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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临终关怀服务体系及其借鉴
谢琼 叶钧齐 *

摘要：有尊严地离世是健康老龄化的应有之义。台湾地区在学习发达国家和地区临终关怀服务经验

的基础上探索出了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由“五全照顾”、“四道人生”和“三平安”构成，与全民

健康保险和长期照顾保险嵌套互补，以社区和居家安宁疗护为主、多元参与服务运行和监管的本土

化安宁疗护服务体系，对大陆临终关怀服务体系建设的范畴界定、发展模式选择、政策体系完善以

及未来方向把握等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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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临终关怀是全程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是实现生命尊严与保证生命质量的重要服务。随着人

们对民生质量诉求的日益升级和我国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被越来越多

的民众所认知并内化为权利诉求。而作为健康老龄化应有之义的临终关怀服务虽然从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开始在我国就有了现代临终关怀服务的实践，但始终发展缓慢，目前社会实际覆盖率只有 10%

左右（发达国家和地区均在 80% 以上），同时政策支持疲软、服务供给乏力、服务人员缺口也很大。

在 2015 年英国《经济学人》发表的全球国家死亡质量排名中，中国排在 80 个国家与地区中的第 71 位，

无论是医疗环境、医疗护理的可负担程度还是服务队伍与公众参与程度，都远低于参与评估国家与

地区的平均水平。我国临终关怀服务的未来该往何处去？怎样去？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对老龄社

会终极归处的拷问。

纵观全球，临终关怀服务在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有显著发展，并各具特色：

英国将临终关怀服务嵌入在国民医疗保健制度中，全员参与临终服务提供，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死亡

质量；美国通过医疗保险撬动市场力量，走临终关怀服务的产业化道路；德国和日本则在长期护理

保险的框架下提供细致入微的临终关怀服务。全球死亡质量报告中位居排行榜第 6 位的中国台湾地

区是亚太地区中死亡质量最高的，其临终关怀服务经过学习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在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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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阶段，也发展出了有本土特色的安宁疗护服

务模式。台湾地区和大陆同宗同族同文化，其

对西方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化过滤有助于减少大

陆临终关怀服务体系建设的适应成本，其发展

较早的临终关怀服务实践也可以为大陆提供丰

富的经验与教训借鉴。同时，与大陆一样，台

湾地区目前也面临临终关怀服务短缺和服务品

质升级的问题，有共同探讨问题解决途径的基

础。基于以上判断，本文通过梳理台湾地区安

宁疗护服务的发展过程和体系内容，分析其发

展特点与实践成效，提炼可供大陆临终关怀服

务体系建设参考的启示。

二、台湾地区安宁疗护服务体系的发展

（一）安宁疗护服务的发展脉络

台湾地区曾先后使用过临终关怀、安宁照

顾、缓和医疗等概念，后来为消除民众对“安

宁照顾”是以排除积极医疗而进行的照顾服务

的误解，于 1995 年 5 月将前述所有名称统一改

为“安宁疗护”（hospice palliative care，发展

的主要事件见表 1 所示）。安宁疗护既包含“缓

和医疗”中对减轻病患痛苦的医学治疗，也包

含了对病患在心理、生理、社会和灵性上的照

护和关切，意在建立一整套帮助病人在临终阶

段有尊严地舒适往生的医疗照护体系。

表 1：台湾地区安宁疗护发展史

年份 事件摘要
1980 台北市荣总医院癌症治疗中心主任陈光耀提出“安终照顾”
1983 康泰医疗基金会推动成立癌症末期患者居家照顾服务
1987 马偕纪念医院安宁照顾小组成立，是台湾地区第一个以“安宁”命名的组织
1990 安宁照顾基金会成立；马偕纪念医院开设安宁病房（台湾地区第一所住院安宁机构）
1995 台湾地区安宁照顾协会成立，推动安宁疗护研修计划
1996 推进居家安宁疗护补助，草拟居家安宁疗护规范
1999 台湾地区缓和医学协会成立
2000 《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地方立法通过
2001 首批安宁缓和专科医生通过考核产生
2002 《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修正案通过
2005 成立安宁缓和护理学会
2015 正式通过《病人自主权利法》
2019 正式实施《病人自主权利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资料整理。

从台湾地区安宁疗护发展历史脉络上看，

台湾地区安宁疗护服务的兴起和发展，是对台

湾地区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现实需求和社会对

临终病人人道主义关怀的反映。1983 年，台湾

地区天主教康泰医疗基金会推动成立癌症末期

患者居家照顾服务，开启安宁居家疗护之先。

1990 年 2 月，马偕纪念医院开设安宁病房，

开始训练病房护理人员提供安宁照顾专业服务

（Yuen-liang Lai, Wen-hao Su，1997）。此后，

先后成立的“安宁照顾基金会”、“台湾地区

安宁照顾协会”以及“台湾地区安宁缓和医学

学会”被誉为早期台湾地区安宁教育及安宁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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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服务发展的三大重要推手，他们和众多社会

组织一起在台湾地区安宁运动之肇始便努力宣

传并推广生死教育，培养专业安宁疗护团队。

在台湾地区安宁疗护服务发展的过程中，包括

发展路径、团队建设、服务模式等许多本土化

议题屡次被社会各界讨论，最终探索出了全人、

全家、全程、全队和全社区照顾的“五全照顾”

服务理念以及服务、教育和政策“三路并进”

的推动方案，促进了台湾地区安宁疗护事业的

在地化和特色化。

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台湾地区于 2000 年

出台了《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为临终病人医

疗自主权的确立和安宁疗护服务的实施提供了

法律依据。2015 年又通过《病人自主权利法》，

扩大了可接受临终病人缓和医疗的范围，将不

可逆转昏迷状况、永久昏迷植物人、极重度失智、

其他主管部门公告之“病人疾病状况或者痛苦

难以忍受、疾病无法治愈且依当时医疗水平无

其他合适解决办法之情形”的病患纳入预立医

疗决定，并且确立了预立医疗决定的法律地位，

保障和规范了病患的自主权利。

（二）安宁疗护服务体系的内容

台湾地区安宁疗护的服务体系可用“五全

照顾”“四道人生”和“三平安”来描述，暨

通过全人、全家、全程、全队和全社区照顾的“五

全照顾”服务，让病患及其家属在道歉、道谢、

道别和道爱的“四道人生”中回应临终阶段多

样的人性需求，以达成身心灵“三平安（身体

平安、心理平安、灵性平安）”的最终目标，

体系逻辑如图 1 所示。

“五全照顾”从服务递送主体角度概括了

安宁疗护服务团队的服务宗旨和内容。“全人”

照顾是服务团队针对病患本人进行身、心、灵

的整体照顾。例如，医务人员需要在缓和医疗

临床操作中，面对病患身体疼痛需要采用合理

的镇痛方法和镇痛药物，这要求安宁疗护团队

的医务人员需受到专业的知识训练，保证缓和

医疗的品质。护理人员需要保证在照护过程中，

通过拍背、移位、洗澡、按摩、冷敷、热敷等

照护技能，帮助病人将痛苦减到最低，保证病

人的舒适感和尊严感。心理师和宗教人员则需

根据病患和家属情况，展开心理辅导和灵性关

怀。“全家”照顾是指在照顾病人之外，还需

服务供给方：“五全照顾”

全人、全家、全程、全队、全社区

服务接受方：“四道人生”

道歉、道谢、道别、道爱

服务目标：“三平安”

 身体平安、心理平安、灵性平安

服务

实现 反馈

促进

检验、反馈

检验、反馈

图 1：台湾地区安宁疗护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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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关注和解决病患的主要照顾者和家庭其他成

员体力不支、内心悲伤的问题，帮助病患及其

家庭疏导情绪，提高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在实

践中可通过举办家庭茶话会、回忆录等活动，

帮助病患家人了解、释放压力，舒缓面临的问

题。“全程”照顾则需要专业安宁服务团队把

对病患的服务从安宁疗护延续至病患死亡后对

家属的哀伤辅导，提供持续性的安宁疗护计划，

有针对性地根据病人病程和病人状态展开治疗

和照顾。“全队”照顾是指由专业的团队，包

含医生、护理师、社工师、志工、心理师、宗

教人员和营养师等，提供照顾病患及其家属的

服务（赵可式，2009）。不同角色各司其职，

有效协调配合：医生主要负责身体检查，做出

医疗判断；护理人员帮助医生进行止痛操作，

同时针对病患的临床症状进行合适的护理，保

障病患的舒适和尊严；社工师主要根据患者及

其家属的现实状况进行身、心、社、灵的评估，

并及时处理病人碰到的问题，减少案主负担；

心理师帮助个人和家属减轻心理压力，解决心

理问题，进行悲伤辅导；宗教师则通过宗教仪

式等帮助满足病患灵性层面的需要；志工帮助

护理人员、社工、宗教人员等展开辅助性工作。

“全社区”照顾是帮助病患及其家属享受以他

们为中心的、就近的、方便快捷有效的社区服

务。例如，根据病人的病情订立持续疗护计划、

寻找社区内适合的服务场所、运用长照资源体

系和社区资源帮助病人及家属渡过难关等。

“四道人生”是从服务接受者的行为角度

呈现临终服务的内容和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临

终病人在接受“五全照顾”的安宁疗护服务过

程中，完成道歉、道谢、道别、道爱的“四道

人生”践行，一方面检验着“五全”服务的合

理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也以具体化的形式注

记人生经历与过程，安然接受生命的消逝。

“四道人生”和服务递送方的“五全照顾”

共同实现临终病患身体平安、心理平安和灵性

平安的“三平安”状态，让患者安详且有尊严

地走过生命的最后阶段，死得其安，也让家属

顺利度过哀伤期，生死两无憾。 

（三）台湾地区安宁疗护服务体系的特点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台湾地区的安宁疗护

服务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从住院安宁疗护为主导转向以居家

和社区安宁疗护为主。台湾地区的安宁疗护服

务模式可分为住院安宁疗护、安宁共同照护、

居家安宁疗护和社区安宁疗护四种。住院安宁

疗护主要针对末期病人在病程中的突发性症

状，在医院开辟安宁病房进行安宁疗护，常规

性服务包括疼痛控制、管路更换、家属情绪压

力舒缓等。共同照护模式则是针对一般病房的

临终病患，由服务病患的诊疗团队和安宁服务

团队协同进行疗护，评估缓和医疗需求。这种

疗护方式可以让病患诊疗和疗护并行，缩短住

院时间，降低医疗成本（Harding R & Higginson 

I.J.,2003）。居家安宁疗护是安宁住院疗护的

延伸，通过居家安宁疗护服务团队每周一到两

次的到宅评估与照顾，让临终病人在家善终。

社区安宁疗护是另一种居家安宁疗护模式，通

常由临终患者住家附近的医院或诊所就近提供

疗护，帮助临终病人形成社区资源支持网络和

医疗照护支持体系，有效便捷地享有安宁疗护

服务。同时，针对区域间安宁疗护资源不平等

的情况，社区安宁疗护实现了安宁疗护专家群

协同推进模式，通过专业资源共享，跨院跨区

域协同疗护。居家安宁疗护和社区安宁疗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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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缓解住院安宁疗护和安宁共同照顾中病床资

源的紧张以及安宁疗护人力资源捉襟见肘的状

况。2014 年起，台湾地区开始推动社区安宁照

护纳入健保给付，大幅调升安宁疗护支付点数

（30%-50%），增加社区化的安宁疗护。2015

年和 2016 年又连续发布“推广缓和医疗社区照

护模式试办计划”，透过建立以病人为中心的

整合性安宁缓和医疗体系，将安宁缓和医疗落

实到各级医院，再由医院落实到社区与居家，

达到普及化、人性化、小区化、在地化，并逐

步由住院安宁疗护为主转向以居家安宁疗护和

社区安宁疗护为主。经过几年的推进，社区与

居家疗护的服务已广被接受，据台湾地区“健

保署”资料显示，2018 年台湾地区的安宁疗护

费用中，住院安宁费用为 12.4 亿新台币（约合 2.6

亿人民币），安宁共照费用为 1.3 亿新台币（约

合 2784 万人民币），安宁居家为 2.3 亿新台币（约

合 4926 万人民币）。虽然目前来看，住院安宁

现在依然是所有安宁疗护模式的主要运作模式，

但是台湾地区将加大对居家安宁和社区安宁疗

护的财政支出，调整支出比重，不断促进由住

院安宁疗护向居家安宁疗护和社区安宁疗护模

式为主的服务模式转型，一方面满足更加广泛

的安宁疗护需求和安宁疗护区域资源不均的问

题，另一方面突破安宁疗护在医学伦理和资源

缺乏等方面的瓶颈，实现多方咨询与合作，优

化安宁疗护方案。

第二，安宁疗护与全民健康保险和长期照

顾保险嵌套互补。从 2000 年开始，台湾地区推

出《全民健康保险安宁疗护整合性试办计划》，

将安宁疗护与全民健康保险挂钩，这一举措扩

大了安宁疗护服务可及性，同时也降低了民众

医疗费用的支出，使得安全疗护服务和全民

健康保险两者相得益彰。对 2004 年到 2006 年

台湾地区全民健保安宁住院病患的研究表明，

安宁收益（病患安宁申报费用与医疗费用之间

的差）为正值的病患在 2006 年高达 90.6%，

平均安宁收益超过 20000 点的医院在同年为

76.7%( 杨美雪、林为森等 ,2010)。2015 年，台

湾地区“健保署”发布安宁疗护健保给付办法，

编列预算 2.88 亿元新台币，以确保提高全民健

保在安宁疗护中的支付点数。此外，台湾地区

的安宁疗护还将姑息治疗的机会传递到长期照

护体系中的老年人。安宁专家团队与长照机构

资讯合作模式，在实践中初有成效。有研究表明，

长照护理机构提供安宁疗护服务可显着降低病

患临终阶段不适当转诊医院的比率，也可降低

入住加护病房、减少生命末期侵入性措施，同

时也减轻了病患和家庭经济上的压力 ( 洪一文、

陈纯纯、王英伟等 ,2016)。整体上看，安宁疗

护与健保与长照系统的嵌套互补，有利于释放

健保和长期照护资源，不仅提高了医疗资源使

用的效率，充实了长照在地老化的内容，促进

了社区与居家安宁疗护的实践，也帮助许多人

实现了内心“在家善终”的愿望，提升了病患

的疗护品质，一举多得。

第三，多元参与服务运行和监管。政府、

社会组织和教育研究机构是台湾地区安宁疗护

体系发展的三大推手。在安宁疗护服务体系的

运行中，政府负责订立法规、编制准入制度和

评鉴标准。民间团体主要提供服务，同时也在

筹资和财务等方面为安宁疗护的发展提供支持。

民间团体提供服务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政府

购买（委托服务），可以自我经营（社会企业），

也可以志愿服务。教育和研究机构则一方面不

断与国际先进做法对标，推进或修正安宁疗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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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养安宁疗护方面的研究人才和临床人

才，帮助提升台湾地区整体的安宁疗护服务品

质；另一方面，也以伙伴和监督者的角色不断

推动法规和服务标准的完善。正是在学界的研

究支持与积极推动下，台湾地区安宁疗护的收

案对象自 1998 年 9 月 1 日起由最早以癌症末期

病患及渐冻人为主，扩大到了包括老年期及初

老期器质性精神病态、其他大脑变质、心脏衰竭、

慢性气道阻塞、肺部其他疾病、慢性肝病及肝

硬化、急性肾衰竭及慢性肾衰竭及肾衰竭的末

期病人等八类非癌症末期病患，增加了安宁疗

护的服务对象范围，保障更多类型病患的权益。

第四，以人为本，倡导自然、积极的生死

观。总体上看，台湾地区的安宁疗护倡导关注

人、解决人的痛苦，在服务提供中始终强调以

病患与家属的需求为本，而非关注疾病、因痛

苦解决人。同时，强调自然死亡，而非鼓励放

弃治疗；强调临终前的生活质量和尊严，而非

生命的强制延长；强调安乐生，而非安乐死等。

从这些理念出发，安宁疗护体系不断实现内部

的价值创造、知识生产、规则完善和组织发展，

逐步提升服务品质，在帮助病患实现身、心、

灵的安宁的同时，也不断充实了安宁疗护服务

的本土化内涵。

（四）安宁疗护服务的实践

首先，服务供给量平稳增长。台湾地区人

均预期寿命为 80.4 岁，健康平均余命为 72.6 岁，

在临终前平均每人约有8年时间要受病痛折磨，

但安宁疗护服务的帮助下，台湾地区人的死亡

质量逐步提高。2004 年到 2012 年期间，台湾

地区安宁疗护项目增加了 50% 以上，医院提供

姑息治疗的团队从 8 个增加到了 69 个，服务供

给量平稳增长。长庚大学的调查显示，与 2004

相比，2012 年知道自己预后情况的晚期癌症患

图 2：台湾地区安宁病房和病床数历年变化（个、张）（1990-2019）

资料来源：台湾地区安宁缓和医学学会资料，http://www.hospicemed.org.tw/ehc-tahpm/ebook/
index.html#p=71，2020 年 2 月 22 日访问。

者从不到 50% 上升到了 74%，在生命最后几个

月使用激进医学疗法的现象也有所减少 ( 经济

学人智库报告，2015）。从安宁疗护发展历程

来看，各医院提供安宁房和病床的数量从 1990

年到 2019 年呈现稳步增加的趋势。

其 次， 安 宁 疗 护 服 务 的 使 用 量 逐 年 上

升。 近 年 来， 安 宁 共 照 后 签 署 DNR（Do Not 

Resuscitate）比率逐年增加，接受共照后转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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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台湾地区病患死亡前一年使用安宁疗护资源的占比（%）

年份 癌症 8大非癌症 合计
2012 39.8 3 13.3
2013 44.6 4.3 15.7
2014 49.0 6.4 17.6
2015 55.6 9.0 21.1
2016 58.7 12.0 22.9
2017 60.9 14.2 25.2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地区“内政部”和“卫生福利署”公布的数据统计制成。

护病房人次比率逐年下降。2012 年到 2017 年

期间，病患死亡前一年使用安宁疗护资源的比

重逐年上升（见表 2），2017 年已达到病患数

的 75%。

再次，全民健保支付的安宁疗护费用逐年

上升。自 2000 年起，台湾地区将安宁疗护服务

与健保挂钩，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在临终前选

择并接受安宁疗护，全民健保支付安宁疗护点

数大幅增高。据“健保署”统计，2009 年，健

保支付安宁疗护的点数平均每件为 52317 点，

平均每日 5031 点；2018 年平均每件点数增长

至 69724 点，平均每日点数增长至 6452 点。

最后，区域和城乡资源分布不均。台湾地

区安宁疗护在实践中存在住院安宁疗护床位城

乡分布不均，共照安宁疗护、居家安宁疗护和

社区安宁疗护专业队伍不足、疗护质量区域间

台北市
19%

新北市
11%

台中市
12%

台南市
10%

高雄市
10%

桃园市
6%

非六都县市
32%

图 3：台湾地区安宁病床区域分布图

差异大的问题。从区域和城乡资源分布的视角

来看，住院安宁疗病床约 68% 集中在台湾地区

六大主要城市（图 3），其他县市地区的床位

仅占全台的 32%，且服务与辐射范围大部分局

限在城区，离岛和偏远地区却一床难求。共照、

居家和社区安宁疗护也一样存在地区与城乡间

分布不均的情况，到目前为止，依然有 35 个乡

镇没有任何安宁疗护的服务和资源。人员队伍

方面，由于安宁疗护专业团队隶属于安宁病房，

而大部分安宁疗护资源集中于城市医学中心，

导致非主要城市的医院规模急剧萎缩（黄郁珊、

黄淑鹤，2017），因此，非主要城市的安宁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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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人力依旧稀缺，六大主要城市的大型公立医

院往往可以配备完整的安宁疗护团队，但非六

大主要城市的安宁病房一般只配备有安宁病房

医生、护士和社工，心理师和宗教师都不纳入

正式编制。社区安宁疗护人员也存在训练时数

少、专业资质人员从业率低、服务人员负荷大、

服务质量较差等问题。

三、对大陆临终关怀体系建设的借鉴

（一）科学界定临终关怀的服务范畴

 “ 临 终 关 怀”（hospice care） 是 一 种 通

过身体与心灵的疗护来减轻病患疼痛、舒缓压

力，提升病患及其家属生活质量的终老服务，

最早起源于英国，涉及医学、护理、心理学、

社会学及灵性等多领域知识，因此，概念和内

涵随着社会的动态发展不断地发展和改变着，

目前常被近义使用的词语还有姑息治疗、安宁

疗护和缓和医疗等。从概念上辨析，临终关怀

强调在病患的临终阶段给予患者及家庭在医学、

心理和精神的全方位疗护支持，以帮助患者安

心、舒适、有尊严地走完人生（赵晓华、陈冯

梅，2016），是有生命阶段意涵的概念。安宁

疗护在宁养照护的基础上强调在临终阶段透过

医疗手段让身体痛苦减至最低，并通过护理人

员的舒适照顾，保证临终阶段的尊严（赵可式，

2015）。两者都是以判断病患不可愈和未来生

存期有限的临终阶段开始医疗照顾关怀服务，

包含缓和医疗或姑息治疗的手段与服务等（苏

永刚，2013）。而姑息治疗和缓和医疗是泛指

针对一切非治愈性医疗，缓解病患痛苦的治疗

手段，是疾病的辅助治疗方法，应与专科医疗

相结合，可贯穿于临终阶段从确诊到哀伤辅导

的整个过程。在时间维度上可与临终状态解绑，

运用于疾病早期的舒缓和防治（赵晓华、陈冯梅，

2016）。

临终关怀意在突出对生命终临阶段的综合

认知和疗护关怀，既涉及必要的缓解和控制病

痛的姑息治疗，也包括对病人身体的照护、心

灵和精神的抚慰、社会系统的支持等临终照护，

同时还涉及文化、伦理、族群特性等议题。因此，

临终关怀服务的提供也就蕴含着一个合作系统

和整合机制，需要多学科知识、各领域人才以

及多部门政策的有效配合，才能实现其提高病

患及家属的生活质量、实现病患生命尊严的初

衷与价值目标。台湾地区“五全照护”体系不

仅明确了以病患为中心的临终关怀服务导向，

回应了病人和家属临终阶段的多样性需求和动

态需求，也对临终关怀体系内部资源和外部资

源的整合提出了要求。

（二）系统设计临终关怀服务政策

临终服务以处于全生命周期末期的病患及

家属为主要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涉及医疗、照护、

心理慰藉、哀伤辅导甚至家庭事务协调等多项，

服务供给的支持也涉及税收减免、政府购买、

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故而宜在发展初期就做

好系统的顶层设计、搭好政策基础框架，形成

临终关怀相对独立的政策体系。首先，在临终

关怀政策体系中，不仅需要各种政策将相关临

终关怀服务一一纳入，例如，将临终关怀阶段

必要的医药和医学治疗纳入医保范围、将护理

服务纳入长期照护、将照料服务纳入养老服务

购买，以及将家庭成员的陪伴照护视为社会劳

动予以补贴等，还需要医疗、医保、长期照护、

养老服务及心理服务等多项政策之间的联动衔

接。其次，要统筹医院、护理院、社区和居家

等多种养老模式共同发展。社区和居家疗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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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发展定位有助于服务资源的整合与协作，

有利于满足临终病人及其家属的多样化需求，

还可以拓展服务的使用范围，增加安宁服务对

于全局需求者的可及性，必将是未来临终关怀

服务发展的主要模式，但在医院和护理院的服

务也依然必不可少。再次，在人员队伍建设上，

也需建立联动医疗、心理、社工甚至宗教等专

业人士与一般护理者相互配合的机制；还需联

动医院的管理制度，将临终关怀纳入医院服务

的考核、晋升系统，保障和促进临终关怀服务

提供者积极参与。

（三）生死观的改变与服务获得相辅相成

病患的生死观对其生命后期的行为有明显

的影响力，而东方文化中的死亡多是消极悲观

的，因此，在人人都忌讳公开谈论生死的环境里，

临终关怀也带上了放弃治疗的色彩，长久以来

不容易被人们接受。但台湾地区临终关怀服务

的发展说明 , 生死教育对生死观的改变作用重

大。此外，及时周到的服务也可以日渐改变人

们的生死观，进而又增加对临终关怀服务的认

可和需求，从而形成善终的良性通道，疏解“尊

严与负担的陷阱”。只是这良性通道的形成需

要一定时间，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服务提供的内

容、质量以及人们认可的程度，这在一定程度

上又与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力度有关。

（四）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发展临终关怀服务

从台湾地区临终关怀发展的过程和目前大

陆临终关怀服务的状况来看，包括社会服务机

构和志愿者在内的大量社会资源将是提供临终

关怀服务的主力，因此需要出台措施广泛动员

社会力量。长远发展来看，需要培育和发展以

临终关怀为志业社会组织，同时培养提供临终

关怀服务的专业人员，包括在护理、社工、心

理等相关专业的培养方案中设置与临终关怀服

务相关的课程；从短期看，一方面要动员现有

相关专业人士兼职、专职或志愿加入提供服务，

另一方面则要培训医护人员、护理人员和提供

照料的家庭成员掌握相关服务技能。由于临终

关怀的主要服务场域存在于家庭和社区，建立

由专业人员、社区志愿者和家庭成员组成的服

务队伍将是可行的选择。

（五）需要考虑的其他议题

除以上讨论外，临终关怀服务的发展还需

谋虑以下几个议题：第一，对于临终关怀的介入，

医患一致性的达成终是难点。临终关怀服务介

入的关键点是医生对病患的医疗诊断，那么医

生如何准确且恰当地做出判断和建议、如何避

免道德风险、如何尊重病患与家属的自决权利、

医患如何达成一致意见等都会成为矛盾点和风

险点。第二，宗教力量在临终关怀服务中的运用。

临终关怀服务中最能消除病患痛苦和平复情绪

的是精神关照，亦即灵性服务。有宗教等信仰

的人士总是更容易接受服务关照并显现服务效

果，因此，无论是从服务的效率和效果角度，

还是从人性化关怀角度来看，基于族群特性和

区域特性的多样化关怀服务都应被纳入临终关

怀服务体系，宗教力量及其志愿者是重要的服

务提供主体之一，但在现行政策框架下，宗教

人员如何合理介入需要深入研究。第三，安乐死。

临终关怀的逻辑起点是对生命不可逆、病患不

能愈的认知，是对死亡的自然接受。临终关怀

服务的目标亦是通过增加对疾病和死亡的自然

认知，减轻病患与家属的痛苦与恐惧，安然接

受生死。但当越来越多的病患的生死观达到一

定境界，并想有尊严、可自决地选择先于自然

生命而离开时，安乐死的议题便会自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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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ce & Palliative Care in Taiwan Reg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Chinese Mainland

XIE Qiong  YE Junqi

Abstract：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hospice & palliative care servic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Taiwan region has explored a target-patient-centered service system including "Five Whole Care", " Four 

Ways of Say Goodbye " and "Three Peace". With universal health insurance and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as mutual complementation, this system gives priority to develop community and home-based hospice & 

palliative care followed by localized and peaceful care system through multiple participations and supervisions 

in service operation. Meanwhile, i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for the reference to the hospice care services in 

Chinese mainland in service scope, developmental model, policy system improvement and future direction.

Keywords: Hospice care, Taiwan region, Palliative care

安乐死的合法性议题也必将被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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