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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ther sid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objective
attribution, no illegal risks are created by physicians.
Therefore, there’s no need to discuss criminal liability.

壹、新聞摘要*
英國一位母親Edyta Mordel向國民健康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提起民事訴訟，請求20萬英鎊的損害賠償，理
由是她在4年前產下了一名患有唐氏症（Down’s syndrome）的
孩子，且在產檢過程中，僅選擇以超音波進行檢查，而未進行
唐氏症的綜合篩檢。由於扶養費用甚鉅，她決定向NHS提起訴
訟，並表示若當時能獲得產檢醫師的完整告知，她與她的丈夫
都會選擇中止妊娠，而不是將孩子生下來。本案由倫敦高等法
院判決Mordel勝訴1，並將獲得賠償。

貳、爭點整理
如同本則新聞中的Mordel，因產檢疏失而生下有缺陷的
孩子，在學理上被稱作“wrongful birth”，無獨有偶地，臺灣在
2015年間也有一起極其類似的事件（下稱單腳天使架）：林姓
婦人在2013年初懷孕時，便固定進行產檢，妊娠期間共進行12
次產檢與一般超音波檢查，均得到胎兒正常的結果，詎料生產

* Abigail O’Leary, Mum who Would Have Had Abortion If She’d Known
Baby Had Down’s Syndrome Sues NHS, M IRROR , Jul. 8, 2019,
https://www.mirror.co.uk/news/uk-news/mum-who-would-abortionshed-17490006
1 BBC NEWS, Mother Wins Ruling Over Royal Berkshire NHS Down’s
Syndrome Test Failure, Oct. 8, 2019, https://www.bbc.com/news/ukengland-berkshire-49980157 (last visited Nov. 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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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發現女嬰僅有左腳發育正常，雙手僅有半截上臂，右腳則未
發育；林姓婦人遂先後對負責產檢的醫師提起業務過失重傷害
之告訴，以及新臺幣800餘萬元的民事損害賠償。不過，地方
檢察署與法院均認為醫師的處置符合醫療常規，因此醫師獲得
不起訴處分2，民事求償部分亦遭駁回3。
基因缺陷的胎兒與中止妊娠的權利乃至未能及時中止妊娠
導致的“wrongful birth”，其實都是一連串的相關問題，子女不
是一種損害而是價值的實現，子女的出生涉及全面的親屬法上
的關係，兼含各種財產及精神（包括親情、歡樂）的構成部
分，其權利義務不可分的結合構成一個整體，不宜將扶養義務
單獨抽離，認為係屬一種應予賠償的損害。而本文所面對的問
題則是後段的“wrongful birth”，在此類案件中，無論是民事或
刑事責任，都有其各自兩立的觀點，本文以下將淺介相關的學
說見解。

參、誰來決定生命的價值─產檢疏失的民事責任
未能在懷胎時判讀基因缺陷的案例中，在請求權基礎上而
言，學說上認為侵害的是婦女的生育自主權，受有損害的婦女
可以藉此請求損害賠償；但相對地，也有見解認為，父母不應
將新生的生命視為一種損害。由此可見，在民事請求權的討論
中，“wrongful birth”的情況也並不全然被接受為「損害」的概
念。
在此類討論中，最著名的觀點可謂是王澤鑑教授所提出的
論證，氏著見解認為：「鑑於養育子女費用及從子女獲得利益

2 孫友廉、陳偉周，12次產檢未察嬰缺3肢 醫沒罪，蘋果日報，
2 0 1 5 年 4 月 1 6 日 報 導 ， h t t p s : / / t w. a p p l e d a i l y. c o m / h e a d l i n e /
daily/20150416/36496247/（瀏覽日期：2019年11月18日）。
3 參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3年度醫字第8號民事判決。

158

Angle Health

Law Re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