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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或炸彈？ 
－匯錯款法律問題分析  

 撰文／楊貴智老師 

壹、案例 

曾有林姓民眾把 2,540 元誤匯給素昧謀面的閔小姐郵局帳戶，但林姓民眾多次聯繫

閔小姐，閔小姐都置之不理，林姓民眾怒告閔小姐侵占，最終基隆地檢署不起訴。 

現代金融科技進步，從過去的臨櫃匯款到 ATM 匯款，現在更多人在手機上使用金

融機構提供的 App 匯款，而 Facebook Messenger、Apple Pay、對岸的支付寶或是在台灣

近來也越來越多人使用的歐付寶也逐漸提供轉帳服務，然而在彈指之間如果稍有不慎而

將款項匯入錯誤的戶頭，受款人如果使用款項，是否會因此吃上刑事責任？本文藉由分

析金融機構、匯款人與收款人的三方法律關係，再進一步分析相關的刑事法律責任問題。 

貳、解析 

一、侵占罪要件說明 

在此種匯錯款的情境內，大家首先關心的就是如果自己是受款人，是否會因為

動用款項而構成刑事侵占罪等罪名？ 

根據刑法第 335 條之規定，普通侵占罪的規定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之所

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

下罰金；相類似的條文還有第 337 條侵占遺失物罪，該規定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

不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流物或其他離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五百元以下罰

金。 

而所謂侵占是指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之所有，而擅自處分自己持有之他

人所有物，即變更持有之意為不法所有之意思為其構成要件（最高法院 72 年度台

上字第 1575 號著有判決可資參照）。因此在誤匯案件中，首要判斷之爭點便在於

受款人提領款項之行為是否構成侵占匯款人之物，而此部分則必須先釐清相關的當

事人間的民事法律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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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機構與存戶間民事法律關係 

首先我們必須先理解銀行的商業模式。簡單來說，存戶將款項存入銀行，目的

在於請求銀行代為保管款項，以便未來能隨時取用，而對於銀行來說，則是藉由收

取存戶之存款以供其他民眾辦理貸款。也就是說，銀行其實是拿存戶的錢放貸給第

三人，因此銀行會約定提供存戶利息以吸引存戶上門存款，並藉由向貸款戶收取更

高利息，進而利用存款利息及放寬利息間之差額賺取利潤。因此存戶於存款的時

候，必須將款項之所有權移轉給銀行，銀行才能將款項放貸出去。 

上開商業模式如果用法律理解，因此金融機構間接受存戶之存款，其與存戶

間，性質上屬於民法上之「消費寄託」關係，根據民法第 602 條規定：「寄託物為

代替物時，如約定寄託物之所有權移轉於受寄人，並由受寄人以種類、品質、數量

相同之物返還者，為消費寄託。自受寄人受領該物時起，準用關於消費借貸之規

定。」、第 603 條規定：「寄託物為金錢時，推定其為消費寄託。」因此在存戶未

請求返還前，款項之所有權為金融機構所有。 

三、金融機構、匯款人與受款人之民事法律關係 

按一般人付款的目的在於清償債務，例如支付網拍款項亦或是借款供親友週轉

或房屋租金等情形，從清償債務的效果觀察，不論是利用匯款與傳統支付現金均無

不同（都發生清償效果），然而兩者在交易過程中涉及之當事人以及權利義務關係

則有極大差異，現金交付是以使債務人取得現金所有權之方式清償債務，中間通常

不涉及第三人。 

而匯款等非現金支付情境內，則是債務人向金融機構為意思表示，使債權人對

銀行取得相當於該數額之債權之方式為之，以消費寄託法律關係分析，便是債務人

利用匯款將特定數額之寄託物返還請求權移轉給債權人，使債權人處於得隨時行使

或處分該寄託物返還請求權之地位，藉此達到清償效果。 

四、受款人提領誤匯款項並非侵占匯款人之物 

從民事法律關係觀察提領款項此一行為，應理解為受款人向金融機構行使返還

寄託物請求權，因此受款人所取得之現金所有權係受領自金融機構，並非匯款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89 年度上易字第 789 號判決便採取這樣的見解認為：

「本件告訴人（郵局）誤將五十九萬三千元，匯入被告吳素貞上揭帳戶，雖屬誤匯，

惟如前述，該領款於告訴人交付於存戶前（無論係誤登入被告吳素貞之帳戶或匯入

案外人楊淑情慧之帳戶），其所有權乃屬於告訴人所有，並為告訴人持有中，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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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吳素貞所持有，更遑論被告蔡金潭，故嗣後被告吳素貞、蔡金潭縱明知該款項

係誤匯，仍持金融卡先後將之提領完畢，惟其等取得該款，係告訴人藉由提款機所

為之交付行為，並非被告等易持有為所有，極為顯然，是揆之上引判例意旨，被告

吳素貞、蔡金潭二人之所為核與侵占罪之構成要件尚有不符，要難以侵占罪相繩。」 

參、結論 

綜上所述，因為金融機構與存戶間成立消費寄託契約關係，因此誤匯之款項在

提領前，所有權歸屬金融機構，於提領款項後則歸屬取款人所有，因此該些款項自

始無從構成刑法第 337 條所稱的遺失物、漂流物，在前開台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判

決也認為「該款於未交付於存戶前仍為告訴人郵政儲金匯業局所有並為其持有中，

則該款於被告二人提領時，根本未有脫離告訴人之持有，自非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條

所謂之離本人所持有之物。」 

 

 

 

法律白話文運動， http://plainlaw.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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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有些直銷不是吸金？ 
 

 撰文／江鎬佑老師 

奇怪！動不動新聞就報導吸金「百億」、「數億」的新聞，而這些吸金集團到底是

犯了什麼罪？在進入法律問題分析前，先讓我們來看看到底吸金案件長什麼樣子吧！ 

壹、你參加的是老鼠會嗎？ 

在新聞裡看到許多吸金金額動輒數十億、甚或高達數百億的吸金案件，這類吸金的

案件事實內容雖然有所不同，可是大體上事實卻有許多相似處，甚或有著類似的包裝，

這些類似的包裝也影響了所要適用的法條。常見的吸金集團行為主要涉及的法律規定主

要分別涉及銀行法第 29 條、多層次傳銷法管理第 18 條以及刑法中詐欺偽造文書等罪，

本篇文章主要會專注在銀行法以及多層次傳銷管理法的部分。在進入案件前，先讓我們

看看吸金案件的包裝吧！ 

首先，通常有一個「顯不相當」的獲利存在的機會，舉例來說最常見的是「投資契

約」，這些誆騙人的投資契約並不會整個都長成像「一副騙人的模樣」，而是以「混著

假油的真油」方式存在，畢竟整瓶都是餿水油沒有人會吃，但是混著餿水油的食用油，

才會使人下肚。所以吸金集團會有著在經濟部正式登記的公司，也會有登記資本額，不

僅有辦公室還會有生產相關廠房的照片甚或帶著你去參觀。此外，吸金集團手法上也相

當與時俱進，舉例來說在金價高漲時，吸金集團便會提供「黃金投資契約」；在紅頂商

人新聞滿天飛的時候，吸金集團就會提供「兩岸投資型契約」；在新創發達時，就會有

很多跟 APP、電商相關的投資契約。 

其次，這個「顯不相當」的獲利存在的機會，是保證獲利的！許多吸金案件的受害

者往往曾經因為股票投資失利，或是非常忌憚於金錢投資可能失敗的風險，因此吸金案

件裡常常提供的投資方案，往往會有平均年利率高達數 10%等遠超過銀行利率，藉以吸

引投資人。簡單來說吸金集團常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

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

息或其他報酬，而這樣的行為就構成了銀行法第 29 條。 

最後，吸金集團為了要可以在短時間可以吸收到大筆的金錢，也會搭配多層次傳銷

的手法，坊間常常有人會把直銷或者多層次傳銷行業稱為「老鼠會」，並以這個負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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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稱呼。但事實上多層次傳銷起源於 20 世紀的美國，舉凡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參

加，建立多層級組織以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之行銷方式，都算是多層次傳銷。倘若傳

銷商的收入來源以合理市價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為主，應當就不是所謂的「老鼠會」。 

貳、吸金跟老鼠會分別觸犯了那些規定呢？ 

先考考大家一個問題如果今天有一間「包你賺」公司，他跟大家收錢投資，他每個

月拿到大家的錢之後保證每個月給大家 50%的報酬率，姑不論他能不能達成，假設他可

以達成，請問這是一個符合銀行法規範的行為嗎？其實可能會違反規定唷！因為按銀行

法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除法律另有規定者外，非銀行不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理

信託資金、公眾財產或辦理國內外匯兌業務。」吸金行為將觸犯的是銀行法第 29 條的

違反收受存款罪。看到這裡你可能會好奇為什麼「包你賺公司」明明也沒有騙把錢交給

他的人，但是為什麼還是構成銀行法第 29 條，這就得從銀行法的規範目的講起了！ 

首先，金融市場是否健全跟國家經濟社會是息息相關的，好比幾年前的金融海嘯許

多國家都因為銀行體系的崩壞而陷入經濟衰退。銀行作為金融中介機構的核心單位有幾

個重要功能，包括了促進資金流通以外，其主要效益尚包括降低交易成本

（transactioncost）、風險分攤（risksharing）、解決資訊不對稱的問題等。 

所謂降低交易成本，因為銀行可以透過匯集大眾資金統籌借款業務，取代個人分別

自行締約的借貸方式，所以可以有效降低交易成本；而風險分攤則指，一般投資人所擁

有之資金量有限，很難以有限資金投資多樣商品，況且個人將資金投資於少數標的，將

更進一步造成大部分或全部投資難以回收的風險，相較於銀行的資金數量龐大，故可藉

由分散持有各種不同風險及獲利程度的資產，運用多角化的投資組合或投資標的之轉

換；又所謂資訊不對稱，是指交易雙方對於交易標的或對手持有不同程度的資訊，而資

訊不足的一方可能做出錯誤的決策，而處於劣勢的交易地位。然而銀行等金融中介機構

則可以運用其專業知識與技術，篩選與監督貸款人等交易對手，例如聘請專業人才評估

貸款人的營業狀況，再決定是否貸放資金，又如貸款以後，銀行可以指派專人進行監督

等，因此相較於一般大眾，金融中介機構較能降低因資訊不足所造成的投資損失。 

綜上而言，金融市場的穩健實有賴於銀行等金融機構提供優質的中介服務，解決借

貸雙方的難題，使資金得以在供給者與需求者之間順利且安定地流通，因此銀行必須經

過特許才可以經營，所以沒有經過特許卻經營銀行業務的行為便違反了銀行法1。 

                                                       
1 沈中華著，貨幣銀行學，91 年 2 月二版，頁 61、65～67；李怡庭著，貨幣銀行與金融市場，98 年 9 月初

版，頁 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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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吸金行為涉及違法收受存款行為 

按照銀行法第 5 條之 1 係明定：「本法稱收受存款，謂向不特定多數人收受款項或

吸收資金，並約定返還本金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金之行為。」這裡所謂經營收受存款業

務，指的不僅是為收受存款行為，並且以收受存款作為業務加以經營而言。銀行法第

125 條所處罰非銀行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應以是否對多數人或不特定人為之，並以所收

受存款之時間及金額，依社會上之一般價值判斷，認係經營業務者為認定標準。 

另外依照銀行法於 78 年 7 月 17 日修正公布同時增訂第 29 條之 1 規定「以借款、

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數人或不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金，而

約定或給付與本金顯不相當之紅利、利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論。」目的

則在於避免「掛羊頭賣狗肉」的行為，吸金集團時常巧立投資公司等係利用借款、收受

投資、使加入為股東等名義，大量吸收社會資金，以遂行其收受存款之實，而經營其登

記範圍以外之業務。為了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益，及有效維護經濟金融秩序，違法吸

收資金之公司行為人與投資人約定或給付與本金顯不相當之紅利、股息、利息或其他報

酬，擬制規定為收受存款。 

肆、收佣金≠老鼠會 

按照多層次傳銷管理法第 3 條規定：「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

人參加，建立多層級組織以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之行銷方式。」所以多層次傳銷名詞

說來複雜，可是某種程度它跟 FB 與 IG，都是拿來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之一種行

銷手段。說實在的多層次傳銷如能妥善運用，可以縮短生產者與消費者之距離，節約通

路成本，使消費者享受高品質之服務或價格較低廉之商品，對於整體經濟發展亦將產生

正面助益。 

但是以佣金作為主要收入發展的行銷網路，其將銷售、推廣之商品或服務於整個行

銷計畫中予以虛化及空洞化，反而鼓勵參加人竭力招募人員加入組織，促使參加人員得

不斷從自己介紹加入之人員、或間接從其他人介紹進入之人員所給付之代價中抽取報酬

之機會，故該事業或組織並非將商品或服務銷售於市場賺取利潤以分享參加人，而係不

斷招募組織外之人員以貢獻給組織內之既有成員。愈早期參加者獲利愈多，愈後期參加

者因市場總有飽和及人際網路終有窮盡，導致無法覓得足夠人頭而遭受經濟上損失，破

壞市場機能，進而造成社會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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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按照多層次傳銷管理法第 5 條的規定： 

•本法所稱傳銷商，指參加多層次傳銷事業，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而獲得佣金、

獎金或其他經濟利益，並得介紹他人參加及因被介紹之人為推廣、銷售商品或

服務，或介紹他人參加，而獲得佣金、獎金或其他經濟利益者。 

•與多層次傳銷事業約定，於一定條件成就後，始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及

介紹他人參加之資格者，自約定時起，視為前項之傳銷商。 

多層次傳銷其實是可以透過傳銷事業本身、商品、服務等獲得佣金、獎金。簡單來

說透過傳銷事業賺取經濟利益，也可以透過介紹他人參加，而獲得佣金。既然可以透過

拉下線的方式獲取經濟利益，那麼多層次傳銷跟老鼠會的差距在哪裡呢？主要就在於參

與多層次傳銷事業的人是不是「主要」透過介紹他人參加，作為主要的收入來源，畢竟

如果多層次傳銷的過程中如果還是有提供相當價值的商品及服務，佣金不過就是讓參與

者更投入傳銷組織及本身事業的「手段」罷了，並沒有法律上的非難性。 

而非法變質之多層次傳銷，其將銷售、推廣之商品或服務於整個行銷計畫中予以虛

化及空洞化，反而鼓勵參加人竭力招募人員加入組織，促使參加人員得不斷從自己介紹

加入之人員、或間接從其他人介紹進入之人員所給付之代價中抽取報酬之機會，故該事

業或組織並非將商品或服務銷售於市場賺取利潤以分享參加人，而係不斷招募組織外之

人員以貢獻給組織內之既有成員。愈早期參加者獲利愈多，愈後期參加者因市場總有飽

和及人際網路終有窮盡，導致無法覓得足夠人頭而遭受經濟上損失，破壞市場機能，進

而造成社會經濟問題。故非法變質之多層次傳銷不重視商品、勞務或服務之銷售、推廣，

而係著重在介紹他人參加而獲利，具有法律上非難性2。 

按照多層次傳銷法第 18 條及第 29 條第 1 項： 

•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使其傳銷商之收入來源以合理市價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為

主，不得以介紹他人參加為主要收入來源。 

•違反第十八條規定者，處行為人七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

金。 

看過法條之後，有個觀念必須一併釐清，雖然吸金行為時常伴隨著多層次傳銷行

為，但並非所有的違反多層次傳銷法管理第 18 條的行為，都會構成銀行法第 29 條的吸

金行為，一些涉及銀行法者其實只是下線間投資者，應當僅可論予多層次傳銷管理法。 

                                                       
2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7 年度上訴字第 649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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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回到標題來看，為什麼有些直銷商像是安 X 不是吸金呢？簡單來說，只要在

銷售上並沒有保證參與者一定的獲利，銷售方式上也是以商品作為營利上的核心，不僅

不是吸金也不涉及多層次傳銷管理法的規定。 

仔細想想為什麼吸金案件或是多層次傳銷類型的詐欺案件會屢見不鮮，其實拆開包

裝後，裏頭包藏了許多類似東西，抽絲剝繭後就是人們對於物質需求的貪念。在資本主

義的社會裡貪婪是種美德，社會也的確因為人們的貪婪，而不斷地前進與進步，這樣的

進步使得人們以豪宅、名車為人生追求的目標，但也同時擔心著可能崩壞的經濟與未

來，於是許多「受害者」會被騙的原因都不外乎希冀可以更快的滿足種種物質需求的貪

念與不安的填補。 

也許人性才是成就這些天價案件的根源。 

 

 

 

 

 

 

法律白話文運動， http://plainlaw.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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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自主權利法 
 

 撰文／楊貴智老師 

壹、前言 

「病人自主權利法」是一部以尊重病人醫療自主、保障其善終權利及促進醫病關係

和諧為目的的法律，簡言之：使病人在尚能清楚表達意願的時候，透過預立醫療照護諮

商完成「預立醫療決定」，針對自己未來病情如陷入「末期病人、不可逆轉昏迷、永久

植物人狀態或極重度失智」等四類情況之醫療方式以及善終方法，其中內容遍及明定病

人受告知權與同意權及同意權人之範圍及順序、預立醫療指示之要件及內容、醫療委任

代理人之要件與權限、病人拒絕施行或要求撤除維持生命治療之要件、醫療機構提供緩

和醫療之義務等事項。 

依據該法第 19 條規定，病人自主權利法將於 108 年 1 月 6 日正式施行，而衛生福

利部於 107 年 10 月 3 日發布之「病人自主權利法施行細則」及「提供預立醫療照護諮

商之醫療機構管理辦法」等配套法規，釐清相關疑義與執行細節規定以及得提供預立醫

療照護諮商之醫療機構條件與人員資格，衛福部亦同時發布「預立醫療決定書」格式，

具完全行為能力者，可以透過「預立醫療照護諮商」事先立下書面之預立醫療決定，選

擇接受或拒絕維生醫療或人工營養。 

貳、善終與安樂死的不同 

前資深體育主播傅達仁因被診斷出罹患胰臟癌而摘除膽囊，三個月內爆瘦 12 公

斤，在為自己舉辦了一場「生前追思會」後，便選擇赴瑞士接受安樂死。與病人自主權

利法規定的善終差異在於，美國醫學會定義安樂死為「由他人為病患施以足以致命之藥

劑」，病人自主權利法則是所欲建構的善終機制則是以病人病情已不可逆，透過撤除人

工維生機制使病人生命自然終結。簡言之，安樂死的本質是加工自殺，病人透過自主意

願選擇處分自己生命，而病人自主權利法所建立的善終機制則不涉及生命的處分，而是

尊重病人選擇拒絕以人工方式延長生命，進而回歸生命自然歷程，兩者雖然都寓有維持

生命品質、自主選擇生命方式的意涵，但因為方式及對象不同，兩者不應混為一談。 

曾有學者指對於法案使用「病人自主權利」一詞頗有疑慮。原因在於病人自主權利

法的目的在於「確保善終權」而不是「病人自主權」，學者認為病人自主權是以醫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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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改善病情，至少可以穩定病情作為前提，病人方有選擇醫療方式或是拒絕治療的權

利。但是本法想要處理的病人都是病情不可能改善了，但是現代醫療技術卻有可以長期

維生的技術，在這種情況下，這些人本來「死定了」，而且可以「好死」，卻被人工延

長壽命，變成「賴活著」，因此應該獲得保障的是善終權，而不是病人自主權，在此種

情境下使用「病人自主權」一詞恐有暗示病人有處分生命的權利。但亦有論者指出，醫

療維生技術本質上也屬於醫療行為，因此基於病人自主權，病人當有權利決定是否接受

長期維生技術，而在病情陷入嚴重不可逆的情況下，如果病人基於自主放棄維生機制，

使生命回歸自然歷程而衰竭，此種情況下仍非生命的處分，且基於現行法令，病人不被

允許基於自主決定撤出維生技術，因此以病人自主權利法稱呼本法並無不妥。 

參、病人自主權 

成年病人有權利拒絕任何他不想要的治療，但是現在醫療實務上遇到的情況是病人

有時已經失去意識，或者是意識清醒但成為漸凍人而無法對外溝通，臺大醫院研究倫理

委員會蔡甫昌主任委員便指出：「如果你是植物人，或者你是這種 Lock-in-syndrome 的

漸凍人，你有感知，但是你沒有辦法運動，你要恆常接受這種刺激、麻痠、疼痛，但是

你沒有辦法溝通，甚至是終止它，如果我們限制他的權利，事實上這就是對一個非常弱

勢的病人採取一種強制的行為，不是嗎？」，因此當病人的生命是因為人工強行介入維

生而延長，此種生活未必符合他們意願。 

然而我們應如何在法律上定位病人自主權？法律如果允許醫師放棄救治病人，是否

會違反兩人權公約賦予締約國的生命權保障義務？歐洲人權法院在 CASE OF 

LAM-BERT AND OTHERS v. FRANCE 一案中便探討過這個問題。 

依據法國的公眾健康法第 L. 1110-5 條規定，醫生的所有治療行為都必須尊重病患

的意願。然而當醫生的治療行為除了維持病人生命外已沒有其他效果並且不合比例，此

時因為病患的病情已經陷入不合理之難治情況（unreasonable obstinacy），醫生可以開

啟程序決定暫停該項治療行為，以尊重病患之尊嚴及其生命的價值。換言之，依據該條

規定，即便在病患沒有辦法清楚表達自己意思的情況下，醫生可以透過一定的程序決定

是否為病患移除治療行為，以尊重病患的生命並維持其生命的尊嚴。這項程序的進行除

了有關於臨床醫學檢驗外，更需要以病患及其家人的意見為重，如果最後的決定明顯與

病患或其家人的意見不相符合的話，則有可能不合法。 

然而，這項決定，並不需要有全體病患家屬的同意，而是由醫生綜合所有的因素考

量，為了保持病患生命尊嚴移除治療行為是否合理為定。在 LAMBERT 案中，便是因

為醫師判斷應撤除 LAMBERT 的維生機制，家屬不滿醫師的決定而告上法院，在敗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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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用盡救濟途徑後到歐洲人權法院請求確認法國公眾健康法第 L. 1110-5 條的規定違反

歐洲人權公約關於生命權之保護。 

歐洲人權法院認為，國家基於對人民生命權的保障分別負有消極義務以及積極義

務，消極義務禁止國家故意剝奪他人的生命；積極義務則要求國家以適切手段保障在境

內人民的生命。消極義務的部分，由於終止治療行為並非「殺人」，而是透過撤除維生

機制使病人的身體運作不受人為干預，進而以自然狀態結束生命，因此不違反消極義

務。至於積極義務的部分，由於在人權公約下有權決定保障方式及內涵，換言之，人權

公約的締約國有權利選擇生命權的積極保障是否應包含強制醫師及醫療機構以維生機

制繼續延長病情已不可逆的病患，因此法國明訂在特定條件及嚴謹程序下醫師可以選擇

終止維生機制，並未違反積極義務。 

肆、善終機制：預立醫療照顧計畫與預立醫療指示 

過去，當危及性命的時候，病人除非選擇出院，否則沒有自主拒絕醫療的權利。而

病人自主權利法正是針對危及生命的情況主張，病人在特定條件下仍得拒絕醫療。「拒

絕醫療」絕不等於「自殺」，「拒絕醫療」只是讓生命歷程回歸自然，排除過度的人工

維持生命治療的介入，以保障每個人與生俱來的人格尊嚴。 

基於相同理念，病人自主權利法並非以人工縮短生命為目的，而是賦予不希望透過

人工延長生命的病人有「善終」的機會，因此病人自主權利法透過預立醫療照顧計劃

(Advance Care Planning, ACP）此一制度，讓人們無需等到生病，在健康或意識清醒時，

即可透過專業且充分的諮商過程，簽署專屬的預立醫療指示(Advance Directive, AD)，使

其能依照自己的意願，尊嚴且舒適地走完人生最後一段路。 

病人自主權利法第 9 條規定「意願人為預立醫療決定，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經

醫療機構提供預立醫療照護諮商，並經其於預立醫療決定上核章證明。二、經公證人公

證或有具完全行為能力者二人以上在場見證。 三、經註記於全民健康保險憑證。 」 

而依據衛福部製作的預立醫療決定書範本，其中內容分四大部分，包括醫療照護選

項、其他照護與善終選項、見證或公證證明、提供預立醫療照護諮商的醫療機構核章證

明。以醫療照護選項中的維持生命治療決定為例，有「我不希望接受維持生命治療」、

「我希望在一段時間內接受維持生命治療，之後請停止，亦得於該期間隨時表達停止的

意願」、「如果我已經意識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請由我的醫療委任代理人為我決

定維持生命治療處置」、「我希望維持生命治療」四項。照護與善終選項，則包括器官

或大體老師遺愛捐贈、照護地點及往生地點選擇、希望的後事安排等。至於可提供預立

醫療決定的諮商醫療機構，依據「病人自主權利法施行細則」及「提供預立醫療照護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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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之醫療機構管理辦法」之規定，醫院應符合一般病床 300 床以上，諮商團隊至少要有

醫師一人、護理師一人、心理師或社工師一人，皆需接受過相關訓練，而諮商門診需要

在獨立、舒適的隱密空間進行。 

伍、解決親情難題：醫療委任代理人 

醫療法第 63 條規定：「Ⅰ醫療機構實施手術，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理人、配偶、親

屬或關係人說明手術原因、手術成功率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並經其同意，簽具

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始得為之。但情況緊急者，不在此限。Ⅱ前項同意書之簽具，

病人為未成年人或無法親自簽具者，得由其法定代理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簽具。」

同法第 64 條規定：「Ⅰ醫療機構實施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侵入性檢查或治療，應向病人

或其法定代理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說明，並經其同意，簽具同意書後，始得為之。

但情況緊急者，不在此限。Ⅱ前項同意書之簽具，病人為未成年人或無法親自簽具者，

得由其法定代理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簽具。」，換言之，在病人無法表達意識的情

況，現行醫療實務便是由家屬行使醫療行為同意權。 

然而此種操作方式，實務上造成許多困難，臺灣大學法律系王皇玉教授便指出，醫

療法第 63 條、第 64 條規定了病情知情權，但是卻把病人的家屬跟病人本人放在同一個

位階，這造成醫療實務上醫師多半選擇配合家屬而輕忽病患本人的利益與意願，原因便

在於因為如果治好病人了，大家都相安無事；但是倘若病人最後仍然死亡了，會來告醫

生的是還活著的家屬（如同前述的 Lambert 案，起訴的便是家屬）。 

除此之外，國立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雷文玫副教授也指出「幫忙親人做臨終之

前代理決定的人，因為不知道自己做的到底對不對，會留下許多非常負面情緒……」，

尤其當自己親人因病在床，在無法確知親人意願的情況下，要求家屬同意醫師放棄維生

機制，在人情上也頗有困難。 

病人自主權利法第 10 條便規定：「Ⅰ意願人指定之醫療委任代理人，應以二十歲以

上具完全行為能力之人為限，並經其書面同意。Ⅱ下列之人，除意願人之繼承人外，不

得為醫療委任代理人：一、意願人之受遺贈人。二、意願人遺體或器官指定之受贈人。

三、其他因意願人死亡而獲得利益之人。Ⅲ醫療委任代理人於意願人意識昏迷或無法清

楚表達意願時，代理意願人表達醫療意願，其權限如下：一、聽取第五條之告知。二、

簽具第六條之同意書。三、依病人預立醫療決定內容，代理病人表達醫療意願。Ⅳ醫療

委任代理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理意願人。Ⅴ醫療委任代理人處理委任事務，應

向醫療機構或醫師出具身分證明。」第 11 條也規定「Ⅰ醫療委任代理人得隨時以書面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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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委任。Ⅱ醫療委任代理人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當然解任：一、因疾病或意外，經相關

醫學或精神鑑定，認定心智能力受損。二、受輔助宣告或監護宣告。」 

申言之，病人自主權利法透過「醫療委任代理人」此一制度，在預立醫療指示時可

以指定自己信任的人，讓他在我失去意識或是無法自由表達意願時，依照我預立的醫療

指示內容為我進行醫療決策。如果病情並不在醫療指示內容範圍內，醫療委任代理人也

可以依據病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為代理病人進行醫療決策。 

學者便指出，如果家屬能夠透過知道他們所執行的決定是忠實的反映病人昏迷前留

下來的意願的話，反而他們心裡面的感覺是很正向的。除此之外，病人可以事先決定「大

家要聽誰的」，也可以透過指定自己信任的人，來確保自己的意願獲得尊重及貫徹；家

屬也可以透過預立醫療指示明確瞭解病人的意願，不用為自己的決定感到罪惡感，醫師

更不用因為不同家屬的意見不同而感到無所適從。 

然而亦有論者認為。從病人預立醫療指示到實際進入醫療程序，可能相距非常久的

時間，這段期間可能發生很多的事情，包括當事人本身認知、心情及意願的改變，還有

醫療的進步等狀況，而使他後來的想法與當初預立醫療指示時有所不同。這時候要怎麼

去處理這個狀況？是不是應該規定政府有一些義務，例如提供資訊、或是事前探知他的

意願有無改變。如果當事人沒有說出來，代理人要怎麼知道呢？不過無法確知病人意願

本來就是醫療現場已存在之困境，因此醫療代理人與病患之間必須具有高度信任關係且

長期的互動，使醫療代理人能夠充分掌握當事人本身認知、心情及意願的改變，進而為

病患做出最適切的選擇。 

陸、實施善終合法化：醫師責任之免除 

醫療法第 60 條第 1 項規定：「醫院、診所遇有危急病人，應先予適當之急救，並

即依其人員及設備能力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不得無故拖延。」醫師法第 21 條則

規定：「醫師對於危急之病人，應即依其專業能力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不得無故

拖延。」，換言之，按照上開規定，醫生有救治危急之病人的作為義務及保證人地位，

如果違反義務，則可能構成因作為而不作為之殺人罪，此觀刑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

「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律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不防止者，與因積極行為發生

結果者同。」甚為明顯。因此有論者指出，上開法律規定的實際結果，就是要求醫師「一

路救到死」。除此之外，刑法第 275 條則規定，「教唆或幫助他人使之自殺」、或「受

其囑託或得其承諾而殺之」是犯罪行為。如果醫生自己不忍心而決定放棄急救，會構成

「有義務救人卻不救導致病人死亡」的殺人罪；另外，如果是配合病人之要求停止治療，

也可能構成「受囑託或得承諾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