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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實施手術前，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

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手術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

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並經其同意，簽具手術同意書

及麻醉同意書後，始得為之；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

限。又縱使簽立同意書之人為未成年人且罹有精神疾

病，但如其於簽立同意書時有辨識能力，仍不影響同

意之效力。

Before the operation, the medical institution must explain 
the cause of the operation, the success rate of the operation, 
and the possible complications including dangers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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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their legal representatives, spouses, relatives, and 
partners. After the surgical consent form and the anesthesia 
consent form are signed by the patients together with their 
relations, the operation could begin. However, the operation 
could begin without consent if the situation is urgent. Even 
if a minor who has mental illness signs the consent form, it 
is effective when he/she has the identification ability to sign 
the consent form. 

壹、案例1

被告係S醫院耳鼻喉科醫師，自訴人於1993年7月20日至S

醫院就診，經診斷可能為腮腺「發炎」，但為慎重起見須進一

步作電腦掃描，惟須延後2∼3週始能安排檢驗。自訴人恐延誤

病情招致惡化，又分別至C醫院、Z醫院與T醫院看診；嗣自訴

人再於同年7月23日回S醫院就診，被告醫師將自訴人留院觀

察3天，並謂自訴人頸部可能係惡性腫瘤，須開刀切除，經開

刀切除後，始發現並非腫瘤，僅係發炎而已，自訴人稱被告醫

師未先徵得自訴人同意，僅基於自訴人未成年之子甲簽具手術

同意書，即將自訴人之唾液腺切除。自訴人經此手術後，併發

左側臉部麻痺，無唾液分泌，耳後有一疤痕，吃東西時左耳下

部位會出汗，扭轉脖子時左耳下部位會疼痛等後遺症，迄今仍

未痊癒，因認被告醫師涉犯刑法第284條第2項之業務過失致重

傷害罪嫌。

1 臺灣高等法院84年度上易字第877號刑事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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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爭點

一、被告醫師於術前是否已告知病人及家屬有關手術步

驟、可能的後遺症和併發症？

二、本件手術及麻醉同意書係由自訴人未成年之子甲所簽

具，是否有違醫療法第63條第1項（修正前為第46條第1項）之

規定2？

參、解析

一、本件被告醫師並無過失

本件歷經三次鑑定，鑑定意見均認為被告醫師無過失。法

院認為行政院醫事審議委員會醫事鑑定小組係委員合議制，其

成員包括醫學、法律、社會等各類專家學者，來自各不同之學

術、醫療及行政單位，均學有專長，且與被告醫師又非服務於

同一單位，在合議制之情況下，其所為之鑑定意見乃該委員會

之意見，並非個人之意見，故其專業性、公正性、可信性，自

不容置疑。

又腮腺腫瘤之治療，至少要切掉腮腺之側葉乃正統醫療方

法，而切除腮腺側葉後，造成耳朵下半部之麻木，乃不可避

免，因為大耳神經在手術徑路，必須切斷才能進到腮腺，所以

會造成手術後耳朵下半部之麻木，而非三叉神經之麻痺。至於

右口角下垂，傷及面神經之下頷支，手術紀錄均有記載。法院

乃認定本件糾紛之主要原因可能是醫病間之溝通不良所致，並

無醫療過失可言。

2  醫療法第63條第1項：「醫療機構實施手術，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
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手術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
併發症及危險，並經其同意，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始得為
之。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