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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範圍之界定 

在說明本論文探討之主要問題前，必須先界定研究之範圍。本論文之標題

為，醫療訴訟中「因果關係」至「機會喪失」之演變，題中所謂醫療訴訟並非指

稱一切與醫療相關之訴訟，而僅指涉及醫療糾紛之民事訴訟；若再進一步界定，

醫療糾紛（醫療傷害責任歸屬之爭執）1 又可區分為「說明義務違反之類型」以

及「醫療錯誤之類型」2，本論文探討的對象是後者，而不包括說明義務違反之

事件。只要屬於醫療錯誤之類型，不論該事件是由醫師之作為或不作為所引發，

亦不論其行為態樣為診斷或治療，皆包含於本論文探討之範圍內，皆有可能適用

機會喪失理論。3 

再者，本論文是以因果關係問題作為探討之核心，在民事責任法上，因果關

係或者損害概念，或可區分為「責任成立」及「責任範圍」兩種不同層次。4 本

論文中探討的因果關係，原本係指責任成立之因果關係，亦即醫師違反注意義務

之作為或不作為與患者之死亡、傷害或其他權利受侵之間之因果關聯；其後本論

                                                 
1 我國有論者將醫療糾紛之定義分成廣義的和狹義的兩種；廣義的醫療糾紛可進一步分為費用

的爭執、醫德的爭執、以及醫療傷害責任歸屬的爭執三類。而狹義醫療糾紛則專指第三類關

於醫療傷害責任歸屬的爭執。該論者認為醫療糾紛的定義乃「專指醫病之間因為醫療傷害所

生之責任歸屬的爭執」；本論文相當贊同，並在此範圍內作問題探討。請參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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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23，2002 年 10月。 
2 請參見，侯英泠，醫療行為的民事上賠償責任（上）---從德國醫師責任法（Arzthaftungsrecht）

切入探討，月旦法學雜誌第 72期，頁 121-124，2001 年 5月。 
3 由於醫師違反注意義務，未為及時診斷（不作為），導致患者未能接受適當治療，因而喪失

存活機會；由於醫師之錯誤診斷或錯誤治療行為（作為），導致患者喪失「在未接受錯誤診

斷或錯誤治療時」原有的存活機會。 
4 關於「責任成立及責任範圍因果關係」之詳細介紹，請參見王千維，民事損害賠償責任法上

因果關係之結構分析以及損害賠償之基本原則，政大法學評論第 60期，頁 201-213，1998 年

12月。楊佳元，侵權行為過失責任之體系與一般要件，台北大學法學論叢第 56期，頁 222-224，
2005 年 6月。關於「責任成立及責任範圍損害」之介紹，請參見陳忠五，產前遺傳診斷失誤

的損害賠償責任，台大法學論叢第 34卷第 6期，頁 135-141，2005 年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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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提出比例認定之構想，建議引入機會喪失理論，將難以舉證之因果關係問題轉

化為機會喪失之損害評價問題，此時醫師行為與患者機會喪失間責任成立之因果

關係已經証明完成，剩下之損害數額部分即可自由心證比例認定。因此，若未特

別註明，本文中所稱因果關係原則上係指責任成立之因果關係。 



 3

第二節 問題之提出 

請讀者思考此案例。5 A病患因罹患十二指腸壺腹癌病症，於九十年五月十

二日發高燒前往醫院急診，醫師告知須切除胰頭、膽及部分十二指腸，手術成功

率約百分之九十。該醫師於同年月二十一日開刀，過程順利，並於同年月二十五

日拔管。詎於同日下午八時許，家屬發現 A 再度被插管，手腳被綁在病床上，

鼻孔流血，頸部及胸口呈紫紅色，值班護士告知家屬插管為必要之急救，而住院

醫師無法確定病因，終至同年六月七日死亡。家屬認為醫師未及時施行第二次手

術，導致病患死亡，因而提起訴訟。醫審會第一次鑑定意見認為，被告醫師於九

十年五月二十七日既已發現 A 傷口開始混濁及有惡臭滲漏液之現象，當時若及

時剖腹探查而發現腹腔內膿瘍，並及時引流膿瘍，當可提高 A病患之存活機會，

避免併發敗血症而致多重器官衰竭死亡；同時認定此種手術的死亡率約為

2-10%，併發症率約為 30-40%。第二次鑑定意見則認為，是否必須再手術，應取

決於個別病患之臨床病徵。然而本案例所發生之併發症死亡率高，再手術與否，

和患者的死亡不一定有直接關係。法院依上開鑑定意見，認為縱使被告醫師及早

為第二次手術，僅能提高病患之存活機會，並非必然可以避免死亡結果之發生。

試問，該醫師延誤手術與病患死亡間是否有因果關係存在？ 

在屬於「醫療錯誤類型」之民事醫療糾紛中，原告若想獲得勝訴判決，必須

証明被告醫師有過失（違反診療應盡的義務），並且証明醫師違反義務之行為（包

含作為或不作為）與患者死亡或傷害結果間有因果關係。不論英美法系或大陸法

系之侵權行為法，皆要求因果關係作為歸責之前提要件，並且由原告負責舉證因

果關係存在；其背後最主要的理由，應是為了使真正該負責之人負起責任，並且

回復權利被侵害者之原有地位，進而重建侵權者與被侵權者間原本之平衡狀態。

但是，此歸責模式是否永遠都公平呢？若某類型事件之因果關係在性質上很難甚

至不可能証明，則上述歸責方式等於宣告患者或原告永遠敗訴。雖然當證據及知

識偏在被告（醫師）方時，可以採用舉證責任倒置之方式減緩原告之負擔；然而，

這只能解決部分的問題，當原告及被告均沒有能力舉證時，舉證責任倒置絕非合

                                                 
5  此案例將於本文第五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二款中再詳細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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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的作法。6 若就醫療訴訟言之，醫學是具有高度專業性的領域，患者死亡或殘

疾之原因究竟為何，連醫療專家均時常無法確定；更遑論不具專業素養的原告。

再者，患者通常是帶病求醫，既存的病源、患者的體質、併發症與醫師違反義務

之行為互相作用（多種原因同時作用），對傷害及死亡結果產生複雜之影響；要

釐清其間之關聯，並確定醫師行為就是患者死亡、傷害結果之必要原因，實在非

常困難。7 因此，醫療訴訟之原告往往不能証明因果關係存在之可能性超過百分

之五十8（或者七十、八十9），當然也無法取得任何賠償；甚至許多末期病患的

生存機率原本就低於百分之五十，是否即使醫師誤診、打錯針、給錯藥、降低其

生存之可能性，都不必為病患之死亡結果負責？倘若真是如此，不禁令人對傳統

的因果關係理論，以及適用傳統理論反映在賠償上之全有全無結果（All or 

Nothing）產生質疑。在這種原則的運作下，是否能公平地達成侵權行為法的目

的，又，是否有更適當之解決方法存在呢？此即為本論文想探討的主要問題。 

為解決此主要問題，本論文擬先由上位之因果關係概念著手探討。大陸法系

及英美法系之民法論者提出了為數眾多的因果關係理論，並試圖描繪「原因之概

念」，進而達成公平歸責之效果；這些理論之內涵雖然不盡相同，然除了以政策

                                                 
6  有論者認為，如此則醫師必須証明「一定事實不存在」，而反面的否定証明比正面的肯定証

明困難。而且，許多病情的轉變常常連當時的醫學也無法解釋，更遑論因果推定的推翻，其

結果會使醫師必須對意外變化情形，負賠償責任。請參見，侯英泠，前揭文，頁 127-128。 
7  有論者認為，醫療事件因果關係之所以難以証明之原因在於，（一）醫療事件之診療行為與

結果間的因果歷程是在身體內部進行，因而不易觀察；（二）此外，每個患者之體質及精神

狀況皆不相同，對不同患者施以診療行為或藥物時，在效果上往往會產生個別的差異；（三）

即使現在的醫學知識技術較過去進步，但醫學上不能理解或證實的效果、藥物反應，以及不

能解決的難題病症，仍然有很大的數目。（四）不可能作人體實驗。 
請參見，中村 哲，医療訴訟の実務的課題---患者と医師のあるべき姿を求める---，頁 255-260，
判例タイムズ社，2001 年。亦可參見：太田幸夫，新裁判実務大系 1，医療過誤訴訟法，頁

182-183，288-289，青林書院，2000 年。 
我國亦有論者認為，由於醫學與臨床經驗的有限性，以及人體反應的不確定性，很難確定醫

療意外的原因，許多風險雖是已知，但發生與否卻不確定。請參見，侯英泠，我國醫療事故

損害賠償問題的現況與展望，台灣本土法學第 39期，頁 114-115，2002 年 10月。 
8  美國在證據法上採取所謂優越證據原則，其後轉化為，原告必須証明其主張有百分之五十以
上之可能性為真實。Ariel Porat and Alex Stein, Tort Liability under Uncertain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at 18-22. 

9  德國或日本之民事訴訟，原告必須舉證，使法院獲得高度的確信（心證程度）。如果換算成

數字大約是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亦有八十至九十之說法）。請見，村上博巳，民事裁判にお

ける証明責任，判例タイムズ社，1980 年，頁 7。伊藤滋夫，事実認定序説---民事判決にお
ける事実判断の構造---，ジュリスト 1031， 1993 年 10月，頁 10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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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法規目的作為主要考量者外，最常被採用之理論大多仍架構在必要原因及充分

原因之概念上，亦即，某先行事實之所以可被稱為後行事實之原因，乃因為其存

在（或不存在）能決定或支配後行事實之發生（或不發生）。將必要原因、充分

原因作為因果關係之核心概念，是否完全沒有疑問呢？如設例之情況，以及許多

類似的複雜醫療傷害事件，在多種原因同時作用下，我們要如何確定醫師違反義

務之行為係患者死亡或傷害結果之必要原因？在物理學界、流行病學界或實證醫

學界，學者常常發現某先行事實對後行事實未必具有充分或必要之特質，但該先

行事實仍極有可能係導致後行事實出現之原因；再者，在實證醫學以及流行病學

領域，現存的知識是非常有限的，有太多的未知要素（例如：病原）存在，對於

每種要素間如何交互作用、要素與結果間之機轉（mechanism）如何進行，往往

無法探知；10 醫學家或是流行病學家常常必須在不確定下作決策；11 因此實證

醫學或者流行病學的原因概念逐漸發展為一種在測量上相對的概念，12 亦即，

在其他條件不變下，加入此要素（與不加入此要素相較）能夠增加某事實發生之

機率。13 換言之，若加入某要素能夠提高某事實發生之機率、可能性，該要素

就可被稱為某事實之原因。此種機率之原因概念雖然未必能完全適用在日常生活

之因果關係探討上，至少在實證醫學以及流行病學的領域中常常獲得印證；a病

原未必絕對能導致 a疾病（非 a疾病之充分原因），欠缺 a病原時 a疾病仍然有

可能發生（非 a疾病之必要原因），但在特定事件中患者之所以罹患 a疾病或許

正是 a病原造成。14 在觀察其他領域原因概念之改變後，本論文將進一步探討，

於難以釐清因果關係之醫療訴訟中，是否要繼續堅持以必要原因之命題判斷因果

關係，倘若引入機率或比例的因果關係概念，是否會與傳統概念相扞格等等問題。 

                                                 
10  有論者認為，醫療行為的危險性是多元的，醫師的醫療行為本身有危險（例如醫療錯誤），

或者因病人的特殊體質與醫療行為交叉而產生的危險，病人的病本身也是危險源。而且這些

危險源並不全部在醫師的控制之下。請參見，侯英泠，醫療行為的民事上賠償責任（下）---
從德國醫師責任法（Arzthaftungsrecht）切入探討，月旦法學雜誌第 73期，頁 116，2001 年 6
月。 

11  請參見，Mervyn Susser, Causal Thinking in the Health Sciences: Concepts and Strategies in 
Epidemiology. 江東亮、陳建仁譯，流行病學的概念與策略---因果關係的邏輯---，64頁，臺灣
省公共衛生教學實驗院發行，1980 年。王榮德，流行病學方法論，第四章 因果關係的判定，
當代醫學第 14卷第 4期，頁 47，1987 年 4月。 

12  請參見，王榮德，前揭文，頁 47。 
13  J. Mark Elwood, Critical Appraisal of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and Clinical Trials, at 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2000. 
14  Elwood, supra note 13,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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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探討之後，本論文擬繼續進行機率原因概念於個案中之適用情形。機

率是一個中性的概念，不帶有任何評價色彩，然而若將之具體適用於個案時，或

可區分為「風險」與「機會」兩個不同之觀察側面；風險升高與機會喪失間之關

係為何，又，如何運用風險及機會之概念於個案中輔助因果關係之認定，皆為本

文接下來將討論之主題。針對風險升高部分，本文選定流行病學之因果關係作為

研究之中心；之所以將之作為研究中心，乃因為流行病學因果關係之核心概念正

是「風險升高」，此點在本文將詳盡論述；再者，流行病學與醫學有密切之關聯

性，實證醫學所使用之研究方法事實上正是流行病學以及統計學之方法，15 因

此，探討流行病學認定因果關係之方法對於理解醫療事件中二造提出之統計數據

內涵應有相當助益。在探討順序上，本文將先由流行病學之原因概念著手，並說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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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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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法院在公害、藥害訴訟中嘗試將流行病學方法與法律責任要件融合，認為原告

必須提出流行病學研究，且該研究須顯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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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融合方式是否正確，又，學說對

此是否有不同意見，將於本文中說明。使用流行病學之方法認定因果關係，必然

會遭遇「一般因果關係與個別因果關係不同」之爭議，事實上這是採用機率觀點

認定因果關係之共通問題；本文將在因果關係之上位概念部分先作理論上之澄

清，說明是否得採用一般化觀點輔助判斷個案之因果關係，再於此部分介紹一種

與流行病學及醫學皆密切相關，可用以輔助判斷個案因果關係之方法，「鑑別診

斷 / 鑑別病因」（Differential Diagnosis / Etiology），並進一步探討相關判決見

解，亦即，「鑑別診斷 / 鑑別病因」是否足以作為証明個案因果關係之證據。 

另一個觀察側面，是由「機會」的角度出發。而探討的中心則是美國醫療訴

訟中逐漸被普及適用之機會喪失理論；原告雖然無法証明醫師之過失行為與其死

亡或傷害之間有因果關係，然而能証明醫師造成其生存機會或是維持健康機會喪

                                                 
15 實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是一種以流行病學及統計學的方法，從龐大的醫學

資料中過濾出值得信賴的部分，嚴格評讀、統合分析、將所能獲得的最佳研究證據、臨床經

驗及病患價值整合後，制定最佳醫療決策的一種方式，並能協助醫護人員終身學習。請參見，

邱文達，陳杰峰主編，實證醫學：臨床流行病學方法之應用，頁 1，台北市萬芳醫院出版，200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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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時，有無對被告歸責之可能，若可能，則將採用何種方式歸責；均將於此部分

說明。詳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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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些主張，本文將於此部分比較全有全無原則與機

會喪失理論何者較有助於達成侵權行為法之機能，並進而探討決定是否引入機會

喪失理論之判斷基礎為何。而關於機會喪失理論之適用問題，本文亦將說明為何

機會喪失理論大多適用於醫療訴訟案件；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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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否，則採用機會喪失理論是否會造成「風險

歸責體系」之產生？若須以損害現實發生為要件，所要求者又係何種損害？機會

喪失所生之損害與死亡、傷害等最終損害之區別為何，對原告請求賠償又有何不

同影響？此問題亦將於本文中詳盡探討。而機會喪失理論於適用時是否限制於

「喪失百分之五十以下機會」之案件，若否，則此「無論喪失多少比例之機會皆

可適用」之歸責理論是否變相地以比例因果關係取代傳統之因果關係概念？此亦

為適用問題部分論述之重點。適用機會喪失理論之盲點為何，學說上對此有何不

同見解，則在最後作檢討說明；此部分亦將一併探討機會喪失理論於計算上之爭

議，蓋機會喪失理論存在之意義即為降低醫療訴訟中現存之不公平，然而唯有弭

平計算上之爭議，採用真正合理之計算模式，此目標始可能達成。 

在探討完上位的因果關係概念，並分別由風險面及機會面切入探討具體個案

中認定因果關係之問題後，本文將回顧流行病學因果關係及機會喪失理論於我國

學說及實務之發展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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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學四原則」與本文前述之「風險

升高」概念間有何關聯，此部分將作分析探討。又，流行病學因果關係在我國法

上之定位為何？其作用為何？多數論者主張流行學因果關係理論係一種事實推

定之方法，此見解是否正確，或者是否有其他的解釋可能；再者，有學者提倡將

流行病學之因果關係理論引入醫療訴訟中作為輔助工具，此見解於理論上是否可

行，若否，其性質上之困難點為何；若可行，在適用上是否毫無限制等等問題，

皆將於此部分一併探討說明。 

關於機會喪失理論於我國之發展情形，本文則欲檢討幾個與存活機會喪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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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切關聯之判決，其中最重要者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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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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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見解之意義及價值何在，其與我國民法既存賠償體系有無扞

格之處？誠值探討。又，日本最高法院平成十二年（2000 年）判決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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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平成十

五年（2003 年）判決則承襲上述見解，並將其可能性理論擴張至「避免產生重

大後遺症之可能性」。此二日本最高法院之判決與美國法之機會喪失理論在解釋

論上分別可對我國判決帶來何種啟發，值得思考；此外，將機會喪失理論適用於

我國醫療訴訟中是否有困難存在，若可適用於我國，則此種比例歸責方式之法源

依據為何，皆為本部分檢討之主題。 

透過上述四部分「一分為二，二又合為一」之探討後，本文將回歸論文的核

心問題，並對醫療訴訟中較適當之歸責模式提出建議，期能更加公平地分配舉證

的困難性，以保障患者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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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論文架構 

第一項 研究內容說明 

以前述問題意識為出發點，本論文以「由機率的觀點認定因果關係及損害賠

償額」作為探討主軸，論文最主要的參考文獻是美國及日本的期刊論文；而論文

的實質內容則著重於探討侵權行為法關於因果關係之基礎課題，例如侵權行為法

之機能與目的、因果關係的概念、機會喪失及風險升高之意義及作用、損害之現

實發生與否對歸責之影響、完全賠償與比例歸責間之選擇等等。須說明者，不論

從侵權行為法或是契約法債務不履行的規定出發，因果關係都是必須檢討的要

件，且其理論基礎或觀察角度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因此，雖然本論文在探討問題

時偏重於侵權行為法的角度，但應該不致於對討論結果造成影響。 

第二項 本文架構 

在研究架構上，本論文將在第二章先說明因果關係概念的變遷（由決定論到

非決定論），提出機率的觀點，呼應本論文的基礎觀察角度。而機率的角度又可

以區分為二個相對的側面，即風險面及機會面，而升高風險實質上等於降低機會。 

本論文將先由升高風險著手探討。因此在第三章中，本論文將先介紹流行病

學界的因果關係概念（升高風險），以及流行病學界認定因果關係之指標，再詳

細說明美國法實務如何將流行病學的知識運用在因果關係之判斷上。 

在第四章中，本文將介紹於美國醫療訴訟中被許多州法院採用之機會喪失理

論（按照機率比例認定因果關係或賠償數額），並且探討機會喪失理論之定位及

其理論基礎（機會本身具有價值？有助於達成侵權行為法之目的？舉證困難性之

公平分配？）；更進而探討適用機會喪失理論是否以損害之現實發生為要件，以

及是否毫無界線地全面適用機會喪失理論；最後則檢討機會喪失理論的缺陷，以

及在計算上之相關爭議。 

第五章則評釋我國近年醫療訴訟中以機會或可能性的觀點決定歸責問題之

判決；並與美國的機會喪失理論、以及日本最高法院關於「可能性」的兩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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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作比較。之所以突然談到日本判決，一方面係由於其判決基礎與機會喪失理

論非常類似，而且經由日本最高法院於 2000 年及 2003 年先後的判決，原則上已

經確立該理論的地位；另一方面，由於我國民法及民事訴訟法的基礎架構偏向德

日法系，參考日本最高法院之判決對於尋找比例認定制度之法源依據，有相當大

的助益。最後於探討過上述判決後，本文將說明將比例歸責制度（機會喪失；風

險升高理論）引入我國醫療訴訟中之法源依據。 

在第六章中，對上述論點作總結並提出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