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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衛福部）嗣後送行政院審查的醫療事故預防及處理法

（下稱醫處法）草案，已對於本節所點出的四點思維侷限─

尤其是「忽視醫療機構於病人安全風險管理之積極角色」與

「混淆病人安全風險管理與醫事爭議處理」兩個面向，作出了

一定程度的回應。在條文文字上，醫處法草案與先前研商會議

之醫爭法版本存在以下的主要差異：

（一）醫處法第31條第1項（原醫爭法第30條第1項）刪除

「為預防及降低醫事事故風險」語句，並將「機構內風險事件

管控及通報機制」縮減為「構內風險事件管控機制」。新條文

並整合原本醫爭法第30條第1項與第2項，而精簡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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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醫處法第32條第1項（原醫爭法第31條第1項）將原

本「中央主管機關」及「醫事爭議事件」字眼，分別以「主管

機關」與「醫療事故」取代，而成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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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醫處法第33條第1項（原醫爭法第32條第1項）將原

本「醫事事故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為嚴重病人安全事件時」之

語句，更改為「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嚴重醫療事故」，並移除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本條之角色，而修改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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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條文修正最關鍵之處，是醫處法草案第32條移除了原

本醫爭法第31條之醫事爭議事件用語，而將其替換為醫療事

故。醫處法第32條並刪除原本要求中央主管機關針對醫事爭議

事件直接介入分析根本原因之規定，而僅授權主管機關（刪

除「中央」兩字）得視需要，令醫療機構「限期分析發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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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並提出檢討及改善方案」。本文認為相關修正，除有助區

隔病人安全風險管理與醫事爭議處理，也有一定程度能維持

醫療機構在病人安全風險管理中的第一線主導地位與積極角

色，是值得肯定的修正方向。然而本文認為，醫處法對醫爭法

的修正仍在以下兩個面向上，延續本節所點出的臺灣病人安全

立法常見思維侷限：

（一）醫處法之文字仍然未能貼近病人安全之實務用語。

醫處法將原本的重大醫事事故、醫事爭議事件與嚴重病人安

全事件，分別修改為重大醫療事故、醫療事故與嚴重醫療事

故。藉此，醫處法將病人安全風險管理的對象明確侷限於醫療

事故，而醫療事故與醫爭法的醫事事故一詞類似，又可以進一

步被理解為醫療現場的不良事件概念。然而，這樣的用語安排

仍然會衍生以下兩點概念適用上的困境：1. 如前所述，病人安

全風險管理的對象，同時包含涉及醫療錯誤之不良事件與涉及

醫療錯誤但不存在負面醫療結果之跡近錯失，但醫處法以醫療

事故為風險管理對象之規範設計，其與醫爭法相同，均不經意

地排除了醫療機構對跡近錯失之風險管理責任；2. 醫處法第31

條與第32條仍將醫療機構應啟動根本原因分析的「重大醫療

事故」與中央主管機關得啟動專案調查小組的「嚴重醫療事

故」加以區隔，此一區分方式，將持續遺留所謂「重大」與

「嚴重」各自如何定義，彼此又如何區隔的概念解釋問題。

（二）醫處法延續了醫爭法對機構內病人安全風險管理機

制的想像侷限。如前所述，醫處法第31條第1項刪除「機構內

風險事件管控及通報機制」中「及通報」三字，表面上增加了

主管機關對相關機制的想像空間。然而，若參照本條「醫療機

構應建立院內醫療事故風險管控機制；對於發生之重大醫療事

故，應仿照醫療先進國家之作法，主動進行完整之調查、根本

原因分析並提出系統性改善方案通報主管機關，藉以促成跨機

構間之學習分享⋯⋯」（底線為作者所加）之立法理由，則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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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法對機構內病人安全風險管理機制之理解，似乎反而較醫爭

法更為限縮，僅限於根本原因分析，而僅另外於第31條第2項

與第33條，分別授權主管機關建置機構外通報系統，以及中央

主管機關專案調查等兩項病人安全風險管理機制。醫處法對機

構內風險事件管控機制的上述想像，除了忽略作為醫療機構病

人安全風險管理常見出發點的異常事件通報系統，也完全未提

及根本原因分析以外的其他機構內風險管理機制，更未能如本

文上篇第參節之二所主張，保留足夠的詮釋彈性，以促使醫療

機構與時俱進，跟上全球病人安全之最新潮流。

二、醫處法第四章建議條文之提出及其與現行草案之差異

以本文上篇第貳節與第參節之討論及分析為基礎，以下

嘗試提出醫處法草案第四章建議條文（如表1）。在規範結構

上，建議草案首先於第31條一般性討論機構內病人安全風險管

理機制之建置，繼而於第32∼34條，分別討論機構內根本原因

分析、機構外自願或強制通報及中央主管機關專案調查小組三

種風險管理機制。具體言之，建議條文與行政院目前審議中的

醫處法現行草案之間，存在以下四點主要差異：

（一）拉近草案文字與病人安全實務用語之落差

建議條文為凸顯可預防醫療錯誤對於病人安全運動的指標

性意義，選擇回復醫處法草案第31條第1項「為預防及降低醫

事事故風險」之文字，並將其修改為「為預防及降低可預防

醫療錯誤之風險」。而為拉近本法與病人安全實務之距離，

建議條文也分別以「機構內病人安全風險管理」與「異常事

件」，取代現行草案之「機構內風險事件管控」與「醫事事

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