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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主型人工智慧機器，可以自行接收訊息或資料，再依演算

法自行決策，並控制機器的行為，毋庸仰賴人類協助，是科技的

進步；但是，人類對於該演算結果無法預測，也難事後獲悉該演

算的推論理由，潛在風險隨之增加。當自主型人工智慧的運作，

涉及刑事不法侵害時，討論的重點，通常是研製者的行為，而非

使用者。因為人工智慧如何判斷或行動，是按照研製者的設計而

為，特別是程式設計者。當前多數意見，似是以容許風險的觀

點，考量人工智慧對於人類社會整體利益，認為應當容許自主型人

工智慧的風險，縱然發生事故，也可能不存在評價上的因果關係。 

然而，在人工智慧發展尚屬萌芽的當代，面對涉及刑事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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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的自主性人工智慧事故，以「依法令行為」阻卻違法，或許

是比較合宜的解決方法。因為，容許風險的概念，不確定性頗

高，且絕大多數的人民，包含司法工作者在內，對於人工智慧，

恐怕理解都十分有限，平心而論，眼下應該尚未形成基於社會經

驗累積的利益衡量標準。其實，我們應該要求立法者，儘速建構

人工智慧的相關法律規範，使人民在人工智慧的研製或使用上，

行為能夠有所依據；若研製或使用行為符合人工智慧相關法規，

基於法秩序的一致性，縱然構成要件該當，也不具違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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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iminal Legal Evaluation of 
Autonomou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cidents 

Chi-Hsuan Wang 

Abstract 

Autonomou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onomous AI) machines are 

the great advancement in human technology. Autonomous AI can 

receive messages or data on their own, then make decisions based on 

algorithms, and control the behavior of the machine, and It does not 

need any human assistance. However, humans cannot grasp the 

calculation process and results of Autonomous AI now, and the related 

risks increase. When Autonomous AI has criminal law issues, the focus 

of the discussion should mainly be the behavior of 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ersonnel, not the user. The reason is that the judgment or 

action of Autonomous AI is based on the design of R&D personnel, 

especially the programmer. The way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opinion 

of the majority is to use the legal concept of "Allowed Risk". We must 

consider the development of Autonomous AI and the overall interests of 

the human society. In other words, if Autonomous AI that promotes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society has an accident, we can consider this risk 

of AI to be tolerated, so the relevant behavior will not be a crime.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w,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Ph.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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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半導體產業的提升，軟體科技的推進，加上通訊、攝像

等技術的日益發達，全面帶動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發展與應用，此應是人類社會不可逆的趨勢，也是當前世

界各國競爭的重心。對此，2018 年間，行政院推出「臺灣 AI 行

動計畫（2018-2021 年）1」，試圖集合產官學研等各界力量，打

造良好的人工智慧研發環境，協助產業面對人工智慧的轉型挑戰

及歷史機遇，以創造智慧科技發展的願景。 

人工智慧的發展，幾乎翻轉所有產業的營運策略2。譬如，

近年最受熱議的自駕車（Self-driving Car），讓汽車產業鏈發生

變化，除了車體、輪胎及引擎等，因應人工智慧的導入，開始重

視用於覆蓋整體環境的雷達、建構車輛周圍連續影像的各式鏡頭

等產品，自駕車必須搭配這些器材，才能將即時路況提供人工智

慧駕駛系統，使之能操控車輛。此外，人工智慧也會顛覆人民習

以為常的生活。假如某天，自駕車正式上路，民眾必須適應嶄新

的交通工具，但在享受便捷的交通運輸的同時，與自駕車有關的

交通事故，可能陸續發生，新型態的法律爭端，也就接踵而來；

而這些法律爭端，也將牽扯產業的發展動向。 

涉及人工智慧的法律爭端，難與刑法毫無瓜葛。因為人工智

                                                       
1 該項計畫，於 2018 年 6 月 29 日，行政院院臺科會字第 1070172174 號函

核定，可以參見：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推動小組，臺灣 AI 行動計畫

（ 2018-2021 年 ）， https://digi.ey.gov.tw/File/4C622B6A10053DAD（ 後

瀏覽日：08/30/2020）  
2 對產業界而言，人工智慧必然促成興革，特別是勞動密集的工作類型，

且範圍廣泛。見：松尾豊（2019），〈人工知能開発の 前線〉，《法律時

報》，91 卷 4 号，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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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的應用，確實存有侵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等法益的

風險；若意外發生，刑法上宜如何論斷，就可能成為問題。面對

這類問題，似應先分辨人工智慧系統，有無自主性。不具自主性

的人工智慧，其運作皆聽命於使用者，倘若發生事故，通常追究

使用者的責任，並無疑問；反之，具有自主性的人工智慧，其運

作已非受限於人，而是依憑人工智慧的演算決策而為，此刻要向

使用者或研製者究責，恐有爭議。基此，本文的初衷是，在進入

人工智慧時代後，若發生自主型人工智慧的事故，刑法上宜如何

解決，以及對未來的立法政策方向，提出相關淺見。 

貳、自動或自主的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的發展，自 1956 年迄今，已逾半個世紀3；不過，

究竟何謂人工智慧，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通常必須按照當時的

言談語境、議題焦點，判斷人工智慧之所指；唯一沒有爭執的

是，人工智慧透過電腦程式（computer program）呈現於人間4。

電腦程式的核心，是演算法（算法；algorithm），即解決問題的

方法、步驟，反映在人工智慧，主要是用於資料處理、自動推理

的計算處理程序5。 

涉及人工智慧的理論或應用，若非專業背景出身，恐不易理

                                                       
3 一般認為，1956 年的美國達特茅斯（Dartmouth）會議，是人工智慧發展

的濫觴。可以參見：王天一（2017），《人工智能革命：歷史、當下與未

來》，頁 18，北京：北京時代。  
4 李 開 復 、 王 詠 剛 （ 2017），《 人 工 智 慧 來 了 》， 頁 40-53， 台 北 ： 天 下 文

化；Yavar Bathaee,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lack Box and the Failure of 
Intent and Causation, 31(2) HARV. J.L. & TECH. 889, 898(2018). 

5 張 鎮 華 （ 2017），《 演 算 法 觀 點 的 圖 論 》， 頁 37-38， 台 北 ： 臺 大 出 版 中

心；三津村直貴著，陳子安譯（2018），《圖解 AI 人工智慧大未來》，頁

34，台北：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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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但若要討論人工智慧的問題，似乎無法迴避人工智慧的界

定。礙於專業知識有限，本文主要將人工智慧視作一個概念，或

人類社會發展的現象 6。人工智慧至少是，立足於電腦程式的

「自動」運作系統；當人工智慧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將成為「自

主」運作系統。人工智慧的「系統」，必須有相應的軟體及硬

體，才能支撐其自動或自主運作。 

一、自動是人工智慧的基本表現 

關於人工智慧，通常依其能力，有等級之分、強弱之別7。

不過，無論何種程度的人工智慧，都具有「自動性」。所謂自動

性，意指人類開啟人工智慧，並給予指令，人工智慧便將按照電

腦程式的演算法，從事合乎人類指令的運作。易言之，只要能以

電腦程式控制機器，感應（輸入）與行動（輸出）的自動系統，

即屬之；且這些自動型人工智慧系統，在日常生活中，已經無所不

在，諸如恆溫空調、掃地機器、自動販賣機、自動提存款機等。 

然而，隨著科技日益進步，有論者認為，這類自動系統，充

其量只是按照電腦程式運作的機器而已，難謂有智慧可言；因

                                                       
6 關於人工智慧的概念，可以參考：王紀軒（2019），〈人工智慧於司法實

務的應用〉，《月旦法學》，293 期，頁 94-97。  
7 關於人工智慧的強弱之分，可以參考：三津村直貴著，陳子安譯，同前

註 5，頁 17；松尾豊、塩野誠著，林錚顗譯（2016），《人工智慧能發展

到什麼地步？》，台北：暖暖，頁 12-13。區分人工智慧的強弱，常以人

工智慧「是否具有與人類相同的意識或自我概念」作為標準，有則強、

無則弱；人工智慧發展迄今，尚未出現強人工智慧，只停留在理論或想

像階段。本文以為，強、弱人工智慧的區分標準，就當前而言，較欠實

益。相近的看法：弥永真生、宍戸常寿編（2018），《ロボット・AI と法》，

頁 7，東京：有斐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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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代的人工智慧，必須具有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8，才

稱得上是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堪稱近年最熱門的概念或詞彙，

但這項演算法，稱不上新穎，其發軔於 1950 年代，直到 1970 年

代後，逐漸從實驗室走向人民生活，而有顯著發展9。簡言之，

機器學習不是單指某種學習方法，而是跨領域，研究人類與機器

的學習過程，並讓機器模仿人類的學習方式，在資料或經驗中找

尋分類、分群規則，而使之更加進步的各種可能方式10。 

現今積極發展的人工智慧，是具有機器學習的電腦程式，可

以處理大數據，並以此程式自動控制機器，或供人類使用。大數

據，是人類難以整理分析的巨量資料，如欲妥當整理分析，必須

仰賴具有機器學習的人工智慧，才能發揮大數據的價值 11；同

時，藉助機器學習，讓人工智慧透過大數據，推論分析並建立模

型（類似人類經驗），使之在面對個案時，能夠依據模型判斷。

該模型的建立，可能仰賴人類提供標準答案，或讓程式自行找出

解答12。現在的機器學習，逐漸不再需要人類解讀資料，而是由

                                                       
8 李開復、王詠剛，同前註 4，頁 58。  
9 Jude W. Shavlik & Thomas Dietterich Ed., READINGS IN MACHINCE 

LEARNING, 3-5 (1990). 
10 See: Pat Langley, ELEMENTS OF MACHINCE LEARNING, 1 (1996). 該書對於

機器學習，提出一個簡扼的描述是：“ The field of machine learning which crosses 
these disciplines, studies the computational processes that underlie learning both 
humans and machines.” 另可參考：張志勇、廖文華、石貴平、王勝石、游國忠

編著（2020），《人工智慧》，頁 57，新北：全華。 
11 李開復、王詠剛，同前註 4，頁 58。已故的知名人工智慧專家陳昇瑋博士，亦

有清楚說明，「要發揮資料價值，不能光談大數據，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是絕

對不該忽略的。事實上，這三者環環相扣：大數據是材料，機器學習是處理方

法，人工智慧是成品所呈現的特質。」見：陳昇瑋，從大數據走向人工智慧，

中央研究院資料科學種子研究群，http://ds.sinica.edu.tw/overview-talk-從大數據

走向人工智慧（ 後瀏覽日：08/30/2020）。 
12  科 技 新 報 ， 翻 轉 人 類 未 來 的  AI 科 技 ： 機 器 學 習 與 深 度 學 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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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自行感知外在的原始資料，並由其自身反饋而得的經

驗，發展屬於人工智慧的思維模型；在此之中，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應當最知名。 

深度學習，是模仿人類大腦而生，透過多層神經網路結構進

行演算，讓人工智慧不需要人類教導，而能自行分析資料，找出

判斷方式，建立判斷標準，可謂是無師自通13；在應用上，擁有

更多自由度的人工智慧，產生更高的精確度，特別在視聽資料的

處理，如圖像分類、人臉辨識、語音判讀、機器翻譯等方面14，

表現更是突出。在深度學習的推波助瀾之下，部分人工智慧早已

成為特定領域的卓越者15，例如頗負盛名的 AlphaZero，利用深

度學習演算法，在各類棋盤上，打遍天下無敵手，人類只能望之

興嘆弗如 16。也因為如此，人類更樂觀地認為，卓越的人工智

慧，可以運用在各種領域，蘊含無限可能。 

進入機器學習之後的人工智慧，同樣具有自動性。舉例來

說，主流的資料檢索系統（搜尋引擎），皆有機器學習，其以大

數據為基礎，自動整理分析，判斷各種輸入與輸出之間的關聯，

                                                       

https://technews.tw/2017/10/05/ai-machine-learning-and-deep-learning （ 後 瀏 覽

日：08/30/2020） 
13 王天一，同前註 3，頁 86；張志勇等編著，同前註 10，頁 101。 
14 可以參考：山世光、闞美娜、劉昕、劉夢怡、鄔書哲（2016），〈深度學習：多

層神經網路的復興與變革〉，《科技導報》，34 卷 14 期，頁 60。 
15 深度學習的人工智慧，能將特定領域的資料，進行 佳化處理；惟仍屬於限制

領域型、應用型的弱人工智慧。可以參見，李開復（2019），《AI 新世界》，增

訂版，頁 69-71，台北：天下文化。 
16 讓世人驚豔的 AlphaZero，分別利用 9 小時、12 小時和 13 天，學會西洋棋、日

本象棋和圍棋，並且從中「發展出自己的直覺與策略，帶來新鮮的想法，顛覆

了幾個世紀以來人們或專家對這些棋藝的思考」。見：iThome，AlphaZero 靠增

強 式 學 習 精 通 圍 棋 、 西 洋 棋 和 日 本 象 棋 ， 贏 過 電 腦 程 式 冠 軍 ，

https://ithome.com.tw/news/127705（ 後瀏覽日：08/3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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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使用者需要的資料，甚至將檢索系統更加個人化，進而自動

推測使用者的搜尋需求、掌握網站內容品質17。此外，具有機器

學習的人工智慧，擅長處理視覺資料，將其運用於人臉、車牌等

辨識作業，配合充足的監視設備，能夠建構周密的監控系統，一

旦發生刑案，檢警確認犯罪嫌疑人的資料後，交由人工智慧自動

找尋犯嫌位置，可以快速發現犯嫌蹤跡18。 

二、自主是具有風險的科技進步 

人工智慧，不僅依憑其自動性，持續拓展人類社會自動化的

範圍，更拜軟硬體持續進步之賜，全面提升人工智慧系統的能

力，使之能夠更趨完美地執行人類指令。於此同時，級別較高、

能力較強的人工智慧，在自動性之外，產生某種程度的「自主

性」，能夠獨立進行判斷及行動。人工智慧的自主性表現，固然

是人類科技文明的進步，但也增加人工智慧的不確定性，其潛在

風險亦伴隨提升19。 

早期人工智慧的自動性表現，端視電腦程式的設計，人類可

以預期機器的行動，進而防患未然；進入機器學習之後，尤其是

深度學習演算法的問世，人工智慧的自主性表現很可能出乎意料

                                                       
17 例如，2016 年，搜尋引擎龍頭 Google，估計每秒約 63,000 次資料檢索，年近

二兆次，甚至可能更多。Google 的搜尋引擎，有負責機器學習的演算法

「RankBrain」，其功能在於，分析使用者的需求，並進一步理解使用者的需

求，藉此提供給使用者真正有幫助的搜尋結果。See: Danny Sullivan, Google 
now handles at least 2 trillion searches per year, at https://searchengineland.com/ 
google-now-handles-2-999-trillion-searches-per-year-250247(last visited 08/30/2020)  

18 李彥宏（2017），《智能革命：迎接人工智能時代的社會、經濟與文化變革》，

頁 82，北京：中信。 
19 山下裕樹（2019），〈AI・ロボットによる事故の責任の所在について——自動

運転車の事案を中心に〉，《ノモス》，45 号，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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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也就是說，自主型人工智慧的演算過程不可理解、演算結

果不可預測，其決策所依據的資料、推論的理由等，全部深埋在

有如「黑盒子」般的神經網絡之中20，就當前科技而言，人類幾

乎無法探知21。畢竟，自主型人工智慧已經毋庸仰賴人類的知識

養分，其能自行感知外在的原始資料，透過反饋而得的經驗，發

展成屬於人工智慧的自身思維22。 

概念上，人工智慧的自主性，可以區分為通用自主及專用自

主。通用自主型的人工智慧，是完全的人工智慧，是人類對人工

智慧的終極盼望。人類在科幻題材的文學或視聽作品中，想像這

類人工智慧，除了具備多種能力，更擁有自我意識，可以感受情

慾，進行價值判斷，與人類極度相似23。人類社會距離通用自主

                                                       
20 Yavar Bathaee, supra note 4, at 906-908; W. N. Price II, Black-Box Medicine, 28 

Harv. J. L. Tech, 465-466(2015); W. Nicholson Price II, Big Data and Black-Box 
Medical Algorithms, 10(471) Sci Transl Med. 2,3(2018); W. N. Price II, Regulating 
Black-Box Medicine, 116 MICH. L. REV. 429 (2017).  

21 面對深度學習的人工智慧，「在許多使用深度學習做決策的當下，使用者往往

就是投入輸入參數、放到模型， 後就直接得出結果，若事小還可接受，但若

這個決策非常之重要，那麼不免讓人得去懷疑資料到底在模型中扮演了什麼角

色」，所以專家開始著手，希望人工智慧的決策過程，是可以「被解釋」的。

參見：臺大科學教育發展中心，面對如同黑盒子的神經網路 AI 科學家如何解

釋 內 在 機 制 ？ ， https://case.ntu.edu.tw/blog/?p=30522 （ 後 瀏 覽 日 ：

08/30/2020） 
22 附帶一提，在人工智慧的倫理要求上，「透明」、「可解釋」的人工智慧，就成

為重點，且一般認為，具有可解釋性的人工智慧，有助於避免錯誤，或修正錯

誤。參見：沈向洋、Brad Smith（2018），《計算未來－人工智能及其社會角

色》，頁 39，北京：北京大學；張麗卿（2020），〈AI 倫理準則及其對臺灣法制

的影響〉，《月旦法學》，301 期，頁 106。可是，現實技術上，講求透明可能會

降低人工智慧的效能，且監管者的意願與能力，也是難題。See: Yavar Bathaee, 
supra note 4, at 929-930. 

23 基於人類與機器的當然差異，要讓人工智慧，更接近人類，相當困難；然而，

若這類人工智慧真正出現，是否會對人類構成威脅，可能也是值得關注的議

題。可以參考：李開復、王詠剛，同前註 4，頁 70。Robert van den Hoven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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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人工智慧，非常遙遠24；但是，專用自主型的人工智慧，已

經逐漸成真。 

專用自主的人工智慧，是指特定領域內，面對複雜多變的狀

況，人工智慧能夠獨立判斷及行動，不需要人類插手；這類人工

智慧，是當前人類正在努力追求的自主型人工智慧。惟應注意

是，若在特定領域中，一部分的活動可以透過人工智慧自主運

作，其餘部分仍需要人類介入或監管，就稱不上自主型人工智

慧。自主型人工智慧的運作，除非運作過程中，人類將之停止運

作、修改指令，或遭遇特殊狀況，不然系統會持續運作，直到完

成。目前，廣受各界關注的自主型人工智慧，莫過於專用於交通

領域的自駕車。 

顧名思義，自駕車是，車輛自主駕駛，而非人類駕駛。意

即，車輛搭載自主型人工智慧系統，由人工智慧決定及控制車輛

的行駛，不需要人類駕駛25。當人類決定旅程目的地後，若無特

                                                       

Genderen, Do We Need New Legal Personhood in the Age of Robots and AI?, in: 
Marcelo Corrales, Mark Fenwick, Nikolaus Forgo, ROBOTICS, AI AND THE 
FUTURE OF LAW, 31-34 (1st ed. 2018). 

24 也有學者發出警語，人類必須思考的，可能不是人工智慧是否越來越接近人

類，而是人類日益仰賴人工智慧，甚至邁向「演算法社會」。見：顏厥安

（2018），〈人之苦難，機器恩典必看顧安慰－人工智慧、心靈與演算法社

會〉，劉靜怡主編，《人工智慧相關法律問題芻議》，頁 65，台北：元照。 
25 國際上，一般採用國際自動機工程師協會（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SAE International）的 SAE J3016 標準，將「自動駕駛技術」分為六個等級：等

級 0 的車輛，完全由人類駕駛；等級 1 至 3 的車輛，以駕駛輔助系統的強弱區

分，其中等級 3，具有較高級的駕駛輔助系統，在特定條件下，可以放任車輛

自動行駛，但人類駕駛仍必須隨時注意路況；等級 4，是在條件許可下（如特

定區域），車輛得完全自駕，否則仍應由人類駕駛；等級 5，才是完全的、真正

的自駕車。就此來看，等級 4 以上的車輛，才有可能被稱為「自駕車」。現在

坊間俗稱的自駕車，絕大多數是配備駕駛輔助系統者，如此可以減輕人類駕駛

的負擔，但仍有人類駕駛存在；少部分的，可以在特定條件或區域時，實現完

全自駕。相關的討論，可以參見：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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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需求，舉凡行車路線、速度等，均委由自駕車的系統決定及控

制，倘有道路突發狀況發生，亦是託付自駕車自行處理。自駕車

的自主性，在面對道路突發狀況的臨機應變，最為顯著。具體而

言，行駛中的自駕車，遭遇道路突發狀況，應緊急剎車、右轉或

左彎，有賴人工智慧依當時情形（即資料）進行演算，再按照演

算結果，操控車體行動；此時，可能平安無事，也可能造成死傷

事故。然而，當自駕車面對道路突發狀況，究竟是剎車或轉彎，

已非人類能預想，而是由自駕車的人工智慧系統自主決定。截至

目前，人工智慧在車輛上的體現，尚是自動性，或部分自主性，

距離真正自駕車，還有很長的距離。 

對於僅有自動性，或部分自主性的人工智慧，使用者仍應注

意人工智慧的運作情形，假如發生致人死傷或其他刑事不法程度

的侵害，該使用者的行為，是刑法評價的對象。舉例來說，目前

配備駕駛輔助系統的車輛，可能是自動性的定速巡航系統

（Cruise Control, CC），或更進一步包含部分自主性的自適應

（主動式）巡航系統26（Adaptive Cruise Control, ACC），但若人

類駕駛者不注意車前狀況，造成車禍事故，仍應負責。假以時

日，自駕車上路，其安裝具有自主型人工智慧駕駛系統，行車全

由該系統控制，人工智慧就是司機，車內的人類都是乘客，當然

                                                       

（2018），《自駕車的第一本法律書》，頁 4-7，台北：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科技法律研究所。 
26 定速巡航系統，由駕駛員設定行車速度，則車輛以穩定的速度前行；自適應巡

航系統，除了定速巡航功能外，還有跟車巡航功能，可以判斷前車的狀況，調

整車輛速度。由此可見，自適應巡航系統，已經具有駕駛上的部分自主性，即

在開啟該系統功能時，由人工智慧系統決定車速。惟自適應巡航系統，並非行

車安全系統，僅是提高行車舒適性的系統，目的在於減輕駕駛員的疲勞（特別

是長途旅程），駕駛員依舊應當保持對車輛的控制，尤其是行車方向，以及注

意車前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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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注意車前狀況；此時，若發生車禍，應當如何究責，可能成

為新的問題。這也是所有自主型人工智慧，都將面對的疑難。 

參、自主型人工智慧使用或研製行為的評價 

人類可以運用人工智慧，提升工作效能，促進生活品質；惟

於此同時，人工智慧也可能導致意外，因而致人死傷或其他刑事

不法程度的侵害。當自動型人工智慧系統發生不測，原則上向使

用者究責，端看其行為如何，是否承擔故意或過失的罪責；但若

是自主型人工智慧系統造成悲劇，欲判斷使用者的行為有無成立

犯罪，便相形困惑，畢竟人工智慧已經具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該系

統的運作方式，已非謹守人類的決定，亦難完全符合人類的預期。 

是故，當自主型人工智慧系統的運作，致人死傷或其他刑事

不法的侵害，由何人負責，便存爭議。有論者認為，可以對人工

智慧系統論罪科刑27。不諱言地，在刑事法上，將人工智慧擬制

為人，並進一步設計相應的罪刑，是比較新潮的看法。放眼未

來，完全自主的人工智慧系統（通用型人工智慧）出現時，可能

會面臨這個問題；但當前的科技，以及刑法理論，似乎仍宜將刑

法評價的對象，放在具有刑事不法本質的人類行為28。若此，自

主型人工智慧系統的運作，涉及致人死傷或其他刑事不法程度的

侵害時，可能會被評價的，就是使用者或研製者的行為。 

                                                       
27 劉憲權（2018），〈人工智能時代刑事責任與刑罰體系的重構〉，《政治與法

律》，2018 年 3 期，頁 96；劉憲權（2018），《人工智能：刑法的時代挑戰》，

頁 219，上海：上海人民。 
28 林山田（2008），《刑法通論（上）》，十版，頁 195，台北：自版；張麗卿

（2020），《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八版，頁 166，台北：五南；張麗卿

（2019），〈人工智慧時代的刑法挑戰與對應－以自動駕駛車為例〉，《月旦法

學》，286 期，頁 92；弥永真生、宍戸常寿編，同前註 7，頁 219；山下裕樹，

同前註 19，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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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構成要件不該當的理由 

與自主型人工智慧系統運作有關的行為，應該就是使用者的

行為，以及研製者的行為29。使用行為較為單純，因為對自主型

人工智慧系統而言，使用者的行為，主要就是啟動系統；當系統

啟動，基於其自主性，除非使用者有特別需求或停止系統，不然整

個系統的運作，都是自主型人工智慧的獨立判斷。相形之下，研製

行為則複雜許多，因為人工智慧系統的研製，並非單一產業，而是

涉及諸多企業營運的產業鏈，並且包含人工智慧系統運作的實驗。

關於自主型人工智慧系統的使用及研製行為，分別討論如次。 

（一）使用者的行為評價 

直觀上，當自主型人工智慧系統的運作，涉及刑事不法時，

由於該系統是使用者「啟動」，所以使用者的啟動行為，可能受

刑法評價。關於使用者的行為，原則上，不成立犯罪。因為，使

用者在正常（正確）使用自主型人工智慧時，對該人工智慧系統

的運作，何以實現構成要件結果，主觀上並不具有故意，且無預

見可能，亦無注意義務，也就沒有過失30；客觀上，使用者的啟

動行為，與結果發生之間，並無因果關係。 

進一步言，在因果關係上，以「如無前者，就無後者」的條

件說觀察，使用者的啟動行為，是侵害發生的肇因，貌似有因果

關係；但究其實際，在啟動自主型人工智慧系統後，人工智慧的

運作，完全由演算法決定，縱然構成要件結果發生，亦與使用者

                                                       
29 山下裕樹，同前註 19，頁 99。 
30 相關的討論，可以參考：張麗卿，同前註 28，〈人工智慧時代的刑法挑戰與對

應－以自動駕駛車為例〉，頁 97；平尾覚、福岡真之介、菅野百合、松村英寿、

仁木覚志、鈴木悠介、片桐秀樹、沼澤周、北條孝佳（2018），《AI の法律と論

点》，頁 150-151，東京：商事法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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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啟動行為無關；在概念上，類似於中斷的因果關係。試想，未

來某日，當自駕車研製順利，且能合法上路，乘客依正常使用方

式，啟動自駕車後，告知目的地，便得閱讀書報、欣賞影片，或

與同行者談天說地，甚至倒頭大睡。總之，自駕車的使用者，毋

庸注意車前狀況，也不需要手握方向盤。這種場合，如同現在計

程車的乘客，只是在自駕車的場合，是由自駕車的自主型人工智

慧系統負責駕駛，而非人類司機。同樣地，在通常情形，搭乘計

程車發生意外事故，我們不可能追究乘客責任；自駕車發生車

禍，我們也不可能苛責乘客。 

若以相當因果關係來看，使用者的行為，與自主型人工智慧

造成構成要件結果發生之間，實難謂有相當性31。因為，如果認

為行為與結果之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意味著該行為「通常」、

「極可能」造成結果發生。然而，在使用者啟動自主型人工智慧

後，該人工智慧的運作，通常應是安全平順；倘非如此，難以想

像有人願意使用該人工智慧，其必難在市場立足。此外，若從因

果關係與客觀歸責檢驗，既然該系統已經合法供人使用，使用者

單純將之啟動，自非製造法律不容許的風險，故不應歸責於使用

                                                       
31 實務上，關於相當因果關係的說明，大概以 高法院 76 年度台上字第 192 號

刑事判例為經典，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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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127 號刑事判決也有清楚說明，

認為相當因果關係「可以將『偶然的事實』或『偶然發生的結果』從刑法評價

上予以摒除，即原則上得將不尋常或異常因果連結關係視為偶然發生的條件，

以不具相當性而加以排除。換言之，『相當性』理論是以條件因果關係為前

提，認為並非所有造成結果的條件均係犯罪構成要件相當的條件，而是對於結

果的發生具有一定程度或然率的條件，始被認為結果發生的相當條件。……是

關於『相當性』的判斷，雖不要求行為之於結果的發生必達『必然如此』或『毫無

例外』的程度，惟至少具備『通常皆如此』或『高度可能』的或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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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再者，使用者也有主張信賴原則的可能 32。信賴原則的理

論，根植在容許風險及風險分配33，用於限定過失犯的處罰範圍
34，因為在社會分工細密的現代，若行為人已經盡其注意義務，

則行為引發的危險，不應仍由行為人承擔。使用者在使用人工智

慧系統時，只要系統合法、操作合規，便是盡注意義務。畢竟，

一般使用者難有能力察覺人工智慧有無異狀，只能信賴合法出廠

的人工智慧系統產品，並且按照使用規定操作；人工智慧系統的

研發、製造者（研製者），才有可能較多地瞭解人工智慧系統。 

反之，自主型人工智慧系統的使用者，若是故意不正常使

用，或使用時違反注意義務，才有可能對於自身使用行為，承擔

相應的法律責任。所謂故意不正常的使用行為，如使用者擅自改

寫人工智慧的程式，恣意改裝搭載人工智慧的機器等；意即，對

維持人工智慧系統運作的軟硬體，進行違法侵入、干擾、變更或

破壞。此外，人工智慧系統發出警示，但使用者卻充耳不聞，不

按照系統的警示操作，因而釀成悲劇時，視個案情形，使用者可

能必須承擔故意或過失責任。惟應注意的是，雖然現在人工智慧

的發展相當熱絡，但自主型人工智慧系統，仍未見用於人民生

活，就算是各界呼聲最高的自駕車，也無人敢妄言於何時正式展

開首途；同時，基於罪刑法定原則，就算要對行為可議的使用者

究責，也必須建立在完備的刑法規範之上。 

（二）研製者的行為評價 

自主型人工智慧系統在運作過程中，不幸發生事故，除了使

                                                       
32 山下裕樹，同前註 19，頁 100；平尾覚等著，同前註 30，頁 156。 
33 余振華（2005），《刑法深思．深思刑法》，頁 80，台北：元照。 
34 甘添貴、謝庭晃（2006），《捷徑刑法總論》，二版，頁 113，台北：自版。惟也

有學者認為，信賴原則恐怕無助於犯罪的評價，見：古承宗（2011），〈刑事交

通事件中的容許風險與信賴原則〉，《月旦法學雜誌》，193 期，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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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的行為，更值得檢討者，應該是研製者的行為。畢竟，自主

型人工智慧系統的運作，並非由使用者決定，而是研製者事先設

計人工智慧的運作趨向，再交由人工智慧依據現場情狀，立即判

斷反應。惟應注意的是，人工智慧的運作關鍵，在於人工智慧的

軟體，即分析大量數據資料能力卓越的電腦程式35。因為，自主

型人工智慧系統的運作方式，其實在程式設計者，對程式拍板定

案時，已經大勢底定。 

既然如此，自主型人工智慧系統的運作，涉及刑事不法時，

以程式設計者為中心的研製者行為，是否承擔刑責，就成為刑法

討論的重心。如果研製者故意研製用於犯罪的人工智慧，並將之

用於犯罪，毋庸置疑地，人工智慧是該研製者的犯罪工具，自是

對該研製者的行為，論罪科刑。然而，真正需要討論的是，如果

研製者無意研製用於犯罪的人工智慧，但人工智慧系統運作時，

卻發生致人死傷或其他刑事不法程度的侵害，究竟應如何評價，就成

為問題。最常被比喻的情形是，自駕車發生車禍致人死傷，該自駕車

研製者的研製行為，是否有成立犯罪的可能。目前常見的說法，是利

用容許風險的概念，排除研製者的行為不法，而不成立犯罪36。 

                                                       
35 曲建仲（2018），〈機器是如何學習與進步？人工智慧的核心技術與未來〉，《科

學月刊》，580 期，頁 282。 
36 張麗卿，同前註 28，〈人工智慧時代的刑法挑戰與對應－以自動駕駛車為例〉，

頁 99；江溯（2018），〈自動駕駛汽車對法律的挑戰〉，《中國法律評論》，2018
年 2 期，頁 186；儲陳城（2018），〈自動汽車程序設計中解決''電車難題''的刑

法正當性〉，《環球法律評論》，2018 年 3 期，頁 97-98；王瑩（2019），〈法律如

何可能？－自動駕駛技術風險場景之法律透視〉，《法制與社會發展》，2019 年

6 期（總 150 期），頁 110-111；李維宗（2020），〈淺論人工智慧犯罪〉，邱太三

主編，《施茂林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下）》，頁 196，台北：五南；Eric 
Hilgendorf 著，林信銘譯（2019），〈自動駕駛與刑法－以「阿沙芬堡案」為例〉，

《高大法學論叢》，15 卷 1 期，頁 13；佐久間修（2018），〈AI による自動運転

と刑事責任〉，《刑事法ジャーナル》，57 号，頁 14；坂下陽輔（2019），〈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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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革命後，人類生活型態發生巨大變化，加以科技日益進

步，人類社會趨於密集且複雜，相應的風險也隨之俱增。面對各

種風險行為，縱然具有明顯侵害傾向，刑事法規範何時介入抗

制，仍應謹慎考量，萬不可違逆謙抑性的誡勅。由此可知，並非所

有的風險，刑法都需要介入抗制；這些不需要刑法介入抗制的風險

行為，就是刑法容許的風險行為。容許風險的概念，廣受學界支持
37；司法實務也有運用，尤其是交通意外事故38。整體來看，某些

風險行為，若對人類社會利大於弊，再判斷該行為造就的各種風

險，與法律容許的範圍之間，應如何界分，可能輕者法律不過問，

中者行政處罰，重者則方以刑罰相繩39。譬如，駕駛動力車輛，雖

有風險，但已是人類現代生活的一部分，對於交通便捷的貢獻，無

可否認；是故，立法者考量相關風險的輕重，也許是可容許的風

                                                       

知能の開発．利用における過失──自動運転車と過失責任を素材に〉，《法律

時報》，91 卷 4 号，頁 16；平尾覚等著，同前註 30，頁 153。 
37 甘添貴、謝庭晃，同前註 34，頁 111；林山田，同前註 28，頁 226；黃榮堅

（2012），《基礎刑法學（上）》，四版，頁 289，台北：元照；林東茂（2019），

《刑法總則》，二版，頁 101，台北：一品；王皇玉（2020），《刑法總則》，六

版，頁 197-198，台北：新學林；林鈺雄（2020），《新刑法總則》，八版，頁

165，台北：元照；張麗卿，同前註 28，《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頁 174。 
38 值得說明的是，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8 年度交上易字第 546 號刑事判決，

有對於容許風險的精采論述，「自容許風險之角度觀之，行為人之作為義務，

應以能夠將風險控制於容許範圍者為其限度（亦即依一般價值判斷，在當時情

況下對於風險控制之合理付出），如低於此一限度，縱有作為亦不免於刑事責

任；惟如已達此一限度，縱未採取高於此一限度之其他作為，亦不能遽以罪刑

相繩，否則無異要求人民須不計代價採取所有可能之作為以防止犯罪結果之發

生，不僅可能對於人民之基本權利造成過度之侵害，亦有違刑法之歸責原

則。」其他的交通意外事故，法院亦有運用容許風險概念者，近期如臺灣高等

法院 108 年度交上易字第 131 號、新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審交易字第 1196
號、高雄地方法院 108 年度交易字第 70 號、屏東地方法院 108 年度交易字第

143 號刑事判決等，其餘不贅。 
39 古承宗，同前註 34，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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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或風險尚不被容許，而按其比例，分別以行政法或刑法規範。 

容許風險屬於集合性的概念40，是建立在人類整體生活利益

與社會發展的考量之上，當經理性評估後，某行為雖具有相當風

險，但得以增進生活利益，促進社會發展，較法律保護的利益更

大，而容許該風險行為的存在 41。簡言之，為了更佳的生活利

益，縱然達成該利益的行為，具有相當程度的風險，也必須使該

行為在人類社會存在；也因為如此，當該風險被實現，亦不會以

此歸咎於行為人。人工智慧的發展，就是顯例。人類不可能只是

貪圖人工智慧帶來的便利，卻將人工智慧的潛在風險，要求從事

程式設計等研製者一肩扛起；倘若如此，恐怕使研製者怯於任

事，反而阻礙人工智慧的發展，對人類文明絕無助益42。基此，

在研製人工智慧系統的過程中，研製者並無製造法所不容許的風

險行為，縱有法所不樂見的結果發生，也不應歸責於研製者。 

二、阻卻行為違法性的思考 

當自主型人工智慧系統的運作發生事故時，依前開論述，均

是認為使用者或研製者的行為，構成要件不該當，故非刑事不法

行為；這樣的看法，對於人工智慧的發展或應用推廣，確實具有

正面意義，但可能仍有討論空間。因為，自主型人工智慧的能力

愈成熟，人類「授權」自主型人工智慧運作的範圍，可能更加廣

泛，相應的風險也就更大；此時，特別是研製者的行為，能否藉

                                                       
40 可能是涵蓋行為要素、因果關係與客觀歸責、違法性等多種內涵的產物。黃榮

堅（2003），《刑法問題與利益思考》，頁 233-234，台北：元照。 
41 同前註，頁 246。 
42 張麗卿，同前註 28，〈人工智慧時代的刑法挑戰與對應－以自動駕駛車為例〉，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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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前述的容許風險概念，排除研製者的行為不法，恐有質疑。 

譬如，隨著科技日新月異，或許有朝一日，人類會將維護公共安

全的重責大任，交予搭載自主型人工智慧系統的維安機器43。維安機

器為了履行職責，可能具有某種程度的攻擊性，但如此勢必對人

類的身體或自由造成風險，甚至可能危及生命。維安機器的使用

者，只要是正常使用，縱然維安機器致人死傷，也毋庸承擔責

任；因為維安機器的運作，出於自主型人工智慧的判斷，與使用

者並無干係。然而，研製者是否適宜設計具有攻擊性的自主型人

工智慧，是大哉問。若要能有效維護公共安全，維安機器需要一

定程度的攻擊能力。如同人類警察，依警察常年訓練辦法第 9 條

規定，警察應常年訓練的項目，包含柔道、跆拳道、綜合應用拳

技等體技，熟捻這些功夫，才能「因應社會環境及工作需求，有

效遂行警察職務」。可是，面對此等風險較高、爭議較大的研製

行為，若依舊打算利用容許風險概念，用以排除研製者的行為不

法，實難自圓其說。 

誠如前文，容許風險的概念，建立在利益衡量之上，即風險

行為與社會發展的整體考量44。乍看之下，似乎頗謹慎，但究其

內涵，恐怕有待商榷45。既曰利益衡量，應當有所比較，否則如

                                                       
43 可能是機器警察、機器保安員。這不是科幻小說情節，據媒體報導，2017 年 6

月，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杜拜，啟用機器警察值勤；該機器警察可以進行人臉

辨識，接受人民的報案、文件或罰款；雖然尚未普及化，但不難窺見趨勢。

見：每日頭條，全球首個機器警察在杜拜上崗 精通 6 國語言 擁有情感檢測裝

置，https://kknews.cc/tech/eoyk4jr.html（ 後瀏覽日：08/30/2020） 
44 黃榮堅，同前註 37，頁 290；林東茂，同前註 37，頁 103。 
45 除了容許風險概念的爭議外，縱然肯定容許風險，其實也存有體系定位的疑

慮。例如，有論者認為，容許風險排除客觀歸責，使評價上的因果關係不存

在，構成要件不該當；但也有認為，容許風險在於限縮過失範圍，或阻卻行為

的違法性。參見：甘添貴、謝庭晃，同前註 34，頁 112；王皇玉，同前註 37，

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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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知悉孰輕孰重；但事實上，風險是否具有容許性的利益衡量，

多是接受社會的既定經驗或現實，只能個案判斷，並無真正的標

準可言46。再者，容許風險無法清楚說明，分屬不同主體的利益

及其相對利益，何以在滿足一方利益所造成的風險，能不考慮他

方意願，逕以效益大纛，便稱該風險具有容許性47。除此之外，

關於容許風險的概念，另有其他看法48：有認為容許風險是人類

共同生活的必然存在，但此似乎流於現況描述，而未真正闡明內

涵；亦有認為，容許風險基於社會相當性49，或延伸至每種社會

角色本身蘊含的某種風險，但社會相當性相當模糊，難以成為可

操作的評價基準，且刑法係對理性人的行為期待，而非各種社會

角色的行為期待，況且個人之於社會，並不是僅單一社會角色，

角色實為多重多樣。 

對於尚且紛擾的概念，應用上也就充滿不確定性。是否屬於

容許風險的範疇，判斷標準可能是，個別生活領域或社會經驗累

積的利益衡量，或行之有年的禮俗習慣50。反映在司法實務，某

風險行為是否被容許，必須判斷是否「符合社會常情」（最高法

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447 號刑事判決），且「應本諸社會有利

性為準據而定其規範界限」（最高法院 83 年度台上字第 6023 號

                                                       
46 黃榮堅，同前註 37，頁 291；山下裕樹，同前註 19，頁 97。此外，有學者批

評，屬於容許風險的行為，造成一定侵害結果，有時卻「仍須被當作構成要件

該當來看待」。參見：柯耀程（2014），《刑法釋論 I》，頁 353-354，台北：一

品。 
47 周漾沂（2014），〈風險承擔作為阻卻不法事由－重構容許風險的實質理由〉，

《中研院法學期刊》，14 期，頁 191-194。 
48 關於學說上，其他容許風險概念的檢視，周漾沂教授由描述性概念、規範性觀

點進行分論解析，詳盡且富啟發。詳參：同前註，頁 174-188。 
49 Manuel Cancio Meliá 著，李立暐譯（2019），〈社會相當性〉，《科技法學論

叢》，14 期，頁 92；許澤天（2020），《刑法總則》，頁 88，台北：新學林。 
50 林東茂，同前註 37，頁 1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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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判決）。惟宜留意的是，人工智慧的發展，與人類過往科技

文明的進程迥異，科技對社會的影響較為緩和，通常歷經相當時

間的醞釀或磨合，且科技工具的創新或改良，均在人類可掌握的

範圍之內；然而，面對新興發展的自主型人工智慧，一時片刻大

概難以形成利益衡量的標準，更遑論習慣，要言風險容許性的判

斷，無異是緣木求魚。 

此外，容許風險的概念，雖非專屬於客觀歸責理論，但與之

十分密切，因為行為人的行為製造「不容許的風險」，是歸責前

提。換言之，行為人的行為，雖有風險，但該風險未被禁止，或

較原風險低，或有利於社會等情形，則是被容許者，縱然該行為

導致結果發生，也不被歸責。於此不難發現其理論核心，與容許

風險的概念並無二致；也因為如此，也將遭遇與前述相同的質疑
51。綜此，自主型人工智慧系統帶來的刑法問題，特別是針對研

製者行為的部分，大概無法在構成要件該當性，獲得完整解決；

也許，可以退一步，將這個問題留待違法性思考，而不急於構成

要件該當性解決。 

自主型人工智慧系統的研製或使用，是人類社會的新行為態

樣。在自主型人工智慧的發展，依然渾沌不明的現在，實難界定

容許風險的範疇，反而宜謹慎看待任何具有社會危害性、法益侵

害性的行為。具有構成要件該當性的行為，未必違法，但卻能提

醒行為人，該行為已經侵害法益，應慎重為之52。該當於構成要

件的行為，已經造成一定程度的法益侵害，但只要不具社會危害

                                                       
51 對於客觀歸責理論的批評，可以參考：Wolfgang Frisch 著，陳璇譯（2020），

〈客觀歸責理論的成就史及其批判－兼論對犯罪論體系進行修正的必要性〉，

《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20 年 1 期，頁 45。 
52 張麗卿，同前註 28，〈人工智慧時代的刑法挑戰與對應－以自動駕駛車為例〉，

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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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未與整體法規範價值衝突，便得阻卻違法，成為不具有違法

性的正當行為53。特別是，自主型人工智慧系統的運作，已經充

斥許多人類無法理解的狀況；再者，自主型人工智慧運作時，如

果發生突發狀況，究竟如何應變，是按照研製者精心設計的演算

法而為，與使用者並無干係，且人類根本沒有能力及時間介入。

是故，對於自主型人工智慧的風險控制，必須提前在研製階段。 

設想，人類駕駛車輛，遭遇突發狀況，情急之下轉動方向

盤，不幸撞死其他用路人，可能成立緊急避難；但若是自駕車面

臨相同情境，則不成立緊急避難。因為，自駕車之所以變動行車

方向，非出於避難意思，而是演算法的判斷；研製者在設計程式

時，不存在任何緊急危難，且研製者對這場意外毫無獲悉，也就

稱不上是研製者的避難意思54。又，社區架設電網防賊，有宵小

翻牆行竊遭電擊受傷，可能成立正當防衛55；但若竊賊被社區購

置的維安機器壓制而受傷，則非正當防衛。因為，維安機器自主

壓制竊賊，是出於演算法，而非防衛意思，此亦難稱得上是社區

住戶防衛意思的延伸，或將之認作是研製者的防衛意思。再者，

應該也不會將該機器，當作執行社區保安業務之人，而稱該行為

是業務正當行為。 

對此，涉及自主性人工智慧的行為，要將之被評價為正當行

為，最理想的阻卻違法事由，應該是「法令行為」。理由是，絕

大多數的司法者，對人工智慧陌生，涉及高度專業的人工智慧研

                                                       
53 高銘暄、馬克昌主編（2016），《刑法學》，頁 127，北京：北京大學。 
54 對於這類問題，也有從緊急避難角度思考（阻卻違法的緊急避難、阻卻罪責的

緊急避難），相關介紹可以參考：張麗卿，同前註 28，〈人工智慧時代的刑法挑

戰與對應－以自動駕駛車為例〉，頁 95-96；弥永真生、宍戸常寿編，同前註

7，頁 222-225。 
55 林東茂，同前註 37，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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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更非不具人工智慧相關知識背景者可以輕易理解；所以，在

認事用法上，若能以研製行為是否符合人工智慧相關法令，作為

是否正當的判斷標準，對司法者而言，相對簡單。同時，藉此敦

促立法者及主管機關，儘早完備人工智慧的相關法令，確立人工

智慧的發展，在國家政策上的定位，以及法律規範上的定性，尤

其研製者的法律義務，更是當下急需填補的規範空洞56；若相關

法令未完備，人工智慧不可以輕易應用57。易言之，一旦相關法

令齊備，無論是自駕車或維安機器的研製者，只要是依法令的行

為，都不具違法性，當然不可能成立犯罪；同時，對於自主型人

工智慧的風險控制，也處在一個更佳的位置。 

三、法令行為阻卻違法事由 

行為的違法性，是指行為違反法律規定，與法秩序處於敵對

狀態，而不具正當性；違法性的判斷，並非僅以刑事法為準據，

而是以整體法規範為基礎，觀察某行為是否違反整體法秩序。基

於法治國的精神，法規範的價值一致，某行為於法有據，表示該

行為符合法規範，未破壞法秩序，自無違法的可能58；同樣地，

在刑法評價上，某行為符合其他法律的規定，則刑法不會禁止，

也不可能將之評價為違法59。 

基此，「法令行為」必是正當行為，得作為阻卻違法事由；

                                                       
56 例如，人工智慧系統產品應具備警告功能，或何種情況應回收、如何回收等。

見：山下裕樹，同前註 19，頁 101-102。 
57 將各種容許風險標準具體化為法律，本應是立法者的職責所在。相關討論可以

參考：古承宗，同前註 34，頁 51。 
58 団藤重光（1979），《刑法綱要総論》，改訂版，頁 185-186，東京：創文社；山

口厚（2015），《刑法》，三版，頁 61，東京：有斐閣。 
59 林山田，同前註 28，頁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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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當法令有明文規定時，行為人出於依法行事的主觀意思，

且客觀行為未逾越法令內容，便可以之阻卻違法。目前，以「法

令行為」作為阻卻違法事由的法律明文規定，即刑法第 21 條第

1 項，「依法令之行為，不罰。」 

所謂法令，指法律及命令60。稱法律者，係立法機關遵循立

法程序通過，經總統公布，不問其規範內容的性質，均屬之。基

於法律優位、法律保留原則，法律的位階高於命令，命令不得牴

觸法律；對於憲法或法律明文規定應以法律規範者，關於人民權

利義務或國家機關組織者，或其他重要事項，應以法律規定，命

令不得對於這些內容進行規定。至於命令，則是透過解釋法律，

或細節性、技術性的規定，讓法律具體化；同時亦得藉此統一執

法標準，更進一步彰顯政策方向61。只是命令究竟指何，早期相

當模糊，分類五花八門，如緊急命令、法規命令、特別命令、職

權命令、行政規則等，直到 1999 年行政程序法問世後，命令的

類型方才較為明確62。 

稱命令者，有憲法命令、行政命令之別。緊急命令，是憲法

上的命令。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第 3 項規定，「總統為避免國家

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

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令，為必要之處置，不受憲法第四十三條之

限制。但須於發布命令後十日內提交立法院追認，如立法院不同

                                                       
60 韓忠謨（2002），《刑法原理》，再版，頁 166，台北：自版；甘添貴、謝庭晃，

同前註 34，頁 141；張麗卿，同前註 28，《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頁 247。 
61 翁岳生、黃錦堂、陳清秀、詹鎮榮、法治斌、張明珠、陳愛娥、林明鏘、蔡茂

寅、李惠宗、葉俊榮、許宗力、董保城、洪家殷、陳春生、湯德宗、蔡震榮、

蔡志方、劉宗德、賴恆盈、彭鳳至、吳東都、葉百修、張文郁、李建良

（2020），《行政法（上）》，四版，頁 533-537，台北：元照。 
62 李惠宗（2020），《行政法要義》，八版，頁 456，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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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緊急命令制度，是為了國家應付

重大的緊急事態而生，其效力優於法律63。緊急命令的位階不遜

於法律，依緊急命令的行為，當然也是依法令的行為，若有侵害

人民權利的情事，亦得阻卻違法。 

通常提及命令，是指行政命令，即依行政程序法第 155、

159 條，分為法規命令、行政規則。前者是指「行政機關基於法

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

效果之規定」，且該規定「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並不得逾

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神」64；此雖無法律形式，但具有法

律實質，若能妥善運用，可以減輕立法負擔，並發揮因時、地制

宜的效果65。後者則是，上級機關或長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

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

般、抽象之規定」，又按其內容可能是關於機關內部組織、事務

分配、業務處理方式、人事管理等一般性規定，或是上級機關或

長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便利下級機關或

屬官執法的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66。過去坊間較常稱呼的特別

                                                       
63 林紀東（1982），《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二）》，頁 114，台北：三民；林騰

鷂（2018），《中華民國憲法》，七版，頁 319，台北：三民；李惠宗（2019），

《憲法要義》，八版，頁 579，台北：元照。亦可參考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43
號解釋，「緊急命令係總統為應付緊急危難或重大變故，直接依憲法授權所發

布，具有暫時替代或變更法律效力之命令，其內容應力求周延，以不得再授權

為補充規定即可逕予執行為原則。若因事起倉促，一時之間不能就相關細節

性、技術性事項鉅細靡遺悉加規範，而有待執行機關以命令補充，方能有效達

成緊急命令之目的者，則應於緊急命令中明文規定其意旨，於立法院完成追認

程序後，再行發布。此種補充規定應依行政命令之審查程序送交立法院審查，

以符憲政秩序。」 
64 陳敏（2019），《行政法總論》，十版，頁 539，台北：新學林；李惠宗，同前註

62，頁 457。 
65 陳敏，同前註，頁 66。 
66 陳敏，同前註，頁 553；李惠宗，同前註 62，頁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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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或職權命令，究其性質，均是行政規則67。無論是依法規命

令或行政規則的行為，均是依法令的行為；雖然行政規則不會直

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但具有間接的、事實的對外效力68。 

依法令的行為，並非毫無設限，一旦該行為超出法規範的合

理期待，則無法阻卻違法。例如，民法第 1085 條規定，「父母

得於必要範圍內懲戒其子女。」父母得依法懲戒子女，得阻卻違

法；但若父母懲戒子女的行為，逾越必要範圍，則超出法規範的

合理期待，實質已屬違法。值得留意的是，在刑法上，對於正當

防衛、緊急避難，有設計防衛過當、避難過當的減免處罰規定，

如果防衛過當或避難過當，不得阻卻行為的違法性，但得依法減

輕或免除其刑；然而，依法令的行為，並無行為過當的減免處罰

設計，因為該行為超出法規範的合理期待，就是未遵循法令，即

非適法69。此外，在個案上，依法令的行為，縱然具有形式合法

的外觀，仍應就其實質是否正當進行判斷，倘若行為所依循的法

令，存有法令違憲或命令違法的情況，恐怕不宜逕以之阻卻違

法，應以整體法秩序論斷70。 

肆、法令行為阻卻違法的觀察－以無人載具

科技創新實驗條例為視角 

要以法令行為，作為自主性人工智慧涉及刑事不法行為的阻

卻違法事由，其前提必須是，相關法令已經完善，否則都是空

                                                       
67 特別命令是指，在特別權力關係內的行政規則，如校規。職權命令是指，行政機關

內部對下級屬員具有拘束力的行政規則。參見：陳敏，同前註，頁 68、72。 
68 陳敏，同前註，頁 566。 
69 韓忠謨，同前註 60，頁 167。 
70 林山田，同前註 28，頁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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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平心而論，當前世界各國的人工智慧法制，均十分有限，實

乃因人工智慧的勃興，方才發生；雖是如此，人工智慧法制的建

構，卻已是發達國家立法者，亟欲經營的目標。畢竟，人工智慧

的發展，是旭日東昇，年輕又充滿活力，且與國家競爭力，憂戚

相關。 

目前在台灣，與人工智慧最密切的法律，可能是 2019 年 6

月施行的「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71（以下略稱無人載具

條例）。依無人載具條例第 3 條第 1 款規定，無人載具是「透過

『遠端控制』或『自動操作』而運行」的車輛、船舶、航空器等

交通運輸工具，包含：遠端控制科技的交通工具，如無人航空

機；自動操作科技的交通工具，也就是具備自主型人工智慧系統

者，如自駕車。無人載具條例的立法目的是，為無人載具科技的

發展，「建構完善且安全之創新實驗環境」，藉此促進相關科技

的研發，以及相關產業技術及服務的提升。就自主型人工智慧系

統的運作而言，當其涉及刑事不法時，若能以法令行為阻卻違

法，不僅能夠展現對人工智慧發展的理性寬容，也有助於人工智

慧法制的整體建構。 

一、對人工智慧發展的理性寬容 

無人載具的發展，是對當前人類交通運輸的重大突破。現在

的交通運輸，維繫於人類駕駛，交通工具的動靜，全由人類操

控；無人載具則不然，人類駕駛身處於交通工具之外，或不需要

人類駕駛，直接由自主型人工智慧系統接手，讓電腦控制交通工

具。然而，這樣的交通運輸科技突破，與現行台灣法制格格不

                                                       
71 關於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的介紹，參見：張麗卿（2019），〈人工智慧新

法案－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月旦法學雜誌》，293 期，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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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因為當前的交通法規，是以人類駕駛為規範的出發點。為了

讓無人載具，不單只是紙上談兵，勢必需要現實場域，讓無人載

具能夠「實驗」；有關於無人載具的實驗者，舉凡實驗前的申請

與審查，實驗場域的安全管理，以及實驗的辦理、廢止及報告等

事項，均涵蓋於無人載具條例。 

眾所周知，在各類型的無人載具中，自駕車的發展，最受各

界關注；不過，就算如此，當前的自駕車科技，依然停留在實驗

階段，想像中民眾搭乘自駕車隨興出入的光景，仍須等待。易言

之，當前的自駕車科技，尚不成熟，無法運用在人民日常，只能

停留在特定的實驗場域。選定實驗場域，應視個案需求，並考量

避免人群或車潮等不利實驗的危險因素，綜合評斷，且隨著實驗

進程，實驗場域由封閉至開放、郊區至市區。譬如，本土的台灣

智慧駕駛公司，已先後於日間的台中麗寶樂園、桃園青埔，以及

深夜的台北市信義路等地，進行自駕巴士的道路實驗72。假以時

日，自駕車科技成熟，可以駛離實驗場域，奔馳在大街小巷，且

安全無虞，公路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交通法規，都必須

相應修正73。 

                                                       
72 這些台灣智駕公司的自駕巴士實驗情形，可以參見該公司網站：台灣智駕公

司 ， 新 訊 息 ， http://www.turing-drive.com/news-3/ （ 後 瀏 覽 日 ：

08/30/2020） 
73 其他國家為因應自駕車的發展，已經逐步修正交通法規。例如：2017 年德國修正交

通法規，使自駕車（以及高階駕駛輔助系統）在未來上路，能有法律基礎。見：張

麗卿，同前註 28，〈人工智慧時代的刑法挑戰與對應－以自動駕駛車為例〉，頁 94。

2019 年日本修正交通法規，其循序漸進，先為高階駕駛輔助系統車輛鋪路。見：自

動運転 LAB，自動運転、幕開け期の 2020 年代に向けた法律改正の動きを解説，

https://jidounten-lab.com/u_autonomous-2020-law（ 後瀏覽日：08/30/2020）基此，現

階段的自駕車，受限於交通法規，只有無人載具條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20 條第

3 項足以適用，將來宜「解封」，修正公路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讓自駕車

有行駛於實驗場域以外處所的合法依據。見：國家政策基金會，發展自駕車法規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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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面對包含自駕車在內的無人載具科技，充滿諸多不確

定性，畢竟這是將過去科幻小說情節，轉變為現實的重大發展。

當下，無人載具條例儼然扛起，促進無人載具科技發展的重擔。

立法者為了讓人民願意將心力、資本投注無人載具科技，並申請

無人載具相關的創新實驗，於無人載具條例第 22 條規定，無人

載具在實驗期間，得排除部分法規適用。對此，立法理由稱，

「為避免申請人於創新實驗期間可能違反應取得許可或核准之交

通業務規定，而有受處罰之虞，或已知相關規定於創新實驗無從

適用者」，且「鑒於科技創新具有一定程度之不可預見性」。 

由無人載具條例第 22 條可知，原則上，「申請人於創新實

驗期間，於主管機關核准創新實驗之範圍內辦理創新實驗者，其

創新實驗行為不適用核准決定載明排除適用之法律、法規命令或

行政規則規定」。是故，主管機關在核准實驗的決定時，應告知

申請人排除法令適用的範圍。至於可能被排除適用的法令，包含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公路法、民用航空法、船舶法、船員

法、電信法等相關法令，以及「因無人載具科技之研究發展及應

用需排除適用之法律」；惟應注意的是，並非所有法令均得排除

適用，關於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及其相關法令，以及因實驗

所生的民刑事責任等，不能排除74。然而，此等規定恐怕過於粗

疏，容有檢討空間。 

問題在於，前開條文忽略無人載具的類型，有遠端控制、自

動操作之別，而此二類型的本質不同，一是人類駕駛，一是無人

類駕駛。遠端控制型無人載具，仍有人類駕駛，只是人類駕駛不

在交通工具內。如果遠端控制型的非自駕無人載具，在實驗期間

                                                       

先行，https://www.npf.org.tw/1/17477（ 後瀏覽日：08/30/2020）。 
74 張麗卿，同前註 71，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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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死傷意外，係肇因於身處遠端的人類駕駛違反注意義務，且

其行為與死傷結果有因果關係時，則可能追究該人類駕駛的過失

罪責。反之，自動操作型無人載具，是以自主型人工智慧系統操

控，並無人類駕駛，是自駕無人載具。如果自動操作型無人載

具，在實驗期間發生死傷意外，因無人類駕駛，當然無法向人類

駕駛究責。惟應注意的是，目前自動操作型無人載具的實驗，基

於安全考量，仍於載具設計駕駛座位，並且配置人員。若實驗期

間，操控載具的人工智慧出錯，可以由該人員即時接手控制，避

免發生意外；但是，該人員並非駕駛，而是屬於研製人員。 

自動操作型的自駕無人載具，依自主型人工智慧系統操作，

實非人類可以完全掌握。是故，在實驗期間，自動操作型無人載

具在實驗場域發生事故，是自主型人工智慧的決定所導致，非研

製者能介入；此外，研製者申請無人載具實驗，獲得主管機關核

准，代表一切合法合規，該自主型人工智慧系統的研製，亦應符

合法律期待，基於法規範秩序一致性，對於實驗期間的事故，應

不能要求研製者負責。本文以為，若自主型人工智慧的發展，是

人類理性的抉擇，是人類文明的趨勢，則面對自主型人工智慧發

展過程的各種風險，在政策及法律上，宜給予更多的包容與諒

解；誠然，包容諒解並非鄉愿偽善，我們仍應堅守底線，即自主

型人工智慧的研製者，必須遵守相關法令，否則仍應承擔相應的

法律責任。 

既然如此，涉及自主型人工智慧的實驗，只要研製者依法令

行事，就算發生死傷意外，仍得以法令行為阻卻違法。倘非如

此，面對具有高度不可預見性的自主型人工智慧系統研製或實

驗，恐怕會讓研製者萬分擔憂，懼怕稍有差池，動輒得咎，甚至

是囹圄之難，且對於人工智慧的發展，也易生不利影響。是故，

思維重心應在，如何促進相關法令的備齊，以及提升主管機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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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能力。至於自主型人工智慧的實驗計畫，一旦經國家核准，

除非違反核准內容，不宜再由研製者承擔刑責。綜此，在立法

上，應區分遠端控制、自動操作的無人載具實驗，故建議無人載

具條例第 22 條新增第 3 項，「申請人於無人載具自動操作創新實驗

期間，以違反主管機關核准之創新實驗計畫為限，負刑事責任。」 

二、推進人工智慧法制整體建構 

以法令行為阻卻違法，蘊含社會各界，對於立法者完善人工

智慧相關法令的期待。畢竟，人工智慧法制建構完整，人類的人

工智慧研製或使用等行為，方有所依憑，而能杜絕爭端。在現階

段，人類處於人工智慧的發展初期，迫切需要人工智慧相關法令

的興利防弊，創造人工智慧對於人類社會的利益，同時避免因而

產生的弊害。如同農藥，讓莊稼免受害蟲侵襲，進而增加產量，

但可能危害人體健康或生態環境；反映在法規範上，立法者建構

農藥管理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藉此發揮農藥效用，提升

農產獲益，同時避免禍端。 

興利的部分，在於借助相關法令，鼓勵人才、資金投入人工

智慧的發展，並且創造產值、工作機會等，形成人工智慧發展的

正循環；同時，建設人工智慧的生態環境，讓人工智慧能夠真正

成為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工智慧生態環境的成熟與否，將

影響人工智慧，究竟只是當代的短暫潮流，或人類文明的長遠課

題。人工智慧系統的科技產品，尤其是普遍性、日常性的產品，

當有相當的使用普及率，形成生態（ecosystem）時，才能對社

會產生實質影響或貢獻。例如，眾人引頸企盼的自駕車，可能為

人類社會帶來更便捷安全的交通，只要程式設計得宜，自駕車不

會違反交通法規，也不會發生駕駛疲勞、疏忽或危險的窘況；但

若自駕車生態不成熟，零星的自駕車，夾雜在人類駕駛車輛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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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中間，依舊必須面對人類違法或非理性的駕駛風險，對於當前

的交通狀況，大概難有更張。 

防弊的部分，則主要在於避免人工智慧破壞法規範秩序；尤

其是，自主性人工智慧系統，已非人類可以完全預料，風險較

高，如果沒有準備周全，可能產生難以控制的危害。人工智慧相

關的防弊規範一旦建立，人工智慧的使用或研製行為等，將有所

依循。行為依循法令，不違反整體法秩序，即為合法行為；縱然

該行為具有相當風險，甚至造成相當侵害，亦不違法。法令規範

的內容，是立法者對於風險評估；若某行為符合法令，縱然造成

風險，也是法令規範明文容許的風險。在自主型人工智慧系統，

成為人類的日常生活之前，相關的法令配套，務必建構周全，如

此一來，無論是預防自主性人工智慧系統的運作致生犯罪，或事

故發生後的刑責釐清，均有助益。 

在人工智慧的興利與防弊之間，若能兼顧，自是美事；但若

無法兼得，或許宜先防弊、後興利。尤其是，自主型人工智慧系

統的問世，極可能改變或顛覆現在的社會生活型態，如果防弊法

制尚未建構得宜，卻貿然躁進，可能多數人未嚐人工智慧的甘

甜，反而先承受其苦果。例如自駕車，若相關規範過於鬆散，讓

自駕車輕易上路，可能使民眾承擔更大的交通風險，甚至引發運

輸業的勞資紛擾等社會問題，平白無故出現更多爭端。法制上，

如何建構自主型人工智慧的研發實驗、商轉應用的標準，以及如

何保護自主型人工智慧事故的受害者、研製者75（如保險），使

人工智慧的發展能夠走在正軌，應該最為關鍵。 

回到刑法上，自主型人工智慧系統，發生涉及刑事不法的表

                                                       
75 John Frank Weaver 著，鄭志峰譯（2018），《機器人也是人：人工智能時代的法

律》，頁 63-64，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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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其刑法評價，同樣仰賴人工智慧法制的完備，唯有如此，

以法令行為作為阻卻違法事由，才能夠真正的操作；同時，亦是

提醒立法者及主管機關，要求伊等不得怠惰，因為人工智慧法

令，非但與國家發展人工智慧成敗密切連繫，更是法秩序的重要

準據。值得肯定的是，已有立法者正視人工智慧法令的建構。譬

如，2019 年曾有立法委員提出「人工智慧發展基本法」草案，

希望藉此確立人工智慧發展的倫理原則與政策方針，鼓勵產業運

用人工智慧，促成人工智慧產業生態成形76；惟前開草案較重視

興利，除了基本倫理原則以外77，較難窺見防弊規範。畢竟，該

草案旨在描繪人工智慧發展的抽象輪廓，至於各類型人工智慧發

展的具體規範，人類之於人工智慧應為與不應為的界線，仍需要

專門法令建構。現在，立法者及主管機關，仍有時間充實相關法

令，但事不宜遲。 

伍、結語 

人工智慧的運用，具有無限可能性，隨著相關科技的發達，

將逐步運用於日常生活、各行各業，成為繼工業革命之後，改寫

人類文明的重大篇章。人工智慧之所以具有改寫人類文明的強大

能量，關鍵在於人工智慧的自主性。奠基於電腦程式的人工智

慧，其自動性的表現，實已成為人類社會的一部分，雖然對人類

社會有所影響，但這類人工智慧仍依賴於人類的決定與操控，影

                                                       
76  自 由 時 報 ， 推 動 AI 產 業 化  立 委 將 提 「 人 工 智 慧 發 展 基 本 法 」，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764301 （ 後 瀏 覽 日 ：

08/30/2020） 
77 關於人工智慧倫理準則，對於臺灣法制的影響，可以參考：張麗卿，同前註

22，頁 10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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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當然相對有限；但人工智慧的自主性表現，將與人類的決定與

操控產生一定程度的脫鉤，其影響層面之廣、之深，不難想像。 

單以自駕車為例，交通運輸的生態就會發生改變，不僅是人

民的交通消費型態，更將影響客運、物流業的營運方針（最敏感

者，恐怕是駕駛職業的去留），甚至涉及道路設計、保險規劃等

各類領域。此時，自駕車可能出現交通事故，也就伴隨著新型的

刑法問題；自主型人工智慧，大抵皆是如此。自主型人工智慧的

運作，造成他人死傷，或其他法益侵害達到刑事不法程度時，正

常情況下的使用者，不應承擔任何刑責，因為造成法益侵害的行

為，與使用者無關，是人工智慧的獨當一面，甚至使用者本身就

可能是受害者；然而，研製者可能會成為大眾關注的對象，而研

製者多是產業人士，若無法合宜評價，非但正義無從實現，更會

因而阻斷人工智慧的發展。 

人工智慧的發展，在人類社會中，是剛發芽的苗株，對人民

而言，陌生而期待，但又怕受傷害。人工智慧研製者，與人工智

慧的發展，關係最為密切，如何妥當評論人工智慧研製者的行

為，至關重要。對此，建立明確的規範，是人工智慧風險控制的

核心。具體言，面對自主型人工智慧的發展需求，應率先在行政

法規上，制定嚴謹的法規範，讓人工智慧系統的使用者或研製者

能有行為準據；且應建立確實的專家審核機制，用以判斷人工智

慧系統是否具備走出實驗室，邁向人民實際生活的水準。如此，

若發生涉及自主型人工智慧的事故，牽扯刑法疑難時，使用者或

研製者的行為，是否為「依法令行為」而得阻卻違法，就成為論

斷犯罪是否成立的明確依據。 

於文末，想說的是，放眼未來，人工智慧的刑法問題，只是

人工智慧對於人類社會影響的冰山一角。許多走在人類文明前沿

的專家學者，無不發出忠告：發展人工智慧的最大危險可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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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社會資源分配嚴重不均，讓原本就不公平的人類社會，更不

公平，進而引發階級對立、社會動亂、政治崩潰78。於此，暫且

以當代知名史學家 Yuval Noah Harari 的一句話作結：「投入一

分鐘、一分錢在人工智慧發展的同時，我們是否也投入了一分

鐘、一分錢在人類意識的提升？79」在人工智慧發展的過程中，

潛在危險的背後，本質的問題，恐怕依舊是人性。 

 

 

 

                                                       
78 天下雜誌，於 2019 年訪問李開復、李飛飛、陳昇瑋、程世嘉、Tim Berners 

Lee、Yuval Noah Harari 等學者專家，暢談人類社會進入人工智慧時代後，可能

造成的衝擊與隱憂。尤其，因人工智慧發展所導致的社會不公平，可能破壞人

類主體性，對於民主政治、自由市場經濟等，都具有相當的威脅。見：天下雜

誌（2019），〈AI 的衝擊與隱憂〉，《天下雜誌》，特刊 203 號，頁 84-113。另

外，也可以參見：李開復，同前註 15，頁 85-86。 
79 Yuval Noah Harari 著，林俊宏譯（2018），《21 世紀的 21 堂課》，頁 91，台北：

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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