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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隨著醫療照護資訊進步與醫療體系的

改變，現今的醫療趨勢照護逐漸轉為以

病人為中心的整合性照護(Elwyn et al., 

2014)，提供醫療照護時，醫療諮商與

決策彼此相關連，會影響醫療照護結

果，醫療決策不再是由醫療專家所主

導，諮商過程須以病人為中心，共同溝

通醫療決策，實踐最佳照護(Tanenbaum, 

2015)。諮商應是由求助者主動尋求協

助，透過專業訓練者與求助者對話，探

究滿足需要或解決問題之方法，最終協

助求助者針對需解決的問題找出最佳抉

擇方案(Mazzi et al., 2018)。病人面對專

業性醫療，須仰賴醫療人員協助提供專

業性訊息，醫療專業人員需站在醫療諮

商者的角度協助病人。

護理人員是病人與家屬最常醫療諮商

的第一線醫療照護成員者，也是跨醫療

團隊合作者(蔣、廖，2017)。在醫療環

境與社會文化快速變遷下，醫病關係持

續改變，在理解符合現代情境之醫療諮

商概念時，須同時理解醫病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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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諮商已經廣泛的被應用在各行各業，如醫療諮商。以往醫療諮商是醫療父權式主導

的醫療決策，但隨著近二十年來醫病型態轉變，病人醫療自主權日益受重視，以及醫

療訊息可由多元管道獲得，使得醫療諮商過程開始有所改變。當醫療目標與預期結果

有所差異時，可能造成醫病關係緊張與醫療糾紛。本文依據Walker和Avant所提出概念
分析步驟，歸納出醫療諮詢的定義特徵，分別介紹標準案例、邊緣案例、相反案例及

前置因子與後果，藉由此醫療諮商概念分析，瞭解當代病人醫療自主提高與多元化的

照護需求，期許能延伸此概念分析提供醫療人員參考，運用於臨床照護或研究上。(志
為護理，2020; 19:3, 67-74 )

關鍵詞：醫療諮商、共享決策、概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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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病溝通模式與醫療決策之現代意義，

以達成「醫療諮商」之最終目的。期許

藉此醫療諮商概念分析步驟，能提升臨

床進階護理師的核心能力延伸提供病人

更好的照護品質。

醫療諮商的概念定義

一、字典的定義

中文字典的定義：教育部線上國語辭

典(2018)，字詞釋義【醫療】為醫治療

養；【諮商】為商議，指心理輔導的歷

程，專業諮商員與案主直接面對面的情

境下，根據需要，協助解除心理困惑，

得到內在自發的成長。

英文字典的定義：線上字典(The Free 

Dictionary Online, 2018)醫學詞典定義

【consultation】為給予建議或交流意

見；尋求專家團隊並找出病人在管理或

實施醫療照護上問題；運用專業知識與

尋求解決問題的人合作，傾聽並提供資

訊或教學，實現確定目標；作出決定前

與病人討論和權衡利益意見；【medical 

consultation】指請求醫療專家審視病人

的病史，並提出治療與照護建議。

綜合以上字詞釋義，醫療諮商為醫療

人員運用專業知識，找出病人在管理或

實施醫療照護上的問題，提供資訊與病

人討論權衡利益意見，並提出治療與照

護建議，與病人合作，實現確定目標。

二、文獻的定義

「醫療諮商」一詞是指醫病互動參與

溝通行為，是需要者採取主動尋求協助

(Mazzi et al., 2018)；有明確的目標，建

立彼此夥伴的關係，找出符合病人的需

求(Mazzi et al, 2016)；需考量病人的特

質及對其價值偏好與選擇；提出照護建

議、解決辦法與醫病之間合作(Bontemps 

et al., 2017; Menear et al., 2018)；讓病人

做出決策與賦權的能力(Bontemps et al., 

2017)。醫療諮商目的是要改善健康結果

(Elwyn, 2014)。

隨醫療資訊的進步與社會變遷，醫

療諮商形態已逐漸轉變，從父權式權威

性走向當代的「以病人為中心」的「共

享決策」模式(Tanenbaum, 2015)。醫療

諮商一詞，隨時代變遷有不同的解釋定

義，因此需釐清其定義特徵與流程，否

則難以確定當代醫療諮商所具備條件和

預期的目標。以下就醫療諮商自醫療父

權式模式演變至共享決策的發展過程進

行描述：

(一)醫療父權式模式
     (medical paternalism model)
醫療諮商在1970年代以前，醫病之間

諮商互動關係是以醫療父權式模式來主

導病人醫療決策，通常決策權為醫生，

依據醫療專業知識和經驗法則，提供治

療主要「考慮病情」，評估不同治療之

間的權衡，以最佳利益治療做為醫療決

策。此時期病人通常被認為是「生物醫

學」的個體，傳遞醫療信息通常僅限於

醫生向病人提供關於「生物醫學」治療

信息。而病人的自主決策多為侷限性，

僅提出請求而沒有瞭解問題合適解決的

辦法，使醫療決策受到偏見立場影響。

當預期的結果未符合病人對健康照護需

求期望時，醫病之間容易會產生溝通障

礙與爭議(Elwyn et al., 2014; Kölker, Topp, 

Elwyn, Härter, & Scholl, 2018; Mazzi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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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病人為中心(the patient-clinical)
 概念

由於醫療環境的變遷，病人對醫療

消費保健的提升及醫療自主權日益受重

視，以往醫療父權模式的可信度開始受

到挑戰，逐漸轉變為以病人為中心的諮

商。以病人為中心起源於1970年代初，

其概念由Balint與Enid所提出的以病人為

中心的醫學，是一種較少的醫療專權者

決策，鼓勵病人共同參與管理的觀念，

建立醫病和諧關係(Elwyn et al., 2014; 

Tanenbaum, 2015)。此時期認為醫病互動

應該結合「生物心理社會」模式不同觀

點來審視，認為疾病治療不是僅有一種

是最佳方法，須考量病人不同文化情境

和健康信念，強調建立「溝通」與「尊

重」基礎上，改善醫病關係，包括知情

與同意，讓病人表達對疾病的想法，顧

慮和期望，與醫病合作提供合適的處置

照護建議(Elwyn et al., 2014; Tanenbaum, 

2015)。

(三) 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模式
共享決策概念開始於1970至1980年

代，被定義為一種合作過程，是病人主

動尋求協助與醫療提供者共同決定醫療

健康決策，同時考慮到現有的最佳科學

證據，及病人的價值觀與偏好。強調提

供實證專業諮商，讓病人了解不同處置

可能的益處和風險評估，並尊重其價值

觀，協助對病人最有利的醫療偏好選

擇，達成共同的知情決策，提供整合性

照護計劃，讓病人行為改變，改善健

康結果(王，2016；Kölker et al., 2018; 

Menear et al., 2018; Tanenbaum, 2015)。

共享決策概念由Charles等人所發展，

源自於「一種危及到生命的疾病，在

不同的治療方式選擇，可能具有不同

結果」的背景含義。強調以病人為中

心的方法，鼓勵病人共同參與決策的重

要性，同時概念化父權式和知情同意模

式諮商。共享決策特徵包括：涉及至少

兩位參與者，包括醫事人員師與病人；

兩者都參與決策過程；以訊息共享為先

決條件；並且做出雙方同意的治療決定

(Elwyn et al., 2014; Tanenbaum, 2015)。

當醫病共同決策時，透過共享決策工具

如決策輔助工具(decision aids, DAs)，使

用單張、影片或網路方式，將治療的益

處和風險評估，以比較的方式作呈現，

改善病人理解對醫療選擇的諮商溝通，

與醫療提供者共同作出對病人最適合的

決定，增加對醫療提供者的信任和滿意

度，以及病人對醫療決策的控制感(王，

2016；Elwyn et al., 2014; Menear et al., 

2018)。

經由上述以病人為中心或共享決策

諮商，為強調醫病「合作夥伴關係」。

由於病人醫療自我決策日益受重視，以

及醫療訊息可由多元管道獲得，使得醫

療諮商受到許多因素影響。近年來政府

與醫療機構開始提倡以實證為基礎的轉

型照護趨勢，將病人在管理或臨床上照

護問題，以使用決策輔助工具，傳遞病

人能夠理解的資訊，依病人個別性需求

與偏好及鼓勵病人參與決策，以病人為

中心的跨專業團隊合作，運用於臨床實

務照護。由此可見醫療諮商與合作彼此

相關聯與重要性，可以提升醫病照護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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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諮商」的定義性特徵

經上述字典與文獻的定義，歸納出

醫療諮商的定義性特徵包括：(一)醫病

互動溝通，是需要者主動尋求協助。

(二)以病人為中心，將專業能力展現於

找出病人在管理或醫療照護上問題，包

括：確認病人的想法，擔憂與期望；鼓

勵病人參與管理；提供合適的處置照護

建議；建立醫病和諧關係。(三)共享決

策，包括：提供實證為基礎資訊，風險

與利益評估；彼此共享信息，結合病

人偏好選擇與價值觀；決策輔助工具

(DAs)，共同做出醫療決策。(四)建立合

作夥伴關係，包括：醫病合作夥伴關係

與跨專業團隊合作；產生創造性、解決

辦法。

案例分析

一、模範案例(model case) 

王女士，32歲美容師，診斷為鼻咽癌

第三期，須接受施打化學藥物與放射線

治療，王女士於門診時向許醫師提出治

療選擇的問題：「我一定要接受化學藥

物跟放射線治療嗎?聽家人說，現在的

癌症治療也有用吃的化學藥物，效果也

不錯，副作用也很少，我想知道是否有

其他的選擇，以及這些不同治療可能的

成效與副作用?」經許醫師向病人解釋

鼻咽癌的分期治療與風險及利益評估，

但王女士堅持表示拒絕，許醫師將王女

士轉介至腫瘤個管師，個管師與個案訪

談後瞭解得知，王女士對於疾病治療資

訊多為刻板印象，醫療資訊多來自於網

路消息，覺得所有的治療副作用皆會全

部發生，例如嚴重口腔潰瘍等症狀。經

王女士尋求個管師諮商後，王女士對化

學藥物治療方式與放射線治療有了完整

的了解，但仍害怕治療期間副作用照護

問題，擔憂無法立即尋求照護資訊，對

治療的決策猶豫不決。因此林個管師將

王女士所擔憂的治療照護問題，提供決

策輔助工具影片：「面對鼻咽癌治療的

選擇」，並與王女士共同討論治療的風

險與利益評估，以及評估王女士對行動

資訊閱讀的偏好選擇，聯合血液腫瘤醫

師，放射腫瘤醫師與營養師等跨團隊合

作，建立「化學╱放射線衛教指導與症

狀管理照護行動應用程式」，滿足王女

士個別性使用的需求，幫助她面對治療

困境上，能有正確的資訊為依據與提升

自我照顧能力，並與王女士合作將治療

期間自我症狀管理記錄，提供醫療照護

團隊在治療上之參考，能獲得更好的治

療效益結果。此個案符合醫療諮商概念

的4項定義性特徵，為模範案例。

二、邊緣案例(borderline case)

王王女士，52歲，診斷為乳癌末期伴

隨肝臟轉移，病人意識清楚，此次因嚴

重腹水導致呼吸喘、腹脹、腹痛等症狀

問題，住院期間醫療處置抽腹水約可緩

解腹脹4~5天，但隨著病情惡化，腹水增

長速度越快速，約僅能維持2~3天舒適

感，因腹痛而使用麻醉止痛藥越頻繁，

且伴隨著肝腎功能變差需面臨洗腎問

題。病人育有2子，主要照顧者為丈夫，

他認為是頻繁使用止痛藥所導致病人肝

腎功能變壞，要求拒絕讓王女士繼續接

受止痛藥，並因擔心病情變化影響病人

情緒，拒絕讓主治醫師告知王女士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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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處置及其相關之風險與預後，且認

為王女士應接受所有積極性之醫療，包

含洗腎及必要時的插管。陳護理師為王

女士住院期間主護護理師，表示：「照

護期間病人曾表示希望能抽腹水及打止

痛針緩解症狀不適，拒絕其它會增加痛

苦的侵入性治療」。原團隊主治醫師照

會安寧共照，經由安寧共照團隊與原醫

療團隊一起與王女士的丈夫與兒子召開

會議與共同進行醫療諮商，提供家屬所

有治療的醫療處置及其相關之風險及利

益與後果可替代的治療建議。會後，家

屬表示對於個案有親情不捨之情感，選

擇仍維持積極性治療，包括洗腎、插管

治療，直到病人意識不清後才由家屬協

助簽屬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意書。因只具

備2項定義性特徵，為邊緣案例。

三、相反案例(contrary case)

黃先生，近日因嚴重腹痛且伴隨發燒

現象，個案於內科門診進行追蹤，並安

排接受相關檢查後，確診斷為急性膽管

炎合併膽結石，此時內科醫生向病患解

釋：「黃先生，你的檢查結果發現有急

性膽管炎合併膽結石問題，需要開刀手

術，因為你的問題是屬於外科問題，我

是內科醫生，無法幫你開刀，請你改掛

外科門診，由外科醫生幫你開刀」。此

案例不符合定義性特徵，為相反案例。

「醫療諮商」的前置因子與後果

醫療諮商是由醫病之間互動過程所建

構起來，醫療諮商概念被釐清之前，應

先探討前因與後果，有助於理解每個互

動因素對醫療諮商結果的影響。

前置因子

每個諮商過程需建立在諮商條件所具

備文化、情境和健康信念的基礎上，包括

病人主動尋求健康問題，與病人的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對健康信念的認知和積

極參與諮商有關(Menear et al., 2018)；醫療

諮商者的特徵與狀態：如諮商者的溝通風

格與臨床專業的經驗(王，2016；Menear 

et al., 2018)；家屬參與抉擇，如病人會受

到傳統家庭結構的影響，與家庭主要做決

策者有關，家屬主動參與尋求問題也會

影響決策結果(王，2016；Bontemps et al., 

2017)；環境情境因素，如病人對醫療服

務與醫療資訊取得的方便性，由於可以由

網路或平面媒體等來獲得健康照護訊息，

但往往因存在複雜性和不確定的數據沒有

充分被披露，資訊的信效度仍有待信度

(趙等，2017)；健康識能(health literacy)，

係指個人在閱讀與理解照護訊息的能力，

並且可以對自己的健康照護作出適當決

策的基本技能，健康識能不足，會影響

諮商決策的重要因素(王，2016；WHO, 

2018)。

後果

醫療諮商結果是改善病人的健康與照

護，包括疾病症狀困擾、身體功能、整

體健康狀態。諮商結果和病人的知識、

滿意度、決策衝突、自我效能等有正相

關，病人所期望的是否得到滿足，是實

踐結果與滿意度的主要預測因素(Elwyn 

et al., 2014; Kölker et al., 2018)。統合上

述文獻，提出醫療諮詢之概念圖如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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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代資訊進步與醫療照護需求的

多元化，醫療諮商者不再限於醫師專業

角色功能。身為第一線臨床護理照護

者，面對現今複雜的醫療環境背景所帶

來的挑戰，提供病人與家屬健康照護需

求外，更具備運用多重護理專業角色能

力，如發現問題的解決者，將臨床照護

上問題，作為病人與醫療團隊間問題溝

通的橋樑；資訊的導航者，傳遞正確的

醫療照護資訊觀念，改變病人健康照護

行為結果；決策偏好的促進者，尊重與

同理病人的偏好選擇與價值觀，協助達

成雙方醫療處置共識；以及建立合作夥

伴關係，讓醫、病、護共同管理疾病照

護，讓病人得到最佳的護理照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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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本具菩薩心，

也具有和菩薩同等的精神與力量。 
~ 證嚴法師靜思語 ~

Everyone has a Buddha nature, 
and a Bodhisattva’s strength and spirit.

~ Master Cheng Y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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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ultation is comprehensively applied in various professions, and medical consultation 

is particularly frequent. Previously, medical consultation was based on medical professionals’ 

paternalistic approaches and decision-making. However,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doctor–patient pattern in the last 20 years, the practice of medical autonomy and accessibility 

to medical information from multiple channels have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Consequently, the scenario of medical consultation has changed. Differences between 

medical goals and expected results lead to a tens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causing 

medical disputes.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defini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consultation following the steps of concept analysis proposed by Walker and Avant. We 

introduced contrary cases, borderline cases, model case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The 

use of concept analysis for medical consultation elucidated the ideas of increased medical 

autonomy and diversified care needs of contemporary patients. We recommend that medical 

personnel use concept analysis as reference in clinical care or research.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2020; 19:3, 6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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