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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兩則涉及醫療費用管理之爭議案件，並嘗試

分析在該類案件中之過錯判定標準，再行提出分類芻

議。從總體上來看，醫療費用管理過錯之損害結果乃

係造成病方之財產損害，具體過錯可進一步區分為三

種類型：支出增加、報銷減少與告知不足。本文認

為，醫務人員為盡醫療費用管理之注意義務，應依個

案考量其必要之實際需求，並在合乎法政策規範下，

力求經濟耗費最小且報銷比例最大；此外，亦應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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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病人之侵害最小，以及是否便捷可及。

Two issued cases about the medical charging-management 
would be introduced in this article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criterion of fault-defining in the cases as such. Then 
a tentative suggestion for classification would be held. 
Generally speaking, the result of damage arose from the 
error of charging-management is the property damage to 
the patient. The error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the 
increasing of expenditure, the reducing of reimbursement 
and the insufficient of notification. In the opinion of the 
author in this article, due diligence of the medical charging-
management by the medical staff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necessary demand 
case by case. Furthermore, it should be appeared with 
the lowest expenditure economically and the largest 
reimbursement. Moreover, it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an infringement to the patient should be made with the 
smallest extent and whether the management is practical.

壹、案例情況

一、案例一

2018年9月某晚23時，某患者因「噁心、嘔吐、中上腹痛

一小時」，至某醫院急診外科就診。急診外科請外科二線及肝

膽外科專科會診，診斷為「膽管梗阻、膽管擴張」。急診外科

結合肝膽外科意見，請消化內科會診，消化內科於會診後次日

11時12分預約手術，同時認為該患者術後應留院觀察，符合住

院指徵。因手術部分耗材屬於自費項目，術前已與患者簽署自

費項目協議書。12時43分醫師為其開具檢查費用；13時3分患

者入手術室行經內視鏡逆行胰膽道造影（endoscopic retro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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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langiograohy and pancreatography, ERCP）檢查，16時45分

患者出手術室，16時50分消化內科囑急診外科醫師為患者開住

院單，17時21分患者收入消化內科病房。後經治療，患者痊癒

出院。

患者家屬於同年11月某日至該院醫患關係辦公室（下稱醫

患辦）投訴，認為當日消化內科行ERCP術的費用共30,000餘

元（人民幣，下同）計費錯誤，該部分費用應屬住院費用，但

卻計入了門急診費用。由於該患者當年度門急診費用已經花費

15,000餘元，其醫療保險門急診的報銷上限為20,000元，導致

其至外院門診就診時發現門急診醫療保險費用已超過上限，此

後患者所有後續門診就診均無法按醫療保險報銷。該患者認

為，其係於就診次日才行手術治療，說明當時的病情並未緊急

到須立即手術而不及辦理住院手續的程度。醫院沒有提前開

具住院手續，而在ERCP手術結束後才開具住院。該患者於本

年度前10個月之門急診日常醫療費用僅花費15,000餘元報銷金

額，剩餘報銷金額本能完全滿足該患者本年度最後兩個月的醫

療費用，但因此次手術費用高達30,000餘元，導致全部費用必

須自費負擔。此外，ERCP手術費用若按照住院費用報銷，其

報銷比例也高於門急診費用。因此，該患者要求醫院對其後續

門診超過上限無法報銷的部分，以及ERCP手術相關費用登記

在門急診導致降低報銷比例的部分（共計約20,000餘元）予以

賠償。本件案例經過醫患辦與患者反覆溝通後，最終患者同意

醫院賠償其10,000元解決爭議。

二、案例二

2014年10月間，某患者因罹患「非小細胞肺癌」在某醫

院住院化療。醫師需要使用「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鈉」700mg進

行靜脈注射，但該藥為500mg／支（13,397元／支），故儘管

會造成300mg藥品的浪費，惟醫師醫囑仍開具兩支500mg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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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醫囑傳遞至藥房，藥師經查發現醫院新購置有100mg／

支（3,817.35元／支）劑型的相同藥品，可以使用一支500mg

及兩支100mg配置成700mg，從而避免藥物浪費情形，同時能

夠降低5,763元藥費。但由於藥師與醫師在溝通過程中產生誤

解，藥師仍按兩支500mg藥品進行配置，使患者支出了額外的

費用。

本件案例中，患者對醫務人員間的溝通不當導致有額外的

費用支出表示不滿，要求醫院將額外的費用退費。最終，醫病

雙方經過協商，醫療機構賠償患者共5,763元藥費差額以解決

爭議。

貳、責任分析

在上述兩個案例中，患者對於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的診

療行為本身並無異議，患者也未發生人身損害，而是認為醫務

人員在診療行為之外的醫療費用管理行為存在過錯，導致其負

擔額外的費用支出。根據中國侵權責任法第2條，侵害民事權

益，應當依法承擔侵權責任。其中，民事權益包括人身、財產

權益。同時根據侵權責任法第54條，患者在診療活動中受到損

害，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有過錯者，由醫療機構承擔賠償責

任。因此，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如有過錯，導致患者受有單

純之財產損害者，亦應承擔賠償責任。分析此類案件的構成要

件，其核心在於判定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是否存在過錯，本

文將於以下重點分析導致患者單純財產損害的醫療費用管理過

錯之判定。

關於診療過程中的醫療費用管理要求，中國就相關法規之

內容有限。依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第88條對「特殊檢

查、特殊治療」的概念提出了具體明文，其中包括收費可能對

患者造成較大經濟負擔的檢查和治療。侵權責任法第55條及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