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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黃元冠
高雄地檢署主任檢察官  楊碧瑛

   高雄地檢署辦理醫療刑事案件

之策略與作為

一、辦理背景

   醫療刑事案件之處理，長期以

來一直是各地檢署在案件稽核管理

上一個難解問題，醫療案件經常淪

為各地檢署檢察官逾期未結案件之

大宗，各地檢署檢察官對於處理醫

療案件一直存有恐懼與無奈，其原

因無非是檢察官對於醫療專業並不

瞭解，醫療案件牽涉各種醫療科

別，專業性甚高，個別病情之差異

性又大，牽涉生命身體之損害與傷

亡，又需要謹慎處理，不能輕易結

案，否則告訴人恐怕無法服氣。但

是，檢察官向醫院調閱病歷、訊問

告訴人及送請鑑定等各項調查作為

有時卻受限於專業不能精確針對焦

點，鑑定往返費時，經常造成被告

醫師和告訴人家屬的誤解，醫病雙

輸，司法公信力更連帶受傷。

   事實上，衛生福利部醫審會鑑

定流程本來就耗時，目前許多醫法

學者專家亦提出各種改革醫療鑑定

程序之作法。但是目前檢察機關內

還是有些程序是可以馬上著手改進

的，比如：檢察官將病歷及訊問結

果，檢卷函請衛生福利部醫審會鑑

定之鑑定事項時有疏漏，甚或弄錯

應鑑定之事項，或常常漏未檢附完

整各項醫療病歷，造成衛生福利部

審查後，以公函檢卷退回，公文往

返浪費更多鑑定準備時間，往往就

超過案件進行八個月的辦案期限。

多重因素下，醫療案件延宕成為機

關逾期案件之大宗，告訴人因醫療

案件偵辦延宕過久，誤解檢察官故

意拖延，產生嚴重民怨。

   而醫界對於檢察官處理之程序

及態度也往往非常反彈，認為檢察

官都不懂醫療專業，開庭訊問內容

往往迎合告訴人，不懂醫療專業，

更常常在醫師已排定手術或門診期

間傳喚醫師到庭應訊或作證，嚴重

影響醫師排定手術、門診時間，損

害其他病人就醫的權利，導致許多

醫師常誤解檢察官只會聯合告訴人

以調解之名，強迫醫師付錢和解。

   檢察機關處理之醫療案件絕大

多數並未牽涉醫療刑事責任之疏

失。因此，如何圓滿處理醫療告訴

案件，絕非檢察機關單方面的調查

可以竟全功，更牽動衛生行政、醫

療政策，乃至醫病關係的經營等複

雜難題。高雄地檢署近年來，在蔡

瑞宗檢察長、周章欽檢察長的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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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棒下，非常重視此社會問題，為

徹底解決問題，面對這樣複合型的

案件類型，不再受限於檢察官醫療

專業的困境，由二位檢察長積極主

動帶領檢察官走出地檢署，與醫界

互動，已有非常亮眼的成效。

二、策略宗旨

   提高醫療案件偵辦之效率與準

度，提高醫界與民眾對檢察官處理

之信賴度，創造醫病雙贏的終極目

標。

三、具體目標

1. 強化檢察官處理醫療案件之專  

   業知識與背景訓練

2. 提高檢察官函請醫審會鑑定附    

   件完整性

3. 提高檢察官函請醫審會鑑定事    

   項精準度

4. 宣導醫界醫療案件之通案作法 

   與統計分析

5. 提高法醫解剖鑑定認定『自然 

   死』比例避免爭議

6. 協助推動『醫糾關懷機制』強 

   化醫院自行調解

7. 宣導醫界做好被告應訊之準備 

   並提供專業鑑定意見

8. 建立高雄地檢署處理醫療案件 

   之基本程序與統一作法

9. 建立醫療暴力聯繫要點，強化  

   與各大醫院之合作，提高醫界

   檢察官處理醫療案件之信賴度

四、積極作為

（一） 建立地檢署與醫院及公會  

       之聯繫窗口

   高雄地檢署與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高雄長庚

醫院、義大醫院等四大醫學中心、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小港醫院、聯

合醫院、旗津醫院、阮綜合醫院等

區域醫院及高雄市醫師公會、高雄

縣醫師公會、高雄市診所醫師協會

等醫療機構與醫療社團，建立常態

性合作與直接聯繫窗口，定期邀請

舉行相關研習會、座談會，藉由醫

師與檢察官之專業交流，以提升檢

察官偵辦醫療案件之專業品質。

（二） 結合各大醫院與公會資源 

       反賄選反毒

   周章欽檢察長到任後，更首開

全國先驅，跨領域結合各大醫學

中心之醫院及高雄市醫師公會、

高雄縣醫師公會、高雄市診所醫

師協會之診所資源與醫師之社會

形象，增加一起合作機會，與高

雄市政府衛生局何啟功局長、高

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鍾飲文院

長、高雄榮民總醫院莫景棠院長

等各大醫學中心院長、高雄市醫

師公會蘇榮茂理事長、高雄縣醫

師公會盧榮福理事長、高雄市診

所醫師協會賴聰宏理事長等合拍

反賄選宣傳廣告，以穿醫師袍的

醫師和穿法袍的檢察官結合之海

報、人形立牌，檢察機關得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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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免費方式順利進入醫院、診所

進行反賄選、反毒、觀護保護等柔

性司法宣導，以民眾就診之頻率計

算，每日宣傳量即可達到 8 萬人次

以上，不僅節省鉅額公帑，更有效

提升檢察機關之動能與資源，博得

醫界與民眾的雙重信任。

（三）檢察官參與醫療倫理研討與 

      醫法論壇

   高雄地檢署每月指派醫療專組

（主任）檢察官參與高雄榮民總醫

院「醫療倫理讀書會」，實際與醫

師、護理師、社工師利用午休期間，

一起從不同角度就實際個案研討醫

療倫理之各項爭議問題，提高檢察

官對於醫療倫理與醫療法規之掌

握。高雄地檢署也每年與高雄醫學

大學附設醫院及高雄榮民總醫院固

定舉辦「醫法論壇」，「醫法論壇」

5

參與者，除各該醫院之醫師、護理

師及社工人員外，更廣邀高雄縣市

醫師公會發函醫師會員踴躍參加，

每年參與者都非常眾多，會議中均

由蔡瑞宗檢察長、周章欽檢察長親

自率領時任高雄地檢署襄閱主任檢

察官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黃元冠

檢察官、王啟明襄閱主任檢察官、

楊碧瑛主任檢察官等參與報告，並

以每年定期彙整實務案例及統計分

析，積極參與會議，由檢察長率隊

檢察官當場釐清醫界疑問，以行動

化解醫界誤解。

（四）檢察官與法醫師雙向研習

   醫療爭議案件除了送交衛生福

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鑑定以外。事

實上，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內有經驗

豐富之專業病理科醫師群，更是不

可忽視的醫療鑑定機關。周章欽檢

春季醫學會與檢察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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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長前為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所長，

對此法醫師在檢察功能之發揮極為

重視，到任後延續高雄地檢署與法

醫師互動良好之優良傳統更發揚光

大。每年由檢察長邀集轄內各大醫

院院長及榮譽法醫師舉行「檢察官

與法醫雙向研習會」，向法醫師及

檢察官廣為宣導法醫死因判定之統

一基準，並提高解剖成效。蓋倘發

生於醫療過程之相驗案件，經過解

剖之法醫師自病理報告認定，即可

鑑定係因「自然死或病死」，比如：

羊水栓塞、麻醉併發其他疾病致死

等，既已有明確病理證據佐證係自

然死或病死，法醫師即可依事證認

定「自然死」之死因，並簽發相驗

屍體證明書，再由檢察官向家屬詳

為說明即可有效避免後續可能衍生

之各項醫療糾紛爭議。

（五）公布統計數據廣為宣導

   有鑑於媒體及醫界常有諸多對

法界的誤解，諸如：「檢察官經常

毫無證據起訴醫師，檢察官對醫師

之起訴率超過 10%，檢察官都是站

在病患家屬立場跟被告醫師討賠

償金」等傳言，醫界對檢察官處

理醫療案件產生很多先入為主的誤

會。為了讓醫界安心從事積極醫療

作為，高雄地檢署每年定期統計醫

偵案件之偵結結果各項比率、醫師

科別分佈、醫師及護理師分佈等，

利用醫法論壇及各式醫療研討會宣

導，以明確數據及分析讓醫界安心，

避免醫師採取防衛性醫療，影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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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就醫權益，以鼓勵第一線醫師勇

於從事積極醫療作為，搶救病患。

並進一步向醫界宣導面臨醫療爭議

案件之正向準備態度，請醫師遇到

醫療告訴案件，理解檢察官的客觀

立場，請醫師務必勇於面對答辯，

更應積極提供各項專業資料，並具

體指出爭點及鑑定事項，以供檢察

官斟酌並與告訴人溝通，檢察官得

以此資料為基礎擬定送請醫審會鑑

定之問題，提高效率並避免錯誤問

題。

（六）參與醫療糾紛關懷機制之建 

       立

   醫療糾紛之處理，並非緣起於

檢察官之刑事偵查而已。在醫療現

場，醫師、護理師等醫療人員本於

救人之目標展開醫療行為時，一定

是本於「不傷害病人」的醫療倫理

原則來決定各項處方與治療。但

是，醫療結果固然多數可以符合預

期，但是仍有其發生機率難以預測

的盲點。在醫療傷害剛發生的第一

時間，醫師、護理師、醫院的管理

人員如果能處理的好，後續潛在的

醫療爭議案件即能提早化解。反

而，如果讓當事人對醫療爭議之疑

慮延燒，告訴人真的到檢察機關提

出告訴時，恐怕已經難以圓滿收

拾。高雄地檢署由時任襄閱主任檢

察官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黃元冠

以檢察官實務專業參與衛福部在高

屏澎區（高雄市）推動「醫療機構

成立醫療爭議關懷小組之輔導計

畫」，以推動各級醫院自行建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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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預防醫療糾紛與調解之內部機

制，提高醫師與病患之溝通與醫療

倫理之品質，更可避免進入偵查後

檢察官才介入調解之諸多爭議。大

高雄地區，醫療糾紛關懷機制在高

雄市政府衛生局、屏東縣衛生局、

高雄榮民總醫院等機關努力推動

下，結合高雄市醫師公會、高雄縣

醫師公會的積極參與，已有非常好

的成效。各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及

地區醫院均已建立內部完善的醫療

糾紛關懷小組，延攬院內醫師、護

理師、社工師，乃至法律專家、地

方人士組成專責小組，一有潛在的

醫療爭議案件，不論家屬有無爭執

或提告，均可以及早對病患家屬及

醫師進行雙向的醫療關懷，一方面

以理性的資訊、感性的態度，對家

屬說明讓家屬理解醫療的各項處置

之原因、風險和困難。另一方面，

更對參與的醫療人員進行關懷，醫

療結果仍有其不確定性，醫院管理

階層必需承擔責任，鼓舞醫師、護

理師繼續在醫療崗位上努力不懈。

醫療關懷機制之建立，影響所及大

高雄地區醫療紛爭案件近年來已有

顯著之下降，醫院也因為醫療糾紛

關懷機制之建立，提升解決潛在醫

療糾紛案件之能力，有效提前化解

醫療爭議案件。

（七）安排檢察官進入高醫大實地 

      見習

   自 102 年起，由時任高雄地檢

署襄閱主任檢察官之臺灣高等法院

檢察署黃元冠、楊碧瑛主任檢察官

多次與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余明

高醫見習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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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副院長、蔡忠榮醫師磋商並合作

規劃，針對檢察官辦案實際需求設

計見習課程，全國首創「法袍與白

袍的合作」，由檢察官實地進入醫

院見習各項醫療作業課程。經高雄

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賴文德院長、鍾

飲文院長大力支持，動員高雄醫學

大學附設醫院各科資源全力配合排

定各項課程，由科主任及資深主治

醫師親自以一對一方式指導。周章

欽檢察長到任後非常肯定此項計

畫，並擴大舉行遴派檢察官參加，

於 104 年、105 年間更兩度親自帶

隊參訓檢察官前往高雄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見習各項醫療作業課程，鼓

勵檢察官親自參與各項醫療作業，

以提升醫療專業，強化檢察官辦理

醫療案件之速度與精確度，迄今已

獲得參訓檢察官及指導醫師非常高

的評價。

（八）指派檢察官成立醫療專組

   周章欽檢察長為強化檢察官辦

理醫療案件之專業性，並建立辦理

醫療案件之經驗傳承，指定長期參

與相關鑑定之楊碧瑛主任檢察官擔

任醫療專組督導主任檢察官，並指

派曾經受有醫療專業訓練之檢察官

16 名（專組成員包括：檢察官蔡杰

承、陳建烈、林恒翠、王清海、鄭

靜筠、朱華君、郭來裕、甘若蘋、

劉嘉凱、鄭博仁、吳昇峰、王建中、

林芝郁、謝昀哲、李宜穎、朱振飛

等共 16 名優秀檢察官）專責輪分

辦理醫療刑事告訴案件及醫療暴力

案件，務必以最快速、最專業方式

儘速查明相關爭議，調查告訴人與

被告指出之各項相關事證，以妥適

處理醫療刑事爭議案件。

高醫見習影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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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本署醫療專組訓練 -- 由黃襄閱
主任檢察官元冠授課

（九）建立標準作業程序檢核表

   建立高雄地檢署函送醫療鑑定

之標準程序，律定「高雄地檢署醫

療糾紛鑑定檢核表」，嚴格要求檢

察官、書記官送鑑定之前，必須依

據「檢核表」逐一檢核是否已經檢

附相關病歷及檢驗數據、檢驗報

告，以避免遭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

委員會退回，以提高送鑑定之準確

度及效率。並經常利用檢察官會議

宣導各項調查醫療案件之基本程序

與注意事項，比如：為免因醫審會

鑑定曠日廢時延宕辦案期限，要求

檢察官就不涉及個案認定之「通案

性之醫療專業知識」部份，避免函

請醫審會鑑定，改由以函詢方式函

請各專科醫學會、醫學中心等提出

通案性專業意見，因不涉及個案，

醫學會或醫學中心多願意儘速函

覆，有效提升醫偵案件處理效率。

周檢察長章欽醫糾醫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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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成立署內網路醫療糾紛專區

   為提升檢察官辦理醫療案件之

效率與便利性，經楊碧瑛主任檢察

官蒐羅各項辦理醫療糾紛案件之例

稿、相關規定及書籍期刊報告等資

料，放置於高雄地檢署署內之內部

網路，以供檢察官隨時查考及引

用。目前設置有：高雄地檢署醫療

糾紛鑑定檢核表、如何寫爭點（初

鑑定版）、如何寫爭點（再鑑定

版）、衛生署 102 年度醫事鑑定

及醫療訴訟調處案例彙編、衛生署

103 年度醫事鑑定及醫療訴訟調處

案例彙編、被告席上的醫師（簡報

檔）等資料供參佐。

   醫療刑事案件之處理，不僅牽

涉刑事案件處理之正確性與速度，

在當前司法改革及醫療政策面臨民

眾挑戰之際，刑事醫療案件處理的

策略與作為，更是司法體系在民眾

心中的一面鏡子，只許成功，不容

失敗。高雄地檢署在周章欽檢察長

於 104 年 5 月到任後，以正向心

態迎向醫療爭議案件，主動與各大

醫學中心、區域醫院進行交流，並

率隊進入高雄醫學大學研習，以法

袍和白袍的結合，讓人耳目一新。

   周檢察長前為法務部法醫研究

所所長，深切瞭解醫學專業對檢察

官處理案件之重要性，更積極採

取各項作為，首開先驅，比照檢

五、結論：醫檢互動、醫
病雙贏

察官分組辦理重大案件之標準，

成立質優整齊的醫檢團隊，指定

楊碧瑛主任檢察官擔任醫療專組

督導主任檢察官，並指派優秀幹

練，曾經受有醫療專業訓練之檢察

官 16 名專責辦理醫療糾紛及醫療

暴力等牽涉醫事人員之刑事案件。

   高雄地檢署近期並在署內安排

專業之醫療法律相關課程，由具有

政大科法所碩士學位之高雄醫學大

學一般醫學外科主任李維哲教授、

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創傷科主任黃

豐締、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派駐廉

政署兼辦南部地區調查組組長之黃

元冠檢察官擔任講座，為高雄地檢

署、橋頭地檢署同仁就醫療刑事案

件之處理程序及思維、緊急醫療與

應變之各項作為等內容授課，已迅

速強化高雄地檢署檢察官處理醫療

刑事案件之功力與素質，相信能將

大高雄地區醫療刑事案件之處理，

呈現更圓滿、更有效率之風貌，順

利實踐醫病雙贏、全民支持的目

標。

105 年高醫見習開訓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