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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歸責理論是判斷因果關係的一種理論，該理論認

為行為人所創造之風險造成法益侵害的結果，且該風

險是不被容許的，行為人就應該負責。本件法院認為

在被害人同意施打雷射之情況下，雖受有二度灼傷，

仍屬可容許風險之範疇，故被告醫師雖有違反醫療常

規，仍不構成過失傷害。但本文認為不應以被害人同

意施打雷射，就認為被害人容許發生包括深二度灼傷

之風險，因為該種程度之灼傷會讓皮膚受到不可逆之

傷害，應屬容許風險範圍之外。若被告醫師之醫療

行為違反醫療常規，在此情形下，仍應負過失傷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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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The theory of objective attribution is a theory for judging 
causality. When the behavior creates the risk which results 
in infringement of legal interest, and that risk is not 
allowed, then he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it. The court 
in the case held the opinion that under the case of victim 
consent to the laser, although he or she was subjected to a 
second degree of burn, it was still in the range of allowable 
risk, so the physician as the defendant didn’t commit the 
crime of negligently causing injury despite violations 
of medical guidelines. However,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victim’s consent to laser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allowing a risk including a second degree burn, because 
it can cause an irreversible damage to the skin and should 
be beyond the allowable risk. And if the medical action of 
the defendant (physician) violates medical guidelines, he 
should st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the crime of negligently 
causing injury.

壹、本件審理經過

本件檢察官起訴被告醫師業務過失傷害罪，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判決有罪（有期徒刑4月，得易科罰金）1，被告不服提起

上訴，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改判無罪2。因業務過失傷害罪

之最重本刑為1年以下，屬於不得上訴最高法院之案件，故本

件高等法院判決以後即因不得上訴而確定，本文係就臺灣高等

法院高雄分院改判無罪之判決（下稱原審判決）為評析。

1  本件判決後刑法第284條第2項之業務過失傷害罪已於2019年5月29日
修法已經刪除「業務過失傷害」規定，一律論以過失傷害。

2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6年度醫上易字第1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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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訴事實

被告甲醫師為整形外科醫生，於2011年8月2日為告訴人乙

進行臉部斑點處理及施打玻尿酸時，建議乙以「淨膚雷射」方

式進行臉部斑點治療，而甲醫師於施打雷射時本應注意雷射之

劑量調整與施打之強弱輕重，依當時客觀狀況，並無不能注意

或難以注意之情形，竟疏於注意，將雷射之劑量調整過重，且

施打雷射過強，致乙受有右臉第一至二度燒灼傷之傷害，因認

甲醫師涉犯刑法第284條第2項之業務過失傷害罪嫌。

二、原審判決無罪之理由

（一）淨膚雷射與除斑雷射之差異

淨膚雷射係使用Nd-YAG 1064nm雷射能量，而除斑雷射

（如曬斑及雀斑）則使用532nm雷射能量。1064nm淨膚雷射

係使用大光點低能量以改善膚質，一般使用於膚色不均、皮膚

暗沉、毛孔粗大。經1064nm淨膚雷射治療後可能產生泛紅或

灼熱感，若有局部加強治療，該部位會有皮下出血或結痂，極

少數會起水泡或輕度皮膚破皮，其使用方式為以6mm或8mm

光點，2∼3焦耳/cm2能量，每秒多次擊發上下交互方式操作。

而532nm雷射能量係依選擇性光熱療法之原理，利用雷射光作

用於標的物之載色體上（黑色素），達到除斑效果，治療後

必會結痂，甚至少數會有水泡或輕度皮膚破皮。一般而言，

532nm波長之雷射能量使用於曬斑、雀斑等，會選擇光點大小

2mm或3mm，以單點擊發方式，使用0.7∼1.5焦耳/cm2之能量

治療。

（二） 本件甲係使用532nm除斑雷射能量，卻使用淨膚雷射之
施打方式並重覆施打，此不符醫療常規

本件送醫鑑會鑑定之結果認為，依卷附照片影像，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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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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使用1064nm淨膚雷射

治療，不會出現類似本件病人之四條直線痕跡。532nm除斑之

雷射能量比1064nm淨膚之雷射能量高，以淨膚雷射之治療方

式，即可能因有較強反應導致皮膚有四條直線痕跡情形。另

外，除斑雷射會用銣雅鉻532nm波長雷射，該種波長雷射應使

用單點擊發方式，不能用重覆施打方式，否則也是違反醫療

常規。被告辯稱沒有重覆施打，但原審依照醫審會之意見認

為，532nm雷射能量之治療方法是針對斑點部分以雷射單點照

射，故不會呈現直條線狀之痕跡，而淨膚雷射則係針對較大面

積膚色不均處重覆掃過（掃描方式）。使用532nm雷射照射斑

點時，若以由上而下單點照射，未重覆照射施打，而係重疊施

打，是可能產生直線條狀痕跡；若未重覆照射施打，亦未重疊

施打，則不可能產生直線條狀痕跡。本件以卷附病人照片影像

觀之，不像以532nm波長之雷射能量，依由上而下單點方式施

打所造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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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四條直線痕跡之兩側

相當筆直，因此推斷係以重覆掃過之方式施打雷射。

（三） 被告違反醫療常規所為之雷射施打行為，有導致告訴人
受有右臉第一至第二度燒灼之傷害結果

原審以告訴人乙於2011年8月2日接受被告甲醫師之上開雷

射受術後，於2011年8月3日即因上開右臉四條直線痕跡至屏

東醫院就診，經該院醫師診斷認係右臉第一至第二度燒灼傷

等情，以及乙之病歷資料「內科急診─急診處方明細」載有

「診斷：臉及頭之燒傷、水泡、表皮脫」等，認告訴人雷射施

打行為，有導致告訴人受有右臉第一至第二度燒灼之傷害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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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雖然被告違反醫療常規所為之雷射施打行為，有導致告
訴人受有右臉第一至第二度燒灼之傷害結果，但結果之

發生客觀上不可歸責於被告

原審所持理由為雖醫審會鑑定意見始終認定被告使用

532nm除斑能量，卻以重覆掃過之施打方式，致使告訴人皮

膚因此累積過高能量，不符合醫療常規。然歷次醫審會及台

灣整形外科醫學會亦均認告訴人右臉四條狀所呈現之紅腫、

結痂、色素沉澱等熱傷害結果，為雷射治療過程中所無法避

免，則被告違反醫療常規行為所製造出來的不容許風險，雖已

導致告訴人受有右臉紅腫、結痂、色素沉澱之實害結果，且

此結果與被告之行為間，具有常態關聯性，惟就歸責層次而

言，即便被告遵守注意義務，使用符合醫療常規之能量單點擊

發，亦可幾近確定地難以避免告訴人右臉受有紅腫、結痂、色

素沉澱等熱傷害之結果，則被告所未遵守之法律義務即屬一種

無效義務，而所發生告訴人右臉上之上開熱傷害結果，即不可

歸責於被告。亦即原審認即便被告使用符合醫療常規之單點擊

發方式施打，仍有可能因告訴人個人體質，致其受有水泡形成

之熱傷害結果，則造成告訴人受此水泡形成之熱傷害結果，

究係被告施打雷射重覆掃過之行為，或係告訴人個人體質因

素，或係兩者皆有，實已無從判斷認定，此時倘仍將結果歸責

予被告，有違反罪疑唯輕原則之嫌。且醫審會第四次鑑定意見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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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單擊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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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同認被告甲醫師毋庸負業務過失傷害罪

責，因認本件被告不應歸責，而判決被告無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