終止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修訂 

 

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

十三日 

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

二十二日 

民國一百年一月十日 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第 7條：「…V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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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施予之心肺復甦術，

得予終止或撤除。」

【理由：如末期病人

意識不清楚時，且未

事前書立意願書者，

雖有醫師確認為末期

病人，以及最近親屬

書立「撤除心肺復甦

術」同意書，對於已

施行「心肺復甦術」

之末期病人，仍不得

撤除或終止其「心肺

復甦術」，爰予以明

定，並增訂為第六

項。】 

第 7條：「…VII最近

親屬未及於醫師施行

心肺復甦術前，依第

三項至第五項規定出

具同意書時，原施予

之心肺復甦術，得經

醫療委任代理人或第

四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之親屬一致共同簽署

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

術同意書，並經該醫

療機構之醫學倫理委

員會審查通過後，予

以終止或撤除心肺復

甦術。 

 

VIII 前項得簽署同意

書之親屬，有已死

亡、失蹤或不能為意

思表示時，由其餘親

屬共同簽署之。 

 

IX 第七項之醫學倫理

委員會應由醫學、倫

理、法律專家及社會

第 7條：「…V末期病

人符合第一項至第四

項規定不施行心肺復

甦術或維生醫療之情

形時，原施予之心肺

復甦術或維生醫療，

得予終止或撤除。 

 

VI 第三項最近親屬出

具同意書，得以一人

行之；其最近親屬意

思表示不一致時，依

第四項各款先後定其

順序。後順序者已出

具同意書時，先順序

者如有不同之意思表

示，應於不施行、終

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

或維生醫療前以書面

為之。」 

【第五項修正理由：

（一）原第六項條文

移至本項，使「不施

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

醫療」與「終止或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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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組成，其中倫

理、法律專家及社會

人士之比例，不得少

於三分之一。」 

【增訂第 7 項、第 8

項和第 9項。】 

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

醫療」適用相同規

定。（二）美國醫學

會、美國胸腔學會、

英國醫學會皆明確表

示，在末期病人的醫

病脈絡中，「不施行」

與「撤除」二者沒有

倫理上的差別。「終

止或撤除心肺復甦

術」並無高於「不施

行心肺復甦術」的倫

理 爭 議 或 風 險 。 

（三）因此，主張終

止或撤除維生醫療有

謀財（遺產）害命的

可能，實是一種莫須

有的想像。因為病人

已處於末期且瀕死階

段（否則不會使用本

條例定義之維生醫

療），實無為謀其財

而害其命之必要。況

且，若真有心使病人

早死來分遺產，可以

在當初決定是否為病

人施行心肺復甦術或

維生醫療時，就以同

意書先替病人拒絕

之，毋須等到病人施

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

醫療之後，再循較嚴

格的規定來要求醫生

終止或撤除這些醫療

處置。由此可知，此

時顧慮道德風險並不

必要。（四）再者，

當病人接受維生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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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延長其瀕死階段

時，終止或撤除維生

醫療甚至比當初決定

不為病人施行心肺復

甦術要更具正當性。   

（五）最後，按原條

文之規定，終止或撤

除維生醫療的規定較

不施行維生醫療要來

得嚴格許多，也會使

醫生在決定是否為病

人實施維生醫療時有

所怯步。（六）綜上

所述，原條文在「不

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

生醫療」與「終止或

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

生醫療」的規定上有

所區別不僅不合理，

也可能不恰當地影響

醫生的決策，故建議

修正相關條文，讓二

者適用相同之規定。 

  

第六項修正理由： 

（一）原第五項條文

移至本項，並新增「終

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

或維生醫療」時相關

規定。（二）本條文

旨在處理最近親屬依

第三項出具同意書

時，若彼此意思表示

不一致之解決方式。

先順序者原則上具有

優先決定權，但此優

先權僅於決定不施行

（或者，終止或撤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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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

療之前有效。（三）

本條所謂「不施行」，

乃指「末期病人因病

危或瀕死而需要接受

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

療，但因後順序最近

親屬已出具同意書，

故醫師不予施行上述

醫療處置」之狀態。

此時病人之死亡已迫

在眉睫，若一開始即

決定不施行心肺復甦

術或維生醫療，爾後

先順序者欲再施行，

不僅對病人無太大意

義，也過於勉強。故

先順序者之不同意

見，應只限於病人因

病危或瀕死而需要接

受心肺復甦術或維生

醫療前以書面方式提

出，始具效力。（四）

本條所謂「終止或撤

除」，乃指「已接受

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

療之末期病人，經醫

師判斷上述醫療處置

對治癒病人已無效

用，且後順序最近親

屬出具同意書之情形

下，由醫師動手終止

或撤除上述醫療處

置」。此時醫療處置

既已終止或撤除，先

順序者若欲再施行，

對病人同樣無太大意

義，也過於勉強。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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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同意見，亦應只

限於醫師動手終止或

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

生醫療前以書面方式

提出，始具效力。 

 

承本條第五項說明刪

除第 7 項、第 8 項和

第 9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