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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醫生的人文素養才
是預防糾紛的治本之策

Improving the Humanistic Quality of Doctors 
i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Prevent Disputes

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令人稱道的醫病關係已經

日趨淡薄，更有甚者，醫病雙方反目成仇、對簿公

堂。伴隨著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推進，醫病關係並沒

有隨之改善，病人的投訴也沒有因此減少。缺乏廣泛

分布的專業精神傳統，使中國創建獲得政府和公眾

信任的醫療保健隊伍變得複雜。醫學教育應當作出回

應，例如，臨床溝通技巧的培訓是醫學教育必不可少

的一部分，但僅有溝通技巧是不夠的，醫生懷有「病

人至上」的價值觀、「幫助弱者」的人生觀及「敬畏

生命」的世界觀，才是預防糾紛的治本之策。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the 
commendabl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has be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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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醫生以「視病如親」的心態懸壺濟世，而病人

也常以「華陀再世」、「仁心仁術」的感恩心情回報，醫病關

係極為融洽。然而，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令人稱道的醫

病關係已經日趨淡薄，更有甚者，醫病雙方反目成仇、對簿公

堂。伴隨著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推進，醫病關係並沒有隨之改

善，病人的投訴也沒有因而減少。

壹、醫學出了什麼問題？

2015年《新英格蘭醫學雜誌》（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發表了題為〈來自東方的經驗教訓─中國正在

快速的改革醫療保健系統〉（Lessons from the East ─ China’s 

Rapidly Evolving Health Care System）的文章，該文指出：

「缺乏廣泛分布的專業精神傳統，使得中國創建一支政府和公

眾都信任的醫療保健隊伍的努力變得複雜1。」在中國的醫務

1  David Blumenthal & William Hsiao, Lessons from the East ─ China’s 

increasingly weak. What’s more,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has become hostile and litigious. Along with 
the reform of the medical and health system, the doctor-
patient relationship has not improved, and patients’ 
complaints have not decreased. The lack of a widespread 
tradition of professionalism complicates China’s efforts 
to create a health care team that is trusted by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Medical education should 
respond, for example, training in clinical communication 
skills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medical education. But skill 
alone is not enough. The value of “Patient centered,” “help 
the weak” and “reverence for life” are the solutions to 
prevent disp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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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

從生物醫學模式轉變為「生理─心理─社會」的全人醫學

模式，學者已經呼籲不下20年，但是我們鮮少向西方發達國家

學習「靈魂與精神」層面，在「實用主義」與「功利主義」的

驅使下，通常只關注於「技術」，並未吸取緩和醫病衝突的經

驗。試問，我們是否已經像西方醫學那樣完成了醫學模式的轉

型呢？不僅少有人關注，更少有人去實踐、改變。更可怕的

是，中國現行的醫療服務模式並非順應社會的發展與需求，朝

著越來越「人性」的方向發展，反而越來越背離「人性」。

作為從事法學教育的工作者，筆者不得不針對上述社會表

徵探尋其真實的病因。伴隨著中國社會的快速轉型，傳統的

醫學教育模式和醫學模式已經不能滿足現今轉型後的社會需

求，現代醫學模式是1970年代以後建立起來的一種全新的醫

學模式，這種醫學模式從生物、心理、社會全面綜合性地認

識人的健康和疾病，反映了醫學技術的進步，從更高層次上

實現了對人的尊重，標誌著醫學道德的進步。「生物─心理

─社會」的醫學模式更加重視人的社會生存狀態，從生物與社

會結合角度理解人的生命、健康和疾病。醫學與法學橫跨了兩

個截然不同的專業領域，精通醫學者往往難以精通法學，反

之亦同，但這兩種專業都是對人的研究，因此必然發生密切

聯繫。特別是隨著法律的不斷健全，社會個體權利意識的增

強，醫療行為相關的法律問題必然成為社會公眾和醫學界人士

共同關注的熱點和焦點。作為一名符合現代社會要求的醫務人

員必須在濟世救人與法律責任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也必須對

醫療法律關係中諸多基本概念有所認識。然而，中國傳統的高

等教育往往忽視人文社會科學素養的培養，我們僅關注人的

Rapidly Evolving Health Care System, 372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281-1285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