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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國聯邦法院過去對醫療糾紛係採侵權行為說，原因在於
2001 年德國債法修正前，舊法第 847 條第 1 項規定：「（1）
在侵害身體或健康，或侵奪自由之情形，被害人對非財產上之
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此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
承，但已依契約承認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債務不履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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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人無法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因此對於醫療糾紛被迫
以侵權行為法解決。
在 2001 年德國債法修正後，新法第 253 條第 2 項規定，因
身體、健康、自由或性自主之侵害，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縱
非財產上損害，亦得請求以金錢為適當之補償。因此對於契約
責任與無過失責任也有其適用。因此成為侵權行為說與債務不
履行兩說併行。本文詳細說明此一轉變的原因，也分析了 2011
年新增醫療契約節後規範的現況。到 2011 年德國民法納入醫療
契約，明確的從從侵權行為法轉向為契約法。德國學者也認為
此一轉變是一個好的轉變，因為醫療責任原本就是以契約責任
為主。醫病間也是平等的契約夥伴關係。醫師只要事先有合理
的告知，並取得病人的同意，並非對病人從事侵權行為；若對
履約結果有爭議，應該是義務之違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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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Medical
Disputes Regulation in the
German Civi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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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e case of injury to body or health, compensation shall
be made by replacing the cost of healing as well as the financial
loss, the injured party may suffer a, that is a result of the breach
temporarily or permanently canceled its earning capacity or
diminished or occurred to increased needs , Because of the damage,
which is not financial damage, a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in
money can be demanded. "
Abstract：The main idea of medical dispute in Germany has
shifted from torts to the breach of contract. Before 2001 the
German new Obligation Law was amended, "In case of injury to
body or health, compensation shall be made by replacing the cost
of healing as well as the financial loss, the injured party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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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ffer a, that is a result of the breach temporarily or permanently
canceled its earning capacity or diminished or occurred to
increased needs, Because of the damage, which is not financial
damage, a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in money can be demanded."
However, in case of breach of contract, intangible damage can not
be replaced. According to Art.253: " (1) Money may be demanded
in compensation for any damage that is not pecuniary loss only in
the cases stipulated by law. (2) If damages are to be paid for an
injury to body, health, freedom or sexual self-determination,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in money may also be demanded for any
damage that is not pecuniary loss." The way for another solution in
treating medical disputes is open. German Scholars agreed that the
change is a good one, because the responsibility of medical care is
coming from the contract. Doctors and their patients are equal
partners. When a medical doctor undertakes a defect surgical
operation, it does not constitute a torts, but a breach of contract.
However, the verdicts of German courts still remains to
acknowledge both torts and breach of contract as basis of claim,
before the new Subtitle 2 Treatment Contract enter into force in
2011. This Article analysis the new Treatment Contract, and this
could be useful for Taiwan's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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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概說
德國很早就想就民事醫療責任訂立病人保護法
（Patientenschutzgesetz）之特別法，在 2002 年債法現代化時，
並未能成功。因此醫師責任仍然依賴民法的責任原則。因此請
求權仍然可以分別由醫療契約與侵權行為法而為主張（請求權
競合 Anspruchskonkurrenz）。德國的醫療責任法基本上屬於法
官法（Richterrecht）。立法者迄至 2001 年 11 月 26 日之債法現
代化法（Schuldrechtsmodernisier-ungsgesetz），或者在 2002 年
7 月 19 日之第二次修正損害賠償規定法（Gesetz zur Änderung
schadenersatzrechtlicher Vorschriften）
，並未在此領域有所規範。
表面上看起來，民法的重大修正，對於德國醫療法在實質上沒
有太大的影響 1。德國聯邦法院 2001 年 11 月 26 日之債法現代
化法施行前，對於瑕疵醫療行為，基於慰撫金的考量，傾向於
採取侵權行為說，若欠缺病人的有效同意，就無法阻卻違法。
由於病人或其家屬通常欠缺專業醫學知識，加上醫療鑑定人無
法預料的角色，使得醫療訴訟成了遠高於一般訴訟風險的冒險
行為 2。
1
2

德國民法在 2013 年才新增醫療契約規定，詳後述之。
S. Tombrink, Der schwere (“grobe”) medizinische Behandlungsfehler in der
gerichtlichen Praxis, in: Clavée/ Kahl/ Pisal (Hrsg.), 10 Jahre Brandenburgis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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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權行為要件要求身體或健康的侵害。醫師雖然常有爭議，
可是持續的判決卻認為，醫療手術是對於人體或健康的傷害。
只要有侵害行為，依據通說其違法性就被推定了，被告的醫師
在醫療責任訴訟中，必須就違法阻卻事由負舉證責任；也就是
病人的有效同意加以說明或必要時證明，特別是同意的有效性
與是否有充分的說明。只有過失與因果關係是醫師的主要防線。
在以侵權行為從事醫療訴訟的前提下，病人原則上要證明在瑕
疵醫療行為與身體或健康損害間，有因果關係。此一問題在訴
訟上常被低估。依據德國民事訴訟法第 286 條規定：「（1）法
院得斟酌審理之全般內容及相關證據調查之結果，依據自由心
證判斷，一項事實之主張應認為是真實或者非屬真實。在判決
中，應記名對法官心證重要之理由。（2）法院僅就法律明定之
情況下，才受法定證據之拘束 3。」所以建立責任之因果關係證
明，必須依據本條之嚴格證據方式規定提出。雖然事實審的法
官 僅 要 求 實 際 生 活 經 驗 上 的 可 靠 性 （ brauchbares Grad von
Oberlandesgericht: Festschrift zum 10 jährigen Bestehen, 2003, S. 181.
3

§ 286 ZPO: (1) Das Gericht hat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gesamten Inhalts
der Verhandlungen und des Ergebnisses einer etwaigen Beweisaufnahme nach
freier Überzeugung zu entscheiden, ob eine tatsächliche Behauptung für wahr
oder für nicht wahr zu erachten sei. In dem Urteil sind die Gründe anzugeben,
die für die richterliche Überzeugung leitend gewesen sind. (2) An gesetzliche
Beweisregeln ist das Gericht nur in den durch dieses Gesetz bezeichneten
Fällen gebu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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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wissheit） 4。但是儘管採用此種尺度，也不容易讓法官達成
心 證 。 病 人 仍 須 證 明 ， 醫 師 依 據 「 醫 療 常 規 （ der aerztlichen
Soll-Standard）原可阻止損害的發生。如果病人縱然在無瑕疵的
醫療行為下仍可能受損害，也無法認定有因果關係 5。
若醫師沒有採取一定醫療行為（不作為），病人必須要證
明，若曾採取此種醫療行為（如手術、提供特定藥品），身體
或健康之損害，可能就完全或部分不會發生。可是這些通常無
法確認，此種不確定卻產生了對病人不利之後果。在醫師作為
時，也有證明的問題。如在脊椎軟骨圓盤（Bandscheiben）手術
時，傷及神經，或者在膽手術時，不小心切斷的主膽汁管道
（Hauptgallengang），醫師只有當醫師于謹慎手術時原可避免
因為作為所生健康損害時，才負損害賠償責任。若屬於典型的
手術風險，即使非常有經驗的醫師在謹慎為之情形下仍可能發
生者，就不會被認定有因果關係。當然此處之因果關係不限於
自然科學上的因果關係，也包括法律上的因果關係（juristische

4

BGH, NJW 1994, 801 (802). Brdbg. OLG, 470 MedR 1998; auch abrufbar
unter

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qwwu5ekn6mya1pbx/

(Letzter

Abruf: 11/ 27/ 2008).
5

目前臺灣最高法院以此為判定過失之標準。不過臺灣的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規定之「當時技術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的安全性」也是因果關係的認
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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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usalitaet） 6。病人所獲得的待遇不應該高於醫師依據醫療常
規謹慎從事醫療之情況。醫師所負的責任是與損害有因果關係
之義務的違反（schadenskausale Pflichtverstoesse），而不是危
險責任 7。由於人體器官的個別特殊性，以及常具有不可預測性，
有許多案例在醫學上常為一次性事件，此種對因果關係的舉證
責任要求，就成了瑕疵作為醫師的免責特權。因此在特定情形
下，基於合理意義均衡之理念，必須對病人作有利的舉證責任
的減輕。
誠如德國憲法法院所指出：「資訊差距導致，病人因為醫
療行為的事實現狀，就舉證通常面對重大的困難；通常也代表
了醫師與醫院的優勢 8。」因此德國聯邦法院多年來的判決，所

6

黃立（2002），《民法債編總論》，頁 285，台北：元照。參見第七章 侵權
行為，新相當因果關係說（法規目的說）之說明。

7

Christian Tombrink, Die Arzthaftung für schwere (“grobe”) Behandlungsfehler,
in: T. Ratajczak/ Chr.-M Stegers (Schriftleitung) (Hrsg.), ArzthaftungsrechtRechtspraxis und Perspektiven, 2006, S. 119.

8

BverfG, NJW 1979, 1925: “Das Inforamtionsgefälle führt von der Sache her
insbesondere dazu, daß sich der Patient wegen der tatsächlichen Gegebenheiten einer
Heilbehandlung üblicherweise erheblichen Schwerigkeiten in seiner Beweisführung
ausgesetzt sieht; dies schlägt typischerweise zum Vorteil des Arztes oder des
Kranken- hausträgers aus.” Beschluß des Zweiten Senats vom 25. Juli 1979-2
BvR 878/ 7, abrufbar unter http://www.servat.unibe.ch/dfr/bv052131.html
(Letzter Abruf: 03/ 1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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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來的因果關係的見解，基本上建立在兩個基礎理念上面，
一個是公平的利益均衡（das gerechte Interessenausgleich）；另
一個是加重醫師的舉證責任（die Kompensation fuer dem Arzt
anzulastende Konkrete Beweis-erschwerung） 9。

貳、德國醫療糾紛司法實務的努力
一、帝國法院時代的判決
早在帝國法院時代，就已經考慮到了，被害人就損害原因
之醫療瑕疵要如何證明的問題。因此在 1940 年代就已經有一些
判決

10

，對此問題有詳細的分析。除了確認有客觀診斷錯誤當

然導致醫師責任外，已經對有重大過失時，減輕舉證責任分配
有 初 步 的 見 解 。 如 果 醫 師 有 意 或 者 輕 率 （ in leichtfertiger
Gleichgueltigkeit）讓病人陷於危險，依據外觀這種行為正好可
能導致損害發生，而損害也發生了，就推定醫師的行為與損害
間有因果關係。此種對醫師在重大過失（嚴重違反醫學科學與
實 務 成 規 bei schwereren Verstoessen gegen die anerkannten
Regeln der medizinischen Wissenschaft und Paxis；以下簡稱醫療

9
10

Christian Tombrink, a.a.O. (Fn. 7.), S. 119.
RG, Urteil v. 21.06.1940-III R 13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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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規）時之舉證責任轉換，是以「公平的利益均衡」之理念為
基礎。此種敘述方式，倒底是引據表面證據（Anscheinbeweis,
prima facie evidence），或者已經發展了在醫師有重大過失時，
轉換舉證責任，並不十分清晰。此外，使用了輕率一詞，是否
在客觀重大過失外，也包括了瑕疵之主觀可責性，也不很清楚。

二、聯邦法院 BGH NJW 1978, 46 11的判決
（一）BGH NJW 1978, 46 判決之事實
病人甲在被告己女之母庚（已經去世之外科醫師，己為庚
之繼承人）工作的醫院中去世。該醫院對所有該地之住戶開放。
庚雖然是唯一的外科醫師，也監管該醫院的非醫療工作，卻只
是特約醫師 Belegaerztin。庚就她自己的病人有自行指示與管理
之許可權。甲在一個星期天因為腸子疼痛，家庭醫師無法確認
病情，認為有住院檢查之必要，而將甲送到此一開放醫院，由
唯一在場的醫師庚治療，庚立即為甲作了盲腸手術。在手術前
庚雖然作了驗血與驗尿的病歷表，卻沒有被執行。再第二天當
醫事檢驗人員上班後，才補作了前述的檢驗，發現有結石、大
量三磷酸鹽及細菌、許多上皮細胞 epithelium 與白、紅血球。
依據前述病歷表，切開腹膜後清除了積血，「盲腸全部均已經
11

BGH, Urteil v. 27.6.1978–VI ZR 183/ 176 (Olden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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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發炎」。三天后腸胃停止蠕動，在輸血後的兩天有所改善，
又過了六天血液迴圈失控，甲因此死亡。庚在病歷上記明死因
為：「心臟與血液迴圈衰竭」。不過在庚自己所填寫的病歷表
中，也將死亡時之狀態為：
「腎臟發炎及疑似肺血栓（embolus）」。
在寫給家庭醫師的信中，庚未提及腎臟發炎的事，對驗尿的結
果竟然填上「未有發現 (ohne Befund)」 12。
（二）BGH NJW 1978, 46 13判決之理由
第二審法院採信鑑定人意見，認為庚醫師在甲送醫日，對
甲的泌尿系統嚴重發炎症狀，並未作任何醫療行為，並無重大
過失。在此點第二審法院的判決與第一審相同，均不清楚也無
法使人心服 (wenig klar und ueberzeugend)。本案是否涉及重大
過失，與舉證責任有關。

12

第三審對於請求因為所失生命的喜悅請求損害賠償部分仍然駁回。其餘則
撤銷原判決併發回更審。

13

BGH, Urteil v. 27.6.1978-VI ZR 183/ 176 (Oldenburg), abrufbar unter
https://www.jurion.de/Urteile/BGH/1978-06-27/VI-ZR-183_76.(Letzter Abuf:
2016/ 03/ 05). 但 Axel Hausch 對此處的解讀採限縮方式：Axel Hausch, Der
grobe Behandlungsfehler in der gerichtlichen Praxis: Eine kritische
Bestandsaufnahme

(VersR-Schriftenreihe),

in:

Lorenz/ Wandt

(Hrsg.),

Schriftenreihe der Zeitschrift Versicherungsrecht (VersR), Bd. 38., 2007, S.
11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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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第一天雖有尿系統發炎的高度病理特徵，庚就是沒有
作任何的醫療。忽略了此一特徵，當然是醫療的疏失，第一審
的鑑定人在第一次鑑定報告，及補充報告中均肯定此點。此點
雖沒有問清楚卻也無爭議。其僅認為：「並非必要自始認定腎
有嚴重的問題」，卻仍從有醫療過失出發。至於此一過失是否
嚴重，依據前引之聯邦法院判決，並非由鑑定人而是由法官認
定，認定前應由鑑定人提供更詳盡的醫學事實與知識。第二審
法院好像並沒有查清楚。因為並沒有提及任何可以減輕醫師過
失的事實，庚對於清楚的病理特徵並沒有依據醫療技術上要求
的規範有所反應。若欠缺此種情況，有疑問時必須認定此種醫
療的缺失屬於重大過失

14

。若醫師被法院認定有重大過失，就

可以推定醫師的行為與病人甲之死亡有因果關係，直到其反面
被證明為止（持續的判決 staetige Rspr.）。在此種情況下，依
據前述判決所為有利於病患之舉證責任轉換，有其必要

15

。基

於此一理由，原判決無法被維持。
原審判決也因為病歷表的記載不詳盡（unzulaenglich）且
部分（可能故意）偽造之醫療紀錄，原本就不應該有證據法上

14

原文為：“Fehlen aber solche Umstaende, dann muss ein solches aerztliches
Versagen im Zweifel als ein Behandlungsfehler angesehen werden, der als
grob zu bewerten ist.”

15

RGZ 171, 168; Senat, NJW, 1978, S. 168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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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力。適當的病歷記載是醫師的義務，已經被醫師職業規範
普遍承認

16

。若非如此，病人將來看病，不論經由同一醫師或

者不同的醫師，均將產生困難。
再更審時應注意以下事項：死者甲的家庭醫師在診斷後無
法確認甲的腹痛適合原因，家庭醫師認為甲不太可能得了盲腸
炎，身為一位有經驗的醫師，不可能不考慮過盲腸炎的可能。
此一疾病必須經過醫院以較佳的診斷機會檢查與診斷，一如庚
也如此看法。若家庭醫師知道，此一醫院僅有特約醫師，唯一
較佳的醫院檢驗室星期天並無人上班，必然也不會認同到此處
轉診。庚若瞭解家庭醫師的看法，必然應該對甲說明，該醫院
無法提供家庭醫師所期待的必要檢驗，而非逕行動手術。若此
處就可認定庚有過失，就不必再追究庚為外科醫師欠缺診斷的
能力的問題。縱然甲未能提供較精確的訊息，庚也可以拿起電
話詢問家庭醫師，除非有特別的障礙使庚無法為之。原審對此
也顯有疏忽。

16

H. Mehnert, Therapie des Coma diabeticum, DMW 1978, S. 595; 此外，現代
醫師觀點見 B. Schlegel, Fritze Referat, in: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innere Medizin: Herausgegeben von dem ständigen,
Wiesbaden Vierundachtzigster Kongreß, 197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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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BGH NJW 1978, 46 17判決確認之舉證責任原則
本判決確認了以下兩點：
1、如果無法確認有減輕醫師過失的情況，有疑問時必須認
定此醫療的缺失屬於重大過失

18

。

2、如果醫師過失，此種重大醫療瑕疵，通常適於導致已經
發生之損害，而其因果關係並非全然不可能者，推定其瑕疵醫
療行為與病人之損害有因果關係

19

。醫師或者醫院必須提出無

因果關係之證據，因此形成真正的舉證責任的轉換。
（四）德國聯邦法院於債法現代化後未變更見解
德國聯邦法院於 2008 年 1 月 8 日判決：如確認有醫療瑕疵
（衛生瑕疵 Hygienefeh-ler），醫師必須證明，病人之損害並非
來自醫療瑕疵，而是由於其它原因（如過敏）。原告是職業足

17

Urteil v. 27.6.1978–VI ZR 183/ 176 (Oldenburg).

18

原文為：“Fehlen aber solche Umstaende, dann muss ein solches aerztliches
Versagen im Zweifel als ein Behandlungsfehler angesehen werden, der als
grob zu bewerten ist.”

19

原文為：“Ist der Grobe Bahandlungsfehler (generell) geeignet, den eingetretenen
Gesundheits-schaden herbeizufuehren, und ist ein Kausalzusammenhand nicht
gaenzlich unwahr-scheinlich, so wird die (haftungsbegruendende) Kausalitaet
zwischen dem (schweren) Arztfehler und dem Gesundheitsschaden regelmaessig
vermutet.” Vgl. Christian Tombrink, a.a.O. (Fn. 7), S. 12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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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員，因為左膝蓋病痛，而對關節注射藥物。原告因而感受痛
楚，並因此住院治療，最後必須動手術。原告因膝蓋病痛長期
無法參加球賽。原告在曼海姆地院（Das Landgericht Mannheim）
起訴主張被告在注射時未能遵守衛生規則，請求損害賠償與慰
撫金。地院將原告之訴駁回，原告乃向卡斯魯高等法院（Das
Oberlandesgericht Karlsruhe）上訴，也被駁回。原告繼續向聯
邦法院提起第三審上訴，聯邦法院撤銷原判決，並將案件發還
卡斯魯高等法院。聯邦法院指出，卡斯魯高等法院正確的確認，
被告在 注射 時未 能遵 守 衛生上 當然 之重 要規 則 （ grundlegende
hygienische Selbstverständlichkeiten），因此有重大醫療瑕疵，
並導致以下證據之減輕。被害人有健康上損害（膝部疼痛），
並有重大醫療瑕疵，因此關於重大醫療瑕疵與損害間的因果關
係的舉證責任轉換。病人不再需要對此一因果關係負舉證之責。
反之，必須由醫師證明，其重大醫療瑕疵與損害無因果關係。
醫師無法證明，原告之健康損害系由其它原因所產生，就輸了
官司
20

20

。

Urteil v. 8.1.2008-VI ZR 118/06, abrufbar unter http://juris.bundesgerichtshof.de/
cgi-bin/rechtsprechung/docu-ment.py ?Gericht=bgh&Art=en&sid=3a239eab9b8b5
99349757aaeb56e63d8&client=%5B'3'%2C+'3'%5D&client=%5B'3'%2C+'3'%5D
&nr=42874&pos=0&anz=1&Blank=1.pdf

(Letzter Abruf 7/ 28/ 2015). 其它判

決如：BGH, Urteil v. 27.04.2004-VI ZR 34/ 03; BGH, Urteil v. 23.03.2004-VI ZR
428/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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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民法架構下以侵權行為解決
醫療糾紛的困擾
一、病患死亡時繼承人之求償問題
（一）適用德國侵權行為法的方法
德國民法第 844 條規定：「（1）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
於支出殯葬費之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2）被害人於受傷害
時，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或可以有此義務，由於此一
死亡使第三人之扶養請求權被剝奪者，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
在被害人原本可能存活負擔扶養義務之期間，以年金方式，負
損害賠償責任。第 843 條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準用之。此一
賠償義務對於第三人在侵害發生時，係尚未出生之胎兒者，亦
同。」間接被害人也可以對侵權人請求賠償。德國民法第 823
條僅直接被害人有請求權，若其因侵權行為而死亡，其因 823
條業已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由其繼承人繼承。但卻只能依據
844 條自身之權利請求。
不過此處由於德國民法第 1 條僅規定：人之權利能力始於
出生。對於何時結束並無明文規定。德國民法沒有死亡的法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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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21，也未明文規定，權利能力終於死亡（台灣民法第 6 條）。
舊德國民法第 847 條原規定：「I、（1）在侵害身體或健康，
或侵奪自由之情形，被害人 對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
相當之金額。（2）此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契約
承認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Ⅱ、對婦女犯違背倫理之重罪或
輕罪，或因詐術、脅迫，或濫用從屬關係，使其應允為婚姻外
之同居者，該婦女亦有同一之請求權。」業已刪除。
因此實務上認定侵權行為之直接被害人對加害人有請求權，
若其因侵權行為而死亡，保留了先適用德國民法第 823 條的空
間，然後才討論被害人已經死亡，此請求權由繼承人繼承，但
僅能依據德國民法第 844 條自身之權利。邏輯上雖不完美但仍
可說得過去。
（二）台灣民法適用侵權行為法的方法
台灣民法第 6 條明文規定：「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
終於死亡。」明確的規範，使適用法律時無轉圜空間。加上台
21

德國器官移植法（Das Transplantationsgesetz; TPG）要求要摘取人體器官
必須以大腦，小腦和腦幹的整體功能均喪失功能，且不可能恢復為前提
（§ 3 Abs. 1 Nr. 2 TPG）。在法律實務上，在其他法律領域有疑義時，均
引 據 德 國 器 官 移 植 法 之 規 定 ， 作 為 認 定 死 亡 之 標 準 ，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tpg/BJNR26310099 7.html （最後瀏覽日：
07/ 22/ 201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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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民法第 195 條仍遵循舊德國民法第 847 條規定：「不法侵害
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
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
譽之適當處分。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
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前二項規定，
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
情節重大者，準用之。」
觀察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737 號民事判決：「上訴人
家鴻公司承攬系爭工程後，將其中之鋼便橋製作工程部分交由
實際為永利工業社負責人之辛○○（該社登記負責人為戊○○）承
攬。而辛○○與家鴻公司、吉豐公司間並無僱傭關係。該橋面鋼
板等鋼材之吊運工作，辛○○係交由靠行於吉豐公司之庚○○施作。
庚○○於九十五年二月十八日操作起重機，在系爭事故處吊裝鋼
材時，因疏未注意使用時已超過額定荷重，且左前外伸撐座並
未完全伸出，及支撐地面有鬆軟狀態等因素，導致起重機重心
不穩而翻覆，造成辛○○與庚○○墜落河床受傷、送醫不治死亡，。
上訴人家鴻公司及該公司之負責人雖非被害人辛○○之僱主，惟
勞安法第 14 條第 2 項、第 17 條第 1 項、第 18 條第 1 項、第
23 條第 1 項、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3 條第 1 項、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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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49 條、第 60 條及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
準第 19 條，核均屬保護勞工之相關法令，自屬民法第 184 條第
5 項規定所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範疇。...家鴻公司係因未
依上開勞安法等規定，於事前以書面或召開協商會議作成紀錄，
說明承攬人其事業工作環境、墜落危害因素及應採取之必要措
施，致辛○○墜落死亡，顯已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規定，二者間
即有相當因果關係，應依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規定，負侵權行
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戊○○因辛○○之死亡，支出殯葬費十六萬
元，為上訴人所不爭執，其依民法第 192 條第 1 項，請求此部
分之損害，即應准許。」
可以知道，台灣司法實務仍與德國相同，先假設死亡之直
接被害人並未喪失權利能力，審查加害人之行為是否符合民法
第 184 條第 2 項之要件，符合後才確認「間接被害人」。不過
判決指出，應依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規定，負侵權行為之損害
賠償責任，真正講起來，並不符合要件，因為他人並不存在。
此處不過是擬制他人存在而確定符合侵權行為要件之後，才能
進一步對加害人有無所謂「獨立」之請求權判斷。台灣的法律
架構在邏輯上並不完美。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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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療有糾紛就從合法轉換成侵權行為無正當性
在德國舊民法上，並無債務不履行得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
規定，使債務不履行在病人死亡時的醫療糾紛案中，不是很適
合的請求權基礎。此一障礙在德國法在其債編修正後已不存在，
因為德國民法第 253 條規定：「（1）基於非財產上之損害，以
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金錢損害賠償。（2）如因身體、
健康、自由或性自主之侵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縱非財產上
損害，亦得請求以金錢為適當之補償。」引進慰撫金之一般請
求權，除了原先已經包括之非契約過失責任外，也擴及於危險
責任及契約責任 22。此外，德國損害賠償法修法理由明確指出：
「由於非契約責任與契約責任之不同任務，將來對於典型的契
約責任案件，將很少會以侵權責任來補充。例如在醫師責任的
領域。將來不再需要將基於醫療或說明瑕疵，經由侵權行為法
以取得慰撫金。」23排除了過去對債務不履行規範能否適用于醫
療糾紛的疑慮。

22

臺灣由於民法第 227 條之 1 的施行，從債務不履行處理醫療糾紛，在實務
上並無問題。

23

BT-Druck 14/ 7752, S. 15: “Infolge der Aufgabe dieser Differenzierung
zwischen außervertraglicher und vertraglicher Haftung sollte es künftig nur
noch selten zu einer ergänzenden Anwendung der deliktischen Haftung auf
typische Vertragshaftungsfälle kommen. Dies gilt etwa für den Bereich der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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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新債法於 2001 年施行後，德國學者認為醫療責任原本
就是契約責任。醫病間也是平等的契約夥伴關係。醫師並非對
病人從事「侵權行為」（德國民法第 823 條），其責任應該是
義務之違反（德國民法第 280 條
是服務契約

24

）。換言之，醫病關係原本

25

（正常情況）或者是適法無因管理（如車禍中不

知名之傷患被送醫），原本是合法的行為，一旦有醫療糾紛發
生，醫療行為就成了侵權行為，並沒有堅強的法律上理由。所
Arzthaftung. Zukünftig wird es nicht mehr notwendig sein, ihrer Natur nach
vertragliche Ansprüche wegen eines Behandlungs- oder Aufklärungsfehlers
zugleich über das Deliktsrecht abzuwickeln, um ein Schmerzensgeld zu
erhalten.“ abrufbar unter http://dip.bundestag.de/btd/14/077/1407752.pdf
(Letzter Abruf: 08/ 27/ 2008).
24

義務之違反作為債務不履行之核心概念，參見黃立（2009）
，
《德國新債法
之研究》，頁 115，台北：元照。

25

德國民法第 662 條（委任契約典型之義務）
：
「因承受委任，受任人負有為
委 任 人 無 償 處 理 其 所 委 託 事 務 之 義 務 。 」（ § 662 BGB (Vertragstypische
Pflichten beim Auftrag):“Durch die Annahme eines Auftrags verpflichtet
sich der Beauftragte, ein ihm von dem Auftraggeber übertragenes Geschäft
für diesen unentgeltlich zu besorgen.”）因此德國無法將有償之醫療契約
定位為委任契約。此外，德國民法第 611 條規定之 Dienstvertrag，台灣民
法翻譯為「僱傭」契約，但此種契約英譯為 Service Contract 或者 Work &
Service Contract 比較貼切，本文也不襲用通用之譯名，以免誤解。台灣
民法第 535 條（受任人之依從指示及注意義務）
：
「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
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
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委任契約可以是有償，而且將醫療定位
為「僱傭」並非妥適，因此在台灣醫療行為被定位為委任契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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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務上開始有律師依據義務之違反（德國民法第 280 條）而
為主張。契約責任與醫療契約所接受之任務相關（作為），而
有不完全給付之問題

26

。儘管有請求權基礎之不同，德國聯邦

法院對於責任要件的要求上，在德國新債法修訂後來逐漸的接
近，醫療責任的核心問題已經被判決在此二不同請求權基礎所
為請求，大致上有相同的解決。因此可以說，醫療契約的不完
全給付，在侵權行為法可當成身體之侵害

27

。特別是在二者之

注意義務標準及因果關係要求大體上相同，可得補償之實體損
害範圍也是一樣。加上 2001 新債法將德國民法第 280 條之義務
違反責任，併聯德國民法第 253 條第 2 項將精神上損害賠償擴
及于侵權行為以外之請求權，對於賠償的公平性不再產生問題。
使德國醫療糾紛的重心開始從侵權行為法逐步轉向為契約
法

26

28

。

Allgemeine Arzthaftung, abrufbar unter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
sourceid=navclient&hl=zh-TW&ie=UTF-8&rlz= 1T 4GGLJ_zh-TWTW283
US285&q=konkreten+Risikospektrums ( Letzter Abruf: 02/ 01/ 2008).

27

Ebd., Deshalb kann man heute sagen, daß die Schlechterfüllung des
Behandlungsvertrages deliktsrechtlich als Körperverletzung zu qualifizieren
ist.

28

Gerda Müller, Macht und Grenzen aerztlichen Handelns, GesR 2004, S. 257;
Hartwig Sprau, in: Palandt, BGB, 63. Aufl., 2004, §823 Rz.134; Mathias
Habersack,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BGB, 4. Aufl., 2004, §823 Rz.64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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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醫療糾紛採契約或侵權責任在救濟上的差異
（一）採取契約責任時，由於與病人締結契約者為醫院，
而非受僱醫師，因此主張此一請求權只能告醫院，不能直接告
29

醫師

。至於付款人為病人或者保險公司（保險支出也由於病

人繳納保險費），對於契約關係在病人與醫院間成立，並無影
響

30

。相反的，主張侵權行為責任時，可以同時控告醫師與醫

院（德國民法第 823 條及第 831 條

29

31

）。

在先前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為請求時，也只能告企業經營者（醫院），不能
告受僱醫師。

30

參見新的醫療契約規定，§630A（在治療契約典型的契約義務）第 1 項：
「（1） 治 療 契 約 是 承 諾 醫 治 病 人 者 ， 與 他 方 （ 病 人 ） 承 諾 給 予 約 定 費 用
之契約。但第三方有義務給付者不在此限。」“

(1) Durch den

Behandlungs- vertrag wird derjenige, welcher die medizinische Behandlung
eines Patienten zusagt (Behandelnder), zur Leistung der versprochenen
Behandlung, der andere Teil (Patient) zur Gewährung der vereinbarten
Vergütung verpflichtet, soweit nicht ein Dritter zur Zahlung verpflichtet ist. ”
第三人有給付義務時並未成為契約當事人。
31

德國民法第 831 條（對輔助人之責任）
：
「（1）使用他人執行事務者，就該
他人因執行事務所不法加於第三人之損害，負賠償義務。使用人於選任
受僱人時，及關於裝置機械或器具、或指揮事務之執行，於為裝置或指
揮時，已盡往來上必要之注意，或縱加以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使用
人不負賠償義務。（2）依契約為使用人擔任處理第 1 項第 2 句所定之事
務者，亦負同一之責任。」相當臺灣民法第 188 條加上第 224 條之規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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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受僱人依據德國民法第 831 條第 2 項有免責機
會(比較台灣民法第 188 條)。相反的，在契約依據德國民法第
278 條規定（比較台灣民法第 224 條） 32，除另有約定外，對故
意行為無免責機會。
（三）具公務員身分之醫師，在侵權行為法架構內享有特
權，依據德國民法第 839 條規定：「（1）公務負因故意或過失，
違背其對第三人所應盡之職務者，對於該第三人因此所生之損
害，負賠償義務。公務員僅有過失（責任）者，限於被害人不
能依他項方法而受賠償時，始得對之為賠償之請求。（2）就訴
訟案件之判決，公務員違背其職務者，以其違反職務構成犯罪
行為者為限，對於因此所生之損害，負擔責任。違反職務而拒
絕或遲延職權之行使者，不適用前段之規定。（3）被害人因故
意或過失，未曾行使法律上之救濟手段，以避免其損害者，公
務員不負賠償義務
32

33

。」

德國民法第 278 條（履行輔助人之過失）規定：「債務人就其法定代理人
及為履行債務所使用之人之過失，應與自己過失相同的範圍內負責。於
此情形，不適用第 276 條第 3 項之規定。」“§ 278 Verantwortlichkeit des
Schuldners für Dritte: Der Schuldner hat ein Verschulden seines gesetzlichen
Vertreters

und

der

Personen,

deren

er

sich

zur

Erfüllung

seiner

Verbindlichkeit bedient, in gleichem Umfang zu vertreten wie eigenes
Verschulden. Die Vorschrift des § 276 Abs. 3 findet keine Anwendung.”德
國民法第 276 條規定：「...（3）債務人就故意之責任不得預先免除。」。
33

臺灣民法第 186 條（公務員之侵權責任）
：
「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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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2013 年新增醫療契約前醫療契約責任
一、責任之基礎
德國民法第 280 條規定：「（1）債務人違反債之義務

34

，

債權人得請求賠償因此所生損害。如債務人對義務之違反不可
歸責者，不適用之。（2）因給付遲延所生損害，債權人僅能于
亦符合第 286 條之附加要件下請求之。（3）債權人僅得于符合
第 281 條、第 282 條或第 283 條之附加要件下，請求損害賠償
代替給付。」35除了第 311 條 a 第 2 項另有請求權規定

36

外，原

應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受損害者，負賠償責任。其因過失者，以被害
人不能依他項方法受賠償時為限，負其責任。 前項情形，如被害人得依
法律上之救濟方法，除去其損害，而因故意或過失不為之者，公務員不
負賠償責任。」規定類似，因此臺灣公立醫院的醫師似乎也可以引據本
條規定，而排除醫療之侵權行為責任。
34

立法者認為，不履行 Nichterfüllung 與義務之違反 Pflichtverletzung 並無實
質的不同。見 BT-Drucks, 14/ 6040，S. 92。可是用語上「義務之違反」看
起來容易與過失有不當的聯想，相反的，「不履行」固然可以避免此一聯
想，附隨義務、遲延、不良履行等，若有部分履行就不當然包括在內。
採用「義務之違反」以涵括所有的債之關係，較為中立。見 Dauner-Lieb u.a.
(Hrsg.), Das Neue Schuldrecht, 2002, §2 Rn.14.

35

新法第 280 條原文為：“(1) Verletzt der Schuldner eine Pflicht aus dem
Schuldverhältnis, so kann der Gläubiger Ersatz des hierdurch entstehenden
Schadens

verlangen.

Pflichtverletzung

nicht

Dies
zu

gilt

nicht,

vertreten

27

hat.

wenn
(2)

der

Schuldner

Schadensersatz

die

we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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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上本條的規定應該含括了一切因為義務違反所生損害賠償的
情況。因此對於所有其它的契約類型，均不再需要自身的請求
權基礎

37

。

Verzögerung der Leistung kann der Gläubiger nur unter der zusätzlichen
Voraussetzung des § 286 verlangen. (3) Schadensersatz statt der Leistung
kann der Gläubiger nur unter den zusätzlichen Voraussetzungen des § 281,
des § 282 oder des § 283 verlangen.”（1）本條適用之範圍，包括法定債之
關係與單務契約，與第 323 條解除權針對雙務契約不同。（2）本條之適
用以債務人有可歸責事由為限，第 323 條債務人是否可歸責不影響解除
權的成立。
36

新法第 311 條 a 規定：「（1）債務人依據第 275 條第 1 至 3 項規定無須給
付，而給付之障礙在締約時已經存在者，不影響契約之效力。
（2）債權人
得選擇損害賠償以代替原給付，或依據第 284 條規定範圍費用之補償。但
債務人於締約時不知有給付障礙而其不知並無過失者，不在此限。第 281
條第 1 項第 2 句、第 3 句及第 5 項規定準用之。」又 Palandt, a.a.O. (Fn. 28.),
§280 Rn.5：「本條也取代了不成文的積極侵害契約。德國民法對於給付不
能、遲延以及對於買賣、承攬、租賃等瑕疵擔保規定及所有債務不履行的
不當規範，均由於本條而得以修正。」；in: Dauner-Lieb u.a. (Hrsg.), Das
Neue Schuldrecht, 2002, §2, Rn.15 也指出，積極侵害契約並未在法條中出
現，修法理由中也未納為基本類型，只被當成一般原則，而在一般具體債
務不履行的之上，過去借助於判決解決的難題，在新制下自行解決（quasi
von selbst lösen）。

37

BT-Drucks 14/ 6040, S. 134 對第 280 條至第 288 條的修正理由指出，草案
接受了債法委員會的觀點，建議創設一體的責任要件。草案並沒有忽略了
給付不能、遲延與不良履行為侵害債之關係的典型類型。但是也應考慮此
三種類型並非完全無法融合之情況，他們特別在流程方面彼此間有重大的
類似性，其共同性也在於債務人在三種類型或者其它的給付幹擾的情況，
均無法踐行他們在債之關係中的承諾。這種共同性提供了訂定無漏洞的給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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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第 1 項：「債務人違反債之義務，債權人得請求賠償
因此所生損害。如債務人對義務之違反不可歸責者，不適用之」
是新的債務不履行規範的核心，就所有可歸責之義務違反，均
構成損害賠償義務

38

。對於義務違反與債務不履行的種類，暫

先不管。所以此一義務的違反，包括了主給付義務、從給付義
務、不為給付、給付不能、不良履行，給付遲延或附隨義務的
違反。除了包括債務不履行之外，也包括了債務不履行特殊型
態的給付不能、給付遲延、締約過失與積極侵害契約

39

。因此

本項就成了因為違反債之關係的義務，所生損害賠償請求權的
基本規範。本條第 1 項之規定並不是無過失責任，不過第 2 句
明定：「如債務人對義務之違反不可歸責者，不適用之。」使
債務人必須舉證證明其並無可歸責的事由，才能免除賠償的責
任

40

。

付干擾法，也具有簡化規範的潛力。（不同意見如 ZIP 2001, 18485; Krebs,
DB Beilage 14/ 2000 S. 10）。
38

In: Dauner-Lieb u.a. (Hrsg.), a.a.O. (Fn. 34.), §2 Rn.29.

39

Ehmann/ Sutschet, Modernisiertes Schuldrecht, 2002, S. 19 指出：第 280 條
與第 281 條的要件，包括了遲延、積極侵害契約與締約過失，而脫離了原
先給付不能的領域。只有第 311 條 a 第 2 項對自始客觀或主觀不能的損害
賠償不在此體系內。In: Dauner-Lieb u.a. (Hrsg.), a.a.O. (Fn. 34.), §2 Rn.29.

40

此一規定非強制規定，因此若約定較嚴苛或溫和之責任，或基於債之關係
承擔保證責任者，可以依據約定，而將債務人之責任減弱至故意（第 276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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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任一當事人主張有利於自己之事實者，負舉證責
任

41

。因此依據新法第 280 條第 1 項而為主張者，就其要件之

完備負舉證責任。新法第 280 條第 1 項之要件，包括雙方有債
之關係、債務人有義務之違反、有損害的發生、義務違反與損
害發生間的因果關係，應由債權人舉證。但是請求權人對於債
務人違反義務有無可歸責事由，通常無法得知，因此該條項規
定：「（1）

債務人違反債之義務，債權人得請求賠償因此所

生損害。如債務人對義務之違反不可歸責者，不適用之。」于
債務人違反說明義務時，特別是職業義務的重大違反（如醫師
違反說明後同意義務），不僅是可歸責性，就義務違反與損害
發生間的因果關係，也應該轉換其舉證責任，由債務人負責。
其理由也是債權人舉證的困難，欠缺足夠的瞭解及專業知識，
無法得知及證明，損害在債務人未違反義務時是否不會發生 42。
在醫師責任訴訟，在契約領域最常見的問題是，是否有醫師違

條 第 3 項 ）， 或 者 加 重 至 事 變 責 任 （ 如 第 287 條 ） 或 保 證 責 任
（Garantiehaftung）
。見 Ehmann/ Sutschet, Modernisiertes Schuldrecht, 2002,
S. 20.
41

參考臺灣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
：
「當事人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
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

42

黃立（2009），〈德國新債法之研究〉，頁 116 以下，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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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契約義務，依據德國民法第 280 條第 1 項有賠償義務

43

。侵

害契約主要義務當然是狹義的醫療瑕疵，不過也包括說明瑕疵
及組織瑕疵。

二、 醫療契約之性質
在 德 國 認 為 醫 療 契 約 在 性 質 上 屬 於 服 務 契 約
Dienstvertrag 44。主要的原因在於，德國學者多認為，委任契約
為無償，因此不得不為此種認定。不過此種契約依臺灣民法第
482 條之規定：「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
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系以約定
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僱用人服勞務，僱用人給與
報酬為其成立要件。因此就債之標的而言，僱傭契約應為服務
契約的基本類型，單純的僱傭契約相較於其它服務契約之類型，
提供勞務應為其最終目的
43

45

，為單純的勞務提供，對於服勞務

Im Mittelpunkt der Arzthaftungsprozesse steht daher im vertraglichen
Bereich regelmäßig die Frage, ob eine vertragliche Pflichtverletzung des
Arztes vorliegt, die ihn nach § 280 Abs. 1 BGB zum Schadenersatz
verpflichtet. Allgemeine Arzthaftung, abrufbar unter http://www.google.
com.tw/search?sourceid=navclient&hl=zh-TW&ie=UTF-8&rlz=1T4GGLJzhTWTW283US285&q=konkreten+Risikospektrums(Letzter Abruf: 06/ 01/ 2008).

44

a.a.O. (Fn. 27.).

45

參照最高法院 45 年臺上字第 1619 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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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法毫無自由裁量餘地

46

，其契約之類型自屬僱傭契約

47

。

臺灣民法第 482 條僱傭關係以給付勞務本身為目的，然其所稱
服勞務並未有明文規範，而概括以「為他方服勞務」，因此其
範圍當可包含各種之給付，無論受僱人是否獨立給付，僱用人
給付報酬多寡，皆為服勞務之一種
之「服務契約」為僱傭契約

49

48

。因此諸如醫院與醫師間

。

然醫師對病患所提供之服務，乃事務之處理，並非受僱於
病患，其契約性質應為民法第 528 條所規定之委任，於委任人
授權範圍內，醫師得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
成委任之目的。
（一）醫院或醫院經營者與病患之關係
由於醫師對病患提供服務，必須在醫院為之。因此在討論
醫療責任時，就必須討論醫院或醫院經營者與病患的法律關係。

46

參照最高法院 85 年臺上字第 2727 號判決。

47

郭玲惠（2003），〈僱傭契約〉，黃立主編，《民法債編各論》，頁 553，台
北：元照。

48

參 照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八 86 年 勞 上 字 第 53 號 判 決 ； 進 一 步 參 閱 德 國
Müller-Glöge, in: Henssler u.a. (Hrsg.),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Schuldrecht/ Besonderer Teil II, 6. Aufl., 2012,
§611 Rn.2.

49

郭玲惠(2003)，〈僱傭契約〉，黃立主編，《民法債編各論》，頁 553 以下，
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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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法上醫師在醫院幫病患看診時，有服務關係存在
Dienstvertrag。但病患住院時，債之標的是由醫師與看護等團隊
所的整體給付（包括住房、清潔、餐飲等），被稱為完全住院
契約 der totale Kranken-hausaufnahmevertrag 50。就非醫療之瑕疵
給付，醫院均依據德國民法第 278 條負責

51

。

（二）組織上過失所生責任案例事實
於 1994 年一個小孩的母親在懷孕時在甲婦產科醫師處看
診。生產應在該醫師之診所為之。在甲的資訊說明會，甲告訴
小孩將在診所之手術室生產，于必要時可以進行剖腹產
（Kaiserschnitt），而且有一位麻醉醫師待命。事實上該麻醉醫
師白天要一個小時才會到達，傍晚及夜間並無麻醉醫師，因此
產婦或者胎兒于必要時應移送至附近的醫院。由於羊水提早破
水，產婦于 21 點 30 分前往甲處。從 cardiotocography（CTG）
系統顯示，23 點 30 分該婦產科醫師診斷生產過程停止。於 23
點 50 分借助真空吸取機（Vakuumextraktion）將嬰兒吸出。但
嬰兒並無脈搏跳動，由甲急救。在通知婦產科急救中心後，該

50

Laufs/ Uhlenbruck-Uhlenbruck, Handbuch des Arztrechts, 1992, §93 Rn. 3.

51

德國民法第 278 條規定：「債務人就其法定代理人及為履行債務所使用之
人 之 過 失 ， 應 與 自 己 過 失 相 同 的 範 圍 內 負 責 。 於 此 情 形 ， 不 適 用 第 276
條第 2 項之規定。」相當於臺灣民法第 224 條。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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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在 1 點 30 分將身體上與精神上已發生嚴重障礙之嬰兒接走。
該嬰兒由父母代理對甲提起控訴，指責甲讓他們產生錯誤，認
為在生產不順利時可以緊急剖腹。由於未能及時採取緊急剖腹
產，並太晚通知婦產急救中心，才導致損害的發生

52

。

德國哈姆高等法院在鑑定人協助下，認為：「該婦產科醫
師有瑕疵醫療行為。其出發點為該婦產科醫師有重大的組織過
失 Organisationsverschulden。該醫師在資訊會，讓人產生了錯
誤印象，其可一如在醫院的醫師，可以提供通常的照顧，也可
以進行正常的急救措施

53

。在此一背景下，該醫師依據醫療契

約被要求，在其診所具備急救的機會，實際上其並無能力。特
別 在 緊 急 情 況 ， 在 顯 示 狀 況 與 決 定 － 發 展 時 間 （ E-E-Zeit ；
Entschluss-Entwicklungs-Zeit）最多只能有 20 分鐘，卻沒有被
遵守。雖然沒有足夠的組織，卻仍然接受病人，構成重大的組

52

abrufbar unter http://www.gynundgeburtshilfe.de/pdf.php?url=/archiv/2008/
04/gg0804_52.pdf

53

(Letzter Abruf: 7/ 27/ 2008).

參見 Mindestanforderungen an prozessuale, strukturelle und organisatorische
Voraussetzungen für geburts- hilfliche Abteilungen 助產部門就方式、結構
與 組 之 要 件 之 最 低 要 求 ， Stellungnahme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Gynäkologie und Geburtshilfe (DGGG)德國婦產與助產協會意見 abrufbar
unter http://www.uni-duesseldorf.de/awmf/qs/qs-gyn02.htm (Letzter Abruf:
05/ 25/ 2008).

34

醫療糾紛處理的過 程與發展－以 德國民法為中心 35

織過失，等同重大的瑕疵醫療行為

54

。」當然本案不論從債務

不履行或侵權行為角度，請求權的成立均無問題。

伍、民法 2013 年新增醫療契約類型
一、問題與立法目的
關於病人的權利在德國散見於不同的法律領域，而且規範
並不完整。在醫療和醫療責任法領域，病人的權利基本上在法
律上並無規範，而是依賴法官法。使人們所有此一領域的參與
者難以了解相關的法律。醫療的複雜性和治療方案的多樣性需
要 一 個 法 律 框 架 ， 使 病 人 和 醫 師 處 於 平 等 的 基 礎 上 （ auf
Augenhöhe bringt）。風險與防範錯誤的體系，有助於將日益複
雜的醫療過程最佳化，以保護病人。正確地理解病人的保護並
非依賴法律的監護（rechtliche Bevormundung），而是由成年病
人的想法（Leitbild）為指標
54

55

。對於病人的現有廣泛的權利建

OLG Hamm, Urteil v. 30.05.2005, Az. 3 U 297/ 04, abrufbar unter
http://www.gynundgeburtshilfe.de/pdf.php?url=/archiv/2008/04/gg0804_52.
pdf (Letzter Abruf: 7/ 27/ 2008).

55

在晚近的醫療法改革努力中，沒有對未成年人給予充分考量，其實原本擬
在第 1628 條加入：「（1）未成年人已滿 16 歲者，得自為醫療之說明後同
意。對於合法墮胎不論年齡，亦同。（2）已滿 14 歲之兒童也可以未經父
母同意為說明之同意。」Elisabeth Gleixner-Eberle, Die Einwilligung in die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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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透明度和法律確定性，改善這些權利可以順利被主張，讓病
患有較佳的衛生照料，在有醫療瑕疵時給予支持。
因此在 2013 年 2 月 20 日通過了改善病人法，將其納入民
法第 630a 條到第 630h 條（BGBI I S 277），並於同年月 26 日
生效。將前此在服務契約中未明文規定的醫療契約，以及在法
官法中確立的原則加以法典化

56

。

二、契約當事人
德國民法第 630a 條(在治療契約典型的契約義務)第 1 項：
「（1）治療契約是承諾醫治病人者，與他方（病人）承諾給予
約定費用之契約。但第三方有義務給付者不在此限。」57第三人

medizinische Behandlung Minderjähriger: Eine arztrechtliche Untersuchung
im Rechtsvergleich mit Österreich und der Schweiz sowie mit Blick auf das
Internationale Privat-und Strafrecht, 2014, S. 384.
56

BT-Drucks 17/ 10488, 9, abrufbar unter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

btd/17/104/1710488.pdf (Letzter Abruf: 08/ 08/ 2015). Klaus Schreiber, in:
Schulze

u.a.

(Hrsg.),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8.

Aufl.,

2014,

Vormerkung zu §§630a-630h.
57

BGB §630 a: (1) Durch den Behandlungs- vertrag wird derjenige, welcher die
medizinische Behandlung eines Patienten zusagt (Behandelnder), zur
Leistung der versprochenen Behandlung, der andere Teil (Patient) zur
Gewährung der vereinbarten Vergütung verpflichtet, soweit nicht ein Dritter
zur Zahlung verpflichtet 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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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保險公司縱然必須支付醫療費用，保險公司仍不是契約的當
事人。承諾醫治病人者從契約角度應該是醫院，但法條上並未
使用醫師（Arzt）一詞，卻使用了醫治病人者 Behandelnder 似
乎應該僅指締約之醫院。
承諾醫療病人的人包括所有醫療行業的人，除了醫生或牙
醫，心理諮詢師，兒童和青少年心理諮詢師之外，其他醫療專
業人員也可以締結醫療契約，如自然療法者 Heilpraktiker 58、助
產士，復健師 Physiotherapeuten，按摩師等，但不包括獸醫，
因為他們不從事人體醫療，也不包括藥劑師，配鏡師和助聽器
配置師

59

。另一方的病人則承諾給付約定之費用，至於有未參

加健康保險，在所不問。

三、醫事人員主給付義務
醫療契約要求醫治病人者依據醫療常規（公認的專業標準
unter Beachtung der jeweils geltenden allgemein anerkannten fachlichen
Standards）進行適當的醫療。醫治病人者應採取所有可能即可
期待之措施，依據當時自然科學之知識及醫師之經驗，以排除病

58

如 Chiropraktiker 整脊師。

59

BT-Drucks 17/ 1048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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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健康損害之威脅 60，專科醫師依據專科醫師當時之執業水準 61。
依據醫學文獻被認為等值之不同醫療機會，醫師原則上應該以
最安全之方法醫治。醫療包括診斷與相應的症候下的治療。醫
治病人者不保證醫療成功，換言之，不是治愈，而是進行專業
醫療

62

，因此醫療契約不可能是承攬契約。醫療也可以用於美

容目的，例如整容手術

63

。

德國民法第 630a 條第 2 項：「（2）治療，除另有約定外，
應依治療當時普遍承認的專業醫療常規進行治療

64

。」本項規

定，容許醫治病人者於取得病患同意後，以尚未被普遍使用且
可靠之方法醫治。此一規定賦予醫病雙方有選擇權利，使創新
的醫療方法有被採用的可能

65

。

60

Klaus Schreiber, a.a.O. (Fn. 56.), §630a Rn. 7.

61

Klaus Schreiber, a.a.O. (Fn. 56.), §630a Rn. 7.

62

Christian Katzenmeier, Der Behandlungsvertrag–Neuer Vertragstypus im BGB,

63

Othmar Jauernig, in: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15. Aufl., 2014, § 630a Rn. 5.

64

德國民法第 630a 條第 2 項：(2) Die Behandlung hat nach den zum Zeitpunkt

NJW 2013, 817 (818).

der Behandlung bestehenden, allgemein anerkannten fachlichen Standards zu
erfolgen, soweit nicht etwas anderes vereinbart ist.
65

Klaus Schreiber, a.a.O. (Fn. 56.), §630a R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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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醫事人員也包括在醫治病人者以外的健康專業，若缺
乏科學定義的標準，應依據此一職系（Berufsgruppe）成員應有
之注意義務與良知為準

66

。

四、病人主給付義務
病人是有義務支付約定的酬勞。如第三人有義務支付時並
不適用，通常是健康保險，也就是說，縱然健康保險已經承擔
所有費用，其自身並無給付約定費用之義務，其仍為契約當事
人（德國民法第 630a 條第 1 項但書）。在德國約 90％的病人
有醫療保險。在法定醫療保險，醫師協會會員醫師依據社會法典
第五篇 Sozial-gesetzbuch （SGB）（V）第 85 條（Gesamtvergütung）
第 ４ 項 第 1 和 第 2 句 ， 對 醫 療 保 險 協 會 （ die kassenärztliche
Vereinigung）有公法上報酬請求權。

五、服務契約規定之適用
德國民法第 630b 條：「除本節另有規定外，服務關係之規
定，非屬第 622 條之勞務關係（Arbeitsverhältnis）者，亦適用

66

Klaus Schreiber, a.a.O. (Fn. 56.), §630a R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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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醫療關係。 67」也就是說，若德國民法第 630a 條到第 630h
沒有進一步規定者，應適用德國民法第 611 條以下規定。但勞
務關係型態的服務契約（如第 612a、619a、622、629 & 630 條），
不能適用於醫療契約。因為本契約之標的為醫病間之特殊關
係。

六、契約當事人之協力與資訊義務
依據德國民法第 630c 條第 1 項規定：「（1）醫治病人者
和病人在醫療契約架構下從事醫療，必須相互協力。 68」此一規
定 乃 是 為 醫 療 契 約 基 礎 理 念 的 夥 伴 思 想
（Partnerschaftsgedankens）69。病人必須及時披露與醫療相關的
顯著情況(徵候)，以此方式讓醫療人員了解其人身與身體狀況。
病 人 必 須 遵 循 醫 治 病 人 者 的 指 示 （ 英 文 Compliance ； 德 文
Therapietreue），並與必要時配合醫療行為。雙方當事人必須相

67

德國民法§630b ( Anwendbare Vorschriften):“Auf das Behandlungs- verhältnis
sind die Vorschriften über das Dienstverhältnis, das kein Arbeitsverhältnis im Sinne
des §622 ist, anzuwenden, soweit nicht in diesem Untertitel etwas anderes
bestimmt ist.”

68

德 國 民 法 §630c(Mitwirkung der Vertragsparteien; Informationspflichten): “ (1)
Behandelnder

und

Patient

sollen

zur

Durchführung

der

Behandlung

zusammenwirken.”
69

BT-Drucks 17/ 10488, 21. Klaus Schreiber, a.a.O. (Fn. 56.), §630c R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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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交換並公開資訊，以準備並支援醫療上必要的措施。若病人
違反了其協力義務導致損害的發生，則其依據德國民法第 254
條被認為與有過失。
依據德國民法第 630c 條第 2 項規定：「（2）在醫治病人
者有義務以可被了解的方式開始醫療行為，並在必要時，解釋
所有在使用過程中與治療有關的情況，特別是，在診斷時，可
預見的健康發展、治療及病人治療前後要採取的措施。若醫治
病人者可以識別可能構成醫療疏失之情事，應說明病人防範或
避免健康危險之資訊。如果醫治病人者或其依德國刑事訴訟法
第 52 條第 1 款之家屬，在發生醫療事故情形，在第 2 句所指的
證據目的的資訊，非經醫師同意，不同用於控訴醫師或其家屬
之刑事或行政處罰程序中。 70 」第 2 項第 1 句規範的由判決所
70

德國民法§630c : “(2) Der Behandelnde ist verpflichtet, dem Patienten in
verständlicher Weise zu Beginn der Behandlung und, soweit erforderlich, in
deren Verlauf sämtliche für die Behandlung wesentlichen Umstände zu
erläutern, insbesondere die Diagnose, die voraussichtliche gesundheitliche
Entwicklung, die Therapie und die zu und nach der Therapie zu ergreifenden
Maßnahmen. Sind für den Behandelnden Umstände erkennbar, die die
Annahme eines Behandlungsfehlers begründen, hat er den Patienten über
diese auf Nachfrage oder zur Abwendung gesundheitlicher Gefahren zu
informieren. Ist dem Behandelnden oder einem seiner in §52 Absatz 1 der
Strafprozessordnung

bezeichneten

Angehörigen

ein

Behandlungsfehler

unterlaufen, darf die Information nach Satz 2 zu Beweiszwecken in ein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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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安全性說明義務（Sicherungsaufklärung）71。醫生原則上
應在開始醫療前，將所有醫療重要的情況說明病人。醫治病人
者應說明病人其應如何配合醫療需求作為。此一原則特別適用
於診斷，對於健康發展、和醫療，與之後將要採取的醫療。這
些資訊應該可以使病人從事有益於健康的作為（如外科手術後
的物理醫療），並警告病人若有不健康行為的後果。這包括如
服用降底反應能力和降低注意力藥物之後，駕駛機動車輛或操
作機器。如果醫師給其病人藥方或藥物，其有義務說明病人關
於劑量、禁忌與副作用。藥物越危險，醫師的講解就要越仔細。
當然涉及危險藥物時，也應人應該採取適當措施，適當的使用
藥物，必要時在醫師的監督下為之。從住院病人服用處方藥物
之規則性調查可知，許多病人欠缺遵守醫生措施的意願。但醫
師仍被要求以可以瞭解並持續的說明與病人合作

72

。

例如德國聯邦法院案號 VI ZR68/ 99 之案例中, 已經有兩
個孩子的原告，於 1993 年 5 月 11 日由被告醫生作結紮輸卵管
手術。由原告簽署的同意書，沒有具體提到結紮輸卵管可能產

gegen den Behandelnden oder gegen seinen Angehörigen geführten Strafoder Bußgeldverfahren nur mit Zustimmung des Behandelnden verwendet
werden.”
71

亦稱為醫療說明 therapeutische Aufklärung。

72

A. Laufs, Die Entwicklungdes Arztrehcts, NJW 1981, S. 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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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後果;尤其沒有提到的術後避孕失敗的機率。在醫療記錄中
的一張紙條有註記：「手術的口頭說明：（1）...（2）結紮輸卵
管手術後懷孕的機率非常低（sehr geringe Wahrscheinlichkeit）
。」
1994 年 2 月，原告再次懷孕，在懷孕的第 21 週時胎兒死產。
原告聲稱懷孕和流產的生理和心理壓力及相關的流產費用。申
請者抱怨說，被告的不正確實施手術。此外，被告未說明他們，
儘管結紮依然存在懷孕風險；若其已被說明手術的失敗風險，
他們就會使用避孕藥

73

。此種說明義務就是德國法上所謂的安

全性說明義務，目的在於確保為病人提供與手術或藥物之必要
資訊，引導他們合乎治療或其他作為，或避免病人或第三者之
危險

74

。醫師的此一義務包括其自身或他人之醫療疏失。一方

面醫師在病患明確詢問時有說明之義務；他方面若要避免病患

73

BGH, Urteil v. 25.01.2000 Az. VI ZR 68/ 99, abrufbar unter http://openjur.
de/u/65028.html (Letzter Abruf: 08/ 08/ 2015).

74

“Die

Sicherungsaufklärung

soll

dem

Patienten

die

notwendigen

Informationen im Zusammenhang mit einem Eingriff bzw. einer Medikation
verschaffen, um ihn zu einem therapiegerechten oder sonstigen Verhalten
anzuleiten, oder um Gefahren für ihnoder Dritte zu vermeiden.”Antje
Beppel, Ärztliche Aufklärung in der Rechtsprechung: Die Entwicklung der
Rechtsprechung zur ärztlichen Aufklärung in Deutschland, Österreich und
der Schweiz, 2007, SS. 157-164; auch abrufbar unter http://www. univerlag.
uni-goettingen.de/bitstream/handle/3/isbn-978-3-938616-68-0/beppel.pdf?se
quence=1 (Letzter Abruf: 08/ 08/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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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上的危險，醫師有說明之義務。資訊義務與§630E BGB 說
明後同意義務不同，後者包括手術與風險說明，也被稱為自我
決 定 之 說 明 。 違 反 資 訊 義 務 （ Die

Verletzung der

Informationspflicht），是一種醫療瑕疵（Behandlungsfehler），
可導致醫療人員的損害賠償責任

75

。然而，除非是重大醫療瑕

疵，舉證責任屬於病人。不充分的履行資訊義務，不影響同意
的有效性。
依據德國民法第 630c 條第 3 項規定：「（3）醫療者於並
不確保或依情況有足夠跡象顯示，第三人是否完全負擔治療費
用者，其必須於開始治療前，以書面形式向病患說明醫療可能
的費用。其他規定中對於形式的要求不受影響。 76」就自費負擔
之病患，或雖有保險但屬於自費負擔之部分，醫療者應該以書
面說明病患其預估費用之金額。若違反此一義務可能喪失其費

75

違反此一說明義務，構成德國民法第 280 條第 1 項規定之違反。BT-Drucks
17/ 10488, 21.

76

德 國 民 法 §630c: (3) Weiß der Behandelnde, dass eine vollständige
Übernahme der Behandlungskosten durch einen Dritten nicht gesichert ist
oder ergeben sich nach den Umständen hierfür hinreichende Anhaltspunkte,
muss er den Patienten vor Beginn der Behandlung über die voraussichtlichen
Kosten

der

Behandlung

in

Textform

informieren.

Weitergehende

Formanforderungen aus anderen Vorschriften bleiben unberüh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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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補償請求權。規範的目的在於使病患可以事先評估費用（如
植牙之費用），是否在其能負擔之範圍內。
依據德國民法第 630c 條第 4 項規定：「（4）例外是由於
特殊情況，特別是在治療不能延遲或病人已明示放棄了資訊，
病人的資訊就不需要了 77。」 特殊情況如病患自己就是醫師因
此對其決定之效力可自行評估，或者基於醫療理由不宜說
明

78

。

七、說明後同意（Informed Consent）
德國民法第 630d 條第 1 項規定：「（1）醫生應在開始執
行醫療措施前，特別是對人體或健康從事侵入性手術前，有義
務取得病人的同意。如果病人無同意能力，除非事先取得按德
國民法第 1901a 條第 1 款第 1 句之病人處分允許或阻止措施之
進行，必須得到監護人的同意。對於其他法條對同意的附加要
求不受影響。不能在採取緊急手術時及時取得同意者，縱然未

77

德國民法 §630c: (4) Der Information des Patienten bedarf es nicht, soweit
diese ausnahmsweise aufgrund besonderer Umstände entbehrlich ist,
insbesondere wenn die Behandlung unaufschiebbar ist oder der Patient auf
die Information ausdrücklich verzichtet hat.

78

BT-Drucks 17/ 1048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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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同意仍得執行，前提是此措施符合病患可推測之意願。 79」德
國基本法第 1 條及第 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第 1 句的憲法原則規
定了，有義務尊重人類尊嚴、人之自由、生命與身體之不可侵
犯性。基於病人之人性尊嚴，有憲法上的請求權，在醫療中不
被當成物體，仍然被當成有自我負責之主體來對待。因此病人
的決定與同意就成了不可或缺。這種決定也包括了絕對不理性
的決定，可能導致病人因此死亡的情況

80

。醫生原則上應在開

始醫療前，特別是對人體或健康從事侵入性手術前；或者在醫
療過程中從事其它治療或診斷，以明白不會誤解的方式詢問病
人，是否同意前述措施

81

。沒有同意的治療，醫師違反了醫療

契約的義務，在損害賠償法上無法阻卻違法 82。取得事先同意，
79

德 國 民 法 §630d: Vor Durchführung einer medizinischen Maßnahme,
insbesondere eines Eingriffs in den Körper oder die Gesundheit, ist der
Behandelnde verpflichtet, die Einwilligung des Patienten einzuholen. Ist der
Patient einwilligungsunfähig, ist die Einwilligung eines hierzu Berechtigten
einzuholen, soweit nicht eine Patientenverfügung nach § 1901a Absatz 1 Satz
1 die Maßnahme gestattet oder untersagt. Weitergehende Anforderungen an
die Einwilligung aus anderen Vorschriften bleiben unberührt. Kann eine
Einwilligung für eine unaufschiebbare Maßnahme nicht rechtzeitig eingeholt
werden, darf sie ohne Einwilligung durchgeführt werden, wenn sie dem
mutmaßlichen Willen des Patienten entspricht.

80

Allgemeine Arzthaftung, abrufbar unter http://www.schadensausgleich.de/
files/dokument_a1_1.pdf (Letzter Abruf: 03 /12/ 2016).

81

Klaus Schreiber, a.a.O. (Fn. 56.), §630e Rn. 2.

82

BT-Drucks 17/ 1048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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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先對病人作可以理解與正確的說明，使病人可以做出自我
負責和自主的決定。只有經過說明才能使同意有效。病人可隨
時撤銷他的同意。
病人依現況無法為治療之同意，醫師應取得有監護權的父
母，監護人，輔助人，照顧人或衛福單位之任務小組指派之授
命人的同意，除非病人經法院處分容許或禁止此種措施。容許
醫療措施的病人處分，必須有之前的醫生說明說明或捨棄說明
之表示才能發生效力。若病人處分未明示包含捨棄醫生的說明
表示，在這些情況下只能被認為是可能的意願。此時需要輔助
人或授命人對醫生手術的許可作出決定。若輔助人或授命人與
醫生對於病人處分之解讀意見分歧時，應由法院決定。如情況
緊急必須採去不能延宕的措施，又無法及時取得同意，如果與
病人的推測意志相符，手術得在未經同意下進行。情況緊急不
能延宕（nicht aufschiebbar）指延宕將對病人有生命或健康之危
險者而言

83

。與病人的推測意志相符，指病人個人的情況、其

個人利益、願望、需求及價值觀。客觀觀點僅有次要考量價
值

84

。

83

Klaus Schreiber, a.a.O. (Fn. 56.), §630d Rn. 5.

84

Bundesgerichtshof Urteil v. 02.11.1976, Az.: VI ZR 134/ 75, abrufbar unter
https://www.jurion.de/Urteile/BGH/1976-11-02/VI-ZR-134_75(Letzter Abr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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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民法第 630d 條第 2 項規定：「（2）同意有效的前提
為，病人或依據第 1 款第 2 句有權同意之人，依據第 1 項至第
4 項規定已被說明 85。」若醫師在不符合要件情況下仍動手術，
有可能面臨損害賠償責任

86

。

德國民法第 630d 條第 3 項規定：「（3）同意可隨時撤銷，
不需附任何理由。 87」此一規定屬於病人自我決定權的內容。

八、自主決定說明
德 國 民 法 第 630e 條 將 判 例 發 展 出 來 的 自 主 決 定 說 明
（Selbstbestimmungsaufklärung）明文化，應該與前述之安全說
明嚴格區分。安全說明是契約上應盡之義務，相當之保護與警
告方式為內容，確保醫療成果者。自主決定說明或者手術說明
卻源自侵權法。醫師不能在未經病人同意下手術或從事其它入
侵 性 治 療 ， 因 為 此 種 醫 療 行 為 與 影 響 病 人 身 體 完 整 性 （ die
körperliche Integrität）相關聯，若無有效之同意，將被評價為對
05/ 10/ 2015). BT-Drucks 17/ 10488, 24.
85

德國民法 §630d: (2) Die Wirksamkeit der Einwilligung setzt voraus, dass
der Patient oder im Fall des Absatzes 1 Satz 2 der zur Einwilligung
Berechtigte vor der Einwilligung nach Maßgabe von § 630e Absatz 1 bis 4
aufgeklärt worden ist.

86

Klaus Schreiber, a.a.O. (Fn. 56.), §630d Rn. 6.

87

德國民法 §630d: (3) Die Einwilligung kann jederzeit und ohne Angabe von
Gründen formlos widerrufen we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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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之傷害。若醫師可歸責的違反其醫師說明後同意義務，則
其因醫療行為從事德國民法第 823 條違法的身體傷害
此一侵入性治療行為並無醫療瑕疵，亦所不問

88

。縱然

89

。說明的目的

是給病人了解手術的嚴重性和範圍，使病人擁有決定的足夠基
礎，自我決定，是否同意此一療程。
德國民法第 630e 條第 1 項規定：「（1）醫生有義務說明
病人與同意有重要關聯的情況。這包括特別的方式、範圍，執
行、預期結果和手術風險，以及措施之必要性、急迫性和措施
的診斷或治療適宜性，及手術成功的希望（所謂的手術和風險
說明或自我決定說明）。說明也應指出替代措施，幾個同樣顯
示並通常的醫療方法，可能會導致基本上不同的負擔、風險或
康復的機會
88
89

90

。」醫師就其從事手術需要合理化依據，也因為

BGH, NJW 1980, 1905.
BGH, NJW 1959, 2299; auch abrufbar unter http://www.vertragsarzt
recht.net/behand lungsfehler/50122295a812c3801.html (Letzter Abruf: 7/ 2/
2008).

90

德國民法 §630e: (1)Der Behandelnde ist verpflichtet, den Patienten über
sämtliche für die Einwilligung wesentlichen Umstände aufzuklären. Dazu
gehören insbesondere Art, Umfang, Durchführung, zu erwartende Folgen und
Risiken der Maßnahme sowie ihre Notwendigkeit, Dringlichkeit, Eignung
und Erfolgsaussichten im Hinblick auf die Diagnose oder die Therapie. Bei
der Aufklärung ist auch auf Alternativen zur Maßnahme hinzuweisen, wenn
mehrere medizinisch gleichermaßen indizierte und übliche Methoden zu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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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之同意不受刑事追訴。此一同意係在病人決定前，由專業
醫師就其發現的重要觀點 die wesentlichen Gesichts- punkte über
den ärztlichen Befund，對健康之威脅，對手術之方式與範圍，
可期待之痊癒機會，特別是與手術相關之危險與風險加以澄清
（BVerfG NJW 1979, 1925） 91。當然在嚴重的病情下，建議複
雜的治療方法時，病人常依賴醫師以智慧與醫學知識作出正確
的決定。
德國民法第 630e 條第 2 項規定：「（2）說明要求 1．必
須由治療者或受過執行手術必要養成教育者以口頭為之，也可
以用引據交給病人的書面資料補充；2．及時為之，使病人可以
在深思孰慮後作出決定 3．病人可以理解。將與說明獲同意並
簽名之文件副本交給病人

92

。」

wesentlich unterschiedlichen Belastungen, Risiken oder Heilungschancen
führen können.
91

BverfG, NJW 1979, 1925 abrufbar unter http://www.vertragsarztrecht.net/
behandlungsfehler/50122295 a812c3801.ht_ml (Letzter Abruf: 7/ 2/ 2008).

92

德國民法 §630e: (2) Die Aufklärung muss
1. mündlich durch den Behandelnden oder durch eine Person erfolgen, die
über die zur Durchführung der Maßnahme notwendige Ausbildung verfügt;
ergänzend kann auch auf Unterlagen Bezug genommen werden, die der
Patient in Textform erhält,
2. so rechtzeitig erfolgen, dass der Patient seine Entscheidung über die
Einwilligung wohlüberlegt treffen kann,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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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可以口頭方式提出，讓病人有機會詢問醫生，必須在
預期採取的手術前為之，讓病人可以了解並且有時間就贊成與
反對接受手術的理由去考量。所謂口頭當然也包括遠距之說明
（fernmündliche Aufklärung）。法條明文規定，說明者可以是
治療的醫師或有同等資格之其他醫師。
要求說明在術前及時為之，目的在於使病人對手術的正反
效益（Nutzen und Lasten）充分考量。基於個案中情況各異，無
法在法條中明文規定固定之期間，指要求及時為之

93

。但在複

雜且對病人有嚴重負擔的手術前的及時說明要求，若僅在一天
前並非足夠

94

。

說明應以病人可以理解之方式為之，判別標準是個別的病
人（或家屬）。若病人並不孰悉醫療專業術語時，說明不能全

3. für den Patienten verständlich sein.
Dem Patienten sind Abschriften von Unterlagen, die er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Aufklärung oder Einwilligung unterzeichnet hat, auszuhändigen.
93

BT-Drucks 17/ 10488, 25.

94

Amtlicher Leitsatz:Zu den Anforderungen an eine rechtzeitige Aufklärung
vor einem nicht einfachen und den Patienten nicht nur gering belastenden
Eingriff (hier: Entfernung eines Tumors im Bereich der Hirnanhangsdrüse).
（本案：切除垂體腫瘤）。BGH, 17.03.1998 - VI ZR 74/ 97, abrufbar unter
https://www.jurion.de/Urteile/BGH/1998-03-17/VI-ZR-74_97 (Letzter Abruf:
08/ 12/ 2015).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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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醫療者之專業術語為之。如果病人不懂德文，或有聽覺障礙，
病人應自費請翻譯或手語人員協助

95

。

德國民法第 630e 條第 3 項規定：「（3）對病人之說明，
於例外時基於特殊情況，特別是如果手術不能拖延或病人已明
確表示不要說明

96

。」與履行資訊義務相同，說明於例外情形

可以被豁免。如果病人沒有能力同意，並任何其他人有權同意
的，說明應對此人為之。說明應按照病人的理解程度為之；只
要依據病人的知識狀況及了解機會可以吸收這些說明，而此說
明不違反病人利益。「病人已明確表示不要說明」是對病人以
外有權為同意者的限制，此時這些人無法替病人捨棄說明說明，
否則就侵犯了病人的自主決定權

97

。

如果醫療人員未為說明說明，或者並不完整，就構成了德
國民法第 280 條第 1 項義務之違反

95
96

98

。

BT-Drucks 17/ 10488, 25.
德國民法 §630e: (3) Der Aufklärung des Patienten bedarf es nicht, soweit
diese ausnahmsweise aufgrund

besonderer

Umstände

entbehrlich

ist,

insbesondere wenn die Maßnahme unaufschiebbar ist oder der Patient auf die
Aufklärung ausdrücklich verzichtet hat.
97

BT-Drucks 17/ 10488, 25.

98

BT-Drucks 17/ 1048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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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德 國 判 例 法 上 將 自 主 決 定 說 明 （ Selbstbestimmungsaufklärung）分成三個階段：
（一）診斷說明
診斷說明（die Diagnoseaufklärung）通常指對病人的醫學
發現（medizinischer Befund）。病人必須知悉，他生病了，他
的病是什麼。在有重病時並非總是必要將診斷全部揭示。如就
癌症或其它無法治癒的病症，尤其如此。如果需要病人配合治
療時，應就診斷結果完整說明

99

。但病人如提出如家庭或職業

的預為因應的嚴肅問題時，醫師就有義務對診斷作完整的說
明

100

。聯邦法院認為，推測的診斷（die Verdachtsdiagnosen）

在病歷表中可以不讓病人閱覽
99

101

。如果對於一項發現並無足夠

Abrufbar unter http://www.aerzteblatt.de/pdf/CM/1/2/s29.pdf (Letzter Abruf:
11/ 03/ 2016).

100

BGH, Urteil v. 25.04.1989-VI ZR 175/ 88. “Die Aufklärung nur von nahen
Angehörigen des Patienten kann ein schwerer Fehler sein.”僅對病人之近
親 為 說 明 可 以 是 重 大 之 瑕 疵 。 abrufbar unter https://www.jurion.de/
Urteile/BGH/1989-04-25/VI-ZR-175_88 (Letzter Abruf: 7/ 3/ 2008).

101

BGH, NJW 1983, 328. 病人對醫師與醫院原則上除了在訴訟外，也有權請
求閱 覽病 歷表 ，只 要此 種紀 錄有 關客 觀之 生理 發現 及關 於醫 療措 施（ 給
藥 、 手 術 等 ）。 “ Der Patient hat gegenüber Arzt und Krankenhaus
grundsätzlich auch außerhalb eines Rechtsstreits Anspruch auf Einsicht in
die ihn betreffenden Krankenunterlagen, soweit sie Aufzeichnungen über
objektive physische Befunde und Berichte über Behandlungsmaßnah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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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實基礎，對外行人足以聯想到重病，而使病人心理上有過
度反應者，此種診斷說明不被允許

102

。

診斷說明包括指示、諮詢及警告義務（die Hinweis-, Beratungsund Warnpflicht ） 。例如 甲 醫 院在 為 乙生 產 後， 發 現 胎位 不 正
（Beckenendlage）出生之嬰兒，髖骨緊繃（sehr straffer），可能有
髖 骨 位 移 之 情 形 ， 應 該 立 即 作 超 音 波 檢 查 （ sonographische
Hueftuntersuchung），或者應該指示嬰兒之父診斷說明母立即尋找
矯正外科醫師診療，並作超音波檢查。如果相關醫師未為此種指示、
諮詢、警告，就構成了義務之違反。
（二）過程說明
過程說明（die Verlaufsaufklärung）用於給病人關於計畫中
手術方式、範圍及執行之資訊。因為只有當病人知道，他會發

(Medikation, Operation etc.) betreffen.”, auch abrufbar unter https://www.
datenschutzzentrum.de/material/recht/medizin/urteile.htm#19821123a
(Letzter Abruf: 7/ 3/2008).
102

OLG Köln, MedR 1988, 184: 腦 部 變 化 Veränderung im Hirnbereich ,
Wegen des Schonungsgebotes darf der Arzt den Patienten auch nicht über
unsichere, nicht erwiesene oder unbestätigte Verdachtdiagnosen informieren–
zumindest, wenn es sich für den Patienten um eine schwere Erkrankung
handelt und er psychisch instabil ist (z.B. „Hirnveränderungen“ OLG Köln
in MedR 1988, S. 184). BGH VI ZR 222/ 79 vom 23. November 1982
abrufbar unter http://www.schweizer.eu/bibliothek/urteile/index.html?id= 1155
(Letzter Abruf: 10/ 0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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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什麼事，他才能在法律上有效同意，使醫師的措施免責。此
一說明義務涉及的也是病人自主決定權（Anspruch des Patienten
auf Selbstbestimmung）
。為了讓病人可以自我負責及自由決定，
就必須使其知悉，他會發生何事，若其不同意醫師的治療方法，
其疾病將來會如何發展。就手術等措施之方式至少大致上要全
部說明。對於手術後的情況（成功／失敗機率、副作用）以及
必然之手術結果（如皮膚上的疤痕、子宮切除之不孕、切除手
足等）。當然在切除手足之類的手術，其實不說明也知道結果。
但是對於必然的後果病人不當然知悉的，就必須說明了，此處
當然因人而異。如果擬進行之手術有甚大之危險，在不成功時
有嚴重後果與痛楚者，需要作詳細的說明，以讓外行人可以瞭
解的方式說明其利弊，以確定病人沒有太多的想像空間

103

。

1、風險說明
風險說明（die Risikoaufklärung），指病人必須被說明醫師
之手術依據醫療常規（lege artis）風險之資訊。也就是應該使
病人對於醫師手術的危險，特別是持續的或暫時的附帶後果，
這些是醫師盡必要之注意（Anwendung der gebotenen Sorgfalt）104，
103

BGH, NJW 1981, 1319, abrufbar unter https://www.jurion.de/Urteile/BGH/
1990-05-08/VI-ZR-227_89 (Letzter Abruf: 11/ 03/ 2016).

104

參考臺灣醫療法第 82 條第 1 項規定：醫療業務之施行，應善盡醫療上必

55

56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1 卷．第 2 期

及無瑕疵之手術，並不當然可以排除者，得以知悉。就其說明
之範圍，如病人可以得之具體風險之嚴重與方向即屬足夠

105

。

此種危險並不需要以醫學上精確的方式呈現，只需要說明與擬
進行之手術特別相關之風險，與當時之意外比率無關（罕見風
險 Untypische Risiken）。對於意外比率有多高的說明則為必要
（非典型風險 Atypische Risiken）。風險並不須對病人作醫學
上精 確之 說明 ，並 得以 任何 方式 顯示 。對 具體 風險 狀況 （das
konkrete Risikospektrum）嚴重程度與方向的一般印象介紹就足
夠了

106

。典型的風險（typische Risiken），也就是說與手術直

接相關，與可能之併發症比例無關；一般所知悉之手術後果，
如疤痕、傷口發炎、事後出血等並不需要特別的說明。不過若
可辨識，病人對於這種一般性的風險並不知悉，而此種後果對
於意外者，仍有說明之義務。非典型風險（Atypische Risiken）
則應就其併發症比例說明，病人之特殊情況，具體之診所關係
及動手術醫師之特別能力，風險的大小與急迫性。風險統計對
於說明必要的範圍，通常並不適合，因為此種統計常過於依據
醫學實現之型態與程度（die Verwirklichungsformen u.-graden）

要之注意。
105

BGH, NJW 1990, 2929; auch abrufbar unter https://www.jurion.de/Urteile/
BGH/1990-05-08/VI-ZR-227_89 (Letzter Abruf: 11/ 03/ 2016).

106

E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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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列，沒有區分可避免與不可避免之風險。對風險說明的範圍有
決定性的是手術決定當時之醫學水準（der Stand der medizinischen
Wissenschaft zum Zeitpunkt der Therapieent-scheidung）。經常性
的進修，是醫師責任預防之內在重要成分。例如在醫學研討會
中對於特定醫療方法有前此未注意之併發症或風險，使醫師取
得此種知識的義務增強，至少要說明病人就相關疑慮

107

。

醫師的作為常與入侵病人身體不可侵害性（die körperliche
Unversehrtheit）相關聯，其合理化應有病人之同意。同意的前
提是醫師對病人作完整的說明。當然，說明之目的不在於使醫
師可以逃避醫療行為的瑕疵。
入侵越大，所生風險也越大，醫師就應該對病人作更完整
的說明。依據德國判例，可以粗略的定出一個標準，就是
（1）說明的範圍與精確度與醫療行為的緊急性（不緊急的
醫療行如美容手術、抽脂及痊癒希望成反比。
（2）說明義務隨醫療行為的緊急性及痊癒希望的遞減而增
加，反之，亦然

107

108

。醫師必須在從事醫療手術前及時並完整的

BGH, Urteil v. 27.10.1981 VI ZR 69/ 80; abrufbar unter
jurion.de/Urteile/BGH/1981-10-27/VI-ZR-69_80(Letzter

https://www.

Abruf:

11/

03/

2016).
108

黃立（1993），〈消保法第 7 條與民法第 191 條之 3 對醫療行為適用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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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療方針及風險說明。據此必須讓病人知曉，可以期待那些
改善，及讓病人明確的知道可能的風險。病人必須得以決定，
對於可能的手術或不成功的情況可以接受。同樣必須說明，割
除部分與手術之關係

109

。因為充分說明才能建立有效的同意，

醫師應證明，病人已經被充分說明，其同意對後續知醫療有
效

110

。

析〉，《政大法學評論》，75 期，頁 1-78。
109

BGH, NJW 1991, 2349 ff. Auch abrufbar unter https://www.jurion.de/
Urteile/BGH/1990-11-06/VI-ZR-8_90 (Letzter Abruf: 11/ 03/ 2016).

110

有關說明後同意（不包括人體實驗）
，可以參見臺灣醫療法第 81 條：
「醫
療機 構診 治病 人時 ，應 向病 人或 其法 定代 理人 、配 偶、 親屬 或關 係人 說
明其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第
64 條：
「醫療機構實施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侵入性檢查或治療，應向病人
或其 法定 代理 人、 配偶 、親 屬或 關係 人說 明， 並經 其同 意， 簽具 同意 書
後，始得為之。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第 63 條：「醫療機構實施
手術 ，應 向病 人或 其法 定代 理人 、配 偶、 親屬 或關 係人 說明 手術 原因 、
手術 成功 率或 可能 發生 之併 發症 及危 險， 並經 其同 意， 簽具 手術 同意 書
及麻醉同意書，始得為之。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人體實驗的說
明後同意，參見臺灣醫療法第 56 條：
「為提高國內醫療技術水準及醫療，
或預 防疾 病上 之需 要， 教學 醫院 經擬 定計 劃， 報請 中央 衛生 主管 機關 核
准， 或經 中央 衛生 主管 機關 委託 者， 得施 行人 體試 驗。 非教 學醫 院不 得
施行 人體 試驗 。但 醫療 機構 有特 殊專 長經 中央 衛生 主管 機關 同意 者， 得
准用前項規定。 前二項人體試驗計畫，醫療機構應提經有關醫療科技人
員、法律專家及社會工作人員會同審查通過；計畫變更時，亦同。」、第
57 條：
「醫療機構施行人體試驗時，應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並應先取
得接 受試 驗者 之書 面同 意； 受試 驗者 為無 行為 能力 或限 制行 為能 力人 ，
應得 其法 定代 理人 之同 意。 前項 書面 ，醫 療機 構應 記載 下列 事項 ，並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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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手術越不緊急，說明就越要詳盡。對於美容手術並非
醫療上必要者，尤應適用特別嚴格之標準。醫療上越不必要者，
病人對於成果的機率及可能的損害後果，就要特別的詳盡

111

。

九、病歷的記錄和查閱
（一） 病歷的記錄
德國民法第 630f 條規定：「（1）醫生有義務，即時（in
unmittelbarem zeitlichen Zusammenhang） 書面或以電子形式，
將治療記錄病歷。校正和變動已作成之病歷記錄，僅限在校正
和變動時，原始病歷內容仍可辨識下才被允許。電子病歷也應
該確保有相同之程序。（2）醫生有義務從專業的角度，將當前
和今後的治療上重要的措施與其結果，紀錄於病歷中，尤其是
病史、診斷、檢驗、檢驗結果、評估結果、治療及其影響，手
術及其效果，同意和說明。醫療報告也應納入在病歷。（3）除

接受 試驗 者同 意前 先行 說明 ：一 、試 驗目 的及 方法 。二 、可 能產 生之 副
作用及危險。三、預期試驗效果。四、其它可能之治療方式及說明。五、
接受試驗者得隨時撤回同意。」第 57 條之 1：
「醫療機構施行人體試驗期
間， 應依 中央 衛生 主管 機關 之通 知提 出試 驗情 形報 告； 中央 衛生 主管 機
關認有安全之虞者，醫療機構應即停止試驗。 醫療機構于人體試驗施行
完成時，應作成試驗報告，報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備查。」
111

Jacqueline Stieglmeier, Ärztliche Aufklärung vor Schönheitsoperationen,
abrufbar

unter

http://www.stieglmeier.de/Aerztliche-Aufklaerung-vor-

Schoenheitsoperationen.html (Letzter Abruf: 03/ 11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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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有其他的法條令另有保存期限外，醫師完成治療後必須將病
歷保存持十年。 112」
此 一 規 定 將 判 例 發 展 的 病 歷 與 記 載 原 則 （ Grundsätze zur
Dokumentation und Auf-zeichnung）明文化了

113

，此一義務主要

在於確保和於常規的醫療處理。以此方式確保先前之診治結果
不會被遺忘，讓未來繼續的治療可以使用。即時以書面或電子

112

§630f (Dokumentation der Behandlung): (1)Der Behandelnde ist verpflichtet,
zum Zweck der Dokumen- tation in unmittelbarem zeitlichen Zusammenhang
mit der Behandlung eine Patientenakte in Papierform oder elektronisch zu
führen.

Berichtigungen

und

Änderungen

von

Eintragungen

in

der

Patientenakte sind nur zulässig, wenn neben dem ursprünglichen Inhalt
erkennbar bleibt, wann sie vorgenommen worden sind. Dies ist auch für
elektronisch geführte Patientenakten sicherzustellen. (2)Der Behandelnde ist
verpflichtet, in der Patientenakte sämtliche aus fachlicher Sicht für die
derzeitige und künftige Behandlung wesentlichen Maßnahmen und deren
Ergebnisse

aufzuzeichnen,

insbesondere

die

Anamnese,

Diagnosen,

Untersuchungen, Untersuchungsergebnisse, Befunde, Therapien und ihre
Wirkungen, Eingriffe und ihre Wirkungen, Einwilligungen und Aufklärungen.
Arztbriefe sind in die Patientenakte aufzunehmen. (3) Der Behandelnde hat
die Patientenakte für die Dauer von zehn Jahren nach Abschluss der
Behandlung aufzubewahren, soweit nicht nach anderen Vorschriften andere
Aufbewahrungsfristen bestehen.
113

Bundesgerichtshof Urteil v. 27.06.1978, Az.: VI ZR 183/ 76：「住院的病人
在 病 歷 記 載 不 足 且 不 正 確 就 給 予 病 人 減 輕 舉 證 責 任 的 機 會 （ Grundsätze
zur Beweisvereitelung）」abrufbar unter https://www.jurion.de/Urteile/BGH/
1978-06-27/VI-ZR-183_76 (Letzter Abruf: 08/ 1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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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將治療記錄病歷，作了配合時代的規範。當然也有醫院
將手術過程以電子攝影機錄影儲存。任何對病歷的修正雖為可
能，但必須留下修正前後的內容，以防止變造病歷

114

。病歷至

少藥包括病史、診斷、檢驗、檢驗結果、評估結果、治療及其
影響，手術及其效果，同意和說明，此一內容僅為例示。只要
任何從專業觀點，對目前或未來醫療有重要意義的措施均應納
入病歷內容。醫師間的意見交換或電子檢驗結果亦同。至於病
歷的保存期限，法條也遵循了判決要求的保存期限，當然如果
其他法律如倫琴條例（Verordnung über den Schutz vor Schäden
durch

Röntgenstrahlen;

Röntgenverordnung ； RöV ） §

28

（Aufzeichnungspflichten, Röntgenpass）X 射線治療，其記錄的
保存時間為最後一次治療後 30 年。 115
（二）病歷的查閱
德國民法第 630g 條(查閱病歷)規定：「（1）查閱除因重
要治療上原因或第三人的重要權利外，病人要求時應立即容許

114

BT-Drucks 17/ 10488, 26.

115

§ 28RöV:“ (3) Aufzeichnungen über Röntgenbehandlungen sind 30 Jahre
lang nach der letzten Behandlung aufzubewahren. Röntgenbilder. ”
abrufbar

unter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r_v_1987/__28.html

(Letzter Abruf: 06/ 1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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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查閱與其相關的病歷。拒絕查閱應附據理的。 第 811 之規定
準用之。（2）病人也可要求病歷電子副本。就醫生所發生的費
用由其負擔。（3）病人死亡時，第 1、2 項之權利涉及財產利
益者屬於其繼承人或表明有非財產利益之最近親屬。該權利應
被排除在外，如果病人明示或暗示意願不同意查閱病歷者，就
排除了此種權利。 116」
此一規定將德國聯邦憲法院院的判例明文化

117

，賦予病人

資訊自主權。使其得以知悉，如何處理自己的健康問題，有那
些資料，及如何評估未來的醫療，因此賦予病人立即查閱與其

116

德國民法 §630g (Einsichtnahme in die Patientenakte): “(1) Dem Patienten
ist auf Verlangen unverzüglich Einsicht in die vollständige, ihn betreffende
Patientenakte zu gewähren, soweit der Einsichtnahme nicht erhebliche
therapeutische

Gründe

oder

sonstige

erhebliche

Rechte

Dritter

entgegenstehen. Die Ablehnung der Einsichtnahme ist zu begründen. § 811
ist entsprechend anzuwenden. (2) Der Patient kann auch elektronische
Abschriften von der Patientenakte verlangen. Er hat dem Behandelnden die
entstandenen Kosten zu erstatten. (3) Im Fall des Todes des Patienten stehen
die

Rechte

aus

den

Absätzen

1

und

2

zur

Wahrnehmung

der

vermögensrechtlichen Interessen seinen Erben zu. Gleiches gilt für die
nächsten Angehörigen des Patienten, soweit sie immaterielle Interessen
geltend machen. Die Rechte sind ausgeschlossen, soweit der Einsichtnahme
der ausdrückliche oder mutmaßliche Wille des Patienten entgegensteht.”
117

BVerfG, Beschluss vom 9. Januar 2006, Az. 2 BvR 443/ 02, abrufbar unter
http://openjur.de/u/178581.html (Letzter Abruf: 06/ 13/ 2015).

62

醫療糾紛處理的過 程與發展－以 德國民法為中心 63

相關病歷的權利。立即可依據德國民法第 121 條第 1 項第 1 句
規定之意義去了解

118

。因重要治療上原因或第三人的重要權利，

醫生可以拒絕病人的查閱要求，但要在個案中仔細考量相關因
素之意義，於拒絕時需說明理由。查閱應在病歷所在地為之，
除非有重要理由（如病人因生病或搬家）不得違反此一原則

119

。

病人可以要求交付書面或電子檔案，如手術錄影，當然必須負
擔其費用。病人死亡時，其繼承人或最近親屬指配偶、生活伴
侶、子女、父母、兄弟姊妹或孫輩。藉此方式保障憲法保障病
人病歷所含資訊之權利

120

。

十、醫療與說明瑕疵之舉證責任分配
德國民法第 630h 條規定：「（1）在醫療者可完全控制風
險下，發生了一般治療風險並已經導致對病人的生命，身體或
健康的損害，推定有醫療瑕疵。（2）醫生應證明他已按照第
630d 條的要求取得同意，並按照第 630e 條作了說明。若說明
不符合第 630e 條的要件，醫生仍得主張病人在合於規範的說明
下也會同意。（3）如醫生對醫學上要求之重要措施與結果，違
118

德國民法第 121 條第 1 項第 1 句規定：
「（1）在第 119 條至第 120 條之撤
銷，撤銷權人應於知悉撤銷原因後，於沒有可歸責之遲延下儘速為之。」

119

BT-Drucks 17/ 10488, 27.

120

E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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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第 630f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的規定，沒有記載於病歷中，或違
反第 630f 條第 3 項的規定沒有保存，推定其未曾採取此一措施。
（4）如醫生對其從事之醫療不具備相關能力，推定其能力欠缺
與病人生命、身體與健康損害之發生有因果關係。（5）如有嚴
重醫療瑕疵，原則上適於導致生命，身體或健康之傷害，推定
此一瑕疵與傷害有因果關係。如醫生對醫學上重要的徵候未即
時排除或確認，而此種發現相當有可能導致後果，原本會採取
進一步的措施，而此不作為係屬重大醫療瑕疵者，亦同。 121」
121

德國民法 §630h:“(1) Ein Fehler des Behandelnden wird vermutet, wenn
sich ein allgemeines Behandlungsrisiko verwirklicht hat, das für den
Behandelnden voll beherrschbar war und das zur Verletzung des Lebens, des
Körpers oder der Gesundheit des Patienten geführt hat. (2) Der Behandelnde
hat zu beweisen, dass er eine Einwilligung gemäß § 630d eingeholt und
entsprechend den Anforderungen des § 630e aufgeklärt hat. Genügt die
Aufklärung nicht den Anforderungen des § 630e, kann der Behandelnde sich
darauf berufen, dass der Patient auch im Fall einer ordnungsgemäßen
Aufklärung in die Maßnahme eingewilligt hätte. (3) Hat der Behandelnde
eine medizinisch gebotene wesentliche Maßnahme und ihr Ergebnis
entgegen § 630f Absatz 1 oder Absatz 2 nicht in der Patientenakte
aufgezeichnet oder hat er die Patientenakte entgegen § 630f Absatz 3 nicht
aufbewahrt, wird vermutet, dass er diese Maßnahme nicht getroffen hat. (4)
War ein Behandelnder für die von ihm vorgenommene Behandlung nicht
befähigt, wird vermutet, dass die mangelnde Befähigung für den Eintritt der
Verletzung des Lebens, des Körpers oder der Gesundheit ursächlich war. (5)
Liegt ein grober Behandlungsfehler vor und ist dieser grundsätzlich geeignet,
eine Verletzung des Lebens, des Körpers oder der Gesundheit der tatsäch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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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病人或其家屬要對醫療者因為醫療或說明瑕疵，提起
損害賠償之訴，依據一般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必需對醫療瑕疵、
損害、及醫療瑕疵的因果關係和醫療者之過失負舉證責任。欠
缺醫學知識的病人或其家屬通常不可能舉證。德國判例多年來
為了追求武器平等 die Waffengleichheit，對舉證責任發展了許
多規則。立法者將這些規則系統化地納入法條中

122

。

在醫療者可完全控制風險下，乃是由聯邦法院所發展出來
的制度，BGH, 25.06.1991 - VI ZR 320/ 90 指出：「在醫院必須
確保病人在運輸的時候不會跌落。完成此種任務是治療合同的
成分，也是醫院適當照料義務的一部分。醫院和護理人員等在
接受醫療任務時就處於保證人（Garantenstellung）之地位。骨
科門診護理人員有義務明確並強調，使用矯形器械（如淋浴椅）
的危險，以點，並給予病人適當行為和安全的說明

eingetretenen

Art

herbeizuführen,

wird

vermutet,

123

。」如病

dass

der

Behandlungsfehler für diese Verletzung ursächlich war. Dies gilt auch dann,
wenn es der Behandelnde unterlassen hat, einen medizinisch gebotenen
Befund rechtzeitig zu erheben oder zu sichern, soweit der Befund mit
hinreichender Wahrscheinlichkeit ein Ergebnis erbracht hätte, das Anlass zu
weiteren Maßnahmen gegeben hätte, und wenn das Unterlassen solcher
Maßnahmen grob fehlerhaft gewesen wäre.”
122

BT-Drucks 17/ 10488, 27.

123

Redaktioneller Leitsatz, abrufbar unter https://www.jurion.de/Urteile/B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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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到生命、身體或健康之損害，導因於醫療者在行政上或組
織上的瑕疵，就推定了醫療瑕疵，因此也推定了德國民法第 280
條第 1 項之義務違反

124

。例如不當使用醫療器材或衛生領域之

瑕疵，當然此一法定推定仍可由醫療者以反證推翻。
醫療者應證明其已取得有效同意並按照第 630e 條作了適
當說明（ordnungsgemäβe Aufklärung）。此一規範係屬必要，
若無此規定病人就必須就醫師未有效同意，或者未按照第 630e
條作了適當說明，負舉證責任。醫療者對此當然非常容易取得
對其有利的相關證據

125

。如果醫療者未按照第 630e 條作了適當

說明，也發生了風險，但此一風險卻在有適當說明的部分，依
說明義務的保護目的（Schutzzweck der Aufklärung），病人仍
不能主張有說明之瑕疵。
醫生的說明雖不符合第 630e 條的要件，醫生仍得主張病人
在合於規範的說明下病人仍會同意，是為假設之同意
（hypothetische Einwilligung）
。不過此處在實務上採嚴格解釋，

1991-06-25/VI-ZR-320_90 (Letzter Abruf: 08/ 15/ 2015).
124

義務之違反作 為債務不 履 行之核心概 念，參照 黃立（ 2009），《德國新債
法之研究》，頁 115 以下，台北：元照。

125

BT-Drucks 17/ 1048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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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嚴重的難以決定情形，如動手術摘除垂體腫瘤，不得為
此主張

126

。

德國民法第 630h 條第 4 項規定：（4）如醫生對其從事之
醫療不具備相關能力，推定其能力欠缺與病人生命、身體與健
康損害之發生有因果關係。這是從判例明文化的新手條款
（Anfängerfehler）。聯邦法院判決指出：「仍在受專業醫師訓
練中麻醉助理醫師，尚未有足夠的經驗，對於氣管插管麻醉
（Intubationsnarkose），對於手術中病人原採坐姿改成仰臥的
操作可能產生的風險，在任何情況下，不能在沒有專業醫師的
直接監督下進行麻醉
126

127

。」

“Zu den Anforderungen an eine rechtzeitige Aufklärung vor einem nicht
einfachen und den Patienten nicht nur gering belastenden Eingriff (hier:
Entfernung eines Tumors im Bereich der Hirnanhangsdrüse).” BGH, Urteil v.
17.03.1998, Az.: VI ZR 74/ 97. Abrufbar unter https://www.jurion.de/
Urteile/BGH/1998-03-17/VI-ZR-74_97 (Letzter Abruf: 15/ 05/ 2015).

127

BGH, 15.06.1993-VI ZR 175/ 92, Amtlicher Leitsatz:Verfügt ein in der
Weiterbildung zum Facharzt für Anästhesie stehender Assistenzarzt noch nicht
über ausreichende Erfahrungen über etwaige Risiken, die sich für eine
Intubationsnarkose aus der intraoperativ notwendigen Umlagerung des
Patienten von der sitzenden Position in die Rückenlage ergeben können, so
darf er jedenfalls während dieser Operationsphase die Narkose nicht ohne
unmittelbare

Aufsicht

eines

Facharztes

führen.

Abrufbar

unter

https://www.jurion.de/Urteile/BGH/1993-06-15/VI-ZR-17592 (Letzter Abruf:
08/ 0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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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民法第 630h 條第 5 項規定：如有嚴重醫療瑕疵，原則
上適於導致生命，身體或健康之傷害，推定此一瑕疵與傷害有
因果關係。如醫生對醫學上重要的徵候未即時排除或確認，而
此種發現相當有可能導致後果，原本會採取進一步的措施，而
此不作為係屬重大醫療瑕疵者，亦同。也是從聯邦法院判決
BGH Urteil vom 27. April 2004 · Az. VI ZR 34/ 03,發展而來：
「在
嚴重的醫療瑕疵，常會導致事實上發生損害同類型損害發生者，
原則上使醫療瑕疵與健康損害間之客觀因果關係舉證責任反轉。
嚴重的醫療瑕疵適於導致已發生之損害就已經足夠，不需就醫
療瑕疵坐進一步或可能性說明

128

。」此外，在醫療者僅違反檢

查結果確認義務（die Befundsicherungspflicht），就已經產生德
國民法第 630h 條第 5 項第 2 句之舉證責任反轉。如病徵的分析，

128

BGH , Urteil v. 27.04.2004. Az. VI ZR 34/ 03,“Ein grober Behandlungsfehler, der geeignet ist, einen Schaden der tatsächlich eingetretenen Art
herbeizuführen, führt grundsätzlich zu einer Umkehr der objektiven
Beweislast

für

den

ursächlichen

Zusammenhang

zwischen

dem

Behandlungsfehler und dem Gesundheitsschaden. Dafür reicht aus, daß der
grobe Behandlungsfehler geeignet ist, den eingetretenen Schaden zu
verursachen; nahelegen oder wahrscheinlich machen muß der Fehler den
Schaden hingegen nicht.” abrufbar unter http://openjur.de/u/189269.html
(Letzter Abruf: 08/ 05/ 2015). BT-Drucks 17/ 10488,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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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夠的可能性可以辨識為應採取治療措施之發現，未能察覺
或未有反應，構成嚴重的醫療瑕疵

129

。

何時有嚴重醫療瑕（ein grober Behandlungsfehler），指醫
療者在從事醫治時，由客觀觀點，該醫治行為從當時醫學與科
學專業標準顯得無法理解時，因為該行為違反了醫療常規
（bewährte medizinische Erkenntnisse und Erfahrungen），而此
種瑕疵本不容許發生

130

。

陸、結論
醫療糾紛在德國於新法實施後，將會逐步進入契約責任的
單軌制。病人權利在德國原本散見各個法律領域，有許多地方
有法律漏洞（zum Teil lückenhaft）。基本上在醫療與醫師責任

129

BGH,

Urteil

v.

13.09.2011,

VI

ZR

144/

10,

“ Ein

einfacher

Befunderhebungsfehler kann zu einer Umkehr der Beweislast hinsichtlich
der

Kausalität

des

Behandlungsfehlers

für

den

eingetretenen

Gesundheitsschaden führen, wenn sich bei der gebotenen Abklärung mit
hinreichender Wahrscheinlichkeit ein reaktionspflichtiges positives Ergebnis
gezeigt hätte und sich die Verkennung dieses Befundes als fundamental oder
die Nichtreaktion hierauf als grob fehlerhaft darstellen würde.”abrufbar
unter http://www.iww.de/quellenmaterial/id/80211 (Letzter Abruf: 08/ 05/
2015).
130

Klaus Schreiber, a.a.O. (Fn. 56.), § 630h R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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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領域，並非依賴法律，而是法官造法形成的慣例。對所有醫
療當事人間，特別是病人，很難讓他們了解慣例的法律架構，
更不用說去主張權利。
醫療的複雜性和醫治方法的多樣性也要求有一個公平且可
透視的法律架構，讓所有參與者可以了解。避免風險與瑕疵的
體系可以促使越來越複雜的醫療過程中，對病人的保護可以最
大化，也可以減少醫療糾紛的發生，是德國此次修法的主要理
由。
台灣對於醫療糾紛並未在民法中定有專章，其情況與德國
修法前類似。如本文所分析，侵權行為通常並不適合處理醫療
糾紛，而使用債務不履行的條文，也不能切合醫療契約之特性，
縱然在台灣將醫療契約定位為委任契約，仍無法應付醫療契約
之特殊性。本文期待能拋磚引玉，促成早日在民法中納入醫療
契約專章，讓醫病關係透明化，公平對待醫病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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