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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醫療糾紛中之過失 

 
民事「過失」的概念雖在以往學說和實務都缺席了，但其中注意義務違反之

層次經過玻璃娃娃案，似乎再現曙光，至少一個抽象的定義87已出現，且法院也

針對未成年人是否善盡注意義務作了具體的定義。本章的目的則是在此抽象的民

事侵權行為「過失」定義下，在醫療糾紛中，應有哪些具體判準可以成為當事人

與法院在訴訟中的著力點，以及醫療常規在醫療訴訟中所應扮演的角色。 

第一節 醫療糾紛之定義、成因 

一、 定義 

 
「醫療糾紛」的定義在一般的文獻以及實務的探討上，均定義為「病患『認

為』在就醫過程中受有醫療傷害，而向醫師有所主張」88，惟學者楊秀儀主張自

medical malpractice 直譯為醫療不當執業，廣義的醫療糾紛應當指醫病之間的一

切爭執，包含（一）醫病之間關於費用之爭執，惟我國關於醫療費用於「全民健

康保險制度醫療費用支付標準」，以及醫療法第 17、18 條已有規範，對於此等與

                                                 
87 「所謂『抽象過失』或『欠缺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的判斷，應依事件之特性，分別加以
考量，因行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而有所不同」，

參前註 78。 
88 李聖隆從刑事醫療糾紛的觀點，將醫療糾紛分類為「狹義的醫療糾紛刑事案件」，指醫師或密

醫於執業時，因實施醫療行為時有過失，致病人於傷害或死亡結果，而有刑事違法有責爭執所進

行之刑事訴訟案件，包含業務過失致輕傷（刑法第 284 條第 2 項）、業務過失致重傷（刑法第 284
條第 1 項）、業務過失致死（刑法第 276 條第 2 項），以及「廣義醫療糾紛刑事案件」，指醫事人

員於執行各該專門執業業務時，因故意或過失造成各種法益侵害結果，而有刑事違法有責爭執所

進行之刑事訴訟案件，包含行使偽造業務文書（刑法第 215、216 條，如醫師製作不實之出生證

明）、利用權勢猥褻（刑法第 228 條，如婦科醫師利用門診時對病患性騷擾）、誹謗及洩漏因業務

得知他人之祕密（刑法第 310、316 條，如國內第一件疑似愛滋病人死亡後，由家屬指控臺北市

某財團法人醫院醫師擅自對外公佈病情）、加工自殺（刑法第 275 條，如為自殺病人實施腎、肝

移取手術）、意圖營利墮胎（刑法第 289 條）等，參見李聖隆，從刑事法觀點論醫糾刑案及醫療

鑑定，律師通訊第 233 期，1999 年 2 月，第 67 頁以下；而蔡墩銘將醫療疏失依其發生原因分為：

診斷錯誤、手術失敗、未經同意施行手術、未盡告知義務、拖延應診、用藥錯誤、用藥過量、儀

器操作不當、未做嚴密檢查、不為轉診、不為急救等，參見蔡墩銘，醫療糾紛醫事鑑定之解讀，

刑事法雜誌第 44 卷第 4 期，2000 年 8 月，第 1-7 頁。此外，陳榮基主張「醫療提供者與病人（或

病人家屬）之間，在醫療過程中因醫療傷害的責任問題，所形成的民事或刑事糾紛。而病人（或

其家屬）與醫療提供者之間的爭議，並不限於向法院提訴訟的方式。病人（或其家屬）以口頭（電

話）或書面方式，向醫事人員本人、醫院、官方衛生主管機構或其他社會團體（如中華民國消費

者文教基金會）提出者皆屬之。」參陳榮基，臺灣醫療糾紛現況與處理，健康出版社，1993 年；

劉裴文主張「當醫師或其他醫事人員施行醫療行為時，因病患或家屬親友對醫療過程和後果不滿

意，與醫師或其他醫事人員之間發生糾紛，稱之為醫療訴訟」參劉裴文，消基會醫療申訴處理之

分析研究，臺灣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論文，1993 年，第 8 頁。轉引註自楊秀儀，論醫療糾

紛之定義、成因及歸責原則，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9 期，2002 年 10 月，第 123 頁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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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承保範圍以或健保詐欺問題，病患可以向健保局或相關機關申訴，非屬於「醫

療糾紛」所欲涵攝的範圍；（二）醫病之間關於醫德方面之爭執，例如醫師收紅

包或是看診的態度不佳，惟此係近來病患權利意識高漲下所產生的爭執型態，而

關於醫德之爭執通常僅係醫療糾紛的導火線而已，亦非「醫療糾紛」所欲涵攝的

範圍；是以「醫療糾紛」的狹義意義，亦即一般關於醫療糾紛的討論應是集中在

（三）「醫病之間關於醫療傷害責任歸屬的爭執」89。 
 

此外，醫療糾紛處理法草案90第 3 條中，也為醫療糾紛作了明確的界定「本

法所稱醫療糾紛，指在醫療過程中，病人與醫事人員或醫療機構間，因傷害、殘

廢或死亡之醫療事故所生之糾紛。」與學者楊秀儀的定義相近。 
 

二、 成因 

 
承上，「醫療糾紛」在定義上係指「醫病之間關於醫療傷害所生責任歸屬之

問題」，依照楊秀儀教授之主張，所謂「醫療傷害」，如從結果面觀之有（一）藥

到病除，亦即正面的醫療結果（beneficial outcome），以及（二）藥到命除，亦

即負面之醫療結果（adverse outcome）兩種91。會引發醫療糾紛的通常是負面的

醫療結果出現，而負面醫療結果的成因則可分為：（一）因過失所引發的，因醫

師過失診斷錯誤而延誤病情、因護士過失而拿錯藥、放射治療師過失射錯部位、

醫療院所在病歷管理上有過失等；（二）非因過失所引發的，包括可預見的傷害

如併發症、副作用等，以及不可預見的傷害亦即純粹之醫療意外，如特異體質等
92。 
 

將醫療糾紛發生的成因加以區分的實益在於不同的負面醫療傷害成因應依

照不同的歸責原則加以處理，在因過失所引發的醫療傷害，按照我國現有的「過

失責任主義」的歸責基礎，應當循民法第 184 條以下關於侵權行為之規定加以處

理。在非因過失所引發可預見的醫療傷害，則楊秀儀教授以為按國際間近來的討

論發展，應當循「告知後同意法則」作為歸責原則，亦即當醫師已對於病患作適

切完足的告知，而獲得病患同意進行醫療行為，則病患應自行承當發生可預見之

醫療傷害之風險，反之，如醫師未盡適切的告知抑或未得病患同意進行醫療行為

時，則相關的風險負擔應轉嫁由醫師自行承當。且在我國醫師法已經將醫師的說

明義務內入規定的現狀下，醫師違反說明義務時，自可依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將

                                                 
89 楊秀儀，論醫療糾紛之定義、成因及歸責原則，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9 期，2002 年 10 月，

第 123 頁。 
90 94 年 5 月 24 日第六屆行政院送請立法院審議草案，詳見：

http://www.ey.gov.tw//public/Attachment/20050301181638420.pdf 
91 前揭註 89。 
92 前揭註 89，第 124-1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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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法的相關規定認為係「保護他人之法律」，作為推定醫師有過失而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的準據。而在非因過失所引發不可預見的醫療傷害的情形，楊教授則以

為93此種情況醫師既然無從預見，自亦無從告知，是對於此種非因過失所引發之

不可預見的醫療傷害，病人應自行承擔醫療傷害發生的風險，蓋此時該風險為純

粹的醫療意外，本非侵權行為填補損害機能所欲處理者，僅能仰賴在過失主義歸

責基礎以外的無過失補償制度作為解套，國際間現有之醫療傷害無過失補償制度

的有瑞典及紐西蘭，我國在 1996 年，曾有立委沈富雄提出「醫療糾紛處理及補

償條例」草案，其中有關於設立「無過失賠償基金」的想法94，然遲未經通過95。 
 

綜上，本文所欲探討者應為「醫病之間關於過失所引發之醫療傷害之責任歸

屬之爭執」中關於過失有無之判斷及認定。以下先從醫療過失的內涵談起，其次

再說明通常用以決定醫療水準之「醫療常規」之概念，最後敘及在醫療糾紛過失

的認定上，如何透過專業力量的協助決定過失之有無。 

第二節 醫療糾紛過失之內涵 

 
所謂「過失」依照上一章的說明，應當包含注意義務存在（Duty of Care）

以及注意義務違反（Standard of Care）兩個內涵，而在醫療過失中，就注意義務

是否存在，在英美法上多是引用 Donoghue v. Stevenson96一案的旨趣，在該案中，

法院表示任何人都負有不侵害可合理想見會因其行為而受影響之人之義務，是以

如行為人對外是以一個具有特別技術、知識之人而使人信賴者，法院會認為其對

於因其行為而受有損害者，負有損害賠償責任。可見在醫療糾紛的民事侵權行為

中，關於「過失」在概念上，「注意義務存在」此一要件較不成為問題。 
 

值得探究者，應係是否「違反注意義務」之討論97，而是否違反注意義務的

判斷，通常也是如何定「注意義務標準（The Standard of Care）」的問題，此之「注

意義務之標準」在我國法上通常是以「善良管理人」亦即學說上所說的「抽象輕

                                                 
93 前揭註 89，第 127-128 頁。 
94 參立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1631 號，委員提案第 2067 號。轉引自前揭註 89，第 128 頁

註 30。 
95 前揭註 89，第 126-127 頁。 
96 [1932] AC 562, HL. 
97 學者侯英泠表示在德國法上注意義務的違反雖與過失的概念是區分開來的，也就是注意義務

違反並不等同過失，但在專門職業技術人員方面的過失認定上和義務違反上，最後是歸結到同一

個標準。但在法律上的討論是截然不同的兩個層次，第一要討論的是「義務違反」的判斷，主要

是考量在當時的醫療科技水準之下，醫師應為病患負何種義務，倘若不及該醫療水準，則違反了

義務；其次則是判斷「過失」也就是醫師在實際的個案情況下應有的注意義務，侯教授並舉例說

明，原則上開刀後應取出腹內紗布，醫護人員為取出腹內紗布及違反義務，但在判斷有無過失時，

則可能該個案當時視處於緊急情況，而可認定其無過失。參見侯英泠於「我國醫療事故損害賠償

問題的現況與展望」研討會（一）之發言，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9 期，2002 年 10 月，第 1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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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的標準作為判斷。在醫療糾紛之案件中，英美學說上是從 Bolam v. Friern 
Hospital Management Committee98一案中法院所做出的標準為據99，又稱為 Bolam 
Test100。在該案中，法院表示「注意義務標準」，係指一個執行某項業務並對外

                                                 
98 [1957] 1 WLR 582. 
99 Stone and Matthews, Complementary Medicine and the Law, Oxford, 1996, at 166. 
100 Bolem Test 在英國法上的發展有一系列的判決脈絡可供參考，筆者日後將撰文作更深入介

紹，以下簡要敘之，詳參 Alan, Merry, and Alexander McCall Smith, Errors, Medicine, and the Law, 
Cambridge, 2001, at 171. 
(A)Bolam v. Friern Hospital Management Committe 

本案主要是回應英國法院 1955 年的 Hunter v. Hanley 案，該案法院認為在醫學領域，本即有

許多多元豐富的相歧見解，遵循其中一種作法，而與其他見解的作法不一致本身並不足以構成過

失，究竟有無過失的判斷，是以醫師的診斷治療是否欠缺通常應有的注意（ordinary care）為斷。

因此，Bolam 案的法官也認為，本案醫師的作為本身既然已獲得部分醫界意見的支持，當不因部

分相異見解做為醫師有過失之認定。本案的出現成為英國醫療訴訟關於過失要件認定的經典案

例，但是各方的質疑聲浪亦隨之而起，一般的普遍疑慮是倘若按照法院採取以醫療常規、慣行作

為有否過失的判斷（custom test），勢必將帶來兩種影響：其一，法律上醫療水準的決定權將轉而

成為醫療專業自律的一環，很可能造成自律自肥的弊病；其二，以醫療常規、慣行作為醫療水準

的認定，醫療訴訟將過度依賴「專家證人」制度作為勝敗關鍵。 

(B)Marshall v. Lindsay County Council([1935] 1 KB 516.) 

法院在本案表示，這個世界並不是由一群絕頂優秀聰明之人所組成的，因此所謂的「合理注

意（reasonable care）」是指依照一般人的合理、通常作法而行為時應有的注意。訴訟中被提出的

許多種作法當中，法院得擇一作為認定有無違背合理注意的標準，縱使專家認為有其他更好的預

防方式、措施，也不能以此做為醫師有否違背注意義務的認定。專家所謂更好的預防方式、措施，

只能在將來成為該行業慣行之時，始得成為認定標準。概觀而言，仍是採取 Bolam 一案的見解。 

(C)Maynard v. West Midlands Regional Health Authority([1985] 1 All ER 635.) 

本案特殊的地方是在訴訟中，各個專家證人對於手術方式的合理注意的意見顯不一致，原告

所傳之專家證人，認為被告醫師所進行的手術方式並不適當，地方法院的法官採取原告專家證人

的意見，而判定被告敗訴。但上訴法院卻表示，法院並沒有資格檢視各專家證言的內容優劣，在

Bolam 法則之下，被告醫師的方式只要被一群臨床醫師所認可，則不因為有其他專家證人相反的

意見，而做出有過失的認定。 

(D)Edward Wong Finance Co. Ltd. v. Johnson, Stokes and Master([1984] AC 296.) 

Bolam 法則雖然在上述該等案件，似乎已形成法院的基本立場，但實際上，法院仍有有力的

少數見解認為，專業的執業行為究竟有無構成法律上的過失一事的終局判斷者應該是法院，而非

專家證人。例如本案中，香港律師主張其行為符合同業慣行，法院卻指出，符合慣行的行為本身

不足以作為是否善盡謹慎小心注意的證明，蓋其相同的作為並不會實質上降低風險的產生。 

(E)F. v. R.( (1983) 33 SASR 189.) 

本案是一名婦女為了避孕由被告醫師為其作輸卵管結扎手術，她控告被告醫師未向他說名即

便作此手術仍有可能有懷孕的機率，造成她未做其他的避孕措施。法院在本案中指出，醫療常規

或慣行並不能作為醫師有無過失的最終證據，因為醫療常規或慣行本身有可能是不適當的。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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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信其具有得執行該業務的專門知識技術之人所應具有通常合理技術，該人不

必是該專業領域中的佼佼者，但必須是可執行該專門職業技術之通常、適格之

人，其應就該專門知識技術領域所應具備的通常合理之水準負責101。 
 

關於醫療糾紛中的注意義務標準，本文稱之為「醫療水準」在適用上其所應

衡量的要素內容，學說上的討論不一而足，筆者綜合各學說的討論將其內容大要

                                                                                                                                            
醫療常規及慣行不止是為了保護病患的利益，同時也為了保護醫護人員的執業利益及便利而有發

展性、變化性，例如本案中的告知義務即然。是以法院應當檢視該慣行本身是否符合法律所定注

意義務的要求。因此，「最終的關鍵，並不是醫師的執業行為是否符合醫療慣行及常規，而是其

行為是否符合法律所要求的醫療水準。」 

(F)Rogers v. Whittaker((1992) 67 ALJR 47.) 

本案也是被告醫師未善盡告知義務的情形，澳洲法院同樣採取「病人取向法則」，和 Bolam

法則形成對比。 

(G)Bolitho v. City Hackney Health Authority([1997] 4 All ER 771 (HL).) 

英國法院內部雖有贊同與反對以醫療常規作為醫療水準的兩種聲浪，但其基本立場仍是採取

Bolam 法則，認為是否符合醫療水準的判斷，是以執業行為是否符合醫療常規作為檢驗，而此一

基本立場直至本案出現始有動搖。本案的被告醫師對於患有呼吸急迫症的病童未插氣管予以治

療，專家證人指出一般在此種情形醫師多會插入氣管，但被告醫師所傳之專家證人亦有指稱臨床

上是否插入氣管，醫師是有專業判斷空間的。法院對此說明，「在每個個案中，一般都會考量損

益之間的比重，因此，法院接受專家證人意見的前提，是該正言必須使法院瞭解，其如何決定損

益比重而形成應如何作為的結論」，看似調整了 Bolam 法則的內涵，但仍保守地特別強調任何挑

戰醫療常規的情形終究是少數。 

雖然法院僅保守地對於 Bolam 法則略作調整，但這樣的見解卻被近年的加拿大以及澳洲法

院實務判解所採納。其實，在一般對於專業自律自肥的醜陋觀感下，要法院完全採用醫療常規作

為醫療水準的認定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實務上，法官對於醫療專業知識的理解不足的前提之

下，要被告醫師不遵守其同行之間的慣常作法，而去遵守一個未知的、法院終局決定的醫療水準，

真的可行嗎？醫學生在學習的過程就是跟醫療專業領域的師長、同袍學習，遇到困難亦是向此等

人請益，如果在訴訟上，他們必須面對一個外來的、陌生的、不確定的、事後諸葛的醫療水準以

決定他們的作為，是否強人所難呢？又，醫師在臨床上的許多作法，雖是以病患利益的保護為優

先考量，但其他相關因素，特別是經濟因素，也是影響其行為的重大考量之一，但是訴訟上法院

的考量點必定與臨床上的實際作法不同，這種訴訟上的責難是具有正當性的嗎？本文作者即主

張，認為在 Bolam 法則之下，原、被告雙方可以自由的傳對己方有利的專家證人，而法院得在

專家證人的證言之間作取擇，但在「病人取向」法則之下，法院卻自己評估了可能的實質危險，

專家證言可能完全被摒除在外，而當法院的決定是終局、專斷的時候，就難免產生事後諸葛的不

適切判決。 
101 原文摘錄：The test is the standard of the ordinary skilled man exercising and professing to have 
that special skill. A man need not possess the highest expert skill at the risk of being found negligent. It 
is a well-established law that it is sufficient if he exercises the ordinary skill of an ordinary competent 
man exercising that particular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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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本節第一項第二目所述。惟以「醫療水準」作為醫療糾紛中醫師是否違反注

意義務的判定固然在法律的抽象層次上可以論述想像，對於其應有的內涵亦得自

個案的累積歸納得出，然在實際的操作面上，醫療外行的法官以及任何第三人如

何判斷醫師的醫療行為是否符合抽象意義的「醫療水準」呢？此即本文所要加以

探討的「醫療常規」的概念，畢竟醫療為高度專業性、不確定性的科學，關於醫

療水準的決定，與醫療此一專門職業團體本身所形成的常規、慣行作法（本文稱

為「醫療常規」102）有相當密切的關係，遵守或違反此一醫療常規作法在有無「違

反注意義務」的判斷，亦即「民事侵權行為過失」之判斷上是否具有終局性的影

響力？法院對於此一由醫療專門執業團體所形成的「醫療常規」應加以尊重或是

仍在法律層次有自我審查的能力與可能？現行實務在此醫療專業與法院的拔河

賽中又如何看待？特別是在當醫療專業團體對於某一種診療之方式與程序已經

有一致性地、實證性地臨床作法之時候。以上均有賴深究以供實務上運作的參

考，並藉此使醫療糾紛訴訟能有更明確化、可預見性的指標。 
 

第一項  醫療水準 

 

第一目  意義 

 
承前述，關於專門執業人員是否「違反注意義務」，英美法多引用 Bolam Test

作為判斷準據（參本節引言），倘若將此法則運用於醫療此一專門執業人員，如

醫師，則醫師是否違反注意義務的標準，應視其是否與其具有相同醫療專業背景

的醫師進行相同的合理的診療措施103，但須注意的是，學說上強調縱使該種診療

措施在醫療實務上是較少數的作法，按此種少數的診療作法而行為的醫師亦不因

此而需擔負過失責任。 
 

在醫療訴訟中，是否違反注意義務的標準為何，論述各異，有認為是指教科

書、醫學期刊論文上的標準、其他同業的資深醫師的證言、或是醫院內部自訂的

工作手冊等。本文以為「醫療水準」應是法律概念，亦即在醫療糾紛中醫師所應

盡的善良管理人注意程度的判斷，至於「醫療水準」因涉及醫療專業，而有必要

仰賴醫療專門執業團體所訂定的各項規則協助判斷，則是另一問題。本文所要探

討的是：當醫學專業對於某一種診療之方式或程序有一致性地、實證性地作法

                                                 
102 其他文獻上亦有其他的稱法，如「醫療行為準則（行為規範）」、「醫療習慣」。參見「我國醫

療事故損害賠償問題的現況與展望研討會（一）」，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9 期，2002 年 10 月，

第 107 頁、葉益發，醫療行為與過失犯—以日本藥害愛滋病事件為例—，法務部司法官訓練所法

學研究報告合輯（第四輯）司法官第 45 期，中華民國 95 年 9 月。 
103 Supra note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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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對於該已無異議被肯定之「醫療常規」，是否能夠作為法律上所要求之「醫

療水準」？ 
 

第二目  內涵 

 
醫療訴訟中醫師是否違反注意義務，首要確定的是注意義務的標準何在？倘

若只是抽象的以「善良管理人」之概念代之，不僅操作不易，也會造成訴訟程序

散漫，筆者以為其具體的內涵應如下述，在醫療訴訟中當事人雙方以及法院應以

此些判準作為著力點始是。 
 

第一款  醫學水準（Keeping Up To Date） 

 
學者邱聰智以為「醫師為提供病人以行為時之妥當的醫療給付，負有隨時汲

取醫學知識及技術之義務，其不盡此義務而冒險行醫者，即不免於過失」，因此

醫師負有就醫療當時所應當具備的醫學水準提供醫療給付，否則即有過失104，惟

應注意的是縱然此後醫學水準已經提高，也不能以此認為醫療當時的醫療行為是

有過失的105。 
 

在日本法之發展上亦有相同論述。按黃鈺瑛研究結果，日本法上有關於醫療

水準的探討，最早始於早產兒視網膜症的醫療判決106。所謂的「早產兒視網膜症」

是因早產兒照護上，通常會在其出生後放於保溫箱中使其接觸大量氧氣以為照

料，然而早產兒的網膜血管發展未完全，在高濃度氧氣的環境中將因為網膜強烈

收縮使動靜脈血流停止產生缺血狀態，並且造成血管閉塞，此時血管會長出新增

組織，以維持氧氣量，但是此種新增的血管亦較薄弱，血漿容易自新增血管中滲

出，而可能引起視網膜剝離並導致失明。而關於早產兒視網膜症的治療方法，在

                                                 
104 邱聰智於其文中論述時，係以「醫療水準與過失」作為標題，然查其內容，係在強調決定「醫

療水準」的時間點應如何決定的問題，本文既然以「醫『療』水準（standard of care）」作為在醫

療訴訟中注意義務是否違反的判斷標準，不單單考慮時間點的要素，另併須考量本目所列的其他

環境因素、裁量因素等，是為避免混淆，將標題定為「醫『學』水準」以與本文所要探討的主軸

即「醫療水準」相區辨。 
105 邱聰智，醫療過失與侵權行為，民法債編論文選輯（中），鄭玉波主編，五南，73 年 7 月，

第 602 頁。「醫療水準」與「過失」的關連性，以及「醫療水準」應當包括哪些內涵，其實在英

美法的相關文獻中雖多有記載，但其在論述的完整性以及層次性上多有不足，邱文可謂係國內首

次對於醫療水準的內涵以及其與過失間的關連性加以探討，且論述亦最周詳者，對於筆者研究助

益甚多。 
106 黃鈺瑛，從醫療水準談婦產科醫療責任注意義務之認定，律師雜誌第 308 期，第 36-47 頁。

本文蒐集民國 88 年 8 月至 92 年 6 月間，可自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之「一、二審判決書查詢」

系統中調閱之婦產科醫療判決，共 120 件（74 個事件），歸納出我國法院對於婦產科醫師注意義

務之認定情況，對於我國實務關於注意義務的判準可謂係有系統性的整理，貢獻頗著，對於判決

的剖析亦甚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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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發展約可分為幾個時期，首先是在昭和 43 年 4 月（1967 年 4 月），天理

病院永田誠醫師發現了光凝固法的治療方式，並發表於期刊中；其次，是在 1972
年經過多方對於光凝固法的試驗，光凝固法治療已經獲得許多專家的肯定；再

次，於昭和 50 年 3 月，日本厚生省衛生福利部作成「未熟兒網膜症的診斷及治

療基準的研究報告」，而於同年 8 月發表於眼科學會會誌。 
 

在關於此種早產兒視網膜症的案例中，日本實務認為醫療水準係指「臨床實

踐上的醫療水準」而非學理上之醫療水準，其次是在時間點的選擇上，則認為至

少是該新興的技術已經在業界廣泛地被討論，始得作為醫療水準的判斷準據，茲

敘述如下： 
1. 實務上或學理上的選擇： 用以衡量醫療訴訟中過失之有無所使用的醫療水

準應當是「學問上的醫療水準」抑或是「臨床上實踐的醫療水準」107，黃

鈺瑛援引日本昭和 57 年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廷 3 月 30 日判決「從事人生命

及健康管理者，依其業務之性質，對於危險之防止，必須盡實驗上所必要

之最善注意義務。惟其成為右注意義務之基準者，乃診療當時所謂的於臨

床醫學實踐上的醫療水準…」，而認為日本法上係認所謂的醫療水準係指

「臨床實踐上的醫療水準」而言。 
2. 實務上發展階段的選擇：由於一個新興的醫療技術從初始臻於成熟，需要

經過相當的時期，例如在萌芽期，可能只是個人醫師將其研究心得發表於

期刊中；發展期時，因為學術發表以及研討會的廣泛討論，可能已經形成

客觀化的共識；成熟期時，由於該治療方式已經普及化，得合理期待開業

醫師知悉並臨床上操作該醫療技術，此時該技術本身得認為是用於相關案

例的醫療訴訟中，用以衡酌過失與否的醫療水準。在各該時期中，此醫療

技術所能獲得的肯定也是逐步遞增的，是日本學者以為是否能將一個新興

醫療技術認定為醫療水準應考量該醫療技術的難易度、疾病輕重程度、對

此醫療技術關心並討論的醫師群數目、醫療設備是否完全等等而為考量。

日本實務在關於醫療水準如何適用的時間點上，係以昭和 50 年 8 月作為認

定的時間點，蓋於該時點光凝固法已經廣泛討論，並經政府部門作成研究

報告，再刊登於醫學會的會誌中，已得合理期待一般的開業醫對於光凝固

法不僅知悉且實務上踐行，應可認為係用以判斷過失與否的基準。 
 

第二款  醫師水準（專業領域、經驗）（Specialists and the 

inexperienced） 

 

                                                 
107 植木哲，「醫療判例がぃど」，有斐閣，1996 年，第 298 頁。轉引自前揭註 106，第 43 頁註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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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邱聰智以為一般科醫師與專科醫師在執行醫療業務時，由於其對於某個

特定疾病的了解以及所受的訓練並不相當，因此在判斷過失有無所應盡的注意義

務自有不同108。但其也強調一般科的醫師所應盡的注意義務雖與專門科醫師所應

盡的注意義務作不同之判斷，然而一般科的醫師在診療時，如判斷該疾病並非其

能力所得診療者，應有使病患接受專門科醫師診療之義務，一般科醫師應告知並

轉介專門科之醫師為治療，否則為有過失；而一名專門科之醫師如僭越自己的專

門領域，就其專科以外的疾病為診療，亦應相同處理，僅在有特殊緊急情況始得

免除過失責任。是以，我國學者邱聰智所提出的醫師水準，應當係指醫療糾紛中，

以醫師是否具備診療該疾病所應具有醫療知識及專門訓練，作為過失有無之認

定。需注意者，學說上也特別提到醫療水準固然會隨著醫師的專業領域而異，惟

醫師個人的經驗不足並不能作為免除過失責任的抗辯109，縱然醫療訓練中，醫師

的知識技術有許多都是靠醫療實務過程的經驗累積，醫師仍時時刻刻負有義務使

自己的知識經驗能夠與在其專業領域的其他醫師並駕齊驅，包括閱讀其專業期刊

中有關新的知識技術的介紹。 
 

在上開日本案例中亦探討專業領域之適用，亦即，早產兒的照護一般需要小

兒科醫師、及婦產科醫師會診，如就早產兒視網症而言，則屬於眼科醫師的專業

領域範圍，而非屬於小兒科與婦產科醫師的專業範圍，因此就光凝固法此一醫療

水準的形成時點在眼科醫師與婦產科、小兒科醫師應當作不同的認定，廣島地判

平成 4 年 10 月 12 日判決即表示「…研究報告之內容，在 50 年新生兒委員會發

表『為早產兒視網膜症預防指針』…於本件醫療時，作為光凝固為實施前提的眼

科檢查尚未於一般的婦產科開業醫中廣泛的普及，所以於婦產科之開業醫中，尚

未形成醫療水準」110 
 

此外，關於傳統醫學是否亦應適用一般通常醫療行為所應具備的醫療水準，

英美文獻上曾有討論。自古以來醫療專業就常常有許多不同的派門（school or 
system），雖然這些不同的派別近年來已逐漸轉化為「通常醫療行為（the regular 
practice of medicine111）」，但仍有一些少數的派別，如骨療法、脊椎按摩療法、

基督教科學（Christian Science），並未被融合為「通常醫療行為」的一部份，而

獨立留存在一些地區中。實務上有認為某一個派別的醫療方式是否符合醫療水準

的決定必須按照該派別的標準來決定，特別是在骨療法這一個派別，因其已漸等

同傳統醫學的代稱，故特別允許其醫療水準的判定依其派別為判斷。但是當兩個

派別之間沒有顯著差異的時候，其所適用的醫療水準則應相同。除了上述所提到

的骨療法以及脊椎按摩療法之外，法院實務現在通常會拒絕承認不同的醫療實務

作法。甚至是對於這些少數被承認的醫療派別，部分法院也認為他們必須要符合

                                                 
108 前揭註 105，第 602-604 頁。 
109 Supra note99, at 167. 
110 轉引自前揭註 106，第 45 頁。 
111 McCoid, Care Required of Medical Practitioners, 12 Vand.L.Rev. 549, 562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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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醫療水準，特別是在它們醫治非屬其專業的病痛的時候112。另外也有些法

院，卻也承認特定的醫療派別例如脊椎按摩療法，在以其專業的治療方法治療時

（不跨其他非專屬的醫療領域時）可以以該派別自己的醫療水準來作為其注意義

務的衡量方法113，學說上也有認為一個特殊的醫療派別要主張以該派別自身的醫

療水準作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的衡量時，應當以能提出該專業派別的醫師是否具

備適格性的判斷準據為標竿，也就是只有該派別本身已經有一個判斷是不是具備

該派別適格醫師的標準後，才能主張法院考量其派別的特殊性准其以該派別的注

意標準作為過失有無的認定基準114。實際上，當法院認同少數的派別可以以其自

身的醫療水準作為衡量時，法院多半會很小心去選定此等少數的派別，而且當這

些醫師跨出其專業領域提供醫療服務時，其醫療水準的認定仍然必須回歸一般正

常的方式。這些派別，在各個專科上，皮膚醫學與神經醫學、心理學、牙醫學、

護理等等，法院均認同其可以該領域自身的醫療水準作為衡量的依據115。倘若被

告醫師的所有對外的行為舉止表現是將自己作為某個領域的專家，則法院在衡定

其醫療水準的時候也會以相同的高標準來要求他116。 
 

此外，醫師水準應採平均值或是以合理適格的醫師的標準作為衡量？在英美

的文獻上關於醫師水準應該使以「平均一般」的醫師的情況作為衡量的基準，或

是以一個「合理適格」的醫師的情況做為基準，在實務運作上各有法院判決支持
117。支援平均一般基準的有 Brune v. Belinkoff118, Shier v. Freedman119, 而支持以

「合理適格」的醫師的作為作為衡量基準的則有 Blair v. Eblen120, Shilkret v. 
Annapolis Emergency Hosp. Ass’n121。一般而言，是以「合理適格」的醫師標準較

被廣為接受。一般認為採取平均標準的缺點是因為在這個標準之下，一個具有相

當基本能力的醫師，也可能因為他的能力是在平均值之下而被判定為有過失，採

取這樣的標準，一定會有一半的醫師因為在平均值之下而被判定為有過失，並非

                                                 
112 Kelly v. Carroll, 36 Wash.2d 482, 219 P.2d 79, cert denied 340 U.S. 892(`950).(drugless 

healer);Restatement, Second, Torts §299A , Comment f (1965)(requiring minimum skill and 

knowledge) 
113 Sutton v. Cook, 254 Or.116,458 P.2d 402(1969) 
114 Supra note99, at168. 
115 Rickett v. Hayes, 256 Ark. 893, 511 S.W.2d 187 (1974). 
116 英美法上的實務判解有 Simpson v. Davis, 219 Kan. 584, 549 P.2d 950(1976)，本案法院認為當牙

醫師從事牙髓病學的相關治療時，就必須以牙髓並專家的注意標準要求之；另 Bultler v. Louisiana 

St. Bd. Of Ed., 331 So.2d 192(La.App.1976)本案法院任微生物學教授如果監督有關血液採樣的研

究計畫，既應改以等同於醫師的醫療水準被要求，參見 Restatement, Second, Torts §299A, comment 

d(1965)。 
117 King Joseph H., Thee Law of Medical Malpractice in a Nutshell, West Pub. Co.,1997, at 63-4. 
118 354 Mass. 102, 235 N.E.2d 793 (1968) 
119 58 Wis.2d 269, 206 N.W.2d 166 (1973) 
120 461 S.W.2d 370(Ky.1970) 
121 276 Md. 187, 349 A.2d 245(1975) 



 43

一個有效的衡量標準122。 
 

第三款  醫師之說明義務與其他的法定義務 

 

一、 說明義務 

 
（一） 內涵與適用： 
 

醫師的說明義務，文獻上又有譯自美國之 Informed Consent 而作「告知後同

意」的說法。其旨趣係為尊重病患自主權，醫師的醫療行為應當在病患獲得充分

告知而了解的前提下進行，而非僅基於醫師單方的意思為之，顛覆了傳統醫師父

權的想法。學者楊秀儀定義「告知後同意法則」為「醫師對於病人之說明義務，

亦即醫師有法律上之義務，應以病人得以理解之語言，詳細告知病人病情、可能

之治療方案、各方案之治癒率、併發症、以及不治療之後果等重要資訊，以利病

人做出合乎其生活型態之醫療選擇」123。 
 

醫師之說明義務在內涵上應包括有124：1.說明（Disclosure）：醫師提供充分

之醫療資訊，包括病情的狀況、各種可選擇之治療方式、潛在危險、專業建議等、

2.理解（Understanding）：美國實務上要求醫護人員應以一個合理的病人所能理

解的方式來提供資訊、3.自願（Voluntariness）：病患得就相關的醫療資訊自主地

作成醫療方式的決定，不得有強暴、脅迫或使其自我決定受到任何限制、4.識別

能力（Competence）：病患有理解及判斷該醫療資訊之能力，能綜合其經驗、成

熟度、責任感及獨立判斷作成決定、5.同意（Consent）：病人須自發性地授權醫

療介入。其實學說上也認為告知後同意並不以完全的了解及自願為必要，因為現

實上並不可求，最重要的核心觀念是醫師是否告知病人「實質的風險（material 
risk）」，在美國實務上法院並沒有明確地在「實質風險」與「非實質風險」之間

畫出界限，其間的判準是：該風險如將影響病人的決定，即屬「實質風險」125。 
 

醫師之說明所應該含括的內容雖然不易特定，惟學說126上一般認為醫師應告

知病患者有：說明病症診察結果、之所以採取某一醫療行為的理由、醫療程序的

                                                 
122 Restatement, Second, Torts §299A, comment e(1965) 
123 楊秀儀，「誰來同意？誰來決定？從告知後同意法則談病人自主權理論與實際：美國經驗之考

察」，臺灣法學會學報，第 20 期，88 年 11 月，第 367-406 頁。 
124 楊秀儀、雷文玫審閱，劉汗曦、蔡佩玲、林欣柔譯，健康照護倫理—臨床執業指引，新加坡

商湯姆生，2006 年 8 月，第 159 頁。原著：Raymond S. Edge, John Randall Droves, Ethics of Health 
Care: A Guide for Clinical Practice 3e, Thomson Learning, 2006. 
125 前揭註 124。 
126 葉柳君，醫療事故損害賠償問題之研究，臺北大學碩士論文，民國 92 年 7 月，第 34-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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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風險與後果、其他可為替代的醫療行為、拒絕治療的風險等。至於醫師之說

明應至何程度始為有效之說明？學說上亦有三種標準 127 ，專業醫師標準

（professional disclosure standard）是以一名理性的醫師在相類同的情況下所會

向病患說明的事項為標準，但此種標準是以醫師的立場而認定，對於病患的保護

不足；另有合理病人標準（reasonable patient standard），係指醫師就醫療資訊應

否告知應以該風險是否會構成病患行使自主決定權時的影響因素作為判定；至於

具體病人標準（subjective patient-oriented standard），本說是以絕對的病患自主

權出發，是否應為告知，完全取決於個案中病患所需。學說上一般以理性病人標

準在適用上較為容易，而且能兼顧醫師執業上需求與病患自主權之實現，而採贊

同理性病人標準的見解128。 
 
（二） 說明義務在我國的法律定位 
 
1.說明義務的法律依據： 
 

按葉柳君就我國醫師說明義務相關文獻的整理，醫師之說明義務在我國的法

律定位，約可分為幾類129： 
 
（1） 在將醫病關係以契約處理的類型中130，有將說明義務認為是委任契約中

受任人基於醫病關係之信賴所應負的報告義務（民法第 540 條：「受任人應將委

任事務進行之狀況，報告委任人，委任關係終止時，應明確報告其顛末。」），按

楊秀儀教授之觀察，我國醫療糾紛案件在馬偕肩難產案以前，都是以意定委任契

約作為說明義務的法律依據131。亦有認為應將說明義務歸類為醫療契約中的附隨

義務層次132，另有從日本法分析，而認為說明義務應當區分為為取得有效承諾之

說明義務以及療養指導的說明義務，前者為從給付義務，後者為醫師醫療給付的

                                                 
127 參見前揭註 126，第 36-37 頁，對於現有學說上的見解有完整歸納。 
128 前揭註 126，第 38 頁。 
129 前揭註 126，第 39-41 頁。該文將國內文獻的說法統合為六大類型，本文依基礎法律關係的

不同將之歸納為三大型態，附帶說明者，葉柳君文中雖將醫師的說明義務作為阻卻違法事由要素

也整理成一種法律定位，惟筆者以為構成要件的同意與違法性層次的同意本有其不同內涵，醫師

的任何醫療行為如不具有緊急性考量，其本質上既屬侵入性質，若未經病患明示或默示同意，其

行為具有違法性自不待言，然而學說上之所以對於「告知後同意法則」或醫師的說明義務的法律

定位有所爭論，實係因為「告知後同意法則」或說明義務所要求的是除了允為醫療行為的進行外，

更進一步要求醫師對於其醫療行為所可能產生的風險、替代方案、併發症等與病人自主決定有關

的資訊為適切之告知，此法則係根源於病患自主權概念之發展，已非違法性層次的同意所得含括

者，是將該文中關此法律定位之說明排除在本文之分類之外。。 
130 林美珠，全民健保中醫門診總額支付制度實施前醫療服務品質之研究—以病人滿意度為評量

方法，陽明大學衛生福利研究所碩士論文，90 年 6 月。轉引自前揭註 126，第 39 頁註 76。 
131 楊秀儀於「我國醫療事故損害賠償問題的現況與展望研討會（一）」發言，臺灣本土法學雜誌

第 39 期，2002 年 10 月，第 111 頁。 
132 許純琪，醫病關係中的告知後同意，臺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91 年 7 月，第 89-9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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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份，為主給付義務133。 
 
（2） 在將醫病關係以特殊侵權行為處理的類型中134，有將說明義務的違反認

為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欠缺「合理可期待之安全性」的判斷135，違反說明義務，即

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 2 項「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之生命、身體、健

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理危險之方法」負無過失之損

害賠償責任136。 
 
（3） 在將醫病關係以一般侵權行為處理的類型中，則為較多的學者所採用，

惟其立論的根據則有不同。有認為醫師的說明義務從權利面向觀之，應為病人受

告知的權利，而此受告知之權利應被提升為病患自主權之層次，亦即屬於與病患

自我決定以及自我意思自由相關涉的人格權，為民法第 18 條及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權利」之內涵，如受侵害，得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請求損害

賠償；另則有楊秀儀教授認為醫師的說明義務的違反是完全獨立的歸責型態（參

見 34），亦即在「因過失所造成的醫療傷害」，在按我國侵權行為法係採過失責

任主義的前提下，應當由過失的行為人即醫師負責，惟在醫師並無過失的情況，

此種「非因過失所造成可預見的醫療傷害」，即應依「告知後同意法則」作為責

任分配的準據，是當可預見的醫療傷害發生，而醫師並無過失的情形，究竟由醫

師或病人承擔該醫療傷害的損賠風險應視醫師是否曾盡說明義務137，此時在法依

據上是屬於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違反保護他人法律」的情形，蓋醫療法第 63、

64、65、79、81 條138、醫師法第 12 條之 1139在客觀上足認為係直接或間接保護

                                                 
133 楊慧鈴，醫師說明義務之研究，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79 年 7 月，第 74-75 頁。轉

引自前揭註 126，第 39 頁註 78。 
134 前揭註 126，第 41 頁。 
135 陳忠五於「我國醫療事故損害賠償問題的現況與展望研討會（一）」發言，臺灣本土法學雜誌

第 39 期，2002 年 10 月，第 110-111 頁。 
136 學者陳忠五以為國內在討論消保法的無過失責任時，常常直接套用國外的過失與無過失的概

念，然而對於消保法無過失責任正確的理解一定要與「無過失」的概念脫鉤，而認為消保法與傳

統的侵權行為法只是在責任的分配上從「過失」與否，改為是否「欠缺合理可期待之安全性」，

亦即在風險分擔的標準已有所變異，而非在以「過失」作為風險分擔的前提下，選擇以「無過失」

作為其損害賠償之準據，立論精闢。參見陳忠五於「我國醫療事故損害賠償問題的現況與展望研

討會（一）」的發言，刊載於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9 期，2002 年 10 月，第 113 頁。 
137 前揭註 126。 
138 民國 94 年 2 月 5 日 修正之醫療法，相關條文如下： 

第 63 條    醫療機構實施手術，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理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說明 

            手術原因、手術成功率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並經其同意，簽具手 

            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始得為之。但情況緊急者，不在此限。 

            前項同意書之簽具，病人為未成年人或無法親自簽具者，得由其法定代理 

            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簽具。 

            第一項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64 條    醫療機構實施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侵入性檢查或治療，應向病人或其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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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權益為目的者，可認為其所要求醫師及醫療機構之法定說明及告知義務之規

定為保護他人之法律，醫師及醫療機構倘違反此法定義務即可推定有過失，而成

立侵權行為。 
 
2.構成要件層次與違法性層次說明義務的區辨： 
 

關於說明義務究竟是侵權行為之構成要件層次或是違法性層次的問題，國內

學說並無何探討。學者侯英泠表示在德國法上二者有明確區分，在構成要件上層

次上有兩個概念，即「自主權的說明義務」與「安全的說明義務」140。所謂「自

主權的說明義務」是指是否進行醫療行為並接受其風險的決定，應由病患自主作

成，病患可以選擇接受或不接受治療、或是接受其他種的治療，在此一層次上，

是否說明本身涉及是否侵犯病患的「自主決定權」，而由於「病患自主權」本身

即屬「權利」，因此未予說明時，其行為根本不是醫療行為，而為侵權行為；至

於「安全的說明義務」則是指與醫療行為相結合的，例如為病患進行結紮手術時，

應該告訴病患結紮後的一段時間仍然要進行避孕措施，其未告知並非侵犯病患的

                                                                                                                                            
            代理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說明，並經其同意，簽具同意書後，始得為 

            之。但情況緊急者，不在此限。 

            前項同意書之簽具，病人為未成年人或無法親自簽具者，得由其法定代理 

            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簽具。 

第 65 條    醫療機構對採取之組織檢體或手術切取之器官，應送請病理檢查，並將結 

            果告知病人或其法定代理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 

            醫療機構對於前項之組織檢體或手術切取之器官，應就臨床及病理診斷之 

            結果，作成分析、檢討及評估。 

第 79 條    醫療機構施行人體試驗時，應善盡醫療上必要之注意，並應先取得接受試 

            驗者之書面同意；受試驗者為無行為能力或限制行為能力人，應得其法定 

            代理人之同意。 

            前項書面，醫療機構應記載下列事項，並於接受試驗者同意前先行告知： 

            一、試驗目的及方法。 

            二、可能產生之副作用及危險。 

            三、預期試驗效果。 

            四、其他可能之治療方式及說明。 

            五、接受試驗者得隨時撤回同意。」 

第 81 條    醫療機構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理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告知其病情、

治療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不良反應。 

139民國 91年1月16日修正之醫師法第 12-1 條「醫師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家屬告知其病

情、治療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不良反應」。 
140 侯英泠於「我國醫療事故損害賠償問題的現況與展望研討會（一）」發言，臺灣本土法學雜誌

第 39 期，2002 年 10 月，第 1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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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權，但是其醫療行為之施行並不符合醫療水準，應認為是有過失。至於「阻

卻違法的說明義務」是指醫療行為本身是否正當且必要的問題，根本不需考慮說

明義務。日本法上則同樣有如同德國法的區分，認為說明義務有「為了取得病人

同意的告知說明」以及「給與病人診療上的指導說明」141。 
 

日本法以及德國法上為說明義務所做的區辨，儘管所使用的名詞不同，但是

在內涵上應係相同，按筆者的理解，是兩個層次的問題，亦即第一，說明之有無

的層次，如未說明，則屬於侵害病患自主權，係侵害權利的問題；第二，說明的

範圍的層次，是在個案的判斷上，其說明與醫療給付是結合一體的，則說明義務

的違反就認為是有過失；第三，與說明並無關係，而已經涉及醫療行為給付的核

心的情況，則該醫療行為是否符合醫療水準並且必要、正當，則可能在構成要件

層次或違法性層次處理。 
 

美國法上，楊秀儀教授則指出，美國法並未作如此的區分，蓋透過各州訂定

成文法認為醫師有說明義務而病患有決定自主權後，權利的存在本身相當清楚，

在個案的討論上就是說明義務範圍之判定問題，而個案上是經由是否阻卻違法的

層次來處理的142。說明義務之「有無」是客觀問題，是要從意定契約或是法律規

定上找根據，至於說明義務之「範圍」則是個案上的衡量問題，可以是從專業醫

療觀點或是病患觀點作為判準。說明義務之「有無」及其「範圍」在「侵入性之

治療」是法定的義務，由於侵入性本質上為侵權行為，因此需要藉著病患同意取

得阻卻違法的依據；至於「非侵入性之治療」則需視意定內容如何來作判定。 
 
（三） 小結 
 

關於說明義務的法律定位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爭議，且係具有重要性的爭議，

原因在於我國實務判決往往避開過失與否的判定，而直接以說明義務的違反作為

推定醫師有過失的認定，誠如學者侯英泠所言，法院作為醫療專業的外行人，對

於過失有無根本無從判斷，在法律的層次上所得掌握的僅有「說明義務」而已
143144。 
 
                                                 
141 陳怡安於「我國醫療事故損害賠償問題的現況與展望研討會（一）」發言，臺灣本土法學雜誌

第 39 期，2002 年 10 月，第 113 頁。 
142 楊秀儀於「我國醫療事故損害賠償問題的現況與展望」研討會（一），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9 期，2002 年 10 月，第 112-113 頁。 
143 前揭註 140，第 108 頁。 
144 筆者此前研究醫療訴訟的相關判決時，常不解何以在多數的法院判決中，常常引用「說明義

務」、「告知後同意法則」作為訴訟成敗的關鍵因素，特別是「告知後同意法則」在實際操作上，

其實仍就有許多模糊地帶，本身尚非明確的法律概念，甚至在法律定位上，學說爭議甚鉅，直到

讀到侯英泠教授此一結論，始解疑惑。我國醫療訴訟判決以說明義務的違反作為推定過失的論據

以迴避過失與否的認定，黃鈺瑛曾作實證分析證實，日後盼有相關的實證追蹤研究，以促實務強

化對於醫療常規的運用、並區辨說明義務及醫療水準在醫療訴訟中的不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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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思考是，一般的學說在討論說明義務時，多將之定位在侵權行為的構

成要件層次，可能是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權利」的內涵，也有可能是藉由醫師

法、醫療法的規定，以第 184 條第 2 項推定有同條第 1 項前段「過失」的內涵，

筆者以為綜上所述，告知的有無固然在立法例上將之提升為「病患自主權」的層

次，沒有告知即係侵害病患自主權，在我國法當然也可以考慮尋求民法第 18 條

一般人格權去作延伸，或是從第 195 條所新增的「隱私權」作延伸，探求其法律

的論據，惟按現行醫療實務，真正的爭議點並不是在有無說明一點，依筆者自身

的了解145，以現有的教學醫院、醫學中心的實務，煩惱的是究竟要如何作說明，

醫師表示即便告知病人、並詢問其是否有其他不了解的地方，予其考慮、思考的

期間後在同意書上簽字146，事後有醫療糾紛發生病人仍會主張其未受告知，如果

把要告知的事項全部都列印在紙上，厚厚一本，則在醫療訴訟中，仍舊會被判定

為無效的告知，對於醫院而言，除非在告知時都全程錄音錄影，否則面對病患提

出未受告知的抗辯時，幾無舉證能力。因此筆者以為，說明義務本身固然是法院

在個案上較容易處理的法律概念，但是長久以說明義務違反替代過失判定的發

展，不僅使的過失得概念在醫療訴訟中萎縮，是否有過失也總是成謎，對於無辜

的病患抑或認真負責之醫師、甚至以過失為歸責基礎的侵權行為法發展均非正

途，筆者以為在兼顧病患決定自主權以及說明義務具體化之困境之下，說明義務

的違反應當從其他的過失標準中抽離，在個案判斷上，應從過失的其他內涵先作

探求，僅在醫師並未具有過失（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過失」）的情形，始

認定有無說明義務的違反，而依第 184 條第 2 項「推定過失」，亦即說明義務在

此僅作為醫師無過失時的風險分配原則。 
 

二、 其他法定義務 

 
學者邱聰智以為我國醫師法、醫療法中關於病歷記載、不得拒絕應診等規

定，亦屬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保護他人之法律」，醫師或醫療機構有違反時，

亦應推定為有過失，而應負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責任147。 
 

第四款  醫療環境（醫療地區、醫院規模設備） 
                                                 
145 筆者於司法官訓練所受訓期間，曾於 95 年 11 至 12 月於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進行司法官

至醫療院所實習訓練，有幸與台大醫院各科的優秀醫師交換心得內容。 
146 參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之「醫師權利與義務」手冊，其中收錄「台大醫院病人檢查

或治療同意書簽署作業程序書」第 6.2 點「有關檢查或治療之相關說明，由負責醫師為之需注重

對病人或家屬的告知與說明、持續提供討論機會，以使病人或家屬能提出其任何顧慮及疑問」、

第 6.3 點「醫師應提供的資訊包括：檢驗或治療的目的、診斷的細節及不確定性、各種治療的選

擇（包括拒絕治療）、解釋每一種治療選擇的可能好處及成功率以及醫師建議的治療方案、各治

療方案已知可能的副作用及風險、醫師正在進行中可能與病人之治療有潛在性利益衝突的研究計

畫、總負責醫師的姓名、提醒病人隨時可以改變他的心意」，台大醫院秘書室印製，94 年 10 月。 
147 前揭註 105，第 603-604 頁。 



 49

 

一、意義 

 
醫療環境是指因醫療地區差異，所可能享有的醫療資源、資訊、技術等的不

同，自不能強求離島地區之醫師與城區醫師負擔相同之注意義務，而醫療環境不

僅是過失的衡量因素之一，也會影響被傳喚到庭的專家證人證言的適格與否。學

者亦有主張較落後地區之醫師，於患者就醫時，應儘可能使患者前往較進步地區

接受較高水準醫療之機會，未善盡此義務時，即難援引醫療環境阻卻過失責任148。 
 

二、日本法之發展 

 
在上開日本案例中，亦有關於醫院及設備規模之討論。由於醫療技術成為醫

療水準的過程通常是先由教學醫院、漸漸普及到地區性的綜合醫院、嗣為小醫

院、再次為一般的開業醫。因此在確立醫療水準形成的時點時，亦應考量醫院的

規模。黃鈺瑛於其文中引用日本最高裁平成 7 年 6 月 9 日第二小法廷判決，認為

縱在昭和 50 年 8 月以前對於早產兒視網膜症未實施光凝固法，並非一概可認為

以符合醫療標準而無過失，「故對於姬路日赤病院（筆者按：轉院前）的醫療機

關性格，及原告在昭和 49 年 12 月中旬及 50 年 4 月上旬的兵庫縣及其周邊的各

種醫療機關（筆者按：轉院至兵庫縣兒童醫院），於光凝固法知識普及的程度等

的諸般的事情，仍要充分檢討。原審判決認為光凝固法的治療法基準大體上之統

一指針的厚生省報告，係於同年 8 月以降於醫療雜誌上發表，而原告在姬路醫院

受治療時，光凝固法作為有效的治療法尚未被確立，故不能要求姬路醫院要盡到

光凝固法之注意義務之見解，顯然是誤解了兩造間基於醫療契約所要求之醫療水

準」149，主張此一實務見解在日本獲得學說的支持，也可作為我國民事過失關於

醫療水準的認定上所應衡酌的要素150。筆者以為醫療水準的衡酌上，固然應考慮

到醫療院所的規模大小，然而本件判決最末「…顯然是誤解了兩造間基於醫療契

約所要求之醫療水準…」似乎是在探求契約架構下關於注意義務的違反的認定，

如果就我國法制的理解，契約關係的注意義務因當事人雙方建立有更緊密的誠信

相倚，其程度將較規範一般社會生活往來之侵權行為之注意義務為高，本件判決

所作成的結論，究竟係僅針對契約的注意義務而作，抑或在論理上亦得引用於侵

權行為之注意義務，又如何程度地引用，均頗值得省思。 
 

三、英美法之發展 
                                                 
148 前揭註 105，第 603 頁。 
149 前揭註 106，第 45 頁。 
150 前揭註 106，第 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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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介紹英美學說上關於醫療環境之適用法則： 

 
（一）地域標準（ Locality Rules） 
 

法院向來在訂定醫療水準時，都認為醫療水準的決定與地域有關。最狹義的

方式是以被告醫師的執業地域的醫療水準作為衡定時的醫療水準。但是這種狹義

的操作模式（strict locality rule）現在已漸漸被揚棄151。畢竟在過去，因為當時醫

療教育的訓練機會甚至是進修機會因地域有天壤之別，而且許多疾病及醫療問題

都僅存於特定的地區，也造成各地的醫療實務的差異性，「地域標準」還有其正

當性。但在今日，如仍採用「地域標準」，不僅可能出現完全不符合標準的醫療

水準，也可能限制了專家證人的範圍，況且這種醫療領域中的區分法也與醫療實

務逐漸統一的趨勢不相符合。且今日各種通訊管道便利，不論是醫師或是病人要

取得新的醫療知識技術都已經可以忽略地域的因素，因此此種標準在今天已經站

不住腳。 
 
（二）修正之地域標準（同一地域標準 same or similar locality） 
 

接在「地域標準」之後的是修正過的「同一地域標準（same or similar locality）」
152，有一些實務在採用這種地域標準的修正說時，也提到了需要考量事件發生當

時的醫療水準情況153（將時間因素作為修正要素）。實務上對此種修正過的標準

有些爭論，一部份的法院仍然認為在地域之間仍舊會有通訊便利度上的差異，因

此其取得資源的條件並不相當；也有一些法院認為如果過度重視地域因素，無疑

是為地域的醫療水準開了一把保護傘；另也有認為如果「同一地域」的定義過廣，

會減低醫師至偏僻地域或較小地域工作的意願；或有認為當我們將地域要素排除

在醫療水準的考量之外時，只能透過立法而非司法個案來處理。 
 

關於「同一地域標準」法則，究竟什麼是「同一」與否的考量要素？Gambill
一案中法院表示「同一與否的決定並不是兩個地域的人口或是所在位置，而是兩

地的醫療設備、實務運作以及進步情況」154，另外實務上也各有不同的見解，有

些認為應著重在兩地的地域相似性（geographic proximity），有認為應著重人口

統計因素如人口數、經濟、城市大小、居民收入等等155。 
 

                                                 
151 Daigle v. St. Paul Fire & Marine Ins. Co., 323 So.2d 186(La.App.1975) 
152 Gambill v. Stroud, 531 S.W.2d 945(Ark.1976); Bly v. Rhoads, 216 Va. 645, 222 S.E.2d 783(1976) 
153 Little v. Cross, 225 S.E.2d 387(Va.1976) 
154 531 S.W.2d at 948 
155 Shilkret v. Annapolis Emergency Hosp. Ass’n, 276 Md. 187, 196 n.5, 349 A.2d 245, 250 n.5 
(1975),containing discussion of the various definitions of “similar” but rejecting locality rules 
gener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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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有一些取代「地域標準」但仍考量有地域要素的其他標準出現，

Fitzmaurice v. Flynn156一案中，法院就使用「大致相同的鄰近區（same general 
neighborhood）」，另外在 Meeks v. Marx 一案中，法院認為所謂的「同一」是指在

該地域所可得到的醫療與原告所處地域可得到的醫療相當157。 
 
（三）對於「地域標準」的回應 
 

「地域標準」面臨了許多質疑聲浪，實務上有一說認為醫療水準的認定不應

有地域差異158，另外有一說，當有全國所接受的標準的時候，應當以該標準為依

歸，也就是以全國性的標準取代地域標準159。  
 

法院實務上反對地域標準的趨勢愈趨明顯。許多都認為各個專科專家的注意

義務標準應該沒有地域界線160，而應依賴全國性的標準作為判斷醫師的注意義

務、受訓練機會以及現行的醫療水準。另有許多法院都表示單一的地域標準僅僅

為單一的參考因素，並不能作為絕對的判斷依據，法院應該綜合該專業的進步情

況、設備的取得可能性、專科或通科、尋求專科專家意見的可能性、專業設備的

配置情況等等作考量。這種「醫療水準」觀念的擴張也表示「地域標準」已經漸

漸轉往「專業標準」的方向。實際上，法院放棄適用地域標準是一種正向的進步，

特別是法院指明了地域因素僅是參考因素之一，而非決定性因素。隨著全國的醫

療照護水準的進步以及取得資訊更為容易的情況，各個地域標準可能在實際上也

是趨於相近似的。但是這樣的情形在最近一些醫療糾紛法案還肯認某些地域標準

的背景下可能還不會立即彰顯161。 
 

第五款  醫師裁量（Assessing Degrees of Risk） 

 
學者邱聰智指出醫療行為進行過程本即需要相當的嘗試以及錯誤，而醫療的

結果也常常會因為時間不同起了變化，此時醫師就其專業有裁量空間，而就此裁

                                                 
156 167 Conn. 609,356 A.2d 887(1975) 
157 Meeks v. Marx, 15 Wash. App. 571, 574-576, 550 P.2d 1158, 1161(1976) 
158 Los Alamos Med. Center, Inc. v. Coe, 58 N.M. 686, 275 P.2d 175(1954)本案法院認為關於嗎啡

的使用應該不分地域有相同的醫療水準；Webb v. Jorns, 488 S.W.2d 407(Tex.1972)本案法院認為麻

醉劑的給予應該不分地域均採相同準則 
159 Hundley v. Martinez, 151 W.Va.977, 158 S.E.2d 159(1967) 
160 Naccarato v. Grob, 384 Micch. 248, 180 N.W.2d 788(1970); 
Bruni v. Tatsumi, 46 Ohio St.2d 127, 346 N.E.2d 673(1976) 
161 LSA-R.S. tit. 9, §2794A(1)(Supp.1976)(same community or locality);T.C.A.§

23-3414(a)(1)(Supp.1975)(same or similar co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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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空間，縱使產生負面的醫療結果，醫師亦不負過失責任162。 
 

英美法上的討論是從「判斷風險法則」的角度思考，其背後的邏輯是醫療專

業本質上有極大的不確定性，因此醫療人員如以依據某一學派作成專業判斷，如

其錯誤判斷是在可容許的判斷風險範圍內，就不會構成醫療過失163。「判斷風險

法則」與「最佳判斷法則」、「可尊敬的少數法則」是交互應用的，關於後者的兩

個法則將於下文說明（參本節第二項第一目）。在 Haase v. Garfinkel164一案，法

院表示「只要各種不同的、有力的見解之間有差異存在，則醫護人員依據其自身

的最佳判斷所作成的決定，即便在事後驗證出該見解是錯誤的，亦不因此負有醫

療過失責任」。實際上，「判斷風險法則」的用語是對於兩個最基礎的醫療過失原

則的再確認：首先，「判斷風險法則」呼應了「可尊敬的少數法則」，對於醫療執

業人員的專業判斷的尊重，即便醫護人員採取了少數派的見解，甚至該見解在其

後證實是錯誤的，醫護人員亦不因此擔負醫療過失責任。其次，判斷風險法則也

再次強調了過失歸責原則的前提，亦即，醫護人員在未有任何事證證明過失之前

不會僅因損害結果發生而被課與過失責任。損害結果發生或是醫護人員採取某一

種事後證明是無效或是有害的醫療方式本身並不能直接為醫護人員帶來過失責

任。 
 

許多和「判斷風險法則」有關的實際案例都發生在診斷錯誤的情形。在 Todd 
v. Eitel Hosp165一案中，被告病理醫師在作切片檢查時，誤將惡性腫瘤診斷為良

性腫瘤，由於專家證言時均表示該切片檢查即便有誤，亦是屬於可容許的判斷風

險，而非醫療過失，法院最後判決被告醫師勝訴，理由是醫師如已善盡檢查時的

注意義務，僅僅單純把惡性瘤檢驗成良性瘤的結果不會導致法律責任，只有當該

名醫師違反了檢查時應有的注意義務時，才會被課與法律責任。另外在 Hoglin v. 
Brown166，法院也同樣表示，原告因為被告醫師兩次檢驗都確定並無懷孕的事

實，而在進行子宮切除時始發現有懷孕的事實，此一結果本身不能直接導出醫師

有過失的判斷。另外，在與治療有關的案例中，也有適用「判斷風險法則」的情

形，儘管頻率不高。例如在 Kortus v. Jensen167一案中，原告病患在作臀部手術時

坐骨神經受傷，法院判決被告醫師勝訴，並說明專家證人雖然指出與被告醫師所

使用的不同的臀部手術的開刀法，但使用不同的開刀法此一事實本身並不能直接

表示被告醫師是有過失的。法院特別指明「不同的判斷結果並不是有醫療過失的

證明，因為不同的意見仍舊是可以符合相同的醫療水準的」168。此處三個「判斷

                                                 
162 前揭註 105，第 603 頁。 
163 Alan, Merry and Alexander McCall Smith, Errors, Medicine, and the Law, Cambridge, 2001, at 
172-173. 
164 418 S.W.2d 108, 114(Mo.1967) 
165 237 N.W.2d 357(Minn. 1975) 
166 4 Wash.App.366, 481 P.2d 458(1971) 
167 237 N.W.2d 845(Neb.1976) 
168 原文摘錄：[p]roof of a difference in judgment***cannot amount to a proof of malpractice s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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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法則」的實際案例，如果採用「可尊敬的少數法則」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結論。 
 

然而，「判斷風險法則」亦有其界線，當醫療人員為能夠完成所要求的檢驗，

或者其決定的並非基於適當的檢測、確定與適切的事實，或是在作成一個成熟且

及時的決定之前未做必要的準備工作，就不能主張「判斷風險原則」作為保護傘。

法院在 Steeve v. United States169就說明，被告醫師未檢測出原告有闌尾炎是因為

沒有安排原告住院並作所有必要的檢查而然，這已經是過失的問題，而非判斷風

險的範疇。因此，即使醫師已經蒐集必要資訊並作相關的基礎工作，倘若其判斷

的結果與一般的合理可期待的專業醫療水準仍有差距時，依舊是可能被課與法律

責任的。在 Moulton v. Huckleberry170一案，法院更明確地說，「『判斷風險法則』

只有在對於特殊的體質狀況、應遵循的適當程式、或是判斷本身本來就可能有爭

議的情況等等有合理懷疑時，始得適用」171。 
 

實務上要適用「判斷風險法則」是相當容易遭到質疑的，究竟要在何一程度

內劃歸為判斷風險並不明確，法院如果動輒適用判斷風險法則，無疑讓醫療專業

逸脫法律的管制。但我們從實務的案例可以發現有一些適用時的先決條件，首

先，醫師必須是面臨了有數種均為有力的診斷方式或是醫療技術的運用的情境；

其次，醫師必須要將處於同樣情況下的其他適格的醫師所會納入考量的各種因素

也納入作為其作成決定時的判斷根基；最後，其判斷後所得的結論必須符合一般

適格的醫師可以認同者。「可尊敬的少數法則」以及「判斷風險法則」在適用上

稍有不慎確實可能有不公平的情況發生，但是這兩個法則的出現也確實提醒我們

醫療本身是不確定的、應該某程度容許其不同的分歧意見，以及單單不幸的損害

結果發生本身並不能作為歸責的理由，它們同時也強調了為鼓勵醫療科技的進

步，過高的醫療水準所課與的過重責任是會造成反效果的。 
 

第六款  醫療嘗試 

 
學者邱聰智指出醫學本身常須透過新的藥物嘗試以及技能試驗才可能有更

長遠的發展，亦即其本質上有「未知領域」存在，而醫師必須對此未知領域負有

使病患知悉的注意義務。因此醫師在進行新的醫療嘗試時應取得病患同意、並審

慎考量病患之症狀、體質、醫院設備、醫師能力及相關的風險，且備有應急措施

以為因應，否則對該醫療嘗試的風險仍須負過失責任172。 
 
                                                                                                                                            
such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exercise of due care. 
169 294 F.Supp. 446(D.S.C.1968) 
170 150 Or. 538,546,46 P.2d 589,592(1935). 
171 原文摘錄：only where there is a reasonable doubt as to the nature of the physical condition 
involved or as to the proper course to be followed, or where good judgments may differ. 
172 前揭註 105，第 6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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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款  緊急性（Emergencies） 

 
學者邱聰智指出，在醫療過程有時因情況急迫，無法作詳盡的檢查、觀察、

診斷，因此有主張緊急性可作為降低注意義務標準的要件；另有認為注意義務標

準應一致，不會因為情況急迫而受影響，但是緊急性可以作為阻卻其責任的要件

而已，在此意義下，與我國法制上的緊急避難法理相同173。 
 

筆者以為，於我國侵權行為法制觀察，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分別有「故

意、過失」及「不法」兩個要件，前者為主觀歸責、對於行為人之非難，而後者

為客觀歸責、對於行為結果之非價值之判斷174。因此，「不法」在我國的解釋下，

是指行為人的行為造成他人的權利受損害的狀態175，本身即具有「不法性」，與

行為人之行為是否故意過失的判斷無涉，故學說上所討論的正當防衛、緊急避難

等阻卻違法事由，是針對此之「不法」的概念而論；至於本段所討論的「緊急性」，

則應針對「過失」此一主觀非難之要件而論，亦即在醫療過程中，醫師因為情況

急迫所做的醫療處置，其注意義務程度應隨急迫情況而有所調降，固然在法理上

與阻卻違法事由的緊急避難有相似之處，但在法律的解釋適用上，仍應層次謹

然、分明，不宜混作一談。 
 

第八款  醫療成本 

 
在美國法的討論上，將醫療成本納入醫療訴訟之過失認定要素的論述越來越

多，論者以為醫療訴訟在近年大幅增加、訴訟成本急速成長，主因在於醫療訴訟

中關於過失的認定過於嚴苛，這其實也是因為醫療進步，使得醫師的訓練、素質、

或是醫院的硬體設備、儀器都較以往進步許多，民眾的醫療教育也日漸普及、醫

學常識增加。醫師被要求盡其最大的可能、以及所有可得使用的儀器設備去挽救

病人的生命，然而正是因為醫療科技的進步，相關的醫療儀器設備可發揮的功能

越大，病患越容易將所有的負面醫療結果都歸諸於醫師個人的疏失。然而，現行

的侵權行為法制度下，對於醫院以及醫師個人的過失的認定，卻是不問醫療成

本、不問病患個人的經濟能力所可負擔的情狀，一律要求相同的醫療水準，在此

                                                 
173 前揭註 105，第 604 頁。 
174 王澤鑑，侵權行為法之「基本理論  一般侵權行為」，自版，2003 年 10 月，第 260 頁。 
175 學說上有「結果不法說」及「行為不法說」的爭議，前者係指凡侵害他人權利者，如撞傷路

人、燒毀他人房屋，其行為結果本身即表彰違法性，只在有例外情況，得以阻卻違法事由阻卻違

法；後者係指違法性的成立不能僅單從結果而論，而應從行為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決定違法性之

有無，例如甲撞傷乙，依結果不法說，則乙的生命、身體受有傷害時，甲的行為有違法性，但行

為不法說，則縱使乙的權利受到侵害，仍須探究甲是否違反注意義務以決定違法性之有無。學者

王澤鑑以為我國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的規定已經明確獨立出「不法」與「故意過失」的要件，應

採結果不法說。參前揭註 174，第 261-2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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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的前提下，醫師為了避免醫療訴訟所帶來個人心理上、事業上的威脅，會採

取防禦性醫療（Defensive Medicine），也就是在臨床上採取較為保守的、精確的

診療方式、使經由醫療的不確定性所可能產生的醫療風險的機率減低，以避免負

面的醫療結果出現所隨之而來的醫療訴訟176。可是好的醫療品質其實正是透過醫

療嘗試、在此過程的失敗經驗中反思並求取進步而來的，防禦性的醫療使醫師對

於醫療的不確定性採取保守的態度，長久下來影響醫療的進步可能性而停滯不

前。 
 

因此，有必要將醫療成本的考量作為認定過失，亦即認定醫療水準的因素之

一，基於此考量，在現有的侵權行為法制下，許多會被認定為有過失的減低醫療

成本醫療行為，在將醫療成本納入醫療水準的審酌因素之一後，將因被認為是具

有「社會相當性（Socially Desirable）」而可被容許。也就是在醫療訴訟當中，如

果醫師能夠提出其醫療行為是有減低醫療成本考量的學術研究時，其行為仍可認

定為是善盡合理注意義務之行為，而病患此時則需舉證醫師在此有限的醫療成本

之下的醫療作為仍然欠缺了其應有的醫療品質177。 
 

在醫療成本考量下所適用的醫療水準作為認定過失的判準，可以避免防禦性

醫療出現，而有助於醫療進步。此外，由於實證上顯示，就美國而言，醫師每年

因為防禦性醫療所額外付出的醫療成本高達 137 億美元，而醫師在醫療慣行上所

依據的醫療常規也不完全是基於醫療專業的考量，通常都會含有節約醫療成本的

思考在內，但是這些包括有成本考量在內的醫療常規並不會侵及醫療照護的核心

本質，其所節約的僅係不必要的醫療成本的耗費，因此將醫療成本納入醫療水準

的考量並不會有與醫療本質相扞格的情況產生178。 
 

然而要透過個別的醫師將醫療成本納入醫療行為的考量，可能會使得醫師必

須自行在醫療訴訟中面臨是否悖反醫療倫理的論戰，較好的作法是透過醫療常規

的建立，將醫療成本的考量落實於具體的醫療行為之中。然而醫療常規的訂立常

常是以各大醫學中心的資深醫師的認知所為基礎，但是醫學中心所享有的醫療資

源最豐富，其所面臨的醫療成本考量與其他各種不同類型的醫療單位並不一定等

同，是以在不影響最基礎的醫療照護的前提下，應當允許如同上述之地域標準的

方式，由個別醫師依據其所能使用的醫療資源以及負擔之醫療成本在訴訟中作為

抗辯179。 
 

                                                 
176 U.S. Medicine “Cannot Do Everything For Everybody”, U.S. News & World Rep., June 25, 1984, 
at 71. Cited in  Notes: Rethinking Medical Malpractice Law In Light of Medicare Cost-Cutting, 1985, 
98 Harv.L.Rev.1013 note 67. 
177 Notes: Rethinking Medical Malpractice Law In Light of Medicare Cost-Cutting, 1985 98 
Harv.L.Rev.1017. 
178 Morreim, Cost Containment And The Standard of Medical Care, 1987, 75Cal.L.Rev. 1719, 1732. 
179 Supra note178,at 1734-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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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反對在醫療成本考量下去變動醫療水準的見解180，首先，對於醫師而

言，由於他們所接受的醫療訓練是盡一切的可能去診救患者，他們的同儕也都相

信「最好的醫療（best medicine）」才是一名醫師應盡的義務，醫療成本的考量在

醫療倫理上似乎是站不住腳的；其次，法院在現有的侵權行為法制下會儘量避免

事後諸葛，而尊重醫療專業判斷，在以醫療成本為考量而變動醫療水準的法制

下，則可能傾向對於醫界更為嚴苛的注意義務標準181。再者，由於一般社會觀感

上認為醫師對於處在危險邊緣而可能救活之人應盡力搶救，相較於認為醫師對於

已經可以確定不能救活之人不用負擔過多的責任，醫師如果在所有的個案中不區

分病患的情況，一律以醫療成本考量決定其醫療行為，將被醫療同儕以及社會同

聲譴責。而我們要求病患負擔舉證醫師在減低醫療成本的考量下應有的醫療品質

的舉證責任也是違反人性的，畢竟醫療的宗旨就是為老弱婦孺等最需要醫療之人

提供最佳品質的醫療，倘若將醫療成本考量在內，依照病患的經濟能力所能負擔

的醫療品質決定醫療行為、或依照病患的社會價值決定投入醫療資源的多寡，只

會造成不平等、不公義的社會，也與醫療之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價值相悖反，因此，

縱使將醫療成本考量在內，也應該注意相關的法制調整，至少要使在現有的法制

架構下可得獲償之人不會因為醫療水準的調整而產生相當不公平的待遇182。 
 

第二項  醫療水準與醫療常規 

 

第一目  醫療常規 

 

第一款  意義 

 
承上關於醫療水準的介紹，可知如果醫療上的診療方式愈是定型化、醫療技

術愈是標準化，則在訴訟過程中法院較容易判斷過失之有無，原告也越容易指出

醫師的診療行為是否違反應有之注意義務，而有過失。然而這種法律上客觀面的

「醫療水準」，在定義上是一個相當抽象的標準，法院以及醫療訴訟中的原告應

如何將此種抽象標準適用於個案當中，從一個醫療外行人的立場而言，談何容

易。因此醫學上漸漸為了節省避免風險所需要的成本、日漸增加的訴訟成本，而

發展出一套的「醫療行為準則」（protocol or clinical guideline）183。在英美法的發

展上，「醫療行為準則」在醫療訴訟上是可以作為「表見證據（prima facie）」184，

                                                 
180 Supra note177, at1018. 
181 Helling v. Carey, 83 Wash. 514, 519 P.2d 981, 983 (1974). See Shuck, Malpractice Liability and the 
Rationing of Care, 59 Tex.L.Rev. 1421, 1422 (1981). 
182 Supra note177, at1019. 
183 Supra note163, at168. 
184 Supra note163, at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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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合理遵守該「醫療行為準則」，即可認為醫師並無過失，但醫師偏離醫療

行為準則而行為時，也不必然表示其有過失，而須視其所採行的是不是一個合理

的醫療作為。論者中亦有指出在侵權行為的態樣中，醫療訴訟是與其他的侵權行

為類型不同，而完全倚賴「醫療行為準則」作為是否有過失的判斷依據者，此之

醫療常規是透過醫療專業社群決定185。 
 

所謂的「醫療行為準則」在意義上是指經過實證研究、並綜合了眾多醫學文

獻結果，所歸納出來供個案醫師臨床上診療之依據，其內涵上與「醫療常規

（Medical Custom, or Customary Practice）」、「醫療習慣」、「醫療慣行」是同義的，

均指多數醫師臨床上的通常作法，只不過「醫療行為準則」的形成較之「常規」、

「習慣」、「慣行」等更加精確，並有科學實證研究作為基礎，因本文在討論上並

不因為此二用語之不同而影響討論之結果，為便於討論，全文均統一以「醫療常

規」之用語進行。又附帶提及者，「醫療常規」之用語雖常見於衛生署醫事審議

委員會之鑑定意見書中，但其實質內涵定義並不明確186，本文以為按醫審會的鑑

定意見書使用之情況，以及法院判決引用的情形，應作如上之解釋。 
 

在美國法上，法院固然在醫療訴訟中仰賴「醫療常規」作為過失之認定判準，

但是也允許在例外的幾種情況由醫師舉證證明其作為較醫療常規為優，因此其偏

離醫療常規的作為並非過失，例如醫師所使用的醫療技術較以往的醫療技術為

優、可尊敬的少數法則（參見下述第三款），但有時法院也會主動要求醫界必須

變動其向來所使用的醫療常規187。 
 

第二款  最佳判斷法則（Best Judgment Rule 或 Toth rule）」 

 
所謂「最佳判斷法則」是指醫師在作成個案中的醫療決定時，應善用其基於

一名適格醫師所應有的最佳判斷188。此法則是由 Toth v. Comm. Hosp189一案而

來，法院在本案指出，醫師不僅必須遵守醫療界普遍的醫療水準，當他知道普遍

的醫療水準可能有風險的時候，也應該善用他的最佳判斷以作成醫療決定。本例

是一名小兒科醫師因為疏於確認他本來開給病人較低劑量的氧氣有否正確的執

行，病人因為被輸入過高劑量的氧氣，罹患 retrolental flibroplasia 而失明。被告

                                                 
185 Supra note178, at1732. 
186 根據筆者訪問醫審會委員的結果，幾位醫審會的委員（基於醫審會委員匿名原則，不予引述

姓名）均表示何謂「醫療常規」其實並不清楚，之所以援引此用語，是指小組內的醫師成員所主

張一般在醫療上如何作為的標準。參見陳榮基、吳俊穎醫師主持之行政院衛生署九十四年度科技

研究計畫，實證醫學對於醫療糾紛制度可能影響之實證研究，計畫編號：DOH94-TD-M-113-009，

筆者參與該計畫訪談醫審會委員之內容。 
187 最著名也最常被引用的即本文第四章所討論的 Helling v. carey 一案。 
188 King, Joseph H., The Law of Medical Malpractice., West Pub. Co., at 65-7. 
189 Toth v. Comm. Hosp. at Glen Cove, 22 N.Y.2d 255, 263 n.2, 292 N.Y.S.2d 440, 448 n.2, 239 
N.E.2d 368,373 n.2(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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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辯稱較高劑量的氧氣是醫界普遍可以接受的醫療方式，即便他本來開處的劑

量是較低的，最終因為沒有確認而輸予較高劑量的結果也應該是可接受的範圍，

因此其並無過失。法院卻認為，被告醫師既然知道應該輸予較低劑量，其即須為

未確認輸予劑量造成病患的損害結果負責，蓋較低劑量是最佳判斷後的結果，不

得再主張醫界的普遍作法作為辯護，「醫師如果未善盡其最佳判斷，即不得免於

過失責任。畢竟很難找到政策上的理由說明何以醫師在知道按照普遍一般作法有

危險時卻未採取防險措施」190。 
 

在本案法院的決定191中其實可以發現「最佳判斷法則」在適應上有矛盾的地

方，亦即，假使醫師個人的最佳判斷與醫療常規的作法並不是補充性的關係，而

是完全相反的情形，醫師如果要照著自己的最佳判斷作診治，就必須冒著悖反醫

療常規的風險。關於這個問題，可能的一個解決方式是採取「可接受的醫療常規

說」而不是採取「醫療常規說」作為緩頰。另外，「可尊敬的少數法則」以及「判

斷風險法則」也是一個可供抗辯的依據。但是最佳判斷和醫療常規之間的潛在衝

突仍是無可避免的，法院對於個人最佳判斷本身可能潛藏的風險以及未經證實的

特質應該謹慎處理才是。 
 

第三款  可尊敬的少數法則 

 
實際上，在像醫療這樣複雜且常常沒有確實定論的領域，對於特定病症的醫

療方式的意見很少是趨於一致的。這種多元的特質並不只是地域性的差異使然，

即便在同一個地域，也有不同的想法。法院自認為沒有立場決定不同的專業意見

之間何者為是，也不認為醫師將因其採取某一派的想法而將遭受醫療訴訟責任。

為了回應醫療的特殊性，法院實務發展出所謂的「可敬的少數法則」，亦即醫師

                                                 
190 摘錄原文：If a physician fails to employ his expertise or best judgment***, he should not 
automatically be freed from liability because in fact he adhered to acceptable practice. There is no 
policy reason why a physician, who knows or believes there are unnecessary dangers in the community 
practice, should not be required to take whatever precautionary measures he deems appropriate[0] 
191 Toth v. Comm. Hosp. at Glen Cove, 22 N.Y.2d 255, 263 n.2, 292 N.Y.S.2d 440, 448 n.2, 239 

N.E.2d 368,373 n.2(1968). “The dilemma was recognized by the court in Toth, which offered the 

following dictum:[I]t must be acknowledged that as sound as the requirement may be that a physician 

use his best judgment and care as well as exercise whatever superior knowledge, skill and intelligence 

he has, this principle not only supplements, but on occasion may conflict with the rule that general 

medical practice is the usual with the rule that general medical practice is the usual measure of tort 

liability for medical practitioners.***Fairness and the avoidance of any principle of strict liability 

would seem to require that the physician not be held liable for exercising his best judgment at least in 

the case where the procedures used by the physician had some reputable support in the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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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因其選擇某一派的想法而遭受法律制裁，Chumbler v. McClure192一案中，法院

更明確地指出「是否有醫療過失並非公投決定。當醫界對於一個特定病症有兩種

或兩種以上的有力的見解時，依據其中一個少數意見而行為時，不會因此構成醫

療過失。」由此可知法院已經發展出「可敬的少數法則」。但是何謂「可敬的少

數」？是不是一定要有基本的支持者，抑或是要有其他的衡量標準，例如相當的

學術地位，則尚未明確。 
 

第二目  醫療水準與醫療常規 

 

第一款 醫療水準與醫療常規之關連性 

 
學說上一般引述的有二種見解193： 

 
（一）醫療常規標準說（Customary Practice Standard, or Prevailing Custom 
Standard）： 
 

醫療常規標準與醫師執業慣行一致，不僅醫師在執業過程能夠有所依循及信

賴，在訴訟上對於醫療常規、慣行的爭執亦相對地少，獲得醫界及法院實務194的

支持。但本說的缺點195在於，倘使醫界多年的常規、慣行與現實大眾所期待的標

準失之千里，特別是醫療常規的決定常常受限於地方的因素，在偏遠地區的醫療

常規可能本就有不符期待的考量，倘訴訟上仍以此為據，不免失卻法院及國家保

護人民的責任，亦等於醫療專業領域某程度地架空司法規範；此外，採取醫療常

規標準說，也將造成醫界自身因欠缺監督機制而喪失進步的動力；最重要的在於

醫療市場將因為欠缺競爭機制，造成醫療資源分配亦失效率。 
 

（二）通常可期待醫療常規說（Expected Performance of Competent Physician 
Standard, or Accepted Practice Standard）：  
 

向來醫療糾紛醫療水準之決定，均係以醫療常規標準為認定，學說上雖贊反

                                                 
192 505 F.2d 489,492(6th Cir. 1974). See also Downer v. Veilleux, 322 A.2d 82,87(Me.1974)“a 

physician does not incur liability merely by electing to pursue one of several recognized courses of 

treatment.” 
193 Supra note188, at 42-3. 
194 Downer v. Veilleux,322 A.2d 82,88(Me.1974);Bailey v. Williams, 189 Neb.484,486,203 N.W.2d 

454,456(1973);Siirila v. Barrios, 58 Mich. App.721,723,228 N.W.2d 801,802(1975) 
195 Supra note 193,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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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論者支持，但實務上直至 Blair v. Eblen 一案196出現後，才開始受到挑戰，本

案法院判決主旨有三大重點：○1 醫師的醫療水準須按與其同專科、在同一情況下

的適格醫師的合理行為作為衡量；○2 區域性的要素僅僅是考量時的其中一個要

素，究竟是否符合合理期待仍應綜合醫療設備配置、專科或通科、是否易於取得

專業意見、特殊醫療設備配置狀況等等因素衡量之；○3 是否為可期待的醫療標準

仍須尊重專業醫療意見，醫療外行的法院的判斷應居次位。本案可視為是「已被

接受醫療標準說」的先聲。 
 

「通常可期待醫療常規說」的內涵主要是不再完全以醫療常規作為醫療水準

的認定，而是依據「同樣專科的適格醫師為符合公認醫療常規所具有的合理表現

（what a reasonably competent member of the profession practicing in the same 
specialty as the defendant would be expected to do in order to conform to the 
approved professional practice.）」197。採取此一標準，第一，不僅可以避免「醫療

常規標準說」之下，特定地區因採行不合標準的醫療常規而躲避司法規範的疑

慮，也因為此說不是僅反映某個專業的醫師的習慣與學識狀況，更反映出對於該

專業的各種綜合因素的普遍期待，可以更直接的照映出該醫療專業在涉及多種醫

療技術與方法時的成本與效益。其次，在醫學科技日新月異的今日，本說也可以

反映出醫學科技進步同時所應具備的標準，不至於像「醫療常規標準說」一般僅

僅回顧慣習、往例，未能符合時代變動下的要求。 
 

事實上，「醫療常規標準說」與「通常可期待醫療常規說」二者的差異性似

乎並不大，也就是當醫療執業人員不斷地透過內部的交流、再教育，使新興的醫

療技術內化成為醫療常規、慣例之時，「醫療常規標準」與「通常可期待醫療常

規說」是似乎有可能完全相當的，但是由於兩標準都有賴專家證人加以證實，而

在「可接受醫療標準說」之下，專家證人所考量的並不完全是醫療慣例，他也會

考量到他自身的學識及實務經驗，以及相關文獻上所呈現出的醫界普遍共識，以

及相關的醫界權威所認知的情形。因為在「通常可期待醫療常規說」之下，並不

是以該專科的權威醫師所能達到的標準作為衡量過失有無的標準，而是考量普遍

合理可接受的標準作為判斷。這也與近來的法院實務判決相一致，法院認為，作

為專家證人的醫師，即便其對於應適用注意義務的標準的實務經驗並不充足，亦

得有專家證人之適格。 
 

實務界開始採行「通常可期待醫療常規說」應該是在 Incollingo v. Ewing198這

個 案 子 。 本 案 是 一 名 骨 科 醫 師 未 先 檢 查 病 患 的 身 體 狀 況 ， 即 為 其 注 射

Chloromycetin，但是此種抗生素 potent antibiotic 的持續使用有可能造成 aplastic 

                                                 
196 Blair v. Eblen, 461 S.W.2d 370,373(Ky.1970). 
197 Joseph King, In Search of a Standard of Care for the Medical Profession: The “Accepted Practice” 
Formula, 28 Vand.L.Rev. 1213, 1236-44(1975). 
198 444 Pa. 263, 282 A.2d 206(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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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mia，甚至是病患的死亡。但是遍查醫界慣行，並無法說明該醫師已違反注

意義務。法院卻注意到有專家證言指出，該被告醫師的行為雖並未違反注意義

務，但確實明顯不當。法院要求該名醫師應注意醫療科技進展的狀態，並在執業

過程善盡適當的注意。本判決中法院雖未明確指出採用「通常可期待醫療常規

說」，但在此判決之後的實務判決均已陸續表明採用「通常可期待醫療常規說」199。 
 

第二款 醫療常規作為醫療水準 

 

一、 國外文獻 

 
在關於專業常規與過失之間關係的文獻中，最經典也是最早期的文獻應當是

1972 年 Morris 所撰寫的「常規與過失（Custom And Negligence）」200一文，該篇

文章主要在探討專業常規適不適合用來作為注意義務標準判斷的議題，茲說明

之。 
 

Morris 一文以為被告遵守專業常規可認為其符合注意義務標準的理由201

有：（一）由於專業常規是可預見的且現存在的，提供了一個較為客觀的過失判

定標準，可以避免在過失個案中發生對於原告產生憐憫進而影響心證、也可以避

免被告一定比原告有能力負擔不利益的風險的刻板印象；（二）專業常規可以提

供一個符合實務需求的判斷標準，而不是一個抽象不可能達成的準則，更可以避

免法院因為對於專業的不了解進而擬定一個超過實務所能負擔的標準；（三）使

用專業常規作為有無違反注意義務標準的判斷，能夠使在該專業執業的人員永遠

依據一個中等以上的標準而行為，蓋如其注意程度不及於其同行的其他成員的注

意，即屬有過失，可促使同樣的所有成員都隨時注意其他成員的執業進展。Morris
主張只有在這三個理由之下才可以肯定以專業常規作為注意義務標準的判斷，因

在此三種理由下使用專業常規作為注意義務標準的判斷專業常規被濫用的可能

性才會是最低的。又應注意的是，此時該專業常規只能夠作為參考基準，而不能

作為注意義務標準的決定性基準，倘若法院認為該專業常規本身並非合理且極可

能產生執業上的風險時，則該專業常規本身既然已經是可以認為及不合理且如使

                                                 
199 Blair v. Eblen,461 S.W.2d 370(Ky.1970);Shilkret v. Annapolis Emergency Hosp. Ass’n. 276 Md. 

187, 349 A.2d 245(1975)，注意義務的標準是可期待的適格醫師所能達到的標準；Francois v. 

Mokrohisky, 67 Wis.2d 196,226 N.W.2d 470(1975)，原告必須舉證被告醫師的行為未達到「在相同

情況下所允許的醫療行為」；T.C.A. §23-3414(a)(1)(Supp.1975)，原告必須舉證醫師的行為已經違

反了在相同領域、相同專科下所公認的醫師應有作為。 
200 Morris, Custom and Negligence, 42 Column.L.Rev.1147, 1163-67(1942). 
201 Supra note200, at1147-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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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專業成員繼續依照該專業常規行為時，將肇致相當的危險性，證明專業常規存

在不僅是不必要也無意義，此時法院得逕予排除該專業常規的適用。 
 

至於被告違反專業常規可認為是違反注意義務標準的證據，只有在下列情況

始被允許202：（一）如果不提出被告違反了專業常規的證據，法院通常會認為被

告的行為是符合常規的、（二）遵守常規本身通常可以認為是較為安全的作法、

（三）專業常規的證明可以顯示出被告的作法是有意忽略其同業成員認為是重要

的作法。但須注意的是，被告違反了專業常規，不必然表示其作法即是有過失的，

被告仍可以舉出其與專業成員採取相異作法的合理理由。然而此種關於被告並未

依照專業常規而行為的證據僅是有限度的被採用，亦即只有在原告證明被告的作

法不僅是異於常規、而且較常規作法具更大的危險性。 
 

Morris 以為在討論是否能用專業常規來作為注意義務標準的判斷，法院的考

量是採謹慎合理人的判斷（ordinarily prudent man test）203，這個判斷標準並不是

一個實證上的結果，而是一個比較人性、不會過度自我中心的標準，它是在問就

某個專業領域通常、一直以來都是怎麼行為的，再把這個判準與被告的行為作比

較。有的法院認為所謂的「謹慎合理人」判斷就是平均的標準（average man），

被告只要能夠證明他的作為和同業的其他成員相同，就可以免除過失責任；也有

的法院認為所謂的「謹慎合理人」判斷是指當為、應為的行為，如有違反即有過

失，這兩種都是比較極端的作法。大多數的法院實務都認為「謹慎合理人」的判

準並不是欠缺實際考量的標準，一般的作法也只是謹慎合理人的考量因素之一，

而非決斷性的因素。Morris 主張所謂「謹慎合理人的注意（ordinary care）」具有

兩個意涵，其一是統計學上的意涵，也就是一個平均的標準，其二是價值判斷上

的意涵，也就是一個大多數人滿意的標準，用一個平均的標準或是一個大多數人

滿意的標準作為是否具有「謹慎合理人之注意」似乎是無異的，因為平均的標準

通常是大多數人會滿意的，而大多數人會滿意的標準通常也是一個平均數。但是

專業慣行通常都不會是大多數人滿意的作法，我們不能因為該專業慣行並非大多

數人所能滿意的，就認為該慣行本身並非合理，否則根本也不需去審究慣行是否

合理，而直接去審究被告的行為是否合理即可。因此，專業常規、慣行的概念只

不過是使原告在訴訟當時有一個著力點而已，是協助認定被告是否違反注意義務

的標準的考量，但不能作為被告是否違反注意義務標準的結論。 
 

Morris 雖然認為專業常規僅得作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標準的考量，但絕對

不能作為注意義務標準本身，卻特別指出在醫療訴訟的情形，應與其他不同的專

業作相異的考量204。他認為在醫療訴訟中，倘原告不能提出醫師的作為違反醫療

常規的證據，則原告將遭受敗訴判決。因為醫師此一專門執業團體相較於任何其

                                                 
202 Supra note200, at1151-1155. 
203 Supra note200, at1155. 
204 Supra note200, at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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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專業團體更可期待其善盡其專業能力為病患診療，雖然他們也是人，也可能

會怠於追求新知、只依照慣行而為，但是醫療常規本身是最實際的判斷標準，因

為法院或任何第三人都沒有能力去判斷醫師是否善盡其注意義務。Morris 認為醫

療訴訟（malpractice litigation）所面對的問題遠比醫療（medical problem）本身

的問題還要複雜，因為在醫療訴訟的情況，所要考量的包括被告醫師是否可能遵

守醫療常規？是不是情況急迫而欠缺所需要的設備？行為當時所有的時間？等

等枝微末節的問題，即便是一位專家證人也不能證明在事發當時所應有的合理作

為為何，至多可以說明其一般、通常是怎麼作的，甚至這樣的證言也會是較為武

斷的，根本不能成為交互詰問的素材。再者，醫療訴訟中病患通常都會獲得比較

多的憐惜，比起有醫療保險的醫師而言，一般也會認為醫師較有能力承擔醫療風

險中的不利益，但是一名在醫療訴訟中敗訴的醫師不僅負擔損害賠償，也賠上作

為醫師的信譽。因此原則上，應允許以醫療常規作為注意義務標準的判準。然而，

為了避免少數的醫師以醫療常規作為規避過失賠償責任的不公平情況，應該認為

在一般人就有能力判斷被告的行為是不是合乎常理的情況，被告醫師不得主張其

行為係合乎醫療常規而應當免責，原告縱使沒有提出醫師違反專業常規的證據，

仍可斷定醫師應負過失責任205，例如醫師將繃帶纏得過緊，造成病患肌肉及神經

萎縮。Morris 特別提出在病患腹部發現有手術棉球的例子作說明，當病患舉出其

腹部有手術棉球的證據時，縱使醫師辯稱其夾出棉球的手續符合醫療常規、而護

士數棉球的程序也符合醫療常規，其證言也不可採信，因為病患的腹部有手術棉

球存在是事實，真正的問題不在於醫師是否善盡其注意義務，是否作了應為之行

為，問題是在醫師到底有沒有夾出所有其所使用的棉球，如果病患的腹部確實有

手術棉球存在，則醫師的證言顯然與事實相矛盾，應逕認為不可採信，而不用再

考慮醫療常規。 
 

二、 我國學者看法 

 
我國的學說向來未觸及醫療常規與注意義務標準（即本文所稱「醫療水準」）

的關連性，唯一曾有的討論是在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社於 91 年 6 月 21 日所舉辦的

「我國醫療事故損害賠償問題的現況與展望」研討會中，與會學者曾經有初步的

涉獵，茲說明之。 
 

陳自強教授提到法院在超越醫療專業自己認定過失之有無時，其實涉及到過

失主義歸責原則核心的問題，亦即法院認定的實務操作或寬或嚴，往往也造成過

失與無過失之間概念之流動。陳忠五教授以為，在一個國家醫界的自治自律風氣

已經進入成熟階段時，就可以考慮法院要對於醫界自治自律下所形成的倫理規範

或行為準多些尊重甚或受到拘束。在我國，首先要考量的是到底有無成文的、明

                                                 
205 Supra note200, at1165. 



 64

確的醫療常規？又該醫療常規是否合理妥當？如是，則法院自應尊重並受其拘

束。陳怡安則表示醫療常規固然重要，但是醫療常規是會變動的，因此只能請專

業人員參與判斷看一般醫師在同樣的情況下會如何處理，譬如紗布遺留在病人體

內的案件，一般均會判定醫師有過失，但是實務上的確也曾出現過在摘取器官過

程為了緊急止血塞入大量紗布，而紗布染血後，與人體組織不易分辨，有時塞在

很深的地方不容易找到，遇到病人情況不穩定，只能先停止手術。但現在則不會

有這種情況，因為手術使用的紗布都附有金屬絲，可以透過 X 片找出來。 
 

楊秀儀教授也提及，倘使法院對於醫療水準的界定過於嚴苛，將可能造成醫

療資源的浪費，例如現在實務上健保局不希望醫師進行重複的醫療行為，X 孤雁

檢察照一次就好，因此甲醫院所照的 X 光片在乙醫院也可以使用，以節省醫療

成本，但問題是 X 光片照錯了，應該由誰負責？是醫生用健保局的給付當作法

院醫療水準的抗辯，還是用健保給付制度當作過失責任體系的抗辯，期間的互動

關係不易辨明。 
 

然上開學者見解均僅泛泛而論，直到近期文獻，才有盧映潔、葛建成、高忠

漢等著「論醫療行為之常規診療義務」一文，明確表示支持以醫療常規作為法院

認定是否違反注意義務之判準206。 
  

第三項  我國實務 

 
黃鈺瑛曾整理我國實務判解在處理醫療訴訟中，如何認定過失的特點，茲摘

要介紹之： 
 
（一）在否定適用消保法的前提下，嘗試以推定過失的方式解套 
 

法院判決在醫師違反告知義務的情況，均以推定過失處理。承第一節二、（二）

所述，醫師的告知義務在法體系上有兩種法律定位，有認為並非獨立的權利，僅

是過失之有無的內涵之一，因此，違反告知義務時，在民事應推定有過失、在刑

事則認為不能阻卻違法；另有認為告知義務本身具有其獨立的意義，也就是將其

解釋為病患有受告知的權利，但是在法律依據上應訴求何條文則尚無共識，如醫

師違反告知義務則病患得認為其受告知權利受侵害，而得請求損害賠償。法院在

採取上開第一種見解亦即告知義務不具有獨立義務的情況，透過推定過失的方式

間接轉換了在過失有無之認定上的困難，現今的許多判決常見採取此種方式迴避

                                                 
206 盧映潔、葛建成、高忠漢，論醫療行為之常規診療義務，台大法學論叢第 35 卷第 4 期，第

161-187 頁。該文對於以醫療常規作為醫療水準雖表示肯定之見解，但主要是以刑事過失的討論

為重心，對於民事過失與刑事過失的差異並未處理，也未從法院實務上對此問題的處理態度作深

刻的論述，但提出醫學界的現有醫療常規作為論述的輔助，為該文特點與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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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對於過失有無之認定。此種方式推定過失者，如「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即逕行第

二次人工流產之手術，係違反醫療法第 46 條所規定醫師對病人之告知義務，因

此，依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律推定被告系爭之醫療行為有過失」
207。 
 
（二）從程序上以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但書作為依據，以顯失公平為由，轉換舉

證責任 
 

除了推定過失的方式，也有法院是從舉證責任的立場減緩法院關於過失之認

定責任。如，婦女進行子宮肌瘤手術，卻於手術後產生泌尿問題，法院認為「因

子宮肌瘤而至被告醫院就醫並接受手術治療，一般而言，子宮肌瘤病症之必要手

術，或應包括子宮切除及卵巢摘除，然通常情形，其手術結果或產生之影響後與

泌尿系統之腎臟無關，其竟於手術後發生『輸尿管狹管』之現象，並因而接受多

次輸尿管手術，最後進而必須切除左腎，依英美侵權行為法或醫療事件中所謂『事

實說明自己』或『事情本身說明一切』之法則，亦應減輕或緩和原告之舉證責任」
208。又關於此種倒置舉證責任的方式，實務上認為倒置舉證責任，使被告就事實

真偽不明之不利益負責之前提，是使原告先就其原應舉證之事項負「解明責任」，

亦即，「原告應先充分表明該醫療行為於客觀上已經顯然違反經證明合用之醫學

知識與經驗，而且舉證對於主張權利之人已不具備期待可能性。如主張權利之人

對於上開事項根本未為充分之表明，而僅為廣泛之陳述，未能使其主張之醫療行

為過失明顯呈獻究竟違背哪一項合用之醫學知識與經驗，則該主張權利之人既未

能盡其最低說明義務」209，此時則不宜倒置舉證責任。 
 

第三節 醫療糾紛過失之認定 

第一項 醫療專業的介入 

 
法院畢竟是醫療外行，因此在決定醫療水準時須高度仰賴專業人士介入，由

於此並非本文核心，因此僅在本節略作介紹、討論，並陳述本文結論。本節所要

討論者主要是現行法制下的「鑑定人」制度，以及將引入的「專家參審」制度，

與現受衛生署高度注意的「實證醫學」的發展。 
 

                                                 
207 臺灣高等法院 84 年訴字第 33 號判決，轉引自前揭註 106，第 41 頁。 
208 臺北地院 89 年訴字第 472 號判決，轉引自前揭註 106，第 41 頁。 
209 花蓮地院 89 年重訴字第 66 號判決，轉引自前揭註 106，第 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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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以在醫療訴訟中需要有專家意見作為輔助？210 

 
關於醫療醫療水準的決定，也就是醫護人員的醫療行為是否有過失的決定，

在醫療訴訟中有賴專家意見的協助作為判定，不論是在專家意見一致或是分歧的

情況皆然。蓋在專家意見本身是一致的情形，也就是醫療界對於某個醫療行為有

一致的共識，此時，需透過專家來呈現該共識的內容；另外一種則是專家意見分

歧的情形，則此時也需要專家意見來說明現階段的醫療水準對於該具體個案的可

預見性高低，這時候的專家意見所要扮演的角色是告知法院現階段醫療的有限

性，以及能夠處理的程度，以避免法院適用過高的醫療水準所帶來的一連串不幸

後果211。 
 

需要注意的是，其實不管專家意見在醫療訴訟中是否具有足以影響成敗的關

鍵角色，專家意見都是必須要受到檢驗的，畢竟專家證言的影響力和其他的相關

證物是同樣份量的。法院實務對於多數、一致的專家證言的證據力如何，有不同

的兩派想法，其中一派認為即便該專家證言意見縱使是多數說，也不一定在訴訟

上有舉足輕重的影響力212。但法院多數想法則是認為當這種一致的專家證言是支

持被告作法時，該專家證言對於訴訟是有實質影響成敗的地位。但其實這是完全

不同兩個層次的問題，關於專家證言本身在醫療訴訟中決定勝敗的影響力及程

度，是屬於侵權行為法政策面的問題；至於，單一位專家證人其證言本身的證據

力，是屬於證據法的問題。 
 

二、專業意見對於判決結果的影響的程度為何213？ 

 
關於此議題，在美國法上曾有下列幾種實務見解： 

 
（一）完全影響說：Blair v. Eblen214一案中，法院即明確指出，「醫療水準的決定

完全取決於醫療專業，而不是外行人的法院（leave determination of the standard to 
the medical profession and not the lay courts）」。 

                                                 
210 Supra note188,at 55-56. 
211 Darling v. Charleston Comm. Mem. Hosp., 33 Ⅰll.2d 326,331, 211 N.E.2d 253,257(1965), cert. 

denied 383 U.S.946(1966) “it suggests what is feasible, it suggests a body of knowledge of which the 

defendant should be aware, and it warns of the possibility of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if a higher 

standard is required.” 
212 Qualls v. Graham Gen. Hosp., 535 S.W.2d 932 (Tex.Civ.App.1976)(dictum) 
But cf. Lysick v. Walcom, 258 Cal.App.2d 136, 65 Cal.Rptr. 406(1968). 
213 Supra note193,at 49-50. 
214 461 S.W.2d 370,373(Ky.1970). 



 67

 
（二）部分影響說：專家意見僅僅是被告是否善盡注意義務的證據而已，畢竟專

家證言的常有歧異，而非絕對一致。例如 Darling v. Charleston Comm. Mem. 
Hosp.215法院指出「『醫療常規』僅僅是作為決定醫療水準時的參考，並不能作為

唯一的衡量依據（custom was relevant in determining the standard of care, but that it 
should never be conclusive）」。Morgan v. Sheppard216「醫療常規、慣行並非訴訟勝

敗的唯一決定要素。（customary conduct or methods do not necessarily furnish the 
controlling test）」 
 
（三）無影響說：也有一些法院認為是否違反醫療水準完全是常識可資判斷者，

因此專家證言根本不具任何影響力。例如：Guilbeau v. St. Paul Fire & Marine Ins. 
Co.217，法院指「將棉花留在病患腹中這樣的行為無須借用專家意見（customary 
practice not controlling where laparotomy pad left in patient’s incision）」 
 
（四）否定專業意見說：天平的另一個端點是在一些實務判決中，法院甚至完全

否定專業意見，例如：Helling v. Carey（如本文第四章所介紹），所要呈現出來的

即是醫療醫療水準是否應完全依循專業意見作決定是相當困難的問題。醫療專業

意見在專業過失的認定中應該扮演何種角色？法院完全否定以專業慣行、常規為

基礎的專業意見的作法其實是表達了對於醫療常規倘若主導醫療訴訟勝敗時隨

之而來的危險性的恐懼感。法院似乎也對於其自身終局裁判者的角色有所堅持。 
 

但是關於此問題，一般多數人的想法都是法院畢竟是外行人的角色，對於醫

療專業本身的瞭解未必深入，而未能做出公正的裁決，有學者即指出，法院在面

對社會上各形各式的案件時，也都必須抽絲剝繭去梳理出應有的邏輯並作成決

定，畢竟就算法院對於醫療專業本身是門外漢，也可以藉助專家意見去輔其專業

之欠缺，因此，真正的問題並不是在於法院能不能審理醫療訴訟這種涉及高度專

業智識的案件，而是專業的醫療決定責任應如何分配的問題218。倘若是醫療決定

責任的分配問題，那麼醫療決定權應該由一個外行的、事後諸葛的、不能作成合

理期待決定的法院，抑或是由一個多數醫療專家所肯認的專業意見去影響訴訟的

成敗。畢竟，醫療專業本身所定出的醫療水準是不斷在進展、且經過時間考驗的，

比起法院在聽取幾個小時的專家意見陳述之後就作成的決定，更具可信賴性。而

醫療水準的決定本身對於醫療資源分配有極重大的影響。倘使法院不採用醫療專

業所形成的醫療水準，醫界自然會漸漸採行「防衛性醫療（defensive medicine）」，

而防衛性醫療勢必耗費更多的成本，且使醫療裁量權毫無發揮餘地。一個醫護人

員按照其所被教育及所學習的經驗為醫療行為時，卻面臨醫療過失訴訟，是相當

                                                 
215 33 Ⅰll.2d 326, 331, 211 N.E.2d 253, 257(1965), cert. denied 383 U.S. 946 (1966). 
216 91 Ohio L.Abs. 579, 188 N.E.2d 808(1963). 
217 325 So.2d 395 (La.App.1975) 
218 Supra note188,at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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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合常理的。另外，也有認為醫療是奉獻的事業，因此醫界不能以防衛性醫療作

為藉口，應該不計成本的付出，然而，醫療僅是比起其他行業多了為人奉獻的精

神，但這不表示醫療這一行是可以完全將成本考量置之度外的，這已是悖反常理

的要求219。 
 

該學者認為，此爭議的最終結論仍舊會傾向由醫療專業意見作為醫療醫療水

準的決定，而該作者指其結論也獲得實務的支持，因為華盛頓州在 Helling 案出

現後即將其在該案出現之前所定的醫療水準重建220。 
 

第二項  我國實務 

 

第一目  醫事審議委員會 

 
「專家證人」一詞是從 expert witness 的英文直譯而來，一般認為專家證人

亦即我國訴訟法中的鑑定制度，鑑定制度主旨在協助法官審理、補充法院專業上

的不足之處，我國醫療糾紛案件現所使用的鑑定方式多是機關鑑定，包括有送醫

事審議委員會、各大醫學中心、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等機關作鑑定，對於自然人鑑

定的使用則不多見，薛瑞元指出從醫事審議委員會中不乏醫學碩彥一事可知此些

醫學專家並不排斥醫療鑑定工作，所排斥的是出庭作證以及具結，至於其排斥出

庭作證及具結的主要原因在文獻上雖無相關研究221，但自筆者的詢問了解222，其

原因在於出庭所耗費的時間過多、其原本即繁忙的診療、教學工作等均無從兼

顧，又，出庭的報酬與其所投入的時間不成比例，再者，也有極少部分擔心被捲

入當事人的爭訟當中。由於我國仍是以機關鑑定作為醫療糾紛之主軸，其中並以

醫事鑑定委員會作為主要的醫事鑑定機構，因此以下針對醫事鑑定委員會的構

成、工作以及與我國原有法制扞格之處加以說明。 
 

一、概述 

（一） 發展史 

                                                 
219 King, In Search of a Standard of Care for the Medical Profession: The “Accepted Practice” 
Formula, 28 Vand.L.Rev.1213,1244-57(1975). 
220 Supra note188, at 54. 
221 薛瑞元，刑事訴訟程序中「機關鑑定」之研究—以醫事鑑定為範圍，臺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

士論文，90 年 1 月，第 115-116 頁。 
222 筆者於司法官訓練所受訓期間，曾於 95 年 11 至 12 月於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進行司法官

至醫療院所實習訓練，有幸與台大醫院各科的優秀醫師交換心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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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審議委員會的發展歷程約可分為下列幾個階段223： 
 
1.民國 51 年 9 月 9 日以前： 

民國 40 年後醫療案件逐年增加，醫界有發起在高雄地院籌設「高雄市醫療

糾紛評議委員會」的呼聲，然而當時的司法行政部即現今法務部之前身以法院在

受理醫療案件時，已經有刑事訴訟法中關於鑑定規定可資應用，並無再籌組醫事

鑑定機關的必要性，是該時並無專責的鑑定機關，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 198 條自

行委託醫療機構或醫療事業團體進行鑑定，惟由於同一案件委請數位專家鑑定時

鑑定結果並不相同，法官在採證上的偏誤影響了訴訟的終局勝敗。 
 
2.民國 51 年 9 月 9 日以後： 

因實務上的需求不斷，嗣在民國 51 年，先由臺灣省醫師公會在臺北成立「臺

灣省醫療糾紛鑑定委員會」，其所有的委員都是由醫學人士組成，辦理醫療糾紛

之調查及責任鑑定事項、發佈該委員會處理醫療糾紛新聞事項、或其他有關醫療

糾紛事項，這個階段最主要的突破是由團體鑑定取代了個別鑑定可能的不足。 
 
3.民國 64 年： 

民國 64 年衛生署發佈「醫院診所管理規則」，要求中央及地方衛生主管機關

應分設中央醫事審議委員會及地方醫事審議委員會，但由於其並不作個案鑑定工

作，是以醫事鑑定仍由上開「臺灣省醫療糾紛鑑定委員會」辦理。 
 
4.民國 68 年 9 月： 

直到 68 年「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通過「全國醫療糾紛鑑定委員

會組織簡則」，將「臺灣省醫療糾紛鑑定委員會」改為「中華民國醫療糾紛鑑定

委員會」，但是該委員會的組成主旨為學術活動，是以組成員仍以具有醫療專業

背景之醫師擔當。 
 
5.民國 76 年 4 月： 

                                                 
223 發展史整理自薛瑞元前揭文，前揭註 221；李家豪，醫療糾紛之鑑定，司法官第 43 期法學研

究報告合輯（三），法務部司法官訓練所編印，93 年 9 月，第 2405-240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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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於民國 75 年訂定醫療法並依該法第 73 條224成立「醫事鑑定委員會」，

自 76 年 4 月除接替原本「中華民國醫療糾紛鑑定委員會」之工作外，其成立主

旨也在於提供鑑定意見供法院辦理醫療糾紛案件的參考225。 

                                                 
224 94 年 2 月 5 日新修正公布之醫療法中與「醫事審議委員會」有關之規範摘錄如下： 
第 98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醫事審議委員會，依其任務分別設置各種小組，其任務如下： 

            一、醫療制度之改進。 

            二、醫療技術之審議。 

            三、人體試驗之審議。 

            四、司法或檢察機關之委託鑑定。 

            五、專科醫師制度之改進。 

            六、醫德之促進。 

            七、一定規模以上大型醫院設立或擴充之審議。 

            八、其他有關醫事之審議。 

            前項醫事審議委員會之組織、會議等相關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99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設置醫事審議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醫療機構設立或擴充之審議。 

            二、醫療收費標準之審議。 

            三、醫療爭議之調處。 

            四、醫德之促進。 

            五、其他有關醫事之審議。 

            前項醫事審議委員會之組織、會議等相關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0 條  前二條之醫事審議委員會委員，應就不具民意代表、醫療法人代表身分之醫事、法學專家、

學者及社會人士遴聘之，其中法學專家及社會人士之比例，不得少於三分之一。 

225
 衛生署醫政處曾統計醫事鑑定小組歷年受委託鑑定案件之統計表，茲引用如下： 

訴訟性質 年度 收案數 回復數 

刑事 民事 相驗 其他 

76 147 123 112 3 0 8 

77 165 134 72 10 0 52 

78 151 118 96 4 0 18 

79 128 104 95 8 0 1 

80 129 115 106 7 0 2 

81 166 123 94 5 7 17 

82 140 121 86 11 13 11 

83 191 142 70 30 33 9 

84 198 142 82 31 25 4 

85 238 225 161 25 24 15 

86 262 247 214 18 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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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內容 

1. 組織： 
 

依據民國 87 年 1 月 14 日行政院衛生署發佈之「行政院衛生署醫事審議委員

會組織規程」226第 3 條、第 4 條第 1、3、4、5 項，醫事審議委員會置主任委員

                                                                                                                                            
87 291 265 216 32 16 1 

88 332 276 216 39 11 10 

總計 2538 2135(100

%) 

1620(7

5.9%) 

223(10

.4%) 

140(6.

6%) 

152(7.

1%) 

 
226 行政院衛生署醫事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 (民國 87 年 01 月 14 日 修正)  
第 1 條 行政院衛生署 (以下簡稱本署) 依醫療法第七十三條規定設醫事審議委員 
        會 (以下簡稱本會) ，特訂定本規程。 
第 2 條 本會任務如左： 
        一 關於醫療制度之改進事項。 
        二 關於醫療技術之審議事項。 
        三 關於人體試驗之審議事項。 
        四 關於司法或檢察機關委託鑑定事項。 
        五 關於專科醫師制度之改進事項。 
        六 關於醫德之促進事項。 
        七 關於一定規模以上大型醫院設立或擴充之審議事項。 
        八 其他有關醫事之審議事項。 
第 3 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委員十四人至二十四人，均由署長就有關機關代表 
        、專家學者及社會人士中聘兼之，聘期均為一年。 
        前項委員至少應有三分之一以上為法律專家及社會人士。 
第 4 條 本會得設下列小組，分別辦理第二條所列事項： 
        一 醫療技術小組。 
        二 專科醫師小組。 
        三 醫事鑑定小組。 
        醫療技術及專科醫師小組各置委員九人至十五人，並以一人為召集人，由 
        署長就本會委員中指定兼任。 
        醫事鑑定小組置委員二十一人至二十七人，並以一人為召集人，除由署長 
        就本會委員指定兼任外，並就其他醫療專家聘兼之；其聘期與本會委員相 
        同。 
        醫事鑑定小組得依鑑定案件性質，分組召開會議。 
        醫事鑑定小組分組委員至少應有三分之一以上為法律專家或社會人士。 
第 5 條 本會置執行秘書一人，承主任委員之命，處理日常事務；並置幹事四人， 
        受執行秘書指揮監督，處理本會業務，均由署長就本署職員中派兼之。 
第 6 條 本會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舉行臨時會議。開會時以主任委員 
        為主席，主任委員未能出席時，由委員推定一人為主席。 
        各小組視需要召開小組會議，由召集人為主席。 
        本會或小組會議，須有全體委員或小組委員過半數之出席，決議事項須有 
        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可否同數時，由主席裁決之。 
第 7 條 本會審議醫療制度、醫事鑑定、醫療技術或醫療設施等事項時，得指定委 
        員或委託有關機關及學術機構先行調查研究，必要時並得邀請有關機關或 
        專家學者列席諮商。 
第 8 條 本會之決議事項，以本署名義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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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委員 14 至 24 人，由署長就有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及社會人事中雇聘，

聘期 1 年，委員中應有三分之一以上為法律專家及社會人士。而在醫事審議委員

會下另設醫事鑑定小組，共有委員 21 至 27 人，以 1 人為召集人，除由衛生署署

長就醫審會委員中指定並兼任外，並就其他醫療專家聘兼之，聘期 1 年。鑑定小

組得依案件性質分組召開會議，且其分組委員至少應有三分之一以上為法律專家

或社會公正人士。 
 
2. 鑑定流程227： 
 

醫事審議委員會之鑑定流程為：1. 檢視委託鑑定機關所送卷證資料，醫事

審議委員會於初步篩檢時將查明被告醫師學經歷及執業情形；2.初鑑階段：將案

件送交與被告醫師學經歷無關之醫學中心辦理，由初審醫師審查，研提初步鑑定

意見；3.複鑑階段：提交醫事鑑定小組會議審議鑑定，請提供初步鑑定意見之醫

師參與討論，醫師代表之委員本其專業知識與臨床經驗，衡量事實狀況就醫療行

為全部過程作成鑑定意見，再由法律及社會公正人士以病人權益或法律公正立場

提出質疑，最後決議時需全體委員均無異議（醫審會採共識決，而非多數決），

方作成鑑定書；4.以衛生署名義將鑑定書送達委託鑑定機關，並檢還原送卷證資

料。 
 

可與醫事審議委員會的鑑定流程相比較的，是法院在醫事審議委員會之外，

有時也會請求各醫學中心或教學醫院作鑑定。鑑定單位通常會將受託鑑定案件，

分由各個專科處理，受指定的專科醫師在閱讀相關卷證後，再就受鑑定問題回覆

作成鑑定報告，嗣再以鑑定單位的名義函覆司法機關228。 
 

（三） 現行醫療鑑定實務制度疑慮 

 
依照薛瑞元及監察院之「行政院衛生署接受醫療糾紛之鑑定涉有弊案之調查

報告」對於我國醫事鑑定委員會現行運作實務之研究，我國醫事鑑定實務在運作

上有下列疑慮229230： 
                                                                                                                                            
第 9 條 本會主任委員、委員及小組召集人，均為無給職。 
第 10 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行。 
227 整理自薛瑞元、李家豪文，前揭註 221。另可參照邱清華、劉緒倫、饒明先，醫療糾紛鑑定

之現況、檢討與建議，醫事法學，2000 年 9 月，第 8 頁以下；楊漢泉、高文惠，醫療糾紛鑑定

現況及鑑定案件之分析，衛生報導，第 4 卷第 4 期，第 8 頁；楊漢泉，醫療糾紛鑑定實況，律師

雜誌第 217 期，1997 年 10 月，第 44 頁，轉引註自李家豪前揭文，第 2408 頁註 6。 
228 邱清華等合著，前揭註 227。據筆者於學習司法官赴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實習期間，詢

問臺大醫院受託鑑定實務運作，亦係如此。 
229 前揭註 221。 
230 監察院，行政院衛生署接受醫療糾紛之鑑定涉有弊端之調查報告，全國律師第 2 卷第 2 期，

1998 年 2 月，第 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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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機關鑑定之型態： 
 

以往刑事訴訟法第 208 條關於機關鑑定，並無到場說明或報告義務，亦無具

結可言，實務遂認為「囑託機關鑑定，並無必須命實際為鑑定之人為具結之明文，

此觀同法第 208 條第 2 項，已將該法第 202 條之規定排除，未在準用之列，不難

明瞭。原審綜合卷內相關證據為判斷，縱未命該醫院實際為鑑定之人簽名蓋章及

具結，仍不得任意指為採證違背法則」，92 年 2 月 6 日修正時針對刑事訴訟法第

208 條第 1 項後段「其需以言詞報告或說明時，得命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為之」、

新增第 2 項為「第一百六十三條第一項、第一百六十六條至第一百六十七條之

七、第二百零二條之規定，於前項由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為言詞報告或說明之情

形準用之」，是在新法施行後，縱在機關鑑定之型態，實際上為鑑定的自然人亦

應到庭為言詞報告並接受交互詰問。但是實務上是否真能如此運作，卻屬難題！       
據筆者了解231，醫審會之委員認為醫審會是採合議制，且採共識決，如法院欲請

委員之一到庭言詞報告甚至接受交互詰問，由於每個委員的背景或係各不同專科

之醫師，或係法律專業背景或者社會公正人士，不論何人到庭都不能完整地呈現

出其研議過程之全貌，即便是初審醫師，其意見也可能在複審階段作修正，也同

樣無法代表鑑定意見的全部。 
 

薛瑞元於其研究中也提到，採用機關鑑定制度而不使用自然人鑑定制度的優

點在於現今各類案件已趨多元化，機關鑑定是由多元的組成員所籌組而成的團

隊，在效率、實效性上均較自然人更能輕易因應現今的司法需求，此外，司法案

件的急速暴增，也只有機關鑑定的方式才足以提供足夠的鑑定人力，相較於個別

自然人鑑定的情況，有助於因應司法實務需求232。然而機關鑑定的最大問題點就

是下述機關鑑定匿名性的問題，許多醫學專家願意成為機關鑑定成員，不排斥協

助進定工作之進行，卻不願意代機關出庭作證或以自然人鑑定的型態接受鑑定委

託的原因即在於此。是以我國遲遲無法像國外一般發展出自然人鑑定的型態，而

必須仰賴機關鑑定始能確保法院的醫療糾紛案件有足夠的鑑定人力加以因應。國

外所採取的鑑定人型態如美國是以極高的經濟報酬吸引專家參與鑑定工作，另外

在有經濟貧弱的被告情形，則由法院指定、國家出資的方式找到專家證人；在德

國則有「公開指定」制度。 

                                                 
231 參見陳榮基、吳俊穎醫師主持之行政院衛生署九十四年度科技研究計畫，實證醫學對於醫療

糾紛制度可能影響之實證研究，計畫編號：DOH94-TD-M-113-009，筆者參與該計畫訪談醫審會

委員之內容。該研究計畫有意透過醫界發展已久的實證醫學，建立醫療行為準則，將該醫療行為

準則引進醫療訴訟當中，提供法院以及醫界一個共識的橋樑，相當具有前瞻性，筆者參與研究計

畫擔任醫審會委員訪談員的訪談過程，也深感醫審會的委員對於醫療糾紛本身都是相當持平、也

極富正義感者，真正的問題其實不在於醫審會是否能公正無私地作成鑑定意見，相反地，醫審會

和檢察官、法官等法界人士如何有效溝通、如何將其研議過程的全貌與考量也真實呈現於司法層

面始為關鍵。 
232 前揭註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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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機關鑑定之合法性 
 

邱清華等有認為刑事訴訟法第 198 條明文，鑑定人需就鑑定事項具有特別經

驗，或經政府機關委任有鑑定職務者，但醫審會由於自身的人力、設備、技術、

能力等受限，於受託鑑定時，會將案件交由醫學中心或專科學會作初步鑑定，再

由委員會作成複鑑233。亦即醫審會每三個月一次的合議，卻不負責實質的鑑定工

作，與刑事訴訟法第 208 條第 1 項「法院或檢察官得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

之機關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並不相符。 
 

在此有個必須討論的相關問題，亦即吾人是否贊同醫審會的組成委員除了醫

學背景專精之人234外，亦應納入三分之一的法律專業人是以及社會公正人士？甚

至，問題延伸為，當法院送交醫審會以外的其他教學醫院、醫學中心作鑑定時，

各醫學中心都是交給各專科醫師作鑑定後送交法院，但是在醫審會的鑑定過程，

除了專科醫師作鑑定，另外交由所有的其他專科醫師作審視，以及法律人士及社

會公正人士作審視，此一複審的階段，所扮演的究竟是對於專業的把關？抑或是

僭越了法院的職權對於初審的意見作再審查？複審階段的必要性如何呢？實均

有待深省。 
 
3.機關鑑定之匿名性 
 

依據行政院衛生署於民國 86 年 8 月 28 日提呈監察院之「醫事鑑定作業書面

報告」235指出「鑑定委員之名單不公開，以確保鑑定結果之客觀性」，可以想見

其委員匿名的理由是為避免關說，但如從其書面報告中所述「鑑定審議之案件，

如有與委員現職服務醫院有關，委員均需予迴避」，則委員名單既不公開，實際

上是否迴避根本無從得知，其公正性難保不被質疑236。 
 
3. 與法院之間的互動問題 
 

醫審會與法院的互動問題是雙向存在的，首先，醫審會送給法院的鑑定意見

中，並未將初審、複審意見以及討論過程紀錄一併附上，法院所作為判決基礎的

僅是短短的幾行字，法院實務上最多是以前後兩次鑑定意見矛盾的情況，排除醫

審會所作成的鑑定意見，否則既然對於醫審會的鑑定過程加以審視參酌之機會都

沒有，更遑論推翻醫事審議委員會所作成之鑑定意見，所謂醫事審議委員會之鑑

                                                 
233 前揭註 227。 
234 即便是醫療背景人員的組成，亦有對於未有病理科及法醫學科的醫師參與，表示質疑者，參

台大醫院法醫學科醫師孫家棟 96 年 5 月 1 日於司法官訓練所授課內容，經講者同意引述於此。 
235 前揭註 230。 
236 前揭註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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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意見僅作為法院的參考之用，不具有拘束法院的效力，似不盡然。其次，司法

機關送交醫審會鑑定的資料也不齊全，通常是因為司法機關所要託付鑑定的問題

並不明確，因此送請鑑定的資料並不完整，另一方面，醫審會居於被動受託鑑定

的角色，對於司法機關送交的資料不完整，當然不會要求司法機關補送237，其鑑

定結果本身的準確度，自屬存疑。 
 

此外，司法機關的醫學背景知識不足，送交鑑定時的問題不明確238，或是事

後解讀醫審會的鑑定意見有誤，也都是可能影響鑑定結果以及判決心證過程的原

因239。 
 

三、 醫事鑑定實務評析（代小結） 

 
醫事審議委員會的設置對於醫療糾紛案件的處理固然有絕大的助益，然而備

受批評的就是對於醫審會作成的鑑定意見的憑信性的質疑，醫審會的鑑定流程是

否妥適？是否會有「醫醫相護」的偏執？何以前後幾次的醫審會鑑定意見會有差

異？醫審會介入醫療訴訟是否僭越了法院認定事實、甚至是適用法律的職權？醫

審會的委員實際上如何依照刑事訴訟法新增的規定到庭接受交互詰問呢？ 
 

就醫審會的定位以及其鑑定意見的憑信性，陳怡安指出醫審會前後鑑定不一

致的情況出現，與檢、審以及各審級法院所有的卷證資料以及當事人筆錄不同有

關，而醫審會目前的流程是將卷證資料以及病歷對於死亡案件送給兩位初審醫

師，未死亡的案件送給一位初審醫師，初審醫師會看完全卷資料，扮演相當重要

的角色。而醫審會的委員有三分之二是退休的醫學院教授、院長等醫學專家，其

餘三分之一是法律界或社會人士，當事人對於鑑定結果有質疑、或對於鑑定意見

所依據的理由有質疑時，可以提出理由請法官或檢察官請求再鑑定，醫審會並不

是權威單位，而是論理的專業鑑定委員會240。 
 

至於醫審會意見在醫療訴訟中的重要性，陳怡安指出對於醫界而言，法院認

定醫療過失與醫界不同的比例是很偶然的，多數的案例都是以醫審會的鑑定意見

                                                 
237 楊漢泉等前揭文，前揭註 223。 
238 呂清雄前揭文，第 51 頁以下，前揭註。該文指出若委託鑑定事項文字敘述為「…是否一定須

為…之處置？」、「該病患之死亡是否一定由…所引起？」則所得到之醫審會鑑定意見通常是「…

並不一定須為…之處置」、「該病患死亡不一定由…所引起」，此種鑑定意見本身並不能透過法律

上的相當因果關係達到鑑定目的，若能改變問法，較能得到正確的鑑定意見。筆者在學習司法官

赴臺大醫院實習期間，復健科、精神科醫師均曾表示法院的鑑定問題常忽略醫療的不確定性以及

有限性，或是在前因後果的推論上有誤解，如果依照法院的設題回答，他們可以預想該鑑定意見

將被誤用，因此醫師多會在鑑定意見之外，再附記他們對於整個問題的想法以提供法院之參考。 
239 法院與醫事鑑定機構間之互動其實對於一個案件之影響力不可小覷，現行實務上法院與醫事

鑑定機構間之互動還有何種問題，頗待研析！ 
240 前揭註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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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醫審會說有疏失，通常法院的認定結果也是一樣的241。楊秀儀教授指出，

其實由醫界自己來決定行為規範是從「同儕制約」的角度來看，在美國的情況，

有許多個案法院都是受專家證人所做標準的限制。臺灣法院在醫療訴訟的處理上

容易犯的錯誤也是在給醫審會的鑑定函上請求鑑定「有無過失」，但是有無過失

是司法權行使的內涵，鑑定人並不得對此種終端的爭執表示意見，美國德州就曾

經對此宣告違憲242。 
 

實際上，就醫審會的醫事鑑定小組任務而言，很重要的一部份是就醫療糾紛

案件作成鑑定意見協助法院的判斷，醫審會的成員也多是醫療以及各界菁英碩

彥，倘使法院長期不採納醫審會的鑑定意見，對於醫審會此一設置及其人力資源

都是社會浪費，而法院在醫療外行人背景的前提下排斥醫審會的鑑定意見，所持

的理由是否足以推翻醫審會的整個鑑定流程及最終認定也是問題，筆者以為在上

述所列的幾項問題仍舊有待深省的同時，首要之務是法院及醫審會之間建立好的

溝通管道與對話窗口，醫審會的鑑定過程縱使對外界是不公開，至少對於法院而

言也必須透明243，讓法院也能從其研討的過程中釐清醫審會的討論是否與其囑託

鑑定的問題相符？鑑定的過程是否妥適而有相當的可信性等，否則單單幾行的鑑

定意見呈給法院，法院完全照收失卻其作為法院之認事用法職責，法院完全駁斥

也枉費各界菁英於會議中的投入並造成社會資源浪費，完整的鑑定經過及結論的

呈現始成為可作為法院判決基礎的鑑定意見。 
 

第二目  專家參審 

 
醫療專業介入醫療糾紛中關於過失的認定，除了以前開鑑定人的身分介入

外，另外一個方是就是「專家參審制度」，也就是由醫療專家參與醫療訴訟中的

審判工作，與職業法官具有相同的權限。依據專家參審試行條例草案總說明244，

                                                 
241 前揭註 141。 
242 前揭註 131。 
243 如同測謊鑑定情況，最高法院 94 年度台上字第 7135 號判決即謂「測謊鑑定，形式上需符合

測謊基本要件，且必實質上符合待證事實需求，始生測謊實體價值之判斷而定得否賦予證明力。

故測謊程序形式要件之檢驗，包含：需受測人同意配合、依賴失策人員之技術與經驗、測謊儀器

須良好且運作正常、受測人身心及意識狀態需正常等項。苟測謊程序形式上之要件有所欠缺，即

足以動搖測謊整體結構而影響測謊結果之實質。有刑事訴訟法第二百零六條第一項規定：鑑定之

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又法院或檢察官囑託相當之機關鑑定，準用第二

百零六條第一項之規定，同法第二百零八條亦有明文規定。是鑑定報告書之內容應包括鑑定經過
及其結果，法院囑託鑑定機關為測謊檢查時，受囑託之鑑定機關不應將鑑定結果函覆，並應將
鑑定經過一併載明於測謊之鑑定報告書中，若鑑定報告書僅簡略記載檢查結果而未載明檢察經
過，既與法定記載要件不符，法院自應命受囑託機關補正，必要時並得通知實施鑑定之人以言
詞報告或說明，否則，此種欠缺法定要件之鑑定報告不具備證據資格，自無證據能力可言」，另

最高法院 93 年台上字第 4405 號判決、93 年台上字第 1938 號判決亦同此要旨。 
244 網址：

http://jirs.judicial.gov.tw/GNNWS/NNWSS002.asp?id=4580&flag=1&regi=1&key=&MuchInfo=，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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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例草案之制定，是緣於民國八十八年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的決議，司法院為此

籌組委員會，並派員赴丹麥、德國法院訪問考察其專家參與審判制度，了解其法

院設施、審理程序，並與職業法官、參審法官交換意見、蒐集資料，擬訂草案初

稿，經過近六年之研議，完成草案內容245，希冀在各訴訟事實審審理程序中，由

專家與職業法官共同職司法裁判，發揮迅速並妥適解決紛爭之功能，以維護當事

人權益。 
 

在「專家參審試行條例草案」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下列民事事件，

當事人得向第一審法院聲請由參審法庭審判之：一、因醫療行為涉訟者。」，同

條例第 5 條第 3 項、第 4 項前段規定：「第一項所列事件，經當事人合意聲請者

，法院及當事人均應受其合意之拘束。其合意應以書面為之。第一項所列事件，

如有由專家參審之必要者，得由當事人之一方，向第一審法院聲請由參審法庭審

判之」，而同條例第 5 條第 7、8 項也規定：「第一項所列事件，法院認為必要時

，得依職權裁定由參審法庭審判之。法院裁定前，應徵詢當事人之意見。雙方當

事人未表示反對之意見者，法院應裁定行之。第一項所列事件，第一審未由參審

法庭審判者，當事人於第二審仍得合意聲請由參審法庭審判之。其合意亦應以書

面為之。」也就是未來的民事醫療糾紛246在當事人有合意、或是法院認為有經由

專家參審的必要時經職權或經聲請，均得透過專家參審的方式為之。因此，如果

專家參審試行條例草案可以順利於立法院院會通過，未來的醫療糾紛案件，專家

在訴訟中所扮演的角色就不只是以鑑定人的身分參與，而更積極地在訴訟中扮演

決定勝敗的角色247。 
 

對於專家在法庭上扮演較鑑定人更為積極的角色，反對的聲浪不小，筆者以

為專家在專業訴訟中，固然是重要關鍵，但是如何使專家進入法庭在機制上並不

是非黑即白的選擇，例如如何充分運用現今已有的鑑定制度、甚至是如何改良鑑

定制度使其成為對於專家友善的制度，或是如何經由健全鑑定制度的公信力，來

確保鑑定制度可獲得法院及人民的普遍信賴，光譜中間的選擇也許也是折衷且可

行的方式248，不過改革畢竟是值得鼓勵的，至少表示一般普遍的共識已經意識到

                                                                                                                                            
覽日期：96 年 6 月 1 日。 
245 然而「專家參審試行條例草案」甫在司法院內部通過送交立法院前，就在各方展開激烈爭辯，

首先的第一個爭議是，由一般人民擔任法官參與審判，有無違反憲法第 81 條法官為終身職的規

定？顧立雄律師對此主張在專家參審條例草案送立院審查前先提起釋憲以杜爭議；另也有在朝法

官擔憂如何確保參審的專家能避開人情、關說壓力，司法風紀將面臨一大挑戰；另也有主張歐陸

國家實施專家參審制度的效果不彰而反對者。參見顧立雄，專家參審之由來，律師雜誌第 253
期，89 年 10 月，第 5 頁。 
246 刑事醫療糾紛於專家參審試行條例第 2 條第 2 款亦有規定。 
247 專家參審條例第 9 條第 2 項規定：「參審法庭之審判，由法官三人及參審官二人合議為之，並

以法官為審判長」。 
248 王梅英法官即著文表示司法院此舉已經越過鑑定人制度，而在法定的審判程序外另行創設一

種機制，該文雖係針對司法院 89 年 5 月 2 日司法院頒行的「專家參與審判諮詢試行要點」而立

論，但對於由該要點轉化成的「專家參審試行條例」，亦有參考價值。參見王梅英，「專家在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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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醫療此類的專業訴訟，在現有的訴訟制度之下，難有公平及民眾的普遍信

賴，但是改革的幅度、改革的近程、社會整體要件是否已臻成熟、有無其他後續

效應都是要更審慎思考的。 
 

第三目  實證醫學 

 
醫療專業介入醫療訴訟的方式，可以是由醫療專家參與審判程序，包括提供

鑑定意見以及實際參與合議，這都是比較個案性的專業介入；相較於此，較為全

面性的介入，是以實證醫學發展的醫療行為準則作為法院在醫療糾紛案件中，關

於過失以及因果關係的認定標準。 
 

所謂「實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是指以病人為中心，以

其醫療問題為導向，結合最新臨床研究結果與個人的臨床經驗，為每位病患執行

最合理的診斷與治療249。「實證醫學」是與「經驗醫學」相對的概念，經驗醫學

是指傳統上醫師以自己所受的醫學教育訓練、個人之臨床經驗、以及每個地區的

行醫經驗作為治療及診斷病人依據的。實證醫學興起最主要是因為病人權利意識

高漲以及醫師告知義務的法制化，醫療知識日漸普及，使得醫療向來的權威性也

面臨越來越大的挑戰，另方面，保險業者進入醫療市場，保險給付者對於醫療行

為之掌控力越來越大，再加上醫療科技進步快速，新的治療方式以及可能產生的

副作用、併發症都不是向來保守的醫療環境所可以預見的，醫師漸漸放棄向來以

經驗作為行醫依據的方式，而作臨床研究並以此研究結果作為是否接受新興醫療

科技的準據250。 
 

「實證醫學」的發展充其量是醫療專業對於其行醫方式的一種變化，實證醫

學要與訴訟上關於過失的判定有所串連，就必須談到「醫療行為準則（medical 
practice guideline, or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的概念。醫療行為準則的出現主

要是為了改善醫療品質，經由醫療團體制訂醫療行為準則，一方面使個別醫師能

在短時間熟悉新的醫療知識技術，另方面也扮演監督個別醫師都具有與同業其他

醫師相同水準之功能。此外，由醫療團體訂定醫療行為準則，也可以避免醫療保

險業者完全主導醫療市場，由醫療團體自己決定何種醫療應該得到保險給付、而

非由醫療保險業者決定給付何種醫療保險；再者，由於醫療糾紛日益增多的緣

故，醫界開始有採取防禦性醫療的傾向，增加許多不必要的檢查、診療，政府為

                                                                                                                                            
上的角色—鑑定或參審？」，律師雜誌第 253 期，89 年 10 月，第 33-36 頁。 
249 楊培銘、梁繼堯、劭文逸等，實證醫學特輯，臺灣醫學第 7 卷，2003 年，第 530-578 頁，轉

引註自吳俊穎，臺灣實證醫學未來發展的規劃：由醫療糾紛的觀點出發，臺灣醫學第 8 卷第 4
期，2004 年，第 8 頁註 1。 
250吳俊穎，臺灣實證醫學未來發展的規劃：由醫療糾紛的觀點出發，臺灣醫學第 8 卷第 4 期，2004
年，第 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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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醫療界的防禦性醫療景況出現，也訂定政策允許醫師就其遵行醫療行為準則

之醫療行為，不負過失責任251。醫界雖然都有訂定醫療行為準則之傾向，但也有

醫師表示行為準則之制訂容易忽視醫療的特殊性、侵犯醫師專業自主權、並使醫

療淪為食譜式醫學252，這樣的批判在實證醫學的發展上也同樣出現，由於實證醫

學適用到個別病人會有困難，而且實證醫學的建立需要大量、昂貴的臨床試驗，

但這些臨床試驗往往需要商業界的資助，難免會產生經濟利益衝突的窘境253。 
 
早期醫療行為準則是以經驗醫學為基礎制訂，在實證醫學發展後，由於實證

醫學強調使用最佳證據（current best medicine），相較於此醫療團體自己訂定醫療

行為準則反而未必能反應醫學之最佳發展，因此近代的醫療行為準則的制訂，漸

強調以實證醫學作為基礎。 
 

實證醫學所發展之醫療行為準則，在訴訟上的運用主要是在為涉法律概念之

「疏失」的認定以及因果關係的確認兩大層次，在過失的認定上，有助於劃定醫

療訴訟中的抽象輕過失的標準，在因果關係上，由於人體本身的多樣性以及醫療

的許多不確定性，醫療糾紛中關於因果關係認定並不容易，藉由實證醫學則有助

於因果關係的認定。學界也有倡導法院在審理醫療過失訴訟案件時，應利用實證

醫學的概念來檢視鑑定意見的合理與否，蓋專業案件中需要專家協助是本質當

然，在醫療案件中卻獨獨有「醫醫相護」的污名，主要是因為鑑定意見往往是依

具經驗醫學權威專家的意見或是依師個人的醫學教育訓練及個人民床經驗的結

果，此種權威式的意見已經不符現代社會所需，與此不同者，實證醫學強調需要

有醫學研究的具體證據，鑑定意見在表示意見時，也應當提出充分具體的醫學證

據來證明其意見的公平性及可靠性，反倒是較為可採的方式254。 
 

筆者以為「醫醫相護」的污名其實有許多的原因存在，包括醫審會或其他鑑

定機構的鑑定過程並不透明、醫療專業的對向方是普羅大眾甚至是欠缺醫療知識

的法院，兩個對立的角色在專業知識上、甚至有時候在社會地位上、經濟優勢上

都有所落差，這與一般專業訴訟（如工程、金融、智慧財產權等）的當事人往往

在專業、社經地位上都均等的情況不同。筆者贊成經由實證醫學發展醫療行為準

則，主要是希望經由此一醫療行為準則的發展，能夠讓法院在面對醫界在醫療訴

訟中提出「醫療常規」時，能夠有較明確的著力點，另一方面，也使得醫界在法

                                                 
251 前揭註 250，第 3 頁。 
252 Barry R. Furrow ey al., Health Law: Cases, Materials and Problems(4th ed.2001),p.12; Jeffrey 
O’Connell & Andrew S. Boutros, Treating Medical Malpractice Claims Under a Variant of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77 Notre Dame L.Rev.373(2002),p.403.轉引註自古秋菊，實證醫學對醫療

過失訴訟的影響，東吳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94 年，第 52 頁註 156。 
253 Joseph S. Alpert, Conflicts of Interest: Science, Money, and Health, 162 Archive of Interval 
Med.635(2002), p.635-36.轉引註自古秋菊，實證醫學對醫療過失訴訟的影響，東吳大學法律研究

所碩士論文，94 年，第 53 頁註 159。 
254 古秋菊，實證醫學對醫療過失訴訟的影響，東吳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94 年，第 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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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之外，能夠建立一套較強的自我監督體系，能夠一直以「最佳醫療」作為自期

的目標。但實證醫學所發展的醫療行為準則畢竟還面臨著一個比較難跨越的門

檻，也就是發展主體究竟為何？與這個問題有同工異曲之妙的是醫審會的組成員

的背景，目前醫審會的組成員中有三分之一的法律專家以及社會公正人士，許多

學說質疑醫審會的鑑定意見其實某程度僭越了法院送請鑑定的職權，在法院之前

另有非醫療背景人員先檢視鑑定意見的可採與否。實證醫學所發展的醫療行為準

則也面臨同樣的問題，如果只由醫療團體自行訂定，將與現今許多醫療行為都受

健保給付牽動的實際不符，倘若有其他的利益團體介入制訂，那麼此一醫療行為

準則所代表的就不一定是「最佳醫療」，則以實證醫學發展的醫療行為準則在訴

訟上的參考價值何在255？法院又能否在此一準則之外又另行審酌法政策上的其

他考量？如果不能，那麼法院認事用法的職權是不是在此一層次也備受限縮？這

些都是有待再深思者。 
 
 
 
 
 
 
 
 
 
 
 
 
 
 
 
 
 
 
 
 
 

                                                 
255 實證醫學對於醫療糾紛可能之影響，為衛生署所關注的議題，已有衛生署委託陳榮基、吳俊

穎醫師作成之「實證醫學對於醫療糾紛鑑定制度可能影響之實證研究」研究計畫，計畫編號：

DOH94-TD-M-113-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