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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以結果加重犯為重心，並分就其相關議題提出論述，主要的
問題意識有二：第一，傷害致死罪的責任基礎與具體要件為何？第
二，非傷害致死罪之其他結果加重犯，在論罪與刑事責任的量估上
，究竟應該從什麼角度切入觀察？針對以上兩個問題，在本研究中
均有不同於通說的見解。

中文關鍵詞： 結果加重犯、傷害致死罪、不能安全駕駛致罪、重大過失、相當因
果關係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期末報告 

壹、 研究初步成果 

本研究以結果加重犯為重心，並分就其相關議題提出論述，主要的問題意識

有二：第一，傷害致死罪的責任基礎與具體要件為何？第二，非傷害致死罪之其

他結果加重犯，在論罪與刑事責任的量估上，究竟應該從什麼角度切入觀察？ 

 

針對第一個問題，筆者的具體主張認為：傷害致死罪應該理解為「類故意殺

人」的犯罪行為，此即行為人雖然欠缺殺人故意，但主觀上已經達到類似殺人犯

罪意思，而客觀上也採取了類似殺人行為的執行方法。基此，傷害致死罪必須在

主觀上要求重大過失，而客觀上，不能夠採取一般看法，只要求相當因果關係或

客觀歸責，毋寧必須有類同於殺人行為的相近侵害方法，此即必須判斷重大過失

可能連結的損害發展方式，如果實際上發展的因果近程不同於該重大過失所框定

的損害發展方式，即應回歸於故意傷害罪與過失致死罪的想像競合關係。 

 

至於第二個問題，筆者初步見解認為，必須具體地判斷各類型基本犯罪對於

加重結果的連結性為何。以不能安全駕駛罪為例，該罪的基本構成要件與人身有

密不可分的關係，筆者認為該罪的不法性在於對於具體交通參與者創造了抽象危

險，因此必須該抽象危險連結了具體危險的發生，進而實現加重結果，才能構成

該罪的結果加重犯刑責。相對於此，如果基本犯罪不直接涉及人身的類型時，結

果加重犯的適用必須定性在基本犯罪構成要件行為與加重結果之間的關聯性。 

 

貳、 研究成果發表情況 

針對以上兩點研究成果，筆者預計發表兩篇論文，第一篇談傷害致死罪，

預計於 2016 年年初投稿台大法學論叢，第二篇則為其他結果加重犯，預計 2016



年年中於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發表。 

 

以下則為目前研究的初步成果與部分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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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	 	 論	

 
刑法第 17 條規定：「因犯罪致發生一定之結果，而有加重其刑之規定者，如

行為人不能預見其發生時，不適用之」，實務及學說稱本條為結果加重犯或加重

結果犯（Erfolgsqualifiziertes Delikt），只要行為人構成基本犯罪，又造成一定

加重後果而有處罰規定時，即可能受到比原有犯罪更嚴重的處罰。以 典型的傷

害致死罪為例，構成傷害罪的行為人 高刑責僅 3 年有期徒刑，但當又致人於死

時，其 高刑度提昇至無期徒刑；又例如刑法第 185 條的往來交通危險罪，行為

人若只實現第 1 項的基本構成要件，其刑度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但當其公共危

險行為又致人於死時，刑度立即提高至無期徒刑。從以上描述中，我們不難想見

結果加重犯的嚴重性與特殊性。 
一般學理上，通常將結果加重犯的犯罪結構分成幾個不同成罪階段：行為人

必須先實行故意的「基本犯罪」（Grunddelikt），並於實現基本犯罪過程中，又

因過失而引起「加重結果」（qualifizierter Erfolg），基本犯罪與加重結果必須源

自同樣的風險源頭1。此外，該加重結果的實現還必須與基本犯罪之間，具備一

定程度的關聯性，至於該關聯性為何，實為學理爭議所在2。 
雖然還有極大爭議，但至少學理提出了還算清楚的判斷架構，但結果加重犯

大規模適用及加重刑責的問題並未因此完全解決，我們可以將相關問題再分為三

個層次說明。 
    第一，結果加重犯並非獨立的構成要件，而是一種將故意基本犯罪與過失致

生加重結果（依我國現行法，大多為致人於死或重傷兩類）結合起來的新罪名，

若無此一結果加重犯的加重規定，因為加重結果源自於基本犯罪實行過程中的同

一風險關係，只要屬於實行行為同一範圍之內，理論上應該論以想像競合，從一

重罪的刑度處斷，其刑責絕對不可能高於故意基本犯罪或過失致死罪的 高刑度，

然而，當立法者另行規定了結果加重犯，排除想像競合的適用後，其刑事責任必

須超越原應從重處斷罪名的刑度上限，如此提高刑度的立法，當然有說明其加重

理由的必要性。 
    第二，結果加重犯的犯罪歷程可分為前階段的基本犯罪，以及後階段的加重

結果。由於兩階段損害歷程規定在同一個構成要件中，司法者必須先行說明這兩

階段的損害歷程，在客觀發展過程中有什麼樣的關係？質言之，基本犯罪其實包

括了行為與結果兩階段的不法內涵，如果加重結果必須導因自基本犯罪，那麼加

重結果究竟屬於基本犯罪的行為續生的後果，還是基本犯罪結果續行發展而導致

的加重損害，自然是解釋時應優先說明的問題。 
    第三，依我國現行法，行為人是出於故意而實現基本犯罪，而在基本犯罪的

                                                 
1 Roxin, AT/1, § 10 Rn. 108.  
2 參考紀俊乾，政大法學評論 50 期，頁 93-104；蔡蕙芳，德國法上結果加重犯歸責理論之研

究—以傷害致死罪為例，收錄於：刑事法學新趨勢—Lothar Philipps 教授七秩祝壽論文集，2004
年 2 月，頁 259-306） 



實行過程中，能預見加重結果可能實現， 後也實現了加重結果。但真正問題其

實是：是否這種說法能合理地解釋加重結果與基本犯罪的關係？如果依多數學說

意見，結果加重犯是「故意+過失」等主觀歸責要素的結合犯，是否這些理由即

可證立結果加重犯的苛重刑責？甚或，我們應不應該把加重結果的主觀歸責提高

到重大或輕率過失？這些主觀歸責的問題，同樣也是解釋結果加重犯時，不能偏

廢的關懷重點。 
    雖然刑法第17條只有寥寥數言，但其中卻隱含著極為複雜的責任證立疑義，

同時又關涉犯罪結構的主、客觀歸責困擾，這些疑點都有賴對結果加重犯犯罪結

構的深入觀察與思考，也有研究、探索的必要性。 
    近期 高法院正好針對傷害致死罪提出幾近學理論述的關鍵意見：97 年度

台上字第 3104 號刑事判決，利用此一契機，我們可以重新檢討傷害致死罪這個

典型結果加重犯刑事責任的構成理由。 

 

貳、案例事實與法院見解	

一、案例事實	

 
乙於九十年三月三日凌晨二時三十分許，在雲林縣元長鄉鹿北村堤防內之上

坡路段，因懷疑其農田之抽水馬達係遭在附近務農之甲關機，而對適駕車至此之

甲予以質問，雙方發生爭執，竟基於傷害之犯意與陳清文互毆，且客觀上可預見，

傷害行為（除輕徵拍打之教訓行為外）可能傷及體內器官，足以引起死亡之結果，

竟奪取甲所持撞球棍揮打甲身體，致陳清文受有左肩於鎖骨中段有瘀傷三‧五×
０‧三公分，左肋骨緣擦傷二‧五×一公分，雙側膝蓋有擦傷多次，右小腿有擦

傷兩處等傷害，並因陳清文於前開互毆過程中血壓發生改變，而導致急性心肌梗

塞，並引發急性心臟衰竭不支倒地。嗣乙偕同其妻莊宜子（另為不起訴處分）逕

行離去，甲打電話向其妻丙求救，丙妻旋與其子丁、其姪子戊趕至上開地點，發

覺甲受傷躺臥堤防外側路旁，緊急將之送往財團法人天主教若瑟醫院醫治，延至

同日上午六時三十分許仍因急性心臟衰竭不治死亡。 

 
二、更一審判決	

 
（一）「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項之傷害致死罪，依刑法第十七條之規定，

係以行為人對於結果之發生有預見之可能為要件，而該條所定「如行為人不能預

見其發生時，不適用之」，係以客觀的預見可能性，為限定對於加重結果之因果

關係及過失概念。該能預見應以行為當時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及行為後可能預見

其發生之情形為基礎加以觀察，與行為人主觀上有無預見有別（最高法院八十五

年度台上字第二三九七號判決意旨參照）」 



首先重申 高法院歷來見解，主張傷害致死罪的行為人只對死亡結果有「客

觀預見可能性」，但未達到「主觀有預見」的程度，後者依 高法院向來見解，

已經達到故意程度。 
更一審法院又大膽地指出，客觀預見可能性的要素，與因果關係及過失概念

有關，這個說法似乎受到學理影響，但法院並未進一步闡明其內涵。 

 
（二）「易言之，所謂能預見乃以行為人客觀上能預見為已足，不以其主觀

上有預見為必要。又人體之胸部、腹部，內有呼吸、循環及消化之重要器官，均

屬人之生命要害部位，其構造甚為脆弱，倘予以毆擊，在客觀上足以造成人身體、

健康之傷害，而發生死亡之結果。況且對於年事已高，心臟、血管均因老化而衰

弱之人毆擊，或與之互毆、扭打，均易使年長者於此鬥毆過程中，因腎上腺素之

分泌，而使血壓促升或急遽發生變化，致生上述急性心肌梗塞之症狀，此即可能

引發死亡之結果，此業經衛生機關、醫院及媒體廣為宣傳，應屬國民健康保健常

識，而為一般人生活經驗所周知，被告正值壯年，為智慮成熟具通常生活經驗之

成人，應認有預見之可能。被告雖僅因細故，與被害人陳清文發生紛爭糾葛，衡

情尚不致有殺人之故意，但其對傷害身體，客觀上自有可預見發生死亡之結果，

仍與之扭打、互毆且致其成傷」。 
「被害人陳清文之心臟血管之健康狀況脆弱，雖非被告可以預見，但因血壓

促變之導因，致心臟病變，發生死亡結果，其因果之間，有其關聯性，足徵被告

對被害人陳清文因其所為之傷害行為時，客觀上應有預見之有發生死亡結果之可

能，且因其傷害行為過程中（導因）而發生心肌梗塞，致發生死亡之結果，是被

告對所為之傷害行為致生之死亡結果，互有因果關係，堪予認定」。 
法院接著肯定被告對於死亡結果具有客觀預見可能性，其判斷基礎源自「被

害人已經年長」、「年長者往往有心臟、血管問題」、「年長者被毆擊後易生心

允梗塞」等一般通念。 
此外，法院也認為傷害身體的行為與死亡結果間具有因果關係，同時進一步

推論有客觀預見可能性。 

 
三、 高法院判決	

 
（一）「刑法上加重結果犯，乃行為人實行基本構成要件之行為，而發生基本構

成要件結果以外之加重結果，法律將此加重結果與基本構成要件之行為相結合，

並以之為加重構成要件，規定其加重法定刑，使其負加重刑罰之謂。此即刑法第

十七條所定：『因犯罪致發生一定之結果，而有加重其刑之規定』是。加重結果

犯，源自刑事法理論中結果責任主義，為矯正純以結果論責任，而不問行為人之

主觀意思，常因偶然之事實，使行為人負意外結果之責任，有失情理之常，違悖

刑事責任之本質，乃在客觀主義規範下，於刑法第十七條明定以行為人客觀上所



能預見之範圍內，始令其負加重責任，俾免罰及行為人所不能預見之加重結果，

以求調和。」 
    說明結果加重犯的責任原理， 高法院似乎不認為結果加重犯是故意犯與過

失致生死亡結果的結合關係，而是從結果責任主義的限縮角度立論。 

 
（二）「而論加重結果犯之責任，須先審認該基本構成要件之行為，與加重結果

之間，有無因果關係存在（構成要件該當性問題），而後始能論其對加重結果之

發生能否預見，以資決定。否則，行為與加重結果間，如無因果關係之存在，乃

係偶然的加重結果犯，縱對加重結果之發生可能預見，仍不能使行為人負加重責

任，如無預見可能性存在，縱加重結果係由行為人之行為所引發，即加重結果之

發生與行為人之行為間具有因果關係，亦不能使行為人負加重結果部份之責任。」 
    成立傷害致死罪時，必須討論兩個限縮結果責任主義的要素：(1)行為與加

重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2)行為人為故意行為時，必須對加重結果的出現有客

觀預見可能性。 

 
（三）「其中，相當於基本構成要件行為與加重結果間之聯結及程度，本院向採

相當因果關係理論，即依經驗法則，綜合行為當時所存在之一切事實，為客觀之

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行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

結果者，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行為與結果即有相當因果關係。因此，

依事後之立場，客觀的審查行為當時之具體事實，認其行為確為發生結果之相當

條件者，該行為即有原因力，至行為與行為後之條件相結合始發生結果者，應就

行為時所存在之事實，客觀的加以觀察，如具有結合之必然性，則行為與行為後

所生之條件，即有相當聯絡，該行為不失為發生結果之原因。」 
    重申第一個要素的判斷法則，此即 高法院向來主張的客觀相當因果關係

說。 

 
（四）「至於負加重結果犯之責任者，以行為人客觀上能預見其加重結果而未予

以預見為要件，所謂『如行為人不能預見其發生時，不適用之。』云云，雖預見

之有無，應依行為人之主觀認定，但預見之能否，則決諸客觀情形，與主觀上有

無預見之情形不同，亦即係以行為時客觀存在之事實為審查之基礎，與加害人本

身主觀上有無預見之情形不同。若主觀上有預見，而結果之發生，不違背其本意

時，則屬故意範圍，不能只論以加重結果犯之責任。刑法第十七條所謂行為人不

能預見其結果之發生者，係指結果之發生出於客觀上之偶然，為行為人所不能預

見者而言。且法文不曰『無過失』，而曰『不能預見』，僅要求客觀的預見可能

性，即具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而已，與要求行為人對結果之發生有過失者，略異

其趣，亦與嚴密之過失意義有別。加重結果犯對於結果發生之預見可能性，其決

定標準，實務採客觀說，即依一般人之能力予以論定，如結果發生為客觀上可能

之事，行為人即應負加重結果犯之罪責，此為立法及論理解釋所當然。」 



    加重結果與行為的串連，並非加重結果另外構成過失犯，而必須依過失犯要

件判斷，而是單純的客觀預見可能性，該要素其實與相當因果關係並無太大的差

異。 

 

參、我國實務動向的檢討	

一、結果加重犯的成罪基礎	

1、 高法院見解	

 
    結果加重犯存大幅提高刑責，立法者當然有義務說明，究竟是基於什麼理由

嚴厲地提高其刑責。不過，這個問題並無法從現有的立法中得到答案，因此只能

仰賴司法實務提供解決的方向。成罪基礎等學理面的討論，一般不易見諸實務見

解文字， 高法院洽於前文判決中，隱約地表達了實務的基本見解。 
從 高法院的意見可以讀到：加重理由源自結果責任（Erfolgshaftung）主

義，只要行為人實施違法行為，即須為嗣後發生的一切損害負責，這一點似乎成

為 高法院證立加重刑責的實質理由，只不過為了符合現代刑法學理，立法者特

別透過刑法第 17 條「客觀預見可能性」的規定，限制結果加重犯的成立範圍，

以調和嚴格結果責任與責任主義。 

 
2、對實務見解的批判	

(1) 損害與行為人之間欠缺個別認知關係（不論是意欲、預見或主觀預見可

能性），即屬違反罪責原則。 
(2) 實務仍堅持從結果責任主義的限縮觀點解釋結果加重犯，而不從「如何

能符合罪責原則」的角度詮釋，顯然誤會。 
(3) 刑法第 17 條只規定「如行為人不能預見其發生時，不適用之」，法條

都已經提到「行為人」必須「能預見」，最高法院卻認為該條只是以「理

想的社會成員」（Maßfigur）為標準的客觀預見可能性，不無違反罪刑

法定主義之嫌。 
(4) 符合罪責原則的理論構想：行為人故意實施基本犯罪，但因而過失致生

加重結果。只有透過主觀要素的連結，才能夠符合罪責原則的實質需

求。 

 
二、基本犯罪與加重結果的關聯性	

 
1、相當因果關係	

 
    在前文判決後段， 高法院進一步援用長期採用的相當因果關係標準，說明

結果加重犯的成立要件，本案判決的論述內容，其實與一般相當因果關係的內容



相差不大，至於如何在結果加重犯的判斷場合中應用相當因果關係， 高法院其

實已經有若干固定看法。 高法院很早就指明：「某甲之死，既係因傷抽風出於

自然力之介入，其因果關係，仍屬聯絡，加害者自不能不負傷害致死之罪責」（19
年上字第 1956 號判例）、「被害人因被毆而忿激，痰壅氣閉身死，加害之人實施

暴行，既為激發痰壅氣閉之原因，則其加害之行為，與死亡結果，顯有相當聯絡

關係，不能不負傷害致死之責」（21 年上字第 206 號判例）。雖然早期簡約的判

例未使用「相當因果關係」的字詞，但實際上並無過大的差別3。 
    近期實務意見並無過大變動，不過用語則更直接地使用「相當因果關係」，

以審查基本犯罪與加重結果的關聯性，例如 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7132 號判

決即認為：「傷害致死罪之成立，以死亡與傷害具有因果關係為限。若被害人所

受傷害，原不足引起死亡之結果，係因加害者以外之他人行為而致死亡，則與加

害者之行為，並無相當因果關係，自難令負傷害人致死之罪責」。 
    此外， 高法院向來認為，相當因果關係連結「基本犯罪行為」與加重結果，

而不是「基本犯罪結果」與加重結果。這一點其實在更早就 高法院見解中就已

經出現：「刑法上之傷害致人於死，係指傷害行為與死亡之發生，有因果關係之

聯絡而言，不唯以因傷害直接致人於死者為然，即因傷害而發生死亡之原因，如

因自然力之介入，以助成傷害應生之結果，亦不得不認為因果關係之存在」（69
年台上字第 2302 號判決）。 

 
2、加重結果的客觀預見可能性與主觀要素的棄守	

 
    我國實務同時強調加重結果必須是客觀可預見的後果，此一解釋來自刑法第

17 條的規定，該條所謂「如行為人不能預見其發生時，不適用之」，指的正是加

重結果的客觀預見可能性。 
    這種從第 17 條推導出的見解，實務更以之作為區別故意犯與結果加重犯的

判斷基礎。 高法院很早就指出：「加重結果犯，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

為要件，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主觀

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範圍」（47 年台上字第

920 號判例）。依 高法院見解，刑法第 17 條所謂「能預見加重結果之發生」，

指的以一般人標準作為判斷依據的客觀預見可能性，只要加重結果是一般人均可

能預見到的後果，就可以成立結果加重犯。此見解一直支配我國實務迄今， 高

法院也一再於其判決中重申上述意見4。 
    以故意殺人罪與傷害致人於死罪的介分為例， 高法院一直堅持前者指行為

人「主觀已預見」死亡結果，且結果發生不違反本意，但後者則是指行為人「主

觀未預見」，但有死亡結果的「客觀預見可能性」。 高法院曾於判決中指出：「傷

                                                 
3 參考蔡蕙芳，傷害致死罪之適用台灣本土法學雜誌，61 期，2004 年 8 月，頁 49-50 
4 另參考 高法院 72 年度第 6819 號判決、77 年度台上字第 4333 號判決、83 年台上字第 6549
號判決等 



害人之身體，因而致人於死，乃學理上之所謂之加重結果犯，以行為人對加重結

果（死亡事實）之發生，客觀上有預見之可能，主觀上則未預見為必要，如行為

人主觀上亦有預見，則其既明知而為，即屬殺人罪之範疇，非加重結果犯」（88
年台上字第 924 號判決）。 

 
3、比較法分析	

(1)實務見解的初步整理	

 
    論述及此，筆者已大致說明我國實務對結果加重犯的理解現況，絕大多數的

判決中，都未能縝密地說明為什麼可以設定結果加重犯加重刑責，至於其加重要

件的適用前提，多數見解也都因循向來不甚明瞭的相當因果關係與客觀預見可能

性雙重限制。我們可以分述兩個重點如下： 
第一，由於 高法院適用相當因果關係審定行為與死亡結果的關係，這一點

與殺人罪並無差別，可認為傷害致死罪與殺人罪的客觀要件並無實質不同，兩罪

的區隔主要在於行為人對死亡後果的認知程度，前者依一般人標準判斷，僅達客

觀預見可能性即足，而後者則依行為人判斷，但必須主觀上已預見後果。 
第二，客觀預見可能性與相當因果關係等兩個要素，雖然同為實務見解採用

來限制結果加重成立範圍，但這兩個概念是否重疊，實務見解並未仔細釐清。若

觀察相當因果關係的標準，其實以行為時「既存的客觀事實」為前提，輔以「當

時已可期待發生的事實」，判斷事後發生的後果是否為一般情況下可能發生，依

學說見解，這個公式其實與「客觀預見可能性」的公式並無太大差別5。可惜的

是，從前文介紹至此的實務見解，其實未明確地說明兩者間究竟有何不同，實務

判決也僅有時強調相當因果關係，有時認為必須加重結果應具客觀預見可能性。 
第三，實務迄今認為，不必考量行為人對加重結果真正的主觀認知程序，然

而，即便「主觀有預見」已經上達故意，但這也不表示行為人對加重結果確實「主

觀能預見」，現今見解只單憑客觀預見可能性即允准成立結果加重犯。這一點飽

受學說批評，也曾有下級法院的見解反對 高法院此一看法6（），但 高法院始

終堅持此一觀點。 
    已如前述，實務見解無法提供合理及明確的操作基準，我們只能轉由學說立

場進行更深刻的反省，以下就分別從我國學理及德國實務、理論發展等角度，分

析檢討現行結果加重犯的犯罪結構與論述肌理。 

 
(2)我國學理見解	

 
先說明我國大多數的學理意見。多數意見討論結果加重犯的專論，大多引用

                                                 
5 徐育安，台灣本土法學雜誌，91 期，頁 162；王效文，月旦裁判時報，5 期，頁 108-109。  
6 具體批評及案例參見蔡蕙芳，台灣本土法學雜誌，61 期，頁 60-61；陳子平，月旦法學教室，

頁 32-33。主觀要件將於第三部分再進一步討論。 



德國學理，其中尤其借鏡德國近年以來已逐漸成為通說的客觀歸責理論，以客觀

歸責理解析衍的過失犯判斷架構處理結果加重犯7。 
結果加重犯本質上是「故意基本犯罪」加上「過失之加重結果實害」的結合

型罪名，加重結果自應源自基本犯罪而過失引發的後果，因此必須具體地判斷行

為人加重結果有無過失，依現有通說，過失要素同時包括(1)製造法益風險製造

與實現法益風險實現的客觀實現流程，以及(2)行為人對損害可能發生的主觀預

見可能性。加重結果的出現，當然也得符合這兩個過失犯的成立要件。 
    就過失客觀部分的製造風險與實現風險關係而言，原則上可以用我國實務上

一再強調的兩個概念，亦即相當因果關係及客觀預見可能性取代其判斷功能，例

如有見解認為客觀預見可能性其實已經包涵在相當因果關係的審查中，而足以替

代過失成立要件的客觀部分8；亦有見解指出，客觀預見可能性的要素其實是說

明過失的客觀行為不法，亦即違反注意義務或製造不容許的法益風險的過失犯客

觀要素9。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學說上亦有見解更精確地說明以上的關係，由於相當因

果關係無法完全掌握結果加重的歸責結構，故應參考德國學理上所謂的「特有危

險」（die spezifische Gefahr），基本犯罪必須內蘊實現加重結果的特有危險，以

傷害致死罪為例，「具備死亡相當性之傷害行為本身還必須已經附帶死亡危險。

具備如此性質的傷害行為才能適用傷害致死罪」，此一看法可供參照10。 
    即便實務見解可以合理說明過失的客觀層面，但過失還另外包括了主觀層面，

這一點就是加重結果的主觀預見可能性。多數學說見解均認為，主觀預見可能性

的判斷必要性，被實務見解有目的地予以忽略，這一點不僅違反罪責原則11，也

不符合結果加重犯作為一種故意／過失結合型犯罪的法理。 
    除了主觀上應考量行為人個人能否預見加重結果發生，我國另有見解指出，

結果加重犯刑度極高，如果只要求一般的過失標準（前述的主觀預見可能性），

仍無法回應罪刑不均衡的疑慮，因此應更嚴格要求其主觀要件，行為人必須對加

重結果具有輕率過失，輕率過失指的是「對於一定結果的發生，行為人有高度的

預見可能性，但是卻未預見」，僅當行為人出於輕率過失而引致加重結果，才能

構成結果加重犯的刑事責任12，不過學說上也有反對見解13。 
    綜上，大多數我國學理意見均認為，結果加重犯要考量基本犯罪行為與加重

結果間的客觀預見可能性與相當因果關係，更精確地說，加重結果的出現與實現

源自基本犯罪的行為，行為人實施基本犯罪行為時，該犯行另外內蘊了加重結果

的實現風險，從而在行為完成後，促令加重結果實現，其因果關聯性的判斷並無

                                                 
7 參考許玉秀，台灣本土法學，12 期，頁 103-113；王效文，月旦裁判時報，5 期，頁 108-109；

蔡蕙芳，台灣本土法學雜誌，61 期，頁 54-57。 
8 參考王效文，月旦裁判時報，5 期，頁 109。 
9 蔡蕙芳，台灣本土法學雜誌，61 期，頁 59-60。 
10 蔡蕙芳，台灣本土法學雜誌，61 期，頁 57 
11 徐育安，台灣本土法學雜誌，91 期，頁 163-164。 
12 黃榮堅，基礎刑法學，頁 402-405。 
13 許玉秀，客觀歸責概念的射程範圍，頁 111。 



異於故意殺人罪或過失致死罪，縱然有強調基本犯罪「行為」須達加重結果特有

危險的看法，但多數說法均強調行為與加重結果才是結果加重犯客觀要件的重心，

至於具體判斷標準，多數學說則主張應該回歸至一般客觀歸責理論的操作方式。

至於主觀要件部分，我國多數見解均認為，應該考量加重結果的主觀預見可能性，

也嚴辭批評實務反對考慮的見解，恐有違反罪責原則之虞，但也有學者強調主觀

要素必須提高到輕率過失，才能夠合理地證成結果加重犯高度提升的刑罰效果。 

 
(3)德國實務動向	

 
    接續說明德國結果加重犯學理的發展。德國刑法的結果加重犯規定於第 18
條，該條要求構成結果加重犯的行為人至少對加重結果有過失（Knüpft das 

Gesetz an eine besondere Folge der Tat eine schwerere Strafe, so trifft sie den 
Täter oder den Teilnehmer nur, wenn ihm hinsichtlich dieser Folge 
wenigstens Fahrlässigkeit zur Last fällt.），因而德國學理均認為結果加重犯是

一種故意／過失的結合型犯罪（Vorsatz-Fahrlässigkeits-Kombination），故意

基本犯罪與過失加重損害的被害人，原則上必須同一，才會成立結果加重犯14，

不過，由於德國刑法第 18 條只要求「至少對加重結果有過失」，因此德國刑法

上除了我國學理所主張的「故意基本犯罪+過失加重結果」型態外，還包括「故

意基本犯罪+故意加重結果」以及「過失基本犯罪+過失加重結果」等不同的結

構，不過學說上主要感興趣的問題，原則上仍然聚焦於第一類的結果加重犯。 
    與我國學理面臨的困擾相同，結果加重犯既然是一行為同時成立兩罪，理應

想像競合而從重處斷，但法條卻又明白揭示應加重刑責，一方面為了解決罪刑均

衡關係的質疑，另一方面為了與結果責任主義畫清界限，德國實務界很早就發展

出直接關係（unmittelbarer Zusammenhang）的說法，用以限縮本罪的成立範

圍。簡言之，加重結果必須直接源自基本犯罪，才能稱得上滿足直接關係的要求，

例如被害人因恐懼行為人續行侵害，而從陽台逃生，未料墜落一樓死亡，德國實

務見解即認為此時因被害人的行為介入，而不具備直接關係15），大致上說來，

如果基本犯罪與加重結果之間具備重要的介入原因（自然力、被害人、第三人），

即應考慮排除直接關係，不成立結果加重犯。 
    德國實務界提出直接關係的概念，用以限縮結果加重犯成立範圍，但仍受到

諸多概念不精確的批評，德國實務近期則更進一步提出「特有危險」標準，亦即，

基本犯罪本身必須蘊含特定的危險，該特有的危險進一步實現而引發起加重結果

16。 

 
(4)德國學理發展近況	

 
                                                 
14 Kühl, AT, § 17a Rn. 3. 
15 Roxin, AT/1, § 10 Rn. 111. 
16 Kühl, AT, § 7a Rn. 16-17. 



    縱然德國實務見解提出尚具說服力的標準，但應該如何操作，在許多複雜的

個案中仍然莫衷一是，這部分自然有待學理的補充。統整德國學者對於相關問題

的意見，原則上可以分為三個不同層次說明。 

 
(a)直接關係的連結源頭（Anknüpfungspunkt）	

 
    基本犯罪既然必須與加重結果之間有直接關係，那麼究竟是基本犯罪的行為

或結果「致生加重結果」，就有必要先行決定。針對這個問題，德國學說大致分

為兩種不同的意見。 
第一種較早出現，但近來已經逐漸失去其支配地位的看法稱為致命性理論

（Letalitätstheorie），該主張加重結果的發生，必須源自故意基本犯罪所引發

的結果，以傷害致死罪為例，死亡的加重結果應與行為人出於故意所實現的後果

之間，具有同一風險實現關係，一旦加重結果非源自故意傷害的同一風險，則不

成立傷害致死罪的結果加重犯17。 
    致命性理論可以導出若干推論：首先，結果加重犯的客觀要件就會迥異於一

般的過失犯成立要件，因為過失犯所造成的實害結果是源自過失行為，但結果加

重犯尚有一個必須先行連結的中間結果（基本犯罪結果），存在這個中間結果，

勢必使得加重結果必須是中間結果的後續發展，此一限制自然使得結果加重犯的

成立非常嚴格；其次，既然加重結果源自故意基本犯罪的結果，只要基本犯罪未

能達到既遂犯，原則上就無法成立認定有致命性的直接關係，只能回歸故意基本

犯罪與過失實害犯的想像競合。 
    不過，近期學理主流意見已經不再是致命性理論，毋寧認為只有行為才能引

發損害的因果歷程，因此加重結果應該源自基本犯罪的構成要件行為，而因此一

關係與主流通說的客觀歸責理論差異不大，都考量行為／結果的損害關聯性，因

此多數見解均從客觀歸責角度解析結果加重犯的直接關係。基此，所謂直接關係

指的是：行為人故意實施基本犯罪時，同時引起加重結果的不容許風險，而該不

容許風險嗣後實現，引致加重結果18。 
    採用新的見解觀察結果加重犯，基本犯罪的「結果」不再扮演關鍵性的把關

功能，加重結果與基本犯罪行為間的關係，只是一般因果關係與客觀歸責的問題

而已，既然加重結果源自基本犯罪的行為，縱或基本犯罪只達到未遂，只要該行

為與加重結果間符合一般結果歸責的各項要素，就可以成立結果加重犯。 
    針對上述兩說，近期德國學說幾乎一面倒地傾向從行為立論的後說，一方面

固然是理解上較為清楚，另一方面則可將直接性的要求與客觀歸責理論結合觀察，

尤其當主流學說都轉採客觀歸責的說明方式理解過失犯構成要件時，將「直接性

=過失犯客觀構成要件=客觀歸責」的連鎖思考方向，自然是一個近於合理想像

的學理方向。 
                                                 
17 Hirsch, FS-Oehler, 1985, S. 111 ff.; Geilen, FS-Welzel, 1974, S. 655 ff.; Puppe, NStZ 1983, S. 
22 ff.; Jakobs, AT, § 9 Rn. 35. 
18 Vgl. Kühl, AT, § 17a Rn. 23; Roxin, AT/1, § 10 Rn. 114. 



 
(b)被害人或第三人的事後介入	

 
    接續的第二個問題則是被害人或第三人事後介入的問題。我們可以注意到的

是，因為理論重心已經轉向客觀歸責，因此這個問題自然僅只關涉客觀歸責理論

各項下位排除事由，例如所謂的規範目的關係、被害人自我負責或第三人責任範

圍的問題而已。換言之，實質的操作方向即透過客觀歸責理論的風險實現或構成

要件效力範圍等概念，對個案法律效果予以實質認定。 
    相對而言，倘若要採用前文提到的致命性理論，則自然會面臨較高的論證難

度。因為被害人或第三人事後的介入不必然是事前無從預見，那麼該項介入事由

是否屬於基本犯罪結果的續行作用，就有許多不易處理的空間19。 

     
(c)主觀歸責的程度	

 
    依德國學說，前文提到的兩個問題意識，基本上都涉及客觀構成要件，至於

一個問題則是主觀歸責層次。簡言之，既然德國刑法要求必須對加重結果至少有

過失，而過失要素又包括了行為人對結果的主觀預見可能性，因此德國學說均肯

認必須審查加重結果的主觀預見可能性，唯一的疑問則是，應不應該將主觀歸責

的要求提升到重大或輕率過失的程度？ 
    多數見解認為，透過直接關係及一般的過失歸責，即足充分證成結果加重犯

的刑責，尚不必將主觀歸責提高至輕率過失（leichtfertig），不過仍有部分見解

認為，從罪責原則及平等原則的視角看來，結果加重犯必須同時從不法及罪責上

予以加重，才能合理說明其高度刑責的理由，故須提高加重結果部分的主觀歸責

程度，僅當有加重結果的輕率過失才能成立結果加重犯20。 

 
三、本文見解	

1、初步構想	

 
    首先說明結果加重犯的實質理由，多數學理的看法都同樣來自一個經驗想像，

此即基本犯罪有引致加重結果的高度傾向或強烈可能性，所以必須以較高的刑度

處罰結果加重犯。 
    初步看來，此一說法雖稱合理，當行為人故意輕微地傷害被害人（例：拍擊

手臂），此時幾乎不會引發起死亡後果，只需要用傷害罪處罰，但若行為人採用

較高程度的傷害手法（例：拳打頭部），該手法本來就有造成更嚴重後果的可能，

一旦實現後，刑法若不考量加重損害的潛在傾向與其實現關係，某程度上確實會

對被害人保護不足。進一步的問題只是，我們如何決定並確認這種高度風險的傾

                                                 
19 Kühl, AT, § 17a Rn. 24 ff. 
20 Rengier, Erfolgsqualifizierte Delikte und verwandte Erscheinungsformen, S. 118 ff. 



向？ 
德國學者 Jakobs 對上述問題提出了若干值得省思的答案。Jakobs 認為，結

果加重犯的歸責基礎在於基本犯罪本身有實現加重結果的高度風險21，這種風險

必須源自基本犯罪的構成要件內在關係，進而在可預期的情況實現22。Jakobs 進

一 步 指 出 ， 絕 大 多 數 的 結 果 加 重 犯 都 涉 及 「 同 一 風 險 的 程 度 錯 誤 」 23

（Quantitätsirrtum bei identischem Risiko），亦即，行為人故意創造低度損害

的風險，但事實上其行為卻內蘊著高度損害的實現可能性，而行為人採用的手段

上，又難以控制其作用程度與範圍，使得損害往往朝向高度類型發展而實現加重

結果。在這樣的理解下，不論低、高度損害，必須源自同一行為及同一進程的風

險關係，雖然行為人只想實現低風險的效果，但因手段上難以支配、控制其作用

程度，很容易就會實現高度風險。依 Jakobs 之見，結果加重犯的歸責基礎，正

是這種損害程度差異而風險源頭又同一，且由低度損害發展至高度損害的難以支

配（unbeherrschbar）特點。 
Jakobs 接 續 提 出 了 結 果 加 重 犯 的 成 罪 標 準 ， 此 即 風 險 的 同 一 性

（Risikoidentität），加重結果既然是基本犯罪實現過程中難以控制的程度加重，

那麼兩者必須源自相同、單一的損害歷程，更正確地說，客觀上存在同一風險的

串連實現關係，加重結果必須源自基本犯罪的同一風險；而主觀上，行為人必須

誤判了風險實現程度，只有出於這兩個理由可以合理說明多數的結果加重犯24。 
筆者認為，Jakobs 的說法點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此即損害流程與風

險的同一關係，行為人在這個同一關係中，難以有效控制其風險的實現程度，從

而引發加重結果，結果加重犯必須在主、客觀兩個層面符合這樣的要求才能成立，

此說遠較傳統見解提出了更有說服力的理由，筆者認為應屬可採。至於如何應用

其見解，茲分為客、主觀要件說明如下。 

 
2、同一風險實現關係（客觀要件）	

 
先從結果加重犯客觀要件的實質內容切入。大多數現有的有力見解，均從，

基本犯罪「行為」附帶存在加重結果的風險立論，亦即，基本犯罪的行為才能引

致加重結果。 
然而，此一見解不僅無法說法，為什麼傷害致死罪與「傷害罪+過失致死」

的想像競合犯在刑度設計上不同，甚至貿然切割傷害致死罪為兩個獨立流程。析

言之，第一重損害進程是基本犯罪的行為與結果，此時涉及故意的歸責關係，而

第二重的損害進程是基本犯罪行為獨立引發的加重結果。由於基本犯罪的結果與

加重結果不必然有關，兩者的損害實現進程上，只是出於同一行為的源頭，但不

具有相同的風險關聯性，故其損害進程互不隸屬，也相互獨立發展。以德國學說

                                                 
21 Jakobs, AT, § 9 Rn. 33.  
22 Jakobs, AT, § 9 Rn. 34.  
23 Jakobs, AT, § 9 Rn. 35 
24 Jakobs, AT, § 9 Rn. 35.  



上的槍枝上膛案為例，行為人持上膛槍枝握柄處故意敲擊被害人頭部，子彈卻在

意外擊發而致被害人死亡，被害人的頭部傷害與 終的死亡後果，均為相同的客

觀動作所引起（持槍敲擊），但其實完全是兩個獨立發展的損害作用效果（敲擊

後受傷／敲擊引發子彈擊發）。雖然兩個損害進程源自同一行為，但後續發展已

然相互獨立又互不隸屬，其實根本沒有任何實質理由，可以結合兩罪為一個加重

刑度甚高的罪名，相反地，合理刑責應該是承認這是兩個無關的因果進程而獨立

論罪，再依想像競合從重處斷。 
換言之，多數見解分解出兩種不同的損害進程，卻又找不到結合兩種不法損

害進程的合理依據。既然無法從行為與加重結果立論，唯一的角度就是強化基本

犯罪的結果與加重結果關係的致命性理論，該說因為強化基本犯罪結果的中介機

能，本說必然將結果加重犯解釋為單一的損害流程，亦即，行為人實現故意的基

本犯罪，該基本犯罪所實現的「不法結果」中，存有引起人身損害（死亡或重傷

害）的風險源，該風險源配合著既有的外在環境因素，進一步加鉅整體的損害後

果， 後實現加重結果。此一見解基本上可吻合前文提到的同一風險關係，也能

合理地證成結果加重犯的客觀條件，基此，筆者初步認為應該從致命性理論說明

結果加重犯的客觀要件。 

 
3、強化的主觀要件（輕率過失）	

 
接續來看主觀要件，如果結果加重犯是一種損害程度的誤判，這種誤判是否

只要有一般過失？筆者初步認為應考量兩個重點：第一，既然結果加重犯的歸責

重心是難以控制損害程度，行為人主觀想法必須能夠與難以控制的程度差距連結，

亦即，行為人必須了解到這種難以控制的關係，才能說明結果加重犯處罰理由。

當行為人理解到損害程度難以控制的關係，卻仍執意為之時，基本上已經達到對

加重結果有輕率過失的程度。第二，若從罪責原則與平等原則分析，結果加重犯

嚴重的刑罰，應該附加主觀歸責的強化要求，如果只是一般的過失，尚難合理說

明其處罰的正當性。 
    考量上述兩個方向，筆者初步認為結果加重犯主觀上必須對加重結果達到輕

率過失的程度。 

 
4、對客觀預見可能性的再思考	

 
A、客觀預見可能性同時具有行為不法（製造不容許風險範圍）及結果不法（風

險實現的可歸責範圍）雙重作用，後者即 高法院所稱的客觀相當因果關係。 
B、但實際上從「全部客觀事實」來決定行為不法及結果不法，其實有過度要求

行為人的疑慮，而且也會不當地造成主觀要件的負擔。比較合理的看法應該是回

歸至折衷說，以一般人可得認知及行為人特殊認知作為判定準據，事實上，這也

是 高法院分析案例時的作法，所謂「客觀一般情形」並非真正的客觀說，已然



轉成從一般人角度設想客觀情況的折衷說，不過，實務接受的折衷說，也不是真

正的折衷說（只從行為時決定考慮因素），毋寧是加入「行為後得預見要素」的

折衷說。 
C、換言之，決定傷害致死罪之結果加重犯時，必須從幾個論述步驟立論客觀因

果關聯性： 
(a)傷害行為是否在一般情況下，足以造成傷害後果？ 
(b)該傷害結果是否搭配著「行為時可得認知的其他因素」，而可能共同作用，造

成死亡結果的出現？ 

 

肆、反省本案判決	

 
1、罪責原則的解釋方向：結果加重犯不僅是限制結果責任主義，而是故意基本

犯罪與加重結果之過失犯的結合罪名，之所以結合後加重的理由，在於行為

人實現基本行為的同時，具有極其高度的可能性引起加重結果，這種極高度

的致生加重結果可能性，不僅僅是實務所說的「客觀預見可能性」或客觀相

當因果關係而已 
2、結果加重犯要能成罪，毋寧必須有幾個進一步的要求：(1)基本犯罪與加重結

果必須源自同一風險流程，此即基本犯罪的行為風險必須在基本犯罪的結果

中實現，接著再實現於加重結果，倘若加重結果不是源自於基本犯罪結果的

同一流程，兩者必須論以獨立評價兩罪的想像競合，不能論結果加重犯。在

這個意義下，德國學理上的致命性理論應屬可採。 
3、(2)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對於這種高度實現加重結果的可能性有認知可能性，主

觀歸責程度可以考慮提升至輕率過失。 
4、至於本案，本文則有不同見解：並非因單純有客觀預見可能性即可成罪，成

罪的實質理由毋寧在於基本犯罪已經實現，而該「傷害結果」伴隨著「可得

預期的老年被害人常見體質」，確實極可能造成心肌梗塞而死亡。不過，行為

人毆打被害人時，是否已經達到輕率過失程度，則似乎有進一步確認空間。 

  



不能安全駕駛罪與過失實害犯的罪責及競合難題 

—兼評 高法院 100 年度台非字第 373 號刑事判決 

 

許恒達* 

案例 

 

甲於 97 年 10 月 27 日上午 6 點，在楊梅家中喝酒後，明知已經無法安全駕

駛，仍駕駛重型機車前往中壢。7 點 25 分時行經楊梅鎮中興路交岔路口時，因

酒氣發作未注意紅燈燈號及現場警察指揮，闖越紅燈撞上穿越路口的行人乙，造

成乙膝蓋、前臂挫傷。經警察到場處理並實施酒測，發現甲當時呼氣酒精濃度為

每公升 0.37 毫克，但經過其他生理反應測試，甲均無法安全駕駛25。試問甲的刑

責如何？（乙已經提出告訴） 

 

要點 

 

1、如何認定不能安全駕駛罪及過失致傷罪的罪責要素？ 

2、不能安全駕駛罪與過失致傷罪的競合關係為何？ 

 

分析 

 

1、甲酒後駕車，可能構成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的不能安全駕駛罪： 

 

甲喝酒，之後再開車，符合本罪構成要件「服用酒類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關鍵性的問題是甲是否在開車時，達到「不能安全駕駛」的程度？依我國實務現

行見解，不能安全駕駛原則上從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時，該行為人呼氣酒精

濃度予以判定，原則上超過每公升 0.55 毫克，即可判定為不能安全駕駛，除非

個案行為人，在駕駛時的反應仍保持良好及正常狀態；至若呼氣酒精濃度介於

0.55 至 0.25 毫克時，則應依個案判定之26。 

甲呼氣酒精濃度為每公升 0.37 毫克，介於 0.25 至 0.55 毫克間，依上述見解

必須從實際狀況個案判斷，若依本案原審見解，被告呼氣酒精濃度雖然只有每公

                                                 
* 政治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 
25 本案例事實為 高法院 100 年台非字第 373 號判決，該判決為檢察總長針對一審就確定的桃

園地院 98 年壢交簡字第 572 號判決提起非常上訴， 高法院基本上贊同檢察總長見解，但因該

見解已經是 高法院固定之見，對於統一法令而言並無太大助益，同時，法律見解變更後也不

會有利於被告，因此 高法院仍駁回非常上訴。 
26 近期實務見解，參見 高法院 98 年度台非字第 15 號判決。 



升 0.37 毫克，但是依事實審的調查結果：「查被告為警查獲後，有如酒後生理平

衡協調檢測紀錄卡所記載之不能安全駕駛之情形，復有酒精測試單、觀察紀錄表、

酒後生理平衡協調檢測紀錄卡及桃園縣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

通知單[……]被告以此酒精濃度顯已嚴重影響其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之注意能力，

而有不能安全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之情，應堪認定」。 

    雖然原事實審見解已經詳盡說明被告酒精濃度，同時也澄清認定被告不能安

全駕駛的法律理由，但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認定被告「不能安全駕駛」時，

目前實務只要求觀察被告個人的血液、呼氣酒精濃度及生理反應，然而，如果本

罪保護的是交通參與者的安全，在此是否要進一步考量被害人與行為人所駕駛的

交通工具間的空間、地域及時間關係？質言之，如果酒醉且無法正常反應的行為

人，在一條根本沒有人跡的馬路上開車，該駕駛行為根本不會影響任何用路人，

也不會造成其他交通參與者的安全疑慮，此時能否基於上述空間、地域及時間關

係而排除刑責，學說上往往有不同意見27。不過，由於本案 終來說，已經撞上

了其他的交通參與者，不論支持或反對上述考量的見解， 終而言應會肯認行為

人已經影響其他交通參與者的安全了。基此，本罪客觀構成要件該當。 

    主觀上，行為人知道他於酒後狀況不佳情況下開車，滿足本罪的故意，無其

他阻卻違法，構成本罪不法。問題是甲此時已經無法安全駕駛，理論上可能會出

現刑法第 19 條欠缺或減輕責任能力的情事，不過，由於甲於事前（喝酒時）自

陷於該責任能力欠缺情狀，同時對於系爭事件的發生，也在事前有預見可能性，

符合刑法第 19 條第 3 項所規定的原因自由行為28，甲不能主張在開車時點欠缺

或減輕責任能力的法律效果29，故甲有完全責任能力。 

 

2、甲酒後駕車闖紅燈而撞上乙，可能構成刑法第 284 條第 1 項過失致輕傷罪： 

 

    過失致輕傷罪的構成要件，以行為人違反注意義務而肇致被害人輕傷害為必

要。甲喝酒後駕駛，因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反應而違規闖紅燈，違反交通法規的

注意義務，若無甲的違規行為，乙就不會受傷，兩者具備因果關係，甲闖紅燈的

舉措，對綠燈時通過路口的路人乙而言，是一個不受容許的風險行為，該風險也

實現，致令乙受傷，具有客觀可歸責性。沒有其他阻卻違法事由，甲該當本罪不

                                                 
27 參見謝煜偉，交通犯罪中的危險犯立法與其解釋策略，月旦法學雜誌，210 期，2012 年 11 月，

頁 126-127。 
28 依通說的見解，應採「構成要件模式」來解決原因自由行為的問題，此時必須將構成要件行

為從結果行為階段（開車時）前置到原因行為階段（喝酒時），就此可參見林山田，刑法通論（上），

2008 年 10 版，頁 389 以下；Roxin, AT/1, 4. Aufl., 2006, § 20 Rn. 59 ff. 不過自從我國新增訂第 19
條第 3 項後，筆者認為合理的解釋已經不再是構成要件模式，而是例外模式（構成要件行為保留

於結果 行為，但同一時點行為人不再能主張責任能力抗辯），亦即，原因自由行為僅是罪責層

次而不再是構成要件層次（前置犯罪行為）的問題。有關討論，參見許澤天，酒駕、肇事與棄逃

的刑法三部曲，月旦法學雜誌，193 期，2011 年 6 月，頁 28-29；許恒達，原因自由行為的刑事

責任，台大法學論叢，39 卷 2 期，2010 年 6 月，頁 366-390。 
29 此外，不能安全駕駛罪是親手犯，如果貿然前置犯罪行為至「喝酒時」，不免架空刑法發展

出親手犯的法理。參見許恒達，前揭註 4，頁 371-373。 



法。 

    至於本罪罪責，則必須再考量行為人有無以個人標準判斷的「主觀預見可能

性」，以及「遵守注意義務而迴避損害的個人能力」。以違反紅燈停等規定的當下

來看，甲已經喝醉，當下難以注意到燈號及警察指示，欠缺遵守紅燈停等注意義

務的能力，表面上似乎無法滿足過失罪責，不過學理上對於這種情況，均認為還

要考慮超越承擔過失（Übernahmefahrlässigkeit）的問題30，此即欠缺充分能力的

行為人仍膽敢實施高風險行為，而因無法控制風險致生損害。 

通說主張出現超越承擔過失的問題時，因為後階段的注意義務違反當下，行

為人無遵守注意義務的個人能力，欠缺過失罪責，但該欠缺導因行為人知悉或可

得知悉自己不具適足能力，而又從事危險行為，故應將犯罪行為前置到開始危險

行為時點（本案即甲酒醉狀況下，開車上路之時），就可以解決無過失罪責的問

題。有別於通說，本文主張超越承擔過失的處理重點，應該仿傚原因自由行為的

例外模式，主要問題仍是罪責要素的論證規則，亦即，當行為人於前階段「自行

招致」構成要件行為時點欠缺過失罪責，行為人不得享受該項法律豁免效果31，

依此見解，行為人自行招致後階段個人迴避損害能力的欠缺，行為人仍具有過失

罪責。 

    另一個發生於本罪罪責層次的問題是責任能力，考量甲於喝酒時本來就可得

知悉接下來可能在喪失控制能力情狀下危險駕駛，依第 19 條第 3 項，甲亦不能

享受該責任能力豁免利益，甲仍有責任能力32。 

    綜上，甲滿足本罪的構成要件、違法性及罪責三要素，成立本罪。 

   

3、競合 

 

    接下來討論競合問題。甲「開車」及「開車中未停等紅燈撞乙」，分別構成

不能安全駕駛罪及過失致傷害罪，這兩罪應該構成想像競合並從一重處斷，抑或

數罪併罰，更根本地看這個問題，其實主要是甲在酒後開車行進中又撞傷乙，到

底應該理解為一個整體行為或是二個獨立的犯罪行為？下文將詳細討論此一問

題。 

 

(1)實務向來見解 

                                                 
30 參考林山田，前揭註 4，頁 200-201；Jakobs, AT, 2. Aufl., 1993, § 9 Rn. 14.  
31 同樣地，通說立場其實也是前置犯行到「開始實施危險行為」時點，然而筆者認為，不應該

為了解決罪責要素欠缺而任意前置犯罪行為時點，就此參考許恒達，超越承擔過失的刑法歸責，

東吳法律學報，20 卷 2 期，2008 年 10 月，頁 128-134。 
32 另一個值得說明的問題是：如果依照通說見解，不論「超越承擔過失」或「原因自由行為」

都要前置犯罪行為，那麼前置後的行為時點仍須相同，否則無法完整成罪，但是，本罪在罪責

問題上，應該前置犯行到「開車上路而違反酒後不得開車的作為義務」時點，該時點行為人仍可

能有責任能力的缺陷問題，故依原因自由行為，還必須再前置到「知悉等一下要開車而開始喝酒」

的時點。在筆者看來，若仍堅持前置犯行來解決問題，不免混淆構成要件行為所具有的定性功

能，令裁判者無從清楚指明構成犯罪的確實時間。支持前置理論的討論方向，參考黃榮堅，前

揭註 8，頁 394-395。 



 

    我國實務長久以來均認為，酒後駕駛而構成不能安全駕駛罪時，該罪與駕車

過程中肇事而成立的過失實害刑責，屬於兩個獨立的犯罪行為，故應論以數罪併

罰，甚而，如果肇事者又另行逃逸，則後階段構成的刑法第 185 條之 4 肇事逃逸

罪又是第三個獨立罪名，此時應將二罪（或三罪）依數行為數罪的競合規則併罰。 

較近期見解可見於 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5557 號判決：「查刑法第一百

八十五條之三之不能安全駕駛動力交通工具罪，倘行為人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

酒類或其他相類物品，致不能安全駕駛之情形者，一有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之行為，

罪即成立；同法第二百七十六條第一項之過失致人於死罪，係針對行為人應注意、

能注意、而不注意之過失行為予以非難，係嗣後另有責任原因始成立；至同法第

一百八十五條之四之肇事致人死傷逃逸罪、則係在其過失行為發生之後，為規避

責任，另行起意之另一行為。故行為人服用酒類不能安全駕駛與其過失致人於死

犯行及肇事後逃逸之行為，犯意各別，行為互殊，自應分論併罰」，撇開非常明

確、屬於另行起意獨立罪名的第 185 條之 4，依最高法院此一判決的看法，第 185

條之 3 不能安全駕駛罪的成罪基礎在於「駕駛」本身，而且是「一有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之行為，罪即成立」，但嗣後若又肇事，這是出於過失且「另有責任原因」，

兩罪應獨立認定行為數，故屬數罪併罰關係33。 

 

(2)原審法院見解 

 

    相對於實務長年既定意見，本案原審法院則參考了學理對想像競合行為數、

法律效果的觀點，提出了極富啟發性的解釋取徑，原審法院基於以下數點理由，

認為不能安全駕駛及過失致傷兩罪應屬於一行為的想像競合關係： 

(1)甲在不能安全駕駛接續進行中又過失造成交通參與者受傷，整個因果流

程並未中斷進行，因此無從分割觀察行為數。 

(2)不能安全駕駛罪屬於犯行必須持續進展的繼續犯，認定行為數時，會因

為該繼續犯要件而成為「構成要件的行為單數」，該繼續犯持續中另犯過失罪名，

自應認定是原繼續犯行同一行為過程中的其他法益侵害作用，仍屬一行為而非數

行為。 

(3)想像競合的效果並非一罪，而是數罪都成立，而從一較重法定刑處斷，

即便不能安全駕駛罪及過失致傷害分別保護公共安全與個人身體等不同法益，但

                                                 
33 與本案近似的判決，另見 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字第 3776 號判決：「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

三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係以行為人有該項不能安

全駕駛之情形，而一有駕駛行為罪即成立；同法第二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之過失傷害罪，係

針對行為人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行為予以非難；而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之肇

事致人死傷逃逸罪之成立，祇以行為人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之事實為已

足，至行為人之肇事有否過失，則非所問，且駕駛人之肇事逃逸，係在其過失行為發生之後，

為規避責任，另行起意之另一行為。第一審判決就上訴人所犯肇事致人受傷逃逸罪、過失傷害

人罪、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而駕駛罪，認無想像競合犯或牽連犯關係，而予併合處罰，原

審予以維持，於法難認有違」。 



仍可透過想像競合的數罪法效充分評價兩部分不同利益的干擾效果34。 

 

(3) 高法院見解 

 

    雖然原審法院在判決中試圖挑戰既有的實務見解，但由於檢察官及被告均未

上訴，上級審無法在通常程序中表達意見就確定了。很特別的是，檢察總長居然

為了統一法律見解，而針對本案原審判決提出非常上訴，不過其理由只指出有違

高法院向來裁判意見35。然而，針對非常上訴， 高法院提出了饒富特色的贊

同意見，認為不能安全駕駛罪及過失致傷罪並非一行為及想像競合，而是數行為

且應併罰，以下就簡要整理 高法院提出的兩點關鍵理由。 

    第一，相同於原審法院， 高法院也肯認不能安全駕駛罪屬於繼續犯，不過，

若在繼續犯著手實行犯罪後至犯罪終了前，同一行為人又另犯他罪，該他罪與繼

續犯是否屬於一行為的關係， 高法院認為不可一概而論，此時「應就客觀之構

成要件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益、行為間之關連性等要

素，依社會觀念，視個案情節加以判斷」。 

至於應用此標準判斷個案時， 高法院發展出一個判斷繼續犯行為數的基本

方向：「如行為人著手於繼續犯行為之始，即同時實現他罪之構成要件時[……]

故意行為與過失行為之主觀意思與客觀行為之發生時點無法明顯區別，自應論以

一行為之想像競合犯。倘行為人於繼續行為著手後，不法侵害持續中，另因故意

或過失偶然犯他罪（即著手行為不同一），而有構成要件行為重合之情形者，因

繼續犯通常有時間之繼續或場所之移動（狀態犯無此現象），若該後續所發生之

其他犯罪行為（無論故意或過失），與實現或維持繼續犯行為目的無關，且彼此

間不具有必要之關連時，應認係行為人另一個前後不同之意思活動」，以本案事

實為例，「如不能安全駕駛動力交通工具而駕駛，於駕車途中，因疏於注意車前

狀況而肇事致人受普通傷害時，不能安全駕駛動力交通工具而駕駛行為與過失傷

害之行為，僅於撞人之時點與場所偶然相合致，且與繼續行為間不具必要之關連

性，從行為人主觀之意思及客觀發生之事實觀察，依社會通念，應認係二個意思

活動，成立二罪，分論併罰」36。簡單地說， 高法院認為：只要後階段行為與

繼續犯著手時點有時間、空間距離，兩罪構成要件之間又不具有必要關連性，即

應論為兩罪而併罰。 

    第二，非常上訴判決接著再從新增訂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2 項結果加重犯立

                                                 
34 類似見解另可參考許澤天，不能安全駕駛致死與原因自由行為，台灣法學雜誌，193 期，

2012 年 2 月，頁 138-140。 
35 此點參見 高法院 100 年度台非字第 373 號判決所摘錄的檢察總長非常上訴意見。 
36 高法院另引用一則早期判例（29 年上字第 1527 號判例），主張即使是繼續犯，也不必然與

重合犯罪具有一行為關係：「上訴人如因蓄意擄綁某乙勒贖，特向某丙借得槍彈備用，其持有槍

彈之行為，與擄人勒贖，自屬刑法第五十五條後段之牽連犯，假使借用時不過存備隨時犯罪之

用，則其意圖犯罪而持有軍用槍彈已獨立構成犯罪，嗣後復臨時起意執持該槍擄綁某乙勒贖，

即應以所犯持有軍用槍彈與擄人勒贖兩罪，依刑法第五十條併合處罰，不能因其利用所持有之

槍彈，即認為與擄綁行為，亦具有方法結果關係，適用刑法第五十五條論科。」 



論，即便新增結果加重犯的立法，但這不表示酒醉駕車致死必然是一行為，毋寧

「仍應認係二行為，予以併合處罰，不因上開法律之增訂而改變[……]苟僅認係

一行為之想像競合犯而論以一罪，顯然評價不足而有違罪刑衡平原則。」 

    綜合上述， 高法院認定酒駕與過失肇事在時間、空間上過度間隔，同時其

犯意各別，屬於兩行為，數罪併罰。 

 

(4)本文見解 

(a)繼續犯與行為單數 

 

    正如原審判決及 高法院的看法，本案涉及繼續犯嗣後另犯他罪的行為數問

題。行為人先於不能安全駕駛情狀下，「繼續地」開車一段時間後，再於一個特

定時點，在酒氣影響下闖越紅燈，進而造成他人受傷，構成過失致傷罪。上述案

例依我國學理上的有力見解來看，因為繼續犯的整個過程被法定構成要件結合、

理解為一行為，若在繼續犯行不中斷原主觀犯意而另犯他罪，基於犯罪時間與繼

續犯行重疊，同時又非出於另行起意的他犯意，就可以論為繼續犯行的一部分而

構成想像競合37。 

本案的原審法院見解，基本上忠實地呈現了我國學理有力說主張的構成要件

行為單數，上述見解的特點在於，透過單一犯意的標準，與繼續犯出於同一犯意

的構成要件，即屬一行為違反，而嗣後另行起意的故意犯罪，自然應排除於一行

為之外。原審法院也同時強調，只要先開展的繼續犯行為未因故中斷，仍然是同

一犯罪意思的延續，那麼後階段的過失實害，當然屬於既有繼續犯犯罪流程的一

部分。問題是：過失犯罪出於疏忽，不同於故意犯罪，行為人通常無法事先知悉

什麼時候會違犯，因此採用原審判決的標準，幾乎一定會納入繼續犯行的一部分。

然而，當行為人從高雄開始即酒後駕車，而且一邊開車一邊喝酒（維持不能安全

駕駛情狀），卻因技術甚好，遲至台北才另因閃避不及撞傷路人，在這個案例中，

不能安全駕駛與過失致傷兩罪之間，違犯時點有至少四、五小時的間隔，違犯空

間甚至拉遠到 300 公里以上，行為人一開始也沒想到他會撞傷遠在台北的路人，

考量單一犯意越往後延伸，越容易被稀釋其連結兩罪名的效能，如果認為時、空

間隔如此遙遠的故意、過失兩罪，還可透過繼續行為串連，無異於只要繼續開著

車，任何嗣後偶發的過失行為都可以納入行為單數的範圍。 

    正因這個顧慮， 高法院雖然認同在不能安全駕駛罪的繼續犯結構下，具有

整合為行為單數的效能，但不是只要犯罪時間重疊或出於單一犯意，就可以納入

一行為的範圍， 高法院在其立論的第一個理由中，清楚地發展出若干限定一行

為的指標，這些限定指標包括客觀構成要件的重合關係、行為人主觀犯意內容、

                                                 
37 此種從單一主觀犯意決定行為單數的見解，堪稱我國學理上極獲認同的意見，參見黃榮堅，

基礎刑法學（下），2012 年 4 版，頁 940-943；柯耀程，刑法競合論，2000 年，頁 221-225、

254-255；許玉秀，一罪與數罪的理論與實務(2)，台灣本土法學雜誌，79 期，2006 年 2 月，頁

194-196；許玉秀，一罪與數罪的理論與實務(3)，台灣本土法學雜誌，80 期，2006 年 3 月，頁

127。 



法益內容及行為關聯性，而這些指標中尤其以行為人犯罪的主觀意思 為重要，

行為人究竟出於一個或數個犯罪決意，往往可以左右 終的行為數認定結果，只

不過判斷時，通常必須借重其他客觀事實共同決定。 

本於上述看法， 高法院在本案中否定行為單數，其理由是從輔助事實「著

手行為是否同一」來決定犯意數目，只要另犯他罪與繼續犯出於相同著手行為，

就可推論兩罪出自同一犯罪決意，但如果著手行為不同一，後行為必須另有新的

著手行為，故兩罪即非同一犯意，而是兩行為。在 高法院的理論脈絡下，即便

主觀犯意內容才是判斷行為數關鍵所在，但判決中仍轉向一個特別標準，從「著

手行為」的同一性連結到主觀犯意數目， 後也因不能安全駕駛罪及過失致傷罪

非源自同一著手行為，而認定屬於二個獨立行為。 

高法院的看法解決了一些問題，但若以「著手行為是否同一」來區辨行為

單數及行為複數，勢必其實非常大幅度地限制行為單數及想像競合的成立空間。

舉例來說，行為人若自始出於傷害被害人的犯意而侵入其家中後，再予以傷害38，

因為侵入住居的著手行為發生在前，侵入之後再實現傷害行為，後階段的傷害行

為著手時點已經不同於侵入行為的著手時點，即便行為人自始就有傷害及侵入住

居的雙重犯意，但仍然屬數行為而不是一行為，故兩罪應予併罰39。 

    正如前文所述，本案 值得重視之處，正是 高法院放棄犯行時間有重疊關

係就認定為一行為的形式操作，改為重視兩罪著手行為是否同一的實質標準，而

後者其實是一種引入構成要件實行行為內容，並以之作為行為單數判定基準的思

考方向，這種想法其實與德國學說有非常接近之處。 

析言之，德國學理雖然同樣認為繼續犯屬於構成要件的行為單數，整體論以

一行為40，但若繼續行為中又另犯他罪時，早期的德國實務見解曾經認為，只要

兩個構成要件實現的時間具有重疊關係（亦即：部分同一，而同一部分是同時實

現），就可以計入行為單數而論以想像競合41。不過學理上反對此一看法，因為

即使構成要件實現時間重疊，仍然不能認為直接認定均屬一行為，多數的德國學

說反而認為，此時應觀察繼續犯行與他罪之間，是否具有實行行為的同一性

（Identität der Ausführungshandlungen），亦即兩罪必須源自同一個構成要件的實

行行為，否則即便其犯罪時間重疊，仍然不是行為單數42。 

實 行 行 為 同 一 性 又 可 分 為 全 部 同 一 （ völlige Identität ） 及 部 分 同 一

（Teilidentität），前者例如行為人略誘某孩童，侵害其法定代理人的監督權（略

誘罪），同時限制該孩童人身自由（妨害行動自由罪），該兩部分繼續犯的犯行全

                                                 
38 相對於此類案例，若行為人一開始只想侵入住居，侵入後再另行起意犯傷害罪，則兩罪明顯

出於不同犯意，屬兩行為，併罰之。 
39 近期亦有判決表現出此一看法，參見台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上易字第 850 號判決。 
40 Stree/Sternberg-Lieben, in: Schönke/Schröder, 28. Aufl, 2010, Vor. § 52 Rn. 81.  
41 NK-Puppe-StGB, 3. Aufl., 2010, § 52 Rn. 35.  
42 Rengier, AT, 3. Aufl., 2011, § 56 Rn. 57 ff.; Wessels/Beulke, AT, 37. Aufl., 2007, § 17 Rn. 779. 德國

學說的介紹，參考 Ingeborg Puppe 著，陳志輝譯，基於構成要件結果同一性所形成不同構成要

件實現之想像競合，東吳法律學報，17 卷 3 期，2006 年 4 月，頁 319-321；陳志輝，牽連犯與

連續犯廢除後之犯罪競合問題，月旦法學雜誌，122 期，2005 年 7 月，頁 22-24。 



部同一43，相反於此，例如行為人持有槍械，同時又不能安全駕駛，這兩個行為

縱然發生於完全重疊的時間，但因為犯行品質與內涵不同，實行行為完全不同一，

因此只能構成數罪併罰44。 

不容易處理的其實是部分實行行為同一（Teilidentität）的後者情況，例如前

文提過侵入住居傷害的案例，侵入住居罪是繼續犯，其犯行持續中，行為人又另

外傷害罪，依德國多數說見解，此時要構成行為單數，還必須實行行為有同一關

係，此時必須觀察先後犯兩罪的構成要件行為，是否源自行為人同一身體活動45，

侵入住居的實行行為是一開始的侵入，傷害的實行行為則是侵入「後」，見到被

害人才接續啟動的身體攻擊，即便行為人自始有結合兩罪犯行的意思，但結論上

仍應論以數行為的併罰46。 

不過，引入競合各罪構成要件行為的實質內容，從而限制行為單數及想像競

合的成立範圍，勢必增加數罪併罰的事例，德國學說當然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

因此進一步發展出各種解釋規則來和緩上述見解的限制效果，這些和緩的解釋手

段包括： (1) 放寬實行行為的理解，只要截至犯罪的實質終了（ materielle 

Beendigung）過程中，與他罪有部分實行行為同一關係，都可以計入行為單數之

列47，不過，是否未遂階段的實行行為同一，能否認定為行為單數，學說上則有

不同見解，實務見解採反對說，但部分見解則採肯定說48；(2)為了確保繼續犯犯

罪成果，從而實施的後行為，也可以納入一行為的範圍49。 

    以上簡要地整理了德國學說看法，德國學說始終強調：不因構成要件實現時

間的重疊關係或出於同一決意，就直接推論為行為單數而構成想像競合，毋寧必

須實質地引入構成要件的解釋機能，觀察實行行為內容，除非兩罪的實行行為同

一或至少部分同一，否則仍屬數罪併罰範圍。 

                                                 
43 Vgl. Roxin, AT/2, 2003, § Rn. 99. 至於非繼續犯罪名的常見適例，如行為人打被害人臉部一拳，

同時造成身體傷害及眼鏡毀損，vgl. Stree/Sternberg-Lieben, in: Schöke/Schröder, § 52 Rn. 8.  
44 Roxin, AT/2, § 33 Rn. 99. 
45 SK-Samson/Günther, § 52 Rn. 13; Kühl, AT, 6. Aufl., § 21 Rn. 39. 
46 Roxin, AT/2, § 33 Rn. 95; Wessels/Beulke, AT, § 17 Rn. 779; Rengier, AT, § 56 Rn. 55-56. 又例如

侵入住居後實施強制性交，依德國通說因為兩罪的構成要件實行行為只有同時（重疊發生）、卻

不具有同一關係（侵入／強制手段使被害人不能抗拒而性交），故亦屬併罰的數行為。Vgl. 
SK-Samson/Günther, § 52 Rn. 13. 不過，德國學說對於這種情況亦有反對見解，認為如果是為了

後行為的損害目的而實施前行為時，這時可以基於兩罪相互輔益的實現目的串連（出於後罪目的

而犯前罪），從而認定兩罪屬於行為單數，構成想像競合。Vgl. Stree/Sternberg-Lieben, in: 
Schönke/Schröder, § 52 Rn. 11-13. 
47 例如行為人竊盜既遂後，要搬運其贓物，而強制偶經的駕駛離開其車子，以讓行為人使用車

子載走贓物。此事例中，行為人前階段的竊盜罪雖已既遂，但尚未終了，故與後階段的強制行

為仍可構成想像競合。Vgl. Roxin, AT/2, § 33 Rn. 89; Rengier, AT, § 56 Rn. 58. 
48 適例即行為人持槍瞄準三位被害人頭部（同一的未遂行為），然後接連開槍射殺頭部（接續

實施三次殺人行為，該既遂實行行為則未有同一關係）。我國傳統看法傾向認定成立一行為的想

像競合，德國實務則認為不能因未遂階段同一實行行為，就認為屬於一行為，故改數罪併罰說。

Dazu vgl. Roxin, AT/2, § 33 Rn. 92; Rengier, AT, § 56 Rn. 59-60.  
49 具體事例如行為人侵入他人住居後，被害人強迫行為人離開，行為人因而採取傷害方法攻擊

被害人。後階段的傷害罪，其實是為了維持繼續犯前罪的攻擊效果，仍得計入行為單數。Vgl. 
Roxin, AT/2, § 33 Rn. 96; Stree/Sternberg-Lieben, in: Schönke/Schröder, Vor. 52 Rn. 91; Rengier, AT, § 
56 Rn. 58. 



    依筆者之見，整套德國學說其實建立在一個基礎思維：透過構成要件評價效

力而推導出來的行為單數，若要與他罪具有想像競合的科刑從重效果，必須兩罪

的行為源自同樣的評價標準，否則仍然不能被認為是行為單數。繼續犯構成要件

並非由單一行動就可以成立，行為人還必須繼續維持一定的違法情狀，之所以會

論一行為並構成一罪，無非是立法者創設法條所致，既然其行為單數的特性來自

立法者的擬制，原罪名實現同時又成立他罪時，兩罪當然必須要能同時符合立法

者擬制前罪「數動作」為「一行為」的評價依據，否則只能回歸數罪併罰50。縱

然學說也承認，實際判斷個案時，仍然有相當程度的模糊空間51，但瑕不掩瑜，

這一點不妨害其理論出發點的合理性。本於上述理由，筆者贊同德國學說解決問

題的思索方法52。 

若從德國學說視角反省我國實務見解：原審見解只注意到繼續犯本身犯意的

連續作用，從而將後階段發生的過失行為一併納入行為單數，卻未思考過失實害

行為是否與不能安全駕駛的犯行具有等值、同一的法律評價，不免有失完備；

高法院在非常上訴判決中的見解，雖然已經注意到構成要件之實行行為與行為數

的關係，但只片面從著手時點來立論，未詳盡地檢證實行行為的作用，則是比較

可惜之處。 

    採用上述實行行為（全部或部分）同一性的觀點思考本案，不能安全駕駛罪

的實行行為是欠缺安全駕駛能力的開車舉措，而過失致傷罪則源自後階段不慎的

闖越紅燈行為，雖然兩者都是開車中，但顯然法規關切重心不同，前者關切行為

人在於不能安全駕駛狀態下，於公共交通道路上開車，但不在乎有沒有違反具體、

個別的交通規則53，但後者則聚焦於個別道路地點的具體違規事由（本案即為闖

紅燈），即便行為人之所以闖紅燈與之前的喝酒有關，但不因此而改變應優先從

關鍵違誤時點的注意義務內容，以決定過失犯行為不法的認定方向。基此，前者

實行行為是一般道路上使車輛前進的駕車舉措，後者則是違反紅燈停等規定的闖

越及撞擊，應認為不屬於同一實行行為，而為獨立數行為，理應併罰。非常上訴

判決的結論，從競合法理看來應可贊同，不過理由部分還有若干補充空間。 

    從競合學理觀察本案，應該導出數行為併罰的結論，不過筆者認為還必須進

一步檢視非常上訴判決中的第二個理由，此即新增訂結果加重犯之後的行為數問

題。 

 

(b)第 185 條之 3 增訂第 2 項後的行為數認定基準 

 

    高法院在其立論的第二點，轉從修法後解釋角度說明不能安全駕駛罪與

「過失致普通傷害」的競合關係。之所以在修法後有其問題的特殊性，實導因於

                                                 
50 基礎觀點上相近看法，參考 Puppe 著，陳志輝譯，前揭註 18，頁 320-321。 
51 Roxin, AT/2, § 33 Rn. 99.  
52 相近見解，陳志輝，前揭註 18，頁 23；林鈺雄，新刑法總則，2011 年 3 版，頁 616-617。 
53 行為人在此違反酒後不得開車上路的交通規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但除此之

外，並未違反其他規則。 



第 185 條之 3 的第 2 項僅規定「因而致人於死」及「因而致重傷」等兩種結果加

重犯，只要不能安全駕駛的同一流程中，造成其他交通參與者死亡或重傷，原則

上不必再考慮競合關係而可直接適用結果加重犯。問題在於：由於我國結果加重

犯並無「因而致人於輕傷」的形態，當行為人實施基本犯罪，又另外過失致生輕

傷結果時，必須回歸到一般的想像競合原則54。 

    然而所謂結果加重犯，必須符合特定的實現損害流程：行為人實施故意基本

犯罪構成要件，同時過失地致生加重結果55，說得更精確一點，結果加重犯必然

是行為人以故意行為介入損害，而該故意行為除構成基本犯罪外，又在一般人及

行為人本身可得預期的前提下，進一步釀致死亡或重傷實害56。例如行為人先故

意傷害被害人，但卻進一步造成被害人死亡或重傷，或是行為人故意損壞或壅塞

道路且致生公共危險，卻又造成用路人的死亡或重傷。 

換言之，結果加重犯的存在以下列兩個條件為前提：(1)行為人只有一個介

入行為，該介入行為構成故意基本犯罪；(2)加重實害結果的實現過程中，其損

害風險主要來自「原故意行為」，亦即，故意行為在客觀的風險評價角度上，除

了具有基本犯罪的實現風險效能之外（例如傷害或交通安全的風險），又內蘊致

死或致重傷的實現危險性，而該加重結果的危險效能不幸實現57，行為人對於實

現加重結果的風險，欠缺明確認知或有令其不發生的反對動機。無論如何，行為

人絕對不會透過故意行為以外的第二個介入行動，促成死亡或重傷結果，否則勢

必違反結果加重犯的基本法理58。 

    截至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新增訂前，結果加重犯幾乎完全遵守上述法理。

然而在第 2 項增訂以後，我們可以發現，「一行為」及「行為人無事後介入行為」

等兩個法理，其實已經因新修法所破壞59。這是因為不能安全的駕駛行為，只要

求行為人欠缺安全駕駛狀態而駕駛，不要求不能安全駕駛已經影響到特定之人，

不能安全駕駛行為僅達到定型的行為抽象危險60，而行為抽象危險與加重實害結

果間，還有一個極大的落差，這一段落差無從透過不能安全駕駛行為的抽象危險

補足，還必須要有行為人第二次的過失介入行為，才有辦法致生實害。說得更簡

單一點，縱然喝醉酒的行為人駕車，只要沒有接續的「違規撞擊」，根本不可能

                                                 
54 林山田，前揭註 4，頁 205； 
55 Kühl, AT, § 17a Rn. 3; Rengier, AT, § 55 Rn. 1 ff.; Wessels/Beulke, AT, § 15 Rn. 693.  
56 對於結果加重犯的學理批評，參考黃榮堅，前揭註 8，頁 399-405。礙於篇幅，本文只針對結

果加重犯的解釋。 
57 該致死可能性的實現過程，也可以本於基本犯罪而引發被害人（特別是採取危險的避難方式，

所謂的自我損害的驚恐行為 selbstschädigendes Panikverhalten）或第三人的介入後，隨而發生加

重結果，dazu vgl. Kühl, AT, § 17a Rn. 24 ff.  
58 針對基本犯罪之後又出現的嗣後行為，能否納入結果加重犯的討論，德國學說見解亦採否定

說，因為若有後階段的（故意或過失）介入行為，加重結果可以直接歸責給嗣後的介入行為，這

時當然不再有成立結果加重犯的機會。就此另可參考 Rudolf Rengier, Erfolgsqualifizierte Delikte 
und verwandte Erscheinungsformen, 1986, S. 178 ff.  
59 有關新法第 2 項的適用，參考許澤天，前揭註 10，頁 138-139；謝煜偉，前揭註 3，頁

127-130。 
60 參考張麗卿，酗酒駕車在交通往來中的抽象危險，月旦法學雜誌，54 期，1999 年 10 月，頁

173-180。 



致生實害，若要發生交通通路上的「違規撞擊」，行為人還必須再違反一個新的

注意義務（例如未遵守前車間距而撞上前車），該注意義務已經鎖定了可能發生

實害的攻擊客體及攻擊範圍，某程度上可說是一種連動至具體客體，同時產生具

體危險的注意義務，違反後階段注意義務行為的具體危險效果，才能夠補足抽象

危險與實害間的風險落差，也才累積到足以致死亡或重傷害的攻擊能量。 

若能接受前述看法，我們再回頭看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該項規定顯然未包

括後階段的具體注意義務違反行為，兩者間無法因第 1 項的構成要件而統合為一

行為，不過，第 2 項卻又直接規範「因而致死」，這種跳脫中間「具體危險的注

意義務違反行為」，直接連結「抽象危險行為」與「實害結果」的立法，揭露了

一個新的刑法法理：縱然是複數介入行為，也可以成立結果加重犯，此一法理轉

換，不免嚴重地影響結果加重犯原有理論61。 

    論者或許會提出質疑：依上述解釋，在公共危險的罪章中，結果加重犯的成

立，似乎必然干擾個別對象的具體危險犯規定為前提，縱觀我國刑法公共危險罪

章結果加重犯的規定，大多條文確實如此（例如第 185 條第 2 項、第 186 條之 1

第 2 項、第 187 條之 2 第 2 項、第 189 條第 2 項、第 189 條之 2 第 2 項、第 190

條之 1 第 2 項），然而，刑法並非只有具體危險犯才會附帶結果加重犯，刑法第

185 條之 1、之 2 及第 190 條的基本構成要件中，都沒有「致生危險」的規定，

卻同樣於後段附帶規定結果加重犯，因此，縱然是抽象危險也可以直接連結到實

害型的加重結果。 

對於上述可能提出的批評，筆者的回應是：上述無具體危險的條文中（刑法

第 185 條之 1、之 2 及第 190 條），雖然沒有作為中間轉換項目的具體危險規定，

但其原來基本犯罪的故意犯行，已經具備充分的風險能量，可以透過後續流程發

展，進一步發展為具體危險及實害，例如劫持航空機、危害飛航設備，這些行為

的致死效果本來就相當之高，甚或在飲水中投放毒物，隨著水流散布，可能侵害

到許多用水人家，簡單地說，這些行為本身或行為接續的因果流程，都已經具備

引發實害的風險作用效果，根本不需要行為人再實施第二個介入行為。 

然而酒醉駕車致人於死則非如此，行為人再怎麼酒醉駕車，只要沒撞上人，

就不會出現實害。但後階段的撞人行為，在交通法上必須該當另一個違反注意義

務的行為，實害結果才能歸責與行為人，相反而論，如果後階段撞人事件的出現，

全然肇因被害人突然違規跑出來，應百分之百由被害人負責，原酒醉行為人未及

                                                 
61 值得特別說明的是德國針對酒駕肇事的立法，其規定可分為三個規範層次：第 316 條的不能

安全駕駛抽象危險犯（繼續犯）、第 315c 條的不能安全駕駛具體危險犯（非繼續犯），以及第

222、229 條的過失實害犯。當行為人酒駕又構成過失實害時，行為人必然同時成立第 316 條及

第 315 條 c，因德國法文規定第 316 條於構成第 315c 條時不再適用，基於法定補充關係（法條

競合）只會成立第 315c 條的具體危險犯，由於具體危險犯的第 315c 條已經涵括了涉及後階段的

具體攻擊客體，同時又連結了不能安全駕駛，因此德國學說及實務均認為第 315c 條與過失實害

犯應論以想像競合（Sternberg-Lieben/Hecker, in: Schönke/Schröder, § 315c Rn. 52）。德國立法結

構與我國不同，但透過中間的具體危險犯規定（第 315c 條），某程度上比較成功地把不能安全

駕駛的抽象危險連結到過失實害。有關德國條文的討論，參見許恒達，從德日台三方觀點論不

能安全駕駛罪之本質—從德國法之角度，台灣法學雜誌，210 期，2012 年 10 月，頁 116-121。 



也無從閃躲，此時加重結果無法歸責給酒醉行為人，喝酒開車的行為人自仍不為

加重結果負責。換言之，後階段撞人有無違反注意義務而構成過失，實際上是加

重結果能否歸責行為人的近因及歸責重點，前階段的酒醉只是使得損害流程可能

實現的遠因而已。 

    事實上， 高法院的第二點理由，完全體現了筆者上述分析， 高法院明確

地指出，當不能安全駕駛行為人肇事，又致人受輕傷時，駕車與肇事是不同的兩

個行為，依同樣法理，不能安全駕駛致人死亡或重傷，當然也應該是兩行為。

高法院的精要分析固然值得贊同，然而，第 185 條之 3 第 2 項本質為兩行為的結

論，顯然違反結果加重犯發展迄今的釋義學立場。 

    對於上述疑點，可能有兩種作法修補崩壞的新修法體系：第一是創造兩行為

的結果加重犯62，第二則是透過解釋擴張本罪的構成要件行為承載容量，重新解

釋本罪為一行為。依筆者之見，第一種方法面臨非常龐大的體系重整需求，甚而

還必須解釋，兩行為的結果加重犯與形式結合犯（故意+故意）有什麼差異，對

本罪的解釋負擔太大，比較合適的解套方案或許是第二種作法，亦即：立法者新

增結果加重犯的第 2 項規定，從而揭明整體損害流程屬於構成要件行為單數，未

來只要涉及服用酒類或麻醉藥物的行為人，「故意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嗣後「過

失肇事」，該過失肇事縱然在競合理論的原始視角下，應屬於嗣後的第二個獨立

行為，但仍可因新增立法的規制立場，擴大本罪行為單數的涵括範圍，整體損害

流程必須視為一行為的前、後階段，屬為單一的法定構成要件行為。 

基此，如果行為人先酒駕，而在酒精效果持續作用下，進一步引發後階段的

過失行為63，該過失行為又造成死亡或重傷害的加重結果，上述整體流程應論為

行為單數，獨立構成第 2 項的結果加重犯一罪。 

相反地，若行為人的後階段過失只引發普通傷害，因無結果加重犯適用，同

時成立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及第 284 條，此時應如何競合，端視行為數的認定。

筆者認為：因第 185 條之 3 第 2 項的新增，立法者已經宣示，其犯行範圍可以擴

張到「酒後故意駕駛車輛，又因酒精失控，另行違反注意義務而過失肇事」等一

體的損害流程，這個原則不僅應適用至肇事結果為死亡或重傷害的第 2 項事例，

也應該能適用到輕傷的肇事後果。只要能確認後階段肇事導因自酒後控制力減低，

則第 284 條及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兩個構成要件間，即為犯罪時間重疊，而且過

失肇事之實行行為部分同一，兩者可論以行為單數而想像競合。 

 

結論 

                                                 
62 許玉秀教授曾提出一個極近似的看法，用以處理過失前行為與故意的事後不作為，雖然行為

人事後的不作為並非新風險，但與過失前行為相對，應可認屬於事後的另一犯罪，從而構成「近

似」兩行為的結果加重犯，參見許玉秀，前行為保證人類型的生權？與結果加重犯的比較，收錄

於氏著，主觀與客觀之間，1997 年，頁 419-429。 
63 解釋上，後階段的過失行為還必須與前揭段故意駕車的風險有關，亦即行為人會出現過失，

實因酒後欠缺正常操控車輛能力所致；如果無法確認兩者的關連性，仍必須認為是獨立兩行為

而併罰。 



 

    甲先後犯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不能安全駕駛罪及第 284 條第 1 項過失致輕傷

罪，犯後罪名時的違反注意義務行為，乃導因於「不勝酒力，未注意其號誌為紅

燈，更未注意交通警察現場之指揮，而冒然闖越紅燈致撞擊正行經行人穿越道之

被害人」，故意不能安全駕駛實為過失闖紅燈的原因，在 100 年 11 月 30 日第 185

條之 3 第 2 項生效以前，兩罪分屬獨立行為，應併罰之；但於該日後，因立法者

透過第 2 項的增訂，宣示整體流程（不能安全駕駛及嗣後具體、特定的肇事行為）

均為該罪的實行行為，故兩罪應認為行為單數，依刑法第 55 條想像競合從一重

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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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以量化表達之
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

筆者已經對結果加重犯之結果歸責與主觀要件有若干定見，將於撰寫中之期刊
發表具體之研究成果。



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
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
字敘述填列。）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100字為限）
目前正在撰寫兩篇論文，包括傷害致死罪之專論（預計投稿台大法學論叢
），以及其他結果加重犯之專論（預計投稿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本議題具有極高之實務意義，本研究完成之結果，對於未來結果加重犯相關解
釋具有重大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