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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關於目前醫療行為上相關研究正方興未艾的「Informed Consent」法理，

亦即所謂「充分說明與同意」法理，究竟應如何正確理解其內容？是否

僅強調於醫師於實施醫療行為前所負之說明義務，或者僅重視病人對醫

療行為所為之同意？而該法理究竟在刑法上占有什麼樣的地位？該法理

對於醫療行為本身在刑法上的評價，又會產生如何之影響？我們應該如

何來評價一個違反「充分說明與同意」法理的醫療行為？皆是本文所試

圖處理之問題。 在緒論中，本文將先敘明研究之範圍及方法等。於第二

章中，則將先就醫療行為與治療行為之意義予以闡釋並加以區別，且就

本文重點所在之所謂「專斷醫療行為」，亦將賦予其明確之定義，亦即



只要是違反「充分說明與同意」法理所實施之醫療行為，即為專斷醫療

行為。第三章及第四章之重點，則在於就病人自我決定權之法理依據及

發展略作介紹後，即進一步就「充分說明與同意」法理（Informed 

Consent）之內涵加以詳細之介紹與分析。就說明義務之內容而言，本文

認同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2676 號及 95 年度台上字第 3476 號判決

採取之判斷標準，亦即以該事項是否為「在一般情形下，如曾說明，病

人即有拒絕醫療之可能」，來界定是否屬於說明義務之範圍，惟其理解

方式應為究竟該項說明內容對病患而言，是否屬於接受醫療行為之重大

資訊者，若為肯定答案，醫師對此即負有告知義務。 本文之重點所在，

則係在第五章中就專斷醫療行為刑事責任之檢討。首先就一個醫療行為

在刑法上有如何之構成要件該當性可能，以及若於構成要件該當之後，

又有哪些阻卻違法事由得加以主張來進行討論，本文採取醫療行為傷害

說之見解。其次就「充分說明與同意」法理於刑法上之體係定位，則認

定為係一阻卻違法事由。與「充分說明與同意」法理相關之「為獲得病

患有效同意之說明」，不應認定為刑法上之行為，而醫療行為本身是否

有故意、過失，與違背「充分說明與同意」法理時主觀上係有意為之或

僅為疏忽，亦應獨立加以認定。 

摘要

(英) 

Is related the research about the present medical behavior to be on the rise 

“Informed Consent” the legal principle theory of law, i.e. so-called “explains 

and agrees with the legal principle theory of law fully”, actually should how 

correct understanding its content? Whether only to stress doctor before 

implementing the medical behavior negative explanation duty, or only takes the 

patient agreement of the medical behavior behavior? But actually does this legal 

principle theory of law hold what status in the criminal law? This legal principle 

theory of law regarding medical behavior itself in criminal law appraisal, also 

why will produce like affects? How should we appraise one to violate Informed 

Consent the medical behavior? Is this article attempts question of the processing. 

In the introduction, this article will show scope and the method the first research 

and so on. In the second chapter, first will explain significance on the medical 

behavior and the treatment behavior and distinguishes, and on this article key in it 

arbitrarily medical behavior, also will entrust with it to be clear about the 

definition, in other words, so long as will be violates Informed medical service of 

behavior the Consent implementation, will be arbitrarily medical behavior. Third 

chapter and the fourth chapter of key point, lies in greatly slightly makes the 

introduction legal principle theory of law of basis and the development after the 

patient self-decision-making power, namely further connotation on the Informed 

Consent performs the detailed introduction and the analysis. Speaking of content 

of the showing duty, this article approves on the Supreme court 94 year stages the 

character 2676th and on 95 year stages the character 3476th decision adopts the 

judgment standard, is also by this item whether is “under the general situation, if 

once explained that the patient namely has resists 絕 possibility of the medical”, 

limits whether to belong to scope of the explanation duty, actually because should 

the understanding way to this showing content speaking of sickness, whether to 

belong accepts the medical behavior the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if is the 



affirmation answer, doctor namely has regarding this informs the duty. This 

article key is, is in the fifth chapter on arbitrarily medical behavior self-criticism 

of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Why first has on a medical behavior in the criminal 

law like constitutes the important document to deserve the nature to be possible, 

as well as, if deserves after the constitution important document, also which anti- 

actually illegal matters had to perform the position to carry on the discussion,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medical behavior injury to say the opinion. Next on Informed 

Consent in criminal law system localization, then recognized that for is an anti- 

actually illegal matter. Is related it with Informed Consent “to obtain the 

sickness effective agreement to explain”, should not recognize for the criminal 

law in the behavior, but medical behavior itself whether to have intentionally, the 

error, with violates when Informed Consent subjectively is intends for it or is only 

neglects, should also independent recogn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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