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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緩和醫療在台灣的發展歷史

安寧善終–
台灣寧養社會工作的實踐及展望
報告人：李閏華
台灣馬偕紀念醫院社會服務室臨床社工課課長/社會工作師
台灣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兼任助理教授
台灣安寧照顧協會理事
台灣心理腫瘤學會理事
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甄審委員

1980-Hospice Care觀念引進。
1990-馬偕醫院成立第一個安寧病房，同年成立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安寧照顧基金會。
1995-行政院衛生署開始發展，訂名安寧療護。
1995-發起成立台灣安寧照顧協會。
2000-立法院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保障末期
病人選擇安寧療護與不施行心肺復甦術。
2009-納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並將服務推展至非
癌病人及其家屬。
2012-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修法，末期病人可選擇
不予及撤除末期維生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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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法令

臨床
教育

安寧緩和醫療
社會工作人員規範

研究

政策

2011-全民健康保險安寧共同照護試辦方案：醫
院需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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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至少各乙名，視必要得增設社工人員、
心理師、宗教師或志工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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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行政命令-綜合醫院、醫院設置標準：
安寧病房醫師、護理人員、社工人員皆需
受過安寧療護教育訓練八十小時(含)以
上。

安寧緩和醫療
社會工作人員規範

政策

1995-行政命令-安寧居家療護設置規範：
應有專責之社會工作人員負責。應經下列
訓練：各層面疼痛緩解概念、臨終病人及
家屬社會評估及照顧計劃、溝通會談技巧、
社會資源運用、各項個人或團體哀傷治療。
2000-行政命令-安寧療護病房設置基準：
應置專責社會工作人員一人以上。需接受
一百小時以上之安寧療護相關教育訓練
(含四十小時以上之實習)

安寧緩和醫療
社會工作人員服務規範

政策

• 2014-安寧居家療護健保給付支付標準甲類：設有安寧
居家療護小組，小組內須包括安寧療護專責醫師、社工
師及專任護理師等至少乙名，且小組成員皆需受過安寧
療護教育訓練八十小時(含四十小時病房見習)以上，另
繼續教育時數為每年二十小時，小組成員更改時亦須通
知保險人各分區業務組。
• 服務項目：(一)訪視、一般診療與處置。(二)末期狀態
病患及其家屬心理、社會及靈性等方面問題之照護。
• 社會工作人員處置費 (次) 700元：訪視次數每一個案
每週以乙次為原則，若病人病情有顯著變化，需要多於
每週乙次者，申報費用時應檢附訪視記錄，並詳述理由。
每月訪視次數以 45 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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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緩和醫療
社會工作人員服務規範

政策

2014-2015年版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草案)
條號 2.3.10
條文 對病人提供身體、心理、社會及靈性的照護及支持措施
1. 對於自我照顧困難之病人能得到基本的身體護理（如：
無異味等）。
符合
2. 對病人提供適當的心理、社會及靈性的支持措施。
項目 3. 醫院內有癌末、臨終的病人，應評估對此等病人之心
理及靈性支持措施，並尊重病人自主決定。
下述項目僅限一項未達成：
1. 照護人員能指導或協助家屬對自我照顧困難之病人執
優良
行基本的身體護理，且能顧及病人的舒適及尊嚴。
項目 2. 設有固定服務之社工、志工或宗教師，可提供主動訪
視、支持或諮詢服務。
3. 能對病人家屬提供心理、社會及靈性的支持措施。

安寧緩和醫療
社會工作人員服務規範

政策

2014-2015年版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草案)
條號 可2.3.20
條文 適當的安寧照護服務管理、收案評估、照護品質、團隊
合作與紀錄
病人/家屬之照護過程：
(1)有標準流程以提供舒適護理、疼痛及其他常見症狀臨
床評估處置計畫。
符合 (2)能依病人個別性之需求，提供社會心理靈性需求評估
與處置照顧計畫。
項目 (3)病歷紀錄表格內容，能與病人實際臨床照護連結。
(4)如設有安寧病房者：有家庭會議召開之標準流程；有
出院病人準備計畫（含病危自願返家病人家屬衛教）
標準流程。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2013)

法令

第一條 為尊重末期病人之醫療意願及保障其權益，
特制定本條例。

安寧緩和醫療
社會工作人員服務規範

政策

2014-2015年版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草案)
條號 可2.3.18
條文 有適當安寧緩和醫療團隊提供安寧照護服務
2.應有1名專責社工人員。

符合 4.上述人員均需受過安寧療護教育訓練80小時以上。
項目 5.安寧緩和醫療團隊組織架構明確，定期召開跨專業團
隊會議，整合團隊共識，並擬定跨專業的處置計畫。
2. 安寧緩和醫療團隊之醫師、護理人員及社工人員每3
年應接受安寧相關繼續教育訓練至少60小時並有紀錄。
優良 3. 有專責心理師、志工或靈性關懷人員提供服務，且需
受過安寧療護教育訓練並有紀錄。
項目
4. 有為各專業新進醫療團隊人員設計完整標準作業手冊、
自學教材（書面或視聽）、輔導計畫及輔導機制。

安寧緩和醫療
社會工作人員服務規範

政策

2014-2015年版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草案)
條號 可2.3.20
條文 適當的安寧照護服務管理、收案評估、照護品質、團隊
合作與紀錄
2. 病歷紀錄內容能呈現包括身、心、社會、靈性層面的
評估與處置，病歷有定期審閱機制並定期檢討。
3. 定期舉辦家屬支持團體，可包含成長性、治療性、教
育性或社會社交性質的活動，並提供高危險喪親家屬
優良
篩選及哀傷輔導之服務或轉介。
項目 4. 對合作醫療機構有雙向的溝通與訓練交流，並提供為
末期病人醫療團隊人員教育訓練場所。
5. 訂有全院安寧療護整合照護系統計畫，及服務品質檢
討改善機制，定期針對品質指標及年度目標進行檢討
改善。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2013)

法令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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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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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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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緩和醫療條例(2013)

法令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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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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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2013)

法令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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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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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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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2013)

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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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2013)

法令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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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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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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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2013)

法令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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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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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2013)

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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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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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緩和醫療
社會工作人員在職訓練
(2009-2013)

教育

講授
課程
講授

知識

28小時

技巧

態度

演練

實習

49小時

40小時

安寧緩和醫療社會工作人員在職訓練
(2014)減少演練課程時數

講授
課程
演練
課程
實習
課程

安寧緩和醫療社會工作人員在職訓練
(2009-2013)

教育

•28小時

•安寧療護社會工作中的個案工作、安
寧療護中家庭工作與團隊工作的實務應
用：團體與家庭動力實例演練

末期病人家屬照護及悲傷、法律倫理與困境、社區出院
準備與安寧居家療護、老人及十大末期疾病

•團隊進階－溝通技能、倫理與法律、症狀控制、
心理社會及靈性議題

演練
課程

•專業基礎－助人者悲傷的自我探索、助人

實習
課程

•團隊會議與查房、共同照護、居家療護、家
庭會議、病房交班、視訊個案討論會
•一週至少5小時個別督導
•作業繳交：週誌、個案報告、讀書報告

者悲傷的表達、助人者的自我成長

•專業進階－個案工作、團體工作與團隊合
作、家庭工作

)

安寧緩和醫療社會工作人員在職訓練
(2014)增加【繼續教育訓練課程】

體驗
課程

•減為14小時

教育

•團隊基礎－症狀評估與控制、心理社會靈性需求、

教育

•悲 傷 探 索 的 自 我 照 顧
（14小時）

與
討論
課程

•悲 傷 陪 伴 困 難 個 案 討 論
（7小時）

•40小時

講授課程：團隊基礎 三人小組演練溝通技巧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講授課程：團隊進階

三人小組演
練溝通技巧

多人小組演練
召開家庭會議

悲傷探索—
自我照顧活動

哀悼儀式體驗
與分享

悲傷探索與自我照顧活動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哀悼儀式體驗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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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課程評值表

2009-2013年參與及完成社會工作人員
在職教育課程人次
(台灣安寧照顧協會,2014)

(台灣安寧照顧協會,2014)

80
70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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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2
44

40
30

29

38

39

26

25

演練課程
實習課程

26

20
10
0
2009

安寧療護雜誌

2010

2011

2012

安寧療護聯合個案研討與
報告

研究

2013

研究

1996-由台灣安寧照顧協會創刊
目前由台灣安寧照顧協會、台灣安寧緩和醫學
學會、台灣安寧緩和護理學會共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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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安寧緩和醫療現況

臨床

照護對象
• 癌症末期
• 末期運動神經元疾病
• 老年期及初老期器質性精神病態(必要條件：CDR
臨床失智評分量表為-末期（CDR＝5）者 )
• 其他大腦變質
• 心臟衰竭
• 慢性氣道阻塞疾病
• 肺部其他疾病
•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必要條件：肝病或肝硬化末
期，不適合肝臟移植)
• 急性腎衰竭
• 慢性腎衰竭及腎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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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安寧療護資源
(2014.10)

臨床

安寧病房:
– 共50家醫院提供服務
安寧居家療護:
– 共70家醫院提供服務 )
安寧共同照護:
– 共113家醫院提供服務
社區安寧照護:
– 共20家診所或護理所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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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安寧療護社會工作
的發展背景

臨床

• 病人或其家人有非醫療的社
會心理需求
• 團隊工作的必要
• 安寧療護社會工作者的專業
背景可以提供病人和其家人
專業的輔導服務

安寧療護社會工作內容

臨床

二、情緒困擾的處理
（一）幫助病人或家屬面對死亡產生的困擾
1.處理病人的情緒困擾
2.處理家屬的情緒困擾
（二）幫助家屬面對親人離世的情緒困擾
1.普遍存在的哀傷情緒
2.較難適應的哀傷情緒
失落與哀悼
的歷程

輔導評估機制

安寧療護社會工作內容

後續追蹤方案

臨床

四、環境適應的強化
（一）生活基本需求的滿足
（二）人際需求的滿足
（三）工作及休閒需求的滿足

安寧療護社會工作內容

臨床

一、醫療方面的協助
（一）病情告知的協助
（二）臨終的醫療選擇

我要善終
在哪裡？

我可以選擇
不要哪些無
效醫療？

安寧療護社會工作內容

臨床

三、家人關係的促進和協調
（一）家人情感的交流與溝通
（二）過去衝突與矛盾的處理
（三）家庭角色的改變與協調
（四）家庭事務的安排與討論

召開家庭
討論會

安寧療護社會工作內容

臨床

五、靈性宗教需要的支持
（一）人生意義與價值的關注
（二）儀式和喪禮安排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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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安寧療護社會工作
的未來

展望

一、長期照護的結合與擴展
二、喪親輔導機制的建立與評估
三、社會工作績效與品質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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