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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sychological burden of medical personnel. There
is different view that this situation is better handle with
bioethics mediation than consultation or suggestion. This
article explains on bioethics mediati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features and suitable occasions.

壹、前言
醫學對人的需求是非常複雜多端的，從最基本的延命醫學
需求到純粹以個人價值取向的醫學美容都是，其中所面臨的問
題及考量點可能南轅北轍。在醫療上，有時會面臨病人本人意
識障礙無法自主決定時，所牽涉的倫理道德難題讓家屬與醫療
人員左右為難不容易作出決定的情形，這些都不意外，也並非
不常見。通常在醫院裡，這些問題會有倫理委員會及倫理諮詢
幫助解決這種難題，以卸下醫事人員的心理重擔1。
世界各國包括臺灣、美國2與英國3，醫學倫理委員又稱為
人體組織試驗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4，早
已在絕大多數醫院運作成形 5。歐美各國通常期待倫理委員會
解決病人照護上的倫理困境，盡量不要由法院來解決的發展趨
1 參陽明大學附設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設置要點，http://www.
ymuh.ym.edu.tw/index.php/research/medical-ethics/mec.html（瀏覽
日期：2018年8月17日）。
2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hool of Medicine, Ethics Committees,
Programs and Consultation, https://depts.washington.edu/bioethx/
topics/ethics.html (last visited Aug. 17, 2018).
3 Anne Slowther, Tony Hope & Richard Ashcroft, Clinical Ethics
Committees: A Worldwide Development, 27(1)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1-58 (2001).
4 法律規定及說明參林志六，人體試驗委員會的相關法規與法律責任，
http://www.jirb.org.tw/DB/File/Download/2人體試驗委員會的相關法規
與法律責任.pdf（瀏覽日期：2018年8月17日）。
5 郭素珍，醫院倫理委員會的形成與運作，應用倫理研究通訊，25期，
2003年1月，19-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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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6。倫理委員會運作上有所謂的倫理諮詢（consultation，又
稱照會），醫療上的倫理諮詢工作主要是針對病人進行醫療時
發生的倫理議題進行諮詢，方式可以是小組或倫理諮詢專員通
過諮商提供解說、分析、疏解與忠告等7。
大部分醫院的醫學倫理委員會都已運作成熟且處理得當，
但並非完全沒有不同的看法。Fiester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就
提出對於困難抉擇的倫理問題情形想要由醫學倫理委員會作
出建議或照會來處理是無法達成任務的，並提出主張：這種
情形應該以調解取代照會或建議8。此種與醫學倫理問題有關
的調解即是Dubler與Liebman所提倡的生命倫理調解（bioethics
mediation） 9或稱醫學倫理調解。以下就醫學倫理調解相關基
礎、原理、特色及適合的場合加以探討。

貳、醫學倫理調解之基礎的探討
要了解醫學倫理調解須先介紹醫病關係，醫病關係有許多
不同的描述與探討方法，本文以Dubertret所提的將醫病關係的
進行分為四個階段作為後續探討的基礎，分別是：醫師問病人
問題以取得其生病訊息、醫師為病人解釋所生之病情、醫師與
病人進入治療上交涉的討論，以及醫師施以處方或諦約來結
束10。其中治療上的交涉討論，便是經常涉及溝通上的困難所

6 蔡篤堅，專題：醫療倫理委員會∕引言，應用倫理研究通訊，25期，
2003年1月，25頁。
7 李瑞全，倫理諮詢理論與模式，應用倫理研究通訊，45期，2008年2
月，3頁。
8 Autumn Fiester, The Failure of the Consult Model: Why “Mediation”
Should Replace “Consultation,” 7(2) T HE A MERICAN J OURNAL OF
BIOETHICS 31-32 (2007).
9 NANCY N. DUBLER & CAROL B. LIEBMAN, BIOETHICS MEDIATION ─ A
GUIDE TO SHAPING SHARED SOLUTIONS (2004).
10 Louis Dubertret, Patient-Based Medicine, 20 JOURNAL OF EUROPEAN
ACADEMY OF DERMATOLOGY AND VENEROLOGY 73-76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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