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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之際，金雞迎春，在此為法學界同仁獻上「法律與生命科學」第五卷第二

期之刊行，並藉此時機謹誌以發刊序言數語。 

本刊向來秉持科際整合、前瞻議題之理念，對於正在發展中之生命科學以及面臨

轉型中的法學典範，希望能扮演勇於提問、積極探索的開拓性角色。本刊之編輯

理念為，在議題取材上盡量不落俗套，不炒冷飯；在寫作風格上力求貼近現實，

問題解決導向。不可諱言，在當前學術風氣追求量產論文的環境中，前述看似平

實無奇的理想竟也變得險峻難行，必須步步為營。首先面臨的就是能結合法律與

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究者相當有限，因此我們也把本刊視為鼓勵法學新秀研究者創

作發表的園地。畢竟有不少博士生對於此領域相當有興趣，若能透過本刊促使形

成學術社群，彼此認識及觀點交流，相信對學術界也是一大貢獻。 

本期乃是以精準醫療為主軸，兩篇文章分別從精準醫療與個資保護之關係，精準

醫療與醫療責任變遷之分析切入。當然精準醫療仍不乏其他分析面向，或許可以

再做一期這個主題。此外本期也探索了公衛領域的重要議題，分別是愛滋病通報

規定以及兒童精神用藥之管制，這兩者都是經常被主流論述與政策過程忽略的，

卻也是攸關人權保障的重要議題，希望本期之文章能喚起社會大眾的關注。在此

感謝本期執行編輯梁志鳴老師處理作者聯繫及稿件送審的辛勞，也感謝本所幾位

研究生在編輯上的貢獻。我相信認真經營一份刊物，也是作為研究所的重要使命，

它是研究所對社會的回饋，也是給予學生的一種學術實作過程。今後，希望這份

刊物能持續成為一個學術平台，讓法學教授、有志進入學界的博士生、本所老師、

本所研究生等各方人才都能匯聚交流，共同齊心灌溉，在法學的土壤上長出生命

科學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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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保護與精準醫療法規關連性分析＊ 

李崇僖** 

 

摘要 

精準醫療是近年來生醫界極受重視的發展方向，無論美國、歐盟、日本或中國都將此標

舉為未來醫學的主流。然而關於發展精準醫療所需要之法規環境，國內尚缺乏充分之探

討。本文乃以個人資料保護之保護架構為基礎，在眾多個資保護議題中以缺乏個資專責

機關為影響最深遠者，也是最明確可行的改革方向。本文引述德國、法國、英國、澳洲、

日本之個資保護專責機關作為依據，證明此為國際共通標準。此外，精準醫療在實際操

作上亦會有與一般個資保護原則產生衝突之處，本文提出三點主要的衝突，一是關於概

括同意之承認與否問題；二是關於資訊蒐集落差而產生未能獲得精準醫療服務之分配公

平性問題；三是個人資料退出權之主張是否妨礙精準醫療運作之問題，此皆預示了未來

個人資料保護基本原則將面臨挑戰以及重整。本文之分析僅是初探性質，仍待後續更深

入之探討。 

 

關鍵字：精準醫療、個資保護、專責機關、概括同意、個人退出權 

 

 

 

 

 

 

 

 

 

 

 

 

                                                           
＊ 
本文為期刊執編邀稿。 

**
 臺北醫學大學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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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個資保護法制化之不足 

國際間近年來甚受重視的「精準醫療」研究，固然是個比較廣泛，涵蓋多重意義

及多種可能模式之名詞，但大致都指涉著蒐集分析更大規模的健康相關資料，以利疾病

診斷或藥物治療上的精準實現。無疑地，精準醫療之實現除須有生醫研究資源之大量投

入外，亦需要檢討現行法制環境之適應性。首當其衝的應該是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制對

於精準醫療之推動將產生哪些輔助或阻礙效果。因精準醫療乃是以大量資訊之蒐集、儲

存與分析為必要基礎，而這在本質上似乎違反了個人資料保護的基本精神，亦即個人資

料最少利用原則。然而，個人資料保護真的是建立在「個人資料最少利用原則」嗎？觀

諸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一條立法目的之揭示：「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特制定本法。」此一條文亦提出了

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此一立法目標，因此理應在個資法制中透過法律解釋方法建立

起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的合理範圍，以兼顧前述精準醫療（或其他重要公共利益實現）

與個人之人格權不受侵害之目標。 

我國從民國 84 年制訂「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來，有關個人資料保護之法

制觀念已日漸普及，但在實踐上國人似乎仍處於個人資料時常遭到濫用之疑慮，而各機

關團體亦經常困擾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制究竟如何遵循。究竟個資保護法制在我國的立法

與實踐上出現什麼問題，為何保護不足與保護過苛之說法同時存在，實在是法律史上的

一大疑團。本文認為，問題不在我國個資保護法制之立法政策是保護不足或保護過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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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係根源於我國法制的設計不足。從立法背景而言，我國制訂個資保護法制乃是因應

歐盟在1995年頒佈個人資料保護指令（Directive 95/46/EC, 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依據

該指令，各歐盟會員國應修訂其內國法，貫徹該指令所要求之個人資料保護標準。且依

據該指令，個資要傳輸到歐盟以外地區進行處理時，必須該地區之個資保護符合相當水

準（在該指令第 25 條），因此我國及其他國家乃受到歐盟之推動而建立起個資保護法制

架構。然而歐盟之個資保護指令僅宣示相關保護原則，其實際落實執行仍有待各會員國

之立法已如前述，我國在立法上僅參考移植了歐盟指令之內容，忽略了徒法不足以自行

的古訓，就造成現行狀況是在法律中宣示了諸多原則與例外，卻未料想到個資保護法制

乃牽動到各行各業及全面日常生活，因此規則的不明確性會造成之影響極其深遠。我國

的個資保護法制中未指定法律主管機關就是一大盲點，反倒是法律條文中經常可見到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這樣的規範主體，這一方面宣示了所有部會就其主管業務而

言都是個資保護的主管單位，另方面則是錯誤期待各部會有能力（或意願）建立起各該

管業務範圍之相關個資保護規範，更遑論這樣的多頭馬車如何處理規範相衝突的問題。 

尤其在健康相關之個人資料，各國法制上普遍認為是需要特別加以保護之資料，

在我國亦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六條之特種資料概念加以保護，然而所謂健康相關資料大

致上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是衛生福利部，則衛生福利部對於此一個資保護之立法規範

有哪些準備呢？甚至我們的健康相關資料應如何蒐集、儲存及利用，完全由衛生福利部

制訂政策，或者由衛生福利部與法務部共同會商制訂，真的是好的立法政策嗎？實踐

上，我們不難發現衛生福利部認為他們對個資保護法制不熟悉，因此不敢輕易制訂政策

（或詮釋法律），而法務部認為他們對健康相關資料之蒐集與儲存途徑、資料利用之價

值與合理範圍不熟悉，因此也無法越俎代庖，於是形成法律規範的空白。如果我國要推

動精準醫療發展，在這種法律空白狀態下只會成為空談。 

以上指出之我國個資保護法制之缺陷，最佳佐證方式即是參照其他國家之個資保

護法制，就可知道指定個資保護之主管機關何其重要，作為個資保護之主管機關可以發

揮哪些重要的功能。因此本文次節簡要說明在個資保護專責單位之外國相關立法例。外

國立法例上除了指定個資保護之專責機關外，對於電子病歷資料往往另有加強保護機

制，例如另設委員會對該等資料之利用加以審核把關，此點亦值得我國參考。此部分需

要另以文章詳述，本文僅針對個資保護專責機關加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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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個資保護專責機關之外國立法例 

一、  德國 

德國之個資保護法制在歐盟及世界範圍上都是最先驅者，聯邦議會於 1977 年首度

制訂規範效力及於各邦的聯邦資料保護法(Bundes Datenschutz Gesetz)，規範重點在於資

料保護機構設立的要件以及個人資料保護的首要地位。依此規定聯邦層級應設立聯邦資

料保護官機構(Bundesbeauftragter fur den Datenschutz)，負責監督聯邦的公務機關與非公

務機關其日常電信與郵務所產生的個人資料保護任務。德國境內各邦也陸續通過該邦之

資料保護法，規定設立各邦的資料保護官機構，負責監督各邦公務機關資料保護任務的

執行。而各邦的私人企業，其資料保護業務則由聯邦資料保護監督局駐在各邦的資料保

護單位管轄。德國聯邦資料保護官機構，其由聯邦政府提名，經國會表決同意後由聯邦

總統任命，任期五年，得連任一次。其任務為監督德國聯邦之公務機關、其他聯邦公法

單位、電信與郵政資料保護工作的執行，並提供有關法律規範之諮詢服務。而德國各邦

所設置之資料保護官機構亦同樣扮演監督與諮詢的功能。 

二、  英國 

英國之個資保護立法始於 1998 年的 Data Protection Act，而該法亦設有獨立的「資

訊保護官辦公室」(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簡稱 ICO)以監督政府和民間落實

個資保護。該辦公室負責受理全國超過四十萬的個人資料處理單位（data controllers）

之登記，凡是經手處理個資的單位若不進行登記則有刑事責任。此外，該辦公室亦受理

個資受害之申訴，以及制訂個資保護應遵循之規則。 

值得一提者，英國和德國的資料保護專責機關都是不僅負責個資保護落實，同時

也負責資訊自由相關法制之落實，而個資保護與資訊自由本質上具有利益權衡的關係，

亦即個資隱私保護不應絕對化，導致阻礙資訊之合理流通，及資料之合理利用，因此由

同一主管機關進行管轄，最能達到利益衡平之意旨。ICO 對於個資保護以及資訊自由兩

方面都分別訂有指導原則，以提供各機關團體（實際掌握處理個資的單位）法律意旨解

釋以及實例參考，並且讓法律之適用可與時俱進。例如最新的指導原則就涵蓋了大數據

分析(big data)與個資保護之適應性問題1，其所提出之法律意見並可接受各界之評論，

                                                           
1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Website, 

https://ico.org.uk/for-organisations/guide-to-data-protection/big-data/ (last visited Nov. 2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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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公眾溝通之效。 

三、  法國 

法國在 1978 年制訂了「資料、檔案與自由法」（Law n°78-17 of 6 January 1978 on 

computers, files and freedoms），確立個人資料保護架構，其同時亦設置了「國家資訊自

由委員會」（Commission Nationale de l'Informatique et des Libertés，簡稱 CNIL），其任務

功能與前述英國及德國之例類似，較特別處為其組成成員為十七位委員，分別由政府不

同部門（包括國會）推選出代表，但此委員會具有獨立管制機關之地位，而該委員會依

法受理各機關團體有個資處理系統者進行登記，目前共有超過八十萬筆登記。該委員亦

可頒佈法律執行之相關細部規範，使各機關團體可資遵循。 

四、  澳洲 

澳洲在 1988 年制訂了隱私法（Privacy Act），而在 2010 年則制訂了澳洲資訊保護

官專法（Australia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Act），依據該法設立了資訊保護官辦公室

（Office of Australia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簡稱 OAIC）。OAIC 分設有三個官員，

分別是國家資訊官（Australian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隱私保護官（Privacy 

Commissioner）、資訊自由官（Freedom of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此三個官員各有

其職掌但又相互合作，制訂包括個資保護、資訊流通以及國家資訊安全等政策2。 

五、  日本 

日本在 2003 年制訂了個人情報保護法，但在其後實務運作上亦發現到未指定專責

機關的結果是法律適用不明確，造成許多社會運作上因擔心個資法律爭議而陷入保守被

動情況，因此該國在 2015 年因應網路科技與資訊運用新趨勢，而新修個人情報保護法，

不僅大幅革新個資保護法律架構（包括知情同意之強化等），並設置「個人情報保護委

員會」，作為獨立行使職權之管制機關。依據該法第 63 條規定，委員會由九名委員（含

委員長）組成，其中四位兼任，另五位為專任委員，必須經參眾兩議院審議同意，方由

內閣首相任命，任期五年。委員會之任務為：1.制訂個資保護基本方針，2.對個資匿名

化之監督，並受理當事人之申訴 3.認定依法需特別強化個資保護自主規範之團體，4.

                                                           
2 The Office of the Australian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Website, 

https://www.oaic.gov.au/about-us/who-we-are/australian-information-commissioner-act (last visited Nov. 2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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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與法律宣導、調查、解釋適用有關之事項3。 

由前述簡述可知，針對個資保護法制設置專責機關乃是各國立法通例，日本亦追

隨此立法趨勢而翻修其個資保護法制，就此而言，我國之個資保護法制仍遠遠落後於國

際法制趨勢，有待急起直追。 

參、 精準醫療之個資保護難題 

究竟個資保護法制中設置專責機關有多重要呢？除了解決當前我國在個資保護實

務上所面臨的資安標準不明確，例外條款缺乏主管機關審核等問題外，在未來的精準醫

療發展趨勢下，將會有更多個資保護的新挑戰出現，若缺乏專責機關進行法律解釋、細

部規範制訂、個案審核、有效稽查等任務，則法律上的模糊狀態將會更行惡化。以下簡

述精準醫療在研究上與臨床應用上可能面臨之個資保護新課題，以說明個資保護專責機

關之重要性。 

一、  概括同意之倫理性 

精準醫療之概念理論上透過健康相關資訊之匯流達到大數據分析之效果，對於疾

病預防、診斷與治療方法可得出更精確之知識。然而在個資保護之法制架構下，健康相

關資訊之蒐集必須符合特定目的之告知，且在該特定目的下處理與利用，唯有特殊例外

情形才可容許為蒐集目的外之利用。但前述資訊匯流往往事先匯聚資料，才以大數據技

術發現特定模式，而非傳統上先界定問題，再蒐集資料。此種研究典範的轉移，將徹底

挑戰個資保護法制之基本前提（見下圖）。 

                                                           
3
 関 啓一郎，個人情報保護法，2015 年出版，頁 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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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種研究方法中，資料蒐集將不可避免須以概括說明方式告知資料提供者並取

得其同意，其同意之範圍將是非特定之研究或利用目的。此種概括同意是否能與個資保

護之基本原理相容？若能以專法加以合法化，是否需要其他的保護機制作為配套？本文

認為透過專責機關對概括同意之內容以及同意後之利用方式監督，將會是可行的保護機

制。 

二、  資料匱乏形成弱勢群體 

運用大數據分析以達成精準醫療之目標，看似為理想的醫療政策方向，但其實資

訊匯流過程中難免存在著「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傳統上所關心之數位落差是弱

勢群體（經濟上或地理上）近用數位資訊之機會較少，以致數位科技發展更強化了既有

的社會階層差距。精準醫療等大數據應用下的數位落差將會是新的意義，係指經濟上、

地理上或其他因素使某些群體的個人資料未能被有效蒐集與分析，表面上看來這些人個

資獲得較大程度的保護（因為隱私風險較低），但實際上卻會使這些人在就醫或其他社

會生活層面上受到更多不便，或甚至與醫療服務（或其他商業服務）模式格格不入，而

成為被新科技遺落的一群人。對此問題之回應，必須以新科技之普及應用來協助這些弱

勢群體融入數位資訊匯流，同時降低其隱私風險。因此個資保護專責機關之角色就包括

推廣個資保護與資訊匯流之普及化，就像過去在解決前一種數位落差時強調的普及數位

通訊服務相類似，只不過重點應從通訊技術普及轉變為個資蒐集與保護之普及，此非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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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機關不足以勝任。 

三、  個人資料自主權之限制 

如前所述，基於精準醫療的即時分析性，運用機器學習與預測分析模式，幾乎不

可能事前知道資料分析之目的（問什麼問題），也不知道會蒐集到什麼資料，因此無法

事前向當事人說明所需要蒐集之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為何。因此，納入精準醫療與大

數據研究的當事人勢必以概括同意方式參與。概括同意就必須搭配自由選擇退出之權

利，才能維持個資保護基本原則（資料自主權）。然而個人資料自主權也可能成為瓦解

精準醫療的一個致命問題。 

精準醫療之臨床上意義除了可以讓診斷與治療更為準確，讓病人獲得高品質之照

護服務外，精準醫療也具有公衛政策上之意涵。舉例而言，在決定有限的緊急醫療資源

應如何分配時，每位病患個人的情況以及對病情可能發展之掌握，就是決策的重要依

據。同樣地在決定住院病床分配的優先順序時亦同，病患個人的病歷、家族病史、基因

特質等都會是分析因子。 

若某病患發現大數據之分析結果對其個人無法產生有利結果，例如急診資源或住

院機會將受到影響，此時可能要求退出相關醫療資料庫並禁止對其個人資料加以分析利

用，如此則將某程度地形同不公平地享受既有醫療決策規則以外之特權。若每個人都採

此策略，則大數據與精準醫療之運作勢必瓦解。因此事後退出權理應受到限制。在精準

醫療之實務運作上，勢必要搭配醫療法制上之重新界定，哪些是醫院的決策空間，哪些

是病患可自主決定的範圍，否則醫療人員將無所適從。簡言之，精準醫療期待的是個人

提供其健康資訊作為研究或臨床利用，其宗旨除了部分的當事人自利動機外（改善個人

所受到醫療品質），仍有相當程度的利他意涵。而當自利與利他出現衝突時，個資保護

原則是否應受到限制？此問題涉及作為科技公民之權利與責任平衡問題，透過專責機關

之公開透明審議，帶動社會之公共辯論，方有可能為此找出新的法律秩序。 

肆、 回應與挑戰 

其實當代關於個人資料保護與生醫研究需求之調和問題由來已久，並非在大數據

科技與精準醫療的研究領域中才首次遭遇此挑戰，因此對於前述個資保護法制面臨之議

題，仍可藉助已經形成之制度經驗作為回應基礎。尤其近十年來世界各國為推動基因醫

學之研究，而積極建構人體生物資料庫(Biobanks)之設置及審視其倫理架構，就是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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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應用於精準醫療之個資保護原則。例如美國從 2015 年 9 月提出精準醫療之倡議以來，

已經提出隱私保護原則4，其內容實際上與歐洲各國在生物資料庫之治理倫理架構中所

提出之原則非常類似，就是最佳例證。由於資料在蒐集時是以概括目的之同意為之，因

此特別強調資料庫治理之透明性與民主代表性，此外對於參與者之事後退出權也給予特

別保障。生物資料庫之倫理治理源起於歐洲，近年來美國透過精準醫療之政策也積極引

入此一治理原則。反觀我國情況則是不進反退，生物資料庫之政策透過制訂特別法加以

制度化，卻未能平息各方對生物資料庫運作之疑慮，也未能建立起民眾對生物資料庫（及

廣義的基因體醫學研究）應有倫理治理原則之正確理解。換言之，關於前述精準醫療與

個資保護之法規調適問題，對於歐美國家可行的回應方案，在我國卻是重大挑戰，目前

尚未見有解決之曙光。 

                                                           
4 The White House Website, 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 Privacy and Trust Principles,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cision-medicine (last visited Nov. 2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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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醫學趨勢下醫藥產業及醫事人員法律責任與 

政策議題：風險利益分析觀點 

何建志
＊
 

摘要 

精準醫學有助於提昇醫療水準與病人福祉，但相對的，當人類具有更多知識之後，卻也

可能承擔更多責任。當藥廠、醫師及藥師沒有及時掌握最新醫學新知並採取適當行動，

則可能成立法律上商品責任或業務過失責任。關於這些法律責任，本文首先將舉例說明

可能涉及精準醫學的一些相關法律規範。其次，在法理學及政策立場上，本文認為關於

應用新科技相關民事、刑事或行政法律責任之成立要件及範圍，在解釋適用上應考慮實

證醫學證據、行為之社會利益及風險，當事人之認知與意願，以及利害關係人彼此間法

律關係。基於這種整體而平衡的法律思維，才能兼顧社會客觀利益與個人主觀自由意志，

並使法律成為管制醫療科技發展之理性架構。在具體的法律責任議題上，本文根據用藥

安全性及有效性，分別探討藥廠、醫師及藥師之法律責任要件與範圍。 

 

關鍵字：精準醫學、藥物基因體學、個人化醫療、基因檢驗、知情同意、藥事法、藥師

法、商品責任、業務過失 

 

 

 

 

 

 

 

 

 

                                                
＊ 臺北醫學大學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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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精準醫學之概念 

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2015年 1月公布了精準醫學計畫（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

預計撥款 2億 1千 5百萬美元預算補助相關研究、基礎建設及改善法律管理制度，以提

升醫療科技與國民健康1。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認為，所謂「精準醫學」是指「根

據每一個人在基因、環境及生活形態個別差異所興起的治療及預防疾病取向」2。以往西

方醫藥研發與治療方式預設一般病人（average patient）為對象，以相同藥品治療所有病

                                                
1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Obama’s 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01/30/fact-sheet-president-obama-s-precision-medicine-
initiative (last visited May 25, 2016). 

2 Lister Hill National Center for Biomedical Communications, 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PRECISION MEDICINE 
https://ghr.nlm.nih.gov/primer/precisionmedicine.pdf (last visited May 25, 2016). 

目次 
壹、精準醫學之概念 
貳、法律對精準醫學發展應用之各種影響

參、藥廠之法律責任 
    一、只對特定人口安全、有效之藥品  
        是否合法？              
    二、藥品標示之重要性日益增加 
肆、醫師之法律責任 
    一、醫師未告知說明藥物基因體學資
     訊是否合法？  
       （一）基因與用藥「安全性」資訊 
       （二）基因與用藥「有效性」資訊 
    二、醫師不使用精準醫學是否構成醫
     療過失？ 
       （一）安全性  
       （二）有效性  
     

    三、仿單標示外使用是否違法、有 
過失？     
（一）精準醫學科技顯示仿單

標示外使用可能不具備

有效性或安全性 
（二）精準醫學科技顯示仿單

標示外使用可能具備有

效性 
伍、藥師之法律責任  
    一、藥師作為藥品經銷商： 

商品責任 
    二、藥師作為專門職業醫事人員： 

警告義務與業務過失責任 
       （一）當藥師已知病人基因型 
       （二）當藥師不知病人基因 
陸、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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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然而某些人並未得到成功治療，甚至藥物不良反應造成病人傷害或死亡。如果臨床

治療能夠配合每一個人在基因、環境及生活形態個別差異，將可提升治療成效並減少醫

療副作用引發的龐大社會成本。 

美國政府的精準醫學計畫不但對於臨床醫療有重要影響，其中所牽涉的產業機會

利益更是相當可觀，因此引起各國產、官、學界高度重視。不過事實上，精準醫學在內

容上並非全新概念。於人類基因體計畫結束前，早有論者倡議所謂個人化醫療

（personalized medicine），亦即結合個人臨床、遺傳、基因體、環境等資訊，對病人加

以分類提供差異化醫療照護。例如 1999 年時華爾街日報記者便報導個人化醫療當時現

況與前景，並刊載於專業醫學期刊3。而至 2009年時，個人化醫療已獲得更多進展，更

成為產、官、學界領導人所標榜的趨勢4。由於個人化醫療與精準醫學在內容上有重疊之

處，某些人便將此二者認為是可以互換使用的同義詞。但由於個人化醫療詞彙可能讓人

聯想為針對每一個人設計獨特的治療，因此美國政府相關單位目前傾向於使用精準醫學

一詞取代個人化醫療5。 

貳、 法律對精準醫學發展應用之各種影響 

從商業模式角度而言，在精準醫學之消費及供應鏈當中，其利害關係人包含：一、

供給者，由藥廠提供藥品，生物科技公司提供診斷器材、試劑或基因分析服務；二、使

用者，亦即病人；三、決定者，由專業醫師建議病人使用特定藥品或醫療器材6；四、付

費者，可能由商業保險公司、社會保險或病人自費支付相關費用。 

法律制度對於精準醫學消費及供應之影響，可表現在以下二方面： 

一、法律制度是否鼓勵使用精準醫學相關科技？由於精準醫學仍在發展當中，其應

用效果可能具有不確定性，然而另一方面新科技價格往往比現行標準療法更加昂貴，因

                                                
3 Robert Langreth & Michael Waldholz, New Era of Personalized Medicine Targeting Drugs For Each Unique 

Genetic Profile, 4 ONCOLOGIST 426 (1999). 
4 Geoffrey S. Ginsburg & Huntington F. Willard, Genomic and Personalized Medicine: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154 TRANSLATIONAL RESEARCH 277 (2009). 
5 COMMITTEE ON A FRAMEWORK FOR DEVELOPING A NEW TAXONOMY OF DISEASE, TOWARD PRECISION 

MEDICINE: BUILDING A KNOWLEDGE NETWORK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AND A NEW TAXONOMY OF 

DISEASE 125 (2011). 
6 在倫理及法理上而言，病人擁有身體自主權，本當為醫療決策之決定者。但病人不具備專業知識，實
際上多聽從醫師建議而接受特定治療方法，因此在產業角度而言醫師才是主要的決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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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社會保險是否支付基因檢驗費用及藥品，以及私人健康保險契約是否包含使用精準醫

學科技，將會影響民眾使用精準醫學之誘因。 

二、法律責任是否將阻礙或逼迫醫療機構與醫師使用精準醫學？如果對病人使用

精準醫學卻沒有達成預期效果，醫療機構與醫師是否成立債務不履行之契約責任？如果

法律制度不能提供免責或其他適當保護，是否將導致醫療機構與醫師不願積極嘗試使用

新科技？反之，當特定基因檢驗項目及藥品已經被證實具有安全性及有效性，當醫療機

構與醫師不使用精準醫學，是否傷害了病人治療利益？是否構成醫療過失責任？如果部

分醫療機構與醫師率先使用精準醫學，是否導致其他醫療機構與醫師成為落後者，從而

落後者之醫術成為不合醫療常規或醫療水準而可能成為訴訟被告？ 

鑑於法律責任對於醫藥產業及臨床治療影響重大，本文由臨床實務及產業導向，針

對精準醫學服務供應鏈中某些重要利害關係人（藥廠、醫師、藥師），分別討論其可能

的法律責任及免責事由。關於這些法律責任，本文首先將舉例說明可能涉及精準醫學的

一些相關法律規範。其次，在法理學及政策立場上，本文認為關於應用新科技相關民事、

刑事或行政法律責任之成立要件及範圍，在解釋適用上應考慮實證醫學證據、行為之社

會利益及風險，當事人之認知與意願，以及利害關係人彼此間法律關係。基於這種整體

而平衡的法律思維，才能兼顧社會客觀利益與個人主觀自由意志，並使法律成為管制醫

療科技發展之理性架構。此外，關於法律制度是否鼓勵保險人支付精準醫學科技，另涉

及醫療資源分配正義之複雜議題，則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於此一併說明。 

參、 藥廠之法律責任 

在法律上，藥廠生產銷售藥品的可能責任型態包含：一、設計瑕疵，例如配方組合

或藥品成分結構不具備足夠安全性或有效性；二、生產製造瑕疵，例如因機器硬體、軟

體誤差、人為操作不當或原料遭受污染導致藥品品質不良；三、說明警告瑕疵，例如在

產品包裝或說明書上未提供充分指導或警告資訊。以下本文根據精準醫學藥品特徵，分

別討論藥廠可能法律責任問題。 

一、 只對特定人口安全、有效之藥品是否合法？ 

藥廠生產藥品屬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 1 項之「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

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

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自風險管理角度而言，消費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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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對民眾提供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屬於事後救濟措施。由於藥品對於人民健康安全有重

要影響，因此藥事法針對藥品建立了事前審查管理制度，以更有效維護人民用藥安全。 

當藥廠生產銷售藥品能通過藥政主管機關之嚴謹查驗登記程序，取得藥品許可證

（藥事法第 39條參照），且依法在仿單（藥品說明書）上刊載標示主要成分含量、用量

及用法、主治效能、性能或適應症、副作用、禁忌等安全資訊（藥事法第 75條參照），

原則上可認為「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因此早年外國法院判

決，如 1966年美國 Lewis v. Baker案7，法院認為藥品經過適當測試並取得主管機關核

准上市，且有適當標示及警告，在法律上即屬於合理安全性產品。而國內近年臺灣士林

地方法院 99年度醫字第 13號民事判決也認為，經主管機關許可，尚在許可證有效時間

之藥品，附有警語及注意事項標示者，符合目前科技及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8。 

不過事實上，藥品上市前即便經過嚴謹臨床試驗，但因受試者人數有限，且基於科

學效度及研究倫理考量，招募受試者必須有種種納入排除條件限制，因此實驗結果只能

證實藥品在控制條件下具備有效性（efficacy），但不能絕對代表上市後用於真實世界廣

大人口之實際療效（effectiveness）。因此先進國家對於上市後藥品設有「藥物安全監視

管理」制度，而國內也在 2004 年加以引進而修改藥事法第 45 條9，授權主管機關訂定

發布「藥物安全監視管理辦法」。一旦發現藥品上市後有安全問題，主管機關得命藥廠

限期改善，嚴重者可廢止藥品許可證強制命令藥品下市10。 

                                                
7 Lewis v. Baker, 413 P.2d 400 (Or. 1966). 法院判決原文表示：We hold that upon such facts a drug, properly 

tested, labeled with appropriate warnings, approv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nd marketed 
properly under federal regulation, is, as a matter of law, a reasonably safe product. 

  另外附帶一提者，政府主管機關之核准在訴訟中對藥廠有利，但卻也是雙面刃。如果受害人能舉證，
藥廠於申請藥品上市過程中提出不實文件或不完整資料而獲得政府許可，藥廠在訴訟上反而處於極為

不利的地位。鑑於資料完整性（data integrity）有助於藥品提前上市，且可在日後作為法律訴訟辯護
理由，因此當代製藥產業已高度重視資料完整性。 

8 在一件疑似使用避孕貼片導致年輕女性阻塞性中風及半身不遂藥品訴訟案件，受害人向國內進口商請
求損害賠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99年度醫字第 13號民事判決表示：「被告嬌生公司並依法向行政院
衛生署申請並取得輸入許可，目前尚在有效輸入期間；所有系爭貼片產品在仿單中皆詳細揭露作為賀

爾蒙避孕法所承載之風險，並特別針對血栓栓塞及相關血管疾病為警語及注意事項之標示，且將系爭

貼片列為處方用藥，必須在臨床醫師之指示控制下使用，仿單並指引臨床醫師如何判斷及處理血栓栓

塞相關問題，包括為停止使用系爭貼片之指示，均已詳細記載等情。…堪認系爭貼片之進口販售已符

合目前科技及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9 藥事法第 45條：「經核准製造或輸入之藥物，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得指定期間，監視其安全性。藥商於
前項安全監視期間應遵行事項，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10 藥事法第 48條：「藥物於其製造、輸入許可證有效期間內，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重新評估確定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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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藥品臨床試驗及產業實務可知，在藥品制度政策上法律不宜將主管機關

核發許可證視為對藥品安全性之保證，因此前述 1966年 Lewis v. Baker案的法律見解只

能作為藥品上市後訴訟案件參考因素之一，可在個案中被推翻。例如 1974 年 McEwen 

v. Ortho Pharmaceutical Corporation案11，法院即不採納 Lewis v. Baker判決見解。事實

上，核發藥品許可證在法律性質上屬於行政處分，只是藥政主管機關經過風險利益評估，

認為藥品具有一般、相對之安全性（safety）及有效性（efficacy）。因此，藥政機關核發

藥品許可證，固然不能支持藥品具有絕對安全性及有效性，甚至於也不一定能支持藥品

具有相對上之安全性及有效性。國內學者陳昭華、鐘鏡湖等人指出：「通過衛生署檢驗

之藥品標準僅為最低必要標準，未必具相對之安全性，以衛生署檢驗之藥品標準判斷科

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即有疑義12。」 

不過另一方面，由藥品安全及有效之相對性而言，如果法律一概要求藥品必須對所

有人都具有安全性及有效性，必須一概為任何藥品不良反應負責，則許多有益社會藥品

勢必無法上市銷售。由法律經濟分析角度而言，如果藥品所帶來之社會利益高於社會成

本，且病人也認知到使用藥品之可能利益與風險而自願接受，則法律應准許其上市銷售

並免除其法律責任13。而根據美國侵權行為法，傳統上被告藥廠得在個案中引用不可避

免危險產品（unavoidably unsafe product）抗辯以免除其設計瑕疵責任14。換句話說，傳

                                                
全或醫療效能疑慮者，得限期令藥商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廢止其許可證。但安全疑慮重大者，得逕

予廢止之。」 
11 感謝匿名審稿人提供本案例補充本文原先不足之處。 
12 陳昭華、鍾鏡湖、彭怡靜、曾禎祥，藥商暨醫事人員對於藥物不良反應之民事責任，頁 163（2016
年）。其實國內食品藥物管理署近年來已積極改善藥品管理制度，期許能與先進國際標準一致。如果

國內藥政官員與藥學專家看到學者批評藥政機關之檢驗只是「最低必要標準」，恐怕會令眾多官員、

專家相當不以為然。為期使法律適用兼顧保障人權及尊重科學專業，本文建議，在民事訴訟上，關於

藥政機關核發藥品許可證可否作為法院認定藥品具有相對安全性之標準，原則上可作為初步證據或表

面證據（prima facie evidence），但允許當事人舉證推翻，法院也可獨立審判決定是否接受。 
13 其實刑法上早有所謂容許風險（erlaubtes Risiko），以准許各種社會有益行為能在適當範圍內合法運
行。關於容許風險之觀念，見周漾沂，風險承擔作為阻卻不法事由—重構容許風險的實質理由，中研

院法學期刊，14期，頁 169-243（2014年）。本文認為，判斷社會有益行為之可容許風險範圍，應兼
顧社會客觀利益及個人主觀認知，因此傳統法學與經濟分析仍有其交集之處。 

14 吳淑莉，從柔沛案論處方藥之消保法商品製造人責任，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32期，頁 15-17
（2011年）；值得注意者，由於「不可避免危險產品」涉及爭議藥品政策以及抽象法律概念解釋不確
定問題，美國侵權行為法彙編第二版註解 K（Comment K）關於「不可避免危險產品」註解之司法應
用，在美國各州並不相同，少數州法院認為可概括適用於所有處方藥，而多數州認為必須個案認定，

並非所以處方藥均可適用註解 K。關於這部分美國法律介紹，見陳昭華、鍾鏡湖、彭怡靜、曾禎祥
（註 11），頁 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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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行政法律及民事法律，早已不要求藥品必須對所有人都具備安全性及有效性。 

以往藥廠生產藥品常針對懷孕婦女、兒童或特定病史人士提供警告或禁忌說明標

示，已帶有商品分眾化之概念。而藥物基因體學將原本合法的藥品分眾化推向極致，當

然更合乎藥政法律管理制度保障用藥安全之目的。換句話說，如果藥廠根據藥物基因體

學，故意設計出只對特定基因型人士具有安全性、有效性產品，但是對於其他人之安全

性、有效性並未進行臨床試驗證實，如果獲得政府主管機關核發藥品許可證，且在產品

上附加適當說明及警告標示者，原則上亦可滿足消費者保護法第 7條第 1項「符合當時

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要求，而可免於產品責任。 

二、 藥品標示之重要性日益增加 

由於製藥在研發、生產製造方面屬於高度專業化產業，一般消費者往往沒有能力舉

證健康受損與藥品設計或生產製造有因果關係，且藥廠亦可舉證已通過人體試驗與政府

法規要求，從而以往藥廠很少因為藥品設計或生產製造瑕疵而敗訴。在歷來國內外藥品

訴訟中，原告最常使用的法律理由便是主張藥廠在說明警告方面有瑕疵。 

關於藥品責任訴訟，美國法院已發展出專業中間人原則（the learned intermediary 

doctrine）可作為藥廠法律抗辯事由。原則上只要藥廠在產品標示上充分告知風險，則應

由醫師等專業中介者對病人選擇藥物之風險負責，而近年的判決則認為修正為，如果是

可直接對民眾銷售之非處方藥，藥品標示說明亦應針對消費者為之15。不論如何，如藥

廠能夠在藥品標示上提供充分說明警告即可免於法律責任。 

在 Cassidy v. SmithKline Beecham Corp.案16，顯示了隨著精準醫學發展，消費者更

有可能根據新科技主張藥廠沒有善盡說明警告義務。美國 FDA 在 1998 年 12 月核准

LYMErix 疫苗上市用以預防萊姆病（Lyme disease），而這種疫苗可有效保護近 80％接

種者。但上市不過短短三年後，生產者葛蘭素史克藥廠（GlaxoSmithKline）卻於 2002年

2月以市場銷量不佳為由而停售疫苗。事實上，於 1999年 12月，美國賓州開始有 121

名原告主張該疫苗引發嚴重副作用而對藥廠 SmithKline Beecham（後經併購成為

GlaxoSmithKline）提起集體訴訟。而科學研究顯示，帶有 HLA-DRB1*0401基因者可能

                                                
15 吳淑莉（註 10），頁 18-20；陳昭華、鍾鏡湖、彭怡靜、曾禎祥（註 10），頁 58-63。 
16 Cassidy v. SmithKline Beecham Corp., No. 99-10423 (Pa. Ct. of Common Pleas). 本案經訴訟雙方和解結
案，並無法院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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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接種該疫苗導致罹患自體免疫關節炎風險增加。 

在 2001 年 1 月，美國 FDA重新召集調查委員會，訴訟原告律師在聽證會中表示

藥廠在人體試驗過程中掩蓋不良反應報告，而在上市後未提供充分警告。雖然 FDA調

查後仍認為 LYMErix疫苗利益大於風險，但於 2003年 7月 GlaxoSmithKline藥廠與訴

訟原告達成訴訟和解，同意支付 1百萬美元律師費，但除此之外不對原告個人提供財務

補償。雖藥廠仍宣稱損害並非疫苗所導致，但原告律師認為逼迫藥廠將疫苗下市已達成

訴訟目的17。 

藥品是一種受到高度法律管制的商品，實務上藥政主管機關在審查藥品上市時，必

同時審查藥品包裝標示及藥品說明書（仿單），因此藥廠對於醫事人員及消費者之說明

警告，藥政主管機關上市審查程序扮演了首要的守門人角色。以美國為例，目前聯邦藥

物查驗登記法規並未強制要求藥廠提出藥物基因體學資料，而是鼓勵、指導藥廠自願提

出藥物基因體學資料18。至於在藥品標示方面，目前 FDA 針對已核准上市藥品整理出

藥物基因體學生物標記（pharmacogenomic biomarkers）清單19供產業界及醫藥專業人士

參考，這些生物標記可用於描述藥品作用機制、不良反應風險及根據基因調整劑量等方

面。 

在歐洲方面，根據歐洲聯盟 2001年人用藥品指令（Directive 2001/83/EC）第 8條

及第 11條，申請上市許可藥品必須檢附產品特性概述(Summary of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SmPC)。而歐洲藥物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則在 2009年修正公布產品特

性概述準則20，要求在適應症（4.1）、給藥劑量（4.2）、禁忌（4.3）、警告（4.4）、

藥品交互作用（4.5）、不良反應（4.8）、藥效學（5.1）、藥物動力學（5.2）等方面標

示對特定基因型人口之差異。 

由前述 Cassidy案可知，藥品及標示即便已通過 FDA核准，但如果科學研究顯示

藥品對於特定基因型人口具有風險，藥廠仍可能在面臨訴訟風險。由於藥品行政法規只

                                                
17 L. E. Nigrovic & K. M. Thompson, The Lyme Vaccine: A Cautionary Tale, 135(1) EPIDEMIOL. INFECT. 1 

(2007). 
18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GUIDANCE FOR INDUSTRY PHARMACOGENOMIC DATA SUBMISSIONS 

(2005). 
19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able of Pharmacogenomic Biomarkers in Drug Labeling 

http://www.fda.gov/Drugs/ScienceResearch/ResearchAreas/Pharmacogenetics/ucm083378.htm (last visited 
May 25, 2016). 

20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A GUIDELINE ON SUMMARY OF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SMPC) (200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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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障消費者的手段之一，法院在民事訴訟上仍可參考其他證據判斷藥廠應負法律責任。

在國內民事訴訟案件，原則上被告違反行政法規可被認為具有過失（民法第 184條第 2

項21參照）。然而被告行為合乎行政法規卻不一定當然可免於過失。換言之，在民事訴訟

案件中，行政法規屬於判斷過失參考標準之一，但對於民事法院沒有絕對拘束力。尤其

是行政法規標準落伍過時者，法院更有理由不採納之22。 

藥廠為了保護自身免於因說明警告欠缺而面臨訴訟，便有誘因在藥品上市時在藥

品標示及仿單上提供藥物基因體資訊，亦有誘因根據新科學證據事後申請變更藥品標示

及仿單內容。例如，美國 FDA於 2009年許可 cetuximab （商品名 Erbitux）與 panitumumab

（商品名 Vectibix）二種大腸直腸癌藥品變更標示，註明 KRAS基因變異者使用這些藥

品無法獲得療效，而具有 KRAS基因變異者佔大腸直腸癌患者 35-40％人數，避免讓這

些病人使用該藥品約可節省美國 9億美元醫療支出。此外，美國 FDA在 2010年針對抗

凝血劑 warfarin 許可變更標示，針對 CYP2C9 及 VKORC1 基因建議初始用藥劑量23。

然而，如果藥品上市後已有相當科學證據顯示該藥品對特定基因型病人屬於無效或甚至

有害，藥廠未能及早變更標示並提出警告，恐怕日後面臨受害者訴訟時在法律上處於不

利地位。 

肆、醫師之法律責任 

在精準醫學相關法律責任討論中，說醫師居於法律責任之核心並不為過。如前所

述，當藥品經過適當之測試、生產製造程序，並獲得主管機關審查許可上市，藥廠可引

用許多法律理由免除產品責任。而醫師在臨床上面對各種病人，必須根據專業判斷謹慎

選擇對病人最為安全、有效藥物，且必須尊重病人自主權獲得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

後執行醫療行為。一旦病人用藥發生不良反應，醫師經常是首先面臨法律訴訟的對象。

在精準醫學趨勢下，醫師可能面臨的法律責任問題如下： 

一、 醫師未告知說明藥物基因體學資訊是否合法？ 

根據醫師法第 12條之 1及醫療法第 81條，醫師及醫療機構應向病人告知「用藥、

                                                
21 民法第 184條第 2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
過失者，不在此限。」 

22 GRAHAM DUKES, THE LAW AND ETHICS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171-173 (2006). 
23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PAVING THE WAY FOR PERSONALIZED MEDICINE: FDA’S ROLE IN A NEW 

ERA OF MEDICAL PRODUCT DEVELOPMENT 39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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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24。由於法律並未強制要求醫師用藥必須獲得病人同意書，

因此醫師以口頭或其他方式告知即可符合法律規定。而在國內醫療實務上，如果涉及高

價自費藥品或高風險藥品，醫療機構為求慎重起見在用藥前會提供同意書予病患，於病

患簽署同意書後使用藥品進行治療。 

隨著精準醫學及藥物基因體學之進展，未來可望有更多藥品在使用上必須配合病

人基因型，然而藥物基因體學資訊是否屬於醫師告知說明義務範圍？根據前述醫師法第

12 條之 1 及醫療法第 81 條規定，醫師用藥告知說明事項至少應包含「可能之不良反

應」。如果藥品標示或仿單已針對病人基因型用藥安全註明警語或禁忌，或者藥政主管

機關針對病人基因型用藥安全發布公告，則醫師使用藥物前應向病人告知說明基因型與

用藥安全事宜，並可建議病人用藥前接受基因檢驗確認基因型以維護病人安全。目前國

內主管機關相關公告舉例如下： 

1. 癲癇與神經性疼痛藥品 carbamazepine 

2008年 9月 1日行政院衛生署衛署藥字第 0970329413號公告：「從回溯性研究報

告得知，祖先為中國漢民族的病患，使用 carbamazepine 引起史蒂文生氏強生症候群／

毒性表皮溶解症（Stevens-Johnson Syndrome/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 SJS/TEN）之皮

膚反應，與人類白血球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 HLA-B*1502 ）基因有高度相

關性。史蒂文生氏強生症候群在某些亞洲國家（例如臺灣、馬來西亞、及菲律賓）有較

高的發生率（罕見而非極罕見），這些國家帶有 HLA-B*1502基因人口的盛行率較高。

若病人的祖先屬於可能帶有 HLA-B*1502基因的亞洲族群，在使用 carbamezapine治療

前，宜考慮檢測是否帶有 HLA-B*1502基因。」 

2. 痛風藥品 allopurinol 

2009年 7月 7日行政院衛生署衛署藥字第 0980361467號公告：「從回溯性研究報

告得知，使用 allopurinol引起史蒂文生氏強生症候群／毒性表皮溶解症（Stevens-Johnson 

Syndrome/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SJS/TEN ）之嚴重皮膚反應，與人類白血球抗原

（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B*5801 ）基因有統計學上明顯相關性。史蒂文生氏

強生症候群在某些亞洲國家（例如臺灣、馬來西亞、及菲律賓）有較高的發生率（罕見

                                                
24 醫師法第 12條之 1：「醫師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家屬告知其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
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醫療法第 81條：「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
偶、親屬或關係人告知其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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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極罕見）。台灣族群帶有 HLA-B*5801基因的盛行率比歐洲族群及日本族群較高。

在使用 allopurinol治療前，宜考慮檢測是否帶有 HLA-B*5801基因。」 

3. 血小板凝集抑制劑 clopidogrel 

2010年 11月 26日行政院衛生署署授食字第 0991413725號公告：「目前已有檢驗

方法可用於確認病人之肝臟酵素 CYP2C19 基因型。若確認病人為肝臟酵素 CYP2C19

代謝功能不佳者，可考慮調整 clopidogrel藥品劑量或選擇其他治療方式。」 

目前藥物基因體學資訊屬於醫療新知，如此高度專業的資訊是否屬於醫師依法應

向病人告知說明事項？如果民眾教育水準不足，在臨床上一一告知病人藥物基因體學資

訊是否滯礙難行？本文基本立場如下：首先，基因是個人一生不變的生理特徵，個別病

人本身的基因型有可能影響使用多種藥物之有效性或安全性（例如涉及代謝藥物之肝臟

酵素基因），如醫師能及早告知病人，便能維護病人終身用藥有效性或安全性。其次，

以衛教提昇病人醫藥知識、維護病人安全，原本屬於醫師職責範圍。如醫師以病人教育

水準不足而怠於提供必要衛教，整體社會醫療水準如何進步？ 

（一） 基因與用藥「安全性」資訊 

在政策及法律觀點而言，本文認為醫師至少應向病人告知基因與用藥「安全性」資

訊，尤其是政府機關已經明文公告要求或建議醫師應詢問或檢查病人基因資訊者。例如，

前述 2008年 9月 1日行政院衛生署衛署藥字第 0970329413號公告，以及 2011年 6月

20 日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健保審字第 1000054075 號令規定：「1.使用於新病

患：（1）處方使用 carbamazepine成分藥品之前，應先檢查病患 IC健保卡是否已註記曾

檢測帶有 HLA-B 1502 基因，檢測結果為陽性者，不得開立 carbamazepine 成分藥品之

處方。（2）醫師欲為病患處方 carbamazepine 成分藥品前，應先詢問病患是否對該藥品

有過敏病史，若為不確認者或未檢測者，宜先行作 HLA-B 1502基因檢測。」 

值得注意者，醫師告知用藥安全性資訊時，其告知範圍以當時人類科學知識範圍以

及醫療常規或醫療水準為限。對於診療當時無法確定的科學事實，醫師當然不用負告知

義務。至於已有最新科學研究文獻報告，但對於尚未普遍成為醫療常規的事項，或該機

構醫療水準所不及的事項，醫師未告知新穎、先進的醫學知識也不一定構成告知過失。 

以本文前述史蒂文生氏強生症候群（SJS）為例，在臨床上某些個案與使用

carbamazepine成分藥物有關，不過以往無法事前預測誰會出現不良反應。在 2004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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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國內皮膚科醫師鍾文宏與中央研究院陳垣崇院士等人團隊在頂尖國際科學期刊

Nature發表研究報告25指出，人類白血球抗原 HLA-B*1502基因與 SJS有高度相關性，

此後人類才能以 HLA-B*1502 作為基因標記事先預測風險、篩選病人與用藥。在一件

2000 年國內醫療刑事糾紛，心臟內科醫師處方癲通藥物（carbamazepine 成分）治療病

人雙腳麻木導致病人因 SJS 而死亡。雖檢察官上訴主張被告醫師未盡告知義務具有過

失，但本案纏訟多年之後，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上字第 2637號刑事判決認為：「史蒂芬

強森症候群既無法預防、預測，自無從苛責被告善盡告知之責。告知既無助於危害之防

止，或影響危害之發生，自與被害人所患史蒂芬強森症候群間，無必然之因果關係，難

責被告負過失責任。」 

而在 2007年國內神經內科醫師以癲通藥物治療中年婦人感覺異常性股痛（myralgia 

paresthetica）導致病人因 SJS死亡，臺灣高等法院 101年度醫上訴字第 1號刑事判決亦

認為醫師無過失。本書認為法院判決仍屬合理。即使 2004年 4月臺灣科學家已經發表

論文指出 HLA-B*1502 基因與 SJS 有相關性，但尖端科學新知往往不能即刻應用於臨

床實務，尤其是臨床應用必須有賴於可靠而價格合理之診斷工具，不能與學術性科學實

驗相提並論。國內藥政機關最早是在 2008年 9月才正式公告建議使用 carbamezapine治

療前，宜考慮檢測是否帶有 HLA-B*1502基因。而國內健保制度在 2010年 6月才開始

給付 HLA-B*1502基因檢驗費用。因此在本案 2007年時，使用 carbamezapine治療前告

知 HLA-B*1502基因風險，並非當時醫療常規下醫師注意義務與告知義務範圍。 

（二） 基因與用藥「有效性」資訊 

至於用藥「有效性」資訊，是否可由醫師依專業裁量判斷告知，仍有討論餘地26。

在法律上而言，醫師法第 12條之 1及醫療法第 81條明文規定應向病人告知「用藥、預

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其中「可能之不良反應」應包含用藥安全性資訊並無疑義，

但「預後情形」是否包含用藥有效性資訊？有賴日後法學界及法院之解釋判斷。由文義

解釋而言，醫療上的預後（prognosis）是指預測病人未來病情發展、健康情形及生活品

質，如果用藥有效性資訊對於病人未來健康有重要影響，則應屬於醫師告知說明義務範

                                                
25 Wen-Hung Chung et. al, Medical Genetics: A Marker for Stevens–Johnson Syndrome, 428 NATURE 486 

(2004). 
26 Barbara J. Evans教授曾指出，在個人化醫療趨勢下，醫師為免除法律責任壓力，有誘因使用「安全性
生物標記」以減少訴訟，但醫師欠缺誘因使用「有效性生物標記」。見 Barbara J. Evans, Finding a 
Liability-Free Space in which Personalized Medicine Can Bloom, 82 CLINICAL PHARMACOLOGY & 

THERAPEUTICS 461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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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至於哪些用藥有效性資訊屬於「重要」，應考量個別病人因素個案判斷。 

此外，目前全民健康保險已許可支付 gefitinib（肺癌用藥）27、trastuzumab（乳癌

用藥）28、cetuximab（大腸直腸癌用藥）29、panitumumab（大腸直腸癌用藥）30等標靶

藥物用於特定基因型病人。由於標靶藥物價格昂貴，為確保療效避免醫療資源浪費，健

保主管機關明文規定使用這些藥品必須事前申請，且只能用於特定基因型病人，方可獲

得全民健康保險支付，因此醫療機構用藥前必須藉由基因檢驗篩選病人，方可實現用藥

之有效性。如果基因檢驗結果顯示這些藥品對特定病人不具有效性，醫師宜向病人說明

解釋之，以避免民眾誤解醫療機構拒絕治療病人。 

二、 醫師不使用精準醫學是否構成醫療過失？ 

當醫學不斷進步時，如果某些醫師與醫療機構率先使用新科技，是否反而導致醫界

其他人成為落後者而構成醫療過失？由法律經濟分析角度而言，判斷過失應考慮意外事

故之發生機率高低、事故損害嚴重性，以及預防事故之成本31。換言之，法律上的過失

是相對性概念，以高成本預防輕微損害或低發生率損害，不一定符合社會成本效益。 

關於醫療機構不使用精準醫學科技是否成立醫療過失，本文建議可由安全性及有

效性分別判斷： 

                                                
27 2011年 5月 13日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健保審字第 1000075326號令，修正「全民健康保險
藥品給付規定－第 9章 抗癌瘤藥物 Antineoplastics drugs9.24.Gefitinib（如 Iressa)」給付規定修正
「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給付規定－第 9章 抗癌瘤藥物 Antineoplastics drugs9.24.Gefitinib（如 Iressa)」
給付規定，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一日生效。 

28 2011年 12月 13日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健保審字第 1000008743號令，修正「全民健康保險
藥品給付規定－第 9章 抗癌瘤藥物 Antineoplastics drugs9.18.Trastuzumab（如 Herceptin)」給付規
定，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生效。 

29 2012年 11月 13日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健保審字第 1010009409號令，修正「全民健康保險
藥品給付規定—第 9章 抗癌瘤藥物 Antineoplastics drugs 9.27. Cetuximab（如 Erbitux）」部分規定，
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一日生效。 

30 2016年 3月 15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健保審字第 1050053535號公告，公告暫予支付含
panitumumab成分藥品（如 Vectibix）及其藥品給付規定。 

31 在 1947年 United States v. Carroll Towing Co.案，韓德（Learned Hand）法官提出了一個公式，以判斷
何種條件下，被告應預防意外事故的風險，而這即是著名的韓德法則（The Hand Rule）。韓德法則內
容如下：若發生意外事故機率為 P，意外事故所導致的損害為 L，而預防意外事故的負擔為 B，則當
B小於 P乘 L，亦即 B < PL 時，被告應成立過失責任，見 United States v. Carroll Towing Co. 159 F.2d 
169 (2d. Cir.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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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安全性 

當精準醫學科技在「安全性」方面顯著優於傳統標準療法，而且已經是專業領域中

公認事實（如見諸於實證醫學文獻、專業學會臨床指引、準則、政府公告等），除非在

個案有正當理由（如病人拒絕），醫師不使用精準醫學科技應被認為有過失。反之，雖

然某種精準醫學應用已有可信科學文獻及研究所證實，但尚未被政府或國內、外專業學

會準則所推薦，醫師未根據精準醫學治療病人，導致特定病人遭受嚴重藥品副作用傷害

者，並不能當然被認為有醫療過失。 

舉例來說，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於 2006年變更了移轉性大腸癌化療藥品 

irinotecan仿單資訊，指出 UGT1A1*28基因同型合子（homozygous）者有較高的中性球

低下副作用風險，應減少起始劑量32。而陽明大學與榮民總醫院研究團隊於 2008 年發

表論文指出，針對接受過 irinotecan 治療的國內病人進行事後基因分析，發現

UGT1A1*28 基因與嚴重藥物毒性有關33。而高雄醫學大學研究團隊正在執行前瞻性研

究（2015-2017年），將大腸癌病人分成二組，實驗組病人根據是否帶有 UGT1A1*28基

因調整 irinotecan劑量，而另一對照組病人則接受傳統 irinotecan用量，研究團隊希望在

未來能證明實驗組病人獲得更好療效34。 

事實上，目前國內藥政機關所核發 irinotecan 藥品許可證，其仿單並未標示警告

UGT1A1*28 帶因者用藥風險。假設 2016 年國內 UGT1A1*28 帶因者罹患大腸癌接受

irinotecan 治療，醫師並未進行基因檢驗調整用藥劑量，以致病人發生藥物毒性副作用

時，病人可否控告醫師有醫療過失？法院是否會認為這種傷害具有「結果預見可能性」

及「結果迴避可能性」？由於在 2016年使用 irinotecan治療前進行基因檢驗作為調整劑

                                                
32 Individuals who are homozygous for the UGT1A1*28 allele are at increased risk for neutropenia following 

initiation of CAMPTOSAR treatment. A reduced initial dose should be considered for patients known to be 
homozygous for the UGT1A1*28 allele (see DOSAGE AND ADMINISTRATION). Heterozygous patients 
(carriers of one variant allele and one wild-type allele which results in intermediate UGT1A1 activity) may be 
at increased risk for neutropenia; however, clinical results have been variable and such patients have been 
shown to tolerate normal starting doses.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label/2006/020571s030lbl.pdf (last visited Aug. 12, 2016). 

33 Chun-Yu Liu, Po-Min Chen, Tzeon-Jye Chiou, et al. UGT1A1*28 polymorphism predicts irinotecan-induced 
severe toxicities without affecting treatment outcome and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rcinoma, 112 CANCER 1932 (2008). 

34 Yung-Sung Yeh, Hsiang-Lin Tsai, Ching-Wen Huang, et al. Prospective analysis of UGT1A1 promoter 
polymorphism for irinotecan dose escalation in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bevacizumab plus FOLFIRI as the first-line setting: study protocol for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17 
TRIALS 4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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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參考，並非國內確立之醫療常規，醫師未進行基因檢驗調整劑量，不宜視為醫療過失。 

在新科技發展的過渡期間，醫療技術處於新舊交替階段。當醫師不使用新科技而被

法院認為構成過失，這種法律責任壓力原本不失為鞭策醫學進步之動力。然而，在醫療

科技發展初期課予醫師使用新科技之責任壓力，亦可能導致不合醫療科技評估35效益之

新科技過早或過多使用，造成國內整體醫療資源浪費。因此關於不使用新科技是否構成

醫療過失，必須根據足夠的科學證據認定之，不宜貿然一概而論。當然，一旦新醫療科

技的效果已然普遍確立，則醫師不告知病人且不使用新科技者將不易卸責。 

為提昇醫師使用新科技的意願與能力，加強基礎醫學教育及臨床繼續教育，是比法

律訴訟更加重要的解決之道。換言之，以教育提昇醫師的新科技知識與觀念，才能使社

會大眾及早普遍享受新科技帶來的利益。不過現實上，目前多數醫師在藥物基因體學方

面所受訓練不足。一項 2012年公布調查指出，在全美國只有 29％醫師曾受過藥物基因

體學訓練36。對於忙碌的醫師而言，要隨時吸收不斷進展的新科技知識確實是一項挑戰。

醫師是否具備足夠的新知識，將是未來精準醫學應用的關鍵議題。 

（二） 有效性 

如果精準醫學科技主要在「有效性」方面優於傳統標準療法，則醫師有權根據病人

情形（例如財力或生理、心理、社會因素），選用傳統標準療法或精準醫學科技，醫師

不使用精準醫學科技不當然構成醫療過失。如同向來許多醫療器材（如心臟血管支架、

人工水晶體等），雖然新穎、高價器材效果優於一般器材，但醫師不為病人選用高價器

材並不構成醫療過失。 

三、 仿單標示外使用是否違法、有過失？ 

以癌症為例，惡性腫瘤增生往往是多種基因突變的結果，例如可能同時涉及各種致

癌基因（oncogenes）或抑癌基因（tumor suppressor genes)發生突變。當癌症病人接受第

一線、第二線化療無效，或癌細胞產生抗藥性時，如果可用精準醫學觀念分析多種致癌

基因、抑癌基因或訊息傳遞路徑相關基因，便可能發現原先治療失敗的原因，甚至可指

                                                
35 近年國際間已興起醫療科技評估（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研究，以實證醫學結合經濟
學、統計學、社會學與哲學等學科，評估使用新醫療科技之效益。國內立法院於 2011年修改全民健
康保險法第 42條，也追隨國際趨勢正式引入醫療科技評估制度。 

36 Stanek EJ, Sanders CL, Taber KA et al. Adoption of Pharmacogenomic Testing by US Physicians: Results of 
a Nationwide Survey, 91 CLIN. PHARMACOL. THER. 450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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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醫師使用特定藥物為病人帶來新希望。然而，如果有治療潛力的藥品並未經政府核准

用於該病人之癌症，病人與醫師將面臨仿單標示外使用（off-label use）之難題。 

凡合法藥物均有主管機關所核准的適應症範圍、劑量、使用途徑及給藥對象。廣義

來說，在主管機關核准的適應症、劑量、使用途徑或給藥對象之外使用藥物，都屬於仿

單標示外使用。而如果以狹義來說，仿單標示外使用指使用藥物於主管機關未核准的適

應症，亦即核准適應症外使用。隨著精準醫學進展普及，日後臨床醫療勢必出現更多仿

單標示外使用。例如，當藥廠在研發、設計、試驗藥物階段已經納入藥物基因體學觀念，

便可在人體試驗階段排除特定基因型受試者，雖然這種作法有助於避免傷害受試者，但

另一方面卻減少受試者樣本多樣性、代表性。一旦這些藥品上市後，對於適應症外基因

型人口之安全性、有效性，反而缺乏人體試驗證據可資參考，而這對於某些病人及其醫

師帶來了難題。 

其實仿單標示外使用是國內、外醫學界常見現象。隨著科技的進展，已上市藥品時

而被發現出新用途（亦即一般人所謂的老藥新用）。如果已有充分醫學研究證實其安全

性及有效性，醫師以仿單標示外使用藥物治療病人，應屬於合法醫療行為。然而，Radley

等人 2006年發表調查顯示，在仿單標示外處方件數中，只有 27%具有堅強科學證據支

持，而其餘 73%則是科學證據不足或毫無科學證據37。 

在法律上而言，醫師在臨床治療上本有權使用一切合法上市藥品，除非政府明文公

告禁止（醫師法第 28 條之 438參照），原則上仿單標示外使用屬於醫師合法專業裁量權

範圍。可是國內醫療法規及主管機關以往未明確規範仿單標示外使用之法律性質，以致

國內法律界曾經誤認為這是人體試驗行為，在人體試驗外之仿單標示外使用屬於非法39。

在國內行政管理體制下，仿單標示外使用涉及政府醫政單位、藥政單位、健保單位之權

                                                
37 David C. Radley, Stan N. Finkelstein,and Randall S.Stafford, Off-label Prescribing Among Office-Based 

Physicians, 166 ARCH. INTERN. MED. 1021 (2006) . 
38 醫師法第 28條之 4：「醫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得併處限制
執業範圍、停業處分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或廢止其執業執照；情節重大者，並得廢止其醫師證書：

一、執行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不得執行之醫療行為。二、使用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禁止使用之藥物。...」 
39 例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0年度訴字第 3406號民事判決（婦產科醫師使用胃藥misoprostol 催生），以
及汪紹銘，藥品仿單外之使用（Off-Label Use）之法律問題，全國律師，11卷 12期，頁 73-81（2007
年）。以上法院及律師之誤解來自於對醫療法之「研究」及藥事法之「新藥」相關規定望文生義解

讀，詳細的分析討論可參見，何建志、溫珮君，藥物仿單標示外使用之合法性問題研究，法律與生命

科學，4卷 3期，頁 1-23（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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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但以往國內主管機關只有零星公文宣示某些管理立場40，並未提出系統化、整合性

管理制度，尤其對法律性質與法律責任缺乏明確說明。 

仿單標示外使用涉及醫師專業裁量及病人權利等敏感法律責任問題，以往國內醫

界人士及政府不願積極面對並建立完善法律管理制度，但這種消極迴避態度已不足以因

應精準醫學趨勢。假設 X、Y、Z惡性腫瘤均利用特定訊息傳遞路徑發展癌化，如果 A

藥品可以阻斷這個訊息傳遞路徑，理論上可應用於治療 X、Y、Z癌症。但生產者藥廠

為提早產品上市只針對 X癌症申請藥物許可證，試問：Y、Z癌症之病人可否使用 A藥

品？健保制度是否支付 Y、Z癌症病人使用 A藥品？至於醫師對 Y、Z癌症病人使用 A

藥品後治療失敗，例如病情未改善、病情惡化，甚至發生藥物不良反應、併發症等，醫

師是否具有醫療過失？ 

如果政府法令制度過於僵化，一概以質疑立場看待藥品仿單標示外使用，將會不利

於國內醫師從事醫療創新及病人選用藥物之機會41。當醫師使用 A藥品治療 Y、Z癌症

病人，如果不考慮個案實質因素，僅僅因為醫師仿單標示外使用而認為醫師必須為治療

失敗負擔醫療過失責任，則醫師為求免於遭受訴訟指責壓力，其最佳策略便是不向病人

提及這個治療機會，也不實際嘗試這種治療方法，只需消極靜待日後藥廠申請新適應症

通過後42，方才使用這種新治療方法。然而如此一來，某些病人的治療機會在無形中已

經被剝奪。雖然精準醫學可以指引仿單標示外使用增加病人更多治療機會，但畢竟是政

府未核准適應症項目，如果尚未被實證醫學文獻、專業學會臨床指引、準則所支持，則

醫師不告知仿單標示外使用，應不至於違反告知說明義務。 

                                                
40 例如 2002年 2月 8日行政院衛生署衛署醫字第 0910014830號函：藥品「仿單核准適應症外的使用」
原則如下：（１）需基於治療疾病的需要（正當理由），（２）需符合醫學原理及臨床藥理（合理使

用），（３）應據實告知病人，（４）不得違反藥品使用當時，已知的、具公信力的醫學文獻，（５）用

藥應盡量以單方為主，如同時使用多種藥品，應特別注意其綜合使用的療效、藥品交互作用或不良反

應等問題。2011年 9月 28日行政院衛生署署授食字第 1001403071號令，適應症外使用藥品之審議
原則：藥害救濟法第 13條第 8款所稱「符合當時醫學原理及用藥適當性者不在此限」，其審議原則如
下：（一）有「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所稱十大醫藥先進國家已經核准之適應症，而我國尚未核准

之情形，列為符合醫學原理之參考文獻之一。（二）所治療疾病已收載於國內外專科醫學會或政府機

關出版之臨床診治指引。（三）屬於傳統治療方法，且已廣為臨床醫學教學書籍收載列為治療可選用

藥物（drugs of choice），並符合目前醫學常規等。另，必要時可由本署藥害救濟審議委員會請相關專
科醫學會提供專業治療指引。 

41 例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0年度訴字第 3406號民事判決，法院僅以仿單標示外使用便認定被告醫師具
有醫療過失。 

42 可能多年後藥廠會申請新適應症通過，也可能永不申請新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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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精準醫學更加發達，根據基因型而研發、生產藥品更加普及時，可能會引發更

多仿單標示外使用與病人自主權相關倫理議題：如果病人要求仿單標示外使用，則醫師

可否拒絕治療病人？即便藥品用於治療特定疾病尚未經政府核准為適應症，病人可否利

用仿單標示外使用為自己爭取一線生機？對於這個問題，可由以下二個方面加以討論： 

（一） 精準醫學科技顯示仿單標示外使用可能不具備有效性或安全性 

對此問題，英國 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認為藥物基因檢驗無法絕對斷定特定

藥物在某一個病患身上一定有效或無效，而只能提供機率性的資訊43。而 John A 

Robertson等人也認為，藥物遺傳學的適當功能，應在於扮演「修正式守門人」角色，而

非「嚴格守門人」角色44。國內論者亦表示：「固然藥物基因資訊在治療上具有參考價值，

但是醫療決策仍應取決於醫師對於病患的所有認識，以及病患本人的自我決定，而不應

以藥物基因資訊作為絕對的判斷準則。因此，當藥物基因檢驗顯示病患使用某種藥物的

不良副作用機率比一般人更高，然而卻沒有其他更有效或更安全的治療方法可得，則病

患選擇這項藥物仍是合理決定45。」換言之，除非法律明文禁止，或實證醫學文獻已經

明確指出特定藥物仿單標示外使用風險明顯高於利益，醫師仍可根據個別病患之需求及

知情同意而嘗試仿單標示外使用，而種作法不應被認為屬於違法或有過失。 

（二） 精準醫學科技顯示仿單標示外使用可能具備有效性 

鑑於生存權屬於憲法第 15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當病人為尋求精密診斷而願意自

費利用精準醫學科技46，並藉此得知定藥品仿單標示外使用可能有助於治療個人疾病，

如果病人要求醫師以仿單標示外使用進行治療，其實符合醫學倫理之尊重自主及行善原

則，因此不應被認為屬於違法。 

當病人要求仿單標示外使用，而醫師願意配合病人意願治療者，是否醫師當然可以

免除任何法律責任？本文認為，尊重病人自主權是醫學倫理最重要原則。如果病人要求

仿單標示外使用，並願意自行負擔一切費用及風險者，醫師事前根據合理證據判斷利益

大於風險，且已充分告知病人仿單標示外使用之風險者，則醫師不須為事後治療失敗承

                                                
43 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 PHARMACOGENETICS: ETHICAL ISSUES 11 (2003). 
44 John A Robertson, Baruch Brody, Allen Buchanan, Jeffrey Kahn & Elizabeth McPherson, Pharmacogenetic 

Challenges for the Health Care System, 21 HEALTH AFFAIRS 155 (2002). 
45 何建志，藥物基因體學之政策與法律議題分析，法律與生命科學，4期，頁 6（2008年）。 
46 目前精準醫學科技多屬於健保不給付之自費項目，而國內已有專業生物科技公司提供藥物基因體學分
析與建議，其費用多寡取決於檢驗之基因數量與藥品種類，但往往所費不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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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醫療過失責任。換言之，醫師履行必要之注意義務及告知說明義務後，即可有條件免

除醫療責任。此外為避免日後爭議，醫師亦可根據民法第 222條以書面與病人預先約定

免除輕過失責任。 

民法第 222條規定：「故意或重大過失之責任，不得預先免除。」由法律反面解釋，

契約當事人可以預先約定免除民事輕過失責任。由於國內醫界人士多不具備法律專業，

目前少見醫療機構或醫師利用本條規定依法設計醫療契約免責條款。至於這種免責條款

在刑法上是否有效？本文認為，當醫師事前根據合理證據判斷利益大於風險，已充分告

知病人風險，病人為求爭取更多生存機會而同意接受治療者，則醫師治療行為屬於刑法

第 22條：「業務上之正當行為，不罰。」可以阻卻輕傷罪及重傷罪之成立。另外我國刑

法並無輕過失與重大過失之分，而只有「成立過失」與「不成立過失」之別。鑑於最高

法院近年判決已將容許風險（erlaubtes Risiko）理論適用於過失犯構成要件47，專業人士

業務行為只要在容許風險範圍內，即便出現不幸損害結果仍不成立過失犯罪。因此民事

免責約款在刑法上是否有效力，可取決是否在容許風險範圍內：如果在容許風險範圍內，

免責約款應合法有效，但如超出容許風險範圍，而不具社會相當性者，其免責約款在刑

法上應認為無效。至於醫病之間免責約款在行政法是否有效？鑑於醫療法及醫師法未禁

止免責約款，如免責約款所包含的醫療行為符合尊重自主及行善等重要醫學倫理原則，

且遵循民法明文規定，則免責約款在醫療行政法層面亦應當有效。 

最後，如果病人要求仿單標示外使用，醫師可否拒絕治療？雖醫療法第 60條第 1

項規定：「醫院、診所遇有危急病人，應先予適當之急救，並即依其人員及設備能力予

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不得無故拖延。」但醫療法第 73條第 1項另規定：「醫院、診

所因限於人員、設備及專長能力，無法確定病人之病因或提供完整治療時，應建議病人

轉診。但危急病人應依第六十條第一項規定，先予適當之急救，始可轉診。」由此可見，

醫師不能拒絕治療危急病人，但如果病人暫時脫離危急狀態，而政府法令或專業學會尚

未明文支持仿單標示外使用時，醫師不願從事仿單標示外使用者，應可合法拒絕病人並

建議轉診。 

 

                                                
47 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 1447號刑事判決：「救護車駕駛人執行緊急任務之駕駛行為，雖可能附帶
製造其他用路人之生命及身體法益之風險，然如何仍符合社會相當性，屬學理上所稱之『容許之風

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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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藥師之法律責任 

在藥品產業供應鏈當中，藥師是將藥品供應給病人的最後一哩路，但傳統上藥師對

於病人所負的法律義務或責任很有限。這是由於藥品來自藥廠生產製造，藥師並無管理

控制能力。至於為病人處方選擇藥品的權力在於醫師，藥師無權質疑醫師專業判斷。因

此以往藥師傳統角色偏向消極性，只要根據醫師處方正確調劑並交付正確藥品48，避免

發生給錯藥即可保障病人安全。 

不過，隨著近年藥事照護（Pharmaceutical Care）新趨勢興起，藥師角色已有變遷。

立法院於 2007年修正藥師法第 15條第 1項第 8款新增「藥事照護相關業務」，而根據

2009 年修正藥師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藥事照護相關業務職責如下：「一、為增進藥物

療程之效益及生活品質，考量藥物使用情形及評估療效之藥事服務事項。二、於醫療機

構、護理機構、藥局或依老人福利法所定之老人福利機構，執行藥品安全監視、給藥流

程評估、用藥諮詢及藥物治療流程評估等相關藥事服務事項。」從而藥師角色已經不僅

止於消極接受處方調劑、交付藥品，更可積極參與使用藥品之臨床決策，並評估修正原

有藥品治療方式，以進一步提昇病人用藥安全性及有效性。 

在目前實務上，藥師可能在醫院、診所、藥局、照護機構或藥廠擔任不同角色工作。

藥師法第 15條第 1項規定，藥師業務包含：「一、藥品販賣或管理。二、藥品調劑。三、

藥品鑑定。四、藥品製造之監製。五、藥品儲備、供應及分裝之監督。六、含藥化粧品

製造之監製。七、依法律應由藥師執行之業務。八、藥事照護相關業務。」其中藥品製

造之監製、含藥化粧品製造之監製等業務，屬於藥品製造廠及化粧品製造廠內部作業，

藥師並未接觸一般人民。至於藥品販賣業務則發生在藥局中，藥師以藥局經營者身分或

受僱人身分販賣藥品予一般民眾。而藥品調劑、儲備、供應及分裝之監督及藥事照護等

業務，則可能發生於醫院、診所、藥局或照護機構。關於藥師法律責任問題，本文以下

針對藥師與人民互動的二個責任層面加以分析討論： 

 

                                                
48 例如藥師法第 16條：「藥師受理處方，應注意處方上年、月、日、病人姓名、性別、年齡、藥名、劑
量、用法、醫師署名或蓋章等項；如有可疑之點，應詢明原處方醫師確認後方得調劑。」以及藥師法

第 17條：「藥師調劑，應按照處方，不得錯誤，如藥品未備或缺乏時，應通知原處方醫師，請其更
換，不得任意省略或代以他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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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藥師作為藥品經銷商：商品責任 

當藥師經營藥局，如果藥廠所生產藥品未針對特定基因型人口提供適當警告，以致

於藥師供應藥品予病人而發生藥品副作用傷害，試問藥師是否必須與藥廠共同負連帶責

任？ 

在法律上，藥品屬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之「商品」，因此藥廠原本即

有商品製造人責任。至於藥局，依國內法院見解屬於藥品經銷商49，因此適用消費者保

護法第 8條：「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就商品或服務所生之損害，與設計、生產、製

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連帶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相當之注意，

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前項之企業經營者，改裝、分裝

商品或變更服務內容者，視為第七條之企業經營者。」 

由前述法律可知，當藥師經營藥局供應藥品不涉及「改裝、分裝」，並已盡到注意

義務或無因果關係者，即可免除消費者保護法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換言之，藥廠生產

藥品未針對特定基因型人口提供適當警告，並不在藥師注意義務範圍內，因此藥師不須

為藥品傷害事件負責。不過，如果藥廠已經在產品標示或說明上針對基因標記提出警告，

則藥師負有注意義務對病人提出警告，才可以適用「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相當之注意」

免責條件。 

二、 藥師作為專門職業醫事人員：警告義務與業務過失責任 

如前所述，傳統上藥師被認為只是擔任正確調劑、給藥角色，從而在藥師病人關係

中，在法律上主要只被課予正確調劑義務，並不需要針對藥品本身安全性負擔警告義務。

以過去美國法院判決為例，基於避免干擾醫病關係，或基於專業中間人原則，或基於公

共政策考量，以往法院判決認為對病人用藥安全警告責任在於醫師而不在藥師50。 

                                                
49 臺灣高等法院 97年度消上字第 5號民事判決。值得注意者，雖目前國內法院認為醫療機構或醫療行
為不適用消費者保護法，但藥局並非醫療法上之「醫療機構」，其服務並非「醫療行為」，因此依現行

法藥局營業仍適用消費者保護法。但國內學者另認為藥局供應處方藥「為醫師診斷治療之延續，亦屬

醫療行為」，見陳昭華、鍾鏡湖、彭怡靜、曾禎祥，藥商暨醫事人員對於藥物不良反應之民事責任，

頁 182，2016年。 
50 Jennifer L. Smith,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The Propriety and Consequence of Pharmacists' 

Expanding Liability and Duty to Warn, 2 HOUSTON JOURNAL OF HEALTH LAW & POLICY 187 (2002); William 
G. Clowdis, Jr., The Pharmacist's Duty to Warn Beneficial Impact on Quality of Care, Economically Sound, 
and Commensurate with Federal Law, 31 J. L. MED. 287, 289-29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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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干擾醫病關係為例，在一件藥品劑量過高導致病人死亡案件，1985 年伊

利諾州上訴法院 Eldridge v. Eli Lilly & Co.判決認為，藥品劑量是否過高因人而異，對某

人過高的劑量對另一人可能是完全合理的治療，如果課予藥師警告義務，則藥師必須知

道病情且調閱病歷才能判斷醫師處方是否妥當，但如此一來將使得藥師介入醫病關係，

並且使藥師構成無照行醫51。1985年美國聯邦地區法院 Jones v. Irvin 判決認為，如果課

予藥師警告義務，則藥師為了免責勢必一一猜測醫師處方是否正確52。而 1989 年華盛

頓州最高法院McKee v. American Home Products Corp.判決（以下簡稱McKee判決）認

為，如果課予藥師警告義務，則藥師為了判斷醫師處方之風險利益，必須知悉病人與病

情以從事個人化的醫療判斷，但藥師沒有資格從事醫療判斷，課予藥師警告義務介入醫

病關係是弊多於利53。  

其次，基於專業中間人原則，以往美國法院認為藥品的風險應該是由醫師告知病

人，而不是由藥師告知病人。例如 1988年 Atkins v. Mong案，密西根州上訴法院認為，

藥師沒有法律義務介入醫病關係並監督醫師處方54。前述 1989年McKee判決認為由藥

師告知病人詳細藥品風險資訊會混淆並驚嚇病人，違背專業中間人原則，藥品風險資訊

仍應由醫師篩選後告知病人。 

最後，基於公共政策考量，1989年McKee判決認為課予藥師警告義務對於藥師構

成過度負擔，也會導致醫師與藥師關係對立。而在 2009年 Bobay v. Walgreen Co.案件，

美國聯邦地區法院認為，課予藥師警告義務可能導致社區藥局營運成本增加，藥局必須

添購昂貴電腦設備交互比對藥物問題，並通知醫師與病人而耗費時間與金錢。基於健康

照護成本考量，法院認為不課予藥師警告義務是有效的公共政策55。 

不過，隨著藥事照護趨勢興起，社會對於藥師角色功能有更多期待。而近年陸續有

不少美國法院判決認為藥師在一定條件下對病人負有警告義務。例如 1994 年 Hooks 

SuperX, Inc. v. McLaughlin56案，美國印第安那州最高法院基於：1. 藥師病人關係（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es）；2. 損害可預見性（the foreseeability of the harm）；及 3. 

公共政策考量（public policy issues），判決藥師負有警告義務，必須為病人過量使用止

                                                
51 Eldridge v. Eli Lilly & Co., 485 N.E.2d 551 (Ill. App. Ct. 1985). 
52 Jones v. Irvin, 602 F. Supp. 399 (S.D. Ill. 1985). 
53 McKee v. American Home Products Corp., 782 P.2d 1045, 1050-51 (Wash. 1989). 
54 Atkins v. Mong, 425 N.W.2d 151 (Mich. Ct. App. 1988). 
55 Bobay v. Walgreen Co., No. 1:07-CV-119RM, 2009 WL 1940727, at *7 (N.D. Ind. 2009). 
56 Hooks SuperX, Inc. v. McLaughlin, 642 N.E.2d 514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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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藥品 propoxyphene而負責。 

本文認為，在醫藥政策上固然不宜課予藥師過多、過廣警告義務，但由社會成本效

益角度而言，如在特定情形下由藥師負責把關民眾用藥安全是比醫師更有效率的方法

（例如醫師從事診斷、處方之後無法經常追蹤病人用藥情形），則課予藥師警告義務便

是有效率的法律管制手段。更尤其是，隨著現代資訊網路科技進步，電腦硬體、軟體價

格降低，甚至手持行動裝置（智慧手機、平板電腦）普及率極高且操作簡便，而國內政

府也積極推動藥師與病人參與雲端藥歷計畫，因此日後社區藥局或醫院藥師更容易合法

知悉病人用藥病歷，並更有能力適時對醫師與病人提出警告，因此以往某些美國法院的

意見有隨時代進步而修正之必要。 

就國內法律而言，藥師法並未直接明文規定藥師對於病人負有警告義務。雖然國內

論者主張：「依我國藥師法第 19條第 4款之規定，藥師於交付藥劑時，應於藥品之容器

或包裝上，記明『警語』或『副作用』，該條規定即為藥師對病人用藥風險說明義務之

法源基礎57。」但事實上藥師法第 19條第 4款要求記明警語或副作用，只是要求藥師將

藥廠的警告資訊記明在容器或包裝上，並未課予藥師直接對病人有積極警告義務。 

在行政法層面，雖藥師法未直接明文規定藥師對於病人負有警告義務，但是基於全

國病人用藥安全屬於重大社會利益，在經濟分析上只要全國病人所獲利益高於藥師警告

成本，則法律課予藥師警告義務屬於有效率之政策。因此本文針對立法政策及司法解釋

建議：社區藥局藥師在特定條件下對病人負有契約上警告義務，如未履行警告義務則成

立民法第 227條不完全給付之契約責任。或者，從事藥事服務之受僱臨床藥師，即使與

病人沒有契約關係，在特定條件下如未履行警告義務亦可能成立民法第 184條之侵權行

為責任。換言之，當藥師法尚未明文課予藥師警告義務時，國內可先由民事契約法及民

事侵權法適當解釋藥師警告義務之範圍。 

至於判斷藥師警告義務之存在應考慮何種特定條件？本文認為「結果預見可能性」

是基本的過失要件之一，如果行為人已經知悉病人特殊體質而具有預見損害發生可能性，

不提出警告便可能被認為具有過失。例如 2002年 Happel v. Wal-Mart Stores, Inc.58案，美

國伊利諾州最法法院認為，當藥局蒐集病人過敏資訊並儲存於藥局電腦系統，則藥師對

病人負有警告義務。 

                                                
57 許杏如、侯英泠（註 42），頁 150。 
58 Happel v. Wal-Mart Stores, Inc., 766 N.E.2d 1118 (Il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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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要判斷精準醫學趨勢是否衝擊藥師法律上義務與責任範圍，藥師是否知悉

病人基因資訊將是一個重要考量因素，進一步分析如下： 

（一） 當藥師已知病人基因型 

如藥師知道病人基因型，則應有義務向病人告知基因相關用藥風險。不過，根據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59，基因資訊屬於原則上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之敏感個人資料，

必須符合嚴格法律規定才能例外蒐集、處理或利用。在國內實務，藥師能得知病人基因

型的幾種可能情形如下：1.社區藥局藥師自健保 IC 卡註記知悉民眾基因。目前全民健

康保險署僅支付「HLA-B 1502 基因檢測」60費用並加註於健保 IC卡，但日後如科技更

加普及，健保署將可能給付更多樣基因檢測項目。2.醫院內臨床藥師（clinical pharmacist）

參與藥物治療得知病人基因型。此外，健保署為避免病人重複用藥已推行雲端藥歷系統，

雖目前並無註記病人基因資訊，但日後系統功能擴充之後也可能增列病人基因資訊。 

（二） 當藥師不知病人基因型 

如果病人個人基因型使用某些藥物具有風險，而藥師不知病人基因型者，原則上藥

師不應承擔病人用藥傷害責任。不過，如果政府已經對特定藥品公告基因風險時，例如

本文前述 carbamazepine、allopurinol、clopidogrel 等藥品，則醫藥界專業人士應有義務

更新其用藥安全資訊並提醒社會大眾，方足以維護病人用藥安全。如醫藥界人士可以完

全忽視政府公告，且不需有任何作為，則政府用藥安全公告豈非形同具文？ 

因此針對初次使用特定藥品病人，藥師應警告民眾基因與用藥安全資訊，並建議病

                                                
59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條：「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
蒐集、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法律明文規定。二、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

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三、當事人自行公開

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為

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

人。五、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

安全維護措施。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但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或其他法律另有限制不得僅依當

事人書面同意蒐集、處理或利用，或其同意違反其意願者，不在此限。依前項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

個人資料，準用第八條、第九條規定；其中前項第六款之書面同意，準用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

四項規定，並以書面為之。」 
60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診療項目代碼 12196B；中文項目名稱 HLA-B1502基
因檢測；英文項目名稱 HLA-B 1502 gene typing；健保支付點數 2648；附註 1.適應症：癲癇症、三叉
神經痛、腎原性尿崩症及雙極性之精神疾患初次需使用含卡馬西平 Carbamazepine成份藥物病患申
報。2.每人限申報一次，需於健保卡藥物過敏欄註記藥物過敏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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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日後監控用藥不良反應或接受基因檢驗。如果病人已有長期使用該藥品歷史，且未曾

發生不良反應者，顯示病人基因並無特殊風險，因此不需警告病人也不需建議接受基因

檢驗。不過，現實社會中許多病人不了解個人用藥品項成分，而是否初次接受醫師處方

使用特定藥品屬於病歷，受限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條規定，原則上不得蒐集、處理或

利用，因此社區藥師不一定有能力查證、確認病人過往用藥歷史。因此當藥師不知病人

基因型者，原則上法律上不應廣泛要求藥師負有警告義務，以免法律強人所難違反比例

原則，藥師僅在知悉病人過往用藥歷史時，方才對使用特定藥品病人負有警告基因風險

義務。 

陸、 結論 

精準醫學再度印證了所謂「知識就是力量」。當人類能夠更精確知道基因與用藥治

療有效性及安全性的相互關係，則更能提昇治療能力與病人福祉。但相對的，當人類具

有更多知識之後，卻也可能承擔更多責任。以往藥廠根據人體試驗結果或上市後監測資

訊，據實在藥品上標示適當說明警告資訊，即可免除法律上商品製造人責任；而醫師只

需根據藥廠標示判斷病人用藥安全，藥師只需正確調劑給藥即可免除專業人士之業務過

失責任。但隨著精準醫學日益進步，藥廠、醫師及藥師的法律責任將更加複雜化，如果

沒有及時掌握最新醫學新知並採取適當行動（例如藥廠在產品上變更加註警語、醫師提

供說明、藥師提供警告），則可能成立法律上商品責任或業務過失責任。為提供病人完

善保護、促進醫病關係和諧，政府機關、專業學會及法律學者專家，應共同努力開發教

育訓練課程並制訂適當臨床指引，方可使社會充分享受精準醫學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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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毒感染者之隱私保護 

─通報、伴侶通知與未成年人同意
 

楊智傑
 

摘要 

我國「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中，對於愛滋病毒感染者

之隱私保護，相較於其他國家，似乎比較保障較少。本研究對於愛滋病患通報制度、

伴侶通知制度，以及未成年人同意等議題，希望比較美國、日本與德國之相關制度，

以對臺灣制度提出建議。本文認為，為了有效控制愛滋病的蔓延與散布，我國仍可維

持具名通報制度，但並無要求在 24小時內通報之必要，可回歸第三類傳染病的一週內

通報。而對於伴侶通知制度上，建議參照美國密西根州之規定，應縮短給予患者自行

通知伴侶的期間。此外，針對未成年人進行愛滋病毒檢驗前是否要經過法定代理人同

意的探討，本研究建議可參考美國加州與阿拉巴馬州之規定，12歲以上之未成年人不

需要限於「急迫性」與「未能取得父母即時同意」，即可自行同意接受 HIV檢測。 

 

關鍵字：具名通報、伴侶通知、未成年人同意、愛滋病患隱私、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

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 

 

 

                                                        
 本研究為疾病管制署委託之「傳染病防治相關法律檢視與修正研究」計畫（2014/1-2014/12）之部分 

研究成果改寫而成。並感謝計畫助理李國榮、何千亦協助蒐集整理日本、德國資料。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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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愛滋病初期發展時，由於與同性戀社群有關，又因為其具有世紀黑死病之稱號，導

致人民對愛滋病患充滿高度恐懼。因此，對愛滋病患往往會產生歧視問題。為了解決歧

視問題，又必須保護愛滋病患的隱私，因此，各國紛紛制定相關愛滋病患的保障法規，

保護其免受歧視與隱私的侵害。 

但若一味只保護愛滋病患的隱私，反而不利於愛滋病傳染的防治。因此，仍有必要

在防疫工作需求下，犧牲愛滋病患的隱私。 

我國在「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以下稱該法）中，

對愛滋病毒感染者的隱私雖有保障，但基本上仍要求其為了公共衛生之安全，適度地必

須犧牲其隱私。該法第12條第1項規定：「感染者有提供其感染源或接觸者之義務；就醫

時，應向醫事人員告知其已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第2項規定：「主管機關得對感染

者及其感染源或接觸者實施調查。但實施調查時不得侵害感染者之人格及隱私。」該法

目次 

壹、前言 

貳、美國通報、伴侶通知及未成年人同意 

    一、各州通報與伴侶通知制度 

       （一）通報之匿名性 

       （二）伴侶通知規定密度 

       （三）通知對象 

       （四）通知前給予感染者自己通知    

             機會 

       （五）通知內容 

       （六）通知效果 

       （七）誰決定通知 

       （八）小結 

    二、密西根州 

       （一）通報義務 

     

       （二）伴侶通知 

    三、馬里蘭州 

    四、未成年人之同意與隱私 

參、日本與德國之匿名通報 

    一、日本規定 

    二、德國規定 

       （一）愛滋病匿名通報 

       （二）醫師可否為伴侶通知 

肆、比較與建議 

    一、匿名通報 

    二、伴侶通知 

    三、未成年人同意 

伍、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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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條規定了感染者的隱私保障：「主管機關、醫事機構、醫事人員及其他因業務知悉

感染者之姓名及病歷等有關資料者，除依法律規定或基於防治需要者外，對於該項資料，

不得洩漏。」該法第13條規定：「醫事人員發現感染者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向地方主管機

關通報；其通報程序與內容，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主管機關為防治需要，得要求醫

事機構、醫師或法醫師限期提供感染者之相關檢驗結果及治療情形，醫事機構、醫師或

法醫師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因此，我國乃對醫事機構或醫師，課予了通報之義務。 

該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有通知其性伴侶和共用針頭伴侶的義務：「主管機

關應通知下列之人，至指定之醫事機構，接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諮詢與檢查：一、接獲

報告或發現感染或疑似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二、與感染者發生危險性行為、共用

針具、稀釋液、容器或有其他危險行為者。三、經醫事機構依第十一條第三項通報之陽

性反應者。四、輸用或移植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之血液、器官、組織、體液者。五、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檢查必要者。」在實務工作上，根據該法第15條第1項，應

通知感染者之性伴侶或共用針頭伴侶，但往往會受到感染者的阻礙。實務上，可能會先

給感染者自行通知其伴侶的時間（例如3個月），而在其過了3個月仍未通知其到院檢查

後，主管機關之公衛人員才會直接進行伴侶通知。但實務上卻有感染者以死相逼。此時，

涉及了感染者之隱私權益與其伴侶之健康權益的衝突。 

該法第15條第4項規定：「醫事人員除因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外，應經當事人同意及

諮詢程序，始得抽取當事人血液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查。」亦即規定，愛滋病的病

毒檢查，必須得到當事人的同意且經過諮詢程序。根據此條文，除非例外情形，要對他

人進行愛滋病毒檢查前，必須得到病患的告知後同意。而實務上，卻出現未成年人是否

有權自己同意的爭議？倘若認為未成年人無法自己同意，而需要得到父母代理其同意，

則勢必向其父母透露其子女的健康狀況。甚至，可能會透露子女的性傾向或交往狀況。

而未成年子女可能不願意其性傾向或交往狀況被父母知悉。此時，涉及感染者隱私權與

自主權的問題。 

為探討上述問題，本文以下第貳部分，將研究並介紹美國愛滋病毒感染者之通報與

伴侶通知制度，同時也將討論未成年人同意制度，第參部分，則比較日本與德國之匿名

通報制度。最後第肆部分，進行綜合比較，並對臺灣現行制度提出修法建議。第伍部分

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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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美國通報、伴侶通知及未成年人同意 

一、 各州通報與伴侶通知制度 

美國學者在 1990 年時對美國各州所做的調查，當時僅有 12 個州，有愛滋追蹤的

相關規定，分別是加州、佛羅里達州、紐約州、華盛頓州、德州、新罕布什爾州、愛得

荷州、南卡羅來納州、密蘇里州、密西根州、喬治亞州、羅德島州1。其他州可能有對性

病的一般性規定，例如伊利諾州2。有的州則完全授權給行政部門制定相關的行政命令，

而不在州法規定，例如阿拉巴馬州3。 

（一） 通報之匿名性 

這些有愛滋追蹤法規的 12 個州之中，有 6 個州通報愛滋病毒的事件是不需要姓名

的，包括加州、佛羅里達州、紐約州、華盛頓州、德州和新罕布什爾州。有 4 個州需要

通報能識別特定個人的資訊，包括愛得荷州、南卡羅來納州、密蘇里州和密西根州；喬

治亞州是讓醫生自由裁量，決定要通報哪些資料；羅德島州規定，除了匿名檢測之外，

需通報足資識別之資料4。 

（二） 伴侶通知規定密度 

這些州規定的方式都不一樣。有的州規定的非常空泛。例如，愛得荷州規定，州或

地方政府官員，有權接觸或建議那些根據健康官員判斷已經感染愛滋病毒或 B 型肝炎

的人5。南卡羅來納州規定，醫師或州官員，可辨識並通知愛滋病患者的配偶或已知的

接觸者，對此一揭露資訊毋庸負擔民事責任6。其他規定較為空泛的州包括華盛頓州、

喬治亞州7。 

                                                        
1 Harold Edgar & Hazel Sandomire, Medical Privacy Issues in the Age of AIDS: Legislative Options, 16 AM. J. 

L. AND MED. 155, 189 (1990). 
2 ILL. ANN. STAT. ch. 111 1/2, para.7405 (Smith-Hurd 1989). 
3 CODE OF ALA. § 22-11A-13 (2014). 
4 Harold Edgar & Hazel Sandomire, supra note 1, at 190. 
5 IDAHO CODE § 39-610 (2014). 
6 S.C. CODE ANN. § 44-29-146 (2013). 
7 WASH. REV. CODE ANN. § 70.24.017(13) (Supp. 1989); GA. CODE ANN. § 24-9-47(h)(3)(C) (Supp.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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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通知對象 

有些州只對配偶進行通知。例如佛羅里達州和密蘇里州8；有些州則對性伴侶或共

用針頭者提供通知，包括加州、紐約州9。喬治亞州則將病患的孩子列為接觸者的類別

10。其他州則簡單的定義，所謂的接觸即是處於傳染的風險之中11。相反地，威斯康辛州

只允許醫生聯繫感染愛滋病而身故患者的配偶或共用針頭者12。 

（四） 通知前給予感染者自己通知機會 

美國各州所採取的接觸者通報計畫，均有一個前提，就是由感染愛滋病病毒者自願

提供相關接觸者的資訊。亦即，州政府並沒有強迫其說出接觸者的權力。因此，衛生官

員要用某些方式或壓力，以鼓勵患者主動揭露13。 

有些州規定，在通知愛滋病接觸者前，應先與愛滋病患諮詢，並給予其主動通知其

伴侶的機會。例如，加州規定，醫生應先跟受測病人討論檢測結果，並給予該病人適當

的教育與心理輔導，其必須包括將後天免疫缺乏病毒傳染給他人的風險，以及避免風險

的方法，並且應試圖取得病人自願通知其接觸者的同意。醫師在通知接觸者前，必須告

知該病患醫生打算進行通知。當醫師揭露資訊給配偶、性伴侶、共用針頭伴侶時，應提

供後續照顧、諮詢管道14。 

紐約州法對於通知接觸者前的規定也非常嚴格，僅能在下述情況下向接觸者揭露

病患感染愛滋： 

「(1) 向接觸者揭露、為了上述對接觸者揭露之目的而向公共健康官員揭露，且根

據本章第2123條規定為之通報；或 

(2)醫師相信，該揭露在醫療上適當，且對接觸者有很大的感染風險；且 

(3)醫師已經與受保護病患諮商，告知其需要通知接觸者；且 

                                                        
8 FLA. STAT. ANN. § 4555.2416(1) (West Supp. 1989); MO. REV. STAT. § 191.656(2)(1)(d) (Supp. 1990).  
9 CAL. HEALTH & SAFETY CODE § 199.25 (West Supp. 1990); N.Y. PUB. HEALTH LAW § 2780(10) (McKinney 

Supp. 1990). 
10 GA. CODE ANN. § 24-9-47(g) (Supp. 1989).  
11 IDAHO CODE § 39-608 (Supp. 1988); R.I. GEN. LAWS § 23-6-17(b)(v) (1989). 
12 WIS. STAT. ANN. § 146.025(5)(a)(14) (West 1989).  
13 Harold Edgar & Hazel Sandomire, supra note 1, at 191. 
14 CAL HEALTH & SAF CODE § 121015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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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醫師已經通知受保護病患，其打算向接觸者揭露、醫師根據本章第2130條通報

受感染病患的義務，且已經給予受保護病患對於『是否由醫師直接或由公共健康官員轉

達』表達其偏好，且醫師應尊重該偏好。 

(5)如果醫師選擇根據本條進行通知，他應該通報地方健康官員，他通知接觸者所

為之努力。該通報應以健康官員所要求的方式或表格為之，且應該包括受保護病患任何

接觸者之身分，以及該接觸者是否成功被通知的資訊。 

(6)地方健康官員在收到醫師通報其未能通知或未能證明通知受保護病患之接觸者

後，在合理期間內，健康官員應採取合理措施，通知該接觸者，或以其他方式遵守本章

規定15。」 

（五） 通知內容 

應該要對被接觸者揭露哪些資訊？某些法規要求對告發人或病患的姓名進行保密。

例如前述紐約州法規定：「在通知接觸者時，醫師或健康官員應該提供適當的醫療建議，

並對得知該資訊的情緒反映和如何改變行為以避免傳染或接觸愛滋病毒提供諮詢。醫師

或健康官員不應揭露受保護病患的身分，或其他接觸者的身分。醫生或健康官員應該私

下進行通知，除非情況不允許16。」 

加州州法也規定：「地方健康官員，在警告愛滋病毒陽性患者之配偶、性伴侶、共

用針頭伴侶時，不可揭露任何該病人與作出該報告之醫師的個人識別資訊。且應該提供

該受通知者適當的照顧或後續措施等資訊。在地方健康官員根據本條完成該通知、警告、

轉送後，地方政府應將所有與該個人有關的紀錄皆應刪除，包括但不限於任何個人的識

別資訊17。」 

某些州允許或至少不禁止揭露受測者的身分，例如愛得荷州與佛羅里達州18。 

（六） 通知效果 

追蹤接觸者計畫的一個基本前提是，當被通知者與感染者之間的關係正在持續進

行中，則此可以有效的減低繼續散布病毒的風險。然而，所謂的匿名通知，卻有點弔詭。

                                                        
15 NY CLS PUB HEALTH § 2782 (2014). 
16 NY CLS PUB HEALTH § 2782 (2014). 
17 CAL HEALTH & SAF CODE § 121015 (2014). 
18 IDAHO CODE § 39-610(3) (Supp. 1989); FLA. STAT. ANN. § 455.2416 (West Supp.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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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被通知的對象，在過去幾年處於一夫一妻的關係，那麼，被通知的接觸者，大概也猜

的出來是誰傳染給他/她病毒。相反地，如果被通知者有不同的性伴侶，則他/她就不一

定知道是誰帶給他/她感染的風險。此時，他/她可能對所有的性伴侶都產生懷疑。因此，

匿名揭露也可以影響到被通知者，讓他/她停止那些有風險的行為19。 

（七） 誰決定通知 

應當由誰通知及在什麼樣的情形下以什麼樣的方式進行通知，各州州法有不同規

定。喬治亞州允許醫師決定，接觸者是否已經處於風險中，而需要通知接觸者。大多數

州，醫師要選擇通知接觸者，或通知行政機關，醫師具有裁量權。有些州允許醫師向健

康部門揭露愛滋病感染患者之姓名，以讓健康部門去通知接觸者20。 

（八） 小結 

由上述總體介紹可知，美國各州對於性伴侶通知採取的州法，各不相同，且在許多

細節上均有不同規定。 

以下，本研究特別挑選密西根州與馬里蘭州的伴侶通知規定，進行詳細的介紹。這

2個州代表了不同的方式。密西根州規定，地方健康機關有義務為配偶、性伴侶、共用

針頭伴侶的通知。而馬里蘭州則並未強迫醫師一定要揭露感染資訊給性伴侶，但若醫師

出於善意揭露，可免除洩密責任。 

二、 密西根州 

根據密西根州的法律，有關病人愛滋病病毒感染狀況的所有資訊都是保密的。但有

幾個例外，當醫療機構或者醫護人員得知某 HIV 陽性患者有合理可預見的傳染風險

（reasonably foreseeable risk）時，則可例外要求公開揭露。 此外，當醫療機構或者醫

護人員知道 HIV 陽性患者使第三方暴露於愛滋病毒時，醫療機構或者醫護人員皆有義

務通知第三方該風險。揭露 HIV 陽性患者醫療資訊給第三方時，醫療機構或者醫護人

員不可提供有關 HIV 陽性患者本身的任何公開身份資訊給第三方，除非是以防止可合

理預見的高度傳染風險為必要，才須公開患者的身分資訊21。 

                                                        
19 Harold Edgar & Hazel Sandomire, supra note 1, at 192-93. 
20 Harold Edgar & Hazel Sandomire, supra note 1, at 193. 
21..Leah H. Wissow, Rebalancing the Government Interest in In-Voluntary Partner-Notification Following 

Advancements in HIV Treatment, 21 AM. U.J. GENDER SOC. POL'Y & L. 481, 490-9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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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通報義務 

密西根州法規定，若為：1.保護該個人之健康、2.為避免愛滋病毒的擴散以及3.為

診斷或照顧某一病患，可將個人感染愛滋病毒或診斷得到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的相關資

訊，揭露給行政機關、地方健康機關、或其他健康照顧提供者22。故其規定在何種情形

下可以通報，但某程度是一種豁免權，而非一種積極義務。而通報時一定是具名通報。 

雖然主治醫生或地方衛生官員得知某人是愛滋病患，沒有積極通報義務，但密西根

州州法§ 333.5131(5)(b)卻規定，其有「進行伴侶通知」的積極義務；若希望透過地方衛

生機關來進行伴侶通知，某程度就換變成「先通報地方衛生機關」的積極義務。其具體

規定為：「若是主治醫生和地方衛生官員，得知某人曾經接觸感染愛滋病毒或診斷出後

天免疫缺乏症候群之人，若主治醫生或地方衛生官員判斷，揭露該資訊是避免愛滋病毒

繼續傳播的合理可預見風險所必要時，可揭露個人感染愛滋病毒或診斷得到後天免疫缺

乏症候群的相關資訊。此規定課予主治醫生和地方衛生官員一積極義務，當得知某人曾

經接觸感染愛滋病毒或診斷出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之人，應向該人揭露個人感染愛滋病

毒或診斷得到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的相關資訊。主治醫生或地方衛生官員，可將該感染

愛滋病毒或診斷出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之人，轉介適當的地方衛生機關，由其協助進行

第5114a條的伴侶通知，則該主治醫生和該地方衛生官員即可免除本項課予之積極義務

23。」 

當衛生機關之授權代表或地方衛生官員認為，揭露某人感染愛滋病毒或診斷出後

天免疫缺乏症候群之資訊給一學區之職員，是避免愛滋病毒傳播致該學區學生的合理可

預見風險所必要時，可揭露個人感染愛滋病毒或診斷得到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的相關資

訊。根據 MCLS § 333.5131(5)(c)而得到該資訊的該學區職員，仍然受到本條 MCLS § 

333.5131第(1)項之限制24。 

（二） 伴侶通知   

MCLS § 333.5114a 第(1)到第(5)項之伴侶通知相關規定： 

「(1)任何負責愛滋病毒或愛滋病毒抗體檢測的個人或政府機構，符合下述二項條

件時，應將該個人移送給適當的地方健康機關，協助進行伴侶通知：(a)檢測結果顯示，

                                                        
22 MICH. COMP. LAWS SERV. § 333.5131(5)(a). 
23 MICH. COMP. LAWS SERV. § 333.5131(5)(b). 
24 MICH. COMP. LAWS SERV. § 333.5131(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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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人感染愛滋病毒。(b)負責該檢測之個人或政府機構，認為該個人需要伴侶通知之協助。 

(2)個人或政府機構，根據第1項將個人資訊移送給地方衛生機關時，應提供地方衛

生機關認為在執行伴侶通知上所必要的資訊。本項之資訊可以包含下述事項：該受測個

人的姓名、住址、電話及其他資訊。 

(3)根據第1項受移送的地方健康機關，應告知該個人，他（她）在與性伴侶從事性

行為前，有告知性伴侶其以感染愛滋病毒之義務，且若違反此告知義務，將負刑事責任。 

(4)地方衛生機關所執行的伴侶通知計畫，應包含通知第1項受檢測之個人的性伴侶

與共用針頭皮下注射之伴侶。伴侶通知應保密，並由地方衛生機關與受檢測對象之伴侶，

以直接、一對一對話方式進行。 

(5)如果地方衛生機關接獲第5114條1項下的報告，顯示本州之居民或位於本州之個

人感染愛滋病毒，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應優先採取下述行動：(a)試圖訪談該個人，並建議

聯繫該個人之性伴侶、共用針頭伴侶或共用藥物伴侶。如果該報告之對象被認定出生前

即感染愛滋病毒，地方衛生機關應試圖訪談該個人之父母或法定監護人。本項之訪談，

應出於受訪談人之自願。地方衛生機關在接獲第5114條第1項之報告起，應於14日內進

行本項所要求之訪談或試圖訪談。(b)在根據第 a項進行訪談後的35日內，應以保密、不

公開、謹慎的方式，與該感染愛滋病毒之性伴侶、共同針頭伴侶、共用藥物伴侶聯繫。

地方衛生機關在聯繫時，不可向上述伴侶，揭露受愛滋病陽性檢測結果或具愛滋抗體之

個人的身分；除非得到該個人之授權，或為了保護他人暴露於愛滋病毒或感染愛滋病毒

有必要者，方可透露姓名。地方衛生機關在進行第 a項之訪談和本項之聯繫時，應提供

下述所有資訊：(i)擁有的愛滋病毒、愛滋病毒抗體、或其他任何愛滋病感染症狀的醫療

檢測結果。(ii)為避免愛滋病毒後續散布可採取之步驟。(iii)其他該機構認為適當之資訊

25。」 

三、 馬里蘭州 

不同於密西根州，馬里蘭州並沒有認定醫療機構或者醫護人員有積極的義務，通知

他或她接觸到的第三方有其暴露於感染的風險。相反地，馬里蘭州法律規定，醫生可善

意決定是否透露病人的愛滋病病毒感染狀況給予當地的衛生部門或者是患者的性伴侶。

然而若病患拒絕了自己進行伴侶通知，醫生可決定是否通報當地衛生機關，但醫生最終

                                                        
25 MICH. COMP. LAWS SERV. § 333.5114a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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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可選擇不揭露。當進行通知行為時，醫生可以提供 HIV 陽性患者的身份資訊予第三

方26。 

馬里蘭州對愛滋病患檢測結果的隱私保護，以及伴侶通知規定，主要規定於州法的

第 18-336 條和 18-337 條。其中，對於檢測結果為陽性者，採取以下處理方式。第 18-

336 條（檢測）(g)項規定：「主治醫師或其指派人，取得本條第 b 項愛滋病抗體檢測的

結果後，應：(1)通知該血液或組織樣本之個人其結果；(2)如果結果為陽性： (i)建議轉

送至其他治療或支持服務單位； (ii)建議該個人通知所有性伴侶和共用針頭伴侶，告知

其有愛滋病毒陽性結果。 (iii)在個人通知其性伴侶和共同針頭伴侶時提供協助，或將該

個人轉送給地方衛生官員，以協助該個人通知其性伴侶和共用針頭伴侶。(iv)如果必要，

根據本節第 18-337條之規定採取適當措施。」 

如果個人得知愛滋病陽性結果，拒絕通知該個人之性伴侶或共同針頭之伴侶，該個

人之主治醫師，可通知地方衛生官員和/或該個人的性伴侶和共同針頭伴侶，告知下述

事項：(1)該個人之身分；(2)該通知之相關事實與理由27。醫師根據州一般健康法第 18-

337 條通知第三方時，主治醫師出於善意，將免於任何違反病人保密義務之責任28。若

主治醫師出於善意，決定不向某人之性伴侶和共同針頭伴侶，揭露某人得到愛滋病毒之

陽性檢測結果，也可免於任何責任29。若感染愛滋病毒者拒絕自行通知其性伴侶，則醫

師有權通知其性伴侶30。 

                                                        
26..Leah H Wissow, supra note 21, at 491. 
27 MD. HEALTH-GENERAL CODE ANN. § 18-337(b). 「(b)健康照顧提供者對他人之通知。如果個人得知本

節第 18-336條所診斷之愛滋病陽性結果，拒絕通知該個人之性伴侶或共同針頭之伴侶，該個人之主

治醫師，可通知地方衛生官員和/或該個人的性伴侶和共同針頭伴侶，告知下述事項：(1)該個人之身

分；(2)為該通知之相關事實與理由。(c)本章第 18-208至 18-213.1條之執行地方衛生官員受通知後，

該衛生官員應該根據本章第 18-208至 18-213.1條之規定，在下述條件下為後續處置：(1)在合理時間

內；(2)在可行範圍內。(d)移送適當機構每一地方衛生官員，應將受感染之個人，以及任何已知的該

個人的性伴侶和共用針頭伴侶，移送至適當之照顧、支持和治療愛滋病患者的機構。」 

28 MD. HEALTH-GENERAL CODE ANN. § 18-337(e).「 (e)主治醫師揭露資訊之責任主治醫師出於善意，根據

本條進行通知，將免於任何違反病人保密義務之責任。」 

29 MD. HEALTH-GENERAL CODE ANN. § 18-337(f).「(f)主治醫師不揭露之責任主治醫師出於善意，決定不

向某人之性伴侶和共同針頭伴侶，揭露某人得到愛滋病毒之陽性檢測結果，也可免於任何責任。」 

30 MD. HEALTH-GENERAL CODE ANN. § 18-337(g).「(g)醫院或其他健康照顧提供者之責任一醫院或其他健

康照顧提供者，出於善意，遵守主治醫師之醫囑執行愛滋病毒檢測或對檢測結果說明，該醫院或健康

照顧提供者不會因下述行為構成任何責任： (1)違反病人保密義務；(2)主治醫師決定向個人性伴侶或

共同針頭伴侶揭露或不揭露該人之愛滋檢測陽性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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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未成年人之同意與隱私 

在美國，未成年人是否可以自己同意接受愛滋檢測，取決於各州州法決定，未成年

人是否有權可以自己決定接受治療。各州規定不同，大致上可以區分為三種類型。 

1. 未成年人不能自行同意 

倘若在某個州，未成年人不能自行同意接受治療，此時，對未成年人進行愛滋檢測，

就必須得到家長或監護人的同意，而家長或監護人也能因而得知該檢查結果31。 

2. 未成年人可以同意，但必須將結果告知法定代理人 

某些州要求，應當要將檢測的結果通知未成年人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例如愛荷華

州規定，必須告知未成年人，若檢驗結果而陽性將通知其法定代理人32。 

3. 未成年人可以同意，結果可以但不必要告知法定代理人 

某些州則規定，未成年人在檢測前並不需要得到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同意，但允許醫

師或醫院將檢驗結果告知父母。例如包括： 

加州規定，如果受測者未滿 12 歲，則由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同意方可進行愛滋檢測。

而同意者也因而有權得知檢測結果33。 

喬治亞州規定，如果受測者為未成年人或無行為能力人，愛滋檢測資訊可以向其父

母或法定代理人揭露34。 

                                                        
31 Harold Edgar & Hazel Sandomire, supra note 1, at 176. 
32 IOWA CODE ANN. § 141.22(6) (West 1989) (requiring that minors be informed prior to undergoing voluntary 

HIV testing that their legal guardian will be informed of a positive test result). 
33 CAL HEALTH & SAF CODE § 121020 (2014) ((a) (1) When the subject of an HIV test is not competent to give 

consent for the test to be performed, written consent for the test may be obtained from the subject's parents, 

guardians, conservators, or other person lawfully authorized to make health care decisions for the subject. For 

purposes of this paragraph, a minor shall be deemed not competent to give consent if he or she is under 12 

years of age. (c) The person authorized to consent to the test pursuant to subdivision (a) shall be permitted to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1) Notwithstanding Sections 120975 and 120980, receive the results of the test on 

behalf of the subject without written authorization. (2) Disclose the test results on behalf of the subject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s 120975 and 120980. (3) Provide written authorization for the disclosure of the test 

results on behalf of the subject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s 120975 and 120980.) 
34 GA. CODE ANN. § 24-9-47(c) (Supp. 1989) ("AIDS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may be disclosed . . . , if that 

person is a minor or incompetent person, to that person's parent or legal 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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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罕布什爾州規定，如果受測者未滿 18 歲且檢驗結果為陽性，或者受測者在心智

上無法理解陽性結果的後果，則可向父母或法定代理人揭露35。 

阿拉巴馬州規定，12 歲以上的人，均可自己同意進行性病之檢測或治療，檢測或

治療提供者可以，但沒有義務，通知其父母或法定代理人36。 

科羅拉多州規定，對未成年進行愛滋檢測，並不需要得到父母或法定代理人的事前

同意。負責的醫師有權直接對未成年人安排適當的療程。對該未成年人的諮商、檢查、

治療都應該保密。但若受測者未滿 16 歲或未獨立，可告知其父母關於諮商、檢查或治

療之事項。醫師或其他健康照顧提供者，應該向未成年人說明，信任其父母或法定代理

人，對諮商、檢查或治療的重要性37。 

密蘇里州規定，允許向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告知檢測結果，但沒有義務告知38。 

                                                        
35 N.H. REV. STAT. ANN. § 141-F:7-III (Supp. 1989) (permitting disclosure to a parent or legal guardian if the 

seropositive person under 18 years old tests positive or is mentally in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the 

ramifications of a positive test). 
36 ALA. CODE § 22-11A-19 (2014) (Notwithstanding any other provision of law, a minor 12 years of age or 

older who may have come into contact with any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as designated by the State Board 

of Health may give consent to the furnishing of medical care related to the diagnosis or treatment of such 

disease, provided a duly licensed practitioner of medicine in Alabama authorizes such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he consent of the minor shall be as valid and binding as if the minor had achieved his or her 

majority, as the case may be. Such consent shall not be voidable nor subject to later disaffirmance because of 

minority. The medical provider or facility of whatever description providing diagnostic procedures or 

treatment to a minor patient who has come into contact with any designated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may, but shall not be obligated to, inform the parent, parents or guardian of any such minor as to the treatment 

given or needed). 
37 COLO. REV. STAT. § 25-4-1405(6) (2014) ((6) Any county, district, or municipal public health agency, state 

institution or facility, medical practitioner, or public or private hospital or clinic may examine and provide 

treatment for HIV infection for any minor if such physician or facility is qualified to provide such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The consent of the parent or guardian of such minor shall not be a prerequisite to 

such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The physician in charge or other appropriate authority of the facility or the 

licensed physician concerned shall prescribe an appropriate course of treatment for such minor. The fact of 

consultation,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of such a minor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shall be 

absolutely confidential and shall not be divulged by the facility or physician to any person other than the 

minor except for purposes of a report required under sections 25-4-1402 and 25-4-1403 and subsection (8) of 

this section and a report containing the name and medical information of the minor made to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ies if required by the "Child Protection Act of 1987", part 3 of article 3 of title 19, C.R.S. If the minor 

is less than sixteen years of age or not emancipated, the minor's parents or legal guardian may be informed by 

the facility or physician of the consultation,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The physician or other health care 

provider shall counsel the minor on the importance of bringing his parents or guardian into the minor's 

confidence about the consultation, examination, or treatment).  
38 MO. REV. STAT. § 191.6562(1)(f), (2) (Supp. 1990) (permitting disclosure to the parents and legal guard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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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根州規定，未成年人自己即可同意接受愛滋病或性病檢測。基於治療之理由，

或者負責醫師之建議，健康照顧提供者可將之前所給予的治療或之後所需的治療，告知

其配偶、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但並沒有義務告知。不須未成年人的同意，或未成年人明

確的表示拒絕提供資訊，仍可告知或保留相關資訊39。 

華盛頓州規定，14 歲以上未成年人，可以自行同意接受性病的檢驗，無庸得到父

母或法定代理人的同意。而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也不須為未經其同意的檢驗或治療費用負

責40。 

參、 日本與德國之匿名通報 

一、 日本規定 

1998 年（平成 10 年）時，日本將「傳染病預防法」（伝染病予防法）、「性病預防

法」（性病予防法）及「後天性免疫不全症候群之預防相關法律」（後天性免疫不全症候

群の予防に関する法律）（以下稱「愛滋病預防法」）三法進行整合，因而制定「傳染病

預防及傳染病患者醫療相關法律」（平成 10 年 10 月 2 日法律第 114 號）（亦稱作傳染病

預防法、傳染病法、傳染病新法，以下稱「傳染病新法」），並於 1999 年 4 月 1 日（平

                                                        
but imposes no duty of disclosure upon the holder of the results). 

39 MICH. COMP. LAWS ANN. § 333.5127(2) (2014).( Sec. 5127. (1) Subject to section 5133, the consent to the 

provision of medical or surgical care, treatment, or services by a hospital, clinic, or physician that is executed 

by a minor who is or professes to be infected with a venereal disease or HIV is valid and binding as if the 

minor had achieved the age of majority. The consent is not subject to later disaffirmance by reason of 

minority. The consent of any other person, including a spouse, parent, or guardian, or person in loco parentis, 

is not necessary to authorize the services described in this subsection to be provided to a minor. (2) For 

medical reasons a treating physician, and on the advice and direction of the treating physician, a physician, a 

member of the medical staff of a hospital or clinic, or other health professional, may, but is not obligated to, 

inform the spouse, parent, guardian, or person in loco parentis as to the treatment given or needed. The 

information may be given to or withheld from these persons without consent of the minor and 

notwithstanding the express refusal of the minor to the providing of the information. (3) A spouse, parent, 

guardian, or person in loco parentis of a minor is not financially responsible for surgical care, treatment, or 

services provided under this section). 
40 REV. CODE WASH. (ARCW) § 70.24.110 (2014) (A minor fourteen years of age or older who may have come 

in contact with any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or suspected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may give consent to 

the furnishing of hospital, medical and surgical care related to the diagnosis or treatment of such disease. 

Such consent shall not be subject to disaffirmance because of minority. The consent of the parent, parents, or 

legal guardian of such minor shall not be necessary to authorize hospital, medical and surgical care related to 

such disease and such parent, parents, or legal guardian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payment for any care rendered 

pursuant to this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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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11 年 4 月 1 日）開始施行。合併之前的「愛滋病預防法」在確診患者感染愛滋病時，

依「愛滋病預防法」（舊法）第 7 條41 之規定醫師必須要通報確診為感染愛滋病患者之

姓名、居住地及厚生勞働省令中規定之事項；而在「傳染病新法」中，基於保護個人隱

私及愛滋病在現代並非重大傳染病的理由，而將愛滋病歸類為最輕微的第五類，並依「傳

染病新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保健所長必須在 7 天內將患者之年齡、性別

及其他後生勞働省令所規定的事項向都道府縣知事通報。 

日本「傳染病新法」採匿名通報的作法，即可以說是不再對感染愛滋病患者進行追

蹤，藉由回報患者年齡及性別，係為了掌握愛滋病患者的分布以及傳染趨勢。此外亦要

依第 16 條42 之規定透過報紙、廣電媒體、網路及其他適當之管道，積極的對人民公布，

但必須要注意個人資訊之保護，避免侵害病患隱私權。 

綜上觀之，我們可以看出日本愛滋病預防法舊法與新法最大的差異在於姓名通報

的有無，在現代人權保護的極度擴張之下，日本政府認為必須要給予愛滋病患者的人權

最大保護，以符合憲法第 13 條43 的基本精神。 

二、 德國規定 

德國聯邦的傳染病法，主要為「人類傳染病預防及對抗法」（簡稱傳染病法）。德國

對愛滋病並無專法規定，僅在傳染病法中，將愛滋病列為「不具名通報」的類型。從該

法相關條文來看，由於愛滋病屬於不具名通報，也沒有後續的追蹤調查，更沒有伴侶通

知等問題。 

（一） 愛滋病匿名通報 

傳染疾病在向衛生局的通報程序上分為「具名通報」與「不具名通報」兩類。依據

                                                        
41 日本傳染病預防及傳染病患者醫療相關法律第 7條：「（第 1項）醫師經診斷發現感染者不遵守第五條

之規定，且認為多數人可能被感染愛滋病病原體的事實時，應當將該項意旨及該感染者之姓名及居住

地及其他厚生省令中所定之事項，通報管轄居住地之都道府縣知事。（第 2項）醫師經診斷發現感染

者已被愛滋病病原體感染，且可能有多數人已經被愛滋病病原體感染時，應當將該項意旨及該感染者

之姓名及居住地及其他厚生省令中所定之事項，通報管轄居住地之都道府縣知事。」 

42 日本傳染病預防及傳染病患者醫療相關法律第 16條：「（第 1項）厚生勞動大臣及都道府縣知事，針

對第 12條至前條之規定下收集之傳染病有關訊息進行分析，對於傳染病發生狀況、動向及原因之相

關訊息與該傳染病預防及治療之必要訊息，必須透過報紙、廣電媒體、網路及其他適當管道，積極公

布。（第 2項）前項訊息公布時，必須注意個人資料保護。」 

43 日本憲法第 13條規定：「日本全部的國民，作為個人都應當被尊重。對於生命、自由以及幸福追求之

國民權利，以不違反公共利益為原則，在立法或其他國政上，應給予最大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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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第 6 條之規定，應具名申報通報的疾病有霍亂、白喉、炭疽病、小兒麻痺等等。若

違反通報之規定依照同法第 73 條之規定，最高處以 25,000 歐元之罰款。而愛滋病則規

範於該法第 7 條第 3 項，為「不具名通報」類。條文如下：「（第 3 項） 直接或間接證

據為以下疾病病原體者，不具名通報：一、梅毒。二、愛滋病。三、胞蟲。四、瘧原蟲。

五、德國麻疹；只有在先天性感染情況下義務通報。六、弓漿蟲寄生症：只有在先天性

感染情況下義務通報。此類通報須遵循第 8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款與第 4 項，第 10

條第 1項、第 3項、第 4項來進行之。」 

而不具名通報（Nichtnamentliche Meldung）之通報內容，則規範於該法第 10 條：

「（第 1 項）不具名通報依第 7 條第 3 項，必須包含以下資料：一、第 7 條第 3 項第 2

款之案例為加密案件時則遵循第 2項。二、性別。三、出生年月日。四、戶籍住所郵遞

區號前三碼。五、檢查化驗結果。六、診斷年月日。七、檢查資料之類別。八、檢定方

法。九、可能傳染途徑，以及可能傳染之風險。十、可能受到感染之地方。十一、通報

者之姓名住址。十二、對曝光與化學預防方法之疾病資料。關於第 9 款、第 10 款與第

12款之資料，寄送醫生有通報義務。不具名通報依第 6條第 3項必須包含此第 5、第 9

與第 11款之資料，以及有關單位的姓名與住址。 

（第 2項）有關案例之加密（編碼）由名字中第一字母與第三字母，以及姓氏的字

母結合之三個字母。若為複姓則只使用第一個字；變音符號顯示為雙字母。擴展名則忽

略。 

（第 3 項）關於第 8 條第 1 項第 3 款與第 5 款之身分者，限制其通報範圍在所呈

現的資料上。 

（第 4 項）不具名通報依第 7 條第 3 項之規定，必須在 2 周內對羅伯特－寇赫研

究院（Robert Koch-Institut）進行通報。使用該研究所所製或適當之表格填寫。不具名通

報依第 6條第 3項44適用符合第 9條第 3項第 1 句到第 3句45。 

                                                        
44 人類傳染病預防及對抗法第 6條第 3項之規定為，頻繁出現突發性醫院感染時，若臆測可能是流行性

疾病時，必須立即向衛生局不具名通報。通報此項須遵循第 8條第 1項第 1款、第 3款、第 5款，以

及第 10條第 1項第 3句、第 3項及第 4項第 3句來進行之。 

45 人類傳染病預防及對抗法第 9條第 3項之規定為，具名通報最遲必須在得到結果的 24小時內對當事

人有關之衛生局進行通報。通報不允許因個人缺失而使資料被延誤。資料之後之通知或更正必須在有

資料時立即進行更新。若病人（居留者）主要住宅或通訊居住地為另一個衛生單位所管轄，則當地衛

生單位必須立即通知病人戶籍住址之衛生單位。多個居住場所者，當地衛生單位也必須立即通知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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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項）不同的通知為同一人時，依第 2 項資料與出生年月日資料允許羅伯特

－寇赫研究院為檢查而使用與處理。當資料不再被使用時，則銷毀之。」 

依據德國人類傳染病預防及對抗法之規定，在傳染病的通報上分為「具名通報」與

「匿名通報」二類，前者需在收到結果的 24 小時內，向負責的衛生局通報；後者則必

須於兩周內向羅伯特－寇赫研究院匿名通報，而不向衛生局通報之。兩者無論是時間上

或是通報的機關都不同。若違反通報程序，最高處以 25,000 歐元之罰緩。但依據第 74

條之規定，若蓄意違反相關規定，仍有可能處以刑罰。而通報、檢查與治療、保護措施

的執行等程序，依據同法第 69 條之規定，皆由公共資源來負擔。 

（二） 醫師可否為伴侶通知 

從上述介紹可知，德國並無愛滋病專法，對愛滋病採取匿名通報，故主管機關無法

掌握愛滋病患的真實身分，也無法做後續的追蹤調查與伴侶通知。可能為伴侶通知的，

只有愛滋病患的醫師，因為只有醫師知道該病患感染愛滋。若該醫師同時又是病患配偶

的醫師，是否可以洩漏愛滋病患的情況給其配偶？ 

在德國，由於醫師對病患具有保密義務，原則上絕對不能透露病患病情給任何人，

否則將構成德國刑法上之洩密罪。因此，如果愛滋病患堅持，不希望醫師透露病情給其

配偶知道，醫師順從病患的意願，則不會有責任46。 

1999 年，法蘭克福上訴法院發生一案例。原告是一位年輕女性，控告其醫師，該

醫師也是該女性男朋友的醫師。由於男朋友已經感染愛滋，但是該醫師沒有告知原告，

故原告繼續與男朋友發生危險性行為。原告認為，若她得到通知，她不會繼續與男朋友

發生性行為。法院判決指出，「如果感染者非常不重視其伴侶的需求，且明確地禁止醫

師通知其伴侶時」，該醫師應該通知該伴侶。此案例中，涉及法益衝突的問題，亦即男

朋友的隱私法益，以及女朋友的生命法益。法院認為，在法益權衡下，原告的生命法益

高於男朋友的隱私法益47。 

法院也明確地指出，若伴侶雙方均為同一個醫師的病人，則該醫師有明確的義務，

應該通知感染者的伴侶。若未通知，則將造成生命的緊急危害。不過法院也指出，如果

                                                        
住址之負責衛生單位。 

46 Olav Kratz, HIV/AIDS and Legal Developments in Germany, 6:1/2 CAN. HIV AIDS POLICY LAW REV. 79, 80 

(2001). 
47 Id. at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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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 1.並非伴侶雙方的醫師，或者 2.醫師有正當理由相信該病患會通知其性伴侶，則醫

師就沒有警告其伴侶之義務48。 

但該案法院判決該女性原告的求償敗訴。原因在於，原告無法證明，她感染愛滋是

在醫師知道男朋友感染前還是感染後。也就是，原告是否因為該醫師的未告知而得病，

因果關係無法證明。而聯邦最高法院拒絕受理該案上訴49。 

肆、 比較與建議 

一、 匿名通報 

從上述德國、日本之介紹可知，這二個國家對愛滋病患，只要求為匿名通報，不要

求具名通報。由於沒有具名通報給地方衛生機關，地方衛生機關也不可能有機會進行追

蹤調查與伴侶通知。 

同樣地，美國馬里蘭州原則上醫師並沒有通報愛滋病患的義務，但醫師應要求感染

者自行通知其性伴侶或共用針頭伴侶。而醫師若發現感染者拒絕通知其性伴侶或共用針

頭伴侶時，就可以選擇是否具名通報。在具名通報後，地方衛生機關才有可能進行伴侶

通知。 

相對地，美國密西根州，採取的方式類似臺灣，強制採取具名通報方式，在醫師得

知某人感染愛滋病毒時，一定要具名通知地方衛生機關，並由地方衛生機關進行伴侶通

知。 

本研究建議，若為了有效控制愛滋病的蔓延與散布，我國仍可維持具名通報制度。

主要理由在於，我國乃以公費預算，編列愛滋藥費，每年預算達 32 億。雖然愛滋病已

經漸漸成為慢性病，不會造成感染者數年內死亡，但仍需要有效控制，而具名通報方式，

方可有效控制其擴散。 

但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13 條之通報規定，要求在

24 小時內通報，似乎並無必要。因為通報的理由，在於後續的疫情控制，尤其是後續的

伴侶通知。如果後續的伴侶通知並沒有要在 24 小時內進行，為何愛滋病的通報必須要

在 24 小時內完成？不如回歸傳染病防治法第 39 條第 2 項對第三類傳染病的一週內通

                                                        
48 Id. at 80-81. 
49 Id. at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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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即可。 

二、 伴侶通知 

在伴侶通知的方式上，我國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15 條規定，乃由主管機關進行通知。在實務工作上，地方衛生人員可能會先給愛滋病患

自行通知其伴侶的時間（例如 3 個月），而在其過了 3 個月仍未通知其到院檢查後，主

管機關之公衛人員才會直接進行伴侶通知。但實務上卻有患者會以死相逼。 

根據前述說明，在日本和德國，由於根本沒有具名通報，主管機關也很難進行伴侶

通知。在思考上，由於愛滋病仍屬於刑法第 10 條第 4 項第 6 款之：「六、其他於身體或

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若未告知配偶而導致配偶受感染，可能已經該當

故意重傷罪或過失致重傷罪，因此，基於保護伴侶權益考量，仍應維持現行伴侶通知政

策。 

但在做法上，也許可以給地方衛生人員更明確的規定。例如，給予愛滋病患者自行

通知的期間為 3 個月，似乎太久，有可能這 3 個月期間又發生了感染。可考慮縮短給予

患者自行通知伴侶的期間。例如密西根州規定，地方衛生機關在得到通報後，應於 14

日（二週）內聯繫該患者，了解其可能接觸的對象；並於訪談後的 35 日（五週）內，

對其性伴侶等接觸者，進行伴侶通知。 

本文建議，地方衛生人員之通知方式，可參考密西根州之規定，將第 15 條第 2 項

以下修正為：「主管機關應於接獲第十三條之通報後二週內，與感染者訪談，並建議其

主動聯繫與感染者發生危險性行為、共用針具、稀釋液、容器或有其他危險行為者。如

果該感染者被認定出生前即感染愛滋病毒，應訪談該個人之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若感染者在一週後仍不願主動通知與感染者發生危險性行為、共用針具、稀釋液、

容器或有其他危險行為者，主管機關應於二週內，以保密、不公開、謹慎的方式，與該

人進行聯繫，建議其至指定之醫事機構，接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諮詢與檢查。 

主管機關在聯繫時，不可向上述等人，揭露感染者個人的身分；除非得到感染者之

授權，或為了保護他人暴露於愛滋病毒有必要者，方可透露姓名。」 

三、 未成年人同意 

2015年 2月 4日修正公布的「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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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增第 15 條之 1 第 1 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醫事人

員得採集檢體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無需受檢查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一、疑似感染來源，有致執行業務人員因執行業務而暴露血液或體液受人類免疫缺乏病

毒感染之虞。二、受檢查人意識不清無法表達意願。三、新生兒之生母不詳。」該條之

目的，在於解決某些情況下，進行愛滋病毒檢測時，無法得到本人或代理人同意的情形。 

針對本研究所處理的未成年人同意的問題，第 15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因醫療之

必要性或急迫性，未滿二十歲之人未能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即時同意，經本人同意，醫事

人員得採集檢體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行政院提出之修正理由為：「四、

依部分匿名篩檢及衛生單位實務經驗，曾有未成年之青少年於發生危險性行為後，至匿

名篩檢機構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篩檢，基於疾病特性及傳染途徑，部分青少年因故未

能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使醫事人員受限於未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無法在經受檢查

人同意後，提供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服務，影響防治工作推動。考量篩檢之醫療

行為有益於公共衛生及防疫，爰定明未滿二十歲之人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需進行檢

測時，若未能取得法定代理人即時同意時，亦得採集檢體檢測。」 

既然愛滋病毒感染已經被認定屬於一種慢性病，沒有立即發病或立即致死的危險，

何來「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50，而需要「即時同意」？其規定「未滿二十歲之人」

均能在「未能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即時同意」的情況下，可同意接受 HIV 檢測，並非如美

國加州或阿拉巴馬州限於「十二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方可自行同意，對年齡不設限似

乎太過開放51。而且，所謂「未能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即時同意」，是否可解釋為「若有可

能取得還是應該努力取得」？如此解釋的話，其實未成年人並非「不能」，而是「不願」

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52。最後，本條也沒有規定，在檢測結果出來後，是否可以或需

要通知未成年人之父母。 

本研究建議，比較好的規定方式，第 15 條之 1 第 2 項之規定，並不需要限於「急

迫性」的情況，也不需要限於「未能取得父母即時同意」，可參考美國加州與阿拉巴馬

州之規定，針對 12 歲以上之未成年人，可自行同意接受愛滋病毒檢測。且其檢測結果，

原則上不可通知其父母。但醫療照顧提供者在有必要時，仍可通知其父母或法定代理人，

                                                        
50 相同懷疑，見林欣柔，未成年人醫療自主權—以愛滋檢測為中心，法律與生命科學，第 5卷第 1期，

頁 26（2016年）。 

51 林欣柔認為在臺灣較為適當的年齡應為 16歲以上。參見林欣柔，註（49），頁 25-26。 

52 林欣柔認為應刪除「未能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即時同意」此一要件。參見林欣柔，註（49），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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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庸負洩密之責。 

伍、 結論 

在愛滋病感染者隱私保障方面，本研究發現，比起其他國家，我國的「人類免疫缺

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雖名為權益保障，其實較為不尊重愛滋病感

染者隱私。日本與德國基於對愛滋病患的隱私保障，基本上已經採取匿名通報制度，對

愛滋病患不進行追蹤、調查、伴侶通知等。而美國部分州雖然仍進行愛滋病患之伴侶通

知，但在通知過程有較為詳細之規定，可供我國參考。我國若為了有效控制愛滋病的蔓

延與散布，仍可維持具名通報，但要求在 24 小時內通報，似乎並無必要。而對於伴侶

通知，建議可模仿美國密西根州之規定，縮短給予患者自行通知伴侶的期間。地方衛生

機關在得到通報後，應於 14 日（二週）內聯繫該患者，了解其可能接觸的對象；並於

訪談後的 35 日（五週）內，對其性伴侶等接觸者，進行伴侶通知。 

另外，對於未成年人進行愛滋病毒檢驗前是否要經過法定代理人同意，美國部分州

規定 12 歲以上之未成年人就檢驗部分具有同意能力，此設計或可保障未成年人的隱私

問題，亦可供我國參考。我國新增之第 15 條之 1 第 2 項，不需限於「醫療之急迫性」

與「未能取得父母即時同意」此一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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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寄養家庭兒童過度使用 

精神疾病藥物與兒童醫療自主權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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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寄養家庭兒童（Foster Children）過度使用精神疾病藥物是一個重要的公共衛生議題，

研究顯示美國寄養家庭兒童使用精神藥物的比例是非寄養家庭兒童的 3 到 13 倍，寄養

家庭兒童的心理健康以及過度使用精神疾病藥物的趨勢值得關注與探討。本文將呈現此

議題與兒童醫療自主權發展之互動關係，特別針對「成熟的未成年人（Mature Minor）」

以及「兒童的最佳利益（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兩項法律原則的演變，討論其如何

影響寄養家庭兒童及青少年使用精神疾病藥物之實務操作。本文最後並分別從兒童醫療

自主權的法定年齡與合理性，以及提供足夠的社群支持與建立全面性的監管機制兩個面

向，探討美國經驗對台灣兒童醫療自主權利保障之法律政策可能帶來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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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兒童福利組織（Child Welfare Services）將兒童家庭寄養照護（Family Foster Care）

定義為：「當兒童原生家庭無法提供暫時或長期的照顧時，所提供給兒童全天且有計畫

期間的替代性家庭照護1。」為妥善照顧家庭遭遇重大變故、失依、貧困或需受保護之

兒童及少年，我國政府提供家庭寄養與機構安置教養服務。若依2015年的統計，我國共

有1,384戶寄養家庭與122所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提供照顧服務2。 

在美國實務上，兒童家庭寄養照護常會面臨兒童過度使用精神疾病藥物的問題。

2011 年美國國會通過“增進與創新兒童與家庭服務法案（Child and Family Services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Act）3”，要求各州政府必須加強照顧兒童的心理衛生4，並

應制定法律確保兒童未過度使用精神疾病藥物5。此一立法所希望解決者，是寄養家庭

兒童的聲音在精神疾病藥物的開立與告知後同意之執行過程中，往往不容易被社會福利

                                                        
1 ALFRED KADUSHIN, CHILD WELFARE SERVICES 314 (1980).  
2 行政院中華民國國情簡介網頁，兒童及少年福利頁面，

http://www.ey.gov.tw/state/News_Content3.aspx?n=C75E5EE6B2D5BAEB&s=ADE39B5CCF4DE702 （最

後瀏覽日：2016 年 12 月 10 日）。 

3 Passed by 112th Congress, Public Law 112–34, Sept. 30, 2011.  
4 Judith Warner, Overmedicating Foster Kids: The Cost of Skimping on Care, TIME, Dec. 02, 2011. 

http://ideas.time.com/2011/12/02/bromides-are-no-better-than-zyprexa/ (last visited Dec 18, 2015). 
5 See Social Security Act, 42 U.S.C. 622 (b) (15) (A)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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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醫事專業人員所聽見，而導致藥物濫用的問題。此一挑戰進一步衍生寄養家庭兒童醫

療自主權界線之問題6。例如兒童是否可以拒絕醫生開立精神疾病藥物的醫療策略？當

寄養家庭的兒童拒絕治療時，又會面臨哪些兩難與困境？ 

為回答寄養家庭兒童精神疾病藥物使用的醫療自主權問題，本文首先於第一部份的

背景介紹中，嘗試呈現寄養家庭兒童的心理健康問題，以及美國寄養家庭兒童過度使用

精神疾病藥物的趨勢。本文第二部分則以美國華盛頓州的立法與其兒童心理健康之就醫

機制為例，對美國現行有關寄養家庭兒童精神疾病藥物使用的法律制度—尤其是「成熟

的未成年人（Mature Minor）」以及「兒童的最佳利益（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兩項

法律原則的運作—進行分析。本文最後則分別從兒童醫療自主權的法定年齡與合理性，

以及提供足夠的社群支持與建立全面性的監管機制試圖兩個面向，探討美國相關法制發

展對台灣兒童醫療自主權利保障之法律政策所可能帶來的啟示。 

壹、 背景介紹          

一、 七歲兒童自殺悲劇 

美國佛羅里達州在2009年發生了一則令人心痛的案例，一位七歲的寄養兒童Gabriel 

Myers 在寄養家庭的浴室上吊自殺7。Gabriel 過世的那天請病假待在家中，但因為 Gabriel

哭鬧與脾氣失控，寄養家庭中的 23 歲兄長決心把 Gabriel 鎖在浴室中，之後當救護人員

發現時，Gabriel 已上吊自殺身亡
8
。事後檢方追究原因，認為精神疾病藥物的使用失當

是一項重要因素。Gabriel 的精神科醫師曾開立美國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認定只對成年人安全的抗精神病劑（antipsychotics）與抗憂鬱劑（antidepressants）給Gabriel。

而在 Gabriel 使用的其他藥物中，也包含明確標示副作用包含病患會有自殺風險的品項
9。 

Gabriel 的案件除了引起社會關注之外，也促使佛羅里達州和聯邦政府認知到，既有

                                                        
6 Donald Stone, The Danger of Psychotropic Medication for Mentally Ill Children: Where is the Children’s 

Voice in Consenting to Medic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23 TEMP. POL & CIV. RTS. L. REV. 121 (2013); 

Michelle Mello, Psychotropic Medication and Foster Care Children: A Prescription for State Oversight, 85 S. 

CAL. L. REV. 395 (2012); Thomas Fuentes, The Use of Psychotropic Medication in Michigan Foster Care, 58 

WAYNE L. REV. 183 (2012).  
7 Kimber E. Strawbridge, The Children Are Crying: The Need For Change In Florida's Management Of 

Psychotropic Medication To Foster Children, 15 U.C. DAVIS J. JUV. L. & POL'Y 247, 253 (2011). 
8 Jessica Setless, The Crisis of Over-Medicating Children In Foster Care: Legal Reform Recommendations For 

New York, 19 CARDOZO J. L. & GENDER 609, 609-610 (2003).  
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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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兒童家庭寄養照護機制應增加對寄養家庭兒童的保護，尤其是需要增進對兒童使用精

神疾病藥物的監督機制10。依照美國現行的社會福利制度，當寄養家庭兒童的原生父母

無法提供照顧，原生父母也失去了為小孩的身體做決定的能力，此時，政府便應介入填

補這個角色，而領取政府補助的寄養家庭父母11，便是政府為特定孩子所選擇，承擔原

生父母親角色的代理人。另外，社工人員則扮演中間人的角色，串起原生家庭父母與寄

養家庭父母之間的連結12。然而由於社工人員或是寄養家庭父母在掌握寄養兒童的身心

狀況時常各有斷層，無法清楚掌握兒童狀況，導致醫事人員在治療寄養家庭兒童時，也

時常感到灰心13。 

二、 美國寄養家庭兒童身心狀況及精神疾病藥物的使用趨勢 

通常尋求寄養家庭的兒童或青少年，其原生家庭往往有虐待、疏忽、家庭暴力、無

家可歸及吸毒等等問題，造成高比例的寄養兒童或青少年有身心靈創傷14。影響所及，

兒童及青少年的心理狀態往往在進入寄養家庭之前即已出現發展（Developmental）、行

為（Behavioral）或情緒（Emotional）上的障礙。據研究指出，約 30%至 80%的寄養兒

童或青少年有情緒或行為上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除了受到目前寄養家庭的生活影響，也

常肇因於進入寄養家庭前的經驗15。 

然而由於缺乏心理健康知識的訓練，寄養家庭及部分社工往往訴諸藥物使用來面對

這些問題，而任由寄養兒童及青少年長期使用處方精神疾病藥物（Psychotropic drugs; 

Psychiatric medicine）。寄養兒童及青少年常使用的精神疾病藥物包含：抗精神病藥

（Antipsychotics）、抗憂鬱藥（Antidepressants）、注意力缺失症藥物（ADHD drugs）、

抗焦慮藥（Antianxiety medications）、以及情緒穩定劑（Mood Stabilizers）等等16。許多

經診斷患有精神疾病或注意力不集中之兒童或青少年，症狀在接受藥物治療後獲得改善，

而能持續生活於住家及學校等環境，甚至對社區照護及治療的接受度及反應也都比沒有

接受藥物治療時要來的更好，這也是為何越來越多兒童接受精神疾病藥物治療的原因。 

相關藥物雖然有其功效，但依據美國政府針對兒童與青少年所為的國家型研究，寄

養家庭兒童過度使用精神疾病藥物日趨嚴重17。依據美國政府責任署（U.S. Government 

                                                        
10 Kimber E. Strawbridge, supra note 7. 
11 Jessica Setless, supra note 8, at 609-610. 
12 Jessica Setless, supra note 8, at 609-610. 
13 Jessica Setless, supra note 8, at 609-610. 
14 Kathleen Noonan & Dorothy Miller, Fostering Transparency: A Preliminary Review Of “Policy” Governing 

Psychotropic Medications In Foster Care, 65 Hastings L.J. 1515, 1525 (2014). 
15 S. S. Chipungu, & Tricia Bent-Goodley,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Contemporary Foster Care, 14(1) THE 

FUTURE OF CHILDREN 74 (2004) (doi:10.2307/1602755). 
16 常見用藥與功能，請參本文附表。 

17 National Surve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Well-being (NSCAW) (2012), No. 17: Psychotropic Me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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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2008 年的報告，有 21%至 39％的寄宿家庭兒童取得精神疾

病藥物的處方箋18。該署 2014 年的報告則根據兒童與家庭行政單位的問卷調查結果，指

出有 18%寄養家庭兒童使用精神疾病藥物19；對照非寄養家庭兒童使用精神疾病藥物僅

5%至 10%20。 美國塔芙茨臨床轉譯科學機構（Tufts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Science 

Institute, CTSI）進行的大型研究，也推估寄養家庭兒童的使用精神疾病藥物達 13%至

52%，對比非寄養家庭兒童僅 4%，比例達到 3 到 13 倍21。  

雖然目前針對兒少精神疾病用藥的長遠影響，並沒有大量或是大型的研究，但仍有

許多專家主張精神疾病藥物之使用會影響兒童及青少年仍在發展中之身體及腦部22。根

據美國衛生公共服務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2015 年統計，在公共醫療保險

（Medicaid）所補助的精神疾病藥物使用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用於寄養家庭之兒童及青

少年。在這些兒童及青少年中，有 37%同時使用多種精神疾病藥物，23%涉及藥物劑量

使用錯誤，53%的用藥未受到適當監督，以及 41%涉及錯誤治療。從以上各個統計與趨

勢觀察，寄養家庭兒童使用過多精神疾病藥物已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醫師是否該

開立精神疾病藥物的處方箋，應考慮該藥物對於兒童及青少年的益處是否大於潛在副作

用對兒童及青少年身、心理的影響23。而美國聯邦政府也不得不正視這個問題，並尋找

提出解決之道，以改善寄養家庭兒童的健康狀況與福利。 

                                                                                                                                                                            
Use by Children in Child Welfare.  

http://www.acf.hhs.gov/programs/opre/resource/nscaw-no-17-psychotropic-medication-use-by-children-in-ch

ild-welfare (last visited on Dec. 10, 2016). 
18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2011), Foster Children: HHS Guidance Could Help States Improve 

Oversight Of Psychotropic Medications. http://gao.gov/products/GAO-12-270T (last visited on Dec. 10, 

2016). 
19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2014), Foster Children: HHS Could Provide Additional Guidance to 

States Regarding Psychotropic Medications. http://www.gao.gov/products/GAO-14-651T  (last visited on 

Dec. 10, 2016). 
20 Id. 
21 Anita Harbert & Jennifer Tucker-Tatlow (2015), Literature Review: Psychotropic Medication And Foster 

Youth, Southern Area Consortium Of Human Services. 

http://theacademy.sdsu.edu/wp-content/uploads/2015/05/SACHS_Research_Psychotropic_Meds_2_26_15_re

v.pdf (last visited on Dec. 10, 2016). 
22 Manpreet Singh & Kiki Chang, The Neural Effects of Psychotropic Medication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21(4)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IC CLINICS N. AME. 753 (2012).  
23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 GUIDE FOR COMMUNITY CHILD SERVING 

AGENCIES ON PSYCHOTROPIC MEDICATIONS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aacap.org/app_themes/aacap/docs/press/guide_for_community_child_serving_agencies_on_psyc

hotropic_medications_for_children_and_adolescents_2012.pdf (last visited on Dec. 1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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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heacademy.sdsu.edu/wp-content/uploads/2015/05/SACHS_Research_Psychotropic_Meds_2_26_15_rev.pdf
http://www.aacap.org/app_themes/aacap/docs/press/guide_for_community_child_serving_agencies_on_psychotropic_medications_for_children_and_adolescents_2012.pdf
http://www.aacap.org/app_themes/aacap/docs/press/guide_for_community_child_serving_agencies_on_psychotropic_medications_for_children_and_adolescents_2012.pdf


法律與生命科學  五卷二期  

 

貳、 寄養家庭精神疾病藥物濫用、兒童醫療自主權與美國立法經驗 

對於寄養家庭兒童精神疾病藥物濫用的討論，其中一個重要的面向，是兒童的醫療

自主權：亦即在既有的法架構下，兒童在看診與治療過程中，能夠擁有多大範圍的參與

決策能力？如前所述，美國國會在 2011 年通過增進與創新兒童與家庭服務法案，其中

便包含要求州政府建立寄養家庭兒童精神疾病用藥的監督機制、寄養家庭兒童定期健康

檢查的時間表等，以滿足兒童的健康需求24。許多州也隨之做出改變，透過立法或新的

政策和資源，以實踐聯邦法律的意旨。 

事實上，在 2011 年以前，就存在針對寄養兒童精神疾病藥物使用的州層次改革，

例如田納西州曾於 2000 年時進行大規模的集體訴訟，許多寄養家庭兒童與律師參與，

要求政府應加強對寄養兒童精神疾病用藥的管理，以保障兒童的權利。密西根州則於

2006 年由兒童權利組織發起集體訴訟，代表 1 萬 9 千位寄養兒童向政府提出訴訟，最

後於 2008 年由前州長 Jennifer Granholm 簽署和解書，而和解內容的一個重要部分，便

是政府單位需要加強對寄養兒童使用精神疾病藥物的管理。德州亦於 2010 年增修家庭

法規，加入特別為寄養家庭設計的代理人（Medical Consenter），來參與醫療行為中告知

後同意的過程與進行決定。以上述各項改革作為背景，本文以下，將特別針對「成熟的

未成年人（Mature Minor）」以及「兒童的最佳利益（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兩項法

律原則的演變，討論其如何影響兒童及青少年使用精神疾病藥物之實務操作。 

一、 成熟的未成年人—以華盛頓州法為例 

若觀察現行美國立法趨勢，美國各州基本上均規定父母有權利代理子女進行醫療行

為中的告知後同意行為，並為子女做出醫療決策25。以華盛頓州法為例，Revised Code of 

Washington（RCW）26.28.015 條規定 18 歲為成年人，具備完全實施法律上權利與承擔

法律上義務之能力。若病人根據州法 RCW 11.88.010(1)(e)不具備進行醫療上告知後同意

的能力時（例如未成年的兒童或青少年），則法定代理人依據 RCW 7.70.065 (1) ，得為

兒童進行告知後同意的過程，擁有代理病人做出醫療決定的法律上能力。 

然而在某些例外情況，成熟的未成年人仍得為自己做醫療決定。相較一般醫療過程

                                                        
24 42 U.S.C.A. § 622 (b)(15)(A)(i)&(v) (stating that “the State will develop, in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with the State agency… a plan for the ongoing oversight and coordination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for any 

child in a foster care placement, which shall ensure a coordinated strategy to identify and respond to the 

health care needs of children in foster care placements, including mental health and dental health needs, and 

shall include an outline of (i) a schedule for initial and follow-up health screenings that meet reasonable 

standards of medical practice; (v) the oversight of prescription medicines, including protocols for the 

appropriate use and monitoring of psychotropic medications).  
25 Jennifer Albright, Free your mind: the right of minors in New York to choose whether or not to be treated 

with psychotropic drugs, 16 ALB. L.J. SCI & TECH. 169, 176-177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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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告知後同意，華盛頓州法針對需要進行心理疾病治療的兒童特別訂有「兒童心理健康

服務（Mental Health Services for Minors）」專章26。依據 RCW 71.34.500 之規定，13 歲

以上的兒童可自行做成是否入院進行治療的有效決定，而不需要父母的同意27。換言之，

華盛頓州法認為 13 歲以上的兒童已進入成熟的未成年人範疇28，因而在醫療上告知後同

意年齡（age of consent）的一般規定之外，另外增加了一條法律上的界線。 

美國各州目前已普遍存在成熟的未成年人立法，而每一州針對成熟未成年人的年齡

限制、要件、和法律能力，又常常有著不同的規定29。以華盛頓州法為例，13 歲以上兒

童得適用成熟未成年人原則的情境，包括當父母對於子女有暴力、忽視，且其參與將有

害兒童利益之情形。此一法律原則亦有利於州政府對於例如性傳染疾病（Sexual 

Transmitted Infectious Disease）在內的疾病進行疾病控制（disease control）30。 

成熟的未成年人概念常受到批評的議題，是以年齡作為界線的武斷性。為何跨越了

某一個年齡，即可認定一個人能夠為自己、甚至他人的身體做決定。事實上，許多科學

研究結果也對這樣的法律規定是否符合社會秩序的期待提出質疑？假設一位青少年可

能被診斷為一位精神疾病患者，此時他是否具備為自己的身體做決定的能力？法律該如

何規定，才能使最後的醫療決策成為最適當的決策？對於這些議題，本文將於第參部分

繼續此一討論。 

二、 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之應用--醫療決策參與決策程度 

寄養兒童精神藥物濫用常涉及的另一項法律原則，是兒童最佳利益之追求。聯合國

兒童權利公約第三條一般性揭示「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

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之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31。」條約內文中

                                                        
26 RCW Chapter 71.34. 
27 RCW 71.34.500 (stating that “(1) A minor thirteen years or older may admit himself or herself to an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facility for inpatient mental treatment, without parental consent. The admission shall 

occur only if the professional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facility concurs with the need for inpatient treatment. 

Parental authorization, or authorization from a person who may consent on behalf of the minor pursuant to 

RCW 7.70.065, is required for inpatient treatment of a minor under the age of thirteen”). 
28 Se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Website, Providing Health Care to Minors under Washington Law, 

http://depts.washington.edu/hcsats/PDF/guidelines/Minors%20Health%20Care%20Rights%20Washington%2

0State.pdf (last visited Sept. 15, 2016). 
29 例如加州是滿 12 歲就可以自主進行心理健康治療的告知後同意。CAL. FAM. CODE § 6924 (2012). 夏威

夷則是滿 14 歲青少年才能做出有效的醫療決定。HAW. REV. STAT. ANN. § 577A-1 (2012).  

30 RCW 70.24.110. 就性傳染疾病的檢測與治療，華盛頓州的年齡限制是 14 歲，亦言之，14 歲以上的兒 

童即可自行做合法有效的醫療決定。See Jennifer Albright, supra note 25. 

31 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 of the Child），1990 年 9 月 2 日生效，現有 196 個第約國，美

國非為締約國。公約第三條：「一、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否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

當局或立法機關所主持，均應以兒童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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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多次就不同情況提到最佳利益原則之應用32，例如兒童權利公約第 20 條一款: 「針對

暫時或永久剝奪其家庭環境的兒童，或因顧及其最佳利益無法使其繼續留在家庭環境時，

締約國應給予特別之保護與協助。」美國判例法中亦就兒童最佳利益原則發展出相關的

審查標準33，認為兒童的最佳利益也是支持國家介入代替父母對小孩實行親權的一個核

心依據34。  

在面對兒童使用精神疾病藥物的問題時，兒童最佳利益亦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而此一因素的判斷，又常是透過告知後同意過程中，病人或病人的代理人對醫療決策過

程的參與度來衡量。例如小兒科醫師臨床守則曾說明：醫生應觀察父母或是法定代理人

就整個告知後同意過程的參與度。美國律師協會亦就此問題，提出建議法官與律師在考

量兒童最佳利益應詢問的問題列表，以增進法律專業人士實際處理兒童使用精神疾病藥

物問題的效率與準確度（詳細的說明，另可參考 Solchany 在 2012 年於 Child Law Practice

發表的文章）35。例如法官與律師應詢問兒童有什麼樣的症狀，為什麼需要使用精神疾

病藥物？實務上，寄養家庭兒童的主要照顧者經常更換，案件發生當時的照顧者，可能

兒童有利益衝突，會誇飾兒童的症狀等。而之前的照顧者又可能已有一段時間未與兒童

相處，無法清楚了解兒童狀況，因此法官與律師必須確認手邊獲得的資訊，是否是最精

準的現況。 

另外，除了使用精神疾病藥物之外，法官與律師亦應詢問是否有試過其他的治療方

式（例如心理諮商）？除了考量兒童是否達到法定年齡，自己進行診療的告知後同意之

外，該兒童對於使用精神疾病藥物有什麼感受、兒童是否被充分告知對於這次治療的期

待、以及是否有人會固定關心兒童治療期間的感受等等，均是律師和法官在處理這類案

件時應考量的因素。Solchany 在給執業律師與法官的建議就提及，必須考量兒童使用精

神疾病藥物後獲益是否大於本身要承擔的風險，反過來說，若兒童不使用精神疾病藥物，

將承擔的風險是否過大？而最重要的是，病人與照顧者必須完全了解採用這個治療方式

的風險與利益。 

參、 討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最後分別從兒童醫療自主權的法定年齡與合理性，以及提供足夠的社群支持與

                                                        
32 參見兒童權利公約第 9 條、18 條、20 條、21 條、37 條與第 40 條。 

33 See Loretta M. Kopelman, The Best-Interests Standard as Threshold, Ideal, and Standard of Reasonableness, 

22(3) J. MED. PHILOS. 271 (1997); Loretta M. Kopelman, The Best Interests Standard for Incompetent or 

Incapacitated Persons of All Ages, 35(1) J. L. MED. ETHICS 187 (2007). 
34 Id. 
35 JoAnne Solchany, Psychotropic Medication and Children in Foster Care: Tips for Advocates and Judges, 

31(2) CHILD L. PRAC. 17, 26-27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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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全面性的監管機制兩個面向，探討美國經驗對台灣兒童醫療自主權利保障之法律政

策可能帶來的啟示。 

一、 兒童醫療自主權的法定年齡與合理性 

如前所述，兒童醫療自主權的討論—例如成熟未成年人概念的使用—常被批評以年

齡作為武斷的界線。例如學者 Steiberg 與他的團隊發表了數篇文章，提供足夠的科學證

據來說明，從大腦的發展成熟度來判斷，每一個人進入成熟的時間不同，有些青少年很

快就進入成熟階段，但也不乏發展較遲的青少年
36
。另外美國法院也針對年齡與成熟度

做出了幾則著名案例，包括 2005年的最高法院就青少年量刑的Roper v. Simmons37、1979

年麻州州法就未成年女性墮胎議題的 Bellotti v. Baird
38、以及 1987 年田納西州未成年女

性接受醫療服務決策的 Cardwell v. Bechtol
39等。 

而若對比台灣現階段對於兒童醫療自主權的討論，年齡議題亦是討論的焦點之一。

例如學者林欣柔曾從未成年人同意愛滋檢測的醫療自主權切入，討論台灣兒童醫療自主

權發展現況40。林欣柔在文章中列舉許多例子，來說明台灣的法律體系就未成年人的身

體自主權，似乎有以 16 歲作為年齡界線的意涵，亦即：林欣柔主張在台灣現行的法律

框架下，若無特別法規定的年齡界線，滿 16 歲的青少年，可以完整的實施醫療自主權。 

事實上，若觀察美國就寄養兒童使用精神疾病藥物的控制與立法發展，可以發現美

國的改革方向其實不單是在年齡上做調整，而也期望能夠讓告知後同意的過程與資訊傳

                                                        
36 Laurence Steinberg, Does Recent Research on Adolescent Brain Development Inform the Mature Minor 

Doctrine?, 38 J. MED. & PHILOS. 256 (2013); Commentary on the Special Issue on the Adolescent Brain: 

Redefining adolescence,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 available at 

doi:10.1016/j.neubiorev.2016.06.016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2016); How to Improve the Health of 

American Adolescents, 10 PERSPECTIVES PSYCHOLOGICAL SCI. 711 (2015). 
37 Roper v. Simmons,125 S.Ct. 118, 1197. 本案是針對執行死刑的年齡進行討論，必須跨越法定成人的年齡

限制才能執行死刑。就年齡與成熟度的論述中提及：「Drawing the line at 18 years of age is 

subject…distinguish juveniles from adults do not disappear when an individual turns 18….some under 18 

have already attained a level of maturity some adults will never reach. 」末段即是認定有些 18 歲以下的兒

童已屆成熟，但有些人則未必達到。 

38 Bellotti v. Baird,99 S.Ct. 3035, 3040 & 3047. 本案是針對未婚的未成女性選擇墮胎的權利與州法的合憲

性爭議，進行許多關於成熟(maturity)與能力(capacity)的討論，而就年齡的界線提及：「a substantial 

number of females under the age of 18 are capable of forming a valid consent」法院認為有許多 18 歲以下

的女性，仍有能力做出有效的醫療決定。 

39 Cardwell v. Bechtol,724 S.W.2d 739, 744-747. 本案被告在接受治療的時點是 17 歲又 7 個月，而田納西

州的法律規定，18 歲為成人，在判決 745 頁，列舉取得駕照、刑事責任的年齡界線等，而 746-747 頁

則是從兒童達 7 歲後的行為能力至成人期間，隨著年齡增長與發展程度，成熟的界定有不同的層次，

再明確說明本案被告 17 歲的年齡已具備做醫療決定的能力。 

40 林欣柔，未成年人醫療自主權—以愛滋檢測為中心，法律與生命科學復刊號，5 卷 1 期，頁 11（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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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更加明白，並讓兒童/病患能夠自己、或是透過適任人選來為其做出符合其最佳利益

的醫療決定。此一改革方向，對於我國兒童醫療自主權的討論，當然有其值得參考之處。 

二、 提供足夠的社群支持與建立全面性的監管機制 

美國社會對於政府介入兒童照護此一制度的合理性，其實一直以來存在許多質疑。

尤其從寄養家庭兒童的角度出發，可能在短時間內就必須漂泊到許多不同的家庭生活，

生活很難穩定下來，需要家庭給予的心理依賴常無法獲得滿足，也無法得到穩定的社群

支持。美國兒少精神醫學會便曾發表公開聲明，強調寄養家庭的兒童常更換住宿地點，

生長環境不穩定，要求政府應更注意寄養家庭兒童的就醫狀況41。 

受上述因素的影響，要有效管控寄養兒童對精神疾病藥物的濫用，一定程度也有賴

提供兒童足夠的社群支持，以及建立全面性的監管機制。2009 年 Pecora 等人進行的研

究即發現，這些兒童與青少年在進入寄養家庭之前，往往並沒有適當的心理健康評估系

統。專家因此建議政府應該推動詳盡且深入的評估系統，以正確的診斷兒童及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問題，同時提供這些尋求家庭寄養的兒童及青少年高品質的心理健康照護42。 

目前美國政府提出如圖一的評估系統（參見圖一），以確保寄養兒童及青少年的安

全（Safety）、持續性（Permanency）及全人發展（Well-being）43。此一系統首先要求在

兒童進入寄養家庭前先給予寄養者與被寄養者可信度高且實證之初步全面性篩檢，以蒐

集受試者之心理健康狀態（包含是否受過創傷等），並於初步篩檢後將兒童或青少年轉

介並進行更全面性（由精神科專家執行）之臨床評估；其次，將上述所蒐集之所有資訊

整合，並且提供個案完整之活動規劃，而這些活動應根據臨床實證並依據個案之不同需

求而實施；最後根據評估的結果，由專家給予適當的治療及介入措施，期望達到安全、

持續性及全人之平衡發展。現於美國許多州內，非政府組織抱持相關理念持續進行維護

兒童權利的運動，期望能讓寄養家庭的兒童脫離過度使用精神疾病藥物的負擔44。至於

此一架構中的功能性評估，主要是評估兒童或青少年之適應性，比方說親子關係或是學

校之人際關係等，此項評估可以在寄養這段期間的任何時間點執行，不限次數。不論個

                                                        
41 AACAP (2015), Recommendations about the Use of Psychotropic Medications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volved in Child-Serving Systems. 

https://www.aacap.org/App_Themes/AACAP/docs/clinical_practice_center/systems_of_care/AACAP_Psych

otropic_Medication_Recommendations_2015_FINAL.pdf (last visited on Dec. 10, 2016). 
42 P. J. Pecora et. al, Mental Health Services for Children Placed in Foster Care: An Overview of Current 

Challenges, 88(1) CHILD WELFARE 5 (2009). 
43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CREENING, ASSESSING, MONITORING OUTCOMES AND 

USING EVIDENCE-BASED INTERVENTIONS TO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CHILDREN IN CHILD WELFARe 

(Integrating Safety, Permanency and Well-Being Series) (2014). 
44 E.g., Mockingbird Society Website, http://www.mockingbirdsociety.org/index.php/about-us/our-mission (last 

visited on Dec. 10, 2016); Children’s Rights Website http://www.childrensrights.org/our-mission/our-work/ 

(last visited on Dec. 1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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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接受寄養之前或是後續的追蹤，都可以藉由功能性評估以了解個案的狀態。 

而在提供兒童足夠社群支持的部分，目前在美國的法院實務上，家事法庭常見由兒

童聘請的律師代表兒童發聲。律師是兒童的代言人，以法庭熟悉的語言來闡述兒童的想

法，和社工人員從社會福利角度出發有所區別。對於寄養家庭的兒童來說，除了原生家

庭父母、寄養家庭父母和社工人員以外，律師的角色也常存在於他們的生活中。影響所

及，律師也常擁有關於兒童個人資訊等隱私資料，其中需遵守的專業倫理也待受考驗。 

 

 

來源：作者製圖 

肆、 結論 

總體來說，寄養兒童比一般家庭照護的兒童更為弱勢，本文透過對美國寄養兒童使

用精神疾病藥物與其延伸法律爭議之分析，嘗試點出美國社會在此一議題的發展方向，

是透過提供醫事人員在臨床上協助兒童做決定的過程建議、透過提供足夠的社群支持與

建立全面性的監管機制、或是透過直接在法律上明白的規定，讓兒童獲得更多參與醫療

決策的機會，也讓兒童醫療自主權之發展也在這個法律、政策演進過程中逐漸趨向成

熟。 

我國社會福利制度雖無法與美國的寄養家庭制度直接進行比較，但無疑的是，我國

對於兒童社會福利制度與兒童健康權利間的互動關係，尚缺乏足夠的觀察、研究與論述，

是一個需要更多專業研究者投入的領域。若回顧文章開頭提及的寄養兒童 Gabriel M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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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是一位剛進小學就讀的學生，是一個還很需要家庭與親人關愛的兒童，在他失去生

命的那一刻，成為了整個體制失能的犧牲者。兒童過度使用精神疾病藥物，雖看似有專

業上對立的意見，但到底什麼是兒童的最佳利益？用藥？還是其他治療方式？這些皆成

為政府與社會必須抉擇的題目，對臺灣社會來說也具有啟示意義。 

例如我國立法院近期就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是否該用藥的議題，就有淪為

不同專業意見彼此之間相互角力的風險45。法律其實是保障兒童與青少年接受適當醫療

服務與實踐自主權的有力手段，包括律師、法官等都可能成為適合幫助兒童做出醫療決

策者。台灣就兒童的醫療自主權也應有更多實踐的可能，尤其對兒童或青少年精神用藥

上，應該給予更多評估以確定用藥的必要性。像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是否該

用藥，台灣社會應謹慎論辯，重新檢視現有的兒童醫療與用藥系統，並由政府主導加強

系統管理與資源整合，這不僅能幫助兒童醫療自主權的發展，也能夠減低因系統失能對

心理健康問題就醫兒童的傷害。  

                                                        
45 鄧桂芬，ADHD 用藥爭議，立法院上演大對決，聯合報，2016 年 7 月 28 日，

http://udn.com/news/story/1/1859185-ADHD 用藥爭議-立法院上演大對決（最後瀏覽日：2016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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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常見兒童使用之精神疾病藥物 

藥物名稱 藥物簡介 

抗精神病藥（Antipsychotics） 受美國食品及藥物管制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建議可

接受抗精神病藥物治療之疾病包括：精

神分裂症、雙極性情感障礙、與自閉症

關聯之躁症及小兒之妥瑞氏症候群

（Tourette syndrome）。於 90 年代，非

典型抗精神病藥物（Atypical 

antipsychotics）問世，由於其副作用較

第一代抗精神病藥物來的少，醫師處方

這類的抗精神病藥也就越來越普遍。然

而，這類藥物目前也廣泛的使用在非

FDA 建議的疾病上，像是小兒之注意力

缺失症（ADHD）。處方抗精神病藥於

非 FDA 建議之疾病所造成的影響，仍

有諸多爭議，但於市場調查發現其潛在

的副作用包含代謝症候群、心血管併發

症等。（Reinberg, 2012） 

抗憂鬱藥（Antidepressants） 若突然停用，抗憂鬱藥可能會導致戒斷

症狀，其中包括：噁心、嘔吐、頭暈、

頭痛、煩躁、失眠、惡夢、精神病及癲

癇發作等。 

所有抗憂鬱藥皆警示兒童及青少年之

使用。有短期的研究發現，患有憂鬱症

及精神病之兒童及青少年服用抗憂鬱

藥後，自殺的風險增加。（Ogbru et al., 

2016） 

注意力缺失症藥物（ADHD drugs） 此類藥物主要治療兒童患有注意力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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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之症狀，治療後可以改善兒童在學校

的注意力及躁動問題。其中此類藥物的

可能副作用包括頭痛、腹痛、噁心、食

慾降低、神情呆滯等等。出現的機率通

常很低，且也會在短期之內消失。然而

有研究指出，此類藥物會影響兒童的發

育生長，不過仍具有爭議性。（WebMD 

Drugs & Medications, 2016） 

抗焦慮藥（Antianxiety medications） 抗焦慮藥可以緩解像是恐慌症（Panic 

attack）引起的焦慮，極度害怕或擔心

而引起的焦慮等。最常見的抗焦慮藥種

類為中樞神經系統（Benzodiazepines）

類之藥物，然而此類藥物在病人長期使

用下，藥物耐受性會慢慢增加，使用過

久可能失效。藥物常見的副作用包含頭

暈及嗜睡等。（Mental Health 

Medications, 2016） 

情緒穩定劑（Mood Stabilizers） 主要治療及預防雙極性情感疾患

（Bipolar Disorder）之症狀，像是躁狂

發作（Manic episode）、輕躁症

（Hypomanic episode）或抑鬱發作

（Depressive episodes）。此類藥物可幫

助穩定情緒，減少情緒過分波動。副作

用依不同種的藥物有不同的反應，像是

頭暈、嗜睡、腸胃症狀或影響肝功能

等。（WebMD Drugs & Medication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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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寄養家庭孩童過度使用精神疾病藥物與兒童醫療自主權之互動 

附表參考資料： 

1. Reinberg, S. (2012, August 7). More Kids Taking Antipsychotics for ADHD: Study; 

Unapproved Uses of These Powerful Drugs Need Further Investigation, Experts Say. 

Consumer Health News (English). Retrieved 2016, from 

http://www.highbeam.com/doc/1G1-298958265.html?refid=easy_hf 

2. Ogbru, A., & Marks, J. W. (2016, April 25). WebMD Drugs & Medications - Medical 

information on prescription drugs, vitamins and over-the-counter medicines. Retrieved 

July 21, 2016, from http://www.webmd.com/drugs/index-drugs.aspx 

3. WebMD Drugs & Medications - Medical information on prescription drugs, vitamins 

and over-the-counter medicines. (2016). Retrieved July 21, 2016, from 

http://www.webmd.com/drugs/index-drugs.aspx  

4. Mental Health Medications. (2016, January). Retrieved July 22, 2016, from 

http://www.nimh.nih.gov/health/topics/mental-health-medications/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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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生醫政策發展： 
Hospitalist—醫院整合醫學專科醫師照顧制度 

洪嘉翎 彙整編輯 
梁志鳴協助校訂 

 
壹、政策介紹 

衛生福利部（以下稱為衛福部）於 2016 年 8 月新聞稿1中提及最快於今年底將會

公佈 Hospitalist照護制度詳細細則，計劃於明年（2017年）開始補助 20間醫院共 1億
元經費推行「Hospitalist 照護制度」，或稱「醫院整合醫學專科醫師照顧制度」（以下簡
稱專科醫師照顧制度）。該制度正式推行後將設立「整合照護病房」，並且開設相關專

科考試，增加認證 100名至 150名「住院整合專科醫師」，以及 600名至 800名「專科
護理師」與「臨床助理」負責協助專科醫師。透過彈性安排班表，以及跨團隊整合照

顧模式，由不分科的住院整合專科主治醫師專責照顧住院的病患。 

專科醫師照顧制度乃衛福部為因應最新勞工政策的配套措施。依照目前既定的政

策方向，醫事人員預計將於 2019年 9月之後納入〈勞動基準法〉加以保障。雖然理論
上醫師仍可能被列入第 84條之 1「責任制條款」2，但由於以下兩項發展，可預期未來

醫師工時原則上將會以每週 88 工時為協商基礎：一、衛生署於 2013 年制訂〈住院醫
師勞動權益保障參考指引〉3，納入住院醫師單週最高工時 88 小時之規定；二、連續
工時的規範也於 2015 年正式納入醫院評鑑項目。在這些政策背景之下，衛福部估算
2020 年後各大醫院會產生約莫 2000 名左右的醫事人員人力缺口，因此推動專科醫師
照顧制度，由不分科主治醫師專職照顧住院患者，並預計擴大招收醫學系一般生與公

                                                
  臺北醫學大學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班三年級 
  臺北醫學大學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1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網站，衛福部將推動 Hospitalist照護制度，開啟醫療照護新紀元，2016年 7月 31日，

http://www.mohw.gov.tw/news/572155733（最後瀏覽日：2016年 08月 16日）。 
2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網站，衛生福利部宣佈 109年前所有聘僱醫師將納入勞基法保障，2016年 6月 6日，

http://www.mohw.gov.tw/news/572055327（最後瀏覽日：2016年 08月 16日）。 
3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網站，〈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參考指引〉，

http://www.mohw.gov.tw/CHT/DOMA/DM1_P.aspx?f_list_no=937&fod_list_no=5793&doc_no=2187（最
後瀏覽日：2016年 08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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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生4，試圖一舉解決醫事人員過勞、醫院人力不足等問題，以增進病人照顧品質，因

應高齡化、疾病複雜化、多系統化的新型社會。 

貳、美國 Hospitalist介紹 

「Hospitalist」此一醫學新領域的出現，係源於 1996 年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5，而後由美國醫院醫學會（Society for Hospital Medicine，
簡稱 SHM）對 Hospitalist給出明確定義6。因應住院醫師、實習醫師的人數不足，美國

自 1996 年推行專科醫師照顧制度（Hospitalists，簡稱為 HOS），改用以專科護理師搭
配 Hospitalist 主治醫師的模式，建立完整的住院病人照顧團隊。截至目前全美大約有
75%的醫院已經實施此模式，並多由內科和家醫科醫師組成專職於照顧住院病人的團
隊。該團隊屏除門診及其餘檢查業務，只專心投入於照顧住院病患。而該制度的最大

兩個特色，即是 Robert Wachter 醫師於 1999 年對 Hospitalist 所提出操作型定義7中的

「交接（Hand-off）」與「最低時間設限（Temporal Floor）」，亦即 Hospitalist 醫師會接
手門診醫師、基層醫師（Primary Care Providers，簡稱 PCP）、或急診單位轉診的住院
病患（Hand-off），並且至少花 25%工作時間照顧住院病患（Temporal Floor）。由於美
國門診分級制度實施得十分徹底，並配合 Medicare保險及 DRG 給付制度，Hospitalist
對於醫療程序的標準化、流程化、醫療品質和效率的改善、增加病人滿意度、以及減

少浪費方面都產生不少的幫助。 

参、目前台灣專科醫師照顧制度主要內容與試辦成果 

在我國的脈絡下，林口長庚醫院、台大醫院、奇美醫院與台中榮民總醫院分別於

2003年、2009年、2012年和 2015年在院內試行推動專科醫師照顧制度8。各醫院實施

                                                
4  黃以敬等，醫師納勞基法缺人 衛福部長：醫學生員額擬鬆綁，自由時報，2016年 7月 31日，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016725（最後瀏覽日：2016年 08月 16日）。 
5  Robert Wachter & Lee Goldman, The emerging role of "hospitalist" in the American health care system, 335 

NEW ENG. J. MED. 514 (1996). 
6  Hospitalist is currently being defined as “A physician who specializes in the practice of hospital medicine. 

Following medical school, hospitalists typically undergo residency training in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general pediatrics, or family practice, but may also receive training in other medical disciplines.” Society of 

Hospital Medicine Website, Definition of a Hospitalist and Hospital Medicine, 
https://www.hospitalmedicine.org/Web/About_SHM/Hospitalist_Definition/Web/About_SHM/Industry/Hosp
ital_Medicine_Hospital_Definition.aspx (last visited Aug.16, 2016). 

7  Steven Pantilat et. al, A new doctor in the House: Ethical issues in hospitalist systems, 282 J. AME. MED. 
ASS’N, 171 (1999).  

8  嚴云岑，填補納勞基法缺口！衛福部砸 1億明年增 100名整合醫師，東森新聞，2016年 7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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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不一，例如林口長庚醫院設置內科部綜合內科病房，收治不易分科之門診或急診

病人，台大醫院和奇美醫院則分別設置創傷醫學部和急診部全人醫療科，以解決急診

壅塞之現象9。各院整合醫學專科主治醫師一般採取 24 小時二班制或三班制，其主要
工作為：照顧複雜度高或共病症較多的住院病人、扮演醫院協調者、分擔部分行政與

提升效率、以及一次處理病人相關問題以達到避免浪費醫療資源及降低費用。其餘協

助之專科護理師、臨床助理的主要工作則包括：協助住院整合專科醫師在檢查時的引

流、縫合、清理傷口等處置，以及病人出院後的追蹤與聯繫。 

多家醫院試辦結果認為專科醫師照顧制度的優點在於，主治醫師不論是診斷、處

置、用藥、解釋或溝通技巧等皆比住院醫師成熟與經驗豐富，進入臨床第一線直接照

顧病患對醫院經營而言更加快速、精準且有效率；實際效果除了縮短病患住院天數和

降低死亡率，亦可減少醫療支出及重複浪費。以奇美醫院為例，該院在成立全人醫療

科（Holistic Care Unit，簡稱 HCU）後，待床平均時數減少17.76%，待床大於48小時
的比率也減少了39.17%，改善了原本的擁擠狀況。待床期間經由 HCU 團隊治療後症
狀改善直接可出院者的比例也從0.81% 提升至5.41%，減少了輕症住院比例，並增加床
位運用的空間。病患或家屬對於後續電話追蹤的接受度也提高，影響病人回診比例由

62.2%提升至95.5%10。 

惟在推廣上，台灣目前實質上並未落實轉診分級制度，造成病患集中於醫學中心

以及重複就診之現象，若不從根本加以改革，單憑專科醫師照顧制度，醫療人員人力

短缺之現象可能不會有太大的改善；此外，在專科醫師照顧制度實施之後，結構層面

的人員編制、訓練、技術要求、支援團隊、排班、工時、照顧床數等，以及未來健保

給付制度改革與主治醫師須輪值夜班的意願程度，也都是臺灣醫療體系必須面臨的難

題；醫學系學生擴大招生計劃也有待相關單位提出整體評估與完善規劃，以創造更有

利專科醫師照顧制度實踐的整體環境。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016725（最後瀏覽日：2016年 08月 16日）；林惠琴，整合醫
療獲醫界共識 衛福部將砸 1億推行，自由時報，2016年 7月 31日，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780296（最後瀏覽日：2016年 08月 16日）。 

9  Hospitalist專責一般主治醫師照護制度推廣輔導計畫網頁，http://www.hospitalist.tw/index.php （最後瀏
覽日：2016年 8月 16日）。 

10  黃信凱等，從奇美醫院急診的疾病特性分析及病患擁擠情形看駐院主治醫師制度的實施成效，台灣醫
界，59卷 3期，頁 54-5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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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生命科學徵稿 

一、 本期刊原於 20072010 年間由國立清華大學生物倫理與法律中心獨立發行。自

2016年 3月起重新復刊，並更改為由國立清華大學生物倫理與法律中心與臺北

醫學大學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聯合發行。 

二、 本刊為自由開放公共學術論壇，宗旨為促進資訊與觀念交流，鼓勵研究者發展

新思想並進行深度討論。本刊每年發行兩期，於三月及九月出刊。 

三、 本刊徵稿範圍如下：與生命科學之法律、倫理、社會議題相關論文、短論、譯

作、書評、實證研究調查報告、學術研究動態等著作，尤其歡迎新議題、新觀

點、新產業之跨學科研究著作。 

四、 本刊不接受一稿兩投，來稿並須經匿名審查程序。來稿若經審查通過，作者須

簽署「著作授權同意書」，授權本刊或本刊合作機構以紙本與數位方式出版、

重製，並得以網路、電子資料庫方式利用，但此項授權不影響作者本人或授權

他人使用之權利。 

五、 來稿以 1萬 5千字為限（含本文與註釋）。檔案請以「法律與生命科學投稿」

為主旨傳送至：medlaw@tmu.edu.tw；blc@my.nthu.edu.tw。來信並請附上作者

姓名、通訊地址、職稱。本刊將不提供稿費，但將提供作者排版完成之文章電

子檔與紙本留存。 

六、 稿件撰寫建議格式如下： 

1. 引註格式、各國法律條文與判決之引用等，依各國法學論文撰寫標準慣例。 

2.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外文專有名詞、術語，及人名、地名等，以中文翻譯附

加原文方式為原則，如基因治療(gene therapy)。除第一次使用外，文中再度

使用該名詞時，直接用中文翻譯即可，不需重複附加外文。若無通用中文翻

譯時，作者可自行翻譯或直接使用外文原文。 

3. 表示年月日時請用西元，數字用阿拉伯數字，如 2006年 11月 7 日。關於「頁

數」、「卷期數」及「法律條文條次」亦請用阿拉伯數字。 

4. 外文參考文獻資料請以外文表示；中文參考文獻資料請以中文表示。 

5. 外文詞彙括弧請用英數半形 ()；中文詞彙括弧請用中文全形（）。 

6. 關於引句、專有名詞，中文請用「」，英文請用“ ”。 

7. 各層次標題與小標題之建議標示方式為：壹、一、（一）、1、(1)、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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