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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述「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
文/張嘉訓 吳佳琳*

一、概說
目前醫療糾紛儼然為醫事人員執業環境與安全、
病人就醫權益保障及醫病互動關係良莠與否之重要議
題之一。我國一直未有整合處理醫療糾紛爭議程序、
醫療事故傷亡補償、醫療疏失改錯及學習之專法，以
致發生醫療事故傷亡或醫療糾紛事件時，病人或家屬
除了尋求司法訴訟程序追求真相及請求損害賠償，也
常運用傳播媒體或以民間社會人士協調等方式處理，
造成病人或家屬及醫療(事)機構疲於因應，顯示現行
法律制度對於病人或家屬權益保障，尚有不周之處。
有鑒於此，行政院於101年12月13日通過「醫療法第
82-1條」及「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
(下稱「醫糾法」)行政院版條文，並於101年12月18日
交送立法院審議；醫糾法除行政院版本外，目前另有
其他九版本 (1)。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於
102年1月3日、102年1月7日、102年1月9日逐條審查
「醫療法第82條之1修正草案」暨「醫療糾紛處理及醫
療事故補償法草案」，立法院上會期審議進度至醫糾
法第17條完畢。
關於醫糾法草案條文係以「促進病人權益保障」
為核心，分別以「調解制度」及「補償制度」兩大
部分作為解決醫療糾紛之主軸。醫糾法擬以「調解前
置」之訴訟外解決醫療糾紛之方式減少訟源；另外參
考紐西蘭及北歐等國所採之「不責難制度」訂立具有
本土色彩之補償制度，期能協助解決醫療糾紛。本文
首先介紹本草案引進之新概念「補償制度」，再討論
「調解制度」之程序問題，最後由「醫療刑責合理
化」出發，作初步結論。

二、補償制度之妥適性
(一)我國是否適合採行補償制度？
鑒於世界上許多國家例如紐西蘭、美國維吉尼亞
州、北歐各國及日本皆有針對醫療事故設立相關補償
制度，其主要目的在於使受到醫療傷害之病患或其家
屬早日獲得補償，而無須等待漫長的訴訟程序，及避
免在訴訟中所需面對之舉證問題。為解決目前日益增
多醫療糾紛及促進醫病和諧，衛生署及多位立委皆欲
仿效上述國家，針對醫療事故提出「醫療事故補償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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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諸國不責難制度之設計，即無關過失(no fault
liability)之補償，其重點不是在討論行為人是否有過
失，而是在不必證明行為人是否有過失下，即予以受
害人基本保障範圍內之理賠，所以也是一種不究責的
責任型態。該種立法模式係限定在某些特殊條件下，
不談論醫事人員是否有過失之問題前，先給予病患補
償。此種不責難制度由北歐、紐西蘭等福利制度完善
之國家開始推行，且紐西蘭係由法律強制全體國民直
接或間接繳交保費，醫療意外補助經費由繳交之保費
及政府補助款所成之帳戶支應，由全民負擔，與行政
院草案第26條要求醫界與政府負擔並不相同。
且有學者明確表示，「無過失補償制度」礙於資
金問題，於我國難以推行 (2)，主因係北歐福利結構為後
補性，課徵人民高比例之所得稅，因此補償制度可以
完全填補。而我國稅賦結構、文化背景與上述福利國
家不盡相同，且補償範圍龐大，需要資金眾多，應審
慎考量現行政府財源及我國醫療政策方可推行。
(二)補償之對象及範圍應有所限制
行政院版第31條

醫療事故之補償，以中央主管機關作成審

議決定時，有相當理由可懷疑醫療事故之發生非因醫事人員
之故意或過失，亦非醫事人員無過失為限；有下列各款情事
之一時，不予補償︰
一、應依藥害、疫苗預防接種或依其他法律所定申請救濟。
二、屬於病人原有疾病之病程進展致生意料中之死傷。
三、非以治療疾病目的之美容醫學醫療行為。
四、同一醫療事故已提起民事訴訟或刑事案件之自訴或告
訴。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民事訴訟前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撤回起訴。
(二)告訴乃論案件於偵查終結前撤回告訴或於第一審辯
論終結前撤回自訴。
(三)非告訴乃論案件於偵查終結前以書面陳報不追究之
意，並獲檢察官處分不起訴確定。
五、申請補償資料虛偽或不實。
六、本法施行前已發生之醫療事故。
行政院版第32條

給付補償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

管機關應以書面作成處分，命受領人返還：
一、有具體事實證明依前條規定不應補償。
二、同一醫療事故於補償後，提起民事訴訟或刑事案件之自
訴或告訴。
行政院版第33條

給付補償後，非告訴乃論且無前條第二款

情形之刑事案件，經法院判決認定應由醫事人員負責者，中
央主管機關對受領人支付之補償金，就同一醫療事故，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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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或醫事人員應負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或全部，不受

一、醫療機構及醫事人員繳納之醫療風險分擔金。

前條規定之限制。

二、政府預算撥充。

前項中央主管機關支付之補償金，於視為損害賠償金額
之範圍內，應向醫療機構或醫事人員請求返還。

三、捐贈收入。
四、基金孳息收入。

中央主管機關向醫療機構追償時，如醫療事故發生原因
指向系統性錯誤者，醫療機構於償還後，不得向醫事人員求
償。

五、其他收入。
行政院版第27條

前條第一款醫療風險分擔金以醫療機構

為繳納對象，醫療機構並應於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期限內繳納
之。
醫療傷害

醫療風險分擔金按醫療機構每年醫療費用總額之一定比
率計算繳納，實施第一年定為千分之一；第二年起由中央主
管機關視實際情形，衡酌基金財務收支狀況，於千分之三範

故意

過失

圍內，調整其比率。

過失難以認
定(疑似醫
療疏失、不
可預期之醫
療風險等)

無過失

第一項規定繳納期限，前項醫療費用總額認定方式、分
擔比例、加權、繳納方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醫療機構係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機構者，其醫療風險

應僅究民事
刑事責任、 責 任 ( 增 訂
醫療法第
民事責任
82-1條)

難以認定故
意或過失之
灰色地帶給
予補償

既無過失，
則無人應負
責，也不用
給予補償。

*醫療糾紛之責任歸屬光譜

若要推行補償制度，目前衛生署最新構想是在
無法釐清醫師是否負有民事賠償責任(有無過失難以
認定)之情形時(參見第31條)，先給予病人補償。惟該
「過失不明之狀態」遭到法界人士強烈批評，認為法
律只有「過失」及「無過失」，並沒有所謂「過失不
明」之狀態。但衛生署目前所構想之立法精神值得贊
同，因「醫療事故補償」之目的在於國家欲針對醫療
事故之受害者補償，主要範圍應限縮於無法判斷是否
可歸責於醫師或是無法預見之醫療風險實現之情形。
因為在醫師或醫療機構具有故意或過失之情形，已有
其他法律規範可歸責醫師或醫療機構，不需要再給予
額外之補償；而醫師或醫療機構無過失之情形，既無
過失，何需補償？因此，補償範圍應限縮於該醫療事
故係無法判定是否因醫師執行醫療行為所受之損害(醫
師或醫療機構有無過失難以認定)之情形或是無法預見
且難以避免之醫療風險實現時(例如：依當時醫療技 術
無法知悉之副作用產生)，先給予病人補償。
(三)補償基金之來源
行政院版第26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醫療事故補償，應設

醫療事故補償基金。基金之來源如下：

分擔金得由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於支付醫療機構醫療費用
時，逕予扣繳撥入補償基金。
前條第二款政府預算撥充以不超過前條醫療事故補償基金總
額之百分三十為上限。

補償基金來源與人民納稅金、醫院成本和醫師收
入息息相關，目前各版本針對基金來源規定不完全相
同，主要存有下列三項爭議：(1)資金來源為何；(2)政
府與醫界之出資比例；(3)是否由健保總額支應。
目前行政院版條文就政府與醫界之負擔比例為三
比七，而醫界所負擔金額為實施第一年定為每年醫療
費用總額千分之一；第二年起由中央主管機關視實際
情形，衡酌基金財務收支狀況，於千分之三範圍內，
調整其比率。而主計處也於101年12月20日立法院衛
環委員會報中表示「政府預算撥充以不超過醫療事故
補償基金總額之百分之三十為上限」。目前關於此部
分，各界爭議頗大，尚未凝聚具體共識。
資金規模大小與補償之範圍與對象成正比，補
償範圍越大，則需要越多資金方可支應。首先，補償
要件不可無限上綱，若所有因為接受醫療行為而受有
死傷之病患身上，這樣就是變相的要求醫師一定要醫
好、醫活所有的病患，醫師是人不是神，所以必須設
下「排除條款」排除不應予補償者。再者，醫事人員
繳納一定金額做為補償基金之金額不可過高，應多數
由政府負擔，紐西蘭之補償制度也為全民負擔費用。
況且在醫事人員故意、過失排除的補償制度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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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傷害與醫療行為間已難謂有因果關係，難以歸責
醫事人員。若要求醫界負擔大部分資金來源，豈不是
要求四萬多名醫師負擔兩千三百萬人民之健康安全及
所有無法預見之醫療風險？
衛生署初估若採無關過失(不論是否過失，先給予
補償)之立法模式，補償基金預估須一百億以上方可支
應。就我國目前現況是否可負擔如此龐大之資金，值
得深究。
三分法(僅補償過失不明之
無過失補償
灰色地帶)
衛署預估
所需資金

10億至12億

100億以上

第11條(保留) 檢察官偵查或法院審判之刑事案件涉及醫療糾
紛爭議時，應函請或移付管轄之調解會先行調解。但經被害
人、告訴人或自訴人明示不同意者，不在此限。(行政院版)
醫療糾紛案件

調解
(草案第10條)

刑事訴訟(草案第11條：檢
察官或法院應先移送調解)

民事訴訟

刑事調解成立後，效力並
未規定

*資料來源：整理自101年12月20日立法院衛環委員會第34
次全體會議之衛生署長發言

*醫糾法所構想之調解前置程序

(四)補償之後，不宜再行訴訟
以紐西蘭「意外補償制度」為例，該國有所
謂「意外事故補償公司(Accident Compensation
Corporation, ACC)」，紐西蘭人民若遇有意外傷害，
即可向該公司提出補償請求，惟其補償要件設有「因
果關係」及「除外條款」等限制，並非有傷害即能得
到補償。
該補償制度之主要用意在於紓解訟源，因此紐
西蘭設有民事訴訟權之禁止。依照紐西蘭相關補償規
定，申請補償人一經補償之後，法律上必須放棄基於
同一事件而提起侵權行為訴訟之權利。醫糾法草案條
文第32條規定一經補償若當事人仍提起訴訟則應返
還補償金，或有版本提出經補償之案件不可再提起訴
訟，此項作法皆係為了發揮紓緩訟源之精神而設，可
茲贊同。補償基金先給予病人撫慰，免去醫師及病人
其後漫漫訴訟之苦，既已選擇補償，則不宜再行訴
訟。

在醫療糾紛逐年成長，醫療執業環境品質下降的
今日，解決醫療糾紛確為刻不容緩之問題。我國現前
解決醫療糾紛的機制有調處、調解及訴訟等方式，惟
各種方式皆有其侷限性與缺點，且醫療糾紛有其專業
性和特殊性存在，故才有制定專法以解決醫療糾紛之
構想。
目前僅通過「民事」之醫療糾紛案件必須先經過
調解程序，方可進行訴訟。惟法務部針對「刑事」醫
療糾紛案件設有調解先行制度仍存有疑慮，認為不應
該妨礙民眾訴訟權及檢察官偵查權之行使，故關於此
刑事部分，目前初審仍持保留結論(草案第11條)。
其中多數委員版本皆有規定刑事訴訟調解成立之
效果，惟行政院版本卻未規定，於審議時也有委員認
為應將調解成立後之效果於法條中明定，因若未規定
調解成立後之效果，恐會造成調解成立後仍繼續刑事
偵查或訴訟，徒增困擾。
(二)新增「初步鑑定」之規範

三、調解制度之特點

業團體辦理下列事項之初步鑑定：

(一) 僅「民事」案件應調解前置

一、醫療行為與不良結果有無具有因果關係。

第10條(初審通過) 病人或其他依法得提起民事訴訟之人，
未依法申（聲）請調解者，不得提起醫療糾紛事件之民事訴

第7條(初審通過) 中央主管機關應自行或委託專業機構或專

二、醫療行為有無符合醫療常規。
醫療（事）機構於進行關懷時，應主動告知病人、家屬
或其代理人有關初步鑑定之資訊。

訟。
未依前項規定申（聲）請調解逕行起訴者，法院應移付
管轄之調解會先行調解，或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四條第

病人、家屬或其代理人得檢具病歷複製本並支付費用，
向第一項機構或團體申請初步鑑定。
第一項醫療糾紛事件初步鑑定，應確保公正、客觀，並

一項規定辦理。
時效應依第八條第二項申請調解而中斷者，應於調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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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後六個月內未起訴者，視為不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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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第一項初步鑑定之機構或團體之資格與限制、第二

之案件有85%會成立 (3)。德國在進行醫療糾紛調解時，

項申請程序、費用支付標準、對於支付費用有困難之補助條

先由法學專家臚列爭點，再由素孚信望之醫學專家負
責鑑定評估。此種作法既能針對醫療糾紛之主要爭點
進行處理，使病人了解其案件，盡量消除醫病專業知
識上之不對等，值得參考。另外，受委託鑑定之機構
也要能夠發揮其專業及自律精神，作出使病人相信之
鑑定報告，讓病人能夠初步了解真相與案情，對下一
步該怎麼走做出決定，在該環節就能減輕部份訟源，
而發揮該初步鑑定制度之功能。
(三)調解後進行訴訟，免納裁判費？
鑒於我國醫療紛爭的解決型態，向來是採取「以
刑逼民」之方式，亦即病人先提起刑事訴訟，請求
檢察官介入，以減輕自身聘請律師、蒐集證據及繳交
裁判費的負擔，並同時在刑事訴訟中請求附帶民事賠
償，一併在刑事程序中請求損害賠償。然而，這樣的
訴訟模式往往造成刑事審判庭的沈重負擔，且醫師判
無罪的比例甚高，病人亦得不到好處 (4)。因此於醫糾法
草案中，有版本設計經調解後可免納訴訟裁判費，其
立意在鼓勵民眾多利用調解制度解決醫療糾紛案件。
但免納裁判費未必能鼓勵病人使用調解制度，但卻反
而造成更嚴重之濫訴問題，而形成司法資源之浪費，
不可不慎。且依草案第10條規定，民事醫療糾紛訴訟
案件皆需經過調解，若又規定經調解者免納裁判費，
則相當於所有醫療糾紛民事訴訟案件皆免繳納裁判
費？
民事訴訟中係以訴訟標的價額核定裁判費，訴訟
標的價額越高所需繳納之裁判費就越高，而由敗訴之
一方負擔裁判費，此種裁判費繳納之結構可有效避免
原告在訴訟中提出過高之賠償價額。但若規定免除繳

件與金額，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初審通過草案條文係新設調解前初步鑑定程序，
其立意在於使病人能夠初步了解其所涉及之事件是
否真的為「醫療糾紛」，或僅為「其預期與醫療結果
之落差」而非醫療機構或醫事人員在醫療過程中有疏
失者，使病人能夠初步了解案情，避免動輒興訟。惟
「初步鑑定」之目的在於幫助當事人初步了解事實，
但並不代表「真相」，「真相」一詞隱含了對事件的
評價，而初步鑑定之功能應該僅只為對醫療糾紛案件
之事實做初步之釐清，而不具有評價功能。且因各種
制度皆有其設立目的，調解制度設計目的在於迅速、
簡便的以訴訟外解決醫療糾紛之方式化解醫療糾紛，
故調解係提供醫病雙方一個有第三者居中協助的溝通
平台，應著重雙方溝通的共識，因為醫病知識的不對
等，病人會對於醫師單方的解釋存疑，而需第三人協
助瞭解 。若於調解程序中進行詳細鑑定，耗費時間冗
長，便失去了調解是為協助簡化訴訟繁瑣程序的目
的，因此將初步鑑定應以「病歷」鑑定為主，便可協
助病人瞭解病歷記載內容，卻又無須做過多時間金錢
的耗費。
而該初步鑑定報告是否能發揮其公信力，使病人
與醫方信服，避免有「醫醫相護」之質疑，該部分實
難以用法律具體規範，須待將來實務運作時依情況逐
漸完善制度。而德國以非訟方式解決醫療爭議確實達
到疏減訟源之目的，醫療糾紛約僅8%進入訴訟，其餘
案件係透過保險或是調解解決，而經調解委員會裁定

調解後進行訴訟，免納裁判費？
退還部分裁判費-免納裁判費—
未規定免納裁判費—
行政院版條文
江惠貞委員版為例
蔡錦隆委員版、蘇清泉委員版
第二十四條 已繫屬於法院之醫 第十九條 調解不成立者，直轄市、縣（市）調解會應即 (基於基於濫訴及避免訴訟價額
療糾紛民事事件經移付依本法調 作成調解不成立之證明書，並應於五日內寄送當事人。 過高等負面效應，並未有免納裁
解成立，並經法院核定者，訴訟 經直轄市、縣（市）調解會依本章進行之醫療糾紛爭議 判費之規定。)
終結。原告得於法院核定調解書 調解事件，於調解事件不成立後，病人或各該請求權人
送達之日起三個月內，向法院聲 依法向管轄法院提出民事起訴者，免納裁判費。
請退還已繳裁判費三分之二。 檢察官函請或法官移付調解之事件，經調解不成立者，
調解會應即陳報檢察官或法官，並檢還該事件全部卷
證。調解成立者，亦同。

2013, Vol.56, No.3

11

124

醫言集

納裁判費後，原告則可動輒提出高額賠償而免繳裁判
費，對被告反而造成莫大心理負擔。基於濫訴及避免
訴訟價額過高等負面效應，應審慎評估是否設計調解
後是否免納裁判費之規定。
(四)引進道歉法則(apology law)
行政院版第17條(保留) 調解期間調解委員所為之勸導，當事

之一，其立意良善，惟仍有些許細部規範仍待討論，
或有論者以為，將醫療糾紛處理與補償脫鉤，補償部
分待目前生育風險補償試辦計畫有一定之進行成果後
再行參考辦理，各種意見皆為使法案更臻完整，期待
能夠盡速將醫療刑責合理化，並且建立完善配套措
施，以達成醫、病、法三贏之目標。

人所為之遺憾、道歉或其他相類似陳述，不得採為刑事案件
之證據。
調解期間，調解委員所為之勸導，當事人所為之陳述或
讓步，不得採為民事裁判之基礎。
同一原因事實之醫療糾紛事件，一方當事人分別與多
數之他方當事人進行調解時，當事人於一案調解中所為之陳
述、讓步及調解結果，非經其同意，不得於另案調解中洩漏
或引用 。

本條文係參酌美國麻州關於「apology law」之立
法例將「道歉」加入排除範圍，不但能鼓勵醫師在發
生醫師爭議時先以關心的態度了解病人之需求，避免
病人因為醫師態度不佳而產生負面情緒，進而尋求司
法途徑解決問題。道歉具有多種形式，例如：口頭、
行為或書面等，若在將來進入訴訟程序中認為道歉得
為裁判之基礎，則可能有失當事人當初道歉之原意，
而醫師也可能因為害怕自己的道歉或成為將來訴訟採
證之基礎，而採取冷漠之態度，因此將道歉排除有其
必要性存在。惟此條文在將來訴訟適用上與證據法則
有極大關聯，仍有詳加討論之必要，故立法院於初審
決議保留本條。

四、小結—正視醫療刑責問題，完善配套措施
談及目前醫療法之修正應將問題先聚焦於「醫療
刑責明確化」上，醫療行為具有不確定性、高風險性
與侷限性，醫事人員於執行醫療業務過程中所致之病
患傷亡結果，多形成醫療糾紛事件，病人或家屬為追
求真相及請求損害賠償而動輒興訟，除造成兩造當事
人之訟累，並衍生醫界因醫療刑責之不合理而採取防
禦性醫療、醫病關係對立、醫學生或醫師畏懼投入高
風險科別等問題，這些都是各界亟需重視且面對之問
題。醫療法第82-1條之增修則為刻不容緩之議題，在
醫療刑責合理化之後，民眾不會動輒發動刑法對醫師
究責，而係選擇其他途徑解決醫療糾紛，而「醫療糾
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則為相關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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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1. 目前計有行政院版、蔡錦隆委員版、江惠貞委員版、劉建
國委員版、蘇清泉委員版、田秋堇委員版、林世嘉委員
版、陳節如委員版、徐少萍委員版、吳宜臻委員版共計十
版本。
2. 參見立法院第8屆第二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醫療法增訂
第八十二條之一條文草案」公聽會報告，楊秀儀教授之發
言：「關於基金的部份，本人期期以為不可，因為我們就
是沒有錢，有人想要模仿北歐，可是我要提醒大家注意
一件事，我們與北歐的整個福利結構都是不一樣的，北歐
都是後補性的，在北歐大部分的人萬一發生意外，都能夠
領到不上班、提早退休或失喪失工作日80%的薪酬，都是
他們國家福利制度拿走的，所以他們的補償制度能夠完全
填補，這一點我們台灣可能沒辦法，所以我長期以來對此
都持保留的態度。」，頁383，http://lis.ly.gov.tw/lgcgi/
lypdftxt?10200404;0369;0406。
3. Edith Palmer, Medical Malpractice Liability: Germany,
available at http://www.loc.gov/law/help/medicalmalpractice-liability/germany.php
4. 王皇玉，《台灣醫療糾紛問題的發展新趨勢》，台大校友
雙月刊第50期，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