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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療機構高度分工的情況下，各部門之上級醫師對

於下級醫師應有指示、監督之義務，不得任由新手醫

師、不具備醫師資格之實習醫師等，在未受指示監督

即獨自執行醫療業務，倘應在勤之主治醫師未親自到

場診療，復未給予在場之新手醫師、實習醫師等充分

指導，就病患因此所受損害應有過失。而醫院必須對

各部門醫師之排班、到勤等事項善盡其管理責任，此

亦屬醫院應盡之行為義務，且不能僅以人力不足為

由，作為醫院任由實習醫師在未受指示監督下，獨自

一人執行醫療業務之正當化事由。

Because of the high division of labor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the superior physician in every department have the duty of 
instructions and supervisions to the subordinates. Without 
it, it is not allowed that a greenborn physician or an in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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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has no certification of physician practice medical 
treatments independently. If a chef physician who is on 
duty gives medical treatments in person, but lacks of full 
instructions to the greenborn physicians or the interns, he 
might have the negligence to the damage the patient have 
had. Besides, the hospital must be conscientious about the 
scheduling of the physician in departments and attending, 
which belongs its duty. Being lack of human power 
shouldn’t be the reason to justify the medical practice by an 
intern physician independently without supervision. 

壹、案例事實1

A因身體不適，於夜間11時許前往B醫院急診室就診，因

為無法聯絡到當日值班主治醫師甲到場，急診室只有無醫師執

照之實習醫師乙一人，經實習醫師乙診斷A患有嚴重突發溶血

性貧血，必須立即輸血，實習醫師乙隨即通知血庫備血，但

醫檢師丙卻將A之血型（A型）誤判為AB型，因為醫院內無庫

存AB血型，只能另外向捐血中心取血，其後取回之八袋AB型

血液交叉測試不合無法使用，此時最直接有效的替代方式，應

為緊急輸用醫院內仍有庫存之O型紅血球濃縮液，但實習醫師

乙並未採取此方式，終致A因延誤輸血而死亡。A之家屬主張

主治醫師甲未到場值班怠忽職責、乙未及時採取輸用O型血之

替代方式，均有醫療過失，應與醫院負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

任，且B醫院應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

1  案例事實改編自臺灣高等法院92年度上字第591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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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爭點

一、甲主治醫師、乙實習醫師是否有醫療過失？是否應負

侵權責任？

二、B醫院是否應負侵權或契約責任？

參、解析

一、注意義務內容之界定

醫院內所提供之醫療服務在高度分工下，針對同一專業

領域之科別、部門內部，形成由主任醫師、主治醫師、總醫

師、住院醫師與實習資師之上下級別，上級醫師對該科別內所

有病患之診療過程，固然無法針對每個病患、每個醫療行為均

親力親為，惟對於下級醫師是否具備合格之能力、個案中所為

醫療處置是否適當等，上級醫師應有義務予以指示監督，亦

即下級醫師所為醫療行為，應在上級醫師之指導、監督下所

為，主任醫師應針對其所屬科別，按照專業能力妥適安排醫護

人員，並擬定代理規則、排班及休假計畫，避免發生人力不足

或過勞情況，且應確保新手醫師是在有經驗之主治醫師的監督

下從事醫療行為，不能讓新手醫師、實習醫師在未被監督下獨

立為醫療行為。本案甲為案發當日急診室值班之主治醫師，有

義務在場執行急診室之醫療業務，而未具醫師資格之實習醫師

乙所為之處置，均必須在甲醫師之指示監督下進行，甲醫師不

僅未到場執行業務，復未留下可隨時聯絡之管道，造成案發當

時無法聯絡甲醫師到場執行醫療業務，甲醫師任由實習醫師乙

獨自一人在急診室為醫療行為，並未對實習醫師乙所為醫療處

置為任何指示、監督，顯然已違反其應到場執行醫療業務之作

為義務，以及對實習醫師乙之指示、監督義務，且就上開注意

義務之違反，並無任何不能注意之情事，自然不能以其於案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