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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密醫是由來已久的一個行業，在我國現代醫師認證制度確立後，將
之入罪，本文以 1998 年「新時代診密醫業務過失致死案」為引子，藉
此探討密醫犯罪判斷與法律適用上的相關問題。
在密醫罪的犯罪判斷上，最富爭議的是醫療業務的範圍。醫療業務
是指，反覆施行醫療行為，所以應優先界定醫療行為。但是，醫療行為
的定義眾說紛紜，本文認為醫療行為應是，以醫療目的為中心的醫學專
業行為。而醫療行為具有高度專業與不確定性，故執行醫療業務的過
程，可能會發生業務過失致病患死傷。判斷行醫者有無過失，需要仰賴
鑑定。若密醫因業務過失致病患死傷，當前實務認為成立密醫罪與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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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致死或致傷罪，二罪依想像競合從一重處斷。本文則持不同看法。
最後，本文提出醫師法第 28 條密醫罪的修法意見，除刪除贅字外，關
於刑度方面可參考日本法，降低有期徒刑的刑期，增加罰金的數額，以
求密醫罪的罪刑均衡，並合乎人民的法律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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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ake Doctors &
Criminal Negligence-A Case Study
in “New Age Clinic Case”
Chi-Hsuan Wang

Abstract
“Fake Doctors” is an age-old profession, but it is illegal in Taiwan. In
this paper, we will discuss legal issues about “Fake Doctors” through the
“New Age Clinic Case” in 1998.
For determining the crime of “Fake Doctors”, we must underst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legitimate physicians and medical practices. To
differentiate medical practices is difficult. This paper argues a “medical
practice” is medical professional conduct for medical purposes. In addition,
there are also risks of medical practice, some patients will die or be hurt.
We try to clarify legal issues about the crime of “Fake Doctors” and
criminal negligence.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amend the law views about
Taiwan’s Physician Law Article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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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從「新時代診所案」談起
甲是台北「新時代診所」負責人，具有醫師資格並領有整型外科、
婦產科醫療機構開業執照，平日以從事婦產科門診及整型美容等相關醫
療手術為業；乙則無醫師資格，平時在新時代診所充當診療醫師。1998
年 12 月，丙女前往新時代診所進行隆乳、抽脂及陰道整型手術，由甲
醫師為該女進行手術，並於同日完成全部手術。
抽脂、隆乳及陰道整型為大手術，且麻醉時間長達近六個半小時，
手術同時進行，危險性相當高，所以手術完成後，醫師應負責注意丙女
的術後狀況，並應有完整的血壓、脈搏、呼吸、體溫及醫師診察記錄，
倘病人心跳變快、血壓下降或呼吸急促，應檢討原因而作進一步抽血檢
查及因應措施，以確定病患生命徵象的安全穩定。但是，甲醫師卻在明
知又無不能注意的狀況下，疏忽診察，未將丙女留置於診所觀察術後身
體反應，僅要求丙在診所短暫休息後，就任其返家。
翌日，丙女四肢腫脹無法行走，身體疼痛不適，返回新時代診所治
療。甲乙二人明知整型美容等相關手術為醫療業務，又乙無合法醫師資
格，甲醫師竟容任乙對丙女看診，並進行導尿、輸血及注射點滴；乙又
因疏忽注意輸血及輸液量是否足夠，使得丙女病況急轉直下，轉送三軍
總醫院急救前便已死亡。全案經台北地檢署檢察官起訴後，進入司法程
序。
本案纏訟十多年，法院最後認為乙未取得醫師資格，卻擅自從事醫
療業務，且因業務過失造成被害人丙女死亡，成立醫師法第 28 條前段
密醫罪、刑法第 276 條第 2 項業務過失致死罪，依刑法第 55 條規定，
係一行為觸犯數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從一重之密醫罪處斷。甲醫師就
違反醫師法部分，與乙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是密醫罪的共同正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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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甲亦成立業務過失致死罪，依想像競合亦論從重之密醫罪。經台灣

高等法院 98 年度醫上更（三）字第 6 號判決，乙有期徒刑六個月，得
易科罰金；甲醫師也因構成密醫罪的共同正犯，處一年有期徒刑，緩刑
五年。案經上訴，最高法院以 98 年度台上字第 3327 號判決駁回。
事實上，類似本案的密醫犯罪在台灣社會一直都存在，2在法規範
上，則存有與密醫罪相關的難題。本文以「新時代診所案」為開端，討
論醫師法第 28 條密醫罪的成立判斷、刑度高低、密醫罪與業務過失致
死或致傷罪的競合問題。判斷密醫罪是否成立的癥結點在於醫療業務的
認定；至於密醫罪與業務過失相關犯罪的競合，實務目前採想像競合的
立場，筆者對此抱疑；而密醫罪的刑度恐怕過重，有一併檢討的必要。
總之，本文希望對於密醫犯罪的研究，能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

貳、密醫罪構成要件之判斷
醫師法第 28 條規定，「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行醫療業務
者，處六個月以上五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
五十萬元以下罰金，其所使用之藥械沒收之。3」其立法目的在於保障

1

事實上，本案的甲乙是否構成共同正犯也是一項饒富趣味且值得檢討的問題，惟並非

2

例如，2009 年 5 月台南地方檢察署偵查發現，全台有 17 間醫療院所雇用無醫師資格者

本文所要探討的主要問題，故不贅述。
行醫，也就是醫院請密醫替人看病，一時之間，全台陷入一片醫療陰霾。參見：中國
時報（05/08/2009）
，冒牌醫 看急診 17 家醫院糗大，A3 版；聯合報（05/28/2009）
，衛
生署也震驚，A3 版。不久，台東衛生所又爆發醫師結合多名密醫看診，參見：聯合報
（9/1/2009）
，密醫看診 陳建畿等 8 人起訴，高屏東 B2 版。2010 年 5 月台南高雄等地，
又爆發密醫集團，由某健康公司訓練國高中畢業的助理成為假醫師替民眾看診，參見：
聯合報（05/25/2010）
，徵助理當密醫詐健保千萬，大高雄版 B2 版。
3

醫師法第 28 條但書，為無照行醫例外許可的規定，其內容有(1)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的
醫療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實習的醫學院、校學生或畢業生；(2)在醫療機構於醫師指示
下的護理人員、助產人員或其他醫事人員；(3)合於醫師法第 11 條第 1 項但書的規定；
以及(4)臨時施行急救。這些規定是密醫罪的阻卻違法事由，不在本文的討論範圍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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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健康，避免無醫師資格者擅自執行醫療業務。密醫罪的構成要件有
二，一是行為人不具合法醫師資格，二是行為人擅自執行醫療業務。

一、不具醫師資格
台灣醫師認證制度，建構於日本殖民時期，1975 年醫師法施行後，
實現法制化，使得醫師認證制度更加完善。目前的醫師大體分為三類，
即醫師、中醫師與牙醫師，要取得合法的醫師、中醫師與牙醫師資格，
必須符合醫師法第 2 條至第 4 條的規定，也就是實習期滿成績及格，並
領有畢業證書的醫學、中醫與牙醫學士，經國家考試及格，方才成為合
法的醫師。關於醫師資格認定的緣由及當前爭議，以二次世界大戰為
界，說明如下。
（一）二戰以前
早期台灣是以中醫為主，雖然十七世紀荷蘭人進行殖民統治時，據
說曾在台南設立西式醫院，但是並無台灣人就診的紀錄；其後，台灣在
鄭成功與清朝統治時期，台灣都是維持著以中醫為主的醫療型態，不過
西式醫療對台灣的影響並沒有間斷。4此時的醫生對於學經歷並沒有設
限，只要能醫治病人者就是醫生。由此可知，醫師的認定十分模糊，並
無合法非法之分。
甲午戰爭之後，台灣割讓給日本，自此進入日治時代，也進入日本
在台灣醫療改革的年代，5自此醫師才有學經歷的限制。日治時代的醫
4

西方的教會醫療早在 1865 年就對台灣產生影響力，因為當時有許多基督教長老教會的
牧師在台灣宣教與行醫，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馬偕牧師，現今的馬偕紀念醫院，就是為
了紀念馬偕牧師。此外，當前台灣許多的醫院都有西方基督教會醫療的身影，如彰化
基督教醫院，其前身是成立於 1896 年的彰化醫館，也是基督教會在台行醫的產物；較
近的有 1958 年成立的嘉義基督教醫院，現為雲嘉地方重要的醫療院所。

5

這裡的醫療改革也包含醫學教育方面，現在台灣大學醫學院就是日治時代的產物，其
前身是台北帝國大學醫學部，關於醫學教育改革的內容可以參考：小田俊郎著，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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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是指，醫學校、醫學專門學校、醫科大學畢業者；醫生則是教會醫院
訓練（醫師）學徒的「限地醫」或自學的漢醫。今日台灣本土醫學的規
模，就是在日治時代奠定基礎，特別是 1912 年醫學校校長高木友枝認
為，醫師的資格問題，宜著重在醫師的專業訓練，並對當時的醫師考試
進行改革建議，6對台灣有相當重要的貢獻。
（二）二戰以後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台灣光復，但是當時國民政府的許多醫療政
令，與台灣的醫療制度難以銜接，這種混亂的狀況一直持續到 1975 年
9 月醫師法施行之後才獲得緩解，自此醫師、牙醫師與中醫師均列入醫
師法規範，醫師法第 1 條規定，「經醫師考試及格並依本法領有醫師證
書者，得充醫師。」所以醫師資格的合法取得，均必須符合法定應試資
格，且通過醫師考試。
現在較有爭議的，反而是「應醫師考試資格7」的問題，這個問題
曾在 2009 年造成軒然大波，也就是沸騰一時的「波蘭醫學院留學生事
件8」。依醫師法第 4 條之 1 的規定，
「依第二條至第四條規定，以外國
學歷參加考試者，其為美國、日本、歐洲、加拿大、南非、澳洲、紐西
蘭、新加坡及香港等地區或國家以外之外國學歷，應先經教育部學歷甄
試通過，始得參加考試。」亦即，若非於醫師法第 4 條之 1 羅列的國家
或地區取得學歷者，必須先參加教育部的學歷甄試，通過者才取得參加
錫譯，（1995）
，
《台灣醫學 50 年》，頁 63 以下，台北：前衛。另外，日本建立「公醫
制度」
，以公醫代替過去西洋的傳教士醫生，同時推行鴉片漸進政策、疾病診療與預防。
6

范燕秋（2005）
，
《疫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台灣醫學史》
，頁 65、138 以下，台

7

應醫師考試資格規定於醫師法第 2、3、4 條及第 4 條之 1。

8

當時，許多媒體報導多家醫院聘用在波蘭等醫學訓練寬鬆國家取得學位醫師，引發醫

北：稻鄉。

療品質質疑，立法委員爭相提案修正醫師法，要求外國醫學系畢業生返國應考，需先
經學歷認證考試後，才能參加醫生國家考試取得醫師資格，參見：聯合報（04/03/2009）
，
行醫捷徑到波蘭？回台起波瀾－學制四年 不必實習甄試就可考照，A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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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資格考試的資格。有論者認為歐洲的醫療水平相差很多，英、法、
德等先進國家與東歐不可同日而語，為保障國人健康與醫療品質，乃對
留學東歐的醫學留學生提出質疑。
本文以為，留學東歐的醫學留學生僅是取得參加醫師國家考試的資
格，並非立即取得醫師資格，對於國人健康與醫療品質應不致於造成立
即的危害；且留學東歐的醫學留學生若能通過醫師國家考試，則表示已
經具有成為一位醫師的能力，應無必要對於留學東歐的醫師產生過多質
疑。若多數國人認為，應將醫師法第 4 條之 1 的「歐洲」二字進行更精
緻的區分，應由立法院決定是否修法。不過，2009 年 5 月的醫師法修
正時，並未修改第 4 條之 1，所以當前不宜剝奪波蘭等東歐留學生的醫
師國考資格。
在波蘭醫學院留學生事件的影響下，2009 年 6 月行政院會通過醫
師法修正草案，該草案增加未來持國外醫學學歷報考國內醫師考試的門
檻，即除了現行醫師法第 4 條之 1 的規定，應先經教育部學歷甄試通過
之外，必須在衛生署指定國內醫療機構實習期滿且成績及格，才能參加
醫師考試。現行醫師法並未規定實習醫師的年限，行政院版本的醫師法
修正草案也明定醫學系畢業生實習年限為五年。限制實習醫師的年限，
對於杜絕密醫應該有相當助益，因為現在有部分實習醫師，多年無法通
過醫師考試及格，就藉實習之名，趁隙無照行醫，未來如修法通過，逾
五年實習醫師就必須離開醫院。
總而言之，現行法制下，一旦符合醫師法第 2、3、4 條及第 4 條之
1 的規定，自國內大學、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的國外大學、獨立
學院醫學系、中醫系或牙醫系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領有畢業
證書；或醫學與中醫系的雙主修畢業，且其中之一考試及格並領有證書
者，經醫師考試及格並依醫師法領有醫師證書之人，就是合法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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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事醫療業務
密醫罪的另外一個構成要件，行為人從事醫療業務，較富爭議性，
此乃因為醫療業務難以定義，加上傳統的民俗療法或民間密方究竟是否
屬於醫療業務，在認定上也有其困難。
醫療業務，顧名思義就是「以醫療行為為業務」
，而業務最重要的
特色就是「反覆不斷實行9」
，最高法院 89 年台上 8075 號判例認為業務
是「個人基於其社會地位繼續反覆所執行之事務，包括主要業務及其附
隨之準備工作與輔助事務在內。」這則判例的見解符合學者通說的看
法。由此可知，只要能釐清醫療行為的概念，則能掌握醫療業務的意義。
不過，醫療行為的概念一直充滿不確定性，長久以來都是難題。
（一）醫療行為充滿不確定性
實務上，自 1976 年 4 月 6 日衛署醫字第 10788 號函解釋，將醫療
行為定義為「凡以治療、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或保健為直
接目的，所為處方或用藥等行為之全部或一部之總稱為醫療行為。」以
降，一直發展至 2002 年 9 月 23 日衛署醫字第 0910062996 號函解釋，
「按
醫師法第二十八條所稱醫療業務之行為，係指以治療、矯正或預防人體
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所為的診察、診斷及治療；或基於診察、診
斷結果，以治療為目的，所為的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等行為的全部
或一部，均屬之。」醫療行為的內涵不斷被擴張，但是似乎又無法真切
的表達。
對此困境，有學者認為醫療行為的意義有分明確型與非明確型，明
確型醫療行為的認定十分清楚，但非明確型的部分則灰暗不清，也因此
9

林山田（2008）
，
《刑法通論（下）
》
，10 版，頁 172，台北：作者自版；林東茂（2009），
《刑法綜覽》
，6 版，頁 2-23，台北：一品；張麗卿（2007）
，
《刑法總則理論與運用》，
3 版，頁 156，台北：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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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醫療行為的爭議。10雖然醫療行為有其特性，諸如持續性、侵入性、
專業性、密室性、機密性、裁量性與時效性等，但仍難就其特性加以定
義，針對模糊的非明確型醫療行為，僅能以案例方式討論分析。11
不過，仍有學者欲直接對醫療行為下定義，認為醫療行為具有三要
素，12（1）醫療目的，即以治療、矯正或預防目的；（2）醫治行為，
即有診察、診斷及治療行為；
（3）用藥行為，開立處方或用藥，這樣的
想法與 2002 年 9 月 23 日衛署醫字第 0910062996 號函解釋相近，但是，
就如前文所述，同樣面臨不明確的狀況，且與實際情形可能有所出入。
以常見的扭傷敷藥為例，有時到醫院，待掛號後，護士直接為病患敷藥、
換藥，而不經醫師指揮，這樣的情形若歸類在醫療行為，則該護士則屬
無照行醫，構成密醫罪，但是又將與人民法感情格格不入；反之，將其
排除於醫療行為之外，似乎又有點怪異，因為敷藥、換藥本有醫療目的，
是一項醫治與用藥的行為。
另有論者認為，當前衛生署對於醫療行為的解釋，過於狹隘，而無
法囊括當今醫療行為的全貌，因為醫療行為除以治療為目的外，另有非
治療目的的醫療行為，或臨床性、實驗性的醫療行為等，13將醫療行為
的認定擴大，才能夠全面保障人民的健康安全。這樣的看法將醫療行為
的範圍放得更大，因為除了醫療目的以外，整形、變性等，因對於身體
10

劉文瑢（1999）
，
《醫事法要義》，頁 159，台北：合記。

11

劉文瑢，同前註 10，頁 160、176 以下。

12

蔡墩銘（2005）
，
《醫事刑法要論》
，2 版，頁 113、114，台北：翰蘆。

13

蔡振修（2005）
，
《醫事過失犯罪專論》，頁 58、59，台中：作者自版。相同看法可參
考：郭吉助，論醫事法律上之醫療行為－由法制面談起－，台北榮民總醫院
http://homepage.vghtpe.gov.tw/~ged/listn/listn_a122.htm（最後瀏覽日：09/09/2010）前司
法院政風處長郭吉助認為，醫療行為是「以回復病人之健康、除去其身體之傷害、矯
正其身體之缺陷、避免其身體之殘障為目的（以治療為目的）
，利用藥品、器材、手術
或其他處理所從事之行為，以及包括基於前述目的所從事之問診、檢查、檢驗、診斷
等準備或輔助之行為。從事整形、變性、墮胎、器官移植或人體試驗，而對病人採取
足以影響其身體之完整性或造成其健康之危害性的措施，均視為醫療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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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健康的完整性具有危害，均被認為是醫療行為的一種；並且將醫療行
為的準備、輔助等行為均納入醫療行為之中。這樣的看法意味著，醫療
行為不以是否具有治療性為必要，似乎直接挑戰以治療、矯正與預防疾
病為本質的醫療行為，也與傳統實務上衛生署的函令解釋相左。
（二）與民俗療法的模糊關係
傳統醫人治病的方式大抵上可分為兩類，其一是中醫；其二是民俗
療法。中醫的針灸、把脈等，屬於醫療行為並無疑問，至於民俗療法，
諸如氣功、推拿、刮痧、拔罐等，是否屬於醫療行為，一直以來都處於
灰色模糊地帶。若以 2002 年 9 月 23 日衛署醫字第 0910062996 號函解
釋觀察，民俗療法確實是以治療、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
目的，所為的治療行為，並同樣以治療為目的，但是又無法將民俗療法
與醫療行為畫上等號，但在真實生活中，的確有個案透過民俗療法治癒
醫療行為無法解決的疾病。
在實務上，有許多案例不是醫療行為一句話可以說清楚的，以「氣
功治病」為例，1981 年 8 月 27 日衛署醫字第 339942 號函表示，
「氣功
屬於國術之一，以強身為宗旨」不是醫療行為，但是「如以氣功替人治
病以收取費用，屬於醫療業務」。衛生署十分粗糙地以有無收費，來作
為氣功是否屬於醫療行為的判斷基準，這樣的判斷標準難取信於百姓，
因為醫療行為的判斷非以收取對價為要，衛生署的解釋徒增醫療行為判
斷的混亂。14
又如「推拿」
，依據 1993 年 11 月 19 日衛署醫自第 82075656 號函
表示，「未涉及接骨或交付內服藥品，以傳統之推拿方法，或使用民間
習用之外敷膏藥、外敷生草藥與藥洗，對運動跌打損傷所為之處置行

14

中國大陸同樣遇到氣功治病是否為醫療行為的難題，遂於 2000 年 7 月制定「醫療氣功
管理暫行規定」
，藉以規範醫療氣功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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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不列入醫療管理的行為，也就是排除推拿為醫療行為的一種。但
是，1997 年 8 月 14 日衛署字第 86045460 號函表示，
「中醫醫療機構為
病人從事推拿業務，應由中醫師或由醫事人員於中醫師指示下為之。」
雖未言明，卻似乎又將推拿視為醫療行為，所以要求應由中醫師親為或
指示醫事人員為之，一件相同的推拿行為，是否宜因施行地點不同而產
生不同的解讀，待糾紛發生時又適用不同的法律，恐有商榷餘地。
（三）具醫療目的之專業行為
由上述可知，醫療行為的定義有其困難，所以醫療行為是可以描述
卻難用法律文字詮釋或定義，15而對於醫療行為的描述，可能因為時空
背景不同，本來必須全由醫師親為的事項，可能因為科技發達或護理人
員素質提升，而有所改變。本文認為，是否屬於醫療行為，還是留待個
案判斷；不過，判斷的標準不應脫離醫療行為的本質，即「本於醫療目
的的醫學專業行為」
。
茲舉一例，2005 年 5 月某人未領有醫師執照，亦明知其無醫師資
格，不得擅自執行醫療業務，竟開設「一德堂」
，從事針灸等醫療業務。
檢警於同年 6 月台北市衛生局東區聯合稽查站前往稽查發現，現場並有
民眾正接受低周波治療儀治療。16案經台北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提起
公訴，台北地方法院作成 94 年度醫訴字第 4 號判決，認為該人未取得
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行醫療業務，構成密醫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
緩刑三年；並將甲從事針灸的器材，針灸盒、酒精棉、艾條、灸器、耳
穴壓丸等全數沒收。該案之中，針灸屬於侵入性醫療行為，是醫療業務
15

久々湊 晴夫（2007）
，
《やさしい医事法学》
，頁 29，東京：成文堂。

16

所謂低周波治療儀，是利用低周波具有的深達肌層的治療作用，將功率譜的能量按照
一定的調製特性在治療部位瞬間集中和擴散，實現對深層組織的按摩功效，迅速止痛
並產生疏緩、消炎作用。其主要的適應症有：肩周炎、頸椎病、腰腿痛、扭挫傷、骨
質增生、關節痛、偏癱等。參見：中國醫療器械企業網，
http://www.cmden.com/rj/s4241.htm（最後瀏覽日：09/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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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疑問，其關鍵在於「使用低周波治療儀」是否為醫療行為。
台北地方法院的判決表示，「現場並有○○○正接受低周波治療儀
治療中。」由此可知，法院認為低周波治療儀具有治療效果，但判決未
將低周波治療儀沒收，似乎認為其非行醫所使用的器材。本文認為法院
的判斷十分正確，因為低周波治療儀的使用，雖有治療效果，但醫學專
業性較低，儀器只要經稍許指示，任何人均可使用，故難謂醫療行為，
否則有人購入該儀器在私下經常使用（如運動員、職業運動團體想藉儀
器舒緩痠痛）
，也能稱上醫療業務，豈不令人匪夷所思。總之，本案的
被告反覆基於醫療目的為病患針灸，具有侵入性及高度專業性，當然是
從事醫療業務；使用低周波治療儀雖有治療功效，但儀器的操作不以具
備醫學專業為必要，自非醫療行為。
回到本案，乙不具醫師資格，但丙女因手術後身體不適返回診所
時，乙卻負責看診，告知丙女及其家人，丙未排尿是因為陰道整形怕痛
所致，身軀腫脹是抽脂後的正常現象，並為丙導尿、輸血及注射點滴，
乙基於醫療目的進行的諸多醫學專業行為，且以此為業，實已構成密醫
罪。而甲醫師明知乙不具醫師資格，卻與乙擅自執行醫療業務有犯意聯
絡及行為分擔（最高法院 86 年度台非字第 214 號判決參照）
，應成立密
醫罪的共同正犯。

參、醫療業務過失之判斷
丙女死亡的悲劇，除了因為乙不具醫師資格卻擅自行醫，又發生未
注意輸血及輸液量顯有不足的疏失之外，更因為甲醫師未盡醫師應盡的
注意義務。由案例事實可知，抽脂、隆乳及陰道整型等手術同時進行，
危險性相當高，但甲卻一次完成上開手術，術後又疏忽診察，在未嚴密
注意丙的術後狀況下，讓丙在診所稍事休息後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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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法院認為甲醫師明知高危險的手術後，對病患應負比一般情
形更高的注意義務，並進行完整的術後照顧，卻對丙疏於術後照顧及採
取必要處置，甚至容任乙密醫看診等過失行為，與丙的死亡之間有相當
因果關係；而乙的業務過失行為更直接導致丙喪失性命，無庸贅述。於
此，討論密醫與醫師的業務過失犯罪行為。

一、注意義務之違反
是否違反注意義務，是最常用的過失判斷基準，因為刑法第 14 條
第 1 項規定，
「行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不
注意者，為過失。」這個立法定義，雖然提供過失的判斷基準，但操作
上並不容易，要依照個案的特殊情節去判斷行為人是否應注意、能注
意，卻違反注意義務。
行為人的注意義務，原則上以一般人為準；若行為人是專門職業人
員，就該專門職業的事項，就應科予較一般人更高的注意義務。為使注
意義務明確，許多職業都有「專業規範」
，用以規範在何種情況下，從
業人員應要盡何種程度的注意。以醫療行為為例，醫師有無客觀注意義
務的違反，除應依醫師職業平均注意義務要求來決定之外，若有醫療行
為準則等特別規範的客觀注意義務，亦應加以衡量。不過，應注意的是，
行為人違反注意義務，並不等於過失，但一定具有疏失，而疏失與法律
意義上的過失之間，尚須依個案評價，這也是過失犯判斷的困難之處。
此外，實務亦常以「結果可預見」或「結果可避免」輔助判斷行為
人是否構成過失。17若行為人對於結果的發生，是有預見可能性的，若
該結果又屬於可避免者，而行為人卻放任該結果發生，則行為人就有過
失。

17

張麗卿（2008）
，＜醫療糾紛鑑定與刑事責任認定－以戒毒致死案為例＞，
《月旦法學》
，
157 期，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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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果關係之判斷
在所有醫療糾紛中，醫療過失是最富爭議的，因為判斷過失責任，
是刑法上的難題之一。過失犯的判斷必須有一個結果發生，例如，有人
死亡或受傷。而過失行為與結果之間，必須有因果關係，因果關係存在，
客觀構成要件才有該當。因果關係有兩個不同的層次，第一，行為與結
果之間，有經驗上的關係，這是事實認定或客觀判斷。第二，結果的發
生可以歸責於過失行為，是可歸責性的判斷，是評價上的因果關係，屬
於價值判斷的層次。18我們亦可以說，過失的判斷實際上就是因果關係
的判斷。
（一）相當因果關係
因果關係的判斷，實務主要採相當因果關係說。所謂相當因果關
係，依最高法院 76 年台上字 192 號判例認為，
「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
行為當時所存在之一切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
有此環境、有此行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
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行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若在
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不必皆發生此
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不相當，不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行為與結
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
換言之，相當因果關係就是說，一個行為有普遍的傾向，會導致該
結果發生，這個行為就是刑法上有意義的原因，至於其他造成結果發生
的偶然條件，則無庸討論。19相當因果關係說是為了緩解條件說過度擴
18

張麗卿，同前註 9，頁 131、134 以下；稻垣 喬（1992）
，
《医事訴訟理論の展開》，頁
83，東京：日本評論社。另外，林志六（2000）
，＜醫療事故之因果關係－以高等法院
85 年度上字第 316 號民事判決為例＞，《醫事法學》
，7 卷 4 期，頁 43-61。該文亦提
及客觀歸責理論在醫療刑事責任的判斷。

19

張麗卿，同前註 9，頁 132。亦可參見：林東茂，同前註 9，頁 1-90。林東茂教授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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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因果關係的缺點，藉由相當性來限制條件說僅著重表象的事實認定。
不過，支持相當因果關係說的人，在學說上存有些許不同的意見，
即主觀的、客觀的、折衷的相當因果關係說的爭論20。對於這項爭論，
多數看法是採「客觀的相當因果關係說」
，因為法官是在事發之後，在
訴訟上居於客觀的立場，審查行為當時的具體事實，作事後的客觀預
測，法官將機率很低的偶然因素或純粹意外排除，把具有法律上意義的
原因，定位在導致具體結果發生的相當條件上。
（二）客觀歸責理論
自從德國刑法大儒 Roxin 教授提出客觀歸責理論之後，過失犯的檢
驗體系幾乎重新建構，嚴謹的客觀歸責理論備受學者推崇，在台灣經過
學者長期的介紹之後，21實務已經逐漸有採客觀歸責的跡象。22

指出，相當因果關係說的概念，是 1989 年德國邏輯家同時也是「醫師」的馮．克里斯
（von Kries）在一篇論文所提及。
20

甘添貴、謝庭晃（2006）
，
《捷徑刑法總論》
，頁 85，台北：瑞興；陳子平（2008）
，
《刑

21

國內學者介紹客觀歸責理論不遺餘力，諸如：林山田（2008）
，
《刑法通論（上）
》，10

法總論》
，2 版，頁 167，台北：元照。
版，頁 209 以下，台北：作者自版；蔡墩銘（2007）
，
《刑法精義》，2 版，頁 125，台
北：翰蘆；黃榮堅（2006）
，
《基礎刑法學（上）
》，3 版，頁 295 以下，台北：元照；
黃常仁（2009）
，
《刑法總則邏輯分析與體系論證》
，2 版，頁 29 以下，台北：新學林；
林東茂，同前註 9，頁 1-97 以下；許玉秀（1994）
，＜檢驗客觀歸責的理論基礎－客
觀歸責是什麼？（上）＞，
《刑事法雜誌》
，第 38 卷 1 期，頁 30 以下；許玉秀（1994），
＜檢驗客觀歸責的理論基礎－客觀歸責是什麼？（下）＞，
《刑事法雜誌》
，第 38 卷 2
期，頁 61 以下；陳子平，同前註 20，頁 170 以下；張麗卿，同前註 9，頁 134 以下；
柯耀程（2007）
，
《刑法概論》
，頁 200 以下，台北：元照；林鈺雄（2009）
，
《新刑法總
，2 版，頁 94 以
則》
，2 版，頁 161 以下，台北：元照；許澤天（2009）
，
《刑總要論》
下，台北：元照。雖然學者對於客觀歸責理論並不全然皆是贊同，但均有深刻詳盡的
介紹與說明。
22

現在實務也有採取客觀歸責理論者，不過多集中在地方法院。相關內容亦可參見：張
麗卿（2009）
，＜客觀歸責理論對實務判斷因果關係的影響—兼評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
台上字第五九九二號判決＞，《法學新論》
，第 13 期，頁 1-29。該文對於客觀歸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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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歸責理論能補充判斷過失犯罪的內涵，其檢驗順序是：
（1）行
為與結果有因果關係。過失的結果與行為之間有條件上的因果關係，也
就是「如無前者，就無後者」。（2）客觀可歸責。之所以客觀可歸責，
乃是因為行為人製造法所不容許的風險，並且實現法所不容許的風險，
又結果的發生在構成要件效力範圍內。另外，在處理過失作為犯時，需
要特別檢驗過失犯客觀構成要件中的特別要素，即「客觀注意義務的違
反」與「客觀可預見結果並且能避免」。
進一步言，判斷一個行為與結果間有無評價上的因果關係，通常要
經過三階段的思考：第一，行為是否製造法不容許的風險；第二，法不
容許的風險是否是在因果流程常態中導致結果發生；第三，結果的發生
是否在構成要件的規範效力範圍之中。
行為只有逾越法容許的範圍，才有過失的問題。一般而言，何種危
險是可受容許的，必須參考生活上的各種規範。不同的生活領域有與之
相應的容許危險規範，如運動規則、交通法規、工地守則、醫療常規、
產品製造規則等，在這些領域中，一旦違反相關規定，才可能製造法不
容許的風險，也因此可能有過失。相當程度上，容許風險的概念，可以
涵蓋注意義務的違反，恰可補充以注意義務的違反判斷過失犯的不足。
因為有些行為的危險性是被法容許的，在此情況之下，自然沒有注意義
務是否違反的問題。
風險是否被法所容許，除了規範之外，亦應衡量利益與危險之間的
關係，例如醫療行為存在相當程度的風險，越重大的醫療行為，風險自
然越大，法容許的危險範圍也應相對變大，除非因重大過失違反醫療行
為準則，不然不應論以過失。23被害人的同意或承諾，是更具體的判斷

我國實務目前的狀況有非常詳盡的分析。
23

詳請參閱：張麗卿，同前註 17，頁 91、92。附帶一提的是，針對這個問題，醫師公會
全國聯合會於 2009 年 12 月邀集學者共同商議「如何推動醫療爭議法律責任明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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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因為同意或承諾，意味著被害人理解行為的危險性，願意接受危
險行為可能導致的結果。醫療行為重視醫師的告知義務，就是這個意思。
另外，應注意的是，不受容許的危險，是否在因果流程的常態上導
致結果發生。若結果的發生，是偶然的意外而非常態，該危險行為就不
具可歸責性，因為這種因果流程的偏離不合乎事物本質的正常發展，故
不能認為結果的實現是因為危險行為。講求常態的因果流程，是因為在
此之下，行為人對於結果的發生才可能遇見，也才可能依其預見而避免
結果發生。例如，某醫生循醫療規範，對病患做完善的檢查與診療，未
料病患有異變的基因，當代醫療實難獲悉，服藥後因體質過敏而死，這
種情況就是非常態的因果流程，醫師無法預見病患的特異體質，故病患
的死不可歸責於醫師。由此可知，結果可預見、結果可避免以及注意義
務違反等過失判斷基準，都可以涵蓋在客觀歸責理論。

三、仰賴鑑定之判斷
前述過失判斷的方式，只是理論闡釋，要落實在實務上，多需仰賴
鑑定，特別是涉及高度專業的領域，而醫療行為就是顯例。礙於專業能
力的有限性，法官遭逢專業領域的案件，容易混淆在陰暗不明的事實迷
宮中，而鑑定能協助法官清晰透亮的發現真相。本案中，甲醫師明知乙
不具醫師資格，卻放任乙擅自行醫，彼此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構成
密醫罪的共同正犯並無疑問；但甲於丙死前一日的醫療行為究竟有無過
失，牽扯甲是否成立業務過失致死罪。
丙女的死亡，是否因甲的醫師醫療行為過失導致，有兩個層次的問
題：（1）丙的死因與甲的抽脂、隆乳及陰道整型手術有無關連？（2）
若有關連，則甲的手術後照顧與必要處置，是否合乎醫療常規？若法院

時，結論是：醫療法第 82 條第 2 項後段修正為「醫事人員執行業務，致病人死傷者，
以故意或重大過失為限，負刑事上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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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若丙的死亡與手術有關，且甲的術後照顧不當導致死亡結果發
生，則甲可能有過失；不過這些涉及醫療專業的問題，法院無法自力認
定，只能尋求專業鑑定的協助。
就前開問題，法院送請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衛生署醫事審議委員會
鑑定。從法醫所與醫審會的鑑定內容可知，
（1）丙女的死因「不論是『脂
肪栓子致肺栓塞症』抑或『出血性休克』致死，均與抽脂所致之併發症
有關」
，也就是與甲醫師的手術有關。（2）一般而言，在長達六小時的
全身麻醉及大手術（抽脂及隆乳）後，再施局部麻醉下，接受陰道整形
手術，術後應有完整血壓、脈搏、呼吸、體溫記錄及醫師診察記錄，如
果病人心跳變快、血壓下降、呼吸急促，須檢討原因而作進一步抽血檢
查及因應措施，在術後離開醫院時，醫師應確保病人生命徵象（Vital
Signs）均須正常；但是，
「依病歷並未發現有作此等處置之任何記錄」。
換言之，甲未為合乎醫療常規的術後照顧。
對此甲醫師辯稱：病患回診亦屬術後照顧，所以丙於術後返家，因
身體不適重返診所，診所替丙進行量血壓、輸血等照顧，且丙發生意識
不清等情狀時，也有立即進行插管急救，並送三軍總醫院，如此已盡術
後照顧及必要措施之責。但是，2008 年 4 月 17 日衛署醫字第 0970205655
號函認為，甲不符合醫療常規的術後照顧，甚至丙因身體不適重回診
所，診所「輸血及輸液量顯有未足，讓○○○（丙）病況急轉直下」
；
且甲容任密醫乙為相關醫療行為，終釀大禍。
抽脂、隆乳及陰道整型是大手術，且麻醉時間長達近六個半小時，
手術同時進行，危險性相當高；所以手術完成後，醫師應負責注意病患
的術後狀況，且應有完整的血壓、脈搏、呼吸、體溫記錄及醫師診察記
錄，倘病人心跳變快、血壓下降、呼吸急促，應檢討原因而作進一步抽
血檢查及因應措施，以確定病患生命徵象的安全穩定。但是，本案甲醫
師卻在無不能注意的狀況下，疏忽診察，而未關心丙的術後狀況，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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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診察記錄，僅要丙在診所暫時休息後，便任其返家，待其回診時竟
放任密醫乙行醫。也就是說，甲製造了法不容許的風險，並導致結果發
生，丙的死亡應可歸責於甲的過失行為。

肆、密醫罪與業務過失犯罪之競合問題
人非聖賢，任何人都可能因為一時輕率疏忽而釀成悲劇，不過必須
是刑法有處罰規定者，該過失行為才會被處罰。而業務過失，之所以刑
度比一般過失為高，則是因為立法者認為，業務是行為人反覆不斷施行
的行為，行為人理應盡力避免疏失，但卻放縱結果發生，所以可責性更
高。
醫師業務是反覆不斷施行醫療行為，醫療行為專業性高，非醫學相
關科系畢業，實習期滿及格，並通過醫師考試者無法勝任，且人體充滿
不確定性，醫療行為本身又相當複雜，縱然名醫也有可能因一時不察而
導致病患死傷，無怪醫療糾紛頻傳，特別是過失致病患死傷的案件。同
樣的，密醫也是從事醫療業務之人，也有可能在行密醫之時，因業務過
失致病患死傷。
密醫執行醫療業務與醫師相較，風險更大，畢竟密醫未取得合法醫
師資格，其可能未研習任何醫學知識，可能未能從醫學相關科系畢業，
或者實習不及格又無法通過考試，故醫學專業能力上，當然令人質疑，
從事醫療行為可能更容易因自身的疏忽造成病患的死傷，是故，密醫在
從事醫療業務時，因過失造成病患死傷的悲劇時有所聞，本案即屬適
例。這是處理密醫罪時的案例典型，密醫罪與過失致死或致傷罪的競合
問題，也就成為在處理密醫案件時的重點。

一、實務論想像競合之困惑
密醫在從事醫療業務，因過失導致病患死傷，實務認為應論以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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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5 條想像競合犯，一行為觸犯數罪名，從一重處斷。以本案為例，
法院就認為甲醫師與乙密醫的所為，「均係犯修正後醫師法第二十八條
前段之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行醫療業務罪及刑法第二百七十六
條第二項之業務過失致死罪，且該二罪係一違法醫療之行為所觸犯，乃
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從一重之醫師法第二十八條前段
之罪。」
刑法第 55 條想像競合規定，「一行為而觸犯數罪名者，從一重處
斷。但不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行為人的行為是否
為一行為，為判斷是否構成想像競合的重心。學者通說認為，想像競合
的一行為，包含單純的行為單數與自然的行為單數，而不包含法的行為
單數（構成要件的行為單數）。24單純的行為單數是，行為人出於一個
犯意，外在呈現一個意思活動；自然的行為單數則是，行為人出於實現
一次構成要件的意思，反覆實現構成要件的內容。由於自然的行為單數
是規範評價上的一行為，應受規範目的的限縮，以免評價失當。
由此觀之，實務將密醫罪與業務過失致死或致傷罪論以想像競合，
從重的密醫罪，恐有檢討必要。其一，密醫罪是繼續犯，行為人得依其
意思決定違法行為的久暫，是法的行為單數。密醫罪同樣是集合犯，所
謂集合犯是指構成要件本身已經預定有複數同種行為將被反覆施行，法
律對此為總括的評價，從刑法的發展角度觀察，常業犯、職業犯、營業
犯等，都可以歸類於此。 25 密醫罪不管是由繼續犯或集合犯的觀點出
24

林山田，同前註 9，頁 309 以下；黃常仁，同前註 21，頁 291；張麗卿，同前註 9，頁

25

黃榮堅（2006）
，
《基礎刑法學（下）》
，頁 1014 以下，台北：元照；陳子平，同前註

459。
20，頁 655；張麗卿，同前註 9，頁 438；山中敬一（2008）
，
《刑法総論》
，2 版，頁
975 以下，東京：成文堂。實務上亦有認為，密醫罪是集合犯，早先如最高法院 87 年
度台上字 1357 號判決，「刑法上所稱之業務，係指行為人事實上以反覆執行其同種類
之行為為目的之社會的活動者而言。是以就醫師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前段規定所稱之
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行醫療業務罪，性質上屬於職業的集合犯者以言，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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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都是構成要件的行為單數，所非難的是無醫師資格卻行醫療業務的
行為，業務過失並不在該罪的評價中，明顯是數行為。
其次，實務競合的結果恐怕會傷害人民法律情感。以實務當前處理
的方式，當密醫因業務過失導致病患死傷，依刑法第 55 條規定，從重
論以密醫罪處斷時，人民會誤認法院棄人的生命、身體於不顧，竟然是
處罰密醫行為，對於因密醫過失所造成的死傷結果不予聞問，進而懷疑
司法的公正。由此延伸，在刑事立法政策層面要檢討的是，密醫罪的處
罰是否過重，實有討論空間。

二、本文認為應論數罪併罰
密醫行為與業務過失致死或致傷之間，並非一行為，而是二行為。
密醫罪是繼續犯、集合犯，是法律評價過後，使數個自然意義的行為合
為一單數行為；業務過失致人死傷罪則是狀態犯，其並未在密醫行為的
法律評價之中，不應將二者混為一談。換言之，密醫罪與業務過失致死
或致傷罪，是不同犯意，不同行為侵害不同法益，並非想像競合犯，而
應依刑法第 50 條併合處罰。
實務之所以論想像競合犯，應是受舊醫師法拖累。2002 年醫師法
修正之前，該法第 28 條存有第 2 項密醫致人死傷罪的規定，
「犯前項之
罪因而致人傷害或死亡者，應依刑法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此規定造
成當時實務在處理密醫致人死傷罪時產生歧異，因為實務有認為刑度加
重二分之一是指刑法第 276 條與第 284 條，但亦有認為應是加重醫師法
第 28 條第 1 項刑度的二分之一；26為解決實務對於舊醫師法第 28 條第
行為人有以反覆實施此一『醫療』業務，資為塑造其謀生地位之表徵（行為）存在者，
始足當之。」晚近如台灣高等法院 98 年度上訴字第 4239 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 98
年度醫上訴字第 2 號判決等。
26

對此，學者指出刑度設計的矛盾；以及舊醫師法第 28 條第 2 項之所以會造成實務上看
法的歧異，事實上是舊醫師法第 28 條第 1 項刑度規定「一年以上三年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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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項適用的徬徨，修法時乃將之刪除。依當時醫師法第 28 條第 2 項的
規定，確實有論以密醫罪及密醫致人死傷罪想像競合犯的可能；但隨著
該條項的刪除，實務並未改變原先的作法，此舉或許是想為有利於行為
人的解釋，但卻違反罪數競合的理論。
然而，密醫罪及業務過失致死或致傷罪論以數罪併罰，將有罪刑失
衡的疑慮。依本文的見解，新時代診所案的被告應成立密醫罪與業務過
失致死罪，因行為各異，應數罪併罰；可是密醫罪與業務過失致死罪均
為五年以下的重罪，併罰之後，可能處罰過重。但是，競合的理論不能
偏廢，或可由立法著手修正密醫罪的刑度，以解決這項困境。
另外，要注意的是，無醫師資格者，偶一為他人進行醫療行為，應
不構成密醫罪；於此同時，因過失導致他人死傷，亦不論業務過失致死
或致傷罪，而應成立過失致死或致傷罪。因為業務應是反覆不斷的施
行，偶爾為之，在過去無反覆從事的客觀事實存在，未來也無繼續反覆
從事該行為的目的，實難稱得上是執行業務，而不具醫師資格的行為
人，究竟是否反覆從事醫療活動，應由檢察官舉證，基於罪刑法定原則，
應嚴守醫師法第 28 條文義，萬不可僅因行為人偶一為之的醫療行為27，
即認定其構成密醫罪。

二、密醫罪法律效果之失衡
要解決密醫罪與業務過失致死或致傷罪因想像競合而生的困惑，本
文認為應調整醫師法第 28 條密醫罪的刑度，而我國密醫罪的刑度確實
有檢討空間。與日本相較，台灣密醫罪的刑度過重，而大陸更是僅以行
的關係，此可參見蔡振修（2002）
，＜違反醫師法罪（密醫罪）修正條論析論＞，《醫
事法學》
，10 卷 1 期，頁 12-13。
27

日常生活中，親友生病時，一旁的人多半會給予很多意見，無論是自身或他人經驗、
或是祖傳偏方等，嚴格來說，都是醫療行為的「問診」
，若這些行為都視為構成密醫罪
的該當，恐怕與一般人民的法律情感相距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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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罰處罰密醫。
（一）醫師法第 28 條處罰過重
醫師法第 28 條密醫罪的刑度是「六個月以上五年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其所使用之藥械沒
收之。」與之相較，刑法第 276 條第 2 條業務過失致死罪的刑度「五年
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金」
，刑法第 284 條第 2 項
業務過失致傷罪的刑度「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金」
及業務過失致重傷罪的刑度「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
金」，刑度設計上均低於密醫罪。
2002 年醫師法修正時，針對密醫罪的刑度進行調整。修法之前，
密醫罪的刑度是「一年以上三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元以下罰金，其所使用之藥械沒收之。」比現行法為輕，故該
年的醫師法修正是將密醫罪的刑度加重。之所以要修改刑度，是因為舊
醫師法的密醫罪刑度規定，存有立法技術上的矛盾。舊醫師法時期，密
醫罪刑度有違刑法刑度的設計原則，因為最高本刑三年以下有期徒刑
的，在法理上屬於輕罪；最低本刑一年以上有期徒刑的，則屬重罪類型，
舊法卻規定一年以上三年以下有期徒刑的設計，造成重罪與輕罪集於一
身的矛盾，修法時遂將刑度改為六個月以上五年以下有期徒刑，使密醫
罪完全落入重罪區。
誠如前文所述，密醫罪是處罰不具醫師資格者，卻從事醫療業務的
行為，而醫療行為是本於醫療目的的醫學專業行為，在相當程度上，密
醫並非完全不識醫術者，僅是因為無法通過醫師證照考試，故私下以其
醫術為人治病。例如 2010 年 1 月，台北發生一件密牙醫案，某人投考
牙醫師考試十三年皆未及第，乃改行當起密醫替人看牙，甚至還登報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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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牙醫師合作，28該人並非不具醫學專業能力，亦非不以醫療為目的替
人看牙，只是不具醫師資格而已，而這類情況正是密醫罪的典型。相對
的，若行為人非以醫療目的進行手術開刀，則是故意傷害罪或殺人罪，
所以這樣的認定，並不會大開密醫方便之門，而是更能精確判定密醫
罪，從中亦可明白，密醫罪的處罰並無處以重刑的必要。
（二）立法例的參照與修法建議
密醫問題並不侷限於台灣，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也存有這個問題，
不過每個國家或地區對於密醫所採取的處罰不盡相同，有些國家和台灣
一樣，採取刑事制裁，如日本；有些國家則選擇以行政罰的方式處罰密
醫行醫，如中國大陸。
日本醫師法第 17、31 條規定，醫師才可以行醫，若非醫師從事醫
業，處罰三年以下懲役與一百萬日元以下罰金。事實上，日本於 2001
年修正醫師法時，也曾將密醫罪的刑度調高，不過與台灣不同的是，日
本並未調高自由刑，而是將罰金提高，亦即自由刑依舊維持 1948 年醫
師法第 17、31 條的三年以下懲役，但罰金由原先的三萬日元以下，調
高至一百萬日元以下。由此可知，日本的刑事政策認為，密醫罪是輕罪，
以罰金處罰行為人已足。另外，日本刑法第 211 條第 1 項業務過失致死
或致傷罪，刑度設計為五年以下懲役，所以日本實務在處理非醫師之人
從事醫業，因過失導致病患死傷的案件時，較不會產生罪刑失衡的疑慮。
相對於日本與台灣以刑罰制裁密醫，中國大陸對於密醫行為（非醫
師行醫）則選擇以行政制裁處罰密醫。大陸的執業醫師法第 39 條規定，
對於非醫師行醫，處以十萬元以下人民幣的罰款，並沒收其藥品、器械；
若密醫對於病患造成傷害，依法負擔賠償責任；若密醫為醫療業務時，
28

聯合報（01/20/2010）
，萬板牙醫診所 密醫執業，北縣基隆 B1 版。在密醫案件中，密
牙醫最多，據北縣統計 2009 年北縣衛生局稽查發現密醫共 18 位，密牙醫就有 8 位，
見聯合報（03/17/2010）
，鑲牙遇稽查 假牙醫落跑，北縣基隆 B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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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他人死傷時，則依大陸刑法追究其刑事責任，亦即回歸大陸刑法第
233 條過失致死罪與第 235 條過失致重傷罪處斷。大陸的立法例，在相
當程度可供台灣參考，或許對於密醫不一定要用刑罰相繩，行政處罰也
是選項之一。
社會規範不可能全仰賴刑罰，刑罰僅是國家為維持國家安全、社會
秩序以及保障人民權益時的最後手段，因為若立法者評估台灣民眾的法
律情感與社會現狀，發現對於無照行醫施以行政罰，普遍人民可以接受
時，不妨將處罰密醫改為行政罰，若是如此，自然也不生密醫罪與業務
過失犯罪競合的問題。
不過，當前的台灣，密醫罪應該還不到除罪化的階段，由立法緣由
可知，在醫師法立法之前，無照行醫人員的問題，本是以行政措施解決
29

，現在以刑罰處罰密醫是立法者的刻意為之，在 2002 年修法時，更

將密醫罪的刑度加重，顯示立法者仍然認為無照行醫應以刑罰制裁。既
然如此，設計一套合理的刑度處罰密醫，就成為當前最重要的課題。
由上述可知，台灣密醫罪是「六個月以上五年以下有期徒刑」的重
罪，日本則是「三年以下懲役」的輕罪，大陸更是僅以行政罰款處罰密
醫。台灣在處理密醫罪的刑事政策方向，顯然與日本、大陸相左，也因
此一旦發生密醫因醫療業務過失致病患死傷，會造成人民法感情的困
惑：依實務論想像競合犯時，從密醫罪處斷；依本文看法論數罪併罰，
處罰將會過重。故修正密醫罪的刑度，成為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方法。
由於在當前將密醫罪除罪不合民情的狀況下，2002 年醫師法修法
29

醫師法在立法之初，對於密醫罪是否要動以刑罰有兩派不同意見，一派認為應罰庸醫
而非密醫；另外一派則認為為保障全民健康，當然應推動醫師的證照化，並且處罰密
醫。後者在立法院是多數，所以造就今日的醫師法第 28 條，關於兩方的論戰可參見：
立法院公報處（1967）
，＜第一屆立法院第 39 會期第 21 次院會記錄＞，
《立法院院會
議事》，56 卷 5 期號 5 冊，頁 170 以下。

28 高大法學論叢

第 6 卷．第 2 期

將密醫罪的有期徒刑的刑期、罰金的上限提高，並不全然妥當；理想的
密醫罪刑度，應提高罰金上限，降低有期徒刑刑期，故本文建議醫師法
第 28 條密醫罪的刑度應修正為：
「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金」
。因為密醫罪的行為人，主觀上
並不想要傷害他人的生命與身體健康，且實務上多判決緩刑或易科罰
金，實無必要提高自由刑的刑度，這也是日本 2001 年修正醫師法時，
僅調高罰金，而未延長懲役期間的原因。此外，將有期徒刑的刑期調整
為一年，亦可解決密醫罪與過失犯罪競合時，當前依刑法第 55 條從重
依醫師法第 28 條處斷的困惑現象。
另外，有學者認為，為求法律文字的簡潔洗鍊，該條「合法」與「擅
自」等字眼應無留存必要，此乃因為合法的反義為非法，但是並無所謂
的非法醫師，故合法二字實屬累贅；至於無醫師資格者自行執行醫療業
務，已經含有擅自為之的意義，所以擅自二字實際上亦可以刪除30。對
此，本文亦表贊同，宜將冗字刪除，以求法條洗鍊。
綜合以上，本文建議醫師法第 28 條前段密醫罪的規定，宜修正為
「未取得醫師資格，執行醫療業務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
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金，其所使用之藥械沒收之。」

伍、結語
密醫是由來已久的一個行業，在我國現代醫師認證制度確立後，將
之入罪，雖然密醫逐漸凋零，但是放眼未來，恐怕不會消失。本文所舉
的新時代診所密醫業務過失致死案，事實上也只是密醫案件的鳳毛麟
角。但是，密醫及其相關的案件，特別是業務過失致死或致傷，在犯罪
判斷與法律適用上有其困難，也因此本案纏訟十多年方才定讞。

30

蔡振修，同前註 26，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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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醫罪的犯罪判斷上，最具爭議的是醫療業務的範圍，醫療業務
是反覆施行醫療行為的累加，所以醫療行為是判斷醫療業務的核心。醫
療行為的定義眾說紛紜，本文仍以為，醫療行為應是以醫療目的為中心
的醫學專業行為，以此作為判斷基準，應可避免醫療行為的範疇過大或
太小。
醫療行為具有高度不確定性，故執行醫療業務的過程中，時常會發
生業務過失致病患死傷的可能，醫師如此，密醫更如此。過失有無的判
斷事實上就是因果關係判斷，而醫療行為的專業性高，此間因果關係多
非法院所能判斷，故實務運作上多仰賴鑑定，藉由專業鑑定判斷醫者有
無疏失，而該疏失是否為法所不容，且是否導致結果發生，進而判斷能
否歸責於醫者。若密醫因業務過失致病患死傷，當前實務認為成立密醫
罪與業務過失致死或致傷罪，二罪依想像競合從一重處斷。本文則認
為，密醫罪為繼續犯，其與業務過失的相關犯罪並非一行為，實應依數
罪併罰論。
最後，對於醫師法第 28 條密醫罪的修法意見，除刪除贅字外，關
於刑度方面可參考日本法，降低有期徒刑的刑期，增加罰金的數額。方
使罪刑均衡，並合乎人民的法律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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