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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請幫我打止痛劑？
I Need a Knee Pain Inject

當病人就醫接受治療，自己要求醫師應為其注射止痛

劑時，醫師應如何處置？醫師應基於專業幫病人把

關，病人所要求之醫療行為若屬醫療禁忌，醫師基於

專業應堅決拒絕病人，除非病人所要求之醫療處置屬

於醫療上可接受之處置，且病患經充分告知可能風險

後，基於個人考量仍願意接受風險，則應自己承擔可

能風險。

How should the physician do, when the patient asked for 
an analgesic, but not medical indicative injection during 
medical treatment? The physician has to check according to 
the medical profession for the patient. The physician shall 

摘 要

www.angle.com.tw      9

       *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w, Cheng Kung 
University）

關鍵詞： 病人自主權（informed consent）、病人與有過失（Comparative 
Negligence of Patients）、醫療水準（medical standard）、醫療
專業裁量（professional discretion of doctor）、醫療過失（Medical 
malpractice）

DOI：10.3966/24155306201706001000?

室
教
學
法
事
醫

侯英泠 Ing-Ling Hou *

醫師請幫我打止痛劑 ?
I Need a Knee Pain Inject

當病人就醫接受治療，自己要求醫師應為其注射止痛

劑時，醫師應如何處置？醫師應基於專業幫病人把

關，病人所要求之醫療行為若屬醫療禁忌，醫師基於

專業應堅決拒絕病人，除非病人所要求之醫療處置屬

於醫療上可接受之處置，且病患經充分告知可能風險

後，基於個人考量仍願意接受風險，則應自己承擔可

能風險。

How should the physician do, when the patient asked 
for analgesic during taking the medical treatment? The 
physician has to check according to the medical profession 
for the patient. The physician shall refuse the requirement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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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use the requirement of the patient which belongs to a 
taboo in medical treatments, except a medically acceptable 
requirement. After notifying the possible risks, the patient 
still takes the risk on his / her own will. He / She shall take 
the risk by himself / herself consequently. 

壹、引導案例

病人甲曾因心肌梗塞，持續接受抗凝血劑之治療，但平日

因有打高爾夫球的習慣，近來在打高爾夫球時，右髖關節經常

在打球約一個多小時後會有疼痛情形出現，病人甲希望能像過

去一樣，每次可以持續約3小時之運動量，於是要求醫師乙對

其施打止痛劑。醫師乙告訴病人甲，止痛劑施打具有一些風

險，尤其對於接受抗凝血劑治療之病人更是如此，惟病人甲希

望能盡量擁有正常生活作息與運動，堅持要醫師乙為其施打止

痛劑。醫師乙於是從病人甲之右髖關節腔內，對其注射止痛

劑，3日後病人甲因為右下腹部疼痛而到丙醫院掛急診治療，

經過檢查，確診為「右脇腹嚴重內出血」（35×20cm），最

後造成病人甲右大腿麻痺，須接受復健治療。病人甲基於以上

等情，對醫師乙提起損害賠償之訴。

貳、案例爭點

病人甲向醫師乙請求損害賠償之法律基礎主要可能有二：

一、契約上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民法第227條第1項1）；

二、身體傷害之侵權責任（民184條第1項前段2）。觀察這兩

1  民法第227條第1項：「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
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

2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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