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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责任法》视野下的医疗损害责任免责事由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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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侵权责任法》第 远园 条规定了医方不承担责任的三种特殊法定免责事由，
即患方过错、

紧急医疗救治和医疗水平限制；
医疗损害责任作为一种侵权责任，同样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章
规定的一般免责事由，
包括患者故意、
第三人过错、
不可抗力等；
但医方签订的事先免责条款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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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事由袁在侵权责任法中一般称之为抗辩事

由袁构成免除责任的抗辩事由遥 在医疗实践中袁如果

由袁指的是行为人对其行为所导致的损害结果由于

是患者没有遵守医嘱袁或患者的虚假回答导致误诊袁

某种法定理由而不应该负担责任的情形遥 免责事由

或者患者延误治疗而导致损害的发生袁 医务人员可

主要具有以下特点院免责事由是免除责任的事由曰免

因此免责袁 但其前提条件是医务人员没有履行其注

责事由主要由法律规定曰免责事由一旦成立袁就导致

意义务遥如果医务人员只具有轻微过失袁亦构成免除

责任人的责任免除

遥 由于医疗侵权行为自身的

咱员暂源员源

责任的抗辩事由遥

特殊性袁医疗损害责任的免责事由与一般侵权责任

渊二冤紧急医疗救治

的免责事由并不完全相同遥 医疗损害责任的免责事

根据叶侵权责任法曳第 远园 条第 圆 款规定袁医务人

由可以分为两类院一是特殊法定免责事由袁二是一般

员在抢救生命垂危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

法定免责事由袁具体分析如下遥

诊疗义务的袁可以作为免责事由遥 紧急医疗救治袁是

一尧特殊法定免责事由
医疗损害责任的特殊法定免责事由袁是指仅用
于医方对抗患者或家属提出的医疗损害责任的豁免
事由遥 叶侵权责任法曳第 远园 条规定了医疗机构不承担

紧急避险抗辩事由在医疗损害责任案件中的适用遥
在此情形下袁医生的思维能力尧判断能力和预见能力
均低于正常情形是很正常的事实袁 所以其注意义务
也应低于一般的医疗情形遥
根据叶侵权责任法曳的规定和紧急避险论袁医疗

责任的三种特殊免责事由袁即患方过错尧紧急医疗救

行为构成紧急医疗救治须符合下列条件院 患者存在

治和医疗水平限制遥 需要说明的是袁该三种情形是仅

生命危险紧急情况曰紧急医疗措施应当限于当时别无

适用于医疗损害责任认定的特殊法定免责事由遥

选择尧迫不得已曰医方必须履行了及时尧全面和必要的

渊一冤患方过错

紧急救治义务袁对损害的发生没有重大过失曰对患者

根据叶侵权责任法曳第 远园 条第 员 款规定袁患者或

的损害应当控制在最小限度内袁即紧急救治措施所导

疗袁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后果的袁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

上述情况袁 如果医务人员已经尽到了在紧急救治情

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

致的损害应当以挽救患者生命需要为界限咱圆暂员员员遥 结合

责任遥 患方过错袁是受害人过错的一种特殊情形遥 受

况下医务人员通常应尽的诊疗义务袁 医疗机构就不

害人过错袁是指损害的发生或扩大不是由于行为人

应当承担责任曰否则即便是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袁但

的过错袁 而是由于受害人的过错而引起或发生的遥

医务人员未尽到紧急救治情况下医务人员应尽到的

其原则是袁如果受害人的过错是损害发生的惟一理

合理诊疗义务袁医疗机构仍难以免除其赔偿责任 咱猿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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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活动的顺利进行袁需要医患双方的相互配合遥

当今医学技术已取得很大的发展袁以往所谓的
不治之症和医学难题逐步为现代医学所攻克袁但是

渊二冤第三人的过错
根据叶侵权责任法曳第 圆愿 条规定袁如果损害是因

医疗技术和医学水平总是有局限性的遥 正因如此袁

第三人造成的袁那么第三人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遥依

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的病症袁医务人员无

据叶侵权责任法曳的上述规定袁第三人的过错是可以

法治愈袁就是正常的遥

作为行为人减轻或免除民事责任事由遥 第三人过错

叶侵权责任法曳第 缘苑 条明确规定为野当时的医疗

是指除双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袁 对原告损害的发

水平冶作为判断医疗过错的标准袁而不是医学水平袁

生或扩大具有过错袁具体包括第三人的故意和过失遥

因为医学水平是医学科学发展的最高水准袁医疗水

在医疗活动中袁 与第三人过错有关的医疗损害案件

平则是损害发生当时临床所能够达到的医疗技术水

主要是患者在就医期间因第三人缘故所导致的人身

平遥 对此应当注意条文使用的 野当时医疗水平冶与

伤害或财产损失的情况遥 在上述情况下就涉及到医

叶侵权责任法曳第 缘苑 条规定的内容一致袁在适用时袁

方是否应就第三人过错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法律责

一定要与当时的医学科学水平相区别袁不能采用当

任遥从法律的层面来讲袁即医院是否应对患者承担安

时的医学科学水平袁也不能采用当时的医学科学技

全保障义务袁 保证患者在医院就医期间不受到医疗

术水平作为标准 遥 这一免责事由的规定也是出于

行为以外的其他不当侵害遥

利益以及整个医疗行业健康发展的需要袁而在法律

行尧车站尧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

制度上有所平衡遥

活动的组织者袁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袁造成他人损害

咱源暂

鼓励和促进医学科学发展的需要袁考虑到广大患者

叶侵权责任法曳 第 猿苑 条规定院野 宾馆尧 商场尧银

的袁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遥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

二尧一般法定免责事由

害的袁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曰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

医疗损害责任作为一种侵权责任袁同样适用叶侵
权责任法曳第三章规定的其他免责事由袁即为一般法
定免责事由遥 根据叶侵权责任法曳的有关规定袁医疗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袁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遥 冶根据
叶侵权责任法曳的上述规定袁医方的就诊区域尧住院病

房等场所袁应属法律规定的公众场所袁医方应对在其

损害责任的一般法定免责事由袁是一般侵权责任法

处就医的患者承担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遥但是袁医方

上的免责事由在医疗损害赔偿中的具体运用袁其包

对其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该有合理限度袁 其对第

括患者故意尧第三人过错尧不可抗力尧医疗意外遥

三人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以 野能够防止或制止损害

渊一冤患者故意

的范围内冶为限遥在判定医方是否应对患者受到的第

根据叶侵权责任法曳第 圆苑 条规定袁如果损害是因

三人的伤害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问题中袁 最关键的问

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袁行为人就不承担责任遥 受害人

题是判断医方在安全保障方面是否存在不当行为遥

故意袁是指受害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其自身的

若在管理上存在过错袁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遥医

损害结果袁仍然追求或放任损害后果的发生遥

患者

疗机构在承担此种补充赔偿责任后袁 还可以依法向

故意系属受害人故意表现形式之一遥在临床工作中袁

第三人追偿 咱圆暂员员苑遥 若在管理上不存在过错袁就应由第

患者故意比较典型的情况是患者在医疗机构场所内
自杀遥 如果医方对于患者的自杀不存在医疗过失袁而

三人独立承担责任遥
渊三冤不可抗力

完全是由于患者自身因素所导致的结果袁 那么医方

所谓不可抗力袁是指人力所不可抗拒的力量袁包

就不应承担责任遥 但是若医方对于患者的自杀具有

括自然原因如地震尧台风尧海啸和社会原因如武装冲

过失袁则医方还是应负相应的民事责任遥 在医疗损害

突尧战争等 咱员暂源源员遥在医疗损害责任中袁叶侵权责任法曳没

赔偿责任中袁 医方应当注意的问题是由其承担受害

有把不可抗力作为医疗损害责任的特殊免责事由做

人存在故意情形的证明责任遥 医疗机构能够证明受

出明确规定袁 但也没有明确规定禁止适用不可抗力

害人的损害后果是因为受害人故意而造成时袁 医疗

规则遥我们认为叶侵权责任法曳第 圆怨 条规定的不可抗

机构就能够以此作为抗辩事由袁拒绝承担责任咱缘暂遥

如果受害人有故意尧重 大过失袁加害人也有 过

错袁这时应当根据叶侵权责任法曳第 圆远 条规定进行过
失相抵袁具体办法是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和原因力程
遥 所以袁

咱远暂员猿

度确定医疗机构一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力的一般规则袁具有普遍适用的法律效力袁是普遍适

用的免责事由遥叶侵权责任法曳第 圆怨 条在侵权责任法
中处于总则地位袁根据法律规定的一般规则袁总则规
定的一般内容也同样适用于分则袁所以把第 圆怨 条不
可抗力的规定适用于医疗损害责任也很恰当遥因此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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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损害责任中袁如果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良后果

有风险的有效证明资料遥 它是保障患者知情同意权

的袁应当依据第 圆怨 条的规定免除责任或减轻责任遥

利和医方履行告知义务的具体体现袁 但并不具有使

确定适用不可抗力免责或者减轻责任时袁不可抗力

医疗机构免除法定责任的功能遥因为医疗知情同意书

应该是医方在正常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损害的惟

不是医疗合同袁所以不能完全按照合同法规则来调整

一原因袁所以应当免除责任遥 如果不可抗力与医疗过

医方滥用医疗知情同意书的现象遥书面同意的预先免

错为造成损害的共同原因袁 则应当根据过错的程度

责条款并不能免除有关责任主体侵权责任的承担袁并

和原因力的分析袁确定医疗机构是否减轻责任

遥

咱远暂员员远

渊四冤医疗意外

医疗意外是指因医方无法预测的事由导致的尧

且根据叶合同法曳第 源园 条袁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 缘圆 条

和第 缘猿 条规定情形的袁 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
其责任尧加重对方责任尧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袁该条款

或是根据实际情况无法避免的医疗固有风险所造成

无效遥 因此袁凡出现在医疗知情同意书中野医院概不负

的损害后果遥 一般情况下袁医疗意外的发生主要是

责冶或野医院概不承担任何责任冶等说明袁因违反法律

由于患方的体质特殊或病情异常造成无法预料的损

禁止性的规定袁是无效的说明咱愿暂遥 这也就是说袁医疗知

害后果的出现袁是因为无法抗拒或不能预见的事由所

情同意书不具有免除医方因医疗过错或医疗不当行

引发的遥 野医疗意外冶是医疗活动中的野意外事件冶袁医

为给患者造成损害结果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遥

损害的发生归因于医方自身以外的原因袁而非医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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