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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上的決定，當牽涉到與性命攸關的抉擇，往往有些沉重。

這兒從一則安靜從容的新聞寫起。動筆寫這一章的時候，讀到新

聞報道，92歲的美國前總統夫人芭芭拉．布殊（Barbara Bush）病

情惡化，決定放棄接受「額外的醫療救治」（additional medical 

treatment）。前總統辦公室在 2018年 4月 15日發表聲明說，布殊夫

人已返回家中靜養，接受舒緩照顧和家居護理。她在兩天後逝世。

芭芭拉．布殊受國民愛戴和尊重，稱為「人民祖母」。傳媒沒有

過分挖掘暴露她晚期醫療的細節。據 CNN報道，她患有慢性阻塞性

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及充血性心臟

衰竭（congestive heart failure，CHF），晚年多次出入醫院。之前她的

病史還包括格里夫氏症（Grave's disease，一種由自體免疫力引起的甲

狀腺機能亢進症）、胃穿孔（進行了手術）、心瓣膜嚴重狹窄（也動

了手術）。2018年她因呼吸困難入院，4月上旬出院後不久，病情反

覆再入院，我猜想或是肺炎未能清除。

眾人眼中積極堅強的芭芭拉曾在自傳中透露，中年時代，她曾

經歷長時期的抑鬱症，最壞的時候每晚在其時主管中央情報局的丈夫

臂彎裡飲泣，無法自拔。她還回想起，有時會在公路一側停下車來，

因為忽然冒起輕生念頭，恐怕自己禁不住會故意撞上一棵樹或迎面而

來的車。後來她全情投入義務工作，捱過難關。

筆者早年是老人科醫生，對這樣長長的病史有似曾相識的感

覺。從病史可以頗為肯定地推斷，芭芭拉．布殊拒絕的「額外醫療

救治」，包括不接受「心肺復甦術」（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 ，也應該包括拒絕使用人工呼吸機器（arti�cial ventilator）延續

性命。這兩樣救命的法寶是在六十年代才興起的新事物，根本地改變

了人類死亡的過程。

說「死亡的過程」聽來有些奇怪。救命的發明，不是為了戰勝

死亡嗎？為什麼說「改變了死亡的過程」？ 因為雖有不少人得益被救

活，但也有不少——可能是多數——病人是被動地接受了 CPR。末

期病人在生命最後一程用呼吸機器續命，有時只是苟延殘喘。

世上像芭芭拉．布殊一樣，嘗過許多哀榮苦樂和病痛的老人很

多，多數沒有這前總統夫人那般有福氣，能夠及時和有意識地抉擇如

何去世、在什麼地方去世。

我的意思不是說年老病人，或者患有末期器官衰竭的病人，只

配使用保守「省事」的醫療方式。相反，我覺得他們應該得到更細心

的照顧，才有機會像芭芭拉那樣，可以依意願作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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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復甦術是五、六十年代的發明，先是在 1956 年發明了

「口對口人工呼吸」，其後加上「體外心臟按壓」（external cardiac 

massage，俗稱「心外壓」），發展為一套現代的基本心肺復甦術。

美國心臟協會在 1963 年正式認可心肺復甦術。1972 年，全球第

一個大規模心肺復甦培訓項目在西雅圖成立，頭兩年就有超過十萬人

通過培訓，CPR從此成為普及的基本急救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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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復甦術在七十年代與多種醫學介入手段相結合，成為一

套醫療人員使用的高級心肺復甦術。這包括以插管（intubation）

通氣，使用心電圖監控、靜脈注射急救藥物、心臟除顫（cardiac 

de�brillation）電擊等。

CPR本來是用來搶救意外和突發事故，例如溺水、觸電、中風、

急性中毒或心臟病突發，漸漸就變成了對醫院病人的標準急救作業程

式，幾乎每一個住院病人心臟停止跳動，都會想也不想地搶救一番。

問題或者就在這裡：CPR對病人，尤其是老人，不是沒有傷害

的，即便是看似簡單的插管動作，使用喉鏡撐開口腔插管時，遇上齒

齦鬆動的長者，可能會壓斷他們的門牙。體外心臟按壓可引致胸骨壓

斷、內臟破裂出血等併發症，本身有骨質疏鬆症的病人特別容易因

CPR而受傷。

或者問，救命是千鈞一髮的事，哪還顧得上胸骨會不會折、門

牙會不會斷落？那麼我們就要退一步問：不假思索的「套餐式」搶救

到底有多少效用？病人有沒有拒絕 CPR的權利？

CPR並不是對所有病人都有用。在不少末期病患，CPR恢復心

跳的機率低於百分之一，即使心跳恢復，病人被接駁人口呼吸器，再

施以深切治療，也可能只是延長走向死亡的最後過程。而且，如果病

人並非即時被發現心臟或呼吸停頓，從開始 CPR至恢復心跳之間，

病人可能已有一段時間缺氧，令腦部受損。有些病人會變成依靠儀器

維生的植物人。

早在 1974年，美國醫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已注意到 CPR 有被誤用和濫用的趨勢，醫學會在制訂指引時

提醒，CPR 的主要目的在防止未預期的突發死亡，不應用於無法復

元的末期瀕死病患身上。

病人有拒絕 CPR的權利。在本身病情和神志許可下，應給病人

機會選擇。若是不予討論，眾人沉默，等到病人失去自主能力就去例

行搶救，對病人並不公平，亦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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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在 1974年，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認同了美國醫學會的指引，提醒 CPR不可一刀切用於所有病

人，要考慮現實情境，留空間允許病人自然死亡。AHA進而倡議，

在不應勉強嘗試 CPR的病例，如果得到病人或代理人同意，醫生應

當把 do not resuscitate（DNR）的指示清晰寫在病人的醫療紀錄上面，

以免其他醫生不適當地施行搶救。

這是打破禁忌的一步。在此之前，當然不少醫生也會在專業上

避免濫施搶救，在某些臨終病人，醫護人員有時是以同情而隱晦的

默契「收手」，容許病人自然死亡。即使來到八十年代，我還見過

病人的醫療紀錄上面隱晦地寫上「TLC」三個有如密碼的字母。TLC

是 tender loving care的縮寫，這是指示，基本的愛心護理便好了，不

要給病人「搶救套餐」。從昔日只可意會不可直言，到今天有清晰指

示，這當然是打破了禁忌。

Do not resuscitate三個字簡潔，DNR三個字更容易上口，但意思

有欠準確。直譯為「不作復甦」，彷彿說病人明明可以復甦康復也給

指令不予搶救。實際上，DNR是用於那些病人表明不想接受 CPR，

或是病況不適宜勉強進行 CPR的個案。美國醫學界後來以 DNA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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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ttempt resuscitation）取代了 DNR的叫法。Do not attempt的意思

是指示不要嘗試進行 CPR急救。

英國的醫學界認為 D N A R 的叫法還是有欠準確，因為對

resuscitation一字可以有寬緊不同的理解，他們採用更嚴謹一點的名

稱：DNACPR（do not attempt CPR），要準確地表明，病人不想接受

或不宜接受包括插喉管和心外壓等的 CPR程式，但不是叫醫護人員

一律終止其他有需要的維生治療，例如氧氣。在香港公立醫院的倫理

指引也採納 DNACPR這個名稱，中譯作「不作心肺復甦術」，口語

化一些就是指示「不要施行 CPR」。

我長時間參與醫院管理局臨床倫理委員會（Clinical  Ethics 

Committee）的工作，認識了不少有心人，他們特別關心病人在生命

後期不應被機械式地搶救。臨床倫理委員會製作了一些指引，供前線

人員參考。這些屬於內部使用，但也有一份頗為詳盡的小冊子〈「預

設照顧計劃」?「預設醫療指示」? 不作「心肺復甦術」?〉，是醫護

人員齊心合力寫給公眾的。 

儘管有指引，對於病者和家人，甚至醫護人員，DNACPR的決

定並不是都是順理成章地沒有掙扎的。畢竟有些觀念深入人心：不施

行 CPR，是不是等同完全放棄？作為家人，不是應該支持病人，堅

持「對抗病魔」、勇敢「戰鬥到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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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香港消防處在社區推廣急救，為提升市民的關注，設

計了一段短片，宣傳心肺復甦術和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片中有一個

藍色人物「任何仁」（諧音「任何人」）與長青女藝人羅蘭合作，拯

救一名心臟驟停的市民。藍色「任何仁」一炮而紅，變成消防處推廣

CPR的吉祥物。

但醫院裡面的 CPR和社區拯救是不同的。哈佛大學醫學院附設

麻省總醫院有一位駐院醫生 Dr. Khullar為《紐約時報》寫網誌，有

一篇題為「�e CPR We Don’t See on TV」。他說，大多數電視劇集中

的 CPR常能起死回生，心外壓和電擊之下，病人甦醒過來；但現實

中病房裡的 CPR並非如此有神效。

Dr. Khullar不是潑冷水，他只是把病房所見如實道來：醫院病人

的病況，與社區遇上的心臟驟停（cardiac arrest）個案，並不相似。

我第一次見到接受心肺復甦術的病人，那經歷並不

是我所預計的。

當然，我預計了她看起來會有不適。畢竟，她的心

臟剛才曾停止跳動。但我沒有為眼前的場景做好心理準

備：這個 8 0多歲的體弱女子，幾乎沒有了意識，她嘔吐

過，肋骨骨折，肺部挫傷。她的胃因充氣而腫脹，胸部

有血跡。我心裡想，她看起來更像是從心肺復甦術的關

頭倖存，而不是從自己的心臟病活過來。幾天後，她去

世時，我不禁暗問，當初她是否真的知道自己將會接受

什麼的步驟。

往下是他的觀察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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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與病人的談話中，（提到接受 CPR與否時）我

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反應。一個病人——年輕而健康

的——淚流滿面，以為我是因為他即將死亡而提出建議

不做 CPR。一些人迴避談論，他們認為不可能有需要預

先考慮，也許是不想認知有遇上需要 CPR的可能。大多

數病人即使能平心靜氣地處理這個話題，但幾乎沒有例

外地，往往不明白 CPR到底是為何要用，它的風險和好

處是什麼。

 

Dr. Khullar引述一些文獻，表明在醫院經歷心臟驟停後接受心肺

復甦術的患者中， 不到兩成能存活出院。研究又發現病患者大大高估

了成功率，八成人以為他們在接受 CPR後能出院的機會超過一半， 

近四分之一的人更以為出院機會超過九成。

另一項研究發現，在電視節目裡面接受 CPR的病者角色，有四

分之三立即被救活過來，有三分之二能長期活著。這或者只是劇情所

需，但整體上卻給予公眾錯誤的樂觀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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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Khullar的文章可以拿來與香港本地的一篇文章對著讀。這是

一位醫學生在醫院的實錄，很有本地的現場感。

這個醫學生與同學如常上病房，尋找研究學習的病例。他們遇

上病房人員在處理遺體：

⋯⋯（我們）經過四周拉上窗簾的床位：從簾間瞥見

病人臉容安詳，只是睡著覺的樣子，他連接著的 cardiac 

monitor還一下一下地顯示著他的維生指數；床邊圍滿了

訪客，想必是病人的親屬。在我們眼中，這只是一個療

養中的個案，在病房內同樣的案例比比皆是。

然後我們就沒有多事，徑直向隔鄰的病人問症。其

間沒有儀器檢測到讀數異常的響聲，一堆醫生護士趕往

病床急救的混亂場景。無聲無息地，無知的我們沒有察

覺到身旁一條生命的消逝。

三個職員邊閒談邊推著「病床」進來⋯⋯我們趕忙

讓開。但這張「病床」非常特別，上面沒有床鋪，兩側

也沒有床欄；只是一塊下面裝了輪子的鐵板。

我還在納悶之際，職員走到窗簾仍然合上的病床前

叫喚：「我們幫你過床了。」

我們在外面沒聽到病人的回應，只聽有一下拉鏈拉

上的聲音。我們面面相覷。

那三個職員在一下子就抬起了銀色的大袋子，移

到鐵板上。這大袋子我們熟悉不過，因為在兩年前的解

剖課上，我們每星期就要打開這袋子的拉鏈一次，所以

再見到它，也會對其背後的意義毫不陌生。話雖如此，

在解剖室以外看見它，也會心生怪異的感覺。搬好身體

後，職員升起鐵板三邊的圍板，變成一個可移送的盒狀

車子，再在談笑間推走車子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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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接著想：

醫學診斷是一門靠結果推斷起因的藝術；而如果我

要就剛才的死神到訪事件推測前因後果，我猜測病人生

前應該簽訂了DNACPR（不作心肺復甦術），所以才可

有機會在醫院靜靜地離世。相比起其他病人去世前，仍

要接受重複的胸口按壓，留下一大片瘀傷，這樣好好死

去也是一種幸福。

記得醫學院曾經邀請記者陳曉蕾來淺談死亡，她提

到中國人口中經常掛著的「五福臨門」，其中包括了「善

終」，即好死。可惜香港的人均壽命再冠絕全球也好，在

這方面我們的表現卻不合比例地差強人意。不只病人未

必清楚自己的權利，家屬也對這個題目避之則吉。曾有

朋友向我抱怨，每次年邁的母親入院，醫生都會與她討

論不作急救的決定，每次她都會嚴言拒絕，並以為醫生

不會盡力拯救家人——但勉強透過現代科學延長病人的

生命，真是最好的選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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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R是急救心肺停頓病人的第一步驟，只有少數病人能被搶救

過來。急救後，要即時接駁人工呼吸器 ，維持性命。

人工呼吸器不是一次過的發明，那是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

很多人的努力，才逐漸變成所有醫院的基本治療儀器。而它發明的初

衷，不是「勉強透過現代科學延長病人的生命」。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小兒麻痹症（醫學名稱是「脊髓灰白質

炎」，poliomyelitis）在全球肆虐。嚴重的病人會出現肌肉癱瘓病徵，

癱瘓出現在下肢造成不良於行；影響到呼吸就足以致命。單在美國就

有 50,000多個這樣呼吸癱瘓的病例，死亡人數達 3,000以上。

在那個年代，醫院使用一種稱為「鐵肺」（iron lung）的機器協

助維持呼吸。這是個巨無霸，密封的金屬筒連接著自動氣泵，病人整

個身體躺在筒內，只露出頭部。連接著「鐵肺」的氣泵改變筒內氣

壓，病人的胸腔就被動地膨脹或壓縮，得以呼吸維持生命。這個巨無

霸笨重，數量少，只能幫助很少數病人。

在歐洲丹麥，哥本哈根的醫生想出另一個方法來協助大量病人

維持呼吸。辦法是為病人的氣管造口（tracheostomy），用人手接力

為病人泵氣。哥本哈根的醫院徵召來 1,400個醫學生，編更為病人以

人手泵氣，醫學院的學生幾乎空群出動。

然後是發明醫療用的人工呼吸器。這來自空軍使用於高空飛行

的輔助呼吸器。美國發明家 Forrest Bird（1921-2015）是飛行員也是

生物醫學工程師。他在二戰期間發現盟軍的戰機飛行高度大大不及德

國，在空戰中處於劣勢，因為飛行員在高空追擊敵機時，有缺氧昏倒

的風險。他在一架墜毀的德國戰機中撿到一副供氧機器，改良成為盟

軍專用的呼吸輔助器，讓飛行高度追上德軍。戰後，他埋頭研究把呼

吸輔助器用於病人，發明輕便可靠的「Bird respirator」。

Forrest Bird對生物醫學工程的熱愛終生不變，晚年獲多位美國

總統授勳。我在八十年代開始行醫時，公立醫院病房仍在使用被稱為

little green machine的 Bird respirator，日後才被新一代的 Servo呼吸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