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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7 年夏天對於道路交通法所進行的改革，德國立法者清

楚地傳達了，新的駕駛形式完全可以在傳統且行之有年之道路交

通法的框架下被規制，對於高度自動駕駛與全自動駕駛的法律基

礎加以描述。然而，許多自動駕駛的問題仍尚未獲得解決，雖然

自動駕駛倫理委員會對於「兩難困境問題」所提出的解決方案緩

和了公眾的爭論，學術的討論才正要展開。未來的汽車不僅係

「自動地」行駛，亦多元地與其他車輛、道路以及與網路相連

結，以致於網路犯罪即將可能對於道路交通進行攻擊。目前最重

要的法律實務問題，應屬透明地且依法治國原則可被檢驗地限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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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上的生產者責任。 

本文以一個重要的先驅案例「阿沙芬堡案」為例，說明科技

不可能永遠安全，如果我們想利用一項特定的科技，就必須容任

它的風險。然而，唯有當生產者為了在可能（與可期待）的範圍

內，盡量降低其產品所衍生的危險，盡了一切對其而言可期待的

努力，方有此一原則的適用。也就是說，生產者必須致力於，在

可期待的範圍內，使其產品盡可能地安全。此亦適用於已經存在

於道路上的汽車。 

關於科技系統的生產者是否可被要求對於系統所導致之損害

負責的問題，在刑法上主要將涉及到界定生產者應擔保的安全程

度，並藉此界定其注意義務的範圍。容許風險的角色顯得適於亦

在未來恰當地建構與限縮自主系統生產者的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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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nomous Driving and Criminal Law 

- The Case Aschaffenburg 
Eric Hilgendorf (Author) 

Shin-Min Lin (Trans.) 

Abstract 
With the reform of the Road Traffic Act in the summer of 2017, 

the German legislator has made it clear that the new forms of 

mobility can certainly be regulat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and proven road traffic law, and formulate the legal basis 

for highly automated and fully automated driving. However, many 

problems of automated driving are still open. Although the solution 

to the "dilemma problem" presented by the Ethics Commission on 

Automated Driving has softened the public debate,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is only just beginning. Cars in the future are not just 

"automated", but are also interlinked with other vehicles, the road 

and the internet, so that cybercrime could soon spread to the streets. 

The most important current practical legal problem is likely to limit 

the criminal manufacturer's liability transparently and thus under the 

rule of law. 

This article takes an important case “Aschaffenburg Case” a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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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istant Professor,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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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to explain that technology is never completely safe. So if we 

want to use a particular technique, we have to take risks. However, 

this only applies if manufacturers do everything they can to reduce 

the risks posed by their products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reasonably). That is to say, the manufacturer must make every effort 

to make his product as safe as possible within the bounds of reason. 

This also applies to vehicles that are already on the road. 

Whether the manufacturer of a technical system can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any damage caused by the system, in criminal law, it 

will be mainly about to determine the level of safety that the 

manufacturer has to guarantee, and thus the scope of his due 

diligence. The figure of the permitted risk seems suitable for 

structuring and limiting the punitive liability of manufacturers of 

autonomous systems also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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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新的法律狀態 

藉由 2017 年夏天對於道路交通法所進行的改革1，德國立法

者清楚地傳達了，新的駕駛形式完全可以在傳統且行之有年之道

路交通法的框架下被規制。道路交通法改革的宗旨在於，對於高

度自動駕駛與全自動駕駛的法律基礎加以描述。道路交通法第

1a 條第 1 項規定，當高度自動駕駛或全自動駕駛的功能「合乎

規則」地被使用時，透過高度自動駕駛或全自動駕駛的功能來操

作動力交通工具是可以被允許的2。如此一來，例如「當自動駕

駛系統僅為了在高速公路上運作而被設計出來時，交通工具即不

可藉助此一自動駕駛功能在一般公路上被操作」3。「合乎規則」

的用語係以生產者關於目的與使用的設定為出發點。 

立法者在道路交通法第 1a 條第 2 項做了一些概念上的定

義：道路交通法所稱具有高度自動駕駛或全自動駕駛功能的動力

交通工具係專指具有足以為了完成駕駛任務而操控動力交通工具

之科技配備的交通工具。此外，此一科技配備必須能夠「在高度

自動或全自動操控交通工具的過程中符合針對駕駛交通工具所規

定的交通規則」。另外，該自動駕駛功能必須「可以隨時由交通

工具的駕駛人以手動的方式加以操縱或解除」，並且必須能夠

                                                       
1 2017 年 6 月 16 日第 8 次道路交通法修正法案，請參閱：BGBl. I, S. 1648 ff. 
2 亦請參閱以下立法建議：Eric Hilgendorf, Automatisiertes Fahren und Recht, 

in: Deutscher Verkehrsgerichtstag- Deutsche Akademie für 
Verkehrswissenschaft (Hrsg.), 53. Deutscher Verkehrsgerichtstag 2015- 
Veröffentlichung der auf dem 53. Deutschen Verkehrsgerichtstag am 28. bis 
30. Januar 2015 in Goslar gehaltenen Vorträge, Referate und erarbeiteten 
Empfehlungen, 2015, S. 55-72. 

3 請參閱聯邦政府的修法草案：Gesetzentwurf der Bundesregierung, BR-Drs. 
69/17 vom 27. 1. 2017, S. 13 f., abrufbar unter http://www.bundesrat.de/ 
SharedDocs/beratungsvorgaenge/2017/0001-0100/0069-17.html(Letzter Abruf: 
07/2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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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由駕駛人親自操控交通工具的必要性」以及能夠「在將交

通工具的操控交給駕駛人之前，預留足夠的時間且透過視覺、聽

覺、觸覺或其他可感知的方式，將親自操控交通工具的必要性」

通知駕駛人。最後，該交通工具必須能夠「對於違反系統設計的

使用」加以提示。 

上述規定並非以誡命的形式，而係以定義的形式被制定。因

此，不符合上述要件的交通工具即非道路交通法所稱高度自動或

全自動的交通工具，新的規定對其並無適用。在此種情況下應不

變地適用道路交通法與道路交通規則的一般規定。 

「啟動及為了操控交通工具而使用上述第 2 項意義下的高度

自動或全自動駕駛功能者，即使其在合乎規則地使用此一駕駛功

能的範圍內並未親自操控交通工具」，其亦應屬駕駛人（因此亦

應屬責任主體）。道路交通法迄今所採的責任制度，亦即主要是

將危險責任（道路交通法第 7 條，亦請參閱動力交通工具持有人

強制保險法第 1 條）與修正的過失責任（道路交通法第 18 條）

加以結合，則是並未改變地被保留下來4。在報紙上偶爾有報導

謂，立法者試著將自動駕駛的風險轉嫁給駕駛人，此種說法並不

正確5。 

在立法程序的準備過程中特別具有爭議的是關於高度自動駕

駛與全自動駕駛所衍生的駕駛人義務。道路交通法第 1b 條規

定，「（1）當高度自動或全自動駕駛系統要求駕駛人承擔交通工

具的操控，或（2）當駕駛人認知到或依顯而易見的情況應該認

                                                       
4 Eric Hilgendorf, Auf dem Weg zu einer Regulierung des automatisierten 

Fahrens: Anmerkungen zur jüngsten Reform des StVG, KriPoZ 4/2017, S. 
225 (227). 

5  關 於 如 此 說 法 ， 例 如 2017 年 1 月 27 日 南 德 意 志 報 的 報 導 ：

http://www.sueddeutsche.de/auto/autonomes-fahren-ein-gesetz-wie-ein-
anschlag-auf-den-strassenverkehr-1.3350581. (最後瀏覽日：07/2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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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到，合乎規則地使用高度自動或全自動駕駛功能的前提要件已

不存在」，駕駛人應立即再度承擔交通工具的操控。除此之外，

關於駕駛人義務，尚應適用道路交通法或道路交通規則的其餘規

定。又道路交通法第 63a 條規定，當交通工具的操控從人類駕駛

者轉移到科技系統或從科技系統轉移到人類駕駛者時，車上的位

置與時間資訊應被記錄下來。交通工具向駕駛人所為承擔操控的

要求與技術干擾的發生亦應被儲存。因此行車記錄器（EDR）的

採用即將到來6。被儲存的資料得被移轉給依據各邦法律管轄交

通違規處罰的機關（道路交通法第 63a 條第 2 項第 1 句）。關於

如何處理透過交通工具感應器被取得且在交通工具內被儲存的資

料，仍未見更進一步的規定7。依據道路交通法第 1c 條，在 2019

年結束之後應對於新法進行評估。 

上述自動駕駛的新法刻意地僅做簡略的規定，但掌握了所有

當前特別重要的問題。倘若人們想到，道路交通的自動化僅係眾

多數之不盡的隨著「數位革命」而成為可能之自主科技系統應用

可能性的一個例子，立法者的保守態度即具有意義。與此相關的

關鍵字有工業 4.0、電子醫療與遠距醫療、無人飛機、服務機器

人、智慧住家以及智慧城市。此處略述的科技發展將衍生出許多

法律問題，從憲法、民事責任法與刑法，一直到資料保護、保險

法與許可法規8。假設立法者嘗試在現今即以「關鍵一擊」的形

                                                       
6 深入的討論請見：Lennart S. Lutz, Automatisiertes Fahren, Dashcams und 

die Speicherung beweisrelevanter Daten (Robotik und Recht 13), 1. Aufl., 
2017. 

7 此處亦涉及到迫切需要加以規制之非屬傳統資料保護法所掌握的非個人

資料歸屬問題。在此要討論的是，源自於刑法的「始作行為」概念是否

可以被移轉至民法且作為此類資料原始使用權限判斷上的出發點而被運

用。  
8 Eric Hilgendorf, Recht und autonome Maschinen. Ein Problemaufriss, in: 

Hilgendorf/ Hötitzsch (Hrsg.), Das Recht vor den Herausforderungen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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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來回答所有此類問題，其將無可挽救地過度承擔。立法者所選

擇的「部分解決」途徑有助於一步一步地研究新的案例類型，並

藉此發展出切合實務需要、但從概念與體系的角度而言亦可令人

滿意的規範。 

當然，許多自動駕駛的問題仍一如以往地尚未獲得解決。因

此雖然自動駕駛倫理委員會對於「兩難困境問題」所提出的解決

方案9緩和了公眾的爭論，然而學術的討論剛剛才正要展開10。一

項非常重要的科技挑戰乃網路犯罪：未來的汽車不僅係「自動

地」行駛，而且亦多元地與其他車輛、道路以及與網路相連結，

以致於網路犯罪即將可能對於道路交通進行攻擊11。目前最重要

的法律實務問題應屬透明地且因此依法治國原則可被檢驗地限縮

刑法上的生產者責任。一個重要的相關先驅案例即為發生於

2012 年的「阿沙芬堡案」。 

貳、阿沙芬堡案 

一輛配備行車方向保持輔助系統的汽車於 2012 年初高速駛

進阿沙芬堡附近一個名為阿爾策瑙的小鎮。即將駛入小鎮時，駕

駛人突然罹患腦中風且嚴重地失去意識，但其仍然能夠緊抓住車

子的方向盤。與此同時，駕駛人將方向盤往右急轉，以致於車子

                                                       
modernen Technik (Robotik und Recht 4), 1. Aufl., 2015, S. 11-40 (15 ff.). 

9 Ethik-Kommission zum automatisierten Fahren legt Bericht vor, abrufbar 
unter https://www.bmvi.de/SharedDocs/DE/Pressemitteilungen/2017/084-
dobrindt- bericht-der-ethik-kom mission.html (Letzter Abruf: 07/25/2019). 

10 例如請參閱 Susanne Beck, Eric Hilgendorf, Jan Joerden und Frank Schuster, in: 
Hilgendorf (Hrsg.), Autonome Systeme und neue Mobilität (Robotik und Recht 11), 1. 
Aufl., 2017. 這些文章源自於筆者 2016 年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亞科學研究院所舉

辦的一場研討會。 
11 此處立刻會令人想到有關對於 BMW 汽車所為駭客攻擊的媒體報導。對此請見：

https://www.heise.de/newsticker/meldung/ConnectedDrive-Der-BMW-Hack-im-
Detail-2540786.html（最後瀏覽日：07/25/201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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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的情況下本該在小鎮入口處前的灌木叢停下來。然而，行

車方向保持輔助系統卻將車子再度引回道路上。該輛汽車接著以

高速駛進阿爾策瑙，並在小鎮中心撞上一位婦女和她的幼兒。相

較於小孩的父親藉由跳開救了自己而僅腿部受傷，母親與小孩二

人則當場被撞死12。 

此處涉及到的是其中一個自主輔助系統在道路交通中釀成損

害的先驅案例。本案在民法上基本上並未衍生特別大的問題：汽

車持有人必須對於所有透過其汽車而導致的損害負責（道路交通

法第 7 條），責任保險（請參閱動力交通工具持有人強制保險法

第 1 條）則對於被害人、亦即本案中存活的父親承擔損害的調

節。 

本案從刑法的角度來看則較為複雜：首先必須釐清的是，誰

可以被考慮當作行為人。汽車本身很明顯地無法是犯罪行為的行

為人。汽車的駕駛人亦應被排除作為行為人；此處自始即已欠缺

一個明確可以作為損害原因而加以歸責的行為；當然亦缺乏存在

注意義務違反的徵象。因此只有生產者（或受僱於生產者的自然

人）方屬潛在的犯罪行為人。可罰性的可能起點可以是：在欠缺

能夠防止如本案之損害流程發生的其他安全措施之情況下設計或

安裝行車方向保持輔助系統。成立犯罪所必要的因果關係應屬存

在：假設行車方向保持輔助系統在本案的情況下並未將車子引回

道路上，車子就不會在無人操控的情況下駛進小鎮，也就不會在

那裡撞死該名婦女和她的小孩。 

首先必須加以釐清者乃是否存在注意義務的違反：就生產者

而言，如本案一般地設計與安裝行車方向保持輔助系統是否應屬

                                                       
12 此一事實描述係植基於阿沙芬堡檢察署值得感謝地提供給筆者的檔案資料（AZ 

103 UJs 5486/12 und 103 Js 456/12）。在當地媒體上雖有關於本案的報導，但自

動行車方向保持系統對於本案的介入則並未被當成主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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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藉此即討論到在與交通工具中的自主系統相關聯的情況下

所發生損害之生產者責任的核心問題。如檢察官13正確地所言，

基本上有兩個關於過失非難的出發點可以被考慮。一方面可以提

出論述謂，該主動支援駕駛的科技系統係屬故障。另方面的論述

則謂，該系統雖正確地運作，然而在該輛汽車的程式中應設計其

他的防護措施。 

檢察官先排除了行車方向保持系統故障的可能性。因此較為

重要的是如何處理關於該系統並未足夠安全地被製造或被設計的

論述。這正是未來普遍地在自主系統生產者責任的領域亦將被提

出的問題。因此檢察官對此所為的論述乃具有指標意義： 

「從社會相當性原則即可得出，一個安全系統並無須足以充

分利用每個技術上的可能性。因為這將意味著，每個交通工具皆

必然地必須包含所有只要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安全防護可能性。雖

然如果一個駕駛支援系統除了交通工具的數據資料之外亦能監控

交通工具駕駛人的健康狀況，這將是完全為人所樂見的。透過感

應器亦對於交通工具駕駛人的心跳頻率或  此處對於事故的避

免來說係屬必要的  腦波加以測量與分析，在技術上是有可能

辦得到的。然而，由於在此欠缺保護目的關聯，故僅未採取此等

措施並不會導致義務的違反。蓋事故的風險並不會透過駕駛支援

系統被提高。駕駛支援系統最多只是宿命般地轉移事故地點。」14 

簡短地總結來說：科技是永遠不可能完全安全的。也就是

說，如果我們想利用一項特定的科技，我們就必須容任它的風

險。在法律上不應要求生產者貫徹所有想像得到的安全防護可能

性。上述援引的段落雖以社會相當性與因此欠缺的義務違反性為

基礎，但卻將此與保護目的考量相結合。此等考量絕對具有延伸

                                                       
13 班堡檢察長 2012 年 12 月 13 日函：AZ 5 ZS 1016/12, S. 1. 
14 班堡檢察長 2012 年 12 月 13 日函：AZ 5 ZS 1016/12, 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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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但通常不夠明確，而這對於恰在此一問題系列中非常重要

的法安定性來說是有害的。因此，以下即試著對於生產科技產品

之注意義務限縮的重要標準繼續予以明確化。 

參、過失責任與容許風險 

對於瑕疵科技之刑事責任所必要的限縮不應在保護目的考量

的框架內或在額外之「客觀歸責」15範疇的脈絡下，而應在與注

意義務違反之檢驗的關聯下被進行。倘若採納此一見解，則是否

存在注意義務違反的檢驗可如下被建構： 

1.注意義務係伴隨損害的預見可能性及其避免可能性而生16。 

2.所需注意的程度係依據可能發生之危險的遠近（亦即損害

發生的機率）以及可能發生之損害的高低而定。 

3.注意義務係透過信賴原則17以及容許風險原則18被限縮。 

關於容許風險應適用的是，如果依據在法律社群中居於支配

地位的看法，與科技產品相結合的益處如此地大，以致於個別的

損害可以被容任，則生產具有風險的科技產品即不應被評價為過

失（就此而言即屬「被容許」）。如同現代道路交通的例子所顯示

的，此一原則的適用範圍如此地廣，以致於即使汽車撞死人亦屬

被接受，亦即生產汽車並不會被認定為過失。然而，唯有當生產

                                                       
15 在犯罪構成體系中位於因果關係之後的「客觀歸責」此一角色因其遼闊的邊幅

與幾近於恣意的解釋可能性而遭遇越來越多的批評。雖然毫無疑問地可以在

「客觀歸責」的脈絡下來處理「容許風險」的問題，但因此處所涉及到的是更

精確地界定生產者的注意義務，故將容許風險置於過失的檢驗中來討論顯得應

被優先考慮。 
16 關於此二過失檢驗的「古典」結構要素，僅參閱：Kindhäuser, in: Kindhäuser, 

LPK-StGB, 7. Aufl., 2017, § 15 Rn. 52 ff., 56 ff. 
17 Sternberg-Lieben/ Schuster, in: Schönke / Schröder, Strafgesetzbuch: Kommentar, 30. 

Aufl., 2019, § 15 Rn. 148 f. 
18 Kindhäuser, in: Kindhäuser, LPK-StGB, 7. Aufl., 2017, § 15 Rn. 58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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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了在可能（與可期待）的範圍內盡量降低其產品所衍生的危險

而盡了一切對其而言可期待的努力，方有此一原則的適用可言19。

也就是說，創造以可期待的方式可加以避免的風險並不在容許風

險之觀點的涵蓋範圍之內。此處所採的容許風險概念係蘊含了一

個動態的觀點：生產者必須致力於在可期待的範圍內使其產品盡

可能地安全。此亦適用於已經存在於道路上的汽車20。 

此一作法遠遠超出自動駕駛的範疇。關於科技系統的生產者

是否可被要求對於系統所導致之損害負責的問題，在未來將會更

經常地被提出。此既適用於民法（此處應對於危險責任的擴張加

以思考）21，且亦適用於刑法。在刑法上主要將涉及到界定生產

者應擔保的安全程度，並藉此界定其注意義務的範圍。容許風險

的角色顯得適於亦在未來恰當地建構與限縮自主系統生產者的刑

事責任。 

                                                       
19 對此亦請參閱：Eric Hilgendorf, Autonomes Fahren im Dilemma, in: Hilgendorf 

(Hrsg.), Autonome Systeme und neue Mobilität (Robotik und Recht 11), 1. Aufl., 
2017, S. 143-175 (163 ff.). 

20 此處令人聯想到透過「雲端」來進行軟體的更新。 
21 值得考慮的特別是將依產品責任法第 2 條迄今僅適用於有體物動產（以及電能）

的危險責任擴張及於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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