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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病患接種新冠肺炎
疫苗—醫師、輔助人
與代理人必須注意什麼

The Corona Vaccination of Very Elderly 
Patients: What Physician, Caregivers 

and Proxies Must Consider Here

Jörg Kraemer 著 *　詹朝欽 Chao-Chin Chan 編譯 **

摘 要

特別是針對高齡者的新冠肺炎疫苗接種應盡速進行。

相較於整體人口數的平均值而言，該族群顯然更需

要照護。但在新冠肺炎危機之時與迫切期待疫苗接

種之際，其自我決定權（Selbstbestimmungsrecht）
仍須受到重視。以下將介紹「成年監護法」

（Erwachsenenschutzrecht）於新冠肺炎疫苗接種框架下
對病患、醫師及照護者或代理人的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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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 vaccin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as soon as 
possible, especially in the very elderly. Compared to the 
average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this group of people is 
particularly often under care. Even in times of Corona crisis 
and with the eagerly awaited vaccinations, the right of self-
determination of these persons must be respected. Failure 
to do so may result in civil or even criminal penalties. 
The legal implication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of 
Adult Prot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Corona vaccination for 
patients, the medical profession and caregivers of proxies 
are presented below. 

壹、作為依據的法律關係

就新冠肺炎疫苗所以為依據的法律關係而言，仍需做

出區別。在疫苗接種中心、流動工作站中進行的疫苗諮詢

（Impfberatung）、闡釋（Aufklärung）與疫苗接種之施打主

要仍委由各邦進行1。其依循致力於公共衛生安全的新冠肺炎

疫苗接種辦法（Coronavirus-Impfverordnung, CornoaImpfV）之

基礎；疫苗之接種因此主要以國家之層級來實施，而醫師便

屬於責任法意義下之所謂的公務員2。在此並無病患與主治醫

師根據民法第630a條的私法上治療契約（ein privatrechtlicher 

Behandlungsvertrag）3；與之相反地，若疫苗普遍可得且疫苗

1  參見新冠肺炎疫苗接種辦法第6條第2項之規定。
2  聯邦醫師協會的意見，4頁，https://www.bundesaerztekammer.de/

fileadmin/user_upload/downloads/pdf- Ordner/Stellungnahmen/
Coronavirus_Impfverordnung_RefE_SN_BAEK_09122020_final.
pdf，也認為，根據新冠肺炎疫苗接種辦法所為之疫苗接種具有國家之
性質，也參見BGH NJW 1990, 2311。

3  Vgl. BGH NJW 1990, 2311; Erman/Rehborn/Gescher, BGB, 
16. Aufl. 2020, § 630a Rn. 7. 根據德國家庭醫師協會的意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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