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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侵权因果关系非决定论倾向与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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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经典力学到量子力学的发展不仅代表了自然科学的进步，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产生

了深远影响，
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使得人们对因果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从决定论到非决定论的转
变。因应哲学因果关系的非决定论倾向，
法学领域尤其是人身侵权领域因果关系的认定也显现了
并在理论和实践中找到了其具体进路——
非决定论倾向，
—医疗侵权领域中的机会丧失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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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与海森堡等人的量子力学

测尧控制后行事实的存在与否时袁先行事实与后行事

不仅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袁在哲学社会科

实间即存在野因果关系冶袁此时先行事实为因袁后行事

学领域亦影响巨大遥 受其影响袁哲学上的因果关系

实为果遥由此袁决定论下因果关系的概念其实就是由

概念经历了从决定论到非决定论的嬗变遥 因应哲学

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组合而成袁在至少具备其一时袁

领域因果关系的变化袁法学上的因果关系尤其是人

方能满足决定论对因果关系的要求 咱源暂圆圆原圆苑遥

身侵权中的因果关系非决定论倾向逐渐明显袁并通
过理论和实践找到了具体进路袁机会丧失理论和疫
学因果关系理论正是这种非决定论倾向的反映遥

渊二冤量子力学与非决定论因果关系

非决定论提出的根本原因在于许多自然现象无
法通过经典力学予以解释袁如放射性元素的衰变率就
并非遵循特定的规律咱圆暂员怨员原员怨圆遥 量子力学理论的提出袁改

一尧从经典力学到量子力学院

变了流传已久的决定论观点遥 员怨圆苑 年袁 海森堡提出

因果关系决定论与非决定论

野测不准理论冶袁给古典物理学带来很大的冲击遥 海森

渊一冤经典力学与因果关系决定论

堡以飞行的电子为例袁认为在亚原子领域袁粒子的位

十八世纪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遥 受其影响袁

置尧速度及动量已不能用单一数字表示袁只能通过由

同时代的法国物理学家拉普拉斯提出了著名的决定

一系列数字组成的矩阵做出野机率尧可能性冶的推测遥

论宣言袁认为世间万物所有事物都是确定的 遥 此

这对决定论是致命的院野决定论冶认为只要掌握现象背

后袁万有引力定律更是演化成一种世界观院所有现象

后的自然法则袁就可以预测甚至控制自然历程袁但海

都被某种力量或是自然法则所支配尧控制遥 康德则

森堡认为结果通常会呈现一连串的可能性袁只能以由

将这种野由一般性渊自然冤法则决定现象冶的观念提升

一组组数字构成的矩阵来计算可能性咱圆暂员怨怨遥 关于因果

咱员暂

为所有经验的必要条件遥 这种科学或哲学的观念一

关系袁海森堡甚至认为袁野近代原子物理学已经废除掉

直到今天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咱圆暂员远源遥

了因果律袁或至少表明因果律已部分失败遥 冶咱缘暂海森堡

的支配袁只要能够认识并理解这种自然法则袁就可以

哥本哈根学派间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论战咱远暂袁但最终

根据决定论袁世间所有现象都受某种自然法则

预测尧甚至控制现象发展的趋势咱猿暂怨园遥 受决定论影响袁

当依照自然法则能够确定先行事实存在与否即可预

之后袁量子力学进一步发展袁虽然经历了爱因斯坦与
决定论观点在争斗中占得上风咱圆暂圆园园原圆园员遥

根据非决定论袁 因果关系中作为原因的先行事

基金项目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野我国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体系的建构冶渊悦阅允杂运员员园员园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缘原园源原园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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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与作为结果的后行事实间无需具备充分或必要条
件

袁先行事实只要升高了结果发生的可能性

咱猿暂员园员原员园圆

即为原因

遥 换言之袁当先行事实的存在使得后行

咱苑暂远

事实发生的可能性高于先行事实不存在时袁先行事
实即为后行事实发生的原因遥

窑 员怨苑 窑

性袁人们仍然会认为这种可能性有价值 咱员园暂遥如对于一
个身患绝症的患者及其亲属来说袁 即使实施治疗手
术只有 源园豫存活的机会袁也仍然乐意付出高昂的医
疗费用换取理论上的存活机会遥 如因医院过失使患
者丧失了生存机会袁则患者或其亲属有权要求赔偿遥

渊三冤小结

总而言之袁机会丧失理论认为机会本身有价值袁应纳

法学中的因果关系源自于哲学上的因果律袁当

入法律保护范围袁剥夺或降低他人获得更好结果尧或

哲学上的因果律受自然科学影响出现非决定论倾向

防止损害发生的机会袁 即对他人造成损害而应承担

时袁法学领域袁特别是侵权法领域袁由于特殊侵权案

赔偿责任 咱员园暂遥

件的规模化涌现袁传统因果关系理论愈发难以解决

在传统医学侵权领域袁 无论采取何种因果关系

现实中的司法难题袁使得这种非决定论倾向在法学

判断标准遥 都要求医疗过失行为确定或高度盖然地

领域很快找到了其理论与实践进路遥

导致实害结果发生袁强调结果的客观实在性遥但根据

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指的是损害结果与致害行

机会丧失理论袁无须结果的实然发生袁行为只要导致

为间一种引起与被引起关系遥 根据决定论袁侵权因

了机会的降低或丧失袁即应承担侵权责任遥此处的结

果关系中致害行为与损害结果应是一种一一映射关

果是不确定的袁存在机会降低袁但受害人仍然被治愈

系院行为导致结果发生袁结果因行为而起遥 如甲窃取

的情形袁亦存在机会丧失袁但即使不丧失袁受害人仍

乙的财产袁乙的财产损失与甲的偷盗行为间是一一

无法治愈的情形遥机会丧失理论皆不考虑袁作为原因

对应的关系遥 但根据非决定论袁行为与结果间的一

的先行行为与其说导致了实害结果的发生袁 不如说

一映射不过是一种理想状态袁除此之外袁行为与结果

有引起结果发生的可能遥

间的 引起 与被 引起 更 多 只 是 一 种 可 能性 袁野 因冶与

渊二冤 机会丧失理论的功能

的是行为实际上尚未确定地引起结果发生袁结果与

机会丧失理论产生的原因在于克服传统侵权法

野果冶呈现出一种非决定论关系院野果冶的非决定性指

员援 克服传统因果关系野全有或全无冶的弊端

行为并非一一映射袁如医疗机构过失致使患者存活

因果关系认定因采取野全有或全无原则冶而导致的不

机会从 远园豫降到 源园豫袁不仅患者最终是否死亡不确

公平遥侵权法采取完全赔偿原则袁行为人一旦应予归

定袁而且死亡是否与医疗机构的过失行为有关也不

责袁则赔偿行为导致的所有损害遥完全赔偿原则与因

确定曰野因冶的非决定性指的是结果已实然发生袁但肇

果关系认定野全有或全无原则冶紧密相关院传统侵权

始原因却不确定袁如某地化工厂建成后袁当地居民肺

法在判断损害与行为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时只有 野有

癌患病率从 圆译上升至 远译袁但并无医学上的直接证

或无冶两种可能袁有因果关系袁则行为人可能需要填

据证明肺癌发病率与化工厂排放的废气间有因果关

补被侵权人所受的损失袁 使其回复至如同侵权行为

系遥 上述两个领域出现的机会丧失理论和疫学因果

未发生时的应有状态 咱员员暂曰无因果关系袁则行为人不承

关系正是对因果关系非决定论倾向的理论回应与现
实关照袁本文以医疗侵权领域中的机会丧失理论为
例对这种非决定论倾向予以具体阐释遥

二尧医疗侵权因果关系
非决定论倾向院机会丧失理论

担任何赔偿责任遥

野全有或全无原则冶在一般单因侵权案件中具有

积极价值袁但在面对复杂的多因侵权案件时袁则有可
能无法达成侵权法损害的填补和预防功能遥 如在医
疗侵权案件中袁由于医疗侵权因果关系的专业性尧复
杂性以及患者与医疗机构严重的信息不对等袁 患者

渊一冤机会丧失理论的概念内涵

能成功证实损害与医疗行为间的因果关系可能性极

代表性的机会丧失理论由 允燥泽藻责澡 匀援 运蚤灶早 教授

小袁医疗侵权案件中患者经常遭受不足赔偿袁造成侵

首先提出咱愿暂遥 运蚤灶早 教授认为机会本身为一种利益袁受

权法损害填补功能落空曰 而即使医疗机构知道其行

害人只需证明行为人的行为造成其获得更好结果的

为有可能造成原告损害或增加原告患病尧 伤害的风

机会降低或丧失袁即可要求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

险袁但因为承担责任的可能性较小袁在没有制度激励

任袁至于赔偿额度袁以丧失的机会比例乘以原本可获

的情况下通常未采取妥善措施防范不幸损害发生袁

得更好结果的价值 遥 其核心在于将机会本身视为

使侵权法预防功能落空咱员圆暂圆园愿遥

咱怨暂

一种价值遥 根据机会丧失理论袁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袁
即使取得更好结果或避免较坏结果只是一种可能

圆援 促进个案尤其是医疗侵权案件的公正处理

机会丧失理论可 缓和原告的举证困难袁 在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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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促进公平尧正义 咱员猿暂遥 医疗侵权案件中袁原告因

生存机会初值为 愿园豫袁 因医疗机构过失降至 远园豫袁

证明伤害与医疗过失间有因果关系袁 但通常能够

乘以损害总额袁所得结果即为赔偿额度遥

缺乏医疗专业知识袁根据传统因果关系要求袁难 以
提出相关统计数据袁证明自己本来有生存尧或保持
健康的机会

咱员源暂员愿圆

遥 根据机会丧失理论袁此时原告的

则损害赔偿额为 愿园豫减去 远园豫再除以 愿园豫袁最后再
渊四冤我国司法实践中机会丧失理论的应用
叶侵权责任法曳实施之前袁我国医疗鉴定实行双

举证责任得到减轻院 原告证明被告剥夺或降低他

轨制院因医疗事故起诉到法院的参照叶医疗事故处理

的存 活机 会显然比证明被告造成其实质伤害要容

条例曳袁而非医疗事故则适用叶民法通则曳遥根据叶医疗

易得多 咱员源暂员愿圆遥

事故处理条例曳袁医疗事故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渊三冤机会丧失理论的具体适用

在医疗活动中袁违反医疗卫生相关规定袁过失造成患

员援 机会丧失理论多适用于医疗侵权案件

者人身损害曰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袁医学会具体

在美国袁 机会丧失理 论通常只在医疗纠纷案

执行医疗事故鉴定曰在事实清楚尧证据确凿的基础上

件中适用袁 这主要是因为机会丧失理论以机会的

对医疗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进行必然性鉴定遥

丧失作为赔偿依据袁 目前只有医疗领域积累了相

法院不支持原告丧失机会的赔偿诉求咱员远暂遥 非医疗事

当完整的数据资料袁 可以提供不同种类疾病的治

故由叶民法通则曳调整袁但法院仍会依据鉴定委员会

袁因此法院在适用机会丧失理论时不会

的鉴定结论判断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存在过

增援 宰藻赠则蚤糟澡 一 案 中 渊悦造葬怎凿藻贼 增援 宰藻赠则蚤糟澡袁远远圆 杂燥援 圆凿

叶侵权责任法曳虽未明确规定医疗鉴定袁但该法

愈成功率

咱员园暂

恣意裁量袁相对来说能够做出正确裁判遥 在 悦造葬怎凿藻贼

失袁以及过失行为与患者的损害间是否有因果关系遥

员猿员袁蕴葬援 悦贼 援 粤责责援 员怨怨缘冤袁罹患肺癌的患者如在被告

实施前一天袁最高人民法院在叶关于适用约中华人民

医院就诊时接受正确治疗袁 有 苑缘豫 可能性被治愈遥

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跃若干问题的通知曳中规定院根据

但因被告医院过失导致原告病情恶化袁被治愈的机

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决定进行医疗损害鉴 定

会降到 源圆豫遥 于是袁法官要求被告医院应就减少的

的袁按照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

圆援 适用机会丧失理论并不以死亡或损害实际

管理规定曳及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组织鉴定遥 由此袁

治愈机会渊猿猿豫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遥
发生为前提

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曳尧叶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
在医疗纠纷案件中袁 患者可选择在司法鉴定机构进

机会丧失理论刚提出时只运用于患者已死亡案

行鉴定袁 要求鉴定机构对医疗过失行为与损害后果

件遥 但司法实践认为在某些医疗纠纷案件中袁即使

间进行野可能性冶鉴定袁对责任比例划分为完全因素尧

患者尚未死亡甚至亦未发生任何身体上伤害袁只要

主要因素尧同等因素尧次要因素尧轻微因素和无关因

因医疗机构的过失而丧失存活机会或增加死亡风险

果关系六种袁 这实际上承认了将机会丧失作为一种

的袁受害人即可以要求法院依据机会丧失理论判定

损害行为袁并以此要求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责任 咱员苑暂遥依

医疗机构承担责任遥 一方面机会的降低提高了患者

据这一规定袁叶侵权责任法曳实施后袁机会丧失理论已

的治疗成本曰另一方面对患者来说袁因存活机会降低

在我国法院得到运用袁 如在张某等与阿克苏地区第

或丧失袁必然会产生恐惧心理袁造成精神创伤遥

一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袁 司法鉴定机

猿援 适用机会丧失理论时损害赔偿额度的计算

运蚤灶早 教授认为患者可以请求的损害赔偿额度

为丧失的机会比例乘以损害的总额

遥 如患者丧

咱员圆暂圆园愿

失 员缘豫的机会袁则可以请求的损害赔偿额度为 员缘豫
乘以损害总额遥 即以机会差值乘以总损害袁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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