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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目 錄

　　各位護理夥伴大家好，自5月
份COVID-19 疫情爆發，護理夥
伴們秉持著南丁格爾的精神，堅守

崗位、克盡職守，在全體國民共同

的努力下，疫情終獲得緩解，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宣布自7月27日起降為二級，但大家仍需小心謹
慎，遵守疫情指揮中心的規定，守住台灣民眾的

健康與社會的防疫量能。

　　本會時刻關注著護理人員的權益與福祉，照

顧夥伴們的健康並擔任夥伴們的代言。這段期間

我們做了許多努力：1.與台灣護理學會、全國護理
師護士公會及台灣護師醫療產業工會發布「全力

抗疫、守護台灣~~今年停止所有督考、認證和競
賽活動」聯合聲明稿，並函請各機關及醫療機構

停止辦理督考、認證和競賽等活動，減輕非緊急

的醫療業務量；2.配合衛福部醫事人員執業執照
更新期限展延1年，本會增加通訊課程，協助會員
繼續教育積分取得；3.針對確診病人/家屬暴力傷
害護理師的事件，本會發表聲明稿嚴正譴責醫療

暴力，並致贈受傷護理師慰問金與慰問卡，表達

全國護理人員聲援與關懷；4.與台灣護理學會發布
「無知比病毒更可怕~~〝疫〞久見人心，團結撐
醫護」聯合新聞稿，呼籲社會大眾與媒體應給予

防疫醫護工作人員尊重與肯定，停止霸凌、歧視、

排擠醫療人員；5.發布呼籲護理人員同住家人優先
接種疫苗聲明稿，並函文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以保

障國人健康並減緩醫護同仁不敢返家的身心煎熬。 
　　感謝諸多社會企業人士的愛心物資捐贈，表達

力挺防疫第一線之護理人員，包括：太平洋醫材公

司捐贈密閉式抽痰管、台鹽公司致贈防護乾洗手

液、法鼓山慈善基金會製作安心祝福影片及捐贈平

安御守、蕭薔女士捐贈全能凍膜、中化公司捐贈面

膜、乳液、磁力貼等、青平台基金會鄭麗君董事長

捐贈矽膚貼，本會也依照捐贈人士之指定分配給第

一線工作之夥伴們。另於本會官網建置「感謝有您 
疫起守護」感謝專區，將來自全國民眾的祝福與感

謝、社會企業捐贈的物資以及疫情期間廠商提供的

優惠訊息整理呈現，供會員酌參。 
　　原定5月12日舉辦之國際護師節慶祝大會因疫
情延期辦理，經籌備委員們討論後決定，現行疫情

雖趨緩和，但國際變種病毒來勢洶洶，在無法預估

疫情發展趨勢下，改為線上直播辦理，時間為10月
12日上午10時，請大家撥冗同步觀看共襄盛舉。期
待藉由此活動的辦理，給予辛勞付出的護理夥伴們

肯定、敬意與謝意。謝謝大家！我們以大家為榮！

　　　　　理事長 高靖秋敬上

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護理師

　　　看見台灣防疫的護理天使



 

衛生福利部公告 【文／潘碧雲整理】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之防疫措施，有關原以實體方式辦理之醫事
人員繼續教育積分課程，自即日起得以直播或視訊方式進行，相關訊息請逕至本會網頁查

詢https://ppt.cc/fCBpQx。

　　因應疫情狀況，本會調整【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之實體課程以直播或視訊方式辦

理】之積分採認作業規範 (110年7月12日修訂) ，相關訊息請逕至［本會網站→繼續教育→
相關辦法］瀏覽查詢。

本 會 訊 息

3.研習活動訊息

日　期 主　　題 地　　　　點

10/13(三) 護理人員健康

促進研討會

實體場：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行政大樓1樓階梯教室
視訊場：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16樓大會議室、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6樓大禮堂、佛教慈濟
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協力樓3樓合心會議室

★報名網址：https://www.nurse.org.tw/publicUI/D/D1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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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1. 辦理「110年度護理研究成果應用競賽」活動

 隨著疫情趨緩，為鼓勵護理人員積極參與研究，並將研究成果應用於實務，藉由表揚優
良研究成果促進護理專業的發展與品質提升，本會特舉辦「110年度護理研究成果應用競
賽」活動。

 ■ 參加對象：本會會員。
 ■ 參賽作品由服務機構推薦。
 ■ 請於110年8月23日至9月13日逕至【本會網站→護理競賽】線上申請。

2. 辦理「護理．疫心守護」攝影作品徵求活動

 本會希望透過不同視角將抗疫期間的感動與溫馨的畫面集結成冊，為台灣防疫時刻留下
珍貴的歷史紀錄。

 ■ 投稿日期:即日起至9月30日止。
 ■ 投稿對象:各縣市護理公會會員 / 愛好攝影者。
 ■ 詳情活動訊息請見本會官網之最新消息，歡迎踴躍投稿!



「110年國際護師節慶祝大會」

原訂於5月12日假國父紀念館辦理，因為疫情延至10月12日

上午10時以線上直播方式辦理，請大家密切關注本會訊

息，撥冗同步觀看共襄盛舉。

 

☉ 本會預定於10月28日(12區行政機構)、10月29~30日(本會會議室)舉辦「第十九屆會員代
表選舉」，屆時請9月30日前已繳常年會費之在職會員踴躍投票。

☉ 擬於10月22日及23日於新北投舉辦秋季自強健行活動，請會員關注本會活動訊息公告。

各縣市公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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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8月16日至9月30日辦理111年會員護師節紀念品票選活動，請會員踴躍上網投票，
會員投票人數每達75人時抽獎一次，每次獎勵7-11便利商店禮券500元，越早投票抽獎機
會越多，每人得獎以一次為限，禮券於活動結束後統一寄發。

☉辦理會員獎學金申請：獎學金申請辦法公告於公會網站《最新消息及會務資訊-常用表單
下載區》，收件截止日為110年9月30日(郵戳為憑)。

李　選顧問	 榮獲 2021 ICN 克莉斯汀雷蒙國際獎
周繡玲常務理事	榮升亞東科技大學醫護暨管理學院院長
	 	 	 兼護理系系主任

蕭淑代理事	 榮升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行政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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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研習活動，詳情與報名請上新北市公會網頁查詢。

日期 合辦單位 主題

10月27日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 科技護理政策與健康照護應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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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護理師護士公會因應新冠疫情，感念本會會員在不同職場領域，如快篩站、疫苗注

射站等，堅守崗位，落實政府防疫政策。本會會員組致電關懷社區及偏鄉的護理機構，針對防

護物資及疫苗注射加以了解慰問。

　　花蓮縣衛生局於 7 月 3 日起，全縣啟動疫苗注射，本會葉秀真理事長偕同鍾美珠副局長，
帶領理監事們親臨各疫苗注射站，關懷慰問第一線在各注射地點執行疫苗注射的本會護理人

員，並幫大家加油打氣，葉理事長關心本會會員的腳步不曾間斷，致贈各注射站防護小品，如

洗手液、海鹽檸檬酸、雅奎拉殺菌噴霧、水寶倍粉包等，希望在如此炎熱的環境，提供能量補

充及多一層的防護。

為照顧護理人員因工作感染傳染病，並能及時得到關懷，特訂定慰問

辦法，有關「護理人員因工作感染傳染病之慰問辦法」及申請表請逕

上本基金會官網 (http://www.tnfcdp.org.tw) 最新消息查看下載。

董事長：盧美秀　　連絡人：林小惠　　電話：02-25502283#22

財團法人護理人員防疫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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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埔國小

銅門國小

鳳林衛生所

中華國小

吉安國小

由鍾美珠副局長代收，感恩衛生所會員社區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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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翊邦1、高中錚2、陳淑貞3、胡慧林4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1急診室護理長、2院長、3護理部主任、4護理顧問

通訊課程 (1)

【專業課程】

5

護理新藍海：航空全期護理

♥

♥

　　您是否曾經嚮往翱翔天際？您是否曾經

嚮往如日劇《空中急診英雄》全天候守護山

之巔、海之涯甚至是外離島？您是否曾經嚮

往有份護理工作是獨一無二又能整合並運

用各科別臨床照護的知識、技能與經驗？我

想，航空全期護理能一次滿足上述夢想，航

空全期護理無疑是護理新藍海。

　　我國定翼機空中傷患後送(aeromedical 
e v a c u a t i o n,  A E)及直昇機緊急醫療救護
(helicopter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HEMS)
系統之建構與訓練皆始於空軍。1967年，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13期胡慧林女士奉派赴美軍接
受航空護理訓練，返國後開辦軍方航空護理訓練班，自此我國航空護理專業日益發展並茁壯

（李等，2012）。
　　過去一甲子，無論承平時期或國家遭遇重大災難，總能看見空軍航空護理師於空中傷患

後送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與功能，如：金門彈藥車爆炸案、澎湖巴掌仙子、印尼海嘯及海

地震災等人道救援任務、復興航空馬公空難之空中大量傷患後送均無役不與。近年來，國際

醫療轉送日益蓬勃發展，每年均有成千上萬的空中轉送需求及案例，且國內航空護理師之養

成，已由我國空軍為主的教育訓練體系逐漸拓展，許多民間專科醫學會如中華民國航空醫學

會、台灣急診醫學會均提供空中轉送專業人員訓練課程。故理解航空全期護理之內涵與架構

有其重要性與迫切性（陳等，2013；Teichman et al., 2007）。

航空全期護理

　　航空全期護理是指航空護理師在空中轉送過程中與其他專業領域人員共同合作與溝通的

過程，如：機長、副機長、機工長、裝載長、空勤醫療組員與轉送相關單位等。航空全期護

理是指航空護理師於空中轉送過程中擔任「空勤醫療組長」的角色，指揮及協調空勤醫療組

員如航空醫師、航空救護士等，於空中轉送的前、中、後期提供完整且連續性的照護。以下

簡述航空全期護理於空中轉送的前、中、後期之工作內容及相關準則建議：

空中轉送前的交班、鑑傷暨傷患準備

　　航空護理師與申請傷患轉送之醫院的單位護理師交班屬於「單位間護理同仁交班」，相

較「單位內護理同仁交班」更易造成誤解或交代不清的狀況，故需使用有組織的ISBAR交班
方式(Dufour, 2012)。而鑑傷暨傷患準備指的是執行空中轉送前，先行評估傷患是否適合接受
空中轉送，避免傷患於航程中發生因高空低壓等環境壓力所促發之相關合併症，而對於適合

接受空中轉送的傷患應考量其科別診斷、疾病嚴重度、儀器使用需求進行相關計畫準備。空

中轉送相對禁忌症如下表一，空中轉送傷患準備檢核要項如下表二：

圖片來源：code blue官方網站https://www.fujitv.co.jp/code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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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空中轉送相對禁忌症

1.無法施行隔離之法定傳染病如SARS、禽流感及開放性肺結核等不明原因發燒或會威脅公共健
康者

2.上下顎有金屬線固定者
3.嚴重呼吸衰竭且未能建立人工呼吸道者、氣/血胸且未插胸管引流者
4.無法控制之心律不整、心肌梗塞或心臟衰竭合併急性肺水腫者
5.肺阻塞或氣喘急性發作者
6.現存之減壓症(decompression sickness)或24小時內曾執行潛水活動者
7.七天內接受腹腔、胸腔重大手術、接受眼睛手術者、出血性腦中風者
8.失血過多導致血色素小於7 g/dL或血比容小於<30%者
9.懷孕240天以上或懷孕未滿240天卻出現早產跡象(宮縮、落紅及破水)者
10.急性精神疾病症狀發作或嚴重瞻妄而無法控制者
11.脊椎損傷而無法適當固定者

資料來源：修改自Joshi, M., & Sharma, R. (2010). Aero-medical considerations in casualty air 
evacuation (CASAEVAC). Medical Journal Armed Forces India, 66(1), 63-65.、Teichman, P. G., 
Donchin, Y., & Kot, R. J. (2007). International aeromedical evacuation.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6(3), 262-270. 

表二 空中轉送傷患準備檢核要項                          

1.再次確認傷患無空中轉送禁忌症，或是禁忌症已被適當解決
2.確認傷患隨行醫療儀器功能良好及數量正確
3.確認傷患儀器使用電源供應量及氧氣消耗量是否供應充足 
4.確認傷患之所有管路儀器已被完善固定於機上擔架或機艙中
5.確認氣管內管及氣切管內氣囊被完全放氣，可打入生理食鹽水替代
6.確認傷患及隨行人員了解飛機遇迫降緊急事件時的撤離程序
7.確認出發地及目的地兩地地面接駁救護車能依時間抵達停機坪
8.與機組人員討論並確認本次空中轉送若遇空中艙壓失效後的飛行高度限制
9.與機組人員討論飛機因天候或機械因素，轉降或迫降後的備用計畫內容
10.其餘注意事項如：(1)針對頭部損傷傷患，應提醒航空救護士或其他搬運人員動作輕柔，避免
顱內壓上升、(2)針對胸管留置引流傷患，應確認引流瓶被有效固定且低於傷患之擔架，確認
引流功能良好，並全程不夾住引流管(never clamp)、(3)針對出血性休克或大面積燒傷傷患，應
確認所準備之輸液種類正確及數量足夠、(4)呼吸道處置部分，務必維持傷患周邊血氧濃度大
於90%

資料來源：修改自Joshi, M., & Sharma, R. (2010). Aero-medical considerations in casualty air 
evacuation (CASAEVAC). Medical Journal Armed Forces India, 66(1), 63-65.、Teichman, P. G., 
Donchin, Y., & Kot, R. J. (2007). International aeromedical evacuation.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6(3), 262-270. 

空中轉送中的航程照護

　　航程照護即航空護理師精熟航空生理學，照護傷患於高空低壓缺氧、低溫、低濕度、噪

音、震動等環境中、於航程中執行預立醫囑或急救程序並書寫相關護理紀錄之護理過程(Hurd & 
Beninati, 2019)。空中轉送中的航程照護重點如下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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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程壓力環境 影響較大的傷患類型 護理重點 

氧分壓降低 
(缺氧) 

心肺疾病、貧血、創傷或燒傷、 
老年人及新生兒傷患 

1.適當的提供氧氣治療 
2.注意特定傷患的後送高度限制  

大氣壓力降低 
(氣體膨脹) 

術後、創傷、骨科、眼鼻 
喉科及氣體滯留空腔 

(trapped gas)傷患 

1.適當的協助傷患減壓或引流 
2.氣管內管及氣切管氣囊完全放氣
(deflate)，否則可能造成呼吸道壓傷 

低溫 
心肺疾病、創傷或燒傷、 

關節炎、老年人及新生兒傷患 
1.提供足夠衣物或毛毯保暖 
2.提供輸液加溫或書寫加溫 

低濕度 
術後、孕婦及新生兒、燒傷、 
老年肺部疾病、意識不清傷患 

1.藉由潮氣瓶加濕所提供的氧氣 
2.保持傷患眼睛及口腔黏膜濕潤 

噪音增加 精神科、新生兒 

1.給予傷患耳塞避免聽覺受損 
2.改變組員間溝通模式，減少口語化的
溝通，另無法使用聽診為傷患進行身體

檢查與評估，故須調整評估方式 

震動 
精神科、骨科、術後、 

創傷傷患 
1.提供傷患合適的固定與制動 
2.提供預先開立之止吐止暈藥物 

疲勞 所有傷患 
1.提供適當氧氣治療及水分補充 
2.提供適當合理休息空間 

G力影響 
孕婦、心臟疾病、術後、 
創傷、頭部損傷傷患 

1.提醒機長於起飛降落階段操作輕柔，
減低飛機俯仰角度改變 
2.提供傷患合適的固定與制動 

  
資料來源：修改自Hurd, W. W., & Beninati, W. (2019). Aeromedical evacuation: management of 
acute and stabilized patient . Springer.

♥

表三 空中轉送中的航程照護重點  

空中轉送後的追蹤與回報

　　空中轉送任務完畢後，航空護理師需確認護理紀錄及相關表單完整性，追蹤轉

送傷患抵達接收醫院狀況，並評估傷患是否仍有執行下一次空中轉送之需求(如安寧
返鄉、治療完成後返國等)。另外，航空護理師亦需協助檢整醫療裝備或相關耗材並
檢討每趟航程是否仍有改進與進步之處，為下一次的空中轉送任務做好準備。

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無論軍民系統之空中傷患後送，皆有轉送置放主動脈內氣球幫浦(intra-aortic ballon 
pump, IABP)及葉克膜(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傷患的案例，使得航程照護
的困難度大增（蔡等，2017）。故航空護理師建議需有急重症單位一年以上之臨床照護經驗並
定期參與航空護理專業訓練，方能提供高品質的航空全期護理。

　　2020年迄今，航空業因COVID-19疫情影響而低迷，惟各國執行撤僑專機返國隔離、國際醫
療空中轉送、國內院到院之空中傷患後送及直昇機緊急醫療救護並沒有因此而中斷，顯見航空

全期護理有其需要及不可取代性。筆者認為，航空全期護理是國際空中醫療轉送蓬勃發展的先

決條件，是軍陣醫學及災難護理不可或缺的實務，是提升護理專業多元化的新藍海，期待有志

之士、有熱情的您加入！

註：本文摘錄自筆者羅翊邦獲《源遠護理》期刊接受之稿件「空中傷患後送與航空全期護

理」，本文己獲得刊登授權。



及格成績100分(不限考試次數)，登錄「專業課程」積分2點，請於考完試次

月月底後上衛生福利部醫事系統入口網查詢。

通訊考題 (是非及選擇題，共10題)：
1. 航空護理師於空中轉送過程中扮演「領導、溝通、計畫、照護」的角色。
2. 航空全期護理僅包含空中傷患後送前的交班、鑑傷暨傷患準備。
3. 空中轉送前的交班可使用ISBAR模式。
4. 因COVID-19疫情影響，COVID-19傷患無法採用空中轉送的方式返國。
5. 同一位傷患不可能有多次空中轉送的需求。
6. 若傷患24小時內曾深海潛水，仍可以照常執行空中轉送。
7. 航空護理師與醫院護理人員進行電話交班時，哪些事項需特別注意？(1)傷患目前的生命
徵象與意識狀態；(2)傷患目前所需使用的醫療儀器或設備；(3)傷患目前身上管路留置之
情形；(4)以上皆是

8. 下列何種類型的傷患於航程中會受到G力影響？(1)孕婦；(2)心臟疾病患者；(3)術後患
者；(4)以上皆是。

9. 空中轉送傷患其血紅素Hgb建議大於多少？(1)6 g/dl；(2)7 g/dl； (3)8 g/dl； (4)9 g/dl
10.下列空中轉送傷患準備檢核要項何者正確？(1)針對胸管留置引流傷患，應確認引流瓶被
有效固定且低於傷患之擔架，確認引流功能良好，並全程不夾住引流管(never clamp)；(2)
針對出血性休克或大面積燒傷傷患，應確認所準備之輸液種類正確及數量足夠；(3)呼吸
道處置部分，務必維持傷患周邊血氧濃度大於90%；(4)以上皆是。

通訊
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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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預立醫療之臨床執行困境通訊課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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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病人自主權利法於2019年1月6日正式實施，此法制訂是為了尊重病人醫療自主、保障其
善終權益，並促進醫病關係和諧。法條中明訂須具備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得為預立醫療決

定，並得隨時以書面撤回或變更。既然病人的醫療自主權得以受到法律的保障而彰顯，那家

屬的參與以及溝通的過程又在此環節中扮演甚麼樣的角色？病人自主與家屬所依附的權利位

階該如何拿捏，事前的溝通將牽動著整個臨床啟動的順利與否；藉此分享在提供民眾醫療自

主、簽署預立醫囑文件的同時，期盼意願人對於重要親屬在參與溝通的過程，能有更深入的

理解與認同。

二、預立醫囑的法、理、情

　　病人自主權利法的立法精髓在保障病人的特殊拒絕醫療權，係指病人雖明知拒絕醫療將

導致死亡結果，卻仍選擇拒絕醫療的權利(孫，2019)。過去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規範意願人
曾立意願書，並經由兩位相關專科醫師確診為末期病人者，在其呼吸心跳停止時，可不施予

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且原施予之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得予中止或撤除。預立醫囑的

主要目的在「確保病人於無法再參與關於自身的醫療決定時，所受到的醫療照護能合乎其意

願」。且預立醫囑是有待一切相關人等彼此溝通的過程，而不只是填妥一份文件而已(Singer, 
2003/2018)。完成預立醫囑的書面文件是為了確保病人的意願得到充分的尊重，而預立醫療計
畫的重點在於藉由會談與討論的過程，協助病人思考與死亡有關的問題、釐清個人對醫療照

護的價值觀和目標，並與相關人士(包含醫師、家屬與醫療代理人)做深入的溝通，以確保自己
在無法參與自身的醫療決定時，所得到的治療與照護能符合個人意願（蔡等，2006）。
　　Emanuel et al. (2000)提出預立醫療照護計畫的執行方式，包含了五個步驟：(一)主題說
明:當意願人處於疾病狀態，在引入預立醫療照護計畫之主題時，總會讓醫療人員覺得難以
開口；故意願人在健康或疾病初期，提前規劃、討論面對危及生命疾病或健康狀況重大變化

時的醫療照護計畫是較容易完成的；在準備討論前可以提供相關資訊讓意願人、家屬及醫療

代理人先閱讀與理解。(二)結構式討論:意願人、醫療代理人或親屬能先閱讀相關資料並事先
討論，鼓勵提出問題並適時予以澄清。確認意願人已了解簽署文件的目的；會談過程中可適

時提供臨床情境，讓意願人多方思考相關決定，同時澄清病人不切實際的想法或決定。(三)
簽署書面文件：簽署文件之前，應確認意願人已經充分理解，並和家人與其醫療代理人討論

過，也讓正式文件完成法定程序且產生法律效力。 (四)定期審視或更新預立醫療內容:當意願
人遇重大生命事件，如疾病、婚姻、孩子出生或親人過世等，定期審視自我價值觀或醫療照

護目標及醫療代理人的適當性，必要時予以變更。(五)預立醫療決定終能落實於臨床照護:當
意願人因疾病或意外喪失決定能力時，應評估病人狀況是否符合其先前所擬定的醫療照護計

畫，醫師須詳實告知其家人和醫療代理人，確實依照病人已簽署之決定書內容執行相關醫療

照護。當家屬、醫療代理人有不同意見或衝突時，醫療團隊可以適時召開家庭會議以協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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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間達成共識，必要時，可尋求醫學倫理委員會或法律專家的意見，避免醫療糾紛與爭議

進而尊重病人的醫療自主。想達到尊嚴善終的目標，「事先溝通，並安排預立醫療照護計

畫」以瞭解病人的期待和考量是很重要的(胡、楊，2009)。

三、臨床末期醫療抉擇的常見問題

　　無論是過去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或近期的病人自主權利法，對於預立不急救意願或預

立醫療等決定的臨床過程，皆有其相似的問題存在：(1)文化禁忌導致病人、家屬或照顧者
避諱談死，以致錯過末期病情告知及討論的最佳時機；(2)臨床照護醫師對於末期病情告知
前，未能充分評估病人的個別性，缺乏溝通及共識，甚至常以強勢家屬或照顧者的決策為

優先；(3)臨床工作忙碌缺乏充分的時間說明，對於病情的解釋常報喜不報憂；(4)臨床醫師
因擔心病人或家屬在知情後身心衝擊，而未完整說明治療後續的優缺點，造成不切實際的

期待。治療期間發生非預期的病情變化也未能及時改變治療計畫與方向；(5)醫療團隊間缺
乏溝通與互動，未能有效整合病人或家屬的期待，易致不必要的誤解與醫療糾紛的產生；

(6)病人或家屬常基於互相保護的心態，以致延誤討論末期醫療決定的時機；(7) 臨床上對於
末期或疾病不可逆的狀態認定標準不一；(8)部分醫療人員對於法案的知識及末期照護技能
不足，家屬或末期病人會擔心簽署不急救意願書等相關文件後，無法充份落實或甚至在醫

療照護上遭受遺棄。

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dvance Care Planning, ACP)業務執行的困境

　　病人自主權利法上路後，意願人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前需先經過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ACP的過程，然諮商團隊需包含醫師、護理人員及心理師或社會工作人員等三個職類人員
參與；病人自主權利法第9條第2項明訂，除意願人本人，並規定二親等內之親屬至少一人
及醫療委任代理人應參與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法案明訂二親等家屬參與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的過程，前提希望意願人在落實醫療自主權的前提下，可以事先跟親近的家人好好溝通，

實為立意良善；但法案實施後係因考量此規定若嚴格執行，會影響意願人簽署預立醫療決

定之權利；故也放寬若二親等家人因居住地交通距離或特殊事由而無法親自到場參與諮商

時，亦得使用視訊方式參與預立醫療諮商；另意願人無二親等內親屬，或二親等內親屬因

死亡、失蹤或具特殊事由無法參與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時，應由意願人以書面提出無法參與

之事由或檢具相關證明，亦得參與。

　　雖於諮商前衛教(Pre-ACP)時，皆有強調法律不能取代溝通，部份民眾並未與二親等家
人一起參與諮商。依據筆者執行經驗統計108-109年共867位參與諮商的意願人，未攜帶二
親等家人諮商者共有98位，佔總諮商人數11-12 %；並針對無二親等家人出席之意願人細部
分析：1.單身含未婚、離婚或喪偶；2.佛教團體:出家師父(捨離世俗，自覺不需俗家家人同
意)；3.其他因素有包含:家人關係疏遠、家人工作忙碌(不方便請假)或不想麻煩別人，覺得
自己就可以決定…等。

　　就完成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的法定程序而言，民眾常見的困難：1.費用問題，諮商費用
昂貴(一般諮商費用約3000-3500元/人不等)，常是民眾卻步的主要原因之一；2.需攜帶二親
等親屬至少一人參與諮商過程，部分親近家屬不認同故不願意陪同；3.請假問題:意願人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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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延續前項規定，家人請假也不容易；4.專業人士不認同：一部分罹患重大傷病的病
人，其主治醫師覺得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會影響現階段積極治療，常因此受到限制；5.見證
人問題：一部分單身、單親、無父母或子女者，曾表示找2位見證人並不容易，另目前法規
上對於見證人與醫療委任代理人又有其利益衝突上的規範與限制。

五、預立醫療決定(Advance Decision, AD)臨床啟動的困境

　　隨著病人自主權利法上路後，預立醫療決定簽署人數日漸增加，未來面臨臨床AD啟
動的狀況將越來越多…雖事前已盡可能透過諮商過程凝聚共識，期間也更清楚家人的生命

價值觀，當疾病進入法定五個臨床條件時，依其意願選擇接受或拒絕維持生命治療、人工

營養及流體餵養。許多來參與預立醫療諮商的民眾也不免擔心提問:「簽署預立醫療決定
後，若家屬不照我的意願執行，醫療端會怎麼做?」就經驗上統整了幾個作法與建議:1.依
據法案，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是本人意識清楚前所做決定的依據；臨床AD啟動前舉行家庭
會議再取得共識，希望家屬能予以尊重，圓滿病人的醫療決定。2.溝通與簽署一樣重要，
簽署過程中一次的溝通是不夠的，應持續溝通；特別是未曾參與諮商過程的家屬。3.因法
條對於反對或阻止預立醫療決定啟動的家屬或親友，並無特殊罰則，故面對符合預立醫療

決定(AD)啟動時，可能尚有無法接受的家屬，可在啟動前提供限時醫療嘗試（time-limited 
trials），並由醫院端介入溝通與輔導。
　　另受限於法規與醫療面的困境：1.末期病人、或甚至是其他臨床條件的認定，有其主
觀上的差別，有些較保守的醫師不認為已達法定啟動標準，進而導致臨床啟動上的落差

與困難。2.訂定於本法第14條，啟動前應由二位具相關專科醫師資格之醫師確診，並經緩
和醫療團隊至少二次照會確認；後者在臨床操作程序上相對綁手綁腳，實為不便。3.多數
臨床人員對於註記系統查詢操作不熟悉。4.許多中小型醫院並不一定設有緩和醫療專科或
是緩和醫療專科人數不足；5.緩和醫療等相關照護設備及人員配置缺乏、安寧病房床數不
足，許多啟動後的病人只能留在原病房或原單位照護；而一般科別的醫療人員對於緩和醫

療照護的知識與技能不足。6.如病人選擇在宅善終，在宅醫療與居家安寧的資源銜接也相
對不足；導致民眾無法安心選擇在宅善終。

六、預立不急救意願書(Do-Not-Resuscitate, DNR)與預立醫療決定　

　　(AD)的差異

    過去預立DNR意願書，簽署過程較為容易，可不需經過與家屬的溝通就可以完成簽署，
也導致許多簽署過預立DNR的民眾，在發生末期或疾病不可治癒的狀態時，臨床評估須依
照病人意願啟動DNR，家屬卻因從未被告知而無法接受，甚至當下威脅醫療人員若不極力
搶救就要走法律途徑…等，臨床上這類狀況層出不窮；另民眾在簽署預立DNR常有錯誤
的認知，總以為簽署過不急救意願書，不管遇到甚麼狀況都不能被插上任何管子、不准氣

切、不能做心肺復甦術…卻不知DNR有其法定啟動要件。在病人自主權利法預立醫療上路
後，民眾透過預立醫療諮商的過程事先溝通、了解家人對於生命價值的看法，意願人與家

屬透過諮商過程更能理解法案的原意與臨床啟動流程，更願意彼此尊重。



DNR意願書、同意書 AD預立醫療決定書

法源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2000年上路。 病人自主權利法 2019年上路。

意願人 成年且具行為能力之人，得預立意

願書。

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得為預立醫療決

定。

適用

條件

末期病人。 1.末期病人。
2.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
3.永久植物人狀態。
4.極重度失智。
5.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
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

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

簽署

程序

1.意願人簽署意願書+二人見證。
2.病人失去意識時，由最親近親屬簽
具『同意書』代替之實施安寧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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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參加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CP)完成後可簽署
預立醫療決定書(AD)+二人見證或公證。
完成簽署需上傳註記在健保卡後生效。

2.意願人之醫療委任代理人、主責照護醫療
團隊成員及第十條第二項各款之人(受遺
贈人、器官受贈人)不得為見證人。

拒絕醫

療範圍

不同

1.不接受CPR。
2.不接受延長瀕死過程的維生醫療。
3.緩和醫療(可選擇接受與否)。

1.維持生命治療(CPR.洗腎.輸血.抗生素等)。
2.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鼻胃管、胃造口、
點滴)。

3.必須提供緩和醫療照護。

臨床啟

動程序

二位相關專科醫師確診為末期病人。 1.二位相關專科醫師確診，並經緩和醫療團
隊二次照會確認。開始執行預立醫療決

定前，應向有意思能力之意願人確認該

決定之內容及範圍。

2.醫療機構或醫師得依其專業或意願，得不
施行之。

HCA
委任

1.得立醫療委任代理人(書面載明委
任)意願人無法表達意願時，可代
為簽書意願書。

2.醫療委任代理人無特殊規範。

得立醫療委任代理人(書面同意)。於意願人
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代理意願

人表達醫療意願，其權限如下：

1.聽取病情告知、簽具同意書。
2.依病人預立醫療決定內容，代理病人表達
醫療意願。

除意願人之繼承人外，其受遺贈人、遺體或

器官指定之受贈人、其他因意願人死亡而獲

得利益之人不得為醫療委任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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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DNR與AD的差異說明



♥

♥

七、結論

　　探討病人醫療自主權於臨床所面臨之現實困境後，良好的醫病關係與完善的溝通才是

保障「病人自主權｣的基石。在推動預立醫療期間，大部份個案與家人因已經歷溝通過程，

免除家屬之決策壓力，在疾病進入末期的狀態下也比較能夠坦然接受與祝福；盡可能完善

病人的善終心願，也減少家屬因意見分歧所造成的對立與紛爭。在做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以

及簽署預立醫療決定的過程，不再著重病人決定書之醫療選項勾選了甚麼?更應強調意願人
與其親近家人的溝通強度與共識；當接近生命末期時，延長生命和生命品質之間更值得思

考與取捨。因為知道生命終將有終點，在終點之前我們更能夠珍惜、把握當下，讓生命活

得更有意義與價值。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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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x?PCode=L00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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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ngle.com.tw/ahlr/File/pdf/414196.pdf
蔡甫昌、潘恆嘉、吳澤玫、邱泰源、黃天祥(2006)･預立醫療計畫之倫理與法律議題･臺灣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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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nuel, L. L., Gunten, C. F., & Ferris, F. D. (2000). Advance care planning. Archives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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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護理必備工具書
定價：450元（全新第四版）

特價9折！405元/本

ISBN：978-986-522-160-7

●新增第9單元「實證護理與臨床能力進階制度結合」

特別邀請成大醫院實證團隊，將其推動多年的「實證護理

與臨床能力進階制度結合」的經驗，與大家分享，讓讀者

能快速學習N1〜N4的學術報告撰寫。

出版日期：2021年3月 四版三刷

《熱賣書 強強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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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飄移的起跑線 為何要堅持？
陳孟冠  新屋區衛生所退休護理長

　　故事的開始男主角就失聯了!

　　他區衛生所轉入一位開放性肺結核個案，因現居地無此人，戶籍在本區而遷

入。按著地址去訪視收案，當場傻眼了，所謂戶籍地是雜草叢生的空屋，方圓無一

人影，開始就碰壁!

　　「尋人」不是公衛的主業，卻是「防疫健康關係」中不可或缺的第一道「實

譜」，沒有了它揭不了序幕!抱怨中挾持永不放棄，發揮「南丁格爾巷戰」精神，卯

足全力逐步鄰里訪查，透過村長、鄰長、鄰舍、志工、最終連戶政事務所也登門拜

訪，查詢個案有無其他通訊住所或聯絡人，也因個資查詢目的，依循法規辦理填寫

通訊考題（是非及選擇題，共10題）：

1. 病人自主權利法於2019年1月6日正式上路。
2. 為尊重病人醫療自主、保障其善終權益，促進醫病關係和諧，特制定病人自主權利法。
3. 病人自主權利法預立醫療所規範的臨床條件只有末期病人範圍。
4. 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AD)不須經過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CP)過程，從網路上下載相關文
件即可簽署。

5. 簽署安寧緩和醫療條例預立不急救意願書後，未來不管遇到甚麼狀況都不會被急救或插
管。

6. 關於病人自主權利法預立醫療何者為非？(1)意願人需有完全行為能力 ；(2)參與預立醫療
照護諮商需邀二親等家屬陪同 ；(3)簽署完成即生效 ；(4)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須2位見證
人或公證。

7. 以下何者不在病人自主權利法預立醫療之維持生命治療的規範內？(1)CPR ；(2)抽痰 ；
(3)輸血 ；(4)抗生素使用。

8. 以下何者非病主法預立醫療所規範的臨床條件？(1)末期病人 ；(2)不可逆轉的昏迷狀態 
；(3)永久植物人狀態 ；(4)憂鬱症　；( 5)極重度失智。

9. 在被認定為末期病人時希望拒絕CPR，應簽署哪一份文件才適用？(1)ＤＮR ；(2)ＡＤ ；
(3)二者皆適用。

10.臨床上遇病人意識不清或無法清楚表達意思時，可由最親近家屬代為簽屬的同意書為? 
(1) DNR ；(2) AD ；(3)兩者皆可　；(4)兩者皆不可。   

及格成績100分(不限考試次數)，登錄「品質課程」積分2點，請於考完試次

月月底後上衛生福利部醫事系統入口網查詢。

通訊
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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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還要影印申請人身分證件備查，當下尋尋覓覓尋人僅剩的希望。一絲希望

在積極的追求後也破滅了，仍是雜草叢生的戶籍地，及確認無家人的無奈。

　　現只能善用唯一聯絡線索，那就是永遠不接或不通的手機。從白天、夜晚，假

日三餐與宵夜都打，甚至換策略用無來電顯示的手機，避開顯示可以對話到表明身

分又被掛斷的無言。

　　有天午餐時，對失聯個案苦尋再試。阿魯真的接起衛生所的電話，而且沒有用

力掛斷。

　　阿魯是一位原住遊民，居無定所於廢棄的空地內，因為沒錢不敢就醫，也需要

做臨時工來果腹，身體衛生就在附近公園解決，唯一交通工具是一輛老舊的腳踏

車。由於聲音沙啞、胸痛、呼吸喘等不適是不斷線的機運，阿魯說﹔「陳小姐」

這聲稱呼費了他好大力氣才說出，是3個月來追尋中對我說最多話，但沙啞到很難

聽出句意，我告訴阿魯：「我知道您現在很難受，但您要給我機會，我才能協助

您」。信任，不是站在醫護人員的觀點去說服，而是傾聽，陪伴並肩前行。歐陽立

中老師說：縱使生命一片乾涸，相信我，那場雨，終究會來的信念。深耕永不放棄

的堅持，我看到了希望的雨後彩虹。阿魯終於給了我機會，感謝上天，賜我堅持的

毅力。但阿魯仍無法清楚表達住所，只說在龜山地帶，怎麼帶他去醫院﹖讓我費心

思! 

　　由於阿魯是開放性肺結核，為了讓他能安定治療，就是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緊急與醫院個管師聯絡，今下午剛好仁醫林醫師看診，聯繫妥及線上掛號，再聯絡

阿魯，請他備好衣服、盥洗用物，那怎麼來醫院與我相認呢﹖阿魯說：「我騎腳踏

車到醫院」，從龜山到桃園有多少公里﹖他都那麼不舒適何來體能﹖阿魯您有口罩

嗎﹖我可以請您坐計程車到醫院，您不用擔心費用，車到達醫院的大門，我一定

會去迎接您，但您一定要配合我2件事情：第一，您外出全程務必戴口罩，第二，

您要告訴我您的穿著，我才能知道您啊!稱意的安排，阿魯住進負壓隔離病房，就

醫費用一切由政府支付。期間，我像家人每月帶著水果探訪。阿魯鏗鏘有力地說：

「這是我此生住的最舒服的地方，沒有蚊蟲、有冷氣、電視、有三餐好吃，更不用

到公廁梳洗。」

　　完治2年後即將到中秋節，那天門診結束後欲離開診間，聽到有人要找護理

長，是阿魯，精神奕奕來向我道謝，因為有我尋追不捨，才有「肺」健康的他，真

誠深深刻化心中：感謝有我，祝我中秋佳節快樂。我感動與喜悅「扭轉劣勢」的堅

持，阿魯重獲健康了，他的交通工具升級摩托車，他說回花蓮故鄉有工作收入。

　　護理之美是從出生到死亡瑣碎與挑戰，公衛職場越來越艱鉅，防疫零缺口的不

易，需靠整個團隊並肩作戰，值得學習的事情很多很細微，感恩那些陪我們走過公

衛生涯的病人或個案，讓我們成長的恩師！ 



轉角遇到礙，愛滿人間~~致一位脊髓損傷傷友

張玉霞　臺北榮總神經修復病房副護理長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稚嫩聲音詮釋余光中的

鄉愁，是勇哥你對台灣，最為念想的另一種牽絆迴旋。五月的阿里山很美，吸引你

帶著妻子跨越海峽的親近，但這旅程卻轉折了你可能平順完美的一生。

　　乍見你，俊美身形中有股清傲之氣。阿里山的一場車禍讓你頸子以下全癱了，

醫師查房時你焦急又故作鎮定地追問醫師，自己到底能恢復幾成?我在想身體的失

控情勢，對於人生勝利組的你而言該是挫骨揚灰的疼。本應意氣風發的你再也撐不

住堅強，沉重地嘆道自己拖累家人、沒有未來的徬徨。在人生最顛峰狀態倏然墜落

的六神無主，即使愛你的妻子呵護備至的如影相伴，接受治療與復健的你眉間緊鎖

深沉，這個他鄉的復健戰場，對你與妻子而言仍是牢籠。

　　然而，你骨子中的不凡思考與氣度，在接下來的日子中助你破繭而出。復健運

動場中，你是一個無法令人忽略的光點，總是多了那麼一些的與眾不同。與眾多病

友一起揮汗復健，完完全全將自己投入在面對現有的身體狀態。從脖子以下全癱，

努力到雙手已可抬舉過肩，雖然手指仍無法抓握，雙腳也依然不受控制，但是心智

的掌控卻已超越身體的受限。主動參加好幾場病友座談會，分享你一路而來的體

現；總是與其他病友們交換生活點滴，彼此鼓勵打氣，也吸引了幾位忘年之交。對

自己遭受衝擊的命運、對原本全然陌生的環境，對你身邊的工作人員，總是不吝於

表達你滿溢的感謝，釋放你關藏不住的正能量。來自你與妻子對醫護、復健團隊專

業暖心的稱讚，感謝照服員阿姨們不辭辛勞，經常幫你移到沐浴床洗澡，每次的回

饋都如排山倒海溫暖的春陽。

　　原定年後返回故鄉廈門。卻因新冠肺炎阻隔返鄉路，你最愛余光中「鄉愁」中

「後來呀！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每次這句總讓你當

機，不斷跳針！我知道你想家了，但是你又捨不得這一年來的生活堆成。

　　回廈門前，護理站為你舉辦小小歡送會，護理師們滿滿的祝福卡片中，貼滿一

起種花、耶誕節快閃和與復健點滴生活照。叮嚀太太回到故鄉隔離期間所有注意事

項，你也帶走貼在牆上的日常作息和翻身表當紀念。那天一早天空陰霾小雨，在救

護車上和您聊天，為您翻身，相擁依依不捨的叮嚀，何年何月再相逢？無常的人

生、偶遇的人，我們互相成為生命中有意義的一段伴行。而，天涯共此明月，你自

在我們心中，是對一位生命勇士的最深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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