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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本論文探討的主要問題是，由於知識的欠缺、傳統僵化的因果關係及全有全

無的賠償效果，醫療訴訟之原告往往無法獲得賠償因而產生之不公平。為解決此

問題，本論文擬先由上位的因果關係概念著手探討，蓋彈性的因果關係概念或許

有助於患者目前之困境，而探討之具體主題則為「決定論」與「非決定論」之因

果關係概念。在探討過上位之因果關係概念後，本文主張於依決定論觀點無法釐

清因果關係問題時，引入非決定論或機率之觀點輔助認定因果關係；而機率觀點

要如何具體適用於個案中，又可區分為兩個觀察側面，即風險面和機會面，升高

風險事實上等於喪失或降低了機會。因此本文接下來針對「風險升高」及「機會

喪失」兩個主題作詳盡探討，並觀察其對於因果關係及歸責問題所帶來的啟發。

在風險升高部分，本文選定流行病學之因果關係作為研究對象，原因在於根據流

行病學手法判斷因果關係時，風險升高概念扮演了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且流行病

學與實證醫學有密切的關聯，醫療訴訟中二造所使用之研究結果或統計數據多半

係依據流行病學之方法作成，研究流行病學的方法對於理解訴訟二造提出之證據

應有相當的助益。在探討完風險面之後，本文將選定於美國醫療訴訟中逐漸被普

及適用之機會喪失理論，作為機會面之研究主題，並比較風險與機會之間之關

係。在完成探討之後，則回頭檢視上述理論於我國學說及實務之發展情形。以下

分別論述之。 

「決定論」與「非決定論」之因果關係概念 

十八世紀的科學家認為，世界是由毫無例外之自然法則所支配、控制，一般

將此種科學觀稱為「決定論」。在決定論的支配下，所有現象背後都有某種自然

法則在操控；而科學的最終目的為，完全地理解自然，並進而預測或控制自然歷

程。然而，許多現象在古典物理學上仍然無法被預測或被解釋，更遑論控制；而

當量子力學在科學界被提出後，更加速決定論之科學觀轉型為機率、比例的科學

觀，亦可稱之為「非決定論」。科學界逐漸認為，絕大多數被廣泛接受之科學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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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應該都與機率、比例的觀點相一致。若將上述觀點反映在因果關係之概念上，

由決定論衍生出之原因概念為，如果確定先行事實存在或不存在，依照自然或經

驗法則，可以預測或控制後行事實之存在或不存在時，先行事實即可稱為後行事

實之原因；根據此上位概念所發展出之具體決定論原因概念，即為「必要原因」

與「充分原因」。而隨著非決定論概念的出現，科學家們確定許多現象是無法被

預測或控制的，若將之反映在因果關係上，即使先行事實不能預測或控制後行事

實，亦可能被稱為後行事實之原因；根據非決定論所提出之新原因概念為，先行

事實不必具備充分或必要之特質，只要先行事實之存在能夠增加後行事實發生之

機率，即可稱先行事實為後行事實之原因。在物理學界、流行病學界以及臨床醫

學界，非決定論之原因概念都逐漸被接受，當法學界受限於決定論之原因概念，

而無法處理因果關係舉證困難之問題時，是否考慮引入非決定論之原因概念，即

值得討論。本文以為，決定論之原因概念與非決定論之原因概念並不衝突，前者

基本上為後者之概念所涵蓋，並處於後者概念中之極端位置。再者，本文雖建議

重視非決定論之原因概念，但係在依傳統因果關係架構無法釐清因果關係及損害

範圍時，始以非決定論之概念及理論作為輔助工具，重視非決定論概念仍可與現

行損害賠償體系共存。本文既然強調以非決定論，亦即，機率之觀點處理因果關

係之難題，首先必須解決者，係運用統計或機率觀點時必然產生之「一般因果關

係與個別因果關係不同」之問題。簡言之，運用流行病學或統計手法歸納得出之

因果關係為群體之因果關係，並不當然等於個案之因果關係，是否可用前者輔助

認定後者，頗有疑問。惟本文以為，群體因果關係雖不當然等於個別因果關係，

然而在認定個別因果關係時，無可避免地必須根據「知識」及「經驗」輔助判斷，

而知識與經驗為一般的通則，事實上也隱含著統計歸納之結果；因此不論在決定

論或是非決定論之因果關係架構下，都無法避免使用統計結果輔助判斷個案因果

關係，故此並非足以否定非決定論原因概念之理由。無論決定論或是非決定論之

因果關係架構，都是以一般的知識、經驗或統計數字作為個案之推論根據，然並

不能真正重現個案中發生過之因果關係，因此，與其將這些一般化理論稱為因果

關係理論，不如說它們是為了歸責而存在；既然是為了歸責而存在，在判斷時必

然會摻入規範目的、公平正義之考量而可彈性地判斷。因此，在高度專業而因果

關係舉證困難之事件中，倘若事實錯誤之不利益無論分配予原告或被告皆不公平

時，法院似乎即有必要考慮由機率、風險、機會之觀點出發，彈性地認定因果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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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或賠償數額。 

風險面，流行病學之因果關係 

流行病學研究之主要課題是健康失調事件之發生及其過程，終極目的則係預

防疾病；流行病學是一種針對人群之研究，藉由觀察整體人群對某種因子或要素

之反應，以探尋決定因素。在探尋的過程中，流行病學家往往發現，真正導致結

果發生之先行事實未必具備充分以及必要之特質，因此，實際上切合於流行病學

實務之原因概念應該是「增加結果發生之機率」或「升高風險」。「升高風險」

並不僅僅是抽象的概念，它可以藉由一些流行病學的計算指標而具體化，例如歸

因風險、相對危險度、歸因比率及全體歸因比率等等；歸因風險直接地反映出接

觸特定物質之後罹患疾病之比例（風險）升高了多少，而相對危險度則是接觸特

定物質後之風險除以未接觸特定物質之風險所得出之比值，歸因比率則可以釐清

群體之疾病發生率中哪些部分與接觸特定物質有關。這些指標在美國法院依流行

病學手法認定因果關係時被普遍地使用。若要以流行病學手法判斷因果關係整體

流程，首先應思考者為，目前所持有研究成果屬於哪一類型；其次要估計這份研

究之內在有效性，此又可區分為消極與積極層面，消極層面即此份研究成果是否

被觀察上偏差、干擾因素所影響，甚至其發生只是因為偶然。而積極層面與國內

學者所稱之疫學四原則類似，分別為時序性、關聯性的強度、藥量反應關係、關

聯的一致性以及關聯之特異性。在檢驗內在有效性之後尚須檢視外在有效性，亦

即該研究成果是否能適用於其他族群，且不會與生物學現存知識牴觸。充分檢討

後似可發現，外在有效性與內在有效性之消極層面僅僅在檢驗此因果推論是否正

確，無法具體架構因果關係之核心概念；而若繼續檢視積極層面之各要素，可發

現僅有關聯性的強度以及藥量反應關係可作為具體的因果關係判斷標準，而此二

者事實上皆與「升高風險」有密切關係，由此更確立升高風險應為流行病學因果

關係之核心概念。 

關於美國法院依據流行病學手法認定因果關係之實務，許多美國法院認為，

既然要証明人類罹患疾病之原因，自然應使用以人類為對象之流行病學研究，而

不能使用動物實驗研究；此外，原告提出之流行病學研究必須顯示出 2.0以上之

相對危險度，始能証明「原告主張為真之可能性大於虛偽之可能性」。關於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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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之要求，學說上則有不同見解。針對前者，有論者認為，儘管人類與實驗之

動物不同，然其內部組織中進行之生物化學變化及新陳代謝程序是相似的；只要

該根據動物實驗研究所作出之推論確實將化學物質之作用、吸收及散佈方式，該

實驗動物與人類是否具有生理類似性等等因素考量在內，該動物實驗研究及據此

而為之推論仍有相當之參考價值。而針對流行病學研究須顯示 2.0以上之相對危

險度之見解，學說上則認為一、群體所增加之風險比例並不能當然代換到個人身

上。二、該特定物質有可能與其他物質交互作用。三、歸因風險、歸因比例未將

罹病之時間點納入考量。四、相對危險度 2.0以上之門檻與科學界實務並不一致。

綜合上述，學者認為只要相對危險度在 1.0以上，就表示該特定物質有提高風險

或造成損害之能力，若有其他證據作為輔助參考，仍可能認定因果關係存在，法

院不應無視於科學界之實務操作，固守於僵化之標準。 

最後再度探討只要由機率觀點出發必然會遭遇到之「一般因果關係與個別因

果關係」問題，並說明流行病學領域中特有之「鑑別診斷 / 鑑別病因」方法。

一般的因果關係係指，確立某物質或產品的存在，一般而言具有造成疾病、死亡

或傷害之可能；而個別的因果關係則是指於特定事件中發生之因果歷程，至於該

種原因是否可能對他人造成死亡、傷害，在所不問。根據流行病學的方法所確立

的因果關係是一般的因果關係，若要將該研究結果適用於個案認定，仍需其他具

個案性之證據作為輔助工具，而鑑別診斷 / 鑑別病因即為一種選擇。鑑別診斷 / 

鑑別病因是一種臨床醫師幾乎每天使用的方法，針對特定症狀，先羅列出數種可

能的疾病，再逐次刪除直至剩下最可能的一種疾病，因此也可算是一種刪除程

序。是否可以使用鑑別診斷 / 鑑別病因作為輔助認定個案因果關係之證據，首

先，鑑別診斷 / 鑑別病因必須具備關聯性以及可靠性，始為可被承認的證據；

而即使依循 Daubert案嚴格的檢驗要素，一項適當完成之鑑別診斷 / 鑑別病因仍

應符合關聯性及可靠性之要求，因此，應為可被承認之證據。然而由於鑑別診斷 

/ 鑑別病因的主要內涵是「刪除」，故並沒有証明最後剩下之病因有導致患者罹

病之能力；再者，醫師之臨床判斷與法院之判斷不同，在認定因果關係是否存在

之心證門檻上亦有落差，因此，單憑鑑別診斷 / 鑑別病因並不足以証明個別之

因果關係存在。因此，在只有鑑別診斷 / 鑑別病因作為證據時，並不能充分証

明因果關係存在；然而，在一般因果關係已經確立之前提下，鑑別診斷 / 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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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則可作為輔助認定個別因果關係之有力證據。 

機會面，機會喪失理論 

在美國「醫療錯誤類型」之民事醫療訴訟中，原告若想獲得勝訴判決，必須

証明被告醫師違反應盡之義務，且其違反義務之行為（包含作為或不作為）與患

者之死亡或傷害結果間有因果關係。而依據美國舉證責任之標準「優越證據原

則」，原告必須証明因果關係存在之可能性超過百分之五十，始能獲得賠償；然

由於醫學具有高度之專業性，加上患者體質、既存病原、併發症等常與醫師之過

失行為交互作用，原告往往無法釐清或証明因果關係存在，因此無法取得任何賠

償。由於許多患者無法獲得其「看似應得」之賠償，不少論者開始對適用因果關

係及優越證據原則產生之「全有全無結果」產生質疑，並尋找新的解決方案。質

疑的論者主要是由侵權行為法之機能展開探討，其認為在全有全無原則之支配

下，事實錯誤之風險平均分配予原告與被告，然由於証明結果實際上仍可能錯

誤，原告可能取得過度賠償或不足賠償，因而無法達成侵權行為法損害填補之機

能；相對地，由於因果關係舉證困難之問題，在全有全無原則之支配下，被告往

往不須負擔任何責任，因此似乎難以達成侵權行為法嚇阻預防之機能。 

美國論者對全有全無原則產生質疑後，開始嘗試思考比例歸責之可能性。關

於美國法上比例認定因果關係或比例評價損害數額之典型理論中，機會喪失理論

佔據了一個重要的位置。機會喪失理論著眼於全有全無原則之缺陷，主張機會本

身具有價值，並認為機會喪失理論較全有全無原則更能達成侵權行為法之機能，

且能促進舉證困難性之公平分配。機會喪失理論是否誠如論者所言更能達成侵權

行為法之機能，容有不同意見；就結論言之，在「重複錯誤」之案例中，適用機

會喪失理論之結果比起適用全有全無原則，確實更能達成侵權行為法之目的；然

而在「非重複錯誤」之案例中，適用機會喪失理論之結果並不優於適用全有全無

原則（須注意者，前者不優於後者並不等於後者優於前者）。然而，大部分之醫

療事件皆屬於「非重複錯誤」之事件，因此是否在醫療事件中適用機會喪失理論

之主要考量點即非「有助於達成侵權行為法之機能」，而係「如何公平地分配舉

證之困難性」。本文以為，在醫療事件具高度專業性質，且不論醫師或患者皆難

以舉證時，唯一可將事實錯誤風險平均分配於二造之方式只有「比例分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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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觀之，機會喪失理論最具說服力之理論基礎應為「有助於公平分配舉證之困難

性」。關於機會喪失理論之適用問題，首先，機會喪失理論多適用於醫療過失之

訴訟案件中，考其原因，或因醫療領域已經累積相當完整之數據資料，使法院在

適用機會喪失理論比例認定賠償數額時能避免恣意裁量而作出正確之決定。其

次，適用機會喪失理論給予原告賠償時是否以損害之現實發生為要件，亦即，原

告雖因被告之過失行為導致其罹病或受傷害之風險升高，然尚未有任何身體或財

產上損害顯現時，可否依據該風險比例給予當事人賠償，在美國之實務或學說皆

未作出一致的結論。本文以為，上述爭議中之損害為身體或財產等等物理性之損

害（damage），可稱之為最終損害；若認為機會本身具有價值，機會喪失時自

然有損害發生（harm），當然，此處之損害不是上述之最終損害；真正需爭論之

問題並非適用機會喪失理論時是否以損害現實發生為前提，而是該現實發生之損

害屬於何種類型（damage or harm），是否足以作為原告請求賠償之基礎。詳言

之，在美國之過失侵權事件中，單純的經濟上損害（harm）並不能作為請求依據，

此可與我國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一項前段作比較；就美國法言之，解決之道或許係

基於政策考量而開發新訴因，就我國法言之，則可將存活機會解為包含於人格權

之概念中，如此即使被告醫師僅僅是過失而非故意，仍可將機會喪失解為對人格

權之侵害，而依此請求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至於機會喪失是否只適用於

喪失百分之五十以下機會之事件，抑或不論喪失多少比例之機會皆一體適用，前

已論及，判斷醫療訴訟中是否應該適用機會喪失理論之基礎在於「公平分配舉證

之困難性」，而若原告已經証明自己喪失「超過百分之五十」之機會，在優越證

據原則的架構下，原告根本已經舉證成功，自然沒有「分配舉證困難性」而比例

認定的道理。 

最後則介紹學說上對機會喪失理論之批評檢討。適用機會喪失理論比例認定

賠償數額時必須參考大量之統計數據，因此統計數據可能產生之錯誤及缺陷，即

成為機會喪失理論必須面對之原罪。這些批評大致可分為，抽樣錯誤、測量錯誤、

模式錯誤以及統計因果關係與個案因果關係不同等等。抽樣錯誤係指，根據抽出

之樣本所作出之推論並不能代表母群之特質，而此問題可透過「分類取樣」之方

式改善；測量錯誤顧名思義，即由於測量者之怠慢、測量工具之故障或與通常規

格不合所導致，此亦可藉由改善態度、改善測量工具方法、或針對多次測量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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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平均數或中位數來改善；模式錯誤則是未將真正具支配性的變數納入考量，倘

若關於該變數之知識在現代科學所知的範疇內，則未將該變數納入考量應是無法

容許的錯誤，發生此等錯誤之統計數據不應做為參考之根據。至於統計因果關係

與個別因果關係不同之問題，簡言之，於判斷個別因果關係時，無法避免，必然

會運用知識、經驗等一般通則（隱含有統計歸納之結果）及統計數字輔助判斷；

故不應僅僅因為統計數據係描繪群體之關聯性即將之排除不予適用，相對地，應

致力於降低「將一般統計關聯適用至個案時產生之錯誤或不確定性」；例如，透

過分類的方式，將患者之個人狀況納入考量。關於機會喪失之計算基礎，有「歸

因比率」及「絕對喪失的機會」二種方式。美國目前多數學者皆採用「絕對喪失

的機會」作為計算賠償數額之基礎，其優點為簡單易行，缺點為未將患者之個別

狀況納入考量。假設同時有一個原本生存機會百分之七十的患者，與一個原本生

存機會只有百分之五的患者，對他們而言，雖同樣喪失百分之二的生存機會，意

義卻大不相同；若依「絕對喪失的機會」作為計算基礎，不考慮後者原本只有百

分之五的生存機會，無異將後者當作正常人看待，因為對正常人而言，百分之二

的生存機會就相當於未來生命的百分之二，則此時該患者相乘之「預後期待利益」

亦須以正常人之標準計算，始符合公平；另一種公平之方式則為使用歸因比率之

方式計算患者喪失之機會，而在預後期待利益部分亦將患者原本之生存機會納入

考量。 

流行病學之因果關係與機會喪失理論於我國學說及實務之發展情形 

完成上述風險面及機會面之探討後，本文將檢視此二課題在我國學說及法院

實務上之發展情形。首先，我國學者為文介紹流行病學之因果關係者，為數不少，

而其著墨之重點多半在於「疫學四原則」，亦即時序性、關聯性之強度、一致性

以及是否能在生物學上作合理的說明等等。然若仔細檢視疫學四原則，可發現唯

一可供判斷因果關係存在與否之實質標準只有「關聯性之強度」，而關聯性的強

度事實上就是在探討特定物質增加了多少疾病發生率，或者「升高了多少風險」；

因此，我國論者以疫學四原則作為流行病學因果關係之基礎判斷準則，等於間接

地承認「風險升高」是判斷流行病學因果關係之核心概念。關於流行病學因果關

係之定位問題，我國學者認為，使用流行病學手法認定因果關係存在，是蓋然性

證據法則之一個下位概念，亦即降低一般証明所要求之心證程度，只要原告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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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特定要素有相當的、某種程度的可能性造成損害結果發生，即可推定某要素與

損害結果間有因果關係；而原告要如何証明有相當或某程度之可能性存在，在公

害、藥害或醫療事件中，由於一般人之知識或經驗並無用武之地，因此即須借用

流行病學之知識或方法証明之，進而推定事實。綜觀上述學說見解，似將流行病

學因果關係理論定位為一種事實推定之方法，用以解決舉證困難之問題。上述定

位原則上應為可採，然本文以為或許在效果上不必侷限於推定事實；詳言之，「推

定事實」只可能產生全有全無之結果，有時不免流於僵化，依本文所見，當吾人

將流行病學之判斷原則代替一般人之經驗法則時，亦可綜合考量升高之風險，於

探討責任歸屬時比例認定責任，無須限定於推定事實之全有全無結果。關於可否

將流行病學手法引入醫療訴訟之問題，雖有肯否二說，但事實上應無太大爭議。

一言以蔽之，否定說之理由在於大部分醫療事件之性質並不適合採用流行病學手

法；針對此見解反面言之，只要性質適合之醫療事件，應該可以引入流行病學手

法。因此，在具有集團性質的醫療事件出現，或當先前存有相關之流行病學研究

或統計數據，可供個案作為判斷因果關係之參考時，或可考慮引入流行病學之手

法，幫助推定因果關係或比例歸責。 

我國論述機會喪失理論之文獻並不多，因此本文主要探討者為採用機會喪失

理論之數判決，其中與存活機會喪失理論最有密切關聯者為「輔大學生健康檢查

事件」（91 年訴字第 2340號；92 年上字第 596號；94 年台上字第 1859號）。

在探討這些判決之前，由於日本最高法院於 2000 年及 2003 年分別作成兩個關於

「可能性、機會」之重要判決，而日本民法與民事訴訟法與我國法之體系相近，

在解釋上有許多可參考之處，因此先針對此二判決作探討。日本最高法院平成十

二年判決（2000 年）認為，「倘若醫師施行合於水準之醫療，而可証明患者有

相當程度之可能性於其死亡時點仍可繼續生存時，醫師對患者必須負擔侵權行為

之損賠責任；蓋維持生命對人而言是最基本的利益，可以說右述可能性是依據法

律應該被保護之利益」。關於此判決的意義，有論者認為，它創設了名為「生存

可能性」之新法益；而另有論者認為，本判決是假創設新法益之名，而行依自由

心證比例認定因果關係之實（觀察日本民事訴訟法第 248條，法院不能依自由心

證比例認定因果關係）。其次，大多數日本論者皆認為，此判決直接承認生存可

能性是依據法律應該被保護之利益，這種利益或價值不僅是一種快樂，尚包含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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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可能取得財產之期待利益；因此，當生存可能性受到侵害時，原告所能請求者

不應侷限於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亦包含財產上所失利益。平成十五年（2003

年）判決出現後，承襲平成十二年判決之見解，並將其可能性理論擴張至「避免

產生重大後遺症之可能性」。最高法院透過平成十二年及平成十五年判決，已明

確地表示其立場，確立以「相當程度之可能性」作為新的保護法益或新的責任要

件。美中不足者為，此二判決理由稍嫌簡略，對於為何創設新法益之理由未詳盡

交代，因此關於此理論之基礎及適用界線，尚有待未來日本實務及學說之發展。 

關於我國法上採用機會喪失理論之判決，最重要者為「輔大學生健康檢查事

件」之三審判決。此事件事實略為，原告為輔大研究所之新生，接受由被告醫院

負責之新生入學健康檢查，而當時拍攝之 X 光片已可發覺原告肺部之腫瘤，惟

被告醫院卻表示無異常，導致原告錯失治療時機。一審及二審判決皆採用機會喪

失理論作為理由構成，允許原告請求財產上以及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而三審法

院則認為二審法院判決不備理由，廢棄原審判決發回更審。此事件之一審及二審

判決明白指出，「存活機會為病人對未繼續生命之期待，存活機會受侵害，最終

導致死亡時，即為剝奪存活之機會，亦即應認為生命權受侵害，故存活機會應為

人格權之概念所涵蓋」。此見解與我國學者之見解相同，將存活機會解釋於人格

權之內涵中，此種解釋方式亦可避免「機會喪失所產生之損害若只是未來財產之

期待利益或純粹經濟上損失，是否足以作為原告於過失侵權訴訟中請求賠償之基

礎」之爭議。一審判決於理由中以「最終導致死亡時」作為請求賠償之要件，然

若將機會喪失解釋為包含於人格權之內涵中，且承認機會本身具有價值，則機會

喪失時自然有權利受侵及損害發生，原告應可直接訴請賠償，而無須等待最終損

害（死亡）發生。關於損害賠償之計算，第一審及第二審法院皆採用「絕對喪失

之機會」，而非採用歸因比例作為計算賠償數額之基礎，然只要在相乘之預後期

待利益部分亦以正常人之標準計算，仍可達成公平，因此一二審法院於賠償數額

之計算應仍為適當。 

此事件之一二審判決並未說明將機會喪失理論援用至我國之法源依據，詳言

之，機會喪失理論之所以被提倡，乃源於因果關係之舉證困難，因而藉由機會喪

失理論，令法院得比例認定因果關係及損害數額；然我國民事訴訟法關於自由心

證之第二二二條第二項明定「當事人已証明受有損害」，因此法院得自由心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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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認定之部分限定在「損害數額」之評價，因果關係部分並不能依自由心證比例

認定。在此事件中，我國法院之解釋方式則與日本最高法院平成十二年判決之策

略類似，亦即創設機會或可能性作為新法益，使原本存在於醫師過失與患者死亡

間，難以舉證之因果關係問題，轉化為患者喪失機會之損害評價問題；詳言之，

醫師疏忽導致患者延誤就醫時刻，因而存活機會降低，此時醫師過失與患者機會

喪失間之因果關係已經証明完成，剩下問題僅為患者產生了多少損害，此時法院

即可依據民事訴訟法第二二二條第二項，自由心證比例認定之。遺憾的是，此事

件之終審法院並未正面回應機會喪失理論，因而無法探知最高法院之意向；機會

喪失理論未來是否能普遍適用於醫療訴訟中，尚有待我國實務及學說之發展。 

總結 

在完成上述探討後，最後回歸本文關心的主要問題，亦即，由於知識的欠缺、

傳統僵化的因果關係及全有全無的賠償效果，醫療訴訟之原告往往無法獲得賠

償，因而產生之不公平。由上述探討可知，因果關係概念不一定是僵化的，非決

定論或機率之原因概念並不會與決定論之必要及充分原因概念相衝突；因此當根

據決定論之原因概念，或傳統因果關係理論無法釐清因果關係爭議，且由於事件

之專業性，使事實錯誤之不利益無論歸予原告或被告皆不公平時，唯一適當之方

式即為引入機率之觀點比例認定賠償數額。在解釋方法上，則可參考上述輔大學

生事件中一二審判決之見解，使用存活機會之概念（未來是否能進而擴及「維持

健康之機會」及「治癒機會」，則有賴實務及學說發展），將存在於醫師過失行

為與患者死亡或傷害之間，難以舉證之因果關係問題轉化為患者喪失機會之損害

評價問題。當將之轉化為損害評價問題之後，法院即可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二二二

條第二項，自由心證比例認定患者之損害數額，並判予患者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

損害賠償；而當法院自由心證時，二造所提出關於機會之統計數據或流行病學研

究自然是重要的參考依據，但法院不須受數據絕對地拘束。 

最後必須說明，因為本論文探討之中心是「如何公平分配醫療訴訟中因果關

係之舉證困難性」，故本文只關注於侵權行為法或者訴訟法上之問題。然而不得

不承認，訴訟只能解決醫療糾紛問題的一小部分，任何顯露出的醫療糾紛事件都

只是冰山的一角，潛而未見的是為數眾多的醫療傷害以及醫療錯誤（且大部分的



 163

醫療傷害，都非因醫師或醫院之過失造成）1。吾人一方面探討在「下游」的醫

療訴訟中應如何給予患者救濟，如何求取患者與醫師間之平衡；另一方面似乎更

應該思考如何減少「中游」的醫療傷害、以及「上游」的醫療錯誤（如何創造一

個讓醫師不會犯錯的環境，或者，至少創造一個讓醫師不怕認錯的環境）。2 或

許，這才是給予患者保障，並建立良好醫病關係的根本之道。 

 

                                                 
1 請參見，楊秀儀，醫療糾紛與醫療無過失制度----美國經驗四十年來之探討，政大法學評論第

68期，2001 年 12月，頁 38-39。（下稱前揭文一）；楊秀儀，論醫療糾紛之定義、成因及歸

責原則，台灣本土法學第 39期，頁 130-131，2002 年 10月。（下稱前揭文二）。 
2 楊秀儀，前揭文一，頁 39。楊秀儀，前揭文二，頁 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