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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經建會預估，台灣正快速進入高齡社會(老年人口占

14%)，預計在2025年進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超過20%)，非

癌症安寧療護的發展繼癌症之後成為重要課題，尤其病人自主

權利法案將在2018年1月開始施行，醫護人員必須重視病人自

主善終權利的需求。然而要達到理想的安寧緩和療護體系不可

能一步到位，對於高齡末期腎臟病人來說，只有單一的器官 

衰竭常不被認為是生命末期[1]，對於病人的一身病痛，推廣緩               ● 蔡宏斌 醫師 

和醫療會比直接給予安寧照顧來得務實且合乎國情。在台灣，不論是在都會區或是鄉下地方，腎臟

科基層醫師對於高齡腎友家庭狀況的了解程度，常比其成年子女還要高，而且透析院所皆設在各社

區交通發達之處，除了方便腎友接送以外，也能在緊急醫療狀況時轉送社區醫院或醫學中心，所以

基層透析院可以發揮社區健康守門員(gatekeeper)的角色。 

 
  由於台灣高齡多重共病接受透析的病人數目大幅增加，但臨床預後不見得理想，且國內對於「生

命末期腎臟病人」的共識分歧，有鑑於這些困境需要突破，衛福部在2015年公開徵求國內醫院成

立跨領域的團隊發展特定疾病(腎臟疾病、腦神經損傷、失智症、呼吸障礙、心臟疾病)嚴重程度評

估，以及安寧緩和療護之執行指引，並列入該疾病類科醫學會辦理之繼續訓練課程，以利提升臨床

醫療照護品質，並保障末期病人權益。本院團隊在獲得評選後，邀請基層透析協會、腎臟醫學會、

血液淨化醫學會、腎臟護理學會、腎友生活品質促進協會等專家們討論生命末期腎臟病人共識，反

映推動腎病緩和療護的經驗與困難之處，經過一年的時間，發展出本土「生命末期腎臟病人安寧緩

和醫療評估指引手冊」，已於2016年10月出版[2]。本文介紹目前台灣對於生命末期腎臟病人的官

方定義和目前共識建議、緩和透析治療與限時透析治療嘗試概念，讓大家能對腎病支持療護實務有

整體性的認識。 



一、生命末期腎臟病人的台灣官方定義 

  台灣官方對於生命末期腎臟病人的定義，是以健保署在

2009年將「急性腎衰竭，未明示者」及「慢性腎衰竭及腎衰竭，

未明示者」病人納入非癌安寧療護的範圍之內。其共通條件在

病人的自由意識選擇或自主決定下，不願意繼續長期透析或接

受換腎治療，或因腎衰竭有「嚴重臨床合併症危及生命」，再

加上原腎臟照護團隊審慎評估病患可能在近期內死亡，而團隊 

醫師中至少需要兩位相關專科醫師判斷確為生命末期，就可以              ● 黃政文 副教授 

考慮不予或終止透析治療，並且轉介安寧共同照護。所謂「嚴重臨床合併症會危及生命」，包含以

下六種狀況:(1)多重器官衰竭、(2)長期使用呼吸器、(3)嚴重感染症(敗血症)、(4)嚴重營養不良、(5)

惡性腫瘤末期、(6)老衰或其他系統性疾病，亟需他人全時照顧。[3]在健保署的規定中，對於急性

腎衰竭患者，必須已接受腎臟替代療法(血液透析、腹膜透析、腎臟移植)；但對於慢性腎臟病第四、

五期(腎絲球過濾率(eGFR)小於30ml/min/1.73m2)患者，可以不經過腎臟替代療法即接受安寧緩

和治療，這是基於病患自由意志下除了洗腎或換腎以外的第四種選擇。 

 

  對於選擇安寧居家服務的急性或慢性腎衰竭病人，考量目前推動實務，建議優先順位依序如下：

(1)惡性腫瘤末期患者、(2)其他重要器官衰竭及危及生命之合併症、(3)惡病質、或嚴重之營養不良

危及生命者、(4)因老衰、其他系統性疾病，生活極度仰賴他人全時照顧，並危及生命者、(5)嚴重

感染性疾病合併各項危及生命之合併症。長期使用呼吸器的急慢性腎衰竭病患，大多在醫院加護病

房、呼吸照護中心與呼吸照護病房內，很少在家中照顧，除非已使用居家呼吸器，建議應在醫院內

召開家庭會議進行醫病共享決策，介紹安寧緩和療護的理念與實行機制，目前不建議將這類病人納

入安寧居家服務。[2] 

二、生命末期腎臟病人的台灣腎臟科醫師初步共識建議 

  安寧緩和療護的概念，若以病人的生命軌跡和全人照護的觀點來看，由長而短分別為生命末期

照護、支持照護、緩和照護和臨終照護。[參考圖1]生命末期照護(end-of-life care)的涵蓋時間較

長，時間可能從數星期，數個月甚至1~2年的時間，所包含的病人族群包含癌末、器官衰竭、衰弱

老人與失智病患，對於病人的症狀控制是重點。支持照護(supportive care)也稱為支持療護，是每

一個病人都需要的，涵蓋緩和照護和臨終照護在其中，其介入時間不侷限於疾病種類或是病人存活

期長短，應協助病人和家屬面對疾病的逐漸惡化過程，以舒適照護的理念為前提，提供多元且跨團

隊的服務，並非什麼事都不做等待死亡。 



緩和照護(palliative care)也稱為緩和療護，為病人提供生理、心理、社會、靈性的全人觀點照護，

此時需要疾病別專科醫師和安寧專科醫師的團隊一起合作，維持病人良好末期生活品質。以台灣的

實務狀況來看，若病人預期在半年內死亡，可以提供緩和療護的諮詢與服務。臨終照護(terminal 

care)是指病人已經出現瀕死症狀，可能在數小時或數天內離世，所給予的舒適照顧，病人除了在

醫院裡面接受安寧照顧之外，也可以接受居家或社區安寧照顧。 

 

  2016年7~9月，在衛福部計畫執行期間，有效分析322位腎臟醫學會員的結果顯示，認為腎臟

病人的生命末期為生命存活期≦12個月的比率為8.8%，≦6個月的比例為42.6%，≦3個月的比例為

33.8%，≦1個月的比例為12.3%。[4] 

 

  對於推動生命末期腎臟病人的安寧療護與瀕死照護，應由高度共識項目著手，包含「長期同時

使用呼吸器及透析治療仍呈無意識狀態」，「長期同時使用呼吸器及透析治療合併多重器官衰竭」

的病人族群[參考表1]。[4]但對於低度共識的指標：「長期透析病人進行急救後能接受重症醫療」，

「主要照顧之醫護人員對於長期透析病人於半年或一年內死亡不會感到驚訝」，「80歲以上長期

透析的衰弱症病人」，「80歲以上長期透析的衰弱症病人」，「長期透析合併嚴重感染症反覆住

院病人」，則還需要進一步歸納腎臟科醫師們的共識。 

 

  面對2018年1月要開始實施的「病人自主權利法案」，腎臟科醫師對於生命末期腎臟病人需要

推廣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dvance care planning, ACP)的對象，應包含高度與中度共識的九類族群：

「長期同時使用呼吸器及透析治療仍呈無意識狀態」，「長期同時使用呼吸器及透析治療合併多重

器官衰竭」，「多重器官衰竭病人的重症醫療利用」，「長期透析合併急性中風伴隨其他嚴重合併

症的重症醫療利用」，「長期透析病人進行急救後能接受重症醫療」，「主要照顧之醫護人員對於

長期透析病人於半年或一年內死亡不會感到驚訝」，「80歲以上長期透析的衰弱症病人」，「80

歲以上長期透析的衰弱症病人」，「長期透析合併嚴重感染症反覆住院病人」，可以透過各種方式，

讓醫師們多了解ACP的實際運用方式。[4] 

 

  除此之外，對於腎病支持療護實務的進行，在門診型態(地區醫院與透析診所)可以和後援機構

的安寧專科醫師團隊合作，也可以在腎臟科醫師與護理師中培訓乙類安寧人員，熟悉目前緩和透析

或社區安寧實務，也促進病人的臨終照護品質[參考圖2]。在醫院型態(醫學中心與區域醫院)的透析

院所，可以在病人住院時會診安寧共照服務，或出院後繼續進行緩和透析治療，或是轉介到居家及

社區居家安寧服務[參考圖3]。 



表1.生命末期腎臟病人需要安寧療護與瀕死照護，或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的共識指標 

需要安寧療護與瀕死照護 需要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ACP) 
高度共識 高度共識 

●長期同時使用呼吸器及透析治療仍呈無意識狀態 

●長期同時使用呼吸器及透析治療合併多重器官衰竭 
●長期同時使用呼吸器及透析治療仍呈無意識狀態 

●長期同時使用呼吸器及透析治療合併多重器官衰竭 
中度共識 中度共識 

●多重器官衰竭病人的重症醫療利用 

●長期透析合併急性中風伴隨其他嚴重合併症的重症醫療

利用 

●長期透析病人進行急救後能接受重症醫療 

●多重器官衰竭病人的重症醫療利用 

●長期透析合併急性中風伴隨其他嚴重合併症的重症醫療

利用 

●主要照顧之醫護人員對於長期透析病人於半年或一年內

死亡不會感到驚訝 

●長期透析合併不可逆營養不良病人 

●80 歲以上長期透析的衰弱症病人 

●長期透析合併嚴重感染症反覆住院病人 

低度共識 
●長期透析病人進行急救後能接受重症醫療 

●主要照顧之醫護人員對於長期透析病人於半年或一年內

死亡不會感到驚訝 

●長期透析合併不可逆營養不良病人 

●80 歲以上長期透析的衰弱症病人 

●長期透析合併嚴重感染症反覆住院病人 

三、緩和透析治療 (Palliative Dialysis) 

  緩和照護(palliative care)的主旨為改善末期病人的生活品質，以及協助解決病人與家屬所面

臨身心與心靈上的不適。緩和透析治療施行於末期疾病之腎病病人的精神亦與所有之緩和照護相同。

就如同止痛與止吐等改善症狀之治療用於癌症病人身上，其目標為減輕病人的痛苦與不適，緩和透

析治療於慢性腎病之末期病人上，也是應用相同的概念，不同的僅是緩和透析治療是以透析的手段

來減緩與改善病人的症狀，此即為緩和透析治療(palliative dialysis)的定義[5]。緩和透析治療與平

常透析治療不同的是：緩和透析目的為改善病人的症狀，而不讓病人忍受傳統透析的辛苦，故不似

一般透析要求常規與足量的透析，避免延長或增加病人的痛苦，故其執行的方式可以以適時需要的

方式，或是規律但減少透析的頻率，如每週兩次或每週一次的方式來施行。 

  至於適用的時機與條件，目前國際的共識為末期病人需要透析治療的病人適用[6-9]。所謂末

期病人，一般觀念為積極治療但仍預期六個月內會過世的病人，國內法規則為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

3條第2款之規定，末期病人之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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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和透析治療，既然以症狀改善為目的，因此傳統透析指標如乾體重、Kt/V、磷等，不應適

用於此類的病人，相較之下，減少病人氣促、無力或搔癢等症狀，為主要考量與治療的目標，特別

氣促常為水分過多或酸血症所造成，透析多為唯一的改善方式，故適用於此類末期腎病病人，其治

療方式可以單獨脫水、單獨透析、或者兩者兼之，但並不似傳統透析之要求要足量透析與脫水，而

以改善症狀為主[6-7]。 



  保險制度常決定醫療方式的走向，國外保險制度對於伴有其他末期疾病的腎病患者，緩和透析

治療已經能夠給付而施行，國內健保制度目前對於這方面領域並無特別規定，仍有待規範；其他配

套的措施，包括因為此項治療重點不注重傳統透析指標，且接受此類治療病人的各項指標多距離理

想標準甚遠，會嚴重影響透析單位的品管指標，甚至影響評鑑結果，也應一併規範，避免醫療院所

不願施行緩和透析醫療。 

  緩和透析治療亦會面臨一項問題，即緩和透析治療和順應性不佳的病人同為減少透析的頻率或

次數，這會造成醫療人員或病人的困惑，甚至為順應性不佳病人不遵照透析醫矚的理由，區分兩者

的差別主要是以病人為末期病人與否為準則，非末期病人仍應當以傳統透析的標準來要求。 

  目前在台灣，腹膜透析大多是在家中由病人自己執行的治療，僅少數高齡以及臥床的病人，由

家人或是外傭進行輔助性腹膜透析治療(assisted peritonealdialysis)。輔助性腹膜透析包含輔助性

持續性非臥床腹膜透析(assisted CAPD, aCAPD)，和使用機器的輔助性自動腹膜透析(assisted 

APD, aAPD) 兩種，在歐洲國家搭配保險給付，可以申請社區照護護士或是英國的照護助理(health 

care assistant)協助在家中或照護機構內進行腹膜透析。[10-13]目前歐洲的經驗顯示法國進行較多

的aCAPD，丹麥進行較多的aAPD，[10]且英國報告顯示，對於60歲以上病人進行輔助性腹膜透析，

與血液透析病人相比較，兩者的生活品質相當，所以腹膜透析病人也一樣可以進行緩和透析治療。

[12] 

  在台灣，要對生命末期腎臟病人採用輔助性腹膜透析，建議可以在住院病房中執行，或是未來

搭配社區安寧療護的推展，由專業團隊每週至少一次對於病人的症狀負擔進行評估，逐步將換液袋

數由每日數袋減為一袋，觀察病人身體是否水腫，並以舒適照護為原則。[2] 

四、限時透析治療嘗試(Time-limited trials of dialysis) 

  當腎功能衰竭到達須要透析或移植所需的階段時，拒絕此類的治療手段，病人就會死亡。這可

能會在數天或數週內發生，取決於他們還有多少的腎功能。針對此類需要透析，但預後不確定或是

暫時無法決定是否接受透析治療的病人，應先考慮接受限期透析治療嘗試(time-limited trials of 

dialysis)。在尋求衝突解決的過程中，或在緊急情況下為免除生命威脅時，亦可先提供緊急透析治

療，或進行限定時間內的短期透析治療嘗試[14-15]。 

  執行限時透析治療嘗試，不論是腎臟科醫師、病人、委任醫療代理人、或在病人允許授權下參

與的家屬，都應該同意並預先共同訂立接受透析的時間，決定事先觀察的指標及評估參數，例如症

狀、功能狀態、營養狀況與合併症等等，於選定的1到3個月期間內，病人和家屬將親自經歷到透

析治療的利益與負擔，以便在透析治療嘗試結束時，根據這些指標判定透析治療對病人的利弊，及

是否應繼續接受透析治療之決策參考。[2] 



  限時透析治療嘗試的期間，病人可以決定去了解緩和治療的選擇。醫療小組除衛教外，有積極

諮詢這樣患者及家屬的責任，並支持他們的決定。有些病人可能決定嘗試透析幾個星期或幾個月。

這使他們能夠評估進行透析生活好與壞的兩個側面，以作出明智的選擇。它也可能給病人時間來解

決自己的事務，並解決衝突，亦可讓病人有足夠的時間向家庭成員作最後的道別。 

五、結論 

  我們常說「腎臟科醫師是腎友的家庭醫師」，目前國家政策重視病人自主善終權利，也已編輯

臨床指引，逐步發展本土腎病支持療護的模式，我們因應這樣的時代變化，可以思考對於有安寧緩

和醫療需求的生命末期腎臟病人，進行多團隊合作，發揮全人照護的理念，在當今健保制度下，更

能展現我們腎臟科醫師的專業與價值! 

 

 

 

圖1. 安寧緩和療護概念圖- 以病人的生命軌跡來呈現 
 

 

 

 

 

 

 

 

 

 

 

 

 

 

 

 

圖2、門診型態的腎病支持療護流程圖 



 

 

 

 

 

 

 

 

 

 

 

 

 

 

 

 

 

 

 

圖3、醫院內的腎病支持療護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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