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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為豐胸之目的，由B醫師為其施行第三次自體脂肪隆
乳手術，惟術後發生併發症。A認為B醫師未事先向
其說明系爭手術之風險，致其在不了解相關醫療資訊

之情況下，同意進行手術而受有損害，遂起訴請求賠

償。本件涉及告知後同意之告知說明義務踐行於醫療

實務之爭議，及其反映於法律層面上之評價。本文由

該義務與病人自主決定權之連結出發，循序探討告知

後同意之告知說明義務的判斷標準、內容等議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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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案件事實與前審概述

A為豐胸之目的，曾於2011年3月29日及同年6月30日至

甲診所接受Y醫師實施兩次自體脂肪隆乳手術。於2012年4月

30日，A再至該診所接受B醫師實施第三次自體脂肪隆乳手術

（下稱系爭手術）。術後，A之左乳明顯腫脹，且有發燒之

情形。經2012年5月間三度至B醫師門診回診後，A於同年7月

14日再度回診，當時B醫師自其左胸抽取40c.c.油水狀液體送

檢，後經判斷為多重抗藥性表皮葡萄球菌感染。於同年7月18

日，由B醫師施行左胸局部切開引流術，且隨後3日仍陸續抽

後以侵害病人自主決定權而成立之賠償責任作結。

Party A (plaintiff in the first trial, and appellant in the 
second trial), for purpose of breast enhancement, undergoes 
a third autologous fat graft breast augmentation surgery by 
doctor B (defendant in the first trial, appellee in the second 
trial). However, party A suffers complications after the 
surgery, and asserts that doctor B did not disclose possible 
risks of the surgery, resulting in consent from party A to 
undergo the surgery without knowing relevant medical 
information. Party A thereby sues for compensation. 
The present case involves a dispute over the practice of 
informed consent in medical practice, and an evaluation 
of the dispute reflecting on the legal level. The author 
starts from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informed consent and 
the patient’s autonomy, and extends into a discussion on 
standards for and content of inform obligation, and other 
such topics, and finally discusses liability for compensation 
of damages established on the infringement of the patient’s 
autonomy.



www.angle.com.tw      57

取膿液；而依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下稱中醫大附醫）7月

31日之診斷證明書，診斷為左側乳腺炎。A主張B醫師於施作

系爭手術前，未履行其告知義務，且於A感染發燒後仍疏於診

斷、追蹤及治療，終致生乳腺炎等情，爰起訴請求B醫師賠償

其損害。

第一審法院為原告A敗訴之判決，原告A不服提起上訴，

遂有以下本文聚焦探討之判決。

貳、第二審法院之判決摘要

一、上訴人之主張

（一）上訴人（即一審原告A）於2012年3月31日為進行

隆乳手術至甲診所就診，而先前已在該診所進行過兩次自體脂

肪注射移植之隆乳手術。被上訴人（即一審被告B醫師）安排

上訴人於同年4月30日進行系爭手術，惟被上訴人自始至終從

未向上訴人說明系爭手術之任何風險，導致上訴人在不了解系

爭手術可能產生如何後遺症之情況下，同意施術。

（二）被上訴人施作系爭手術，於手術前未履行告知義

務、手術過程消毒不完全造成上訴人術後感染，且於上訴人感

染發燒後仍疏於診斷、追蹤及治療，嗣感染問題雖治癒，然

因拖延多時致生乳腺炎；且系爭手術結果非但未達原訂之目

的，先前兩次由其他醫師施作之隆乳手術效果亦因此而受破

壞，爰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

項規定，以及醫療契約法律關係依民法第227條、第227條之1

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三次隆乳費用35萬元、乳房重建費用

20萬元、術後照顧費用5萬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合計80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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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上訴人之抗辯

（一）上訴人先後三度至甲診所接受自體脂肪移植隆乳手

術，均有簽屬療程同意書，依各該療程同意書記載：「本人

（顧客）A同意接受自體脂肪移植手術治療，本人對於該項療

程之原因、過程、效用，業經本院有關專業人員詳細說明，已

充分了解，茲同意由本院進行該項療程」等語。且於術前、術

後被上訴人與診所之護理人員均有口頭告知術後可能所生之風

險，以及如何保護或照料傷口避免感染等衛教措施，況上訴人

前已接受過兩次相同手術，足認上訴人對於其所欲進行之手術

原因、過程、效用已有所認知及信心。

（二）手術後發生感染可能之風險，依一般理性智識之人

所應有之判斷能力應屬可預見，縱使療程同意書之書面未逐

一記載風險，並不能直接反應或導致醫療行為本身之可非難

性，本件被上訴人醫療行為本身不能證明有何違反醫療常規之

處，亦無其他足以認定具有故意或過失之處。

三、鑑定意見

（一）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之鑑定意見略為：1.原

告接受注射之脂肪量平均約200c.c.單側，合乎手術常規。2.自

體脂肪注射為侵入性手術之一，依醫療常規，應簽手術同意

書，同意書上應有疾病名稱、手術原因及手術方法，並記載此

種手術可能會發生之併發症，由手術醫師於術前親自告知病

人，並由醫師簽名負責，再由病人簽署表示知情同意。本件病

歷紀錄中僅有療程同意書，其內容與醫療常規之手術同意書

有相當大之落差；且系爭手術使用Propofol（異丙酚），依醫

療常規，應有中重度鎮靜止痛同意書或麻醉同意書，其中須

有擬麻醉之方式、醫師解釋之聲明及病人同意之聲明並親自

簽署。被告欠缺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部分，違反醫療常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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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彰化基督教醫院之鑑定意見略為：1.大里仁愛醫院

及中醫大附醫超音波檢查報告，均顯示病人右乳有固體硬塊及

囊腫病灶硬塊。2.本件病患之硬塊及囊腫不易治癒，目前可考

慮的治療方式有局部切除多發性病灶或乳房全切除後重建，前

者術後會造成胸型改變，後者則於重建後之外觀可接近原正常

胸型，此兩種重建方式依目前收費，均約新臺幣16∼25萬元

（雙側）。

（三）臺中榮總之鑑定意見略為：1.「自體脂肪隆乳」與

「義乳隆乳」手術因植入人體之物質與術式不同，其手術及併

發症之風險亦不同。常見義乳隆乳手術之併發症如血腫、感

染等。而「自體脂肪隆乳」之併發症則如脂肪鈣化、脂肪壞

死、纖維化、感染等。兩者均有相當之手術風險與併發症，實

難謂何者之手術風險及併發症風險較大。2.脂肪壞死與纖維化

乃自體脂肪移植隆乳所特有相關之併發症之一，與病人先前作

過三次自體脂肪隆乳手術均有因果關係。

（四）臺中榮總補充鑑定意見略為：1. 感染科醫師鑑定意

見認為，病人左乳感染與系爭手術之因果關係難以得知。2.整

形科醫師之鑑定意見認為，自體脂肪隆乳手術術後感染性化膿

之期間探討，目前僅有零星個案報告，一為術後7天產生感染

性化膿，另一案例為術後3週。

四、判決理由

以下謹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所持

理由中，與本文主題互有關聯之部分作一統整歸納，俾利後續

進行分析、探討。

（一）告知義務履行責任與醫療行為責任之關係

首先，臺中高分院指出：「『告知義務履行責任』之基礎

在於保障『病患自主權』，『醫療行為責任』則在保障病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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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符合醫療常規之診治，故『告知義務履行責任』與『醫療行

為責任』乃屬二事，未必等同，⋯⋯。」

而經審酌前揭鑑定意見，臺中高分院進一步表示：「上訴

人雖主張若被上訴人履行告知義務，令上訴人了解『自體脂肪

隆乳』併發症，上訴人將選擇『義乳隆乳』手術而避免併發症

之風險云云，然義乳隆乳手術仍有其併發症風險，該併發症風

險既無法排除，上訴人前揭主張僅屬臆測而不足採信，故被上

訴人未履行告知義務與避免併發症風險間，顯無必然關係，從

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履行告知義務，應負醫療行為責任云

云，即難採信。」

「又『告知義務履行責任』與『醫療行為責任』並未等

同，⋯⋯，故醫療機構或醫師違反告知義務是否足以構成醫療

行為責任？其侵害客體除病患自主權外，是否亦侵害病患之身

體權，從事後評價規範而言，仍應由個案醫療事實具體審慎

認定。如告知義務之違反尚不足構成醫療行為責任，且與病

患身體權損害之因果關係並不相當，應認僅屬侵害病患自主

權。」

（二）違反告知義務而侵害病患自主決定權之損害賠償責任

對此，臺中高分院表示：「按醫療行為常伴隨接觸或侵入

病患之身體或蒐集病患之個人健康資訊，基於『尊重病患自

主權』之醫學倫理要求，醫療行為必須先經病患『告知後同

意』（informed consent），故醫療機構或醫師對病患即負有說

明義務，提供病患充分之醫療資訊，讓病患得以自主決定醫療

決策。」

「本院認：告知義務之『告知內容及範圍』，基於『尊重

病患自主權』之倫理要求而成為『行為規範』，應由醫療機

構或醫師視個案醫療行為目的（例如：以『治療』或『預防

疾病、非治療』為目的），將經常性或可預見之嚴重醫療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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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視病患個案情形提供醫療資訊告知病患，由病患自主決定

醫療決策。」「又病患接受多次相同手術，因每次手術之醫療

風險程度均有不同，醫療機構或醫師於每次手術均負有針對

該次手術相關醫療風險資訊之告知義務，而告知義務是否履

行，因病患於準備接受醫療之情境有多種，如由病患就『醫

療機構或醫師未履行說明義務』之事實負舉證責任，顯有困

難，衡諸醫療場域、情境多為醫療機構或醫師所掌控，故依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應由醫療機構或醫師就『告知義

務之履行』負舉證責任。」

其次，臺中高分院進一步指出：「違反告知義務所侵害病

患自主權之損害賠償，其因果關係如何認定及損害賠償範圍如

何認定，仍殘留研究之課題。⋯⋯本院參酌前揭外國例，認病

患自主權應屬病患決定醫療決策之自由權或重大人格法益，病

患自主權受侵害是否因機會喪失而受有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雖應於個案事實審慎認定，然依前揭說明，至少依民法第195

條第1項前段規定，病患所受非財產上損害，仍得請求損害賠

償。」

最終，臺中高分院認為：「（1）被上訴人違反告知義

務，若令其承擔上訴人因併發症所受財產上損害結果賠償責

任，尚欠缺因果關係上之連結，且屬過苛，故仍不應准許；

（2）被上訴人違反告知義務仍有侵害上訴人之病患自主權，

對上訴人雖仍應負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惟該非財產上損害賠

償究竟如何審酌，尚待法院於個案審酌。」

參、判決評析 

本件判決涉及告知後同意（informed consent）1之告知說

1  關於“informed consent”一詞之常見譯法及其法理內涵，相關說明參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