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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全國學生醫法論壇活動簡章 
 

壹、目的 

由於近年來醫療糾紛頻傳，造成醫界人人自危、各大科人手不足，醫法兩界關係緊張。

因此我們希望藉由座談會的形式，增加醫、法學生與實務人員的交流機會，讓學生們從實際

的醫療糾紛案例，瞭解司法人員判決的思維，並對醫療糾紛的司法處理流程有更深一層的剖

析，讓參與的醫學生在進入白色巨塔前能有機會了解未來相關法律規範，引以為戒，降低恐

慌，期許對未來就業順遂有所幫助，更希望對台灣的醫療大環境能有正向的影響。 
 

貳、活動資訊： 

一、日期：2016年 11 月 19 日星期（六）～11 月 20日（日）  

二、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一樓 

三、議程：見附件一 
 

參、活動內容 

本論壇將邀請具有實務經驗的專業人員為我們說明醫療與司法的相關流程，並以實例分

享結合解說、 座談會、醫法工作坊、成果分享與講評等方式增加互動。 

主題說明 

(一) 醫療訴訟的進行過程：比較醫療訴訟程序及一般訴訟的差異；現今法院面臨醫糾案

例時常見的判決困境。 

(二) 醫療糾紛的思考模式與責任歸屬：當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醫療準則遵從與否

與刑事過失責任的關聯；法律上對於醫療行為及病患不良結果的因果關係判讀。 

(三) 醫療倫理與法律責任之相關議題-以婦產科為例：讓學員們了解優生健保法的內容及

其中的爭點(婦女身體自主權&胎兒生存權)，引發討論與思考，最後藉由產科醫師的實務

醫糾案例分享，使學員們能初步探討墮胎罪與胎兒生存能力的刑法意義。 

(四) 當醫師遇到醫療糾紛：了解醫院對於醫糾的內部處理策略與人事運作，及早因應，

避免走上曠日費時的訴訟程序；探討院方對於醫糾的自我保護及對醫師的保護相關措

施。 

形式說明： 

(一) 演講暨座談會: 由實務界專業的司法與醫事人員以案例討論的方式，引導學生瞭解醫

事糾紛的法律層面與醫療管理及如何避免醫事糾紛，並且在最後保留時間可以直接讓

講師與參加者進行互動。 

(二) 醫法工作坊：藉由跑關的形式，來讓與會者能夠實際運用這兩天聽到的各種經驗以

及知識來實際運用，我們會在第一天的讓參與者可以從數個主題當中挑選自己有興

趣的主題參加，並在第二天實際參與自己有興趣的工作坊。 



2  

  

肆、參加對象 

一、全國醫學、中醫、學士後中醫、學士後醫、牙醫系等系所學生與大學法律系

及法律相關研究所學生  

二、醫學相關系所學生、醫法相關實務人員和其餘有興趣之大專院校學生 

三、名額限額 100 人 
 

伍、活動報名 
 

＊ 報名方式 

1. 請先將報名費匯款至以下之帳戶 

代碼：700(郵局) 

帳戶：0311601-0031482 

戶名：張澤文 

2. 匯款完成後透過網路填寫報名表單， 連結網址：  

https://goo.gl/forms/OJaxCF4ODc4iZIvu1 

3. 三天內收到報名確認信，完成報名 

 

＊ 報名費用 

報名費用：本活動每位與會者之費用約為 1200 元，包含講師費 500 元、餐費 250 

元、場地及籌辦費用 250 元，手冊及其他印刷費用 150 元，保險及雜支 50 元。

為鼓勵參與，本活動酌收每人 750元，學生優惠每人 500 元。  

繳費方式：轉帳／匯款／無摺存款 

代碼：700(郵局) 

帳戶：0311601-0031482 

戶名：張澤文 
 

＊ 錄取方式 

我們將於收到報名費用三日內寄發報名確認 email，並定期於 Facebook 粉絲

專頁更新錄取公告。 若未收到通知請與我們聯繫。 

 

＊ 報名聯絡資訊 

信箱：2016medicinelawforum@gmail.com  

李定廉    0975-040-017  

林楨鐘    0975-004-028    

mailto:2016medicinelawforu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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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組織 

一、主辦單位：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二、協辦單位：中興大學法律系 

二、指導單位： 

中國醫藥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中國醫藥大學學務處職涯發展暨校友聯絡組 

中國醫藥大學學生會 

中國醫藥大學社團聯合會 
 

柒、附則 

一、本活動保留簡章相關訊息更動之權利；若有更動，將另行公佈。 

二、本活動簡章隨附以下相關資料： 

附件一、論壇議程  

附件二、論壇與談人士資料  

三、聯絡方式： 

主辦單位：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聯絡地址：40402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91 號 (醫學系 彭子強收) 聯絡電話：0974-192-775 

聯絡信箱：2016medicinelawforum@gmail.com  

粉絲專頁：FB搜尋 「全國學生醫法論壇」 

https://www.facebook.com/%E5%85%A8%E5%9C%8B%E5%AD%B8%E7%94%9

F%E9%86%AB%E6%B3%95%E8%AB%96%E5%A3%87-

287977054731874/timeline/ 

mailto:2016medicinelawforum@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E5%85%A8%E5%9C%8B%E5%AD%B8%E7%94%9F%E9%86%AB%E6%B3%95%E8%AB%96%E5%A3%87-287977054731874/timeline/
https://www.facebook.com/%E5%85%A8%E5%9C%8B%E5%AD%B8%E7%94%9F%E9%86%AB%E6%B3%95%E8%AB%96%E5%A3%87-287977054731874/timeline/
https://www.facebook.com/%E5%85%A8%E5%9C%8B%E5%AD%B8%E7%94%9F%E9%86%AB%E6%B3%95%E8%AB%96%E5%A3%87-287977054731874/timeline/


附件一、議程 
第一天 

11

月

19

日 

時間 活動內容 

09:00-09:30 報到 

09:30-10:00 開幕式 

10:00-12:00 

主題一  醫療訴訟之過程  

【專題演講一】 

演講人：林三元 法官 

大綱：醫療事故之訴訟方式──民事、刑事比較 

醫療訴訟的進行過程 

實務上常見的醫療糾紛類型 

12:00-13:30 午  餐 

13:30-16:30 

主題二  醫療糾紛之究責  

【專題演講二】 

演講人：胡文傑 法官 

大綱：醫療準則及相關文獻的法律意義與象徵 

【專題演講三】 

演講人：蔡秀男 醫師 

大綱：醫療行為與病患不良後果的因果關係判讀 

【座談會一】 

與談人：胡文傑法官、蔡秀男醫師 

第二天 

11

月

20

日 

時間 活動內容 

08:00-08:30 報到 

08:30-12:00 

主題三  醫療糾紛實際案例之舉隅  

【專題演講四】 

演講人：廖建瑜 法官 

大綱：優生保健法簡介 

─婦女身體自主權與胎兒生存權之衝突討論 

─墮胎罪與胎兒生存能力的刑法定義 

【專題演講五】 

演講人：吳志正 醫師 

大綱：婦產科實例分享──以墮胎為例 

【座談會二】 

與談人：廖建瑜法官、吳志正醫師 

12:00-13:30 午  餐 

13:30-16:20 醫法工作坊 

16:20-17:20 

主題四  當醫療糾紛來到眼前  

演講人：黃清濱 醫師 

大綱：當醫師面臨醫療糾紛該如何應對及解決機制 

17:20-18:00 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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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與談者介紹暨主講內容： 

第一天 

林三元 法官  
 簡歷 

 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法官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學士 

 英國愛丁堡大學法學碩士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 

 主講內容 

 醫療事故之訴訟方式-民事刑事比較 

 醫療訴訟的進行過程 

 實務上常見的醫療糾紛類型 

胡文傑 法官  
 簡歷 

 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 

 台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台灣彰化地方法院法官 

 台灣南投地方法院法官兼庭長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法官 

 最高法院法官(調辦事) 

 國家文官學院講座 

 律師高等考試及格 

 主講內容 

 醫療準則及相關文獻的法律意義與象徵 

 醫療行為的注意義務-合醫療水準之診療義務 

 醫療水準之判斷基準-常規診療的意義 

蔡秀男 醫師  
 簡歷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泌尿科主治醫師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研究所法學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臨床醫學碩士 

 美和技術學院醫事法律講師 

 台灣醫勞盟法律顧問/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法律智庫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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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所醫事案件實務研討會講座 

 日本早稻田大學法科大學院研究員 

 主講內容 

 醫療行為與病患不良後果的因果關係判讀 

 醫療診斷的概念 

 誤診的意義、類型與發生原因 

第二天 

廖建瑜 法官  
 簡歷 

[學歷] 

 中興大學法律系法學組畢業（84年） 

 成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題目：論

醫師說明義務，94年） 

 成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題目：論

臺灣處方藥仿單外使用之管制，102年） 

 

[職務] 

 乙等司法官考試及格 84年 

 高雄地方法院法官 88年 6月~101年 9月 

 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庭審判長（97年~99.8） 

 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庭庭長（99.9.1~101.9.5）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法官（101.09.06 ~104.09.05）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庭庭長（104.09.06 ~迄今） 

[經歷] 

 擔任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委員（93年~94年） 

 擔任高雄長庚醫院生物資料庫倫理委員會委員（101年~） 

 擔任衛生署強制住院精神疾病強制鑑定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委員（99年~） 

 擔任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講師（101年~） 

[專長] 

 醫療法、刑事訴訟法、刑法 

[參與學術研究會]（研討會演講人超過 4名，且事先須提供演講內容審查） 

 台灣醫學會春季學術研討會演講人（96年） 

演講題目：醫療糾紛之法院實證研究─兼論醫療糾紛處理法及醫療傷害處理法草案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改善醫病關係-探討醫療糾紛案例研討會與談人（98年） 

論文發表：我國法院對於醫師法第 28條之審查與日本之比較─兼論衛生署函示醫療

行為及核心領域之妥當性─ 

 臺北醫法論壇(Ⅲ)-醫療糾紛案例學術研討會（臺北榮民總醫院）報告人（99年） 

論文發表：論醫師之轉診義務（已通過匿名審查，預計 2012年 4月刊登於元照出版

社法學新論雜誌） 

 台灣急診醫學會醫療鑑定學術研討會演講人（99年）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6v4JwNMw1cB1.Fr1gt.;_ylu=X3oDMTE2ZDgzMWZrBHNlYwNzcgRwb3MDMTAEY29sbwN0dzEEdnRpZANUVzAyMjdfMzA3/SIG=1bmo1ts6t/EXP=1275361656/**http:/www.dryahoo.org.tw/次網頁/網路佈告欄/協會活動公告與迴響/990529醫法論譚.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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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題目：醫療鑑定在法律訴訟的角色 

 盤尼西林皮膚敏感試驗準則制定學術研討會演講人（財團法人鄭德齡醫學發展基金會

高雄榮民總醫院）（100年） 

演講題目：盤尼西林類藥品過敏性休克醫療糾紛之法律實務 

 台灣急診醫學會急診法律問題研討會與談人（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100年） 

演講題目：急診醫師面臨的醫學倫理與法律難題 

 中華民國醫事法律學會—「二代健保法制議題」學術研討會演講人（台北醫學大學）

（100年） 

演講題目：仿單外使用之管制—以健保費用核給為手段之問題 

 醫療事故之預防及不責難補償制度國際研討會專家與談人（成功大學醫學院）（100

年） 

演講題目：醫療事故之 ADR 

 兒童牙科學會─第 72次學術討論會演講人（100年） 

演講題目：兒童牙醫之法律風險 

 精神醫學會─強制鑑定與強制社區治療專家座談會與談人（101年）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醫學人文講座演講人 

演講題目：以法官觀點看醫療糾紛與醫療溝通 

 臺北醫法論壇-醫療糾紛案例學術研討會（臺北榮民總醫院）報告人（102年） 

演講題目：臺灣醫院組織之過失 

 神經醫學聯合國際學術研討會演講人（國防管理學院）（102年） 

演講題目：仿單外使用之醫師說明義務 

 台灣醫學會春季學術研討會演講人（102年） 

演講題目：尊重自主權下醫師說明義務之發展 

 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學術研討會演講人（102年） 

演講題目：以醫療常規作為過失注意義務標準之妥適性─以眼科案例談起。 

 台灣醫事爭議新思維研討會演講人（102年） 

演講題目：醫療個資之司法實務。 

 刑事訴訟程序研討會與談人（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2年） 

題目：刑事訴訟程序的新發展 

 精神醫學會春季學術研討會（103年） 

演講題目：提審法對於強制住院之影響 

 凱旋醫院司法院提審法修正研討會與談人（103） 

 家庭醫學會春季學術研討會（103年） 

演講題目：用藥所引起之醫療糾紛 

 中山醫學大學醫療糾紛及調處研討會與談人（103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人民觀審制度研討會演講人（103年） 

演講題目：建構公平及透明之觀審制度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人民觀審制度研討會與談人（103年） 

題目：觀審員之選任程序 

 緊急醫療資訊運用及個資法規研討會演講人（103年） 

題目：醫療個資之司法實務 

 阮綜合醫院研究倫理講習班─研究法規與倫理演講人（103年） 

mailto:mf-dlc@hotmail.com
mailto:mf-dlc@hotmail.com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6v4JwNMw1cB1.Fr1gt.;_ylu=X3oDMTE2ZDgzMWZrBHNlYwNzcgRwb3MDMTAEY29sbwN0dzEEdnRpZANUVzAyMjdfMzA3/SIG=1bmo1ts6t/EXP=1275361656/**http:/www.dryahoo.org.tw/次網頁/網路佈告欄/協會活動公告與迴響/990529醫法論譚.htm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frm=1&source=web&cd=1&cad=rja&ved=0CC4QFjAA&url=http%3A%2F%2Fwww.chimei.org.tw%2Fseminar13%2FMicrosoft%2520Word%2520-%25200616%25E9%2586%25AB%25E4%25BA%258B%25E7%2588%25AD%25E8%25AD%25B0%25E7%25A0%2594%25E8%25A8%258E%25E6%2584%25B7.pdf&ei=gbsyUpKrAoqmkAXIqIHwBg&usg=AFQjCNHuLuX9sMH3MKKXQKZ0RGwVqa-wzw&sig2=He-ltFFzC-pK86O0v-zIOg&bvm=bv.52164340,d.d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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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人體試驗之法律責任面面觀 

 臺大醫院特殊需求者牙科醫療服務示範中心特殊需求者相關法律與醫療糾紛研討會演

講人（103年） 

題目：特殊需求者看診之牙醫法律風險 

 臺北醫法論壇-醫療糾紛案例學術研討會（臺北榮民總醫院）報告人（104年） 

演講題目：醫師用藥之醫療常規 

 台灣醫事鑑定新思維研討會演講人（104年） 

演講題目：醫療常規在醫事鑑定之角色 

[參與學術專題演講] 

 高雄榮民總醫院舉辦專題講座演講人（97年） 

題目：轉診案件之法院實證研究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內科特別演講專題演講人（97年） 

題目：醫療法規與醫療判例之討論 

 高雄榮民總醫院舉辦專題講座演講人（97年） 

題目：現行醫療糾紛之顯學─醫師之說明義務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心陳代謝科特別演講專題演講人（98年） 

題目：醫院組織行政管理之過失犯─評釋台北榮總瘧疾案實務判決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特別演講專題演講人（98年） 

題目：論醫療糾紛之法院實證研究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特別演講專題演講人（99年） 

題目：藥物疏失之法律責任 

 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舉辦專題講座演講人（99年） 

題目：醫療案件偵審處理之要義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專題講座演講人（99年） 

題目：病人隱私權保障與醫療契約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舉辦專題講座演講人（100年） 

題目：用藥說明義務 

 天主教耕莘醫院醫學倫理專題講座演講人（100年） 

題目：藥品仿單外使用之管制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舉辦專題講座演講人（101年） 

題目：是救或不救，由誰來決定？從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談起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藥劑部舉辦專題演講人（101年） 

題目：用藥說明義務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特別演講專題演講人（101年） 

題目：醫院組織行政管理之過失犯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特別演講專題演講人（101年） 

題目：醫師說明義務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專題演講人（101年） 

題目：傳染性疾病所涉之醫療糾紛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專題演講人（101年） 

題目：醫療倫理與法律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專題講座演講人（102年）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6v4JwNMw1cB1.Fr1gt.;_ylu=X3oDMTE2ZDgzMWZrBHNlYwNzcgRwb3MDMTAEY29sbwN0dzEEdnRpZANUVzAyMjdfMzA3/SIG=1bmo1ts6t/EXP=1275361656/**http:/www.dryahoo.org.tw/次網頁/網路佈告欄/協會活動公告與迴響/990529醫法論譚.htm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frm=1&source=web&cd=1&cad=rja&ved=0CC4QFjAA&url=http%3A%2F%2Fwww.chimei.org.tw%2Fseminar13%2FMicrosoft%2520Word%2520-%25200616%25E9%2586%25AB%25E4%25BA%258B%25E7%2588%25AD%25E8%25AD%25B0%25E7%25A0%2594%25E8%25A8%258E%25E6%2584%25B7.pdf&ei=gbsyUpKrAoqmkAXIqIHwBg&usg=AFQjCNHuLuX9sMH3MKKXQKZ0RGwVqa-wzw&sig2=He-ltFFzC-pK86O0v-zIOg&bvm=bv.52164340,d.d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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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醫院組織之過失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舉辦專題講座演講人（102年） 

題目：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修正之影響 

 慈惠醫院舉辦專題講座演講人（103年） 

題目：精神疾病患者之人權保障 

 精神醫學會強制住院審查會委員初階訓練演講人（103年） 

題目：認識精神衛生法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專題演講人（103年） 

題目：施打疫苗可能之法律風險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學倫理教案演講人（103年） 

題目：放射師能否注射顯影劑 

 台南奇美醫院藥劑科專題演講人（103年） 

題目：藥師兩地執業之法律問題 

 高雄國軍總醫院藥師公會繼續教育演講人（103年） 

題目：仿單外使用之法律問題 

 南區醫院藥局主管法律課程研討會演講人（103年） 

題目：藥師兩地執業之法律問題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舉辦專題講座演講人（103年） 

題目：從法官觀點看醫療訴訟 

 高雄市政府動保處舉辦專題講座演講人（103年） 

題目：動保新趨勢─從動物權談起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專題演講人（103年） 

題目：傳染性防治法所涉之行政糾紛 

 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員發展中心專題演講人（103年） 

題目：從法官角度看醫療訴訟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專題演講人（103年） 

題目：來去鄉下住一晚─日本自助旅行介紹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專題演講人（103年） 

題目：來去鄉下住一晚─日本自助旅行介紹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專題講座演講人（103年） 

題目：人體試驗所涉之法律問題 

 高雄國軍總醫院專題演講人（104年） 

題目：急診暴力與法規 

 阮綜合醫院專題演講人（104年） 

題目：從法官角度看醫療訴訟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專題演講（104年） 

題目：個人資料保護─談遺忘權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專題演講（104年） 

題目：以 SWOT分析科技法庭的策略 

 衛福部疾病管制署專題演講（104年） 

題目：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修正之影響 

[參與學術研習]（有結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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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體研究暨基因檢體輸出相關法規座談會教育訓練課程（結業證書）（99年） 

 基因研究醫學倫理與法律研討會（結業證書）（99年） 

 精神疾病強制鑑定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繼續教育（結業證書）（97年、99年、100

年） 

 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所與三軍總醫院合辦醫院實地觀摩與體驗醫師生活（五日，全國

法官五位名額）（99年） 

 高雄地方法院與高雄長庚醫院合辦醫療臨床作業研習（初階五日）（100年） 

 高雄地方法院與高雄長庚醫院合辦醫療臨床作業研習（進階實地觀摩與體驗醫師生活

五日）（101年） 

[已發表之著作] 

 篇名：醫療鑑定在法律實務之角色 

已通過二位審查人雙盲審查通過，刊載於醫療品質雜誌第 9卷第 3期 2015年 5月

15日 

 篇名：藥品 off-labe use之管制─以美國與我國為例  

已通過二位審查人雙盲審查通過，刊載於法學新論第 31期（上）、32期（下）

（2011年 8月、10月號）頁 37-64、頁 45-71，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篇名：論醫師之轉診義務─評析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5年度重醫上更（三）字第 2

號刑事判決─ 

已通過二位審查人雙盲審查通過，刊載於法學新論第 35期（2012年 4月號），頁

121-156，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篇名：以限制刑事告訴達成醫療業過失刑事責任之除罪化─評醫療傷害救濟法草案  

已通過審查人匿名審查通過，刊載高雄縣醫師會誌，101年 4月第 32期，頁 89-105 

 篇名：藥師調劑 OFF-Label Use處方之醫療責任分析 .  

已通過審查人匿名審查通過（100年 3月 4日）刊登於藥學雜誌 100年 9月 30日，

頁 143-146（共同作者） 

 篇名：它山之石，可以為錯─醫師在職進修對法官專業提昇之機制 

已通審查人匿名審查，並於 100年 1月 13日刊登於司法週刊（共同作者） 

 篇名：論醫師說明義務之建構與發展— 兼評最高法院 94 年台上字第 2676 號判決 

已通過二位審查人雙盲審查通過，刊登於成大法學第 10 期，2005年 12月，頁 231-

293  

 書籍：醫療糾紛鑑定醫師指引手冊 第二版 

編輯委員，2011年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出版 

 主講內容 

 優生保健法概述 

 墮胎罪與胎兒生存能力的刑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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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正 醫師  
 簡歷 

[學歷] 

 臺灣大學醫學士(1988‧6畢) 

 東吳大學法學碩士(2005‧7畢) 

 東吳大學法學博士(2011‧7畢) 

[經歷] 

 臺灣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住院醫師、總醫師、婦癌研究醫

師、主治醫師、講師 

 豐原市吳婦產科診所負責人 

[現任] 

 專任：豐原市優生婦產科聯合診所醫師 

 兼任： 

     東吳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教授科目：大學部—物權法、債法各論、醫事法) 

     中興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教授科目：法研所—醫事法專題) 

     臺灣大學醫學系暨法律系合聘教師(教授科目：法研所—醫事法專題) 

     台中市大台中醫師公會法學專家顧問      

     台中地院醫療諮詢委員‧調解委員 

     新北市地院醫療調解委員 

[法學著作] 

《專書》 

1. 解讀醫病關係Ⅰ─醫療契約篇(元照，2006‧9) 

2. 解讀醫病關係Ⅱ─醫療責任體系篇(元照，2006‧9) 

3. 論「餘命損害」之損害賠償，收錄於《判解研究彙編-十一》(合著，財團法人李模務實法學基金

會，2007‧12) 

4. 醫療民事案例研討，收錄於《民事法律論文暨案例研討選輯》(合著，司法院，2009‧8) 

5. 醫療法律(合著，元照，2012‧3) 

6. 醫事法專題講座(合著，新學林，2012‧9) 

7. 病患履行利益與固有利益之損害賠償，收錄於《民事法之思想啟蒙與立論薪傳：孫森焱前大法

官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合著，新學林，2013‧11) 

8. 論共同擔保內部應分擔額之算定，收錄於《物權與民事法新思維：司法院謝前副院長在全七秩

祝壽論文集》(合著，元照，2014‧1) 

9. 醫療糾紛處理之新思維(合著，元照，2014‧1) 

10. 從鑑定意見談醫療過失責任之認定(元照，2014‧9) 

11. 醫事鑑定與法院之實質審判權(合著，元照，2015‧9) 

12. 醫療糾紛處理之法制與實證－醫療糾粉處理新思維（三）(合著，元照，2015‧11)  

13. 醫病關係與法律風險管理防範(合著，五南，2016‧6) 

14. 債編各論逐條釋義，3版(元照，2016‧9) 

15. 解讀醫病關係 III─醫事訴訟篇(元照，2016‧即將出版) 

《期刊》 

1. 醫療契約之當事人(醫事法學 13卷 3‧4期，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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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醫療過失行為之刑事違法性(醫事法學 14卷 1‧2期，2006‧6) 

3. 論緊急專斷醫療之民事醫病關係(萬國法律雜誌 149期，2006‧10） 

4. 醫療契約之定性（月旦法學雜誌 139期，2006‧12） 

5. 論治癒機會喪失之損害賠償(法官協會雜誌 9卷 1期，2007‧6) 

6. 存活機會喪失─醫療損害之迷思（月旦法學雜誌 150期，2007‧11） 

7. 民事因果關係邏輯性序說(國立台灣大學法學論叢 36卷 3期，2007‧11)  

8. 論人工流產自主決定權之侵害與損害(東吳法律學報 19卷 2期，2007‧12) 

9. 醫療傷害損害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月旦法學雜誌 153期，2008‧2） 

10. 以疫學手法作為民事因果關係認定之檢討(東吳法律學報 20卷 1期，2008‧7) 

11. 醫療傷害之民事因果關係與歸責(東吳法研 4期，2008‧9) 

12. 誰來說明？對誰說明？誰來同意？—兼評醫療相關法規—(月旦法學雜誌 162期，2008‧11) 

13. 次細胞層級之人身損害初探―兼評臺灣高等法院 87年度重上國字第 1號民事判決―(東吳法律學

報 20卷 1期，2009‧1) 

14. 女性主義法學觀點下之人工生殖相關法議題(月旦法學雜誌 168期，2009‧5) 

15. 民法特殊侵權行為之因果關係邏輯與歸責(東吳法律學報 20卷 2期，2009‧5) 

16. 民事不當得利損益變動之邏輯關連性序說(東吳法律學報 21卷 2期，2009‧ 10) 

17. 醫療事故中之「損害」概念(臺灣法學雜誌 146期，2010‧2) 

18. 預防接種受害因果關係之理性論證--從 H1N1疫苗談起(臺灣法學雜誌 146期，2010‧2) 

19. 民法第 188條第 1項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之邏輯基礎(私立東海大學法學研究 32期，2010‧6) 

20. 談醫療事故之因果關係(臺灣法學雜誌 161期，2010‧10) 

21. 科際整合觀點下之醫療糾紛鑑定(月旦法學雜誌 190期，2011‧3) 

22. 實證醫學數據於醫療事故損害賠償上之意義(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40卷 1 期，2011‧3) 

23. 揭開民事損害賠償法相當因果關係之神秘面紗—從最高法院判例談起(國立政治大學法學評論

125期，2012‧2) 

24. 論民事不當得利損益內容之認定—淨損益概念初探(國立臺北大學法學論叢 83期，2012‧9) 

25. 運動參與者於運動中對他人人身侵害之民事責任(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42卷 1 期，2013‧3) 

26. 存活‧治癒機会の喪失に基づく患者の損害賠償請求(東洋文化研究 15号, 2013‧3) 

27. 醫事訴訟中因果關係之判定(月旦法學雜誌，2015‧11) 

28. 對我國病安通報法制之檢討與展望(月旦醫事法報告 1期，2016‧07)  

29. 學習式判解評析—事實說明自己(月旦醫事法報告 1期，2016‧07) 

30. 醫事鑑定制度之改革芻議—以大陸地區及日本經驗為借鏡(東吳法律學報，接受刊登) 

 主講內容 

 醫療事故之訴訟方式-民事刑事比較 

 醫療訴訟的進行過程 

 實務上常見的醫療糾紛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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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清濱 律師 醫師  
 簡歷 

[學歷與證照] 

 東海大學法律學研究所法學博士 Ph.D.in Law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法學碩士 LL.M. 

 東海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法學碩士 LL.M.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M.D. 

 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律師高等考試           

 台灣醫師證書；內科、家庭醫學科 專科醫師證書             

 美國 All Lines人身保險經紀人、財產保險經紀人、房地

產經紀人、公證人證照  

[經歷]  

 彗聖律師事務所  律師 

 台灣醫事法律學會第 12屆理事長、第 11屆副理事長 

 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醫事法專題) 

 建業法律事務所  律師 

 專業國際法律事務所 律師 

[學術專長] 

 醫事法律、生物醫學法律、生物科技法律、人身傷害法律、醫療保險法律、健保以及

長照法律 

[研究成果]（參著作附件） 

（一）期刊論文： 

1. 黃清濱，「Bravo！釋字第 533號－兼論全民健保之法律問題」，台灣醫界雜誌，第 45

卷第 2期，頁 53-56。 

2. 黃清濱，「論違憲的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醫療服務審查辦法」，台灣醫界雜誌，

第 45卷第 7期，頁 49-51。 

3. 黃清濱、陳慧珊，「論醫療證據契約」，全國律師雜誌，2005年 5月，頁 129-134。 

4. 黃清濱，「醫療刑事訴訟之舉證與無罪推定」，中律會訊雜誌，第 8卷第 1期，頁 51-

58。 

5. 黃清濱，「醫療事故責任與消費者保護法適用之探討」，台灣醫界雜誌，第 49卷第 3

期，頁 21-24。 

6. 黃清濱，「生物醫學醫療性人體試驗之規範與受試者保護－以告知同意為中心」，中律

會訊雜誌，第 8卷第 3期，頁 34-59。 

7. 黃清濱，「醫療告知義務與法律責任」，醫事法學雜誌，第 13卷第 3、4期合訂本，

2005年 12月，頁 27-40。 

8. 黃清濱，「花錢未必消災-知法懂法，勇於主張自己權利」，台中醫林，2006年 10月，

第 52期，頁 32-33。 

9. 黃清濱，「追扣溢付款顯有瑕疵」，台中醫林，2006年 10月，第 52期，頁 34-35。 

10. 黃清濱，「證據能力與證明力之研究－以醫療糾紛訴訟醫事鑑定報告與診斷  證明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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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醫事法學雜誌，第 14卷第 1、2期合訂本，2006年 6月，頁 5-24。 

11. 黃清濱，生物多樣性之研究－以法律建置與科技整合為中心，中律會訊雜誌，第 9卷第

3期，2007年 3月，頁 25-39。 

12. 黃清濱，「基因資料庫之建制探討－以試擬基因資料庫建制模式與資訊隱私權保護為中

心」，醫事法學雜誌，第 14卷第 3、4期合訂本，2007年 5月，頁 60-80。 

13. 黃清濱，「醫療糾紛之可歸責性－醫療失敗與醫療風險」，台灣醫界雜誌，第 50卷第 7

期，2007年 5月，頁 25-27。 

14. 黃清濱，「移植醫學之倫理與法律議題淺論－以器官捐贈、器官分配與活體移植為

例」，中律會訊雜誌，第 9卷第 5-6期合訂本，2007年 7月，頁 22-41。 

15. 黃清濱，「行政不作為與藥害受害人保護-以藥害救濟、藥物責任與國家賠償為中

心」，醫事法律，第 15卷第 1期.第 2期，2007年 12月，頁 25-44。 

16. 黃清濱，「死亡的法律觀」，台中醫林，第 57期，2008年 1月，頁 38-40。 

17. 黃清濱，「醫學倫理、病人安全與醫療行事責任之研究」，醫事法學雜誌，第 16卷第 1

期，2009年 1月，頁 19-40。 

18. 張韻梅、黃清濱，「我國藥事法試驗例外之研究」，醫事法學雜誌，第 16卷第 1期，

2009年 1月，頁 47-54。 

19. 蔡欣珮、黃清濱，「人體試驗之利益衝突與受試者保護」，醫事法學雜誌，第 16卷第 1

期，2009年 1月，頁 72-83。 

20. 蕭姎凌、黃清濱，「初探安樂死與尊嚴死馨關立法規範」，醫事法學雜誌，第 16卷第 2

期，2009年 5月，頁 60-68。 

21. 黃昶瑋、李孟鴻、黃婷筠、黃清濱，「遠距醫療模式引起倫理、法律與社會衝擊的難

題：以台灣及美國法律研究為中心」，中律會訊雜誌，第 18卷第 4期，2016年 1月，

頁 105-121。 

22. 黃清濱、黃婷筠、黃啟禎，「台灣建置長期照護制度可能衍生之醫療訴訟實務與理

論」，全國律師雜誌，2016年 4月，頁 7-21。 

（二）學術研討會論文： 

1. 生物多樣性公約之研究。 

2. 醫學與法學之交錯－論精神鑑定。 

3. 醫療糾紛法律與實務面面觀。 

4. 人體試驗之告知後同意與民事責任。 

5. 醫事人員如何面對醫療糾紛。 

6. 醫學基因資訊庫建置之探討，發表於「台灣基因意向之調查與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央

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台灣 ELSI研究中心主辦，2006年

5月 10日。 

7. 腦死相關法令，發表於「腦死判定研習會」，台灣神經學學會腦死判定教育委員會，

2006年 7月 15日。 

8. 「證人、專家證人與鑑定人-以醫療糾紛訴訟為例」，發表於法醫師法研討會，中華民

國醫事法律學會主辦、衛生署協辦，2006年 12月 10日。 

9. 「法醫師法對鑑定人及醫療糾紛之影響」，發表於「法醫師法與醫療糾紛」研討會，台

灣法醫學會主辦，2007年 4月 14日。 

10. 「醫學倫理、病人安全與醫療糾紛之交錯」，發表於「醫療倫理與刑事法律」學術研討

會，台灣法學會主辦，2007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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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碩士論文 

證據調查與舉證責任之研究—以醫療糾紛訴訟為中心，東海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5年 4月。 

（四）博士論文 

醫師親自診察原則之研究，東海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年 1月。 

[研究計畫] 

 行政院衛生署，「建置基因資訊安全管理法規與倫理面的探討」，擔任研究人員，

2006年。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95-97年菸害防制法律服務工作計畫案」，擔任 協同主

持人，2006年至 2008年。  

 行政院衛生署，「器官分配原則完善措施與活體器官捐贈倫理、法律及社會問題之研

究」，擔任協同主持人，2007年至 2008年。  

 行政院衛生署，「生產風險補償機制之相關研究」，擔任協同主持人，2007年至

2008年。 

 行政院衛生署，「醫藥廣告法制分析與建議」，擔任計畫主持人，2009年 8月至

2010年 7月。 

 保險業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健康保險理賠爭議與定價資料基礎適足性之研

究」，擔任計畫主持人，2010年 10月 12日至 2011年 4月 11日。主講內容 

 主講內容 

 醫事人員如何面對醫療糾紛 

 醫過失責任之注意義務判斷基準爭議 

 醫師違反親自臨診是否構成刑事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