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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病人安全角度切入，探討近日送行政院審議之

醫療事故預防及處理法草案第四章，是否能達成保障

病人安全之立法目的。第貳節首先簡介病人安全運動

之理念；第參節繼而以草案前身之醫事爭議處理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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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處法如何回應上述侷限，並具體提出醫療事故預防

及處理法草案第四章建議條文，以異常事件管控為核

心，建置機構內根本原因分析、機構外強制通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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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醫療事故預防及處理法與病人安全運動

爭議許久的醫療刑責合理化議題，隨著2017年底醫療法第

82條修正案三讀通過，而劃下了暫時的句（逗）點1。此次修

法並附帶兩項決議，其中包括要求「衛生福利部應將醫療事

故處理法草案，在2018年1月底前送至行政院，以確保病家權

益、促進醫病和諧，並建立從醫事爭議與事故中分析除錯的

學習機制，提升醫療品質與保障病人安全」2。為配合相關決

1  衛生福利部，醫療法第82條修正　營造醫病雙贏，https://www.mohw.
gov.tw/cp-16-39064-1.html（瀏覽日期：2018年2月28日）。

2  溫貴香，立院三讀　醫療刑責合理化，中央社，2017年12月29日報
導，http://www.cna.com.tw/news/aipl/201712290182-1.aspx（瀏覽日

府專案調查小組等風險管理機制。

This paper examines whether Chapter 4 of the Medical 
Adverse Event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Act, which was 
recently submitted to the Executive Yuan for deliberation, 
can effectively achieve its goal to improve patient safety. 
Section 2 of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patient safety movement, followed by Section 3 
which illustrates common limitations embodied in previous 
patient-safety related legislations in Taiwan by reviewing 
the predecessor of the Act, i.e., the Medical Dispute 
Resolution Act. Section 4 then explores whether the Act 
sufficiently addresses these limitations, and propose draft 
provisions accordingly. These draft provisions, centering 
around hospitals’ 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 envisions 
a three-layer risk management infrastructure that includes 
internal root cause analysis, external mandatory reporting, 
and governmental ad-hoc invest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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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於2017年12月19日召開醫事爭

議處理法（下稱醫爭法）草案研商會議，並將會議後修正草案

更名為醫療事故預防及處理法（下稱醫處法），於2018年1月

底送至行政院，至投稿時止仍在進行內部審議程序（兩版本內

容比較參見表1）3。

表1　醫爭法與醫處法草案第四章條文對照

2017年12月協商會議之
醫爭法草案

2018年1月送行政院審議之
醫處法草案

第30條
		為預防及降低醫事事故風
險，醫療機構應建立機構內
風險事件管控及通報機制

		醫療機構應就重大醫事事故
分析其根本原因、提出改善
方案，並配合中央主管機關
要求進行通報及接受查察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於通報後一年內查察改善
方案之執行

		前二項通報及查察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重大醫事事故分析根本原因
內容，不得作為司法訴訟案
件之證據

第31條
		醫療機構應建立機構內風險
事件管控機制，並就重大醫
療事故，分析其根本原因、
提出改善方案，通報主管機
關

		前項通報事項、程序、內容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重大醫療事故根本原因及內
容之分析，不得採為相關行
政處分、訴訟之證據或裁判
基礎

第31條
		中央主管機關就醫事爭議事
件，得視需要分析發生原
因，並命醫療機構檢討及提
出改善方案

第32條
		主管機關對發生醫療事故之
醫療機構，得視需要令其限
期分析發生原因，並提出檢
討及改善方案

期：2018年2月28日）。
3  衛生福利部，醫療事故預防及處理法草案，促進醫病和諧，創造社會
共贏，https://www.mohw.gov.tw/cp-16-39278-1.html（瀏覽日期：
2018年2月28日）。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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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協商會議之
醫爭法草案

2018年1月送行政院審議之
醫處法草案

		前項分析，得委託醫療法
人 、 其 他 醫 事 專 業 機 關
（構）或團體辦理，並應符
合匿名、保密、共同學習之
原則，且不以處分或追究責
任為目的

		主管機關得於前條第一項通
報或前項提出檢討及改善方
案後一年內，查察改善方案
之執行

第32條　
		醫事事故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
為嚴重病人安全事件時，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立即
成立專案調查小組，提出改善
及防止錯誤之根本原因分析調
查報告，並發布之

		前項專案調查小組，應通知
關係人到場說明及提供資
料，被調查之機關（構）、
團體或有關人員，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專案調查
小組之召集人，由社會公正
人士擔任之

		第一項認定程序、專案調查
小組成立層級、召集人與組
成人員、運作方式、報告完
成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第33條
		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嚴重醫
療事故，應立即成立或委託
具醫事專業之財團法人、機
構或團體成立專案小組進行
調查，並提出報告後公布之

		前項專案調查，得通知醫療
事故有關人員到場說明及提
供資料，被調查之醫療機
構、法人、團體或有關人
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一項嚴重醫療事故之認
定、專案小組之組成、運作
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公布應符合個人資料
保護法之規定及共同學習之
原則，並遵守保密規定

不論是研商會議的醫爭法或嗣後送行政院審查的醫處法草

案，其內容大體均承襲2015年闖關失敗之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

事故補償法（下稱醫糾法），尤其嘗試整合醫糾法草案第二章

「醫療糾紛說明、溝通及關懷」、第三章「醫療糾紛爭議調

解」，以及第五章「醫療事件通報、調查、分析與公布」之規

定，但擱置引發醫界強烈反彈的醫糾法第四章「醫療事故補

償」議題4。

4  洪巧藍，解決醫療糾紛！衛福部再拋《醫爭法》立法　補償爭議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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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沿襲自醫糾法的章節內容中，醫爭法與醫處法兩

版草案第四章「通報、調查、分析與公布」要求醫療機構建

置風險事件管控機制（以下有時稱之為病人安全風險管理機

制），對於實現前述醫療法第82條修正案附帶決議所提「建立

從醫事爭議與事故中分析除錯之學習機制，提升醫療品質與保

障病人安全」之政策目的，扮演著至為關鍵之角色。而相關政

策目的之背後，進一步又反映源自美國的病人安全運動（the 

patient safety movement）鼓勵醫療機構積極從錯誤中學習之理

念，是臺灣病人權益保障團體十分期待的立法內容。

為回應臺灣病人權益保障團體的前述期待，本文預計從病

人安全運動的視角切入，嘗試探討醫爭法與醫處法之草案內

容，是否確實有助達成「提升醫療品質與保障病人安全」之

政策意旨，並針對現行草案的不足之處，提出具體之修正建

議。第貳節首先簡介病人安全運動要求從系統角度面對醫療錯

誤的核心理念，以及通報和根本原因分析這兩項病人安全運動

早期最為重視的風險事件管控機制。以相關理念和實務機制為

基礎，第參節進而以醫爭法第四章作為分析對象，試圖凸顯臺

灣過往的病人安全相關立法，往往存在偏離病人安全實務用

語、對病人安全風險管理之想像過於侷限、混淆病人安全風險

管理與醫事爭議處理、忽視醫療機構於病人安全風險管理之積

極角色等思維侷限。第肆節進一步將醫爭法與修正後的醫處法

草案加以比較，以檢視醫處法如何回應上述的思維侷限，又

在哪些面向上仍然存在可持續改進之空間。以上述討論為基

礎，第肆節繼而提出以異常事件管控為核心之醫處法草案第四

章建議條文，希望藉此拋磚引玉，鼓勵臺灣醫療糾紛領域之利

害關係人，能夠從病人安全之視角，深入檢視並進一步完善相

邊，ETtoday新聞雲，2017年9月20日報導，https://health.ettoday.
net/news/1014555?t=解決醫療糾紛！衛福部再拋《醫爭法》立法　補
償爭議放一邊（瀏覽日期：2017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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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章節之規範內容。

貳、 病人安全運動之早期焦點：通報與根本原因分
析

病人安全運動之理念核心，是認為可預防醫療錯誤

（preventable medical errors）之存在，乃現代醫療體系必然面

臨之風險5。例如常被指為病人安全運動濫觴的美國國家醫學

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Medicine）1999年《犯錯是人性》（To 

Err Is Human）報告，便以1990年代美國兩份著名住院醫療

傷害盛行率之實證研究數據為基礎，粗估美國每年有44000∼

98000人死於醫療體系各式可預防錯誤，龐大數據引發與論譁

然，進而催生病人安全運動6。

然而，對病人安全運動來說，可預防醫療錯誤的產生並不

必然伴隨醫療過失的存在。相反的，病人安全運動強調可預防

醫療錯誤之生成，一定程度係肇因於醫療系統設計與運作之瑕

疵，而非盡皆可歸責於個人的粗心大意，《犯錯是人性》將

上述思維稱為面對醫療錯誤的系統途徑（systems approach to 

error）7。為具體說明系統在錯誤形成過程中的角色，《犯錯

是人性》進一步作出顯性（active）與隱性（latent）錯誤之區

分，前者指的是第一線人員所犯下、直接造成傷害或死亡結果

5  See INSTITUTE OF MEDICINE, TO ERR IS HUMAN: BUILDING A SAFER 
HEALTH SYSTEM 49-68 (Linda T. Kohn et al. eds., 2000) (exposing 
the severity and prevalence of preventable medical errors and 
advocating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these errors).

6  Id. at 1.
7  INSTITUTE OF MEDICINE, supra note 5, at 163 (arguing that “[although] 

instances of patient harm are usually attributed to individuals ‘at the 
sharp end’ who make the visible error ... their prevention ... requires 
systems that are designed for safety — that is, systems in which 
the sources of human error have systematically recognized and 
minimiz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