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angle.com.tw      167

       *  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院博士生（Ph.D. Student, Ludwig-Maximilians 
University of Munich）

關鍵詞： 反 貪 腐 法（anti-corruption law）、 處 方 詐 欺（prescription 
fraud）、醫療賄賂（medical corruption）

DOI：10.3966/241553062019020028014

醫
事
綜
探

單鴻昇 Hung-Sheng Shan*

德國2015年醫療
賄賂修法簡介

An Introduction of Amendment to German 
Medical Anti-Corruption Law in 2015

德國刑法第299a條於2015年修正擴大關於醫療賄賂行
為之可罰性。本文主要介紹該條之構成要件，包含處

罰對象、行為及客體等，以期增進對於新法之理解。

Paragraph 299a of german criminal code was modified 
in 2015 so as to expand the scope of corruptibility in 
healthcare. This article aims to introduce the requirements 
set forth in Paragraph 299a of german criminal code with 
the purpose of better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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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由

一直以來，健保特約醫師為自身利益開立醫療產品處方或

介紹特定廠商之醫療設備，僅面臨民事及職業懲戒相關規範之

制裁，特別是德國聯邦最高法院（Bundesgerichtshof, BGH）

於2012年作成一則判決確立，德國刑法第299a條關於醫療賄賂

之刑罰規定，不適用於健保特約醫師向醫療廠商索取回扣之行

為，而僅及於受僱（angestellte）或終身職（verbeamtete）醫

師1，使得防止醫療賄賂之立法上出現漏洞。2015修正之反貪

腐法（Antikorruptionsgesetz）基於防止「處方詐欺」並促進醫

療診斷之獨立性，乃擴大對於醫療賄賂行為之處罰對象2。

貳、醫療賄賂處罰之構成要件

修正後之德國刑法第299a條規定：「任何醫療職業之從屬

人員，其為承諾、收受或要求一定利益之目的，而在其處方中

開立或散發特定藥物與醫療用品，或以不公平之方式圖利特定

業者，或以其它方式損害其職業執行義務者，最高處三年有期

徒刑或罰金刑。」以下分別述之3：

一、處罰對象

德國此新法處罰對象包含所有醫事職業人員，包含特約醫

師、牙醫師、心理治療師，同時也包含其他自由職業之理療師

1  BGHSt 57, 202.
2  Geiger, Antikorruption im Gesundheitswesen, CCZ 2011, 1-12.
3  Vgl. Kathrin Jary, Anti-Korruption – Neue Gesetzesvorhaben zur 

Korruptionsbekämpfung im Gesundheitswesen und im internationalen 
Umfeld, PharmR 2015, S. 99-108; Satzger/Schluckebier/Widmaier 
(Hrsg.), § 299 a, StGB Kommentar zum Strafgesetzbuch, 3. Aufl.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