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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高雄醫法論壇節後語
｢法律始終來自於生活，臨床風險圭臬於醫法｣。

近年來，因自由意識高漲的醫療

人權，雖使父權時代消逝；然

民眾對醫療使用的珍惜，卻未隨健保

便利性與科技一同提昇。臨床上，醫

師法中的醫師們，所遭遇之困境甚或

爭議，不再能自掃門前雪。因此高雄

市醫師公會，以結合院、檢、學、律

等法學專家、大高雄地區之各中醫、

牙醫與西醫師公會與醫學中心，共同

舉辦高雄醫法論壇。

本次論壇，首場由杜哲光部長

就『牙醫執行業務常見之醫療法律問

題』個案報告。張麗卿教授與周元培

理事長與談時，皆依個案牙醫師之

醫療過失是否成立，是否涉犯刑法

第 284 條第 2 項前段業務過失傷害罪

之因果關係作爭點分析。另張教授亦

就此案分享醫療法第 82 條修正後：

周祖佑醫師

儲昭仁耳鼻喉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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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通案，尋找醫療行為當時當地的醫

療常規；假如符合醫療常規，應當直

接認定醫師無疏失；假如違反醫療常

規，並非直接認定醫師容有疏失！新

法下，仍須依個案具體化作進一步判

斷，並就醫療領域當時當地的醫療水

準、醫療設施、工作條件及緊急迫切

等，綜合判斷醫師對於病人的臨床裁

量處置是否合理妥當。而徐弘儒檢察

官則就風險告知與偵查結果，是否採

認醫審會鑑定意見作討論。 
第二場『國際醫療發展及法律

實務探討』的報告人－陳武福主任，

則以該院具特色且國際知名之五大強

項，簡介高雄長庚醫院國際醫療中心

的服務事項。李伯璋署長與談時，發

表我 106 年度 1-��10 月國際醫療服務總

人次��共為 22 萬 6,697 人次，新南向國

家來臺就醫 6.4 萬人次、占 28.44%；

期以醫療衛生相關產業輸出，推動

醫��機構與產業聯盟共同合作，建置

Taiwan Healthcare +(THP) 國際商貿整合

行銷平台，串接超過 700 項可國際合

作之特色技術、產品與服務，進行全

球行銷，並協助產業取得標的國牙材

許可證。陳志銘律師則認為大陸地區

是最具發展潛力的市場（目前約占國

際醫療市場 49 %），可以預見未來兩

岸醫療 ( 或 ) 轉診所導致的法律糾紛，

亦可能會是新興的兩岸法律問題之

一。不過兩岸民事相關法律皆是單方

面立法，想藉此解決兩岸新興的民事

醫療糾紛，在程序或實體法上，恐怕

不符合公平正義的法律原則。因此，

如何導入區際私法的原理原則，可能

會是因應兩岸醫療糾紛的新方向。而

劉定安庭長則以跨國民商事事件或國

際民商事事件之涉外民商事事件，就

法之定性（法律關係性質之決定）探

討醫療契約與侵權行為，國際民事裁

判管轄權，究應歸由「何國」（法域）

法院管轄之問題；惟最高法院近年採

取「應以當事人間之公平、裁判之正

當、程序之迅速等國際民事程序法法

理」，決定國際民事裁判管轄；另依

準據法之某一涉外民商事事件，究應

適用「何國」（何法域）法律解決紛

爭之問題，來判斷是合意選法（當事

人以明示合意選擇應適用之法律，涉

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20 條第 1 項）

或如無明示合意或選擇法律之明示合

意為無效時，依關係最切之法律（同

條第 2 項）。台北榮民總醫院人體試

驗委員會葛謹主任，則就臨床捐贈者

之年齡、親等資格、意思能力、須經

專業之心理、社會、醫學評估等確認，

需提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

程序作分享。

針對先前某眼科名醫，因稀釋分

裝眼藥水被訴案，案經認罪才獲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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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我們特別安排在下午第一場，由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施純全教授

以案例論『中醫醫療機構調製藥品行

為之適法性』。與談人黃元冠檢察官

分別就藥事法規定：《禁止預製、商

品化、出售不特定人》，導引探研「未

經核准，擅自製造」，是否即涉製

造偽藥之行為？進言，到底是製造、

調製、調配？是行政機關的函釋，還

是藥事法與刑法間歧異，而造成法制

與解釋之基本觀點不同。如此困惑，

進而紊亂了法律的架構與適用脈絡的

理解管制！這又能由誰來作證？或誰

來函示呢？黃品欽律師則表示，若以

「病人是否為特定」作為認定調劑或

製造偽藥，是否混淆二者行為本質？

矧何為「製造」藥品，在藥事法並無

明確定義。另製造偽藥罪屬重罪，對

於診所負責醫師卻僅因違規調劑，而

必須面臨之刑事追訴移送司法機關，

是否對此違規情節有謂輕重失衡，提

出質疑。對此觀點，陳俞沛主任亦表

肯認；其還特別提醒大家：「塗改或

更換有效期限之標示者」( 藥事法第

20 條第 4 款 ) 亦稱為偽藥。而與談本

場次的姚志明教授，則由德國醫療契

約的立法，進論審思我國醫療契約之

明文化，提供未來醫療爭議之路徑。

最末場報告人 - 高雄榮民總醫院

家庭醫學部陳如意主任則以六個提

問，論『高齡安寧緩和病人自主權之

醫療法律問題』。與談的黃鈺媖律師

以感性的”讓告別充滿祝福”，解析

過去與現在對自然生命歷程，所造

成自然死 ( 尊嚴死 ) 的時間點界定差

異，並分享死亡的意義與真諦。廖建

瑜法官則分別以病人自主權利法預立

醫療決定是以註記健保卡始生效力，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則是簽立意願書時

即生效，兩者有顯著不同就註記於健

保卡之規定，來分析醫師是否有健保

卡註記的審查義務。另論判斷雖非依

年齡，但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則

建議將來衛福部針對於病人自主權利

法第五類病人公告時，以年齡 75 歲

作為絕對指標之一。而醫師對於其診

斷“非末期之危急病人”，若違反病

人或家屬意願，予以治療，是否構成

強制罪或侵權行為的部分，分別以病

人自主權利法、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醫療法第 60 條第 1 項以及醫師法第

21 條作討論。另依現行病人自主權利

法之規定，醫療機構或醫師，可依其

「專業」或「意願」決定是否執行病

人預立醫療決定，而無強制力可言；

因此病人家屬是否有權，要求地區醫

院醫師進行末期疾病判斷 ? 而醫師能

否予以拒絕 ? 提出與談。就病人自主

權利法之維持生命治療與安寧緩和醫

療條例之維生治療定義比較：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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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別限制無治癒效果之醫療措施，

而前者容許放棄醫療措施範圍顯然比

較大，且後者似乎與生命權保護之衝

突是更小侵害性。所以當病人有明確

表示意願，或家屬依病人意願放棄治

療，若因治療中斷而承受威脅生命

時，照顧者所為自動出院行為致中斷

維生，是不構成殺人罪或受囑託殺人

罪，就此自動出院行為致醫師亦脫離

保證人地位，故所生之結果並無法評

價是醫師義務違反所致。施肇榮醫師

則舉傅達仁上書總統求安樂死與瓊瑤

挺安樂死為前，進言論 2016 年《病人

自主權利法》立法過程。最後一位與

談人為奇美醫院謝宛婷主任，則以德

國民法 1901a 與 1901b 破題討論醫療

人員應被賦予預立醫療決定的品質以

及過程是否有瑕疵之責任，而非被賦

予確認法定程序是否有瑕疵之責任。

後學亦肯認，如此，才是真正對於「人

性尊嚴」的高度尊重。矧「安樂死」

不只是單純使病患「死亡」，而是種

「法律事實」，其所形成一連串私、

公法權利義務的形成、消滅和變動，

實有「道德上的風險」，所以務必納

入「司法裁定事先介入」制度，「安

樂死合法化」切不能躁進為之。

綜合討論段，則由衛福部醫事司

石崇良司長就醫療法第 82 條修法過

程、展望與醫療爭議處理法草案對醫

界的影響提出說明。

追求快樂健康、公平自由與維

護人性尊嚴，向來是醫、病與法共同

努力的生活目標。醫療糾紛的發生，

對於醫師或病家來說，都是一種不可

承受之痛，誰也不��樂見醫療糾紛發生

在自己或親友身上。然而，層出��窮且

日趨錯綜的個案，卻一再地警示著我

們，醫療糾紛勢必迅速面對及解決。

透過此論壇的交流，希冀法律人能更

體認醫療的多樣、侵權、不確定與裁

量性。也讓醫療界瞭解雖為強化專業

分工、保障病人權益及增進國民健

康，使不同醫術領域之醫師提供專精

之醫療服務，然醫療間的協力、專屬、

從屬 * 與有限性的重要，不但無法自

掃門前雪，甚已為唇亡齒寒之至。終

究，若能讓醫界與法界，設身處地的

二者互換角色：而使冰冷的法條中，

充滿人性熱血；在白色巨塔，那充滿

不確定與有限性之醫療行為之工程

裡，能有穩定之法制架構。對未來臨

床醫療爭議、醫療藍海發展與社會醫

療人權脈動，取得醫法共識，讓醫師

們在職場有更好的保障，以致力於病

安與醫安的維護。

* 參司法院釋字第 40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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