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刑事過失責任概念論醫療行為之注意義務

第一節
第一項

醫療行為與刑事過失責任
醫療法與刑法上的業務過失

我國國內法規範對於何謂醫療行為，並無直接的明文規定。
醫師法第 11 條對於醫師親自執行醫療行為，使用了「診察」
、
「治
療」、
「開給方劑」及「交付診斷書」等字彙。有學者稱醫療行為
指有關疾病之診斷治療、疾病之預防、畸型之矯正、助產、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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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種基於治療目的與增進醫學技術之實驗行為 。行政院衛生署
2

「稱醫療行
於民國 82 年 8 月 2 日曾函示 對於醫療業務做出解釋：
為係指凡以治療、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所
為的診察、診斷及治療；或基於診察、診斷結果，以治療為目
的，所為的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等行為的全部或一部的總
稱 。」基此，應認為醫療行為應具備三要素，即醫療目的（以醫
療、預防及矯正為目的）
、醫治行為（診察、診斷及治療）及用藥
行為（處方或用藥行為）
。
刑法上業務的意義，一般均認為是個人基於社會生活上之地
3

位而反覆繼續實施之事務 。醫療人員執行醫療行為乃其職業上每
日反覆施行的舉止，醫療行為自屬刑法上業務的概念。而我國刑
1 曾淑瑜，醫療過失與因果關係（上冊）
，1998 年 7 月，頁 10。
2 參照衛署醫字第 8251156 號函。
3 林山田，刑法通論（下）
，增訂九版，頁 149。

法第 14 條第 1 項：
「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
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
。依此，醫療人員在醫療行為中若有
過失而致人於死或傷害（重傷）
，醫療人員則不能免於業務過失致
死或業務過失傷害（重傷）的刑事責任。
民國 107 年 1 月醫療法修正通過第 82 條，其第 1 項修正為：
「醫療業務之施行，應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
；第 2 項修正為：
「醫事人員因執行醫療業務致生損害於病人，以故意或違反醫療上
必要之注意義務且逾越合理臨床專業裁量所致者為限，負損害賠
償責任」
；第 3 項修正為：
「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因過失致病人
死傷，以違反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義務且逾越合理臨床專業裁量所
致者為限，負刑事責任」
；第 4 項修正為：
「前二項注意義務之違
反及臨床專業裁量之範圍，應以該醫療領域當時當地之醫療常
規、醫療水準、醫療設施、工作條件及緊急迫切等客觀情況為
斷」
。本次醫療法第 82 條第 3 項之修法涉及醫療人員的刑事過失
責任，在立法理由中稱：為使刑法「過失」之判定明確化及合理
化，故明文醫療行為是否有過失的判斷依據內容。不過，本書認
為，此次修法並沒有改變醫療人員從事醫療行為時可能會面臨刑
事過失責任的現況，而醫療法第 82 條第 3 項稱「違反醫療上必要
之注意義務」造成病人死傷始負刑事過失責任，其實乃屬贅文；
至於所稱「逾越合理臨床專業裁量」本來就無異於違反醫療上必
要之注意義務，亦無特殊之處。基此，本書認為，若要論斷醫療
人員的醫療行為是否應負刑事過失責任，仍然應從刑事過失的概
念與要件出發，再針對醫療行為的各種情況探討是否有過失可
言。故本節以先說明過失概念與過失犯的成立要件，以及何謂醫
療行為的必要注意義務，於後續各節再針對醫療行為中發生的狀
況探討其能否成立刑事過失責任。

第二項

刑事過失的概念與要件

過失犯在構成要件該當性的層次上，如同故意犯一般，可分
4

為行為非價（Handlungsunwert）與結果非價（Erfolgsunwert） 。
首先，相較於故意犯的行為非價是立基於行為人的認知及意欲所
導致刑法欲保護法益的侵害或危險，過失犯的行為非價則是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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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保護觀點下的注意義務違反行為 ，因而，從事某項生活事務的
行為往來時的注意義務具體內涵，亦即注意義務的標準乃過失犯
行為非價的判斷基礎。唯獨，法律對於社會中共同生活所准允且期
待的注意義務衡量基準（Sorgfaltmaßstab）究竟為何，文獻上提出
的平均要求基準（Durchschnittsanforderung）或個別注意義務基準
，這個問題是過失犯理論上的爭議所
（individuelle Sorgfaltspflicht）
在。蓋因這涉及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注意義務違反性究竟
是要純粹以客觀範疇來決定或是單單以行為人的個人能力為依
歸；另一方面則是，行為人若根據客觀範疇所確定之平均基準為
出發，但行為人本身具有特別認知或特殊能力，是否應將其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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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納入考慮 。依照文獻上多數見解，為避免刑法保護法益的危
害，則課予行為人在個別具體情況所能負擔的適當義務，因而凡是
在實行或承擔某項事務時，係以一個明智洞察的人（einsichtiger
Menschen）處於行為人的當時狀態，而遵守各該事項上的注意義
務，此乃所謂平均基準。
不過，除了平均要求基準之外，在文獻上還有最大個人履行

4 德國的通說見解如此。我國一般的看法亦無太大差異，參照林山田，刑法通

論（下冊）
，增訂十版，2008 年 1 月，頁 176 以下。林氏書中稱行為不法與
結果不法。
5 Schönke/Schröder, Strafgesetzbuch Kommentar, 26. Aufl., 2006, § 15 Rdn. 123.
6 Schönke/Schröder, a.a.O., § 15 Rdn. 133.

能力（Größeres individuelles Leistungsvermögen）基準的提出，此
種說法認為倘若行為人具有較平均基準更高的能力，就應課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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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的注意義務 ，例如一個具特別能力的外科醫生在進行一項有
危險性的手術，就不能將其侷限在那種為其他外科醫生建立的最
低準則之技術上，因而，如果該具有特別能力的外科醫生沒有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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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能，他便違反了法規範賦予他的義務 。亦即，此時注意義務
違反性的評價基準完全以行為人個人的認知與能力為取向，就是
所謂個人基準。個人基準的主張認為，若只要求行為人履行平均
基準的注意義務，不啻是為特殊能力者製造了特權，也就是其分
明可以基於所擁有的特殊能力而履行更高的注意義務，卻不為
之，寧可只做到平均基準即認定非違法，使法益未能獲更大保護，
似有悖於社會的期待，又使人感到荒謬，也就是凡是比一般人更聰
明、更有能力者，就應該比平均的人類（Durchschnittsmensch）盡
更大的注意義務。然而，以個人基準來衡量注意義務違反性也有
相當的反對見解，主要批評在於，以個人能力來要求行為人應盡
的義務，對能力較強的人反而使其落入很大的不利益，而且個人
基準的說法經常以能力高的人為例，至於能力低於一般人者，是
否在其行為的不法評價上也同樣要顧及他的認知與能力，如此一
來，會造成不法與罪責結構的混淆。因此，多數見解仍主張，在
判斷個案中行為人是否已履行客觀注意義務乃以平均基準為之，
若行為人屬於特殊能力者，其較高的能力在行為非價上毋庸扮演
角色；倘若行為人屬於低於一般人者，其無法履行平均基準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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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務，則是罪責階段能否非難該行為人的問題 。
其次，就構成要件結果的實現而言，特別是以損害或具體危
7 Schönke/Schröder, a.a.O., § 15 Rdn. 219.
8 Stratenwerth,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4. Aufl., 2000, S. 294.
9 Schönke/Schröder, a.a.O., § 15 Rdn. 144.

險型態所建構的結果，刑法之所以非難的理由在於這樣的結果引
致是可以迴避的。而構成要件實現的可避免性（Vermeidbarkeit）
之重要前提在於結果發生的可預見性（Voraussehbarkeit）
，當一個
結果的發生是無法預見，則行為人在進行其行為時即無從納入考
量中，自然也無法採取避免損害發生的措施，也就是沒有構成要
件結果的可避免性。由於構成要件結果的可預見性與納入考量性
係牽涉到對於行為原因及其影響的認知理解，所以構成要件實現
的可預見性與可避免性是屬於行為非價的一部分；倘若無法確定
行為對結果的可預見性及可避免性之基準，則無從判斷過失犯的
行為非價。因為並非每一個損害的形成，都是可預見而又可避免
的，所以必須從法律規範的觀點考慮這個問題。唯獨，對於預見可
能 性 的 判 斷 ， 文 獻 上 提 出 之 理 想 基 準 （ optimaler ）、 平 均 基 準
（durchscnittlicher）或個人基準（individueller）
，此又與前述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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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基準的爭議有所關連 。
此外，上揭以危險禁止為取向所發展出的結果預見可能性以
及可避免性，恐怕無法因應現今的高科技社會。換言之，在許多
生活領域中，從事某個行為時對於危險的發生是有預見可能，如
果放棄該行為的施行當然就可以避免危險或損害的發生，但是倘
若如此，現代社會生活將無法運行，因而這樣帶有危險性的行為
不可能全然禁止，是故在學理上將此危險性稱為容許的風險
（erlaubtes Risiko）
。明顯的例子是在現代交通行為的參與，認為即
便遵守了所有交通規則，也無法完全排除造成他人損害的可能，
然而又不可能禁止一切交通行為，所以在這樣容許的風險之下發
展出信賴原則（Vertrauensgrundsatz）。在文獻上指出，社會有用
的活動所典型連結的危險是屬於現代社會無可避免的殘留
10 Schönke/Schröder, a.a.O., § 15 Rdn.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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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vermeidliche Rest）而法規範必須予以接受 。至於在刑法過失
犯中必須思考的是，如果著眼於生活領域中的損害風險，則行為
時的注意義務應該到達什麼程度才是法規範可接受的，也就是
說，所謂社會相當的風險（sozialadäquates Risiko）在過失犯中即
以注意義務的程度界限之面貌呈現，所以是屬於構成要件排除事
12

由 。因而，凡是在注意義務（或說安全規則）界限內的行為，
是可以將風險降到較低，而仍殘存的風險則並非法規範所禁止。
再者，過失犯的結果非價是指，透過行為人之注意義務違反
的行為，使得目前的狀態產生改變而終至法益損害或法益危險，
而這樣的狀態改變乃法規範所非難的。也就是說，舉凡現實社會
中產生了一個法益侵害結果時，應欲追究在這個事件發展過程
中，到底是誰的行為支配著這樣的法益侵害結果的演變，此即行
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判斷。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連結現象自然
是處罰行為人之行為的重要依據，蓋因依吾人乃至於刑法的要
求，不會將毫無關連的事項扯入一個刑事糾紛當中。不過，到底
哪些事項對於法益侵害結果的演變是毫無關連，或者反面言之，
究竟哪一個行為是支配著事件發展終至走向法益侵害，吾人如何
能加以確定？又如何能驗證其支配關係的存在？此乃因果關係的
判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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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以目前的過失理論而言 ，過失犯的成立，係由
11 Rudolphi, Vorhersehbarkeit und Schutzzweck der Norm in der strafrechtlichen

Fahrlässigkeitslehre, Jus 69, S. 549 ff.
12 信賴原則或容許的風險在早期是當作阻卻違法事由，但現在多半主張是屬於

構成要件階段的事項。
13 有一些文獻提到在刑法的過失理論上有所謂「新的新過失理論」的發展，又

稱「危懼感說」。此危懼感說主張不以行為人的具體預見可能性為必要，亦即
行為人縱使沒有具體預見之可能，但對於結果之發生具有危懼感時，行為人
即負有結果迴避之義務。此一過失理論主要適用於藥害、食品公害、新科技
事故等。參見張麗卿，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2003 年 4 月，頁 340；吳俊

於行為人沒有採取適當之迴避法益侵害結果的措施，所形成的注
意義務違反，而行為人對於此一法益侵害結果具有預見可能性，
14

並且有迴避的可能 。並且行為人的注意義務之違反與法益侵害
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係的連結。

第三項

醫療行為之必要注意義務─合醫療水準之
常規診療義務

在醫療行為下，醫師是否違反注意義務而有過失，應先判斷
其注意義務的內涵為何？注意義務的基準又何在？首先，刑法對
於犯罪構成要件的描述，就是賦予行為人對他人法益尊重的規範
要求。過失犯無論是作為或不作為，即在於禁止行為人改變他人
法益的既有狀態，以避免損害或危險發生。以醫療領域而言，病
患的疾病發生多是源於自身或其他因素，當病患求診於醫師，是
期望藉助醫師的診斷與治療而能夠改變疾病發展，是故，凡醫師
穎、賴惠蓁、陳榮基，醫療過失判斷的困境，法學新論，第 17 期，2009 年
12 月，頁 57-73。但本文認為，所謂「危懼感說」其實是對於那些無從確定
結果之發生究竟與某事項是否有關連的情形，為了要保護受到損害的無辜
者，所以要求製造該事項的人負起責任。此種主張基本上已經是一種無過失
責任的想法，用於民事損害賠償或者行政補償機制，較無疑義，但恐怕難以
用於刑事責任，所以不可能在刑法的理論上接受這種幾近無過失也要負刑事
責任的說法。
14 在我國刑法教科書上較常主張，過失犯的成立在構成要件階段上，是以一個
具有良知與理智而小心謹慎的人之客觀基準為衡量，判斷行為人是否有客觀
注意義務違反性以及結果的客觀可預見性與可避免性；在罪責階層才是以行
為人個人之能力、經驗或知識程度之主觀基準為衡量，判斷行為人是否有主
觀注意義務違反性以及結果之主觀預見性與可避免性。參見林山田，前揭
書，頁 182-183。但本書認為，注意義務以及結果的可預見性與可避免性之衡
量基準，究竟以平均基準（客觀基準）或個人基準（主觀基準）之爭議，在
德國近期的學理上是將其置於過失犯的構成要件該當與否的論斷上。故本文
不以上揭我國教科書對過失犯的架構為說明。

對病患進行診療行為，即是掌握了他人應受保護的法益能否避免
遭到危害的可能性，倘若醫師在可以完全轉變疾病發展的情形
下，卻未如此為之而最終產生法益損害結果，醫師乃有違法規範
的要求，對其課予刑事責任，或許不是過分苛責。反之，倘若醫
師並未對病患的疾病進行診斷與治療，則疾病會如何發展顯與其
無所關連。因此，欲論及醫師在醫療行為上應履行何等注意義
務，前提即建立在醫師有親自診療的行為，此乃醫療行為之注意
義務的探討重點。
其次，過失犯的行為非價在於違反法規範的要求，而過失犯
的行為非價之判斷標的乃違反注意義務的行為，惟注意義務的基
準何在，對於行為的非難評價具有決定性意義，但這也是爭議之
處。蓋因這涉及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注意義務違反性究竟
是要純粹以客觀範疇來決定或是單單以行為人的個人能力為依
歸；另一方面則是，行為人若根據客觀範疇所確定之平均要求基
準為出發，但行為人本身具有特別認知或特殊能力，是否應將其
15

特殊性納入考慮 。依照文獻上多數見解，為避免刑法保護法益
的危害，則課予行為人在個別具體情況所能負擔的適當義務，因
而，凡是在實行或承擔某項事務時，係以一個明智洞察的人
（einsichtiger Menschen）處於行為人的當時狀態，而遵守各該事
項上的注意義務，此乃所謂平均要求基準。於醫療領域中對平均
要求基準的遵行，此即所謂常規診療的概念。
不過，醫學知識日進千里，現今之醫療環境，已漸漸朝向實
證醫學的方向邁進，並已漸為醫師們所接受。雖然醫學是存有些
許變異性的，在實施醫療行為時，應對醫師臨床的判斷，容許有
某種程度的裁量性，亦即在一定的範圍內，對於醫療處置的選擇
15 Schönke/Schröder, a.a.O., § 15 Rdn.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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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承認醫師有自由裁量的空間 。但如前述，法律規範係以平均
的注意義務基準來要求從事某生活事務的行為人，就從事醫療行
為的醫師而言，平均的注意義務基準就是要求醫師至少須依照此
種醫療準則行事。雖然這種準則本身無法具體地以明示的法律加
以規定，而是由醫師中的專家們集體依高度的專門知識，自主地
經過討論而形成，且於一定的期間後，專家們均會對各種準則依
近期文獻報告的統合見解，作些許修正，以符合醫學進步之潮
流，並藉由醫師繼續教育之課程規劃，傳授給醫師們作為臨床實
際之應用。然而，在醫學領域中醫療人員經常會質疑，是否只要
按醫療準則所進行的常規診療來對患者做診斷或治療，就不會成
立醫療疏失呢？如果說醫療疏失是一種「對專業醫療標準的牴
觸」
，然而所謂的牴觸，是不是只要不按照醫療準則而進行醫療行
為就是所謂的牴觸？對醫療準則的不遵守是不是直接就認定成是
醫療疏失？因此，在討論醫療過失時要將問題集中在一些現實觀
點上，就會遇到醫療準則的遵循問題。
綜上，由於醫療人員對於患者負有維護其生命的使命，並且
由於患者信賴醫師，醫師應把一切所有可以想到的傷害或死亡結
果都加以考慮。因而，在判定醫療行為是否有刑法上過失時，須
考慮到醫師應對病患採取什麼醫療措施，得以迴避病患因疾病而
演變成傷害或死亡的結果。不過，倘若一味要求醫療人員能夠迴
避病患的死亡結果，又是過度苛求，因為在醫療行為上仍同樣是
適用容許風險的法理，畢竟風險概念不只在其他社會交流領域，
在醫學領域的醫療行為更是相當具有風險的。醫療行為是屬於一
種在社會上所容許的風險，不可能完全排除掉醫療上的風險，因
16 齊藤靜敬，從日本刑事判例看醫療事故─以案例為中心，由謝瑞智教授彙

整，1995 年於臺大醫學院所發表的論文，刊於醫療紛爭與法律，2004 年 7
月，頁 27。

此不能對醫療人員要求其無論如何都要去負起迴避病患死亡結果
發生的義務。基此，本書認為，以刑事過失責任為出發，醫師在
執行醫療行為上的注意義務內容，應該是要盡到符合醫療水準之
診療義務。而如何履行符合醫療水準之診療義務，本書將在以下
各節探討醫療準則遵循的問題、如何判斷醫療水準之基準問題，
以及醫師若違反親自診療義務是否屬刑事責任的問題。

第二節
第一項

醫療準則的遵循與刑事過失責任成立之關連
醫療準則的意義
17

在醫學領域中所形成的醫療準則 ，可說是一種具有職業特
18

殊性的客觀類型化注意義務標準 。醫療準則是一種體系性開展
的描述與建議，其具有支持醫病雙方在醫學狀況下，就有關疾病
19

照護的合適措施作成決定之目的 。刑法上過失責任的成立與
否，客觀上必須決定醫療活動中什麼時候應該要用什麼治療措
施，也就是依進行治療當時由實務及臨床經驗上證明具有實效性
的措施，而且依照醫師在醫學上所確保的認識與能力為基準，而

17 通常醫療準則發展、指引係經學會依英文文獻、教科書、美國及歐洲學術團

體制定之指引，其中 RANDOMIZED STUDY 必須是在國際知名期刊發表且
為學界已有共識者，進而整理出處理指引。總整理後提交各醫學會相關委員
會審查後提出。各醫學會依醫療準則的建議做成 flow chart，會依實證等級之
，來教育住院醫師
分類來做，分 level A、B、C（以 A 等級最高，即為共識）
及實習醫師，當然若準則有重大改變（這些情形並不多見，一般準則已經多
數文獻證實效果，不管是 class I 或 class III）
，則 flow chart 亦會改變，並於學
會發表告知。
18 BGH NJW 2001, 1787; BGH VersR 2003, 1130.
19 Wenzel/Rosenberg, Handbuch des Fachanwalts Medizinrecht, 3. Aufl., 2012, Kapitel
4, Rdn. 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