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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一世紀科技快速發展，改變了醫療行為，醫療環
境越來越科技化、精準化與個人化，「以病人為中
心」成了醫學倫理的座右銘，「告知說明與同意」法
則亦順應潮流的精準化與個人化。然而，「告知說明
與同意」法則有五種突變，部分有了進一步的修正與
進化，本文將提出未來的新時代，告知說明的標準、
醫療選項的說明、侵入性治療或手術的風險告知亦應
個人化。
In the new era of 21 century, artifici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and
and
precision
medicine
change
the
clinical
practice
a
lot.
That
precision medicine change the clinical practice a lot. That
patient-centered
patient-centered becomes
becomes the
the guideline
guideline of
of medical
medical ethics.
ethics.
The informed consent doctrine is also been modiﬁed to be
The informed consent doctrine is also been modiﬁed to be
personalized and more precision. In Taiwan, there are ﬁve
personalized and more precision. In Taiwan, there are ﬁ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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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ations derived from the doctrine. Relatives may sign
the informed consent while patient is competent. Relatives
may also sign to remove life support machines while
patient is still treatable. Legal representatives can make
decisions against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patient. When a
woman wants to terminate her pregnancy, she needs the
consent of her husband. Rare complications should be
informed to the patient or his/her relatives before invasive
procedures or surgeries. Some of these mutations are
evoluted progressively. Nonetheless, in the era of precision
medicines, the content of informed consent should be
personaliz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r some calculators
based on big data analyses can be used for risk assessment
and alternative options selection. The equipment of the
hospital is not the guarantee of quality. However, the
successful rate of the operator should be taking into account
in risk assessment.

AI機器人A：您好！我叫約翰，是林醫師的履行輔助
機器人。今天要向您說明陳女士手術的情況。
AI機器人B：您好！我叫瑪莉，是陳女士的醫療委任
代理機器人。今天要與您討論陳女士手術的情況。

壹、前言
隨著社會和文化的變遷，病人在醫療照護中對其身為決策
角色的認知已大幅提升，從而醫療行為的決策無法再單由醫師
逕自主導。在目前的醫療環境下，醫師必須主動地提供病人醫
療行為之相關風險資訊，並幫助其決策。有基於此，臺灣當前
之醫學教育，自醫學系一、二年級的醫學倫理課程至實習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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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或住院醫師之醫事法律教育，即不斷地強調「病人自主
權」。在法律方面，學界亦不斷呼籲要重視手術前告知後同
意1；醫師法2與醫療法3也適時地加上知情同意法則之修正。至
於實務判決方面，法院則陸續出現經典判決 4，學界並起而推
波助瀾 5。如今，病人自主權利法業已實施，「告知說明與同
意」法則正式進入了新的里程碑。
二十一世紀科技快速發展，改變許多生活型態，同時也改
變了醫療行為，醫療環境越來越科技化、精準化與個人化。於
是，「以病人為中心」成了醫學倫理的座右銘，而「告知說明
與同意」法則也就順應時代潮流，吸納了精準化與個人化等特
徵。

貳、「告知說明與同意」法則之發展6
「告知說明與同意」法則的理論發展並不久。在1947年，
「紐倫堡綱領」提出「同意的合法性」乃人體實驗之基本原
則；1964年「赫爾辛基宣言」提出人體實驗時，須說明以得
到同意，此時期所著重的是「人體實驗」時須獲得受試者同
意，方可進行。一直到1981年的「里斯本宣言」才確認所有
1 陳子平，醫療上「充分說明與同意」（Informed Consent） 之法理，
東吳法律學報，12卷1期，2000年2月，51-73頁；陳立愷，知情同意
之研究：以手術同意書為例，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法律專
業組碩士論文，2006年，14-17頁。
2 醫師法第12條之1。
3 醫療法第63條、第64條、第81條。
4 如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676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
第3476號刑事判決。
5 楊秀儀 告知後同意法則之司法實務發展— 最高法院九四年度台
上字第二六七六號判決評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73期，2005年8
月，212-214頁；王皇玉，論醫師之說明義務與親自診察義務—評
九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二六七六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137期，2006
年10月，265-280頁。
6 林萍章，知情同意法則之「見山不是山」—法院近來裁判評釋，月
旦法學雜誌，162期，2008年11月，17-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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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於受到充分說明後，有接受或拒絕治療的權利。然而，
司法實務卻早自1767年在英國即有案例，該案係因醫師未經
病人同意而治療病人，最終被判刑的首例 7，其後並確定了同
意書在醫療糾紛上的地位。1894年，德國最高法院於「骨癌截
肢」的判決中認為：「即使該醫療行為在醫學上係正確、成功
的處置且治癒，若未得病人或法定代理人的同意，該侵入行
為該當傷害罪。」在1905年的Mohr v. Williams，以及1914年的
Schloendorff v. Society of New York Hospital等案件，法院均認為
未獲得病人同意所進行之治療係對病人身體之不法接觸與暴行
（assault and battery），而對醫師課以損害賠償責任。當時，
法院所關注的是醫師在開刀前須取得病人之同意書，但不注重
說明。至1914年，美國大法官Benjamin Cardozo於Schloendorff
v. Society of New York Hospital案中指出：「每一個心智健全的
成年人，都有權利決定身體要接受何種處置。」在1965年的
Griswold v. Connecticut案中，自主決定權被解釋為「憲法所保
障的隱私權範圍」；之後，病人的自主決定權即被解釋為隱私
權的範圍，而受憲法保護8。在1957年的Salgo v. Leland Stanford
案以及1960年的Natanson v. Kline案（乳房切除後之女性病人
接受鈷照射，造成胸部嚴重損傷）確立在病人同意前，醫師負
有對病人說明之義務，而後者更提出：「就疾病之性質、治療
內容、成功之可能性，或者其代替之治療、可能發生對身體產
生無法預期之不幸結果之事態等，應盡可能地以容易理解之言
語向病人解釋、說明。」

7 Dennis J. Mazur Medical Ethics and Informed Consent in Invasive
Medical Procedures, 83 T HE A MERICAN J OURNAL OF C ARDIOLOGY
38B-39B (1999).
8 王皇玉，醫療行為於刑法上之評價──以患者之自我決定權為中心，
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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