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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必須回歸真實人性與醫療生態基本面



醫病關係

• 重要性?

• 醫療生態扭曲?

• 醫學倫理或人文素養?

• 醫師或病人的責任?

• 提升醫病關係的意願?

• 認知技巧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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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全民健保的實施，健保的加入對原本單純、和
諧的醫病關係以及雙方的心態及行為，都造成根本性的
改變，醫病關係不能再用既有的模式與思維去處理。無
論是健保署（政府）、醫界或民眾，都不能不去面對醫
病關係的改變，而將責任推給別人，或一味地抱怨問題
的惡化。

醫病關係是醫療品質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很大程度
會決定醫療的品質和結果。如果健保、醫界和民眾能夠
攜手合作，重建良好、健康的醫病關係，相信會給健保、
醫界和民眾帶來三贏的新境界。

應該是健保最重要的KPI



醫病關係的照妖鏡







醫療糾紛困住醫師？





藥害與生產事故救濟



醫療刑責合理化



 原則一、溝通關懷：100床以上醫院應設置醫療事故關懷小組，99床以下醫院、診所或其他醫療機構，囿於規模可指定專業人員或委由專業團體提

供；醫療機構於醫療事故發生後，應即時進行病患關懷及協助，適時說明真相、建立互信，以緩和醫病緊張關係避免發生爭議。

 原則二、爭議調解：地方衛生局應成立醫療爭議調解會，不論民、刑事醫療訴訟均應先經其調解，調解期間以三個月為限，必要時可延長三個月。

 另一方面，中央主管機關委託或成立專責機構，導入中立第三方提供爭點整理及專業評析意見，以協助拉近雙方認知差距、消弭爭議、促成和解。調解結果需送法院核定，具司
法效果，以減少訟累與社會成本。

 原則三、預防除錯：醫療機構應建立內部病人安全管理制度，形塑不責難的病安通報與風險管控，對於發生之重大醫療事故，應主動進行根因分

析、檢討改善，並通報主管機關，至於嚴重的醫療事故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成立外部專案調查小組，提出報告促成系統除錯、預防再發。

立法院三讀通過「醫預法」

醫糾事件需調解、評析先行
2022-05-31 22:02聯合報／記者沈能元／台北即時報導

立法院於5月30日三讀通過「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簡稱
醫預法）。衛福部表示，為解決長期以來，醫療爭議訴訟衍生的醫
病關係對立、高風險科別人才流失及防禦醫療等問題，衛生署於民
國89年提出「醫療糾紛處理法」草案，並自106年起推動「多元雙
向醫療爭議處理機制試辦計畫」。
近年法院受理的醫療糾紛訴訟案件已明顯下降。為建立妥速醫療爭議處理機制，
促進醫病和諧關係，並營造重視病人安全文化，以提升醫療品質，衛福部遂於
107年提出醫預法草案，如今立法通過，本法案以「保障病人權益、促進醫病和
諧、提升醫療品質」為目標，並秉持「即時關懷」、「調解先行」、「事故預
防」等三大原則，全文共計45條。



台灣病人對醫師
不符合實際的錯誤認知？

• 醫師是萬能

• 醫師有的愛錢

• 很多醫師沒有醫德

• 醫師喜歡讓病人使用自費

• 生病看醫師吃藥就會痊癒

• 生病一定要醫師開藥吃藥才會好

• 病人要求做很多檢查，所以會開很多檢查和
藥才是符合病人的期望



「越有醫德越危險」？
美國兩大難題：槍枝、止痛藥夾殺下，變形的醫病關係

Dr.Phoebe／小牙醫的觀察站 2022/06/17

• 本（6）月初，一名奧克拉荷馬州的病人 Michael Louis 在進行背部脊椎
手術之後感到疼痛難耐，卻在經過和診所及醫師溝通數次之後情況不見好轉，
一怒之下帶槍到診所槍殺執刀外科醫師、家醫科醫師、前台女士和另一名病
患。當地警方表示，Louis 在下午購買槍枝後的 3 小時到醫院行凶完畢後
自殺。根據在兇手身上所搜到的信件發現，他是針對外科醫師 Dr. 
Phillips Preston 和其團隊而來，因為手術第二天背痛難以承受而找醫
師洩憤。

• 被槍殺的外科醫師 Phillips 畢業於哈佛醫學院，並且在耶魯醫學院受訓
成為骨科醫師，在當時骨科醫師中的非裔占比不到 2%，Phillips 可說是
非裔醫師在骨科領域的「拓荒者」之一。認識他的同事和夥伴們除了對他精
湛的技術刮目相看之外，也對其品行與道德讚不絕口。耶魯骨科教授 Gary 
Friedlaender 表示，「Phillips 不但是精湛的外科醫師，更有無法忽
視的氣勢，總是溫暖又和藹的面對身邊的人。」Phillips 原本月中要跟著
公益基金會第五次去西非的多哥為弱勢偏鄉居民進行免費手術，如今因為他
的意外身亡而取消。





醫界當自強



























會是改變醫病關係的魔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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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difference ?

您認為醫病之間是甚麼關係?



視病猶…?





臨床諮詢時的決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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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 病人

其他醫療人員

媒體

親朋好友

資源

證據證據

稽核

資源
教育

訴訟

經驗

最後一位病人

？

Gray, J. A. Muir, Shepperd, Sasha & Ison, Erica & Lees, Rosemary & Pearce-Smith, Nicola. (2009). Evidence-based healthcare and public health: how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health services and public health (3rd ed). Edinburgh, England: Churchill Livingstone Elsevier.



病人

安全

醫病溝通

實證醫學

專業共識
（科內、跨科、跨職

類…）

醫病共享決策與病人安全

• 以結構化步驟引導民眾說出重要考量

• 經過醫病雙方共同討論，降低彼此認知落差，

甚至可以預防醫療糾紛

• 改變病人與醫師間的關係，不再只是醫師為病

人做決定，而是雙方共享資訊後決定

醫師是專家，病人也是自己身體的專家



醫病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

 1982年美國以病人為中心照護
的共同福祉計畫上，為促進醫
病相互尊重與溝通而提出

 醫師和病人在討論選項後共同
參與健康決策的過程。

 討論的內容包括各選項的好處、
傷害，並且考慮病人的價值觀，
偏好和情況。

 是以「病人為中心的溝通技巧」
和實證醫學的交集，是達成最
佳病人照護模式的終極目標！

Hoffmann TC, Montori VM, Del Mar C.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vidence-Based Medicine and Shared Decision Making. JAMA. 2014; 312(13): 1295-1296. 
doi:10.1001/jama.2014.10186

最佳病人照護
Optimal patient

care

醫病共享決策
Shared

decision
making

實證醫學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以病人為中心的
溝通技巧

Patient-centered
communication 

skills



醫病共享決策

醫療團隊提供最佳證據的醫療資訊;同時引導

病人說出他們最重要的偏好及價值觀，

再做出對此病人最好決定的過程

http://decision.chaire.fmed.ulaval.ca/



十字路口…

適合共享決策的情境(簡單定義)

• 有多個不同選項，會導致不同結果

• 沒有明確的對錯答案（決定）

• 「正確的決定」必須取決於病人自己的特定需

求和設定的目標。

SHARED DECISION MAKING IN CAMHS. https://www.ucl.ac.uk/ebpu/docs/presentation_files/sdm_m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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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共享決策的情境

1.目前無明確實證醫學結論，

或臨床診療指引建議
需要共享決策的時機。

• 選項間的優缺點接近
（好處、風險、困難度或成本）：
病人偏好是重要決定因素。

• 現有證據無法呈現強烈建議的選項。

2.病人價值觀及偏好差異性大

（選擇不一）

• 選項存在病人在意的影響或副作用
• 如：可能有重大身心功能或形象改變、
疼痛、併發症、危及生命的風險。

3.當好處及風險的平衡，

取決於病人的行動
• 如：病人服藥、監測及飲食的遵從性。

4.嚴重疾病
• 如：危及生命的嚴重疾病、重大慢性疾
病晚期階段、多重和衰弱的慢性疾病

5.當病人想參與自己的醫療決策時！
1.Muller-Engelmann M, Donner-Banzhoff N, Keller H, et al. (2013). When decisions should be shared: A study of social norms in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using a factorial survey approach.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33(1):37-47.
2. Hoffmann TC，Montori VM，Del Mar C.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vidence-Based Medicine and Shared Decision Making。JAMA。2014; 312（13）：1295-1296。doi：10.1001 / jama.2014.10186
3.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VheMzhdZb35XnohqWOPQN9K0Rs-uV0KICPXyD4P8sKs/present?ueb=true#slide=id.p4
4.侯文萱(2015)。以病人為中心的實證健康照護共同決定模式。醫療品質雜誌，9(5): 4-9。
5. Austin, C. A., Mohottige, D., Sudore, R. L., Smith, A. K., & Hanson, L. C. (2015). Tools to Promote Shared Decision Making in Serious Illness: A Systematic Review. JAMA Internal Medicine, 175(7), 1213–1221. http://doi.org/10.1001/jamainternmed.2015.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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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共享決策的情境

• 當證據品質及結論，能提供強烈建議選項，且：

–利>弊！（好處及明顯優於壞處)

– 病人選擇一面倒！（價值及偏好一致性高）

• 證據品質中度到高度呈現選項「壞處>好處」，
或證據「不足以評估利弊是否平衡」

（缺乏證據、證據品質不佳，
或各研究間的結論有衝突），
不需要將該選項列入討論。

1.SHAREIT.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VheMzhdZb35XnohqWOPQN9K0Rs-uV0KICPXyD4P8sKs/present?ueb=true#slide=id.p4
2. The 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 (USPSTF).Grade Definitions：https://www.uspreventiveservicestaskforce.org/Page/Name/grade-definitions

Just do it

Don't do it

→除非病人有其他考量，才需要S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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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實例（台灣）：治療退化性膝關節炎，我該接受人
工膝關節置換手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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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病共享決策之程序

選擇性會談
• 討論可能

的臨床選

擇

可能性會談
• 討論每一種

選擇可能性

決定性會談
• 討論臨

床決定

Glyn Elwyn, J Gen Intern Med 27(10):1361–7, 2012



SDM民眾宣導（台灣）



SDM不只是醫生和病人間的事

• 大多數共享決策模型只呈現「病人+醫師」兩種角色，但越
來越多實施計畫納入跨職類的醫療團隊共同參與。

• 系統性回顧研究發現，在臨床照護過程實踐SDM的參與者，
以醫師為多數（89％），也代表有其他職類醫療人員參與
SDM的過程。

• 研究顯示，病人參與共同決策的意圖最顯著相關的變量是醫
師對病人的態度。

• 如果醫師對共享決策有積極的態度，病人就可以學習到
SDM的技能，並且有信心和醫療人員進行這個過程

Legare F., Thompson-Leduc P. (2014). Twelve myths about shared decision making.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96 (3) , pp. 281-286.

Legare F., Thompson-Leduc P. (2014). Twelve myths about shared decision making.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96 (3) , pp. 281-286.



病人需要被教導及引導

• 共享決策可以被教育的，或透過決策輔助工具達到目的。

• 全世界有多個研究發現，當病人知道他們可以有更多合理的
醫療選項時，絕大多數想參與自己的決策，而且不受年齡、
性別、教育程度影響！

• 許多研究已經表明，即使喜歡被動角色的患者，積極參與決
策的人仍獲得最大的臨床益處。

• 病人不願意參與決策過程可能不反映真正缺乏參與的願望，
而是缺乏自我效能（不知道自己也有能力參與決策）。

• 可以製作專屬的介入措施，促進與”弱識”族群共享決策。

1.Legare F., Thompson-Leduc P. (2014). Twelve myths about shared decision making.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96 (3) , pp. 281-286.
2.Edwards, A., & Elwyn, G. (2016). Shared decision-making in health care: Achieving evidence-based patient cho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Healwise. Five Myths About SDM. https://www.healthwise.org/insights/healthwiseblog/mbarry/april-2016/five-myths-about-shared-decision-
making.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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