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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患者知情同意权与损害结果之因果关系的界定
要要以医学会鉴定案例为视角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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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侵犯患者知情同意权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的判断是医学鉴定工作中

的一个难题遥 在医学鉴定中常见的侵犯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行为包括院扩大手术范围袁术中更改手术
方式袁手术方式的选择袁以及并发症告知不全遥对于这类侵权案件中的鉴定问题袁文章结合具体案例
进行深入探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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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知情同意是医疗机构合法实施医疗行为
的前提条件袁知情同意要求医务人员在为患者诊治
过程中提供作出医疗决定所必需的足够信息袁知情
权的实现依赖于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履行告知义务
的程度袁正确充分的解释说明与有效的沟通是使患
者知情的基本条件 遥 叶侵权责任法曳第五十五条规
咱员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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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案例及当前鉴定实践中的问题
案例 回顾 院患 者袁女 袁源远 岁袁因野反 复便 血 圆 个

月袁加重 缘 天冶入院遥 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袁确诊为
野直肠癌冶遥 手术知情同意书上记载院手术名称野剖腹

探查尧直肠癌根治术冶袁术中如发现侵犯卵巢袁需行患

定院野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

侧卵巢切除术遥患者表示理解袁并在手术同意书上签

医疗措施遥 需要实施手术尧特殊检查尧特殊治疗的袁

字遥手术记录记载院术中探查袁患者左侧卵巢囊肿袁为

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尧替代医疗

预防肿瘤的卵巢转移及考虑卵巢囊肿的因素袁 决定

方案等情况袁并取得其书面同意遥 冶同时该法条还规

切除两侧卵巢遥 术后病理示院双侧卵巢未见癌浸润遥

定院野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袁造成患者损害的袁医

术后半年袁 患者家属以院方在未经患者本人或代理

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遥 冶该条首次以法律形式

人的知情同意下袁擅自切除患者双侧卵巢提出诉讼遥

明确了医务人员的说明告知义务袁并明确了违反告

本案是我会近年受理的有代表性的鉴定案件之

知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咱圆暂遥 从目前的发

一袁 涉及到医学鉴定中常见的有关知情同意权的争

展态势来说袁因侵犯患者知情同意权而导致的医疗

议院扩大手术范围尧术中更改手术方式尧手术方式的选

纠纷日趋增多袁特别是叶侵权责任法曳正式实施以来袁

择及并发症告知不全遥由于目前对知情同意权侵权责

在我会受理的鉴定案例中袁涉及患者知情同意权争
议的有 员圆 起袁 占医疗纠纷鉴定申请总数的 员园援愿豫遥

任的认定仍缺乏统一标准 咱猿暂袁因此在实践工作中袁对

侵犯患者知情同意权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

在实践工作中袁因侵犯患者医疗知情同意权导致的

系及原因力大小的判断是医学鉴定的主要难题遥

医疗纠纷时有发生遥 然而袁侵犯患者知情同意权与

二尧术中扩大手术范围及更改手术方式的告知

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袁以及原因力的判断则是
医学鉴定工作中的一个难题遥 本文将结合案例袁就
医学鉴定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探讨遥

术中扩大手术范围或更改手术方式在临床实践
中屡见不鲜袁 而由于医方未能及时履行告知义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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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医疗诉讼的案例也层出不穷遥 由于临床医学方

断吻合术冶术前也未告知患者袁而患者最终因野食管

面的专业性及复杂性袁不经过深入尧仔细的分析很难

横断吻合术冶形成野吻合口瘘冶并发感染而死亡袁野食

厘清侵犯患者知情同意权与所应承担责任程度之间

管横断吻合术冶加大了患者的风险袁据此应认为医方

的关系遥 这一类知情同意权的争议在鉴定或处理争

的过错行为与患者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遥 如果

议时应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遥

医方扩大手术范围或更改手术方式的医疗行为并未

渊一冤扩大手术范围或更改手术方式是否具有必
要性

对患者造成不合理的损害后果袁 则可以认为医疗机
构不需承担赔偿责任曰 当扩大手术范围或更改手术

由于医学的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袁在术前不可
能准确预见到手术中可能发生的全部情况遥 当医方

方式不是不合理的损害后果出现的唯一因素时袁应
减轻医疗机构所承担侵权责任的责任程度遥

在正常手术过程中发现术前未诊断出的新病情袁在

渊三冤应考虑切除组织器官的功能状态

未取得患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处理袁或者根据术中

在扩大手术范围中袁 往往会导致患者组织器官

情况需更改手术方式袁并且这种扩大手术范围或更

的切除袁 鉴定或处理争议过程中应考虑到被切除脏

改手术方式在临床上被认为是必须的袁那么尽管医

器的功能状态遥 比如在女性袁卵巢的功能在 源园 岁后

务人员未履行告知义务袁从医疗的必要性或解除患
者病痛的前提下袁也不应追究医疗机构的法律责任遥
更有学者认为袁只要改变手术符合医疗原则且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即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遥 笔者
咱源暂

认为医学鉴定应以扩大手术范围或更改手术方式是
否具有必要性来作为判断医疗机构是否承担法律责
任的首要条件袁也就是说如果此种野扩大冶或野更改冶

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衰退袁到 远园 岁以后进入老
年期袁卵巢功能已完全衰竭袁因此在此类鉴定时应结

合患者的年龄尧器官功能等进行综合分析袁从而确定
医疗机构应承担的责任程度遥

三尧手术方式的选择告知
在学术界对医务人员的告知标准目前存在 源 种

是治疗所必需袁有充分的适应证袁且符合医疗规范袁

学说院合理医师说尧合理患者说尧具体患者说尧折中说

虽然侵犯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袁也不应以此单独一

源 种 咱远暂遥 结合我国目前的医疗卫生法制现状袁笔者认

条过错判定医疗机构承担责任遥

为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应以具体患者标准为基础袁

在上述案例中袁患者入院诊断直肠癌明确袁医方

结合合理医师标准为履行标准遥 告知义务的根本目

行野剖腹探查尧直肠癌根治术冶手术方式正确袁术前告

的是要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袁 患者当然是以自身

知中仅表明术中探查如发现肿瘤侵犯卵巢袁则行患

情况为出发点同意或者拒绝袁 在医疗告知中应以具

侧卵巢切除术袁而术中在患者卵巢无明显病变袁未征

体患者标准为基础袁 同时也应该结合合理医师标准

得患者或其代理人同意的情况下袁预防性切除双侧

来进行具体的告知遥 野合理医师标准冶要求该医师具

卵巢袁属于术中扩大了手术范围袁而预防性切除卵巢

有所在技术领域中一名普通医师应具有的一般技

并不是直肠癌手术过程中必要的手术方式袁故应当

术尧知识水平袁而不是该领域中技术最高尧经验最丰

认为医方对患者卵巢切除导致的激素分泌不足的损

富或资格最老的医师所具有的技术水准遥 考虑到医

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遥

学科技的发展袁 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及医疗器械的

渊二冤扩大手术范围或更改手术方式与损害后果
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改善袁同一手术的手术方式选择也越来越多曰不同地
区之间医疗技术水平发展的不平衡性袁在鉴定中袁对

扩大手术范围或更改手术方式的医疗行为有时

手术方式告知的判断袁 应基于当事医务人员所应了

并非是必须的袁此时应考虑扩大手术范围或更改手

解的尧 同时也是该地区所能开展的尧 较为成熟的技

术方式是否增加了医疗风险袁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

术袁结合具体患者的自身状况来综合判断遥

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遥 如某患者因野肝硬化袁食道胃
底静脉曲张袁门脉高压冶入院袁手术同意书记载袁拟行
野脾切除垣剖腹探查术冶遥 但术中医方在未告知患者

四尧并发症的告知
由于医学科学是一门高风险学科袁 同时人体是

家属的情况下袁改行野脾切除垣贲门周围血管离断垣

一个有机整体袁不同的个体之间又存在着差异袁医务

食管横断吻合术冶遥 术后 苑 天袁患者出现食管横断处

人员很难全面认识每个患者与疾病有关的所有状

瘘袁经抗炎尧止血尧补液尧支持等治疗后袁患者最终死

况袁 即使是再高明的医生也不可能将所有可能发生

亡遥 在该案例中野食管横断吻合术冶并不是该患者所

在患者身上的情况全部告知患者遥 而关于医师的告

必须实施的手术方式 咱缘暂袁医方在对其施行的野食管横

知义务应尽到什么程度才算充分尧适当袁在我国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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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立法中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判断标准 咱苑暂遥 另一

高风险性和不可重复性袁 在判断侵犯患者知情同意

方面袁某一手术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有几十种甚至上

权与患者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时袁鉴

百种袁并发症的告知根本无法穷尽遥 因此袁在判断医

定专家需要进行仔细尧深入尧科学的分析袁厘清告知

疗机构是否应将可能出现的并发症进行告知时袁应

侵权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袁只有这样袁才

以该类手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尧多发的为主遥 在医

能切实维护好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袁 维护良好的医

方是否履行并发症的告知与患者决定是否手术的问

疗环境袁促进医学科学发展遥

题上袁由于手术前患者的选择无法重演袁而实际上医
务人员也很难确切知道具体患者在手术前主观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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