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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倫理醫學倫理

是一種道德思考、判斷和決策的過

程；乃是將倫理理論、倫理原則實際

運用到臨床病患身上，以幫助醫護人

員於處理臨床醫療情境所發生的倫理

問題時，能做出對病人最有利益、最

能符合道德倫理規範的醫療決策。



台灣目前醫學倫理的問題

1.看病時間短而草率，查問病史、理學檢查時
間不足，過度使用實驗室檢查、濫用高科技檢查

2.對待病人、家屬的態度不親切
3.收受紅包、偏厚特權
4.為了利潤，罔顧病人安全
5.病人隱私權的不尊重
6.知情同意的執行
7.醫界之間溝通不良，無法建立理想之「第二意見」管道
8.醫療人力培育缺乏用心
9.大眾錯誤的醫學知識及就醫態度
10.媒體堪虞的倫理水準

~賴其萬教授



醫學院只談 ｢倫理｣

醫院只談 ｢管理｣

醫師只好 ｢不理｣

~某大醫學院教授



醫學倫理

醫學倫理的法則

自主

無害：不危害

行善：助益

正義：公平



隱私權

秘密(confidentiality)和隱私(Privacy)

病人的病情：因病而透露的個人資料

法律上

⌧醫師法第23條：「⋯對於因業務而知悉他人
秘密，不得無故洩漏」

⌧醫療法第49條：「醫療機構及其人員因業務
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不得無故洩漏」



知情同意權

先決條件：病人理解與做決定的能力、
主動意願的

提供資訊：醫學新知、檢查與治療之建
議和註明

過程：

⌧告知─瞭解─同意─授權

⌧主動同意而非被動簽署



醫療市場所存在的問題

醫師的努力(如精神與時間的投入)皆有其成
本，故在成本極小化的前提，醫師可能會希望
所提供的努力愈少愈好。換言之，醫師的努力
程度可能不足。

醫生可能有誘因過度誇張病情的不確定性誘使
病患使用更多服務。

醫療傷害發生時，病患無法直接觀察到醫師是
否盡了力，也就是病患無法區分究竟是醫生努
力不夠或是現有病況的自然結果所造成。因
此，病患所能觀察到的只有壞的結果；使得病
患不知道真正的醫療傷害的原因何在，往往導
致醫療糾紛。



社會大環境的影響

健保給付制度

人民缺乏公德心

人情重於法律

新生代普遍價值觀的改變

物質享受的重視

利他主義的式微

社會對醫療人員的態度轉變



病人是人！

Jay Katz, The Silent World of Doctor 
and Patient (1984)

新醫學倫理觀─尊重病人自主權

新醫療法律─告知後同意法則

法律要的醫病關係─空虛的自主還是溫暖
的父權？



醫學倫理與糾紛

醫學倫理的目的

⌧保障病人的權利

⌧維護病人的安全與健康

糾紛的內容與倫理的規範

問題：

⌧醫德淪喪

⌧醫權的喪失

⌧病權的高漲

⌧專業的要求(醫神)

⌧生命的價值















常見的醫療抱怨

1.醫療人員服務態度及表達言語不良，引起病患及家屬親

友不滿。

2.醫療人員對病患之病情未予詳加說明，造成誤解而招致

之糾紛。

3.醫療人員對病患照顧及關心度不夠，導致實質上之失誤。

4. 病患家屬受親友之唆使，誣指醫療上有過失之處，或故

意借題發揮，以達到減免醫療費用之目的。



醫療過失之態樣（一）

問診錯誤

診查錯誤

症狀觀察錯誤

判斷錯誤

醫療方法選擇錯誤

技術錯誤、異物遺留



醫療過失之態樣（二）

儀器操作錯誤

投藥以及放射線治療錯誤

護理人員以及佐理人員過失

說明之過失

轉診之過失

醫院管理之過失

急救時之過失

~黃清濱律師



成為醫療糾紛常見情況

一、選擇性手術及住院發生嚴重不良結果。

二、急重症病情惡化卻叫不到醫療人員。

三、發生顯而易見的醫療意外事故。



疾病傷害
Beneficial 
Outcome

疾
病 Rx

M.D. ， Nurse

Adverse 
Outcome

過失行為造成
28%
(刑法14條:應注
意，能注意，，能注意，而
不注意)

非因過失造成72%

放射、麻醉、檢驗、麻醉、檢驗……....

可預見

併發症

副作用

醫院管理上之過失

不可預見

(Medical Accident)



醫療事故發生因素

個人因素

品質管理因素

安全環境因素



案例一：給錯藥事件之法律責任

91年12月，屏東OO診所因「給錯藥」事件，將
降血糖的藥當成感冒藥，當時有十四名幼童受影
響，其中一名十個月的小女嬰蔡小妹不幸死亡。
二十多名給錯藥的受害者家屬提出告訴。

92年1月，OO醫院發生「給錯藥」事件，醫師將
治療香港腳的藥物當成青光眼用藥，所幸病人用
藥時，看到藥袋上註明是治療足癬及股癬藥物，
發現給錯藥，因而向媒體爆料。

95年3月，OO醫院發生藥師「給錯藥」事件，
(將Duspatalin誤給成 Duphaston)，病人不滿向
媒體暴料。

同樣是給錯藥，但是倫理與法律效果是否有所不同 ?



案例一：給錯藥事件之法律責任
【醫療錯誤】

行為 : 包括作為與不作為
可預防的醫療不幸事件
共有三種類型: 

1. near miss (跡近錯失)
2. no harm / no damage (未造成損害)
3. harm / damage (【醫療損害】)

以 Euclidan® 及 Euglucon® 為例
【醫療過失】

錯誤行為 + 不良結果 + 因果關係 + 過失行為



案例二：副作用與併發症之醫療糾紛

以下醫療糾紛均為北部醫學中心曾經發生
與手術併發症或副作用有關之真實案件

肩難產事件致右臂神經叢損傷事件

－ 90年台上字第709號判決 (90.04.26)
全子宮切除手術併輸尿管損傷事件

－ 89年重訴字第472號判決 (91.03.29)
脊柱側彎矯正手術併發神經性膀胱

－ 91年重訴第871號 (94.02.25)
拔牙14顆致死事件



案例二：知情同意與手術同意書
「手術同意書」與「告知後同意」是否相同?

如何做才能符合「告知後同意」?
1. 告知的權利人為何? 告知的義務人為何?
2. 告知的內容為何?
3. 病人是否了解? 如何判斷病人已經了解?
4. 病人的同意是否有效? 要考慮哪些因素?
5. 有哪些例外狀況?國內外有何不同?
6. 代理權的順序? 見證人是否有必要?
7. 見證人是否有必要?是否有相關限制?
8. 輸血問題與耶和華見證人之倫理爭議?



病人是否了解 ?

「客觀部分」(告知義務標準)
合理醫師說：一般醫師認為應該說明的內
容。

合理患者說：一般病人希望知道的內容

具體患者說：針對個別病人在治療期間可

預見需接受的醫療做說明。
總和說：「合理患者說」與「具體患者說」
之總和。

「主觀部分」: 如何判斷病人已經了解?



你可知道或問過

病人最大的願望是什麼？



醫病關係

關心比醫術有療效

醫師態度--主宰病患求生意志

令病人心中感受到愛與夢想的醫院

友誼對病人而言是靈藥

治療應充滿愛的互動 ，不是商業交易行為

了解病人家庭背景，以拉近距離

醫術進步，但醫師態度趨冷漠

醫生的冷漠，使病人更難忍病痛
醫病錯誤關係



「雖然高科技、電腦可以使醫療錯誤降低，但
是從病人身上獲得精確的病史以及教導病人醫
學知識，人的語言與接觸是無法以機器取代
的。 任何人都知道從藥房拿到有關藥物副作
用的清單時，病人心裡的感受會有多不舒服，
所以沒有人解釋的訊息對病家是會產生非常大
的負擔。」

William P. Cheshire



肢體語言

“You are always in a hurry”

D. Federman

Harvard Med School



當病人向你控訴別的醫師診斷或治療
錯誤，你應如何回答？

D1 : 會站在Dr.的立場，為前面之 Dr.申辯，而不是站在

p’t的角度

D2 : 
1. 替該Dr.申辯會使p’t馬上對你也反感

2. 我會更謹慎自己的言行，因為該p’t的個性就是會怪
別人的人

3. 不要自誇你做得比別人好

D3 : 病人、Family講的話，不一定是原醫師的意思，不

一定正確
醫師都沒講

打電話去問

三個醫師都講過



說法 :
1. 很多時候是疾病本身早期不明顯，不容易看出來

或不容易分辯，等到明顯了，才容易知道. 後面
的醫師比較佔便宜。

2. 醫學是不完美的科學，總是會碰到例外，特別的
情形，說不定就被你碰到了

3. 我們的病理(影像、臨床)診斷和前一家醫院不一
樣，我認為我們的較準確，但說不一定是我們
錯，我必需根據我們的判斷來為你擬定治療計
劃，你可以思考兩種不同判斷的損益或再請教其
他專家，事情只有時間能證明，有些更是石沉大
海沒有答案，你只能就現有的資訊做決定

4. 說不定是腫瘤本身有satellite lesion，因此以前的
病理看起來是margin free，但旁邊原本看不到的
又長出來

5. 就算那時候就發現，結果可能也一樣。



對病人說別的醫師不對
只有對病人有好處時才需要說，就事實
說，不加形容詞(為何到這地步，才來)

不是踩著別人昇高自己
⌧ 需靠說人不是，來肯定自己，是自信心不夠

的反射

⌧ 不隨便說人不是，反而給病人好印象

醫學是不完美的科學，必有錯誤
在學會以對事不對人的方式討論

以為“下一個病人好”的心態，私下與該醫
師討論



努力的方向



醫療異常事件通報

當醫療異常事件發生時，您會主動

通報嗎?
若主動通報後可能涉及民刑事法律

責任時，您還會主動通報嗎?
採取匿名通報可否避免法律責任?
該文書可否拒絕搜索或扣押?



醫師也是人！

IOM, “ To Err is Human＂, 1999

醫學的目的不在開啟廣大的智慧之門，而
在為無窮的錯誤設下界線

無意義的怪罪無濟於事，如果不能找出錯
誤背後的制度性因素，錯誤將會一再發
生！

認錯─通報─分析─改善



醫療錯誤發生時病人想知道什麼?

錯誤發生時立刻被告知
發生了什麼事?
對於健康的影響?
為什麼發生?
錯誤如何補救?
如何避免錯誤再發生?

Gallagher TH. JAMA 2003;289
Hobgood C. Acad Emerg Med 2002;9



病家到底要什麼?

說明事情的真相:請告訴我醫療過程發生了什
麼事,讓我有心理準備.可以怎麼做?

[使用病家可以了解的語言]

聽聽病家的聲音:面對未知或模糊的狀況,我
很不安和焦慮,心裡面很害怕

[同理病人和家屬的痛苦]

給一個溝通的管道:事情發生但不知道找誰溝
通,如何和院方溝通,盲目尋找可行的管道

[提供明確院內醫病溝通的管道]

釋放誠意:期待醫院主動連絡,了解病家真正
的訴求與主張,協商後續的醫療處理



面對錯誤:從根本面做起

首先是不傷害病人⋯⋯
用藥安全

倡議13項藥袋標示合格
手術安全

1.落實告知同意精神
2.遏止浮濫手術亂象
3.手術部位註記
4.落實每一項手術安全作業指引

從制度面—建立不易犯錯的醫療環境



負責任的醫院

1、平常即依醫療常規執行醫療照顧。

2、一但發生醫療爭議，誠實是最好的政策。

3、把握第一時間溝通。

4、儘速釐清並說明事實，由主治醫師親自說明，不

要推給社工或行政人員。

5、如果醫療爭議確實是院方醫療疏失所造成，

則應：

檢討流程、詳盡說明、誠懇道歉、及時補償。



謝謝聆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