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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一）中文摘要： 

校園法律問題之面向有許多層面，本研究計畫係針對校園意外事故部分，以侵權

行為法為基礎，作一深入之探討。 

校園活動中，不論是正式課程或者是非正式課程，只要係具有教育之性質，皆可

謂廣義的教育活動，因教育活動導致之意外事故，可能會產生老師及學校之法律責

任，此外，學生於校園中活動，亦可能造成學生之間的傷害，而產生行為學生及其父

母之法律責任，以往，或許基於法不入校園之想法，以致相關之事故多由學校、學生

以及家長之間協調解決，如今，因校園法治意識之高漲，許多校園意外事故，皆會透

過法律訴訟途徑以謀求解決。而民事上的損害賠償，係以侵權行為之成立為前提，但

侵權行為的相關構成要件，於校園意外事故中究應如何應用，例如因果關係之認定，

過失程度之標準等，學校教育人員常感困惑，本研究計畫即希望透過法釋義學的論

述，以及彙集的案例加以分析，提供教育現場的相關人員參考。 

 以結論而言，校園意外事故從侵權行為法加以探究，主要是「可責性」之認定易

滋生爭議，亦即教師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標準從事校園之活動，若此注意義務

有所違反，則會導致損害賠償之責任。 

關鍵詞： 
侵權行為、校園意外事故、玻璃娃娃、默示承諾、過失、因果關係、損害賠償 

（二）Summary 

Grounded on the law of torts, the study is in the light of handing the unexpected event 
in the campu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with the campus legal issues, where there are many 
layers of the practicability with the law applied in the campus.   
  The courses, which are official or not, involve with “schooling” can be defined as part of 
education.  The accidental event caused by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may result legal 
liabilities and trigger harms between students. In the past the legal issues were not 
considered in campus so that most events were arranged and negotiated by school 
committee and parents. Nowadays the concept of “rule of law” is stressed in addition more 
and more events in campus are resolved through law suit. 
  In general, the damage compensation over civil affairs is according to the hypothesis 
coming into the existence.  However, how to apply the related components, such as 
identification of the causality, the degree of negligence…etc., constituted the torts is always 
confused with the schooling education members. Thus, through the discourse of 
broad-based legal interpretation (Rechtsdogmatik), this study arms to collect the cases as 
examples and from which analysis are further conducted in order to provide all members in 
the locality with references.   

In brief, based on the tort law to explore the unexpected event in the campus, the 
processes of recognizing responsibilities are easy to cause controversies.  With this regard, 
the tutors should implement 「the due care of a reasonable man」when they handl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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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 unexpected events; in the other word, it may cause the possible compensation for 
damage if the dealing processes depart from the standard of the duty of care. 
 
Keywords:   
torts, unexpected event in the campus, Osteogenesis Imperfect, silent consent, negligence, 
causality, damage compensation 
貳、前言 

一、校園意外事件的態樣 

關於校園意外事件的範圍，依據教育部頒訂的「校園事件通報管理系統實施

要點」的「校園事件分類綱要」，其中學生意外事件是指「學生所發生之意外與突

發（非暴力）事件」。包括車禍、溺水、中毒事件、運動及遊戲傷害、實驗實習傷

害、疾病身亡事故、自殺自傷事件、校園建築設施傷害等。而因此造成的傷亡事

件，依據教育部（2006 年 12 月）之九十四年各級學校校園事件統計分析報告指出，

94 年度的校園意外事件中，甲級事件1計 4,814 件，乙級事件計 1,891 件，丙級事

件計 9,123 件，總計發生 15,828 件，因而造成 1,107 人死亡及 15,108 人受傷。 

 

圖 1.1   92 至 94 年通報事件統計 
資料來源：出自教育部九十四年各級學校校園事件統計分析報告（2006：12） 
 
由圖 1.1 知悉，94 年之死亡人數較 93 年增加 23%，受傷人數也增加 62%，且發

生件數比 93 年增加 6%。以往，或許基於法不入校園之想法，以致相關之事故多由學

                                                
所通報事件須依規定將相關事項及災損程度區分為甲、乙、丙三個等級，並應在規定時限內以網路通

報本部校安中心。其災損程度區分原則如下： 

一、甲級：（一）人員（準）死亡或有死亡之虞。（二）財產損失在新台幣 100 萬元以上。（三）亟需

本部或其他單位協助及其他可能引發媒體關注、社會關切之事件。 

二、乙級：（一）人員重傷。（二）財產損失在新台幣10萬元以上，未達 100 萬元。（三）其他未達

甲級事件程度，且無法即時處理之事件。 

三、丙級：（一）人員輕傷、疾病由學校協助送醫處理者。（二）財產損失未達新台幣 10萬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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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學生以及家長之間協調解決，如今，因校園法治意識之高漲，許多校園意外事故，

皆會透過法律訴訟途徑以謀求解決。 
 

二、校園實際發生之案例 

以往注重教育功能的校園，遵循著法不入校園的作法，以致校園發生的事故多由

學校、學生以及家長之間自行協調解決。然而，如今因校園法治意識之高漲，許多校

園意外事故，皆會透過法律訴訟途徑以謀求解決。謹就近年兩則引起爭議之案例，即

「打籃球戳傷眼」與「玻璃娃娃」事件對於當事人及社會造成的衝擊與影響，即知校

園意外事故所引致之法律問題實在值得作進一步的觀察與研究。 
二、校園實際發生之案例 
（一）打籃球戳傷眼（高雄地方法院 94 年度簡字第 1200 號判決） 
    法院認為籃球活動係我國中小學間普遍之課外活動，因參與此活動而造成之傷

害，可能因「默示承諾」而阻卻違法，但如他人已違反運動規則，或所受傷害已超出

該運動通常所生之損害，則不屬於「默示承諾」所涵蓋之範圍。本案件中，因顏姓同

學於超球時觸碰被害人之身體，似已違反運動規則，並非運動中通常之自然碰撞行

為，且林姓學生左眼受傷甚重，亦已超出一般人甘願忍受之危險程度，故尚難認為係

屬「默示承諾」而阻卻違法。事後顏被依過失傷害罪判刑四月，引發運動傷害應否以

刑罰規範的爭議；惟本案經顏姓學生上訴後，高雄地院合議庭審理時，根據國際籃球

規則認為顏當時行為並未犯規，且是處於無法注意、無法避免意外發生的情況，無過

失可言，因此改判他無罪，但全案仍可再上訴。 

（二）玻璃娃娃案（台北地方法院 91 年度重訴字第 2359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則於

93 年度上字 第 433 號民事判決；臺灣最高法院以94年度台上字第2374號發回更審） 
    法院在此判決中認陳姓學生基於熱心，自願負責推送顏姓同學，係發揮同學間彼

此照顧之美德，其行為並無可非難性；且陳姓學生對「玻璃娃娃」症狀之身體狀況並

不知悉，不應負有任何之注意義務，故其並無過失可言。但臺灣高等法院則於 93 年

度上字第 433 號民事判決中，認陳姓學生雖僅應負一般人之注意義務，但當日天雨，

一般常人均會注意樓梯溼滑，應小心行走，陳姓學生應有此認知及判斷能力，應注意

且能注意，而卻不注意樓梯地板溼滑，自欠缺一般人之注意義務，而應負過失責任。

此判決引起社會之譁然，甚至招致「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之陸續顯現。該

案又經臺灣最高法院以 94年度台上字第 2374 號發回更審，今年七月中，臺灣高等法

院更一審宣判，認為陳姓同學當時僅十六歲，不能以成年人標準來要求他善盡注意義

務，而判該生免賠。惟本案之重點，似非在於陳姓同學應否以成年人之標準來判斷，

而係該生究應以何種注意義務之程度，來論斷其有無過失，法院於此並未詳述，此外，

該案歷經數次審判，承審之法官依其自由心證卻有不同之見解，亦使校園意外事件之

當事人對於法院裁判之預見性有難以捉摸之感。 
 
三、國內有關本議題之研究情形 

國內關於本議題之研究並不充裕，主要者如刑泰釗檢察官之教師法律手冊，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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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就教師之法律地位、學生父母與學校之法律關係、教師在國家賠償法中之責任以及

學校事故責任等，作一普遍性之說明，另外，如沈銀和教授所著的校長、老師、主任

與職員的法律責任系列書籍，雖亦有相當廣泛之闡述而頗受好評，但針對侵權行為法

於校園意外事件中之應用，前文並未有一比較法學及法釋義學上完整而深入之探討，

至於法學界之先進如王澤鑑大法官等，雖有侵權行為之專書論著，足堪後學之借鏡，

惟於本研究計畫所欲探究之領域著墨不多，而給予研究者嘗.試之機會。 

再一方面，研究者於指導研究生撰寫之論文，雖亦有如教師法律責任之研究、校

園危機管理之研究、校外教學風險管理之研究、或教育活動事故法律責任與風險管理

之研究等，且研究者亦有教學現場實務之經驗，惟該等論文或以問卷形式採量化研

究，或以深入訪談為質性研究，皆非如本研究計畫欲從前述比較法學及法釋義學之角

度，進行論述，尤其是研究生於法學理論上之基礎，稍嫌薄弱，更增研究者欲於此領

域深入探究之意願，亦顯本研究計畫價值之所在。 

 
叁、研究目的與方法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以侵權行為法為核心，就校園意外事件中之應用加以探討，一方面，

侵權行為構成要件在學理上之探討，應進一步釐清，另方面，何種校園意外事件該當

於侵權行為之構成要件，亦須深入分析論述。本研究計畫著眼於此，希能對於在教學

現場之教育人員，提供相關之幫助。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採用法釋義學及文獻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探究台德相關理論及概念，

蒐集實際發生於我國校園中之學生意外事件，整理歸納出侵權行為法在校園意外事故

中之應用，以確保本研究於現行校園處理意外事件中確實可行。 

肆、文獻探討 

一、校園活動的範圍 
學生在校園內發生意外事件時，學校應負責任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學生在

校園外發生意外事件時，學校與教師是否應負責任？若在校園外發生的意外事件

是屬於校方安排的校外教學或參訪活動時，學校或教師應否負責任？若是學生在

上學或放學途中發生意外事件時，學校或教師應否負責任？以上這些問題是分別

從意外事件發生的地點、活動內容及時間來區分。然而，究竟應如何判定這些因

不同地點、活動內容及時間發生的意外事件，學校或教師應否負責任或負擔何種

責任，歷年來皆成為爭論的焦點。 
板橋地方法院 87 年度判字第 690 號判決書中指出，學校正式排定之各教學課

程僅為教育活動之ㄧ部分，其它與教育性質相關之課外活動、社團活動、校外活

動均應被視為是廣義的教育活動，校方與教師不能因此而卸責，如果怠於注意致

使學生發生損害，應負侵權與過失之責任。何文達（2002）指出，教育活動是指

教學活動而言，包括上課、社團活動、慶典運動會。教育活動事故，即為教學活

動時所發生的種種意外，如：溺水、中毒事件、運動及遊戲傷害、實驗實習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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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而課間活動（即下課時間）、上課和放學的時間所發生的意外，也和學校的管

理責任有關。校外教學的實施越來越普遍，校外教學亦屬教育活動。邢泰釗認為

（2004），學校舉辦之學生旅遊活動，性質上屬於廣義的教育活動。按教師為實施

教育活動的主體，亦為從事教育工作之專業人員，基於教育工作的專業性，教師

在實施教育活動時，附有防止學生因教育活動發生事故而受損害的義務，此一義

務，學校上稱為「教師之安全注意義務」。學校舉辦之學生旅遊活動，既然亦為教

育活動，學校及教師在旅遊動中，於其所能保護監督的範圍內，負有維護學生安

全的「安全的注意義務」。 
至於國外發生的學生意外事故中，教師是否應負責任，秦夢群（2000）在探

討美國學校事故教師侵權行為的議題中指出，教師照顧學生的責任並不僅限於在

校內，在某些情況下，校外活動及非上課時間依舊可能成為教師的責任範圍，其

成立與否端視個案情境而定。…校方與教師疏忽事實的成立，並不以在校時間為

限，放學與上學途中依照不同情況，教師應提供適當管理，以避免危險之發生。…

在校外教學與活動方面，法院也認為教師有其監督輔導的責任。校方與教師疏忽

事實的成立，並不以在校時間為限。 
綜合上述我國法院、學者專家及國外案例觀點，校園意外事件之發生不論在

校內、校外，上學、放學途中或校外教學參觀活動，只要屬於學校與教師教育活

動的範圍，學校與教師皆應對學生負起教育安全注意義務及監督輔導責任。因為

本研究所探討的是學生在校園活動範圍內發生非出於學生自殺、疾病身亡等自身

因素產生的意外事故。因此，本研究所指的「校園意外事故」，係指師生之間或學

生之間單純的互動行為或侵害所發生的意外事故。 
 

二、我國民法的侵權行為與損害賠償責任 
（一）侵權行為 
    我國民法第 184 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

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侵權行為的本質在於侵

害他人權益的不法性，德國民法稱為 Unerlaubte Handlung，日本民法譯為不法行為，

我民律草案原亦採用之，現行民法改稱為侵權行為，著眼於權益的保護（王澤鑑，

2008）。侵權行為可分為一般侵權行為與特殊侵權行為兩種。一般侵權行為是我國民

法第 184 條規定的基本侵權行為類型；特殊侵權行為是指民法第 185 條的「共同侵權

行為」、第 186 條的「公務員侵權行為」、第 187 條的「未成年人侵權行為與法定代理

人的侵權責任」、第 188 條的「僱用人的侵權責任」、第 189 條的「定作人責任」、第

190 條的動物占有人責任、第 191 條的「工作物所有人責任」及第 191 條之 1之「商

品製造人之責任」、191 條之 2之「動力車輛駕駛人之責任」、191 條之 3之「危險製

造人之責任」等。 

    一般侵權行為的成立要件有七項，首先必須有加害行為，即侵權行為人侵害他人

權益的行為。其次，必須侵害權利或利益，亦即侵害的對象必須是受害人的權利或利

益。權利包含他人之人格權、身分權和財產權。再者，須加害行為與造成的損害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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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因果關係，才能構成侵權行為。另外，行為須為不法，是指侵權行為的構成，必

須行為上是不法的，除非行為有「阻卻違法事由」等情形，始得不負侵權行為責任。

進者，行為人須有責任能力，責任能力是指侵權行為人能負起損害賠償責任的資格而

言。我國民法是以識別能力作為責任能力的判斷標準，也就是行為人對於加害行為的

違法性是否有認識判斷的能力。最後，行為人須有故意或過失，也就是說侵權行為須

由故意或過失所造成。事實上，不論是「故意」或「過失」的侵權行為，只要行為結

果造成他人的損害，行為人都要負起損害賠償責任。至於「故意」的侵權行為，可分

行為人對於構成侵權行為之事實，明知會發生並有意使其發生者，或是指預見會發

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行為人本意者。而「過失」的侵權行為，則是指行為人並非故

意，但違反應有的注意義務而發生的侵權行為。 

在實務上，過失之有無，係以「善良管理人」之標準為斷。在認定上，有無達到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應以交易上一般觀念，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應盡之注

意來衡量。在德國法上，可以如下之方式描述之：Die im jeweiligen Verkehrskreis 

erforderliche Sorgfalt, wie das Fachkenntnis, die Verstandeskräfte, die 

Geschicklichkeit oder die Körperkräfte.（進一步請參閱 Palandt 2007, §276, 

Rdnr.15）此種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乃通常合理人之注意，屬一種客觀化或類型化之

過失標準，即行為人應具其所屬職業、某種社會活動之成員或某年齡層通常所具之智

識能力（王澤鑑，2008）。在英美法上對此種通常合理之人，稱為”reasonable man”。 

 

  （二）、損害賠償責任 

我國民法上的損害賠償責任，主要有兩大類型，其一為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

另一則為侵權行為所導致之損害賠償，關於校園意外事故中所產生之賠償責任，除於

事先有簽訂契約之情形，例如：校外教學搭乘遊覽車途中，因司機之過失導致乘客之

受傷，可藉由債務不履行之相關規定（民法第 227 條及第 224 條），主張損害賠償外，

大都以侵權行為法之相關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基礎，其中，尤以民法第一八

四條（一般侵權行為）、民法第一八七條（法定代理人之損害賠償責任）以及民法第

一八八條（僱用人之侵權責任），作為立論之依據。 
侵權行為的民事責任以填補損害為主要目的，原則上不分故意或過失，有時甚至

不以故意或過失為要件；決定損害賠償數額時，對於加害人的主觀情事，原則上不加

審酌（王澤鑑，2008）。惟慰撫金請求權是為例外，當侵權行為發生後，對於受害人

而言，會產生損害賠償請求權，若受害人已死亡時，則其家屬，如：被害人之父母、

子女及配偶等也可以請求損害賠償。至於造成侵權行為的加害人，則應該負擔損害賠

償責任。損害賠償的範圍，應該是以填補受害人所遭受的損害及所失去的利益為限。 

 
三、德國侵權行為的成立要件與損害賠償責任 
（一）侵權行為成立要件 

            德國民法關於不法行為的侵害分為三個基本侵權類型，即 1.德民第 823 條第 1
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健康、所有權或其他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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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所生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2.同條第 2 項規定：「違反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

法律者，亦負同一義務。依其法律之內容無過失亦得違反者，僅於有過失時始生損

害賠償責任」。3.德民第 826 條規定：「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加損害於他人者，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王澤鑑，2008）。 
德國侵權法上之構成要件，與臺灣類似，惟其架構上，依次分為客觀構成要件

（包含侵害行為、法益之侵害以及責任成立之因果關係）、違法性、可責性（包含

故意或過失）以及損害（包含可賠償之損害以及責任範圍之因果關係）數個概念

（Brox 2006）。至於責任能力部分則有所不同，依德國民法第 828 條之規定，未滿

七歲之未成年人，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七歲以上，未滿十歲之未成年人，若非故意

招致，對於汽車、火車、高架鐵路之意外所生之損害，不負損害賠償責任。未滿十

八歲之未成年人，若不具備對於造成損害之行為應有之認識判斷能力，亦不負損害

賠償責任。 
 

（二）損害賠償責任 
德國之損害賠償責任，基本概念上與臺灣類似，主要有兩大類型，其一為債務不

履行之損害賠償，另一則為侵權行為所導致之損害賠償，至於在校園意外事故中，教

師和學校對於學生所造成之損害，是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於德國民法上並無特別之

規定，惟參酌歐洲其他國家之實務案例，於課堂、課間休息、遊戲過程以及校外教學

活動，學校皆應盡到應有之注意義務。但值得一提的，學生上、放學路上，監督責任

則由父母承擔（張新寶譯，2002）。此外，教師的監督義務係屬於公法上之義務，故

僅由學校對受害人的請求承擔責任，教師除非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否則不負賠償之

責。至於在公立學校所發生之人身損害，則透過工業傷害保險制度來處理，除非是故

意之侵害行為，學校、教師及學生皆免於個人之賠償責任（張新寶譯，2002）。此種

社會保障制度，或可供我國作為校園意外事故處理之借鏡。 
 
四、校園意外導致的責任與民法損害賠償的關連 

由於我國目前仍然係以過失責任為原則，因此，若校園意外事故中，並無人為之

過失存在，則不會導致法律上損害賠償責任之發生，而所謂之過失，以民法第一八四

條而言，係指「抽象輕過失」，亦即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教育人員於

教育現場所應盡之安全照顧之注意義務，究應達到何種程度，始符合善良管理人之標

準，常滋生爭議；此外，若教師有過失而符合民法第一八四條之構成要件，則學校可

能基於民法第一八八條連帶負賠償之責，而若係學生因過失致造成他人之損害，則其

父母可能基於民法第一八七條連帶負賠償之責，此時，學校及家長之責任屬於法律上

之「中間責任」，亦即若學校或學生之家長能自己證明其已盡相當之監督，而無疏懈

之情，則得免除其賠償責任。惟何謂相當之監督，亦常使人有模糊之感。實務上極少

有類似之情形被認定成立。 

 
五、校園意外事件整理分類與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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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年校園意外事件之整理與分類 
因為本研究所探討的是學生在校園活動範圍內發生非出於學生自殺、疾病身

亡等自身因素產生的意外事故。因此，本研究所指的「校園意外事故」，係指師生

之間或學生之間單純的互動行為或侵害所發生的意外事故。因此，本研究搜集自

92 年至 97 年五年間發生的師生或學生相互間，因侵權行為造成的校園意外事故。

並分為校園環境、教師與學生間、學生與學生間、戶外教學活動、其他等類型之

校園意外事件。茲整理說明如下： 
1、校園環境安全 
（1）學生懸掛運動會活動布幔，遭鐵絲插傷童眼，校方賠償 306 萬元   

 台北縣某國小學童被美勞老師指派，與數名同學一同到教室頂樓，協助懸掛運動

會大型標語的布幔，未料，一名女學童拿著一根生銹的鐵絲突然刺進王姓學生的右眼

眼球，經緊急手術後，王生仍因細菌感染及視網膜、眼角膜受傷，右眼視力僅剩零點

零一，幾乎完全失明。家長憤而向學校提出國家賠償訴訟，台灣高等法院昨天以校方

確有過失為由，判決校方應賠償 306 萬 9千元。 

    一審法院審理後認為，老師未在現場注意學生安全，也未事先向學生說明安全注

意事項確有疏失，校方應賠償王生共 266 萬 9 千元。全案上訴二審後法官認為，王生

父母因兒子遭此傷害，精神也受到折磨，因此再多判准父母四十萬元的精神慰撫金，

合計共 306 萬 9千元。 

 （2）學生翻牆入校 刺破肺臟  
      台南縣某學童因睡過頭而遲到，怕師長責罵，由學校後方圍牆攀爬入校，因過

於緊張而失足落地，遭尖銳鐵欄杆刺傷胸部，肺臟破裂。 
 （3）割草機斷刃削學生 2 指 
      新竹市某國中國一學生在籃球場打球時，突遭 20 公尺外割草機斷裂飛出的刀

刃擊中，造成兩手指被削斷，老師和學生急忙找回斷指將他送醫縫合，暫無大礙。  
 （4）跳高骨折  學生長短手 
      台北縣某國小六年級學童是田徑校隊，在一場跳高比賽中發生意外，導致右手

肘發生移位性骨折，造成兩手長度不對稱，竟變成長短手。他的家人質疑是比賽用海

綿墊出問題，專家也認為窮學校買不起符合國際標準的正式比賽用墊，選手容易受

傷。但主管機關卻對跳高比賽所使用的海綿墊似無任何規範。  
2、教師與學生間 

（1）漆彈射擊活動遭教官射傷眼睛 
     花蓮某高工學校漆彈射擊活動，作戰到一半，一學生因漆彈槍卡彈，舉手示意

投降後取下防護面罩，遭漆彈傷及左眼，視力降為 0.3。 
（2）棒球棒砸傷眼睛 
     高雄市某國小女童被安排站在打擊者後方，男同學打出全壘打將棒子往後甩，

球棒直接砸到眼睛，被擊破的眼鏡片割傷，角膜縫合七針，矯正後視力剩 0.6，家長

控告學校爭取國家賠償。校方認定指導老師沒責任，以學生間糾紛為由通報教育局。 
 （3）留校打掃 刺傷同學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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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某國小班導師擔任放學路隊導護，要求學生自行留校打掃，該班男童打

掃時玩耍，用裝有樹枝的籃子丟對方而刺瞎某對方右眼。一審法院認為班導師未善盡

保護監督之責，國賠 190 餘萬。惟二審改判無罪，其理由是本案意外發生是學生不當

嬉戲且突發性自招危險之結果，並不是教師可得預期並預加防範。教師於客觀上不具

危險性之打掃環境不在場，無論「保護規範」及「裁量收縮」原則加以檢視，導師無

「作為義務之不法」及「作為義務之違反」可言。因此，學生家長要求國賠無理由。 
     （4）特教生遭教師壓制死亡 
          某國小特教班六年級謝姓學童突然衝出知動教室（室內有地板、軟壂，專門給 

特教生體育、舞蹈課的教室），被楊老師阻止，謝童不服管教竟衝撞老師。楊老師將 
男童猛力推倒地上，並跨坐在男童身上壓制，兩名女老師也幫忙按住手腳；未料如此 
反覆多次，男童因頭碰地致顱內出血死亡。 
3、學生與學生間 

（1）女兒下體遭同學踢傷  
     雲林縣兩名小學生打架，男童反擊時踢中女童下體，女童家長除要求在教育局

當督學的男童母親降職、50 萬元精神慰撫金外，還說日後女童不孕，男童及家長要

負責。男童家長表示願賠醫藥費、營養費。 
（2）小六模範生買刀刺傷同學 
     台南市某國小兩名六年級男童，因爭搶籃球場地引爆衝突後，其中五年級時曾

當選模範生的男童竟到合作社買美工刀，回頭找對方理論時，劃傷對方腰部和手臂共

四刀。 
（3）兒撞傷學弟 父母判賠 
     台北市某國小發生學長跑步撞倒學弟的校園意外，當時二年級的學弟被撞倒在

地，頭部受傷還引發癲癇，學弟父母因而向學長父母求償。  
（4）國中生骨折 學校竟未送醫 
     雲林縣某國中學生在校被同學推倒摔傷，右手腕和手肘骨折，但校方未協助送

醫，竟打電話要家長自行處理，事後還撒謊說有叫救護車，讓人不滿。對此，校方指

稱是依校內護士判斷行事，但承認處理過程有疏失。靖娟兒童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林月

琴說，兒童及少年忍痛力不如成人，校方即使判定不叫救護車，也應立即送醫，不應

讓孩子忍痛等候家長。 
（5）被砸紙球 女生半殘 
     北市某國中三年級蕭姓女學生在校內打籃球時，被同學打到太陽 
穴，隔月又被同學以紙揉成的球砸到後腦勺，出現嘔吐、頭暈、耳鳴、近視度數暴增、

左手和左腳無力等症狀。家長不滿同學造成傷害、質疑校方延誤就醫，要求 300 萬元

賠償，並已提出傷害訴訟，並計劃告校方行政疏失、瀆職。 
（6）資優童玩刀 削女同學肌腱  
     台北市某國小資優班一名女學生上英文課時，其左、右邊男同學拿美工刀嬉鬧

亂揮，嚇問：「妳要錢要命？」造成她左手兩指不慎遭割傷，其中中指神經、肌腱被

割斷需動手術縫合。家屬指責教師上課時未制止也未即時送醫，校方應變能力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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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踩腳害玩伴骨折 須賠 14.5 萬 
     高雄市某國小二年級毛姓學童，與曾姓、蘇姓同學在校內攀爬溜滑梯圍橋嬉戲

時墜地，右手臂骨折，由於毛姓學童說，遭兩同學踩雙腳才摔傷，毛家因而告上法院，

要求曾、蘇兩同學及其父母連帶賠償 54 萬餘元醫藥費及精神慰撫金。高雄高分院認

定是曾童踩腳導致毛童摔傷，曾母疏於監督也應負責，昨判決應賠償 14 萬 5 千餘元

確定。  
（8）擲瓶傷同學 判賠 18800 元 
     高雄某國中三年級鄭姓女學生因遭後排黃姓男同學捉弄，便拿喝了一半的寶特

瓶砸向黃，卻誤擊林姓女同學，導致林輕微腦震盪。事後林母告上法院，但法官昨判

准鄭家賠償 18800 元，黃同學反而不必賠錢。 
4、戶外教學活動 

（1）畢旅大車禍重返現場 小貨車超載 疑肇禍元兇  
     屏東某國小畢業旅行遊覽車翻覆，嘉義地檢署檢察官前往國道八隊古坑分隊勘

驗，發現可能是小貨車嚴重超載五百多公斤，才會突然爆胎，並失控偏入外側車道，

導致遊覽車閃避不及，釀成這場悲劇。 
（2）打賭站著泛舟 男童溺斃   馬拉灣畢業旅行 為一杯奶茶送命 
     某國小六年級男童參加畢業旅行，前往台中縣月眉遊樂世界馬拉灣園區，昨天

下午他在玩「激流泛舟」時，疑似為了贏一杯奶茶，和搭乘同一小艇的同學打賭自己

能不繫安全帶站著遊河，不料失足溺斃。 
5、其他 

（1）小學生 3 樓玩耍 摔死 3 歲娃  
     北市三歲女童，昨隨母親參加哥哥的國小「學校日」活動，她在母親參與親師

座談時溜出教室，被一名男學童抱到三樓欄杆前嬉戲；結果男童疑似手滑，致女童從

三樓跌落地面摔死。傷痛的是，女童母親發現女兒不見，走出教室尋找，親眼見女兒

陷於險境，一路狂奔欲救女，卻仍無法阻止悲劇。  
（2）仿網路危險動作 學生摔死 
     桃園市國二學生模仿網路影片攀爬欄杆的危險動作，坐在五樓走廊欄杆上表演

倒掛金勾，結果雙腳未勾穩滑脫，從五樓墜下當場摔死。目擊同學驚駭說：「太可怕

了！他就在我眼前突然掉下樓。」家長則質疑欄杆設計不當，才釀意外。  
（3）危險遊戲 學童猜輸拳跳樓 
     桃園縣某國小十多名六年級學生前天下課玩猜拳遊戲，輸了從二樓跳到一樓，

學生表示以前看過學長玩過，才有樣學樣。黃姓學生輸拳也要跳，他原本猶豫，後來

決定跳下。他表示比照同學踩最低位置往下跳的一剎那，好像勾到塑膠管附近的電話

線，變成頭下腳上，他直覺不妙，立刻雙手往前伸，落地時兩手疼痛，下巴流血，躺

在地上起不來。  
（4）玻璃穿心 童拔出失血亡  
     台中縣國小六年級男童在走廊奔跑嬉戲，因大力推撞教室大門玻璃，致玻璃破

碎，不料其中一片約相當一支原子筆長度玻璃碎片，插入男童心臟，他當場將玻璃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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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卻因此造成大出血，送醫不治。  
（5）凌空攀窗 小四生墜 5 樓亡 
     高雄市國小四年級某學生下課時間攀越樓梯欄杆，想凌空跨上窗台進入活動中

心打羽毛球，不料失足自五樓跌落，送醫不治。 
（6）校園槍枝走火傷一人 
     花蓮某國中生帶改造手槍在教室內把玩，槍枝不慎掉落地面擊發打傷自己右大

腿，校方隔天報警處理，警方在一名高中生家裡發現這把槍，由於有五名學生「曾經

保管過」這把槍，全被警方依非法持有槍械函送少年法庭審理。 
（7）學童捉迷藏 校內觸電身亡 
     嘉義某國小二年級男童在校內和同學玩捉迷藏，鑽進校內地下室發電機房躲藏

時不幸觸電身亡。檢警勘查發現發電機房緊鄰學童常出入的合作社、洗手台，竟無警

語及安全防護設施，將追究校方人為疏失責任。 
（8）學童上學途中被車撞斷頸部 
     台北某國小一年級學童搭公車上學，於穿越馬路時遭開車送小孩上學的婦人撞

上，男童頭部撞破右前車窗，導致頸部幾乎被割裂，送醫不治 
（二）案例評述 
    綜合前揭校園意外事件之案例，其意外事故發生之地點、進行之活動，皆屬

於本研究校園意外事件之範疇；這些校園意外事件之共通點或係校園環境安全維

護工作未竟周全、教師疏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學生出於故意或過失之行為

等。法院之判決亦係以前述認定方向來判斷學校、教師與學生是否構成侵權，以

及為填補損害而負起之損害賠償責任。 

    由於校園意外事件頻傳，教師應盡的注意義務，在法院判決中亦提出教師是否可

得預期並預加防範部分之觀點，例如：前揭案例 2 之（3）留校打掃擲傷同學事件，

法院見解認定，本案意外發生是學生不當嬉戲且突發性自招危險之結果，並不是教師

可得預期並預加防範。而案例 1 之（1）學生懸掛運動會活動布幔，遭鐵絲插傷童眼

事件，法院認定教師未在現場注意學生安全，也未事先向學生說明安全注意事項，確

有疏失，校方應負賠償責任。 

    至於學生之間因遊戲、運動，甚至協助照顧等造成的意外事件，是否屬於過

失構成之侵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法院也在前述校園案例之相關判決做成解釋。

例如：打籃球戳傷眼案例，法院認為根據國際籃球規則，學生並未犯規，且處於

無法注意、無法避免意外發生的情況，無過失可言，因此改判無罪。玻璃娃娃案

例，法院在此判決中認陳姓學生基於熱心，自願負責推送顏姓同學，係發揮同學

間彼此照顧之美德，其行為並無可非難性；且陳姓學生對「玻璃娃娃」症狀之身

體狀況並不知悉，不應負有任何之注意義務，故其並無過失可言。惟本案之重點，

似非在於陳姓同學應否以成年人之標準來判斷，而係該生究應以何種注意義務之

程度，來論斷其有無過失，法院於此並未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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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檢視我國校園意外事件之相關判決，與德國侵權法上的構成要件，雖不能找出侵

權行為在校園意外事故中應用之絕對標準，但仍有其一般準則可資依循，茲分述如次： 

一、法院已意識到教師在校園意外事故中無法盡到百分之百保護學生的責任，且對於 

教師做此要求亦不合理，因此，並不認為學生一旦在教育活動中受傷，學校與教師就

應負起侵權行為責任。然而，法院雖不認為教師應對學生意外事故百分之百負責，但

是，教師仍應依其知識經驗及智識能力盡到「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二、學校與教師保護學生的責任在我國除上課時間、課間休息、校外教學活動外，學

生上學和放學的時間所發生的意外，也和學校的管理責任有關，使得教師的管理責任

範圍非常廣泛，教師的責任很重。然而，在德國的校園意外事故中，教師和學校對於

學生所造成之損害，是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雖於德國民法上並無特別之規定，惟參

酌歐洲其他國家之實務案例，學生上、放學路上，其監督責任係由父母承擔，而非教

師的責任。這對於目前常見跨學區就讀之情形而言，德國之規定似乎較為合理。 
三、由於學校與教師的責任除了教導學生、舉辦學習活動外，亦應提供學生一個安全

學習的環境。因此，學校與教師應對可能發生的危險預作防範、建立處理緊急意外事

件的流程與機制，除防患於未然之外，尚須在意外事件發生時，做出最快速適當的處

理。 
四、德國對於教師的監督義務認為屬於公法上之義務，在公立學校所發生之人身損

害，除非是教師故意之侵害行為，否則係透過社會保障制度中之工業傷害保險制度來

處理，學校、教師及學生皆免於個人之賠償責任。相較於此種制度，我國之教師連上、

放學時間發生之學生意外事故皆可能要負責，或許對教師而言，太過沈重，故可參酌

德國之方式獲得適當之賠償。 

陸、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在研過程中因校園意外事件態樣繁多，雖有一年研究期間，然因個案

發生之侵權事實、原因、法院判決結果不一等因素，而有失之過廣之感，因此，

部分議題無法充分深入討論。此外，在外國文獻評析部分，由於部分文獻資料取

得不易，因此，有未竟全功之憾。然而，在蒐集整理文獻的過程中發現我國校園

中發生的意外事件繁多，教育主管機構、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及學生家長對於校

園事故的侵權行為責任的認知非常欠缺，甚而產生擔任教職的恐慌心態，因此，

學校教師的法治觀念的培養與提升，及校園環境安全的維護應可成為後續相關研

究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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