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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國內相關學說及判決之檢討 

第一節 以流行病學之手法認定因果關係 

（疫學之因果關係） 

第一項 國內學說見解 

我國學者針對流行病學之因果關係為文介紹者，雖稱不上汗牛充棟，但數量

也算不少。其中有企圖以流行病學（疫學）方法解決公害、環境訴訟中因果關係

之舉證難題者；1 亦有探討是否可將流行病學（疫學）方法引進醫療訴訟者；2 另

外亦有論者純粹以流行病學（疫學）的角度觀察因果關係，而未界定其適用領域。

3 至於如何使用流行病學（疫學）之手法認定某因素與損害結果間具有因果關

係，大多數的學者以疫學四原則作為判斷標準，亦即，時序性、關聯性之強度（量

及效果之關係）、一致性、是否能在生物學上作合理之說明。4 除此之外，亦有

                                                 
1 請參見，邱聰智，論公害之因果關係，憲政時代第 1卷第 2期，1975 年 10月，頁 60-68。陳
國義，民法因果關係之理論、概念及舉證責任在德國環境損害賠償事件的適用及其轉變，法

學叢刊第 160期，1995 年 10月，頁 54-68。陳貽男，因果關係學說在環境犯罪論中之歸趨，

刑事法雜誌第 45卷 5期，2001 年 10 月，頁 14-63。顧立雄、孫迺翊，從鶯歌鎮陶瓷廠空氣

污染糾紛談我國公害民事救濟關於因果關係與違法性之認定，月旦法學雜誌第 8期，1995 年

12月，頁 95-101。黃宏全，公害因果關係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法研所碩士論文，1991 年，

頁 62-101。 
2 請參見，蔡墩銘，醫療犯罪與因果關係，法令月刊第 46卷第 9期，1995 年 9月，頁 7-8。曾
淑瑜，醫療過失引用疫學因果關係說之探討，刑事法雜誌第 42 卷第 1 期，1998 年 2 月，頁
10-25。（下稱曾淑瑜，前揭文）；曾淑瑜，醫療過失與因果關係（下冊），翰蘆圖書，1998
年，頁 451-467。（下稱曾淑瑜，前揭書）；林志六，醫療事故之因果關係---以高等法院八十
五年度上字第三一六號民事判決為例---，醫事法學第 7:4卷第 8:1期，2000 年 3月，頁 43-58。
黃丁全，醫事法，元照出版，2000 年，第 758-761 頁。黃家鑫，侵權行為因果關係之研究---
以現代型紛爭中之醫療行為為例---，東吳大學法研所碩士論文，1999 年，頁 115-124。 

3  請參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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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年 4月，頁 290-296。邱千芳，流行病學在法律上的應用---以流行病學之因果關係為主，東吳

大學法研所碩士論文，1995 年，頁 7-35, 99-115。薛瑞元，論 因果關係（下），月旦法學雜
誌第 77期，2001 年 10月，頁 93-94。 

4 請參見，邱聰智，前揭文，第 63頁。陳貽男，前揭文，第 51-52頁。黃宏全，前揭文，第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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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者對上述原則作出更細緻的分類。5 本論文於第三章曾經提及，流行病學之原

因概念其實就是增加結果發生之機率（頻率），或稱為升高風險。而美國之公害、

藥害訴訟中經常被使用的相對危險度（Relative Risk）以及歸因風險（Attributable 

Risk）等指標，皆與衡量升高之風險有密切關聯。6 國內論者似乎少有明白點出

上述概念者，7 然大多數學者在討論流行病學（疫學）之因果關係時，皆以前述

疫學四原則作為基礎架構。在疫學四原則中，時序性（原因事件須發生於結果事

件之前）係不言而喻之當然道理；而一致性、是否能在生物學上作合理之說明則

是由其他實驗結果、其他學說見解來檢驗本案實驗結果之可信度及價值；似乎不

是真正可供判斷因果關係之具體標準。因此，存在於本案實驗結果之中，可供實

質判定因果關係之標準只剩下關聯性的強度；8 而關聯性的強度其實就是在討論

特定物質增加了多少疾病發生率、升高了多少風險。因此，本論文以為，增加疾

病發生率、升高風險應該是流行病學因果關係之核心概念、也是流行病學因果關

係最具體的判斷標準。 

第二項 流行病學（疫學）因果關係之定位 

所謂流行病學（疫學）的因果關係，就是使用流行病學（疫學）之手法認定

                                                                                                                                            
頁。曾淑瑜，前揭文，第 18頁。林志六，前揭文，第 51-52頁。黃丁全，前揭書，第 758-761
頁。黃家鑫，前揭文，第 118-119頁。 

5 請參見，王榮德，前揭文，291-294頁，將判斷標準區分為一、必要基準，二、次必要基準，
三、其他參考判定標準。必要基準只有一個，就是時序性（Temporality）；次必要基準有四
個，1 一致性（Consistency）、2 機會無法解釋、3 沒有其他的假說可以解釋、4 合理性

（Coherence）。其他參考判定標準則有，1 相關強度（Strength of association）、2 相關的特
定程度（Specificity of association）、3 劑量—反應關係（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4 生
物學上的贊同性（Biological plausibility）。 
而薛瑞元亦參考王榮德之區分方式；請參見，薛瑞元，前揭文，第 94頁。關於流行病學因果

關係之其他區分方式，參見 邱千芳，前揭文，第 17-21頁。 
6 關於相對危險度以及歸因風險之詳細介紹，請參見本論文第三章。 
7 雖然很少，但仍有論者明白指出，流行病學之因果關係概念其實就是增加結果發生之機率、

或升高風險。請參見，薛瑞元，前揭文，頁 94。 
8 即使採用王榮德之細緻判斷標準，時序性如本文所述，是當然之理；次必要基準中，一致性、

沒有其他的假說可以解釋、合理性都是由其他實驗結果檢測本案實驗之可信度及價值。其他

參考標準中，相關的特定程度，許多論者認為沒有存在的必要；生物學上的贊同性也是由累

積的他案知識觀察本案實驗結果。因此，存在於本案實驗結果中，可供具體判斷因果關係之

標準只剩下「關聯性之強度」以及「劑量—反應」關係，而這兩項標準都與升高風險之測量

有密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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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關係存在，藉此解決因果關係難以舉證之問題。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定位、

或評價這種手段？我國有學者認為，使用流行病學（疫學）的手法認定因果關係，

是蓋然性證據法則之一個下位概念；而所謂蓋然性證據法則，是法學界為了解決

公害事件因果關係舉證困難之問題，嘗試提出的解決方案。其下位概念則包含事

實推定說以及疫學的因果關係說。9 所謂的蓋然性說或事實推定說之內涵，即為

降低一般証明所要求的心證程度（高度的蓋然性，如果用數字來表示，大約是百

分之八十），只要原告証明某因素對於損害結果之發生有相當的、某種程度的蓋

然性、可能性存在（大約百分之五十），即可推定某因素與損害結果間有因果關

係。然而原告要如何証明、法院要如何認定已經有相當的、某種程度的蓋然性、

可能性存在，其依然是根據一般人通常的經驗法則去判斷。亦即，根據一般人的

經驗法則，在這樣的前提事實，這樣的因素下，是否有相當的可能性導致結果發

生。然而，在公害、藥害、醫療案件，一般人通常的經驗法則並無適用之餘地；

因此要如何推定事實，就會產生疑問。針對上述困難，有論者提倡以流行病學（疫

學）之手法去推定事實。亦即，在通常人之經驗法則難以介入之公害、藥害、醫

療事件中，借用流行病學（疫學）的知識，去探求某因素與結果之間的關聯性。

當然，証明的程度仍然有降低，因此原告只須利用疫學知識証明某因素有相當的

可能性造成結果發生，就可以推定因果關係存在。綜觀學說上討論的流行病學（疫

學）之因果關係，其實就是為了解決因果關係舉證困難之問題，以流行病學（疫

學）之知識、手法去推定因果關係存在（同時也將証明度降低）；這種手段在本

質上與事實推定是相通的，只是它們根據的知識、基礎法則有所不同。10 關於

                                                 
9 請參見，邱聰智，前揭文，第 62頁。林志六，前揭文，第 48-50頁。惟林志六氏認為，蓋然

性理論之下位具體理論有三，即優勢證據理論、因果關係推定（事實推定）理論、以及疫學

的因果關係理論。 
10 黃家鑫氏明白地採取相同見解。他認為，「法學遂導入流行病學（疫學）之研究方法，用以

輔助說明，使表見證據原則，擺脫純以直覺的經驗法則論斷因果關係之流弊，而自流行病學

此門科學，強化定型事象經過之正當性與真確性；因此，流行病學之因果關係應可說是表見

證據原則理論之旁支或輔助理論，而異於傳統之鑑定」。請參見，黃家鑫，前揭文，第 115
頁。 

  邱聰智教授似乎亦採此見解，其認為，「疫學畢竟只是一種經由集團現象之分析，依其統計

之結果，來推定因果關係是否存在」，請參見，邱聰智，前揭文，第 64頁。 
  日本裁判實務之「醫療過失訴訟法」一書中，亦採相同見解，「應該說，疫學的証明在其基

礎上，與大致的推定、表見証明乃至於事實推定，都是相通的」。請參見，吉川義春，因果

関係の立証，收錄於根本 久編，裁判実務大系 17，医療過誤訴訟法，第 455頁，青林書院，

199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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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學說見解，本論文原則上是贊同的；不過，本論文以為流行病學手法之用途

或許不必侷限於推定因果關係存在。詳言之，本論文認為，以流行病學手法認定

因果關係是為了解決舉證困難之問題；然而，解決途徑並不只有降低証明度，推

定事實一途，比例認定應亦為可以考量的手段。畢竟降低証明度仍須劃定判斷界

線（亦即，心證程度是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四十、或百分之三十），而推定事實

只可能產生全有或全無之結果（例如超過百分之四十心證程度，因果關係存在；

如果只有百分之三十九，因果關係不存在），有時不免過於僵化。依本論文所見，

流行病學之原因概念是增加結果發生之機率（頻率）、升高風險，所謂的使用流

行病學手法，應該是指將流行病學的判斷原則代替一般人的經驗法則、並且以機

率、風險觀點觀察因果關係。至於適用方式究竟是劃定某界線（例如增加某程度

之風險），推定因果關係存在、或是依據增加之機率、升高之風險比例認定，應

該都是可以考慮的方式。 

第三項 流行病學（疫學）的手法在醫療訴訟中之輔助機能 

關於是否應將流行病學手法導入醫療訴訟中輔助認定因果關係，我國論者有

持肯定，亦有持否定見解者，整理如下。 

第一款 肯定說 11 

有論者認為，於現行醫療過失案例中認定因果關係仍有其困難性，故以疫學

因果關係作為醫療過失判斷之方法自有其可行性。如醫療過失事故符合下列二要

件，即有採行疫學方法認定因果關係之可行性。（一）、須有集團現象之疾病的

發生、分布、消長等。蓋疫學主要係利用統計之方法，如無集團現象之疾病發生，

自無適用之餘地。（二）、其因果歷程須為複雜（即有複數之因果關係存在），

例如醫院感染事件，究竟何人或何路徑為感染源或感染途徑，不甚明確，此時若

能以疫學之方法確認其量和效果之關係，以確率論蓋然性（亦即機率或可能性）

為事實上之推定，即得為法律上因果關係之認定。 

                                                 
11 請參見，曾淑瑜，前揭文，第 20-21頁。黃丁全，前揭書，第 758-7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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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否定說 

「醫療紛爭常屬於個案性之發生，受害人數不多，加害時間亦少有長期累積

而生者（若有之，則多屬藥害事故）。而疫學之研究須長期觀察及大族群追蹤研

究；使此一理論在解決現代型紛爭時，功能有限。⋯⋯但欲疫學之研究方法，適

用於醫療紛爭因果關係之釐清，則有許多方法上本質之困難，不可能克服。」12 

再者，「醫療事故中，多有相類似之前經驗存在。所謂類似的前經驗是指既

存的統計資料，這些統計資料是供作類推判斷之基礎，屬於如何証明係爭事實是

否和前經驗相似的問題；資料本身固然是利用統計方法得出，屬於疫學（流行病

學）的調查，使用的是疫學的研究方法，但是疫學方法只和這個前經驗有關，係

爭醫療事故中因果關係之判斷，並不因為這個統計數字前經驗的存在當然可以認

定，仍必須透過証明，而証明的方法是證據優越，或是因果關係推定理論，而不

是疫學的因果關係理論。」13 「此外，須運用到疫學方法的案例，應均缺乏相

類似的前經驗。因為如果某因子和某結果具有條件關係的關聯性，已經有相類似

的前經驗，就大可不必再大費周章的運用耗費龐大的統計方法去找尋可疑因子

了。在已經存在類似前經驗的情形，面對的問題應該是如何証明係爭案例的條件

關係和前經驗屬於相同情形，可以透過該前經驗中已知的條件關係，去推知係爭

案例的條件關係。換言之，這是屬於証明的問題，而非找尋可疑因子的問題，應

該是適用的理論是證據優越理論，或是因果關係推定理論，而非疫學因果關係理

論。」14 

第三款 分析整理 

首先，否定說提出的第一個批判理由，即醫療事故案件具有個別性；而疫學

之研究則是利用統計方法，長期觀察並針對大族群作追蹤。因此欲以疫學之研究

方法，釐清醫療紛爭因果關係問題，具有本質上之困難。這個批判可謂一針見血，

一語道破大部分之醫療糾紛在性質上不適合使用疫學的研究方法去釐清。惟須注

意者，醫療事件確實具有個別性，醫學界亦未必會針對某種類的疾病作長期調

                                                 
12 請參見，黃家鑫，前揭文，第 123-124頁。 
13 請參見，林志六，前揭文，第 53頁。 
14 請參見，林志六，前揭文，第 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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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因此未必會有調查結果或統計數據存在；而這個困難是來自於醫療事件之本

質。然而，如果在有調查結果、統計數據的前提下，該數據、結果仍可供醫療個

案參考使用，不應以個案因果關係與統計因果關係不同為理由，一概拒絕將統計

數據，或流行病學調查結果適用於個案。15 實際上，即使採肯定說之論者，也

從未否定醫療紛爭具有個別性，16 其亦認為只有在符合集團現象之疾病發生，

或者因果歷程複雜、複數的因果關係存在時，始可以採用疫學方法認定因果關

係。因此，醫療紛爭具有個別性，應為正反兩說所不爭執的事實；然而，不可否

認醫療紛爭中也有具集團現象者。例如，相同的醫師或護士幫一群新生兒預防接

種，施打疫苗後，這群新生兒罹患 A 種疾病之比率比起一般新生兒罹病比率高

出許多，此時或許就可以使用疫學之方法找尋致病之原因；又，醫師對多數患有

相同病症的患者開立某種處方，或施以某種治療，是否增加這些病患病情加重、

或死亡的風險，或許亦可使用疫學方法進行探討。另外，如肯定論者文中所舉出

之醫院嬰兒集體罹患結核病事件，亦屬於同類情形。17 或許這種類型之事件在

醫療糾紛中並不常見，但不能否定這種類型確實存在。因此，即便大多數之醫療

事件都具有個別性，但並不妨礙少數具集團現象之醫療糾紛可能使用疫學方法認

定因果關係。 

至於否定說論者所提出之第二個理由，論者似乎認為，疫學的因果關係理論

一定要當個案發生時，在沒有任何「已完成」之流行病學調查可供參考之情況下，

始針對此個案展開一個流行病學研究，並運用此研究得出有無因果關係之結論。

如果先前已經有與本次個案性質、情況類似的流行病學研究，本次個案雖然可以

援用這些資料，據以推知因果關係存在與否，但這種手法不算疫學的因果關係理

論！換句話說，在該論者之邏輯下，「個案被害人為了證明因果關係存在，耗費

鉅款、等待數年或者十數年作出一個流行病學研究」 是疫學的因果關係理論之

                                                 
15 關於此點本論文已於第二章中詳細論述，請讀者參照。 
16 請參見，曾淑瑜，前揭文，第 19頁。 
其文中已詳盡地將日本反對論者之理由列出。該論者認為，是否能將疫學之証明方法引入醫療

訴訟中，是很有疑問的。除非同樣的醫療措施同時或先後對多數人實施，才有可能作整體的、

統計的考量。請參見，稲垣 喬，医事訴訟における因果関係---とくに疫学的手法導入の限界
---，收錄於，山口和男、牧山市治編，民事判例実務研究第三卷，東京：判例タイムズ社，1983
年，頁 155，160。（下稱稲垣 喬，前揭文一） 

17 請參見，曾淑瑜，前揭文，第 21-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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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條件（而援用既存資料的不算在內！）；然而，因為醫療事故中大多數有相

類似的統計資料或流行病學研究，所以被害人不必再耗費鉅款、等待數年或者十

數年去作流行病學研究，而可以直接援用、類推。而因為這種手法不算疫學的因

果關係理論，醫療事故中大部分的情形卻又都是如此，所以該論者認為，疫學的

因果關係理論在醫療事故中沒有適用的餘地。 

然而，令人不解的是，為什麼一定要在個案中作出一個熱騰騰、剛出爐的流

行病學研究，據以推知因果關係之存否，才算是疫學的因果關係理論呢？或許該

論者認為，針對現在發生個案作的研究，各種條件完全符合，直接導出個案因果

關係存在與否之結論，即不用再類推、援用；而先前存在之類似資料或研究，因

為不是針對這次的個案，一定會有些許差異，因此屬於可否類推及在如何的範圍

內類推之問題，應該稱之為因果關係推定理論。不過，即使針對本次個案所做的

流行病學研究，仍然是一種使用統計方法的研究，其得出之因果關係仍然是一種

統計上之關聯性；並不能當然適用在本次個案上！ 例如，針對甲醫院中一百名

（甲 1，甲 2，甲 3⋯⋯甲 100）患者作流行病學研究（該一百名患者中罹患 A

病者共五十二人），結果證實 B 因子大幅提高了甲醫院患者罹患 A 病之比率；

而假設乙醫院除沒有 B 因子外，其餘條件皆與甲醫院相同；乙醫院患者罹患 A

病之機率只有百分之二。然而，針對甲醫院中某特定個案（例如，一名罹患 A

病的患者，甲 7），我們可以說他的病是 B因子造成的嗎？顯然不行，因為即使

沒有 B 因子存在，一般人罹患 A 病之比率仍然有百分之二。因此，沒有人知道

甲 7 罹患 A 病的原因到底是什麼，我們只能說，由流行病學的研究觀察，甲 7

所以罹患 A 病之原因，很可能是 B 因子造成。由此可知，即使這個流行病學研

究是針對甲 7作的，仍然不能將研究結果直接適用在甲 7之個案上；只能將該研

究結果，當作比較、推定事實的基礎；在甲 7 罹患 A 病之個案中，作為經驗法

則供法院參考。綜合上述，不論該流行病學研究是以前作的或是現在作的，也不

論該流行病學研究是否針對本次個案而作，就本次個案而言，該流行病學研究都

只能當作比較、推定事實的基礎，只能作為經驗法則之補充，並不當然能直接適

用於個案。 

如本章前項所述，流行病學之因果關係係一種解決舉證困難的手段，它強調

以機率、風險之角度觀察因果關係，允許法院降低証明所需要之心證程度。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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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它與事實推定相通，並且將流行病學的研究結果轉化成為法院認定事實之

判斷標準之一，以補充法院經驗法則之不足。只要是採用流行病學之方法，借用

流行病學之知識，藉以幫助因果關係之認定（或比例認定）者，都可稱之為流行

病學（疫學）之因果關係理論；而在醫療事故中，援用既存的統計資料、流行病

學研究，以推定事實或者補充法院的經驗法則，當然也算是流行病學（疫學）的

因果關係理論。所以，醫療糾紛中仍然有流行病學（疫學）之因果關係理論適用

之空間。 

第四款 小結 

本論文以為，在醫療糾紛或醫療訴訟中，並非完全沒有流行病學（疫學）方

法適用之空間；只是該事件必須在性質上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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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機會喪失理論之論述與實務判決 

相較於流行病學（疫學）的因果關係，國內關於機會喪失理論之論述，並沒

有那麼多。18 然而，邇來已有幾個判決在判決文中明確提及生存（存活）機會

喪失，甚至有判決以此作為判決理由基礎；足見機會喪失理論已經逐漸引起國內

學界及實務界之注意。在整理分析這些判決之前，本論文將先介紹日本最高法院

近年來於醫療訴訟中認定因果關係之趨勢，再以比較法之觀點，對我國判決作一

番評述。 

第一項 日本最高法院平成十二年及十五年判決 19 

第一款 平成十二年（2000 年）判決 

須先說明者，於平成十二年判決出現前，針對醫療訴訟因果關係難以証明之

問題，實務及學說發展出所謂「期待權論」、「延命利益論」、或「治療機會喪

失論」等見解，針對患者精神上之損害而給予慰撫金。20 然而，平成十二年判

                                                 
18 吳建樑，國內外判決介紹---癌症誤診與死亡之因果關係及損害賠償之計算，醫事法學第 7卷 2
期，頁 82-89，1999 年。黃家鑫，前揭文，頁 87-91。林志六，前揭文，第 58 頁。陳聰富，
存活機會喪失之損害賠償，收錄於氏著，因果關係與損害賠償，193-251頁，國立臺灣大學法

學叢書 144，元照出版，2004 年。蘇巧慧，我國實務對醫療訴訟中因果關係之認定，萬國法

律第 133 期，頁 18-24，2004 年 2 月。吳建樑一文主要是針對外文判決之介紹；黃家鑫該部
分之標題名為「可能性之因果關係」，不過討論之內容、援引之判決實質上都屬於英美法上

機會喪失之範疇；林志六一文於結論部分認為高院八十五年度上字第三一六號民事判決實際

上採取蓋然性（即可能性）理論，而在損害賠償的部分認為應採比例賠償方式，在效果上與

機會喪失理論相通；蘇巧慧文中亦有提及機會喪失相關問題，然而對此理論之基礎、內涵及

適用限制則著墨較少。陳聰富教授一文則對英美法上機會喪失理論之由來、基礎、內涵、限

制、相關問題都作出詳盡的介紹，應屬我國目前關於機會喪失理論最為完整之文獻。 
19 最判平成十二年九月二二日，民集五四卷七号二五七四頁。最判平成十五年十一月十一日，

民集五七卷一○号一四六六頁。 
20 （一） 所謂期待權論，是由福岡地裁昭和五二年（1977 年）三月二九日判決（判時 876 号

90 頁）作為契機而出現之學說理論。該判決認為，「患者在充分的管理下能夠接受診

察、治療的期待（或稱之為期待權），可以說是在診療契約中應該被正當地保護之法

律權利。」，肯認患者得請求慰撫金。因而引發學說之熱烈討論。但也遭受非常強烈

之批判，例如認為期待權論是無因果關係責任論之展開，以及「期待權是依據患者的

意思，極端的主觀，難以認為對大多數人而言是共通之權利」，亦有論者認為期待權

論可能會帶來防衛性醫療之後果。以上見解係援引自，石川寛俊，期待権の展開と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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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並未援用這些理論，而採用新的理由架構；此判決之內容為何，及其發展新理

論架構之原因為何，詳如下述。 

第一目  事實概要 

1. 平成元年七月八日上午四點三十分的時候，A由於突然的背痛而醒來，走出

庭院時，暫時好轉了一些。其後，因為妻子被上訴人 B 的強力勸說，A 與

其子被上訴人 C，一同開車前往上訴人經營之 D 醫院。由其住宅至上訴人

醫院開車大約六、七分鐘之距離。雖然起初 A 是自己開車，途中背痛又再

度復發，由被上訴人 C代替（他）開車。 

2. 上午五點三十五分左右，A在上訴人醫院之夜間急救門診完成掛號後，由 D

醫師開始診察。 

3. A告訴醫師之主要症狀是，背部中央部分疼痛以及心臟下部疼痛。依觸診所

見，認定心臟下部會壓痛（按壓後會疼痛）；而依聽診所見，並不特別認為

有心雜音、心律不整等之異常。A 對 D 醫師表示七、八年前也有過同樣的

疼痛，那時候是尿道結石。D 醫師由 A 的疼痛判斷，應非尿道結石，但為

了慎重起見還是實施尿液檢查。其結果，因為並無出血，在這個時點，D醫

師經由症狀之發現、發生部位、以及經過等等，第一次懷疑為急性胰臟炎，

                                                                                                                                            
明責任のあり方，判例タイムズ 686，頁 26-28，1989 年 3月 20日。浦川道太郎，い
わゆる「期待権」侵害による損害，判例タイムズ 838，頁 54-59，1994 年 5月 1日。
新美育文，医療事故における「期待権」の侵害について，自由と正義 47(5)，頁 59-60，
1996 年 5月。林 誠司，判例研究（最高裁平成 12.9.22判決），北大法学論集 55(3)，
2004 年，頁 1208。 

（二） 相對於期待權論是考量「對診療之期待的地位」這樣的人格利益；延命利益論則是對

於「生命相關法益」之擴張以及細分化。亦即，由於醫師未實行合乎醫療水準之醫療

行為，導致患者之死亡提前到來；雖然不能証明只要醫師施行合乎醫療水準之醫療行

為，患者的病症能夠完全地康復、與正常人一般的生活；但是延長、維持生命、避免

提早死亡仍然是值得保護的利益，患者應可請求慰撫金。請參見，吉田邦彦，前揭文，

頁 215-222。林 誠司，前揭文，頁 1208。 
（三） 在延命利益論被提倡之同時期，下級法院裁判逐漸趨向於將評價對象移至「醫師之行

為態樣」、「治療機會的喪失」等等客觀事實，因而治療機會喪失論也慢慢被提倡。治

療機會喪失論認為，醫師有選擇就治癒疾病而言最佳的方法、手段並且施行合於水準

之醫療的義務。基於專門職業者之過失使病患喪失回復健康之機會時，已經超過了單

純的主觀願望，而應該作為客觀之信賴違反而賦予法律之保護；因此患者亦可請求慰

撫金。請參見，石川寛俊，前揭文，頁 28-30。林 誠司，前揭文，頁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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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則懷疑為狹心症。 

4. 接下來 D醫師命護士將鎮痛劑注射入 A之肌肉內，然後，將 A移動到門診

室對面的房間，令護士將加入針對急性胰臟炎的藥劑對 A做點滴靜脈注射。

從診察開始到 A為了打點滴而離開診察室的時間大約是十分鐘。 

5. 打點滴而移至房屋約五分鐘後，A在點滴中突然說好痛、好痛，顏面緊蹙、

身體扭曲、抽搐地嚴重痙攣之後，很快地進入打鼾、深度睡眠的狀態。經由

被上訴人 C 之告知，D 醫師由對面之診察室跑過來、並且呼叫。但是，沒

有多久，A 呼吸停止，D 醫師測量了 A 手腕的脈搏，雖然有觸知之可能，

但是極端地微弱。因此，在 D 醫師開始體外心臟按摩的同時，上午六點左

右將 A 移入二樓的集中治療室，與其他趕來的醫師，嘗試各種復甦術。上

午七點四十五分，A的死亡被確認。 

6. A在自家住宅狹心症發作，在開車前往醫院的路途中又再度地發作，並轉變

為心肌梗塞。在診察當時，心肌梗塞有相當地惡化之情形，並在點滴過程中

產生致命的心律不整，終至病情急遽變化。其死因為，由不安定型狹心症導

致壓迫性急性心肌梗塞，而招致心不全症。 

7. 關於針對有背部、心臟下部疼痛之自己感覺症狀的患者之醫療行為，按照本

件診療當時之醫療水準，作為一個醫師，首先，為了鑑定、區別是否為要緊

之胸部疾病，在基於問診探聽出過去病症等的同時，應施行血壓、脈搏、體

溫之測定，基於其結果或聽診、觸診等，於懷疑有狹心症、心肌梗塞等之情

形時，應一邊實行硝化甘油（nitroglycerine）之舌下投藥，一邊做心電圖檢

查，並且施行對疾病之鑑別以及心律不整之監控，由心電圖等作出心肌梗塞

之確定診斷時，即開始以靜脈留置針做血管之確保、氧氣輸入以及其他的治

療行為；於出現致命的心律不整或者其前兆出現之情況時，應該投與抗心律

不整劑。然而，當 D醫師診察 A時，只有施行觸診以及聽診，探聽出胸部

疾患之過去病症時，亦沒有實行血壓、脈搏、體溫等之測定或是心電圖檢查，

雖抱持著狹心症的懷疑卻沒有做硝化甘油（nitroglycerine）之舌下投藥等

等，並沒有履行、完成作為針對有胸部疾病可能性之患者之初期治療所應該

踐行的基本義務。 



 121

8. 在 D醫師對 A施行適當的醫療之情況，雖然不能認定有「能夠挽救 A的生

命」之高度的蓋然性，但有救命之可能性。 

第二目  判決理由 

原審基於右述事實關係認定，D醫師由於怠於其應該施行合乎醫療水準醫療

之義務，不當地剝奪 A 接受適當醫療之機會，A 因此受有精神上的痛苦，作為

同醫師僱用人之上訴人，基於民法第七百一十五條，應該支付針對右述痛苦之慰

撫金兩百萬日圓。針對被告等之上訴，最高法院肯認原審判決謂，在醫師之醫療

行為由於其過失，並不合乎當時的醫療水準之情況下，右述醫療行為與患者的死

亡間之因果關係雖然沒有辦法被證明；但假使施行合乎醫療水準之醫療，患者在

其死亡之時點仍會生存如此「相當程度的可能性」被證明之時，醫師對於患者，

要負起賠償基於侵權行為所致損害之責任。蓋維持生命對人而言是最基本的利

益，可以說右述的可能性是依據法律應該被保護之利益；醫師由於過失未施行符

合醫療水準之醫療，使得患者之該法益被侵害。 

第二款 日本法之回顧 

於剖析平成十二年判決之意義前，本款將先針對日本法上處理醫療訴訟之因

果關係問題作一回顧。 

依據日本學說之分類，關於醫療訴訟中因果關係証明之程度，大致可分為四

個層次。21 

1. 在訴訟上証明，a命題為真具有高度之可能性，所謂高度之可能性，若就法

院之心證而言，意指 a命題為真之可能性大約有百分之八十。而 a命題為，

                                                 
21 八木一洋調查官於其文中將醫療訴訟之因果關係証明程度分成三個層次，恰好是本論文上述

之第一、第二、第三層次。大塚 直教授之文亦將因果關係証明程度分成三層次，大塚教授稱

之為法益之三階段構造，但是並不全然與八木調查官提出者相同，其所提出之三階段為本論

文上述之第二、第三、第四層次。飯塚和之教授則將之融合，提出四階段論。本論文上述之

四種層次即援用飯塚教授之見解。 
  請參見，八木一洋，最高裁判所判例解説（平成 11 年 2・3月分判例解説），法曹時報 52(8)，

2000 年 8 月，頁 2475（下稱八木一洋，前揭文一）。大塚 直，不作為医療過誤による患者

の死亡と損害‧因果関係論----二つの最高裁判決を機縁として，ジュリスト 1199，2001 年

4 月，頁 16。飯塚和之，內視鏡再検査の不実施と相当程度の生存の可能性の有無，判例タ

イムズ 1157，2004 年 11月 1日，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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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醫師施行符合醫療水準之醫療行為，患者能夠完全康復、並且繼續存活

至一般正常人之平均壽命。 

2. 雖然不能証明，a命題為真具有高度之可能性，但可以証明 b命題為真具有

高度之可能性。亦即在心證上，b 命題為真之可能性大約有百分之八十。b

命題為，假如醫師有施行符合醫療水準之醫療行為，患者雖然不能存活至一

般正常人之平均壽命，但至少可以延長生命；亦即患者在其原本死亡之時點

上，應該還會生存。 

3. 雖然不能証明 b命題為真具有高度之可能性，但可以証明 b命題為真具有相

當程度之可能性。所謂相當程度之可能性可能是百分之二十、三十，也有可

能是百分之五十、六十，總之還沒有達到高度之可能性程度）。 

4.連相當程度之可能性存在都無法証明。 

首先，關於 1.之部分，如某個案中，醫師並未施行符合醫療水準之醫療行為，

最後患者死亡。若原告能証明只要醫師施行符合醫療水準之醫療行為，患者就能

完全康復、並且繼續存活至一般正常人之平均壽命。毫無疑問地，可以認定醫師

之不作為與患者之死亡間有因果關係存在。因此，証明上若能達到 1.之程度，醫

師當然必須負擔侵權行為責任。接著，在 2.的部分，在某些個案中，原告雖然可

以証明，當醫師施行合乎醫療水準之醫療行為時，患者在原本之死亡時點上，應

該可以繼續生存；但是並不能証明患者能夠繼續存活至一般人之平均壽命或者存

活一段相當長、且明確的時間。亦即，雖然証明患者可以延長生命，但是延長多

久是不確定的，有可能是幾天、幾小時，也可能只有幾分鐘。在平成十一年（1999

年）之前，日本多數的裁判例認為，即使醫師違反義務，最後患者病情加重或死

亡；在不能証明醫師若實行合乎醫療水準之醫療行為，則患者可以生存至一般人

之平均壽命、或者患者可以延命相當長的期間（生存之期間必須明確）之前提下，

病患之死亡結果與醫師之義務違反間並沒有因果關係。這些裁判例之著眼點可能

在於，作為賠償病患前提之損害必須明確，因此，原告無法証明患者可以活到一

般人平均壽命、或者活相當長、且明確的期間時，由於損害不明確，等於沒有証

明損害存在；而沒有損害存在，就等於沒有因果關係存在。然而，這種見解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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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最高法院平成十一年二月二十五日第一小法庭判決22 作現之後，完全受到了

修正。此判決認為，於探討患者死亡之因果關係問題時，應著眼於假使醫師有為

合於義務之醫療行為，患者於該時點（實際死亡之時點）是否就不會死。每個人

的生命本來就有長有短，一個人能活多久，能不能明確地証明其繼續生存期間，

應該放在損害之領域討論才是。23 平成十一年判決出現之後，原告只要在証明

                                                 
22 請參見，民集五三卷二号二三五頁。 
本判決之事實大要為，訴外人 A（死亡時五十六歲）在昭和五十八年（1983 年）十月左右，

被診斷罹患肝硬化，因而接受肝病專門醫師 Y之診療。依據當時的醫學知識，廣泛地承認肝

硬化很可能會轉變為肝癌。由此觀之，A應該屬於肝癌的高危險群患者，為求早期發現肝癌，
有必要作定期症狀檢查。但是，從 Y醫師開始對 A診察直至 A死前，於此兩年八個多月的期

間，共對 A實施了七七一次的診療行為，卻只做過一次症狀檢查，且唯一的該次檢查是在昭

和六一年（1986 年）七月五日作的，而且，那一次檢查 Y醫師認為 A並沒有罹患肝癌。A於
昭和六一年七月二二日，在其他醫院確定地被診斷罹患肝癌，且此時已經沒有有效的治療方

式。A 在七月二十七日，由於肝癌以及肝不全症而死亡。其家人 X1—X3 認為，Y 醫師並沒
有實行能早期發現肝癌之檢查或治療，造成 A的死亡。第一審以及第二審判決皆認為，Y醫
師未實施適當檢查，確實違反注意義務；然而否定該注意義務違反與 A的死亡間有相當因果
關係，但 A可主張其喪失接受適當治療的機會、延命可能性被剝奪，請求精神上之損害賠償。 
最高法院判旨稱，假使醫師履行注意義務而實施診療行為，能夠肯認「患者在其死亡時點上

仍會生存」之高度的可能性被証明（亦即，基於高度的可能性証明患者在其死亡時點上仍會

生存），則應該肯定醫師不作為與患者死亡間之因果關係。⋯⋯患者於右時點之後能生存多

久的期間，主要是在計算可得利益以及其他損害數額時應該考慮的事由，並不會直接影響前

述關於因果關係存否之判斷。本案中，A 的肝癌如果在昭和六一年一月前就發現，則他在七

月二七日之死亡時點「還可以繼續生存」這件事，應該能基於高度的可能性肯認之；⋯⋯Y
之前述注意義務違反與 A之死亡間，應該認為有因果關係存在。 
關於此判決之評論，請參見，窪田充見，医師の不作為と患者の死亡との間の因果関係(平成
11.2.25 最高裁判決)，民商法雑誌 121(4・5)，2000 年 2 月，頁 632-648。八木一洋，時の判
例 医師の不作為と患者の死亡との間の因果関係の存否の判断と患者が適切な診療行為を

受けていたとした場合の生存可能期間の認定 ほか（最高裁判決平成 11.2.25），ジュリスト
1163，1999 年 9 月，頁 140-143（下稱，八木一洋，前揭文二）。八木一洋，前揭文一，頁
188-201。水野 謙，医師の不作為と患者の死亡との間の因果関係，ジュリスト 1165，1999
年 10 月，頁 82-87。吉田邦彦，医師の不作為（肝癌早期発見の注意義務違反）と患者の死

亡との因果関係の存否--適切な医療を行っていた場合の患者の生存可能期間の認定と因果

関係・損害（額）との関係（最高裁判決平成 11.2.25），判例時報 1688，1999 年 12月，頁
215-222。大塚 直，前揭文，頁 9-16。小池 泰，判例批評 患者を適時に適切な医療機関へ

転送すべき開業医の義務（平成 15.11.11最高裁第三小法廷判決），民商法雑誌 130(4‧5)，
2004 年 7‧8月，頁 880-882，884。上田和孝，実務 医療過誤訴訟入門，頁 62-63，民事法
研究会，2003 年。 

23 有論者認為，此判決對於實務的影響，具有減輕原告舉證負擔之作用。因為要証明患者在特

定時點能夠生存，比起明確地証明患者能存活多久的期間（亦即，在証明上達到四層次中第

一層次之要求），相對地較為容易。因此，原告之舉證負擔應該多少可以被減輕。而且，將

患者繼續生存之期間歸入損害的領域內討論，雖然仍須由原告舉證（証明患者能存活多久），

但於生存期間難以証明（損害數額算定困難）之時，可以適用日本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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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達到 2.之程度，法院即可認定醫師違反義務之行為與患者死亡間有因果關係存

在，醫師必須負起侵權行為責任。24 

關於 3.的部分，原告無法以高度的可能性証明因果關係存在（此處之因果關

係命題是依循平成十一年判決對於因果關係之理解），而只能証明因果關係有相

當程度之可能性存在時，是否應給予原告賠償？這正是前述最高法院平成十二年

判決處理之核心問題，容後詳述。 

關於 4.的部分，基本上在因果關係部分是完全無法証明。此時歸責之焦點即

轉移至醫師違反義務之行為上。亦即，醫師是否違反了最基本的義務？是否有重

大的醫療疏失？是否侵害了患者客觀上對醫師的信賴、對接受治療的期待？作完

上述探討後，若認為個案患者值得保護，此部分損害賠償的內容僅僅限於精神上

的損害賠償。 

 

 

 

 

 

 

                                                                                                                                            
條，由法院自由心證認定。因此本判決在減輕原告舉證負擔上，確實有相當的意義。請參見，

八木一洋，前揭文一，頁 2462。以及，吉田邦彦，前揭文，頁 218-219。窪田充見，前揭文，

頁 647-648。水野 謙，前揭文，頁 86-87。 
24 有論者認為，此判決之立場與傳統「延命利益論」之前提立場是對立的。因為傳統延命利益

論的前提立場為，原告無法証明醫師若施行合乎義務之醫療行為，患者可以生存至一般人之

平均壽命，或者繼續生存一段明確的期間，但是原告可以証明患者於該死亡時點仍可繼續生

存，亦即，若無醫師違反義務之行為，患者之生命應可延長。原告若只能証明到這種程度，

依照傳統實務見解，醫師違反義務之行為與患者死亡間沒有因果關係存在。而延命利益論者

認為，雖然沒有因果關係存在，但原告既然証明患者本來可以延長生命，這種延命利益應該

給予法律上的保護，因此患者可以請求慰撫金。相對於此種見解，平成十一年判決出現後，

只要原告証明患者於該死亡時點上本可繼續生存，亦即，患者本來可以延長生存期間，卻因

醫師違反義務之行為而「提早死亡」，法院即可認定在醫師違反義務之行為與患者之死亡間

有因果關係存在。由此可知，在因果關係的証明上，針對相同之証明程度，平成十一年判決

與傳統延命利益論之立場確實是不兩立的。以上論述請參見，澤野和博，民法研究会（183）
医療過誤における機会の喪失と損害賠償（最一小判平成 11.2.25），ジュリスト 1177，2000
年 5月，頁 190。八木一洋，前揭文一，頁 2474-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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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平成十二年判決之檢討25 

第一目 本判決之意義 

此判決認為，假使施行合乎醫療水準之醫療，患者在其死亡之時點仍會生存

之「相當程度的可能性」被證明之時，醫師對於患者，要負起賠償基於侵權行為

所致損害之責任。因為維持生命對人而言是最基本的利益，可以說右述的可能性

是依據法律應該被保護之利益。由上述文句觀之，此判決似乎認為，除了生命權

之外，生存可能性也值得法律保護；因此，此判決等於創設了新的法益，亦即，

生存可能性。26 那麼，這種生存可能性在法律上究竟屬於何種利益，在平成十

二年判決之前，已有論者針對此問題討論。27 該論者認為這種生存的比例或可

能性可以和人格權的利益結合；侵害這種利益對患者帶來的損害，雖然是一種難

以計算的無形損害，但是並不侷限於精神損害，亦包含了被害者在未來可能取得

財產權之期待利益。另一種說法則是認為，本判決是假借創設新法益（創設新的

權利侵害構成要件）之名，而行依自由心證比例認定因果關係及損害數額之實。

28 由於學界或實務對於認定因果關係時能否依自由心證比例認定，尚存有相當

的疑問；29 因此，本判決利用創設新法益、新的構成要件，迴避了正面採用自

                                                 
25 關於本判決之評釋，請參見，稲垣 喬，水準不適合の医療と死亡時の生存可能性による不

法行為，民商法雑誌 123 (6)，2001 年 3月，頁 913-926。（下稱稲垣 喬，前揭文二）。杉

原則彦，最高裁判所判例解説--平成 11 年三・一〇・一二月分, 平成 12 年三・五・六・九月

分，法曹時報 54(4)，2002 年 4月，頁 205-214。（下稱杉原則彥，前揭文一）。杉原則彦，

時の判例（最二小判平成 12.9.22），ジュリスト 1213，2001 年 12 月，頁 134-135（下稱杉
原則彦，前揭文二）。溜箭将之，最高裁判所民事判例研究（平成 12.9.22第二小法廷判決），
法学協会雑誌 118(12)，2001 年，頁 1943-1955。加藤 了，医師の不作為と患者の後遺障害と

の因果関係--最高裁第一小法廷平成 12.9.7判決の論点，法律のひろば 54(9)，2001 年 9月，
頁 59-61。大塚 直，前揭文，頁 9-16。林 誠司，前揭文，1221-1225頁。小池 泰，前揭文，
頁 881-887。 

26 認為此判決可能創設了新法益之論者，溜箭将之，前揭文，頁 1953。稲垣 喬，前揭文二，

頁 922。稲垣 喬，医師責任訴訟の構造，有斐閣，2002 年，頁 313。（下稱稲垣 喬，前揭

書）。小池  泰，前揭文，頁 881-882；大塚 直，前揭文，頁 14。 
27 請參見，八木一洋，前揭文一，註 25（頁 2474-2475）。 
28 請參見，大塚 直，前揭文，頁 14。反對見解，林 誠司，前揭文，頁 1224-1225。 
29 日本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八條內容為，「在認定損害發生之情況，依損害之性質，要証明
其數額極端地困難時，法院可以基於言詞辯論之全部意旨以及證據調查之結果，認定適當的

損害數額」。由此觀之，所謂自由心證比例認定方法其實只能用在損害數額的評價上，並不

及於因果關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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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心證比例方法認定因果關係之爭議。例如，原告依據統計數據及其他醫學報

告，証明患者之死亡有百分之三十之機率是由醫師之過失行為導致。假如不創設

「生存可能性」作為新法益，則不足以証明因果關係存在；而且依據日本民訴法

第二四八條，自由心證比例認定並不能用在因果關係認定上，因此原告應該會敗

訴。但如果創設新法益，則原告之上述舉證已經証明醫師之過失行為與患者喪失

百分之三十之生存可能性間有因果關係存在；且喪失生存可能性，即有損害發

生，至於損害有多少、應給與原告多少賠償，法院就可以依據民訴法第二四八條

自由心證比例認定。在此點上，本判決確實具有相當的意義。30 不過，即使如

此，自由心證認定賠償額之基準仍然有必要釐清。31 

第二目 本判決對賠償範圍之影響 

平成十二年判決之原審僅肯認原告得請求慰撫金。而最高法院判決在判旨最

後部分亦認為，「在認定 D醫師之侵權行為成立之基礎上，對基於此侵權行為 A

所承受之精神上痛苦，作為同醫師僱用人之上訴人，有支付慰撫金之義務」。然

而，正因為原審只針對慰撫金之部分給予原告賠償，上訴三審者為院方（醫師之

僱用人），三審法院當然只能在上訴聲明範圍內裁判。32 換句話說，三審法院

本來就不可能討論慰撫金以外之損害賠償；因此，不能單就此判決結果即作出在

最高法院「生存可能性」之理論架構下，原告只能請求慰撫金之結論。33 而且，

本判決雖然維持原審判決之結論，但在理由構成上二者有明顯差異。原審判決認

為，「基於右述事實關係，D醫師由於怠於其應該施行合乎醫療水準醫療之義務，

                                                 
30 請參見，大塚 直，前揭文，頁 14。 
31 有論者認為，本判決不過是使賠償責任能夠輕易地被認定，但在損害額如何証明部分，幾乎

沒有任何指示，大部分只能委之於法院之裁量。而裁量的根據是什麼呢？又，要如何擔保賠

償額被正確地認定呢？最高法院並未明確地建立基準。請參見，溜箭将之，前揭文，頁

1953-1954。以及，稲垣 喬，前揭文二，頁 923-924。 
32 有提及此問題者，請參見，杉原則彦，前揭文一，頁 208-209。 
33 然而，此判決結論還是帶來了很大的影響。在平成十二年判決出現後，所有相關的醫療訴訟

下級審判決，都只肯認慰撫金的請求。請參見，(1) 東京地判平 13 年 2月 28日，判タ 1086
号 261頁。(2) 東京地判平 13 年 7月 4日，判タ 1123号 209頁。(3) 東京高判平 13 年 7月
19日，判時 1777号 51頁。(4) 大阪高判平 13 年 7月 26日，判タ 1095号 206頁。(5) 東京
高判平 13 年 10月 16日，判時 1792号 74頁。(6)東京高判平 13 年 11月 5日，判時 1778号
69頁。(7) 東京地判平 15 年 5月 28日，判タ 1147号 255頁。(8) 東京高判平 15 年 8月 26
日，判時 1842号 43頁。以上判決轉引自，飯塚和之，前揭文，頁 1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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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A 接受適當的醫療之機會被不當地剝奪，而受有精神上的痛苦」。這種理由

構成，明顯地偏向於傳統治療機會喪失論、及期待權論之架構。最高法院一方面

維持原審判決，卻又特意不採用傳統治療機會喪失論及期待權論之架構，其意圖

為何？ 有論者認為，34 依據傳統治療機會喪失論及期待權論之架構，在賠償上

是針對患者精神上之痛苦而限於慰撫金，造成患者只能取得低額賠償。平成十二

年判決所以放棄傳統理論架構，可能是要遏止這種賠償低額化傾向。因此，不應

由本判決僅著墨於慰撫金，即認其有排除財產上損害賠償之用意。 

論者更謂，若由判決理由推敲，該判決強調者並非患者之信賴、或患者之期

待，而是生存可能性；並且承認「維持生命對人而言是最基本的利益，可以說右

述的可能性是依據法律應該被保護之利益」。換言之，生存可能性本身即為一種

利益，並且具有價值，該價值不僅僅是一種快樂，尚包含了「未來可能取得財產」

之期待利益。因此，當生存可能性遭受侵害時，原告所能請求者不應侷限在精神

上損害賠償，應該也包含財產上所失利益。35 

第三目 本判決對違反醫療義務之影響 

由於本案之事實情況為，「針對有背部、心臟下部疼痛之自己感覺症狀的患

者之醫療行為，按照本件診療當時之醫療水準，（被告）作為一個醫師，只有施

行觸診以及聽診，並於探聽出胸部疾患之過去病症後，也沒有實行血壓、脈搏、

體溫等之測定或是心電圖檢查；雖抱持有狹心症的懷疑也沒有做硝化甘油之舌下

投藥等等，並沒有履行、完成作為針對有胸部疾病可能性之患者之初期治療所應

該踐行的基本義務」。因此，最高法院架構之生存可能性理論是否以醫師違反基

本義務（甚至有重大醫療疏失）為賠償之要件，似乎頗值得探討。有論者認為，

原告僅僅証明患者死亡與醫師違反義務間有相當程度之可能性存在，比起實務對

於因果關係要求之証明程度，還有一段距離；如果這樣就可以課加醫師責任，未

免將責任要件放的太寬。因此，新的責任要件（生存可能性理論）應該同時重視

醫師的行為態樣；當醫師實行不合水準的醫療，或者連最基本的義務都沒有履行

                                                 
34 請參見，林 誠司，前揭文，頁 1225。 
35 贊同此說之論者，飯塚和之，前揭文，頁 120。大塚 直，前揭文，頁 16。林 誠司，前揭文，
頁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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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始可依此理論架構課加醫師責任。36 不過，若由上述要旨觀察，只要醫師

由於過失未施行合乎醫療水準之醫療，患者就有可能依據生存可能性理論請求賠

償；而不必以醫師違反基本義務或有重大醫療疏失為要件。 

第四目 本判決之射程範圍 

本判決之架構能適用到何種程度，可由以下兩點檢討。1. 當生存可能性極

端地低（百分之三、百分之五）時，患者是否仍然可依本判決之理論架構請求賠

償？ 2. 當患者產生死亡以外之惡化結果（例如殘障或其他身體傷害）時，本判

決架構之理論是否有適用的餘地？ 

之所以會產生第一個問題，是因為本案患者在接受適當治療之情況下，救回

生命之機率是百分之二十以下。37 在機率極端地低時，是否亦可援用本判決給

予患者賠償，此點目前在學說上並沒有定見。38 惟若從美國生存機會喪失理論

觀察，因為機會本身具有價值，無論是多小的機會或可能性，皆可以依據其比例

賠償。由於平成十二年判決只處理了慰撫金部分，因而財產上損害是否能依據機

會或可能性之比例賠償，並不明確。但若參照多數學說見解，在此生存可能性理

論之架構下，法院可依日本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八條自由心證，比例認定賠償

數額，如此則不論機會或可能性是多麼渺小或微不足道，仍然可依其比例給予賠

償。39 關於第二個問題，正好是平成十五年十一月十一日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

判決處理的課題，將於下款說明。 

第四款 平成十五年（2003 年）判決40 

第一目  事實概要 

昭和六十三年（1988 年），當時小學六年級的 X（原告，二審上訴人，三

                                                 
36 請參見，小池 泰，前揭文，頁 886。 
37 最高法院判決事實及理由中雖未提及救命的機率，但在第二審判決中援用之鑑定意見認為，

要挽回該患者之生命是有困難的，但假使在初診時有作心電圖的紀錄，確定地診斷為心肌梗

塞，直接對患者施行 CCU 或者 ICU 等適當的急救措施，大約有「百分之二十以下」之救命
可能性。 

38 談論到此問題者，請參見，大塚 直，前揭文，頁 16。林 誠司，前揭文，頁 1222。 
39 至於，給予原告如此微不足道之賠償，是否有實益存在，則是另外的問題。 
40 最判平成十五年十一月十一日，民集五七卷一○号一四六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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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上訴人），由於近兩日肚子痛、頭痛、頸部痛、還有點發燒，因而來到 Y 醫

師（被告，二審被上訴人，三審被上訴人）開設的醫院，接受 Y 的診療。Y 診

斷為（支）氣管炎、頸部淋巴腺炎，並據此開藥。但是 X 服藥後症狀並沒有改

善，隔日又再度回診。Y醫師開了兩倍份量的藥，並且囑咐 X 數日後再來看病。

在這段期間內 X 仍有發燒、腹痛現象，甚至會大量嘔吐、且曾經至別的醫院急

診過；十月三日早晨八點半，X回到 Y醫師處看病，Y醫師針對其發燒、嘔吐、

脫水症狀，診斷為急性腸胃炎及脫水症。讓 X 接受點滴注射。第一次點滴約注

射七百 cc，打到下午一點；在打點滴的過程中，X 仍然繼續嘔吐，病情並沒有

改善。下午四點開始又繼續打了約四小時的點滴，X開始要求將點滴拔除，並且

已經分不清楚點滴瓶的數量；其母親 A開始覺得不安，拜託護士請醫師來診察，

但醫師正為其他病患看診，無法立刻前來。後來 X 不想讓醫院的職員幫助他小

便，自己拿著點滴台走到廁所，方便後還向醫院的職員道謝。點滴打完後，X再

度接受 Y 醫師之診察，此時嘔吐有稍微停止，Y 醫師認為，倘若嘔吐的症狀一

直沒有改善，有去大型醫院住院之必要，並且為 X 寫了轉院的介紹信。X 當日

回家後嘔吐症狀仍然持續，到十月四日早晨，對於母親 A 的呼喚，X 已經完全

無法回應。Y醫師知悉情況時，X已經意識不清，Y醫師認為有緊急住院的必要，

指示他們前往另一醫院。入院手續辦好後，X的意識已經接近昏睡狀態，四肢冰

冷、僵硬；該醫院的醫師為 X實施頭部的 C T 掃瞄檢查，發現腦部有浮腫現象。

該醫院之醫師強烈地懷疑 X可能罹患了急性腦部病症，並開始治療，但 X的意

識並沒有回復，在平成元年（1989 年）二月二十日被診斷為「原因不明的急性

腦部病症」，產生一級身體殘障的後遺症，日常生活完全需要他人照護。 

第二目  判決理由 

第一審認為，就過失的部分，在打點滴的過程中，X已經分不清楚點滴瓶的

數量，雖然似乎可將之認定為輕度的意識障礙，但是後來 X 自己拿著點滴台去

小便，方便完後還向醫院的職員道謝；因此，是否能斷定 X 在打點滴的過程中

已經產生急性腦部病症之徵狀（輕微意識障礙），尚有疑問，因此不能認定 Y

醫師有將 X 直接送往綜合醫院（較大型醫院）之轉送義務。在因果關係部分，

即使認為 Y醫師確實違反其轉送義務；那麼，倘若 Y醫師即時將 X轉送至綜合

醫院，是否就能防止急性腦部病症之發作，或者減輕產生的後遺症，似乎也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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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因此，Y醫師沒有盡轉送義務與 X產生後遺症間並沒有因果關係。 

第二審法院認為，過失的部分，雖然不能肯定 Y醫師有轉送義務存在，但 Y

醫師於醫療時，完全沒有懷疑 X可能罹患腦部病症，亦沒有考慮將 X提早轉送

至較大型醫院；由結果觀察之，並非完全沒有疑問。在因果關係部分，第二審法

院依據昭和五十一年關於急性腦部症狀之統計資料，認急性腦部症狀患者死亡率

約百分之三十六，生存者中也大多產生中樞神經方面的後遺症；而昭和六十二年

（1987 年）的資料顯示，患者中約百分之 22.2可以完全康復，其他部分則是死

亡或者產生某種程度神經方面之後遺症。根據這些統計資料，第二審法院認為，

難以認定 Y之過失與 X之後遺症間有因果關係存在。 

第三審法院認為，於過失部分，Y醫師從初診開始，一直到十月三日下午四

點，都依據初診之診斷給予藥物，而症狀完全沒有改善；十月三日上午開始打點

滴，然而對於 X持續的嘔吐症狀也完全沒有改善。基此，Y醫師應該可以發現，

自己的診斷以及治療並不適當。在點滴過程中，X嘔吐的症狀沒有改善，甚至還

出現了令人懷疑其有輕度意識障礙之言行，令母親感到非常不安。而 Y 醫師在

此時應該能夠認知，X有高度可能罹患了無法確定病名之某種重大且緊急的疾病

（包含急性腦部症狀在內）。Y 醫師應該有義務將 X 轉送至能夠檢查並治療重

大、緊急疾病之醫療機關，使 X 接受適當的治療。Y 怠於履行此義務，應認為

有過失。因果關係方面，第三審法院認為，關於相當程度之可能性的侵害，最高

法院平成十二年九月二十二日之判決要旨同樣可適用於本案。亦即，當醫師怠於

履行將患者轉送至適當的醫療機關之義務時，雖然無法証明違反轉送義務之行為

與患者重大後遺症之產生間有因果關係存在，但假如適時地轉送至適當的醫療機

關，在該醫療機關接受適當的檢查、治療等等醫療行為，可以証明患者有相當程

度之可能性不會產生該重大之後遺症時，醫師應該負起侵權行為責任，賠償患者

由於上述可能性被侵害而遭受之損害。第三審法院復援引第二審法院所使用之統

計資料，認為昭和六十二年的資料顯示，若經適時的轉送並接受適當的治療，患

者中約 22.2% 可以完全康復，其他 77.8% 部分則是死亡或者產生神經方面某種

程度之後遺症；其中可以完全康復之比例就有 22.2%，且在 77.8% 的部分中，

扣除死亡的數值，剩餘的也並非都會產生重大後遺症，也有可能只有輕微的病

症。因此，第三審法院認為，本案患者若被適時地轉送，應有相當程度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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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會產生該重大的後遺症。基於以上理由，第三審法院認為，原審判決關於醫師

是否有轉送義務以及相當程度之可能性存在與否之判斷，有錯誤解釋適用法令之

違法；為使關於相當程度之可能性存否等等被重新審理，將本案發回原審。 

第三目  本判決之意義 

首先，就保護法益之角度觀之，本判決最大的意義在於，將平成十二年判決

架構之可能性理論由「生存可能性」擴張至「避免產生重大後遺症之可能性」。

41 與平成十二年判決採用相同之理由構成，在因果關係証明困難之情況，本判

決認為，只要原告証明醫師違反義務與患者死亡或惡害結果間有相當程度之可能

性存在，法院即應給予患者保護。因此，本判決可說是平成十二年判決之延長，

42 將平成十二年判決之理論架構由「患者死亡」之事件擴張至「患者產生重大

後遺症」的事件。日本最高法院透過平成十二年及平成十五年判決，可以說已經

表示下述明確的立場，亦即，確立「相當程度之可能性」作為新的保護法益、或

者新的責任要件。43 然而，美中不足的是，不論在平成十二年判決、或平成十

五年判決，最高法院對於為何創設新法益或新的責任要件、可能性為什麼值得保

護等問題，都沒有詳盡、清楚地說明理由。在如此簡潔的理由構成下，是否即可

大幅度地擴張醫師的責任，學說上仍有不同意見。44 此外，除了患者死亡以及

患者產生重大後遺症之事件外，如此之理論架構尚可適用於何種醫療事件上，並

不清楚。惟若綜合觀察平成十二年以及平成十五年判決，或可發現案中受到侵害

的可能性皆歸屬於「重大法益之可能性」。依平成十二年判決理由所述，「維持

生命對人而言是最基本的利益，可以說右述的可能性是依據法律應該被保護之利

益」。其中似乎隱含著，應該保護之可能性必須歸屬於人類基本的、重大的利益

                                                 
41 請參見，飯塚和之，前揭文，頁 119-120。 
  在平成十五年判決作出前，不少學者就認為平成十二年判決應該有擴張適用的空間，不過擴

張適用之界線則必須明確地釐清。請參見，稲垣 喬，前揭文二，頁 925。 
  溜箭将之，前揭文，頁 1954。林 誠司，前揭文，頁 1223。 
42 請參見，小池 泰，前揭文，頁 883。 
43 對這種簡潔的理由構成甚不滿意的論者認為，平成十二年判決不採用下級審長期以來使用之

期待權論以及治療機會喪失論，獨自地創設了新理論，可能對醫療的實務及裁判的實務帶來

很大的混亂。請參見，稲垣 喬，前揭文二，頁 925-926。認為不論是平成十二年或平成十五

年判決，在理由上都過度簡化之論者，請參見，小池 泰，前揭文，頁 884。 
44 請參見，小池 泰，前揭文，頁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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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結論。45 果爾，則當患者受到侵害之可能性涉及人類重大基本利益時，或許

即可援用平成十二年及平成十五年之理由架構，賦予患者「可能性喪失」之保護。 

第二項 我國機會喪失相關判決整理及分析 

第一款 王逸生控告周偉強事件 

第一目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九十年度重訴字第三三四號 

壹、事實摘要 

本件被告周偉強係被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中榮民總醫院（下稱台

中榮總醫院）所僱用之胃腸科主治醫師，於民國（下同）八十八年五月七日，原

告林秀琴與其夫王逸生於被告台中榮總醫院進行全身體檢（自費一萬四千元），

由被告周偉強負責上胃腸道鏡檢查。王逸生於胃鏡檢查後，取下口夾時，當場詢

問被告周偉強，「胃何以有一黑塊？」被告周偉強答，「那是胃潰瘍，沒問題吃

四個月的藥就好」，為同時等待檢查之原告林秀琴在場所聽聞。八十八年五月十

四日，王逸生再前往醫院門診，並再詢問「胃部何以有黑塊」時，被告周偉強又

含糊告知，「係胃潰瘍吃四個月藥就好」，疏未依醫療程序從事病理檢查。俟王

逸生服用藥物四個月後，體重驟然減輕，要求切實檢查時，被告周偉強遲至八十

八年九月三日，始進行胃鏡及切片檢查，同年九月十六日通知被告回診，後於八

十八年九月二十八日進行開刀，而自八十八年十一月十五日起進行六次化學治

療，至八十九年十月七日病逝，此係被告周偉強診斷及治療之錯誤所致，被告周

偉強應負全部過失責任。依事後診斷為胃腺癌之病況，被告周偉強將「胃癌」誤

認為「胃潰瘍」，使王逸生連續服用四個月毫無對症之藥物，其使用藥物完全錯

誤，以致延誤救治期限，使王逸生原本正常之「膽」、「脾」功能喪失而遭切除，

已嚴重怠忽其醫療責任，違背醫師之注意義務，因其應注意、能注意而不注意而

應負過失責任，因此被告周偉強應就王逸生所遭受檢查、診斷及治療之錯誤判

斷，負完全過失之責任。而被告台中榮總醫院就該過失醫療行為，自應負連帶賠

償責任。 

                                                 
45 請參見，溜箭将之，前揭文，頁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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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要判決理由 

若被告周偉強因未對王逸生進行切片之確定診斷之情事，此與王逸生死亡結

果間，有無因果關係？本院參以王逸生於作健檢時，關於胃旁其他週邊器官均無

異常之情形（參見卷附健康檢查報告影本），則王逸生在體檢當時之胃癌屬第二

期之機率極大，而被告復未舉證說明王逸生之胃癌在體檢當時，確已屬第三期，

則當時王逸生之胃癌情形，應係第二期較接近實情，而參酌前開說明，胃癌二期

及三期之五年存活率不同，則本件如能早期（即在體檢時）即發現，關於王逸生

之五年存活率自屬較高，茲因被告周偉強之過失，未能及早發現王逸生身上之胃

癌，而錯失治療胃癌之先機，致王逸生之五年存活率及治癒率均降低，並致王逸

生在八十九年十月七日因治療無效而死亡，是該王逸生之死亡之結果，自應認為

與被告周偉強之上開過失行為有相當因果關係。按本件因被告周偉強違反其說明

之義務且未施作確定病因所必須之病理切片檢查，致喪失治療王逸生胃癌之先

機，終招致王逸生死亡之結果，業如前述，則被告周偉強之上開不作為之行為，

侵害王逸生之生命權，構成侵權行為，應屬無疑，而被告台中榮總醫院復係被告

周偉強之僱用人，亦為兩造所不爭執，則參酌上開說明，被告二人自負有連帶之

損害賠償責任。 

一、財產上損害，扶養費部分 

關於二期胃癌之五年存活率大致上是在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五十間等

情，有該等文獻附卷可參，足見縱在胃癌二期即發現，其五年存活率亦未超過一

半，而細胞分化較差者其預後亦較差，復有俄羅斯 Iarv,-V-R醫師在 Vopr-Onkol. 

雜誌所發表之文章及原告所提馬偕紀念醫院關於消化系惡性腫瘤（胃癌）之說明

在卷可查，而王逸生即係屬於「細胞分化很差」的胃癌等情，復為兩造所不爭，

故其存活率即會較細胞分化良好者低，本院綜合上情，認為王逸生之胃癌情形縱

在被告周偉強於體檢時即發現（即八十八年五月八日），其可能之生存期間應不

超過五年（即不超過九十三年五月七日），故而，本院認為計算原告林秀琴可受

王逸生扶養之期間，應不得超過九十三年五月七日。 

二、非財產上損害 

查本件被害人王逸生為原告林秀琴之配偶，為其餘原告之父，原告遽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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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喪，家庭團圓天倫之樂永難回復，其等精神上所受之痛苦，無以復加；本

院茲審酌兩造之經濟能力、身分、地位及被害人王逸生身染重症，原不易治癒且

其長時間之存活機率不高等一切情狀，認原告等關於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請求，就

原告林秀琴部分，在五十萬元之範圍內、就其餘原告部分各在二十五萬元之範圍

內，尚屬相當，逾此部分之主張，即屬無理由。 

第二目  本文之分析整理 

試分析此判決如下。首先，該法院明確點出，因為被告醫師之過失，致患者

存活率（＝存活機率＝存活機會）及治癒率（＝治癒機會）均降低。表面上看來，

該法院似乎在適用機會喪失理論，然而，該法院接著推論出，「並致⋯⋯死亡，⋯⋯

死亡結果⋯⋯與過失行為有相當因果關係」；先對此推論作一番分析，該病患於

八十八年五月前往被告醫院體檢，於八十九年十月病逝。若被告醫師沒有過失，

於體檢時就發現病患罹患胃癌並且開始治療，病患是否能活到八十九年十月以

後？如果可以，現在因為被告醫師的過失，使病患提前在八十九年十月前某天過

逝，等於是提前了病患的死亡時點；那麼，或許即可認定，被告醫師之過失行為

與病患的死亡間有因果關係。問題在於，如果醫師沒有過失，病患真的可以活到

八十九年十月以後嗎？該病患是胃癌患者，即使被告醫師於體檢時即刻發現胃

癌，其胃癌亦已到達第二期；依據醫學統計結果，關於二期胃癌之五年存活率大

致上是在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五十間（有該等文獻附卷可參）。由此可知，縱

使醫師沒有過失、及時發現病情，病患活超過五年之機會也不到一半。那麼，病

患活超過一年五個月（亦即，活到八十九年十月以後）的機會有多少？由於統計

資料是針對五年存活率而製作，因此病患能否活超過一年五個月，又，機率有多

少，亦屬無法得知。法院在不確定病患是否能活過一年五個月（活到八十九年十

月以後）的情況下，竟然認定病患之死亡結果與被告醫師之過失行為間有相當因

果關係，判斷似乎下的太快；或許該法院認為，由於被告醫師之過失，造成病患

存活機會、治癒機會降低，倘若被告不須為病患之死亡負任何責任，似乎不盡公

平；然而，在無法充分証明因果關係之前提上，令被告醫師為病患之死亡負起全

部責任，無異產生另一種不公平，此即為因果關係全有全無原則之缺陷，這也是

國外學者提倡機會喪失理論（比例認定）之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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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損害賠償的計算上，該法院當作患者還可以活五年，以五年作為扶養費計

算之期間，並沒有考慮患者之存活率、喪失機會的比例等等。所以這個判決雖然

引進類似於存活機率（存活機會）之概念，但是尚稱不上是典型以機會喪失理論

作為基礎之判決。 

第二款 洪氏家族控告張宏基事件 

第一目  事實摘要 

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被告張宏基為被告彰基醫院之受僱醫師，原告之被繼承人

洪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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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彰基醫院

急診，同年月十四日由急診室轉入普通病房，嗣經膽道逆食性檢查，發現膽管有

腫瘤，遂轉入外科，並確定須手術切除，被告張宏基告知須切除胰頭、膽及部分

十二指腸，手術成功率約百分之九十，切片結果診斷為惡性腫瘤，但稱早期發現，

預期癒後不錯，故由被告張宏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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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張宏基復告知若狀況不錯，可轉入普通病房。詎於同日下午

八時許，原告發現洪夏再度被插管，手腳被綁在病床上，鼻孔流血，頸部及胸口

呈紫紅色，心跳一百七十餘次，異常痛苦，嗣經值班護士告知插管為必要之急救，

而住院醫師無法確定病因，但被告張宏基於同年月二十六日告知此乃「加護病房

症候群」，幾日後可痊癒等語而搪塞原告，同年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時許，原告再

經護士告知有「肺水腫」現象，洪夏病情急速惡化，終至同年六月七日死亡。原

告認為被告張宏基在治療洪夏過程有明顯疏失致病人死亡，使原告等受有損害，

爰依消費者保護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五十一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第

一百八十八條第一項、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一、二項及第一百九十四條等規定請求

被告張宏基、彰基醫院連帶負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責任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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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九十二年度重訴字第一六五號  

壹、重要判決理由 

則被告張宏基於九十年五月二十七日已發現洪夏傷口開始混濁及有惡臭滲

漏液之現象，為確知病患病程演進及提高病患之存活機會，及早施行第二次手

術，自屬必要，被告張宏基竟遲至九十年六月一日始進行剖腹探查，其對洪夏施

行第二次手術之時機即有延誤甚明。本件前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先

後二次送請行政院衛生署醫事審議委員會鑑定，亦同此認定。況被告張宏基於九

十年五月二十七日既已發現洪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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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可提高洪夏之存活機會，避

免併發敗血症而致多重器官衰竭死亡，故被告張宏基此部分之抗辯即無可取。從

而本院認為被告張宏基為病患洪夏施行第二次手術之時機應有延誤，其因延遲手

術所致之疏失與病患洪夏之死亡間，認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張宏基對於病

患洪夏之死亡結果應成立民法侵權行為，被告彰基醫院既為被告張宏基之僱用

人，自應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與被告張宏基連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本院審酌洪夏前往被告彰基醫院治療時年已六十六歲，且因罹患癌症就醫，

就醫前身體狀況不佳；被告張宏基為醫師，僅因對病患洪夏治療方式之判斷疏

失，過失情節並非嚴重；原告四人各請求精神慰藉金一百萬元，自嫌過高，應予

核減為給付原告洪陳月英三十萬元，給付原告洪協裕、洪德裕、洪麗萍各二十萬

元，始為公允。 

第三目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九十三年度醫上易字第二號 

壹、重要判決理由 

前揭醫審會之鑑定報告雖認於九十年五月二十七日洪夏傷口出現惡臭及混

濁滲液時應即時實施手術治療而認張宏基第二次手術有延誤，惟參以前開蘇正熙

教授之證詞，尚難認該鑑定意見係無爭議或其他看法，是於第二次手術與否及時

間點如何並非亳無爭議情況下，即難僅據上開醫審會之鑑定意見為張宏基有醫療

疏失之證據。退步言之，縱認上開醫審會之二份鑑定意見均認張宏基為第二次手

術之時間有延誤之看法為可採，然參以醫審會第一次鑑定意見，「鑑定意見，⋯⋯



 137

四、綜觀整個病程，⋯⋯此種手術的死亡率約為2-10%，併發症約為30-40%，⋯⋯」

等語，第二次鑑定意見，「鑑定意見⋯⋯二、⋯⋯其他文獻雖然說明大多數有經

驗的醫學中心，此項手術併發症時的再次手術比率低，但不能因此認為，所有發

生併發症之病患都只採用保守治療，是否必須再手術，應取決於個別病患之臨床

病徵。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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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亦堪信因洪夏所為第一次手術之併發症死亡率本即極

高，依上開鑑定意見，亦認縱張宏基及早為第二次手術，僅能提高洪夏之存活機

會，並非必然可以避免死亡結果之發生，是本件縱認被上訴人主張張宏基於第二

次手術之時間有延誤不虛，然洪夏之死亡與其延誤間亦無相當因果關係，即與被

上訴人之損害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堪以認定。 

第四目  本文之分析整理 

分係整理如下。本案一審法院認為，「（被告醫師）當時若及時剖腹探查而

發現腹腔內膿瘍，並及時引流膿瘍，當可提高洪夏之存活機會，避免併發敗血症

而致多重器官衰竭死亡，從而本院認為被告張宏基為病患洪夏施行第二次手術之

時機應有延誤，其因延遲手術所致之疏失與病患洪夏之死亡間，認為具有相當因

果關係」。本案二審法院認為，「依上開鑑定意見，亦認縱張宏基及早為第二次

手術，僅能提高洪夏之存活機會，並非必然可以避免死亡結果之發生，是本件縱

認被上訴人主張張宏基於第二次手術之時間有延誤不虛，然洪夏之死亡與其延誤

間亦無相當因果關係，即與被上訴人之損害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堪以認定」。 

此二判決皆承認被告醫師確實有過失（被告醫師第二次手術之時機有延

誤），而且都承認及早為手術，能提高患者之存活機會；然而一審法院認為過失

與病患死亡間，有因果關係；而二審則認為並非必然可以避免死亡結果的發生，

因此，過失延誤與病患死亡間沒有因果關係。如果比較這二個判決，當然是二審

判決比較符合傳統因果關係理論（條件理論、相當性理論）。然而，這樣是否符

合公平？對一個身罹重症的患者而言，無論醫師從事何種治療，幾乎都並非必然

可以避免死亡結果之發生；難道醫師就不必選擇最適當的方式，努力地將患者的

存活機會提高嗎？因此，二審法院的判決，雖然符合傳統因果關係理論，卻難以

讓人心服，尤其在確定醫師有疏失，且由於其延誤手術，使患者之存活機會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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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而一審判決認定有因果關係存在，令醫師負起全責，似乎對醫師也不盡公平；

醫師雖然有過失，但造成患者死亡之原因力並不只有一個（併發症產生的機率很

高）。所以說，仍然是全有全無的老問題；或許應該嘗試思考，存活機會本身是

否具有價值，是否足以作為受保護的權利。如果結論是肯定的話，則於此類情形

即應依據喪失之機會比例賦予患者賠償，而不會出現怎麼判都不公平的情況，就

像這兩個判決。 

第三款 輔大學生健康檢查事件 

第一目  事實摘要 

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八十八年四月間參加私立輔仁大學法律研究所考試，並

於同年六月榜示及格，因輔仁大學研究所要求有研究所新生接受被告博仁醫院負

責之新生入學健康檢查，原告即依照輔仁大學規定繳交體檢費用四百元予輔仁大

學受檢，其中並包含胸部Ｘ光檢驗等胸部健康狀況檢查。嗣原告接獲被告之健康

檢查報告書，該報告中就原告八十八年九月所進行之胸腔Ｘ光檢查，被告以書面

表示胸部健狀況為「正常」，理學檢查亦「無明顯異常」。嗣原告通過律師考試，

依考試院規定赴三重縣立醫院接受健康檢查後，竟獲知依原告胸部Ｘ光片顯示，

原告左肺下方有一明顯之大區域之圓形白色陰影，左肺上方則有一團明顯黑色陰

影，肺部狀況有明顯異常。原告赴台大醫院接受進一步之胸腔穿刺檢查，即確認

原告已罹患胸腔惡性腫瘤並當時已至肺腺癌第三Ｂ期，原告向博仁醫院調出將數

月前拍攝之Ｘ片，發覺當時原告之肺部Ｘ片上早已有肉眼清晰可見之腫瘤異常，

被告博仁醫院竟嚴重疏失地向原告以書面表示該檢查並無異常，致原告錯失治療

之機會，癌症之存活率由百分之六十七，降為百分之五。被告柯坤隆為判讀原告

胸部Ｘ片之醫師，應與被告博仁醫院負連帶賠償責任，詎經原告請求被告出面解

決，被告竟表示已履行契約之義務，並無任何過失，為此提起本件訴訟，依債務

不履行、侵權行為之法律關係，及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請求被告連帶給付原告

一千四百五十二萬元及遲延利息。被告博仁醫院則以其係受輔仁大學之委託從事

八十八學年度之健康檢查，兩造間並無契約關係，且輔仁大學委託健康檢查之項

目不包括癌症，其並無過失；況原告所罹之肺腺癌，其發生或擴散與被告博仁醫

院之健康檢查行為無相當因果關係等語置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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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九十一年度訴字第二三四○號 

壹、重要判決理由 

原告於八十八年九月間之肺腺癌尚為第一期，其五年存活之機率為百分之三

十六至百分之七十一，因被告博仁醫院未查覺當時肺部Ｘ光片之異狀，未告知原

告促其就醫，使原告未能把握治療之時機，遲至八十九年三月原告因發現肺部異

狀，始確定為肺腺癌第三Ｂ期，五年存活機率已降為百分之五。按人格權中之生

命權，係指享受生命安全之人格利益之權利，生命因受侵害而消滅時，為生命權

受侵害。而存活機會為病人對未繼續生命之期待，存活機會受侵害，最終導至死

亡時，即為剝奪生存之機會，亦應認為生命權受侵害，故存活機會應認為人格權

之概念所涵蓋。此存活機率之降低與被告博仁醫院受僱醫師怠於執行職務之行為

間有因果關係，被告博仁醫院與該受僱醫師，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一項前段

之規定，應負連帶損害賠償責任。 

一、損害賠償計算 

就原告癌症之發生，被告博仁醫院並無可歸責性，僅對喪失緩和病情之機

會，應負賠償責任，故原告請求之減少勞動能力之賠償數額，應以全部減少勞動

能力之數額，乘以存活機率降低之比例，即被告博仁醫院僅就原告自肺癌第一期

最低之存活率百分之三十六降為百分之五之存活率之差額，百分之三十一負賠償

責任。則原告請求被告博仁醫院賠償減少勞動能力之損害二百零九萬八千七百五

十九元，為可採信。 

二、非財產損害賠償 

原告主張其正值人生黃金歲月之青壯年時期，因被告未克盡職責造成原告延

誤病情，導致原告之腫瘤不斷增生且造成惡性積水而無法以有效之治療方式治

療，原告於獲知此近乎絕症之肺癌時，正是律師高考試放榜時，頓時由人生最高

峰跌入谷底。查惡性腫瘤列為我國十大死因之一，罹患癌症如未經及時之治療，

不啻為絕症，故一般人獲知罹患癌症，其恐懼、不安無異於宣告生命將結束，尤

其原告罹癌時年僅二十八歲，正值人生黃金歲月，因被告博仁醫院受僱人怠於發

現原告肺部明顯之異常狀況，至原告存活率降低百分之三十一，其心理之衝擊實

難以形容，精神上更遭受重大痛苦。本院斟酌上開情狀，認原告請求非財產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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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元以三百萬元為適當。綜上，原告請求減少勞動能力及慰撫金之金額，總計

為五百零九萬八千七百五十九，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為無理由。 

第三目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九十二年度上字第五九六號 

（高院基本上是維持原判，理由幾乎一樣，只是財產上損害賠償之比例有稍微更

動；原審判賠百分之三十一的比例，高院則判百分之二十九的比例。至於非財產

上損害則維持原數額） 

壹、重要判決理由 

故本院參照美國俄亥俄州最高法院案例，即採納存活機會喪失理論，謂患者

自醫療專業人員尋求醫療輔助，有權期待獲得適當照顧，且因醫療人員之過失而

減低其生存機會時，應獲得賠償，至於所得請求賠償數額為過失行為時，最後傷

害或死亡的全部損害數額，乘以機會喪失的比例（見原審卷一四五頁）。準此，

本件被上訴人請求之減少勞動能力之賠償數額，即以全部減少勞動能力之數額，

乘以存活機率降低之比例，查肺癌第一期（Ｂ）最低存活率百分之三十六，而目

前被上訴人之存活率為百分之七，有台大醫院九十二年八月十五日（九十二）校

附醫秘字第九二○○二○八一三一號函附卷足憑（見本院卷五一頁），即上訴人僅

就被上訴人自肺癌第一期最低之存活率百分之三十六，降為百分之七之存活率之

差額，百分之二十九負賠償責任。則本院認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其減少勞動

能力之損害以一百九十六萬三千三百五十五元為允當。並審酌上訴人為一知名之

私立醫療機構，財力狀況顯較被上訴人為佳等一切情況，認被上訴人請求非財產

上之損害以三百萬元為適當。 

第四目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九十四年度台上字第一八五九號 

壹、重要判決理由 

按債權債務之主體，應以締結契約之當事人為準，苟非締結契約之債權人，

即無基於契約對債務人請求履行債務之餘地。本件上訴人係因公開招標，與輔大

簽訂系爭健檢合約書，為原判決所認定。而觀之該合約書第一條約定，「甲方（輔

大）八十八年度之新生⋯⋯健康檢查與健檢資料處理相關業務委由乙方（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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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及第八條約定，「健檢費用由乙方向受檢者收費（學生健檢費用每人

四百元）」等旨（一審訴字卷二六三頁、二六六頁），似見輔大係就該校八十八

年度新生之「健康檢查」及「健檢資料處理相關業務」，與上訴人成立委任契約，

僅約定健檢費用由上訴人逕向受檢者收取而已。是被上訴人逕向上訴人繳交健檢

費用，及上訴人執行對被上訴人之健檢暨其健檢資料之處理，是否非屬上訴人就

系爭健檢合約書所約定事項之履行？被上訴人既非系爭健檢合約書之締約當事

人，可否僅因上訴人依其與輔大間健檢合約書之約定，逕向被上訴人收取四百元

健檢費用，即可認兩造間已另成立一個以檢康檢查為給付內容之廣義醫療行為契

約？非無疑義。原審未遑詳加研求，遽認兩造間已成立另一廣義醫療行為契約，

其所生之醫療爭議屬消費爭議，被上訴人得據消保法第七條及相關規定，請求上

訴人損害賠償，而為上訴人不利之判決，自嫌速斷。又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

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金額，或免除之。民法第二百十七條第一項定有

明文。本件縱如原審所認定兩造間已另成立以檢康檢查為給付內容之廣義醫療行

為契約，被上訴人得據消保法第七條及相關規定，請求上訴人損害賠償。惟上訴

人抗辯，依被上訴人所提出「認識肺癌」一文所載，肺腺癌有持續咳嗽等八種症

狀，被上訴人於接受理學檢查時，未主動告知有此症狀，因此與有過失等語（同

上卷二七二頁）。並稱，「對照Ｘ光片的大小，可證明（肺腺癌）是後期所造成

的變化」云云（同上卷一一五頁），原審就此重要之攻擊防禦方法，疏未於判決

理由項下說明其取捨之意見，即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亦有判決不備理由之違

誤。上訴論旨，指摘原判決對其不利部分為不當，求予廢棄，非無理由。據上論

結，本件上訴為有理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第一項、第四百七十八條

第二項，判決如主文。 

第五目  本文之分析整理 

首先，第一審、第二審判決皆明白點出判決之理論基礎是機會喪失理論；第

一審判決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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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至死亡時，即為剝奪生存之機會，亦應認為生命權受侵害，故存活機會應認為

人格權之概念所涵蓋」。第二審判決認為，「謂患者自醫療專業人員尋求醫療輔

助，有權期待獲得適當照顧，且因醫療人員之過失而減低其生存機會時，應獲得

賠償」。要將外國法體系之法學理論援用至內國時，必須說清楚該理論要如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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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國特有的法律、構成要件融合。我國有學者認為，46 「醫療侵權事件中，病

人罹患疾病，因醫師醫療疏失致喪失其存活機會，該存活機會係對於未來繼續生

命的期待，亦即生命繼續存在的機率，應為人格完整性、人的存在價值及人身不

可侵犯性等概念所涵蓋。⋯⋯單純患者對於享受符合醫療水準之醫療服務的期

待，尚未具備任何取得權利部分要件之地位。⋯⋯至於病人之存活機會，係病人

對於生命存續之期待，此項期待實為生命或身體健康之延續，單獨以權利視之，

而為存活機會之期待權，故無不可。將之解釋為存活機會之期待利益，包含於人

格權之內涵，而受法律保護，不僅可免除期待權構成要件之爭執，且可達成存活

機會之法律上保護目的，應較可採」。由此觀之，一二審判決之基礎，與該學者

之主張相同，將存活機會涵蓋於人格完整性、人的存在價值及人身不可侵犯性等

概念內；病人之存活機會受到侵奪時，應認為係屬人格權受侵害，被害人得依侵

權行為法之規定，請求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其次，關於死亡損害是否現實發生，由第一、二審判決可看出，原告係親自

起訴；換言之，原告之生命於他起訴、甚至判決時尚存續；美國多數法院採用機

會喪失理論作為判決基礎時，均限於最終結果已經發生（存活機會喪失之最終損

害，死亡。治癒機會喪失之最終損害，如疾病之惡化、截肢等等）。47 若依據

美國多數法院之見解，此案輔大學生是否能成功地獲得賠償，可能頗有疑問。採

用機會喪失理論作為求償基礎時，究竟是否必須限定在最終損害已經發生？這涉

及到機會喪失理論之定位。倘若機會喪失理論只是解決因果關係舉證困難之工

具，則機會就只是因果關係的比例而已，並不具有獨立的意義；因此課加責任仍

須以原告受有現實身體、財產上損害（Damage）為前提。相對地，如果我們認

為機會本身具有獨立的價值，48 則當機會受到剝奪、侵害時，即使沒有其他身

體、財產上之損害（Damage）發生，仍應認為機會喪失本身就足以構成損害。

我國有學者採後說，49 事實上，若將存活機會解釋為一種期待利益，包含於人

格權之內涵中，一旦存活機會由於醫師之過失而喪失，人格權自然也受到侵害；

至於死亡或傷害等最終損害是否已經發生，就不是那麼重要。因此，若依據我國

                                                 
46 請參見，陳聰富，前揭書，204-207頁。 
47 請參見，陳聰富，前揭書，244頁。 
48 關於機會本身具有獨立價值的論述，請參見第四章第三節第二項第一款。 
49 請參見，陳聰富，前揭書，2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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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之見解，此案輔大學生存活機會喪失，最終損害（死亡）雖尚未發生，仍可

主張其人格權受侵害而請求賠償。 

最後，關於損害賠償之計算，本文於第四章中曾提及，在適用機會喪失理論

時有可能採用「絕對的機會喪失」或「歸因比率」等二種不同的計算方式。若就

公平之考量言之，由於類似歸因比率之方式在計算賠償額時有將不同患者之個別

狀況納入考量，似乎是較佳的方式。當然，使用絕對的機會喪失作為計算賠償的

基礎，也並非不可能達成公平，但在計算上必須作一些協調或改變。簡言之，對

一個原本生存機會只有百分之二的人而言，被剝奪百分之一的機會等於是剝奪他

未來生命的二分之一；此時若仍要以「百分之一」的比例作為該患者喪失的機會，

並據此計算賠償數額，無異是「將此患者當作一個正常人」，因為對一個生存機

會接近百分之百的正常人而言，喪失百分之一的機會即接近於未來生命的百分之

一。而既然在喪失機會的部分將該患者視為一個正常人，接下來相乘的預後期待

利益也應該以正常人的標準計算。相對於此，如果使用機會之歸因比例作計算，

代表我們已經考慮到患者之個人狀態或其原本之生存機會，此時患者之預後期待

利益當然也必須依據其個人狀態計算。 

由第一、二審之判決觀之，其皆採用絕對的機會喪失比例計算方式（第一審

認定，喪失之存活機會為百分之三十六減百分之五＝百分之三十一；第二審則認

定為百分之三十六減百分之七＝百分之二十九）。在預期利益部分，第一、二審

法院則將患者當作正常人，依照正常人的退休年齡計算原告減少之勞動能力損

失。一審法院認為，「原告每月減少之勞動能力之損失三萬元，其百分之三十一

為九千三百元，其減少勞動能力之年損害額為一十一萬一千六百元。再原告為六

十一年三月二十七日出生，自八十九年三月六日律師高考放榜日起算，當時原告

之年齡為二十八歲，再以我國勞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計算退休年齡六十歲計算原

告退休年紀，原告之工作期間共計三十二年」。 

而被告則抗辯原告罹患之肺腺癌很難治療，依一般之經驗法則病患很難存活

至六十歲；一審法院則認為目前並無積極證據足認原告將於六十歲死亡，因此仍

然當作原告可存活，並且工作至六十歲。依本文所見，一審法院之「結論」是相

當可採的，如前所述，不論原告是否可存活至六十歲，一審法院既然採用絕對的

機會喪失作為計算基礎，在預期利益部分本應以正常人之標準計算，而無須將患

刪除: 『

刪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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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個別情況納入考量。若採納被告之抗辯，認為原告一般而言難以存活至六十

歲，因此期待利益或者喪失勞動能力之損失亦不可依正常人之標準計算；則被告

剝奪原告百分之三十一的生存機會也不僅僅具有「百分之三十一」的意義，蓋對

於原本生存機會只有百分之三十六的原告而言，被告剝奪了他生存機會的百分之

八十六（0.31 ÷ 0.36＝0.86）。 

最高法院判決則以下述兩段理由，廢棄二審判決發回更審。「被上訴人既非

系爭健檢合約書之締約當事人，可否僅因上訴人依其與輔大間健檢合約書之約

定，逕向被上訴人收取四百元健檢費用，即可認兩造間已另成立一個以檢康檢查

為給付內容之廣義醫療行為契約？非無疑義。原審未遑詳加研求，遽認兩造間已

成立另一廣義醫療行為契約，其所生之醫療爭議屬消費爭議，被上訴人得據消保

法第七條及相關規定，請求上訴人損害賠償，而為上訴人不利之判決，自嫌速斷。」

最高法院並認為，「上訴人抗辯，肺腺癌有持續咳嗽等八種症狀，被上訴人於接

受理學檢查時，未主動告知有此症狀，因此與有過失等語（同上卷二七二頁）。

並稱，「對照Ｘ光片的大小，可證明（肺腺癌）是後期所造成的變化」云云（同

上卷一一五頁），原審就此重要之攻擊防禦方法，疏未於判決理由項下說明其取

捨之意見，即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亦有判決不備理由之違誤。上訴論旨，指摘

原判決對其不利部分為不當，求予廢棄，非無理由」 

關於最高法院見解之第一部份，並非本文所要檢討的範圍；至於最高法院見

解之第二部分，原審究竟是否判決不備理由，或可參照二審判決中的一段，「上

訴人再抗辯，被上訴人並未主動告知醫師，其身體之異狀，故對於損害發生，與

有過失云云。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當事人主張有利於己之事實，需負舉證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規定參照），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未盡告知醫師

其身體異狀情形乙節，並未舉證以實其說，且被上訴人亦否認當時身體有任何異

狀情形，是上訴人空言抗辯被上訴人應負與有過失責任云云，要無可採」。由此

段文字可知，二審判決於理由中確實已針對與有過失作過討論；最高法院指摘其

有判決不備理由之違誤，是否正確，似乎仍有疑問。 

姑且不論最高法院廢棄發回之理由正確與否，一審判決與二審判決皆以「存

活機會喪失」作為給予賠償之主要根據，然而最高法院並未對此正面回應，因而

無法探知最高法院是否承認機會喪失理論，實為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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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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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本文將於第三項中詳細論述。 

第三項 機會喪失理論適用至我國之法源根據 

第一款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二二二條第二項與 

   德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八七條第一項 

既然要討論依據自由心證比例認定因果關係或損害數額之法條根據，最應該

被檢視的，當然是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二條。民事訴訟法第二二二條第一項規

定，「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論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

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不在此限」。第二項規定，「當事人已証明受有損害

而不能証明其數額或証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切情況，依所得心證定

其數額」。 

民訴法第二二二條第二項之修法理由明言，本條文第二項係參照最高法院二

十一年上字第九七二號判例及德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意

旨。50 德國通說認為，只有責任範圍之因果關係可以適用第二八七條之規定（自

由心證認定），而責任成立之因果關係則仍然依據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六條，

以完全之確信証明之。51  而少數見解中，有參考第二八七條之立法資料，認為

損害審查與因果關係審查不可分，因果關係之整體，包含責任成立以及責任範圍

之因果關係，均應依第二八七條証明之（可自由心證、降低証明度）。52  同時，

亦有截然不同的少數見解認為，民事訴訟法第二八七條規定僅係為排除量之不確

定性之程序輔助工具；其適用範圍不包括因果關係。53 

                                                 
50 德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八七條第一項，若當事人於損害是否已發生，及損害或應賠償利益之額

度有爭執，就此，法院於斟酌所有情事下，依自由心證決定之。是否及如何程度為證據調查

或依職權指定鑑定人為鑑定，由法官裁量為之。法院得就損害或利益訊問舉證人。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一句、第二項至第四項之規定準用之。 
  條文係引自，姜世明，論損害賠償數額之確定（上），萬國法律第 119期，頁 93，2001 年 10
月。 

51 請參見，姜世明，前揭文，頁 94-95。 
52 請參見，姜世明前文中，Gottwald以及Maassen二論者之見解，頁 95-96。 
53 請參見，姜世明前文中 Prölss之見解，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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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且不討論學者分歧之看法，也暫且不討論我國法與德國法上述規定之差

異。假使採取德國通說見解，能適用民訴法第二八七條依自由心證認定且降低証

明度者只限於責任範圍的因果關係。然而，醫療訴訟中，舉證困難的因果關係問

題大多是責任成立之因果關係問題，亦即，醫師之過失行為與患者之死亡、傷害

間有無關聯之問題；即使德國通說之見解能套用於我國民訴法第二二二條之解釋

上，絕大部分之醫療訴訟舉證困難問題仍然不會改善。而且，我國法第二二二條

與德國法第二八七條之規定並不相同，我國法規定「當事人已証明受有損害」，

而德國法規定則是「損害是否已發生，及損害或應賠償利益之額度有爭執⋯⋯」。

比較二國法文，可知我國法第二二二條以當事人証明損害發生（存在）為前提要

件，能夠依此條項自由心證認定的部分應該只有損害數額之評價。換言之，因果

關係部分應該不能以民訴法第二二二條作為比例認定、自由心證的根據。 

第二款 解釋的可能性----參考日本最高法院 

平成十二年判決 

第一目 日本最高法院的策略 

雖然不能直接適用民訴法第二二二條第二項，然而在解釋的方法上，並不是

完全沒有轉圜的餘地。日本最高法院在平成十二年、平成十五年分別作出判決，

正面肯認患者喪失生存可能性，應給予賠償（維持生命對於人而言是最基本的利

益，生存可能性是基於法律應該被保護之利益）。54 然而，日本民事訴訟法關

於自由心證的條文內容與我國民訴法第二二二條大致相同，55 亦即，日本法上

並沒有在無法証明因果關係時，可以自由心證比例認定的依據；日本民事訴訟法

上關於自由心證認定的條文也侷限在損害數額評價之部分，56 那麼，日本最高

法院為何可在因果關係難以舉證的情況下給予原告賠償？有論者認為，57 日本

最高法院採用的方式，是利用創設新法益、新的構成要件，迴避了正面自由心證

                                                 
54 關於平成十二年、平成十五年判決，請參見本章前述介紹。 
55 日本民事訴訟法第二四八條「在已認定損害發生之情況，依損害之性質，要証明其數額極端

地困難時，法院可於言詞辯論之全部意旨以及證據調查之結果，認定適當的損害數額」。 
56 亦可參見，駱永家，損害數額之認定，月旦法學雜誌第 64期，2000 年 9月，頁 14-15。 
57 請參見，大塚 直，前揭文，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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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例認定因果關係之爭議。58 換言之，創設了生存可能性這個法益，患者要証

明的因果關係就轉化到醫師之過失行為與生存可能性的喪失之間（原本待証明之

因果關係是存在於醫師之過失行為與患者之死亡、傷害間）；原告原先提出的證

據雖然不足以証明醫師之過失行為造成患者之死亡、傷害，但已經足以証明醫師

導致患者喪失生存可能性（因果關係部分証明完成）59；最高法院同時認為生存

可能性是法律上應予保護之利益，喪失生存可能性，當然有損害發生，至於損害

有多少，亦即損害數額部分，法院就可以依據日本民訴法第二四八條自由心證比

例認定。 

第二目 我國法上可能的解釋方式 

在輔大學生健康檢查事件中，第一審判決認為，「存活機會為病人對未繼續

生命之期待，存活機會受侵害，最終導至死亡時，即為剝奪生存之機會，亦應認

為生命權受侵害，故存活機會應認為人格權之概念所涵蓋」。第二審判決認為，

「謂患者自醫療專業人員尋求醫療輔助，有權期待獲得適當照顧，且因醫療人員

之過失而減低其生存機會時，應獲得賠償」。此外，我國有論者認為，60「病人

之存活機會，係病人對於生命存續之期待，此項期待實為生命或身體健康之延

續，單獨以權利視之，而為存活機會之期待權，故無不可。將之解釋為存活機會

之期待利益，包含於人格權之內涵，而受法律保護，不僅可免除期待權構成要件

之爭執，且可達成存活機會之法律上保護目的，應較可採」。 

觀察上述實務及學說見解，採取之立場及解釋方式與日本最高法院之前述觀

點非常類似。亦即，用創設、或者解釋的方式，將存活機會、生存可能性納入法

                                                 
58 在日本新民事訴訟法施行後，認為法院之裁量權，應類推適用於因果關係之論者，如，伊藤

真、竹下守夫、鈴木正裕等等。請參見，呂太郎，因果關係之比例與損害額，台灣本土法學

第 33期，註 17，2002 年 4月。如上述，雖然有論者認為法院應該將自由心證比例認定之權

限類推適用於因果關係，但畢竟法無明文，而且亦有不少反對見解；因此，直接地根據自由

心證比例認定因果關係，應該會引起很大的爭議。 
59 在什麼情況下原告算是已經充分地証明其喪失生存可能性與醫師之過失行為間有因果關係，

仍應根據個案事實決定。例如，患者証明由於醫師過失之不作為，使其癌症病情拖延至第三

期才被發現；如果醫師踐行其注意義務，患者之癌細胞應可被提早發現，雖不能保證治癒，

但生存機會至少會提高。在這種情況下，應可認為患者已成功地舉證醫師之過失不作為與其

生存可能性喪失間有因果關係存在。 
60 請參見，陳聰富，前揭文，204-2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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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保護的範圍。將存活機會包含於人格權之內涵，如此，侵害患者之存活機會、

生存可能性，等於侵害人格權；患者之人格權受到侵害，並且受有損害，至於損

害之數額則無法証明，此時法院則可根據我國民訴法第二二二條第二項，自由心

證、比例認定之。 

必須注意者，採取上述解釋方式，由於強調患者之存活機會、生存可能性本

身就是一種法益、甚至是權利，因此存活機會之侵害本身就會產生損害。因此法

院依據上述觀點給予原告賠償時，不須等到死亡、傷害等最終損害發生。參照上

述第一審法院之見解，第一審法院若認為存活機會為人格權之概念所涵蓋，本身

具有價值，為何仍限制於最終導致死亡之情況？一審法院若認為患者必須等到最

終損害發生時，始能依據機會喪失請求賠償，那一審應該判決原告敗訴（因為原

告尚生存）。然而一審判決原告勝訴，而且一審亦未說明這是一個給予將來給付

的判決，亦即，原告目前雖沒有發生最終損害，但未來極有可能發生，且有預為

請求之必要。由此觀之，一審法院應該是認為原告喪失存活機會，有損害發生，

現在就可以請求賠償。若是如此，判決理由中應該將「最終導致死亡時」刪除，

以免使人誤解。 

第三目 兩個衍生問題 

附帶一提，倘若不承認存活機會、生存可能性本身具有價值，可作為法益甚

至權利，那麼機會喪失理論就只是單純為解決因果關係舉證困難之技術性工具，

換言之，機會、可能性只是因果關係之比例，要依機會喪失理論請求賠償必須等

到死亡、傷害等最終損害發生。而且，由於醫師過失行為與最終損害間之因果關

係仍然無法証明，而因果關係並不能適用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二二二條第二項；在

這種情形下，要引入機會喪失理論可能必須另外立法、或者類推適用民訴法第二

二二條第二項。61 事實上，因果關係舉證困難對原告帶來的不公平絕對不亞於

無法証明損害數額帶來之不公平；雖然有民訴法第二七七條規定，可以倒置舉證

                                                 
61 有論者認為，損害如何，就是以因果關係相連結的範圍如何。法律既允許法官就損害額適用

自由心證，似無將責任事實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排除適用之必要。尤其在採完全賠償主義之

立法下，如能適用或類推適用新民事訴訟法上開規定，被害人均可依其舉證程度或案例特性，

依因果關係比例受到應有之賠償，更可貫徹完全賠償主義之精神。 
  請參見，呂太郎，前揭文，1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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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但在雙方都沒有能力舉證之情形下，將責任倒置予被告無異產生另一種不

公平（這樣等於直接讓被告負擔全部責任）。因此，在雙方均難以舉證、且被告

有過失之情形，法院應該有權限類推適用民訴法第二二二條第二項，依自由心證

比例認定因果關係。 

再者，在平成十五年判決作出來後，日本最高法院之生存可能性理論擴張及

於患者未死亡，但產生重大後遺症之事件。我國上述實務及學說見解將存活機會

解釋為包含於人格權之概念內，人格權的概念可以擴張到多廣？避免重大後遺症

之可能性是否包含在內？甚至，避免普通傷害或後遺症之「維持健康可能性」是

否包含在內？這些問題在日本亦沒有定論，有待我國實務及學說未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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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在第三章及第四章中已分別說明美國關於流行病學因果關係及機會喪失理

論之內涵及相關問題，本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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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於第三章中關於因果關係之積極特徵部分曾做

過說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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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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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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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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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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來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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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期待喪失或純粹經濟上損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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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二審法院計算賠償數額部

分應仍為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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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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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