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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鏡「生產事故救濟條例」推動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

台灣健保的實施雖帶給民眾就醫

便利、壽命延長、及經濟風險

保障等效益，但也伴隨醫療資源濫

用、人力過勞、醫病關係惡化等結構

性問題，尤其日益升高的醫療糾紛事

件更使艱鉅的醫療工作環境雪上加

霜。然而，醫療過程本來就具有一定

程度的風險存在，一旦發生醫療爭議

事件，若無法建立一套有別於傳統做

法的處理制度，仍由民間私下解決或

循訴訟的司法程序處理，姑且不論冗

長的訴訟過程（一審判決平均需時 3
年）所虛耗的社會成本，根據 2015 年

遠見雜誌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逾五

成的醫師會為了降低醫療糾紛的風險

採取防禦性醫療以求自保。而國衛院

2014 年對於年輕醫師的選科意願調查

也顯示，降低住院醫師工時、醫療糾

紛處理法制化、醫療過失刑責合理化

及調整健保支付標準等政策影響其投

入內、外、婦、兒、急診五大科的意

願。因此，醫病關係惡性循環下所衍

生的防禦性醫療行為，將造成更多無

效的醫療行為，讓醫療資源負擔更為

沈重，甚至影響急重症人才的投入，

進而衝擊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

2015 年 12 月，在歷經了三年的

試辦計畫，台灣終於立法通過「生產

事故救濟條例」，產婦、胎兒、新生

兒在生產風險下導致的重大傷害或死

亡，可向政府提出申請，於三個月內

完成審議提供及時的救濟補償。這個

法案的通過，象徵著台灣社會在醫療

爭議的處理思維上，有了制度面的改

革契機。

及時補償救濟：
能有效降低醫療訴訟案件

國際上的許多主要國家也同樣面

臨與台灣類似的醫療爭議處理困境，

亦均思索嘗試透過各種法庭外的行政

石崇良司長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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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尋有效的解決之道，而醫療事故

補償制度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項作法，

例如英國、法國、瑞典、紐西蘭皆於

1972 年至 2002 年間或是以行政命令、

或是透過正式立法陸續開辦醫療事故

的補償制度。有鑒於此，衛生福利部

（當時為行政院衛生署）於 2012 年

開始推動「鼓勵醫療機構辦理生育事

故爭議事件試辦計畫」，凡醫療機構

（含診所）於生產事故發生後，能主

動與病人（家屬）說明溝通、達成和

解協議者，政府則給予最高 200 萬元

之補助，試辦之結果顯示，生產相關

的醫療訴訟件數減少了約七成，醫療

爭議事件對臨床醫療人員的壓力也隨

之減少，使婦產科住院醫師之招收率

自不及 6 成回升至 100％。由於，試

辦計畫的成功，促使「生產事故救濟

條例」於 2015 年底順利通過立法並

於 2016 年 6 月正式實施，統計自 2012
年至 2018 年 2 月審查通過給予救濟之

案件（如下圖），雖明顯增加，但每

年醫療訴訟之鑑定件數仍持續減少，

已達到該法之立法目的。此外，法中

尚明定生產機構應設置生產事故關懷

小組、機構內部應訂定風險事件處理

程序、及對於重大生產事故需進行通

報、根因分析與改善等規定，對於建

立不責難之病人安全文化與醫療品質

提升，亦有相當之正面影響。

經過長期的努力推動，「生產

事故救濟條例」完成立法可視為台灣

醫療爭議處理法制化跨出的重要第一

步，但如何擴大至所有醫療事故處理

則是下一階段的艱鉅挑戰。

醫療爭議處理法制化：
為對立的醫病關係提供解方

2017 年 12 月立法院在邱泰源、

李彥秀等立法委員提案，經過多方

協調折衝下，通過醫療法第 82 條修

正案，將醫事人員應負之醫療過失

民、刑事責任予以明確界定，並明定

醫療機構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期望

藉此矯正過往醫療糾紛動輒以刑法起

訴醫師之現象，然也引發部份人士的

不同看法。筆者認為醫療事故的處置

態度，應從病人安全的觀點出發，從

許多的案例分析可得知，醫療疏失的

發生原因本是錯綜複雜，過程中可能

涵蓋著人為的因素、或是系統的設計

不良，才導致不幸的結果發生。重要

的是，在醫療疏失發生後，必須透過

開誠佈公的檢討，對整體作業流程的

審慎檢視與檢討，修正訂定更為完善

的機制，防堵更多可能發生的疏漏。

然而，一般司法訴訟的過程，大多在

釐清追究個人責任，無助於系統的改

善，且醫護人員在法律究責或自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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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情緒影響下，更易發展出對工作

環境的悲觀想法，讓醫療人力的短缺

問題更為加重。因此，醫療爭議處理

法制化的目的，並非為了協助醫療人

員卸責諉過，也不是由政府代替醫療

系統道歉認錯，或是降低訴訟的社會

成本，而是希望在醫療爭議事件發生

時，能跳脫醫病雙方的零和思維，建

構一套可以及時化解爭端、修復醫病

關係，又能穩定醫療照護體系發展、

提升品質的制度化設計。

醫療爭議的發生通常肇因於醫療

的不預期結果、資訊不對等、及缺乏

同理心的溝通方式。因此，近年衛福

部已推動以下多項計畫以促使醫病關

係之改善，導引非訴訟之醫療爭議處

理機制：

( 一 ) 推動醫病共享決策模式：

自 2016 年起參考國外成功經驗，推

動醫病共享決策模式（Share decision 
making,SDM），對於臨床重大決策，

強調以病人為中心、實證為基礎，強

化事前有效溝通，減少事後糾紛。

( 二 ) 輔導醫院成立醫療事故關

懷小組：為使醫療事故發生時，能及

時提供病人及家屬需要之關懷協助，

並就相關病情及醫療資訊充分說明溝

通，以減少後續不必要之爭議糾紛，

自 102 年起於醫療區域輔導與醫療資

源整合計畫中，委託衛生局輔導轄內

醫療機構成立醫療糾紛關懷小組，提

供事故發生之即時關懷、說明、溝通

與協助；目前 100 床以上醫院九成已

成立關懷小組。另外，106 年起則輔

導縣市醫師公會成立關懷小組，以協

助 99 床以下醫院及診所進行事故關

懷。

( 三 ) 辦理多元雙向醫療爭議處

理機制：自 106 年 3 月起推動多元雙

向醫療爭議處理機制試辦計畫，協助

衛生局建立醫、法雙調解模式，並導

入第三方專家意見，以提升調解成功

率 ; 此外，與法務部合作，擇定台中、

彰化、台南地檢署，試辦偵察中之醫

療糾紛刑事案件移請衛生局進行調

解，以縮短訴訟程序，減訟止紛。 
為使前述的多項措施能具體落實

並取得法源，排除關懷溝通、爭議調

解、通報除錯等過程中，醫療訴訟之

畏懼與干擾，解決醫病雙方面對醫療

爭議處理之困境，因此，以「保障病

人權益、促進醫病關係和諧、提升醫

療品質」為目標，參考生產事故救濟

條例與相關推動計畫之成果與經驗，

秉持「醫療事故即時關懷」、「醫療

爭議先行調解」、「系統除錯提升品

質」等三大原則，草擬「醫療事故預

防及爭議處理法」草案，於 107 年 1
月報請行政院審查，預計於本會期送

立法院進行審議，期待為台灣醫療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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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發展之危機再下一道解方。

建立病人安全文化：
是醫療爭議處理的根本預防之道

嚴重的醫療事故，通常很難歸咎

於單一個人的疏忽，經常伴隨著系統

性的問題或是一連串的疏漏所造成，

更何況多數情形下，犯錯的個人也並

非故意。從病人安全的觀點，重要的

是如何從事件中尋得系統性問題進而

予以矯正，以避免類似的事件反覆發

生，而成功的關鍵則是不咎責的安全

文化 (no blame, safety culture)。台灣在

這方面的努力包括：2003 年規劃建置

的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2004 年起

推行的病人安全年度目標、2005 年

起推廣根本原因分析（RCA）的實際

操作方法、以及自 2006 年導入的團

隊資源訓練模式（TRM），皆在營造

及強化所有醫療院所對於病人安全的

重視、提升對於病安的危機意識及風

險管理，也同時讓社會各領域可以理

解病安失控是整體組織系統運作的失

誤，而非單純歸咎於醫護人員的失

職。

然而，在醫療事故發生後的主動

關懷溝通上，則仍有瓶頸尚待突破。

一方面是溝通的內容與溝通的技巧需

要更深入的探討與更多的訓練投入，

以及醫院管理者的強力支持與承諾。

依據事件的特性與病患的需求，溝通

的內容上需考量幾項重點：一是充

分的解釋，對於事實與原因，醫療人

員有對患者詳實解釋的義務；二是負

責與保證，對於醫療計畫應提出減輕

進一步傷害的作法與保證；三是提供

資訊，說明未來可能面臨的問題與照

護計畫之規劃；四是探討原因，相關

單位應竭盡可能查明真正的原因；五

是改善與回饋，醫院在記取教訓後，

能將危機轉化成改善的契機，深刻提

出檢討及改善措施；六是真誠致歉，

不迴避可以展現關懷與歉意的表達機

會。因此，為營造正向的文化促成和

諧進步，在草案中明定，不論是溝通

關懷、爭議調解過程中，所為之遺憾、

道歉、讓步或為緩解醫病關係之其他

陳述，或是機構內、外部通報檢討改

善之紀錄資料，均不得作為訴訟之證

據或裁判基礎。

古人有云：「今有仁心仁聞，而

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

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

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章句

上）。醫病關係衝突的預防與化解，

端賴制度的設計與符合良善倫理的溝

通，而醫療爭議處理的法制化，便是

希望將其導向利己利人的正向發展，

創造醫、病、社會共贏，「生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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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救濟條例」是第一步，透過該法的

實施，為台灣的醫療爭議處理劃開新

頁，而「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

的立法，相信對於已十分拮据的醫療

資源和薄弱的醫病關係，將會有深遠

的影響，若能透過制度的改革，建立

醫療端的不責難病人安全文化、及病

人端的理性公正調解，或許能為惡化

的醫療環境帶來一道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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