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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為病人實施心導管手術時，須事先安排葉克膜裝

置及團隊，以確保一旦發生併發症，可在20分鐘內得
到該團隊的支援救助。若醫師在沒有事先安排的情形

下實施心導管手術，即屬違反注意義務，製造了不受

容許的死亡風險（即便目前並無任何成文法規對此設

有明文要求，亦然）。然而，在心導管手術中發生併

發症時，縱使及時使用葉克膜施以急救，仍有高達九

成的死亡率。因此，死亡結果出現時，由於欠缺義務

違反關聯性，便難以將該結果歸咎於未安排葉克膜團

隊支援的義務違反行為。換句話說，本案被告施行心

導管手術雖然製造了不受容許的死亡風險，但由於不

能認定該死亡結果確係此風險所引起，故無法肯定結

果歸責，不成立過失致人於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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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performing a cardiac catheterization for a patient, a 
team equipped with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 device must be arranged in advance to ensure that 
the patient can receive support from it within 20 minutes 
once complications occur. If the physician performs a 
cardiac catheterization without the prior arrangement, it is 
a violation of the duty of care and creates an unacceptable 
risk of death. It is still true, even though there are no 
written laws or regulations that have clear requirment for 
this. However, in the case of complications during cardiac 
catheterization, even timely use first-aid from ECMO, there 
are still 90% of the mortality rate. Therefore, when the 
death result appears, it is difficult to attribute the result to 
the obligation violation, which didn’t arrange any support 
from the ECMO team (the lack of relevance of obligations 
violation). In other words, although the defendant during 
cardiac catheterization created an unacceptable risk 
of death, it was still impossible to determine that the 
death result was caused by this risk. For that reason, the 
consequence attribution cannot be affirmed, so there is no 
case of offence of negligent manslaughter.

本件之審級歷程表*

裁判日期 刑事判決字號 判決結果

2013年6月26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0年
度醫訴字第3號

無罪

2014年11月7日 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醫
上訴字第11號

撤銷原判決，改
依業務過失致人
於死罪判決有罪

2016年1月20日 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
第182號

撤銷發回

2019年3月12日 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重
醫上更（一）字第4號

駁回上訴

* 本文主要評釋對象為最後定讞的臺灣高等法院判決，其他各審級判決
僅於必要處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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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案件概述

一、案件事實

被告為A醫院心臟內科主治醫師，被害人因胸痛等不適症

狀，於2009年3月9日前往A醫院就診，經被告施以心肌斷層核

子灌注掃瞄顯示有冠狀動脈狹窄，疑為不穩定型心絞痛，被

害人便立即住院，並於翌日接受心導管檢查，結果顯示被害

人之心臟冠狀動脈左主幹遠端、左前降之開口端及左迴旋支

遠端有超過90%的嚴重狹窄等症狀。被告隨即向被害人說明檢

查結果、病況及病灶，提供了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和心導管手術

兩個醫療選項，並提及A醫院本身雖無葉克膜設備以支援緊急

狀況，但A醫院與B綜合醫院（配有心臟外科醫師及葉克膜團

隊）有合作關係，一旦發生危急狀況，B醫院心臟外科醫師帶

領之葉克膜團隊會到院支援，故可實施心導管手術，被害人隨

後同意進行第二階段的心導管手術。

手術過程中，被害人因突發左迴旋支灌流不良、心肌梗塞

及心因性休克，經施以心肺復甦術及主動脈內氣球幫浦放置術

等措施，狀況未獲改善而須放置葉克膜，然B醫院的兩名心臟

外科醫師因分別在其他分院看診及進行手術，均無法立即前

來，經過1個多小時，甲醫師（即B醫院心臟外科主任暨該院

葉克膜團隊負責人）始完成其他病人的手術，帶領葉克膜團隊

抵達A醫院，為被害人置放葉克膜及在心臟左迴旋裝置支架，

但因血流仍無法通過，故將被害人轉送B醫院接受緊急冠狀動

脈繞道手術，然術後狀況仍舊不佳，且失血過多，最後被害人

於同月13日因多重器官衰竭死亡。

二、專家意見

（一）偵查程序中醫事審議委員會之鑑定意見

地檢署承辦檢察官於偵查程序中，曾將本案送交行政院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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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下稱醫事審議委員會），醫事審議

委員會鑑定書中的要點如下（底線為筆者所加）：

1.葉克膜可應用在急性心肌梗塞、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及猝

死時之急救等。急性心肌梗塞後，造成心因性休克且心肺復甦

術後無效，是葉克膜使用適應症之一。

2.病人因疑似不穩定型心絞痛而住院，心導管檢查發現嚴

重左主幹分支冠狀動脈疾病，包含左主幹遠端、左前降支開口

端有超過90%狹窄。對於此類高風險之病灶，一般心臟血管內

科專科醫師在心導管介入治療術前，應有能力預見此手術過程

中，有併發急性心肌梗塞及心因性休克之風險性。

3.病人因嚴重左主幹分支冠狀動脈疾病，在不願意接受冠

狀動脈繞道手術，而接受選擇性之心導管介入治療，醫療常規

上尚可接受，但因本案並非急性心肌梗塞之病人，亦即非屬情

況緊急須立刻治療之情形，加上其所罹患之心臟病為高風險性

疾病，故在同一醫院內，如無隨時可提供心臟外科團隊或葉克

膜設備之支援，或在20分鐘內無可供轉診之醫院（須提供心臟

外科團隊或葉克膜設備之條件），即貿然執行此高風險性之心

導管介入治療，難謂合理。

（二）二審程序中醫事審議委員會之說明

本案經上訴至高等法院後，承審的刑事第12庭於審理程序

中又函請前揭之醫事審議委員會再為說明，該次補充說明重點

如下（底線為筆者所加）：

1.急性心肌梗塞後，造成心因性休克且心肺復甦術後無

效，是葉克膜使用適應症之一，在醫學中心多配備此機具，但

目前尚未列入一般心導管手術及區域型醫院之標準配備。

2.本案病人心臟血管有左主冠狀動脈遠端分支處95%狹

窄、左前降支動脈開口處90%狹窄，且左迴旋支重動脈遠端亦

有90%狹窄，因此為左主冠狀動脈遠端分支病變合併兩條冠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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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脈血管疾病。依前述2009年美國心臟學會之治療指引，雖以

外科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為優先選擇，惟若現場有能力之醫療

團隊及外科支援，即便選擇施行此高風險心導管手術亦可接

受。參照卷附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資料⋯⋯，被告於術前業已善

盡告知義務，包括心導管檢查發現、治療之選擇與替代方案及

心導管支架置放術之高風險性（如休克、緊急手術或死亡之可

能），且於家屬瞭解同意後，始實施心導管手術，因此亦無不

可。本案前次鑑定意見所述係於同一醫院內，如無隨時可提供

心臟外科團隊或葉克膜設備之支援，或於20分鐘內無可供轉診

之醫院（須提供心臟外科團隊或葉克膜設備之條件）即貿然執

行此高風險性之心導管介入治療，難謂合理；惟若經查證心導

管手術當日已有相關具有經驗之醫療團隊及外科醫師到場支

援，並提供病人在出現心因性休克之合併症後葉克膜置放及緊

急外科手術，則若依舊版及新版之治療指引，被告之醫療行為

尚稱合理。

三、判決理由

全案經桃園地檢署偵查後，以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提起公

訴，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審理後判決無罪（100年度醫訴字第

3號），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法院撤銷原判決，改依業

務過失致人於死罪判處有期徒刑5個月（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

醫上訴字第11號）。全案隨後再上訴至第三審，最高法院撤銷

發回（105年度台上字第182號），最後則由臺灣高等法院刑事

第14庭於2019年3月間作出本判決，駁回原上訴，被告無罪定

讞。為便於評釋，本文以下先摘要整理出本判決中的相關重要

論述（部分文字經筆者稍加修飾，但無更動實質內容）：

（一）本件被告於實施心導管手術前已向被害人及其家

屬說明病情，並提供下一階段的心導管治療或繞道手術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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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已盡告知之義務1。

（二）醫師因其醫療行為導致病人之死傷，應否就此結果

擔負刑法過失責任，要件之一為違反注意義務。而其注意義務

之違反與否，則應以當時、當地之醫療資源、設施與醫療水準

等以為判斷。如醫師以符合當時、當地醫療常規之方式對病人

為診療行為，即難謂其醫療行為有何未盡注意義務之處，自不

能以過失犯相繩。

（三）既無任何醫療法規要求醫師為病人實施心導管手術

時，院內必須備有葉克膜設備，且與A醫院同為區域醫院之其

他六間醫院，於實施心導管手術時亦均未配備葉克膜設備。更

何況A醫院與鄰近之B醫院（車程約10∼15分鐘）確有合作，

可於有需求時向B醫院請求葉克膜設備、心臟外科團隊之支

援，則甲醫師在此情形下為被害人實施心導管手術，尚難謂有

何與醫療常規相違之情。

貳、判決評析

關 於 刑 法 上 的 過 失 犯 審 查 ， 雙 階 理 論

（Zweistufigkeitslehre）原本為學界通說2。依此，過失犯的成

立要件即為：一、客觀注意義務之違反（違反一般理智而謹慎

之人所應有的注意）；二、主觀注意義務之違反（違反行為人

個別情況下所應做到的注意）；三、客觀預見可能性（一般理

1  被告於第一審法院審理時證稱：「我有告知家屬心導管手術風險，休
克、心肌梗塞及死亡，至於葉克膜之部分有說手術過程中若有需要葉
克膜或外科醫師支援，我們有合作醫院。」

2  此說於上個世紀的80年代成為德國通說（僅參閱Blei, Strafrecht I, 
1983, S. 300 ff.; Bockelmann/Volk, AT, 1987, S. 156 ff.），臺灣有文
獻將之稱為「新過失論」，以和古典犯罪論體系的「舊過失論」相
對，見廖正豪，過失犯論，三民，1993年8月，70頁以下。目前採取
雙階理論的文獻，如陳子平，刑法總論，元照，四版，2017年9月，
215頁（強調注意義務是以預見可能性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