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生命倫理學發展的困境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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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為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壹、前言 

生命倫理學發展的趨勢呼應著人類面

對科技突飛猛進的時代，嘗試提升生命意

義與價值的掙扎。舉例來說，六零年代以

來呼吸器，移植手術、新生兒篩檢與生殖

醫學的發展，透露出醫療科技背後所承載

的價值，並非由專業人員思考決定就可達

成（Kuhse and Singer, 2001: 3）。面對新

醫療科技的反思，也與既有的問題相結

合，塑造新的意涵，這可分成研究倫理與

醫療倫理兩個發展趨勢來觀察。 

在研究倫理方面主要是延續二次世界

大戰以來的反省，在種族主義作祟之下戰

爭中對人性最大的試煉，就在於踰越尊嚴

保障的殘酷人體試驗計畫實施，紐倫堡宣

言與赫爾辛基宣言可說是這方面反省的事

證（時國銘，2001）。可是科技的誘惑卻

常伴種族的偏見，美國歷經六零年代 civil 

right movement 之後，竟然還在七零年代

初期爆發重大醜聞，所幸危機也是轉機，

人體試驗委員會（IRB）的建立則成為美

國在生命倫理學導引全球發展的領航國家

之一（蔡篤堅，2006）。 

在醫療倫理方面，除了希波克拉提斯

宣言與漢摩拉比法典的傳統，美國進步主

義時期所建立務實主義與專業主義的傳

統，為民主政治的發展奠立新的專業主義

與利益政治的里程碑（Starr, 1982；Tsai，

1996）。不同於沿自希波克拉提斯誓詞以

來，醫者以自身的規約取得社會的信賴與

公共承諾，現代的醫學倫理多了務實操作

的內涵。一百年前由美國引領的現代專業

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這樣的規約透過醫師

應用倫理研究通訊 第 41 期 2007 年 2 月 頁 20-34 



 

 

台灣生命倫理學發展的困境與挑戰 ‧21‧

公會，以制定統一收費價格表的方式作為

團體規約的展現，獲得國家權力分享的醫

療專業團體的出現，也代表醫療倫理進入

團體規約的時代。（註一）晚近歷經高科

技的發展、醫療體系的複雜化、與醫療糾

紛的興起，由此衍生出來的臨床倫理諮詢

技巧，攸關醫院裡的哲學家等相關角色的

扮演，其中倫理學不再僅是攸關專業人員

執業時所信奉的理念或是個人層次的行為

準則，而是在互相保有自身生命敘事的前

提下，嘗試建立共識的常識。（註二）在

這過程中，臨床倫理諮詢的技巧與倫理委

員會的運作模式都賦予醫療倫理學新的時

代意義。 

這不僅是世界趨勢，國內也有類似的

努力。面對後基因體時代，健保實施後與

醫療快速研發的國內外環境，衛生署為了

保障科技研發的優勢、與國際倫理管制規

範接軌、並積極解決醫療生態的亂象以及

日益增加的醫療糾紛，定訂許多規範常事

落實生命倫理學的原則。在因應新科技的

發展與倫理思維之下，我國政府 1999年修

正優生保健法、2000 年訂定緩和安寧條例

並將安靈療護納入健保給付、2004 年廢止

「腦死判定程序」並制定「腦死判定準

則」，2004 年修正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

辦法、2004 年修正遺傳性疾病檢驗機構評

核要點 2005 年訂定人體器官組織細胞輸

入輸出管理辦法， 2006 年初開放健保 IC

卡加註安寧緩和醫療意願等等。而在研究

倫理方面，衛生署 2002年頒布研究用人體

採集與使用注意事項、2002 年公佈基因治

療人體試驗申請與操作規範、2003 年體細

胞治療人體試驗申請與操作規範、2003 年

公布醫療機構人體試驗委員會組織及作業

基準、隨後建立東南亞第一個符合美國標

準的人體試驗委員會評鑑制度、2005 年公

告藥物基因體學研究之受檢者同意書內容

參考指引。而在醫療倫理方面，2006 年利

用新制的醫院評鑑制度來落實符合醫療倫

理準則的醫院管理，並建立 PGY1、PGY2

與倫理方面的繼續教育學分來落實機構與

醫師的倫理教育，而在 2005年修正醫療法

實施細則、制定助產機購與人員、心理師

等的管理法規，2006 年修正醫師法施行細

則等等。這些努力的方向可見國內與國際

面對的類似的全球化衝擊與在新醫療科技

的挑戰、人體試驗的需求、與醫病關係改

變的環境中社會對相關倫理法規完備的期

待。 

貳、目前的困境  

儘管我們看到了政府積極的面向，也

有許多相關的管理法規頒布，而生醫產業

的推動、包括台灣生醫科技島的計畫，都

可見到政府部門對於相關倫理法規的推動

與呼籲。可是無可諱言的，是我們在整體

生倫理學的推動面臨重大的困境，在醫療

倫理的部份，儘管醫院評鑑與醫療專業人

員的繼續教育為醫療倫理的推廣可說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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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餘力，醫療糾紛增加的趨勢無法有效遏

止，（註三）僅能依賴行政命令來限制抬

棺抗議作為醫界自保的途徑，不當的健保

支付制度設計更是染醫界面臨必須發展惡

性競爭與推卸病人的策略，檢調單位更因

為藥價黑洞與不合理的申報擴大了對醫療

院所與相關專業人員的偵查，健保的基層

與醫院總額也面臨醫界的反彈而流標，更

遺憾的是因 SARS 疫情之後改組的臺北市

立聯合醫院爆發邱小妹人球事件後，2006

年底和平院區再度爆發違反專業倫理而導

致醫療糾紛的案件。這樣的發展令人感到

沮喪，為何大力推動的專業人員醫學倫理

教育、結合倫理管制設計的醫院評鑑制

度、新版醫療手術書的訂定、病人安全的

重視、以及倫理委員會的創立、甚至二代

健保的規劃，都沒有辦法贏得大眾信賴而

然醫療體系贏得應有的尊重。 

而在面對高科技發展的方向，不管是

現存的法規、目前修正的方向、與迎向未

來的規劃，也都令人有力不從心之感。首

先意外的社會事件是檢證現存法規是否完

備的契機，孫連長事件透露出我國對生殖

科技相關法規的不足，而更令人遺憾的，

是整個是進處理中相關的當事人都沒有得

到足夠的支持，而專家的意見與社會的輿

論都將物質上的滿足視為生命意義成功與

挫折的尺度，而失去了生命意義的昇華在

於超越直接物質或是實體慾望的滿足，給

予支持是讓相關當事人有接受科技與法規

順從或是違反己意的準備，而後能夠下可

符合自身權利義務範圍的決定（白裕彬，

2005；聯合報，2005-12-23）。至於晚近

優生保健法的修正再思考其部份的設計符

合部分社會團體的臍帶，卻也引發部分女

性團體對於生育自主權觀點的質疑，而推

動在健保卡註記 DNR 的推動，也有著相

關宣導不足的疑問，更為細緻的社會共識

凝聚與可信賴的 oversight 機制的建立，是

突破當前困境需要面對的法治與價值的建

立，否則目前的瓶頸似乎有待克服（聯合

報，2007-01-03，2006-09-23；生命倫理學

種子師資培訓工作坊）。 

而在幹細胞與基因體研究方面，我國

成為少數沒有國家及倫理委員會或是相關

生命倫理學諮詢委員會的國家，遑論相關

的管理規範都以行政命令補足集有法令缺

失，行政院 BTC 委員會則年年不斷呼籲法

規環境有大幅加強健全的必要，可是相關

法律規範進度卻遠遠不如預期（資策會科

技法律中心，2002；邱玟惠，2004；李瑞

全等，2006）。在發展臨床試驗的可能途

徑中，更牽涉到前後任藥政處長的理念爭

辯，而導致務實的管理規範遲遲無法有效

的展開，許多時間耗費再禁止與開放之間

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爭辯，缺乏具體的證

據作為反對與贊成的理由，是共識無法凝

聚的主因，有待改善（經濟日報，2006-

07-20）。而在幹細胞研究方面，主要問題

在於是否以成立 oversight 委員會作為因應

科技快速變化的自律與及監督機制難以獲

得目前行政管理法規的支持，目前我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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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規與法律體系要求全然正面表列或

是負面表列的管理辦法，這並不適合快速

科技發展的環境需求，因為在一個時期覺

得無法達成或是接受的事項，可能因為新

的發現或是新技術帶來觀念的轉變而成為

可行，如果這一切都要經過繁複的立法過

程會耗費國家的競爭力，引進權責相符的

審核與監理機制成為必需，也是幹細胞研

究法規定訂所面臨的主要困境。而生醫研

究倫理方面，好不容易以社會福利的觀點

加上以群體同意的方式來彌補資訊的落

差，並以社區、群為單位有下而上的動員

作為衛生福利社會資源整合與簡理制度建

立的基礎，讓台灣人基因資料庫的建置來

滿足公共衛生與國民福利福祉追求的視野

開創，之後爭議稍稍平息（中國時報，

2006/01/24，2006/06/25，2006/10/03）。 

然而，目前衛生署五年投入 20億元推

動電子病歷網路化，希望，電子化國內各

醫院的醫學影像、檢驗報告及病歷，全部

將由民眾拿回病歷自己保管、或交由其他

機構保存(經濟日報，2007/01/08)。這就是

所謂的 NHIP 計劃，需要更大的信賴與權

責相符的資訊分享架構，是國家基因體計

畫之得加強之處，這計畫也沒有相關的倫

理政策規劃，是非常可惜的。而中研院的

IRB 竟然在受理申請人案件之後，以召開

記者會的方式來呈現自身的倫理瑕疵，令

人感到不解（中國時報，2006/07/24）。不

過令人遺憾的是衛生署對 IRB 的評鑑制度

並沒有得到國科會的支持，而在非臨床的

研究機構建立相關的評核機制，導致審查

單位濫權違反倫理的事件發生，而近日國

內知名的學者受國際期刊指出違反學術倫

理的情事（中國時報，2007/01/16），可見

國內除了衛生署在這方面積極配合國家政

策外，國科會與教育部有相當直得努力的

空間。 

回顧以上問題的呈現，不難發現台灣

不論是在醫療倫理、面對新科技發展、與

晚近生醫研究倫理的要求等面向，生命倫

理學的發展都面臨現代化不足，專業文化

未能建立，以及新時代的反省沒有著力點

的困境，如何循孫中山所言探詢畢其功於

一役的契機，由思想家傅柯的學理導引知

難行易的思維，是重要的啟發。 

在傅科的著作中古典時期的瘋狂史導

引我們思考某種排除與吸納的思想與體驗

發展的機制會與時俱變，在不同的時代以

不同的方式來呈現，臨床醫學的誕生以及

規訊與懲罰提醒我們身體的意象與社會秩

序的形構息息相關，扣連著支撐時代體驗

的知識權力關係，這些著作為政府論打下

基礎，勾勒出由傳統到現代新的體驗所承

載的質素不斷的加入，可是過去的思維與

體驗模式不會消翳，晚期的著作更強調能

力與個別技藝來創造論述形構過程中可能

的反抗節點，進而形構實踐與論述形成的

新可能。在這樣的實踐過程中，我們可跳

脫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模式的思維，進而

在實踐過程創造新的、足以承載時代體驗

的知識權力關係發展可能。這樣思為導引



 

 

‧24‧ 應用倫理研究通訊梣第四十一期

我們不要侷限空洞的思考或是典章制度的

挪移，應注意思想概念本身背後的實體性

（及社會情境與歷史時空中蘊含的體

驗），而以自覺性的形構本身主體位置或

是意象的策略，來開創符合自身時代與社

會體驗的實踐可能。 

了這樣的醒覺，就可體會當前的我們

非常容易物化西洋來的思維或是概念來導

引行動，在這樣的過程中只是運用新的標

籤來服應某種威權表達的欲望，失去豐富

社會與個人因演化而繁複過程中所需要保

留的延展性與調適能力，事實上由此才能

夠與歷經不同階段現代化過程後的生命倫

理學說和視野接軌。新科技的發展因此是

追求現代最關鍵的慾望呈現，馬克斯與法

蘭克福學派的論點要我們超越物質的侷限

而邁向值的飛躍，而傳統社會主義的失敗

就再予以二元對立的方式來對付同屬現代

的自由主義或是傳統主義的對手，結果現

代與傳統都是不同過往慾望的延續，也都

是現代的產物，二元對立的模式反而讓質

的飛躍更加不可能，而落入反現代反智的

深淵。病例歸屬病人的立論，乃至於對任

何專業自主與自律的質疑，都有可能落入

這樣的保守主義陷阱，這需要的是涵蓋整

體社會生活領域的行政革新，讓人們體會

每一個生命都是需要被尊重的，包括生活

知識與專業人員的專業知識。可是，目前

以脫離歷史脈絡的方式來推行臨床與研究

倫理規約、健保給付制度、醫療品質的控

管、乃至於攸關病人安全的管理措施，又

落入了惟心主義與殖民體制的窠臼，忽略

了倫理規約是以信賴專業自律與病人自主

能力為前提，而醫療品質確保是用來制衡

健保給付制度的，而病人安全則是在不允

許外人干涉下的專業自律提升，出發點是

要避免並寬容必然發生的醫療失誤。目前

這些在台灣都是造成更深的不信任與剝奪

專業自主的元兇，沒有獲得信賴的個別專

業人員是不可能扮演病人自主權支持者角

色的，專業主義或是文化需要適切地推

廣，才有後續發展的可能。而晚近生命倫

理學的訴求，更是在多元文化與相對價值

的前提下，以創造相互支持的可能來滿足

任我之間對於彼此應然關係的認知期待，

科學家以及醫者面對服務對象時扮演的是

尊重自主的夥伴關係，在此必須落實臨床

倫理諮詢與知情同意的體制，完備各層及

倫理委員會的設置與運作，行政革新、專

業主義、與倫理諮詢成為台灣生命倫理推

動的三大基礎。 

捎、解決的方向 

期待健全台灣醫療倫理與促進生醫研

究的法規環境發展，衛生署可說是已然在

現有的法治基礎上相當盡力，可是要獲得

實質的成果卻不單由衛生單位可以獨立成

事。進行整體政府的行政革新、建立專業

主義、發展符合國情的臨床倫理諮詢技能

與專業人員，這在歐美國家屬於三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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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階段的任務，我們必須如同過去發展

的經驗一般要一次完成。所幸台灣過醫療

衛生領域與整體社會經濟環境所鑄造的諸

多奇蹟，讓我們對於以在地的感知與創意

來迎接現代化的挑戰並不陌生，而傅科理

論等後結構思潮所提醒現代社會中傳統論

述觀點的延續與變遷的必然，也讓我們更

為泰然地面對變遷過程中所必然存在的內

在歧異，與所謂傳統到晚期現代主義並存

的後現代與後殖民狀態。在自覺地找尋台

灣生命倫理論述形成的可能契機與形構足

以導引文化霸權變遷的人際與組織網絡

時，行政革新、專業主義、與臨床倫理諮

詢成為有必要連結的敘說元素。 

其實在台灣由關生命倫理學的場域已

然存在某種行政革新的思考，在代理孕母

與二代健保方面，嘗試藉用審議式民主來

形塑政策與發展行政管理法規，可說是這

方面的企圖。而之前各醫療院所和公務機

關競相推動的 TQM 與 ISO 等認證，就是

行政革新最重要的指標。不過令人感到遺

憾的，是這些在日本與美國有著企業去中

心的決策意涵，以及由下而上凝聚機構與

企業價值和共識的操作原則，到了台灣竟

然只完成了依法行政，讓大家建立管理上

的標準作業流程；可是管制的內容卻是由

上而下的落實成為開明專制最佳的寫照，

這根本就是違反由市民權、參政權、到社

會權的公民身份發展趨勢，毫無自主權力

存在的空間。而在審議式民主方面，只有

理性的思維而沒有將心比心的前提，這樣

的政策比由視病猶親的專業人員來設計顯

得更為粗糙而沒有說服力。更糟糕的是不

論是審議式民主或是醫療品質認證的推

動，彰顯的是傅科政府論中王權的統制意

象，毫無專業素養與當事人物或是團體自

主的空間，自然無法發揮群策群力來凝聚

共識，共同以權責相符的模式發揮能力解

決問題的功效。面對當今混亂的環境，行

政革新的可能在於相信人們與社會中必然

存在導引與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這要依據

人我之間亦具權責、能力、生活經驗與專

業知識的範疇，來促成行政革新的足夠動

力，來協助台灣跨越好人政治、政黨政

治、利益與專業正治、多元文化的政治反

省、以及審議式民主的發展等諸多階段所

需的質素，融入台灣公民社會之中。在這

樣的環境中，沒有行政革新，就沒有公民

身分，也沒有社會福利發展可能，沒有信

賴與人人相互監督的機制，傅科所言柔順

的身體成為不可能時，因應專業紀律發展

新時代的能力無法培養，對個人與國家必

然存在的身體意象關聯缺乏警覺與反思，

攸關生命倫理思維的發展必然有著巨幅的

侷限。 

此外，目前台灣推動生命倫理學的困

境，是在尋求制衡專業的同時，已然到了

反智與踰越專重基本人性的地步，這方面

最具體的表現是病歷屬於病人的盲目立

法。病例的寫作一如人類學家的田野筆記

或是社會學家的問卷收集，是專業智慧的

結晶，是學科紀律知識交流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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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方面的學術價值是需要對社會負責，但

絕對不是要在隨時受到外行人質疑的恐懼

之中過專業的生活，病例的歸屬智慧財產

權與專業自主的重要憑藉，不應受外力的

控制與威脅。這也反映出生命倫理與醫療

倫理中，知情同意的內容與醫療專業的知

識是沒有完全對應的關係，而是醫療專業

知識之外的一種獨立的溝通技能或是管理

制度，要求以類似人類學在地的觀點與邏

輯來鋪陳必要溝通的內容與方向。其中專

業人言要扮演學習者，之後再依據受助者

的邏輯，來扮演教育者及增能者的角色，

如此知情同意與自主權的落實與保障，與

病例的歸屬不應有直接的關係，更不應該

屬於病人。遇到醫療糾紛時本來檢察官與

法官就醫與醫師合作來偵辦案件，不應因

噎廢食來破壞專業知識累積的基本元素與

機制。此外，可預見的是，在這樣破壞專

業主義的惡法之下，未來的病歷紀錄只會

簡化成為健保申報表，毫無有意義的訊息

在其中，這是目前反智傾向與威權保守主

義的反動所造成結果。如何務實地重建不

同專業領域間的，專業與大眾之間的分

際，尋求互相信賴與支持的可能，理解一

個醫療糾紛誠然對受助者是個傷害，對專

業人員亦然，以互相包容來跳脫實際權力

關係以及醫療技術成敗的思考，才是對人

性尊嚴與價值真正的保障，跳脫質借厲害

思考的支持才是真實的支持，而在實際厲

害權衡過失的範疇，則應交由專業以團體

的力量來嚐試學習解決。 

由此看來，無論是行政革新所需要體

會繁複的組織層次發展體驗，或是建立專

業主義的嘗試中，依據實際的情境來發展

人我相互支持的技能，而後形成類似支持

性的網絡連結，促成形塑行政革新與專業

主義發展的動力，都需要由類似臨床倫理

諮詢的機制作為媒介。（註四）如前所

述，晚近生命與醫療倫理學的發展，主要

是因應高科技所產生攸關生命價值與選擇

的難題，也因此生命倫理學促使醫療專業

以更謙虛的方式，協助專業與社會大眾共

識的形成來化解爭議。由此衍生出來的臨

床倫理諮詢技巧，攸關醫院裡的哲學家等

相關角色的扮演，其中倫理學不再僅是攸

關專業人員執業時所信奉的理念或是個人

層次的行為準則，而是在互相保有自身生

命敘事的前提下，嘗試建立共識的常識，

在這過程中醫院裡的哲學家扮演者共識催

生的助產士，產生爭議相關人士的邏輯都

被充分地專重者，不管是醫師、護士、社

工人員、其他相關醫療團隊成員、還是病

人與其家屬，這樣的實踐大幅顛覆了醫院

裡所謂醫病不平等的權力關係，生命倫理

學家在這樣的場域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顛覆

了現代建立在知識就是力量的專業概念與

想像。（註五）如此共識建立的過程，更

是建立在以同情共感的相互了解基礎上，

所達到認同形塑與意義賦予能力的提升。

對於每一個參與者而言，這都是將心比心

之後，所共同產生出以創造性想像為基礎

的敘事認同形塑結果。（註六）其中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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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同意的注重，更可理解專業者扮演的

是與疾病當事人共同掙扎，在深刻的新靈

感之範疇，賦予患者生命抉擇的機運與生

命價值塑造的意義。在這過程中重新塑造

病人、其支持網絡、與相關醫療人員的關

係，建立新的團體動力與認同，進而促成

超越之前環境與人際關係侷限的認同轉

變。臨床倫理諮詢可說是這方面認同形塑

的催化劑、或是觸媒，不過這ㄧ切共識凝

聚的成果，是以原來具有爭議的參與者之

各自的生命敘事為基礎，促成將心比心的

互動之後，所達成的。（註七）在此，邏

輯推理不能踰越將心比心的範疇。 

肆、台灣臨床倫理諮詢發展

可能的探索 

因應時代的發展，生命或是醫療倫理

委員會的運作模式，可說是這方面發展最

重要的時代見證，然而這ㄧ切在國內卻需

要更多的努力。（註八）呼應之前的描

述，以美國的經歷為例，醫院內哲學家的

興起，所謂的臨床倫理諮商，更是扮演醫

療團隊與病人之間共識凝聚的助產士，知

情同意與自主選擇成為醫療倫理的新標

竿。反觀國內的發展，倫理委員會的發展

才剛起步，健保給付項目的訂定完全沒有

相關社會共識促成的機制，研究與教學機

構完全沒有相關倫理的考量與討論；健保

的給付機制與項目在沒有專業本身的共識

與社會大眾共識的基礎上強行運作，不僅

破壞醫療體系，也成為台灣醫德蕩然的主

要元兇之一，這是推動台灣生命倫理所面

臨社會情境與國家制度方面的難題。也因

此嘗試連結既有的基礎，鋪陳臨床倫理諮

勳發展的空間，成為重要的議題。 

台灣從是臨床倫理諮詢的網絡，首推

台灣生命倫理學會創會會長陳順勝教授所

領導協助高高屏醫療網結合醫務管理與倫

理守則訂定模式的研究團隊。目前這團隊

正協助各醫院健全倫理委員會的運作，以

此做為發展臨床倫理諮詢的基礎。本計劃

團隊由醫界透過倫理自覺而自發的努力，

成功地透過會議來凝聚共識，促使健保局

高屏分局、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高雄市立

聯合醫院、高雄長庚醫院、屏東基督教醫

院等成立倫理委員會，未來這些倫理委員

會的運作模式可供各相似層級的機構做參

考，達到建立由倫理來帶動健保回歸醫療

體制之實驗示範區的目的。因為倫理攸關

符合尊嚴的機會選擇與公平的分配，其中

團體的共識大於個人自由的選擇，而透過

多元參與所達成符合社會共識的團體自

律，也是現代醫療倫理發展重要的理論與

方法學基礎。 

第二個介紹的是蔡甫昌教授所領導的

建立臨床倫理挖過與教育訓練計劃，這兩

年的計畫目的在於調查國內臨床倫理委員

會運作的狀況，在台灣醫學會下，建立教

育訓練與挖固機制，促進以成立倫理委員

會的委員進行溝通，提供資訊，並舉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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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目前主要任務在於「提供各臨床盧

里委員會倫理之能方面的奧援，也建立了

各醫學中心的聯繫平台，提供寶貴的網路

資源與種子師資工作坊，網址為：

http://www.tcen.org.tw。 

其次是由許敏桃教授領導的臨床倫理

技術計畫，延請知名的臨床倫理學家詹納

博士歷臨指導，以現象學作為哲學反思的

出發點，並與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蔡铮雲

教授合作，著重實務運用的知識與技能的

發展。由醫學人文為基礎出發，這是個兼

顧學理與實務的重要團隊，主張：「若要

使醫療倫理有助於醫療行為，不在於知識

性的獲得，而在關懷所引發的共鳴。現

今，對醫療倫理的重視實際上便是因為這

個共鳴之故。但這個共鳴不能只停留在感

知層面，而是更進一步地進行倫理知識之

建構。」以傅柯的倫理技術基礎，將倫理

知識定義為現象學（phenomenological）的

知識，如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所稱實踐

之智（phronesis）。著重醫療專業與人文

社會思想以及方法學的對話，是這團隊引

人入勝之處，除了工作坊之外，這團隊重

要的特色在於發展臨床倫理諮商原則與臨

床倫理諮商實務作業流程。 

（http://ethicist.kmu.edu.tw/project.php） 

台灣心理學本土化運動可以是為臨床

倫理諮詢另一個重要的資源網絡，晚近的

趨勢是反對往「專業化／機構化」與「高

門鑑化」發展，不贊成以知識份子為核心

的機構化嘗試與排除異己的實踐。如此反

省領航人楊國樞先生以「華人」與「西

方」二元對立的方式，嘗試發展攸關兩者

概念各自的實質內容，如此不僅將社會範

疇當做分析範疇，更重要的是忽略了兩個

概念本身內在的異質性與兩概念所蘊含實

質內容的普同性。依此，晚近本土心理學

努力的趨勢，嘗試能夠「與台灣社會在地

生活的理路邏輯相互通達、緊密連結。」

（余安邦，2006）（註九）也因此特別著

重余德慧先生等人嘗試「透過『在地契

合』、『多重思維』、『多元發展』與

『多元取徑』的活點策略」來達成臨床心

理學本土化之目的，認為「把生活世界的

「倫理主體」當做全球在地化之標的，應

是世界本土化臨床心理社群（ clinical 

psychologies community）的共同基礎」，

是促成具包容歧異能力在地知識生的重要

媒介。（註十）余德慧的著作〈以倫理療

瘉作為臨床心理學本土化的起點〉，彰顯

「緣起性的人際招逢時刻」的「非」關係

倫理經驗，是重要的出發點，透過詮釋學

派的理論反思塑造互為主體的主體形構思

維是臺灣思想上的一個里程碑，不過內在

於自身的道德與認同形塑如何可能，則成

為臨床倫理諮詢與余德慧先生等本土心理

學網絡研究互相借鏡學習的重要基礎（黃

嬡齡、蔡篤堅，2006）。 

而應用心理學研究中，丁祥興教授所

主編的「心理學的定位與開展」專輯，兼

容並蓄的編輯風格是值得推薦連結的臨床

倫理諮詢的可能網絡。其中，張春興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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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較為完整學科觀與世界觀，勾勒出攸關

本土文化取向的心理學發展視野。丁祥興

與賴誠彬則是以對本體論、認識論、與方

法論警覺的歷史脈絡探究，來襯托出對於

心理學的理論發展理解，藉由勾勒不同時

期認識論的演變更明白的告訴我們，儘管

地域與文化的脈絡有所不同，仍有共通的

議題在不同的時空中可被討論，而在地特

殊脈絡下透過實踐與反思，可成就善美社

會的學術圖像。據此，馮朝霖與蔣興儀所

提出反思與主體形塑的關係，促成去認同

的反思如何與主體生成共同思考，是在情

境中必然面對的難題。劉惠琴由熱情導引

在情境中產生問題意識，大幅升高了學術

實踐的自覺與討論層次，以草根性的實踐

作為批判的基礎，由此導引出翁開誠與夏

林清新學術實踐取向的意義，以劇場中跨

界舞者的比喻來互相期勉，不僅呼應丁興

祥與賴誠彬所主張的「反思性」，也彰顯

以更為包容與開放的方式來充實心理學的

企圖。翁開誠透過研究與行動來創造「更

有意識的對自己的助人行動經驗，以故事

敘說展開反映與覺解，促成自己與她人生

命實踐行動與生命實踐智慧更加彰顯」，

依此來找尋心理學的定位與開展。夏林清

則由自身的故事出發，由親身實際的經歷

來回顧相關的學術發展與生活實踐歷練：

「運動是以認定或是想要成為運動取徑的

工作者，不離不棄自己置身於其中的『結

構性位置／處境』，並在自己特定那個位

置裡，轉化社會壓迫、一路走去、如此而

已！」在地人形概念的提出，似乎昭示著

張春興所謂典範（範式）轉移的趨勢。在

此藉由夏林清引用宋文里的話，期待社會

變革取徑能夠成為具有往體制結構隙縫

裡，插針埋樁的柔軟解放者，慾望的解放

似乎成為一切再出發的關鍵。這時發生再

同一場域的每個故事可否也成為如此聯會

的反抗知識生產平台，無須侷限於所謂的

心理學家或是知識份子，這是反省臨床倫

理諮詢應反省思考的面向（蔡篤堅，

2007）。 

誠然，在臨床醫學的領域，倫理諮詢

是各醫學中心努力嘗試的方向，有許多如

長庚醫療團隊黃燦龍主任與合信醫療團隊

等等也有各自的收穫與特色。或許是這些

團隊應互相交流並開始互相支援，並形成

區域網絡的重要時刻。也唯有將醫療專業

倫理、研究倫理、與有心人對高科技發展

的醒覺，共同合作，才能夠創造塑造台灣

行政革新、落實專業主義、與發展臨床倫

理諮詢與各層及倫理委員會的動力。在這

樣的過程中，臨床倫理諮詢和倫理療癒是

導引我們細緻地體會時代社會變遷與需求

的重要媒介。 

五、結論 

放寬我們的視野，不難發現，不僅是

臨床倫理諮詢本身，有著顛覆原本知識就

是力量的現代學科專業期待；醫療院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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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委員會的組成，更是見證了新時代專

業內涵的改變。在晚近形成的醫療或是臨

床倫理委員會中，醫師的成員往往不超過

三分之一，甚至整體醫療護理相關人員都

相對稀少，人文社會學科領域的學者以跨

領域專家的方式加入，還有相關的社區領

袖、病友團體代表、與宗教等相關代表參

與，並趨向在醫療倫理委員會中佔有多

數，這意味著醫療倫理時代的變革。（註

十一）然而晚近醫療相關機構倫理委員會

發展的趨勢，更有著新的時代意涵，即當

代的醫療專業必須擴大公共的參與來塑造

自身專業的價值，才能獲得社會的認同與

信賴。這樣的醫療倫理委員會，負責的是

教育、訓練與政策的制定，可說是握有塑

造醫療專業風貌的權力，然而其多元的組

成意味著，醫學界也必須與一般大眾和不

同領域的學者專家共同塑造專業的內涵與

倫理守則。（註十二）以跨學科領域的方

式與參與式民主的原則來面對高科技發展

對於生命意義的衝擊，促成臨床倫理委員

會與人體試驗委員會，乃至於國家與結合

行政體系的相關倫理委員會或是研究倫理

委員會都有相關民眾的代表才參與，協助

生醫研究與醫療專業凝聚社會共識，並以

此作為後基因體時代倫理法律社會規範發

展的基礎。 

在這過程中，生命倫理學的推動，乃

至於行政革新與專業主義的落實，更需要

倚靠的不是國家強制的力量，而是要由市

民社會的視野來驅動新的文化與社會形

成，這時主動扮演媒介平台與連結的角

色，比獨立掌握資源來實踐理想是更為迫

切與重要。在這樣的思想下，台灣生命倫

理學會、醫界聯盟基金會、與台灣社會改

造協會合作組成台灣生醫研究與社會福利

辦公室，一方面期待已參與式民主與落實

社會權保障的原則來塑造台灣仁基因資料

庫的倫理管制架構，另一方面促成各醫學

大學與一般大學的合作，加速種子教師與

人才的培育，更積極嘗試促成生命倫理學

碩博士班早日成立。而更重要的，是促成

大學與衛生行政機關、以及規劃中的台灣

人基因資料倫理管制架構結合，促成各地

區區域研究倫理或是生命倫理委員會的成

立，導引醫療衛生體系、教學研究網絡、

乃至於社會福利與安全體系作全面的資源

整合，並建立合適的倫理管制架構來面對

基因資訊解碼與健康資訊爆炸的時代。盼

由醫療界藉由生命倫理學的自覺與推動，

帶動整體社會文化價值與政治民主能力的

提升。 

註釋： 

註一：有關美國醫療體系與文化的變化可

參閱 Paul Starr (1982), Brown (1979), 

Burnham (1977, 1985), Campion (1984), 

Larson (1977), Rayack (1967), Wiebe 

(1995)；關於台灣與美國的比較研

究，可見 Duujian Tsai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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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這方面的探討，詳見李察・詹納

（Richard M. Zaner）著，蔡錚雲與

龔卓軍譯之醫院裡的危機時刻──

醫療與倫理的對話（2004）；尤其

是其中龔卓軍與許敏桃所寫的序可

為重要的導引，類似的見解也呈現

在令一位醫院裡的哲學家 Stephen 

Well 訪台所進行的多次演講與實地

參訪的過程中，相關的見解彙整與

蔡篤堅為應用倫理通訊所編之醫療

倫理委員會的專輯之中（25期）。 

註三：許振東，2001，醫病關係與醫療糾

紛的現況與走向–兼論醫療行為說明

的必要性，http://ntuh.mc.ntu.edu.tw/ 

ped/jour/j7/j7_2.htm。 

註四：李瑞全，即將出版，〈臨床倫理諮

詢：組織與運作〉，收錄於李瑞

全、蔡篤堅編著，《臨床倫理諮

詢：理論與實務》，五南出版社。 

註五：這方面的探討，詳見李察・詹納

（Richard M. Zaner）著，蔡錚雲與

龔卓軍譯之醫院裡的危機時刻──

醫療與倫理的對話（2004）；尤其

是其中龔卓軍與許敏桃所寫的序可

為重要的導引，類似的見解也呈現

在令一位醫院裡的哲學家 Stephen 

Well 訪台所進行的多次演講與實地

參訪的過程中，相關的見解彙整與

蔡篤堅為應用倫理通訊所編之醫療

倫理委員會的專輯之中（25期）。 

註六：可參閱蔡篤堅所著〈敘事認同與臨

床倫理諮詢〉（2004）；關於互為

主體的個人敘事形成的描述，可參

閱 Donald E Polkinghorne 所 著

Narrative Knowing ande the Human 

Science ㄧ書之中 Psychology and 

Narrative章節（1988:101-123）。 

註七：龔卓軍與許敏桃，〈無盡的倫理・

難 眠 的 理 由 〉 於 李 察 ・ 詹 納

（Richard M. Zaner）著，蔡錚雲與

龔卓軍譯之醫院裡的危機時刻──

醫療與倫理的對話（2004:15）。 

註八：楊哲銘〈國家醫學倫理政策暨指導

綱領之國際比較研究〉（2002）。 

註九：余安邦：第三屆「台灣本土心理治

療學術研討會」會議計畫書，

2006，P3、P4 

註十：余德慧：倫理主體作為生活世界的

療癒向度：華人臨床心理學本土化

的一個可能途徑（序言）。2005，

本土心理學研究，24期，P3-5。 

註十一：郭素珍〈倫理委員會的形成與運

作〉（2003：19-24）。 

註十二：這也意味著在我們這個時代，即

使是專業知識，也不再容許僅由

圈內人來定義或是賦予其意義，

這不僅是醫療倫理發展的新趨

勢，更是劃時代的專業認同與知

識生產模式的變革。知識是分享

的，權力是參與的，這樣的信念

不僅成為六零年代以後醫療發展

與體系轉型的新趨勢，也是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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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人文教育改革運動重要的主

張之一。六○年代醫療發展的新

趨勢詳見：Paul Starr（1982），

Sardell（1988）；由關這方面醫

學人文教育改革的趨勢可見：蔡

篤堅〈展望新時代的專業人員角

色──以醫學人文教育的理論架

構為例〉於潘慧玲主編教育研究

方法論──觀點與方法（2004：

27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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