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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他人代为医疗决定的法律构造

*

———以切实保障成年患者自决权为宗旨
徐

洁

张

渝

（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重庆 401120）

【内容摘要】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55 条、第 56 条规定，患者在不宜或无法做出医疗决定时由其近亲属代为行使医疗
决定，但是该规则并未明确其近亲属代为医疗决定所应遵循的法定条件和标准，以致实践中其近亲属所做决定即便
明显违背患者意愿或利益，医师也不得不按照其决定实施医疗行为。从国外相关立法及理论发展来看，保护患者自
决权、防止他人代为医疗决定的任意性是其基本立场； 确立医师的相关特权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抗衡他人越权决定
的作用。我国在将来制定侵权责任编中，需以保护患者自决权为出发点，完善他人代为医疗决定的具体规则，切实
保护患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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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沉重的心理负担，反而不利于治疗的情形，
这
种情形在医学界被认为是对患者采取保护性措施 ； 二

一、问题的提出

是第 56 条规定的“紧急情况 ”。2007 年肖志军案以

每个患者都享有涉及自身医疗干预的自我决定

后，《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紧急情况下，除了近亲

权，这一理念经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世界医学组织

属可以代为患者决定外，在医师征求近亲属代为决定

的反思运动及后来各国人权保障运动 ，已在世界各国

而不能取得近亲属意见的情况下，由医疗机构负责人

形 成 共 识，并 成 为 医 学 界 共 同 遵 守 的 行 为 准

或被授权的负责人员签字实施医疗方案 ，其本质上可

［1］P59－77

则。

患者对医疗干预的自我决定权，不仅涉及

认为是医疗机构代为医疗决定。根据上述规则，患者

到对保持身体完整的权益，更重要的是，其作为自己

之外存在近亲属和医疗机构两种主体的代为决定 ，而

决定权在医疗领域的具体化，亦是一种以体现个人生

本文所指的他人代为决定，仅限定在医方—患者关系

［2］P51

命价值和人格尊严为重要内容的基本人权 ，

我国

《侵权责任法 》第 55 条即是基于对患者自主决定权
［3］P37

之外的第三人决定。
上述规则解决了在患者不能亲自决定的时候 ，由

不

谁来做出医疗决定的难题。但在实践中，却时常发生

过，因为患者自我决定是以患者具备健全的自主意识

他人代为医疗决定侵害患者权益的案件 ，比如我国近

为前提的，所以，当患者不具备决定能力时，法律规定

几年多起产妇羊水栓塞案 ① ，以及 2017 年的榆林产

由他人代为患者做出医疗决定，亦可发生患者自己做

妇案，这些都表现出在我国现行法规定的法定情境

出医疗决定之效果的规定。依据《侵权责任法 》第 55

下，只要存在近亲属明确的意见 （ 包括对医疗干预的

条、第 56 条的规定，他人代为医疗决定有两种情形：

拒绝） ，无论该决定本身是否符合患者权益，医师均

一是第 55 条中“不宜向患者说明的 ”情形，即指患者

只能按此决定执行； 而 2017 年的榆林产妇案同时还

若知晓真实病情很可能会产生悲观 、恐惧的情绪或出

反映这样一个现状： 因为近亲属同意有着与患者同意

之尊重，参考国外“知情同意 ”规则制定而成。

*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四川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医事卫生法治研究中心重点课题" 患者知情同意权现状调查及制度完善研究" （ 项
目编号： YF11－Z02）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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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法律效果，鉴于近亲属更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医

力———行 为 能 力 来 抽 象 作 为 民 事 主 体 的 自 然

疗纠纷主体，导致医疗机构更倾向于优先考虑近亲属

人。

的意见，将“不宜向患者说明的 ”情形范围扩大，将判

其自由意志参与法律交往。 近代民法通过将理性能

断患者缺失决定能力的标准模糊化 ，比如不加区分的

力———行为能力类型化，② 概括出能以其自由意志参

认定产妇不具备决定能力，扩大近亲属代为医疗决定

与法律交往的法律主体之后，对保护理性能力受损者

的范围，避免给自身带来法律风险，最终使得患者权

的法律构建，则分为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被称为

益受到损害。

消极保护，即法律根据个人缺乏意思能力的程度，将

上述现象实则反映了他人代为医疗决定法律规

［5］P141

自然人是否具备理性能力，决定了其能否以

其类型化为无法通过意思自治去完成法律交往的人 ，

则中值得深究的如下三个问题： 1． 他人代为决定能产

法律则以限制或者禁止其法律交往的方式 ，清除意思

生与患者自己决定同样的法律效果的正当性依据是

能力欠缺者遭受损害的可能性，然后通过第二个层面

什么？ 2． 根据其正当性依据，他人代为决定若要产生

的积极保护，即法定代理人制度或监护制度，将代理

与患者自己决定同样的法律效果 ，应遵循的具体原则
和规则有哪些？ 3． 当他人代为决定违背其义务，明显
损害患者权益的时候，应如何保护患者权益，避免患
者损失的扩大？
毋容置疑，患者自我决定权是一项基本人权而神
圣不可侵犯，法律在允许他人代替患者进行医疗决定
时必须具备正当性依据，以此为法理依据明确他人代
为医疗决定的条件以及他人代为决定侵害患者权益
的判断标准和救济途径。 我国现行法虽解决了患者
无法决定时“谁来决定”的问题，但未处理“为什么由
该人决 定 ”、以 及“该 人 决 定 应 遵 循 什 么 原 则 和 规
则”、“该人决定不符合法定条件、患者权益该当如何
保护”等问题。本文试通过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分析，
探讨如何在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构建妥善的他
人代为医疗决定规则。
二、他人代为医疗决定的正当性依据
鉴于医疗决定在做出后产生的法律效果是医师
应按照此决定进行医疗干预，而医师在医疗过程中又
有其自身的一套医疗伦理原则需要遵循 ，因此，就他

人的代理行为归于被代理人，作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实
［6］P398

施的法律行为，完成其所需的法律交往。

因此，

传统民法中对成年人意思能力缺损者的保护制度 ，即
成年监护制度，首先是通过宣告成年人欠缺行为能
力，使其成为无法通过自己行为去完成法律交往的
人，然后再以接管被监护人的自治地位为前提 ，提供
［7］P263

监管和他治。

上述制度将意思能力以行为能力

制度类型化，通过他人理性保障第三人在与意思能力
缺损者进行法律交往时，能获得理性、稳定的决定，更
有利于交易秩序的维护。
近代民法对意思能力缺损者的保护模式 ，随着社
会的发展凸显出诸多问题。一方面，在社会历史进程
中，经过 20 世纪 50 年代医学上抗生素发展的黄金时
期，传染病、感染等被有效的控制，人类的寿命得以普
［8］P6

遍延长，

世界各国纷纷步入老龄化社会，成年监

护的适用从精神病人扩展至老年人及其他身心障碍
［9］P234

者，

监护事项也不再仅着重于财产管理，还包括

了人身管理，比如医疗事务。 另一方面，随着人权理
念的发展，在许多领域，自我决定从一种理念上升为
［10］P132

人代为医疗决定的正当性依据，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分

以人格尊严为依据的权利，即自我决定权。

析，其一是患者作为决定能力缺损者时，他人代为做

自由意志中的自我决定自由，逐渐成为社会的最高价

出医疗决定的正当性依据，此问题涉及他人替代意思

值，作为有主体地位和尊严的人，不但要求人格完整

能力缺损者决定私人事务的一般性理论 ； 其二是涉及

存在，更要求对自己人格特征的自我决定和塑造的能

代为医疗决定的特殊性问题，即他人代为的医疗决定

力，以寻求人格的发展和完满，因此，意志在人格领域

产生约束医师按其医疗决定行事的正当性依据 。

的决定自由获得承认，并成为整个法律体系积极实现

（ 一） 他人替代意思能力缺损者决定私人事务的
理论及规则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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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价值目标。

人的

由于上述社会实际需求的变

化和人权理念的发展，法学学者提出，以简单类型化

近代民法受康德哲学理论的影响 ，通过先验地规

行为能力宣告制度为前提，以“他治 ”代替“自治 ”的

定主体性特征来塑造作为民法上的自然人 ，一是规定

成年监护制度，存在三个显著的问题： 第一，过多的介

其“权利能力 ”的主体性地位，二是通过规定理性能

入个人自由。老年人及其他身心障碍者完全丧失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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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能力者非常少，虽然每个人都将在老龄化的过程中

人代为患者医疗决定则具备了其正当性依据 ，他人对

面临意思能力逐渐衰退的自然走向 ，但并非所有老年

此类事项的代理行为在尊重个人意愿的理念和原则

［12］P132

人都必然达到行为能力欠缺宣告的条件，

进而

下，将 有 利 于 意 思 能 力 缺 损 者 人 格 的 充 分 体
［16］P1231－1278

而当他人代为的医疗决定违背了患者

以接管方式限制其自主。第二，遗漏了部分需要被保

现。

护的人。由于严格设定成年监护的保护条件 ，不属于

表达其关键权益的个人意愿时，此决定便失去了其正

规定类型的人即使不具备足够的判断能力 ，也得不到

当性依据，法律则需具备对此种情形做出否定性评价

［13］P34

必要的保护。

第三，因欠缺意思能力而以“他治 ”

代替“自治 ”，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最有利于受保护

的相关规则。
基于上述社会现状和理论发展，从上个世纪六十
年代，许多国家开始修订本国的成年人监护制度 ，诸

［7］P263

人的出发点。

显然，当自我决定在人身管理的领域成为一项以

如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修法将受照管同本人的行

人格尊严为依据的权利时，原有的对意思能力缺损者

为能力相脱钩，承认社会生活、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而

的保护制度，为保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用他人的理性

构造出新的现代成年监护制度。

选择代替本人的价值取向，则缺乏相应的正当性依

的内容也从片面侧重被监护人的财产管理到侧重被

据。那么，对于意思能力缺损者，在意思能力缺损时，

保护人的人身保障，从侧重对被监护人的看管照顾到

的确无法自我决定，又当如何保护体现其人格尊严的

促进被监护人的自觉自立，从全面接管被监护人的生

自我决定权呢？

活事项到有限事项的监护等。

［17］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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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监护制度

2006 年联合国大

在现代民法权利能力的理论下，人的主体性表现

会通过、有 146 个国家签字的《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

在权利能力的赋予，而确定某人具有权利主体的资

约》，以确保实现残疾人能够全面享有所有人权为要

格，意味着通过行使权利所获得的利益应归属于权利

旨，确立了最大化尊重个人自决的原则，该公约第 12

［14］P782

欠缺行为能力者虽无法通过自己行为行

条规定，缔约国应该确认残疾人平等的享有法律能

使权利，但因其仍然是具有权利能力的法律主体，所

力，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便利残疾人获得他们在行使

以仍应获得行使自决权所应得到的利益。 德沃金将

其法律权利能力时可能需要的协助； 缔约国应当确

个人自决权 下 的 利 益 分 为“体 验 权 益 ”（ experiential

保，与行使法律权利能力有关的一切措施，均依照国

interests） 和“关键权益 ”（ critical interests） 。 对于意

际人权法提供适当和有效的保障。 这些保障应当确

思能力缺损者而言，未必存在对亲自行使自决权这种

保与行使法律权利能力有关的措施尊重本人的权利 、

过程体验的需求，但却一定存在行使自决权所体现的

意愿和选择。根据《残疾人权利公约 》所确立的“最

主体性和个人尊严这种关键权益的要求 。 如果在意

大化尊重自我决定权 ”的理念，许多国家修订后的成

思能力缺损者的关键利益能够被识别的情况下 ，他人

年监护制度不再仅具有单一的行为能力补充功能 ，还

的代为决定违背了表达本人关键利益的意愿 ，则是否

负有援助或帮助能力缺失者实现私权的义务 ，支援其

定了个人的主体性和个人尊严。即使是痴呆病人，他

作为独立的人参与正常人社会，从而达到“自立 （ 人

人也不可轻易地、武断地为他做主，忽视其曾在生命

［19］P86
的尊严） ”。

主体。

③

［15］P8

历程中留下的关键利益，从而抹杀他的尊严。

在

在各国(地区)修法将保护意思能力缺损者的民法制度

这样的理论基础下，他人代意思能力缺损者决定私人

确立在以最大化尊重能力缺损者意愿为理念和原则

事务时，则将尽最大努力探求意思能力缺损者在生命

后，也顺利将他人代为医疗决定规则纳入现代意思能

历程中的价值偏好和意愿，帮助其获得个人自决权下

力缺损者的保护制度之中，作为能力缺损者保护制度

的权益，维护其主体性和个人尊严，作为对意思能力

在医疗情境中的具体运用。

受损者权益保护的主要内涵。 当他人代为能力受损

些国家，如德国、瑞士，在现有的成年人辅助制度规定

者决定私人事务的法律规则，以最大化尊重个人意愿

中，增加了关于医疗决定代理规则的特殊条款，2013

为正当性依据、将他人定位为协助能力受损者实现人

年修改后的《德国民法典 》1901a 条 － 1905 条，其中涉

生关键权益的辅助人时，医疗决定等涉及人身权益的

及他人代理医疗决定的特别规定，其位置在亲属法中

事项则被顺利纳入到了他人可以代理决定的事项 ，他

的成年人照管一章中，并明确代理人应考虑病人的生

［20］P49－57

在立法模式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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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愿望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决定，即目的明确在保障作
［21］P240

为人格尊严的患者自我决定权之最大化。

而另

一些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则采用单

2019 年

为一例。而医师与被代理人 （ 患者 ） 之间的代理外部
关系，医师还应依据现代医疗伦理原则，对被代理人
（ 患者） 承担独立的医疗伦理义务。

独制定病人医疗决定权利方面的法律 、将他人代为医

在医疗史上，对医疗方案的决定权，存在一个由

疗决定做单独规定的立法模式。 美国通过《病人自

医师代替患者决定到医师尊重患者自主意愿的发展

我决定法案》、《统一医疗决定法 》等相关法律确立了

过程。有利原则和不伤害原则是医疗职业传统的伦

在患者失

理原则，医师的专业决定被认为是有利于患者、或者

去决定能力时，由医疗委托代理人辅助患者实现其自

最起码不会伤害患者的决定，医学发展在这两个原则

主决定，在患者没有来得及委托医疗决定代理人时 ，

下形成了传统的医疗家长主义，

也确定了亲属监护人的代理权，代理人应当尽可能的

者做出医疗决定具有医学伦理上的正当性 。 后来病

为患者的偏好做出决定，代理人应对自己是按照患者

患自我决定权被提出并成为抗衡传统医疗家长主义

可能的意愿做出决定提供明确的证据，在美国 1990

的伦理观和权利观，

年 的 Nancy Cruzan v． Director， Missouri Dept． of

患者决定医疗方案，用医学上的有利判断代替患者的

Health 案 中，最终判决认可了州法院要求对 Nancy

价值判断。 美国 1974 年的 Miller v． Kennedy 案 ⑤ 中

Cruzan 撤除人工维生设备的意愿有明确或令人信服

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 “患者有权对他自己的命运和

的证据，以此否定了代理人的医疗决定。

尊严表达意见，而医师必须为患者实现他的尊严的决

［22］P15－16

持续性代理在医疗决定中的适用，

④

［24］P9－12

［25］P14

使得医师为患

以此防止医师专断地代替

总体而言，现代世界各国立法所反映出的他人代

定提供实质性的医疗帮助 ”。20 世纪 70 年代后，形

为意思能力缺损者决定私人事务的理论和规则发展

成了现代尊重患者自决权原则的理论通说 ，即认为患

趋势是： 一方面，法律将对个人决定能力的评价，放在

者对医疗方案的自我决定权，不仅涉及到对保持身体

具体情境下完成，具有问题特定性和时效特定性，最

完整性的权益，更重要的是其被确定为一种以体现个

大限度的贴合个人的具体现实需求和实际意思能力

人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为重要内容的人格权 。

［23］P70

［26］P1

法律只在个人需要获得保护的具体事宜

而在知情同意规则和患者自我决定权被世界范

上有限干预。另一方面，将他人替代意思能力缺损者

围的倡导的同时，世界医学会和世界医师协会一直在

决定私人事务规则所要实现的目标定位在维护被保

致力于保持医师职业的独立性与自身的尊严 。 被学

水平，

［7］P263

提供照顾的人应帮助意思能

者们知悉的 1946 年的《纽伦堡法典 》确立了人体试

力缺损者实现行使自决权的最大利益 ，即尊重意思能

验中的知情同意规则，并被广泛运用至各国的医疗决

力缺损者表达关键权益的意愿，而并非以他人自身意

1948 年世界医学会制定了《日内
定法律之中的同时，

愿“代位”行使决定权。

瓦宣言》，作为医师新的宣言誓词，要求医师通过行

护人的自治地位，

（ 二） 医师实施他人代为决定的医疗方案的医疗
伦理基础

业自律，保持对病人做出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1981 年
世界医师协会制定的《里斯本宣言 》，其中明确了患

在民法对意思能力缺损者的保护制度中 ，他人根

者的自主决定权，但也未将知情同意绝对必要化，只

据法律规定或者委托，为意思能力缺损者决定私人事

是要求： “医师在根据自己良心为患者的最佳利益而

务，意思能力缺损者、代理人及第三人间形成法律上

行动时，也要对保障患者的自主与正义做相同的付

的代理关系。但在患者、代理人以及医师之间形成的

出”。

医疗决定代理关系中，医师与被代理人之间的代理外

以《世界医学会医师独立与自由宣言 》再次体现了医

部关系，相较于一般情况下第三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

学领域试图将尊重医师事业的独立性与尊重患者自

代理外部关系，具有特殊性。 一般情形下，第三人在

主之间取得平衡，其中强调了“医师必须有照顾患者

与被代理人之间的代理外部关系中 ，对被代理人不负

的事业自由，以及必须有专业的独立以保护患者的健

有积极保护的义务，只负有不积极侵害权利的消极义

康”。

务，比如我国《民法总则 》第 164 条第 2 款明确禁止

成为与有利原则、不伤害原则并列的医疗伦理原则。

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即

一方面，医师按照有利原则、不伤害原则做出的专业

［27］P361

1986 年世界医学会第 38 次会议中，
随后，

［27］P364－366

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尊重患者自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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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并不能专断地实施在患者身上，是因为现代医

［19］P80－86

况下推定成年人有医疗决定能力。

疗伦理认同患者的自主权关乎患者的主体地位 、个人

2． 作为“他人”，应有法律规定或者患者委托的授

尊严和人格发展。而另一方面，医患关系有别于一般

权。我国《侵权责任法》中明确了“近亲属 ”行使代为

合同关系，其中涉及了患者的生命权、身体健康权，医

患者医疗决定的法定代理权。

师对有利原则、不伤害原则的坚守，体现了医师与患

意思能力缺损者保护制度的立法修订后的国家 ，在确

［28］P87

者之间存在的一种特殊信赖关系。

［30］P12

而在一些经历了

即便是在他

定谁为“他人 ”的范围时，适用于意思能力缺损者保

人为患者代理医疗决定时，医师也并非单纯的代理关

护制度下的一般规定，即成年人以意定监护人排除法

系之第三人，医师基于医疗行业伦理原则的特殊性，

定监护人的规则同样适用于医疗决定代理人的确定 ，

仍然对患者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在医疗过程中，医生

患者意定的医疗决定代理人能够排除法定代理人 ，并

有义务以其独立最佳判断促进患者福利 ，选择最合适

且，意定监护人并不必须通过法院确认的规定也适用

［29］P76－77

患者的治疗方法。

综上，本文认为，医师所遵从的现代医疗伦理原
则，要求医师独立判断医疗决定是否符合患者权益 ，
而并非以第三人身份置之事外，医师对患者承担的伦
理义务使得医疗关系存在特殊信赖关系贯穿在整个
医患关系的始终。 因为让不具有决定能力的患者做
出决定，同样是对患者的一种侵害，所以，医师基于有
利原则开启他人代为患者医疗决定 ，但医师对患者承
担的伦理义务并不在他人进入医疗决定过程中而结
束，仍应依据有利原则和不伤害原则，对患者负有独
立的保护义务。若医师执行的医疗方案是他人强加
于患者的医疗决定，不仅使医师违背了医疗伦理原
则，损害了医师职业的独立性，同时，也破环了患者与
医师之间的特殊信赖关系。 而基于医师与患者之间
的特殊信赖关系和医师职业的独立性 ，他人代为做出
的医疗决定只有在符合患者意愿 、保护患者权益的前
提下，才能成为医师合法施医的法定依据 。

在意定医疗决定代理人上。 例如《德国民法典 》第
1896 条第 1 款中明确了辅助法院为成年人设置辅助
人的条件，而第 3 款则规定，辅助人仅在职务范围内
有辅助之必要者，始得选任之，成年人之事务，有意定
辅助人或经由其他人所能协助者，无须选任法定代理
人，而能达成与设置辅助人相同之效果时，无须设置
［31］P1330

辅助人。

而在患者没有来得及选任意定代理人

帮助其医疗决定的情形，则按照成年人辅助制度中一
般规定的程序制定照管人，由该照管人作为患者的法
［32］P212－247

定代 理 人，代 替 患 者 向 医 师 指 示。

在 美 国，

1991 年美国联邦政府制定《病人自我决定法案 》，确
定预立指示 （ Advance Directive） ，由医院提供预立指
示之相关信息，促使患者与提供照顾者讨论，最后完
成所设定的“预立指示 ”文件签署，其中包括了生预
嘱（ living will） 和医疗委托代理人 （ 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 for Health Care，DPAHC） 。⑦ 在患者失去决定
能力时，由医疗委托代理人辅助患者实现其自主决

三、他人代为医疗决定的相关规则

定，比如要求并督促医师执行预立指示文件中的医疗

（ 一） 他人代为医疗决定的法定条件

决定，在患者没有来得及委托医疗决定代理人时 ，某

根据各国关于他人代为医疗决定法律规则 ，他人
代为医疗决定的法定条件主要包括 ：
1． 因为医疗决定涉及患者人身重大权益 ，所以由

些州成文法具体规定了有权代理行为能力缺失患者
医疗同意的家庭成员等级体系，确定了亲属监护人的
代理权，依此为配偶、成年子女、父母、成年兄弟姐妹、

他人代为时，应以患者没有决定能力为首要条件 。此

成年孙 子 女，一 些 州 也 将 患 者 朋 友 列 入 监 护 候 选

法定条件在各国法律 中 并 无 异 议，我 国《侵 权 责 任

人。

法》中明确的他人代患者决定的两种类型，以及《病

委托代理人的决定优先于法定监护人 ，除非有法院的

历书写基本规范》第 10 条 ⑥ 的规定，也确认了这一法

相反判决。⑧

定条件。德国等国家将行为能力制度与对意思能力

［33］P18－35

根据美国《统一健康决定法 》中规定，医疗

3． 他人代为决定符合患者权益且有 明 确 依 据。

缺损者的保护制度脱钩后，他人代为医疗决定的规则

依据上文所述，现代各国在对意思能力缺损者的保护

本身即被纳入在意思能力缺损者的保护制度之中 。

制度中，要求他人代意思能力缺损者决定私人事务时

而在判断患者决定能力时，能力推定原则成为最大化

应符合被保护者的权益，且优先尊重被保护者的意

保护意思能力缺损者意愿的能力判断原则 ，即一般情

愿，只有在当确实无法探知患者本人会如何抉择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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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运用客观的有利患者的标准做出代理决定才具有

求的代为决定。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来构建关于识

合理性，此类标准要求代为决定人按照“什么是最使

别和矫正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代为决定的规则 ：

［34］P249

患者受益 ”的观点来做出决定。

而优先尊重被

1． 通过医师权利来识别和矫正的具体规则
知情同意规则下的医疗决定需要在具体临床情

保护者的意愿，在他人代为医疗决定中具体表现为，
一般应以合法有效的预立指示书中患者明示的医疗

境下做出，而后由医师执行，因此能够最先识别他人

意愿为决定依据； 若患者没有预先指示的相关医疗意

代为医疗决定不符合患者利益的人总是医师 。 如前

愿，则他人应以患者可推知的意愿做出决定 ，并负有

文所述，基于医患关系间的特殊信赖关系，医师对患

证明其决定符合患者意愿的责任。 例如，《德国民法

者负有保护义务。 这种义务向医师提出了更高的道

典》第 1901 条第 2 款规定： “辅助人于处理受辅助人

德诉求，医师不是被动地顺从某种指令的执行者，而

之事务者，应以其利益为之。于受辅助人之能力范围

是以其医疗技能挽救患者生命或者健康的专家 ，其职

内，使其生活依其意愿及期望安排者，亦属于受辅助

业伦理义务使其不应成为最终医疗决定的旁观者 ，因

人之利益。”具体在代为医疗决定上，《德国民法典 》

此，为使医师在患者决定能力缺损的情形下能完成其

第 1901a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 ⑨ 进一步明确规定他人代

医疗职责、履行保护义务，一些国家法律赋予了医师

为医疗决定符合患者利益的具体标准 ，首先是辅助人

相应的权利，其中，能够发挥识别和矫正他人代为医

检验并要求实施患者预立指示中的意愿 ，若无预立的

疗决定的权利主要包括了医师对他人决定的适当监

意愿书，则运用可推知的意愿的方式决定，并且对于

督权利和 医 师 特 权 中 的 紧 急 情 况 下 的 紧 急 豁 免 权

可推知的意思，辅助人必须有具体的论据予以证明。

（ medical emergency） 。

同时根据《徳国民法典 》第 1904 条规定，对于关系到

医师对他人决定的适当监督权利，表现为医师有

患者死亡和长期健康受损事宜的医疗决定 ，辅助人还

权要求他人代为决定符合法定条件 ，以及拒绝实施不

需要以获得法院许可作为法定条件。 再如，英国的

符合法定条件的代为决定。 根据《德国民法典 》第

《意思能力法》第 1 条第 5 款规定了他人代为意思能

1904 条规定，对于关系到患者死亡和长期健康受损

力缺损者决定必须遵循最佳利益原则 ，第 4 条规定如

事宜的医疗决定，医师无需立即执行患者的辅助人的

何判断本人的最佳利益： （ 1） 就该当决定事项，将来

决定，而是等待辅助人的决定得到法院的许可后才执

本人有可能具有意思能力的场合，也期待这种选择，

行。而在美国，其医师协会所倡导的医师职业伦理上

（ 2） 必须尽可能地允许或鼓励本人参与意思决定或

的独立性对其法律和判决的影响较大 ，其宪法和州法

改善其参与意思决定的能力，（ 3） 过去以及现在的希

律均支持医务人员一些拒绝的权利 ，因此一些医院和

望和感情，（ 4） 若咨询具有实用性或适当性的话，确

专业管理者针对某些特定情况制定了医务人员是否 、

认本人的意思时，再问询家属、护理者及其他人的意

何时以及 如 何 因 道 德 和 医 学 伦 理 原 因 而 拒 绝 的 政

见，（ 5） 是否以尽可能不制约本人行动自由的方法来

策。

［19］P85

达成。

［35］P77

比如在上文 Nancy Cruzan 案中，近亲属或监

护人没有明确依据表明其决定符合患者利益时 ，医师

（ 二） 代为决定不符合患者利益时的矫正规则

可以独立的拒绝执行其医疗决定。 如果家庭成员之

他人代为医疗决定不符合患者利益的情况有两

间存在冲突或者其他原因，使得代为决定被判断为不

种： 一是不符合患者的意愿或可得知的价值取向 ，二

符合患者利益时，医疗机构可以在拒绝执行的同时要

是在无法探知患者意愿时，代为决定明显不利于患者

求司法介入。

的身体健康。基于对患者权益的保护，许多国家建构

紧急豁免权，是指处于紧急情况下的患者，医师

了在他人代为决定偏离法律要求时的矫正规则 ，以避

需要被赋予不取得患者同意即可采取必要救治措施

免决定与患者意愿违背而给患者带来健康和利益的

的特权。根据《德国民法典》第 1908i 条和第 1846 条

损失。这些规则并不限于法律在医师实施了不符合

规定之体系化解释，患者没有来得及选任医疗决定代

患者利益的代为决定、造成患者权益受损后的赔偿责

理人时，监护法院可以取代照管人，直接为患者做出

任等救济规则，更重要的是在他人代为的医疗决定实

决定，如果情况更为紧急无法等待，医师有凭借自己

施前，法律机制就能及时的识别并矫正不符合法定要

专业知识负责地做出决定的特权，医师应尽力查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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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的 意 思，以 患 者 被 推 定 的 意 思 作 为 判 断 依
［32］P21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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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识别和矫正他人明显不符合患者权益代为决定

在紧急情况下，虽然美国大部分州的法

的作用。在他人代为决定明显不符合患者利益时 ，紧

律要求医师应当尽量取得代理人的同意 ，但是其目的

急情况下医师可根据紧急豁免之特权 ，对患者直接采

在于，需要通过代理人表达患者的自主决定 （ 预立指

取必要的抢救措施； 在非紧急情况下，医师在不执行

示） ，而如果医师来不及确定代理人是否能够帮助患

他人决定时，根据知情同意规则，其也不能直接采取

者获得自主权下的利益，可以通过“紧急豁免 ”（ the

其他医疗措施。即便是紧急情况下采取必要治疗措

emergency exception） 的特权对患者实施必要的医疗

施，使患者恢复意识或部分能力后，对于进一步需采

干预，这是一项被法律 （ 包括乐善好施法 ） 赋予医师

取的医疗措施，医师也不再具有直接治疗的特权。这

的临床特权，即在急诊情况下医师可不执行获取患者

样，在非紧急情况下，如果患者仍不具有决定能力，则

知情同意及代理医疗决定的工作程序 ，直接采取必要

可能并存两种医疗决定，一是医师专业判断下的决

据。

［34］P257

定，二是医师之外的他人决定。医师或医疗伦理审查

的医疗措施救治患者。

本文认为，这两种医师权利能够保持医师执业的

委员会虽然能对医疗决定作初步的审查 ，但是最终应

独立性，使医师能够在他人代为决定不符合其执业伦

执行何种医疗决定，做出最终审查决定的主体，应当

理时，不盲目实施该医疗决定。但我国现行法并没有

具有更多的权威。 法律让司法审查成为医疗决定是

赋予医师监督他人代为决定的权利和紧急情况下直

否符合患者权益的最终审查机制，一方面防止了重回

接抢救的特权，我国医师的相关特权被限制在非常狭

医师专断医疗的旧制场景，另一方面使审查意见获得

小的范围，医师直接成为了服从近亲属医疗决定的第

最终的权威性，能够有效停止不当医疗决定的执行，

三人。

避免造成患者权益的实际损害。

2． 司法审查机制
目前许多国家的立法例中，对于那种主治医师认
为某项治疗符合患者利益，而代理人拒绝同意的情
况，法律规定，必要时，应通过其他专家的医学意见以
［36］P686

四、他人代为医疗决定规则在我国侵权责任编中
的构造
我国《侵权责任法 》第 55 条、第 56 条认可的近

这使得司法具

亲属代为患者医疗决定的规则，在 2018 年 12 月召开

有干涉患者医疗决定本身的权力 ，而并非仅限于管辖

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中审议的侵权

医疗干预已经造成人身损害后的侵权赔偿纠纷 。 各

责任编草案中，继续确认了近亲属是代为患者医疗决

国在不同规范模式下，司法介入医疗决定的时机稍有

定的主体。但是，根据现行的规则，近亲属代为医疗

差别。根据《德国民法典 》第 1904 条规定，对于关系

决定的规定，常被视为患者行使医疗自主权的例外，

到患者死亡和长期健康受损事宜的医疗决定 ，辅助人

近亲属代为医疗决定时，法律既没有明确其应满足的

的决定在医疗执行前就必须得到辅助法院的许可 ，而

法定条件，又缺乏有效监督近亲属代为医疗决定侵害

在法院审查的过程中，医师有紧急状态下的处置特

患者权益的机制。 本文基于上述对他人代为医疗决

权。这种方式避免了医师因直接干预而构成德国刑

定规则的理论和相关立法的分析，拟对我国将来在侵

法中伤害罪的法律风险。 而在美国，虽然《统一健康

权责任编中制定较为妥善的他人代为医疗决定规则

决定法》规定，医疗决 定 代 理 人 做 出 的 决 定 即 时 生

提出如下建议：

及法庭命令来保护患者的利益。

效，无须征得司法的同意或者许可，但如上文所述，美
国各州法律赋予了医师拥有更多的特权 ，比如拒绝的

（ 一） 明定近亲属代为医疗决定以保护患者自主
权为原则

权利，因此，在类似上述 Nancy Cruzan 案中那样关系

他人代为意思能力缺损者决定私人事务的保护

患者死亡和长期健康受损事宜的医疗决定 ，医师对是

制度以保护能力缺损者的自决权及其利益为正当性

否执行代理人决定有权作独立的专业判断 ，医疗决定

依据，故应优先尊重其意愿，在医疗决定中也当如此。

代理人可以对此提起诉讼，由法院通过判决确定最终

我国 2017 年的《民法总则》第 35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

的医疗决定。

分别规定了监护人在履行监护职责时 ，应根据被监护

本文认为，在相应的医师特权规则下，医师能够

人的年龄、智力和精神状况，尊重未成年人与成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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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从而确立了尊重被监护人自主意

可以增设如下参考条 文： “他 人 代 为 患 者 医 疗 决 定

愿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虽然推动了法定代理人决

的，应首先尊重患者的真实意愿，探究患者在具体情

定应尊重被代理人意志的制度发展，但在我国，并不

形下可能的意思。 确实没有相应证据证明患者可能

能当然通过类推、体系解释适用于近亲属代为医疗决

意愿的，应当按照最有利于患者的原则做出决定 ”。

定的规则，法律有必要针对近亲属代为医疗决定的规

（ 二） 增设预立指示制度

则确立尊重患者自主意愿的原则 。

预立指示制度能够使他人在代为医疗决定时 ，更

首先，我国的近亲属代为医疗决定的规则，并非

准确的识别患者意愿，可以适用在患有慢性疾病、孕

监护制度下的特别规定。 根据《民法总则 》第 24 条

妇生产等病症具有较强可预测性的患者 。 法律可以

的规定，成年人监护的成立 （ 无论法定监护还是意定

鼓励（ 并非强制 ） 这类患者提前对将来可预测的、失

监护） ，均以法院宣告成年人的行为能力丧失或者部

去决定能力的情形做出决定，或安排最适合代为决定

分丧失为条件，而在医疗决定的特殊场合中，法院的

的人。我国目前具备建立预立指示制度的现实需要

这一宣告通常并不存在，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 》第

和可行性。 根据数据统计，我国已经成为老年型社

55 条、第 56 条的规定，立法实际上认可了医疗实践

会，预计到 2025 年，我国老年人将占总人口的 14%，

中的作法，即对患者是否具有决定能力以及他人是否

而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将是 80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代为医疗决定的判断，均是由医师在具体临床情境中

从当前我国现状来看，因为“421”型家庭大量存在，

完成，因此，《侵权责任法》中的他人代为医疗决定规

所以有 49% 的城市家庭要赡养 2 位 ～ 3 位老人，35%

则与《民法总则 》中的监护制度有本质的不同，故而

［37］P62
将来有很多家庭会面
的家庭要赡养 4 位老人，

不能通过任何解释方式将近亲属代为医疗决定解释

临子女与父母同时进入不同程度的老龄化 。另外，我

为监护制度下一项具体的特别事项、并以此适用《民

国每年约有 200 万新增癌症患者，约有 140 万人死于

法总则》第 35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

癌症，另有调查显示，癌症患者中 50% 伴有中度或重

其次，我国关于近亲属代为医疗决定规则同样不

度疼 痛，其 中 约 有 1 /3 的 人 伴 有 难 以 忍 受 的 疼
［38］P78

能以“举重明轻 ”的推理方法来主张其适用《民法总

痛。

则》第 35 条，即认为如果对于已经被宣告了无行为

在生命垂危时将会面临怎样的维生治疗措施等 ，这些

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人，也需要考虑其真实意愿，

都具有可预测性。因为这种可预测性，法律机制保障

那么对于没有被法定程序宣告行为能力状态的人 ，只

患者自主的提前决定，不再仅限于是在患者马上就要

是事实上欠缺一定的医疗决定能力 ，则更需要考虑其

进入手术室前的一个小时，避免患者在匆忙且情势所

真实意愿。这种推理方式不能在此适用的原因是 ： 行

逼之下签署一份无法真正理解的知情同意书 ，保障患

为能力是一个设计出来的法律概念 ，而决定能力是用

者获得充分思考的条件，做出最能表达自己关键权益

来表述一种事实的概念，两者不在一个逻辑起点上，

的决定、以及选择最能为自己“代言 ”的人，更好地实

故不存在哪个重、哪个轻的比较。限制行为能力人可

现患者实质性自主、并最终能获得自决权所保护的利

能有决定能力而需要尊重其意愿 ，而没有经过行为能

益。我国台湾地区设有“病人自主权利法 ”，该法共

力状态宣告的人，可能事实上不具有决定能力。

19 条条文，核心理念即是： 具完全行为能力之意愿人

综上，我国《侵权责任法 》第 55 条、第 56 条将近

对于不可避免的衰老、慢性疾病的状态以及

可以 透 过 “预 立 医 疗 照 护 谘 商 ”（ advance care

亲属代为医疗决定单独规定，且目前审议的侵权责任

planning，ACP ） ，事 先 立 下 书 面“预 立 医 疗 决 定 ”

编草案也延续了这样的作法，那么，将来近亲属代为

（ advance directive，AD） ，于特殊临床条件下，可以行

医疗决定规则仍无法当然适用《民法总则 》第 35 条

使医疗自主权，选择拒绝医疗。条文对预先指示的主

第 2 款和第 3 款。 而若要在保持现有体系状态的前

体、
可预立的条件、见证人、预立的形式、可以预立指

提下，确定他人代为医疗决定应优先尊重患者意愿的

示的内容、可指示的代理人人选、预立指示的生效条

正当性依据，就需要将来立法在医疗决定特殊领域

件、生效后的预立指示文件的效力、履行预立指示的

内，明确规定他人代为决定的法律规范应贯彻尊重自

条件和程序、对预立指示的撤销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规

我决定权的原则，并规定尊重患者意愿的具体方式。

定，对我国大陆地区将来制定预立指示制度具有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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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医师最终可拒绝执行近亲属明显不符合患者权

（ 三） 赋予医师监督近亲属代为决定的合理权限

益的决定，而选择向患者适度说明并执行患者自己的

我国《民法总则 》第 36 条赋予了医疗机构在监

决定。其次，在医师拒绝执行近亲属的决定的同时患

护人伤害被监护人权益的法定情形下向人民法院申

者也无法自己决定时，比如处于昏迷状态但生命体征

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的权利，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医疗

相对平稳或需要采取的医疗措施不算紧急但却急需

机构对监护人的监督权利。 但是此条款对于医疗机

恢复意识，为避免陷入到僵持状态，可借鉴其他国家

构而言的可操作性较弱，在监护人越权决定时，医疗

对近亲属代为医疗决定的审查监督制度 ： 即对明显不

机构通过申请法院宣告撤销监护权等司法程序 ，还要

合理的近亲属代为医疗决定，引入司法审查机制，由

等待另行选定和改定监护人，并且对于没有选择成年

法律明确医方、患者近亲属对某项具体的医疗决定有

人意定监护只有近亲属代为医疗决定的患者 ，则无法

权提出司法审查申请。其具体程序是，医师在近亲属

适用该条款。 因此，对于《侵权责任法 》第 55 条、第

决定不符合患者意愿或利益的情况下 ，有权拒绝执行

56 条中 “不宜向患者说明的 ”和“紧急情况下 ”的情
形，可基于医师对患者的保护义务，明确赋予医师相
应的特权或权利，保持和维护医师职业判断的独立
性，使医师成为对近亲属决定是否符合患者利益的初
步审查主体。

该决定，但同时医方也不能直接执行医师的医疗方
案，医方、患者近亲属或授权人均可以要求司法介入 ，
请求法院审查相应的医疗决定，通过裁决确定医疗决
定是否符合患者利益。 当医方提出患者近亲属决定
不符合患者利益时，可借鉴《德国民法典 》第 1901a
条中要求辅助人依据具体论据得出患者可推知意愿

1． 紧急情况下的特权
当法律确定了他人代为医疗决定以符合保护患
者自决权及其利益为法定条件时 ，医师在紧急情况下
也应尽可能取得近亲属意见的规定也由此具备了正
当性，在紧急情况下近亲属有权要求医师执行患者的
预先指示，医师应当首先尊重患者深思熟虑的决定；
但同时也应赋予医师在紧急情况下的抢救特权 ，用来
对抗和限制他人违背患者意愿、不符合患者权益的越
权决定。另外，紧急情况下医师的抢救特权，也需要

的规定，设计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由近亲属来举证
证明其医疗决定符合患者的意愿或者符合患者的其
他重要权益。需注意的是，在司法审查医疗决定的过
程中，又必须配套的赋予医师在紧急情况下的治疗特
权。关于司法介入医疗决定的审查，在程序、审查标
准、裁决方式上，均需要进一步的周密设计。 目前已
有不少国家建立了司法介入医疗决定的审查制度 ，对
此我国有待作更深入的专门研究。
余论

限制其治疗手段，在最大化尊重患者自决权原则下，
治疗手段应当限制在最能恢复患者决定能力的必要
医疗措施。

在他人代为医疗决定的法律构造中 ，关于代为决
定人的规则，可分为法定代理人和患者授权的人，前

2． 非紧急情况下医师的权利
在不宜向患者说明的情形下，如果医师认为需要
暂时隐瞒患者而应告知其近亲属 ，那么医师还应对以
下两个条件负有注意义务： （ 1） 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近
亲属与病人相互关心； （ 2） 家属的意愿不与医生对患

者基于法律赋予特定身份的人代为决定权 ，后者基于
法律认可患者自行指定。 无论是《德国民法典 》中意
定辅助人优先于法院指定的辅助人 ，还是美国各州的
医疗代理规则中，首先选择患者指定代理人代为决
定，都体现出患者自己选任的人更适合表达患者的意

者利益的专业判断存在严重不一致。 如果这两个条

愿，成为患者自决的延伸，预先指定医疗代理人是其

件中任何一个得不到满足，法律可以要求医生放弃行

预立指示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国目前《民法

［39］P50

也就是说，如果

总则 》的监护制度中，在第 33 条增设了成年人的意

医师要对一个患者采用保护性措施 ，让患者近亲属代

定监护 规 则，并 赋 予 其 较 之 于 法 定 监 护 的 优 先 效

为医疗决定，法律应要求医师具备明确且充分的理

力。

由，否则的话，医师应基于对患者的保护，重新选择知

应当认可患者预先授权的人选，更符合尊重患者自决

情同意的方式。

权原则。而对于患者授权的人的代为医疗决定规则 ，

使医疗特权，直接与病人沟通。

首先，在不宜向患者说明的部分情形下，规则应

［9］P235

遵循此理念，在代为医疗决定的主体上，也

还涉及到相当多的细节问题，比如法定代理人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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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的人的具体关系、患者委任代理人的法律要件、

条件等，本文限于篇幅，未作评价，也未对患者授权他

限制、作决定的方式等。 我国台湾地区公布的“病人

人代为决定相关的法律问题展开论述 ，留待另文单独

自主权利法”，将在 2019 年生效，其中大量的条文规

讨论。

范了医疗委任代理人的选任、权限、解任、改选、生效
注释：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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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患者失去决定能力、又需要法院出面明确医疗决定的判例，主要为临终前的医疗决定，关系到末期临终患者是否使用或撤除维生仪器的事宜，
如 1976 年的 Quinlan 案（ 下文展开论述） ，随后 1976 年美国加尼福利亚州率先通过《自然死法案》（ Natural Death Act，NDA） ，这项法案促使接受
生预嘱（ living will） 的概念，主为拒绝接受心肺复苏术（ CPR） ，用以拖延不可治愈的末期濒死患者的生命。参见顾乃平、李从业： 《预立指示及伦
理考量》，载《护理杂志》2002 年第 49 卷第 6 期，第 18－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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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egal Structure of Others＇ Medical Decisions
———On Protecting the Adult Patients Right to Self － determination
Xu jie

Zhang yu

（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Schoo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401120）
【Abstract】Articles 55 and 56 of China’s Tort Liability Law stipulate that patients should exercise medical
decisions on their behalf when they are unfit or unable to make medical decisions． However，those rules does not
clarify the legal conditions and standards that its close relatives should follow for medical decisions． As a result，even
if the decisions made by their close relatives in practice are clearly contrary to the wishes or interests of the patients，
the doctors have to implement medical ac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deci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evant
foreign legislation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the arbitrariness of protecting patients＇ right to self －determination and
preventing others from making medical decisions is its basic position． Establishing a doctor＇s privilege can play a role
in countering the decision of others to override the authority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e formulation of tort liability in
the future，China needs to protect the patient＇s right to self －determin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improve the specific
rules for medical decisions made by others，and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atients．
【Key words 】the right to self － determination； decision － making capacity； adult custodianship；
physicianprivi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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