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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紹臺灣刑事訴訟之醫療案件現況，以家事事件

的類似性為例做比較，接著探討修復式司法沿革、定

義及理念，並比較其中的促進者與醫療促進溝通關懷

員之理念及訓練課程，最後結論為兩者都屬於廣義訴

訟外解決機制，也都是廣義調解之一環，與筆者所提

倡的關懷式調解—醫療爭議從預防到修復之觀點互

相吻合而可呼應，建議將促進者的功能與利用，提早

到刑事告發偵查前階段，可以發揮更大功能，促進

醫、病、司法三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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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orative justice was first introduced for juvenile criminal 
case for the good of society as whole. Where both sides 
seek inner peace after criminal event through facilitator’s 
impartial help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to find an 
acceptable way of both sides to a restorative peaceful state. 
It is a form of mediation in nature, hence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 and is progressed from civil cases 
to criminal cases in about 1970 in USA and was called 
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VOM）. The facilit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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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orative justice was first introduced for juvenile criminal 
case for the good of society as whole. Where both sides 
seek inner peace after criminal event through facilitator’s 
impartial help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to find 
an acceptable way of both sides to a restorative peaceful 
state. It is a form of mediation in nature, hence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 and is progressed from civil 
cases to criminal cases in about 1970 in USA and was 
called 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VOM). The facilitator’s 
role and training are basic same as mediator emphasized in 
facilitative style mediation. The nature of different kinds of 
dispute decide what kind of mediation is better for that type 
of dispute. Where huge emotional involvement and / or 
preservation of future close relationship is key concerned 
same in family dispute and sometime even severer in 
medical dispute. The legal system of Taiwan is particularly 
prone to lead many medical dispute cases go through 
criminal procedure, hence big burden of prosecutor. In 
the end, those cases were dismissed by prosecutor, so not-
satisfied for patient nor family, with frighten and frustration 
for physician. The facilitators can be of useful in advance 
stage thus pre-investigation stage, because their skill can 
help both patient and physician sides to solve emotional 
problem and have good an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s 
experience in other country showed good an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resole dispute so that no prosecutor 
investigation or trail will be necessary in many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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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基於穩定政治與社會治安之目的需求的取向下，國家乃

創設刑事司法體系，以干涉人與人之間或人與社區間紛爭問

（兼括民事與刑事紛）之解決1。本文所探討者，主要係針對

在刑事醫療紛爭程序上，訴訟外介入的問題，首先須討論基於

刑罰理論在歷史上主要分成應報主義（德語：Vergeltung；英

語：Retributive Justice）和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這兩 

種截然不同的思想，繼而衍生出不同的刑事司法體系。功利

主義者主張刑罰的目的是預防犯罪，以獲取社會的最大利

益；應報主義者則主張刑罰的目的是懲罰犯罪，其原則是無

罪不罰、有罪必罰、輕罪輕罰、重罪重罰、罰當其罪、罪刑

相當2，故可知應報主義係從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思想為

出發。隨著時代的演進，世界上許多國家於 1970 年代開始

即逐漸揚棄以「應報式」 （retribution）為主的刑事司法理

念，而改以接納人類早期部落的「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來處理刑事司法的紛爭問題。其主要的理論典範是

立基於「和平創建」（peacemaking）而來，並主張「犯罪」

非屬法律觀點上的定義，應從「社會」與「人際關係間的衝

突」之立場來看待犯罪問題，以解決犯罪問題。所以，「修復

式正義」的社會關懷是強調「社會關係」的修復3。

由於修復式司restorative justice之翻譯尚未統一，容有諸

如修復式正義、關係式正義、復歸式司法、回復性司法等翻

譯，本文則統一使用修復式司法。修復式司法是近代刑事司法

1  張裕榮，建構修復式正義之非行少年司法保護系統―兼論修復式正
義在少年保護事件之應用芻議，臺灣高雄少年法院院刊，17期，2011
年2月，61頁。 

2  鄭人傑，論刑罰的應報思想，東吳大學法律系碩士論文，2008年，摘
要。

3  陳祖輝，淺談社區司法的理念與實踐：復歸式正義的取向，社區發展
季刊，107期，2004年9月，4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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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個重要的發展，也是國際刑事政策上的潮流4。自2005年

後，修復式司法方案亦逐漸受到臺灣政府的重視，司法院鑑於

家事訴訟事件漸增，遂引進歐美國家行之有年的家事調解制

度，並於2005年3月25日訂定「地方法院實施家事事件調解試

行要點」，自同年4月1日起生效，此一調解制度即具有修復式

司法的精神。另外，法務部在2008年將修復式司法列為犯罪

被害人保護政策推動項目，自2010年陸續在8個地檢署推行修

復式司法試辦方案，並自2012年起，擴及至所有地檢署5。其

中，許多地檢署均將親密關係暴力事件納入主要的處理案類

中6，臺中地檢署則於2010年11月著手進行，統計至2016年11

月已累積超過240案例7。如今在醫療糾紛的案件上也計畫採用

此種方式試辦，然而，修復式司法雖在英美法系國家盛行8，

但在大陸法體系的地方如臺灣並非主流，因此仍有一些不同的

見解，形成制度推動的疑慮與施行上的阻礙。

本文目的在於探討將刑事之修復式司法與訴訟外解決機制

之理念結合，運用於刑事之醫療案件中，並建議在告訴人直接

向檢察署提出告訴時，先透過修復式司法編制中的促進者了解

引起醫療糾紛之原因，以及雙方在情緒上與認知上對病情與醫

療過程中的落差，以釐清案件是否為刑事案件之可能。如此將

4  許春金講座，李銀卿整理，修復式正義，臺灣高雄少年法院院刊，17
期，2010年12月，111頁。

5  林瓏，由臺灣經驗談修復司法理念之實踐，收錄於：刑事政策與犯罪
研究論文集（16），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2013年12月，139頁。

6  黃翠紋，修復式正義理念於親密關係暴力事件處理上的應用，2013年
3月，http://tagv.mohw.gov.tw/temp/SpecialIssue/12_11/修復式司法專
門論述-修復式正義理念於親密關係暴力事件處理上的應用.pdf（瀏覽
日期：2016年12月18日）。

7  陳祖輝等編著，臺中地檢署修復式司法工作手冊，臺中地方法院檢察
署，2016年11月，6頁。

8  Flora Go, Mediation as Practiced in Criminal Law: The Present, the 
Pitfalls, and the Potential, http://www.americanbar.org/content/dam/
aba/migrated/dispute/docs/2010_BoskeyEssay_Winner_FloraGo.
authcheckdam.pdf (last visited Dec. 1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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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降低不必要的資源浪費，進而減輕訴訟的負擔9。

貳、臺灣刑事訴訟程序及其醫療案件之現況

刑事訴訟程序，是貫徹國家刑罰權的法定程序。刑事訴訟

法之意義，又因狹義與廣義之別而有所不同，狹義的刑事訴訟

法，係指起訴至裁判間的程序；廣義的刑事訴訟程序則包括偵

查、起訴、審判和執行等階段，但一般人對刑事訴訟程序的認

知僅是在於審判階段10。而原告與被告是對當事人的稱呼，稱

被告者，只是犯罪嫌疑人而非已確認係犯罪行為人，如同醫院

稱之為病人，並不一定是有生病，必須經過醫師診察後，才會

做進一步的判斷；犯罪案件進入刑事審理，必須經過檢察官偵

查以後，才會知道有沒有犯罪的事實，以及是否需要提起訴

訟。對於「原告」、「被告」、「犯罪嫌疑人」等名稱，各界

皆有不同的看法，認為事情還沒釐清就被貼標籤有違公允，因

此以行為人稱之，可能較為妥適。向法院提起刑事訴訟的方法

有二種，分別為提起「告訴」或「自訴」，此兩者不一樣的地

方主要在於「告訴」係告訴人直接向檢察署提出告訴，由檢察

官偵查並決定起訴與否（參照刑事訴訟法第228條）；自訴則

係自訴人由律師代理自行向法院對被告提起刑事訴訟（參照刑

事訴訟法第319、320條）。臺灣刑事訴訟法中，由私人提起之

自訴與由檢察官所提起之公訴並列，均為開啟刑事審判程序的

方式11。自訴制度的好壞雖然有所爭議，但具有制衡檢察官濫

權不起訴的正面意義。

對當事人來說，刑事案在訴訟費用之負擔不比民事案，蓋

其無庸向法院繳納裁判費即可進行訴訟。因此，臺灣習慣以刑

9 類似panel screening 的作用，但是更強調溝通與關懷。
10 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論（上），新學林，15版，2015年，4頁。
11  李佳玟，彌補正義缺口的自訴制度，全國律師，18卷11期，2014年11

月，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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