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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過失行為可能構成刑事不法的設計並非臺灣所獨

有，近期英國的一起案例同樣引發輿論的關注，建立

除錯機制也成為政策上的選項。本文將由該案出發，

回頭檢視醫療法的修正與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

草案，並討論若干法規適用的問題。

In Taiwan, physicians are under high pressure of medical 
malpractice regarding criminal liability. Physicians in 
England are under a similiar situation. A physician, called 
Bawa-Garbag, has been found guilty of manslau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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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a six-year-old boy died of her malpractice. This 
accident promoted a policy change: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a new measure to improve patient safety and 
to protect doctors and nurses when mistakes are made. 
Looking back to Taiwan: two important legal amendments 
are submitted to congress in 2018, attempting to protect 
physicians from medical disputes. This article tries to 
introduce these amendments and make a short comment 
about the feasibility of law.

壹、新聞摘要

Bawa-Garbag原是一名英國執業醫師，但在2011年2月，一

名患有唐氏症、心臟病等慢性疾病的孩童在緊急入院並接受

其治療後，仍因敗血症身故。Bawa-Garbag後來因過失致死被

判處兩年徒刑，醫師資格也遭撤銷1。在這起事件後，英國衛

生部長Jeremy Hunt公開宣示，將鼓勵醫事人員坦承地通報錯

誤，並且從錯誤中學習，不應憂慮於刑事不法責任的追訴2。

貳、臺灣現行相關法律與草案

醫療過失的刑事不法責任向來是實務與學說的關切焦點，

臺灣的醫界先進早已公開且正面地呼籲醫療的過失不法行為應

1  BBC News, Jack Adcock: Doctor Struck off Over Six-Year-Old’s 
Death, Jan. 25, 2018, https://www.bbc.com/news/uk-england-
leicestershire-42816913 (last visited Aug. 20, 2019).

2  BBC News, New Measures to Protect Doctors after Bawa-Garba 
Case, Jun. 11, 2018, https://www.bbc.com/news/health-44413443? 
SThisFB (last visited Aug. 2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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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除罪化3，法務部也在2012年為此召開公聽會4，聽取各方對

於醫療過失除罪化的意見。在各方有識之士鍥而不捨的倡議

之下，時至今日，醫療事故的處理方式與過失不法責任等問

題，已出現了不同的面貌，本文將於以下淺述臺灣近期的修法

成果與相關草案，並作些許粗淺的討論。

一、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草案

由先前驚鴻一瞥的「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

案」5，到目前已經排入院會審議的「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

理法草案」6（下稱醫爭法草案），可發現臺灣對於醫療事故

的處理態度已逐漸地往建立除錯機制的方向邁進，如醫爭法草

案第31條第2項規定醫療機構的通報責任，同條第4項規定也揭

櫫通報內容與事故原因分析不得採為訴訟證據或裁判基礎的原

則，藉此鼓勵醫事人員能夠從錯誤中學習，進而促進病人安

全。

二、醫療法第82條

醫療法第82條在2018年1月作出了重大的修正，舊醫療法

第82條第2項規定：「醫療機構及其醫事人員因執行業務致生

損害於病人，以故意或過失為限，負損害賠償責任。」而新

修正之醫療法第82條則對於醫療過失的刑事不法要件作出定

義，依同條第3項規定：「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因過失致病

3  莊維周，醫療糾紛除罪化是世界的潮流，高雄縣醫師會誌，25期，
2008年3月，4-6頁。

4  楊宗興，醫療行為除罪化　公聽會一面倒反對，新頭殼newtalk，2012
年7月6日報導，http://newtalk.tw/news/view/2012-07-06/26875（瀏覽
日期：2019年8月20日）。

5  行政院，行政院院會通過「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0fb835b6-0b61-
4243-9c73-1b2c06c6d97d（瀏覽日期：2019年8月20日）。

6  請參見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草案總說明，https://www.ey.gov.
tw/File/3545DE511DB872F7?A=C（瀏覽日期：2019年8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