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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判決適用客觀歸責理論，認為被告施打雷射除斑

之方式雖與醫療常規不盡相符，並導致告訴人右臉受

有第一至第二度燒灼傷之傷害結果，但此結果之發生

客觀上不可歸責於被告。更精確的說，此為德國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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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責理論中之避免可能性理論（或稱合法替代行為）

之適用。避免可能性理論雖為德國通說，另一風險升

高理論也受到許多學者之支持。本文首先討論過失致

傷或致死罪之成立要件，接著略為深入介紹前述兩種

理論在決定注意義務違反關聯性要件上之重要性，最

後探討於醫療疏失刑事責任追究上，適用何種理論較

為適當。

In applying the objective imputation theory, the court held 
that although the defendant violated the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for laser treatments to remove dark spots on 
the right face of the complainant and caused bodily harm 
classified as the first and second-degree burn, the result 
cannot be objectively imputable to the defendant. More 
precisely, the viewpoint taken by the court is derived from 
the theory of probability to prevent a prohibited result (i.e. 
lawful alternative behavior). This comment first discusses 
the element of criminal negligence offense causing bodily 
harm and death, and then reviews the theory of probability 
to prevent a prohibited result and the theory of heightened 
risk of prohibited result in deciding the element of breach 
of duty of care. Finally, this comment will assess which 
one can provide a more acceptable solution for criminal 
medical negligence cases.

壹、案件概述

一、案件事實

告訴人於2011年8月2日至整型外科診所，由擔任整形外

科專業醫師之被告甲診療，經被告甲建議後決定以「淨膚雷

射」方式進行臉部斑點治療。術後告訴人發現右臉呈現四條狀

線條，因而分別於同年8月3日及5日至屏東醫院與高醫中和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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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就診。告訴人主張被告甲將雷射之劑量調整過重，且施打雷

射過強，致其受有右臉第一至二度燒灼傷之傷害，而提起業務

過失傷害罪之告訴。

本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發現被告甲

應注意使用532nm波長之銣雅鉻雷射除斑時，應針對斑點部分

單點照射，不可重覆照射之施打方式，且依當時情況並無不能

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上開醫療常規，以重覆施打方式照射

告訴人臉部，致告訴人因重覆施打受有右臉第一至二度燒灼傷

之傷害，因此認為被告甲涉犯刑法第284條第2項前段之業務過

失傷害罪1，而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提起公訴。臺灣屏東地方

法院於2017年2月7日作出101年度易字第612號判決，宣告被告

甲成立刑法第284條第2項前段之業務過失傷害罪。被告甲不服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之後該院於2019年3月7日作出

106年度醫上易字第1號判決（下稱本件判決）撤銷第一審判

決，宣告被告甲無罪。

二、專家意見

本件判決主要是以本件第一審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08

條第1項前段規定，囑託台灣整形外科醫學會與衛生福利部醫

事審議委員會（下稱醫審會）之鑑定意見為基礎，茲簡述如

下。

台灣整形外科醫學會於2013年7月22日出具之鑑定意見表

示：「532nm淨膚雷射是一般公認之（除斑）手術術式」、

「本件卷附之施打雷射操作建議劑量表及被告甲於右臉施打

能量1.2焦耳／平方公分之雷射）兩者能量設定皆在正常範

1  立法院已於2019年5月通過刑法修正案，刪除刑法第284條第2項前段
之業務過失傷害罪。修正後，過失傷害罪不區別是否為業務上過失，
全部適用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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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該會再於2014年9月15日出具鑑定意見表示：「依卷

附照片影像，病人皮膚顯示四條直線狀之痕跡，可能係使用

532nm除斑雷射能量，卻使用淨膚雷射之施打方式所導致，此

不符醫療常規」、「若本案醫師使用532nm除斑雷射能量卻使

用淨膚雷射之施打方式，此雖不符合醫療常規，惟病人色素沉

澱症狀，日後仍會復原，尚難認為係屬傷害」。

針對上開鑑定結論，本件第一審法院依被告甲及其辯護人

之聲請，再度函詢醫審會補充鑑定，經醫審會於2015年8月17

日出具之補充鑑定意見：「以532nm波長之雷射能量，依由上

而下單點照射方式施打雷射，若其治療目的係為除斑，符合醫

療常規；然若係為淨膚，則不符合醫療常規」、「淨膚雷射之

施打方式係由上而下重覆掃過，因雷射光點為圓形，依卷附病

人照片影像，顯示除四條直線痕跡，兩側相當筆直，因此推斷

係以重覆掃過之方式施打雷射」、「術後色素沉澱為雷射治療

過程之一，不應稱為傷害」。醫審會於2016年8月25日再提出

補充鑑定意見：「雷射術後產生色素沉澱的原因，除了與施打

雷射時熱能累積有關，病人體質、術後傷口照護及防曬也會有

影響，即便使用符合醫療常規之能量單點擊發，亦可能有紅

腫、結痂、水泡、色素沉澱或其他熱傷害，所以病人接受雷射

後所造成紅腫等現象，為雷射治療後修補過程可能會出現之現

象，尚難認係傷害。」

本件判決法院整理第一審判決所附之各次鑑定意見，並

審酌被告甲之辯護人所提出之主張後，作出以下結論：「綜

合上開鑑定意見足認：銣雅鉻532nm波長雷射使用於除斑之

雷射，又銣雅鉻532nm波長雷射使用單點擊發方式，一般施

打方式係針對斑點部分單點照射，若以重覆掃過（持續上下

交互操作）之施打方式（如1064nm波長雷射之施打方式），

因532nm波長雷射能量較1064nm波長雷射能量為高（1064nm

波長雷射係「大光點低能量」），病人皮膚可能因此有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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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而不合醫療常規，此參諸上開醫審會第一次鑑定意見第

（一）、（二）、（四）、（五）點及第二次鑑定意見第

（一）點可明。」

三、判決理由

（一）第一審判決

第一審判決先表示被告甲已違反532nm波長雷射醫療常規

之施打方式，於告訴人右臉施作等情，堪以認定。接著，針對

被告甲上開行為，使告訴人受有「右臉第一至二度燒灼傷之傷

害」作出以下論述：「符合醫療常規施打所造成之熱傷害，因

屬刑法第22條業務上之正當行為，固不應評價為傷害；然如以

違反醫療常規重覆施打時，因該重覆施打部分，原即不可施

作於病患臉部，⋯⋯，則病患因重覆施打時所產生之熱傷害

（或「程度較強」之熱傷害），因非屬業務上正當行為，即應

評價為傷害」、「上開鑑定意見未慮及病患受重覆施打時所造

成之熱傷害非屬醫師之正當行為而為上開意見，自為本院所

不採，附此敘明」、「綜上，被告甲上開違反醫療常規之重

覆施打行為，確使告訴人受有『右臉第一至二度燒灼傷之結

果』，並可評價為刑法之傷害等情，堪以認定」。最後作出以

下結論：「被告身為整型外科醫師，應知悉532nm波長雷射應

不可採行重覆施打之醫療常規，竟於操作儀器時疏未注意上

情，致告訴人之右臉受有一至二度燒灼傷之傷害，其就此應負

過失責任。」

（二）本件判決（第二審）

本件判決與第一審判決意見一致，均認為「被告確有違反

532nm波長雷射不得重覆施打之醫療常規，堪以認定」。惟不

同的是，本件判決引入德國刑法之客觀歸責理論，而表示：

「『以客觀歸責理論』檢視本案，雖醫審會鑑定意見始終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