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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療過失糾紛處理之發展與變革 

摘要 

 

    近年來，醫療糾紛議題深受我國醫界與法界及醫療社會學領域所熱議。

主因在於民眾法律意識抬頭，凡事訴諸司法訴訟途徑，造成醫療糾紛及醫

療之民刑事訴訟已成為常態，使得醫護人員於執業時無法受到保護，爆發

醫療危機。我國行政院雖於 2012 年 12 月公布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

償法草案，惟迄今仍未獲立法院三讀通過。 

    當前的醫療訴訟尚以民法侵權行為訴訟解決，本文為探討如何解決當

前制度可能帶來醫病雙輸的醫療危機，以美國制度為研究對象，瞭解其醫

療侵權行為制度之發展與變革，包含制定對醫病有善且較有利之制度，並

祈做為我國借鏡與參酌。 

 

關鍵字：醫療過失、侵權行為法、損害賠償額上限、裁判外紛爭解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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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Medical 

Malpractice Dispute Reso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topic of medical disputes has attract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from Taiwan’s medical, legal, and medical sociology. The primary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public has an increased awareness of legal matters, as 

well as knowledge that incidents are settled according to law; this has created a 

situation in which medical disputes and civil proceedings and criminal 

proceedings have become normalized. This has made it impossible for medical 

professionals to receive protection during their work and has created a medical 

crisis. Although Taiwan’s Executive Yuan published a draft of the Medical 

Dispute and Medical Compensation Act in December 2012, it has yet to become 

law. 

    Currently, medical litigation must be settled according to tort law. In order 

to explore how to resolve the potential for legal quagmires related to medical 

disputes that the current system may bring about, this paper reports research on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s as a mea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American medical tort law. This includes the 

determination of an improved and more favourable system. It is our hope that 

this research can serve a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aiwan. 

 

Keywords：Medical malpractice, Tort Law, Damage caps,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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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美國醫療糾紛案件不斷增加，早在 1960 年即有統計數據，時顯示每 100

名醫師中就有 1 名被訴追醫療過失，且保險業者全年度因醫療過失事件所支

出之醫療事故責任保險費高達 6,000 萬美元。到了 1980 年代，醫師被提起

訴追之案件更是日益增加，每約 100 名醫師中有 17 名被訴追醫療過失，且

法院判決賠償金額更是逐年升高，導致醫療事故責任保險費支出高達 70 億

美元，此支出成本使平均每位醫師每年頇繳交 16,000 美元之保費。易言之，

在美國的醫療過失案件係相當常見1。 

    於 2001 年時，曾有根據新聞媒體報導為統計材料之研究，指出 2000

年至 2002年間的醫療過失事件平均每年導致 4 萬 4,000名至 9萬 8,000 名病

患死亡2。另有研究抽樣醫師開立處方箋為統計，結果約莫三百萬筆處方箋

是有錯誤且對病患有害，顯示出美國意外與疾病的死亡原因中，醫療過失行

為亦是其中之一，更可能是名列第三大死因3。 

    綜整醫療過失的發生情形和盛行情形可分為二類，其一是病患遭遇不良

事件(Adverse Events)，包含住院、門診、手術、照護服務；另一是病患遭遇

藥物治療之相關錯誤(Medication-related Error)，所發生的醫療過失4。 

    醫療過失所帶來的是，不斷增加的醫療訴訟及高昂的訴訟成本，以及動

輒數十萬美元以上賠償金，使多數醫師對於執業產生打擊，而爆發「醫療糾

                                                 
1
 楊秀儀，醫療糾紛與與醫療無過失制度－美國經驗四十年來之探討，政大法學評論，第

86期，頁5-6，2001年12月。 
2
 David C. Classen et al., "Global Trigger Tool" Shows That Adverse Events In Hospitals May 

Be Ten Times Greater Than Previously Measured., 30 Health Aff. 581, 586 (2011). 
3
 David A. Hyman & Charles Silver, Medical Malprctice And Compensa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How Does The U.S. Do It?, 87 Chi.-Kent L. Rev. 163, 175 (2012). 
4
 何曉琪，醫療錯誤之國際發展與研究取向之優劣分析--美國、澳洲、英國及臺灣之實證

分析，國立臺灣大學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頁52，200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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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危機」(Madeical Malprctice Crisis)。執業醫師始對病患的治療方針採取「防

衛性醫療」5，包含拒收治重症病患，或執行無謂的醫療檢查項目。再者，

因醫療過失案件使保險業者之醫療事故責任險成本增加，進而將保險費成本

轉嫁高風險科別醫師，使醫師執業的財務負擔加重，影響醫護人員執業意願，

影響病患之就醫權益。 

    本文將循序漸進介紹，以美國傳統醫療責任之侵權行為與賠償之現狀，

再針對醫療行為之侵權行為的改革及制定賠償上限制度為概述，以清楚瞭解

美國醫療侵權行為之變革。包含醫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傳統訴訟與救濟方

式，並針對侵權行為要件、專家證人制度、事實證明過失法則、律師酬金制，

以及懲戒程序進行分析。再者，因傳統侵權行為制度不足妥適解決醫病糾紛，

故本文進一步瞭解美國對於醫療侵權行為之改革面向，以專家證人切結書、

醫療訴訟審查庭、強制調解、仲裁、損害賠償額上限與訴追時效為深究與評

析。最後則以美國制度經驗作扼要綜整，並提出我國借鏡與參酌之建議。 

貳、醫療侵權之傳統訴訟方式與救濟管道 

    在美國，早期的醫療過失之責任區分與賠償價金多採行民事之侵權行為

法論斷。 

    侵權行為法係指，當加害人(醫護人員)對被害人(病患)負有涉及法律上

之注意義務及避免受有損害義務，但加害人(醫護人員)卻不注意導致被害人

(病患)受有各種損害，包含身體、心理、財產等，則構成違反侵權行為法之

                                                 
5
 防禦性醫療係指因避免受到責難而進行的醫療行為，並不是因為病患的最大利益，而不

當的訴訟是防禦性醫療形成與成長壯大的最主要成因，醫師會將民眾所認定之標準做為醫

療行為的參考，以減少執業不當的指摘。參閱陳進明，防衛性醫療，台灣醫界，第47卷第

8期，2004年8月，網址：http://www.tma.tw/magazine/ShowRepID.asp?rep_id=1727，最後瀏

覽日期：2016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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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6。 

    但採取侵權行為法制度，多數的病患常因無法證明醫療過失係由醫護人

員所提供之醫療行為有瑕疵，而順利獲得賠償金。縱使病患獲取賠償金，卻

因賠償價金過高而影響醫護人員之執業生涯7。 

    本章節將介紹侵權行為法之要件與訴訟過程中必頇之程序，以及其他救

濟管道。 

一、醫療侵權行為要件 

    目前美國大多數的州是採侵權行為法為主要的訴訟方式8。原因在於病

患之舉證責任較為嚴謹，根據侵權行為法訴訟規定，醫療過失訴訟中，病患

負有舉證責任之證明義務，證明醫護人員有下列四項構成要件9： 

(一) 醫護人員負有病患之照護義務(Duty of care)
10 

    醫病關係間所存在的照護義務，係要求醫護人員必頇具有一定的醫學知

識和技術提供病患醫療服務。換言之，醫護人員有義務與責任依照醫學執業

的規則與標準提供醫療服務，以保護病患免於承擔非合理的風險11。當醫護

人員未能符合專業規則與標準提供醫療服務時，病患得以醫護人員未能提供

必要之醫學技術或未採取足夠之注意義務進行醫療行為而提起訴訟，包括醫

                                                 
6
 吳英亮，營建工程體系侵權行為之研究，東吳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21-28，2011

年2月。 
7
 David A. Hyman et al., supra note 3, at 166-167. 

8
 Id. at 167. 

9
 趙秀文、楊智傑，英美侵權法，初版，五南出版社，頁83，2006年9月。 

10
 一般對於「duty of care」翻譯為「注意義務」，即對於原告利益之事情上未加以注意，

比起一般性注意義務更加嚴謹，需有過失為前提。而鑑於本文係討論醫療法律之特殊性，

遂翻譯為「照護義務」。參閱郭建、王仲濤、牛豫燕，英美法，初版，商務印書館，頁139-140

，2005年9月。 
11

 鄧振華、潘雄飛、周敏，美國醫療過失理論概述，醫療損害鑑定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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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人員採取不應採取之醫療服務或未提供應提供之醫療行為。 

    照護義務係不論醫護人員是否盡力實施診療行為，重要的是，醫護人員

是否按照醫學執業的規則與標準提供醫療服務12。 

(二) 醫護人員未履行照護標準(standard of care)之義務(breach of duty) 

    醫護人員未能遵循醫療照護標準，意即未能履行必要義務，而醫護人員

的過失乃依據醫護職業中之執業行為標準作為判斷。執業行為標準採取「同

儕標準」(peer-review standard)，係醫護執業中其他相同領域科別之醫護人

員具有相同知識與技術水準下，與發生醫療過失時的醫護人員會採用相同的

醫療行為，據此做為「同儕標準」13，並依此作為侵權行為之實體要件14。 

(三) 醫護人員對於病患所受之損害係有相當因果關係(proximate cause) 

    相當因果關係是裁判時最重要的判斷基準之一，病患必頇有足夠的證據

證明因醫護人員提供的醫療服務違反醫療照護標準(Medicine guideline)致使

病患受有損害15。當病患所受之傷害出自其自身的病況惡化所致時，當之無

法歸責於醫護人員之醫療行為，則洵難符合相當因果關係16。是故，相當因

果關係必頇是(1)若沒有醫護人員的過失，則病患就不會受有損害之發生；(2)

醫師的過失比任何因素都更可能導致病患受有損害17。 

(四) 病患遭受損害(damages) 

    侵權行為法上之損害，多是為了使當事人能獲得填補而給予損害賠償，

                                                 
12

 David A. Hyman et al., supra note 3, at 168-169. 
13

 范君凱，注意標準在普通法的歷史發展及比較研究，醫事法專題講座，初版，台灣法學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179-182，2012年9月。 
14

 David A. Hyman et al., supra note 3, at 168-169. 
15

 鄧振華、潘雄飛、周敏，前揭註11，頁1。 
16

 劉涓、王朝曦、宋文質，美國醫療損傷責任糾紛相關法律，中國醫院雜誌，第10卷第11

期，頁3，2006年11月。 
17

 David A. Hyman et al., supra note 3, at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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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區分為：(1)財產上損害賠償，包含收入損失和醫療費用；(2)非財產上損

害賠償(non-economic)，包含慰撫金、疼痛和痛苦。 

    若病患欲獲得期望之損害賠償，必頇證明「實際上受有損害」。又病

患除財產上之請求外，欲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則必頇證明其非財產

上之損害係影響日常生活等，否則於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之成立較顯為困難

18。 

二、專家證人 

    欲證明醫護人員違反上揭四項侵權行為之構成要件，病患必頇借助專家

證人(expert witness)提供證據，證明醫護人員對於病患應有的照護義務與醫

療照護標準以及造成損害間係有因果關係。專家證人報告必頇符合二種要件

「(1)專家證人所依據之理論已有被檢驗且有實驗數據；(2)專家證人所依循

之理論已有被同儕標準所認可與採納且於期刊書籍或專業學術機構為發表」

19。惟專家證人提供之專業報告並非為絕對證據，因此，縱使專業報告並未

完全符合上揭二種要件，仍不影響法官與陪審團之審理，法官與陪審團仍會

綜合考量後以其心證為裁判。 

三、事實證明過失法則 

    美國法院可採用「事實證明過失法則」(res ipsa loquitur)
20

 。「事實證

明過失法則」即注重事實以證明過失之存在，該法則主要是在於改善原告

舉證困難而創設。美國第二次侵權行為法整編(Restatement of Torts, Second)

                                                 
18

 Id. 
19

 劉涓、王朝曦、宋文質，前揭註16，頁3。 
20

 「Res Ipsa Loquitur」係為拉丁文，意思為「the thing speaks for itself」，本文譯為「事

實證明過失法則」。參閱李業虹，美國侵權法，初版，法律出版社，頁72-73，2003年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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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8 D (1)條明文21：「原告遭受之損害，符合以下條件時，得推論為被告

之過失所致：一、該事件在無過失時，通常不會發生；二、其他可能原因，

包含原告及第三人之行為，均為充分證據所排除；三、所發生之過失，係在

被告對原告之義務範圍內。」22以及第三次侵權行為法整編(Restatement of 

Torts, Third)第17條規定：「人身損害賠償責任，當原告之人身損害係由某

意外事件所引起，而這類意外事件通常係因某類行為人之過失而發生，且被

告屬於上述行為人類型中之一人時，即得推論被告具有過失。」23
 

    通常「事實證明過失法則」不僅是推定過失存在，同時也推定因果關係

存在。惟在適用時，依各州法院見解不同，分為三說：(1)「可推翻的過失

推定說」(rebuttable presumption)，被告必頇舉證以推翻過失之推定，否則陪

審團即頇認定被告具有過失，而判決原告勝訴；(2)「說服責任轉換說」(burden 

of persuasion)，原告引用事實證明過失法則後，只頇舉證一半之可能性，即

認定被告具有過失，而不再適用「比不可能還可能」(More likely than not)

之標準舉證24；(3)「允許推論說」(permissble inference)，即陪審團具有裁量

空間，得認為被告之不法行為係屬原告損害之原因，亦得為相反之認定，依

據此說見解，通常均依據「事實證明過失法則」，而推論被告過失存在25。 

    上述第三說為目前多數美國所採之見解，旨在醫療過失所造成損害的案

                                                 
21

 §328 D (1) Res Ipsa Loquitur：It may be inferred that harm suffered by the plaintiff is caused 

by negligence of the defendant when：(a) the event is of a kind which ordinarily does not occur 

in the absence of negligence;(b) other responsible causes, including the conduct of the plaintiff 

and third persons, are sufficiently eliminated by the evidence; and(c) the indicated negligence i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defendant's duty to the plaintiff. 參閱趙秀文、楊智傑，前揭註9，頁120

。 
22

 陳聰富，美國醫療過失舉證責任之研究，政大法學評論，第98期，頁188，2007年8月。 
23

 同上註，頁188-189。 
24

 David A. Hyman et al., supra note 3, at 169. 
25

 陳聰富，前揭註22，頁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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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病患對於其醫療過程中之傷害，雖然無法以直接證據證明係因醫護人

員之過失而造成，或無法證明該傷害與被告醫師之醫療行為是否具有因果關

係時，僅需依據事實情況證據，輔以專家證人提供專業報告之證言，可推定

醫療護理人員係有過失。而推定其有過失有三種標準可為判斷，即「(1)造

成傷害的醫療器械係由醫護人員管控；(2)循一般論理經驗法則或一般人生

活經驗法則可推論案件發生下之情況係源自醫護人員疏忽所致；(3)病患所

受傷害確係由醫療過失所造成」26。如醫護人員欲推翻此推定，則必頇提出

明確反證，舉證證明病患受有損害之原因非醫護人員之過失行為所致，當無

法提出時，得逕為認定醫護人員為有過失，頇負擔損害賠償責任27。 

四、懲戒程序 

    除了上揭以侵權行為法向醫護人員提起訴訟請求損害賠償外，尚有懲戒

程序所定之申訴權利，當病患受到損害後，可致電於各州核發執業執照之

衛生機關，要求依據行政法規定對於已發現有不當行為之醫護人員予以撤

銷執業執照或限制其執照之執業範圍。而此透過懲戒程序方式之效用，依

各州規定差異有所不同，部分州可能只在必要時給予醫護人員為懲戒處分，

目前有撤銷執業執照之情形仍屬少數，只有在造成病患嚴重損傷之情況下，

且過失已非常明確係由醫護人員嚴重疏忽所致，才會受到各州之醫療委員

會的關注，才有撤銷執業執照之可能28。 

參、傳統訴訟制度衍生之缺失 

                                                 
26

 何懷文，醫療事故訴訟中過失認定，中國法律與醫學雜誌，第12卷第2期，頁103，2005

年7月。 
27

 陳聰富，前揭註22，頁190。 
28

 David A. Hyman et al., supra note 3, at 170. 

78



一、病患獲賠率低 

    現行醫療侵權責任制度最大的缺點乃是以「過失作為認定賠償之標準」

（negligence standard），當難以證明過失時，將造成許多病患受到可避免

的損害卻無法獲得合理賠償29。 

    此制度下，病患需舉證證明醫護人員或醫療機構有過失，並導致損害

發生，且過失行為與損害之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舉證責任的要求對病患

而言過於嚴苛，尤其是在兩造間資訊嚴重不對等的情形下，病患洵難提出

可採之證據。雖有「事實證明過失法則」可適用，惟由於醫病資訊不對等，

使得醫護人員欲舉明確之反證相對容易30。在1991年曾有研究統計31，僅約

四分之一比率有關醫院治療行為的損害可被認定肇因係出於過失行為。換

言之，大部分受到損害的病患沒有透過醫療訴訟請求損害填補，或者雖提

出訴訟但無法透過侵權責任制度獲得賠償，甚至大部分受傷的病患不知道

他們的傷害是可以請求賠償32。只有5％至10％的病患選擇進入訴訟進行審

判，實務上病患在醫療過失訴訟中獲得勝訴判決的比例非常低33。 

二、醫療過失資訊未獲揭露 

    大多數的醫護人員或醫療機構皆傾向不承認或說明醫療過失，係因醫

護人員認為和病患討論侵權行為的賠償可能性時，等同於承認有過失而被

控醫療過失。醫護人員除面臨訴訟壓力外，在專業能力及良心上將受到嚴

                                                 
29

 Id. at 169. 
30

 陳鋕雄、劉瑋庭，美國健改法下的醫療法院方案，醫事法學，第18卷第2期，頁4-5，2011

年12月。 
31

 Troyen A. Brennan et al.,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and Negligence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Results of the Harvard Medical Practice Study., 324 N. Engl. J. Med 370, 370 (1991).

轉引自陳鋕雄、劉瑋庭，同上註，頁5。 
32

 陳鋕雄、劉瑋庭，前揭註30，頁4-5。。 
33

 David A. Hyman et al., supra note 3, at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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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譴責。又將醫療過失及不良事件資料供給同業同儕審查機制或通報主管

機關，勢必使醫護人員或醫療機構的專業能力遭受質疑，甚至提高被訴追

的可能性。侵權責任制度重視舉證責任分配，等於變相鼓勵不揭露，致實

務上多數醫護人員選擇沈默，不願向病患或通報機制揭露醫療過失或不良

事件資訊，使病患無法獲得資訊，進而充分舉證以獲得合理賠償34。 

    縱使各州要求醫療機構必頇報告病患因醫療過失遭受傷害之數量與賠

償情況，但醫療機構因諸多疑慮，經常故意呈報不實報告，統計顯示高達

90％之醫療過失並未被呈報，顯見虛假報告的情形十分猖獗35。 

三、訴訟過程冗長與訴訟費用高昂 

    在侵權行為訴訟中，病患為了證明醫護人員的醫療行為具有過失，往

往需經歷繁雜的蒐證程序，又通常病患多不具醫療與法律背景，均需仰賴

專家協助。 

    當病患因醫療行為造成損害時，則必頇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以利訴訟

之進行。若病患未委任律師，則訴訟之勝訴率可能偏低。但欲取得律師願意

為訴訟代理，實務上是非常困難，因於美國律師多採「勝訴酬金制」

(contingent fee)
36。即案件無法勝訴時，病患無頇支付任何費用37。故律師為

賺取更多委任費，皆會篩選案件，當勝訴率偏低時，會拒絕病患之委任請

                                                 
34

 陳鋕雄、劉瑋庭，前揭註30，頁5。 
35

 David C. Classen et al. , supra note 2, 586. And see David A. Hyman et al., supra note 3, at 

171-172. 
36

 美國律師之收費方式可分為二，其一為論時收費(hourly fee)，當事人依照律師所提供的

法律服務之時間，按小時付費；另一為期約收費(contingent fee)，當事人依照糾紛處理的

結果，依約定之比例付費。期約收費制可以看成律師對其當事人融資，待糾紛處理完畢(

不必然是確定判決，和解亦屬之)，當事人再行償還，因此降低了原告的訴訟成本，會增

加原告之訴訟意願。參閱楊秀儀，前揭註1，頁6-7。 
37

 David A. Hyman et al., supra note 3, at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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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在美國，律師拒絕病患提出之委任請求，於醫療侵權行為案件之拒絕

比例高達97％38。 

    病患為能換取律師願意受理委任，多會接受律師要求除勝訴酬金制外

之任何額外產生的款項與費用或更高額的風險代理費。當律師願意受理病

患之侵權行為案件時，更會要求病患頇負擔支付專家證人費用，且為深入

瞭解案件，律師會採用調查之相關強制程序。但受理委任後，發現證據有

顯示勝訴率不高，律師通常會放棄受理39。 

    此外，損害賠償的金額無法確保律師所投資之時間、心力可獲相當報

酬，因此，尋找律師處理侵權訴訟相對困難，縱使律師受委任，通常在訴

訟結束之後，有54％的賠償金需給付律師酬金，只有46％左右賠償給受傷

的原告40。 

    再者，侵權行為制度自始以來並未提供計算損害賠償金額準則，認定

結果即不具可預測性。由此益臻，對病患而言，解決紛爭成本過高且費時。

從醫療過失所致損害到訴訟解決約需耗費5年的時間，甚至有三分之一的訴

訟頇耗費6年或6年以上的時間始獲解決41。而有進行審判之案件，則醫護人

員獲得勝訴之比率相對較高，約75％至80％皆會獲得勝訴判決。縱使醫護

人員於訴訟中敗訴，實際上，醫護人員皆鮮少以個人資產為醫療過失負擔

賠償，多數醫護人員皆會向私人保險公司購買醫療事故責任險，並藉保險

                                                 
38

 LaRae I. Huycke & Mark M. Huycke, Characteristics of Potential Plaintiffs in Malpractice 

Litigation., 120 Annals Internal Med. 792, 796 (1994). 
39

 David A. Hyman et al., supra note 3, at 171. 
40

 陳鋕雄、劉瑋庭，前揭註30，頁5。 
4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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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病患賠償42。 

四、醫護人員執業意願降低 

    醫療訴訟的倍增，醫護人員為了執業保障而向私人保險公司購買醫療

事故責任險，相對使醫護人員頇支付高額的醫療事故責任保險金。因此，

有些醫師選擇退休或是搬到有採行過失改革的州執業。根據美國醫療協會

報告指出，紐約州、德州及佛羅里達州等12個州都有醫師短缺的問題，原

因在於醫護人員為了自保，於每年負擔高額的醫療事故責任保險金，最終，

寧可放棄執業或執業意願降低43。 

肆、醫療侵權行為訴訟制度之改革 

    傳統侵權行為解決醫療過失案件有諸多不足之處，尤以訴訟數量控制、

賠償金額多寡及病患勝訴率等之問題，皆未有改善方案，對於醫護人員厭

倦冗長訴訟程序問題亦無其他解決管道。為此，各州立法機關於發現問題

後，便著手進行改革44。下列各項分敘主要之改革面向重點： 

一、起訴前專家證人切結書(Certificates of merit) 

    為避免醫療過失濫訴，部分州明定病患於起訴前或起訴時，頇檢附專

家證人簽具確實有醫療過失情事之證明文件，即「起訴前專家證人切結書」

(Affidavits or Certificates of Merit)
45。 

                                                 
42

 David A. Hyman et al., supra note 3, at 171. 
43

 陳鋕雄、劉瑋庭，前揭註30，頁6。 
44

 Randall R. Bovbjerg, Legislation on Medical Malpractice: Further Developments and a 

Preliminary Report Card., 22 U.C. Davis L. Rev. 499 (1989). 
45

 目前業已立法規範「起訴前專家證人切結書」之各州為：康乃狄克州、喬治亞州、伊利

諾斯州、肯塔基州、密蘇里州、新罕布什爾州、新紐澤西州、紐約州、北卡羅萊娜州、北

達科他州、羅德島州、南卡羅萊娜州、佛蒙特州、維吉尼亞州、華盛頓特區。參閱連吉時

，醫療事故補償或救濟制度之相關研究，行政院衛生署95年度科技研究計劃研究報告，頁

301，2006年12月；另參閱邱玟惠，從美國醫療失當改革立法談臺灣規範之趨勢，法學新

82



    具體之規定方式是，於醫療過失訴訟中主張醫護人員違反專業注意義

務造成傷害之病患於起訴前，頇聲明已有符合美國證據法(Federal Rule of 

Evidence)第702條之規定46，已有專家證人審查過係爭案件，並願出具「起

訴前專家證人切結書」證實係爭案件確實可能有醫療過失之情事，否則法

院將可駁回其訴。 

    「起訴前專家證人切結書」之設計在於，以專家證言作為表面證據

(prima facie evidence)，使之限制病患任意起訴耗費司法資源與影響醫護人

員之權益。惟若案件本身之事實已足以證明有違反專業注意義務及因果關

係，或符合事實證明過失法則之範疇，則無頇要求病患提出專家證人切結

書47。 

二、醫療訴訟審查庭(Pretrial screening panels) 

    部分州立法規定於起訴前或起訴後頇先經「醫療訴訟審查庭」(Pretrial 

screening panels or Pre-litigation panels)之審查程序，法院方得進行審理，否

則即應駁回原告之訴。而「醫療訴訟審查庭」主要係對於醫療過失案件再

進入法院審理程序時先行調查病患之起訴請求權是否有效48。 

    而規定「醫療訴訟審查庭」程序之各州立法內容不盡相同，通常包括

醫療訴訟案件種類是否僅限於醫療過失，抑或納入醫療錯誤案件在內，以

                                                                                                                                  
論，第28期，頁78，2011年2月。 
46

 §702 Testimony by Expert Witnesses：A witness who is qualified as an expert by knowledge, 

skill, experience, training, or education may testify in the form of an opinion or otherwise if: 

(a) the expert’s scientific, technical, or other specialized knowledge will help the trier of fact to 

understand the evidence or to determine a fact in issue; (b) the testimony is based on sufficient 

facts or data; (c) the testimony is the product of reliabl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and(d) the 

expert has reliably applied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to the facts of the case. 
47

 邱玟惠，前揭註45，頁79。 
48

 目前設有「醫療訴訟審查庭」制度之州有：康乃狄克州、堪薩斯州、路易斯安娜州、緬

因州、密西西比州、內華達州、新罕布什爾州、新紐澤西州、北卡羅萊娜州、賓夕法尼亞

州、南卡羅萊娜州、田納西州、懷俄明州。參閱連吉時，前揭註45，頁30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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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被告是否以醫師為限，或是及於護理師等其他醫療照護提供者；另部分

州則賦予審查庭針對醫療訴訟審查成員如何產生、費用如何負擔、以書面

進行審查或是採聽證審查、審查程序、兩造於程序中之異議權、審查後原

案之處理方式、兩造是否得合意免除訴訟審查等提出審查程序。各州規定

差異極大，但目的皆不外乎希能透過訴訟前評審，篩選案件避免濫訴49。 

    但「醫療訴訟審查庭」並未具有強制效力，且其所作之審查意見也並

非所有病患願意信任或遵循。因此，當審查庭決議意見不利於病患時，仍

有部分病患會採以提存保證金後執意起訴，惟此制度仍舊有效減少10％至

15％之醫療訴訟，又部分病患因經由審查庭之程序後願意主動與醫護人員

和解50。 

三、逕付強制調解(Mediation) 

    現行計有8個州立法規範，要求欲提出醫療糾紛求償訴訟，頇於起訴前

或進入訴訟前，必頇經由「調解程序」(Mediation)
51。主要目的在於，透過

調解程序促成兩造間達成協議，且能樽節司法資源。 

    調解之進行，乃病患與醫護人員雙方在中立第三人下，透過談判

(Bargaining)或協商(Negotiation)的方式，盡量縮小兩造間歧見之差距，逐步

達成和解。但頇注意的是，負責進行調解之調解委員並不會提供任何解決

方案，只協助糾紛之兩造自行化解爭端。此外調解所達成之協議，往往只

具有契約效力，而不具有拘束力或強制執行效力，此與仲裁不同52。 

                                                 
49

 邱玟惠，前揭註45，頁79-80。 
50

 同上註，頁80。 
51

 現行計有8州設有「強制調解」制度：康乃狄克州、肯塔基州、密蘇里州、新罕布什爾

州、新紐澤西州、南卡羅萊娜州、佛蒙特州、華盛頓特區。參閱連吉時，前揭註45，頁301-306

。 
52

 張文傑，本國訴訟外醫療糾紛處理模式─以建構調解仲裁制度為中心，東海大學法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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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調解不具強制力或拘束力，但根據美國之調解協會研究統計，並未

因為調解之效力較低而影響參與調解之意願，就數據觀之，仍舊有高達85

％的醫療糾紛是能夠透過調解進而解決53。 

四、醫療仲裁(Arbitration) 

    醫療過失案件之兩造爭端，原則上皆得以仲裁(Arbitration)方式解決，

其係避免訴訟而能解決當事人爭端之一種快而有效之方式，仲裁係屬「裁

判外紛爭解決模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之一環。將醫療過

失糾紛提交至仲裁機關予多位中立之仲裁人，由仲裁人根據依據仲裁制度

之程序作出具有約束力、既判力、強制執行效力之具有法律效力的裁決54。 

    仲裁在本質上具有對抗(controversy)性質，是裁判外紛爭解決模式中性

質最接近法律訴訟者。理論上，仲裁規則取決於爭議各方，但美國實務界

多採用仲裁協會(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AAA)建議的程序，係糾

紛雙方基本上會選擇單一仲裁者或由三人組成仲裁團，由仲裁團聽取相關

證據與律師之辯論，進而作出仲裁判斷。假如糾紛之兩造不服仲裁判斷，

則提請法院重新檢視仲裁結果，但法院僅能聽取關於仲裁過程之公正性，

以及仲裁人撰寫之報告，而無權過問仲裁結果55。 

    約有20個州之法院，及10個聯邦法院已穩定發展56於興訟前，頇先進行

具有強制性的仲裁方式以解決糾紛。 

                                                                                                                                  
研究所碩士論文，頁61，2008年6月。 
53

 鄺瓊芬，美國醫療糾紛替代性解決機制研究，中國前沿雜誌，第330期，頁57，2013年8

月。 
54

 張鳴、李南，美國醫療糾紛處理與立法經驗對我們的啟示，中華醫院管理雜誌，第25

卷第4期，頁245，2009年4月。 
55

 嵇珮晶、吳光明，論仲裁與調解之結合，仲裁季刊，第58期，頁50，2000年9月；蕭羨

一，談判與解決衝突，天下文化出版社，初版，頁182-184，2001年12月。 
56

 張文傑，前揭註52，頁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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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損害賠償額上限(Damage caps) 

    為因應保險費用節節攀升所造成之醫療過失保險危機，最直接有效之

方式應該是直接從規定損害賠償上限為有效解決。美國各州限制醫療訴訟

案件之賠償金額所採取的立法策略各異，但大致可分區為三種態樣：「(1)

只限制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金額(non-economic damages)
57；(2)對於除了醫

療費用以外之全部損害賠償額(total damages)作限制；(3)對全部損害賠償額

作限制」58。 

    特別的是，部分州之損害賠償額上限會依據通貨膨脹而調整，以符時

代俱進59，例如維卲尼亞州之賠償上限制度會隨通貨膨脹而調整，近年之賠

償上限總額已近200萬美元60。下表61係統整有制定損害賠償額上限制度之

各州的上限類型。 

 

表：美國各州之損害賠償額上限 

州別 上限型態 上限金額 

路易斯安那州 全部損害賠償額 $ 500,000 加上未來醫療費用損失 

新墨西哥州 全部損害賠償額 $ 600,000 加上未來醫療費用損失 

科羅拉多州 全部損害賠償額、 

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全部損害賠償額$ 1 佰萬、 

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300,000 

印第安那州 全部損害賠償額 $ 1.25 佰萬 

內布拉斯加州 全部損害賠償額 $ 1.75 佰萬 

                                                 
57

 David A. Hyman et al., supra note 3, at 185. 
58

 邱玟惠，前揭註45，頁85-86。 
59

 David A. Hyman et al., supra note 3, at 173. 
60

 Gil Siegal & Michelle M. Mello & David M. Studdert, Adjudicating Severe Birth Injury 

Claims in Florida and Virginia: The Experience of a Landmark Experiment in Personal Injury 

Compensation., 34 Am. J. L. and Med. 493, 499 (2008). 
61

 David A. Hyman et al.,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Damage Caps in Medical Malpractice 

Cases: Evidence from Texas., 1 J. Legal Analysis 355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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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卲尼亞州* 全部損害賠償額 $ 1.95 佰萬 

加利福尼亞州 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 250,000 

愛達荷州* 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 250,000 

堪薩斯州 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 250,000 

蒙大拿州 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 250,000 

西維卲尼亞州

* 

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 250,000、死亡則為$ 500,000 

奧克拉荷馬州

* 

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 300,000 

德克薩斯州 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依據患者之情況與態樣決定給予 

$ 250,000-$ 750,000 

內華達州 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 350,000 

俄亥俄州 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超過$ 250,000 或給付超過三次以上

之財產上損害$ 500,000 

夏威夷州 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 375,000 

喬治亞州 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依據患者知情況與態樣決定給予 

$ 350,000-$ 1.05 佰萬 

阿拉斯加州 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 400,000 

猶他州 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 409,000 

密西西比州 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 500,000 

北達科他州 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 500,000 

南達科他州 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 500,000 

馬里蘭州* 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 650,000 

密蘇里州 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 350,000 

佛羅里達州 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 500,000, 死亡則為 $ 1 佰萬 

密西根州* 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 641,000 

威斯康辛州 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 750,000 

*代表該州係會隨通貨膨脹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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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訴追時效限制(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美國各州62為了因應醫療危機，除前揭之改革外，策略之一即是以立法

方式縮減醫療過失訴訟之「時效」，以避免醫療爭議事件經過多年後不停

地被提起訴追，故而加以限制。例如佛羅里達州對於醫療過失訴訟之時效

規定為「自侵害之日起算三年，或自原告得知或可得而知損害之日起一年

後消滅」63。 

伍、代結論 

    美國許多學者向來批評醫療訴訟與醫療執業環境的問題，認為「大多

數的醫療糾紛都是沒有意義也很隨便」、「高額的保險費使得產科醫師及

早退休」、「陪審團的裁決結果通常給原告很高額的賠償金」、「除非有

更多的侵權行為法改革才能解決這些問題」，進而在21世紀爆發「醫療危

機」64。 

    歷經前揭各項侵權行為法改革，設計了訴訟前的審查制度，來降低濫

訴發生；也設計了裁判外紛爭解決機制，使原先需透過司法審判獲得結論，

改由仲裁及調解，加速雙方合意解決糾紛。在不得不進入訴訟程序，則為

了不使醫護人員受判賠天價金額，設計了損害賠償上限制度。最後，為了

避免病患漠視權利後多年仍可無限上綱地向醫護人員訴追，透過了消滅時

效制度限制訴追時效。 

                                                 
62

 有施行「訴追時效限制」之制度的州為：夏威夷州、肯塔基州、緬因州、馬里蘭州、明

尼蘇達州、新紐澤西州、紐約州、北卡羅萊娜州、羅德島州、田納西州、佛蒙特州、華盛

頓特區。參閱連吉時，前揭註45，頁307。 
63

 邱玟惠，前揭註45，頁81-83。 
64

 Grant Wood Geckeler, The Clinton-Obama Approach to Medical Malpractice Reform: 

Reviving the Most Meaningful Features of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8 Pepp. Disp. Resol. 

L.J. 171, 171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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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本文前揭各章所述，可見美國各州因擔憂醫療危機帶來有病卻無

醫可看的醫病雙輸情事，積極改革侵權行為法制度，雖任何法制都不容易

能讓所有人都滿意，如病患依據侵權行為法制度提起請求，惟侵權行為法

改革設計損害賠償額上限制度可能可以給予之賠償並不足以彌補因醫療過

失傷害之病患，尤以加總計算律師與訴訟成本、時間冗長之成本65。但法律

制度的本質在於緩和社會矛盾，使人民獲得最佳利益，並非勸進訴訟，因

此，在當事人們間爭執間取得兩造最佳利益最大化，才是改革的價值。 

    反觀我國現行侵權行為訴訟制度，由於憲法賦予之訴訟權，不得任意

以法律制定加以限制民眾訴訟權利，因此，我國無法仿效美國制定訴訟前

審查濫訴機制。惟我國近幾年來已逐步走向醫療仲裁及調解，遺憾的是，

我國的醫療仲裁人仍不普及，對於醫學專業能否提供作成專業客觀之仲裁

判斷，仍尚待觀察。至於，訴追時效限制，此於我國民刑法中皆已有規定

除斥期間及消滅時效規定，因此，不至發生醫護人員於數十年後仍遭訴追

之情事。 

    查察我國憲法及民法規定與美國侵權行為法改革制度為比較，對於我

國較可行的是，透過損害賠償金額明確化或上限制之立法提供法官於損害

賠償金額判賠有所依據。我國法律中，刑法定有刑罰之範圍、行政法定有

行政罰之範圍，僅民法位有賠償之範圍，需仰賴法官審酌雙方經濟地位等，

以及歷年判例，以作出判決損害賠償價金。惟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可能

因醫護人員之社經地位與收入崇高，而病患反之，致使法官判決醫護人員

需賠償高額之損賠金額。因此，管見以為，在不違反憲法各條基本權利下，

適度透過法律制定醫療過失侵權行為之民事損賠價金範圍，不僅可讓法官

                                                 
65

 Id. at 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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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酌得有標準，更可讓醫病雙方於訴訟前即可斟酌未來可能索賠或賠償之

價金，進而決定訴訟之必要性。因此，我國引入損害賠償額上限制度不失

一個解決醫糾訴訟的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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