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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癌症末期不能經口進食，該選擇人工給予水分及營養嗎？ 

 

前言 

當您的疾病持續進展時，您可能吃的與喝的都漸漸減少。這種

改變可能與您全身的虛弱與代謝減緩有關，但有時可能因為疾病使

您吞嚥困難或者與噁心嘔吐有關。對於一些短期之急性疾病，短期

給予人工給水及營養可能會有幫助。但對於面對末期疾病的患者，

這些治療可能會延長生命但不會改善疾病，也不會治癒疾病的。 

如何做才能讓自己舒適？每位病患對於人工給水及營養的反應

不一，有些人在生命末期時接受這種治療覺得比較舒適。但有時也

可能引起其他的困擾，如手足水腫、肺水腫、噁心、腹脹等。因此

您必需與您的醫師討論治療的目的及個人期待，來決定是否接受人

工給水及營養。 

因此在與醫師討論是否接受人工給水及營養前，您必須先瞭解以下

幾個問題： 

● 了解目前您疾病的狀態。 

● 接受或不接受人工給水及營養的優缺點。 

● 如何做才能讓自己舒適。 

● 了解個人對於人工給水及營養的喜好。 

 

適用對象/適用狀況 

因患惡性腫瘤造成不能經口進食之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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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介紹 

● 什麼是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 

      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途徑有兩種：1.胃管 2.靜脈管路 

1. 當您不再能夠經口進食與喝水時，放置一個胃管能幫助您獲

得水分、養分及藥品的給予。胃管有二種，一種是經由鼻孔

放置餵食管至胃(鼻胃管)，另一種為經由腹壁，以手術方式

放置胃管(胃造廔)。 

 

                                鼻胃管                                          胃造廔 

2. 靜脈管路可提供水分、養分的給予，在一些急性疾病，短期

的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可能是以幫助的。有些病人長期給予

水分可能改善腎臟功能，避免藥物的副作用。但在末期病

患，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帶來的風險可能超過其可能的好

處。此外水分也可經由注射進入您的皮下組織。 

 

 

 

 

 

 

                                         

                           人工靜脈營養                            長期輸液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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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的風險是什麼？ 

各種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都有風險： 

➢ 注射點滴的地方可能感染 

➢ 為了避免感染，每隔幾天就必需換注射位置，經常打針會很

痛。 

➢ 注射液可能造成肢體的水腫，這些水分若累積在肺內會造成

肺水腫，會令您覺得呼吸困難。 

➢ 您的身體可能無法處理這些多餘的水分，這些水分可能會造

成其他部位的水腫。 

➢ 若過多的水分由口腔或胃逆流吸入肺臟。會造成肺炎。 

➢ 若做胃造廔進食，可能在手術傷口感染。 

➢ 鼻胃管可能引起噁心、脹氣、心灼痛、反胃。 

● 不接受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的風險是什麼？ 

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可能減少噁心嘔吐，增加您的能量，若您

不接受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您可能喪失改善生活品質的治

療。 

● 若您不能說出或不能表達您對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的想法，您

的家人與醫師在面臨問題時可能很難抉擇。當您不能進食時，

您有可能面臨接受您不想要的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因此，您

要與您的醫師與家人好好討論有關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的問

題，並且把您的希望清楚的記錄下來。 

● 為什麼您的醫師建議您接受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 

您的醫師可能在下列情況下建議您接受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 

➢ 在您面對急性疾病或傷害時，短期給予人工給予水分與營

養，幫助您儘早恢復。 

➢ 當您覺得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會改善您的生活品質時。 

➢ 有希望在短時間內有治癒的希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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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透過以下四個步驟來幫助您做決定： 

 
步驟一:比較每個選項的優點、缺點、風險、副作用(併發症)、可能

的費用 

比較您的選擇 

 選擇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 不選擇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 

您必須注意

的事項 
◇ 您可能需要靜脈注射、

放置胃管或接受皮下注

射 

◇ 靜脈注射部位每隔數天

更換一次，造成疼痛；

這時您可考慮皮下注射 

◇ 行動將受到限制 

◇ 若補充人工水分無法改

善病人的症狀，可以考

慮停止 

◇ 不能進食與水分，您的身

體代謝將變慢 

◇ 舒適護理(例如:口乾可以

碎冰加以緩解) 

◇ 皮膚按摩減少皮膚乾燥 

◇ 適當活動減輕疲憊 

優點 ◇ 治療可能延長壽命 

◇ 可能增加您的能量，讓

您舒適 

◇ 若您吞嚥困難，可幫助

您獲得養份，可改善噁

心嘔吐 

◇ 讓您的身體停止運作，死

亡將順其自然發生 

風險與副作

用 
◇ 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不

能治癒您的疾病 

◇ 靜脈注射或胃管之問

題： 

■注射部位感染 

■手、腳水腫，肺水腫 

■吸入性肺炎 

■胃管刺激鼻子及鼻竇 

■噁心、脹氣、心灼

熱、反胃 

◇ 您可能錯失改善您餘生生

活品質的治療 

◇ 您的生命可能縮短數日或

數週 

費用 ◇ 有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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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請您勾選對於醫療方式會在意的項目有什麼?在意的程度為

何? 

選擇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的理由 不選擇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理由 

我願意接受，他能讓我活久一些 我不希望以人為方式讓我活更久 

較重要   同等重要   較重要 

       

                                                                                                        

我還未準備死亡 我準備好面對死亡，讓疾病自然

發展 

較重要   同等重要   較重要 

       

 

我覺得這個治療能給我時間達成

人生目標 

達成人生目標不是我現在的首要

選擇 

較重要   同等重要   較重要 

       

 

我不擔心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的

副作用 

我擔心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的副

作用 

較重要   同等重要   較重要 

       

 

我尚未與我生命中重要的人分享

我的臨終願望 

我生命中重要的人了解且支持我

的臨終願望 

較重要   同等重要   較重要 

       

 

其他重要理由 其他重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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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您對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認知有多少? 

確認治療相關重點 

1. 您認為個人的感覺對於選擇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重要嗎？ 

□是       □否     □不確定 

2. 這樣的治療會治癒您的疾病嗎？ 

□是       □否     □不確定 

3. 這樣的治療會造成副作用嗎？ 

□是       □否     □不確定 

 

接下來的決策 

1. 您了解提供您治療的選擇嗎？ 

□是      □否 

2. 您清楚治療的優點與副作用影響最大的是您嗎？ 

□是     □否 

3. 您能從他人獲得充分之支持與意見來做出最後的決定？ 

□是    □否 

 

勾選您所做選擇的確信程度 

1. 請問現在您對於您的選擇確定的程度？ 

一點都不確定 不確定 有點確定 確定 非常確定 

     
                                                                              

2. 再下決定前確認您必需做的事 

□我準備付諸行動 

□我想與他人討論治療的選項 

□我想對治療的選項多了解一點 

 

步驟四:您現在確認好醫療方式了嗎? 

選擇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 不選擇人工給予水分與營養 

選擇傾向   無法決定   選擇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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