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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法律和知情同意：我们现在处于怎样的
境地？
The law and informed consent: where are we now?
来源：BMJ 2017;357:j2224 doi:10.1136/bmj. j2224

2015 年的蒙哥马利（Montgomery）案是英国知情同意的里程碑。2 年后，Sarah Chan
和他的同事们讨论其对执业医生的影响。
2015 年 3 月蒙哥马利起诉拉纳克郡
（Montgomery v Lanarkshire）案件 1 引起了
对 知 情 同 意 的 再 次 关 注 。 Nadine

Montgomery，一位患有糖尿病且身材娇小
的女人，阴道分娩生产下她的儿子；由于
肩难产孩子出现了并发症，导致缺氧损害
引起继发性脑瘫。尽管 Montgomery 询问
宝宝的大小是否是一个潜在的问题，但她
的产科医生没有告知她阴道分娩使该并

发症的风险增加。Montgomery 控告医生
过失，理由是，如果她知道并发症风险增
加，她会要求剖宫产。英国的最高法院在
2015 年 3 月宣布了对她有利的判决。这
一判决推翻了上议院先前的决议 2——至

少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被确定为法
律 3。最高法院这一判决表明：不仅仅是

关键点
•蒙哥马利案的判决表明了知情同意和决
策的标准

•医生们不能因为不赞同患者可能做出的
决策，
而隐瞒信息

•培训和教育必须更新，
并且符合目的
5

潜在的根本影响表示关注 。

我们于 2015 年组织了公开辩论，包

括医生、律师和医学生，其表明在医生的
专业裁量权与患者的选择之间再次紧

张 6。事实上，该判决已被定性为越过医
疗家长主义而支持患者的自主权 3-9。但
医生执业和他们的法律责任的含义是什

么 呢 ？ 在 该 判 决 2 年 后 ，我 们 调 查
Montgomery 判决对临床和医学法学实践

由专业医学意见来评估临床判断的问题，
患者应该被告知任何他们想知道的，而不
是医生认为他们应该被告知什么。
许多组织，特别是干预此案提交意见
的 综 合 医 学 委 员 会（General Medical
Council,GMC）提出，Montgomery 判决只是
简单地使英国法律能赶上当前 GMC 指南
的步伐；其他组织则称赞其为“30 年来英
国在知情同意方面最重要的判决”4。医

律师事务所可能生意开张有作用”11。法

生们对该判决在患者照护和临床实践中

律意见被保留，描述该判决为“医疗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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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对判决的反应
一些临床医生说，实施对判决的追溯
可能会对医生过去行为相关的索赔
“打开
洪水闸门”10。其他人认为 Montgomery 判

决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而只是“对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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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迟来的讣告，而不是丧钟”12。一些人则认为
Montgomery 判决所推行的标准只是反映了已经制

定的良好规范 13，而且只会对临床医生产生极小的

诉 贝 特 莱 姆 皇 家 医 院 管 理 者（Sidaway v Bethlem
Royal Hospital）和其他案例确定的 2，虽然裁决意见

影响 。尽管如此，由该判决产生的担忧可能会影

并不完全一致，法官会衡量患者做出告知后明智选
择治疗决定的权利与医生在告知信息上专业判断

响医生的行为和其他潜在的案件。也有人提出关

之间的不同比重。Montgomery 案完全拒绝知情同

8

于临床判断的法律处理方法问题，意味着它代表
“彻底离开英国法律传统的对临床经验知识的尊

意采用 Bolam 测试，同时建立对具体风险提出警示
的照护责任。Montgomery 判决所定义的具体测试

为“一个处于患者位置的理性人是否可能会重视风

重”
。
一线的医生，在如何根据规则改变他们的实践
上，很少得到官方指导。我们听说，一些医院正在
更新他们的知情同意程序，但很少已经完成。虽然
医疗防御联合会和医疗保护协会各自发表声明，并
更新了他们的指南，但还有一些皇家学院（如皇家

外科医师学院）和其他机构如 GMC 和英国皇家妇

产科学院（RCOG），则还没有这样做。

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在提供指南上有困难，可
能反映了产科的独特性质——本质上，是通过一个

险，或医生是否应该合理地意识到该特定的患者很
有可能会重视风险 1。”代表 Montgomery 的律师谈到
该判决时认为，
“知情同意法律已经现代化，而且引
导患者特别关注到英国法律的测试 16。”

回顾案例
从宪法上讲，最高法院不能制定新的法律；理
论上，它只能解释现存法律。医生可能一直按照他

正常的和必然的生理过程帮助两位患者。另一个

们所理解的法律在治疗患者，如塞德维（Sidaway）
案，但最高法院告诉我们这是错误的 3，而且任何根

挑战是出生风险会急剧而迅速地发生变化，使得进

据塞德维案实践的人也错了。

行详细的讨论和知情决策困难。这些“突发事件”
可能被排除在 Montgomery 判决之外，取决于其性质

和时间，但分娩的并发症（如突发的、严重的胎儿窘

迫或产妇大出血）却没有被排除。尽管如此，正如
在判决中所指出的，有关分娩管理的选择一般不能
延误。GMC 指南表示该知情同意的过程不是像拍
快照一样，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分娩紧急情
况的（应急）计划是必要的，以便医生与患者能够讨
论如果出现紧急情况，患者的意愿是什么。
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建议试点方案来确定妇
女、临床医生和健康服务人员需要什么资源来遵从
Montgomery 判决。培训和教育材料必须要符合目

的。产科医生迫切需要指南。

在实践中，该规则应该至少追溯到 1999 年，那
时 Montgomery 到她的产科医生那里就诊。在当时
指南已生效，从 GMC17、英国医学会 18、英国国家健
康体系（NHS）到苏格兰办公室 19，都支持医生有责

任披露相关信息和风险。所以 Montgomery 原则已

经或应该被医生知道很多年了。
自 Montgomery 判决以来，已经有几次尝试，对
知情同意为基础的索赔引入案件，在判决做出前，
正在审理中。在苏格兰，这样的尝试到目前为止已
经失败了 20。Montgomery 判决之后，两个英格兰案
件已经被允许加入知情同意的索赔主张 21-22。在
Montgomery 案基础上的一些案件已经胜诉 23；我们

（AA）理解其他在诉讼开始前已解决或已经有结论

医生的法律后果
Montgomery 判决重新界定了知

情同意和披露标准。此前，英格兰
的博勒姆（Bolam）测试 14 和苏格兰

的亨特起诉汉利（Hunter v Hanley）

测 试 15 被 用 来 确 定 什 么 应 该 被 披
露。这些测试提问：一个医生的行
为是否被临床医生责任机构支持。

Bolam 测试标准是在塞德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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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一线的医生，在如何根据规则改变他们的实践上，很少得到官方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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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件，因为这些索赔主张按照 Montgomery 案是无

法回答的。我们（ESC）注意到，自从 Montgomery 案

除了对不合格的诊疗标准投诉之外，还包含知情同
意，有相当一部分产科过失的案件被提起。这些问
题并不总是存在，但产科诉讼的实践已经发生了显
著变化，使得关于指南的专业训练和明确性达到更
高的优先级。

后续案件

图2

一些已经考虑 Montgomery 判决的案件，告诉了

我们对其目前的解释。在斯潘塞起诉海灵顿 NHS

蒙哥马利（Nadine Montgomery）与她的儿子 Sam。在一项

重新界定知情同意标准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中，她获得
525 万英镑的损害赔偿

信托机构（Spencer v Hillingdon NHS Trust）
（2015 年

出为患者量体裁衣的信息成为不太可能。但医生

4 月）23 案例中，该患者患有疝气手术后双侧肺栓

必须判断对于每一位患者什么是适合的，以及他们

塞。他没有立即寻求治疗，因为他没有被告知深静

的判断经验可能怎样被法院评估。医生可能认为

脉血栓或肺栓塞的风险，或可能表明这些情况的症

披露某些信息可能会导致患者做出不符合他们最

患者而违反了照护义务。

法律的立场是明确的：医生们不能仅仅因为如果患

状。法官考虑了 Montgomery 判决，且发现没有告知

佳利益的决定，Montgomery 案也是如此。但伦理和

邵起诉考瓦克（Shaw v Kovac）案件（2015 年 10

者得到这些信息很可能会做出他们并不赞同的决

月）24 涉及到一位 2007 年死于主动脉瓣植入术后的

定，
而隐瞒信息。

患者，该技术在当时还是处于临床试验阶段，而且

确保患者了解他们做决定所需要的所有信息

没有被完全批准。索赔人的论据试图使用

会不可避免地花费更长的时间。但是，医疗卫生资

Montgomery 判决中以没有知情同意带来生命损失

源的分配应该系统地而不是个体地解决。医疗保

为 Montgomery 判决并没有创造一项权利将知情同

的，以及如何履行知情同意程序 17。医生的职责只

的损害而提出赔偿要求。法院驳回了这一请求，认

健政策应包括（举例），哪些治疗方法应该是可用

意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理由，而只是为披露义务设

是根据患者的利益来治疗他们，这可能包括提供比

置了一个新的法律标准。

往常更多的信息。

A 女士起诉 NHS 基金会信托东肯特医院大学

（Mrs A v East Kent Hospitals University NHS

Foundation Trust）
（2015 年 10 月）案件中 ，原告的
25

宝宝是使用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法受孕得来的，有
染色体异常。索赔人声称因没有被告知这种可能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项判决会鼓励“防
御性医疗”，将重点从帮助患者转移到保护医生。
但医生们应该已经遵照 GMC 指南，该指南强调了
沟通交流的重要性 13。

最后，医生对于越过医疗家长式而聚焦患者自

性而存在过失。法院运用 Montgomery 测试，认为风

主权，持批判态度。但这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

险不是具体化的，因为不论是一个理性的患者还是

一位患者完全不依赖医生参与而自主选择的想法，

这位患者自身都不会重视它。因此，虽然该测试的

既脱离了医学决策的复杂现实，也没有对家长式医

重点是患者，但是医生不需要对患者后来提出的信

生粗暴压制患者反对意见起到讽刺作用。

25

息披露遗漏而承担任何责任 。

临床关注与伦理争论

医生的作用是确保提供相关信息，使患者有意
义地使用它。

一些医生担心，更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将使患

患者在知情同意相关的讨论之后，并不总是清

者面临庞大的信息风险，给他们造成困扰或导致他

楚他们治疗的实际情况 26，他们受到信息提供方式

们做出错误的决定，而医生的时间会被冗长的解释

的影响（
“框架效应”
）27。但是，传递治疗和风险信

占用，导致医疗保健资源的消耗。信息过载使得给

息的困难，不应该被用来说明患者无法了解医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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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或者患者的自主决策权是无意义的。相反，它
表明沟通过程对患者如何理解、记忆和评估信息，
有很大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是知情同意所必需
的。医生的作用是确保提供相关信息，使患者有意
义地使用它。

结论
Montgomery 案被认为是价值观冲突——患者

自主权与医疗家长式。实际上，医疗决策涉及信息
的细致研判。 今天的患者可以期待在治疗决策中
能更积极和成为知情人，在医学伦理学中，包括强
调自主性在内的各种价值观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
无疑，Montgomery 案的全部影响仍然不得而
知，但该案件与医学法律和伦理学有着明显的相关

性。在法律上，知情同意法已经澄清，而且符合目
前的 GMC 指南，Montgomery 测试已经在几个案件
中得以采纳。在伦理上，它说明了在当今诊室中向
更合作的方式的变迁。Montgomery 判决没有彻底
改变知情同意的程序; 它只是给患者作为决策者适
当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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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同意

我和老爸的术前讨论
卫燕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中心主任医师
但凡医疗干预措施都必然涉及知情
同意的问题。今天，我想通过我和父亲之
间进行术前讨论的实例，说明一下家人与
患者怎样沟通比较好。

老爸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家。今年 4 月
因突发血尿，被怀疑是罹患膀胱癌住进了
医院。
大家知道，手术科室医生的工作真的
非常辛苦，术前的“知情同意”的过程一般
是一次性的，而且一般不会太长。我想，
是否手术的问题需要老爸本人定夺，而且
这个决定的做出需要时间。所以，我就在
老爸入院的第二天开始积极主动地和老爸讨论相
关问题。虽然我作为有医学知识的家属可能比没
有医学知识的家属有专业方面的优势，但是，沟通
的框架和原则应该是相同的。
我和老爸沟通的第一个层面是诊断问题。我
一直坚持，应该让患者知道自己疾病的真实情况。
我对老爸说:“目前的检查结果，不敢除外膀胱癌的
可能性。当然，目前仅仅是可能性。您也知道，癌
症的确诊是需要组织病理学的证据的”。作为肝癌
患者的老爸沉吟了一会儿说:“哦！又是癌啊？”
我和老爸沟通的第二个层面是治疗选择问
题。毕竟，天底下没有哪件事情是必须的。我对老
人家说:“虽然医生说这只是个小手术，但是，我依
然认为，任何手术和麻醉对于任何人都是有风险
的。所以，我其实是很犹豫要不要让您做这个手术
的”。我们边说边走向窗边，欣赏桃红柳绿的春
色。我继续说：
“ 做的好处，是明确究竟是不是癌
症，以及避免今后因为同样的原因再次出现血尿，
发生一些目前可以预测的棘手的问题。而不做的
好处，是目前反正已经不出血了，安稳一天是一
天”。关于这个问题，老爸没有当即作出反应。我
对老爸说:“不急。因为抗感染治疗需要进行几天，
认真考虑和充分讨论的时间还是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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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两天，老爸对我说:“我想好了。手术还是
应该做的。一方面，是我希望知道究竟是怎么回
事，不想不明不白提心吊胆地活着；另外一方面，我
信任负责治疗的柏主任”。看得出来，说完这番话
后，
老爸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之后的几天里，老爸在交谈中陆陆续续地含蓄
地交代了他的
“心事”
。
手术前夕，老爸再次说：
“做不做这个手术由我
来决定。怎么做这个手术由柏主任来决定。至于
我是否下得了这个手术台则由老天爷来决定。”
最终，通过柏主任团队的努力，通过这次上手
术台，不仅排除了老爸膀胱癌的诊断，而且就着一
次麻醉，还同时解决了困扰了老人家多年的前列腺
问题和疝气问题。现在，
老爸术后恢复良好。
通过这个故事，我想说的是，在关于疾病的知
情同意的沟通中，家属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方面，我们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帮助在整个过
程中受打击最大的患者慢慢理清思路，接受残酷的
现实；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并且只需要和患者沟通
治疗的框架，进行原则性的选择，至于复杂细致的
专业问题就交给你信任的专业人员去处理吧。
（收稿日期：
2017-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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