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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失智症人口之快速增加，其不僅對醫療及公衛體

系造成衝擊，對司法體系而言亦產生諸多挑戰。而其

中，在刑事司法領域，值得探究的問題即是：當失智

症患者是為犯罪行為人，其犯罪行為可能對於刑事訴

訟造成什麼樣的挑戰，進而在刑事司法程序上又應為

如何之應對？對此，本文從醫學上對失智症之成因及

其特徵出發，觀察其對刑事司法所造成之挑戰，進

而分析比較法上刑事司法體系如何面對及處理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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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所帶來的挑戰及問題。最後，再回到本文之具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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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7年度上訴字第934號
刑事判決，對此案進行評析。

The sharp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dementia patients 
has not only brought about impacts on the medical and 
public health systems, but also created various challenges 
to the judicial system. Among such challenges, a question 
worth examining in regard to criminal justice is: When 
the perpetrator of a crime is a dementia patient, what 
challenges might their criminal behavior cause to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Also, what adjustments, if any, 
should the criminal justice procedures adopt in response 
to these challenges? In this regard, the present research 
approaches the issue by reviewing the medical caus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ementia and outlining the challenges it 
poses to criminal justice. The research then analyzes how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ackles the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dementia in terms of comparative law. Lastly, 
comments on a specific judgment made by the Taiwan 
High Court Tainan Branch Court in 2018 are presented to 
support the statements made.

壹、問題意識

隨著全球人口老化，罹患失智症之人口亦快速增加。依據

實證醫學的預估數據，全球罹患失智症人口之人數將於2030年

達到6570萬人，而於2050年之數目更將突破一億1。而依照我

1  Martin Prince, Renata Bryce, Emiliano Albanese, Anders Wimo, 
Wagner Ribeiro & Cleusa P. Ferri, The Global Prevalence of 
Dementi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9(1) ALZHEI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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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衛生福利部之統計，我國失智症之就醫人數自2016年起每年

即增加1萬多人之人數，而至2018年因失智症之就醫人數即已

達27.1萬人2。而此一數據尚且係因有就醫而記錄之健保申報

資料，若依照過去臺灣失智盛行率進行推估，則我國失智之總

人口恐將超過這個數字甚多3。而所謂的失智症並非單一項疾

病，而係一群症狀的組合群（症候群）。其症狀並不僅有記憶

力的減退，還會影響到其他認知功能，包括：語言能力、空間

感、計算能力、判斷能力、抽象思考能力、注意力等各方面之

功能退化。此外，同時亦可能出現行為障礙、個性改變、妄想

或幻覺等精神症狀，而影響其日常生活中之人際關係及工作能

力4。

而事實上，失智症所造成之衝擊不僅展現在公共衛生以及

醫療照護體系上，對於司法體系而言亦產生諸多挑戰。根據監

察院「失智症人權維護及促進」之調查報告，於10年間與失智

症相關之民事案件增加逾10倍，而刑事案件則增加約3倍5。詳

而言之，在民事案件中，鑑於失智症患者之意思能力及行為能

力常有欠缺或不足之問題，因此即時常衍生法律行為是否成立

有效之爭議，就此則常發生在繼承案件及扶養案件；而在刑

事案件中，除了患者常成為犯罪（特別是詐欺罪6）之被害人

& DEMENTIA: THE JOURNAL OF THE ALZHEIMER’S ASSOCIATION 63-75 
(2013).

2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國際失智症日衛生福利統計通報，https://dep.
mohw.gov.tw/dos/lp-4445-113.html（瀏覽日期：2021年9月20日）。

3  依照衛福部委託台灣失智症協會進行之全國性失智症流行病學研究調
查發現，65歲以上老人失智症盛行率為8%。相關統計可參薛瑞元，推
動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建構完善失智症照護體系，國土及公共
治理季刊，7卷1期，2019年3月，92頁。

4  梁嘉欣、程蘊菁、陳人豪，失智症之重點回顧，內科學誌，25卷3
期，2014年6月，152頁；黃正平，失智症之行為精神症狀，臺灣精神
醫學，2006年3月，3頁以下。

5  監察院，106內調字0049號調查報告，2021年，14頁以下。
6  相關案件之報導可見吳柏緯，《失智、詐騙、凍產—高齡社會的
金融炸彈》專題報導，報導者，2019年3月6日報導，https://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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