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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誰來決定醫療水準？法院與醫療專業的互動—台

安維他命事件之衝擊 

 
美國醫療史上 Helling v. Carey 的案子出現，引發法律界對於法律專業與醫療

專業如何互動的重新思考，「醫療常規」在醫療訴訟中的定位如何？法院能否審

查？都引發高度關注，甚至在 Helling 案之後的一連串的判決中，原告也都嘗試

用 Helling Rule 作為主張醫師應盡較同業醫師更高度的注意義務的證明，但是美

國實務的運作發展也告訴我們，Helling Rule 似乎已成絕響，在 Helling 之後的相

關法院判決都明確地指出 Helling 案的法院嘗試審酌「醫療常規」的合理性，並

非明智的作法，法院應的法律專業面對醫療專業時應加謙抑，尊重其他專業所已

形成且為該專業所普遍遵行的集體智慧，才是法律專業所應有的態度及作法。 
 

美國的 Helling v. Carey 案出現後，實務上有系列性的後續發展，明顯地刻畫

出美國法院實務在侵權行為之「過失」概念如何與「醫療常規」結合運用的思考

脈絡，我國其實也有類似 Helling 案的判決出現，也就是以下所要介紹的台安醫

院維他命事件，學說上雖有黃鈺瑛在其文章中對於台安醫院各級法院在醫療水準

上採取不同的看法，但是尚無任何論者從「醫療水準」與「醫療常規」的觀點來

討論台安醫院案，惟本文以為台安醫院案的關鍵所在正是法院對於醫療常規所持

的態度，而從法院來來回回七個審級的觀察，也可以作為我國法院對於「醫療常

規」思考脈絡的系列發展，以下就針對台安醫院維他命事件作介紹與評析。須附

言者，台安醫院案至今雖經七個審級，然尚未定讞，由於法院尚未有終局判決，

原則上不宜作為判決評釋的對象，但觀最末次最高法院 95 年台上字第 1226 號判

決之發回意旨，僅針對醫院急救失當與死者死亡之間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一事

為指摘，對於更二審於「過失」概念之闡釋，並未加指摘，本文擬以更二審的判

決作為評釋重心，合先敘明。 
 
 

第一節  台安醫院案介紹 

 

第一項 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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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旻馡於民國 85 年 6 月 10 日因乳房瘤至台安醫院作門診檢查，被告醫師以

肉眼觀察及觸診告知李旻馡應係良性瘤，但須待切片病理報告結果始可確定，同

年月 14 日醫師依據病理報告判定李旻馡患有零期乳部腫瘤，因此安排李旻馡於

同年月 19 日上午 10 時許進行左側乳房徹底根切除術，手術後李旻馡情況良好，

在台安醫院住院繼續觀察。惟同年月日晚間 11 時 10 分許，李旻馡在被告醫師為

其注射「乳酸鹽林格氏溶液」混合「多力維他」之靜脈注射後，立刻出現全身發

癢、口吐白沫、抽慉等症狀並立刻陷入昏迷，經被告台安醫院實施昏迷治療法後，

於同年 7 月 20 日去世。原告即死者李旻馡之父親、母親、丈夫、女兒等人（下

稱「原告」）為此對於被告謝家明醫師（下稱「被告醫師」）、及財團法人基督復

臨安息日會台安醫院（下稱「台安醫院」）提起損害賠償訴訟。 
 

原告提起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訴訟280，主張：（一）被告醫師對於李旻馡病情

分別診斷為良性瘤、零期乳癌腫瘤、二期乳癌，可見其有診斷錯誤，為李旻馡實

施不必要開刀之過失；（二）乳酸鹽林格氏溶液適用來輔助治療營養障礙、脫水、

嚴重灼傷、外傷及其他緊急情況，而多力維他是用來治療多種維生素缺乏症候

群，李旻馡於手術後並未出現相關症狀，被告醫師卻在未實施微量皮下測試的情

況下對李旻馡為此等藥物注射，有用藥錯誤過失；（三）李旻馡於注射上開藥物

後，因過敏原未能排除，出現心跳微弱、併發腦水腫、腦幹受損四肢抽慉等症狀，

被告台安醫院之腦科醫師卻於事發後 9 個小時（翌日上午 8 時）始到院急救，施

以昏睡治療，顯有急救失當之過失；上開過失與李旻馡之死亡有相當因果關係。

爰依民法第 184、185、188 條規定請求被告醫師，依民法第 185、188 條、不完

全之加害給付、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規定請求被告台安醫院連帶負損賠責任。 
 

被告醫師及台安醫院則主張：（一）被告醫師先是依據肉眼觀察及觸診診斷

為良性瘤、再依病理報告診斷出零期乳癌腫瘤、嗣於手術中懷疑有淋巴轉移而診

斷為二期乳癌，改為實施改良式廣泛性乳癌根除手術，左側乳房根除手術的進行

事先已徵得李旻馡及家屬同意，手術中所懷疑之二期乳癌嗣亦經被告醫師將摘除

之組織及淋巴送病理檢查，報告並證實醫師判斷無誤，被告醫師並無診斷錯誤、

其開刀亦屬必要；（二）李旻馡在手術中流失體液、電解質、維生素等營養成分，

手術後又必須禁食，僅得透過靜脈注射乳然鹽林格氏溶液混和多力維他補充養

分，而被告醫師也已口頭詢問其過敏史，始為注射，並無用藥錯誤，更況多力維

他本為極度安全之藥物，在臨床上必須是多次以高劑量注射才有低於千分之一的

機率發生過敏反應或休克，被告醫師以慢速點滴施打 10 毫克之低劑量，已符合

                                                 
280 原告提出的請求權基礎包含民法上之侵權行為請求權、債務不履行之不完全給付請求權、及

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之企業經營者服務責任等，但法院以侵權行為請求權判準被告醫師與醫院負

連帶賠償責任，對於債務不履行之不完全給付請求權及消保法上之企業經營者服務責任鍥置不

問，應係認為屬於選擇合併的起訴型態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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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醫療水準，況且由於原告拒絕病理解剖無法查明死因，被告醫院始推斷可能

有藥物過敏，惟是否藥物過敏實際上未經證實，再者醫療常規上除非是口頭詢問

有過敏史的情況才會作皮下測試，被告醫師依據醫療常規的行為並無過失；（三）

被告醫師發現李旻馡在上開藥物注射後產生全身發癢、抽筋、口吐白沫且失去知

覺的反映後，立刻急救、轉入加護病房、並請同院腦神經外科醫師會診，其急救

程序並無疏失；（四）被告醫師上開診斷、用藥、急救行為經台大醫院及醫審會

鑑定，符合現今之醫療常規，並無疏失。 
 

第二項 程序 

 

一、 第一審：87 年度訴字第 2704 號判決 

 
原告起訴主張被告醫師及台安醫院應分別依民法第 184、185、188 條及民法

第 185、188 條、不完全加害給付、及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連帶賠償原告等：（一）

依照民法第 192 條所得請求之扶養費，死者李旻馡之父、母、女兒各為新台幣（下

同）60 萬 9990、67 萬 656、48 萬 9717 元、（二）死者李旻馡之夫依照民法第 192
條得請求所支出的殯葬費 14 萬 7500 元、（三）死者之父、母、女兒、夫依照民

法第 194 條得請求之慰撫金 60 萬、60 萬、100 萬、60 萬元。原告依前開請求聲

明：被告應連帶給付李元顯 121 萬 1120 元、李黃又鶯 129 萬 4107 元、陳俊安

74 萬 7500 元、陳韻如 1779411 元，及自起訴狀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年利率百分之五計算之利息。 
 

法院除就陳俊安所支出葬儀社費用 16 萬部分，以為原告未能提出單據加以

證明而駁回外，其餘聲明均予准許。又也許是基於選擇合併的緣故，法院僅就侵

權行為的構成要件及法律效果部分加以論述，其他諸如是否有不完全給付或是消

保法的適用，並未論及。 
 

二、 第二審：89 年度上字第 1189 號判決 

 
一審法院判決原告等勝訴，被告醫師及醫院（即二審之上訴人）上訴二審，

請求廢棄原審判決並駁回原告一審之訴，原告等（即二審之被上訴人）除仍延續

原審之聲明外，另追加民法第 224、227、227-1 條，並表示不主張消費者保護法

第 7 條，法院以其追加符合民事訴訟法第 255 條第 2 款之「請求原因事實同一」

之要件而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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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最後以上訴人即醫師及醫院並無過失為由，就侵權行為部分廢棄原判決

並駁回一審原告之訴。至於債務不履行部分，法院以民法第 227、227-1 條關於

不完全給付的規定是在 89 年 5 月 5 日施行，且無溯及既往適用的規定，對於事

發於 85 年 6 月 19 日就診、85 年 7 月 20 日死亡之本件，並無適用，而未加審究。 
 

三、 第三審：92 年度台上字第 1453 號判決 

 
死者李旻馡之家屬（一審原告、二審之被上訴人）上訴三審，請求廢棄原二

審判決，最高法院准予廢棄發回，指摘二審判決關於用藥過失及急救過失的判斷

有誤，同時有漏未審究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之違法281。 
 

四、 更一審：92 年度上更字第 157 號判決 

 
更一審除強調被上訴人已經在前審以及更一審時，再次表示不主張消費者保

護法第 7 條之請求權，故就該部分請求權無庸審究外。仍以上訴人之用藥行為有

過失而維持原一審法院之見解，駁回上訴。 
 

五、 最高法院：94 年度台上字第 936 號判決 

 
二審的上訴人（即被告醫師及醫院）再度上訴三審，三審以醫師及醫院的用

藥行為並無過失，廢棄更一審判決並發回。但在最高法院的判決中特別指出被上

訴人另外主張醫師及醫院的急救有過失部分，因為未經上訴，最高法院不得審

酌，待發回高等法院後再由高等法院加以判斷。 
 

六、 更二審：94 年度醫上更（二）字第 1 號判決 

 
最高法院第三次發回後，更二審法院以醫師及醫院的用藥行為並無過失，故

被上訴人於一審起訴請求侵權行為之損害賠償並無理由，但是醫院對於未提供急

救的相關人力、物力、藥物等延誤急救時程，係可歸責，應依債務不履行負損害

賠償責任。惟被告醫師與被上訴人之間並無醫療契約關係，無須負債務不履行責

任。另外，關於被上訴人原起訴請求的扶養費、殯葬費等，更二審法院均維持原

                                                 
281 第二審判決中已在程序部分交代被上訴人表示不主張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並允其訴之變更

之主張，最高法院卻又以其漏未審究消保法第 7 條的主張而指為違法，令人不解。 



 103

一審法院的見解，至於慰撫金部分，更二審法院則以為，民法第 227-1 條準用第

192、195 至 197 條之規定在 89 年 5 月 5 日始施行，且無溯及既往適用，因此慰

撫金部分並無理由，應予駁回。 
 

七、 最高法院：95 年度台上字第 1226 號判決 

 
最高法院第四度廢棄高院判決發回，理由是更二審法院既然認為醫師及醫院

有急救失當之過失，卻僅以債務不履行處理，未審究急救失當部分是否也構成侵

權行為，有判決不備理由之違法；另針對更二審法院認為醫院應負債務不履行損

害賠償責任部分，最高法院也指出鑑定意見認為李旻馡係因藥物過敏死亡，且急

救是成功的，則縱使更二審法院認為有急救失當的問題，急救失當的過失行為與

李旻馡的死亡結果似乎也欠缺因果關係，認定尚有不足。 
 

最高法院發回更審後，迄今未見高等法院之更三審判決，本案尚未定讞。 
 

第三項 爭點 

 
本件的爭點有四： 

一、 被告醫師於李旻馡求診時，針對其病情曾分別診斷為良性瘤、零期乳癌

腫瘤、並於手術中因發現癌細胞轉移，而懷疑有二期乳癌，改為進行左側乳房徹

底根切除術，其診斷有無過失？ 
二、 李旻馡術後的情況良好，並無施打維他命 B1 的必要性，被告醫師在無

施打必要的情況下，未經病患及原告之同意，且未替李旻馡進行微量皮下測試的

情況下，擅予施打維他命 B1，用藥有無過失？ 
三、 李旻馡在 85 年 6 月 19 日晚間 11 時許主訴全身發癢時，醫護人員並未

處理，僅為其調整姿勢，也未拔掉點滴，直到發現病人全身抽慉及量不到血壓時，

才通知醫師，前後相隔了 20 分鐘，其後給與急救藥物腎上腺素及插管等治療也

均有延誤，而腦神經科醫師直到翌日上午 9 時許始參與診治，造成病患最終因大

抽慉、過敏休克腦缺氧過久而死亡，是否有延誤急救時機造成李旻馡的死亡的過

失？ 
四、 在上開診斷、用藥、急救行為被判定為有過失時，另需討論者是李旻馡

的死亡結果與該等過失行為之間有無相當因果關係的問題。蓋因原告拒絕死者李

旻馡進行大體解剖，李旻馡的死因無從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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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判決要旨 

 
關於上述各個爭點法院的見解如下： 

 

一、 關於診斷有誤的部分： 

 
被告醫師於李旻馡求診時，曾對其病情分別診斷為良性瘤、零期乳癌腫瘤、

手術中更因發現癌細胞移轉而診斷為二期乳癌，改為李旻馡進行左側乳房徹底根

切除術原告主張被告醫師的診斷有誤，被告則抗辯其依照門診病歷紀錄、切片病

理報告、手術紀錄等診療不同的時點以及所使用的儀器設備做出各個不同的診

斷，而最後病理報告顯示，病患侵襲性乳癌合併淋巴腺轉移，且依麻醉及手術紀

錄，亦顯示整個手術過程平順無過量出血，至於術前、術後癌症期別判定差異，

純為依據當時所掌握的證據判定，因醫學上癌症期別判定是需依據病理報告方為

最後結果。 
 

一審法院是以醫審會等單位的鑑定報告，認定醫師的診斷是依據不同的診

療時點以及設備所作成，其所有的判定都是依據各該時點所掌握的證據所作成的

正確判讀，且手術過程亦屬順利，醫師的診斷並無過失，二審法院仍維持一審判

決之見解，原、被告雙方在上訴三審時均未再爭執，因此在其後的幾個審級，診

斷錯誤也未再成為爭點。 
 

二、 關於用藥過失的部分： 

 
本案最為關鍵的毋寧是用藥過失的部分，尤其是從一審到更二審共六個審

級，法院來來回回處理不清且見解變異極大的，就是被告醫師於李旻馡術後為其

注射乳酸鹽林格氏溶液混合多力維他，其中維他命 B1 的成分導致李旻馡過敏休

克死亡，被告醫師有無用藥過失，法院針對上開三個爭點：維他命 B1 究竟有無

施打的必要性？術後的維他命補充以及其補充有過敏休克致死的風險是否說明

義務的範圍？最未先經微量測試即施打維他命 B1 有無過失？有下述之討論。 
 
（一）一審法院：如為非必要之醫療行為，注意義務標準提高 
 

首先，法院認為注射維他命 B1 會導致過敏性反應既為醫療上所確知282，則

                                                 
282 其關於醫界所確知的依據為：1.醫審會鑑定意見謂「要知道病患有無過敏史，臨床上醫師會

以口頭方式問病患過去有無任何服用藥物或注射藥物發生過敏現象，大多數之藥物通常較少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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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自有注意病患是否因施打維他命 B1 而發生過敏反應之義務存在。其次，關

於上開三個爭點，也就是用藥是否違反注意義務的層次上，法院認為維生素 B1
在醫學實務上之濫用，行政院衛生署早已注意知悉283，且衛生署、醫審會及台大

醫院亦均表示維他命 B1 在本案例中並非絕對必要之藥物使用284，因此縱使鑑定

                                                                                                                                            
過敏現象，因此，並沒有先前測試的必要，使用乳酸鹽林格氏溶液、多種維他命及維他素 B1 注

射前並無作皮下測試之必要，因為這些藥物皆不易引起過敏，也極難得會發生致命性傷害。…維

他命 B1 是非常安全之藥物，注射後病人會有灼熱感，其他副作用則非常少見，造成致命性副作

用之機率又非常低，該病人倘若是對維他命 B1 過敏而引發休克，應該是個人特異體質造成的機

會大」、2.台大醫院鑑定意見「維他命成分中，除維他命 B1 會發生過敏反應症狀，包括呼吸窘迫、

癢、休克、腹部疼痛，通常發生在多次使用較大劑量（25-100 毫升）後，發生機率小於百分之零

點一；葉酸曾有一案例報告單獨使用注射後，發生類似過敏反應；維生素 B12 曾有過敏反映案

例報告，但很少發生外；其他維他命及乳酸鹽林格氏溶液，並無相關之文獻報告。維他命 B1 之

副作用為注射位置會有灼熱感、過敏反應，發生過敏反應通常是在高劑量、快速注射時。…基本

上而言，在使用得當情況下，維他命 B1 應是極安全之藥物，並非常見會致命之藥物，亦非會引

起過敏之藥物。但對於那些小於百分之零點一之可能產生過敏患者，則是危險藥品，因此，該病

患休克可能純屬個人體質而引起過敏，此種情形有時候是很難避免的」、3.原告所提出陳長安著

之「常用藥物治療手冊」、及魏茂與陳勝美編著之「臨床藥品手冊」分別記載有「維他命 B1 要

由靜脈注射投與時，在注射前要先作皮內的敏感測試，因為靜脈注射投與後，有時會發生過敏死

亡。」、「維他命 B1 當靜脈給藥時，在注射前要作皮內的敏感測試，因靜脈注射曾發生維他命 B1

過敏死亡」、4.被告醫師為李旻馡注射之優良牌多力維他注射液說明書上，載明此種藥劑成分中

之維他命 B1，可能造成過敏反應，如未經稀釋而直接靜脈注射，可能造成暈眩或昏倒，此種藥

劑之適應症，為多種維生素缺乏症。 
283 判決指出：「行政院衛生署編印『合理用藥手冊』認為：『維他命Ｂ１等注射頻率過高在國內

積弊已久，醫師們應調整用藥習慣，也應給予病人適度的教育。針對某一些特定的 Neurosis（神

經精神病）的病人是否需要給予葡萄糖和維他命溶液注射是醫師個人的專業判斷，外人實在很難

論斷，因為有些病人覺得打針以後，精神百倍，這也就是安慰劑的效果，這也是醫學上不可避免

的〝marginal  prescription〞。不過在國內，作者們在民國八十二年對基層用藥所做的調查，在一

百張門診處方中，靜脈注射的平均出現率為百分之十一，個別群醫中心的差距很大，有些中心甚

至達百分之五十二，即每二位病人即有一位接受靜脈注射治療（這尚不包括肌肉注射的部分），

高出平均值四倍左右，如此高的靜脈注射頻率，就不能被認為適當，根據三軍總醫院在八十三年

對群醫中心所做的調查，發現在八萬五千六百二十三張處方中，開立注射藥者，有二萬八千五百

三十八張，占所有處分的百分之三十三點三，即求醫人數中，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接受注射（靜脈

或肌肉注射），使用的注射藥品，以維他命Ｂ1、葡萄糖和電解質溶液各占百分之二十，次為

NSAID，在其次為類固醇。有些醫師應該調整用藥的習慣，給予病人適當的教育，有些時候也

應拒絕病家們過度與不合理的請求。』可知有關維生素Ｂ１於醫學實務上之濫用，行政院衛生署

早已注意知悉。」 
284 判決表示「但依前述行政院衛生署醫事鑑定委員會會和台大醫院之鑑定書函又分別認為：「--

是否必須於手術後使用靜脈點滴注射乳酸鹽林格氏液和維他命，應視當時病人身體之情況與意願

而定，倘若病人感到倦怠、食慾不好，施打這些藥物確實會讓並病人體力恢復的快一點。--」「病

患在接受乳房切除手術後，對其施打點滴並加入維他命（包括維他命Ｂ１），目的在使病患恢復

能更為順利。完全不補充維他命或許無甚大差異，然而補充維他命並無不當之處。」可知被告謝

家明於為李旻馡完成改良式廣泛性乳癌根除手術後，為李旻馡注射「乳酸鹽林格氏溶液」混合「多

力維他」，並非絕對必要之用藥。參以，本院依職權函詢中央健保局，有關自八十九年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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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表示被告醫師的作法與醫療實務上對於未曾注射過維他命 B1 的病人，均係

以口頭詢問之方式詢問其過敏史的作法相同，仍難認為醫師已盡到病患對於維他

命 B1 會否發生過敏症狀之義務，被告醫師難辭其過失責任285。 
 

一審法院的論證邏輯是，維他命 B1 的施打既非必要，則對此額外醫療，醫

師不能再以遵行醫學常規作為免除過失責任之抗辯。 
 
（二）二審法院：倘為必要之醫療行為，則依醫療常規定醫療水準 
 

在二審的部分，雖然並沒有清楚地對於上述三個爭點作層次分明的說明，但

是整體的論證是，對於術後病人注射維他命 B1 是為了補充病患在手術中體液、

電解質、維生素的流失，且為了因應病患手術後禁食營養份不足所必要，則醫師

基於其專業決定施打維他命 B1，並依照現行的醫學實務以口頭詢問過敏史的方

式為病患施打維他命 B1，未進行皮下測試，其用藥行為並無過失。 
 

也就是在二審的論證邏輯與一審是截然不同的，二審法院以為維他命 B1 的

注射既然是補充病患術後禁食以及術中的營養份及體液等的流失所必要，醫師又

已遵行醫療實務的作法，以口頭詢問過敏史後才進行注射，則醫師的用藥行為自

無過失。 
 
（三）三審法院：是否善盡說明義務尚未認定 
 

三審法院並未針對一、二審法院在用藥有無必要以及能否以遵行醫療常規免

除過失責任兩點上作指摘，但是轉而要求更審法院應當注意：（1）被告醫師就施

打維他命 B1 一事，是否業已善盡說明義務？（2）被告醫師雖然主張已經遵行

醫療常規進行口頭詢問過敏史，然而原審關於此認定卻未有何證據可資憑認？ 

                                                                                                                                            
起，對於維生素Ｂ１之健保給付，是否加以限制及限制範圍、理由等，行政院衛生署中央健保局

於八十九年六月二十日，以健保醫字第八九○二一○○○號函回覆表示：『查維生素Ｂ１藥品給

付規定，經公告自八十九年二月一日起施行，限下列病患使用：維生素Ｂ１缺乏症；營養吸收障

礙症候群、或胰臟炎等需以全靜脈營養劑提供營養支持之病患；酒精戒斷症候群。本局訂定各項

藥品給付規定，均係基於保障民眾用藥安全，並引導臨床醫師合理用藥，及提供本局專業審查時

參考，而非以限制民眾用藥為目的。」亦可證知本件被告謝家明，於李旻馡完成改良式廣泛性乳

癌根除手術後，為李旻馡注射「乳酸鹽林格氏溶液」混合「多力維他」，應屬非絕對必要之用藥。』」 
285 法院認定「本件被告謝家明對於李旻馡注射『乳酸鹽林格氏溶液』混合『多力維他』時，自

應注意該用藥成分中之維生素 B1，有可能造成李旻馡發生過敏性休克，甚至死亡。惟被告謝家

明對於為李旻馡注射『乳酸鹽林格氏溶液』混合『多力維他』時，自應注意該用藥成分中之維生

素 B1，有可能造成李旻馡發生過敏性休克、甚至死亡。惟被告謝家明僅以口頭詢問李旻馡是否

曾有藥物過敏之情形，即對於李旻馡注射含有維生素 B1 之多力維他，卻怠於注意李旻馡發生藥

物過敏之可能，故被告謝家明就此用藥之醫療行為部分，應有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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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三審法院認為二審判決的論證邏輯縱然可採，但是是否遵循醫療常

規應有證據，且即便已遵行醫療常規，醫師的說明義務仍不可免。 
 
（四） 更一審法院：適用醫療常規作為醫療水準之前提是時間緊迫性與醫療上

必要性 
 

更一審法院認為，依鑑定意見以及醫界臨床上所已知，維他命 B1 的注射確

實有引發過敏性休克死亡的危險，則醫師在為被告進行維他命 B1 注射時，負有

注意病患是否會因為維他命 B1 注射引發過敏的義務存在。 
 

確認有注意義務存在後，就是有無違反注意義務的問題，亦即，被告醫師遵

循醫學常規，僅以口頭詢問過敏史替代皮下測試，有無過失？法院以為醫療實務

上所知的是維他命 B1 注射引發過敏性休克的機率約為 0.1%，也就是僅以口頭詢

問過敏史，而未做皮下測試的醫療常規本身，擔負有病患可能有 0.1%過敏休克

死亡的風險。法院認為此一過敏休克死亡的風險所造成的法益侵害極大，不論發

生機率如何低微，都不是遵循醫療常規本身所得卸責者，醫師要適用此一醫療常

規的前提，須有時間上的緊迫性，以及醫療上的必要性，也就是並沒有任何其他

更安全的替代方案，始得冒此風險286。 
 

本件的情形，並無時間上的緊迫性，唯一需要考量的就是有無醫療上的必要

性？法院以為，就總括地觀察，本件維他命 B1 術後補充液注射並無必要，蓋按

鑑定意見表示，術後注射維他命 B1 補充液只是使病患恢復順利，有無注射並無

甚大差異，而從健保局的健保給付指示，也可見得醫界確有浮濫使用維他命 B1
注射的實務運作情況，已可知悉維他命 B1 補充液的術後注射並非無疑。再就本

件個案觀察，維他命 B1 補充液的注射必須以病患手術過程有大量出血或是術後

有維他命欠缺症候群等症狀為必要，然李旻馡的手術過程平順無過量出血，術後

也未出現維他命欠缺症候群等症狀，並無注射的必要前提存在，查被告醫師在當

日晚間 6、7 時許即已離開醫院，李旻馡接受乳酸鹽林格氏溶液混合含維他命 B1
的多力維他的注射，卻已經是手術當日晚間 11 時 45 分許，顯見被告醫師根本未

曾就李旻馡是否有注射該補充液的必要性加以判斷。因此，在欠缺時間上緊迫性

以及醫療上必要性的前提下，醫師即有義務採取其他更安全的替代方式，被告醫

                                                 
286 法院判決「除非醫療上所必要，且無其他更安全之替代方法，而具有急迫性，時間上已不允
許觀察病患是否會對維他命 B1 注射產生過敏，如不實施維他命 B1 注射，將對生命或身體產生
重大難以挽回之危害，始得冒此約百分之零點一以下之人可能因產生過敏而死亡之危險。否則

逕以醫學常規上無須進行試驗，亦無適當檢驗方法」為憑，不論病情如何，即於過敏不明之情況

下，逕對病患施用維他命 B1 注射，無異漠視病患之生存權利而濫用藥物，則人性之尊嚴將蕩然

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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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不僅未採取其他更安全的替代方式，也未踐行口頭詢問287，則其未善盡注意義

務避免李旻馡過敏休克死亡之結果，自有過失。 
 

需要注意的是，更一審法院以維他命 B1 補充液的注射並非必要，且時間上

並無緊迫性，故不得主張以醫療常規作無過失抗辯，而被告醫師以口頭詢問卻未

以皮下測試的方式，未尋求其他更安全的替代方案，而冒病患過敏休克死亡之風

險，其用藥行為有過失，並未再依最高法院發回的意旨，討論醫師施打維他命

B1 補充液時是否善盡說明義務，其後的幾審判決也未再就說明義務的運用有所

表示，為本案留下了另一個討論空間。 
 
（五）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判決針對更一審在用藥過失的論證，作了三個部分指摘：（1）就醫

療常規是否可採的部分，最高法院以為護士既然已經詢問過病患的過敏史，並在

過敏史一欄勾選「無」，則能否仍認為被告醫師忽略附記欄內的記載，即有濫用

藥物漠視病人生存權應負過失責任288？（2）就施打維他命 B1 補充液是否必要

的部分，最高法院以為鑑定意見均表示是否施打為醫師個人專業及經驗的判定，

完全不補充維他命固無差異，但施打維他命絕非錯誤處置，有無必要似仍應考量

及此；（3）就因果關係的部分，最高法院以為鑑定意見在在表示維他命 B1 施打

發生過敏休克致死僅限於大劑量重複快速注射的情況，則本件在慢速、低劑量注

射情形下，仍發生過敏休克死亡的結果，應係病患本身個人特異體質所致，非現

今醫療專業科技水準所得避免或預防。 
 
（六）更二審：重申醫療常規應被高度尊重之旨 
 

更二審法院從鑑定意見中表示臨床上發生過敏休克反應的機率極低，更何況

術後補充維他命 B1 的方式是慢速、低劑量的補充，在醫療實務上更難發生過敏

                                                 
287 法院的判定是醫師根本未曾作口頭詢問，蓋李旻馡的病歷護理紀錄在過敏史一欄雖勾選

「無」，但護士註記有「但病人表示不知，因病人很少打針，從未有此現象」，但醫師在法院卻說

依照醫療常規，對於護士所做的紀錄一定會看但不會過問，然而醫師對於護士在護理紀錄上的註

記自應有所警覺，非可憑護理紀錄勾選「無」作為其用藥之依據。此外，李旻馡的病歷紀錄上，

對於醫師或護士的各種作為均有鉅細靡遺的記載，倘若醫師在用藥前曾經口頭詢問李旻馡有無藥

物過敏情事，何以遍查病歷全卷，均未記載？醫師主觀上認為除非事前問診發現有過敏史，否則

醫療常規上無須進行試驗，也無適當地檢驗方法，更可合理推知醫師不會對於有無過敏史一事為

詳細的確認。 
288最高法院以為：護士口頭詢問過敏史後，於病患護理紀錄之過敏史一欄勾選「無」，並記載「（李

旻馡）表示不知（是否過敏），因為很少打針。從 C/S（剖腹產）去年六月，未有此現象」，且台

安醫院的其他醫師也表示「除非有特別異常現象，如血壓或體溫偏高，不適合開刀，或對某種即

將要開刀要使用之藥材有過敏現象要另外口頭報告外，一般都不會再作報告，而是由醫師自行檢

視病歷紀錄」，因此護士既已經口頭詢問過敏史，而得知李旻馡以前並無過敏現象，則原審認為

醫師忽略護理紀錄，未再詢問李旻馡及其家屬關於過敏史而有過失，即有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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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克反應，可見維他命 B1 是極安全的藥物，而非侵入性的療法，本就不需一一

詢問病患，況且在醫療實務上要一一詢問亦無可能，因此，在醫學實務上僅以口

頭詢問過敏史而不作皮下測試的醫療常規應可接受。至於術後補充維他命 B1 是

否具備必要性？法院以為此係醫師本於其臨床經驗的裁量以及判斷，並非錯誤處

置，法院不予置喙。 
 

三、 關於急救失當的部分： 

 
原告主張李旻馡在接受維他命 B1 的注射後，立即出現過敏反應，醫護人員

未為相當的急救措施，使李旻馡在病床上從晚間 11 時許抽慉至翌日早上 8 時許，

共計 9 小時，因此被告醫師及醫院的急救措施不當。 
 

一審法院以為被告醫師在李旻馡出現過敏反應後，先施以心肺復甦術並給與

藥物控制血壓至穩定狀況，且即刻電知同院的腦神經外科醫師依照會診結果採取

必要的治療，而鑑定結果289也均表示李旻馡於發生過敏反應後一個月死亡，應可

認急救過程成功，因此原告既未能提出其他更有效的急救措施，被告等的急救應

無不當。二審法院亦維持一審法院的見解，直到最高法院在發回意旨中，指摘原

審並未審究被告醫院對於藥物過敏的防治程序，也就是急救的流程是否有相當的

規定以及因應。 
 

更一審時，維持原一、二審法院的見解，但第二次上訴最高法院時，急救的

部分雖未經上訴，但最高法院在判決中特別指明，發回後的法院應就原告所提出

急救過程中家屬求救無人因應、無腦神經外科醫師參與急救、未掌握急救時程等

加以注意。因此，在更二審的法院，就特別著墨於此，認為急救後一個月才死亡

本身並非法院所關注的重心，急救是否失當應該以被告等是否延誤急救時程而

定，而觀察護理紀錄可知，在李旻馡發生嚴重的過敏性休克反應時，被告醫院的

醫護人員卻在相隔 20 分鐘後才給與急救藥物，並在相隔 2 個小時候才作插管治

療，已經延誤急救時程又無腦神經外科醫師參與，因此其急救不當。而維他命

B1 雖然是極為安全的藥物，但既然有發生過敏性休克的危險，醫院必須為相關

                                                 
289 醫審會鑑定意見表示「----病患接受乳酸鹽林格氏液點滴輸液（內含多力維他五毫升）中，出

現全身發癢，進而全身抽筋、口吐白沫、漸失去知覺，臨床上符合發生過敏休克之反應，依病歷

記載，醫師當時即停止注射乳酸鹽林格氏液點滴輸液，同時施行心肺復甦術急救，隨後轉入加護

病房，於加護病房中抽筋症狀持續，經會診神經外科黃醫師建議使用 Dilantin 及 luminal 等藥控

制。就整個急救過程而言，台安醫院的處理，並無疏失之處。」；而台大醫院對於法院囑託鑑定，

有關依一般醫療技術，病患若接受射維他命Ｂ１之注射後，發生過敏性休克，應如何加以急救，

以及依目前醫療技術，其救活之機率如何之詢問，認為：「病患倘注射維他命Ｂ１引起過敏性休

克，其急救之方式與其他藥物引起過敏性休克相似，其救活機率則視病人過敏性休克之嚴重程度

而不同。根據貴院前函說明二所描述，病患發生口吐白沫、抽搐及休克狀態，應是嚴重的過敏休

克，病患經急救後一個月後死亡，基本上急救算是成功，否則病患將因過敏性休克於數小時內死

亡。至於救活機率，目前並無此方面之文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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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力、物力安排以資因應，被告醫院未盡此注意，其急救疏誤與李旻馡的死亡

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且可歸責，應負債務不履行之損賠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更二審法院的見解，在原、被告上訴三審時，亦遭指摘。最

高法院指摘有二：其一，急救失當並非不得依侵權行為請求損害賠償者，而原告

等也同時主張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及債務不履行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原更二

審僅認定有債務不履行之損害賠償責任，卻對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請求權部分鍥置

不論，有判決不備理由之違法；其二，損害賠償之債以行為與損害之間有相當因

果關係為必要，則鑑定意見既均認定被告等之急救成功，表示李旻馡之死亡與急

救不當之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原更二審以被告等延誤急救時程，而認為被告等

應對於李旻馡之死亡結果負擔損害賠償責任，不無探求餘地。 
 

最高法院廢棄原審判決並發回，指摘如下：（一）護士口頭詢問過敏史後，

於病患護理紀錄之過敏史一欄勾選「無」，並記載「（李旻馡）表示不知（是否過

敏），因為很少打針。從 C/S（剖腹產）去年六月，未有此現象」，且台安醫院的

其他醫師也表示「除非有特別異常現象，如血壓或體溫偏高，不適合開刀，或對

某種即將要開刀要使用之藥材有過敏現象要另外口頭報告外，一般都不會再作報

告，而是由醫師自行檢視病歷紀錄」，因此護士既已經口頭詢問過敏史，而得知

李旻馡以前並無過敏現象，則原審認為醫師忽略護理紀錄，未再詢問李旻馡及其

家屬關於過敏史而有過失，即有違誤。（二）鑑定意見中雖表示維他命 B1 之注

射僅為使病患恢復更為順利，完全不注射對於病情亦無甚差異，但鑑定意見同時

也指出是否補充維他命依臨床醫師的經驗判定，但絕非錯誤處置，原審對此漏未

審究。（三）本件多力維他 5c.c.之注射僅含 50 毫克之維他命 B1，按鑑定意見則

李旻馡死亡係因個人特異體質而致，非現今醫療科技專業水準所得預防。 
 

最高法院判決重點在於：（一）醫療常規應與絕對尊重，不僅醫師閱讀護理

紀錄作為診斷及用藥之判定如此，即便醫師在臨床上對於維他命 B1 使用的經驗

及專業判斷亦然。（二）醫療常規是否合理的判定，絕對要排除極端例外的情況，

而考量臨床醫療上的實踐可能性。 
 

四、 關於死因的部分： 

 
一、二審的判決均以為，雖然原告不願意李旻馡接受大體解剖以釐清死因，

但是在乳酸鹽林格氏溶液混合多力維他的注射液中，僅有維他命 B1 的注射會引

發過敏休克死亡，而李旻馡在接受乳酸鹽林格氏溶液混合多力維他的注射後，出

現有全身發癢、抽筋、口吐白沫、失去知覺等臨床上的休克反應，該等反應經鑑

定也認定符合臨床上的過敏反應，且李旻馡的死亡證明書也載明其係過敏性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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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而先行原因為藥物過敏，可確知李旻馡的死因是維他命 B1 注射所引發的

過敏休克死亡。由於在上訴時，雙方均未再就死因的部分為爭執，上訴審以及其

後的更審法院也未就死因的部分為指摘或是進一步的釐清。也就是法院一直到更

二審之間的六個審級，均是認定被告醫師的用藥行為與李旻馡的死亡之間有相當

因果關係。 
 

值得討論的是，李旻馡的死因在原、被告第三次上訴三審法院時，再次成為

爭點且亦為最高法院廢棄更二審判決的主因。蓋更二審法院認定被告醫師的用藥

行為無過失，但是醫院關於急救失當有過失，而判定醫院就此部分應負債務不履

行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指摘的理由是，更二審判決既然認為李旻馡的死因

是注射維他命 B1 過敏休克死亡，則僅有在醫師的用藥有過失時，用藥行為與李

旻馡的死亡結果之間始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至於急救縱有延誤，但鑑定意見既

然表示醫師的急救成功，也就是李旻馡的死亡並非醫院延誤急救時程所致，則急

救失當本身與李旻馡的死亡結果之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醫院是否仍須負擔

損害賠償責任，非屬無疑。 

第二節  評析 

第一項 醫療常規在部分之限制或前提下能否作為醫療水

準？ 

 
本件最主要的爭點是關於被告醫師的用藥有無過失的部分，針對用藥有無過

失，法院來來回回幾個審級見解變異，主要可分為三種想法：第一種想法290是，

維他命 B1 的術後注射並非必要用藥，因此對於額外醫療，被告醫師的注意義務

程度更高，僅遵行醫療常規顯有不足，醫師如未能以其他更安全的措施替代，在

無時間緊迫性的前提下，醫師應負過失責任；第二種想法291是，維他命 B1 的注

射是為了補充術中及術後的營養份及水分等的流失，本係必要用藥，而醫療常規

上又以進行口頭詢問過敏史為已足，則醫師遵行醫療常規即已善盡注意義務；第

三種想法292是，醫療常規上僅以口頭詢問過敏史的篩檢方式，其實已經考量了維

他命 B1 本身為極安全的藥品，且醫療實務上要一一詢問並無可能的實際，則醫

師既已遵行醫療常規而行為，即可謂其已善盡注意義務，至於維他命 B1 的使用

是否必要，係醫師本於其專業以及經驗所作成的裁量以及判斷，法院應加以尊重。 

                                                 
290 臺北地院 87 年度訴字第 2704 號判決（一審）、臺灣高等法院 92 年度上更字第 157 號判決（更

一審）。 
291 臺灣高等法院 89 年度上字第 1189 號判決（二審）。 
292 臺灣高等法院 94 年度醫上更（二）字第 1 號判決（更二審）。 



 112

 
此三種想法主要包括兩個論述邏輯，第一個邏輯是以額外醫療或通常醫療，

也就是有無醫療必要性，來取決是否要以醫療常規作為醫療水準的認定；第二個

邏輯是醫師遵守醫療常規本身即已善盡注意義務，至於醫療是否必要則是醫師專

業裁量判斷，非法院所得干涉。在此，待討論的問題點是：一、醫療常規的採用

需否考量醫療必要性、或是時間緊迫性等本件法院所提出的要素？醫療必要性本

身是醫療專業抑或法院專業評量的範疇？法院是否適宜審酌醫療常規的合理

性？二、Helling Rule 是否能在台安醫院案中帶來何種啟示？以下將先針對此二

點作討論，至其他的相關爭點則詳見本節第二項的說明。 
 

一、醫療常規在台安醫院案中的定位 

 
首先，法院認為在無時間緊迫性以及醫療上必要性的前提下，縱然醫師遵循

醫療常規，也不能免除其過失責任，似認為醫療常規的採行必須以時間緊迫性以

及醫療上必要性為前提要件，而這樣的想法其實是法院以其觀點審酌醫療常規本

身是否合理的結論。在這樣的想法下，法院認為在認定醫療水準時，醫療常規只

是參考要素，法院應從其他相關的要件判斷醫療常規是否可行，而法院在本案

中，就認為施打維他命 B1 補充液，有約 0.1%的機率造成病患過敏休克死亡，此

一醫療常規所需冒的風險過大，因此醫師如要採用口頭詢問過敏史的常規作法，

就必須要有相當的理論基礎作為後盾，才能與造成病患死亡的風險相抗衡。而法

院所提出的理論基礎就是時間緊迫性與醫療上的必要性，由於本案無時間緊迫性

的問題，所以針對術後施打維他命 B1 的醫療上必要性，法院頗費思量。 
 

所謂「醫療上的必要性」，自法院的判決觀之，指的是有無其他更安全的替

代方式？採取肯認有必要性的法院，認為維他命 B1 的補充液可以補充病患在術

中流失的養分、水分以及術後禁食的營養欠缺，故有必要；否認必要性的法院，

則以為醫療實務上向來有濫用維他命 B1 注射的情形，且本件被告醫師並未實際

對於有無施打必要作評估，可見醫師並未顧及施打的風險，而亦有濫用的傾向，

則既然維他命 B1 的施打屬於額外醫療，更應嚴格管控；惟另外也有法院以為，

醫療必要性的判斷本來就是醫師在特定的個案中，作即時性的、具有專業經驗及

裁量的判斷，法院根本無從審斷，應該純粹從醫師是否遵循醫療常規的作法為過

失與否的審酌。 
 

細譯肯、否兩說的判決見解，其實就是各自採取了原、被告的訴訟上主張，

維他命 B1 的術後注射可以補充術中及術後所缺乏的養分、水分，當然是有必要，

但是每個個案病患的個別情況有異，是不是一概要補充，難道就只有劃一的答

案？就只是邏輯上的推論結果可以斷定的？並非無再深思的空間。其次，健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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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藥品給付規定本身是從總體醫療成本的立場作規劃說明，也不適合作為本件個

案病患術後補充維他命 B1 並無必要的理由，況且縱使鑑定意見中表示從病歷及

護理紀錄顯示李旻馡術後恢復良好，法院是不是就能據此判定李旻馡不需要注射

維他命 B1 補充液呢？筆者以為，法院畢竟欠缺醫療專業知識與經驗，倘若單純

從邏輯上討論，則病患經過手術，在術中及術後確實會有營養份的流失，因此，

術後補充營養劑確實是有必要，這對法院或是任何一般不具醫學專業背景的人而

言並非難事。然而，所有的醫學決定都是具有時效性、個案性、專業性等等特性，

而法院在任何訴訟中，特別是像醫療訴訟此種專業訴訟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免

「後見之明」，蓋在一般類型訴訟的情形，法院對於一般的生活經驗與邏輯的掌

握與判斷應屬容易，法院在判定是否違反注意義務較無問題，但在專業訴訟中，

就醫療流程的每個環節遇到什麼不一樣的病症反應，應當作何種認定、判斷、或

是改變診療方式，都是從事後的立場不容易說分明的，而醫學常規就是醫學專業

整體對於這些個案的處理方式的歸納統計的結果，也是所有處理流程中風險最

低、成本最低的作法，法院面對另一個專業已經形成的一致性地、實證性地慣行、

常規應當將之作為一個既定的生活經驗一般地適用，而非僭越個案醫師的專業判

斷，以法院自己所認定的醫療水準適用於個案當中始是。 
 

二、Helling 案的啟發 

 
如同第四章所述，筆者以為 Helling 案所要帶給我們的啟示，絕對不是法院

的專業優於醫療專業，絕對不是在否定醫療常規的價值，相反地，Helling 案是

再次跟我們強調醫療常規的重要性，且再次強調醫師在遵行醫療常規的同時，絕

對不能因此鬆懈其作為一名合理審慎的醫師所應當具有的注意義務，對於一名求

診多年的病患，醫師一直堅持醫療常規上不對於四十歲以下的病患作眼壓測試，

這樣的注意義務是連一個不具備有醫學專業知識之人都會有所質疑的，為什麼這

麼多年一個同樣的問題一直發生，而且頻繁的看診仍舊未能解決問題，醫師難道

不會懷疑有可能是其他的眼疾嗎？Helling 案並沒有否定醫療實務上僅對於四十

歲以上的病患作眼壓測試的醫療常規，但是在這多年、且頻繁地求診過程，醫師

都不產生進一步的合理懷疑，這與醫療常規形成的最初意義相符嗎？ 
 

在台安醫院案也是同樣的情形，筆者贊同更二審判決在用藥過失部分的說

明，而認為台安醫院案中所引用的醫療常規「注射維他命 B1 以口頭詢問過敏史

為原則，僅在病患表示曾有過敏史時，始做皮下測試」，法院應予尊重，畢竟此

一醫療常規的形成是數種利益衡量後的結果，並不是法院可以透過單一個案予以

否定者，茲將理由析述如下： 
 
（一）首先是用藥安全的考量，從鑑定意見及醫學教科書可知維他命 B1 引發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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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休克反應的機率小於 0.1%，而且僅限於在高劑量、高速注射的情況下

才會發生，因此在術後以低劑量、低速補充營養劑的靜脈注射情形下，引

發過敏休克的機率幾近於無，用藥安全無虞，這也是醫療常規在形成的最

初，其實未曾脫離醫師基於其執業倫理，應提供「最佳醫療」且以病患的

權益為最優位的初衷。由此可知，醫療常規在醫療訴訟中的角色絕對不是

在保護醫師免於受相關的責任、制裁，固然在部分的個案看似如此，但醫

療常規其實也是在監督每位醫師在其工作崗位上能善盡相當的責任，能夠

與同業的其他醫師一般達到相當程度的醫療。也就是，醫療常規絕對不表

示是以最低或最基礎的醫療品質為標準，相對地，應當是要求該同業醫師

都注意其同僚的處理方式以及醫學的進展情況，以此同業的標準為其執業

的標竿，而此一同業標準並非同業的平均標準，而是同業內多數的盡責的

醫師所應具有的標準。 
 
（二）其次，從醫療實務的踐行可能性以及成本考量而言，以醫院每天開刀的床

數以及其他症狀而需要營養劑補充的數量而言，如果發生過敏休克反應的

機率僅有 0.1%，但為了防範這 0.1%的風險，將全部的醫療成本都投入進

行皮下測試，是否符合成本效益？更一審的法院曾在判決中提到倘若採行

此一醫療常規，而允許極少數的生命因此喪失，則「人性尊嚴將蕩然無

存」！這是相當沈重的大帽子，所謂的「人性尊嚴」在此似乎僅以病患的

「生命權」作為衡量，只要有任何生命殞落，對任何的人都是沈重傷痛無

比，我們通常也都很難接受生命中的許多突然與不幸，特別是在像原告這

樣擁有一個美好的家庭與生活的情形。然而，退一步言，醫療本身是昂貴

的，所有的醫療行為從大到小，都背負有時間以及費用、人力的支出，而

整個社會可以負擔的醫療成本是有限的，我們的時間有限、醫院的空間有

限、醫護人員的人力有限、健保的給付有限，相較於此，醫療知識的進展

以及醫療還有待探索的領域卻是無窮的，個案病患以外的其他病患的醫療

需求也是無窮的，對每一個病患多一道的手續就是排擠了其他病患享受有

限醫療資源的權利，對於每一個醫師多要求他窮盡一切超乎能力以及預見

的可能就是在剝奪醫師本身的工作權以及剝奪其他病患接受有限的醫師

及護理人員提供醫療照護的權利，這之間並不是只有個案病患本身的「生

命權」在我們的考量範圍內，相反地，有許許多多的生命、身體權、甚至

是工作權、請求醫療照護的權利等等都在我們的利益衡量中。 
 
（三）再者，我們要考慮的是在第四章所介紹的 Fullerton v. Sacred Heart Medical 

Center 案中，法院以為原告雖然提出醫療常規作法以外的替代方式，但是

當此一替代方式是無益的、不能有效避免風險的作法時，則以該替代方式

存在主張醫療常規是不可採的，並無理由。在台安醫院案中，其實也可以

運用 Fullerton 案的判決要旨來思考，本案的原告主張醫師應當以皮下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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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過敏可能性替代口頭詢問過敏史的方式來確定病患有無維他命 B1 的過

敏可能，做為防範風險的方式。然而，如同鑑定意見所述，施打維他命

B1 發生過敏休克風險僅在以高劑量、高速注射的情況下始發生，皮下測

試本身是以微量測試方式試探身體有無該藥物的過敏反應，是否能有效測

試維他命 B1 的過敏症狀，不無可疑！如果微量測試對於預見維他命 B1
過敏的風險並無助益，則以應先進行皮下測試卻未進行來斷定醫師所遵循

的醫療常規是有問題的，其實已經不符合侵權行為的「過失」要件要求行

為人應盡其注意義務防免過失的旨趣，蓋如吾人以為所謂行為人應盡的注

意義務是指行為人應盡其一切的可能性去避免危險的發生，卻不問該防免

方式是否有效可行，那整個社會絕對會有無窮的、無益的社會成本耗費，

只為了避免極小數的風險，長遠來看，不僅社會上的個人、即使是整個社

會面的所有政策決定、執行都會趨於保守，社會欠缺了創新、研究的動力，

終將停滯不前，不僅無法與世界接軌，社會對於新興研究的接受度低，受

惠也少，醫療實務上也會出現醫師普遍採用防禦性醫療的情形293，醫學研

究不被鼓勵，長久而言，只是全體國民生命、身體健康的損失，而這並不

是我們採用侵權行為的民事歸責原則所期望的！ 

第二項 其他爭點 

 

一、醫療訴訟中民事過失的內涵 

 
民事過失究竟如何認定，向來學說以及實務均引用刑法第 14 條過失犯的規

定，以「應注意、能注意、而不注意」作為判定標準，我國近來已有陳聰富教授

                                                 
293 據筆者觀察，每每在討論醫師的民、刑事責任或是關於醫師敗訴的判決出現時，常常出現的

一個問題就是當法界人士或社會大眾主張醫師的責任應嚴格把關，醫界都會以其將採行防禦性醫

療作為防衛措施，法界與社會大眾與醫界的對立因此升高，輿論不解何以醫師在高收入的情況

下，卻不願意為社會、為病患多作一些什麼，卻只會用防禦性醫療來威脅，醫界也不解為何輿論

不願意在其專業領域上賦予更多的尊重，不僅處處制約，且不願容忍醫療不確定性、病情不確定

性、醫療成本有限性的情況下，所出現的負面醫療結果，更以為輿論把其對於生命本身生、老、

病、死可能產生的情緒發洩在醫師的身上，使其執業初衷完全被泯滅。而「醫」與「法」的相遇

往往在此刻就開始流於情緒性的破局，法界以為醫界輕忽人性尊嚴、醫界以為法界只是在找一個

不幸事件發生的替死鬼，卻以他們的終生執業作為犧牲品。筆者以為情緒的討論只是增加對立的

氛圍，只有摒除此種情緒性思考，理性溝通，才能爭取社會的整體提升、而非兩敗俱傷，畢竟任

何人對於生命中的遽變都不容易在短時間內就接受，自己的親人好好地走進醫院、卻滿身是開刀

痕、躺著出來，不是一般人所能夠接受的，對於醫師自己想必也是如此，但是就醫師的立場也是

這樣的，他們何嘗不願意他們的醫療作為帶來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呢？但是負面的醫療結果出現

本來就是醫療作為本質的一部份，社會大眾在何一範圍內願意給他們信任、鼓勵以及發揮的空

間？醫師是否能在所有的醫療作為過程充分與病人溝通，讓病患以及家屬對於可能發生的不幸或

是風險能夠有心理準備並及早安排、甚至選擇自己所想要的治療方式，才能避免醫療行為所帶來

的兩敗俱傷、甚至是整個社會成本的不必要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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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民事過失應有其獨立內涵，本文亦採相同見解，認為民事過失的判斷應以「注

意義務存在」及「注意義務違反」兩個層次作為認定，台安醫院案中的各級法院

也未見援引刑事過失概念，而是以注意義務是否存在、是否違反的方式，作為有

無過失的論述。 
 

在台安醫院案中，對於過失之內涵僅部分判決有作特別描述，以一審法院最

為詳盡，認為從醫審會的鑑定意見可知維他命 B1 經靜脈注射投與時，確實有發

生過敏性休克之可能，因此被告醫師在為病患注射前，自應有注意李旻馡是否會

因為施打維他命 B1 而發生過敏之義務，但李旻馡的病歷紀錄中未曾有施打維他

命 B1 的紀錄，則醫療實務上，對於未曾施打維他命 B1 的病患僅以口頭詢問有

無過敏史是否足夠？既然從鑑定意見可知維他命 B1 對於術後病人並非絕對必要

用藥，醫師依照此一醫療實務作為，「實難認為醫師已盡到病患對於維他命 B1
會否發生過敏症狀之義務」。明確指出注意義務存在及違反注意義務兩個層次的

審查。 
 

另外，在更一審法院也同樣指出醫師既然明知維他命 B1 的注射可能產生過

敏休克致死的危險，在決定為李旻馡注射維他命 B1 時，自負有注意李旻馡會否

因過敏休克死亡的義務，因此在維他命 B1 的注射對於病情無甚大差異，又無時

間緊迫性的前提下，被告醫師仍執意為病患注射維他命 B1，其違反注意義務，

自應對於其醫療作為所產生的負面醫療結果負起全責。 
 

而在更二審法院判決中，則指出醫師既已遵照醫療常規，於口頭詢問過敏史

後為李旻馡進行維他命 B1 的術後注射，則李旻馡因個人特異體質死亡，並非當

今醫療科技水準可得預見的危險，醫師並未違反注意義務，無故意過失可言，也

呼應本文在第三章所提出醫療訴訟中民事過失的判斷，其中是否違反注意義務，

應當考量醫療水準，其中包括當代的醫學水準、醫療常規等等要素的主張。 
 

二、醫療水準不一致 

 
醫師僅作口頭詢問，而未做皮下測試一事有無過失，是否違反注意義務，端

視醫療水準如何認定，本件中法院所採的的「醫療水準」有二： 
 

其一，臨床上的作法（高院判決稱「目前之醫學見解」），即醫審會鑑定意見

所示「要知道病患有無過敏病史，臨床上醫師會以口頭方式問病患過去有無任何

服用藥物或注射藥物過敏現象。大多數的藥物通常較少引發過敏現象，因此並沒

有先前測試的必要；…維他命 B1 是非常安全之藥物，注射後病人會有灼熱感，

其他副作用則非常少見，造成致命性副作用之機率又非常低、該病人倘若是對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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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命 B1 過敏引發休克，應該是個人特異體質造成的機會大」，而此亦為該案的

上級法院所採納； 
 

其二，理論上的作法294，即本件原一審法院判決中所謂依據「研究」、依據

陳長安著之「常用藥物治療手冊」、魏茂、陳勝美編著「臨床藥品手冊」、依據「優

良排多力維他注射液說明書」、依據「中央健保局維生素 B1 藥品給付規定」等，

認為理論上均要求醫師應作皮下測試，而國內醫師關於維他命 B1 注射頻率過高

積習已久，健保局也因此設有限制維他命 B1 的注射以維護用藥安全之規定，是

醫師僅以口頭詢問而未做皮下測試，為有過失。 
 

黃鈺瑛援引台安醫院案作為我國民事醫療訴訟醫療水準認定不一的依據，惟

本案除原一審法院是採取理論上作法外，其餘的各審甚至終審定讞的見解均是採

取「臨床上的作法」作為醫療水準，更二審法院更明確表示「（筆者按：醫審會、

台大醫院、榮總鑑定意見以為）我國現行醫療實務常規對於術後使用乳酸鹽林格

氏溶液及多種維他命注射（含維他命 B1），並不需事前作皮下敏感試驗等語，亦

認為無先作測試之必要。足見被上訴人所提出資料僅為醫學上及藥品仿單上之建

議資料，與現今醫療常規並不符合，現今醫界仍未採行被上訴人所主張之事前皮

下敏感測試之流程」，是可認為就本案而言，法院實務雖未完全排除理論、研究

                                                 
294 法院實務採取理論上作法者，亦有從風險分配的觀點作說明的，然其論證不僅未就醫療水準

加以著墨，反倒流於情感抒發，筆者以為欠缺判決製作所應具備的論證責任，如桃園地院 89 年

訴字第 621 號刑事判決中，「雖鑑定人認為係屬不可抗力，無法預防，惟按醫師本於其專業知識

在醫療領域中之角色深受病患、家屬之倚賴，並無可取代，自應盡到專業人士之注意義務。藥物

本身有無副作用、病患究竟有無特異體質、有無『麻醉過敏』情形乃屬變態事實，於本院中因未

進行病理解剖而無從究明，惟不論是何種情形，根本無從期待病患或家屬有專業能力自行注意，

而醫師本於其專業知識，本應兼顧及各種可能狀況，依其專業知識並有能力注意，竟疏未注意，

即有過失。雖然醫療專業屬於科學技術，當非人類所得完全掌控，有一定風險存在，惟本院認為，

與其將該等風險轉嫁病患或家屬承擔，毋寧歸由富有專業知識之醫師承擔，俾以敦促醫師善盡注

意義務，並時時僅記病患、家屬對其倚賴、期望之殷之切」、「此等風險本係事後綜合統計之結果，

非屬事件發展邏輯之必然，醫師就醫療過程倘有過失，自不因該行為有固定之風險而免責」。實

際上，判決之製作本身所必須的說理、論證不僅是使收受判決之人能透過判決而理解何以被課與

刑罰或是何以須為某事件的發生而付出代價，另一方面也使製作判決的法官可以透過判決的製作

釐清自己的心證形成、交代作成該判決結論的理由，也正是透過此過程，國家的刑罰權或是公權

力強制執行才有其正當化基礎，法院倘未能就法論法，將個案事實涵攝於所有的構成要件要素當

中，判決固然動人，卻難使人甘服，上開判決固然有意從風險分配的觀點將醫療過程中的非正常

發展，分配由醫師負擔，但是具有專業知識本身非惡，何以具有專業知識就當然對於所有的醫療

失敗擔負責任？法院似乎忽略了此時所應用以衡斷是否違反注意義務的醫療水準究竟如何認

定，也忽略了醫療本身即為一門不確定、高風險性的科學，受過專業訓練、富有專業知識與是否

擔負過失責任之間仍舊應有相當的邏輯、論理作為架橋，始得謂克盡判決之論證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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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訴訟中的價值，但仍傾向以臨床上的作法作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亦即是否符

合醫療水準的認定，而此結論亦與第二章所介紹日本實務上的作法以及前章所介

紹多數美國實務的作法相同。 
 

三、醫療水準之內涵？ 

 
我國向來學說對於過失的標準是以是否善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為斷，而

所謂善良管理人之注意，是指謹慎合理之人之注意，仍應依照個案的情況為認

定，而所應併衡酌的要素則有：危險發生之機率、損害事件之損害、防範危險之

成本、侵害行為與所受損害之社會價值等。 
 

「善良管理人之注意」並非明確，本文以為在醫療訴訟中，「善良管理人之

注意」亦即「醫療水準」的酌定，其內容可具體化為：醫學水準、醫師水準、說

明義務、醫療環境、醫師裁量、醫療嘗試、緊急性、醫療成本等要素（參見第三

章說明），如以台安醫院案為例，則當事人與法院在各個審級中除了關於「醫療

嘗試」、「醫師水準」、「醫療環境」的要素並非明顯外，其他的各個要素均業經提

出討論，但其討論是否確切妥適尚有待研析，說明如下： 
 
（一）醫學水準： 
 

關於醫學水準的爭點，在於維他命 B1 造成過敏休克死亡的機率僅有 0.1%，

且限於高劑量快速施打的情況始發生，則此一機率是否為案發當時的醫學水準所

得預見並避免者？也就是醫師在案發當時是否都普遍知悉維他命 B1 有過敏休克

致死的風險，並且對於此種風險已能預防避免？ 
 

台安醫院案的各審級法院其實對此並未加深究，惟因原告在第一審起訴時曾

以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的服務責任作為請求權基礎，故其曾就消費者保護法施行

細則之「科技或專業水準」為攻防。此之所謂「科技或專業水準」係指商品或服

務之危險為當時之科技或專業水準所能證實，並可以預見並可能加以預防而言，

如運用於醫療訴訟中，應係指該醫療知識技術是否為事發當時的醫界所普遍一般

具有的。原告即指出按鑑定意見顯示維他命 B1 導致過敏休克的危險性既為醫界

所明知，則被告醫院不能主張消保法施行細則之科技抗辯，被告醫院則以維他命

B1 為極安全之藥品，臨床上發生過敏休克僅在以高劑量快速施打的情況始見，

是被告醫師以慢速低劑量施打，已符合當時之醫療或專業水準，得主張科技抗

辯。可惜的是法院並未以消費者保護法的規定作判斷，因此在判決中未見關於「科

技或專業水準」的討論，但也不見法院在過失的判斷時有所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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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為本件與第三章所討論日本新生兒視網膜症的例子不同，該案的特徵

在於一個能治療視網膜症的新興醫療知識技術，是否在個案發生當時已經普遍為

醫界所週知而能加以運用，因此，案發當時之「醫學水準」如何，成為該案的重

要關鍵。台安醫院案的情況則截然不同，維他命 B1 有造成過敏休克死亡的危險，

已經為醫院所能預見，因此醫界也向來有先詢問過敏史的慣行，對於有過敏史的

病人也都會另以微量皮下測試確認，問題在於當時的醫學水準是否能夠預防此種

過敏所造成的休克死亡症狀？如果可以，則醫師與醫院在能預見下，未能作適切

的預防即有過失。這也是本案的終審法院（更二審），認為從鑑定意見以及本案

事實可知維他命 B1 導致過敏休克死亡的機率微乎其微，因此本案李旻馡過敏休

克死亡結果應屬個人特異體質所致，並非當今醫療水準（按：本文稱「醫學水準」）

所得預見，醫師對於無法預見的負面醫療結果，並無故意或過失可言。 
 

其實更二審法院上開結論，在討論上可以再細膩化為兩個層次，蓋所謂「本

件因李旻馡特殊體質所造成對維他命 B1 之過敏反應，以現今醫療水準無法預

見，因過敏反應造成死亡結果，非謝家明得預見，渠無故意或過失可言」，在民

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故意或過失」的層次上，應該著墨的是判決中「以當今

醫療水準無法預見」，因為在考量醫師是否違反注意義務，也就是是否符合「醫

療水準」時，對於已非事發當時的醫學水準所得避免的損害，醫師並無違反注意

義務可言；但在民法同條項前段的「因…致…」的層次上，也就是「相當因果關

係」的層次上，所要著墨的卻是判決中「本件因李旻馡特殊體質所造成對維他命

B1 之過敏反應」，在病患是因為個人特殊體質、而非醫師的醫療行為造成負面的

醫療結果的情況，是欠缺相當因果關係的問題，法院其實並沒有明確地指出其究

係針對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的何一層次為認定，對於民事侵權行為「過失」

概念的形成與發展，有所不足。 
 
（二）醫師水準： 
 

一般謂醫師水準係指注意義務應依醫師的專門領域不同而有差異，而醫師負

有時時注意醫學新知以求與其他同屬此專門領域的醫師並駕齊驅之義務。在台安

醫院案中與此相關的是，被告醫師診斷有過失的部分，由於師曾分別為李旻馡診

斷出良性瘤、零期乳癌腫瘤、二期乳癌等不同病狀，顯有過失，但鑑定結果均顯

示，被告醫師上開診斷分別是由觸診、病理切片報告、以及手術中的發現，而這

些診斷與其他的婦產專科醫師之診斷與處置並無不同，因此醫師已具備「醫師水

準」之要求，並無過失。此於各審級的審理結果亦均相同。 
 
（三）說明義務： 
 

在台安醫院案中，原告在一審、二審都曾提出被告醫師知悉維他命 B1 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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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卻未在施打之前先告知病人或家屬並得其同意，即命護士率爾施打，違反告

知義務，但法院並未從說明義務的角度切入，而重在討論醫師以口頭詢問過敏史

一事有無過失，直到三審法院才提請注意此為原告知重要攻擊防禦方法，法院應

加審酌，納入用藥是否過失的判斷，惟其後的更一、二審法院也均未以說明義務

作為過失的判定基礎。其實這某程度也應證了筆者在第三章所介紹的楊秀儀教授

的看法，亦即「說明義務」或「告知後同意法則」應當是作為不可歸責於醫師時

的風險分配法則，並以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的「推定過失」處理，也就是在能夠

以本文第三章所介紹的各個醫療水準的內涵去界定醫師有過失的情況，「說明義

務」不宜成為取代「過失」判定的準據，否則侵權行為法的過失歸責原則將無異

被架空。 
 
（四）醫療環境： 
 

醫療環境是指因各地區的醫療資源、資訊、技術不同，注意義務的程度的要

求亦不相同，而如同前文第三章所述，「醫療環境」本身其實不只影響「過失」

的判定，也會影響訴訟中專家證人證言的適格。關於台安醫院案的討論可以分為

兩個部分：其一，法院就維他命 B1 的施打應否做事前的微量皮下測試，僅徵詢

醫審會、台大醫院及榮總醫院，其中台大醫院與榮總醫院都是醫學中心且為教學

醫院，與本件台安醫院為區域教學醫院295並不相同，其鑑定意見的內容對於台安

醫院可能是無法企及的，只是因為維他命 B1 的施打只作口頭詢問而不作皮下測

試本身並非何種有地域性差異的醫療技術，以臺灣的幅員大小，各分及級醫院的

差異亦有限，不易觀察出此種不相當的鑑定有可能造成的偏頗。其二，法院在認

定其急救失當時，其實並未徵詢醫院的人力設備能夠做到何種程度的急救配套？

治癒的情況如何？是否相較於醫學中心級的醫院，區域教學醫院的急救設備較受

限制？這些都是「醫療環境」此一要素所要探討者，法院判決未言及此，細緻化

程度不足。 
 
（五）醫師裁量： 
 

由於醫療本質上有相當大的不確定性，因此英美法上發展出「判斷風險法

則」，對於醫師在面臨不確定的醫療結果時，能依據其本於醫師專業應有的最佳

判斷作成決定，法院對於醫師的裁量應與絕對尊重。在台安醫院案中，被告醫師

對於術後的病患施打乳酸鹽林格氏溶液混合多力維他，其中多力維他中的維他命

B1 成分引發病患過敏休克死亡，則維他命 B1 是否有於術後施打的必要性，醫師

的裁量是否適當，遂成為本案重要爭點。 
 

                                                 
295 參見台安醫院網頁 http://www.tahsda.org.tw/sub/about.php，瀏覽日期：96 年 5 月 13 日，台安

醫院於 1994 年經評定為區域教學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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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法院以鑑定意見中有「施打點滴加入維他命 B1，目的在使病患恢復更

為順利，完全不補充維他命或許無甚大差異，然而補充維他命並無不當之處」之

語，以及中央健保局的藥品給付規定中表示醫界有濫用維他命 B1 的情形，認為

醫師施打維他命 B1 並非必要。二審法院則以鑑定意見指出維他命 B1 的補充本

身，在使用得當的情況下，為極安全的用藥，並非錯誤處置，認定醫師於病患術

後施打維他命 B1 為當，廢棄一審判決。然上訴三審時，最高法院以為其用藥是

否得當尚須考量是否告知病患，並且是否備妥後續的急救設施等等，而發回原審。 
 

更一審法院以為在中央健保局已指出維他命 B1 在醫學實務上有濫用情況，

顯見維他命 B1 施打並非必要，且情況並非急迫的前提下，未選擇其他更安全有

效的替代方式，僅以口頭詢問過敏史方式逕為維他命 B1 之注射，其用藥處置有

過失，其採認證據與原一審法院的見解相同。惟遭最高法院指摘，認為其忽略了

鑑定意見中的說明「病患在接受乳房手術後，對其施打點滴並加入維他命（包括

維他命 B1），目的在使病患恢復能更為順利，完全不補充維他命或許無甚差異，

『然而補充維他命並無不當之處』」、「病患在接受乳房切除手術後，…，是否給

與維他命（包括維他命 B1），完全為臨床醫師個人經驗判定；補充維他命與否或

許對病情無甚差異，『然絕非錯誤處置』」，而更二審法院因此表示「至於在病患

手術後是否給與維他命 B1 成分之多力維他混合靜脈注射，『為臨床醫師個人經

驗判定，此乃身為醫師者秉於專業知識之裁量及判斷，並非錯誤處置』」。 
 

實際上，如前文第三章所述，醫療行為既有高度的不確定性，醫師在醫療過

程中常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做出最立即的決斷，此之決定既係本於其專業知識所

作成的判斷，法院作為醫療外行者，自應留給醫療專業相當的裁量判斷空間，不

予介入。其實，刑法上過失概念的發展，有所謂客觀歸責理論之「可容許之風險」

之概念，正是以為現今社會中，許多風險行為給社會帶來的利大於弊，因此該等

風險為現今社會所需必然負擔者，而肯認行為人得主張可容許的風險規避刑責。

在民事法體系，固然不宜逕引入刑事法理論，但在探討「注意義務之違反」亦即

「醫療水準」的內涵以為過失之判斷時，本文主張「醫師裁量」的要件在此種涉

及專門知識的醫療訴訟中，法院須加注意司法謙抑，不介入醫療專業判斷，以免

事後諸葛之見對於醫療專業的不必要衝擊。 
 
（六）醫療嘗試： 
 

所謂「醫療嘗試」係指醫師對於醫療的未知領域作試驗性的醫療行為時，應

徵得病患的同意，並考量相關情況判斷是否進行該嘗試，且有急救設備配套，始

可免除其過失責任。台安醫院案中，維他命 B1 的施打會造成過敏休克危險，已

為醫界所週知，與醫療未知領域的嘗試無關，並非本件爭點，茲不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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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緊急性： 
 

醫療行為常常攸關生死一線間，醫師的醫療決策如因情況急迫，應認為其所

被要求之注意義務程度較一般情況為低。台安醫院案中，更一審法院曾提到「緊

急性」作為維他命 B1 之術後施打並無必要的依據，而認定醫師有過失。其判決

以為「…維他命 B1 注射確有可能產生過敏性休克甚至死亡，…雖其發生之機率

僅約百分之零點一以下，惟除非醫療上所必要，且無其他更安全之替代方法，而

具有急迫性，時間上已不允許觀察病患是否會對維他命 B1 注射產生過敏，如不

實施維他命 B1 注射，將對生命或身體產生重大難以挽回之危害，始得冒此約百

分之零點一以下之人可能因產生過敏而死亡之危險，否則…無異漠視病患之生存

權利而濫用藥物，則人性尊嚴將蕩然無存」。 
 

法院上開文字有兩層意義：其一，法院已經肯認「緊急性」可作為調降注意

義務程度的理由，因此在審酌醫師是否違反注意義務，亦即醫療水準時，如有緊

急性存在，所應有的醫療水準較低，已為現今實務所採；其二，即便不具有緊急

性，注意義務程度即醫療水準未有變動的情況下，依本文見解，仍須再審視其他

第三章所述及的要素，以決定醫師的醫療行為是否已符合應有的醫療水準，上開

判決漏未審酌就案發當時的「醫學水準」，是否能避免個人特異體質產生的過敏

休克致死結果，逕將「醫療常規」的不合理與人性尊嚴蕩然無存畫上等號，論證

過速而易流於情感抒發，此亦於上級審遭到指摘。 
 
（八）醫療成本： 
 

醫療成本是否可以作為過失的考量要素之一，在學說上爭辯不休！學說上如

同第三章所介紹者，有兩種學說，肯定說以為現今的醫療發展日新月異，所使用

的器材、人力、技術等費用均節節高昇，在健保制度下，醫師的醫療行為必受健

保給付所影響，因此醫師的醫療行為是否過失的判定，自應納入醫療成本節制的

考量，始得作符合實際狀況之規範，否則容易產生防衛性醫療的後患；否定說則

以為醫師本應提供最佳的醫療，醫療成本考量與醫師有提供最佳醫療的職志及執

業倫理相悖反，也與醫療的本質相違背。 
 

在台安醫院案中，關於「醫療成本」的討論應可區分為兩點，說明如下： 
 

其一，與通常將「醫療成本」作為醫師行為無過失的抗辯不同，本案中原審

法院職權函詢中央健康保險局，對於維他命 B1 的健保給付是否有所限制，該局

函覆「查維生素 B1 藥品給付規定，經公告自八十九年二月一日起施行，限下列

病患使用：維生素 B1 缺乏症；營養吸收障礙症候群、或胰臟炎等需以全靜脈營

養暨提供營養支持之病患；酒精戒斷症候群。本局訂定各項藥品給付規定，均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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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保障民眾用藥安全，並引導臨床醫師合理用藥，及提供本局專業審時參考，

而非以限制民眾用藥為目的」，法院認為李旻馡術後並未出現函覆之三種症狀，

是被告醫師施打維他命 B1 是非必要用藥，則更應注意病患有無過敏反應，僅以

口頭詢問，怠忽過敏反應的可能性，其行為為有過失。更一審法院也以相同的理

由認為「醫界在八十九年二月一日以前，確有維生素 B1 使用浮濫之情況存在，

否則健保局何需『基於保障民眾用藥安全，並引導臨床醫師合理用藥』之理由而

對維生素 B1 藥品之健保給付有所限制？」 
 

被告對於法院上開認定，則抗辯中央健保局對於維他命 B1 的給付準則，僅

係其基於財務困境下所做的成本面考量，中央健保局並無法定權限對個案病患作

是否必須用藥的判定，況且健保局亦非病患之主治醫師，對於醫療費用給付，純

係基於保險費用精算之大數法則考量，不得作為個案的法律抗辯。更二審法院雖

未明白採認被告之主張，但其對於用藥是否必要，則表示尊重醫師基於其專業知

識與判斷之權限，予以最大尊重。 
 

其二、則是本案法院巧妙迴避的問題，也就是醫師原則上以口頭詢問過敏

史，僅在病患有過敏史的情況才作皮下測試一事，本身也反映了醫療成本與醫療

常規之間的關係。皮下測試相較於口頭詢問所需耗費的時間、測試成本等都較為

增加，如果以醫學中心一天上百台的手術計算，倘若每一台手術為了術後的營養

劑補充都作皮下測試，則日積月累的成本耗費是相當可觀的，而這可觀的醫療成

本僅為防免百分之零點一的過敏休克反應，是否合理？ 
 

筆者以為，在現今社會，所有社會活動本身的價值都與其成本脫離不了干

係，醫療行為本身既受「醫療成本」節制而有影響，在判斷「過失」時自不能逸

脫實際面作觀察，惟應當分作兩個層次討論：其一，關於醫師主張其醫療行為受

健保給付影響作為「過失」的抗辯，本文採取肯定之見解。筆者以為應肯認將「醫

療成本」作為醫療水準的內涵之一，允許醫師在個案當中主張基於健保給付項目

的考量，作成某個醫療決定，惟因醫療水準的內涵並非僅醫療成本一項，因此在

醫師作此主張的前提下，仍須視其是否對病患善盡說明義務，例如告知病患在健

保給付項目下所可使用的醫藥品質有限、但自費藥品品質較高，又醫師本身的專

業、智識、技術等，也不應因健保給付而有所不同。其二，關於病患得否以健保

給付主張醫師的醫療行為並非必要？如同台安醫院案中原告等之主張，筆者則採

取否定之見解。筆者以為健康保險的設置是在提供醫療的可近性（accessibility），

是以總體的醫療需求作分配考量，倘若允許以健保給付的規定作為醫療行為是否

必要的判斷，將造成健保的總體醫療需求考量制約醫師在個體醫療需求的考量，

不僅與醫師善盡「最佳醫療（best medicine）」的本旨相悖，也非健保制度設置之

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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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醫療常規」定義模糊？  

 
如前文，在台安醫院案中，法院就不明確的「醫療水準」已經採取了臨床上

的作法，而非理論上的作法，然觀之法院所採取之臨床上的作法，即本文所稱之

「醫療常規」，似乎是指是各大醫學中心的鑑定意見？法院與鑑定單位在用語上

或有歧異296，所指者都是臨床上的通常作法，筆者以為在專業訴訟中，由於法院

欠缺該專業智識，是以專業常規所扮演的角色吃重，能協助法院畫出「應為」的

標準。在醫療訴訟中，也就是所謂的「醫療水準」，將之與系爭案件的作法相比，

判斷上為法院減輕許多負擔，倘若法院與鑑定單位在用語以及其內涵上有統一的

共識，在函詢或是鑑定機關函覆的過程，可以減少許多不必要的模糊解釋空間。

此外，法院在函詢「醫療常規」時，也應注意該鑑定單位的醫院分級是否與系爭

案件的醫院分級相同，則「醫療常規」的運用更能合理。 
 

五、醫療水準的認定 

 
對於鑑定意見的解讀各審級不一致，甚至可以發現法院在取證以及涵攝證據

與事實的過程，同一個證據卻在不同的審級出現截然不同看法的弊病297，而法院

                                                 
296 從各判決觀之，其用語並不統一，分別有以「醫療實務」（一審）、「目前之醫學見解」（二審）、

「醫學常規」（更一審）、「醫療準則」（三審）、「醫療常規」、「醫療實務」（更二審）；此外，各鑑

定意見書中的用語「臨床上」（醫審會）、「目前醫界慣例」、「通常」（台大醫院）、「臨床上」、「目

前醫療常規」、「我國現行醫療常規」（榮總）。 
297 茲以維他命 B1 的術後注射是否必要用藥的證據為例，法院在各個審級引用四個證據，但是

結論卻不相同，證據（一）醫審會鑑定意見「…是否必須於手術後使用靜脈點滴注射乳酸鹽林格

氏溶液和維他命，應視當時病人身體之情況與意願而定，倘若病人感到倦怠，食慾不好，施打這

些藥物確實會讓病人體力恢復的快一點…」、（二）台大醫院鑑定意見「病患在接受乳房切除手術

後，對其施打點滴並加入維他命（包括維他命 B1），目的在使病患恢復能更為順利。完全不補充

維他命或許無甚大差異，然而補充維他命並無不當之處」、（三）中央健保局關於維他命 B1 健保

給付限制的說明「查維生素 B1 藥品給付規定，經公告自八十九年二月壹日起施行，現下列病患

使用：維生素 B1 缺乏症；營養吸收障礙症候群、或胰臟炎等需以全靜脈營養劑提供營養支持之

病患；酒精戒斷症候群。本局訂定各項藥品給付規定，均係基於保障民眾用藥安全，並引導臨床

醫師合理用藥，及提供本局專業審查時參考，而非以限制民眾用藥為目的」。一審法院以上開三
項證據判定維他命 B1 的術後注射在李旻馡並無相關的維他命 B1 症狀欠缺的情況下並無必要；

二審法院增加調查證據（四）榮總醫院的鑑定意見「（三）乳酸鹽林格氏溶液為臨床上常用的靜

脈輸液，其可用來作為手術前後水分及電解質補充，多力維他、維他命 B1 之用法為五毫升（或

遵醫囑）加入點滴輸液緩慢注射。多力維他其成分含維他命 A、B1、B2、B6、C、E、菸鹼醯氨

等其為相當安全的藥物，臨床上使用此類藥物，以詢問病患以前有無過敏病史當已足夠。雖然文

獻上曾報導過，維他命 B1 注射引起此類過敏反應致死案例，但是極為少數，同時多半發生在大

劑量重複快速注射下。（四）病患在接受乳房切除術後，對其施打點滴（乳酸鹽林格氏液），為手

術後水分及電解質補充，此為正確處置。至於加入維他命（包括維他命 B1），雖非一定必須但其

有助於減輕手術後神經切除的疼痛，是否給與維他命（包括維他命 B1），完全為臨床醫師個人經

驗判定，補充維他命與否或許對於病情無甚大差異，然絕非錯誤處置」而認為術後維他命 B1 的
補充是有必要；更一審法院則認為對於病情無甚大差異的維他命 B1 的補充與病患過敏休克致死
的風險相較，實無必要；更二審法院則採取鑑定意見的結論認為是否補充維他命 B1 有賴醫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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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截然不同的論證結果都是因為對於鑑定意見的字裡行間的解讀不同，在此值

得注意的是，鑑定人員是否可以理解其所用字句對於法院判決之影響？例如關於

台安醫院案中醫師用藥有無過失一點，台大醫院的鑑定意見有「完全不補充維他

命或許無甚大差異，然而補充維他命並無不當之處」、榮總醫院的鑑定意見有「補

充維他命與否或許對於病情無甚大差異，然絕非錯誤處置」，鑑定人員在作成鑑

定意見時，絕對難以想像其用語的前半部與後半部會因為法院解讀重心不同，對

於判決的結果產生勝敗兩異的影響。這也無怪乎醫審會中需有法律專業人士與

會，而醫審會委員也表示其常為最終的鑑定意見調整用字！ 
 

據筆者的了解，曾擔任鑑定工作的醫師就表示，希望法院在檢附相關卷證函

詢鑑定意見時，能夠明確地將所遇到的判斷上的困難點說明清楚，並且能夠理解

在醫療科學領域中，沒有什麼是百分之百絕對的298，否則法院各個審級加上檢察

機關來回函詢對於鑑定人員不堪其擾，醫師的工作忙碌，也無力在兼顧看診、研

究、教學之餘還時常到庭說明、甚至是在法庭枯坐數小時後作了五分鐘的說明後

就被請回，原本排定整天的工作卻因此延宕299。筆者以為法院在專業訴訟審理

中，除了借用專業鑑定協助案情釐清以及法律概念涵攝時的判斷，與其他專業的

溝通之間，因為所長完全不同，如果能夠以電話等方式親自溝通、避免書面文義

                                                                                                                                            
專業與經驗判斷，法院無足置喙，可知相同的證據在各個法院的來回審理時，卻有可能出現截然

不同的結論。 
298 筆者於參訪台大醫院時，復健科的潘信良、梁蕙雯醫師表示，法院對於車禍案件等判賠數目

多寡的決定，會函詢關於被害人工作能力喪失百分之幾的問題，以作為法院判定賠償金額的基

礎。然就復健而言，只有綜合智力、運動能力等的考量，並無所謂勞動能力、工作能力減損比例，

如「工作能力喪失百分之幾」的問題。因為鑑定通常是以 impairment 作評估，但法院要的其實

是 activity limitation，因此法院縱使要問工作能力減損比例的問題，也一定要結合工作情況作對

照，至少有個比對的標準，例如假使被害人繼續從事其原來所擔任的某工作，是否能夠勝任，否

則根本無從回答。更何況在現實生活中，工作只有能作或不能作的問題，沒有比例多寡的問題，

譬如腳部受傷的患者，即使只是行動慢了一些，但是要擔任站櫃臺的工作，老闆可能根本不考慮

聘僱，不會考慮其受損程度如何，此種專業與專業之間的溝通鴻溝，是鑑定醫師在回覆法院的鑑

定問題時，最常遇到的困境。 
299 實際上筆者也曾聽聞部分法界人士表示任何人都有作證的義務、鑑定人也有本於其專業協助

法院發現真實的義務，則醫師不宜藉口忙碌而不願出庭作證。但是筆者的想法是完全迥異的，筆

者以為司法發現真實、實踐正義的目標對於社會的進步、人性尊嚴的實踐固然重要，但在司法權

的行使過程並不是不能調整的，專業訴訟中法院所需要的許多專家都是學養俱佳、經驗豐富、是

社會上不可多得的專業人員，他們的時間運用在重要的政策決定研究計畫上，對於社會的整體是

全面性的幫助，法院如果可以尊重他們對於整體社會的重要性，透過電話重點詢問、或是在適度

地整理爭點後再與之商量哪些時間便於到庭說明，給這些專家的感受是截然不同的，畢竟在運用

專業鑑定時，法院是「請求協助」，在可能的範疇內給與應有的尊重是必要的。實務上就有法醫

師表示曾接到花蓮院方的傳票要求到庭協助說明，完全未考量法醫師當日的既定行程是否允許出

庭，法醫師請求法院更動期日卻獲得法院「人命關天，務必出庭」的回應，但出庭當日自費機票

到花蓮出庭，從早上枯坐到下午一共八個小時，卻僅說明五分鐘，領了五百元的旅費後，又自費

機票回到臺北，對於其三不五十被要求到庭說明，生活影響至鉅，發人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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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的誤解或是因為所問的問題並未切中關鍵產生對於個案不適切的理解，否

則專業鑑定協助的功能等同於無，法院判決亦難使人甘服。 
 

第三節  小結 

 
台安醫院案自原告等於 87 年起訴，迄今已是民國 96 年，近 10 年的時間，

仍在纏訟，10 年的時間在一個人的生命當中佔了至少是 7 分之 1，但不管對於原

告、或是被告而言，從事件發生後，他們的生命就一直是停留在事件發生的原點，

訴訟使他們無法儘速為自己的生活作更長遠的規劃，也讓他們必須在訴訟長遠的

進行過程中，一次次回顧這個事件所帶給他們的苦痛以及衝擊，10 年對於法學

的發展絕對是有助益的，但是對於整個社會以及個案的當事人而言，無疑是一種

磨難與枯耗。我們從台安醫院案看到一個不明確的法律概念與不成熟的法學發

展，造成個案的當事人如亂槍打鳥般地、疲於提出眾多的攻擊防禦方法，也造成

法院來來回回的一再審理，只為了釐清在專業醫療訴訟中如何決定「過失」的內

涵！假使台安醫院案由於當事人雙方的奔命，能提醒我們重視醫療訴訟中，法律

概念的模糊以及弊端，能在法學發展史中擲入一枚震撼彈，呼籲吾人的重視也許

有其價值，但也警示我們倘未盡心於法學的成長，許許多多的 10 年可能相踴而

繼，這無疑是社會的極大損傷，而這並非法律作為人民生活規範之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