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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4-1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民國100年 1月 26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321條；並自

公布日施行 

民國100 年 11月 30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 185-3 條；

並自公布日施行 

民國101年 12月 5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286條；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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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2 年 1月 23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 50條；並自

公布日施行 

民國102年6月11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185-3、185-4條；

並自公布日施行 

民國103年1月15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315-1條；並自公

布日施行 

民國103年6月18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251、285、339～

339-3、341～344、347、349條；增訂第339-4、344-1條；

並自公布日施行 

民國104年12月30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2、11、36、38、

40、51、74、84條；增訂第37-1、37-2條、第5章之1

章名、第38-1～38-3、40-2條、第5章之2章名；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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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5年6月22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38-3條；並自同

年7月1日施行 

民國105年11月30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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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編 總則 

第一章 法例 

第 1 條（罪刑法定主義） 93 地三、90 司 
＊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

規定者為限。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
分，亦同。 

【原條文】（24.01.01） 
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
規定者，為限。 

【修正理由】（94.02.02） 
本條前段酌作修正。 

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如強制工作），係

以剝奪受處分人之人身自由為其內容，在性質

上，帶有濃厚自由刑之色彩，亦應有罪刑法

定主義衍生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爰於

後段增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以行為時

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以求允當。 

【立法評論】 
贊成本條修正之意見： 

學者認為此次修法將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行為

適用行為法，值得贊同。也更能呼應憲法第 8 條

之規定。〔參見，鄭逸哲／姜喆，法學三段論法下

的刑法與刑法基本句型，二版之增補，頁 2～3〕 

認為屬不當增訂之意見： 

林山田教授： 

「行為之處罰」在解釋上應包括刑罰與保安處

分。倘若將「處罰」視為只有刑罰，而
有修正本條的必要，亦宜改為「行為之

處罰或處遇」或「刑罰之科處或保安處

分之宣付」，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
定者為限，而不是如新法增訂後段：「拘束人

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同。」且反而因為這段

新規定會誤導出「只有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

分，才要受限於罪刑法定原則，而非拘束人身

自由的保安處分，則可不受罪刑法定原則的限

制」的後果。因此，實屬不當的增訂。〔參見，

林山田，2005 年新刑法總評，台灣本土法學，

六七期，2005 年 2 月，頁 82〕 
柯耀程教授： 
新法第 1 條與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將保安處分

區分為「拘束人身自由」與「非拘束人身自由」，

這樣的區分固然在立法理由中簡略提到，所為

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如強制工作，係以

剝奪受處分人之人身自由為其內容，但保安
處分作為刑事制裁手段一種，殊難想像
非屬於拘束人身自由，難不成非屬於機

構性處遇的保安處分，如保護管束，就
能視為非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
嗎？或者是屬於毒品矯治的觀察勒戒或是輔

導治療就能視為非拘束人身自的保安處分呢？

這樣區分不但違反刑事制裁的拘束性性質，且

容易造成適用上的困擾。〔引自，柯耀程，鳥瞰

2005 年刑法修正，月旦法學教室，二九期，2005
年 3 月，頁 116〕 

相關條文 
（行為）刑 15。（罪刑法定原則）社維 2。 

名詞解釋 
罪刑法定原則 

為防止國家刑罰權之任意發動及擅斷，確保人民之

基本人權，爰拉丁法諺「無法律，無犯罪」「無法律，

無刑罰」之精神而揭示：犯罪之成立要件及其法律

效果，均須預先明確訂定於法律上，凡行為當時之

法律無明文者，任何行為均不構成犯罪，對該行為

人不得科處刑罰；即使依行為時法成立犯罪之行，

不得科處行為人以法律預定外之刑罰。解釋上，罪

刑法定原則至少可包含下列四項原則： 

刑法不溯及既往原則。 

習慣法禁止原則。 

類推適用禁止原則。 

絕對不定期刑禁止原則。 

解釋 
釋字第 680 號 
判例 
 72 台上 6306（罪刑法定與從輕原則）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係於七十二年六月二十七

日公布施行，上訴人等攜帶武士刀、扁鑽等刀械

行為當時之法律，並無處罰之規定，依刑法第一

條之規定，自不得因其後施行之法律有處罰規定

而予處罰。法律不溯既往及罪刑法定主義為刑法

時之效力之兩大原則，行為之應否處罰，應以行

為時之法律有無規定處罰為斷，若行為時與行為

後之法律皆有處罰規定，始有刑法第二條比較新

舊法之適用。原判決竟謂上訴人等未經許可無故

持有刀械，觸犯公布施行在後之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並適用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自屬適

用法則不當。 

第 2 條（從舊從輕原則） 
100 高、95 檢事、93 司、93 地三 

Ⅰ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
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
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Ⅱ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
用裁判時之法律。 

Ⅲ處罰或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後，未執
行或執行未完畢，而法律有變更，不

（
第
一

二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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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其行為或不施以保安處分者，免
其刑或保安處分之執行。 

【原條文】（94.02.02） 
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

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
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Ⅱ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
時之法律。 

Ⅲ處罰或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後，未執
行或執行未完畢，而法律有變更，不
處罰其行為或不施以保安處分者，免
其刑或保安處分之執行。 

【修正理由】（104.12.30） 
本次沒收修正經參考外國立法例，以切合沒收之

法律本質，認沒收為本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

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罰（從刑），

為明確規範修正後有關沒收之法律適用，爰明定

適用裁判時法，理由分述如下： 

此次修法已明定沒收為獨立之法律效果，在第

五章之一以專章規範，確認沒收已不具刑罰本

質，專章中既未規定犯罪構成要件，亦無涉及

刑罰之創設或擴張，自無罪刑法定原則之適用

與適用行為時法之必然性。況與沒收本質較為

相近之保安處分，就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

分，即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故沒收適用裁判時

法並非特例。 

「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Crime doesn't pay; 

Verbrechen dürfensich nicht lohnen!）」是長久存

在的普世基本法律原則。因此在民法及公法領

域均存在不當得利機制（參照民法第一百七十

九條以下、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七條），得以

剝奪不法所得之利益。刑事法領域亦然，剝奪

犯罪所得，更是基於打擊不法、防止犯罪之主

要手段。換言之，犯罪所得本非屬犯罪行為人

之正當財產權，依民法規定並不因犯罪而移轉

所有權歸屬，法理上本不在其財產權保障範

圍，自應予以剝奪，以回復合法財產秩序，況

且本次沒收之修正，並未涉及犯罪與刑罰之創

設或擴張，故與原則性禁止之「溯及既往」無

涉。 

另德國刑法施行法第三○七條針對一九七五年

增訂之利得沒收（Verfall）定有過渡條款，明定

對於修法前實行之犯罪所得的沒收宣告，原則

上適用裁判時（新）法之規定，對此規定，德

國聯邦憲法法院亦未曾為違憲之宣告，故沒收

新法適用裁判時法，比較法例上亦有其先例。 

參諸司法院釋字第五二五號解釋意旨，對於犯

罪所得之持有人，難認其有何強過公共利益之

信賴保護需求，故適用裁判時法之立法政策決

定，亦符合憲法本旨。僅在個案適用時，得透

過第三十八條職權沒收及新增之第三十八條之

二過苛條款予以調節，兼顧比例原則。觀諸此

次沒收草案之內容，新增過苛條款、時效等規

定，及犯罪物品是否沒收，賦予法院裁量權，

並非全然不利之規定。尤其是過苛條款，更賦

予法官可視個案情節，審酌宣告沒收將過於嚴

苛而有不合理情形，得不予宣告，以資衛平，

兼顧比例原則之要求，縱使個案情節有不宜溯

及之例外情形，亦得藉此調節。 

綜上，本次沒收之修正，既未涉及犯罪與刑罰

之創設或擴張，外國亦有立法例可資援引，司

法院釋字第五二五號解釋意旨及沒收專章相關

之衡平規定，認沒收修正後適用裁判時法與禁

止溯及既往原則無關。 

第一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相關條文 
（沒收）刑 38～40-2。（保安處分）刑 86～99。（法

律有變更）刑訴 252、302。（從舊從輕）軍刑 13；

（裁判確定）刑訴 349、359、456。 

名詞解釋 
從新從輕原則 

行為時法與行為後之法律皆設有處罰該行為之規

定，而輕重有異時，關於刑法時之效力，舊法於第

2 條採折衷立場，以從新為本旨，以從輕為例外。

而修法，為貫徹罪刑法定原則，第 2 條第 1 項改採

「從舊從輕」原則。 

法律變更 
指犯罪成立要件及其處罰效果之內容作修正或廢止

而言，但不包括新增訂之情形。凡刑事實體法之內

容發生變更，不論性質上係普通刑法或特別刑法、

基本刑法或輔助刑法，均有適用。 

空白刑法 
刑法規定中就某犯罪之部分成立要件，本於現實需

要上之考量，委之於其他法律或行政命令進行補充

之刑法規定，稱空白刑法；例如本法第 117 條違背

局外中立命令罪。用以補充空白刑法要件之行政命

令內容發生變更，實務解釋例上認為其性質乃「事

實變更」而非法律變更，並無刑法第 2 條之適用。 

限時法 
為因應一時社會情況之特殊需要，明定短暫有效施

行期間而頒定之特別刑法，凡於施行期間內違犯之

行為，縱裁判時該法已廢止失效，仍適用行為時之

特別刑法予以處罰，學理上稱之為限時法。由於本

法未就限時法設有任何明文，為貫徹刑法第 2 條之

立法意旨，實務審判上並未積極肯定限時法之效力。 

解釋 

（
第
二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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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68、103、471 號 
判例 
 51 台上 159（空白刑法之變更） 

犯罪構成事實與犯罪構成要件不同，前者係事實問

題，後者係法律問題，行政院關於公告管制物品之

種類及數額雖時有變更，而新舊懲治走私條例之以

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為犯罪構成要件則同，原判決誤

以事實變更為法律變更，其見解自有未洽。 

 33 上 827（不溯既往） 
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

限，為刑法第一條所明定，同法第二條第一項所

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必

以行為時之法律對於該行為有處罰明文為前提，

若行為時並無處罰明文，輒憑裁判時之法律，以

繩該項法律實施前之行為，微特其適用法則無憑

準據，抑亦與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則，根本相違。 

 28 上 733（繼續犯與法律變更） 
略誘罪為繼續犯，當被誘人未回復自由以前，仍在

其犯罪行為繼續實施之中其間法律縱有變更，但其

行為既繼續實施至新法施行以後，自無行為後法律

變更之可言。 

 24 上 4634（輕重之比較） 
新舊刑法關於刑之規定，雖同採從輕主義，而舊刑

法第二條但書，係適用較輕之刑，刑法第二條第一

項但書，係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既曰法律，

自較刑之範圍為廣，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

未遂犯、連續犯、牽連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

自首減輕、及其他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

情形，綜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比較，再適用有利於

行為人之法律處斷。 

裁判 
 95 台上 3461（法律變更） 

未經許可持有手槍、子彈，其持有之繼續，為行為

之繼續，亦即一經持有，罪已成立，但其完結須繼

續至持有行為終了時為止。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

上訴人最初持有槍、彈之時間為八十四年間，雖係

在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於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修正公布施行前，然其持有行為繼續至九十四年

十一月四日始被查獲，其持有行為之終了既在該條

例修正公布施行後，自無行為後法律變更可言。原

判決未為新舊法律之比較適用，自無不當。 

 93 台上 70（空白刑法之變更） 
行政院關於管制物品之公告變更，屬行政上為適應

當時情形所為之事實變更，並非有關刑罰之法律有

所變更，其效力僅及於公告以後之行為，而無溯及

既往之效力。從而，上訴人於公告變更以前之運送

前開未稅走私洋菸之行為，仍有懲治走私條例第三

條第一項規定之適用。因認事證明確，為其所憑之

證據及認定之理由。核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

由。核其所為論斷，與卷內資料相符，從形式觀察，

並無認定事實不依證據或有何採證違背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等違法情形存在。本件上訴意旨略以：上

訴人為前開行為後，行政院已於九十年十二月二十

七日，公告刪除「管制物品項目及其數額」之丙項

第一款「菸、酒、捲菸紙」。此屬刑罰法律之變更，

應有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之適用，上訴人所為，並不

構成懲治走私條例第三條第一項之罪等情。惟行政

院依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二項指定管制物品及其

數額之公告，其內容之變更，屬行政上適應當時情

形所為事實上之變更，並非刑罰法律有所變更，無

論公告內容如何變更，其效力皆僅及於以後之行

為，殊無溯及既往而使公告以前之運送走私物品行

為受何影響之理由，自無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之適用。 

 92 台上 6077（犯行與法律變更） 
被告行為後，因刑法法律之變更，致其規定之犯罪

構成要件變更而有擴張或限縮時，必其行為同時該

當修正前、後法律所定之犯罪構成要件，均應予以

科處刑罰時，始生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比較適用問

題。故被告之行為，依行為時之法律規定，應成立

犯罪，但依裁判時之法律已不加處罰者，即屬「犯

罪後之法律已廢止其刑罰」之範疇，應依刑事訴訟

法第三百零二條第四款之規定諭知免訴；反之，依

裁判時之法律規定雖應成立犯罪，但依行為時之法

律無處罰明文者，即應本於刑法第一條罪刑法定主

義規定，予以無罪之諭知，不得以其行為雖不符裁

判時法所定之犯罪構成要件，但卻與行為時法規定

之犯罪構成要件該當，而置裁判時法於不論，逕依

行為時法予以處罰。本件被告行為後，貪污治罪條

例業經於八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及九十年十一月七

日二度修正，其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圖利罪之犯罪

構成要件，並自原定「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

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利」，修正為「對於非主管或

監督之事務，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私人不法之利

益」，再修正為「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

背法令，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

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同時刪除該條款關於圖

利未遂犯之處罰。則被告行為後，貪污治罪條例既

經二次修正，其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圖利罪之犯罪

構成要件並經限縮，依上開說明，本件自應先審
酌被告之行為，是否均該當於行為時法、中
間法及裁判時法所定之犯罪構成要件，必其
行為無論依行為時法、中間法，或裁判時法
均應予處罰，始生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比較
適用問題。原判決既謂「本件因鄉公所始終不允

許復工，故並無圖利因而使（被告）自己或他人獲

益之事實，顯不該當九十年十月七日修正之構成要

件」云云，如若屬實，則被告之行為，縱依行為時

法及中間法均應成立犯罪，但與裁判時法所定之犯

罪構成要件既已不該當，即應屬「犯罪後之法律已

廢止其刑罰」之範疇，而應予免訴之諭知。乃原審

未見及此，竟又就行為時法及中間法予以比較適用

（
第
二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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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時法予以處罰，於法已難謂合。 

 87 台上 2597（沒收規定之變更） 
沒收為從刑之一種，具有刑罰及保安處分之性質，

且與主刑有其從屬關係，如行為後，法律有所變更，

但主刑之法定最高度及最低度刑，與修正前之舊法

完全相同，或僅沒收之從刑規定有所更易，主刑並

未修正時，則沒收部分，固不生比較問題，依從新

之原則，皆應適用修正後之法律；倘若主刑及從刑

均已加以修正，經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就主刑

比較結果，應適用最有利之修正前舊法時，依從刑

附屬於主刑之原則，自不得就新舊法予以割裂適

用，應一律適用修正前之法律。 

決議 
 97 年 04 月 22 日 
97 年度第 2 次刑事庭會議（新舊法適用） 

院長提議：甲於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五年以

內於九十五年一月間再故意犯有期徒刑以上之本

案，法院於九十五年七月一日之後判決時，關於刑

法第四十七條之修正有無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 
決定：依本院九十五年度第八次及九十五年度第二

十一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甲受有期徒刑之執行

完畢，於五年內之九十五年一月間故意再犯有期徒

刑以上之罪，無論依修正前刑法第四十七條或修正

後第四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均構成累犯，即無有利

或不利之情形，於刑法修正施行後法院為裁判時，

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個案如有其他應依刑法第

二條第一項之規定為新、舊法之比較情形時，依綜

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 

 89 年 5 月 9 日 
89 年度第 5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程序從

新原則） 
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本條例）施行前，觸犯

肅清煙毒條例（下稱舊條例）第五條第一項之販賣

毒品罪並已繫屬之案件，迨本條例施行後，始經第二

審法院改判無罪者，檢察官得否提起第三審之上訴？ 

決議： 
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所稱之法律，係指實體法而

言，程序法不在其內（院字第一八五四號解釋）。因

此，行為後因法律有變更，裁判時之法律與裁判前

之法律與其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限制規定不同

時，無論是否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而適用最有

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均以裁判時之法律定其得否上

訴於第三審法院。本條例係取代舊條例而修正之法

律，已刪除舊條例第十六、十七條關於初審、終審

與覆判程序之規定，回歸刑事訴訟法關於審級之規

定。本則販賣毒品（指第一級毒品－下同）之犯罪

時間及案件之繫屬雖均在本條例施行前，而販賣毒

品罪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比較新舊法之結果，

亦以適用舊條例為有利於行為人，然既在本條例施

行後，始經第二審法院（舊條例第十六條規定之終

審法院）判決無罪，依程序從新之原則，檢察官自

得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為被告之不利益提起第三

審上訴。 

第 3 條（屬地原則） 

 105地三、94調、94律、90律、78司Ⅱ 
＊本法於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者，適

用之。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中華民國
船艦或航空器內犯罪者，以在中華民
國領域內犯罪論。 

【原條文】（24.01.01） 
本法於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者，適
用之。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中華民國
船艦或航空機內犯罪者，以在中華民
國領域內犯罪論。 

【修正理由】（94.02.02） 
按「航空機」之含義，較之包含飛機、飛艇、氣球

及其他任何藉空氣之反作用力，得以飛航於大氣中

器物之「航空器」（參見民用航空法第二條第一款）

範圍為狹。航空器雖未必盡可供人乘坐航行，但「犯

罪地」一詞如採廣義解釋，當包括中間地，則此種

航空器亦有成為犯罪地之可能。為期從廣涵蓋，乃

將「航空機」一詞，修改為「航空器」。 

相關條文 
（中華民國領域內）刑 4、104Ⅰ、242Ⅰ、299Ⅰ。 

名詞解釋 
屬地原則 

所謂屬地原則乃謂凡在本國領域內發生的犯罪，不

論行為人或被害人是本國人或是外國人或是無國籍

人，亦不問行為人違犯何種犯罪與侵害何種法益，

均應適用本國刑法處斷。〔林山田，刑法通論（上），

十版，頁 131〕 

領域 
稱領域，包括領土、領空與領海。依第三條後段之規

定，在領域外之本國國有或私有的船艦或航空器內犯

罪者，仍適用本法處斷。至於在駐外使領館內犯罪者，

實務見解認為，假如駐在國同意放棄其刑事管轄權

者，則得以在我國領域內犯罪論。惟學者認為，為了

避免違背類推禁止原則，不宜比附援引第三條後段，

而認為在我駐外使領館內犯罪得以在我國領域內犯罪

論。〔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十版，頁 132、133〕 

判例 
 79 台非 277（航空器內之犯罪） 

依國際法上領域管轄原則，國家對在其領域內之

人、物或發生之事件，除國際法或條約另有規定外，

原則上享有排他的管轄權；即就航空器所關之犯罪

言，依我國已簽署及批准之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四日

東京公約（航空器上所犯罪行及若干其他行為公約）

（
第
三
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