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Angle Health Law Review

       *  北京協和醫學院人文學院教授（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關鍵詞： 自 主 權（autonomy）、 預 立 醫 療 決 定（advance medical 
decision）、 預 指 醫 療 代 理（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 for 
healthcare）、意定監護（freewill guardianship）

DOI：10.3966/241553062019040030008

本文介紹了預立醫療決定的發展，並就此分析在醫療

中法律對病人自主權的保護。再從法律確立意定監護

制度的角度，探討在中國目前法律框架內實行預指醫

療代理的可行性和可能涉及的相關問題。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 medical 
decision and it analyzes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patient 
autonomy in medical treatment. Since freewill guardianship 
system had been established by law, then within the current 
legal framework,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easibility of 
implementing the 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 for healthcare 
and its related issues in China.

摘 要

醫
學
人
文
品
評

睢素利 Su-Li Sui*

預指醫療代理與病人
自主權的法律保護

Advance Directive and Legal 
Protection of Patient Autonomy

www.angle.com.tw      7

       *  北京協和醫學院人文學院教授（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關鍵詞： 自 主 權（autonomy）、 預 立 醫 療 決 定（advance medical 
decision）、 預 指 醫 療 代 理（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 for 
healthcare）、意定監護（freewill guardianship）

DOI：10.3966/241553062019040030008

本文介紹了預立醫療決定的發展，並就此分析在醫療

中法律對病人自主權的保護。再從法律確立意定監護

制度的角度，探討在中國目前法律框架內實行預指醫

療代理的可行性和可能涉及的相關問題。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 medical 
decision and it analyzes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patient 
autonomy in medical treatment. Since freewill guardianship 
system had been established by law, then within the current 
legal framework,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easibility of 
implementing the 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 for healthcare 
and its related issues in China.

摘 要

評
品
文
人
學
醫

睢素利 Su-Li Sui *

預指醫療代理與
病人自主權的法律保護

Advance Directive and
Legal Protection of Patient Autonomy



www.angle.com.tw      111

壹、前言

在不可治癒的傷病末期或於臨終時是否要採取醫療措施來

延緩生命持續，需要病人個人依據自己的意願作出謹慎的決

定。在沒有能力表達意願時，其真實想法也希望能被他人知曉

並獲得尊重，這即是病人自主在醫療中的具體體現。為了更完

善地保護病人的自主性，醫療實踐中出現了預立醫療決定。

貳、預立醫療決定的由來及應用

1969年，一位美國律師提出可以參考財產法中藉由遺囑對

身故後的財產作出處理的規定，以允許個人提前聲明在自己無

法表達個人意願時的醫療要求，亦即個人在特殊病況下對其生

存意願的預先決定，這種預先決定被稱為生前預囑1。

1976年，美國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州通過了自然死

亡法（Natural Death Act）。這是第一部將預立醫療決定所表

達之生存意願合法化的法律，其明確指出臨終病人有權拒絕使

用維生設備。1990年，美國通過了病人自決法案（Patient Self-

Determination Act），該法案規定病人可以透過預立醫療決定

書的方式來保護自己自願放棄接受治療的自主選擇權2。1993

年在醫療決定統一法案（Uniform Healthcare Decisions Act）

中，美國統一規範了各州關於預立醫療決定的相關規定，彌補

了預立醫療決定在各州實踐中，地域規範上的差異及其所引

發的衝突3。其後預立醫療決定在歐洲和亞洲的部分國家與地

1  Luis Kutner, Due Process of Euthanasia: The Living Will, a Proposal, 
44(1) INDIANA LAW JOURNAL 539-554 (1969).

2  PETER LACK, NIKOLA BILLER-ANDORNO & SUSANNE BRAUER, ADVANCE 
DIRECTIVES (2014).

3  Colleen M. Galambos, Preserving End-of-Life Autonomy: The Patient 
Self-Determination Act and the Uniform Health Care Decisions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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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也逐漸受到了法律的認可並不斷地發展。

在亞洲，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臺灣已於2015年12月頒布病人

自主權利法，該法規定未來包括「末期病人、處於不可逆轉昏

迷狀態、永久植物人狀態、極重度失智、其他經公告之疾病或

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

決方法之情形」等病人，均有權自主選擇接受或拒絕醫療。該

法是亞洲第一部用以規範病人醫療自主權的法律，明確指出醫

療中係以病人為主體，應尊重病人的自主性、保護病人的自主

權和保障病人選擇善終的自主權益4。

中國目前尚無關於預立醫療決定的法律規定，但在一些公

益機構的倡導和推廣下，預立醫療決定也獲得一定程度的發

展。2011年所成立的「選擇與尊嚴網站」（http://www.xzyzy.

com）即提出臨終時的急救措施和生命維持設備將增加病人的

痛苦，且病人身體處於被控制的狀態已缺乏生命尊嚴，基於

此，該網站倡議「臨終不插管」，倡導個人在身體健康或意識

尚清楚時簽署生前預囑，表達自己在無法治癒的傷病終末期或

臨終狀態時需要或不需要哪些醫療護理。另外，2013年民政局

批准成立「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該協會致力於推廣生前

預囑之實踐與應用，並提出總的囑咐原則為：「如果自己因

傷病導致身體處於『不可逆轉的昏迷狀態』、『持續植物狀

態』或『生命末期』，不管是用何種醫療措施，死亡的來臨都

不會超過6個月，而所有的生命支持治療的作用只是在延長壽

命而存在毫無質量時，希望可以停止救治5。」可說體現了對

23(4) HEALTH & SOCIAL WORK 275-281 (1998).
4  張麗卿，淺析臺灣《病人自主權利法》，法制日報，2016年6月15日
報導，http://www.legaldaily.com.cn/international/content/2016-06/15/
content_6673317.htm（瀏覽日期：2019年3月13日）。

5  中國廣播網，簽署生前預囑可選擇「尊嚴死」　專家：社會進步表
現，2013年7月31日報導，http://legal.people.com.cn/n/2013/0731/
c42510-22386468.html（瀏覽日期：2019年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