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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醫療糾紛造成患者傷害之案件，原則上均屬刑法第284
條第2項之業務過失傷害案件，依照刑法第287條前段
規定為告訴乃論。告訴乃論案件有6個月告訴期間之限
制，若逾告訴期間，則告訴為不合法。但案件若先經
調解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時，告訴期間之起算點
會因是否有聲請調解委員會將案件移請檢察官偵查，
以及何時聲請而有所不同，在利用調解程序時，必須
注意，以免遲誤告訴期間。
* 臺灣高等法院法官（Judge, Taiwan High Court）
關鍵詞：告 訴 期 間（statute of limitation for bringing complaint）、 鄉 鎮 市
調 解 條 例 第 31 條（paragraph 31 of the Township and CountyAdministered City Mediation Act）、 調 解 程 序（medi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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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dical lawsuits in which the patients were injured
belong generally to the negligent injury according to
paragraph 284 section 2 Criminal Law that is no trail
without complaint according to the former half in paragraph
287 Criminal Law. There are six months for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 for bringing complaint. The compliant which
was brought over the limitation would be illegal. However,
if the lawsuit had been mediated by the mediation
commission but failed, the beginning point of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 could be different and it depends on whether
the lawsuit had been applied to transfer to attorney to being
investigated. It could be different when the party in the
lawsuit applied. Therefore, the difference of beginning
point of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 for bringing complaint
should be noticed so that the it could be in time.

壹、案例
甲於2018年2月1日在乙醫師的醫美診所接受雙眼皮手術，
但因乙醫師之失誤，造成甲大小眼。因過失明顯，雙方對有過
失之事實不爭執，但就賠償金額部分則無法達成共識，於是決
定於同年2月20日至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但在經調解
委員會調解後5個月（即2018年7月20日）仍無法成立調解，甲
遂決定對乙醫師提出刑事業務過失傷害告訴，問於下列情形是
否逾告訴期間：
一、於2018年7月20日聲請調解委員會將案件移送檢察署
偵辦，調解委員會於同年9月1日將案件移送檢察署時。
二、若甲未將案件聲請調解委員會移請檢察官偵查，而於
2018年9月1日自行至檢察署提出告訴時。
三、若甲於2018年8月10日聲請調解委員會將案件移送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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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署偵辦，調解委員會於同年9月1日將案件移送檢察署時。

貳、爭點
醫療刑事案件設有告訴乃論之6個月告訴期間，若先經調
解委員會調解，告訴期間之起算點為何？

參、解析
一、業務過失傷害案件之告訴期間
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規定：「告訴乃論之罪，
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六個月內為
之。」而醫療糾紛造成患者傷害案件，原則上均屬刑法第284
條第2項之業務過失傷害案件，依照刑法第287條前段為告訴乃
論案件。本案例係於2018年2月1日發生，甲於當日就知悉被告
為何人，故原則上最遲於同年8月1日前必須向偵查機關（包括
警察局或檢察署）提起告訴，否則若逾告訴期間才向檢察官提
起告訴，檢察官必須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5款為不起訴處
分；若檢察官誤為起訴，法院則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
規定諭知不受理判決。亦即，此時告訴人便不能再追究被告的
刑事責任，但不影響民事賠償部分，告訴人仍然可以提起民事
訴訟請求損害賠償。

二、鄉鎮市調解條例之特別規定
鄉鎮市調解條例第31條規定：「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由有
告訴權之人聲請調解者，經調解不成立時，鄉、鎮、市公所依
其向調解委員會提出之聲請，將調解事件移請該管檢察官偵
查，並視為於聲請調解時已經告訴。」此規定係指若案件之告
訴人先至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但調解不成立時，雖然調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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