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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與「不告」之間──
臺灣醫療糾紛病患及其家屬之行動分析∗

林東龍 ∗∗、彭武德 ∗∗∗、陳武宗 ∗∗∗∗

摘

要

本研究以紮根理論研究法探究病患及其家屬處理醫療糾紛之行動，並以深度
訪談法收集十四例醫療糾紛病患及其家屬之經驗。研究結果包括：
（一）病患及其
家屬將採行法律機制視為行動的分界點，
「先協商，後（或不）法律」為病患及其
家屬處理醫療糾紛的行動類型；
（二）病患及其家屬考量採取法律途徑與否的行動
邏輯包含「期待醫方善意回應」、「對醫療疏失和處理方式的瞭解程度」、「訴訟成
本」
、傳統文化「留全屍」觀念、
「其他家屬意見」
，以及「地方人際壓力」等；
（三）
病患及其家屬嘗試藉由常民知識、人際互動禮儀、社會網絡、法律訴訟等策略匯
集能量、挑戰主流權威知識，彰顯病患主體的能動性，即便影響力有限。最後，
建議未來應建立「法律互助組織」做為充權病人的基礎。
關鍵詞：醫療糾紛、紮根理論、訴訟成本、法律互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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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要錢或要交代？
一般而言，醫療糾紛處理途徑之主要分為法律訴訟與非法律訴訟管道。
目前臺灣病患及其家屬處理醫療糾紛的方式，包含直接向醫院申訴、尋求民
間團體協助、尋求民意代表協助、向縣市衛生局調解委員會要求調解、自立
救濟，或是向法院提出訴訟等等。從相關文獻報告與研究中可發現，病患及
其家屬採取法律訴訟途徑處理醫療糾紛的案件雖有上升趨勢，但僅佔一至二
成。相反的，自行與醫療提供者進行協調、或透過第三方介入協助調解案例
仍占多數，約五至七成（許振東，2001；姚嘉昌，2001；蘇盈貴，2001；高
雄市醫師公會，1995；陳榮基，1994；阮仲垠，1993；謝啟瑞，1991）。愈
往南部採行自力救濟與地方人士介入之情形也愈明顯（郭惠旻，2002；張修
維，2000；侯宜伶，2000）。由此可知，臺灣病患及其家屬所採行醫療糾紛
之處理方式，主要仍以非法律訴訟的協調機制為主。同時，整個醫療糾紛解
決的過程中，病患及其家屬也可能運用數種醫療糾紛之處理方式，而非只使
用單一種（邱懷萱，2001；劉斐文等，1997）。
病患及其家屬作為醫療糾紛主要發動者，其處理醫療糾紛的經驗、行動
訴求，以及採取各種醫療糾紛處理機制之行動意義，實為減少醫療糾紛產生
和避免醫療糾紛持續擴大進而對醫病關係形成更大傷害之重要研究議題。譬
如為何病患以採取非法律訴訟者為主？是否代表病人並非抱持著懲罰與報
復醫生之心態，只是希望能獲得合理解釋與補償？亦或是礙於法律知識限
制、懼怕訴訟之風險？能達成法庭外和解之情境為何？病患及其家屬對和解
內容的看法？更甚者，以既有非法律途徑達成和解的成果來看，是否意味病
患與家屬存在著自行處理糾紛的能力，具有探究價值。據此，瞭解病患與家
屬之處理醫療糾紛行為，是建構合理且有效地處理糾紛途徑之根本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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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策略：邁向一個臺灣醫療糾紛病患及其家屬行
動的的紮根理論
如林本源(2006)指出，預設「社會/醫學」的區隔是不恰當的，
「社會 ── 醫療
現實」的生產是眾多行動者參與的過程。過去無論是從結構觀點中被動病
患、後結構主義觀點中被建構的病患，亦或是以病患為中心的現象學等探究
途徑，均顯現出對病患行動或結構性存在的偏頗。同樣地，若以採取隔絕外
在世界的思考方式，僅強調病患行動的重要性，將錯失理解病患行動與具體
「社會 ── 醫療現實」變動的相互關連。因此，醫療糾紛病患及其家屬之行
動分析應包含社會結構因素與行動者之觀點，發展結合「鉅觀」與「微觀」
研究取向的架構。一方面探究鉅觀社會結構對行動者的可能影響，另一方面
亦在既有的文化脈絡中理解行動者的主觀意義。更甚者，說明「鉅觀」和「微
觀」兩層面彼此之間作用關係，盡量減少「社會結構或文化決定」或「行動
者優先」等等先入為主的偏見，改以收集的經驗資料為中心、開放從資料中
浮現說明「微觀」與「鉅觀」兩者間交互作用的理論概念的可能性，更精確
地論述「鉅觀」與「微觀」社會條件和歷程之間是如何相互作用，彰顯醫療
糾紛病患及其家屬處理行為的動態歷程與多元性。
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研究法之先驅 Strauss & Corbin (1998)指出，
鉅觀與微觀只是人為區分、研究者應找出這兩者之間關係的特點。徐宗國
(1996)亦認為，紮根理論方法強調藉由研究者對「鉅觀」與「微觀」面的思
考，由「微觀」的社會行動及其意義著手，而逐漸與「宏觀」的社會結構、
制度、文化有所聯接。換言之，研究者不能只探究小範圍、立即現象、或特
殊案例，而是藉由資料分析、研究者的理論觸覺和邏輯判斷，而瞭解「鉅觀」
與「微觀」間的關連，達到聯接行動與社會結構，瞭解個別社會行動的意義
與環境間關連的任務。因此，紮根理論研究法可作為探究醫療糾紛病患及其
家屬行動與社會結構之間互動關係的有利方法。
其 次 ， 紮 根 理 論 研 究 法 重 視 鉅 觀 /微 觀 條 件 與 行 動 之 間 的 動 態 變 化 。
Strauss and Corbin (1998)指出，作為研究者所感興趣的是微觀與鉅觀條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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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行動者主觀詮釋的過程中產生交互作用情形（它們如何彼此影響、如何
相互交錯以促成一項難題、議題或一個事件）、如何影響後續的行動、這些
行動所導致的可能結果，以及這些結果如何加入到下一個條件情境脈絡，而
影響後續的行動。同時，歷程與結構也是糾結在一起相互牽動的，一個事件
通常會引發另一個事件，就像一條鎖鍊環節，環環相扣。Strauss and Corbin
(1998)認為，紮根理論研究法之歷程分析方式，不僅賦予理論生命或一種律
動感，亦可發現歷程與結構的關連，也就是說，行動與社會條件的對應 ── 這些
歷程與結構從一個時期過渡到下一個時期有何改變，在同一時期內有何變化
情形產生，以及一組行動的結果如何回到情境脈絡中而成為下一組行動的條
件的一部份。因此，藉由探索病患及其家屬其處理醫療糾紛之行動歷程，我
們將可發現病患及其家屬的行動受到醫療人員採行回應方式，以及外在社會
結構與文化（如各種糾紛處理制度之設計、人情關係等）的影響。
徐宗國(1997)認為，紮根理論的分析單位是事故或事件，由行動者在特
定時空內的行動或互動構成上述基礎；行動以及以此為基礎的事件就構成一
幅行動網路的核心。至於，離行動較遠卻對它造成影響的組織或文化等條
件，則屬於鉅觀層次。因此，紮根理論是以行動為單位，也是行動導向，研
究成果可成為當事人採取行動、有所作為的基礎。此研究特色則有助於去除
長期將病患及其家屬視為「弱勢者」的刻板印象。透過病患及其家屬的行動
經驗分析，瞭解其如何藉由相關機制（如抬棺抗議、尋求民代等社會網絡資
源、法律訴訟等）進而挑戰主流權威知識。即便影響力有限，卻多少已轉變
原有體系生態，彰顯病患主體的能動性。
紮根理論作為一種質性研究方法，主要是針對當時美國社會學界流行的
缺乏經驗性豐富資料的鉅型理論，以及只有變數分析的經驗性研究所作的一
種反擊。這兩種趨勢的發展不僅使社會學無法繼續產生足以解釋新興變化和
複雜社會的理論，同時，鉅型理論與經驗性研究的兩極化發展，更加劇理論
與資料間的裂隙。Neuman (1997)亦認為，紮根理論與一般質化方法存在不
同，主要是在期待社會學應建立理論的明確目標下，透過有系統的分析、比
較、演繹，以及歸納等方法，將龐大複雜的原始資料概念化和一般化，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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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形成紮根於現實世界的理論。換言之，紮根理論研究方法強調對經驗資料
保持開放性，大部分的假設和概念的產生立基於經驗世界，理論的產生無法
與其產生的歷程分離。據此，國外雖已累積醫療糾紛病患及其家屬行動的研
究發現，但因世界各地其社會制度與文化背景等等脈絡有所差異，實不宜直
接運用過去研究成果來說明本土醫療糾紛病患及其家屬的行動，否則便無法
發現臺灣醫療糾紛病患及其家屬之行動特色。不過，文獻的研究發現與理論
概念，仍可作為初步觀察、訪談、抽樣之起點、促進資料之概念化，以及增
進研究者對資料意義的敏覺力。
因此，本研究將以紮根理論研究法探究醫療糾紛病患及其家屬之主觀經
驗和處理糾紛過程中，文化與結構脈絡的影響形式。透過與病患及其家屬實
際的接觸與訪談，瞭解其醫療糾紛事實的建構和採行各種處理機制的文化與
結構脈絡。同時，也瞭解病患及其家屬處理糾紛過程的情緒狀態、與醫院或
醫生糾紛前和糾紛後的互動經驗、自身與周遭他人對醫療糾紛之看法或態
度、解決糾紛主要訴求與考量、運用哪些社會控制方法來達成訴求，以及運
用各種社會控制方法的經驗、面臨困境或結果等等。如果研究者僅分析採行
某種處理途徑之因素或條件，則所學習到的是有關特定事件「為何」發生，
而非「如何」發生。就此而言，研究者必須同時研究結構或條件因素和歷程，
才能捕捉到事件的動態與演化性質。更甚者，明確地掌握和瞭解事件發生的
背景脈絡後，才能更精準的說明病患及其家屬之處理醫療糾紛行為。

3. 醫療的 X 檔案：病患及其家屬訪談資料說明
醫療糾紛主要發生在各級醫療單位中。理論上，若要蒐集醫療糾紛個案
資料，應可直接從醫院著手。然而，「醫療糾紛」，可說是讓醫療體系中的工
作人員，人人聞之色變的禁忌話題。就像是白色巨塔中，一個貼著閒人勿進
的角落裡存封著 X 檔案。而其他擁有醫療糾紛個案資訊的相關單位，也因醫
療糾紛案件對雙方當事人而言均屬私密和敏感，擔心已處理完畢之案件被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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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挑起，引起無謂的爭端和負面情緒，因而多數單位對醫療糾紛個案資訊的
提供亦有所顧忌。因此，研究者於接觸各公、民營機構和團體的最終結果， 1
只收集到一醫療糾紛案例。
有鑑於此，研究者便嘗試透過自身人際網絡尋找醫療糾紛案例。經由周
遭親友介紹之醫糾案例共有八例。同時，研究者透過網路搜尋討論醫療糾紛
議題之網路社群。藉由網路搜尋到一個以「XX 醫院病患權益自救會」為名
的網路社群，得知該社群家長就是醫療糾紛當事人，即主動與該個案聯絡。
除該社群家長接受訪談外，該個案亦熱心提供另一名曾與他聯絡、尋求幫助
的家屬聯絡方式。另一方面，研究者請益先前曾接觸醫療糾紛病患及其家屬
的研究人員，詢問如何才能接觸個案。經由該名研究人員幫忙，恰巧聯絡上
之前亦曾參與籌組中華民國醫療人權促進會的家屬。接著，透過該位家屬介
紹，以滾雪球之方式再蒐集兩例。最後，在訪談資料達到理論飽和情形下，
收集 14 例醫療糾紛案件。這 14 例主要針對病患及其家屬進行深度訪談（訪
談大綱如附錄 1），共訪談病患及其家屬 16 名。相關受訪病患及其家屬之基
本資料如表 1 所示。
受訪者的訪問時間平均都在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之間，有二位則長達
二小時以上。所有醫療糾紛案例訪談次數以一次居多，有五例糾紛案件則是
訪談二次以上。若進行第二次訪談則以電話方式進行，收集第一次訪談未收
集到的資訊。訪談地點包含受訪者家中、受訪者辦公地點，以及坊間茶坊或
咖啡廳等。受訪者第一次訪談均以面對面方式進行，每一次訪問都在取得受
訪者同意後使用錄音筆錄音，然後請專人將錄音帶內容逐字聽打成訪問稿。
研究者再針對所有訪談稿進行分析比較與整理，研究結果如下所述。

1

研究者於研究期間所接觸公私立機關團體包括醫院、縣市衛生局醫事審議委員會、消費者
保護團體，以及醫療人權團體等。雖無法提供本研究訪談個案，但研究者仍舊感謝各機構
願意撥冗時間討論並提供有用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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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討公道」的行動類型
(1) 質疑醫療疏失的基礎
「醫療糾紛」是指醫療過程中發生醫療傷害，引起病患及其家屬追究醫
療疏失責任的過程。就此而言，病患及其家屬是否追究醫療疏失責任且引發
醫療糾紛的重要關鍵，在於病患及其家屬如何看待醫療傷害（亦即不良的醫
療結果），以及是否將醫療傷害歸咎于醫療疏失。
本研究發現，病患及其家屬質疑醫療疏失主要基礎有三：一是，根據最
終醫療結果判斷，亦即只要發現醫療結果有極大落差或出乎意料之外，就質
疑醫療有所疏失；二是，依據醫療過程中提供服務的適切性、合理性或與其
他病患之病況相比較等常民知識為標準，來歸咎醫療疏失與否；三是，對不
良醫療結果或醫療過程已有所懷疑，進而尋求醫療專業知識解釋包含自行查
閱醫療書籍或詢問其他醫療人員意見，來確定自己對醫療疏失的看法。
(a) 醫療結果與預期極大落差──『好好人，為什麼會這樣子？』
大多數民眾認為醫師是治療病痛和維護生命的專家，對於疾病診斷和治
療往往給予高度期待與信任。特別是，當病患不是在緊急情況、已患重病或
生產過程就醫時而發生醫療傷害，病患及其家屬更難以面對和接受突如其來
的病情惡化或不良的醫療結果。
本研究所有案例都非緊急或已患重病之病患，病患及其家屬對病痛的解
除或生理問題解決具有信心與高度期待，未曾思考有可能發生醫療傷害之情
況。因此，當病患及其家屬面對極大的醫療結果落差，便可能質疑醫療疏失。
有些案例醫師解說病情時有所隱瞞或對醫療結果表示樂觀，更讓病患及其家
屬無法接受不良的醫療結果。
案例 8 該病患因偶而肚子痛到醫院檢查後發現為胰臟結石，醫師建議開
刀且說胰臟結石只要開刀取出就好了，是很簡單的手術。因該醫師為國內有
名的肝膽胰權威，病患便相信該醫師的說法與醫術，利用寒假期間到醫院開
刀，結果該名病患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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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弟弟他根本就不會死的，我們認為他（指醫師）是在實驗。好
好人（閩南語）一個博士平常上課都好好的，只是偶而肚子痛，也不
是說痛到受不了才去就醫。醫生跟他說結石，ㄚ結石很簡單嘛，拿出
來就好。那我弟弟聽到反正結石拿出來就好，想說就利用寒假期末考
考卷改完去（開刀）。好好人耶，是這種情況下，不是說像深夜突然
肚子痛去的。」（案例 8-1）

案例 14 該病患產前各項檢查並無異樣，僅因過了預產期而到醫院檢查，
並由醫師施打催生針劑，卻突然休克，經急救後死亡。

「她人是好好的，用走的進去，你聽得懂嗎？她是自己用走的走進去
生的，現在變成怎麼樣，住不到一天，用抬的抬出來，當然是在懷疑
那個醫生有問題，不然怎麼會產生這樣。」（案例 14）

(b) 常民知識判斷
當病患及其家屬看到醫療傷害或不良醫療結果，不一定就質疑是醫療疏
失。有些案例是在家屬察覺與其他病患病況或處置方式有所差異後，才質疑
醫療疏失。另外，有些案例除對於突如其來的醫療傷害有所懷疑外，也會試
圖從醫療過程中醫療行為的適切性與合理性，尋找說明醫療疏失的可能原
因。事實上，對於一般欠缺醫療專業知識的病患及其家屬而言，針對醫療服
務進行判斷或與其他病患的病況比較等常民知識，成為質疑醫療疏失的基
礎。
案例 6 該病患起因在小診所打針後產生小水泡化膿，而到醫院進行整型
手術。住院十天後出院，但出院後第十天因發燒又回醫院觀察與處置。之後
病況急轉直下，出現敗血症現象且心臟一度停止。經搶救後生命跡象雖有回
覆，但因腦部缺氧成植物人。此時，家屬雖覺得突然仍未質疑醫療疏失。後
來發現與其他相類似病患處置方式不同，進而質疑醫師未及時給予病患呼吸
器，才導致病患腦部缺氧變成植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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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醫療糾紛很少人一開始就知道，家屬哪有那麼厲害。一開始我
們是覺得怎麼這麼突然，後來我在醫院照顧我媽四個月，那一層樓算
是較重症的，看到別人動不動就插管，像吃飯一樣啊。然後插管以後
兩三天就正常了，管子就拔掉開始練走路。這時候我們才覺得為什麼
我媽媽那時候沒有插管，後來我發覺原來插管是蠻希鬆平常的，然後
才去想插管這個問題。」（案例 6）

案例 4 該病患出生後因仍須接種 B 肝疫苗，家屬便決定先將該病患放置
醫院。期間卻因不明原因遭到感染，轉送其他醫院急救後痊癒。當家屬被通
知前往醫院時，原本以為是病患本身早產、抵抗力較差所引起，後來發現其
他嬰兒亦有同樣感染現象，才歸咎是院方醫療疏失。

「本來我們以為是自己小朋友的問題，是到那邊以後怎麼看到隔壁的
也是，那幾天出來的好像三四個、四五個小朋友，才知道是他們醫院
的問題。因為我們小朋友有提早半個月出生，我原本以為是他抵抗力
比較不好，結果一看才知道那幾天的小朋友全部都轉到同一個醫院
去。」（案例 4）

案例 7 該病患因腹痛到醫院就醫，期間因疼痛情況時有時無，輾轉來回
二家不同醫院。後來到第三家醫院後安排住院觀察，三天後卻因腹膜炎引起
敗血症死亡。家屬質疑該醫師未即時診斷出病因且給予醫療處置，才導致病
患死亡。

「你不能跟我講說急性腹膜炎、腸壞死引起敗血症死亡。為什麼會引
起敗血症，那是因為腸壞死；那為什麼腸壞死，是因為腸阻塞；那為
什麼會腸阻塞？我父親腸不通來住院三天讓你治療耶，你總是要給一
個能夠說服我的理由啊。以我不是很專業的來看，很明顯就是延誤疏
忽嘛，我相信醫院也是心知肚明。」（案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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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醫療專業知識的論述
有些病患及其家屬發現外顯的醫療傷害或懷疑醫療過程的醫療行為可
能有疏失存在後，進一步藉由詢問其他醫療專業人員或查閱醫學文獻，收集
醫療專業資訊與相關疏失證據，強化自己質疑論點！
如前述案例 6 家屬在察覺可能因醫師未及時給予呼吸器，導致病患成植
物人後，更進一步查閱相關醫療書籍，肯定自己的質疑是正確的。
「事實上我去查所有醫學的文獻，光是臺大內科住院醫師醫療手冊上
面就說三十五下就要插管，那網路上也有一個什麼臺大內科加護病房
類似的操作規則都是三十五下就要插管。然後，我還找到一篇榮總臨
床醫學月刊，好像民國七十二或七十三年，他上面就寫不要等到血氧
濃度下降，你才插管。」（案例 6）
案例 11 該病患於生產過程中因施打過量催生劑，導致子宮破裂和大出
血死亡。家屬具有護理背景，在發現病患切除的子宮較一般人大而心生懷
疑，進而詢問相關醫療人員意見。
「因為我大姊是護士，他覺得表妹的子宮很大，一般正常生完以後子
宮會收縮，好像不應該這麼大，這表示他的子宮本身就收縮不好。那
收縮不好的子宮，不適合一直打催生針。因為我不是醫療專業人員，
就想說問我以前的老闆，他是婦產科主任在臺北算是一個蠻有名氣的
老醫生，我就把這個情況，這個經過告訴他，他說哎呀，應該是那個
催針藥打的太過量，造成他子宮破裂，才會這樣大出血。」
（案例 11）
案例 13 在病患出生後雖曾經懷疑絨毛膜檢查是病患下肢缺損的主要原
因，但直到某具有名氣醫師說明後，更加確認是醫師疏失，才開始與醫師協
商的行動。

「後來小孩子不舒服帶去 XX 醫院看的時候，找那個 XXX（某醫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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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他是醫院小兒科主任，請教他小孩子這種情形怎麼做復健。褲
子脫下來醫生第一句話就說，你做絨毛膜篩檢啊？第一句話就說這樣
子。所以我當時候才更肯定是絨毛膜篩檢。本來有懷疑，親戚有醫生
也是這樣跟我講。那脫下來第一句話跟我說你做絨毛膜篩檢，我當時
就百分之百肯定。」（案例 13）

由上述可知，病患及其家屬質疑醫療傷害之基礎除生物醫學專業知識
外，亦包含常民知識、治療不如預期的落差。同時，當病患及其家屬認為醫
療專業人員需為該醫療傷害負起責任時，病患及其家屬便開始尋求相關機制
以釐清醫療傷害真相，捍衛自身權益。

(2) 要求醫方認錯的行動機制
研究者將要求醫方認錯的機制區分為非法律機制與法律機制兩大類。非
法律機制包括醫院協商、地方人士或民代協助、官方調解制度、民間團體協
助、以及訴諸媒體等；法律機制則包括法律訴訟、法醫相驗兩種。如此分類
的主要原因是研究者從訪談資料中發現，病患及其家屬評估採用要求醫方認
錯機制過程中，將採行法律機制視為是一個重要分界點。研究者認為此行動
考量的意涵是極富意義與重要性。
如案例 7 便提到「我打算他說明會沒辦法講的讓我信服，醫院還是不認錯
的態度，我就準備告他。我要一個答案，因為我父親死得不明不白，我一定告
到底，由法院作公平裁判…」。此代表著家屬在採行要求醫方認錯機制時，會
針對相關機制能否達到自身要求醫方認錯的方式進行評估。案例 9 也提到原本
希望能透過協調或調解委員會達成和解，不一定要採取法律訴訟。但因數次協
調過程中醫方誠意不足，不得已只能在告訴期限最後一天告上法院。

「之前我們就一直協調，本來想說在調解委員會也好，或是在律師那
邊直接和解就好了，不一定說要告上法院。因為我知道傷害告訴的話
是六個月，我是到六個月的最後一天才送的，因為他們的講法我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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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辦法接受。他說我們比較是站在給你慰問金的那種方式，他說這
不是賠償金，院方的意思大概是五萬塊左右。我說那可能就差距太大
了。」（案例 9）
一般而言，病方對於採行法律機制如法律訴訟和法醫相驗都充滿期待，
希望透過這些行使政府公權力的法律機制能有公正的評判和釐清真相。如案
例 8 便提到「原本我們認為法院是公平正義的地方，我們認為包公會審案、
王朝馬漢會幫我們查證據…」
。同樣地，家屬對法醫相驗亦抱持同樣的期待。
如案例 3 病患的丈夫原本認為既然病患已經過世且不認同醫師對死因的解
釋，不如透過法醫解剖來瞭解死亡原因。如此，不僅有實實在在的證據去跟
醫師協商，也可以迫使醫師承認有醫療疏失。不過，因其岳父不同意解剖而
作罷。
就此而言，病患及其家屬在要求醫方認錯行動過程中，不斷評估相關要
求醫方認錯機制。特別是，是否採取法律機制。若扣除案例 4、10，以及 12
三案件因糾紛初期醫方認錯，病方也認為醫方有誠意且病患身體傷害不大，
願意與醫方和解。其餘案例在處理糾紛過程中，無論是糾紛初期或採行其他
機制無法要求醫方認錯時，都曾經考慮過採取法律機制。只是有些病患及其
家屬是在採行其他非法律機制均無效果才採取法律機制，有些則是雖有採取
法律機制的想法，最後因訴訟成本考量、其他家屬反對以及傳統文化觀念而
作罷。此「告」與「不告」之間更詳細的行動邏輯將於後述。

(3) 醫療糾紛案件類型與行動機制
本研究發現，病患及其家屬採行何種行動機制和處理結果，與「病患身
體受傷害程度」和「糾紛醫院屬性」兩項案件特徵有所關聯。研究者將病患
身體傷害情況分為重傷害（死亡、種殘或植物人）與輕傷害（指輕殘、暫時
性傷害或延長醫療時間）、糾紛醫院屬性分為高層級（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
與低層級（地區醫院或基層醫療院所），並依此兩項原則將醫療糾紛案件分為
四種類型。所有訪談 14 例醫療糾紛案件分類如表 2 所示。進一步，研究者將
各案例類型採行醫療糾紛處理機制的種類、數量，以及結果整理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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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醫療糾紛案例之類型
病患身體傷害情況
重傷害（死亡、重殘或植物人）
糾紛醫院層級

輕傷害（輕殘、暫時性
傷害或延長醫療時間）

高 層級 （醫學 中心 、區域 案例 2、案例 5、案例 6、案例 7、
醫院）
案例 8（統稱 A 型案例）

案例 9、案例 10
（統稱 C 型案例）

低 層 級 （地區醫院、基層 案例 1、案例 3、案例 11、案例
醫療院所）
13、案例 14（統稱 B 型案例）

案例 4、案例 12
（統稱 D 型案例）

從表 3 明顯看出，當病患身體傷害程度屬重傷害時（亦即為 A 和 B 型案
例），愈有採行法律機制之趨勢。七例採行法律機制的案例，有六例為 A 和
B 型的糾紛案例。而當病患身體傷害程度為輕傷害，則病患及其家屬多數僅
與醫院進行協商。如案例 4、10、12 等三案件，在糾紛初期與醫院協商後，
都因當事醫院有誠意道歉和負起行動認錯責任，且病患及其家屬也認為病患
身體傷害不大，使得家屬無意繼續追究醫方責任。較例外的是案例 9，該醫
院雖也在初期協調中承認疏失且表示願意負起責任，但後續無任何積極行
動，致使家屬不得不採行法律行動。後來經檢察官建議醫院儘速與家屬和解
否則將起訴之下，將案件送回調解委員會。最終雙方私下協調達成和解。
再者，對照各案例所使用的行動機制和醫方認錯情形來看，也可發現各
種機制的效果。從整體要求醫方認錯成果來看，透過醫院協商或地方人士或
民意代表介入與醫院協商後而達成和解為主。其餘二例則是尋求法律訴訟過
程中，因處理案件的檢察官與法官建議醫方與病方和解情況下達成和解，僅
占尋求法律訴訟所有案例（共六例）的三分之一。
四大類型糾紛案例中，A 和 B 類型糾紛案例其採行要求醫方認錯的機制
最多，但要求醫方認錯的成效以 A 類型案例為最差，僅有兩例在地方人士或
民代協助下使醫方認錯。由此可知，當病患身體傷害程度屬重傷害且糾紛醫
院為高層級時，病患及其家屬要求醫方認錯行動最為困難且不容易獲得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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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不同糾紛案例類型其採行要求醫方認錯機制之分析
法律訴訟
機制類型 醫院協 地方人
官方調 民間團
商（含臨 士或民
解制度 體協助 刑事 民事
床質問） 代協助
案例類型與編號
案例 2
案例 5

A
類 案例 6
型
案例 7
案例 8
案例 1
案例 3

B
類 案例 11
型
案例 13
案例 14

C 案例 9
類
型 案例 10
D 案例 4
類
型 案例 12

有無運用
有無認錯
有無運用
有無認錯
有無運用
有無認錯
有無運用
有無認錯
有無運用
有無認錯
有無運用
有無認錯
有無運用
有無認錯
有無運用
有無認錯
有無運用
有無認錯
有無運用
有無認錯
有無運用
有無認錯
有無運用
有無認錯
有無運用
有無認錯
有無運用
有無認錯

＋

法醫 訴諸媒
相驗 體輿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註：
1. “＋”表示有運用，“－”表示無運用。“■”表示醫方認錯或策略成功，“□”表示醫方不認錯或
策略失敗。“★”表示曾示威抗議行動。
2. 病患及其家屬要求醫方認錯的方式包含道歉、承認醫療疏失、負擔後續醫療費用、或是金
錢補償等。研究者將醫方認錯的方式進一步分為承認錯誤或道歉的「口頭認錯」和提供實
質補償的「行動認錯（包含後續醫療服務或金錢補償）」兩類型。而表中所指有認錯是指
包含兩種認錯類型中任一種即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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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先協商，後（或不）法律」的行動類型
病患及其家屬要求醫方認錯的行動都是先從醫院協商開始。從每個醫療
糾紛案件運用要求醫方認錯機制來看，本研究所探究的 14 例醫療糾紛案件
可分為四大行動類型。依據病患及其家屬採行法律機制的情形，先分為三種
行動類型：第一，僅運用相關協商或調解機制，沒有尋求法律機制如案例 1、
2、3、4、7、10、12；第二，運用相關協商或調解等機制無效後，再尋求法
律機制如案例 5 和 13；第三，運用相關協商或調解機制無效後，再尋求法律
機制，但尋求法律機制後仍繼續與醫院協商的行動如案例 6、8、9、11 和 14。
再者，第一類的行動類型又可依糾紛初期醫院協商後，因醫方立即認錯
或受限於病患及其家屬自身不識字和訴訟成本考量而選擇不再追究者，亦或
是繼續尋求其他協商或調解機制如地方人士、民意代表介入或官方調解、民
間團體協助者，進一步分為兩類：一是，糾紛初期與醫院協商後便行動終止
如案例 2、4、10、12；二是，進一步運用相關協商或調解機制後，與醫院達
成和解如案例 1、3 和 7。

5. 告與不告之間：行動邏輯
為何病患及其家屬是先採取協商或調解等非法律機制而不是法律機
制，亦或者僅採取協調或調解機制而沒有採取法律機制？此「先協商，後（或
不）法律」的行動類型其背後所代表的意義與考量包含六點：一、等待醫方
誠意的回應；二、對於醫療疏失和處理方式的瞭解程度；三、是否願意承擔
訴訟成本；四、傳統觀念；五、其他家屬意見；六、地方人際壓力。

(1) 等待醫方誠意的回應
雖然病患及其家屬質疑醫方有醫療疏失，但有些案例會認為醫師不是故
意的、基於愛護醫師或以和為貴的立場，希望先聽聽醫方的說法，瞭解醫方
的誠意，也期待醫方能主動說明真相。就病患及其家屬而言，進入訴訟是不
得不然的作法，也代表著醫病關係陷入嚴重的對立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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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案例 5 家屬認為醫師不是惡意的，便在醫師承諾負起未來醫療照顧責
任後，沒有繼續提出傷害訴訟。

「一開始我們沒有提出傷害訴訟是因為他們有意思負擔未來醫療費
用，而且願意善盡照顧責任，所以就算了。我們也是替醫師想他不是
惡意的，那也是我們一念之仁嘛。」（案例 5-2）

案例 6 家屬原本希望透過協商醫方能進行賠償且盡早達成和解，使家屬
能善盡照顧病患的責任。但醫院對於賠償與否和賠償金額一再反覆，最後只
能提出告訴。

「我在照顧我媽媽的時候，就跟醫院協調，等於還沒有告他的意思。
我提出說你每個月給三萬塊當作安養院的錢，那家屬照顧起來會比較
輕鬆，不會說經濟上的壓力又心理上的壓力。他一開始講說考慮，後
來又說不願意。其實臺灣人觀念還是想趕快賠、不喜歡告這個東西，
哪怕是不甘願可是接受和解後，大家重新再出發，這其實是最好的方
式。時間拖愈長家屬心理就想說，好啊你真的要逼我告你，就什麼要
求都照法律來。」（案例 6）

案例 8 該病患死亡後，家屬曾經透過其他非法律機制如協商、調解、民
意代表等，但都未獲得醫方善意回應。最後在法律告訴期限快到時提出訴訟。

「我們也不願意一下子就走這條路，那是期限快到了才告，好像說半
年內沒有提出就無效。我們也希望說他不是這樣，可是他一直沒有善
意的回應，還蠻惡意的，好像人醫死了活該這種感覺。那官方的、民
意代表都只是書面往返說這種事先接觸一下，都是多了工的（閩南
語）。」（案例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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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病患及其家屬在期待醫方誠意回應的情形下，先採取相關
協商或調解機制後再採行法律機制。就病患及其家屬而言，此行動方式代表
對醫方展現最大的誠意，也表明自己並不喜歡惹是生非和無理取鬧，而是迫
於無奈。只要在告訴期限內，任何有助於雙方達成和解的非法律機制均可能
進行嘗試。

(2) 對醫療疏失原因和處理方式的瞭解程度
有些案例因為對於醫療疏失的原因、相關證據、或是醫療糾紛處理方式
仍不清楚或未完全掌握的情形下，決定先以協調、調解、民間團體協助、地
方人士或民意代表協助等非法律機制處理糾紛。
如前述案例 5 原本醫師承諾負起後續醫療費用，家屬因而未提起傷害訴
訟，但五年後反被醫院控告積欠七八百萬醫療費用。不過，家屬處理方式並
非直接提出告訴，而是先尋求民意代表協助。主要原因在於家屬並未完全掌
握醫療疏失的原因與相關證據。

「（研究者：後來醫院告你們積欠醫療費用之後，為什麼沒有直接反
告他們傷害，而是先去找民意代表？）第一個因為那個病歷的解讀也
很困難，第二個就是一直到最後都拿不到 X 光片，就是很多的證據取
得不容易。」（案例 5-2）

案例 13 當病患出生後家屬發現下肢嚴重缺損，心情非常低落，根本無
法思考該如何處理。在朋友建議下便先到衛生局調解，之後才採取法律途徑。

「那時候是我一個朋友說可以先到衛生局去調解，我當時候也沒什麼
心情不知道怎麼辦，我只是希望說他能給我好好的回答，給我一個合
理的解釋。後來衛生局也拿他沒辦法，我只好走法律。」（案例 13）

案例 8 之所以未直接採取法律機制，原因也包含尚未清楚是否真有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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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失的情況，因而先請求民間團體協助。

「像消基會裡面有一個類似鑑定的單位，但是我們只能跟櫃臺人員
Touch 而已，也沒有辦法見到鑑識成員、聽他們的解說。那我們就把
病歷資料給他，還有口頭解說寫一張單子。那之後大概過一兩個月鑑
定出來就說有延誤。那就說如果跟他協談不成、沒有給你滿意答覆的
話就告他。我們那時候也搞不清楚、就東問西問，那大家也認為先協
談一下瞭解狀況，不要一下子就告。」（案例 8-1）

(3) 承擔訴訟成本之意願
有些案例因為不願意負擔訴訟過程中所需龐大的金錢與時間成本，因此
先採行非法律等等機制後再採行法律訴訟，亦或者未採行法律機制。如案例
2 便因為考量自己沒有能力承擔訴訟所帶來的金錢與時間成本，在一次醫院
協商後便決定不再繼續追究醫方責任，即便採取法律機制的想法一直存在。
案例 6 家屬亦考量訴訟所需的金錢成本，只能先以刑事訴訟提出告訴，等檢
察官起訴之後，才再要求附帶民事賠償。

「其實現在最苦的是說，那怕你叫我們去告，那個訴訟費我也拿不出
來。那去告刑事是由檢察官幫我們，不用錢。那假設你是民事部分，
那真的是沒有錢跟他告。（研究者：那你有附帶民事賠償？）附帶民
事是起訴了以後，才可以提。」（案例 6）

(4) 傳統文化觀點──「留全屍」
相對於法律訴訟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與金錢成本，家屬希望瞭解病患死
因和要求醫方認錯，其實可採用法醫相驗此較便宜且鑑定結果具有公信力，
以及醫學專業為基礎的法律機制。本研究案例 8 和案例 14 與醫院協商未果
後，便請求法醫相驗釐清死因，作為收集證據和提高要求醫方認錯可能性的
重要機制。但本研究中 7 例死亡案件卻僅有兩例申請法醫相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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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7 例死亡案件家屬要求醫方認錯的動機中都具有非貨幣性動
機，亦即家屬認為應向病患或其他家屬有交代、不想讓親人死得不明不白
等。然而，又在傳統文化觀念── 留全屍的觀念下，僅有兩例申請法醫相驗。
此種不願意解剖卻又質疑死因，在傳統觀念保留全屍的壓力下，使得家屬面
臨要求醫方口頭認錯卻又放棄收集有利證據的矛盾作法，最終使自己陷於不
利追究醫療傷害真相的地位，只能受制於醫師的處理態度。

(5) 其他家屬意見──「病人是公家的」
病患及其家屬在評估各種要求醫方認錯機制過程中，也因病患具有多重
身份的關係連帶，使得採行要求醫方認錯機制並非可由單一家屬決定。如案
例 3 病患的丈夫無法認同醫師對死因的解釋後，原本想採行法醫相驗的行
動，因其岳父傳統文化觀念「留全屍」的反對下，不得不放棄採行法醫解剖
的念頭，轉而透過地方人士與醫院協商。案例 7 受訪者也表示原本打算醫院
說明會之後若沒有滿意的解釋，便要採取法律行動。但之後卻受到其母親的
反對。受訪者認為其母親沒有追求事實真相的觀念，希望能息事寧人。
在此，研究者必須強調，當其他家屬對於採行要求醫方認錯機制意見相
同且支持時，反而會成為要求醫方認錯行動能否持續的重要因素。如案例 8，
該案件在法院更二審判決敗訴之後家屬仍持續上訴，主要原因在於所有家屬
非常合作。

「連他們的法律顧問也說從來沒有看過一個醫療受害者家屬像我們
這麼合作，能夠這麼堅持。他也很驚訝我們是咬著他不放、棄而不捨，
因為你告久了會厭煩，誰有那個生命，花錢、花時間。我們艱苦算是
第一名的，我們都是隨時待命。像我弟弟也是沒工作，我大哥也幾乎
都沒工作」（案例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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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方人際壓力
有些案例則因地方人士介入，在人情壓力下被迫放棄採取法律機制。如
案例 1 家屬原本打算採取法律機制由法官進行公正判決，但因很多地方人士
介入協調且醫病雙方同住一村落中，採取法律機制的想法只好做罷。
總結上述，醫療糾紛的病患及其家屬可能因上述六種行動考量，先以非
法律機制與醫方進行協商或調解，之後再採取法律機制，亦或是僅採取協商
或調解機制等非法律機制來要求醫方認錯。此意味者病患及其家屬在採行要
求醫方認錯機制時，亦或是先前採行的機制仍無法讓醫方認錯後而考量下一
步應採取何種行動時，均是在上述六項原則所架構起的決策脈絡進行考量。
倘若病患及其家屬參照上述六個行動邏輯時，則只能依據自己可用資源如民
意代表或地人人士介入、官方調解、民間團體協助或訴諸媒體等，繼續採行
其他非法律機制。但倘若病患及其家屬採行非法律機制仍不能要求醫方認錯
且自認已盡協商和解的最大善意，病患及其家屬會進而採取法律機制。
不過，病患及其家屬採行法律機制後，仍會因考量未來難以估計的訴訟
成本下，繼續採行或不放棄任何非法律機制與醫方協調達成和解的機會。如
案例 6 雖然案件已進入法律程序，但家屬不願意花費長時間等待訴訟結果，
仍時常自己一人或在媒體、地方人士或民意代表陪同下到醫院找院方人員協
調。

「現在檢察官還在偵察還沒起訴，光是偵察就花了一年，還沒有結
果。呵呵，所以你說家屬怎麼會去跟他鬧，沒有人想等那麼久的時間。
像我自己念法律系的，你叫我告你，那等於是叫我一邊告你、一邊鬧，
民主的社會就是這樣。」（案例 6）

同樣的，案例 9 和案例 11 兩案件雖已進入法律訴訟程序，但分別在檢
察官和法官建議醫方與病方協調和解之後，家屬方面也都考量繼續訴訟仍需
承擔相關成本如金錢和時間，而與醫方繼續協調達成和解。至於其他進入法
律訴訟後而被判敗訴的案例如案例 5 和 13，也因考量訴訟相關成本後，不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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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繼續上訴。除非如案例 8 因所有家屬都非常合作且全心投入，才會繼續上
訴。

6. 夾縫中求生存：病患及其家屬之行動回應
病患及其家屬作為醫療糾紛的主要發動者，雖然擁有一開始是否追究醫
師責任的決定權，然實際上其採行何種醫療糾紛處理方式，明顯受醫方回應
方式、醫療資訊理解能力、承擔訴訟成本的能力，以及處理衝突的文化觀等
影響。不過，病患及其家屬仍努力尋求各種可能管道以獲取所要結果。換言
之，醫療糾紛的病患及其家屬的行動，並非完全受制於醫療或法律專業不足
等處境。
據此，本部分將前述行動邏輯置放於社會脈絡中，進而呈現行動者與社
會脈絡之間的互動過程。同時，檢討過去探究醫療糾紛病患及其家屬行動的
相關研究成果。

(1) 「醫病關係」VS.「醫用關係」
林本源（2008）指出，醫學知識從生物醫學典範朝向社會醫學典範過程
中，背後所呈現的重要政治意涵是改變權力關係的可能。事實上，醫療糾紛
事件已彰顯醫療場域中認定醫療傷害多元知識的存在，以及這些知識對生物
醫學知識的補充與挑戰。成令方(2008)亦認為，由於醫療關係中充滿著診斷
和解釋不明確性，在治療效果方面也有不確定性，使得醫師必須採取比較保
護的策略，例如：不多說也不讓求診者多發問；或者運用專業權力讓求診者
順服聽從。換言之，醫師在看診過程中隱微地運作權力以傳達他們權威。但
求診者也未必是順從的，他們也會用各種方式挑戰醫師、或直接出走。由此
可見，醫療互動之間充滿看不見的雙向權力關係，在一般醫療互動場合中已
是如此，更遑論醫療糾紛事件。
一般而言，醫方會針對醫療過程進行說明，但多數無法獲得病患的認同
與諒解。本研究發現，病患及其家屬質疑醫療傷害的方式有三：醫療結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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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預期的極大落差、常民知識判斷，以及生物醫學知識。因此，在醫療糾紛
事件中，病患及其家屬不再完全採信醫方對醫療傷害的說明，並挑戰醫師對
醫療傷害之主流論述。此醫病之間認知極大的落差，不僅凸顯醫病之間訊息
不對等或使用語言的差異，更展現現今醫療糾紛病患及其家屬在醫療人員或
院方有意掩飾弱點、不名譽事件，以及免除賠償責任的企圖下，為了取得較
為平衡、有利的談判地位或瞭解更多實情，會以常民知識、醫療結果的直覺
經驗、或查閱生物醫學專業知識等方法質疑醫療過程有疏失。更甚至，進一
步動員周遭存在的任何資源，乃至於最後對簿公堂。即便最終法律判決敗
訴，病患及其家屬的作為已撼動長期以來處於主導地位的醫療專業和生物醫
學知識。換言之，當醫師面對醫療傷害時應坦承面對醫療傷害真相，而非只
是一昧想用生物醫學知識來獲得論述主導權或掩蓋醫療傷害事實。醫療人員
唯有重視病患及其家屬的看法並予以和善且坦承回應，才能取得病患及其家
屬的諒解，避免接踵而至處理成本與負擔。

(2) 應給醫師解釋的機會，但隨時準備翻臉的「誠意」
醫院協商是所有醫療糾紛案件採行的第一個要求醫方認錯的機制。此行
動主要凸顯病患及其家屬的考量包括：一是，對於醫療傷害真相的掌握程度
和專業知識的不足；二是，符合人際互動的規範。
Fielding (1995)、Sloan & Hsieh (1995)，以及 May & Stengel (1990)等研究
指出，當病患知覺到明顯疏失或對於過失的歸因愈有信心時，則較可能決定
直接進行訴訟。本研究發現，某些病患或家屬懷疑可能有醫療傷害而未直接
進入訴訟，其原因是希望能收集更多醫師疏失資訊，強化自己對醫療疏失認
定之信心。藉由協商或調解等非訴訟管道，一方面，收集醫方可能不小心透
露或自暴醫療傷害的證據；另一方面，也為自己爭取尋求其他醫療專業人員
解釋的時間，以進一步掌握醫療傷害真相的機會。
其次，有些病患及其家屬則提及相信醫師不是故意的、基於愛護醫師等
立場，願意先進行醫院協商期待醫方說明真相。本研究發現，如此的對應方
式並非僅存在具有良好醫病互動關係的案例上，有些求醫過程對醫療服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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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的案例，其病患及其家屬亦存在此作法。此明顯與 May & Stengel (1990)
認為，先前醫病互動關係將會影響醫療糾紛處理方式的發現不同。如張苙雲
(1998)所言，多數人對醫療專業知識有著宗教式的崇拜、依賴，以及行為上
的尊敬。本研究發現，即便是面對自認可能造成自己傷害的醫方亦是如此，
但行為上的尊敬並不保證病人就能接受醫師對於醫療傷害之解釋。如此十分
緊張的醫療糾紛案件，由於涉及醫生名譽、司法責任，以及病患及其家屬重
大權益，隨時會因醫病之間對於醫療傷害認知的差距和醫方處理糾紛的態度
而翻臉。
再者，傳統文化觀強調應以和為貴，萬事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之人際
互動禮儀規範，企圖約束互動雙方減少與避免衝突的發生。在醫療糾紛案件
中，此種觀點雖影響病患及其家屬一開始處理醫療糾紛的態度，但相對地，
也賦予病患及其家屬未來可以翻臉與憤怒的正當性基礎，因為病患及其家屬
已給予醫方說明真相的機會。因此，以和為貴的衝突處理觀點與其說是一種
對人的尊重或人際禮儀，倒不如說這是一種人際互動的謀略、亦激起病患及
其 家 屬 更 加 不 滿 的 副 作 用 。 如 同 May & Stengel (1990) 稱 為 「 彈 弓 效 應
(slingshot effect)」：當病人向醫師質疑醫療疏失後，因無法獲得醫師有效且
滿意之回應，其內心不滿將比之前更大。此時，病患相信尋求律師將對他們
有所幫助。

(3) 金錢賠償不是訴訟唯一關鍵，但長期訴訟需要金錢
醫療糾紛案件是否進入訴訟，及其相關影響因素，也是諸多經濟學者探
究重點。謝啟瑞(1991)指出，對於糾紛處理的經濟分析，最早是從 Landes、
Gould、Posner 與 Shavell 等人研究開始。這些學者的研究亦稱為標準模型。
所謂標準模型是指，病人根據其對法庭訴訟的預期淨收益── 亦即病人預期
的勝訴機率，乘上預期勝訴後所能獲得的賠償金額，減去其預期的訴訟費用
── 來設定其接受和解的最低要求價格。同樣地，被告醫事人員也根據其對
法庭訴訟的預期損失── 亦即醫事人員預期病人的勝訴機率，乘上病人勝訴
後醫事人員預期其所必需支付的賠償金額，加上醫事人員預期的訴訟費用 ──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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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其和解所願意支付的最高金額。如果醫事人員所願意支付的最高和解金
額超過病人最低要求價格，該醫療糾紛案件便可經由庭外和解方式處理。簡
言之，以庭外和解而非法庭訴訟方式處理醫療糾紛，被當事雙方認為可以節
省訴訟成本、又可避免法院判決的不確定與風險的理性選擇。據此，早期經
濟學者主要探究醫療糾紛案件進入法律訴訟與否之過程，並強調貨幣動機所
扮演的角色。
然而，病人提出醫療糾紛訴訟之動機或醫生是否願意接受和解，有時並
不完全是為了金錢賠償問題。非貨幣性動機如瞭解傷害真相、討回公道、或
為親人申冤，亦會成為病人決定是否提出訴訟之關鍵因素(Sloan and Hsieh,
1995)。另一方面，Priest and Klien 認為，醫療糾紛訴訟對醫師所造成的損失，
除了可能的金錢賠償外，亦包括名譽損失與精神痛苦等非貨幣的損失。醫事
人員在訴訟過程中所蒙受的非貨幣損失，則會使醫師提高其所願意支付的最
高和解金額，因而提高雙方達成庭外和解之機率（謝啟瑞，1991）。據此，
就修正後的經濟學模型而言，探究醫療糾紛是否進入訴訟途徑之影響因素，
除考量雙方當事人提起訴訟之預期淨收益外，也進一步分析醫病之間相互掌
握不充分資訊之特點，以及非貨幣性動機對糾紛進入訴訟的影響。
本研究亦發現，貨幣考量確實影響病患及其家屬要求醫方認錯的行動，
但非貨幣動機如瞭解傷害真相、討公道或為親人申冤等，亦為病患及其家屬
進行後續行動之關鍵因素。事實上，當醫療傷害發生後，病患及其家屬往往
難以面對和接受突如其來的殘酷事實。「好好人，為什麼會這樣子」反映出
多數病患及其家屬的心理傷痛與不解，期待醫方說明真相與承認錯誤便成為
糾紛初期的主要訴求與動機。
不過，訴訟成本確實是影響病患及其家屬是否繼續採取法律行動、繼續
追究或接受和解的主要考量。一般而言，糾紛初期醫方不認錯後，絕多數案
件都持續要求醫方認錯的行動。然案例 2 家屬在評估訴訟成本、對醫療訴訟
的執行能力，以及不願意麻煩地方人士出面之下，決定不再追究。其餘案件
持續思索採取何種要求醫方認錯機制。倘若運用各種協商或調解機制仍無法
達到自己訴求或獲得醫方誠意的回應，便期待尋求法律協助討回公道。然

．189．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二卷第一期

而，即便案件進入法律訴訟，也因病患及其家屬考量訴訟成本而繼續與醫院
協商達成和解如案例 6、9，以及 11。有些案件在案件判決敗訴後，也因無
力繼續承擔訴訟成本，不再繼續上訴追究如案例 5 和 13。僅有案例 8 因其他
家屬都非常團結且全心投入處理糾紛訴訟，希望能給病患一個交代，該案件
在更二審敗訴後仍堅持繼續上訴。

(4) 多元發聲、難得滿意
本研究發現，臺灣病患及其家屬醫療糾紛處理邏輯如訴訟成本考量、等
待醫方誠意回應、對醫療疏失瞭解程度、傳統「留全屍」觀念、「病人是公
家的」，以及地方人際壓力等，使病患及其家屬未將法律訴訟視為處理醫療
糾紛第一且唯一的選擇。上述這些被視為尋求法律訴訟途徑的限制，反而型
構出臺灣社會多元化醫療糾紛案件處理方式。
如表 3 所示，14 例糾紛案件若扣除案例 4、10、12 三例因糾紛初期醫方
認錯而達成和解，以及案例 2 家屬在評估訴訟成本與訴訟能力而決定不再追
究外，其餘案例均繼續尋求其他管道處理醫療糾紛，包含法律與非法律途徑
等，其中更有六例採行法律訴訟且均包含提起刑事訴訟。Mullis (1995)曾運
用 Black (1993)社會控制理論 2分析美國醫療糾紛案件指出，以醫療糾紛雙方

2

Black 社會控制理論最基礎的公理(axiom)認為，法律與其他形式的衝突管理機制，會隨著社
會 空 間(social space)不 同 而 改 變 。 社會 空 間包含 五個 基 本層面 ：垂 直 (vertical)、水平
(horizontal)、文化(cultural)、組織(organizational)，以及規範(normative)等等。此五種社會空
間就是 Black 用以解釋與預測人們如何對偏差行為進行定義與反應之主要變項。垂直空間是
以當事者的財富或社會階層化之分佈來代表；水平空間是指當事者之間的親密與互賴程
度，以及社會生活的整合程度；文化空間是指在信念、價值、宗教、語言、知識、習慣等
等方面之同質程度；組織空間是指雙方集體行動或組織的能力；規範空間則是指個人定義
與回應偏差行為之方式、亦或是過去所隸屬的社會控制類型與範圍，如：受尊敬之程度、
有無不良前科紀錄等。利用這五個層面便可決定每位行動者在社會空間結構上的位置
(location)，並瞭解行動者彼此在各空間層面分佈之差異情形或距離(distance)。接著，經由分
析每位行動者（包含原告、被告，以及所有介入的第三方）彼此間相對位置，進一步判斷
社會控制的方向(direction)，亦即是屬下告上(upward)社會控制的類型（此指社會控制的方
向是由低地位向高地位）、上告下(downward)社會控制，亦或是水平社會控制（當被害者與
被告之間的地位是平等時）
。如此，便形成衝突的社會空間結構：社會空間結構型態是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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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之相對社會空間結構而言，病患及其家屬較不傾向採取法律訴訟途
徑。一般而言，醫生與病人之間的相對地位，醫生在各結構層面如：垂直（收
入）、組織（專業結盟）、文化（教育成就、專業知識）等層面，通常屬於高
等級。因此，當病人對其醫生展現不滿時，通常是屬於下告上社會控制類型。
Mullis (1995)認為，下告上社會控制幾乎很少使用法律途徑，因為被告通常
擁有較多資源。相對地，下告上的個案往往比上告下個案更容易採取容忍或
協商賠償方式。
研究者認為，理解臺灣醫療糾紛病患及其家屬採行訴訟與否之行動，不
能以單一次選擇的思考方式，而應將採取訴訟與否置於整體醫療糾紛處理過
程來進行審視與評定。事實上，臺灣醫療糾紛病患及其家屬採行法律訴訟的
動機，可從多數案例雖已採行法律機制但繼續與醫院協商的行動方式發現，
病患及其家屬並未將法律訴訟視為捍衛醫療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也不是強
調主張應懲罰醫生的醫療錯誤行為，而是用於促使醫師進行協調、發洩對醫
師草率處理糾紛的不滿情緒，以及保障自身訴訟權益等的手段。因此，即便
採行法律訴訟途徑，卻容易因無法持續承擔訴訟成本而堅持到底。本研究有
六例採行法律訴訟，但實際上，六例中沒有任何一個案件是經由法律判決而
贏得勝訴的案件，僅案例 9 和 11 兩例是因為承辦檢察官與法官態度較偏向
病方，在半威脅的情況下建議醫方儘快與病方達成和解，創造醫病雙方私下
和解的契機。換言之，雖採行法律訴訟但最終處理結果卻多數又以接受賠償
或不了了之告終。
再者，如同前述，臺灣病患及其家屬處理醫療糾紛的方式，自行與醫療
提供者進行協調、或透過第三方介入協助調解案例仍占多數，約五至七成。
本研究所有案例於處理過程中亦都曾採行非法律訴訟機制，甚至進一步達成
和解與賠償。如表 3 所示，14 例中有 8 例是經由醫院協商與地方人士協助下
而獲得醫方口頭認錯或金錢補償，但除案例 4、10、12 三例因糾紛初期醫方

置與方向來決定。Black 認為，只要進行每個案例的社會空間結構之分析，就可預測與解釋
社會控制的變化情形。Black (1993)，頁 1-26&158-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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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錯而迅速達成和解、感受到醫方正向態度外，其餘案例即便最終獲得醫方
金錢補償，卻也在長期與醫方協商過程中，因醫方處理糾紛的防衛態度、如
同「人肉市場」的討價還價，以及尋找醫療真相困境等因素，對最終處理成
果不盡滿意。
整體而言，臺灣醫療糾紛的病患其及家屬雖有多元發聲管道，但多數仍
無法從這些管道獲得彌補醫療傷害的滿意回應。

7. 結論 ── 建構充權病患的「法律互助組織」
本研究呈現臺灣醫療糾紛病患及其家屬在特定社會脈絡中，嘗試運用其
常民知識、直覺經驗判斷、人際互動禮儀、社會網絡資源、法律機制等策略
以匯集能量，挑戰主流權威知識。即便影響力有限，卻多少已轉變原有體系
生態，彰顯病患主體的能動性。如同吳嘉苓、黃于玲(2002)所言，要理解臺
灣醫療體系的樣貌，病患的行動角度絕對無法缺席。
未來若要能進一步撼動主流生物醫學體制論述醫療傷害的權威，仍需要
在醫療糾紛處理體系中持續強化以病患為主體的發聲機制，提升病患在醫療
糾紛處理的能見度與參與度。如同 Verba et al. (1995)指出，發聲(voice)與平
等(equality)是民主參與的核心。而發聲必須清晰且大聲才能引起大眾注意。
從本研究結果來看，臺灣雖存在多元醫療糾紛處理管道，但病患及其家屬於
各管道中之發聲能力尚嫌不足，其根本問題則是欠缺以病患為主體的法律協
助組織，導致絕大多數醫療糾紛案件均面臨病患及其家屬是以個人對抗組織
的窘境。雖然，某些病患及其家屬能動員周遭人際網絡支持，但此連結關係
與持續力往往受既有人際關係強弱所影響，並因欠缺法律與醫學相關專業知
識而效用受限。同時，本研究亦有七例尋求地方人士或民意代表介入協商，
但最終順利達成和解而獲得賠償的四個案件，都是因介入協調的地方人士或
民代與醫病雙方有所關係和深厚交情，否則民意代表展現處理態度並不積
極，僅是做個秀、露露臉或公文書面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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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有關臺灣醫療糾紛處理機制的主要修正取向，是希望藉由調解
或仲裁等替代性衝突處理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以減少司法訴
訟造成醫病雙方更大損耗並達成醫療傷害去刑化之目標。事實上，過去也有
四套相類似法案之草案版本 3在臺灣立法院進行審議。但如何確保醫療糾紛之
替代性衝突處理機制能在「醫病平權」的核心原則上進行，更是該機制能否
獲得社會各界認同與正當性的重要條件。
Donald Black (1993)指出，衝突雙方的組織動員能力將影響衝突處理結
果 。 Black (1989) 亦 認 為 ， 個 人 應 參 與 法 律 互 助 組 織 4 (Legal Co-operative
Association)，使其有能力運用法律、對抗具有優勢地位的組織性團體，以減
少法律對自身權益所造成的損害或法律判決的歧視。5同時，在組織動員和使
用法律的能力取得對等基礎後，逐漸以溝通協商方式取代訴諸司法判決之
途，減少衝突雙方處理衝突時對法律訴訟的依賴，達到社會去法律化的目
標。換言之，Black 理想的法律改革方向，並非主張完全取消法律，而是經
由強化弱勢一方的組織與運用法律能力，不僅在法庭上降低因社會結構之差
異產生不公平對待的情形，即便在協商或調解的場合中，雙方亦仍立於對等
地位。如此，比較可能促發彼此誠意的溝通和關心。一方面，消弭社會結構
差異對社會控制行為與結果的影響，另一方面，透過瞭解拉近雙方的關係距
離、化解歧見，減少進入訴訟或非理性抗爭的可能性。
事實上，近年來臺灣也有數個提供醫療糾紛病患及其家屬服務的民間團
3

在此所指四種版本分別為沈富雄版、邱永仁版、行政院版，以及賴清德版。

4

Black「法律互助組織」概念之來源，主要是參照傳統 Somalia 社會中存在一種稱為 dia-paying
group。該社會中所有成年男性都隸屬於某一團體，而團體成員主要以家系(family lineage)
為基礎，同時不同團體之間存在契約協定。該團體主要工作有三：一 是，當團體成員遭受
非團體成員傷害時，進行賠償要求；二是，當團體成員傷害其他非團體成員時，則提供賠
償；第三，處理同一團體成員間的衝突。Black 進一步想像在現代美國社會中推行該團體概
念，並稱為 Legal co-operative association。見 Black(1989)，頁 47-50。

5

Black 認為，很多如同美國的現代社會因傳統家庭型態改變，使原本各種衝突事件中往往扮
演主要結盟的親屬，已放棄過去的集體責任。此時，個人唯有透過市場尋求律師或保險公
司的協助。但多數人往往因貧困而必須獨自面對法律體制，此稱為法律個人化(legal
individualism)。同註 4，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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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如臺灣醫療改革基金會、消基會、醫療人權促進會、浮木濟世會等，這些
團體所提供的服務和介入個案程度也有不同（朱柔若、林東龍，2003）。如
臺灣醫療改革基金會自成立以來，以推動醫療政策改革和建立品質與正義的
醫療環境為目標，該基金會不介入個案調處或協助訴訟，但提供處理醫療糾
紛之相關資訊和諮詢服務，使當事人了解注意事項與權益。同時，彙整書面
申訴資料，定期知會該醫院或診所。另外，協助曾發生醫療糾紛者組成互助
團體相互扶持。消基會方面，其提供服務包括法律與專業諮詢、消費者醫療
鑑定，以及協助病患與家屬與醫院進行協商。至於浮木濟世會和中華民國醫
療人權促進會 6則進一步與病患、家屬結盟，協助當事人與醫院進行對談、抗
爭，以取得醫療單位的重視與賠償。但這些團體因經費短缺和人力不足情況
下已甚少介入醫療糾紛案件處理。
相對的，醫療糾紛病患及其家屬對民間團體所提供之協助充滿期待。本
研究有四例尋求民間團體協助的案件，但並沒有達到要求醫方認錯的效果。
病患及其家屬表達希望民間團體能進一步運用該組織的醫療與法律資源協
助處理糾紛、或是協助相關家屬動員與連結的需求，卻無法獲得有效幫助。 7
由此可知，醫療糾紛病患及其家屬對民間團體的期待和實際提供協助之間明
顯的落差。
總結上述，從病患及其家屬對民間團體期待、過去相關民間團體運作經

6

該團體為一群醫療糾紛病患及其家屬所組成的團體。該協會運作初期，理事長曾多次透過
新聞媒體訴說自身經驗，吸引社會大眾重視醫療傷害問題。研究期間曾嘗試聯繫該會理事
長進行訪談，但聯絡未果。不過，本研究受訪對象中有二名為該會幹部並參與協會運作，
提到該協會長久下來只靠理事長四處奔波、但努力又得不到協會成員認同，再加上協會經
費來源有限，幾乎已呈現停頓狀態。

7

如本研究案例 5-1 指出，「我們的困難是我們互不認識，有哪些人受傷害我們不知道，各自
在角落哭泣！我說醫改會你要把人集結起來，因為你有公信力，你又不願意出面，請問我
們的醫療在哪裡？你不是叫我們自生自滅嗎？」。案例 6 也提到，「哈！消基會我才剛去，
他也說行個文啊，那有什麼用呢？我覺得消基會有點投機取巧，像重大社會事件如阿里山
小火車事件、北辰醫院他去嘎一腳，可是處理到現在也是零啊，也是循法律途徑。像我這
種一個人去找他的，他說你要試也可以啊，就是一千五百塊，郵件處理費用。……醫改會
我也有打電話去，他們就說他們比較偏向政策制訂，不介入個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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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以及 Black 對法律互助組織論述等方面來看，8未來法律互助組織應發揮
功能包含：釐清醫療傷害真相、協助醫病協調以減少訴訟、協助爭取法律權
益，以及降低未來醫療傷害風險。換言之，法律互助組織不但提供醫療糾紛
個案應有法律與醫療協助，9亦充當協調者、協助化解醫病衝突，減少後續訴
訟成本，更能在累積相關醫療傷害案例後，提供醫界改善醫療疏失的參考，
提升整體醫療服務品質。同時，從相關民間團體運作經驗來看，任何組織若
要長久發展，穩定的財源收入是非常重要的，此有賴建立完善的會員制度，
藉由平時的收費或由相關經費中按時扣除以維繫組織運作的財源， 10達到風
險分擔的效果。
據此，我們期待未來醫療糾紛解決機制能在充權病患、成立病患法律互
助組織的基礎上，逐漸走向減少對立的非法律途徑。將病患與家屬加以組
織，提供醫病協商、調解、或訴訟時，對等法律地位。當需要或迫不得已走
入法律管道中，亦能減少因社會結構差異所造成的歧視與不公義情形。

8

Black 所指法律互助組織雖以處理一般人際衝突為主，但其相關核心理念仍值得參考，包
括：第一，對於受害者的法律協助如與檢警機關接觸、協助受害者理解事件、安排相關所
需醫療或其他服務，以及在法庭上說明該事件對受害者的傷害等；第二，協助敵對雙方進
行協調，減少後續法律訴訟。同註 4，頁 51-53。

9

醫療糾紛事件涉及醫療傷害之認定。但當邀請醫療專業人員協助解讀病歷並背書時，往往
使醫界同僚卻步、深怕得罪他人。研究者曾與一名協助病患及家屬協調、抗爭的民間團體
負責人進行訪談，其提到他的經驗是將病歷寄給國外醫療單位進行鑑定，以與國內醫事審
議委員會的鑑定報告抗衡。

10

Black 亦提到會員組成問題，其認為可採取志願或強制。若採取強制性，則可與個人工作進
行連結，由個人所得中扣除法律安全(legal security)費用。而沒有工作者或弱勢者，則透過
補助方式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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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訪談大綱
1. 描述醫療糾紛經過（包含當初入院原因、醫生所下的診斷與處置、醫生
事前告知病情的情形、如何察覺不對勁）。
2. 當您察覺不對勁後，為何覺得是醫院或醫生的問題？如何向醫生提出質
疑？醫生做何回應？打算如何爭取權益的想法、主要訴求？
3. 整個解決糾紛過程中，您曾經求助或運用的資源有哪些，包括：政府機
構、民間機構、法律單位、地方人士或民意代表、自力救濟…等等（可
否依照順序）？您如何得知這些資源？之所以使用這些資源的考量和期
待？院方或醫生對各種資源或行為的回應態度？個人對這些資源使用
後之感受？
4. 曾與院方或醫生進行協調或調解的經驗。嘗試說明整個協調過程（參與
協調人員有誰？地點？誰決定調解地點與時間？醫院方面有誰出席？
對你的態度如何？）
5. 調解過程中曾經出現的爭議點（意見不合）為何？您運用哪些方法解決
此爭議（捍衛自己的立場）？醫院方面又採取哪些方法解決此爭議？結
果為何？自己如何看待此結果？
6. 最後是否達成和解？若達成和解，最重要關鍵為何？
7. 沒有達成和解之個案，是否進入訴訟？主要考量為何？
8. 事過境遷，您如何看待整個醫療糾紛的調解過程（情緒、心理狀態或生
活之影響）？什麼事件最令您難忘？如何進行調適？對醫生或醫院之看
法有否受到影響？
9. 以一個過來人之身分，您會如何建議其他醫療糾紛之病患與家屬？對未
來醫療糾紛處理制度的改革有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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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ue or No―Action Analysis of Medical Malpractice
Among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in Taiwan
Dong-Long Lin ∗,

Brian W. D. Peng ∗∗,

Wu-Chong Chen ∗∗∗

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to explore the actions of the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y involved in a medical malpractice situation. The findings include: (1)
adoption of legal mechanism seen as a ‘switch’ to act for the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heir approach for dealing with medical malpractice was ‘negotiation first, law second’;
(2) the action logic in relation to adoption of legal mechanism included ‘expectation of
good response from hospital’, ‘the extent of understanding of medical malpractice and
its settlement procedure‘, ‘litigation cost’, ‘th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of keeping whole
body’, ‘families’ opinions’ and ‘pressure from local key persons’; (3) the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ried to integrate all of their resources to challenge the mainstream
authority perspective so as to manifest “the patient as an agent” by means of common
sense, manners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social network, and law litigation in spite of
recognizing the limited influences. At last,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a ‘Legal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is required to serve as a base for empowering th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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