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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誰來決定醫療水準？法院與醫療專業的互動256—美 

國經驗之考察 

 
民事過失的判斷是以注意義務存在且違反注意義務作為判斷的基礎，其中是

否違反注意義務一般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程度」作為判斷，也就是英美法中的

「合理審慎之注意」（reasonable man in same circumstances），這樣的判斷在一般

的民事侵權訴訟較無問題，法官得本於一般的生活經驗去作認定，然而在涉及專

業領域的醫療訴訟，醫師的作為有無過失並不是醫療外行的法院所得定奪，對於

原告病患而言也有其舉證上的困難，因此在訴訟中最好的著力點就是「醫療常規

（customary medical practice）」，但是法院對於「醫療水準」的認定，是否一定受

「醫療常規」之拘束？「醫療水準」本身是是否善盡「合理審慎注意」的法律評

價，法院基於法律專業的立場，可否做出終局的評斷？涉及了法律專業與醫療專

業的拔河。美國法上早在 1974 年就出現了著名的 Helling v. Carey 案，法院表示

是否合理審慎的注意本係法院基於法律專業及職責所應認定者，縱使法院的認定

與醫療常規相異，醫界也應改變其常規作法以為因應，這樣的法律專業自信立刻

被其後的 Gates v. Jensen 案所聲援，然而 1992 年之後，實務界一面倒地反對

Helling Rule 的適用，認為醫療常規是醫界集體智慧的結晶，法院既是醫療外行

人，自應予以尊重，美國法上關於法律專業與醫療專業間的拔河，有一系列的發

展脈絡，頗值吾人參考，茲介紹如下。 
 

第一節  Helling v. Carey257(1974.3.10) 

第一項  判決摘要 

一、 事實 

 
原告 Barbara Helling 於 1959 年因近視求診於被告 Dr. Thomas F. Carey 及 Dr. 

                                                 
256 本文第四章與第五章之主標題原於初稿時均定為「誰來決定醫療水準？法院與醫療專業的『拔

河』」，經口試時委員提出原定標題不免令人有法律與醫療處於緊張之對抗關係，而非友善之對話

關係，於修訂時再改為「誰來決定醫療水準？法院與醫療專業的『互動』」，特別感謝口試委員吳

俊穎醫師，讓我學習到論文之用字遣詞均與作者本身對於此一議題之態度緊密連結，務必於新穎

中仍求穩健。 
257 Helling v. Carey, 83 Wash.2d 514, 519 P.2d981, 67 A.L.R.3d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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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C. Laughlin 兩位眼科診所的合夥醫師。其後，又陸續在 1963 年 9 月、10
月、1967 年 2、9、10 月、1968 年 5、7、8、9、10 月因隱形眼鏡感染求診至被

告診所就診。在最後一次就診（1968 年 10 月）之前，被告均判定原告眼部不適

與隱形眼鏡感染有關。直到最後一次求診被告 Dr. Carey，醫師才幫原告作了眼

壓及視力範圍（field of vision）的測試。而該測試結果顯示原告罹患了青光眼。

年僅 32 歲的原告外圍視力（peripheral vision）已完全喪失，中央視力（central 
vision）也急遽減退，幾近失明。 
 

1969 年 8 月，原告在詢問其他的醫師之後，起訴主張因被告醫師的過失，

造成其眼睛重大永久不致之後果。訴訟中，原告及被告的專家證人均表示，醫界

慣行上對於四十歲以下的眼疾病患不會作眼壓測試，主要原因是青光眼發生在四

十歲以下族群的機率甚低。但專家證人也指出，慣行上，倘病人的病症顯示出病

人有罹患青光眼的可能時，醫師應即作眼壓測試。 

 

二、程序 

 
Helling 案在一審、二審法院，均判決原告敗訴，直到最高法院258始廢棄原

判，判決原告（上訴人）勝訴，僅在損害額的部分維持原判決之見解。 
 

三、爭點 

 
Helling 案中，原告所罹患的是開放性青光眼，此一疾病在初期因為眼睛的

腺體分泌物無法順利排出，將造成眼壓漸漸升高，進而超乎正常值，並損壞視神

經及纖維，最終將造成失明結果，常見情形是視力慢慢減退。由於病徵少故若未

做眼壓測試，在發生失明結果之前，不容易發現。 
 

最主要的問題就在於，醫療專業意見一致表示，由於四十歲以下的罹病機率

僅有二萬五千分之一，因此在醫療實務上並不會對於四十歲以下的看診者作眼壓

測試。爭點在於，當二萬五千分之一的機率發生時，醫師能否執此一「醫療常規」

作為其並無過失的抗辯？法院在此時是以該「醫療常規」作為「醫療水準」的內

容？抑或自訂一個「醫療水準」？ 
 

四、判決主旨 

                                                 
258 83 Wash.2d 514, 519 P.2d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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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ing 案的終審法院認為法院應自訂「醫療水準」，醫師不能以遵循「醫療

常規」作為其並無過失的抗辯，其理由如下： 
 
（一） 縱使原告罹患青光眼的機率甚微，但其所受到的注意程度與保護應該與

四十歲以上的眼疾患者一樣才是。何況此種簡單的眼壓測試是極低成本的、且不

需高度的判讀能力、又一旦測試結果立判、對於患者無害，醫師未替病患進行眼

壓測試，應有過失。 
 
（二） 法院另外舉了兩個實務案例做為佐證，首先是 Texas & Pac. Ry. V. 
Behymer 一案中，法官 Holmes 表示「『慣行』雖然可以作為『應為』的證明，但

是『應為』本身仍取決於合理審慎的注意義務，不論是否被遵行。」259，其二

是在 The T.J. Hooper 一案中，法官 Learned Hand 說「雖然在大多數的情形，所

謂的「合理審慎（reasonable prudence）」就是一般的通常的審慎（common 
prudence），但是反之不然，因為一般的通常的審慎有可能是不當地拖延了新的

方法的使用。也就是「合理審慎」本身沒有一定的標準，而是看其使用方式本身

是否具有說服力。法院必須作終局的裁量判斷，即使是世界性地均未採用某個照

護標準，也不會因此就免除其未採用的過失責任。」260 
 

針對多數意見以上開二個理由，否定「醫療常規」作為「醫療水準」的作法，

不同意見者以為，醫師倘已遵行醫療常規，卻仍須就其在專業訓練中未受的訓練

作為負責，無異課予嚴格責任。嚴格責任的意涵就是在案件中的兩造均不應歸責

的時候，以較有資力承擔風險的一方作為最終的風險承擔者，這是不正確的。 
 

五、評析 

 
Helling 案中，法院摒棄醫療專業意見一致的見解，不採用「醫療常規」作

為醫療水準的認定，而自訂了醫師所應遵守的醫療水準。法院的基本思維是，二

萬五千分之一的發生機率固然微渺，但是原告自從 1959 年先因近視求診，又陸

續於 1963 年 9 月因隱形眼鏡感染求診，並在 1963 年 10 月、1967 年 2、9、10
月、1968 年 5、7、8、9、10 月分別多次密集求診，被告醫師均未有所警覺，都

是以隱形眼鏡感染處理，僅對四十歲以上的病患作眼壓測試這樣的「醫療常規」，

                                                 
259 Justice Holmes stated in Texas & Pac. Ry. V. Behymer, 189 U.S. 468,470,23 S.Ct. 622,623,47 
L.Ed.905(1903)“What usually is done may be evidence of what ought to be done, but what ought to be 
done is fixed by a standard of reasonable prudence, whether it usually is complied with or not.” 
260 “In most cases reasonable prudence is in fact common prudence; but strictly it is never its measure; 
a whole calling may have unduly lagged in the adoption of new and available devices. It never may set 
its own tests, however persuasive be its usage. Courts must in the end say what is required; there are 
precautions so imperative that even their universal disregard will not excuse their o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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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患有這麼多次的密集求診過程、且眼壓測試是成本低廉、操作簡易、準確度

高的前提下，是不足以作為免除醫師過失責任的有力理由。 
 

我們也可以說，法院認為原則上醫療常規此一醫界的集體智慧應被尊重，但

是例外在該醫療常規的實務上運作顯然有疏失時，醫師仍應就其疏失負責。如果

從這樣的觀點來觀察法院的判決，可以知曉法院其實並沒有變更法院應尊重專業

的大原則，只是對於例外的情況在何時成立？何時法院之手可以介入此一專業領

域？提出了正當化的理由。 
 

第二節 Helling Rule 的後續適用 

 

第一項   Gates v. Jensen261（1978.5.15） 

 
華盛頓州在 Helling 案作成後，法院與其他專業間的互動關係出現了嶄新的

面貌，法院不再完全地在專業的醫療訴訟中，仰賴專業意見，而開啟了法院可以

介入專業領域的例外，在 Helling 案之後，立即也出現了追隨 Helling 案法院看法

的實務判決262，Gates v. Jensen 一案的事實背景與 Helling 案即為類似，也都是病

患多次就醫，醫師仍未善盡最佳的注意義務，為病患提供最佳醫療，法院在本案

                                                 
261 20 Wash.App.81, 579 P.2d 374. 
262 Helling 案之後，實務上也曾經有引述 Helling 判決的例子，但在該案中僅有對於 Helling Rule
在操作上如何區辨，並沒有進一步表示支持或反對 Helling Rule 的立場，茲引述如下： 
「我們研究發現 Helling 案子僅有一次被最高法院所引用，而且明確地作了適用上要件的區辨與

說明，即 Truman v. Thomas(1980) 27 Cal.3d 285, 295, 165 Cal.Rptr. 308, 611 P.2d 902 被告 Thomas

醫師是原告已故之母親 Rena Truman 多年的家庭醫師，在擔任家庭醫師這段期間，被告醫師多次

建議 Rena 應進行巴氏子宮癌檢驗法（pap smear test），但都為其所拒絕。嗣 Rena 被診斷得了不

能進行手術的子宮頸癌，死亡時僅 30 歲，她的孩子起訴請求 wronful death 的損害賠償，並請求

陪審團考量 Helling 案，主張被告醫師未替年逾 23 歲之病患進行巴氏子宮癌檢驗法係有過失。法

院說明在 Helling 案中醫師是因未告知病人可作青光眼測試而有過失，本案之情形，被告醫師既

曾建議病人作子宮頸癌測試，與 Helling 案並不相同，是陪審團不得審究 Helling 案的論據。最後

法院以四比三的多數意見仍然認為本案醫師是有過失的，主因在於 Thomas 醫師並未告知 Rena

未做子宮頸癌測試的風險。多數意見注意到即便是專業慣行也不能排除醫師的告知義務。由於任

何人都可以判斷何種資訊對於病患是重要的，因此「告知後同意」的案子也屬於不需要透過專家

證言即可判斷是否有專業過失（professional negligence）的案子。因此可以不受「專業慣行決定

照護標準」的原則所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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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引述 Helling 法院的見解，認為此時應該構成法院之手得以介入醫療專業領域

的例外，茲介紹如下。 
 

一、事實 

 
原告 Gates 於 1972 年 5 月間，因眼睛視力退化，至 Charles Boylan, Wod Lyda, 

Jame Hargiss, Murray Johnstone, Carl Jensen ,Walter Petersen 合開的眼科診所作檢

查，當時的檢驗報告對於原告是否罹患青光眼並無明確的顯示，因此醫師 Hargiss
對原告表示，其視力模糊不清是因為眼壓過大，並無其他異常狀況。其後的兩年，

原告均至被告診所作治療，迄至 1974 年 4 月，被告醫師發現原告的眼壓異常地

高，趕緊轉介給同一診所具有青光眼及 ION 專業的 Johnstone 醫師，該醫師判定

原告極有可能因為眼壓過高，而罹患了青光眼及 ION。原告為獲得更佳的治療，

在 1974 年 10 月至與被告無關連之其他診所求診，並於 1975 年 2 月於該他診所

作眼腺體分泌物排流術。 
 

原告主張醫師在首次的檢驗無法判定是否為青光眼時，即應作眼部擴張術及

其他進一步的手術作確定，而不是對於原告作錯誤的醫囑，造成原告因錯失治療

時機造成雙眼失明。因此控告（一）被告醫師等未盡審慎之注意義務。（二）被

告醫師等未盡告知義務。由於僅（一）的部分與本文有關，以下僅就此部分為討

論。 
 

二、程序 

 
本件原告起訴控告被告診所以及醫師未診斷出原告患有青光眼是有過失

的，原審法院判決被告勝訴，原告因此提起上訴，上訴法院263則維持原審之見解，

認為儘管病患之眼壓值已處於可能罹患青光眼的狀態，但依據眼科之醫療常規，

並不會為病患進行視野測試，因此被告遵守醫療常規之行為無過失264，因而駁回

原告之上訴。但本案上訴至最高法院時，則情勢完全翻轉，最高法院265以為一個

謹慎合理之醫師在發現病患有罹患青光眼的危險時，應該會病患作視野測試，被

告醫院及醫師未盡此注意義務，其行為有過失266，而判決被告敗訴。 
 
                                                 
263 20 Wash.App.81, 579 P.2d 374. review granted by 91 Wash.2d 1004(Dec 1, 1978) 
264 法院駁回原告上訴所持的另一個理由是，錯誤診斷（mistaken diagnosis）是侵權行為過失責

任的問題，並不是說明義務的問題，因此原告上訴主張被告醫院以及醫師違反說明義務，並不可

採。 
265 92 Wash.2d 246, 595P.2d 919.(May 31, 1979) 
266 針對說明義務的部分，最高法院也認為當醫師發現病患處在有罹患青光眼的危險時，其應負

有對於病患為說明告知的義務，而本案醫師未予說明，顯已違反說明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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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爭點 

 
本件原告主張依據 Helling Rule（筆者按：遵行醫療常規不可作為免除過失

責任之依據），醫師應善盡比同業的醫師更高的注意義務，則當原告病況已經處

於隨時可能發病的邊際地帶，被告醫師自應為其實施視野測試以確定原告是否罹

有開放性青光眼，被告醫師既然疏於為原告作該項測試，則其行為有過失。因此

本件之爭點在於，當病患數次前來求診，而其症狀顯示病況遲遲未獲得解決，醫

師卻未對其作進一步的檢查與治療，醫師能否以其診療與同業的其他醫師相同，

而免除過失責任？  
 

四、判決主旨 

 
針對上開爭點，本件原審及終審法院的判決採取相異的見解，主要的關鍵點

在於 1975 年的 RCW 法案267中將 Practiced 修正為 Possessed，究竟是排除 Helling 
Rule 的適用？抑或是再次強調 Helling Rule 的精神？其實，從這裡我們可以了

解，Gates v. Jensen 一案並非完全針對醫療常規能否作為醫療水準的課題而有所

爭論，而是實務上對於 Helling Rule 在 RCW 法案已有修正，立法已經有所表示

的情況下，究竟應該繼續援用或是摒棄的首次表態。 
 
（一） 原審判決 
 

原審認為原告所主張的 Helling Rule 已被 RCW 法案排除而不適用，因此判

決被告醫師勝訴。法院認為法律既然已經明文表示在醫療糾紛之損害賠償事件中

應使用『醫療水準 standard of profession』作為是否有注意義務違反之情事，其

他採取與此標準不同的認定，不能作為醫療糾紛損害賠償之請求依據。則該法規

無疑地係有意排除 Helling Rule 的適用，而且明確指出唯一的判斷標準只有『醫

                                                 
267 RCW 4.24.290 providing: In any civil action for damages based on professional negligence against 
a hospital which is licensed by the state of Washington or against the personnel of any such hospital, or 
against a member of the healing ar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 physician licensed under chapter 
18.71 RCW, an osteopathic physician licensed under chapter 18.57 RCW, a chiropractor licensed under 
chapter 18.25 RCW, a dentist licensed under chapter 18.32, a podiatrist licensed under 18.22, or a nurse 
licensed under chapters 18.78 or 18.88 RCW, the plaintiff in order to prevail shall be required to prove 
by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that the defendant or defendants failed to exercise that degree of 
skill, care and learning possessed by other persons in the same profession and that as a proximate result 
of such failure the plaintiff suffered damages, but in no event shall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apply 
to an action based on the failure to obtain the informed consent of a patient.其大意略為：任何以醫院

或醫護人員未善盡照護義務為請求權之專業醫療過失訴訟，原告都必須擔負舉證（一）醫院或醫

護人員欠缺與其同業之醫院或醫師「所具有」（筆者按：修正前為「所踐行」）之相同之醫療水準、

（二）其不符合醫療水準之行為與原告知損害之間有因果關係。但是在原告以醫師或醫院未盡說

明義務之個案中則不適用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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療水準』，因此法院只能以醫療專業社群的成員的作為當作個案醫師有無過失的

判定基準，不能自訂醫師應遵行的注意義務標準，介入醫療專業的範疇。 
 
（二） 最高法院判決 
 
1. 多數意見 
 

多數意見判決原告病患勝訴，其主要的理由有： 
 
（1） 依據 Helling Rule，當病人的狀況顯示需要作進一步的檢測始得知悉確實

結果時，未做檢測可謂未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蓋是否有過失並非考

量該專業社群之標準，而必須從個案中去考量，倘使醫師在損害發生之前

合理謹慎地採取一些防免措施，該損害是否可得避免，在判斷時，亦應一

併考慮防範之成本、難易、防免措施的可信度以及對於病患的風險等。

Helling 是一個特殊的個案，因為是否實施青光眼檢測在眼科實務上的慣

行，只針對四十歲以上的病患實施，該檢測又是簡易、便宜、可信度高、

且毫無風險的，而青光眼本質上是很難初步發現，且一旦發現時即有喪失

視力的危險，因此未實施該檢測即有過失。而本案與 Helling 的特殊狀況

完全相當，醫師至少有兩次瞳孔擴張檢測可以得知病患是否患有青光眼，

該檢測又是簡易、便宜、有可信度且無風險的。而只要是其他的檢測無法

找出病因時或是可以發現病患有不正常的反應時，就有使用這種檢測的必

要。因此當病患的病況已經可以推論有進一步檢測的必要時，醫師即應善

盡「合理審慎之注意」。本件病患的狀況已經是有嚴重近視，而且已經處

於極可能罹患青光眼的狀態，在在都顯示出其有高度可能罹患青光眼，而

且醫師也的確依照其專業社群的醫療水準檢視了他的視眼底神經（optic 
nerve discs），且使用眼底鏡檢測，但我們可以發現病患罹患青光眼之機率

之高，眼壓測試本身是不足夠的，一個「合理、審慎」之醫師應有的注意

是為病患作瞳孔擴張術檢視眼底神經，並且作視野檢查（visual field 
examination），而這正是 Helling 法則所要求的「合理審慎之注意」。 

 
（2） RCW 法案並未排除 Helling Rule 的適用，蓋該條文在修正時將『踐行』

（Practiced）改為『擁有』（Possesed）可知此一修正將醫師實務上的作法

改為醫師按其所受訓練及所知應有的作法，表示醫師並不只是依照其臨床

上所應有的作法善盡其照護義務，更應該按其所具有的學識、技術的更高

度注意義務為病患診療，應是有意擴張 Helling Rule 的適用範圍。而由本

案可以確知的是被上訴人醫師以及其他醫師並未『擁有』與其專業社群醫

師相同之技巧、學識、與照護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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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協同意見（Justice DOLLIVER）： 
 
協同意見的論據有二： 
 
（1） 在多數的過失案例中，我們認為被告所應擔負的注意程度（stand of 
care）是一個擁有謹慎態度之理性人處於與被告相同情境時所將採行之注意（a 
reasonable person with ordinary prudence would have exercised in the defendant’s 
place in the same or similar circumstances.）但是在醫療過失的案例中，傳統上所

謂的醫療水準其實就是醫師的專業社群所擁有且踐行的技巧、學識、及照護，亦

即，在醫療訴訟中，醫療水準已經漸漸與醫療常規合而為一。在 Helling 中，法

院要求的是：不論眼科醫界慣行為何，醫師本於合理、審慎注意應當立即為病患

實施簡易無害的眼壓測試，否則即為過失。Helling 已經偏離了醫療水準（standard 
of profession），而採用在一般侵權行為過失的判斷標準即「合理謹慎人」

（reasonably prudent person）之標準。 
 
（2） RCW 法案的正確理解應該是，多數意見只有提到法案的修正中將

practiced 換成 possessed，卻沒有作更深入的解釋，實際上，真正的關鍵並不在

於醫師的專業社群究竟擁有（possessed）、踐行（practiced）、追隨（followed）

或實施（exercised）何種照護標準，而在於在判斷有無醫療過失時應使用「專業

標準（professional standard）」，而非「謹慎合理人之標準（reasonably pruden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亦即，RCW 法案的修正更明顯可見其有意排除 Helling 案

以審慎的注意義務作為有否過失的評定基礎，而以「醫療水準」作為醫療糾紛中

過失的判斷之根據，則本件原告既未盡到如 RCW 法案所要求，舉證醫師違反醫

療水準，自應認其依法負敗訴之責。 
 

Helling 案出現後，法院專業與醫療專業之間的互動關係，產生了劃時代性

的變化，法院認為所謂的常規、慣行固然值得參考，但是常規、慣行也常常使人

怠惰、對於新的技術水準疏於注意，法院之職責既然在指出應該有的標準，在指

出什麼才是合理審慎的注意義務（reasonable standard of care），則縱使法院認定

的合理審慎之注意義務並非常規、慣行所通常遵循者，仍應以該注意義務作為過

失有無的評斷標準。 
 

然而，在 Helling 案以及其後支持 Helling Rule 的 Gates v. Jensen 案中，否定

的見解都提出相同的疑問，也就是在醫療專業訴訟中，法院既然欠缺了醫療專業

知識背景作為後盾，縱然在理想上提出合理之注意義務標準看似容易，但是外行

人的手介入醫療專業，究竟是帶來好的循環亦或是更糟的衝擊？畢竟每一個專業

社群的慣行、常規通常也是該專業社群的集體智慧，它本身可能反映著操作上、

判斷上、成本上、照護上等等最佳考量的綜合體，法院能否單單在個案中認定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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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規、慣行不值得遵行而加以推翻？這樣的疑問繼續存在著，在 Helling 案以及

Gatse v. Carey 案後，實務上一面倒地以上開論點否定 Helling 案的想法，甚至指

出 Helling 案的判斷是欠缺智慧的，以下介紹三個代表性的實務判決。 
 

第二項  Osborn v. Irwin Memorial Blood Bank(1992.4.8)268 
 

一、事實 

 
1983 年 1 月 28 日出生的 Michael Osborn 罹患有心室反轉（venticular 

inversion）疾病，該疾病會阻礙無氧的血液返回肺臟重新供氧，是極罕見且致命

的疾病。所以 Michael 就在同年 2 月 24 日，約出生後三週到加州大學附設舊金

山醫學中心接受心臟手術。手術相當成功，而在手術過程 Michael 共接受愛爾文

紀念血液銀行所提供之 12 單位之血液，而 Michael 在手術過後也一切正常，且

長達四年的時間都沒有顯現出愛滋病的病症。 
 

直到 1987 年 8 月，Michael 的父母親收到舊金山醫學中心的來信建議 Michael
作檢驗測試有否愛滋病的抗體，該信並指出之所以要作此檢測是因 Michael 接受

輸血的時間是在 1985 年 4 月以前，而當時並沒有任何檢驗愛滋病的方法，無法

確知 Michael 所接受的輸血血液是否有愛滋病毒。Michael 接受檢驗後發現呈愛

滋病陽性反應，顯而易見 Michael 是在四年前的心臟手術中接受輸血時感染了愛

滋病毒。1988 年 2 月底，Michael 說話開始變得模糊不清，走路也跛行，他被診

斷罹患有愛滋病引發的腦瘤（AIDS-related brain tumor），於是進行移除腦瘤手

術。他在原審進行中因腦瘤腫大接受手術，在原審中並曾簡短作證，上訴時則已

經死亡。 
 

Michael 因為心臟手術過程中的輸血而感染愛滋病毒，而為他實施心臟手術

的是加州大學附設舊金山醫學中心，所使用的血液則是由愛爾文紀念血液銀行

（Irwin Memorial Blood Bank）所提供，Michael 的父母親 Paul 以及 Mary Osborn
向血液銀行及舊金山醫學中心起訴。 
 

二、程序 

 
                                                 
268 本案與「醫療常規」及「醫療水準」之探討其實並無直接關係，惟因本案法院於判決中對於

Helling Rule 有相當篇幅之說明，因此在資料庫之檢索上，均會出現在 Helling v. Carey 之案子之

下，本文亦將本案譯出並摘要其判決中與 Helling Rule 有關之部分，為免讀者閱讀時產生疑問，

特此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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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原告以加州大學以及愛爾文血液銀行為被告起訴，原審法院判決加州大

學勝訴、愛爾文血液銀行敗訴，因此原、被告均就自己不利部分提起上訴，上訴

法院269就愛爾文銀行是否善盡注意義務一事表示，在全國的血液銀行均未有血液

篩檢測試的常規之下，被告愛爾文血液銀行未做血液篩檢測試並無過失，在此部

分廢棄原審判決並發回。 
 

三、爭點 

 
本案爭點是愛爾文紀念血液銀行提供 Michael 手術時所需要的血液，但其對

於血液的來源卻未作愛滋病毒檢測，造成 Michael 感染愛滋病，問題是在 1983
年時，血液銀行業界亦無關於愛滋病的檢測，愛爾文紀念血液銀行的作法與業界

的其他血液銀行相當，能否以此認為愛爾文紀念血液銀行未做血液的愛滋病毒檢

測是有過失？270 
 

                                                 
269 5 Cal.App.4th 234, 7 Cal.Rptr.2d 101. review denied(July 9, 1992) 
270 本件原告另外也爭執愛爾文紀念血液銀行未做捐血者的篩選是否有過失，由於與本文關連性

不大，茲將法院對此部分的判決摘錄如下： 

1. 原告所提出的專家證人 Asher 醫師雖然抨擊愛爾文醫院在 CDC 會議後的一段時間對於篩選

捐血者所詢問的相關問題，但是按發當時並沒有任何公開、標準性的問題，也沒有任何證據

顯示有任何特定的問題是被當時血液銀行所廣泛接受的，我們並沒有足夠的證據說明在愛爾

文血液銀行在 1983 年 1 月 19 日詢問該等問題前，血液銀行實務上已經有被接受的踐行

（accepted practice）。 

2. Asher 醫師的攻擊點主要是愛爾文醫院至少應該在 2 月 8 日以前就詢問捐血者關於他們的性

傾向，由於愛爾文醫院開始問姓傾向的問題是在血液銀行業界已經有一套公定的標準之後，

因其被評定為不符合該標準，才開始有詢問該問題的動作。這些足以說明愛爾文醫院並無積

極意願去篩除掉同性戀傾向的捐血者。但是我們並無足夠的證據證明在 1983 年 2 月 8 日前

血液銀行實務上已經有廣被接受的踐行（accepted practice）。 

3. Asher 醫師所主張愛爾文紀念醫院在 2 月 8 日以前所詢問的問題是「不適當的」，但是他唯一

的批評是愛爾文醫院應該要求捐血者自承是否「安全的捐血人」。但是愛爾文醫院在 2 月 8

日以前詢問的問題其實已經含括了所有高危險群病患的病症，且該些問題甚至也被一些血液

銀行所採用。愛爾文醫院也要求所有捐血人必須要證明自己明瞭其所提供的醫療史，我們並

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說明愛爾文醫院在 1983 年 2 月 8 日至 2 月 24 日（Michael 的開刀日）

間對於捐血人所詢問的問題欠缺其業界所接受的踐行（accepted practice）。 

4. Asher 醫師也認為愛爾文醫院讓病人自己填寫醫療紀錄史並非正確，但是這與愛爾文醫院已

經在 Michael 手術前問了所有與愛滋相關的問題一事是無關的。 

5. 我們認為原告並未舉證本件是事實自明可見（prima facie）有過失的個案，因此愛爾文醫院

應當是無過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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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判決主旨 

 
法院認為本案是關於過失之注意義務標準（本文所稱之「醫療水準」）如何

認定的問題271，而法院是否應該受專業慣行（practice）以及常規（custom）所拘

束？法院得否檢視專業社群所做成的決定？應分為兩種情形思考： 
 
（1） 醫療常規僅是參考值：在 Leonard v. Watsonville Community Hosp.272中，

法院表示當一般的任何人均可以其智識判斷是否有過失時，專業慣行與常

規就不具有決斷性的參考價值。例如，當醫師把手術鉗遺留在病患的體內

時，醫界有無在手術後、縫合前檢查手術鉗的數目的常規，並不會影響我

們認定醫師是有過失的判斷。縱使被告醫師有意以其他醫院亦無檢查手術

鉗數目的常規，來規避其過失責任，但是檢查手術鉗以確定是否遺漏手術

鉗於病患體內，僅僅是常識，並不需要有醫學的特殊知識。因此，即便在

「某些情況」，我們可以從醫學慣行與常規來判斷什麼是「應作為」並藉

以判斷是否善盡注意義務，但醫療常規與慣行並無法終局性地作為是否違

反注意義務的判斷。 
 
（2） 醫療常規是絕對值：相反地，如果不是一般人可依其通常智識判斷的情

形，而有賴專業智識作評斷時，則有無過失時有賴專家意見判別，此時，

專家證言本身就終局性地決定了醫療水準。亦即，當有無過失的判斷不是

藉由一般常識可資為判斷時，一位醫師因為未遵守專業慣行與常規而被認

定為有過失時，該專業慣行及常規是否存在只能由專家作判定。該專家意

見甚至有主導判決勝敗訴的決斷力。本件個案就是此種專家證言應具有決

斷性效力的情況，蓋只有藉由專家意見才能反映出醫學的專業慣行與常

規。當一位專家在說明膝蓋手術中的「標準流程（standard technique）」、

一位律師在說明如何處理 wronful death 訴訟的和解、一位建築師在說明建

築計畫的變更需要多久的時間時，我們很難否定他們說明的必要性。但是

本案中一致的專家意見都表示全國沒有任何的血液銀行也在從事與原告

舉出的專家所要求的醫療水準，則我們很難認定當時有所謂血液銀行專業

                                                 
271 法院另外也審酌了案發當時是否有任何替代性的檢測方式，茲摘錄其判決要旨如下：「關於替

代測試方案的部分，原告主張愛爾文紀念血液銀行並未使用 anti-HBc 的檢測方式是不當的，該

血液銀行未使用 anti-HBc 的檢測方式有過失。但證據顯示在 1983 年 1、2 月間，沒有任何一家

血液銀行使用 anti-HBc 的測試方法檢測愛滋病，縱使之後已經有人提出血液供應時如欠缺正確

的檢測，可能產生感染愛滋病的顧忌，但是政府機關並未有任何法令，縱使其後有相關的行政命

令指示，也未指出 anti-HBc 是絕對有效的檢測方式。唯一有公開的檢測標準是 AABB、ARC、

CCBC 等，都一致地否定任何慣例的實驗室愛滋檢測，也不認可 anti-HBc 的檢測。雖然有人在

同年 1 月 4 日參與 CDC 會議並且倡議使用 anti-HBc 檢測，但是當時的專業共識都認為如何檢測

尚有待更進一步的學術研究。因此，倘認原告就愛爾文紀念血液銀行的 anti-HBc 有過失的主張

為真，豈非認為當時的全體血液銀行業界均有過失？本院認為此一主張是無理由的。」 
272 (1956) 47 Cal.2d 509, 305 P.2d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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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慣行以及常規存在。 
 
既然 1983 年當時的血液銀行都未做血液篩檢，表示該檢測並非 1983 年 1、2 月

時的血液銀行實務上已經被接受的實踐（accepted practice），法院因此認為愛爾

文紀念醫院沒有踐行該項檢測是沒有過失的273。 
 

第三項  Christensen v. Munsen(1994.2.10) 
 

一、事實 

 
原告 Maren Christensen 起訴主張，其於 1980 年 8 月 11 日因眼睛發炎（原告

罹患 pars planitis274以及其併發症）向被告西雅圖的眼科醫師 Richard Munsen 求

診，在被告醫師的照料下，原告的 pars planitis 最後發展成為次級的 CME，被告

先後使用口服及注射之類固醇為原告治療。其間原告回診時，其兩隻眼睛都出現

眼壓過高的情況，被告醫師告訴原告可能是因為類固醇會過敏（probable steroid 
responder）或是在接受類固醇治療後會出現暫時性的青光眼以致於眼壓升高。直

到原告最後一次在 1987 年 6 月 8 日向被告醫師求診，前後一共五年的時間，原

告病患的眼壓都一直處在浮動的狀態。 
 

被告醫師為原告轉診到華盛頓大學專長為青光眼的眼科教授 Richard Mills
醫師，他在 1987 年 7 月 27 日為原告看診時，發現原告的眼壓嚴重升高，經診斷

為 pars planitis 所併發的嚴重青光眼。病患因此接受一連串的手術以及類固醇的

治療以控制其眼壓，並且移除視網膜以及白內障。原告遂在 1989 年 11 月 13 日，

提訴控告被告並未遵守華盛頓州眼科醫師所應盡的照護義務造成他雙眼失明。 
 

二、程序 

 
本件原告起訴被告醫師的診療有過失，原審判決被告醫師勝訴，被告不服上

                                                 
273 本件原告曾經主張醫療專業的照護標準應該比一般的個案中所採用的「ordinary negligence」

為高，法院則以為醫師不但是被其專業慣行與常規所「規範」，同時也被該專業慣行與常規所「保

護」，從被保護的觀點來說的話，「ordinary negligence」的醫療水準甚至比醫療專業慣行與常規所

定出的醫療水準為高，相當明確地將醫療水準與一般過失訴訟中的謹慎合理注意區辨開來。 
274 Pars planitis 是一種眼睛發炎的症狀，而他的起因以及治療方式均尚未可知。通常都發生於兒

童以及青少年時期，並在幾年後就發病，倘使相關的併發症狀能夠被控制，那麼癒後就會不錯。

其中的一項併發症狀是 cystoid macular edema(CME)亦即視網膜膨脹，會造成中間視野（central 

vision）變得模糊，如果一直未治療，則會造成中間視野永久性的喪失而構成法律上的失明。另

外一種併發症就是青光眼，如果未獲治療會造成視神經的永久損害以及視力缺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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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二審，二審法院維持原判，原告再度上訴最高法院，最高法院275仍舊維持原判、

駁回上訴。 
 

三、爭點 

 
本件原告以一篇醫學研究論文，主張指出因為類固醇注射所引發的眼壓升高

機率是三千分之一，而被告醫師所使用的 Kenalog 注射所導致眼壓升高的機率遠

較其他的類固醇注射的機率為高，則醫師在為他進行 Kenalog 的治療前並未善盡

告知義務，導致其雙眼失明，應有過失。因此本件的爭點是，當類固醇注射引發

眼壓升高的機率極其低微時，醫師能否以此免除其為病患治療前所負的的告知義

務？ 
 

四、判決主旨 

 
原告主張 Helling 案的法院也認為縱然四十歲以下罹患青光眼的機率僅有 2

萬 5 千分之 1，但是四十歲以下的病患免於罹患青光眼的權利應該與四十歲以上

的病患相當，因此判決醫師有過失，本案法院亦應援引，認為縱使注射 Kenalog
治療造成青光眼的機率僅有 3 千分之 1，但是醫師對於病患仍有告知義務。然而

本件之原審及上訴審法院均表示，Helling 案的法院主要在審酌醫師遵守醫療慣

行本身是否可以免除過失責任，法院所考量的合理審慎作法僅僅是即時地為病患

作青光眼的測試，但 Helling 案的法院並沒有針對醫師進行風險極低的治療方式

前有無說明義務一事作表示，因此原告援引 Helling 並不恰當。況且醫師是不是

應該說明的判準是該事項是否具有『重要性（materiality）』，也就是以一個處於

與原告相同的狀況且合理審慎的病人在決定是否要接受某項治療時，會將該資訊

納為考量的因素（a material fact is one to which a reasonably prudent patient in the 
position of the plaintiff would attach the proposed course of treatment），本件醫師是

否違反說明義務僅得依此標準為判斷。 
 

第四項  Fullerton v. Sacred Heart Medical 

Center(2003.5.20) 
 

一、事實 

                                                 
275 123 Wash.2d 234, 867 P.2d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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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erton 女士起訴主張，其於 1945 年經由家庭醫師轉介到聖心醫學中心

（Sacred Heart Medical Center）作鋇劑小腸灌腸法（enteroclysis 或 barium 
small-bowel enema）的檢測程序276。為其作插管檢測的放射科住院醫師 Dr. 
Gunderson 因為發現管子內有血液，懷疑可能出現穿孔，為了確定是否真的有穿

孔情形，Dr. Gunderson 注射一部份的鋇劑進入管中作觀察，結果發現該管子已

經穿過了 Fullerton 女士的咽喉間隙（retropharyngeal space），為了觀察有無感染

情形，Fullerton 女士同意醫院作觀察以及預防性的抗生素治療（prophylactic 
antibiotic treatment），其後，醫師認為沒有發現任何感染徵兆，而未除去鋇劑，

但 Fullerton 女士嗣後卻因為鋇劑產生了呼吸困難及心悸的現象，遂以醫師有過

失為由起訴。 
 

Fullerton 女士舉出專家證人 Dr. Jeffrey O’Connor 主張按照標準的醫療常規，

Dr. Gunderson 應該在一發現插管有困難時，就要用壓舌板以及電筒此等目視的

檢測程序，觀察她的喉嚨，這樣的檢測不僅安全而且有效，但是 Fullerton 女士

所請的專家證人 Dr. Paul Berger 則證實 Dr. Gunderson 的意見，認為鼻咽

（nasopharynx）非常薄，因此在鋇劑小腸灌腸法時常常遇到阻礙，僅僅兩公撮

的撕裂（two-millimeter tear）並不構成過失。由於 Dr. Jeffrey O’Connor 只是一名

沒有放射科背景的家庭醫師，未曾有插管經驗也未曾見過此類的插管過程，而其

他多數的內科及胸腔科醫師均表示以透視檢測的方式監測插管過程是必要的，醫

學實務上如果未採此檢測方式即非正確。此外，聖心醫院也提出證據說明其實在

本件醫療事故之前 Fullerton 女士早已出現身體化症（或身體形式症 somatization 
disorder277）相關的徵候，蓋其自小就常主述有吞嚥困難、呼吸困難、或是心悸

等徵候卻從未發現有何生理上的原因。原審法院因此認為聖心醫院並無過失，

Fullerton 女士提起上訴。 
 

二、程序 

                                                 
276 這個檢測是將管子從鼻子經過食道、胃、到小腸。硫酸鋇（barium sulfate），一種生物上的惰

性物質（biologically inert substance）會藉由該管子傳達到小腸，以作腸子的透視檢測。 
277 身體形式症就是一種以身體形式呈現心理問題的病症。有的人將它翻譯為擬身體障礙，因為

其症狀很類似身體疾病；有的人則譯為身體型疾患，因為它會令人聯想到某種醫學上的疾病。不

管將它翻成什麼，這種病症最重要的特性在於：1.它不是生物醫學、藥物使用或其他精神病症所

能解釋的；2.個人感到痛苦，社會、人際、職業等功能受到影響；3.非人為因素刻意呈現的。身

體化症的基本特質是長時期、多重部位的身體不適，在三十歲前即開始出現許多身體抱怨，包括

頭、腹、背、胸、四肢、關節或直腸等部位的疼痛，或月經、性交或排尿等功能的疼痛；噁心、

脹氣等胃腸道症狀；月事不順、經血過多或勃起、射精有困難等問題；以及身體平衡困難、麻痺、

吞嚥困難、失聲或幻覺等類似神經學的症狀。這些症狀造成患者社會、人際或職業上的損害，且

目前西醫體系無法解釋此症之原因，只能從流行病學上得知：女性發病率高於男性，且遺傳、環

境因素也有影響。資料來源：心理健康諮詢網，網址：http://www.psychology.org.tw/index.htm，瀏

覽日期：96 年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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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原告主張被告醫師為先用壓舌板作目視檢測，其行為有過失，原審法院

278判決原告敗訴，原告因此提起上訴，上訴法院279仍舊維持原判。 
 

三、爭點 

 
Fullerton 女士辯稱插管的情況既然可以先用壓舌板以及電筒作目視觀察，則

醫師未作此簡易觀察即有過失，況且依照 Helling Rule，照護標準的認定應該審

酌是否合理審慎而不是醫療常規，本件 Dr. Gunderson 固然是依照醫學常規而行

為，但是對於任何非具有醫學知識背景的人而言，在注射一個外來物質之前卻連

看都沒有先看過就進行注射是顯然有過失的。本件的爭點與 Helling 案相同，都

是醫師依據醫療常規的醫療行為，如造成負面的醫療結果，醫師得否以其遵行醫

療常規而主張免除過失責任？ 
 

四、判決主旨 

 
上訴法院以為本件的情況與 Helling 案的情況並不相同，因為目視檢測本身

並無助於發現感染，因此在考量醫師是否善盡合理審慎之注意時，目視檢測並非

考量之因素。上訴法院與原審法院均認為被告醫師如果依照現行的醫療常規

（accepted standard of care）善盡其合理的照護以及能力，則即便決策本身是錯

誤的，醫師也不須為其錯誤決策負責。因為醫學是一門藝術，是不確定的科學，

倘若醫師已經依照醫療慣行而行為，則縱使該程序事後證明是有誤或不成功的，

都不必然構成過失。 

第三節  小結 

 
Helling 案出現，法院引用法官 Holmes 在 Texas & Pac. Ry. V. Behymer 一案

所說的「『慣行』雖然可以作為『應為』的證明，但是『應為』本身仍取決於合

理審慎的注意義務，不論是否被遵行。」，以及在 The T.J. Hooper 一案中法官

Learned Hand 所說「雖然在大多數的情形，所謂的「合理審慎（reasonable 
prudence）」就是一般的通常的審慎（common prudence），但是反之不然，因為

一般的通常的審慎有可能是不當地拖延了新的方法的使用。也就是「合理審慎」

本身沒有一定的標準，而是看其使用方式本身是否具有說服力。法院必須作終局

                                                 
278 116 Wash.App.1076(May 20, 2003). Review denied. 
279 151 Wash.2d 1002, 87P.3d 1184(Mar 2,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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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裁量判斷，不能以實務並未採用某個作為當作免除過失責任的抗辯」認為法院

面對專業的醫療訴訟，在評斷醫療水準時，醫療常規固然可供參考，但是何謂違

反注意義務本身是法律評價，法院當然有最終局的審視判斷權限。 
 

但是這樣的說法在日後實務界卻呈現一面倒地反對聲浪，其中 Osborn v. 
Irwin Memorial Blood bank 案中，法院更明確地表示，採取專業慣行與常規的的

醫療水準會遠比允許外行的第三人介入此專業社群的專業判斷好，這並不是因為

專業慣行與常規代表最佳的醫療行為，而是慣行常規能使經濟上的支出處於最低

的平衡值，而更重要的是專業人員所被教導去從事的專業行為究竟對錯，不應該

由外行的法官或是陪審員去作出終局的結論，因為一個專業的集合智慧所形成的

慣行、常規，通常就是該專業在運行實務上最需求的，而這樣的集體智慧應當被

尊重、且被遵行。 法院也批評 Helling 案是法院最笨拙地嘗試自己替代醫師的角

色去做成醫學上的專業判斷，法院將其對於某個醫療決定的想法凌駕於醫療專業

社群的智慧之上。但是難道法院所做成的醫療決定會比醫師群體的想法更為正確

嗎？其實從日後的醫學研究結果發現醫學慣行上不對四十歲以下的病患進行青

光眼測試，實際上並不是基於成本效益的考量，就可以知道華盛頓州的法院認定

醫師不對四十歲以下的病患進行青光眼測試是有過失的論證本身就是有問題的。 
 

其實單從表面上來解讀 Helling 案以及其後反對 Helling 案的實務見解，會以

為 Helling 法院與其後的法院對於醫療外行之法院之手能否介入醫療訴訟中關於

過失的判斷，有所歧異。然如細譯 Helling 案中法院的判斷，應可發現法院實際

上仍是採取尊重醫學常規的立場，只是開設了一個小小的例外，也就是當病患在

長達十年的就診期間，都陸陸續續表示眼睛不適，醫師卻僅以隱形眼鏡的配戴感

染處理，未嘗以一位醫師所應有的合理、謹慎的注意去思考、檢測病患是不是有

罹有其他疾病的可能，事後卻以醫療常規上不會對四十歲以下的病患作青光眼的

測試，圖欲卸責，實不足採。況且青光眼的眼壓測試成本極低、操作簡易、測試

的結果準確度高，醫師在長達近十年的看診卻未曾考慮作青光眼的眼壓測試，理

由是實務上不會作，連一般非醫學背景之人都會合理懷疑病患是否有其他的病

症，醫師一直以配戴隱形眼鏡感染處理，似乎已經有嚴重的疏失。正因為 Helling
案的法院著眼於此，其後的 Gates v. Jensen 案中，法院支持 Helling 的立場也是

考量其個案情況與 Helling 案相同，認為病患求診的兩、三年期間，都因為眼壓

過高造成視力模糊不清，醫師作了眼壓測試發現其正處於青光眼的發病邊際，卻

未採取進一步的瞳孔擴張術，事後主張已經依照醫療常規作了眼壓測試，應當免

除過失責任，並不可採，因為合理謹慎的注意程度要求的是醫師在此兩、三年的

時間能夠作進一步的觀察、治療。 
 

Helling 之所以引起相當大的爭議，且被歸類為法律專業與醫療專業之間的

拔河賽，主要是 Helling 法院對於醫療專業慣行、常規的態度被放大檢視，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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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察以為，Helling 其實並未排除醫療常規在醫療訴訟中作為抗辯過失責任的

依據，但是在該個案中，倘若病患僅求診一、二次，醫師主張依據醫療常規，未

做眼壓測試，應屬合理，惟若近十年的時間醫師都以「醫療常規」作為其不作眼

壓測試的藉口，此時是否還有「醫療常規」的適用，並非無疑！也就是，Helling
案並非認為法院可以以醫療外行人的立場去決定醫療專業的判斷，但是十年的期

間都不作檢測，其實根本沒有「醫療常規」的問題，醫師明顯地有重大過失。這

應當才是 Helling 案的核心要旨，法院並無意在一般訴訟中的「合理審慎的注意

ordinary standard of care」與醫療訴訟中的「專業的注意」作區別，而是要求醫師

善盡其「專業的注意 standard of profession」，蓋「專業的注意」絕對不是醫師免

責或減低責任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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