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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刑事法】

陰囊福耳尼埃氏壞疽症案：

醫療責任因果關係之認定
The Death because of Fournier’s Gangrene Case:

The Confirmation of Causality of 
the Medical Responsibility

本案被害人因罹患惡化快速之福耳尼埃氏壞疽症，自

陰囊腫脹演變為蜂窩性組織炎及福耳尼埃氏壞疽症，

導致敗血性休克而宣告不治死亡，尚不滿1個月，被
告醫師因涉有刑法第276條第2項之業務過失致死罪嫌
遭起訴。本案值得關注之處在於將「計量」的概念納

入因果關係之認定，在傳統依循「定性」文字之使用

模式下，常造成因果關係演繹之空洞化，使因果關係

之認定陷於抽象。然而，「計量」概念之運用固然值

摘 要

裁判字號　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醫上訴字第4號刑事判決

引用法條　刑法第276條第2項；醫療法第70條、第8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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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稱許，但法院於審理時如何採用實證醫學數據，並

作出正確地解讀，當屬審判實務工作者應留心置重之

處。

Suffering from the Fournier’s gangrene which deteriorates 
quickly, the victim in this case dad because of the 
septic shock in less than one month. During this period, 
he suffered from Scrotal Swelling, Cellulitis and the 
Fournier’s gangrene in the end. The Physician was accused 
of a negligent homicide according to paragraph 276 section 
2 of Criminal Law. It would be emphasized in this case 
that the confirmation of causality by the concept of the 
calculati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ausality was hollowed 
out and therefore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opinion that the confirmation depended on the term 
“qualitative”. Even though the application of calculation 
would be praiseworthy, it should still be emphasized 
how the empirical medical data was used and interpreted 
correctly during the court proceeding.

本件之審級歷程表*

裁判日期 刑事判決字號 結果

2014年12月30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1年度
醫訴字第2號

原告無罪

2015年9月30日 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醫上
訴字第4號

上訴駁回

* 本文主要就上訴二審判決為介紹與評析，就其他判決僅於必要處輔為
說明。

z-vc532-學習式判解評析-07-劉兆菊.indd   100 2018/6/11   上午 08:50:36



www.angle.com.tw      101

壹、事實與前審概要

被告C醫師係經考試院醫師考試及格，領有醫師執照，在

甲機構衛生科擔任駐診醫師，以執行醫療業務為業，係從事

業務之人。緣A罹患高血壓、心臟病、攝護腺肥大等病症多

年，且有於2010年3月間至乙醫院接受左腹股溝疝氣修補手術

等之病史，嗣因案入監服刑。A於服刑期間之2010年11月間某

日起，即因不明原因致陰囊持續腫脹，因而至甲機構衛生科就

診，於同月17日上午，經由B醫師（另為不起訴處分）診治，

評估A有心臟病及脹氣之病徵後，安排血液生化檢查之醫療處

置作為；嗣於同月19日上午，則由C醫師在甲機構衛生科內診

治A之上開病症，然被告C醫師明知A曾於同月17日就診，經

治療後相關病症未改善，本應注意依醫療常規，應更進一步檢

查，如懷疑為陰囊水腫，應排除心臟疾病、肝臟疾病及腎臟疾

病；如懷疑為陰囊感染，應給予抗生素治療，並尋求病因；如

受限於設備、能力不足，應盡快戒外就醫等事項。而依當時情

形，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被告C醫師竟疏未注意，未開立抗

生素予A及作出上開醫療處置；再於同月20日上午，經由被告

D醫師（已歿，業經原審另為不受理判決在案）在甲機構衛生

科內診治A之上開病症，被告D醫師明知被告C醫師已於同月

19日在收（退）病舍建議書紀錄中，記載原因為陰囊疾病，

且對A為身體檢查後，發現A有腹水產生之情事，本應注意依

醫療常規，應抽血檢查血液中白蛋白、肌酸酐及白血球，並

安排腹部超音波檢查，以排除腹內及肝膽疾病，否則無法判

斷發生原因，且A病徵已發展至福耳尼埃氏壞疽症（Fournier’s 

gangrene），除抗生素外，針對壞疽之清創手術則屬更為重要

且必須等事項，而依當時情形，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被告

仍疏未注意，僅給予口服抗生素，而未送A轉院治療及作出清

創手術等之上開醫療處置。因被告C、D醫師上開應注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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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不作為，造成A原先之陰囊腫脹症狀，惡

化演變為陰囊蜂窩性組織炎及死亡率極高之福耳尼埃氏壞疽

症，嗣於同月22日中午12時58分許陷入休克狀態，經甲機構緊

急送往丙醫院為救治及施行清創引流手術，A仍於同月27日下

午4時4分許，因福耳尼埃氏壞疽症導致敗血性休克而宣告不治

死亡。因認被告C醫師涉有刑法第276條第2項之業務過失致死

罪嫌。

貳、判決要旨

有關醫療行為與病患死亡結果間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實務上多以「如及時適當治療仍應有存活之可能，而未為及時

適當治療，致喪失存活之可能機會，則過失行為與死亡間，自

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為論證方式，然若僅以「某病症病患若

能及時且適切治療之存活率」與「未及時治療之存活率」間之

差距，用以判斷醫療疏失行為與死亡結果間之因果關係，而未

探究「若醫師能及時適切治療，則未接受及時適切治療而死亡

之甲病症患者中，將有多少比率不會死亡」，難免發生邏輯上

之謬誤。

雖有文獻顯示，福耳尼埃氏壞疽症縱經治療，仍有8%∼

67%的死亡率，及時治療的存活率約為33%∼92%，未及時

治療之存活率則為0%∼80%，但取其極端數字，進行數字推

理，違反臨床醫療經驗與邏輯。若依一般經驗而言，若取約

略平均數字，及時治療之存活率為60%（33%∼92%範圍之約

略平均數值），未及時治療之存活率為40%（0%∼80%範圍

之約略平均數值），則計算式為 (60%–40%) ÷ (100%–40%) 

= 33.3%。從上述可知，未及時治療而死亡之病患因及時治療

而存活者約33.3%，是否仍能認定有高度因果關係？縱認A於

2010年11月19日就診時之病況已演變為陰囊蜂窩性組織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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