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 

超越承擔的過失 

 

 

根據實務案例的犯罪事實，超越承擔過失的作為犯，可以分成以下幾種類

型：行為人沒有控制風險的能力，行為人沒有確認風險因子存在的能力，行為人

沒有監督風險因子出現的能力。超越承擔過失的不作為犯，可以分成以下幾種類

型：行為人沒有防止風險的能力，行為人沒有認識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行為人

沒有確認外界風險因子種類的能力，行為人沒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以下

依序介紹之。 

 

 

第一節    行為人沒有控制風險的能力 

 

控制風險的能力，一如認識風險因子的能力，也是由主觀要素和客觀要素所

組成。控制風險能力的成立，除了行為人主觀上，必須具有控制風險所須的知識、

經驗、技術以外，還必須行為風險在客觀上，是可以被控制住的。在風險和所有

行為人之間，控制能力的型態分布，可以分成以下三種情形：任何行為人都沒有

控制風險的能力，特定行為人有控制風險的能力，一般行為人有控制風險的能

力。以下將依序介紹，這三種控制能力的型態，以及各種能力型態和超越承擔過

失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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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任何行為人都沒有控制風險的能力 

 

（一）任何行為人都沒有控制風險能力的義務內容 

 

在風險和所有行為人之間，第一種控制能力的型態分布是：無論是何種行為

人，都無法將風險控制住，都不會具有控制風險的能力，都不會具有控制風險所

須的知識、經驗、技術。也就是說，風險無法被任何人控制住，風險對任何人來

說，都沒有被控制可能性。 

 

這種控險能力型態的起因是：一些行為所帶來的風險，依其性質，沒有人可

以控制得住，沒有人會具有控制風險所須的知識、經驗、技術。 

 

在這種情況下，對所有的行為人來說，行為人所負擔的義務都是：認識行為

風險，並認識到自己沒有控險能力，而決定放棄行為。除非行為人對於風險根本

沒有認識能力，此時上述義務會宣告解除。 

 

這種義務內容的實務案例，作者在之前已經介紹過：將狂牛症牛肉開放進口

所帶來的風險，在食品中加入有害物質所帶來的風險，將車況不良的車子開車上

路所帶來的風險，將老舊的單殼油輪開船出海所帶來的風險，對身體狀況異常的

病患加以治療所帶來的風險（見本文第八章第一節第一款）。上述所列舉的事例，

都具有如下的特性：任何行為人在主觀上都不會具有控險行為所須的知識、經

驗、技術，都不會具有相應的控險能力，因為控制該種行為風險所須的知識、經

驗、技術，超出了目前人類能力的範圍，非目前人類能力所及。以狂牛症為例，

也許有一天，人類可以發明一種真正安全無虞的屠宰方法，使牛隻在屠宰過程

中，牛肉部位不會受到帶有狂牛症病原的牛腦、牛脊髓、牛骨的污染，或是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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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真正安全無虞的調理方式，在調理過程中，可以有效殺死狂牛症病原。如果

那一天真的到來，對於食用有病牛肉所帶來的風險，人類就找到一種真正有效的

控險方式，政府官員就可以安心開放狂牛症牛肉進口。但是直到那一天來臨之

前，食用有病牛肉所帶來的風險，都是控制不住的，因此政府官員不可以開放狂

牛症牛肉進口。 

 

（二）任何行為人都沒有控制風險能力的過失型態 

 

當任何行為人都沒有控制風險的能力時，對於任何行為人來說，其所負擔的

義務均是：認識行為風險，並認識到自己沒有控險能力，而決定放棄行為。這種

義務內容所可能衍生的過失型態有兩種。 

 

（1）認識風險錯誤 

 

第一種過失犯型態是：行為人沒有認識到行為風險，因此也就不會想到行為

風險無法被控制住，而逕自作出行為。以車況不良所帶來的風險為例，駕駛在開

車前疏於檢查車況，沒有發現到輪胎胎纹已經嚴重磨損，影響到煞車性能，可能

會因此撞上行人或其他車輛，因此也就沒有想到：自己對於車況不良所帶來的風

險，沒有控險能力，應當放棄開車行為，而逕自開車上路。 

 

（2）認識控險能力錯誤：第一類型的超越承擔過失作為犯 

 

第二種過失犯型態是：行為人雖然認識到行為風險，但是誤認自己的知識、

經驗、技術，可以控制得住行為風險，誤認自己具有控險能力，而作出控險行為

和風險行為。以病患身體狀況異常所帶來的風險為例。病患的凝血功能不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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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術，可能造成病患血流不止，發生死傷。這種手術風險，對任何醫生來說，

都無法控制得住。一名醫生雖然知道病患的凝血功能不良，一動手術，可能會發

生死傷，但是醫生誤認：以自己的知識、經驗、技術，可以控制得住手術風險，

自己具有控制風險的能力，醫生誤以為：只要利用維生素K，就可以矯正凝血功

能的缺陷1，只要手術過程中小心謹慎，就可以避免上述風險的實現，而逕自進

行控險行為和手術行為。 

 

在這種情況下，這名醫生在現實上，沒有控制風險的能力。這名醫生明明有

能力，去認識到自己沒有控制風險的能力，但是卻沒有發揮能力，去認識到自己

沒有控制風險的能力，反而誤認自己具有控險風險的能力，相信自己可以將風險

控制住，而作出控險行為和風險行為。在這種情況下，行為人沒有誠實看清風險

的性質和自己的能力，沒有看清風險的難以控制，以及相形之下，自己能力的渺

小，承認自己對於控制風險一事，是無能為力的，因而放棄風險行為。相反的，

行為人錯估自己的能力和客觀的情勢，高估自己的知識、經驗、技術，低估風險

的控制困難度，以為自己是有控險能力的，因而作出控險行為和風險行為。行為

人明明沒有控險能力，卻超出自己能力的範圍，超出自己能力的承擔界限，去作

出根本無效的控險行為，這是第一類型的超越承擔過失作為犯。這種類型的超越

承擔過失作為犯，作者不曾在中外文獻上看過。 

 

 

（三）對「沒有控險能力」的認識能力 

                                                 
1 案例事實來源：台北地院八十六年度自字第一○○二號。雖然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但是個

案的義務內容和過失型態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和過失的

見解，彼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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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第一類型超越承擔過失作為犯的結構 

 

在第一類型的超越承擔過失作為犯中，行為人所沒有發揮的認識能力是：認

識「自己沒有控險能力」的能力。行為人有能力去認識到，對於行為風險，任何

人都沒有控險能力，自己也沒有控險能力，唯一安全的途徑就是：放棄行為。但

是行為人卻沒有發揮認識能力，去認識到「自己沒有控險能力」這項事實，反而

誤以為自己具有控險能力，而去作出控險行為和風險行為。行為人誤以為：自己

所作的控險行為將是有效的，風險可以被控制住，沒有認識到：自己所作的控險

行為將是無用的，風險無法被控制住。換句話說，行為人由於沒有發揮對「自己

沒有控險能力」的認識能力，作出無效的控險行為，最終導致行為人對於無法被

控制住的行為風險缺乏認識（對行為風險缺乏認識，這是過失作為犯的原始定

義）。 

 

 

第二款    特定行為人有控制風險的能力 

 

（一）特定行為人有控制風險能力的義務內容 

 

在風險和所有行為人之間，第二種控險能力的型態是：只有特定行為人，才

會具有控制風險所須的專業知識、專業經驗、專業技術，才會具有控險能力，才

可以將風險控制住。一般行為人，不會具有控制風險所須的專業知識、專業經驗、

專業技術，不會具有控險能力，無法將風險控制住。也就是說，風險只會被特定

專業人士控制住，但無法被其他非專業行為人控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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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控險能力型態的起因是：一些專業行為所帶來的高風險，依其性質，只

有專業人士才可以控制住，一般人無法控制得住。例如醫療手術行為所帶來的傷

亡風險，或是交通駕駛行為所帶來的車禍風險，這些專業行為所潛藏的風險，只

有擁有專業知識、專業經驗、專業技術的專業醫生或是合格駕駛，才曉得如何去

控制它，才具有作出專業行為所必備的專業本領。 

 

在這種情況下，對於特定行為人來說，行為人所負擔的義務是：認識行為風

險，並認識到自己具有控制風險的能力，而作出控險行為和風險行為。相對的，

對於一般行為人來說，行為人所負擔的義務是：認識行為風險，並認識到自己沒

有控險能力，而放棄作出控險行為和風險行為。 

 

這種義務類型的實務案例如下： 

 

（1）一般治療行為：一些常見的治療行為，如開藥，或針灸等，具有傷亡

風險。在進行這種治療行為時，只有受過醫學訓練的的醫生或中醫，才會具有控

制治療風險的能力，才會具有控制治療風險所須的專業知識、專業經驗、專業技

術，例如：如何根據病患的身體狀況，選擇適當的藥物種類，或是如何根據身體

的施針部位，選用適當長短的針。沒有受過醫學訓練的一般人，不會具有控制治

療風險的能力，不會具有控制治療風險所須的專業知識、專業經驗、專業技術，

例如：不懂得如何根據病患的身體狀況，選擇適當的藥物種類，或是不知道如何

根據身體的施針部位，選用適當長短的針。在這種情況下，對於醫生或中醫來說，

其所負擔的義務是：認識治療風險，而在進行開藥或針灸時，運用專業知識、專

業經驗，認識到適格的控險手段，例如：根據病患的年齡和身體狀況，選擇適當

的藥物種類和藥物劑量，或是根據身體的不同施針部位，選用不同長短粗細的

針、選擇下針的力道和方向，並運用專業經驗、專業技術，去作出控險行為。對

於一般人來說，其所負擔的義務是：認識治療行為所帶來的風險，並認識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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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沒有控制風險的能力，而放棄控險行為和治療行為。 

 

（2）特殊治療行為：一些特別困難的特殊治療行為，如全身麻醉、腦部手

術等，具有高度的傷亡風險。在進行特殊治療行為時，只有受過訓練的專科醫生，

如麻醉科醫生、腦外科醫生，才會具有控制治療風險所須的專業知識、專業經驗、

專業技術，才會具有控制治療風險的能力，才可以將治療風險控制住。沒有受過

訓練的一般醫生，不會具有控制治療風險所須的專業知識、專業經驗、專業技術，

不會具有控制治療風險的能力，無法將治療風險控制住。因此，對於專科醫生來

說，其所負擔的義務是：認識治療風險，並認識到適格的控險手段，而作出控險

行為和治療行為。對於一般醫生來說，其所負擔的義務是：認識治療風險，並認

識到自己沒有控制風險能力，而放棄進行控險行為和治療行為。在這種情況下，

由於醫生對於病人的疾病，具有作為義務，因此一般醫生，只單純放棄治療行為

是不行的，還必須將病人轉診給有控制風險能力的其他醫生，讓其他醫生去進行

控險行為和治療行為，才算是盡到義務
2。 

 

（3）交通行為：開車駕駛行為，會對行人或其他車輛帶來傷亡風險。只有

受過駕駛訓練、視力和體力完好的正常駕駛人，才會具有控制行車風險的能力，

才會具有控制行車風險所須的駕駛知識、駕駛經驗、駕駛技術、專注力、反應力，

例如：知道如何進行減速或煞車、懂得如何保持安全距離等等。沒有受過訓練的

一般人，不會具有控制行車風險的能力，不會具有控制行車風險所須的駕駛知

識、駕駛經驗、駕駛技術、專注力、反應力，例如：不知道如何剎車或減速、不

懂得如何保持安全距離等等。此外，因疲倦、老化、疾病，而智力、體力、視力

衰退的駕駛人，會失去控制行車風險所須的駕駛知識、駕駛經驗、駕駛技術、專 

                                                 
2 醫療法第五十條：醫院診所因限於設備及專長，無法確定病人病因，或提供完整治療時，應建

議病人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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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力、反應力，會失去控制行車風險的能力。在這種情況下，對於正常駕駛人來

說，其所負擔的義務是：認識行車風險，而在行車時，運用駕駛知識、駕駛經驗，

認識到適格的控險手段，如遵守速限、對前後左右來車，保持安全距離、注意四

周狀況，一有突發狀況，立即轉彎或煞車等，並運用駕駛經驗、駕駛技術、專注

力、反應力，去作出控險行為。對於一般人或是老殘駕駛人來說，其所負擔的義

務是：認識開車風險，並認識到：自己沒有控制風險的能力，而決定放棄開車行

為。 

 

（4）建築行為：興建房屋時，如果規劃不當，如選用錯誤的建材、採用錯

誤的建築方式等，可能會造成房屋完工後，結構脆弱，容易倒塌，對住戶或鄰居

帶來傷亡風險。在興建房屋時，只有受過訓練的工程師，才會具有控制建屋風險

所須的專業知識、專業經驗，例如：曉得如何選擇正確堅實的建材、知道如何決

定穩固的建築方式等，才會具有控制建屋風險的能力，才可以控制得住建屋風

險。沒有受過訓練的一般人，不會具有控制建屋風險所須的專業知識、專業經驗，

例如：不曉得怎樣選擇堅實的建材、不知道如何決定牢靠的建築方式等，不會具

有控制建屋風險的能力，無法控制得住建屋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建築公司

所雇用的工程師來說，其所負擔的義務是：認識到建屋風險，而在規劃建屋時，

運用專業知識和專業經驗，認識到適格的控險手段，如選擇堅實的建材、採用牢

靠的建築方式等，而作出控險行為。對於一般人來說，其所負擔的義務是：認識

到建屋風險，並認識到：自己沒有控制風險的能力，而放棄作出控險行為和規劃

建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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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行為人的過失型態 

 

當只有特定專業人士才有控制風險的能力時，對於特定專業人士來說，其所

負擔的義務是：認識風險，並認識到正確的控險行為，而作出控險行為。這種義

務內容所可能衍生的過失型態如下：一是行為人沒有認識到行為風險，因此也就

不會想到要去控制行為風險，而逕自作出行為。以醫療行為為例，醫生在使用針

筒對病人進行檢驗時，沒有認識到：針筒重複使用，未予更新，真的有可能會造

成病人感染疾病，而重複使用未經更新的針筒。一是行為人雖然有認識到行為風

險，但是沒有運用專業知識，去認識到正確的控險行為，反而誤認錯誤的控險行

為是正確的控險行為，而作出錯誤的控險行為。行為人誤以為風險已經被錯誤控

險行為控制住，沒有認識到風險其實未被錯誤控險行為控制住。以醫療行為為

例，醫生在使用針筒對病人進行檢驗時，雖有認識到：針筒重複使用，可能會帶

來病患感染疾病的風險，但是沒有秉持良心和專業知識，去認識到：應將針筒予

以丟棄，每次檢驗都使用全新的針筒，才是適格的控險行為，相反的，醫生出於

一己之私，為了節省醫療成本，告訴自己：將針筒予以消毒即可，即是適格的控

險行為，不必將針筒予以丟棄，使用全新的針筒，這樣太浪費了。因而在進行檢

驗時，僅將針筒予以消毒，未予更新3。 

 

 

（三）一般行為人的過失型態 

 

當只有特定專業人士才具有控制風險的能力時，對於非專業人士的一般行為

                                                 
3 案例事實來源：高等法院八十九年度上更（一）字第一一三五號。雖然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

但是個案的義務內容和過失型態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和

過失的見解，彼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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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來說，其所負擔的義務是：認識行為風險，並認識到：自己沒有控制風險所須

的知識、經驗、技術，自己沒有控制風險的能力，而放棄作出控險行為和風險行

為。這種義務內容所可能衍生的過失型態有以下三種。 

 

（1）認識風險錯誤 

 

第一種過失犯型態是：行為人沒有認識到行為風險，因此也就不會想到：自

己沒有控制風險的能力，自己無法控制住行為風險，而逕自作出行為。 

 

（2）認識控險能力錯誤：第二類型的超越承擔過失作為犯 

 

一是行為人雖然認識到行為風險，但是誤認：自己具有控制風險所須的知

識、經驗、技術，自己具有控制風險的能力，自己可以將行為風險控制住，而作

出控險行為和風險行為。在這種情況下，行為人在現實上，沒有控制風險的能力。

行為人明明有能力，去認識到自己沒有控制風險的能力，但是卻沒有發揮能力，

去認識到自己沒有控制風險的能力，反而誤認自己具有控險風險的能力，而作出

控險行為和風險行為。在這種情況下，行為人沒有誠實看清風險的性質和自己的

能力，沒有看清風險的難以控制，以及相形之下，自己能力的渺小，承認自己對

於控制風險一事，是無能為力的，而放棄行為。相反的，行為人錯估自己的能力

和客觀的情勢，高估自己的知識、經驗、技術，低估風險的控制困難度，以為自

己是有控險能力的，而作出控險行為和風險行為。行為人明明沒有控險能力，卻

超出自己能力的範圍，超出自己能力的承擔極限，去作出自己能力所不及的專業

控險行為。這是第二類型的超越承擔過失作為犯。這種類型的超越承擔過失作為

犯，是一般中外文獻上最常討論的超越承擔過失類型4。 

                                                 
4 見林山田，刑法通論下冊，增訂八版，2002，頁 180；Jescheck，Lehrbuch des Strafrecht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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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沒有控險能力」的認識能力 

和第二類型超越承擔過失作為犯的結構 

 

在第二類型的超越承擔過失作為犯中，行為人所沒有發揮的認識能力是：認

識「自己沒有控險能力」的能力。行為人明明有能力去認識到，自己對行為風險

沒有控制能力，唯一安全的途徑就是：放棄行為。但是行為人卻沒有發揮認識能

力，去認識到「自己沒有控險能力」這項事實，反而誤以為自己具有控險能力，

而去作出控險行為和風險行為。此時因行為人實際上並沒有控險能力，因此所作

出的控險行為將是錯誤或無效的控險行為。行為人誤以為：自己有控險能力，自

己所作出的控險行為是正確的或有效的，風險已經被自己所作出的正確或有效控

險行為控制住，沒有認識到：自己沒有控險能力，自己所作出的控險行為是錯誤

的或無效的，風險無法被自己所作出的錯誤或無效控險行為控制住。換句話說，

行為人由於沒有發揮對於「自己沒有控險能力」的認識能力，作出錯誤或無效的

控險行為（作出自己力所不及的控險行為），最終導致行為人對於無法被自己控

制住的行為風險缺乏認識（對於行為風險缺乏認識，這是過失作為犯的原始定

義）。 

 

（五）第二類型超越承擔過失作為犯的實務案例 

 

第二類型的超越承擔過失作為犯，實務的案例如下： 

 

（1）密醫所進行的一般治療行為：一些常見的治療行為，如開藥、針灸等，

                                                                                                                                            
4. Aufl.，1988，§ 55 I 3 a；Roxin，Strafrecht  AT I，3. Aufl.，1997，§ 24 A III 5，Rn.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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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傷亡風險。這種治療行為所帶來的風險，對於沒有受過醫學訓練的一般人來

說，不會具有控制風險的能力，不會具有控制風險所須的專業知識、專業經驗、

專業技術，例如：不知道如何根據病患的身體狀況，選擇適當的藥物種類和藥物

劑量；不懂得如何根據身體的不同施針部位，選用不同長短粗細的針、選擇下針

的方向和力道。因此對於一般人來說，其所負擔的義務是：認識治療行為所帶來

的風險，並認識到：自己沒有控制風險的能力，而放棄進行治療行為。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某個具有醫學背景，但是沒有醫學執照的行為人，雖然

知道：醫療行為具有風險，可能會造成死傷。但是為求生計，在隨便看看醫書或

是拜師學藝後，告訴自己：自己具有控制醫療風險所須的知識、經驗、技術，自 

己具有控制醫療風險的能力，自己可以將醫療風險控制住，而冒充醫生行醫，進

行醫療行為。這種無照密醫，明明有能力可以認識到：自己沒有控制風險所須的

醫學知識、醫學經驗、醫學技術，自己沒有控制風險的能力，卻沒有發揮能力去

認識到上述事實，反而高估自己所擁有的醫學知識、醫學經驗、醫學技術，低估

治療風險的控制困難度，相信自己有控制治療風險的能力，而作出控險行為和治

療行為。行為人明明沒有控制風險的能力，卻超出自己能力的範圍，超出自己能

力的承擔極限，去作出自己力所不及的醫學專業控險行為。行為人誤認：治療行

為所帶來的風險，可以被自己所作出的有效控險行為控制住，沒有認識到：治療

行為所帶來的風險，並無法被自己所作出的無效控險行為控制住。實務的案例如

下： 

 

（i）一名無醫生執照的密醫，聯合一名有醫生執照的合格醫生，在市區開

立了一間診所問診。一日一名赴診所求醫的病患，出現胸部不適、心悸、頭昏的

症狀，血壓量測結果，顯示血壓過低。在這種情況下，該位密醫明明有能力認識

到：自己不具有合格的醫生執照，自己不具有開立藥方所必須的知識和經驗，無

法根據病患的身體狀況，正確選擇適當的藥物種類，自己對於開藥行為所帶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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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不具有控險能力，所以不能進行開藥行為（放棄風險行為）。但是該名密

醫卻為謀財路，自欺欺人，告訴自己和病患：自己具有開立藥方所須的醫學知識

和醫學經驗，自己能夠根據病患的身體狀況，正確選擇適當的藥物種類，自己對

於開藥行為所帶來的風險，具有控險能力，而作出控險行為和開藥行為。結果在

對病患開立藥物時，因醫學知識不足，對於血壓過低的病患，不但未正確給予交

感神經興奮劑（升壓劑）的處方，反而開立交感神經阻斷劑（降壓劑）的處方，

造成病患服下錯誤種類的藥物後，病情進一步惡化，送醫不治身亡5。 

 

（ii）一名不具中醫執照的密醫，明明有能力認識到：自己不具有施行針灸

所須的中醫知識和中醫經驗，自己無法選擇正確的用針尺寸，無法判斷正確的施

針部位、施針力道、施針方向，自己對於針灸所帶來的風險，不具有控險能力。

但是該位密醫卻為謀財路，自欺欺人，告訴自己和病患：自己具有施行針灸所須

的中醫知識和中醫經驗，自己能夠選擇正確的用針尺寸，能夠判斷正確的下針部

位、下針力道、下針深度，自己對於針灸所帶來的風險，具有控險能力，而作出

控險行為和針灸行為。結果在對病患施行針灸時，因選錯用針尺寸，和誤判下針

部位及深度，以二十公分的長針插入病患的胸部，造成病患肺葉刺破貫穿，引發

氣胸和休克，最後不治身亡6。 

 

民眾在國術館，接受沒有中醫執照的民俗治療師針灸，因弄錯札針部位和扎

                                                 
5 案例事實來源：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八十八年度上訴字第一四三八號；最高法院九十一年度台上

字第四三九八號；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九十一年度重上更（一）字第一八八號；最高法院九十二年

度台上字第四四四四號。雖然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但是個案的義務內容和過失型態是作者自

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和過失的見解，彼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

參閱判決全文。 
6 案例事實來源：高雄地院九十二年度訴字第二七○號。雖然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但是個案

的義務內容和過失型態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和過失的見

解，彼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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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深度，而發生血栓、氣胸、腹膜炎等嚴重後遺症，甚至死亡結果，是台灣地區

常見的社會新聞7。這種案例會盛行，和迷信民俗偏方的文化有關。 

 

此外，其他民俗療法所造成的意外，例如踩背用力過度，造成肌肉發炎，推

拿不當，造成病患中風，也時有所聞。不過在實務上，由於肌肉發炎和中風的成

因複雜，許多因素都可能引起肌肉發炎和中風，如姿勢不良、用力過度、過度肥

胖、不常運動等，因此民俗療法和肌肉發炎或中風之間的因果關係難以斷定，最

後民俗治療師往往無罪開釋8 9。 

 

（ii）一名不具醫師執照的美容師，明明有能力認識到：自己不具有電燒除

痣、除刺青所須的醫學知識和醫學經驗，自己不知道正確的電燒除痣、除刺青方

式，自己對於電燒除痣、除刺青所帶來的風險，不具有控險能力。但是，該位美

容師為謀財路，自欺欺人，告訴自己和顧客：自己在美容護膚中心的訓練下，已

具有電燒除痣、除刺青所須的美容知識和美容經驗，自己懂得正確的電燒除痣、

除刺青方式，自己對於電燒除痣、除刺青所帶來的風險，具有控險能力，而作出

控險行為和電燒除痣、除刺青行為。結果一日在對一名顧客電燒除刺青時，因不

諳正確的電燒方式：電燒皮膚時，應分多次淺層施作，以免過度傷及皮膚，而電

燒過度，造成顧客皮膚傷害，留下大面積肥厚性疤痕10。 

 

台灣地區每年都會發生如下的案例：許多女性因聽信美容業者的推銷廣告，

                                                 
7 見新聞網站「蘋果日報」，新聞標題「非醫療人員針灸可奪命」。 
8 台北地院九十年度自字第六六六號。 
9 台北地院八十八年度自字第七一九號。 
10 案例事實來源：雲林地院八十九年度易字第八三一號；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九十一年度上易字

第三三二號。雖然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但是個案的義務內容和過失型態是作者自己的見解。

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和過失的見解，彼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

文。 

 377



而接受各種美容療程，或是要求美容業者除體痣、除黑斑、除刺青，但因美容業

者不具醫學專業知識，而使用錯誤的美容藥劑，或是電燒方式錯誤，造成美容不

成反而毀容的悲劇11。 

 

（2）黑牌工程師或黑牌設計師所進行的規劃建屋行為：興建房屋時，如果

規劃不當，可能會造成房屋完工後，結構脆弱，容易倒塌，對住戶或鄰居帶來傷

亡風險。在規劃建屋時，沒有受過訓練的一般人，不會曉得如何選用正確的建築

材料和正確的建築方式，不會具有控制建屋風險所須的專業知識、專業經驗，不

會具有控制建屋風險的能力。在這種情況下，對於一般人來說，其所負擔的義務

是：認識到規劃建屋風險，並認識到自己沒有控制風險能力，而放棄控險行為和

規劃建屋行為。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某個具有建築相關背景，但是沒有工程師或設計師執照

的行為人，雖然知道：規劃建屋具有風險，可能會造成死傷，但是卻誤認：自己

具有控制風險所須的相關建築知識、建築經驗、建築技術，自己具有控制建屋風

險的能力，而作出控險行為和規劃建屋行為。這種黑牌建築師或設計師，明明有

能力可以認識到：自己沒有控制建屋風險所須的建築知識、建築經驗、建築技術，

自己沒有控制風險的能力，卻沒有發揮能力去認識到上述事實，反而高估自己所

擁有的建築知識、建築經驗、建築技術，低估建屋風險的控制困難度，相信自己

有控制建屋風險的能力，而作出控險行為和治療行為。行為人明明沒有控制風險

的能力，卻超出自己能力的範圍，超出自己能力的承擔界限，去作出自己力所不

及的建築專業控險行為。行為人誤認：規劃建屋所帶來的風險，可以被自己所作

出的有效控險行為控制住，沒有認識到：規劃建屋所帶來的風險，並無法被自己

所作出的無效控險行為控制住。實務的案例如下： 

                                                 
11 詳情請自行參閱美容醫學的相關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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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建築事務所為了節省人事成本，以較低的薪資，雇用不具結構技師資

格的黑牌技師，從事建屋的結構設計業務。這種行徑持續多年，一直平靜無事。

在這種情況下，該名黑牌技師，明明有能力認識到：自己不具有結構設計所須的

工程知識和工程經驗，自己無法正確計算建物重量、材料強度，無法正確計算鋼

筋的應有數量，自己對於建屋設計所帶來的風險，不具有控制能力。但是，該名

黑牌技師卻為謀財路，自欺欺人，告訴自己：自己雖然不是建築相關科系畢業，

但是家中的父親、兄弟、丈夫均是建築師，在他們的指點下，自己已具有結構設

計所須的工程知識和工程經驗，自己可以正確計算建物重量、材料強度，可以正

確計算鋼筋的應有數量，自己對於建屋設計所帶來的風險，具有控制能力，而在

職業生涯中，不斷進行錯誤的結構設計，不斷進行錯誤的建物計算，不斷作出錯

誤的控險行為和建屋設計行為。一日該名黑牌技師又接到一件工程案件，建物名

稱是「東星大樓」。在計算建物結構時，因不諳建物重量、材料強度的正確計算

方式，以至於所計算出來的建物重量，少於真正的建物重量，所配置的鋼筋數量，

少於應配置的鋼筋數量。之後雇用該位黑牌技師的建築事務所，將該位技師所作

出的結構計算書和鋼筋配置圖，交給建商，建商於是按圖施作，一年半載後，房

屋完工，建商將房屋出售給民眾。該棟東星大樓由於結構設計上的失誤，於大樓

落成時，整棟大樓事實上已處於結構不穩的危險狀態。俟民國八十八年，台灣地

區發生了九二一大地震。當時地震震央是在南投，南投當地及鄰近各地因此有多

棟房屋倒塌，傷亡慘重，而北台灣因距震央較遠，一般房屋並無倒塌之虞。但是

台北市的東星大樓，因鋼筋數量不足，樑柱結構脆弱，無法承受地震力量，整棟

大樓斷裂崩塌，造成住戶共計七十三人死亡的慘劇12。 

 

                                                 
12 案例事實來源：台北地院八十八年度訴字第一六八八號。雖然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但是

個案的義務內容和過失型態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和過失

的見解，彼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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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酒醉駕駛人或老殘駕駛人所進行的駕駛行為：開車駕駛行為，會對行

人或其他車輛帶來傷亡風險。只有受過駕駛訓練、視力和體力完好的正常駕駛

人，才會具有控制行車風險所須的駕駛知識、駕駛經驗、駕駛技術、專注力、反

應力，才會具有控制行車風險的能力。因疲倦、老化、疾病，而智力、體力、視

力衰退的駕駛人，或是因酒醉，而記憶力、注意力、應變力衰退的駕駛人，不會

具有控制行車風險所須的駕駛知識、駕駛經驗、駕駛技術、專注力、反應力，不

會具有控制行車風險的能力。因此對於老殘駕駛人或是酒醉駕駛人來說，其所負

擔的義務是：認識開車行為所帶來的風險，並認識到自己沒有控制風險的能力，

而決定放棄控險行為和開車行為。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位疲倦的駕駛人，或是一位酒醉的駕駛人，雖然知道

開車行為所帶來的風險，並且有能力認識到：自己因疲倦或酒醉，記憶力衰退、

注意力渙散，反應度遲鈍，無法準確操控車輛進行安全交通行為，如和鄰車保持

安全距離、減速慢行、及時煞車等，沒有控制行車風險所須的駕駛知識、駕駛經

驗、駕駛技術、專注力、反應力，沒有控制行車風險的能力，應該改搭計程車或

他人便車。但是該位疲倦駕駛人，或是酒醉駕駛人，卻因吝惜車費或怕麻煩，不

願發揮能力去認識到上述事實，反而說服自己：自己只是有點累有點醉，自己的

記憶力、專注力、反應力其實還可以，自己可以準確操控車輛，自己控制得了開

車風險，不必花錢搭計程車或搭他人便車，而逕自進行控險行為和開車行為。在

這種情況下，行為人超出自己能力的範圍，超出自己能力的承擔極限，去嘗試作

出自己力所不及的控制風險行為。行為人誤以為：開車行為所帶來的風險將可以

被自己控制住，沒有認識到：開車行為所帶來的風險將無法被自己控制住。結果

因酒醉或疲倦，造成記憶力衰退、注意力渙散，反應力降低，無法準確操控車輛

進行安全交通行為，如和鄰車保持安全距離、減速慢行、及時煞車等，無法將開

車風險控制住，而肇生車禍事故。實務的案例如下： 

 

 380



（i）一名酒醉駕駛人，駕駛自用小客車行經市區道路，適有一名女子騎乘

腳踏車穿越該條道路。該名酒醉駕駛人見狀，雖然想要煞車，以免撞及該名女子，

但因酒醉後，心神混沌，注意力渙散，竟誤認油門是煞車，而誤踩油門，致車輛

加速而猛力撞擊該名女子，造成該名女子當場氣絕身亡13。 

 

在本案中，行為人雖然認識到行車風險，但是誤認自己有控制行車風險所須

的駕駛知識、駕駛經驗、駕駛技術、專注力、反應力，誤認自己可以正確辨識駕

駛設備，可以正確操縱駕駛設備，而開車上路。結果因酒醉，記憶力衰退，注意

力渙散，無法正確辨識駕駛設備，無法正確操縱駕駛設備，而肇生車禍事故。 

 

（4）新進醫生所進行的危險治療行為：一些特殊治療行為，如移植手術、

腦部手術，具有高度的危險性，稍一失誤就可能造成病人的死傷。這種治療行為

所帶來的風險，對於未受專科訓練的一般醫生來說，或是對於初出茅廬的新進專

科醫生來說，不會具有控制治療風險所須的專業知識、專業經驗、專業技術，不

會具有控制治療風險的能力。因此對於一般醫生或新進專科醫生來說，其所負擔

的義務是：認識治療行為所帶來的風險，並認識到自己沒有控制風險的能力，而

放棄進行控險行為和治療行為。在這種情況下，由於醫生對於病人的疾病，具有

作為義務，因此一般醫生或是新進醫生，只單純放棄治療行為是不行的，還必須

將病人轉診給有控制風險能力的專科資深醫生，讓專科資深醫生去進行控險行為

和治療行為，才算是盡到自己的義務。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位一般醫生或新進專科醫生，雖然知道：特殊治療行

為具有高風險，可能會造成死傷，但是卻誤認：自己具有控制治療風險所須的知

                                                 
13 案例事實來源：台北地院九十年度交易字第一九九號。雖然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但是個

案的義務內容和過失型態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和過失的

見解，彼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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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經驗、技術，自己具有控制治療風險的能力，自己可以將治療風險控制住，

而逕自進行控險行為和治療行為。此時這位一般醫生或新進專科醫生，明明有能

力可以認識到：自己沒有控制風險所須的醫學知識、醫學經驗、醫學技術，自己

沒有控制風險的能力，自己無法將治療風險控制住，卻沒有發揮能力去認識到上

述事實，反而高估自己所擁有的醫學知識、醫學經驗、醫學技術，低估治療風險

的控制困難度，相信自己有控制治療風險的能力，而作出控險行為和治療行為。

行為人明明沒有控制風險的能力，卻超出自己能力的範圍，超出自己能力的承擔

界限，去嘗試作出自己能力範圍以外的控險行為。行為人誤認：治療行為所帶來

的風險，將可以被自己所作出的有效控險行為控制住，沒有認識到：治療行為所

帶來的風險，將無法被自己所作出的無效控險行為控制住。實務的案例如下： 

 

（i）某位未受過腦外科訓練的一般外科醫生，雖然知道腦部手術具有高風

險，可能會造成死傷。但是該名醫生誤認：以自己的外科知識、外科經驗、外科

技術，可以控制得了腦部手術的風險，而貿然進行腦部手術
14。 

 

上述案例，是國內教科書所舉的事例。不過在實務上，這種案例想必很罕見。

一般常見的超越承擔過失作為犯，不會是完全沒有受過專科教育和專科訓練的一

般人士，而會是具有相關專業背景，但是並沒有取得專業資格的業餘人士，或是

剛取讀專業資格的新進人士，或是雖有取得專業執照，但是因某種原因，專業能

力退化，變成無法勝任工作的不適任專業人士。前者例如：建築相關科系的畢業

生，未取得專業技師資格，就受雇於建築師事務所，為建物進行結構設計，扮演

黑牌技師的角色；中醫世家的子弟，未取得中醫執照，只憑家傳醫學，就開始行

醫問診。後者例如：因年紀老邁，而雙手發抖，記憶力欠佳的外科醫生，不肯退

                                                 
14 林山田，刑法通論下冊，增訂八版，2002，頁 180。本案例的案例事實，是來自於中文教科書，

但是案例中的義務內容和過失型態，是作者自己的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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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執意要繼續為病患動刀，延續自己的外科事業生涯。這種情況之所以會發生，

是因為：完全沒有受過專科訓練和專科教育的一般人士，很少會狂妄大膽到，敢

去作出自己能力範圍以外的專業行為，例如完全沒有受過腦外科訓練和腦外科教

育的一般外科醫生，很少會狂妄大膽到，敢去作出自己能力範圍以外的開腦手

術。只有具有相關專業背景的業餘人士，或是剛取讀專業資格的新進人士，才會

敢去作出自己並不專精，但是有點沾上邊的專業行為。只有一度有勝任資格的不

適任專業人士，才會執迷不悟，不肯面對自己能力已走下坡，自己已無法勝任工

作的殘酷事實，執意繼續作出已非自己能力所及的專業行為15。 

 

（六）對「沒有控險能力」的無認識能力 

 

當專業人士才有控制風險的能力，非專業人士沒有控制風險的能力時，非專

業人士所負擔的義務是：認識行為風險，並認識到：自己沒有控制風險的能力，

而放棄控險行為和風險行為。但是，這項義務的成立，以行為人對於「行為風險」

「自己沒有控制風險能力」這兩項事實，有認識能力為前提。如果行為人對行為

風險沒有認識能力，或是對「自己沒有控險能力」這項事實沒有認識能力，這項

義務就宣告解除。 

 

當行為人對行為風險沒有認識能力時，行為人不會想到風險的存在，因此也

不會想到自己是否有控制風險的能力，此時不管行為人作出或不作出風險行為，

都不成立過失。 

                                                 
15 見Gwande，Complications，PICADOR，2002，p.89，及其中譯：葛文德，一位外科醫師的修

煉，廖月娟譯，天下文化，2003，頁 126。此外，由水門案的知名記者執筆，揭露美國最高法院

秘辛的「最高法院兄弟們」，書中亦有描述：一名原本能力優秀的大法官，因中風而變的腦袋不

靈光，卻遲遲不肯辦理退休，堅持要繼續處理憲法案件。見伍華德，最高法院兄弟們，洪儷倩譯，

商周出版，2001。我想這種「老病不退」的現象，是一種人性，在各行各業都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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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沒有控險能力」這項事實的認識能力，同樣建立在主觀基礎和客觀

基礎上。當行為人因能力的主觀基礎或是客觀基礎欠缺，對於「自己沒有控險能

力」這項事實沒有認識能力時，行為人雖然認識到行為風險，但是由於缺乏認識

能力，不會認識到自己沒有控險能力這項事實，反而會誤以為自己有控險能力，

而作出控險行為和風險行為。此時因行為人實際上並沒有控險能力，因此所作出

的控險行為將是錯誤或無效的控險行為。行為人誤以為：自己是有控險能力的，

行為風險可以被自己所作出的有效或正確控險行為控制住，但是實際上：行為人

並沒有控險能力，行為風險並無法被行為人所作出的錯誤或無效控險行為控制

住。在這種情況下，行為人由於對於「自己沒有控險能力」這項事實沒有認識能

力，作出錯誤或無效的控險行為（作出力所不及的控險行為），最終導致對於無

法被自己控制住的行為風險沒有認識能力（對於行為風險沒有認識能力，這是無

過失作為犯的原始定義），此時行為人不成立超越承擔過失犯16。實務的案例如下： 

 

（i）能力的主觀基礎欠缺：患有老年失智症的老人駕駛，因心智退化，連

家裡地址和熟人面孔都弄不清楚。該名老人駕駛，雖然因失智症，喪失安全駕駛

的能力，喪失控制行車風險的能力，但同時也因失智症，無法察覺「自己已不能

安全駕駛」一事，對「自己沒有控制行車風險能力」一事，缺乏認知能力。在這

種情況下，如果該名老人駕駛相信自己可以成功正確操縱車輛，相信自己有安全

駕駛的能力，相信自己可以控制得住開車行為所帶來的風險，而開車上路。結果

該名老人駕駛，因事實上並沒有控制風險的能力，無法成功正確操縱車輛，而造

                                                 
16 行為人對「自己沒有控險能力」一事，必須具有認識能力，才會成立超越承擔的過失。作者

的這項觀點，德國教科書中早已提及。見Jescheck / Weigend，Lehrbuch des Strafrechts，AT，5. 

Aufl.，1996，§ 57 II 3；Roxin，Strafrecht  AT I，3. Aufl.，1997，§ 24 C II，Rn. 111，112，113；

Stratenwerth，AT I，3. Aufl.，1981，Rdn. 1105；Schmidhaüser，AT，2. Aufl.，1975，S. 444。此

外，英國的法理學大家Hart，也早就提出這項看法。見Hart，Punishment and Responibility，

OXFORD，1968，p.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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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車禍事故，該名老人駕駛不成立超越承擔的過失17。 

 

（ii）能力的客觀基礎欠缺：一名司機因突發性疲勞，而在行車中途，喪失

準確操控車輛的能力，喪失控制行車風險的能力。在這種情況下，由於突發性疲 

勞一事，事前缺乏可見的徵兆，非該名駕駛事前所能預見，行為人對於「自己會

在開車中途失去控險能力」一事，沒有預見能力。行為人在開車前，無法預見此

事，相信自己有控制行車風險的能力，而開車上路，卻因突發性疲勞，無法安全

駕駛，致生嚴重交通事故，此時行為人不成立超越承擔的過失18。 

 

 

第三款    一般人有控制風險的能力 

 

在所有行為人和風險之間，第三種控險能力的型態是：一般人都具有控制風

險所須的知識、經驗、技術，一般人都具有控險能力，一般人都可以將風險控制

住。 

 

這種控險能力型態的起因是：一些日常行為所帶來的風險，依其性質，既不

是任何人都無法控制住，也不是專業人士才可以控制得住，而是一般人都可以控

制得住。例如：用火用電行為所帶來的風險，如電線老舊、電線纏繞、電源火源

用後未關等，或是食品調理行為所帶來的風險，如未冷藏冰封、未加熱沸騰、使

用已過期的食品等，這些日常行為所潛藏的風險，幾乎任何擁有正常心智的成年

人，都曉得如何去控制它，都具有營社會生活所必須的基本常識。 

 

                                                 
17 參見Jescheck / Weigend，Lehrbuch des Strafrechts，AT，5. Aufl.，1996，§ 57 II 2。 
18 參見Jescheck / Weigend，Lehrbuch des Strafrechts，AT，5. Aufl.，1996，§ 57 II 2。 

 385



在這種情況下，對於一般人來說，其所負擔的義務是：認識行為風險，並認

識到自己具有控制風險的能力，而作出控險行為和風險行為。 

 

 

第二節    行為人沒有確認風險因子的能力 

 

第一款    確認風險因子能力的三種型態和義務內容 

 

前面說過：對於一些特定的行為風險，按照案例的特性，行為人應當在行為

時，認識到現時可能存在的風險因子，並認識到應確認風險因子到底是否存在，

而作出確認行為。一旦風險因子真的存在，行為人應認識到風險因子的存在，以

及風險無論如何控制不住，而決定放棄行為。如果風險因子不存在，行為人才可

以因確定沒有風險因子的存在，而放心的作出行為。實務的案例如下： 

 

（1）在食品安全方面：漁民所捕獲的海魚蝦貝，種類眾多，其中有些含有

毒素（風險因子）。如果魚販向漁民買下這些有毒海產後，再轉賣給消費者，消

費者食用後，可能會發生死傷（風險因子所造成的風險）19。魚販在向漁民進貨

時，應當認識到漁民所攜來的魚種可能是有毒的（風險因子的可能存在），並認

識到：應確認風險因子到底是否存在，而小心的辨識海魚種類。一旦有毒魚種出

現（風險因子出現時），應認識到這是有毒魚種和有毒魚種所帶來的風險（認識

到風險因子和風險的存在），以及這項風險無論如何控制不住，而放棄進這批貨

（放棄風險行為）。如果不是有毒魚種（風險因子不存在），魚販才可以因認識到

                                                 
19 案例事實來源：彰化地院九十年度訴字第六五一號。（上網查詢判決時請用阿拉伯數字）雖然

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但是個案的義務內容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

對本案義務的見解，彼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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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安全魚種因此風險不存在，而放心的作出進貨行為。 

 

（2）在醫療安全方面：醫護人員在取用藥物時，一旦藥物的種類錯誤（風險

因子），將藥物交給病患服用後，就可能造成病患的死傷（風險因子所造成的風

險）20。醫護人員在取用藥物時，必須認識到「藥物種類錯誤」這項可能存在的

風險因子，並認識到：應仔細核對手上藥物的藥名標籤，確認是否是正確的藥物

（確認風險因子是否存在），而仔細加以確認。一旦有藥物種類錯誤的情事（風

險因子出現時），應認識到此事和此事所帶來的風險（認識到風險因子和風險的

存在），以及這項風險無論如何控制不住，而放回錯誤的藥物種類（放棄風險行

為），改取正確的藥物種類。 

 

在上述個案中，行為人所負擔的義務是：認識風險因子的可能存在，並認識

到：應確認風險因子是否存在，而作出確認行為。當風險因子存在時，即應發現

風險因子的存在，並放棄行為。當風險因子不存在時，才可以因確定風險因子不

存在，而放心的作出行為。行為人這項義務的成立，以「行為人有確認風險因子

的能力」為前提。當行為人因能力的客觀基礎或主觀基礎欠缺，而沒有確認風險

因子的能力時，這項義務就宣告解除。舉例說明如下： 

 

（i）能力的客觀基礎欠缺：醫院的一名員工，因不滿人事升遷安排，而決

定破壞醫院名譽，以求報復。該名員工潛入院內的藥品室，將血壓升高劑和血壓

降低劑，從各自原本的藥瓶中取出，再放入對方的藥瓶之中。隔日一名高血壓的

病患拿著藥單，至領藥窗口領取降壓劑。藥劑師在取用降壓劑時，由於升壓劑（錯

誤的藥物種類）這項風險因子的外顯徵兆消失，藥品標籤因內裝藥品被掉包，而

                                                 
20 案例事實來源：新竹地院八十九年度訴字第四號。高等法院九十年度上訴字三四六八號。本

案的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但是本案中的義務內容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

和判決對本案義務的見解，彼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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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正確顯示內裝藥品的種類和劑量，因此造成該名護士對於「錯誤的藥物種類」

這項風險因子無法辨識，誤認錯誤的藥物種類是正確的藥物種類，誤認升壓劑是

降壓劑，而將升壓劑交給高血壓病患服用。 

 

在本案中，藥名標籤遭人惡意替換，醫護人員無法經由藥名標籤，辨識出錯

誤的藥物種類，無法經由外界徵兆，認識到風險因子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行

為人對於風險因子的存在，沒有認識能力，對於風險的存在，也沒有認識能力。

因此就算行為人誤取錯誤種類的藥物，也就是升壓劑，交給原本就有高血壓的病

人服用，造成病患的死傷，也沒有過失可言。 

 

（ii）能力的主客觀基礎欠缺：水族館老闆娘僅有小學畢業，在丈夫去世後

接手水族館的營業。老闆娘知道水族館不能販賣保育類動物，因此在進貨時，會

確認魚類是不是保育類的魚種，然後再決定要不要進貨。一日水族館來了兩條

魚，老闆娘確認不是保育類動物後，收下了這兩條魚。不料警察臨檢時，將這兩

條魚予以扣押，並送往台大動物系鑑定，鑑定結果發現，這兩尾魚屬於保育類動

物：紅龍，檢察官因此提起訴訟。法院調查結果發現，由於這兩條魚的顏色不是

紅色，外型也不像紅龍，客觀上缺乏可見的外在徵兆，加上老闆娘從事水族館經

營不到一年時間，主觀上缺乏相關專業知識經驗，因此判定老闆娘對於「這兩條

魚是紅龍」一事，並沒有認識能力（作者按：生物的種類眾多，外型殊異，即使

是生物學家，也無法正確辨別出所有的物種，一般人能辨別出的物種就更少了。

以本案為例，一般水族館業者，多半只能辨識出常見的觀賞魚種），因此沒有販

賣保育類動物的故意，而宣判無罪21。 

 

                                                 
21 參見蔡兆誠，「辯護人直接詰問證人經驗談」，收錄在『最好與最壞的時代』，元照出版，2000，

頁 135。本案的個案事實來自實務，但是本案中的義務內容是作者自己的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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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兩個案例中，由於行為人對於風險因子的存在，沒有認識能力，因此

對於行為風險，也沒有認識能力。護士不會知道這是錯誤的藥物種類，交給病患

服用後會發生死傷，水族館老闆娘不會知道這是保育類動物，收下這兩條魚會觸

法。在這種情況下，行為人雖然作出風險行為，但是沒有過失可言。 

 

前面說過，在有些個案中，認識風險因子的能力是由主觀要素和客觀要素組

合而成。在這種情況下，認識風險因子整體能力的型態，也就是主觀要素和客觀

要素聚合的結果，可以分成三種：一是行為人具有認識風險因子的能力，一是行

為人沒有認識風險因子的能力，一是行為人雖然沒有認識風險因子的能力，但是

對於「自己沒有認識能力」一事，具有認識能力。 

 

在上面兩個案例中，行為人對於風險因子的存在，沒有認識能力，對於自己

沒有認識能力一事，也沒有認識能力，行為人單純處於一種無認識能力的狀態，

對於風險因子的存在和自己的無能力狀態，都無法察覺，因此沒有任何認識義

務，不負任何過失責任。 

 

但是，在有些情況下，當行為人雖然對於風險因子的存在，沒有認識能力，

但是對於自己因主觀基礎欠缺而沒有認識能力一事，可以知曉時，行為人即負有

下述義務：認識風險因子的可能存在，並認識到：自己沒有確認風險因子所須的

專業知識和專業經驗，自己沒有確認能力，而請具有專業知識專業經驗的專業人

士，也就是具有確認能力的專業人士，代為確認。一旦專業人士確認風險因子的

存在，行為人即應放棄風險行為。實務的案例如下： 

 

（1）醫護人員在取用藥物時，應當認識到：可能會拿錯藥物的種類（風險

因子的可能存在），而仔細核對藥名標籤，確認藥物的種類是否正確（確認風險

因子是否存在）。新進的醫護人員，由於缺乏臨床知識和臨床經驗，無法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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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複雜的藥物名稱，無法經由藥名標籤看出藥物種類（作者按：這是許多新手

醫生和護士的常態，因為醫護學校只會教導藥物的學名，但是在臨床實務上，藥

物標籤上記載的是藥物的商品名稱，而不是學名）（例如常見的止痛藥普拿疼。

普拿疼是該藥的商品名稱，乙醯胺酚才是該藥的學名），沒有確認藥物種類所須

的臨床知識和臨床經驗，沒有確認風險因子是否存在的能力。在這種情況下，新

進醫護人員在取藥時，對於自己專業上的無知，具有認識能力，可以認識到：自

己不具有確認藥物種類所須的專業知識和專業經驗，自己沒有確認風險因子的能

力。因此在取藥時，應當借助藥典，自行核對藥名標籤，或是請資深人員代看藥

名標籤，請資深人員代為確認藥物種類是否正確，代為確認風險因子是否存在。

如果資深人員確認藥物的種類正確，才可以將藥物交給病患服用22。 

 

（2）漁民將所捕獲的魚類向魚販兜售。魚販在向漁民進貨時，應當認識到：

漁民所捕獲的魚種可能是有毒的（風險因子的可能存在），並認識到：應確認風

險因子到底是否存在，而小心的辨識海魚種類。如果魚販從事本行的時日過短，

缺乏相關的知識和經驗，無法辨識出未曾販售過的陌生魚種是否是有毒魚種，在

這種情況下，該名魚販應當認識到：自己缺乏辨識魚種是否安全的能力，自己沒

有辦法確定魚種是不是有毒的，所以魚種可能是有毒的，因此乾脆放棄進這批貨

（放棄風險行為），或是請具有相關知識和經驗的資深同行，代為確認魚種是不

是有毒。一旦資深同行指出這是有毒魚種，即應放棄進這批貨（放棄風險行為）

23。 

 

                                                 
22 案例事實來源：板橋地院九十二年度矚訴字第一號；高等法院九十二年度矚上訴字第一號。

本案的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但是本案中的義務內容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

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的見解，彼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23 案例事實來源：彰化地院九十年度訴字第六五一號。（上網查詢判決時請用阿拉伯數字）雖然

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但是個案的義務內容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

對本案義務的見解，彼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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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上述的分析整理如下：當行為人有確認風險因子存在的能力時，行為人的

義務是：親自確認。當行為人沒有確認風險因子存在的能力時，行為人的確認義

務宣告解除。當行為人沒有確認風險因子存在的能力，但是對自己的沒有確認能

力具有認識能力時，行為人的義務是：請人代為確認。 

 

 

第二款    沒有確認能力和超越承擔的過失 

 

（一）對「沒有確認能力」的認識能力和過失型態 

       

當行為人對於風險因子的存在沒有確認能力，如果行為人可以認識到自己沒

有確認能力，行為人的義務是：認識風險因子的可能存在，並認識到：自己沒有

確認風險因子所須的專業知識和專業經驗，自己沒有確認能力，而請具有專業知

識和專業經驗的專業人士，請具有確認能力的專業人士，代為確認風險因子是否

存在。這種義務內容所衍生出來的過失犯型態，可以分成以下兩種。 

 

（1）認識風險因子錯誤 

 

第一種過失犯型態是：行為人沒有想到風險因子的可能存在，因此也就不會

想到：自己沒有確認風險因子是否存在的能力，專業人士才有確認風險因子是否

存在的能力，必須請專業人士代為確認，而未做出任何請求確認行為。 

 

（2）認識確認能力錯誤：第三類型的超越承擔過失作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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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過失犯型態是：行為人沒有請專業人士進行確認，而是自己親自作出

確認。在這種情況下，由於行為人事實上沒有確認能力，行為人沒有進行確認所

須的專業知識和專業經驗，因此行為人所作出的確認，將有出錯的可能性。如果

風險因子實際上不存在，而行為人確認錯誤，誤認風險因子的不存在為存在，而

放棄風險行為時，這還沒有關係；但是如果風險因子實際上是存在的，而行為人

確認錯誤，誤認風險因子的存在為不存在，而放心作出風險行為，就成立過失犯。

在這種情況下，行為人明明有認識能力，可以認識到：自己沒有確認能力，自己

沒有確認所須的專業知識和專業經驗，卻沒有發揮認識能力，去認識到上述事

實，反而誤以為：自己具有確認能力，自己具有進行確認所須的專業知識和專業

經驗，不必請教真正的專業人士，可以自行進行確認，而自行確認之。在這種情

況下，行為人沒有看清自己能力的限制，而放棄自己力所不及的行為，反而誤信

自己有確認能力，而超越自己能力的承擔極限，去從事自己力所不及的確認行

為，這是第三類型的超越承擔過失作為犯。這種類型的超越承擔過失，作者不曾

在中外文獻上看過。實務的案例如下： 

 

（i）醫護人員在取用藥物時，應當認識到：可能會拿錯藥物的種類（風險

因子的可能存在），而仔細核對藥名標籤，確認藥物的種類是否正確（確認風險

因子是否存在）。新進的醫護人員，沒有確認藥物種類所須的臨床知識和臨床經

驗，無法弄清楚許多複雜的藥物名稱，無法經由藥名標籤看出藥物種類，沒有確

認風險因子是否存在的能力。在這種情況下，新進醫護人員在取藥時，應當認識

到：可能會拿錯藥物的種類（風險因子的可能存在），並認識到：自己不具有確

認藥物種類所須的臨床知識和臨床經驗，自己沒有確認能力，資深人員才具有確

認藥物種類所須的臨床知識和臨床經驗，資深人員才有確認能力。因此在取藥

時，請資深人員代看藥名標籤，請資深人員代為確認藥物種類是否正確。如果資

深人員確認藥物的種類正確，才可以將藥物交給病患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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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名新進的醫護人員，沒有請資深人員代為核對藥名標

籤，代為確認風險因子是否存在，而是自行核對藥物標籤，自行確認風險因子是

否存在，此時該名新進醫護人員，即是在從事自己力所不及的確認工作。該名新

進醫護人員，沒有認清楚：自己缺乏確認所須的臨床知識和臨床經驗，自己沒有

確認能力，應當請人代為確認，反而高估自己所擁有的醫學知識和醫學經驗，低

估確認工作的困難度，以為自己擁有確認所須的專業知識和專業經驗，自己擁有

確認的能力，而自行作出確認。行為人沒有量力而為，結果當拿錯藥物種類時，

由於缺乏臨床知識和臨床經驗，誤認錯誤的藥物種類是正確的藥物種類，而將錯

誤的藥物種類交給病患服用，造成病患的傷亡，此時即成立超越承擔的過失24。 

 

（2）漁民將所捕獲的魚類向魚販兜售。魚販在向漁民進貨時，應當認識到：

漁民所捕獲的魚類可能是有毒的（風險因子的可能存在），並認識到：應確認風

險因子到底是否存在，而小心的辨識海魚種類。如果魚販從事本行的時日過短，

缺乏相關的知識和經驗，無法辨識出陌生魚種是否是有毒魚種。在這種情況下，

該名魚販應當認識到：自己缺乏辨識魚種是否安全的能力，自己沒有辦法確定魚

種是不是有毒的，所以魚種可能是有毒的，因此乾脆放棄進這批貨（放棄風險行

為），或是請具有相關知識和經驗的資深同行，代為確認魚種是不是有毒。一旦

資深同行指出這是有毒魚種，就放棄進這批貨（放棄風險行為）25。 

 

                                                 
24 案例事實改編自：板橋地院九十二年度矚訴字第一號；高等法院九十二年度矚上訴字第一號。

本案的個案事實改編自實務判決。實務判決的原本事實是：一名新進護士，雖然沒有自行確認，

而是請人代為確認，但是確認動作不確實，沒有請人仔細核對標籤，而只是隨口詢問他人（這是

「北城醫院打錯針事件」一案的詳細案情）。 
25 案例事實來源：彰化地院九十年度訴字第六五一號。雖然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但是個案

的義務內容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的見解，彼此並不相同，

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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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名資淺魚販，明明有能力去認識到：自己缺乏辨識魚

種所須的知識和經驗，自己沒有確認風險因子是否存在的能力，但是卻沒有發揮

能力，去認識到自己能力的限制，反而誤以為：自己雖然資淺，但是聰明過人，

早已掌握辨識魚種所須的一切訣竅，可以正確辨識魚種的安全與否，自己具有辨

識魚種所須的能力，用不著請有能力的他人確認，自己就可以進行確認，而自行

確認之。結果當陌生魚種有毒時，該名資淺魚販，因缺乏相關知識和經驗，誤認

有毒魚種是安全魚種，而買下魚貨再轉賣給消費者，造成消費者食用後發生食物

中毒，致生傷亡。實務的案例如下： 

 

（i）食品加工業者，本身不具備判別食材來源安全與否的能力，竟未請專

家代為鑑定食材的安全性，而是自行檢視食材，認定安全無虞，即購入食材，加

工完成後，將產品販賣給消費者。一日一名魚貨商帶來一批生鮮魚肉，想要販售

給該名食品加工業者，該名業者自行檢視後，認為安全無虞，於是購入這批魚肉

作為原料，加工製成魚片後，出售給消費者。不料該批魚肉是有毒的河豚魚肉，

該名食品加工業者由於沒有辨識能力，誤認有毒魚肉是安全魚肉，將魚肉加工製

成魚片出售，造成消費者食用後發生食物中毒，共計一人死亡，四人受傷
26。 

 

（ii）一名魚販僅有小學學歷，不曾翻閱過魚類圖鑑，不具有辨別魚種所須

的相關知識和經驗。該名魚販在向漁夫購入魚貨時，竟未請專家代為鑑識魚種的

安全性，而是自行檢視魚貨，認定安全無虞，即購入魚貨，再販賣給一般民眾。

一日一名婦人向該名魚販兜售一批魚貨，該名魚販確認魚貨新鮮後，即買下這批

魚貨，再轉賣給一般民眾。不料該批魚貨是有毒的竹針魚，含有熱帶珊瑚礁魚毒，

該名魚販由於沒有辨識能力，誤認有毒魚類是安全魚類，將有毒魚類買下後再出

                                                 
26 案例事實來源：彰化地院九十年度訴字第六五一號；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九十一年度上訴字第

九一六號。雖然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但是個案的義務內容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

律見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的見解，彼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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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給民眾，造成民眾食用後發生食物中毒的現象27。 

 

 

（二）對「沒有確認能力」的認識能力 

和第三類型超越承擔過失作為犯的結構 

 

在第三類型的超越承擔過失作為犯中，行為人沒有發揮的認識能力是：認識

「自己沒有確認能力」的能力。行為人明明有能力認識到：自己沒有確認風險因

子是否存在的能力，應當請人代為確認風險因子是否存在，卻沒有發揮能力去認

識到上述事實，反而誤認：自己具有確認風險因子是否存在的能力，而自行確認

風險因子是否存在。在這種情況下，由於行為人實際上沒有確認能力，因此行為

人所作出的確認，有出錯的可能性。結果當風險因子真的存在時，因行為人缺乏

確認能力，誤認風險因子不存在，而逕自作出風險行為。行為人沒有認識到：自

己沒有確認風險因子的能力，自己看不出來風險因子是否存在，所以風險因子存

不存在都有可能，風險因子是有可能存在的，因此應當放棄行為，或請人代為確

認。反而誤以為：自己具有確認風險因子的能力，自己可以看出來風險因子是否

存在，在自己的確認之下，風險因子一定不存在，因此可以放心的作出行為。換

句話說，行為人由於沒有發揮對於「自己沒有確認能力」這項事實的認識能力，

作出無用的確認行為，最終導致行為人對於實際上存在的風險因子和風險缺乏認

識。（對於風險缺乏認識，這是過失作為犯的原始定義） 

 

 

                                                 
27 案例事實來源：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九十年度上易字第一九○二號。雖然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

決，但是個案的義務內容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的見解，

彼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395



第三節    行為人沒有監督風險因子的能力 

 

第一款    監督風險因子出現的義務 

                 

前面說過：對於一些特定的行為風險，按照案例的的特性，行為人必須在事

前（風險因子出現前），就預見到未來可能發生的風險因子，並認識到：應採取

長期監督的行為。一旦風險因子出現時，應即時察覺風險因子和風險的存在，並

認識到相應的控險行為，而立刻採取控險行為。實務案例如下： 

 

（1）交通監督行為：車輛行駛中，隨時可能會有突發狀況，例如：行人不

走斑馬線而穿越馬路、前車突然緊急煞車
28（風險因子），隨時可能會有因此撞上

行人或其他車輛的風險（風險因子所帶來的風險）。車輛駕駛在車輛行駛中，應

預見到這項未來可能會發生的風險因子，並認識到：應密切注意車前狀況（長期

監督義務），而仔細注視車前狀況。一旦突發狀況出現時（風險因子出現時），也

就是撞上路人或其他車輛的危險出現時，應立即察覺風險因子和風險的出現，並

認識到立刻煞車或轉彎是相應的控險行為，而即刻採取煞車或轉彎的行動，以免

撞及路人或其他車輛。 

 

 

 

第二款    沒有監督能力和超越承擔的過失 

 

                                                 
28 案例事實來源：基隆地院九十年度交訴更（一）字第一號。雖然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但

是個案的義務內容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的見解，彼此並

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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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沒有監督能力」的認識能力 

和第四類型的超越承擔過失作為犯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名駕駛因酒醉或疲倦，注意力渙散，無法集中精神注

意車前狀況，喪失監督風險因子是否出現的能力，無法在風險因子出現時，即時

察覺並即時反應。在這種情況下，該名疲倦駕駛或是酒醉駕駛，應當有能力認識

到：自己沒有密切監控車前狀況的能力，自己無法在突發狀況發生時，立即發現

這項狀況，並立即採取煞車禍轉彎的動作，無法在風險因子出現時，立即察覺風

險因子和風險的存在，並立即採取控險行為，因而決定放棄監督行為和開車行

為。此時如果一名疲倦或酒醉駕駛，明明有能力認識到上述事實，卻不想放棄開

車，告訴自己：自己只是有點累或有點醉，自己的注意力還好，自己具有監控車

前狀況的能力，自己可以在突發狀況出現時，即時察覺並即時反應，而作出監督

行為和開車行為。結果該名駕駛，因事實上不具有監控車前狀況的能力，在突發

狀況出現時，例如行人
29或其他車輛30正在穿越車前道路時，因注意力渙散，無法

及時察覺並及時採取剎車或轉彎的動作，而撞上行人或其他車輛，造成行人或其

他車輛的駕駛傷亡。此時該名駕駛，明明有能力認識到自己能力的極限，而放棄

作出監督行為和開車行為，卻誤認自己有監督能力，而超越自己能力承擔的極

限，去作出根本無效的監督行為和開車行為。這是第四類型的超越承擔過失作為 

犯，這種類型的超越承擔過失，作者不曾在中外文獻上看過。 

 

                                                 
29 案例事實來源：板橋地院九十三年度交易字第一一七號。雖然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但是

個案的義務內容和過失型態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和過失

的見解，彼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30 案例事實來源：基隆地院交簡上字第二六號。雖然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但是個案的義務

內容和過失型態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和過失的見解，彼

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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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沒有監督能力」的認識能力 

      和第四類型超越承擔過失作為犯的結構 

 

在第四類型的超越承擔過失作為犯中，行為人沒有發揮的認識能力是：認識

「自己沒有監督能力」的能力。行為人明明有能力去認識到：自己沒有監督風險

因子出現的能力，無法在風險因子出現時，及時發現並及時採取控險行為，而放

棄作出監督行為和風險行為，卻沒有發揮能力去認識到上述事實，反而誤認：自

己具有監督風險因子出現的能力，可以在風險因子出現時，及時發現並及時採取

控險行為，而放心作出監督行為和風險行為。在這種情況下，由於行為人實際上

沒有監督風險因子的能力，因此行為人所作出的監督，有出錯的可能性。結果當

風險因子出現時，因行為人缺乏監督能力，未能及時察覺風險因子的存在，而未

能及時作出控險行為。換句話說，行為人由於沒有發揮對於「自己沒有監督能力」

這項事實的認識能力，作出無用的監督行為，最終導致行為人對於現時出現的風

險因子和風險缺乏認識。（對於風險缺乏認識，這是過失作為犯的原始定義） 

 

 

第四節    行為人沒有防止風險的能力 

 

        第一款    防險能力的三種型態和義務內容 

 

不作為犯的成立，也就是作為義務的成立，以行為人有作為能力為前提，以

行為人有防險能力為前提。例如：父親攜幼子到海邊觀賞落日，幼子見海水清涼，

下水游泳，不料竟發生溺水現象。父親自己本身具有高超的游泳技術，卻眼睜睜

的看著幼子被淹死，或是因心有旁鶩，沒有發現到幼子溺水的現象。在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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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由於行為人對於溺水風險，具有挽救法益所須的游泳技巧和游泳經驗，行為

人對於外界風險，具有防止風險所須的經驗和技術，具有防險能力，因此行為人

負有防止風險義務，負有作為義務，行為人的不作為成立故意不法或是過失不法。 

 

當行為人個人沒有防險能力時，在一般情況下，行為人的作為義務就宣告解

除。例如：夫妻二人到人跡罕至的海邊觀賞落日，妻子見海水清涼，下水游泳，

不料竟發生溺水現象。丈夫由於自己不會游泳，四周又無人可以求助，只好眼睜

睜看著妻子溺斃身亡。在這種情況下，由於行為人對於溺水風險，缺乏挽救法益

所須的游泳技巧和游泳經驗，行為人對於外界風險，不具有防止風險所須的經驗

和技術，不具有防險能力，因此行為人不負有防止風險義務，不負有作為義務，

行為人的不作為沒有不法可言。 

 

但是，如果行為人本身，雖然不具有防止風險所須的專業知識、專業經驗、

專業技術，但是其他專業人士，具有防止風險所須的專業知識、專業經驗、專業

技術，並且這些其他專業人士，是行為人可以求援的對象時，行為人即負有義務，

請求這些專業人士代為防止風險。例如：夫妻二人到海邊觀賞落日，妻子見海水

清涼，下水游泳，不料竟發生溺水現象。丈夫自己雖然不會游泳，但是海岸四周 

 

有幾處住戶。在這種情況下，雖然行為人個人，缺乏挽救溺水者所須的游泳技巧

和游泳經驗，但是海邊居民中，可能有人具有挽救溺水者所須的游泳技巧和游泳

經驗，因此行為人的義務即是：對於妻子溺水風險，必須請求具有游泳技巧和游

泳經驗的海邊居民，幫忙挽救，對於外界風險，必須請求具有防險技術和防險經

驗的專業人士，代為防止。 

 

將上述的分析整理如下：當行為人本身有防止風險的能力時，行為人的義務

是：親自防止風險。當行為人沒有防止風險的能力時，行為人的防險義務宣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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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當行為人沒有防止風險的能力，但是其他人有防險能力，並且這些其他人在

行為人可求助的範圍內時，行為人的義務是：請求其他人代為防止。 

 

 

第二款    特定行為人有防險能力 

 

（一）他人有防險能力的過失型態 

 

當只有特定專業人士才有防止風險的能力時，對於非專業人士的一般行為人

來說，其所負擔的義務是：認識外界風險，並認識到：自己沒有防止風險所須的

知識、經驗、技術、儀器，自己沒有防止風險的能力，自己無法將外界風險防止

住，以及認識到：他人具有防止風險所須的知識、經驗、技術、儀器，他人具有

防止風險的能力，他人可以將外界風險防止住，而請求他人防止風險。這種義務

內容所可能衍生的過失型態有以下幾種。 

 

（1）認識外界風險錯誤 

 

第一種過失犯型態是：行為人沒有認識到外界風險，因此也就不會想到：自

己沒有防止風險的能力，他人才有防止風險的能力，而不會作出任何請求他人防

險行為。例如：父親攜幼子到海邊觀賞落日，幼子見海水清涼，下水游泳，不料

竟發生溺水現象。父親因心有旁鶩，沒有發現幼子正在水中掙扎呼喊，因此也就

不會想到：自己雖然不會游泳，但是海岸四周有幾處民房，其中可能住有會游泳

的民眾，可以向其求救，而未做出任何求助行為。 

 

 400



（2）認識外界風險因子種類錯誤 

 

第二種過失犯型態是：行為人雖然認識到外界風險因子的存在，但是誤認外

界風險因子的種類，因此誤認自己有防險能力。這種過失犯型態，通常只出現在

醫療過失的領域中。行為人明明有能力，由年齡、症狀、病史等外在徵兆，去認

識到疾病的真正種類（外界風險因子的真正種類），以及相應的治療行為（相應

的防險手段），並認識到：自己的診所不具有進行治療所須的醫學儀器、醫學設

備，不具有防止風險能力，無法將外界風險防止住，以及認識到：大醫院才具有

進行治療所須的醫學儀器、醫學設備，才具有防止風險能力，才可以將外界風險

防止住，而將病患轉診至大醫院。但是由於思慮不周，未由年齡、症狀、病史、

病情未好轉等外在徵兆，去認識到疾病的真正種類，以及正確的治療行為，反而

誤認錯誤的疾病種類是真正的疾病種類，因此認為錯誤的治療行為是正確的治療

行為，因此認為：自己的診所具有進行治療所須的醫學儀器、醫學設備，具有防

止風險能力，可以將外界風險防止住，對於錯誤疾病種類所帶來的外界風險，自

己的診所就可以處理，就具有治療能力，不必轉診至大型醫院，而逕自對病患加

以治療，未將病患予以轉診。實務的案例如下： 

 

（1）病患有發燒、喉痛、咳嗽、氣促等症狀，醫生診斷為扁桃腺炎，並認

識到對扁桃腺炎來說，微量抗生素是適合的治療方式，而給予微量抗生素，但二

日後呼吸道症狀未改善且發燒持續。醫生未由上述症狀及病情未好轉的事實，想

到：病患真正的疾病種類應是肺炎，因此也就沒有想到：必須在兒童加護病房內，

才能給予肺炎病童所須的支持性療法，因此也就沒有想到：自己的診所內沒有兒

童加護病房，無法將肺炎風險防止住，大型醫院才設有兒童加護病房，才能將肺

炎風險防止住，而立即將病童送往大型醫院。相反的，醫生仍誤認：真正的疾病

種類是扁桃腺炎，因此認為：只須給予微量抗生素，即可防止扁桃腺炎所帶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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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因此認為：對於扁桃腺炎所帶來的風險，自己的診所就可以處理，就具有

治療能力，而繼續給予微量抗生素，未將病患轉診至大型醫院。結果病患因肺炎

未能及時發現，而未能及時轉診並及時給予適當治療，病情惡化而命喪黃泉31。 

 

（2）產婦在生產後，腹部疼痛，血紅素值大量降低。婦產科診所醫生未由

上述徵兆，想到：病患可能因生產過程中，產道過度擴張，導致陰道裂傷而持續

出血，必須及時進行剖腹手術，將動脈血管結紮，並及時補充足量血液，才能挽

救產婦的性命，因此也就沒有想到：自己的診所內沒有手術設備和輸血設備，無

法將失血風險防止住，大型醫院才會有手術設備和輸血設備，才能將失血風險防

止住，而立即將孕婦送往大型醫院。相反的，醫生誤以為：產婦只是身體不適應

生產過程的劇烈變化，因而出現產後不適，等身體狀況調適過來就會恢復，因此

認為：對於一般的產後不適，自己的診所就可以處理，就具有治療能力，而僅給

予腹部按摩，未將病患轉診至大型醫院。結果病患因陰道出血未能及時發現，而

未能及時轉診並及時給予適當治療，病情惡化而一命嗚呼
32。 

 

在這種過失犯類型中，行為人所沒有發揮的認識能力是：認識外界風險因子

種類的能力。行為人明明有能力，去認識到正確的外界風險因子種類，以及正確

的防險行為，並認識到：自己沒有執行正確防險行為所須的儀器或設備，自己沒

有防險能力，他人才有執行正確防險行為所須的儀器或設備，他人才有防險能

力，而請求他人防止風險。但是行為人卻沒有發揮能力，去認識到正確的外界風

                                                 
31 案例事實來源：高雄地院八十七年度訴字第二五六九號；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八十八年度上訴

字第一四二一號；最高法院九十一年度台上字第一一四一號。本案的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但

是本案中的義務內容和過失型態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和

過失的見解，彼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32 案例事實來源：板橋地院八十九年度訴字第二四四號。本案的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但是

本案中的義務內容和過失型態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和過

失的見解，彼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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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因子種類，反而誤認錯誤的外界風險因子種類是真正的外界風險因子種類，因

此誤認：對於錯誤外界風險因子種類而言適格的防險行為，但是對於真正外界風

險因子種類而言不適格的防險行為，是適格的防險行為。由於行為人誤認錯誤的

防險行為是適格的防險行為，因此誤認：自己具有執行錯誤防險行為所須的能

力，自己具有防險能力，而自行作出錯誤的防險行為。行為人誤認：錯誤外界風

險因子種類所帶來的外界風險，可以被自己所作出的錯誤防險行為防止住，但事

實上，真正外界風險因子種類所帶來的外界風險，並無法被行為人所作出的錯誤

防險行為防止住。換句話說，行為人由於沒有發揮對於「正確外界風險因子種類」

的認識能力，誤認自己有防險能力，作出錯誤的防險行為，最終導致行為人對於

無法被自己防止住的外界風險缺乏認識。（對於外界風險缺乏認識，這是過失不

作為犯的原始定義） 

 

（3）認識防險能力錯誤：第一類型的超越承擔過失不作為犯 

 

第三種過失犯型態是：行為人雖然認識到外界風險的存在，但是誤認：自己

具有防止風險所須的知識、經驗、技術，自己具有防止風險的能力，自己可以將

外界風險防止住，而自行作出防險行為。行為人明明有能力，可以認識到：自己

沒有防止風險的能力，其他專業人士才有防止風險的能力，而應請求其他專業人

士防止風險，但是卻沒有發揮能力，去認識到上述事實，反而誤以為：自己具有

防止風險的能力，不須求助外人，而自行作出防險行為，未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

在這種情況下，行為人沒有誠實看清外界風險的性質和自己的能力限制，沒有看

清外界風險的難以防止，以及相形之下，自己能力的渺小，承認自己對於自己對

於防止風險一事，是無能為力的，因此放棄自行防險，轉而求助他人。相反的，

行為人錯估自己的能力和客觀的情勢，高估自己的知識、經驗、技術，低估外界

風險的防止困難度，以為自己是有防險能力的，不須求助他人，而自行作出防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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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行為人明明沒有防險能力，卻超出自己能力的範圍，超出自己能力的承擔

極限，去作出自己能力所不及的專業防險行為。這是第一類型的超越承擔過失不

作為犯。這種類型的超越承擔過失不作為犯，是一般中外文獻上最常討論的超越

承擔過失類型33。 

 

（4）對「沒有防險能力」的認識能力 

和第一類型超越承擔過失不作為犯的結構 

 

在第一類型的超越承擔過失不作為犯中，行為人所沒有發揮的認識能力是：

認識「自己沒有防險能力」的能力。行為人明明有能力去認識到，自己對外界風

險沒有防險能力，他人才有防險能力，因此應當求助他人。但是行為人卻沒有發

揮認識能力，去認識到上述事實，反而誤以為：自己具有防險能力，而自行作出

防險行為。此時因行為人實際上並沒有防險能力，因此所作出的防險行為將是錯

誤或無效的防險行為。行為人誤以為：自己有防險能力，自己所作出的防險行為

將是正確的或有效的，外界風險可以被自己所作出的正確或有效防險行為防止

住，沒有認識到：自己沒有防險能力，自己所作出的防險行為將是錯誤的或無效

的，外界風險將無法被自己所作出的錯誤或無效防險行為防止住。換句話說，行

為人由於沒有發揮對於「自己沒有防險能力」的認識能力，作出錯誤或無效的防

險行為（作出自己力所不及的防險行為），最終導致行為人對於無法被自己防止

住的外界風險缺乏認識。（對於外界風險缺乏認識，這是過失不作為犯的原始定

義） 

 

（5）第一類型超越承擔過失不作為犯的實務案例 

                                                 
33 見林山田，刑法通論下冊，增訂八版，2002，頁 180；Jescheck，Lehrbuch des Strafrechts，AT，

4. Aufl.，1988，§55 I 3 a；Roxin，Strafrecht  AT I，3. Aufl.，1997，§ 24 A III 5，Rn.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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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類型的超越承擔過失不作為犯，實務的案例如下： 

 

（1）有所顧忌的行為人所進行的挽救法益行為：行為人雖然認識到外界風

險的存在，但是誤認：自己具有防止風險所須的知識、經驗、技術，自己具有防

止風險的能力，而自行作出防險行為。行為人明明有能力，可以認識到：自己沒

有防止風險所須的知識、經驗、技術，自己沒有防止風險的能力，其他專業人士

才有防止風險的能力，而請求其他專業人士防止風險，但是卻沒有發揮能力，去

認識到上述事實，反而誤以為：自己具有防止風險的能力，不須求助外人，而自

行作出防險行為，未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行為人之所以會錯估自己的能力和客

觀的情勢，高估自己的知識、經驗、技術，低估外界風險的防止困難度，以為自

己是有防險能力的，不須求助他人，而自行作出防險行為，有一種情況是因為：

行為人不想事情曝光，而不願求助他人。也就是說，法益之所以會陷入外界風險

之中，外界風險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行為人看顧不周或是行為不當所引起，行

為人對之負有責任。行為人在不想事情曝光的壓力下，影響到自己的理性判斷，

導致行為人無法承認自己對於防止風險一事，是無能為力的，必須求助於他人，

而寧願相信自己有防止風險的能力，不需求助他人。實務的案例如下： 

 

（i）看護不周的褓母所進行的急救行為：一對夫婦因工作繁忙，將三個月

大的女嬰托給職業褓母照顧，並再三告誡保母不可讓嬰兒趴睡，以免嬰兒於睡夢

中窒息身亡（作者按：趴睡是嬰兒猝死症的主要原因34）。該名保母未遵照囑咐，

逕自讓嬰兒趴睡。一日嬰兒於趴睡後，出現臉色蒼白、呼吸困難、心跳微弱的情

形。該名褓母於察覺此事後，雖然有能力認識到：嬰兒陷入危險之中，自己雖曾

受過心肺復甦術的訓練，但時日過久早已忘記大半，自己沒有防止風險所須的醫

                                                 
34 詳情請自行參閱嬰兒猝死症的相關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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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知識和醫學經驗，必須立即將嬰兒送至醫院，交給有醫學知識和醫學經驗的醫

生救治。但是由於唯恐自己看護不周，讓嬰兒趴睡，造成嬰兒陷入危險的事實，

在送醫求診後曝光，嬰兒父母會追究此事，因此未能秉持良知，去認識到「自己

沒有防險能力，必須求診醫生」的事實，反而告訴自己：自己曾受過心肺復甦術

的訓練，自己還記得要怎麼進行心肺復甦，自己具有防止風險所須的相關知識和

經驗，自己可以將外界風險防止住，用不著向醫生求診，而自行對嬰兒施作心肺

復甦術。結果因褓母早已忘記心肺復甦術的正確施作方式，所作出的心肺復甦術

錯誤而無效，造成嬰兒因未能及時送醫，未能及時接受正確的救治，病情惡化而

一命嗚呼35。 

 

（ii）無照診治的密醫所進行的急救行為：無中醫合格執照的密醫，為病患

進行針灸，因不具針灸所必須的中醫知識、中醫經驗、中醫技術，誤判適當的用

針尺寸和下針部位，且下針時施力過猛，造成病患的肺葉被二十公分的長針貫

穿，引發氣胸症狀。該名密醫見病患臉色發青、四肢冰冷、全身抽搐，知道病患

正陷入危險之中。在這種情況下，該名密醫明明有能力認識到：自己不具有合格

的中醫執照，不具有挽救病患所須的醫學知識、醫學經驗、醫學技術，自己沒有

防止風險的能力，必須立刻將病患送至醫院，請具有專業知識、專業經驗、專業

技術的醫生加以搶救。但是唯恐一旦送醫急救，自己非法行醫之事將會外洩，而

不肯將病患送醫，告訴自己：自己具有急救病患所須的醫學知識、醫學經驗、醫

學技術，自己具有防止風險的能力，不必將病患送醫救治，自己就可以應付得了

自己所造成的風險，而自行對病患加以搶救。結果密醫因急救知識和急救經驗不

足，在病患氣胸發作後的一小時內，僅對病患施予熱敷、拍打、壓胸的步驟，錯

過搶救的黃金時機，造成病患因未能及時送醫，未能及時接受正確的救治，氣胸

                                                 
35 案例事實來源：台北地院九十年度訴字第一一五號。本案的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但是本

案中的義務內容和過失型態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和過失

的見解，彼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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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延誤，最後引發呼吸性休克而身亡36。 

 

（2）新進醫生所進行的高難度治療行為：一些重大疾病，如腦瘤、肝癌等，

須要特殊治療行為，如腦部手術、移植手術，才能夠防止這些重大疾病所帶來的

死傷風險。這些特殊治療行為，具有高度的技術性，稍一失準就可能手術失敗，

無法成功達到治療效果。這種高難度的治療行為，對於未受專科訓練的一般醫生

來說，或是對於初出茅廬的新進專科醫生來說，不會具有進行治療所須的高度專

業知識、高度專業經驗、高度專業技術，不會具有防止外界風險的能力，無法將

外界風險予以防止住。因此對於一般醫生或新進專科醫生來說，其所負擔的義務

是：認識外界風險，並認識到：自己沒有防止風險的能力，其他資深專科醫生才

有防止風險的能力，而放棄自行作出治療行為，將病患交由其他資深專科醫生加

以治療。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位一般醫生或新進專科醫生，雖然知道：特殊治療行

為具有高度技術性，稍一差錯就會治療失敗，但是卻誤認：自己具有進行治療所

須的知識、經驗、技術，自己具有防止風險的能力，自己可以將外界風險防止住，

而逕自進行治療行為。此時這位一般醫生或新進專科醫生，明明有能力可以認識

到：自己沒有進行治療所須的醫學知識、醫學經驗、醫學技術，自己沒有防止風

險的能力，自己無法將外界風險防止住，卻沒有發揮能力去認識到上述事實，反

而高估自己所擁有的醫學知識、醫學經驗、醫學技術，低估外界風險的防止困難

度，相信自己有防止風險的能力，而作出治療行為。行為人明明沒有防止風險的

能力，卻超出自己能力的範圍，超出自己能力的承擔界限，去嘗試作出自己能力

範圍以外的防險行為（治療行為）。行為人誤認：疾病所帶來的外界風險，將可

                                                 
36 案例事實來源：高雄地院九十二年度訴字第二七○號。本案的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但是

本案中的義務內容和過失型態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和過

失的見解，彼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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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自己所作出的有效防險行為防止住，沒有認識到：疾病所帶來的外界風險，

將無法被自己所作出的無效防險行為防止住。實務的案例如下： 

 

（i）一名遭遇車禍的病患被送入急診室。該名病患呼吸困難，呈現缺氧狀

態。缺氧只要超過四分鐘，腦部功能就會受損，因此醫生必須立即進行插管（把

一條管子插入氣管），以供應氧氣，如果插管困難，就必須進行氣管切開手術（在

病患的頸部切一個洞，再把管子插入氣管）。該名病患因聲帶腫脹出血，呼吸道

阻塞，插管插不進去，多次失敗，必須進行氣管切開手術。一名新進的外科醫生，

雖然知道自己作氣管切開手術的功力尚淺：只有在幾次氣切手術中，當過助手，

唯一一次親自動手操刀的經驗，是對一頭山羊作氣切的練習。該位新進醫生明明

有能力認識到：自己的知識和經驗太少，無法準確有效的執行氣切，自己欠缺防

止風險所必須的知識和經驗，無法防止缺氧所帶來的風險，所以不能親自進行氣

切行為（放棄防險行為），必須請資深外科醫生上陣操刀。但是該名新進外科醫

生，為了迅速累積臨床經驗，增進自己的外科功力，欺騙自己，告訴自己說：我

做得到的，我可以成功執行氣管切開術，我可以圓滿達成任務，我可以防止缺氧

所帶來的風險。這位新進醫生，相信自己具有執行氣切所須的外科知識、外科經

驗、外科技術，可以運用外科知識和外科經驗，去認知到正確的下刀部位、下刀

方向、下刀深度，可以運用外科經驗和外科技術，去正確的下刀，而魯莽作出氣

切行為。結果因氣切知識不足，誤判正確的下刀方向是橫切，因此採行橫切而非

縱切（因為血管是上下走向，縱切比較不會切到血管，是比較好的氣切方式），

造成血管被切開，氣切不成功，病患陷入危機之中（缺氧時間只要延長到四分鐘

以上，病患的腦部就會受損）。幸好最後資深外科醫生及時接手，由於時間已經

來不及再進行氣切，因此資深醫生命令再試一次插管，結果插管奇蹟似的成功，

病人宣告得救37。 

                                                 
37 Gwande，Complications，PICADOR，2002，p.47，及其中譯：葛文德，一位外科醫師的修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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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認識防險行為種類錯誤 

 

第四種過失犯型態是：行為人雖然認識到外界風險因子的存在和種類，但是

誤認錯誤的防險行為是正確的防險行為，因此誤認自己有防險能力，而自行作出

錯誤的防險行為。也就是說，行為人明明有能力認識到：甲種行為是正確的防險

行為，對於甲種行為，自己沒有有效執行的能力，自己沒有防止風險的能力，必

須請有防險能力的專業人士代為防止風險。但是行為人卻沒有發揮能力認識到上

述事實，反而誤以為：乙種行為是正確的防險行為，對於乙種行為，自己具有有

效執行的能力，自己具有防止風險的能力，而自行作出乙種行為。行為人誤以為： 

外界風險將被乙種行為防止住，沒有認識到：外界風險將無法被乙種行為防止

住。在這種情況下，行為人誤認錯誤的防險行為是正確的防險行為，因此誤認自

己有防險能力，而自行作出錯誤的防險行為，行為人誤認：外界風險將可以被自

己所做出的錯誤防險行為防止住，但其實外界風險並無法被自己所作出的錯誤防

險行為防止住。換句話說，行為人由於沒有發揮對於「正確防險行為」的認識能

力，誤認自己有防險能力，作出錯誤的防險行為，最終導致行為人對於無法被自

己防止住的外界風險缺乏認識。（對於外界風險缺乏認識，這是過失不作為犯的

原始定義） 

 

實務的案例如下： 

 

（1）病患無法自主呼吸，陷入缺氧狀態，需插管供應氧氣。但病患因會厭

軟骨過長，插管困難，應改採氣管切開手術，以達到供應氧氣的目的。一名麻醉

科醫生沒有認識到：病患屬於插管困難的病患，氣切才是適合的治療方式，因此

                                                                                                                                            
廖月娟譯，天下文化，2003，頁 73以下。 

 409



也就沒有想到：自己沒有執行氣切手術的能力，必須請耳鼻喉科醫生代為執行。

相反的，該名麻醉科醫生誤認：病患的身體狀況是可以插管的，插管是適合的治

療方式，因此誤認：自己具有有效執行插管的能力，自己具有防止風險的能力，

而一再自行進行插管，因病患身體不適合插管而接連失敗。直至病患因缺氧過

久，已無心跳跡象，醫生才急喚耳鼻喉科醫生進行氣切，結果病患因腦部缺氧過

久而成為植物人38。 

 

 

第五節    沒有認識可能外界風險因子的能力 

 

第一款 認識可能外界風險因子能力的三種型態和義務內容 

 

前面說過：對於一些特定的外界風險，按照案例的特性，行為人應當認識到：

現時可能存在的外界風險因子，並認識到：應確認外界風險因子到底是否存在，

而作出確認行為。一旦外界風險因子真的存在，行為人應認識到外界風險因子的

存在，以及外界風險因子所帶來的外界風險，而作出相應的防險行為。如果外界

風險因子不存在，行為人才可以因確定沒有外界風險因子的存在，而不必作出防

險行為。 

 

行為人這項義務的成立，以「行為人有認識外界風險因子可能存在的能力」

為前提。當行為人因能力的客觀基礎或主觀基礎欠缺，而對外界風險因子的可能

存在，沒有認識能力時，這項義務就宣告解除。 

                                                 
38 案例事實來源：高等法院八十九年度上易字第四五三號。本案的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但

是本案中的義務內容和過失型態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和

過失的見解，彼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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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說過，在有些個案中，認識可能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是由主觀要素和客

觀要素組合而成。在這種情況下，認識可能外界風險因子整體能力的型態，也就

是主觀要素和客觀要素聚合的結果，可以分成三種：一是行為人具有認識可能外

界風險因子的能力，一是行為人沒有認識可能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一是行為人

雖然沒有認識可能風險因子的能力，但是對於「自己沒有認識能力」一事，具有

認識能力。 

 

在有些情況下，行為人對於風險因子的可能存在，沒有認識能力，對於自己

沒有認識能力一事，也沒有認識能力，行為人單純處於一種無認識能力的狀態，

對於風險因子的存在和自己的無能力狀態，都無法察覺，因此沒有任何認識義

務，不負任何過失責任。 

 

但是，在有些情況下，當行為人雖然對於外界風險因子的可能存在，沒有認

識能力，但是對於自己因主觀基礎欠缺而沒有認識能力一事，可以知曉時，行為

人即負有下述義務，認識到：自己沒有認識可能外界風險因子所須的專業知識和

專業經驗，自己沒有認識可能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必須請具有專業知識專業經

驗的專業人士，也就是具有認識能力的專業人士，進行認識的工作，去確定外界

風險因子是否可能存在。 

 

將上述的分析整理如下：當行為人有認識外界風險因子可能存在的能力時，

行為人的義務是：親自認識。當行為人沒有認識風險因子可能存在的能力時，行

為人的認識義務宣告解除。當行為人沒有認識風險因子可能存在的能力，但是對

於自己的沒有認識能力有認識能力時，行為人的義務是：請人代為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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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其他行為人有認識能力 

 

（一）對「沒有認識能力」的認識能力 

和第二類型的超越承擔過失不作為犯 

       

當行為人雖然對於外界風險因子的可能存在，沒有認識能力，但是行為人可

以認識到自己沒有認識能力時，行為人即負有下述義務。行為人必須認識到：自

己沒有認識可能外界風險因子所須的專業知識和專業經驗，自己沒有認識可能外

界風險因子的能力，自己無法確定外界風險因子是否可能存在，必須請具有專業

知識專業經驗的專業人士，也就是具有認識能力的專業人士，進行認識的工作，

去確定外界風險因子是否可能存在。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行為人沒有請專業人士進行認識，而是自己親自進行認

識。由於行為人事實上沒有認識能力，行為人沒有進行認識所須的專業知識和專

業經驗，因此行為人所作出的認識，將有出錯的可能性。如果外界風險因子事實

上不可能存在，而行為人確認錯誤，誤認外界風險因子可能存在，而作出確認行

為，確認外界風險因子是否存在，這還沒有關係；但是如果外界風險因子事實上

是可能存在的，而行為人認識錯誤，誤認外界風險因子不可能存在，而沒有進行

確認行為，以至於沒有發現外界風險因子真的存在，而沒有作出任何防險行為，

就成立過失犯。在這種情況下，行為人明明有認識能力，可以認識到：自己沒有

進行認識所須的專業知識和專業經驗，自己對於外界風險因子的可能存在與否，

沒有認識能力，自己沒有認識可能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卻沒有發揮認識能力，

去認識到上述事實，反而誤以為：自己具有進行認識所須的專業知識和專業經

驗，自己對於外界風險因子的可能存在與否，具有認識能力，自己具有認識可能

外界風險因子能力，可以自行進行認識，不必請教真正的專業人士，而自行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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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在這種情況下，行為人沒有看清自己能力的限制，而放棄自己力所不及的認

識行為，反而誤信自己有認識能力，而超越自己能力的承擔極限，去從事自己力

所不及的認識行為，這是第二類型的超越承擔過失不作為犯。這種類型的超越承

擔過失，作者不曾在中外文獻上看過。實務的案例如下： 

 

（1）一名機車騎士行經小學旁邊的道路時，被學生丟擲過來的球擊中，機

車倒地，機車騎士頭部撞擊地面，該名機車騎士被人送往醫院急救。值班的實習

醫生，檢查過病患的身體狀況，認為病患僅是頭部外傷，因此未作出更進一步的

治療，僅將病患留院觀察。之後病患出現頭痛，嘔吐的現象，病患家屬認為可能

有嚴重的頭部傷勢存在，要求作頭部的電腦斷層掃描，以確定是否有頭部創傷。 

 

在這種情況下，該名實習醫生，應當認識到：自己的醫學知識不足，臨床經

驗尚淺，沒有認識頭部創傷可能所須的醫療知識和醫療經驗，沒有認識頭部創傷

可能的能力（沒有認識可能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無法由病患的症狀，判斷病

患是否可能有頭部創傷，所以病患可能有頭部創傷，因此必須作出電腦斷層掃描

檢查，以確定頭部創傷究竟是否存在（確認外界風險因子是否存在），或是請具

有足夠醫療知識和豐富臨床經驗的資深醫生，對頭部創傷的可能與否進行認識。

一旦資深醫生指出病患可能有頭部創傷（外界風險因子的可能存在），就必須立

即作出電腦斷層掃描檢查，以確定是否真的有頭部創傷（確認外界風險因子是否

存在）。一旦發現病患真的有頭部創傷，必須立即作出相應的治療。 

 

但是，該名實習醫生，沒有請資深醫生代為認識頭部創傷的可能性，代為認

識外界風險因子是否可能存在，而是自行判斷頭部創傷的可能性，自行認識外界

風險因子是否可能存在。在這種情況下，該名實習醫生，是在從事自己力所不及

的認識工作。該名實習醫生，明明有能力認識到：自己沒有進行認識所須的醫學

知識和臨床經驗，自己對頭部創傷可能性，沒有認識能力，自己無法確定頭部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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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是不是有可能，必須請資深醫生代為認識，卻沒有發揮能力，去認識到自己能

力的限制，反而誤以為：自己雖然資淺，但是聰明過人，早已掌握認識頭部創傷

可能所須的知識和經驗，可以由病患的症狀，判斷病患是不是有可能有頭部創

傷，具有認識頭部創傷可能所須的能力，用不著請有能力的他人認識，自己就可

以進行認識，而自行作出認識行為。結果該名實習醫生在進行認識時，由於缺乏

醫學知識和臨床經驗，而未能由病患的頭痛和嘔吐症狀，認識到：病患可能有頭

部創傷，必須作出電腦斷層掃描檢查，以確定是否真的有頭部創傷，以決定是否

作出治療行為，反而武斷的認為：病患只是頭皮表層的外傷，無甚大礙，用不著

作出掃描檢查和進一步的治療行為。結果病患因硬腦膜下出血（顱內出血），未

能及時發現和及時救治，病情惡化，顱內大量出血而不治39。 

 

（二）對「沒有認識能力」的認識能力 

和第二類型超越承擔過失不作為犯的結構 

 

在第二類型的超越承擔過失不作為犯中，行為人沒有發揮的認識能力是：對

「自己沒有認識能力」的認識能力。行為人明明有能力認識到：自己沒有認識外

界風險因子是否可能存在的能力，應當請人代為認識外界風險因子是否可能存

在，卻沒有發揮能力去認識到上述事實，反而誤認：自己具有認識外界風險因子

是否可能存在的能力，而對於外界風險因子是否可能存在進行認識。在這種情況

下，由於行為人實際上沒有認識能力，因此行為人所作出的認識，有出錯的可能

性。結果當外界風險因子真的可能存在時，因行為人缺乏認識能力，誤認外界風

                                                 
39 案例事實來源：最高法院八十九年度台上字第六五二二號。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八十九年度重

上更（一）字第一三九號。最高法院九十年度台上字第七三八八號。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九十年度

重上更（二）字第二二六號。雖然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但是個案的義務內容是作者自己的見

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的見解，彼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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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因子不可能存在，而沒有作出確認行為，以至於沒有發現外界風險因子真的存

在，而沒有作出任何防險行為。換句話說，行為人由於沒有發揮對於「自己沒有

認識能力」這項事實的認識能力，自行作出認識，未作出確認行為，最終導致行

為人對於實際上存在的外界風險因子和外界風險缺乏認識。（對於外界風險缺乏

認識，這是過失不作為犯的原始定義） 

 

 

第六節    沒有確認外界風險因子種類的能力 

 

前面說過：在醫療過失的領域中，對於一些特定的疾病風險，按照案例的特

性，醫生應當在診斷時，認識到疾病的存在，也就是外界風險因子的存在，以及

認識到疾病的可能種類，也就是外界風險因子的可能種類，例如：可能是甲種疾

病，並認識到：應作出相關檢驗，以確定疾病種類是否真的是甲種疾病，以確定

外界風險因子的種類，以此來決定相應的防險行為，因此作出檢驗以確認之。一

旦檢驗結果顯示，疾病種類真的是甲種疾病，行為人應認識到外界風險因子的真

正種類，以及相應的防險行為，也就是適合甲種疾病的治療方式，而作出相應的

治療行為。如果檢驗結果顯示，外界風險因子種類不是甲種疾病，行為人才可以

當成是別種疾病，而作出適合別種疾病的治療行為。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間醫療院所，缺乏進行相關檢驗所須的檢驗儀器，例

如：缺乏作心電圖檢查所須的心電圖器材，缺乏作超音波檢查所須的超音波設備

等，該間醫療院所的醫生，應認識到：自己的醫療院所，缺乏確認疾病種類所須

的檢驗儀器，缺乏確認外界風險因子種類的能力，大型的醫療院所，才會具有確

認疾病種類所須的檢驗儀器，才會具有確認外界風險因子種類的能力，而將病患

轉診至大型醫療院所，交由該處的醫生進行相關檢驗行為。 

 415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該間醫療院所的醫生，誤認自己的醫療院所，具有確認

外界風險因子種類所須的檢驗儀器，具有確認外界風險因子種類的能力，而自行 

作出確認行為，未將病患轉診至大型醫院，就成立超越承擔的過失。這是第三類

型的超越承擔過失不作為犯。不過這種情形很難想見，因為一般的正常人不太可

能搞錯儀器設備的有無，將儀器的不存在誤以為存在，頂多只會錯估知識、經驗、

技術的程度，高估自己不足的知識、經驗、技術，誤認自己已經具備足夠的知識、 

經驗、技術（這是超越承擔過失的常態）。 

 

比較常發生的過失型態是下面這一種：醫生由於誤認疾病的可能種類，而誤

認自己具有確認外界風險因子種類的能力。實務的案例如下： 

 

（1）一名病患因身體不適，赴一間醫院求診，該間醫院的設備相當簡陋。

該名病患出現發高燒，關節腫痛，心跳加速的症狀，X光檢驗顯示，病患有心室

肥大的症狀。醫生由上述症狀和檢驗結果，沒有想到：病患可能是心內膜炎，必

須作心電圖檢查，以確定是否真的是心內膜炎，因此也就沒有想到：自己的醫院

沒有作心電圖檢查所須的醫療器材，必須儘速將病患轉診至大型醫院，交由大型

醫院的醫生作出心電圖檢查，反而誤以為：病患可能是血液方面的疾病，必須作

抽血檢驗，以確定是否真的是相關疾病，因此認為：自己的醫院就有作抽血檢驗

所必須的醫療設備，不必將病患轉診至大型醫院，而自行抽血確認之。結果病患

因心內膜炎的病因，未能及時發覺，而未能及時接受適當的治療，病情惡化，引

發心肺衰竭而身亡40。 

                                                 
40 案例事實來源：最高法院九十一年度台上字第一九四八號。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九十一年度重

上更（三）字第二一一號。最高法院九十一年度台上字第六七二六號。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九十一

年度重上更（四）字第六一四號。本案的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但是本案中的義務內容和過失

型態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和過失的見解，彼此並不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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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沒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力 

 

第一款    監督外界風險因子能力的三種型態和義務內容 

 

前面說過：對於一些特定的外界風險，按照案例的特性，行為人應當在行為

時，認識到未來可能發生的外界風險因子，並認識到應當場監督、定期監督、長

期監督外界風險因子是否出現，而作出監督行為。一旦外界風險因子真的出現，

行為人應認識到外界風險因子和外界風險的存在，以及相應的防險行為，而作出

防險行為。實務的案例如下： 

 

（1）嬰兒因食道發育不全，容易因溢奶（奶水逆流）而發生窒息。父母及

保母必須在溢奶發生前，預見到此種未來可能發生的風險，並認識到：應於餵食

後輕拍其背直至打隔
41（預防措施），再觀察一段時間42（長期監督）（因為溢奶不

一定會在進食後馬上發生，也可能隔一陣子才發生），而作出這項預防行為和長

期監督行為。一旦出現溢奶的情形（窒息風險出現時），必須立刻察覺此項風險，

並認識到相應的防險行為，而及時加以處理。 

 

在上述個案中，行為人所負擔的義務是：認識外界風險因子的可能發生，並

認識到：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是否出現，而作出監督行為。當外界風險因子出現

時，即應認識到外界風險因子和外界風險的存在，以及相應的防險行為，而作出

                                                                                                                                            
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41 台北地院九十年度訴字第五○七號，理由，四、（二）、（三）。 
42 台北地院九十年度訴字第五○七號，理由，四、（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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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險行為。行為人這項義務的成立，以「行為人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為

前提。當行為人因能力的客觀基礎或主觀基礎欠缺，而沒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

能力時，這項義務就宣告解除。舉例說明如下： 

 

（1）能力的客觀基礎欠缺：未滿一歲的嬰兒，可能會因嬰兒猝死症發作（外

界風險因子），而於睡夢中突然死去（外界風險因子所帶來的外界風險），這種現

象的發生機率約是千分之一。由於嬰兒猝死症都是突然發作，事前並無跡象43，

欠缺可供察覺的外在徵兆，因此保母在看護嬰兒時（長期監督），無法經由外在

異狀，去警覺到嬰兒猝死症的存在，對「嬰兒猝死症」此一外界風險因子的出現，

沒有認識能力，因此也就不會想到：必須防止外界風險，而將嬰兒送醫救治。在

這種情況下，保母的未發現嬰兒有異狀，以及未將嬰兒送醫致生死亡結果，均不

構成過失。 

 

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是由主觀要素和客觀要素組合而成。監督外界風

險因子整體能力的型態，也就是主觀要素和客觀要素聚合的結果，可以分成三

種：一是行為人具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一是行為人沒有監督外界風險因

子的能力，一是行為人雖然沒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但是對於「自己沒有

監督能力」一事，具有認識能力。 

 

在嬰兒猝死症的案例中，行為人對於外界風險因子的存在，沒有認識能力（監

督能力），對於自己沒有認識能力（監督能力）一事，也沒有認識能力，行為人

單純處於一種無認識能力的狀態，對於外界風險因子的存在和自己的無能力狀

態，都無法察覺，因此沒有任何認識義務，不負任何過失責任。 

 

                                                 
43 請自行參閱嬰兒猝死症的相關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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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有些情況下，當行為人雖然對於外界風險因子的出現，沒有監督能

力，但是對於自己因主觀基礎欠缺而沒有監督能力一事，可以知曉時，行為人即

負有下述義務：認識外界風險因子的可能發生，並認識到：自己沒有監督風險因

子所須的專業知識、專業經驗、專業器材，自己沒有監督能力，不能執行監督工

作，而必須請具有專業知識、專業經驗、專業器材的專業人士，也就是具有監督

能力的專業人士，負起監督之責。實務的案例如下： 

 

（1）醫療監督行為：病人在動手術之前，有時必須接受全身麻醉。病人在

接受全身麻醉之後，身體的重要機能會宣告停擺，如心跳、呼吸、血壓等，必須

靠機器維持這些生命功能，如用呼吸機代替病人的自行呼吸。在這種情況下，病

人的生理狀況異於平常，各項生命機能隨時可能會出狀況，如呼吸突然中止（外

界風險因子），病人可能會因此發生傷亡（外界風險因子所帶來的外界風險）。因

此醫生在進行麻醉行為時，必須預見到上述未來可能發生的外界風險因子，並認

識到：應裝置並開啟各項監測設備，如心電圖監視器、血氧監視器、血壓監視器

等，監測麻醉病患的各項身體功能（長期監督），而使用監測設備監測之
44。一旦

異常狀況出現，如病患突然呼吸困難（外界風險因子出現），也就是病患的傷亡

風險出現時，應立即經由監測設備的顯示，察覺到外界風險因子和外界風險的存

在，並認識到相應的防險行為，而即刻採取搶救的行動，以避免病患的傷亡。 

 

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在大醫院的外科醫生或麻醉科醫生，才會具有監督外界

風險因子所須的監測知識、監測經驗、監測設備，才會具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

能力，才可以在外界風險因子出現時，立即察覺外界風險因子的存在，並立即採

取防險行為。一般小診所內的醫生，不會配備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所須的監測知

                                                 
44 見Gwande，Complications，PICADOR，2002，p.64，及其中譯：葛文德，一位外科醫師的修

煉，廖月娟譯，天下文化，2003，頁 95以下。另見全身麻醉的相關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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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監測經驗、監測設備，不會具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無法在外界風險

因子出現時，立即察覺到外界風險因子的存在，並立即採取防險行為。因此，對

於大醫院的外科醫生或麻醉科醫生來說，其所負擔的義務是：在麻醉前，認識未

來可能發生的外界風險因子，並認識到：自己具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所須的監測

知識、監測經驗、監測設備，自己具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而作出監督行

為、麻醉行為和手術行為。對於一般診所的醫生來說，其所負擔的義務是：在麻

醉前，認識未來可能發生的外界風險因子，並認識到：自己不具有監督外界風險

因子所須的監測知識、監測經驗、監測設備，自己不具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

力，在大醫院的專科醫生才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所須的監測知識、監測經驗、監

測設備，才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而放棄監督行為、麻醉行為和手術行為，

將病人轉診給有監督能力的大醫院醫生，讓大醫院醫生去進行監督行為、麻醉行

為和手術行為
45。 

 

（2）建築監工行為：興建房屋時，如果施工不當，如偷工減料（外界風險

因子），可能會造成房屋完工後，結構脆弱，容易倒塌，對住戶或鄰居帶來傷亡

風險（外界風險因子所帶來的外界風險）。在興建房屋時，建商必須認識到「工

人施工不當」這項未來可能發生的外界風險因子，並派遣監工人員，定期赴工地

查看施工品質的良窳（定期監督外界風險因子是否出現），一旦監工人員發現有

施工不良的狀況（外界風險因子出現時），必須立刻下令施工人員改正施工行為。

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受過工程教育和工程訓練的監造人員，才會具有監督施工品

質的能力，才會具有監督工程所須的專業知識和專業經驗，例如：知道正確的施

工材料和正確的施工方式，才可以在施工不良的情況出現時，例如：施工材料不

                                                 
45 案例事實來源：台北地院八十八年度訴字第九九四號。最高法院八十九年度台上字第四○七

六號。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八十九年度上更（一）字第三九一號。最高法院九十年度台上字第三六

八八號。這種案例類型的案例事實來自實務判決，但是案例中的義務內容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

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的見解，彼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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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或是施工方式不當的情況出現時，立即察覺到外界風險因子的存在，並立刻作

出相應的防險行為：下令施工人員改進。沒有受過訓練的一般人，不會具有監督

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不會具有監督工程所須的專業知識和專業經驗，例如：不 

會知道正確的施工材料和施工方式，無法在施工不良的狀況出現時，例如：施工

材料不當或是施工方式不當的情況出現時，立即察覺到外界風險因子的存在，並

立即採取防險行為：下令施工人員改進。因此，對於建商所雇用的監工人員來說，

其所負擔的義務是：認識到「施工不良」這項未來可能發生的外界風險因子，並

認識到：自己具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所須的工程知識和工程經驗，自己具有監督

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而作出監督行為。對於沒受過建築教育和建築訓練的一般

人來說，其所負擔的義務是：認識到「施工不良」這項未來可能發生的風險因子，

並認識到：自己不具有監督風險因子所須的工程知識和工程經驗，自己不具有監

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自己不能擔任監督工程的工作，建築專業人士才具有監

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才可以勝任監工的任務，而拒絕擔任監工之職，請建商

另行聘用建築專業人士
46。 

 

將上述的分析整理如下：當行為人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時，行為人的

義務是：自行監督。當行為人沒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時，行為人的監督義

務宣告解除。當行為人沒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但是對自己的沒有監督能

力有認識能力時，行為人的義務是：放棄自行監督，請他人負起監督之責。 

 

 

 

                                                 
46 案例事實來源：高等法院八十九年度上訴字第三六七六號。這種案例類型的案例事實來自實

務判決，但是案例中的義務內容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的

見解，彼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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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他人有監督能力的過失型態 

 

當行為人沒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但是對自己的沒有監督能力有認識

能力時，行為人的義務是：放棄自行監督，請他人負起監督之責。這種義務內容

所衍生出來的過失型態有以下幾種。 

 

（一）認識外界風險因子錯誤 

 

第一種過失犯型態是：行為人根本沒有想到外界風險因子的可能發生，因此

也就不會想到：自己沒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必須請他人負起監督的工

作，而未作出任何請求監督行為。 

 

（二）認識監督能力錯誤：第四類型的超越承擔過失不作為犯 

 

第二種過失犯型態是：行為人雖然認識到外界風險因子的可能發生，但是卻

誤認：自己具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所須的專業知識、專業經驗、專業設備，自己

具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可以在外界風險因子出現時，立即發覺到外界風

險因子的存在，並立即採取防險行為，不必請他人代為監督，而自行進行監督行

為。此時行為人明明有能力去認識到：自己沒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所須的專業知

識、專業經驗、專業設備，自己沒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自己無法在外界

風險因子出現時，立即發覺到外界風險因子的存在，並立即採取防險行為，必須

請他人負起監督之責，卻沒有發揮能力去認識到上述事實，反而高估自己所擁有

的專業知識、專業經驗、專業設備，低估外界風險因子的監督困難度，相信自己

具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而自行作出監督行為，未請他人負起監督之責。

在這種情況下，由於行為人事實上沒有嚴密監督的能力，因此所作出的監督，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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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疏漏的可能性。一旦當外界風險因子出現時，行為人未能及時察覺，而未能及

時採取防險行為，就成立過失犯。在這種情況下，行為人明明沒有監督外界風險

因子的能力，卻超出自己能力的範圍，超出自己能力的承擔極限，去作出無效的

監督行為。這是第四類型的超越承擔過失不作為犯，這種類型的超越承擔過失，

作者不曾在中外文獻上看過。 

 

（三）第四類型超越承擔過失不作為犯的實務案例 

 

（1）麻醉後的監督行為：病人在動手術之前，有時必須接受全身麻醉。病

人在接受全身麻醉之後，身體的重要機能會宣告停擺，如心跳、呼吸、血壓等，

必須靠機器維持這些生命功能，如用呼吸機代替病人的自行呼吸。在這種情況

下，病人的生理狀況異於平常，各項生命機能隨時可能會出狀況，如呼吸中止等

（外界風險因子），病人可能會因此發生傷亡（外界風險子所帶來的外界風險）。

因此醫生在進行麻醉行為時，必須預見到上述未來可能發生的外界風險因子，並

認識到：應裝置並開啟各項監測設備，如心電圖監視器、血氧監視器、血壓監視

器等，監測病患的各項身體功能（長期監督），而使用監測設備監測之
47。一旦異

常狀況出現（外界風險因子出現），如病患突然呼吸困難，也就是病患傷亡的風

險出現時，應立即經由監測設備的顯示，察覺到外界風險因子和外界風險的存

在，並認識到相應的防險行為，而即刻採取搶救的行動，以避免病患的傷亡。 

 

在這種情況下，一般小診所內的醫生，不會配置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所須的

監測儀器，以及監看監測儀器所需的人力（作者按：在手術麻醉時，監看監測設

備必須由專人為之，醫生不能一心二用，邊動手術邊看監測設備。但是一般小診

                                                 
47 見Gwande，Complications，PICADOR，2002，p.64，及其中譯：葛文德，一位外科醫師的修

煉，廖月娟譯，天下文化，2003，頁 95以下。另見全身麻醉的相關網頁。 

 423



所在動手術時，常常只有醫生和醫生所雇用的護士在場，由醫生負責手術，護士

負責遞刀，沒有多餘的人力去監看監測設備。因此一般小型診所，不能夠進行需

要全身麻醉的大型手術，只能夠進行不須麻醉的小型手術），不會具有監督外界

風險因子的能力，無法在外界風險因子出現時，立即察覺到外界風險因子的存

在，並立即採取防險行為。因此，對於一般診所的醫生來說，其所負擔的義務是：

在麻醉前，認識未來可能發生的外界風險因子，並認識到：自己不具有監督外界

風險因子所須的監測設備、監測人力，自己不具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在

大醫院的專科醫生才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所須的監測設備、監測人力，才有監督

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而放棄監督行為、麻醉行為和手術行為，將病人轉診給有

監督能力的大醫院醫生，讓大醫院醫生去進行監督行為、麻醉行為和手術行為。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位沒有配備監測儀器的診所醫生，或一位欠缺監測人

力的診所醫生，雖然知道：進行麻醉時，未來可能發生的風險因子，但是卻誤認：

自己具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所須的監測設備、監測人力，自己具有監督外界風險

因子的能力，可以在外界風險因子出現時，立即發覺到外界風險因子的存在，並

立即採取防險行為，而逕自進行監督行為、麻醉行為和手術行為。此時這位診所

醫生，明明有能力去認識到：自己沒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所須的專業儀器、專業

人力，自己沒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自己無法在外界風險因子出現時，立

即發覺到外界風險因子的存在，並立即採取防險行為，必須請他人負起監督之

責，卻沒有發揮能力去認識到上述事實，反而卻高估自己所擁有的專業儀器、專

業人力，低估外界風險因子的監督困難度，相信自己具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

力，而作出監督行為、麻醉行為和手術行為。由於行為人事實上沒有嚴密監督的

能力，因此所作出的監督，將有疏漏的可能性。一旦當外界風險因子出現時，行

為人未能及時察覺，而未能及時採取防險行為，就成立過失犯。在這種情況下，

行為人明明沒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卻超出自己能力的範圍，超出自己能

力的承擔界限，去進行會出紕漏的監督行為。行為人誤認：自己具有適格監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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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當外界風險因子出現時，自己可以及時察覺並及時採取防險行為，沒有認識

到：自己不具有適格監督能力，當外界風險因子出現時，自己無法及時察覺並及

時採取防險行為。實務的案例如下： 

 

（i）一名婦產科醫生，身兼兩職，同時在大型醫院內擔任主治醫生，以及

在小型診所內擔任診所醫生。一日該名婦產科醫生，選擇在小型診所內，為一名

病患進行全身麻醉的陰道整型手術。該名婦產科醫生雖然認識到：病患在接受麻

醉劑注射後，可能發生呼吸抑制而缺氧等副作用，因此在麻醉藥劑消退前，必須

嚴密監看病患的呼吸狀況，但是未認識到：小診所內不具有監看呼吸狀況所須的

血氧監測設備，必須轉至大型醫院施行手術，反而誤以為：命護士以肉眼觀看病

人的呼吸狀況即可，不必動用血氧監測設備，在小診所內就具有監督外界風險因

子所須的能力，不必將手術地點改到大醫院。結果病患在接受麻醉後，出現呼吸

抑制而缺氧的現象，由於護士僅由病患外表，無法立即察覺缺氧現象，而未能立

即加以搶救（如果使用血氧監測設備，就可以立即發現缺氧現象，立即加以救

治）。直至缺氧三分鐘後，氧氣耗盡，血液顏色變黑，醫生才警覺到缺氧情形，

而加以搶救，但此時已經回天乏術
48。 

 

（ii）一名小型診所的醫生，在診所內為闌尾炎病患進行闌尾切除手術。在

手術開始前，醫生先對病患進行硬膜外腔麻醉。該名診所醫生雖然認識到：病患

在接受麻醉藥劑注射後，可能發生藥物過敏等副作用，因此必須嚴密監看監測設

備所顯示的病患狀況，但是未認識到：必須要由麻醉專業的醫護人員，負責監看

監測設備，小診所內並未聘用麻醉專業的醫護人員，大型醫院才會雇用麻醉專業

的醫護人員，必須將病患轉診至大型醫院，由大型醫院的醫生施行手術，反而誤

                                                 
48 案例事實來源：台北地院八十八年度訴字第九九四號。本案的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但是

本案中的義務內容和過失型態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和過

失的見解，彼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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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由醫生本身一心二用，邊動手術邊注意監測設備即可，不須聘用麻醉專業

醫護人員，全心監看監測設備，自己的診所內就具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所須的人

力，不須將病患轉診至大型醫院，而逕自進行監督行為、麻醉行為和手術行為。

結果病患在接受麻醉藥劑注射後，因藥物過敏，出現胸悶的現象，醫生由於正專

注於開刀上，忙著用刀劃開皮膚和皮下組織，無暇顧及監測設備所顯示的病患異

常身體狀況，造成病患因過敏現象未能及時發現，而未能及時救治，過敏現象惡

化，引發過敏性休克而身亡49。 

 

台灣地區每年都會發生如下的案例：因麻醉設備不足或麻醉人力不足，而造

成病患罔送性命。這種現象的起因是，整體醫療環境的失衡：診所林立，但麻醉

醫護人員短缺，以及醫德的淪喪：診所醫生為求平衡收支，鋌而走險，執行危險

手術。病人成為不良醫療生態和醫療倫理下的受害者50。 

 

（2）建築時的監工行為：興建房屋時，如果施工不當，如偷工減料（外界

風險因子），可能會造成房屋完工後，結構脆弱，容易倒塌，對住戶或鄰居帶來

傷亡風險。在興建房屋時，建商必須認識到「工人可能施工不當」這項未來可能

發生的外界風險因子，並派遣監工人員，定期赴工地查看施工品質的良窳（定期

監督外界風險因子是否出現），一旦監工人員發現有施工不良的狀況（外界風險

因子出現時），必須立刻下令施工人員改正施工行為。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受過

訓練的一般人，不會具有監督工程所須的專業知識和專業經驗，不會具有監督外

界風險因子的能力，無法在外界風險因子出現時，立即察覺到外界風險因子的存

在，並立即採取防險行為。因此，對於沒受過建築教育和建築訓練的一般人來說，

                                                 
49 案例事實來源：最高法院八十九年度台上字第四○七六號。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八十九年度上

更（一）字第三九一號。最高法院九十年度台上字第三六八八號。本案的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

但是本案中的義務內容和過失型態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

和過失的見解，彼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50 請自行參閱全身麻醉的相關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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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負擔的義務是：認識到「施工不良」這項未來可能發生的風險因子，並認識

到：自己不具有監督風險因子所須的工程知識和工程經驗，自己不具有監督外界

風險因子的能力，自己不能擔任監督工程的工作，建築專業人士才有監督外界風

險因子所須的建築知識和建築經驗，才具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才可以勝

任監工的任務，而拒絕擔任監工之職，請建商另行聘用建築專業人士。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某個沒有工程知識和工程經驗的行為人，雖然知道：工

人可能會施工不當，必須有人監督施工品質，但是卻誤認：自己具有監督外界風

險因子的能力，自己具有監督工程所須的建築知識和建築經驗，自己知道正確的

施工材料和正確的施工方式，可以在施工不良的狀況出現時，例如：施工材料不

當或是施工方式不當的情況出現時，立即察覺到此一狀況，並立即下令工人改

進，而自行擔任監工的工作。這種黑牌監工，明明有能力可以認識到：自己沒有

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自己沒有監督工程所須的建築知識和建築經驗，自己

不曉得正確的施工材料和正確的施工方式，無法在施工不良的狀況出現時，例

如：施工材料不當或是施工方式不當的情況出現時，立即察覺到此一狀況，並立

即下令工人改進，而拒絕擔任監工的工作。 但是該名黑牌監工，卻沒有發揮能

力去認識到上述事實，反而高估自己所擁有的建築知識和建築經驗，低估施工不

良的監督困難度，相信自己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而作出監督行為。在這

種情況下，該名黑牌監工明明沒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卻超出自己能力的

範圍，超出自己能力的承擔極限，去作出自己力所不及的建築專業監督行為。由

於行為人事實上沒有嚴密監督的能力，因此所作出的監督，將有疏漏的可能性。

一旦當施工不良的情況出現時，因行為人未能及時察覺，而未能及時採取防險行

為，就成立過失犯。實務的案例如下： 

 

（i）建築公司為了縮減人事成本，雇用剛剛從校門畢業，非建築相關科系

的新鮮人，擔任工地監工之職。該名黑牌監工，明明有能力認識到：自己沒有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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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工程所須的建築知識和建築經驗，自己不曉得正確的施工材料和正確的施工方

式，無法判別施工的材料是否正確、施工的方式是否正確，自己沒有監督外界風

險因子的能力。但是該名黑牌監工，卻為求生計，告訴自己：自己雖不是建築相

關科系畢業，但是有學習意願，在公司資深前輩的教導下，自己已具有監督工程

所須的工程知識和工程經驗，自己曉得正確的施工材料和正確的施工方式，自己

可以判別施工的材料是否正確、施工的方式是否正確，自己具有監督外界風險因

子的能力，可以擔任起監工之職。該名黑牌監工就職後，接到第一起工程案件，

建物名稱是「博士的家」。在監督工程品質時，因不諳正確的鋼筋綑綁方式，和

正確的混凝土灌漿方式，以至於當下述施工不良的情況出現時：工人綑綁鋼筋

時，鋼筋的間距過大（鋼筋過疏），且間距不一（鋼筋不均勻），混凝土經大量灌

水而強度不足，未能發現施工不良的情況，而未能下令工人改進施工品質。一年

半載後，建物完工，建商將房屋出售給民眾。該棟「博士的家」大樓，由於施工

不良，於大樓落成時，整棟大樓事實上已處於樑柱結構不穩的危險狀態。俟民國

八十八年，台灣地區發生了九二一大地震。當時地震震央是在南投，南投當地及

鄰近各地因此有多棟房屋倒塌，傷亡慘重，而北台灣因距震央較遠，一般房屋並

無倒塌之虞。但是台北縣新莊的「博士的家」，因樑柱結構脆弱，無法承受地震

力量，整棟大樓斷裂崩塌，造成住戶共計四十三人死亡51。 

 

 

（四）對「沒有監督能力」的認識能力 

      和第四類型超越承擔過失不作為犯的結構 

 

                                                 
51 案例事實來源：高等法院八十九年度上訴字第三六七六號。雖然個案事實來自實務判決，但

是個案的義務內容和過失型態是作者自己的見解。作者的這項法律見解，和判決對本案義務和過

失的見解，彼此並不相同，詳情請自行參閱判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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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類型的超越承擔過失不作為犯中，行為人沒有發揮的認識能力是：認

識「自己沒有監督能力」的能力。行為人明明有能力去認識到：自己沒有監督外

界風險因子的能力，無法在外界風險因子出現時，及時發覺到外界風險因子，並

及時採取防險行為，必須放棄自行監督行為，請有監督能力的他人進行監督行

為。但是行為人卻沒有發揮能力去認識到上述事實，反而誤認：自己具有監督外

界風險因子的能力，可以在外界風險因子出現時，及時發覺到外界風險因子，並

及時採取防險行為，而自行作出監督行為。在這種情況下，由於行為人實際上沒

有監督外界風險因子的能力，因此行為人所作出的監督，有疏漏的可能性。結果

當外界風險因子出現時，行為人因缺乏監督能力，沒有及時察覺風險因子的存

在，而沒有及時作出防險行為。換句話說，行為人由於沒有發揮對於「自己沒有

監督能力」這項事實的認識能力，作出無用的監督行為，最終導致行為人對於現

時出現的外界風險因子和外界風險缺乏認識。（對於外界風險缺乏認識，這是過

失不作為犯的原始定義） 

 

 

第八節    超越承擔的過失和個別化理論 

 

第一款    國內學界對超越承擔過失的見解 

 

國內文獻在處理超越承擔過失的問題時，常見的說法如下： 

 

「行為人欠缺特定行為所須的知識和能力，可是竟膽敢作出該行為者，這種

超越個人能力而作出特定行為的狀況，即是超越承擔的過失。在這種狀況下，行

為人不能主張欠缺履行注意義務的主觀能力，而不具罪責。行為人具有超越承擔

的罪責，因為行為人雖認識其個人能力不足以從事特定行為，竟膽敢超越其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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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而從事特定行為52」 

 

「行為人雖然認識自己的能力不足以勝任某些行為，但卻執意去做，就成立

超越承擔罪責。行為人雖然欠缺履行注意義務的能力，竟膽敢為之，即成立超越

承擔罪責53」 

 

「行為人明知應對風險的能力不足，仍承擔風險責任者，不能主張無履行注

意義務的主觀能力，仍應成立超越承擔的罪責54」 

 

在我看來，國內學說對超越承擔過失的問題，有兩項誤解： 

 

第一項誤解是：超越承擔過失的行為人，有認識到自己能力不足的事實，對

「自己欠缺特定行為所須的專業知識或專業經驗」一事，具有認識，而不只是具

有認識能力。 

 

如果一個行為人，明知自己不具有控險或防險所須的專業知識或專業經驗，

明知自己不具有控險能力或防險能力，明知自己無法將風險控制住或防止住，竟

仍還做出控險行為或防險行為。那麼行為人就是，在明知行為風險不能被自己控

制住的情況下，卻依然作出控險行為和風險行為，或是在明知外界風險不能被自

                                                 
52 見林山田，刑法通論下冊，增訂八版，2002，頁 192。作者為了表達上的通順，在不影響原文

文意的前提下，對原文文字有作出改動。 
53 許玉秀，「刑法註釋研究第十二至第十四條」，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1996，頁 33；張紹省，「過失犯中個別化理論之研究－以不法理論為基礎」，政大法研所碩士論

文，1998，頁 161。作者為了表達上的通順，在不影響原文文意的前提下，對原文文字有作出改

動。 
54 見蘇俊雄，刑法總論，II，1997，頁 514。作者為了表達上的通順，在不影響原文文意的前提

下，對原文文字有作出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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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防止住的情況下，卻依然執意自力防險，不肯請求他人防險。在這種情況下，

行為人的心態，不是過失，而是故意，因為行為人對於行為風險無法被自己控制

住的事實，或是外界風險無法被自己防止住的事實，知道的一清二楚，但是依然

作出風險行為，不顧法益侵害風險的可能實現，或是不肯向他人請求防險，眼睜

睜的看著法益侵害風險的可能實現。超越承擔過失的行為人，不是明知自己能力

不足以控險或防險，卻依然作出控險行為或防險行為，而是誤認自己有控險能力

或防險能力，誤認行為風險可以被自己控制住，或是外界風險可以被自己防止

住，因此才做出風險行為，或是才自行作出防險行為，而未請求他人防險。行為

人對於行為風險無法被自己控制住或防止住的事實，缺乏認識，因此行為人的心

態，是過失而不是故意。 

 

以最常見的交通超越承擔過失案例來看：無論是酒醉駕駛人或是疲倦駕駛

人，他們在行車時，都沒有想到真的會出車禍，都沒有想到自己會控制不住行車

風險。酒醉駕駛人或是疲倦駕駛人，因肇事而被送往警局時，抱怨的是：出乎自

己意料之外，這種倒楣事怎麼會發生在自己頭上，而不是抱怨：雖然心想事成，

但是事情竟然被發現。如果一個酒醉駕駛人或是疲倦駕駛人，明知自己欠缺控制

行車風險所須的專注力和反應力，明知自己對於行車風險沒有控險能力，明知自

己無法控制住行車風險，明知自己開車可能會撞死人，還開車上路，他的心態已

是故意而不是過失。 

 

第二項誤解是：超越承擔過失的行為人，因為沒有控險能力或防險能力，所

以沒有履行注意義務的主觀能力。由於按照通說的一般化理論，在不法層次，雖

然是檢驗一般人的客觀能力，以一般人的客觀能力作為不法要素，但是在罪責層

次，必須檢驗行為人的主觀能力，以行為人的主觀能力作為罪責要素。因此國內

學說普遍認為：超越承擔過失的行為人，由於不具有控險能力或是防險能力，由

於不具有履行注意義務的主觀能力，而不具有必備的罪責要素，因此是這項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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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例外，例外成立超越承擔過失的罪責。 

 

超越承擔過失的行為人，雖然沒有控險能力或是防險能力，但是仍然有履行

注意義務的能力。因為對於沒有控險能力的超越承擔過失行為人來說，其所負擔

的義務是：認識行為風險，並認識到自己沒有控險能力，而放棄風險行為。對於

沒有防險能力的超越承擔過失行為人來說，其所負擔的義務是：認識外界風險，

並認識到自己沒有防險能力，他人才有防險能力，而放棄自行防險，轉而請求他

人防險。行為人雖然沒有控險能力，或是沒有防險能力，但是對於放棄行為的義

務，或是對於向他人請求防險的義務，都具有放棄的能力，或是具有求助的能力，

都具有履行義務的主觀能力，因此不存在「行為人沒有履行注意義務主觀能力」

的這項問題。國內學說的這項誤解，是來自於以下這項誤解。國內學說誤以為，

超越承擔過失行為人所負的義務是：控制風險的義務或是防止風險的義務。在這

種情況下，由於超越承擔過失行為人，不具有控險能力或是防險能力，因此自然

不會具有履行注意義務的主觀能力。但是超越承擔過失行為人所負的義務，當然

不會是必須控制風險的義務，或是必須防止風險的義務，否則規範無異是在要求

行為人，去作自己能力所不及之事。刑法規範不會是這個樣子，這樣的刑法規範

是不合理的。 

 

 

第二款    超越承擔過失和個別化理論 

 

國內一本碩士論文曾經提出如下的質疑： 

 

「行為人不具有履行特定義務的知識或能力，行為人明知此事，但卻執意實

行行為，此時行為人具有超越承擔的罪責」「行為人成立罪責的前提是，行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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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不法。這點在一般化理論中並不困難，因為超越承擔過失行為人，具有客觀

義務違反性，所以具有不法。但是超越承擔過失，在個別化理論中卻面對難以克

服的困難，一個酒醉駕駛人，由於沒有避免能力，造成一個無法避免的結果發生

時，依據個別化理論，這應該是一個合法的行為，而無法成立過失罪責55」 

 

上述論證的前半段，明顯是承襲國內學說的看法。上述論證的後半段，則是

誤認在個別化理論下，超越承擔過失行為人所負的義務內容，才會提出這項質

疑。上述論證的作者認為：按照一般化理論，超越承擔過失行為人所負的義務是：

必須控制風險，或是必須防止風險。由於行為人沒有控險能力，或是沒有防險能

力，因此無法控制風險，或是無法防止風險，所以具有客觀注意義務違反性。而

按照個別化理論，由於行為人沒有控險能力，或是沒有防險能力，所以也就沒有

避免結果的能力，所以行為人所負的義務是：不必避免結果（因為規範不能要求

行為人，做出他力所不及之事，是個別化理論的一貫主張
56）。因此行為人雖然沒

有成功控險而造成結果，或是沒有成功防險而造成結果，但是沒有注意義務違反

性可言，而不具有不法。 

 

但事實上，即使是按照個別化理論，依據行為人個人的能力來制定規範內

容，而不是依據一般人的能力來制定規範內容，行為人依然具有注意義務違反

性。因為按照個別化理論，沒有控險能力或是沒有防險能力的行為人，不是因為

沒有避免能力，而不負避免結果的義務，而是具有放棄行為的能力以及向他人求

助的能力，而負有放棄行為的義務或是向他人求助的義務。行為人的不放棄行為

而作出行為，或是不向他人求助而自行防險，依然具有注意義務違反性。所以上

述質疑並不成立。 

                                                 
55 張紹省，「過失犯中個別化理論之研究－以不法理論為基礎」，政大法研所碩士論文，1998，

頁 161。 
56 Stratenwerth，AT I，3. Aufl.，1981，Rn. 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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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超越承擔過失的實務概況 

 

由於國內學說對超越承擔這項問題的見解，有所失誤，所以國內實務上出現

了如下的亂象： 

 

（1）大多數的實務判決，並不提及超越承擔過失這項法律名詞，而是直接

譴責行為人明知自身沒有能力，卻違反了應該踐行的義務，並未正確論及「行為

人對自己的無能力具有認識能力」「行為人誤認自己有能力」這兩項超越承擔過

失的心理要素（依據個別化理論，這兩項要素都是主觀不法要素）。實務的案例

如下： 

 

（i）在一件案子中，法院譴責新進護士，在取用疫苗藥物時，既然因藥瓶

容量和過去藥瓶容量不一致，而懷疑取錯藥物，為何不請教資深醫生，親自核對

藥瓶標籤，確認是否取錯藥物，而只是隨口詢問一旁工作的同仁為何包裝變了。

結果因同仁也順口回答可能是換了包裝，而以為自己沒有取錯藥物，逕自將藥物

注射至嬰兒體內，造成嬰兒一死六傷57。 

 

（ii）在一件案子中，法院譴責不具中醫執照的密醫，既未取得合法中醫資

格，即不得對病人進行針灸，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將長針插入病患胸部，造成

病患肺葉被貫穿而身亡58。 

                                                 
57 板橋地院九十年度矚訴字第一號，理由，一；高等法院九十二年度矚上訴字第一號，理由，

壹、二、（四）。 
58 高雄地院九十年度訴字第二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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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在一件案子中，不具辨別魚種知識的加工業者，向進貨商買下一批有

毒的河豚魚肉，加工製成魚片後出售給消費者，引發消費者食物中毒。該名加工

業者在庭上大聲疾呼：自己無力辨別魚種。面對此一辯解，法院表示：該名加工

業者既不具辨別魚種的專業，即應尋求具有相關知識的專業人士，代為辨別魚

種，如果不能查明魚種是否有毒，即不應加以進貨，以確保消費者健康59。 

 

（iv）在一件案子中，法院譴責實習醫生，明明沒有能力辨別車禍病人是否

有頭部受傷的可能，為何不請教主治醫師，竟自行判斷病患並無頭部受傷的可

能，而拒絕作出頭部掃描檢查。結果病患因頭部受傷未能及時發現，而未能及時

救治，最後顱內大量出血而不治
60。 

 

（v）在一件案子中，法院譴責婦產科醫生，明明曉得診所內沒有監測全身

麻醉病人所須的監測設備，為何僅命護士以肉眼觀看病人的身體狀況，而在設備

不足的小診所中動刀，卻不轉至設備完善的大醫院內動刀61。 

 

（2）有些實務判決，则是將無能力的超越承擔過失行為人，當成有能力的

一般行為人，來加以處理。實務的案例如下： 

 

（i）在一件案子中，不具合格醫師執照的密醫，因不具有開立藥方所須的

醫學知識和醫學經驗，竟對低血壓的病患開立降壓劑，造成病患病情惡化而不

                                                 
59 彰化地院九十年度訴字第六五一號，理由，一；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九十一年度上訴字第九一

六號，理由，壹、一。 
60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八十九年度重上更（一）字第一三九號；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九十年度重上

更（二）字第二二六號。 
61 台北地院八十八年度訴字第九九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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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對於這件案子，法院表示：該位密醫應注意當時病患血壓過低，在治療時應

給予升壓劑，且依當時情形並無不能注意的情況，竟疏未注意，給予病患降壓劑，

造成病患的死亡，自應負過失致死刑責62。法院的上述見解，完全忽略了這項事

實：密醫根本沒有開立正確藥方的能力，無法對於低血壓病患正確給予升壓劑。 

 

（ii）在一件案子中，行為人非建築相關科系出身，而是會計系畢業，但是

卻在建築公司內，擔任建築工程的規劃設計工作，工作時間長達數年。一日行為

人又接獲一件規劃建物的工作。結果因行為人不具有正確規劃建物的能力，不知

道如何正確計算鋼筋的數量，造成建物因規劃不當，鋼筋數量配置過少，於完工

後結構不穩，在九二一地震中倒塌。 

 

本案中，辯護律師提出如下的有趣主張：行為人既是會計系畢業，不具規劃

建物所須的建築知識和建築經驗，因此沒有完成注意義務的主觀能力（作者按：

律師所說的注意義務，指的是正確規劃建物的義務，也就是規劃建物並控制風險

的義務），所以不該當過失犯的成立要件
63。法院面對這項辯護，並未如國內一般

學說主張：行為人是例外成立超越承擔過失罪責，而是認為：行為人既已從事相

關業務多年，就此種業務之執行，自應具有注意能力，竟疏於注意，少算鋼筋數

量，造成建物倒塌，壓死住戶。行為人對於建物倒塌和死亡結果，自應負起過失

責任64。 

 

（3）在作者的上網搜尋下，唯一一件有提及「超越承擔過失」這項名詞的

案子，是博士的家一案。在這件案子中，非建築相關科系畢業的行為人，不具有

擔任工地監工所須的建築知識和建築經驗，不知正確的鋼筋綑紮方式，卻接受建

                                                 
62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八十八年度上訴字第一四三八號，理由，一、（二）。 
63 台北地院八十八年度訴字第一六八八號，理由，二、（七）。 
64 台北地院八十八年度訴字第一六八八號，理由，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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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公司任用，擔任工地監工一職。結果造成建物因監工不實，沒有發現鋼筋綑紮

不密不勻，於落成後，結構脆弱，最後在九二一地震中倒塌。在本案中，法院譴

責行為人，明知自己沒有擔任監工的能力，卻為何還受雇擔任監工一職，承擔超

出自己能力的工作及責任。法院表示，此種超越個人能力而為特定監工行為的狀

況，構成學理上所謂超越承擔的過失。行為人對於超越自己工作能力的過失，應

負起刑事責任65。 

 

 

 

 

 

 

 

 

 

 

 

 

 

 

 

 

 

                                                 
65 高等法院八十九年度上訴字第三六七六號，事實，六，理由，甲、貳、六、（三），甲、肆、C、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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