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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與醫療
Trust and Medicine

人際關係裡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元素，特別是在專業上

的委託關係，而專業之中又以醫病關係更甚。本文探

討醫療中的信任，以三種性質解說，並論及發生爭議

後重建信任的關鍵。

Trust is a very critical element for any personal relationship. 
It’s very important in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ent and professional, even more in medicin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with three characters of trust in medicine and 
how trust could be rebuilt after dispute.

摘 要

「信任」是作為一個人非常重要的議題，古代孔子認為

「民無信不立」比「食」、「兵」都重要，現代西方社會學家N. 

Luhmann認為缺少了信任，連早上起床都將會是一件困難而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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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的事情，如此可以呼應孔子的「民無信不立」，用「民無

信不行」來形容「信任」對我們生活的重要性1。

我們嘴邊常掛著「信任」，彷彿這是一個很簡單易懂的

詞，但是「信任」二字蘊含著許多意義，如果未詳加探討，很

容易便會陷入各說各話無法溝通的局面。若要在醫療情形中詳

加探討信任，可從兩重性、兩面性與兩質性等三方面分別探討

之。

信任的「兩重性」即一般與個別兩重性質。一般性指的是

刻板印象或過去經驗產生的信任度；個別性則是指雙方在過去

與現在的互動所產生的信任程度。醫療的情形，一般性信任的

刻板印象是來自社會大眾對醫師整體的一般信任程度。在世界

性針對32種專家的民眾信任度研究調查中，顯示不只醫師，醫

護人員在各國幾乎都在前五名內。由此可見，民眾對醫師整體

的信任度很高。而來自過去經驗的一般性印象，則取決於病人

過去的看病經驗，證之大部分醫療行為均為正向結果，除了少

數不好結果的就醫經驗，病人很少對整體醫師有不信任感。不

過一旦病人對醫師起了疑心，就會聯想到一些不好的報導，信

任度急遽下滑，若醫師或醫院在接下來的互動，無法作出真誠

的回應時，病方對醫方的信任甚至會到蕩然無存的地步（這即

是個別性）。而隨著懷疑的出現，想要重建「信任」，有如危

樓要重修，想要造就穩固的基礎，比起平地起高樓要困難百

倍。

「兩面性」指的是雙方面的互動。雙方面互動包括：

「我」與「對象」間的彼此信任。這可以說是一體的兩面，由

「我」看來是對對象的信任度及我給對象的可信度，由「對

象」看來是他對我的信任度及他給我的可信度。除了上述提

到，民眾就醫時一般對醫師的信任度是很高的。而醫師一般也

1  昂諾娜‧歐妮爾（O’Neill, O.），信任的力量，早安財經，2008年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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