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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官（Judge, Taiwan Taipei District Court）
關鍵詞： 不完全給付（incomplete performance）、回復原狀（restitution）、

美 容 醫 學（cosmetic medicine）、 解 除 契 約（rescission of 
contract）、醫療契約（medical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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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下流行的美容整形所衍生之糾紛，現已成為醫療民

事訴訟之大宗，此類醫療契約之性質與一般醫療行為

之契約性質是否相同，學說上多有討論，並為實務所

重視。本文藉美容醫學實際民事案例，分析該類訴訟

常見爭議，包含告知說明義務之範圍、醫療契約之性

質及醫療契約是否適宜解除等。就美容醫學之性質而

言，本文認為其屬非治療性且非必要性之醫療行為，

同時涉及主觀審美之不確定概念、高額自費、營利性

質重等因素，自與一般醫療行為之特性相異，故宜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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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從事美容醫學之醫方責任，以保護病人之權益。

Disputes arising from the cosmetic surgery which is now 
popular have recently become the bulk of medical civil 
lawsuits. There are many discussions on the doctrine, 
whether the medical contracts as such have the same nature 
with general medical behaviors which have the contractual 
nature, and it has gotten high attention from legal practic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mmon disputes of this type of 
lawsuit through the actual civil case of cosmetic medicine, 
including the scope of the duty of disclosure, the nature 
of the contract, the problem how to determine the damage 
and whether the cancellation of contract is appropriate or 
not. As far as the nature of cosmetic medicine is concerned, 
this article considers it to be a non-therapeutic and non-
essential medical behavior, and it also involves uncertain 
factors such as subjective aesthetic ideas, high self-
financing and profitability. These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neral medical behaviors. Therefore, 
it is advisable to increase the medic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smetic medicine in oder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atients.

本件之審級歷程表*

裁判日期 民事判決字號 結果

2015年12月
31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3年度醫字第38號

原告勝訴

2018年1月
31日

臺灣高等法院105年
度醫上易字第2號

1.  被告部分上訴有理由，
即駁回原告部分一審之
訴確定

2.  被告其餘上訴駁回確定

*本文主要就臺灣高等法院判決為介紹與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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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事實與前審概要

A於2012年1月15日至甲整形外科診所B醫師門診諮詢隆鼻

整形手術，隨即於同年2月15日在甲診所由B醫師為其進行隆

鼻、補脂整形手術，手術費用總計8萬元。其後A又於2012年5

月30日至乙整形外科診所，由C醫師為其進行隆鼻整形手術，

手術費用總計21萬元。嗣A於2013年4月間至其他整形外科診

所進行整形後，發現甲診所未依雙方之約定使用Gore-Tex材質

為隆鼻醫療器材、乙診所及C醫師亦未依雙方之約定為A放置L

型鼻模，乃認甲診所、乙診所及C醫師有詐欺之嫌，而對A構

成侵權行為，甲診所、乙診所及C醫師應對A負共同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責任，乃主張A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及第195

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甲診所、乙診所及C醫師連帶賠償A

精神損害50萬元及69,300元修補醫藥費，共569,300元。另A因

認其至甲診所接受上開隆鼻、補脂整形手術，以及至乙診所接

受C醫師前述隆鼻整形手術後，補脂處之法令紋更明顯，隆鼻

處視覺上鼻子偏移、塌陷，而主張甲診所、乙診所及C醫師履

約上有瑕疵，乃依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解除與

甲診所、乙診所間之契約，請求甲診所返還價金8萬元、乙診

所及C醫師連帶返還價金21萬元。一審為A全部勝訴判決，經

甲診所、乙診所及C醫師上訴後，二審就A依不完全給付債務

不履行法律關係，解除與甲診所、乙診所間之契約，請求甲

診所返還價金8萬元、乙診所返還價金21萬元部分，維持原審

判決，然廢棄並駁回A依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請

求C醫師連帶返還價金21萬元部分，以及A依民法第184條、第

185條及第195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甲診所、乙診所及C醫

師連帶賠償A精神損害及修補醫藥費共569,300元部分，確定在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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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判決要旨

查無兩造曾就系爭整形手術之醫療器材有如A所稱之約

定，A並未就甲診所、乙診所及C醫師有詐欺乙節盡舉證之

責，故A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甲診所、乙診所及

C醫師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於法無據。然甲診所與乙診所履

行醫療契約有瑕疵之不完全給付情形，A依法解除其與甲診

所、乙診所間之醫療契約後，甲診所與乙診所依法自應負回復

原狀之義務，從而A得依法請求甲診所與乙診所分別返還所收

取之醫療手術費；至於C醫師部分，則其非與A成立醫療契約

之當事人，自不負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之責任。

參、判決摘要

一、原告主張要旨

A於2012年1月15日至甲診所B醫師門診諮詢隆鼻整形手

術，並要求以最新之Gore-Tex材質為隆鼻醫療器材，經B醫師

診斷須抽脂補眉心、放I型鼻模、鼻頭取耳軟骨、鼻中膈作延

長，即於同年2月15日在甲診所接受隆鼻、補脂整形手術，手

術費用總計8萬元。A於術後第7天至甲診所拆線時，向診所人

員反應有鼻塌陷、歪斜，且嗣A於衛生局申訴時始知甲診所並

未以約定之Gore-Tex材質為其隆鼻，主張甲診所有廣告不實情

形。

A復於2012年5月30日至乙診所，由C醫師為其進行隆鼻

整形手術，並約定以L型鼻模為隆鼻材料，共支出手術費21萬

元。嗣A於2013年4月間，至其他整形外科診所進行整形時，始

發現乙診所並未依約定放置L型鼻模，乙診所及C醫師已有詐

欺之嫌。又A發現其人工鼻骨往上位移，與鼻頭軟骨不連接，

外觀上可看出斷層，鼻子向右側位移，視覺上塌陷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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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因認甲診所未依雙方之約定使用Gore-Tex材質為隆鼻

醫療器材、乙診所及C醫師亦未依雙方之約定為其放置L型鼻

模，乃認甲診所、乙診所及C醫師有詐欺之嫌，而對A構成侵

權行為，甲診所、乙診所及C醫師應對A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責任，乃主張A得依民法共同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

甲診所、乙診所及C醫師連帶賠償精神損害50萬元及69,300元

修補醫藥費，共569,300元。另A因認其至甲診所接受上開隆

鼻、補脂整形手術，以及至乙診所接受C醫師前述隆鼻整形手

術後，補脂處之法令紋更明顯，隆鼻處視覺上鼻子偏移、塌

陷，而主張甲診所、乙診所及C醫師履約上有瑕疵，乃依不完

全給付債務不履行法律關係，解除與甲診所、乙診所間之契

約，請求甲診所返還價金8萬元、乙診所及C醫師連帶返還價

金21萬元。

二、被告答辯意見

（一）甲診所

甲診所稱A未能舉證證明兩造確有約定以Gore-Tex作為隆

鼻醫療器材，且甲診所有為A施作隆鼻手術，隆鼻手術亦無疏

失，A所為解除雙方間之醫療契約並不合法。

（二）乙診所

乙診所稱其確實使用L型鼻模為A隆鼻，且A術後即未至

乙診所回診，短期內亦未至其他診所進行治療，顯見乙診所為

A所為之隆鼻手術，並無植入物偏移情形，不能逕以9個月後

之診斷證明，即認定乙診所有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或侵權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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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醫師

C醫師稱雙方未曾約定使用L型鼻模為隆鼻材料，又本件

醫療契約當事人應為A與乙診所，C醫師僅係當時受僱於乙診

所之醫師，對A自不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本件依

鑑定意見認C醫師所放置植入物之位置應屬適當，並無任何疏

失，A經診斷鼻骨移位偏移等情，已距離手術將近1年之久，

顯係因其個人或其他因素如揉鼻子或外力撞擊等所致，與手術

無關。

三、判決理由

（一）侵權行為

查無兩造曾就系爭整形手術之醫療器材有如A所稱之約

定，A並未就甲診所、乙診所及C醫師有詐欺乙節盡舉證之

責，故A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甲診所、乙診所及

C醫師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於法無據。

（二）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

依據醫事審議委員會鑑定結果認定：「B醫師為A施行眉

心補脂術後，其眉心右側較為隆起。⋯⋯此為補脂注射不均勻

所致；A術前鼻孔亦非完全對稱，術後鼻有些不對稱，此可能

為耳朵軟骨隆鼻偏移或鼻翼縮減手術所致。手術中醫師當然盡

可能將植入物置放於正中間，術後若發現有偏移，亦可立即處

理」等語。認甲診所與乙診所履行醫療契約有瑕疵之不完全給

付情形，且其不完全給付亦確因甲診所與乙診所未盡履約注意

義務所致，兩者間並有相當因果關係。A自得依法解除其與甲

診所、乙診所間之醫療契約，甲診所與乙診所依法自應負回

復原狀之義務，返還所收取之醫療手術費，A依不完全給付債

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甲診所返還8萬元、乙診所返還21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