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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瑕疵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舉證責任分配

與轉換之研究 
─以德國法為中心 

 

壹、前言 

貳、醫療瑕疵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舉證責任之分配 

參、醫療瑕疵與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舉證責任轉換之關聯性 

一、不論重大醫療瑕疵或輕微瑕疵均轉換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

（均轉換說） 

二、重大醫療瑕疵（包含重大檢查瑕疵）與單純檢查瑕疵結合

假設性的重大醫療瑕疵轉換舉證責任；其他單純檢查瑕疵

未與假設性重大瑕疵結合之情形，或者其他非重大瑕疵情

形未轉換舉證責任 

三、僅重大醫療瑕疵轉換舉證責任，單純檢查瑕疵結合假設性

的重大醫療瑕疵以及其他非重大醫療瑕疵不轉換舉證責任 

四、不論重大醫療瑕疵或輕微瑕疵均不轉換責任成立因果關係

之舉證責任（均不轉換說） 

五、本書見解 

肆、重大醫療瑕疵以及單純檢查瑕疵與假設性重大瑕疵相結合情形

轉換責任成立因果關係之法理根據 

一、重大醫療瑕疵情形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舉證責任轉換之法理

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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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純檢查瑕疵與假設性重大瑕疵相結合情形責任成立因果

關係舉證責任轉換之法理根據 

伍、醫療瑕疵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舉證責任轉換之前提要件與法律效

果 

一、醫療瑕疵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舉證責任轉換之前提要件 

二、醫療瑕疵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舉證責任轉換之法律效果 

陸、醫療瑕疵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舉證責任轉換之類型化及綜合比較

之分析 

一、醫療瑕疵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舉證責任轉換之類型化分析 

二、綜合比較之分析 

柒、對我國醫療瑕疵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舉證責任分配與轉換之若干

建議（代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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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今德國民法第 630 條 h 第 5 項第 1 句及第 2 句之規定認為構成重

大醫療瑕疵或者有單純瑕疵與假設性重大醫療瑕疵存在之情形，符合造

成損害之一般適合性，均將承認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舉證責任轉換之效

果。我國民法目前並無如同德國民法第 630 條 h 第 5 項第 1 句及第 2 句

之規定。然於我國醫療訴訟實務裁判發展上已透過我國民事訴訟法（下

稱「民訴法」）第 277 條但書承認，若醫師有重大醫療瑕疵行為存在之情

形，可承認醫師責任成立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轉換，以解決病人在責任

成立因果關係舉證上之困難。我國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27 號判

決指出，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醫療

機構及其醫事人員因執行業務致生損害於病人，以故意或過失為限，負

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醫療法第 82 條分別定有明

文。醫師為具專門職業技能之人，其執行醫療之際，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就醫療個案，本於診療當時之醫學知識，審酌病人之病情、

醫療行為之價值與風險及避免損害發生之成本暨醫院層級等因素，綜合

判斷而為適當之醫療，始得謂符合醫療水準而無過失；至於醫療常規，

為醫療處置之一般最低標準，醫師依據醫療常規所進行之醫療行為，非

可皆認為已盡醫療水準之注意義務，又因醫師未能施行符合醫療水準之

醫療行為（積極作為與消極不作為），而病患嗣後發生死亡者，若其能妥

適施行符合醫療水準之醫療行為，使患者仍有生存之相當程度可能性

者，即難認該過失之醫療行為與病人之死亡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再者，

過失之醫療行為與病人之死亡間因果關係之存否，原則上雖應由被害人

負舉證責任，惟苟醫師進行之醫療處置具有可歸責之重大瑕疪，導致相

關醫療步驟過程及該瑕疵與病人所受損害間之因果關係，發生糾結而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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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釐清之情事時，該因果關係無法解明之不利益，本於醫療專業不對等

之原則，應歸由醫師負擔，依民訴法第 277 條但書之規定，即生舉證責

任轉換（由醫師舉證證明其醫療過失與病人死亡間無因果關係）之效

果。 

我國學說上於甚早時期即有學者指出，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延續德國

帝國法院之見解，雖其就因重大醫療過誤（瑕疵）而生之舉證責任轉換

之要件，於時間進程推演中有些微變動，惟其核心本質上之見解並未改

變。依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之見解，若醫師因重大注意違反而犯醫療過

誤，而該過誤依客觀醫師之觀點難以理解者，則就責任成立因果關係予

以舉證責任轉換。若一過誤行為存在，該過誤行為雖不必然源自於醫師

個人主觀事由，但由客觀醫師之觀點，其過誤依醫師之教育與知識標準

之解釋，已屬難以理解與辯白，則可認為存在一重大醫療過誤。蓋於治

療之醫師而言，自上述之觀點不容許犯此錯誤。醫師若犯此重大醫療過

誤，而該過誤適足造成損害之產生，則醫師應證明該損害即使未有過

誤，亦會發生。應注意者係，此一舉證責任之法則，不僅適用契約責任

且適用於侵權責任
1
。另有學者指出，所謂重大醫療瑕疵原則，係指原告

如已主張並證明存在有重大醫療瑕疵，且該瑕疵適足以造成損害時，則

關於損害賠償責任成立之因果關係，應由被告證明其不存在而轉換舉證

責任。關於醫療瑕疵或錯誤是否重大，係根據一般客觀性之醫師觀點，

依照通常受教育及醫學知識，該醫療瑕疵（包含診斷上錯誤及治療上錯

誤）之發生是不可理解，而看來應由醫師負責，因為該醫療瑕疵不該發

生在醫師身上。且該醫療瑕疵通常適足以造成損害之發生，於此僅需具

有造成損害之可能性為即足，尚無須如表見證明之要件，須達到典型性

之程度。特別是在原告之損害可能係基於數個醫療瑕疵所共同造成，而

難以區別時。例如：對於一個明確之檢查結果未依照確定之醫學準則為

                                                      
1 參姜世明，新民事證據法論，2004 年 1 月 2 版，435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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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之處理；或者未依照標準方法處理可能發生之已知危險，均可認

屬重大醫療瑕疵。醫療瑕疵是否重大之判斷，係涉及系爭醫療行為在客

觀上是否顯然違背一個明確且有效之醫學知識與經驗，而與醫師個人主

觀上之可非難程度無關。由於在評價該醫療瑕疵是否重大時，並不考慮

實際上從事醫療行為之醫師個人主觀上之因素，因此就因果關係轉換舉

證責任並非對於醫師之制裁，毋寧係因為重大醫療瑕疵造成醫療處置行

為與健康損害間之因果關係難以釐清，而使得原本負舉證責任之原告陷

入舉證上之困難，因此，應由造成原告在因果關係上舉證困難之醫師負

舉證責任始符合公平。於此原告雖仍須就醫師之主觀上可歸責性（故意

或過失）負舉證責任，但由於醫師如已為必要之注意，通常即可避免重

大醫療瑕疵，因此原告如能證明存在有重大醫療瑕疵時，通常就醫師可

歸責性之證明，亦無困難
2
。 

此外，如下之爭議問題仍需加以解決：就醫療瑕疵與責任成立因果

關係舉證責任轉換之關聯性為何？承認重大醫療瑕疵舉證之法理根據為

何？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舉證責任轉換之前提要件與法律效果為何？其是

否應區分重大醫療瑕疵類型與單純檢查瑕疵與假設性重大醫療瑕疵類型

而為不同要件之建構？重大醫療瑕疵之下位類型為何？是否應承認單純

檢查瑕疵與假設性重大醫療瑕疵的獨立類型？各瑕疵類型應如何加以區

分？凡此均有作更進一步研究之必要。本書主要在探討德國法上關於醫

師責任訴訟因果關係舉證責任之分配與轉換之議題，於立法上、實務上

與學說上最新之發展。其乃以醫療瑕疵之類型與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舉證

責任轉換之關聯性及其法理根據之探尋為基礎，並更進一步就醫師責任

成立因果關係舉證責任轉換之前提要件、法律效果以及可轉換舉證責任

之類型從事細緻化與綜合性之探討與比較。期盼能助益我國未來立法上

學說上與實務上關於此方面課題的理解。 

                                                      
2 參沈冠伶，民事證據法與武器平等原則，2013 年 7 月，112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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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醫療瑕疵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舉證責任之分配 

於此所探討者乃醫師醫療行為與損害之間是否有責任成立因果關係

之舉證責任之分配（Beweislastverteilung）問題，而非責任範圍因果關係

之舉證責任分配問題
3
。在責任範圍因果關係之部分，依規範理論原則上仍

由病人負舉證責任。其原則上並無舉證責任轉換（Beweislastumkehr）之問

題，主要涉及德國民訴法第 287 條證明度降低（Beweismaßreduzierung）之

問題。在醫療訴訟中不論病人係以侵權行為亦或以醫療契約上不完全給

付作為其損害賠償請求權基礎，責任成立因果關係乃為權利根據規定要

件事實。若依規範理論（Normentheorie）應由主張權利存在之當事人

（病人）負舉證責任
4
。 

參、醫療瑕疵與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舉證責任 
轉換之關聯性 

依照德國民法第 630 條 h 第 5 項第 1 句之規定，一項重大醫療瑕疵

（ein grober Behandlungsfehler）存在且原則上適合導致實際上已出現生

命、身體或健康之侵害者，推定該醫療瑕疵對於侵害具有因果關聯性。

另依照德國民法第 630 條 h 第 5 項第 2 句之規定，治療者未及時進行醫

學上必要之檢查或確保其檢查之結果，若該檢查具有足夠之蓋然性可帶

                                                      
3 關於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與責任範圍因果關係之區別，參王澤鑑，侵權行為法，2019

年 2 月新版，頁 260。 
4 關於規範理論之說明與發展參照駱永家，民事舉證責任論，2003 年 4 月，頁 84 以

下；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下冊，2019 年 2 月 6 版，頁 93 以下；沈冠伶，舉證責任

與證據契約之基本問題，民事證據法與武器平等原則，2013 年 7 月，頁 63；劉明

生，民事訴訟法實例研習，2019 年 10 月 5 版，頁 553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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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採取更進一步措施誘因之結果，且未採取該項措施具有重大瑕疵性

者，亦適用之（Liegt ein grober Behandlungsfehler vor und ist dieser 

grundsätzlich geeignet, eine Verletzung des Lebens, des Körpers oder der 

Gesundheit der tatsächlich eingetretenen Art herbeizuführen, wird vermutet, 

dass der Behandlungsfehler für diese Verletzung ursächlich war. Dies gilt auch 

dann, wenn es der Behandelnde unterlassen hat, einen medizinisch gebotenen 

Befund rechtzeitig zu erheben oder zu sichern, soweit der Befund mit 

hinreichender Wahrscheinlichkeit ein Ergebnis erbracht hätte, das Anlass zu 

weiteren Maßnahmen gegeben hätte, und wenn das Unterlassen solcher 

Maßnahmen grob fehlerhaft gewesen wäre）。現今德國民法第 630條 h第 5

項第 1 句及第 2 句之規定以及實務上認為構成重大醫療瑕疵或者有單純

檢查瑕疵與假設性重大醫療瑕疵存在之情形，均將承認責任成立因果關

係舉證責任轉換之效果。本條乃於 2013 年新制定，病人權利法之立法者

乃銜接德國過去聯邦最高法院關於重大醫療瑕疵及有單純檢查瑕疵與假

設性重大醫療瑕疵相結合之情形轉換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舉證責任之解決

方式。本條之規定雖僅在規範依醫療契約請求不完全給付之情形，但過

去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就侵權行為請求重大醫療瑕疵轉換責任成立因果關

係所作成之裁判仍可繼續援用不受影響，且亦可將其適用在新的醫療契

約法
5
。然而，於學說上對於是否從醫療瑕疵之輕重程度不同而影響責任

                                                      
5 Vgl. MünchKommBGB/Wagner, § 630 h Rn. 80；關於醫療訴訟舉證責任分配與轉換

之發展狀況，參閱姜世明，醫師民事責任之實體與程序法上爭議問題之提示，收錄

於：醫師民事責任之實體與程序法上問題之研究（民事程序法焦點論壇第六卷），

2019 年 7 月，頁 28 以下；詹森林，德國醫療過失舉證責任之研究，收錄於：醫療

過失舉證責任之比較，2008 年 5 月，頁 50 以下；吳從周，醫療訴訟舉證責任之實

務發展及評估─觀察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但書適用情形之醫病並鬥「法」第二回

合續篇，收錄於：醫師民事責任之實體與程序法上問題之研究（民事程序法焦點論

壇第六卷），2019 年 7 月，頁 45 以下；沈冠伶，民事醫療訴訟與紛爭處理，2017

年 9 月，頁 112 以下；吳志正，從因果關係命題談重大醫療瑕疵原則之適用─最

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27 號判決評析，月旦裁判時報，第 89 期，2019 年 11

月，頁 49 以下；吳志正，醫事訴訟中因果關係之判定，月旦法學雜誌，第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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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因果關係舉證責任之轉換與否？是否須區分重大醫療瑕疵與單純醫

療瑕疵而就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轉換作不同之評價？茲將各項學說臚列

如下： 

一、不論重大醫療瑕疵或輕微瑕疵均轉換因果關係之舉證

責任（均轉換說） 

部分學者主張病人舉證之困難在單純之醫療瑕疵（ einfacher 

Behandlungsfehler）或者輕微醫療瑕疵（leichter Behandlungsfehler）的情

形即已經存在。因此，只要病人可證明醫師有義務違反之行為，不論其

為輕微醫療瑕疵抑或重大醫療瑕疵，均有因果關係釐清之困難，醫師均

須就欠缺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
6
。 

二、重大醫療瑕疵（包含重大檢查瑕疵）與單純檢查瑕疵

結合假設性的重大醫療瑕疵轉換舉證責任；其他單純

檢查瑕疵未與假設性重大瑕疵結合之情形，或者其他

非重大瑕疵情形未轉換舉證責任 

德國目前之立法實務上與較為多數之學說認為除重大醫療瑕疵外，

單純檢查瑕疵與假設性的重大瑕疵結合之情形可轉換責任成立因果關係

之舉證責任。但在其他的單純醫療瑕疵類型則不能轉換責任成立因果關

係之舉證責任
7
。 

                                                                                                                                  
期，2015 年 10 月，頁 48 以下；吳振吉，醫療民事訴訟之舉證責任分配─我國近

年實務見解之評析，收錄於：醫師民事責任之實體與程序法上問題之研究（民事程

序法焦點論壇第六卷），2019 年 7 月，頁 126 以下。 
6 Deutsch, FS für Larenz, S. 885, 901 ff. 
7 Vgl. MünchBGB/Wagner, § 630 h Rn. 90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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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僅重大醫療瑕疵轉換舉證責任，單純檢查瑕疵結合假

設性的重大醫療瑕疵以及其他非重大醫療瑕疵不轉換

舉證責任 

部分學者贊同在重大醫療瑕疵的情形轉換責任成立因果關係之舉證

責任，但反對在單純檢查瑕疵結合假設性的重大醫療瑕疵的情形可轉換

責任成立因果關係。其認為唯一現實上所可能會發生的情況乃醫師未想

到幫病人進行檢查。現實上若醫師真的作了該項檢查，其會為如何之行

為仍屬完全不明瞭。如此假設性而被審查的重大醫療瑕疵，只不過為一

種虛構性的重大醫療瑕疵。在醫師未作檢查的情況，實務裁判於結論上

只不過係將舉證責任轉換連結至單純的醫療瑕疵（ einfacher 

Behandlungsfehler）。此則違背了重大醫療瑕疵的證據構造8
。 

四、不論重大醫療瑕疵或輕微瑕疵均不轉換責任成立因果

關係之舉證責任（均不轉換說） 

學說上部分學者對重大醫療瑕疵可轉換責任成立因果關係的質疑： 

第一、因果關係釐清困難的增加與醫師的重大過失並不相吻合。如

此之困難總是當醫師以其有瑕疵行為成為其後健康損害的更進一步之原

因。即使係輕過失的醫療瑕疵亦會導致原則上無法再確認醫師在符合義

務而為治療行為之過程將會如何進展，因已透過該輕過失的醫療瑕疵行

為而創設造成損害之更進一步原因。在醫師治療時只要稍微低於醫學標

準即足以使是否若醫師注意醫學標準即可避免侵害之結果事後無法再加

以重建。因此，即使係最輕微的醫療瑕疵亦可能成為健康損害更進一步

之原因。尤其因為輕微之瑕疵很少會顯而易見（offensichtlich），而其效
                                                      
8 Sundmacher, Die Unterlassene Befunderhebung des Arzts, S. 156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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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更難被精確地查明，因而提高重建之困難。申言之，若醫師的瑕疵愈

嚴重，則現實上的事件發生過程將變得更廣泛（weiter werden），且其可

與若為合乎義務治療的重要假設性因果歷程彼此相分離，病人的舉證困

難將因而變得更少
9
。 

第二、根據現今之實務裁判在免除病人舉證之責任須顧慮該醫療瑕

疵導致治療失敗結果嚴重程度的可能性。在何等範圍醫師之瑕疵行為將

使因果歷程事後之重建變得困難，根據聯邦最高法院之見解應當在免除

病人舉證責任之前先作認定。為此法院原則上須委託鑑定人鑑定，故將

存在是否由聯邦最高法院所擁護在病人舉證責任免除與因果關係釐清困

難之間是否已有圖像存在，以及於如何之範圍內為使法院證明規則之形

成，變為有可能醫學鑑定人已具有如此之經驗法則。過去亦不清楚醫師

是否具備說明於何等範圍隨著醫療瑕疵程度之增加將隨之提高因果關係

釐清困難程度之經驗法則
10
。 

第三、在醫師鑑定相關之法律文獻亦未提及關於因果關係釐清困難

的標準。其僅在談論關於法律上因果關係之概念或者一般性論述鑑定人

的重要性與功能。但法律上的因果關係概念與醫學上的因果關係概念並

不一致。醫學上對於可能性很小（entfernte Möglichkeit）很陌生，因在醫

學上僅在思考自然科學上的因果關係，故原則上僅有 95% 至 99% 之可信

係屬重要。於一項醫療瑕疵範圍的因果關係釐清困難之程度，於何等範

圍內醫師具有相關估計之資料，仍具有其疑問之處。再加上裁判實務

上，尤其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關於重大醫療瑕疵所作成之大量裁判中

將因果關係釐清困難之理由論據排除在涵攝之外。在實務裁判上尚無法

院具體地就因重大瑕疵所造成之因果關係之釐清困難作詳細討論。全部

對鑑定人所為評價之論述原則上乃關於醫師瑕疵行為之嚴重程度以及關

                                                      
9 Sträter, Grobe Behandlungsfehler und Kausalitätsvermutung, S. 116 ff. 
10 Sträter, Grobe Behandlungsfehler und Kausalitätsvermutung, S. 117 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