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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本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之精神乃根據國際安寧緩和療護發展趨勢與理念，強調安寧緩和

療護涵蓋的對象應該不分疾病、年齡、與病程。據此，本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提出三大願景，

表達政策立場，做為此後台灣各界推行安寧緩和療護之依據，按照各願景的內容，逐項訂立

發展目標，擬定政策推行之具體策略，以推廣善生與善終之理念，優化安寧緩和療護之效能，

協助所有具相關需求之病人及其家庭提升整體生活品質。 

本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所提出之三個願景分別為： 

一、尊重個人獨特性與價值觀，所有人皆有機會善生與善終。強調提升生命與死亡識能

之公民意識，鼓勵醫病溝通坦誠對話，重視賦權與意願之表達，注意文化適切性的照護，落

實不分種族性別，每個人都重要的理念，而且要求資訊必須透明化，讓所有人均有公平獲得

照護的機會。 

二、提供整合性的五全療護，讓舒適與照護品質最佳化。這個願景強調的重點在於關注

各種形式的受苦與源由，熟練評估和控制症狀，改善獲取症狀控制藥物之可及性，提供以人

為本，以家庭為中心，並以病人最大福祉為考量之完整性照護。另外，國家亦應建構無縫接

軌的持續性照護系統，重視早期緩和療護之需求評估與介入，強化復健性緩和療護，健全照

護品質監測與反饋改善機制，並發展以實證為基礎之臨床照護指引，強調跨專業團隊合作，

與開發友善關懷、哀傷撫慰和具復原力的社區。 

三、確保療護團隊的專業知識、態度與技能，提供跨團隊的協調性療護。要提高安寧緩

和療護之品質，必須融入專業養成教育與銜接繼續教育，各層級醫療人員皆必須有能力療護

末期病人，具備倫理與法律意識，做好照顧者之培訓，營造具支持和復原力的組織和專業環

境，支持專業人員可持續提供人性化照護。此外，整合各層級療護體系之全面性響應，共享

紀錄，明確界定各層面照護者的角色和責任，運用智慧醫療科技輔助照護，並強化領導階層

的角色。 

未來台灣安寧緩和療護發展必須不分疾病、不分年齡、不分地區、疾病全程以及病人離

世後的家屬悲傷關懷、只要病人或家屬需要，即可接受安寧緩和療護。本政策綱領暨行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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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完成代表一個全民的期待，希望此後以國家政策領航第三波安寧緩和療護運動，持續推

展老人、兒童等全齡人口緩和療護，且及早介入，普及發展社區與長照安寧，不分族群，所

有人皆有機會獲得高品質緩和療護，並建立慈悲關懷友善城市，協助病人善終，讓家屬亦能

順利地經過照顧末期病人與其善別及善生，確保緩和療護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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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安寧緩和療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 

引言 

 

自 2018 年 3 月起國衛院邀集國內安寧緩和療護跨領域相關專家學者，參考先進國家發

展趨勢，並融合華人文化善終的理念與智慧，檢視台灣安寧緩和療護發展現況，盤點國內安

寧緩和療護資源之可近性與可及性，經過反覆討論整理，凝聚共識，最後提出「台灣安寧緩

和療護政策白皮書草案」，發展三大願景，以為此後各界推行安寧緩和療護之依據，並逐項訂

立發展目標，政策推行之具體策略，目的在於協助有相關需求之病人及其家庭提升整體生活

品質。初稿完成後，經過同儕與外部審查，且召開相關權益人之共識會議，廣泛徵詢各界意

見，以達到順應國情並兼顧世界潮流之政策規劃，製作過程完整而嚴謹。為了達成安寧緩和

療護的全國目標，工作團隊整理白皮書草案內容，編撰本「台灣安寧緩和療護政策綱領暨行

動方案」(簡稱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本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之精神乃根據國際安寧緩和療護

發展趨勢與理念，強調安寧緩和療護涵蓋的對象不分疾病、年齡、病程，都應該被涵括，每

一個人都是重要的。本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所提出之三個願景分別從政府政策面、非政府組

織(NGO)面、照護提供者執行面、與民眾期待面上加以說明，表達政策立場，並展現政府施政

時，在安寧緩和療護層面上對民眾的承諾。 

綜合言之，藉由本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之發表，我們希望能提醒政府與民眾，死亡是生

活事件，而不只是醫療事件；善終是每個人的權益，也是每個人對自己的責任；。透過本政

策綱領暨行動方案的闡述，可以釐清政府、非政府組織、安寧緩和療護提供者、民眾四者之

間的依存關係，促成四者間之承諾、責任與期待的適切互動與合作(表一)。為達成台灣安寧緩

和療護三大願景之推展，宜從政府、專業組織、民間組織、給付政策、立法推動等面向，貫

徹本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之施行(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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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民眾、非政府組織(NGO)、照護提供者、政府對於安寧緩和療護服務的權利與責任 

民 眾 非政府組織(NGO) 照護提供者 政 府 

可以獲得安寧緩和療護的相

關訊息，並決定自己想要接受

的照護方式 

促進建立公開、透明的安寧緩

和療護資訊，幫助民眾照護選

擇 

提供各項有關安寧緩和療護

公開透明的訊息，訊息必須符

合健康識能的原則 

將安寧緩和療護相關訊息公

開透明化，幫助有需求者獲得

充分資訊 

無論是誰，住在哪裡，都能得

到需要的安寧緩和療護 

 

敦促安寧緩和療護資源分配

的公平性，保障每位病人獲得

公平正義之照護權益 

尊重每個人獨特性與價值觀，

積極與個人、家人、照顧者和

社區合作，以滿足社區中每個

人的安寧緩和療護需求 

支持和發展以社區為基礎的

安寧緩和療護，並減少獲得安

寧緩和療護的障礙 

 

社區可以讓我和其他人談論

死亡與哀傷 

鼓勵民眾發聲，轉化社區民眾

對於健康、臨終和死亡的刻板

印象，加強民眾宣導以提升生

命與死亡識能 

支持社區的持續性安寧緩和

療護及生命末期議題的討論 

制定能支持民眾面對臨終、死

亡、失落和悲傷的公共政策，

以及坦誠溝通生命末期議題

的相關策略 

家人也能同樣獲得他們所需

要的訊息和支持 

協助照顧者學習照顧與陪伴

病人，對照顧者提供足夠的支

持 

為照顧者和社區建立能力，以

協助照顧者照顧病人並支持

其家庭 

持續確保訓練有素的人員，在

基層、社區和醫院提供病人及

其家庭服務 

每個人的文化、信念、宗教在

安寧緩和照護中都受到尊重 

幫助大眾瞭解並尊重不同之

文化、信念與宗教對生死議題

之影響 

提供文化適切性的安寧緩和

療護 

支持提升安寧緩和療護的文

化適切性措施 

每一個參與照護者都知道自

己的角色，並對自己的工作負

責 

幫助大眾瞭解各專業職類共

同合作，對深化各層面照護之

重要性 

跨專業團隊成員能相互合作

共同努力，確保個案得到整合

性的安寧緩和療護 

致力於在提供個案的整合性

照顧，亦促使各醫療層級間建

立穩固的合作關係，以求達到

無縫接軌的服務 

可以得到高品質的安寧緩和

照護 

結合社會力，敦促安寧緩和療

護品質提升，保障病人權益 

 

共同努力提供高品質的安寧

緩和療護，定期接受最新的教

育資訊與訓練 

支持將研究轉譯為臨床上的

實踐，依據實證資料改善安寧

緩和療護品質，同時定期監測

/評鑑安寧緩和療護的服務品

質 

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決定發

聲，一起參與討論安寧緩和療

護計畫 

支持民眾倡議與公共參與安

寧緩和療護相關政策 

尊重和協助民眾表達和討論

安寧緩和療護計劃，加強病人

與家屬參與訂定個人的照護

計畫。落實醫病共同醫療決策

(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 

支持提升人員熟練地討論生

命末期安寧緩和療護議題所

採取的措施，把病人參與及醫

病共同決策作為品質評鑑的

指標 

每個人的意見回饋，可作為調

整安寧緩和照護方式 

監督建立有利於施行優質安

寧緩和療護品質之環境 

從被照護者所給的回饋中調

整照顧的計畫 

建立照護者意見回饋開放性

管道，確保具建設性意見能獲

得回應 

每一位病人與照顧者能被增

能，受到必要的衛教與訓練 

提供民眾與專業人員必要的

教育與研究方案 

接受適當的培訓，具備能力和

自信，當有人需要時，發展以

人為本的安寧緩和療護 
 

 

與教育單位與專業學會合作，

為可能會提供安寧緩和療護

的所有人提供教育和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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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台灣安寧緩和療護之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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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緩和療護的發展與基石 

 

壹、安寧緩和療護之定義 

本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依據安寧緩和療護國際發展趨勢與理念核心精神，提出安寧緩和

療護定義：安寧緩和療護為針對各年齡層因罹患嚴重疾病1而導致健康方面出現嚴重受苦2的

個人，提供積極性、整體性的照護，尤其是當病人接近其生命終點的時候。安寧緩和療護的

目標在於提高病人、家屬以及其照顧者的生活品質，貫徹不分疾病、全齡人口、疾病全程、

普及皆有之精神。 

 

依此定義，本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所謂的安寧緩和療護乃指： 

⚫ 涵括對生理症狀(如疼痛和其他的身體不適症狀)、心理痛苦、靈性痛苦以及社會需求

等各方面的預防、早期辨識、全面評估以及處置，照護措施須盡可能以實證為基礎。 

⚫ 藉由促進有效溝通，幫助病人及其家屬確認安寧緩和療護的目標，以支持幫助病人

好好地活到最後一刻。 

⚫ 可適用於疾病的全病程。 

⚫ 包括與改變疾病進程的治療方式(modifying therapies)同時進行。 

⚫ 肯定生命、並視死亡為自然的過程。不意圖加速或是拖延死亡 

⚫ 為病人的家屬和照顧者在病人罹病期間提供支持，並扶助他們度過喪親之痛。 

⚫ 在提供過程中肯定和尊重病人及家屬的文化價值觀與信仰。 

⚫ 可適用於所有醫療場域(在宅或醫療機構中)和所有層級(基層醫療到三級醫療)。 

⚫ 由受過安寧緩和療護訓練的專業人員提供照護。 

⚫ 需有跨專業團隊的安寧緩和專科照護，可接受複雜案例的轉介。 

 
1「嚴重疾病」係指任何急慢性疾病，其能帶來嚴重功能下降，可能帶來長期障礙、殘疾和(或)死亡的疾病。詳

細資料請見：http://pallipedia.org/serious-illness/ 
2健康方面出現嚴重受苦：係指那些伴隨著任何種類的疾病和創傷的受苦。當無法透過醫療措施緩解並且減低

生理、社會、精神以及情感受苦時，即可稱之為嚴重。詳細資料請見：http://pallipedia.org/serious-health-related-

suffering-shs/ 

http://pallipedia.org/serious-il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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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將安寧緩和療護融入醫療體系，政府部門需要採取的政策措施包括： 

1. 採取適當的政策和規範，將安寧緩和療護納入相關法律、國家健康計劃以及國家健

康預算。 

2. 確保醫療保險將安寧緩和療護納入為常態性的醫療照護計畫。 

3. 確保有足夠的途徑獲取緩解疼痛和提供安寧緩和療護的必要藥品和技術，包括針對

不同年齡層的劑型。 

4. 確保安寧緩和療護是所有醫療服務的一部分(從社區健康計劃到醫院)，所有人都有

途徑獲取，醫療工作者可以提供基礎的安寧緩和療護服務，並且有安寧緩和專科團

隊可供轉診和諮詢。 

5. 確保弱勢群體，包括小孩和長者，可獲取適切的安寧緩和療護服務。 

6. 與大學、學術機構以及教學醫院共同努力，將安寧緩和療護的研究及培訓納入現行

的醫學教育中，包括基礎、中級、專業以及在職教育。 

 

貳、兒童安寧緩和療護與照護模式 

安寧緩和療護涵蓋整個生命週期，而非僅限於成年人。應推展至新生兒、兒童與青少年

等不同年齡層之照護，發展出台灣照護模式。兒童安寧緩和療護與照護模式乃奠基於安寧緩

和療護核心理念與共通原則下，聚焦於兒童的發展需求及其家庭特殊性照護需求，提升兒童

及其家庭的生活品質。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 1998 年針對兒童安寧緩和療護的定義，說明兒童安寧緩和療護與

成人安寧緩和療護密切相關，但有其特殊性的療護面向，說明如下： 

⚫ 兒童安寧緩和療護是對兒童生理、心理與靈性的積極完整照顧，也包括為家庭提供

支持。 

⚫ 兒童安寧緩和療護是從疾病診斷時開始，不論兒童是否同時接受針對疾病的治癒性

治療，都要持續提供照護。 

⚫ 醫療人員必須評估並減輕兒童的生理、心理和社會方面的痛苦。 

⚫ 有效的兒童安寧緩和療護，需要多元的跨專業團隊來提供，照顧對象也要包含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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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要結合現有的社會資源提供照護。 

⚫ 這個照護可以在兒童醫院或各級醫療服務場域、基層醫療等，甚至也可以兒童家裡

提供居家照護。 

兒童安寧緩和療護在國際上強調整合式照顧(integrated care)，從高風險診斷建立之初就開

始逐步介入，再依實際病情進展，持續在治療過程中調整安寧緩和療護所佔的比重，無論預

後是否立即死亡，都能提供最適切的醫療照顧幫助病童及其家庭獲得有品質的生活與生命。

依照每位兒童的狀況不同，安寧緩和療護可以是單獨存在，或者與治癒性治療並存。同時在

安寧緩和療護期間要注意症狀控制、舒適照護與促進溝通，提供生活品質最佳化的照護，並

兼顧社會、心理與靈性的照護，以及家庭與手足的支持。其中兒童要注意其發展、學習、遊

戲以及心願完成。接近臨終時要注意除了臨終照護之外，需要及早進行哀傷撫慰，並提供長

期支持。 

 

參、新生兒安寧緩和療護與照護模式 

一、 周產期與新生兒的定義 

依世界衛生組織定義，新生兒係指出生後 28 天內的嬰兒。而周產期的定義目前則尚未統

一，如世界衛生組織訂為妊期 22 週以上到出生後 7 天為止；而美國小兒科醫學會則綜合多方

建議，訂為妊期 20 週以上到出生後 28 天為止。隨著產前超音波與基因診斷醫療科技之進展，

產前胎兒異常之診斷所衍伸之終止妊娠、或死產議題，周產期安寧緩和療護須被重視。 

爰此，有關台灣新生兒安寧緩和療護涵蓋的範圍係指當妊娠週數達 20 週以上出生一直到

出生後 28 天內的新生兒。出生後持續在新生兒科加護病房的嬰兒，即使超過 28 天，亦可依

需求提供新生兒及其家庭安寧緩和療護。此外，針對 20 週前胎兒死亡之孕產婦及其家庭，亦

可依需求提供哀傷撫慰之持續性支持。 

新生兒安寧緩和療護為一個動態的過程，從診斷初期即可開始介入，與治癒性治療同時

進行，兩者的比重會隨著疾病進展而變化。同時在安寧緩和療護期間要注意症狀控制、舒適

照護與促進溝通，並協助擁抱、親子互動等發展性支持照護，提供生活品質最佳化的照護，

並兼顧社會、心理與靈性的照護，以及家庭與手足的支持。並非所有嬰兒都可能面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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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死亡是不可避免時，哀傷撫慰應在嬰兒過世前即開始進行。新生兒安寧緩和療護需要跨

團隊的共同照護，原新生兒照護團隊與父母間有相對較佳的信任基礎與熟悉度；而專業安寧

緩和療護團隊的介入則能有更全方位的哀傷撫慰與資源運用。兩者合作與互補的模式，可各

自做最適切之調整。 

 

二、 新生兒安寧緩和療護五大情況 

由於新生兒疾病多元、合併多重異常且隨著疾病進展，其中新生兒死亡以先天性畸形、

變形及染色體異常佔多數，難以界定一個確切的時間點將新生兒安寧緩和療護列入醫療的考

慮之中，以下情況可做為新生兒安寧緩和療護及早介入之參考：第一類：壽命不長或嚴重併

發症高比率的疾病，其提早死亡是無法避免的情況。第二類：持續進行的疾病，沒有治癒的

機會，除了安寧緩和療護，沒有其它治癒方法，病程可能會延續多年。第三類：此威脅生命

的狀況，有可能被治癒，但也有可能失敗。一旦成功治癒，就不需要安寧緩和療護，然而當

治療失敗，則可能需要安寧緩和療護。第四類：出生在存活邊緣週數的早產兒。第五類：非

進行性疾病但會造成不可逆轉之嚴重失能的狀況、很容易有嚴重併發症及可能提早死亡、很

可能嚴重影響生活品質。爰此，由於新生兒疾病診斷與預後的不確定性，但又須考慮成長潛

能，每一個體與其疾病軌跡不同，然因隨著疾病變化，進入或退出安寧緩和療護應該是一個

反覆評估與決定的動態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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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台灣安寧緩和療護發展基石 

安寧緩和療護為生命歷程中整體照護不可或缺之重要部分，其四大面向發展基石(包含政

策、教育、藥品與執行四大面向)可做為台灣安寧緩和療護三大願景之重要基礎，茲說明其涵

蓋範圍如下(圖二)： 

⚫ 發展整合性安寧緩和療護之政策 

⚫ 確保安寧緩和療護有足夠的預算 

⚫ 教育民眾、公共倡議、專業培訓、家庭照顧者培訓與支持 

⚫ 評估全國各地安寧緩和療護的需求 

⚫ 精進麻醉藥品管理政策 

⚫ 建立照護品質標準與稽核 

台灣安寧緩和療護理念自萌芽開始，至今已推動了近三十年，照護對象不再侷限於癌末

病患、由醫院走向社區，台灣安寧緩和療護倡議已然成為推廣善終理想之社會運動(圖三)。

2015 年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進行的臨終病人「死亡品質(quality of 

death)」調查，在 80 個受評比國家中，台灣名列第 6、亞洲第 1，表彰台灣在安寧緩和療護領

域的努力與成就。這項成績主要歸功於我們擁有先進的立法與健保支持，但在實務上或政策

上，要提升病人死亡品質，尚有許多改善空間，從政策擬定到臨床照護品質提升，亟需凝聚

各界共識，擘劃一套全國共同努力的藍圖，這也是制定本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的初衷。 

未來台灣安寧緩和療護發展宜比照先進國家，並呼應世界衛生組織(WHO)與國際安寧緩

和療護協會(IAHPC)所提出之安寧緩和療護定義精神：不分疾病、全齡人口、疾病全程、普及

皆有，以照護需求為導向，收案對象不分疾病，只要病人需要，即可接受安寧緩和療護。進

一步由國家政策領航第三波安寧緩和療護運動，持續推展老人、兒童等全齡人口安寧緩和療

護，且及早介入，普及發展社區與長照安寧，不分族群，所有人皆有機會獲得高品質安寧緩

和療護，並建立慈悲關懷友善城市，協助病人善終，且善用新科技與人工智慧醫療結合於安

寧緩和療護中，讓家屬亦能順利地經歷照顧末期病人與其善別及善生，確保安寧緩和療護服

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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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台灣安寧緩和療護之發展基石 

 

圖三、台灣安寧緩和療護運動 (Palliative Care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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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安寧緩和療護之發展願景藍圖 

 

透過願景的邁進與開展，即每個人應被視為具獨特性的個體，個人及其家庭之價值觀、

文化、宗教信仰等能被尊重並融入安寧緩和療護之中。人們有權表達期待，透過醫病溝通坦

誠對話，參與自身醫療決策，每個人均可公平獲得符合期待之個別性照護計畫。其次，安寧

緩和療護團隊能及早有效地評估個體之身、心、社會與靈性需求，提供全人、全家、全程、

全隊與全社區之五全照護，有效的症狀控制並緩解受苦，提升病人及其家庭之舒適度和幸福

感，並可持續性監測照護品質並追蹤改善成效。無論身在任何醫療場域，病人所得到的照護

是具協調性的，專業人員隨時準備好可以照顧，具備足夠的能力(competent)、信心(confident)

與關懷(compassionate)，每個社區皆準備好可以相互支持提供情緒與實質的幫助。這些願景需

要國家政策支持、每個人、組織和整個社會共同努力，提升國家整體的安寧緩和療護品質，

協助病人善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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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一 尊重個人獨特性與價值觀，所有人皆有機會善生與善終 

公民意識提升生命與死亡識能(life and death literacy) 

深化民眾生命教育，死亡是生活事件，不只是醫療事件，提升生命與死亡識能，主動

參與自身照護計畫 

醫病溝通坦誠對話 

每個人都應有可以坦誠討論關於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臨終、死亡、失落和哀傷的機會，

有效溝通幫助病人及其家庭確認安寧緩和療護目標 

賦權與意願表達 

賦權參與自身的健康照護行動，人們有權表達期待，獲得符合期待之個別性安寧緩和

療護計畫 

文化適切性療護 

個體及其家庭之價值觀、文化、宗教信仰等能被尊重並融入安寧緩和療護之中 

每個人都重要 

安寧緩和療護系統必須滿足各年齡層瀕死者的需求，以照護需求為基礎，不分疾病別

照護給付，並能預測和支持將與失落共存的人 

訊息透明化 

公開透明化呈現安寧緩和療護動態更新資料，呈現組織結構面品質，提供民眾選擇，

以及建立回饋反映管道 

所有人均有公平獲得安寧緩和療護的機會 

發展以人口為基礎的生命末期照護服務需求評估，衡量服務的公平性與可近性，確保

所有人能公平獲得照護，包含弱勢、易受傷害群體等 

 

一、 未來目標(2021-2025) 

 提升國民生命與死亡識能。 

 提升安寧緩和療護服務涵蓋率。 

 提升兒童與新生兒安寧緩和療護服務可近性。 

 所有人均有公平獲得安寧緩和療護的機會。 

 

二、 執行策略 

 建立「不分年齡層與疾病別」之安寧緩和療護需求評估辨識系統：調整安寧緩

和療護臨床適應症，以需求(needs-based)和生活品質為導向，及早轉介，並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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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院所政策之中，涵蓋社區嚴重衰弱老人、新生兒、遊民、新住民、原住民等

相對弱勢族群。 

 所有醫學中心與兒童醫院設立兒童與新生兒安寧緩和療護團隊。 

 各醫療網之地理單位至少有一家可以提供流產、胎兒、與周產期安寧緩和

療護團隊。 

 提供兒童、新生兒、流產、胎兒、與周產期安寧緩和療護專業服務適當的

給付。 

 兒童、新生兒、流產、胎兒、與周產期安寧緩和療護專業服務列入醫學中

心與兒童醫院評鑑需求。 

 安寧緩和療護不分疾病別，諸如神經科相關疾病：失智症、植物人、神經

性罕見疾病、神經系統嚴重失能等病人，除了神經科專業評估及治療外，

需融入安寧緩和療護理念，提供整合性之五全療護。 

 推展民眾教育，促進生命與死亡識能：死亡是生活事件，不只是醫療事件，民眾

需要具備足夠的識能水平才能夠真正參與共同決策。生命與死亡識能教育，應

從小紮根，全面融入各層級教育中。提高公眾意識，鼓勵人們坦然談論死亡。 

 重視傳統文化與宗教信仰對於民眾生死觀之影響：發展紮根於本土文化與信仰

之死亡教育與靈性照護模式，協助找到傳統家庭觀對於孝順責任與愛的表達方

式與意義，針對醫療人員與一般民眾實施，並結合於末期照護。 

 賦權於公民個體，促使他們能夠參與到集體的健康照護行動中：透過社群媒體

宣導、病人自主、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及預立醫療決定的推廣及教育，鼓勵思考

生命的意義及對疾病後期生活品質的期待，捍衛善終自主權。 

 透明化呈現療護資訊及醫療服務等相關信息：安寧緩和療護報告、評鑑結果、

網路動態資料，呈現組織結構面品質，包括安寧病房人力比、成員受訓比例、各

醫院之安寧病床總床數、安寧病床占床率、居家安寧服務辦理情形等，幫助民

眾運用資訊，作出符合自身期待與價值觀之醫療照護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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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實證資料修訂及調整安寧緩和療護預算：透過安寧緩和療護、無益醫療支

出等健保資料分析研究，提供實證資料，並依實證修訂及調整安寧緩和療護預

算。 

 發展以人口為基礎的生命末期照護服務需求評估，衡量服務的公平性與可近性。

為不同人口密度、幅員的醫療次區域，建立不同的可行性照顧模式，以切合該

地區之需求。 

 全面提升生命與死亡識能： 

 全面進行病人自主權利法與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之宣導與倡議。 

 培訓種子教師，於臨床端進行人員培訓以擴展服務機構與對象。 

 善用社群媒體進行民眾宣導以持續提升國人之死亡識能。 

 納入醫療人員基礎教育課程，以能及早建立正確識能並培養溝通技能。 

 運用各項媒體，提升相關背景知識。 

 營造友善信任之醫病互動與跨科別合作關係： 

 醫療團隊藉由平時之醫病互動建立友善的信任關係，以促進生命末期照護

議題討論之進行。 

 醫療機構內/間須建立有效率且友善之合作機制，不同科別(例如：急診與安

寧緩和療護團隊)之間，甚至跨層級(例如：社區、地區醫院與醫學中心)的

轉介與合作。 

 同機構不同職類(例如：醫、護、社工、心理、宗教師、志工)之溝通與相輔

相成，不僅能發揮各自角色功能，更能使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中討論之面向

更臻完備。 

 醫學中心擔任指導與輔助之角色，協助其他層級醫療院所之醫療團隊執行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業務。 

 政府與醫療機構之支持與資源分配： 

 提供資源給各級醫療機構，訂定獎勵措施，協助其推廣安寧緩和療護理念

並執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及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各醫療機構高層應視推展安寧緩和療護與病人自主權業務為重要任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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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人力、空間與設備之協助。 

 鼓勵相關研究以提供最新資訊與證據，作為臨床執行上之參考。 

 國家與醫療機構提供適度的經費補助，以提高醫病雙方投入安寧緩和療護

與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的意願。 

 鼓勵民間資源投入安寧緩和療護的發展，檢視並排除法令障礙，幫助善終

理念之推展。 

 針對低收、中低收入戶等弱勢族群，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優免等服務。 

 完整且有系統的記錄與資訊共享平台： 

 設置國家統一之網路平台以記錄所有參與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與預立醫療照

護諮商之案件註記。 

 定期進行資料整理與統計分析以了解執行之趨勢，做為未來資源分配與臨

床執行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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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二 提供整合性的五全療護，讓舒適與照護品質最佳化 

全

人 

關注各種形式的苦痛及不適 

苦痛經驗可能因身體症狀、情緒、心理或社會或靈性苦痛而引起或複雜化加劇，需早

期辨識、全面評估苦痛不適的源由，瞭解並致力緩解 

熟練的評估和症狀控制 

疼痛和症狀控制、提供舒適照護為首要責任，同時須確保醫療照護者具備與時俱進症

狀控制及舒適照護的能力 

獲取症狀緩解藥物之可及性 

藥品取得便利性和不致濫用間達到平衡，方便獲取緩解症狀之藥品和設備，以因應不

同照護地點病況變化的需求 

以人為本，以病人最大福祉為考量 

了解病人的期待與關心的問題，提供符合病人最大福祉之安寧緩和療護，擬訂與協調

具個別性、整體性與持續性之照護計劃和服務，提升生活品質 

全

家 

以家庭為中心之安寧緩和療護 

關懷支持家庭照顧者及其他相關者，尊重並評估其需求，以提供安寧緩和療護與喘息

服務 

全

程 

早期安寧緩和療護，提供無縫接軌照護 

各年齡層罹患生命受威脅之個體，在有需求時能及早獲得安寧緩和療護，並提供系統

性安寧緩和療護網絡與諮詢服務，提升生活品質 

復健性(rehabilitative)安寧緩和療護 

疾病衰退過程中維持個體最大化的活動功能和社交參與，依其需求及發展階段提供個

別化支持性照護，協助適應 

哀傷撫慰持續性照護系統 

照護個體及其家人、朋友、照顧者、重要他人及其社群，幫助其經歷失落、哀傷和喪

親歷程 

全

隊 

跨專業團隊合作 

結合醫、護、社工、靈性服務人員及其他相關專業成員，提供跨團隊服務，積極建立

夥伴關係，以深化不同層面之照護 

全

社

區 

友善關懷和具復原力社區 

與在地民眾協力合作，招募與培訓志工，建構在地資源，連結個人與社區組織，支持

發展在地化安寧緩和療護，促使家庭、鄰居和社區組織能夠互助支持 

品

質

監

測 

照護品質監測與回饋改善機制 

綜合運用以人為本的品質監測指標與分析，並追蹤改善成效，確保所有人均能獲得具

品質之照護 

以實證為基礎之臨床照護指引 

以具實證基礎之預測與分析，引導臨床照護標準、推動組織策略，並提供訊息作為照

護品質之回饋改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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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的全人、全家、全程、全隊及全社區之「五全」療護，以病人最大福祉，緩解病人的

不適與苦痛，提供全人及以家庭為中心之整合性照護；發展以病人及家屬需求為基礎，安寧

緩和療護及早介入，提升生活品質，維持個體最大化功能與社交參與，營造安寧緩和療護慈

悲關懷友善城市，讓病人及其家庭舒適與生活品質最佳化，協助病人善終，並提供喪親家庭

持續性哀傷支持。此外，建立照護品質監測系統與回饋改善機制，確保所有人均可獲得具品

質之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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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安寧緩和療護品質之稽核與監控 
 

一、 未來目標(2021-2025) 

 末期病人症狀控制與舒適極大化。 

 末期病人、照顧者、重要他人與喪親者能獲得安寧緩和療護持續性支持。 

 提升安寧緩和療護之臨床照護品質。 

 

二、 執行策略 

 病人福祉及「全人需求」作為安寧緩和療護的中心：團隊組織領導者需超越組

織界線進行思考，並將自己視為更廣泛系統的一部分，整合連結病人所需相關

資源，提供符合病人最大福祉的高品質照護。 

 照顧者應被視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夥伴並提供支持：照顧者為末期病人提供實質

的照護和支持，或在協調其他照護者時扮演重要角色。照顧者通常對病人最為

熟悉，能了解病人與掌握病人相關的資訊，尤其是進展至末期病程長之病人，

例如：失智症、腎病末期等，有助於發展個人化、以需求為基礎的照護。因此，

應強化家庭照顧者支持網絡，提供安寧緩和療護諮詢、多元性服務，為照顧者

提供便於取得、具實證基礎之資訊、訓練計畫、喘息服務和其他符合其需求的

資源，以增進照顧者知識及照護技能並發現及減少照顧者之壓力與耗竭。 

 及早辨識以需求為基礎(needs-based)之安寧緩和療護：及早識別疾病軌跡的變

化並開始與病人進行安寧緩和療護對話，有助於有需要者及早獲益於安寧緩和

療護服務。非癌病人病程軌跡起伏不定，部分疾病病程長至數年以上且為進行

性的退化，如：失智症等，加上可能伴隨多重共病症與併發症(comorbidity & 

complication)之複雜性，存活預估相對於癌症疾病更具挑戰性，安寧緩和療護應

基於病人的需要，而非病人預後或預期壽命，尤其需了解症狀的嚴重程度及其

對病人的功能和生活品質的影響。針對有高頻率接觸此族群之全科醫師、老年

醫學科等醫療照顧者，如何開啟溝通對話之敏感度與溝通技能培訓有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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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在病人情況變差時，適時地討論安寧緩和療護作為醫療照護選項，協助及

早獲得安寧緩和療護，疾病衰退過程中維持個體最大化的獨立性功能和社交參

與，提升生活品質。 

 佈建全台 7/24 全天候備援安寧緩和療護網：於照護對象發生緊急狀況時，提供

照護對象及其家屬 24 小時醫療專業諮詢服務，必要時應啟動醫療後援程序，有

照護需求者可及時得到協助。 

 各職類跨專業成員納入安寧緩和療護團隊正式編制深化照護能量：跨專業團隊

(Interdisciplinary/Multidisciplinary Team)有助於深化不同層面之照護，醫院能為

有需要的末期病人及其家庭提供專業社心靈照護與支持，照護團隊有專屬並納

入編制的心理師、社工師、宗教師、靈性關懷師、兒童醫療輔導師(child life 

specialist)、藝術治療師或音樂治療師等各職類跨專業成員，不同領域的專家各

司其職互相合作，提供完善的安寧緩和療護服務。 

 結合社區支持療護資源與力量，推動慈悲關懷友善城市 / 社區

(compassionate city/ community)：推動慈悲關懷友善城市/社區需將社區視為照

護的對象，有志工來源、籌募資金及營造公眾意識等配套措施，結合地方組織、

宗教人士、社會福利機構、商業團體、學生社團等在地資源，了解當地民眾需

求，並將老人、疾病和福祉、家人和照顧者、臨終關懷與安寧緩和療護等關懷照

護在地化，與當地民眾協力合作，並與他們發展健康服務的夥伴關係及組織行

動。將從直接服務、臨床的面對面、床邊的照護、急性的照護或制度的方法，轉

向建構社區能力、行銷健康與福祉及發展夥伴關係，營造友善、共享社區氛圍，

形塑關懷社會樣態，有助於涵蓋社區多面向的照護並付諸行動。慈悲關懷友善

城市/社區為一項新大眾健康促進策略，分別建立健康的公共政策、創造支持性

環境、強化社區行動力、發展個人技巧及調整服務方向，達成健康城市增能賦

權之目標。 

 辦理安寧緩和療護評鑑，訂定評鑑指標、稽核方式與督考把關機制：成立政府

專責委員會，每年定期召開跨部會協調會議，或委託專業學會辦理安寧緩和療

護評鑑，訂定能反映出安寧緩和療護服務品質過程面之評鑑指標、稽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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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提升獎勵措施等把關機制，監控全國性安寧緩和療護品質與資源投入，並

滾動式檢視修訂。 

 建立全國性有效且有系統的評估病人的工具，施行標竿安寧緩和療護品質的獎

勵計畫，建立公平的品質稽核與給付制度：施行優良安寧緩和療護品質的獎勵

計畫，樹立標竿學習典範。建立全國性有效且有系統的評估病人的工具，讓團

隊間有共同的語言，可以依病人的需求提供照護計畫，進而收集到全國的數據，

透過大數據分析來改善照護品質，藉由客觀數據的標竿學習法整體提升安寧緩

和照護品質，建立公平的品質稽核與給付制度，避免流於醫院招徠或爭取健保

給付之弊，有助於台灣安寧緩和療護正向發展。 

 評鑑須能辨識出真正的品質：訪查或稽核者應由安寧緩和療護專業人士參與，

具備安寧緩和療護理念，避免與國際的安寧理念扞格。評鑑人員由有具安寧緩

和療護學術、實務經驗及了解國際安寧潮流的專業團體代表參與，提供具體改

善建議。 

 建立病人反應回饋管道：民眾意見與照護回饋有機會作為醫院政策、臨床療護

的建議與修訂。可透過曾被醫院照顧過的病人或其家屬，提供建議與回饋以改

善日後對其他病人照顧的方式，協助醫院提升照顧品質與安全。 

 安寧緩和療護服務組織內部品質監控與自治：醫療院所成立委員會或組織

等協調、訂定及推動安寧緩和療護品管，組織內部監控與自治，持續監測品質

並進行問題改善，且能針對安寧緩和療護品質監控指標等資料統計、分析及檢

討，以確保安寧緩和療護服務品質穩定性。 

 應用實證醫學佐證檢討改善實務運作：結合研究建立具實證基礎的安寧緩

和療護標準、指引和適用的成果指標，監測照護指引於臨床應用之情況，確實

執行並定期檢討改善，運用實證資料改善臨床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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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藥品獲取之可近性及可及性 

 

一、 未來目標(2021-2025) 

 有需要的病人都能獲得必要的藥物以控制症狀。 

 不同場域之安寧緩和療護病人，都能適當且適量(足量)獲取管制藥品緩解

症狀。 

 確保症狀緩解所需藥品的可近性及可及性。 

 定期檢討修訂管制藥品相關的使用指引或管理注意事項，兼顧不同場域的

需求，平衡安全、濫用管理及症狀緩解需求。 

 確保各專科、各專業醫護人員具有足夠關於症狀控制及相關藥品之專業知能。 

 

二、 執行策略 

 建立兼顧安寧緩和療護需求的管制藥品管理，確保安寧緩和療護病人症狀緩解

所需藥品使用的可近性及可及性 

 監督管理醫療院所對需要安寧緩和療護的病人，都能適當使用管制藥品，

確保達到症狀緩解及生活品質提升。 

 觀測安寧緩和療護病人臨床症狀緩解情形，適時修訂安寧緩和療護病人症

狀緩解所需相關藥品之使用指引，以達確保病人症狀緩解所需藥品使用的

可近性及可及性。 

 在醫師開立處方(適應症、單次天數、長期累積使用天數等限制，及管制藥

品管理及會診等規定)、藥師調劑、交付(居家使用針劑等)、護理人員或家

人協助使用(上鎖管理等)等階段的管理，都應依需求調整，並兼顧不同場域

的需求，尤其是針對社區(包括居家、長照機構)有可行的管理，並且能顧及

疾病、功能或症狀快速變化時，藥品多元需求及藥品調整需求，包括各種

可能的居家使用針劑方式。 

 相關學會或醫院應依臨床需求提案調整末期病人居家藥品使用之管制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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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引或管理注意事項。 

 制定符合藥品需求及實證的適應症、指引，及符合醫療效益的健保給付規範 

 依據國際及國內臨床研究實證，找出尚有不足的症狀緩解需求，及符合實

證的適當藥品，包括藥品品項，也包括藥品途徑、劑量及劑量調整等用法。

短期應該新增主要嗎啡種類有「緩解末期病人的呼吸困難」適應症，包括

口服及針劑嗎啡。長期則持續依前述評估有不足的症狀緩解需求及調整更

多項藥品適應症。 

 針對主要需要安寧緩和療護的疾病別或病況別，整合該相關專科醫學會及

緩和醫療專科醫學會，共同依據需求及實證發展或修訂緩和醫療臨床指引，

包括癌症及非癌症各器官衰竭病人，多重疾病，失智及/或衰弱老人，末期

病人撤除呼吸器等。臨床指引應該包括該疾病及病況下的症狀緩解需求發

現、適當的藥品及用法、藥品轉換或搭配使用等，並應該納入倫理決策及

醫病共享決策。各項指引應定期修訂。 

 對於有緩和醫療需求且指引或有實證建議的藥品(包括鴉片類藥品、非鴉片

類藥品)，健保給付應該涵蓋，滿足居家使用針劑藥品及輔助止痛藥品(如：

神經性疼痛藥品)的多元需求， 

 藥品引進或研發 

 由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緩和醫療專業醫學會及醫療院所合作，依

據國內研究及臨床監測調查，引進藥品以完備強效鴉片類藥品的成分種類、

劑量、途徑，以滿足不同場域的需求。 

 因應社區安寧緩和療護，居家使用針劑藥品的多元需求，除了前述避免過

度管理影響使用可及性，也引進或研發適當給藥系統，兼顧管理、安寧緩

和療護多元需要、及健保財務可支付。 

 醫療教育 

 從各專科、各專業醫護人員教育及專業訓練，確保具有足夠關於整體安寧

緩和療護及相關藥品(包括管制藥品及非管制藥品)的醫療專業、倫理思辨

決策能力、溝通能力，能處方開立及使用適當藥品，包括藥品的種類、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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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劑型途徑等用法，確保社區、居家的適當使用，同時著重基層家庭責

任醫師、及社區藥師，融入畢業前的醫學訓練課程(under graduate year, UGY)、

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post graduate year program, PGY)、專科訓練、醫

學繼續教育(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CME)、護理教育之中。 

 大眾教育 

 透過病人自主權利法及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推廣及教育，鼓勵思考生命的

意義及對疾病後期生活品質的期待，主動參與醫病共享決策，合理對管制

藥品的認知、掌握平衡症狀緩解需求及藥品可能副作用的自主權。 

 研究統計及持續品質監測改善 

 透過資料分析及研究，提供上述各項的實證資料，並依照實證修訂及執行

各項政策。包括本土性的資料及研究、國際實證研究回顧、及國內和國際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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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三 確保療護團隊的專業知識、態度與技能 

融入專業養成教育與銜接繼續教育 

確認安寧緩和療護之核心能力和應具備的知識、技能與態度，訂定專業養成教育與繼續

教育連貫性培訓計劃 

各層級醫療人員皆有能力療護末期病人 

具備能力和自信的成員，方能因應各式情境展現專業、關懷和技巧，確保人們得到所需

的照護 

照顧者培訓 

透過專業人員的指導與培訓，教導家人、長期照顧者、社區志工等人之照顧知識及技能，

共同協助病人照護 

倫理與法律意識 

所有提供醫療護者都具備倫理敏感度與決策思辨能力、瞭解相關政策與法規 

整合各層級療護體系之全面性響應  

每一個醫療層級、社區皆準備好幫助病人，發展全方位協調性服務，全系統響應 

明確界定角色和責任 

連結家庭、照顧者和個人的資訊，明確界定該系統內照護提供者之角色與責任 

共享紀錄 

經照護對象同意，參與照護的醫療團隊共享其療護記錄與資訊，包括瞭解需求、偏好及

其照護目標 

運用新科技 

專業人員須與時俱進因應科技帶來的改變，結合新科技與人工智慧醫療，提升網際網絡

聯繫與照護應用 

支持和復原力 

營造具安全感、支持和復原力的組織和專業環境，支持專業人員可持續提供人性化照護 

領導管理 

擁有明確的組織管理、照護理念、品質監督和營造人性化氛圍，所有員工都能充分發揮

其專業性，實踐高品質的照護 

 

 

  



 

24 

第一節 療護團隊具備完整知識、態度與技能 

 

一、 未來目標(2021-2025) 

 確保提供安寧緩和療護服務者具備勝任能力 

 由經培訓且具備專業核心能力的照護團隊提供安寧緩和療護服務。 

 安寧緩和療護團隊人員須接受在職教育訓練並定期評核其能力。 

 建立安寧緩和療護培訓三層級：一般(palliative care approach)、基本(palliative 

care generalist)、專科(palliative care specialist)之核心能力，以及不同之課程

目標、受訓標準與資格認證制度。 

 所有醫學生和護理學生在畢業前應接受安寧緩和療護基礎課程。 

 全面施行安寧緩和療護融入學校養成教育與繼續教育連貫性培訓計劃。 

 建立安寧緩和療護專業團隊支持網絡與復原力(resilience)模式，以及優秀人才延

攬與留任措施。 

 

二、 執行策略 

 依課程屬性、科別需求，發展切合所需的多元線上課程與實體課程，以適合在

職人員繼續教育培訓之可行性：不同科別或醫療層級，因接觸病人的疾病時程

不同，所需的知識訓練亦有所不同，宜針對其需求量身訂做規劃切合其用的課

程。所有安寧緩和療護提供者應完成基本的安寧緩和療護培訓，核心課程列為

共通必修，再根據各醫學專科屬性與臨床需求設計適得其所符合需求的課程。 

 安寧緩和療護應融入醫療教育基礎課程，並延伸至繼續教育。設定年度必需繼

續教育積分，或安寧緩和療護專業證書效期與展延制度。 

 全國性安寧緩和療護教育訓練銜接(學校、基礎、進階與在職教育)：規劃學校養

成教育與繼續教育之銜接培育計畫，將安寧緩和療護融入學校養成教育，並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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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繼續教育。強化醫學院養成教育中的人文關懷素養，內化為醫療人員的本職

學能。 

 確認專科安寧緩和療護必備核心能力，建立以勝任能力為導向之結果面學習成

效評值，做為培訓課程規畫之依據。安寧緩和療護必備核心能力，據此設計課

程、創新教學策略與評核方式。建立專業療護能力稽核與資格認證制度，培育

具安寧緩和療護特質之專業人才。建立專業療護能力稽核與資格認證制度有助

於照護品質之把關，培訓課程不應僅是照護能力的增能，更須融入人的形塑，

以具備足夠的能力(competent)、信心(confident)與關懷(compassionate)。融入組織

文化，有助於促進團隊合作，帶動團隊與個人的成長。 

 要求各醫學專科與次專科訓練均需接受安寧緩和療護訓練，尤其是有較多機會

面對死亡或器官衰竭的醫學專科，如：重症醫學科、腫瘤內外科、心臟、胸腔、

肝臟、腎臟、神經內外科等，在住院醫師或次專科訓練時須接受安寧緩和療護

訓練。 

 透過政策與給付，獎勵醫療院所提升安寧緩和療護人員之專業培訓與留任，確

保提供安寧緩和療護服務者，能具備足夠的知識、態度、技能與自信。 

 安寧緩和療護人員也需要被支持，建立關懷照顧者(care for caregivers)模式。醫

療院所主管與團隊領導者須重視團隊成員於協助病人及其家屬經歷死亡過程中

所衍生的情緒衝擊與身心負荷，透過組織與領導彈性，提供團隊支持網絡與復

原力(resilience)，並建立人員留任獎勵制度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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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協調性安寧緩和療護 

 

一、 未來目標(2021-2025) 

 民眾能獲得具協調性安寧緩和療護服務 

 建置不同層級安寧緩和療護整合性服務之轉銜機制、合作協調模式、照護

目標與照護內容、人員資格。 

 建置全國性醫療照護資訊連結平台，共享病人照護資訊與記錄，並建立資

訊安全監督管理機制。 

 智慧醫療科技融入照護體系，提升網際網絡聯繫與照護應用。 

 及早銜接安寧緩和療護和長照服務提供整合性照護 

 建立本土化在宅醫療支援體系。 

 提升基層醫療、社區診所、家庭醫師、居家護理師、長照專業人員之安寧

緩和療護能力與照護能量。 

 建立安寧緩和療護和長照服務之溝通協調機制。 

二、 執行策略 

 鼓勵社區創新安寧緩和療護網絡，融合醫院資源和基層醫療資源，並與長照服

務合作，建設各社區具特色之安寧緩和療護模式。 

 建置全國性安寧緩和療護資訊連結平台：善用資訊技術共享病人照護資訊與紀

錄，並建立資訊安全監督管理機制。經照護對象同意，不同照護場域與層級的

醫療團隊共享其照護記錄與資訊，透過此平台資料庫資訊，進行統計分析與提

供實證資料，做為照護品質監督與政策執行或修訂之依據。 

 不同層級、照護場域之安寧緩和療護服務之轉銜與整合：以病人需求為中心，

整合所需的相關照護資源，多層級的安寧緩和療護服務，包括病房、共同照護、

居家社區及機構式的安寧緩和療護合作，建立安寧緩和療護友善醫院與後援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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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訓練基層醫療院所、衛生所、居家護理所等醫護人員，到宅提供安寧緩和療

護；提供具協調性安寧緩和療護服務，實踐「人在哪家就在哪」信念。 

 由強調末期存活期預估轉向以提升生活品質為導向來提供服務：兼具多重疾病

與身心失能之高齡者需要整合性照護，以提升生活品質，提供病人從確診、衰

弱、失能、重病或末期、臨終、到家屬及照護者哀傷撫慰連續性照護，長照安寧

緩和療護整合性服務。 

 智慧醫療科技融入照護體系，促使醫療照護資源管理效能精進：透過智慧醫療

科技可降低交通不便與人力不足所造成之限制，提升不同層級、醫療場域之網

際網絡聯繫、視訊、遠距醫療與照護應用，有助於醫護病之間加速資訊流動與

更新，精進照護服務品質。 

 長照服務與安寧緩和療護整合性照護：設計或建立資源連結機制或聯繫諮詢窗

口，以協助整合或銜接長照服務與安寧緩和療護。從前端的預立醫療決定書、

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抉擇意願書，到最末端的長期照顧與在宅安寧緩和療護之

轉銜串接與整合。申請長照服務個案同時評估是否有安寧緩和療護需求，以利

銜接長照服務與安寧緩和療護。 

 優化長照機構安寧緩和療護：因應高齡化社會趨勢與人口扶養比趨勢，安寧緩

和療護的護理之家或長照機構有其必要鼓勵長照機構讓住民在機構善終之相關

政策與規劃。長照機構安寧緩和療護模式可結合社區照護網絡、後援醫院、診

所醫師群、以及福利機構橫向和縱向合作的安寧整合運作模式，並培育安寧緩

和療護專業人員，可減少住民不必要轉院死亡及提升瀕死住民的死亡品質，協

助長照末期病人「就地安寧、在地善終」。 

 建立本土化在宅醫療支援體系：建立本土化在宅醫療支援體系，需基層醫療、

社區診所和家庭醫師共同參與，以及不同的專業團體、地方醫師公會的全力支

持，結合性質相近強調以在宅照護為專業的老年醫學會、家庭醫學會、長照專

業協會等團體，共同推動在宅醫療專業組織，提升基層醫師和獨立型居家護理

所護理師從事安寧緩和療護的能力，並在社區中培養居家安寧緩和療護人才。

此外，提高醫師對社區民眾的認識，村里長協助通報有安寧緩和療護需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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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鄰里關係形成友善關懷社區，提高社區內臨終照護可能，以健全本土化在

宅醫療支援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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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台灣安寧緩和療護理念推展至今已然成為追求善終之社會運動。隨著本政策綱領暨行動

方案的發表，期待我國安寧緩和療護的對象涵蓋不分疾病、年齡、病程的所有有需求者，每

個人都可公平獲得具品質的安寧緩和療護。本「台灣安寧緩和療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邀

集國內安寧緩和療護跨領域專家群，參考先進國家發展趨勢，並融合華人文化善終的理念與

智慧，檢視國內安寧緩和療護發展現況，提出台灣安寧緩和療護發展三大願景表達政府對民

眾的照護承諾，也希望成為全國各界未來之努力目標：尊重個人獨特性與價值觀，所有人皆

有機會善生與善終；提供整合性的五全療護，讓舒適與照護品質最佳化；確保療護團隊的專

業知識、態度與技能，提供協調性療護。本此精神，本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更參考目前的法

律制度，衡量國內文化與資源的可及性，提出短期、長期目標與具體策略，希冀有助於提升

全國安寧緩和療護品質，達到安寧緩和療護的創始者 Dame Cicely Saunders 終生追求的理想

「你是重要的，因為你是你！即使活到最後一刻，你仍然是那麼重要！我們會盡一切努力，

幫助你安然逝去；但也會盡一切努力，讓你好好地活到最後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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