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目    次 

第一章 緒論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一項  研究動機 .......................................................................................1 
第二項  研究目的 .......................................................................................2 

第二節 名詞解釋 .......................................................................................3 
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方法 ...........................................................................4 

第一項  醫療糾紛的歸責原則 ...................................................................4 
第二項  侵權行為法之「過失」與契約責任之「可歸責事由」 ...........6 

第三節  本文架構 ...............................................................................................7 

第二章 過失之概念 .............................. 9 

第一節 我國向來關於民事侵權行為過失概念之論述 .........................10 
第二節 刑事過失 .....................................................................................13 

第一項 刑事過失理論之演進 .........................................................13 
第二項 我國實務對於過失犯判斷標準之認定 .............................17 
第三項 刑事過失與民事過失之差異（代小結） .........................19 

第三節 侵權行為之過失概念 .................................................................20 
第一項  注意義務 .....................................................................................21 
第二項  注意義務之違反 .........................................................................23 

第一目  英美法例發展 .............................................................23 
第二目  我國法之發展 .............................................................24 

第四節 結論..............................................................................................32 

第三章 醫療糾紛中之過失 ......................... 33 

第一節 醫療糾紛之定義、成因 .............................................................33 
一、 定義..............................................................................33 
二、 成因..............................................................................34 

第二節 醫療糾紛過失之內涵 .................................................................35 
第一項 醫療水準 .............................................................................38 

第一目  意義 .....................................................................................38 
第二目  內涵 .....................................................................................39 

第一款  醫學水準（Keeping Up To Date） ...........................39 
第二款  醫師水準（專業領域、經驗）（Specialists and the 
inexperienced）..........................................................................40 
第三款  醫師之說明義務與其他的法定義務 .........................43 



 II

第四款  醫療環境（醫療地區、醫院規模設備） .................48 
第五款  醫師裁量（Assessing Degrees of Risk）..................51 
第六款  醫療嘗試 .....................................................................53 
第七款  緊急性（Emergencies）............................................54 
第八款  醫療成本 .....................................................................54 

第二項  醫療水準與醫療常規 .................................................................56 
第一目  醫療常規 .............................................................................56 

第一款  意義 .............................................................................56 
第二款 最佳判斷法則（Best Judgment Rule 或 Toth 
rule）」 57 
第三款  可尊敬的少數法則 .....................................................58 

第二目  醫療水準與醫療常規 .........................................................59 
第一款 醫療水準與醫療常規之關連性 .........................59 
第二款 醫療常規作為醫療水準 .....................................61 

第三項 我國實務 .............................................................................64 
第三節 醫療糾紛過失之認定 .................................................................65 

第一項 醫療專業的介入 .................................................................65 
第二項  我國實務 .....................................................................................68 

第一目  醫事審議委員會 .................................................................68 
第二目  專家參審 .............................................................................76 
第三目  實證醫學 .............................................................................78 

第四章 誰來決定醫療水準？法院與醫療專業的互動—美

國經驗之考察 .................................... 81 

第一節  Helling v. Carey(1974.3.10) ...............................................................81 
第一項  判決摘要 .....................................................................................81 

第二節 Helling Rule 的後續適用 ...........................................................84 
第一項 Gates v. Jensen（1978.5.15） ...........................................84 
第二項 Osborn v. Irwin Memorial Blood Bank(1992.4.8)...........89 
第三項 Christensen v. Munsen(1994.2.10) ....................................92 
第四項 Fullerton v. Sacred Heart Medical Center(2003.5.20) ....93 

第三節  小結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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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9 

第一節  台安醫院案介紹 .................................................................................99 



 III

第一項 事實......................................................................................99 
第二項 程序....................................................................................101 
第三項 爭點....................................................................................103 
第四項 判決要旨 ...........................................................................104 

第二節  評析 ...................................................................................................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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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第二項 其他爭點 ...........................................................................115 

第三節 小結............................................................................................126 

第六章  結論 ................................... 127 

第一節  問題關鍵 ...........................................................................................127 
第二節  本文見解 ...........................................................................................127 

 

 

 

 

 

 

 

 

 



 IV

 

 

 

 

 

 

 

 

 



 1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項  研究動機 

    筆者於民國 94 年間參與由台中榮民總醫院吳俊穎醫師與陳榮基醫師主持，

由台中榮民總醫院執行之「實證醫學對於醫療糾紛鑑定制度影響之研究」計畫1，

於研究過程中擔任醫審會委員訪談部分之研究員，自計畫進行過程中重新學習

「實證醫學 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此一在醫學界已發展多年之名詞。 
 

實證醫學和過往之經驗醫學是迥不相同的，在往昔經驗醫學之時代中，醫學

界重視權威與經驗，不僅資深醫師之意見決定行醫模式，即在個別醫師自己的行

醫方式，也相當仰賴自身的醫學教育訓練以及臨床經驗。但隨著病患自主權意識

之提升等歷史因素影響，經驗醫學已漸漸轉為較具有科學根據之實證醫學，亦

即，在實證醫學主義者之思考下，任何一種診療方式，均須有相當的醫學研究論

證作為根據，不能單單僅憑醫師個人之行醫經驗作決斷2。在實證醫學之思考下，

大量之醫學文獻伴隨而生，但要課求醫師在繁忙之診療過程中對於每位患者之病

症均查詢、蒐閱相關之文獻，實非易事。為此，醫界乃發展出所謂之「醫療行為

準則 Medical Practice Guideline」，將大量之醫學研究結果整合成為個別醫師能夠

在其診治過程中作為最適當、最合乎科學、經驗之判準。然而可以想見的是，這

個醫學界上所發展出的「醫療行為準則」，勢必對於醫療訴訟造成最直接的衝擊。

亦即，在醫療糾紛訴訟當中，經由實證醫學所發展出來結合眾醫師行醫經驗、以

及醫學研究論證肯定之醫療行為準則，能否作為醫師之醫療行為有無過失之判

斷？亦即是否已達注意義務之應有標準（Standard of Care）？ 
 
筆者經由參與研究計畫之經驗，始驚覺我國民法侵權行為之規範下，對於「過

失」之概念其實未盡明確，學說上固然發展出「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作為判

斷過失有無之判準，惟此一概念與刑事法上有刑法第 14 條明文「應注意、能注

意、不注意」之過失標準是否相同3？法官是否能逕為援用刑法第 14 條之過失概

                                                 
1 請參見行政院衛生署九十四年度科技研究計畫，計畫編號：DOH94-TD-M-113-009。 
2 吳俊穎，臺灣實證醫學未來發展的規劃：由醫療糾紛的觀點出發，臺灣醫學第 8 卷第 4 期，第

3 頁。 
3 我國即有論者黃鈺瑛著文，以我國婦產科醫療訴訟的民、刑事判決為統計對象，探討我國法院

對於婦產科醫師注意義務之認定情況，包括民、刑事法院判決醫師有過失的比例等問題，其文章

中指出我國民、刑事法院對於同一事件有無過失原則上採相同之認定3、且法院在部分的醫療糾

紛案例中認為醫師應負高度之注意義務，該文雖然主要再呼籲我國法院能夠有如同日本法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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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適用？又倘若民事侵權行為之過失概念與刑事過失概念有所差異，則此不精準

之法律概念在常見之侵權行為案例中，固然可經由法官依一般人之日常生活經驗

作出判斷，但在高度專業領域之醫療訴訟中，法官是否僅能憑藉著專業鑑定意見

作成判斷，或者是以鑑定意見替代判斷？法官之決定與專業鑑定意見之間呈現如

何之關係，在此即成為亟待探討之課題，蓋其反映了法官如何以醫學專業外行之

立場，看待醫療專業鑑定意見在醫療訴訟中之角色。 
 
    在前述法官決定與醫療專業鑑定意見間關係之探討上，法律專業與醫療專業

間之互動消長如何，應有兩種討論之可能性：（一）當醫療專業鑑定意見不一致

時；及（二）當醫療專業鑑定意見一致時，法官分別應該如何作決斷？在（一）

假設之可能性下，法官可以擇一或完全不予參酌醫療專業鑑定之意見，但由於此

種可能性，是起因於醫療專業本身見解即有歧異，法官是否作如何之選擇與決

斷，就一篇法學研究論文而言，其討論之價值極微；相反地，在（二）假設之可

能性下，以一般的情況而言，法官之判斷將與專業鑑定意見之判斷一致，有問題

者，倘若在專業鑑定意見一致之狀況下，法官是否能夠作成與醫療專業鑑定意見

迥所不同之判斷？此一問題才真正能某程度反映出法律專業與醫療專業間之互

動關係，本文即欲以此為中心，探討「醫療水準」與「醫療習慣」間之關係。 

第二項  研究目的 

筆者從最基本的一個問題點4：在醫療專業意見均一致之情況下，法官能否

再為與該意見不同之認定？換句話說，當醫療專業團體所呈現出的是一個一致性

的、且已經由醫療文獻及實務臨床研究肯定之「醫療常規」，法院是否能直接將

之作為認定過失標準之判準即「醫療水準」？蓋本文之目的除一方面再度釐清

民、刑事過失的概念，希冀透過區分出民、刑事過失的差異，找到民事侵權行為

過失概念所應有的獨立意涵，並從國內、外之文獻資料與實務，整理出民事侵權

行為之「過失」於專門醫療訴訟中所應有的判準，二方面是希望探討法律專業與

醫療專業在醫療訴訟個案中對於「過失」之認定，是不是在某個範圍內，法律應

有所謙抑。  

                                                                                                                                            
注意到醫療本身是一門發展性的科學，法院應明確指出其認定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之標準為何，

是臨床上的標準？抑或學問上的標準？該文也提到我國法院目前在判斷醫師的注意義務時，由於

為詳細審究系爭個案中之醫療水準，造成對於醫師責任認定的空泛，且因欠缺裁判的累積，對於

當事人的權益保障是一大漏洞。參黃鈺瑛，從醫療水準談婦產科醫療責任注意義務之認定，律師

雜誌第 308 期，第 36-47 頁。 
4 本文之調性上是偏向批判性的、解釋說明性的，主要是欲凸顯當醫療專業均已達成對於某個 
診療方式、流程一定共識之處理時，法律專業是否還有相當之理由，去劃一條法律人自己的「過

失」標準？但本文絕對不認同將法律上之「應然」與醫界之「實然」畫上等號，特別是當醫療專

業本身仍存有意見紛歧之情形。由於本文之初稿並未在此作完整之著墨，致全文論述稍顯不足，

感謝口試委員陳聰富教授及指導教授楊秀儀教授之指教，特為增補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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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名詞解釋 

    本文討論所使用之詞彙，在國內、外相關之醫療法文獻均亦嘗出現，然常見

的是用語及其意涵本身可能有所歧異，為免讀者閱讀全文過程中產生誤解，先就

本文之關鍵名詞說明如下： 

（一）注意義務存在（Duty of Care）：在民事侵權行為法體系中，過失有無

之判斷通常是視 1.是否有注意義務存在，及 2.是否違反注意義務，而所謂之注意

義務存在，諸如行車時應注意車前狀況，即為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所定之法定

注意義務，又如商品生產之企業主對於消費使用商品之消費者亦負有相當之保護

義務、回收義務等均屬之。 
 
（二）注意義務標準、醫療水準（Standard of Care）：承上，在確定有注意

義務存在後，其次要判斷的即為行為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之問題，但是否違反之

判斷並不是依行為人或依任何第三人所說的為準，而是需要一個客觀化之注意程

度，也就是注意之標準。在我國之民事侵權行為過失概念並無法律規定之前提

下，一般均以學說上所發展出之「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作為判斷行為人是

否善盡其注意程度，倘否則有過失。本文所提出之「醫療水準」指的也就是注意

程度、注意標準之問題，但之所以另外以「醫療水準」代之，最主要是考量到醫

療訴訟是特殊之侵權行為類型，在生活日漸分工專業化，注意義務標準亦有必要

客觀化、類型化之今日，醫療訴訟中之注意標準自有其細別化之相關判準，而有

必要另立名詞與一般之侵權行為所稱之注意程度、注意標準作為區別。 
 
（三）醫療常規、醫療習慣、醫療慣行（Medical Custom）：不論是常規、

習慣、慣行等用語，在一般之醫療法文獻上，均係指醫療團體中大多數成員所慣

常使用之診療方式及程序。我國醫審會之鑑定意見雖亦常出現上開各種用語，但

從其所使用之前後文義觀之，亦係同此解釋。本文為免著文及閱讀時之繁複，在

後續之討論中均以「醫療常規」作統一之用語。 
 
（四）醫療行為準則（Clinical Guideline）:承上，要特別加以說明者為「醫

療行為準則」，其內容無非是將未明文化、而以經驗傳承之經驗即醫療習慣，加

以明文、條列供作醫療團體內個別成員於臨床診療時之參考，意義上亦如同前開

醫療常規、習慣、慣行等。但由於實證醫學之發達，「醫療行為準則」之出現，

更精確之意義是指經由醫學文獻及醫學臨床實證研究分析所採擷出具有科學論

證基礎之臨床診療判準。但因為「醫療行為準則」之內容仍在發展中，尚涉醫療

專業本身之討論，本文僅在此略加說明其意涵，後續全文之討論仍舊以醫療常

規、習慣、慣行為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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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方法 

本論文之題目為「醫療糾紛中民事過失之認定—論醫療水準與醫療常規」，

需界定之研究範圍有二： 
其一，就論文題目之主標題而言，醫療糾紛既然是依照民事侵權行為作為探

討之對象，則醫療糾紛之歸責原則成為首要之問，為何醫療糾紛不以契約或是其

他之歸責原則處理，此一問題因學說上已有相當之論述，本文不擬贅述，僅將學

說及個人見解歸納詳敘如後； 
其二，就論文題目之副標題而言，由於本文所著墨的並非「面」的問題，而

是「點」的問題，亦即，當醫療專業團體對於某個診療方式或程序已有一致之定

見、慣行之前提下，法官是否仍可作出與相異於該慣行之認定，因此所要界定之

研究範圍，應當是可以呈現出醫療常規能否作為醫療水準之國內、外相關文獻與

判解。惟因囿限於時間與人力，本文僅能將美國醫療法文獻及實務發展史之概況

作較為詳細之描述，並佐以我國台安醫院案歷次審判發展之探討。至於我國實務

除了台安醫院案外，是否仍有其他代表性個案，可以從時間縱列之面向上，凸顯

出如同美國史上關於醫療專業與法律專業間之互動消長關係，則將留待此後著文

闡析。又關此部分，在研究方法上，除就美國醫療法文獻部分作歸納整理外，在

美國與我國之實務個案上，則以比較之方式，呈現美國就此議題之發展史，以及

我國台安醫院案歷審裁判之變化。 
 

第一項  醫療糾紛的歸責原則 

 

一、醫療糾紛不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無過失責任 

 
醫療糾紛究竟是否適用消費者保護法之無過失責任，數年來一直是相當大的

爭議，許多的論文也都以此為討論重心。民國 93 年 4 月 28 日修正醫療法時，特

別在醫療法第 82 條作重大的修正，規定：「醫療業務之施行，應善盡醫療上必要

之注意；醫療機構及其醫事人員因執行業務致生損害於病人，以故意或過失為

限，負損害賠償責任」，其中第 2 項的規定，似乎是將醫療糾紛排除於消費者保

護法之適用，但是學界仍有從醫療法並非消費者保護法之特別法的角度，認為本

條之修正不影響消保法之適用。學者侯英泠也曾經著文表示醫院是以企業方式的

服務行為提供醫療服務，與一般具體的個人行為並不相同，而醫院分工式的組織

醫療使得原本只有人會出錯造成的醫療結果，也增加了組織管理不當造成的錯

誤，況且醫療院所是透過企業是組織活動獲取利潤，故就醫療院所而非醫師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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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部分，應有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5。 
 

實務上，此一課題在馬偕醫院肩難產案件爭執最烈，臺灣臺北地方法院 85
年訴字第 5125 號判決即肯認醫師或醫院應依消費者保護法負無過失責任，其主

要的理由在於：實踐消保法之立法目的、且醫師得經由證明其醫療服務合乎醫療

水準免責、又醫師以採取防禦性醫療作為威脅罔顧醫師職責與病患權益等；但本

案於上訴審中，遭臺灣高等法院 91 年上字第 215 號判決廢棄，高院以為醫院並

無法將危險轉嫁於醫療費用中與一般之產品責任有異、而倘若醫界採取防禦性醫

療，終局而言對於消費者是不利的，不能落實消保法之立法目的，其後之實務見

解也趨向於採取否定說。 
 

筆者以為醫療行為是否適用消保法的關鍵並不是醫師會否因此採取防禦性

醫療，法律上的討論是不容許有威脅利誘的，這樣法律也會因為喪失其表彰公平

正義的立場遭到鄙視。重要的是醫師以及醫院為何會因此責任的課加有如此強烈

的反彈，其他的商業活動卻未曾有相同的反應，也就是法律的規範應該以受規範

人的行為反應作思考。筆者以為醫療服務發展成企業化的經營模式只是在現今社

會要求效率、分工精細之本質所當然，然而醫療行為、與醫療結果本身有太多的

不確定性，與一般的產品、服務提供是可以一再測試、可以預測其風險發生率的

情形有所不同，況且一般產品以及服務適用無過失責任後，不僅可以透過產品及

服務價格轉嫁給消費者，也可以尋找另一個深口袋如保險機制分擔其損害，這樣

的特性在醫療行為則不具備，而現今立法以及法院實務既然已有定見，筆者也以

此為基，將本文的研究範圍排除於消費者保護法之外。 
 

二、醫療糾紛不適用民法第 191 條之 3 危險責任 

 
王澤鑑教授歸納我國關於民法第 191 條之 3 是否適用於醫療責任之相關判

決，對於此一問題均採否定之見解6，判決內所採的理由包括有：「醫療行為並非

從事危險事業或活動製造危險來源或因而獲取利益者，與民法第 191 條之 3 之立

法理由所例示情形不符」7、「醫療行為所具備的危險性為增進人類健康所必要，

為可容許之風險」8、「醫療行為本有醫療法可資規範，無贅訂於民法上之必要」
9、「醫療過程中的危險係由疾病所造成，而醫療行為所獲取之利益是以追求病人

                                                 
5 侯英泠，我國醫療事故損害賠償問題的現況與展望，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9 期，2002 年 10
月，第 117-120 頁。 
6 王澤鑑，侵權行為法之特殊侵權行為，自版，2006 年 3 月，第 267-269 頁。 
7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 90 年訴字第 2760 號判決。 
8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 91 年度重訴字第 2151 號判決。 
9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 92 年度醫字第 6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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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為目的，非以費用之收取為目的」10、「醫療侵入行為雖皆有一定之危險，

然此並非現代科技發展所致，且醫師對醫療行為之危險，並無法管領且不因其管

理使用而獲利」11，又我國民法第 191 條之 3 之規定既係承繼義大利民法而來，

從義大利的實務判決發展，也未曾有將醫療行為納入規範之實例。又，王澤鑑教

授也指出民法第 191 條之 3 之規定與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對於醫療行為有無適用

的關係上，如不謹慎思量，也容易出現法律適用的不安定性等弊病。 
 

本文也以為上開判決中所指出，醫療行為之危險性是來自疾病本身、而非醫

師所造成，且醫療行為所獲取之利益是以追求病人健康為目的、並非以營利為目

的，相當可採，本文也採否定民法第 191 條之 3 適用於醫療行為之立場。 
 

三、醫療糾紛不適用契約法 

 
本文關於醫療糾紛之討論只及於侵權行為，一方面是醫療糾紛之重要爭點幾

乎都是以侵權行為的討論為中心，另方面是要用契約法來形塑醫病關係並不容

易，因為就現行民法債編的規定而言，並沒有合適的契約類型可供運用，如要認

定為無名契約，則在醫療行為與結果充斥著不確定性的情形，主要給付義務、從

給付義務、附隨義務的內涵又是如何呢？由於醫療行為所要防免的危險是存在於

病患身上，而醫學本身具有高度不確定性的情況下，許多病不一定是可以保證治

癒的，將醫師治好病作為主要給付義務病不合理，但如果醫師治好病並非主要給

付義務，主要給付義務的內涵又是什麼呢？如果是指醫師要好好地為病人看病，

其必要之點病不明確，且在性質上其實更類同附隨義務的內涵，因此，筆者粗淺

的想法是以侵權行為作為醫療糾紛的歸責原則處理。 
 

第二項  侵權行為法之「過失」與契約責任之「可歸責事由」 

 
依照民法第 184 條，侵權行為之成立以故意或過失為要件，此之過失係以抽

象輕過失為標準，與契約法上是否具有「可歸責事由」，是依民法第 220 條依當

事人之約定，當事人未約定時，則依事件之特性而有輕重。此外，在債各的規定

則依不同的契約類型而設有不同之注意程度，有為善良管理人之注意（民法第

432 條承租人對於租賃物的保管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為之）、有為應與處理自

己同一事務盡同一之注意（如民法第 590 條受寄人無償受託保管寄託物應與處理

自己事務同一之注意）、也有僅就故意或重大過失負責者（民法第 410 條贈與人

                                                 
10 臺灣高等法院 92 年度上字第 853 號判決。 
11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93 年度上字第 12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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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就故意或重大過失，對受贈人負給付不能之責任）、至於法律並未規定的情況

（如買賣），則回歸到一般的原則適用12。 
 

除了就自己的行為負責之部分，其所應盡之注意義務如上述；在就第三人之

行為負責之部分，在侵權行為，如民法第 188 條第 2 項規定，僱用人得證明選任

或監督受雇人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不免發生損害，而不負賠

償責任。在契約之債務不履行，則依民法第 224 條規定，債務人究其代理人或使

用人關於債之履行有故意或過失時，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13。 
 

第四節  本文架構 

 
我國民事侵權行為之「過失」概念，向來學者均未有深入闡釋，其等雖均認

為民事法與刑事法的規範目的有異，卻仍往往援引刑法第 14 條過失的定義加以

適用。在民事侵權行為「過失」概念欠缺其應有的獨立內涵之情形下，法院實務

上的操作更因此勝敗兩異，喧騰一時的玻璃娃娃案14即為一例。而民事侵權行為

「過失」概念不明確，不僅在一般的侵權行為案件中，造成法院實務操作困難，

在專業的醫療訴訟中，也出現了法官嘗試用不明確的「過失」概念去決定一個陌

生的專業領域有無過失的不適當。 
 

因此，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民事侵權行為「過失」概念之內涵如何？與刑事

過失概念是否同義？又，過失概念中在英美立法例上的發展均從「注意義務存在」

轉向以「注意義務違反」的討論為重心，論者又均謂是否違反注意義務的判斷，

應依事件的特性，分別加以考量，因行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

輕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而有所不同。因此，在專業的醫療訴訟中有哪些判

準是有利於法院判斷醫療訴訟中醫師是否違反注意義務，急待釐清！我國僅有學

者邱聰智著文作淺顯說明，以及黃鈺瑛曾引進日本法上關於「醫療水準」之發展

兩篇論著，未見其他更深入的討論，因此醫療訴訟中是否違反注意義務所應有的

判準，特別是醫界的「醫療常規」能否作為法院在個案中的「當為行為」的標準，

頗值吾人深入探討，關此於本文第二章、第三章有所說明。 
 
在第四章及第五章的部分，所要討論的是關於法院能否審酌「醫療常規」合理性

的問題，在美國法的發展上，有著名的 Helling v. Carey 案，法院以醫師所遵行的

醫療常規對於該案原告的保護並不足夠，認為被告醫師主張已經遵行醫療常規而

無過失，並不可採，Helling 案之後法院一度有支持 Helling Rule 的判決實務，但

                                                 
12 王澤鑑，侵權行為法之基本理論—一般侵權行為，自版，2003 年 10 月，第 86 頁。 
13 前揭註 12。 
14 參本文第二章第二項第二目綱要二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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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後續發展卻都一面倒地採取與 Helling Rule 不同的看法，甚至有指出 Helling
案的法院嘗試去審酌醫療常規是相當不可採的作法；而在我國法上，也出現了相

對應的」台安醫院維他命事件，被告醫師也同樣以其已經遵行醫療常規的作法主

張其並無過失，但對於醫療常規是否可採，法院在來來回回七個審級間也如同美

國法的發展上有一度地掙扎，本案雖未確定，但在更二審即最末次事實審時，法

院明確地指出醫師依其經驗與專業知識以及醫療常規的作法而行為，對於不可預

見的風險並不負過失責任。 
 

本文以為 Helling Rule 雖然在美國判例法的討論上都是指稱醫師不能以其已

遵行醫療常規主張其行為並無過失，但是從 Helling 案的個案事實觀察，可以發

現 Helling 案的法院其實並非真正去審酌醫療常規的合理性，相反地，Helling 案

法院主要指摘的是醫師在病患將近十年的看診期間，均未善盡其應有的注意義

務，為病患作進一步的檢查，只一昧地以醫療常規的作法為病患診療，但經過十

年的期間，病患之病症均未有改善，任何一般人都會警覺到常規的作法已不適

用，醫師未盡注意義務顯然，應認為有過失。也就是 Helling 案的法院是針對其

個案的情況闡述法院固應尊重醫療常規，但是醫療常規在適用上仍應依個案不同

情形有所考量。我國的台安醫院維他命事件，也是我國法院對於應尊重醫療常規

的表示。 
 

本文立於此比較法的基礎，在最末第六章的部分，認為醫療訴訟中如何判定

是否違反注意義務，固然可以形成一些判準，但是法院畢竟是醫療之外行人，在

思考適用這些判準時，仍然會面臨醫療專業知識進入門檻的困難，不容易作成判

斷。特別是醫學本身是一門發展長久、縝密、且進步快速的科學，醫界此一專門

職業團體，長久發展下來，在其執業上早已由其職業團體內的成員，匯集其共同

之臨床經驗與專業知識形成其執業所需的一套流程標準，也就是「醫療常規」，

而醫療常規其實就是醫療此一專門職業團體的集體智慧之結晶，也代表了醫界在

其長期發展的經驗中，已經在個案病人利益、其他病人利益、醫療成本有限、有

效醫療等等的前提下，濃縮出的平衡思量的結果。尤其是當醫療專業團體對於某

個診療方式或程序，已經形成一致地、明確地共識與作法時，法院是否仍有可供

公評之理由作成相異之見解呢？亦或此時應有法律謙抑之思考，予以專業慣行多

一分之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