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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兒童接種疫苗是法國在2018年起推動的公共衛生
政策，其內容引起了全球的注目，這項新的立法將

干預人民的受教權與自主權，且同時賦予違反規定的

行為人刑事不法責任，形成與臺灣完全不同的規範態

度，值得加以探究。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vaccine policy in French. Basic 
on the code of public health in French, children born after 
1st Jan, 2018 should accept 11 vaccines against infectious 
diseases. On the contrary, children who don’t obey this 
policy will be prohibited to nurseries, schools and ca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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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ir parents will be imprisoned and fined. However, 
this policy may interrupt human rights, especially patients’ 
autonomy. In terms of Theory of Criminal Law, the penalty 
of imprisonment or fine toward parents might violate the 
ultima ratio of penalty.

壹、新聞摘要*

一項法國官方的調查數據顯示，新生兒於18個月大的時

候，每10位中僅有8位帶有麻疹抗體，比例低於其他鄰近國

家，顯示MMR（Measles, Mumps and Rubella）疫苗1的接種

狀況並不理想，也讓法國境內麻疹的流行狀況微幅提升。因

此，法國政府制定了一項新的疫苗接種政策，規定在2018年1

月1日以後出生的新生兒應強制接種11類不同的疫苗，否則將

無法進入托兒所與學校就讀。這項政策讓公共衛生學界出現了

兩派不同的論調，許多家醫科醫師（general practitioners）卻

認為這項政策很可能適得其反，強化大眾對於公共衛生政策的

不信任感。儘管政府承諾將逐年確認此項政策的施行成效，但

對於以人權立國的法國而言，似應優先採取替代方案或配套措

施，藉以處理相關的公共衛生問題，而非採取強制手段藉以達

成政策目的。

*  Editorial, Laws Are Not the Only Way to Boost Immunization, NATURE, 
Jan. 17, 2018,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00660-
y?error=cookies_not_supported&code=7e17145e-79a8-462e-8cb3-
67bc55ee324e

1  MMR在臺灣稱為「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為1歲以上
兒童可公費施打之疫苗，參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麻疹腮腺炎德
國麻疹混合疫苗（Measles, Mumps and Rubella; MMR），https://
www.cdc.gov.tw/professional/info.aspx?treeid=5b0231beb94edffc&
nowtreeid=dc132e275cf714e3&tid=15D321B308D9A27F（瀏覽日
期：2018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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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從法律角度淺析強制疫苗接種政策

前述法國政府的新政策，對讀者而言可能感到既熟悉卻又

陌生。在臺灣，新生兒與學齡兒童的疫苗接種相當普遍，這個

現象得力於公共衛生系統的推行得當，加上自日治時期臺灣便

開始接種天花疫苗的歷史脈絡2，吾人或許很少質疑疫苗接種

的合理性與必要性─遑論是「強制接種」的相關問題。本文

將初步介紹臺灣現行之疫苗接種規定，並對於法國所推出之強

制接種規定作粗淺的法律分析，盼望以法律視角回顧這項引人

注目的公共衛生政策。

一、臺灣現況

傳染病防治法第27條第5項規定：「兒童之法定代理人，

應使兒童按期接受常規預防接種，並於兒童入學時提出該紀

錄。」同條第6項規定：「國民小學及學前教（托）育機構對

於未接種之新生，應輔導其補行接種。」另學校衛生法第14條

第2項則規定：「國民小學一年級新生，應完成入學前之預防

接種；入學前未完成預防接種者，學校應通知衛生機關補行接

種。」

而前開規定均未有相對應的行政不法責任或刑事不法責

任，由此可知，臺灣目前對於新生兒乃至兒童之預防接種措

施，並未有強制施打之立法設計，對於未按時接種疫苗的兒

童，至多以輔導手段協助其補行接種。

二、基本權問題

依據法國公共衛生法最新施行之版本，2018年1月1日以後

出生的兒童，往後如未能在入學前完成11項疫苗接種者，將無

2  沈佳姍，臺灣最早的疫苗普及應用─從日治前期的天花制度到統計
面談起，台灣醫學人文學刊，13卷1-2期，2012年5月，118-1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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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進入托兒所或學校就讀3。此項規定雖為法國之內國法，而

僅有比較法研究上之討論價值，但對於臺灣之傳染病防疫政

策而言，卻仍具有相當之參考價值，亦值得與本國法兩相對

照，加以借鏡；對於這項規定，本文以為將會牽涉若干基本權

的討論：

（一）受教權

除去接受義務教育前的托育階段不論，學齡兒童若因未施

打疫苗，進而無法接受國民義務教育時，此時便牽涉到學齡兒

童的受教權問題4，前述基本權可能因此遭受侵害，這也是臺

灣如欲採取類似於法國的「強制接種」政策時所可能面臨到的

情況。

（二）病人自主權

接種疫苗係為了預防疾病的發生，依照長期以來的實務見

解5，自然屬於醫療行為的一類。學者在討論病人自主權6時，

也強調了病人對於即將施行在自己身上的醫療行為有知情與同

意的權利7；然而，強制接種疫苗政策對於疫苗接種者而言，

其實並無否決之可能性，故其自主權也將遭受剝奪。

3  Code de la santé publique, Article L3111-2 II, https://www.legifrance.
gouv.fr/affichCodeArticle.do?cidTexte=LEGITEXT000006072665&idA
rticle=LEGIARTI000006687779&dateTexte=&categorieLien=cid (last 
visited Aug. 17, 2018).

4  憲法第21條：「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
5  行政院衛生署衛署醫字第8156514號函認為：「⋯⋯按醫療行為係為
指凡以治療、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所為的診
察、診斷及治療；或基於診察、診斷結果，以治療為目的，所為的處
方、用藥、施術或處置等行為的全部或一部的總稱。」

6  病人自主權並非憲法所明文列舉之基本人權，筆者以為可以透過憲法
第22條概括權利的論證模式，將其吸納為基本權利的一種態樣。

7  楊秀儀，論病人自主權─我國法上「告知後同意」之請求權基礎探
討，臺大法學論叢，36卷2期，2007年6月，256-25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