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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刑法之涵義

刑法係規定犯罪與刑罰的強制社會生活規範，凡以規定犯罪構成要件及法
律效果為內容的國家法律屬之。換言之，刑法乃規範國家在何種要件之下，於
何種範圍內，可以具體行使刑罰權；亦即認定某人犯某罪，而得處以某種之刑
罰之法律。以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為例，該條為規定：「殺人者，處死刑、無
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由此條文可以看出，其構成要件為殺人者，只
要該行為人符合此要件（當然還要搭配刑法總則之犯罪論述），則國家（司法
者）可以在該條之法律效果去宣告其刑。因此，刑法大概可以分成兩部分，第
一部分規定何種行為成立犯罪，亦即犯罪構成要件為何？此部分學說上稱為
「犯罪論」
；第二部分規定對於該犯罪應給予何種法律效果？此即刑法用以制裁
或處遇犯罪行為人之法律手段，包含刑罰或保安處分，學說上稱為「刑罰論」。

第二節

犯罪分類

一、作為犯與不作為犯
此種犯罪分類在於構成要件規範「行為人何種行為方式」成立犯罪。可分
為作為犯與不作為犯兩種。

 作為犯：
作為是指積極地創造風險或加速既存的風險之行為去侵害他人之權
利。作為犯係指以積極的身體動作，違背禁止規範（例如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告訴人民勿殺人）而成立之犯罪。刑法所描述的犯罪類型，大
多屬於作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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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作為犯：
不作為是指面對已開始啟動之風險之因果關係，而採取一個不介入的心
態，消極放任既存風險而不予消滅或排除之行為。而不作為又可以分為
純正不作為犯與不純正不作為犯。
而不作為犯是指消極的不動作，違背誡命規定（應作為之義務）而成立之
犯罪。換言之，即法律命令行為人有作為義務，行為人竟然違背該作為義務之
要求，不作為犯可分為兩種：
 純正不作為犯：
指構成要件的內容，以不作為的形式規定的犯罪，亦即違反法律應
該有所作為的命令規範，而純粹以消極不作為，為犯罪之內容者。
換言之，係指刑法或其他刑罰法規，規定行為人一定之作為義務，
行為人單純違反此規定之義務，即構成犯罪之行為。
EX：刑法第 112 條後段、第 149 條、第 194 條、第 294 條第 1 項後
段、第 306 條第 2 項。
進階補充：試討論下列兩罪是否為純正不作為犯？

問題一：
刑法第 185 條之 4 肇事逃逸罪：「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條文若是從文義解釋來看逃逸，確實應該是處罰行為人逃跑之作為，但是
試想如果甲開車撞到乙，下車一看，發現剛好乙是仇人，結果甲站在肇事現
場完全不動，打算看乙在他面前死亡，經過路人一看，以為甲有意要救護乙，
而未救助乙，結果乙因為延誤送醫而亡，那甲這一個行為會成立刑法肇事逃
逸罪嗎？相信若是採文義解釋，得到的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因為甲根本沒有逃
逸之作為，故有論者以為該條文並非處罰行為人逃逸，而是逃逸這作為意義
的背後所彰顯的未為救助義務，基此見解，逃逸應該做目的性解釋為未為救
助義務之不作為，如此一來，刑法第 185 條之 4 肇事逃逸罪應該是純正不作
為犯才對。
對此，台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交上訴字第 97 號刑事判決以為，刑法第 185
條之 4 之肇事逃逸罪，為純正不作為犯，必行為人主觀上對於致人死傷之事
實有所認識，並進而決意不願對現場受傷之人即時救護，以避免肇事所發生
之損害繼續擴大，而擅自逃離肇事現場，始足當之，倘肇事之一方於事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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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受傷較為嚴重，在雙方均未見另一方亦受較輕微傷害之情形下，單純基
於婉拒另一方或路人欲對其即時救護之心態而緩緩離去現場，其行為不僅未
違反本罪所欲保護之法益，亦難謂行為人主觀上該當肇事逃逸之故意。又犯
罪之主觀故意，存於行為人之內心，除非行為人自白，通常須賴外在、客觀
之數個關連性證據，相互參照，為整體之綜合觀察，始足以形成確信之心證。

問題二：
刑法第 335 條普通侵占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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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條文若是從文義解釋來看，很多人會背誦一個不變的口訣，即易持有為所
有，然而易持有為所有是一個內心的轉換，假設 A 向 B 借一本數字週刊雜
誌，為期五天，A 拿到雜誌後第三天發現該雜誌有其心儀女星照片，想要把
它占為己有，當第五天到來時，B 向 A 要求返還該雜誌時，A 顧慮其兩人友
誼，還是返還該雜誌於 B，如果將侵占罪界定為易持有為所有，則 A 在第三
天已經成立侵占罪，不會因為嗣後返還之行為而免責，但是 B 的財產法益有
遭受到任何的侵害嗎？答案應該是否定，理由在於 B 借 A 雜誌，而租期結
束後，他也如期的拿到該雜誌，所以有學者以為侵占罪並非處罰易持有為所
有之作為，而是在處罰「違背返還義務」之不作為 1，故若由此觀點去解釋
侵占罪，則侵占罪是純正不作為犯。

 不純正不作為犯：
指構成要件，原本是以作為形式的規定的犯罪，而行為人以不作為
的方式違犯之，亦即以不作為之手段，犯通常作為犯所能犯之罪者。
例如刑法第 271 條殺人罪是處罰殺人之作為，行為人如何以不作為
方式達成？很多人會回答見死不救，但是每一個人見死不救都會成
立犯罪嗎？所以此種犯罪之構成，以有作為的義務為其前提，所以
在此種情況下判斷作為與不作為的實益，在於是否適用刑法第 15 條
第 1 項規定，亦即不作為犯（係指不純正）要有作為義務存在，而
如果是作為，就無庸論刑法第 15 條第 1 項 2。
1

高金桂，侵占罪之構成要件分析，月旦法學雜誌，第 163 期，2008 年 12 月，頁 28 以下。

2

台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重醫上更字第 8 號判決以為，不純正不作為犯係指行為人以不作
為方式，而實現刑法上以「作為形式」所規定的犯罪行為。例如保母故意不給予嬰兒進食
而導致嬰兒死亡，即其適例。是不作為須與作為具等價性，即不作為該當構成要件所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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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意犯與過失犯
此種分類在於「行為人主觀上心態」。

 故意犯：
故意犯係指行為人主觀上出於故意而為犯之犯罪，又可以分為直接故意
與間接故意。此部分參考我國刑法第 13 條規定：
「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
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第 1 項為直接故意）行為
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
意論。（第 2 項為間接故意或稱為未必故意）

 過失犯：
過失犯是指行為人因過失行為而成立之犯罪，又可分為有認識過失及無
認識過失。此部分參考我國刑法第 14 條規定：
「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
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第 1 項為無認識過
失）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
以過失論。（第 2 項為有認識過失）」

三、單一犯與結合犯

 單一犯：
指刑法所描述之犯罪，專指單一之行為方式。
此部分例如刑法第 271 條只規範殺人、刑法第 277 條之傷害、刑法第
309 條公然侮辱、刑法第 320 條之竊盜、刑法第 354 條之毀損，此些條
文僅處罰單一行為，故為單一犯。

 結合犯：
相對於單一犯，如果刑法所描述之犯罪，包含兩種以上之行為方式，稱
為結合犯。換言之，立法者將兩個本質上可以獨立之不法構成要件結
合，而成為一個新的不法構成要件的犯罪。

之實行行為，始足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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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犯依其法條上顯現的形式又可以分為形式結合犯與實質結合犯（第
一種區分）
，而有學者 3將結合犯區分為狹義結合犯與廣義結合犯（第二
種區分）。分敘如下：

 第一種區分：形式結合犯與實質結合犯
 形式結合犯：
形式結合犯，就是條文僅是將形式上兩個原本獨立構成要件做結
合成一個新的犯罪（或者可稱為一個新的構成要件）
，換言之，可
以從條文文義上看出該條文是由刑法條文兩個條文結合而成。
刑法第 332 條規定：
「Ⅰ犯強盜罪而故意殺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
刑。Ⅱ犯強盜罪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一、放火者。二、強制性交者。三、擄人勒贖者。
四、使人受重傷者。」
由此條文可以看出刑法第 332 條第 1 項，為強盜罪（刑法第 328
條）與殺人罪（刑法第 271 條）結合而成，而該條第 2 項亦可發
現為強盜罪（刑法第 328 條）與放火罪（刑法第 173 條）結合成
第 1 款，與強制性交（刑法第 221 條）結合成第 2 款，與擄人勒
贖罪（刑法第 347 條）結合成第 3 款，與重傷罪（刑法第 278 條）
結合成第 4 款。

 實質結合犯：
實質結合犯係指由構成要件可分析出其係可以成立兩個獨立之
犯罪。
EX：刑法第 328 條第 1 項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
有，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取
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為強盜罪，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由此條文可以知道強盜罪是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
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其中的以強暴、脅
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應可以分析其符合刑法
第 304 條強制罪所規範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
行使權利之要件，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部分，係屬刑法第
320 條竊盜行為，因為竊盜之要件為未經同意，破壞舊持有關係因
3

林東茂，刑法綜覽，六版，頁 1-6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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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建立新的持有關係，故刑法第 328 條第 1 項強盜罪為強制與竊
盜罪實質結合而成。

 第二種區分：狹義結合犯與廣義結合犯
 狹義結合犯：
該種結合係指兩個「故意」犯罪行為之結合。
EX：刑法第 226 條之 1 規定：「犯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
二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或第二百二十五條
之罪，而故意殺害被害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使被害人受重
傷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廣義結合犯：
相對於狹義結合犯是由兩個故意犯罪所結合，廣義結合犯為一個
是「故意」犯罪行為，另一個行為「非出於故意」
（但是否為過失，
則要視學說而異），故廣義結合犯通常係指加重結果犯。
EX：刑法第 226 條第 1 項規定：「犯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
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或第二百二十五
條之罪，因而致被害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由刑法第 226 條第 1 項可以看出，犯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
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或第二百二十五
條之罪皆出於故意而為，但是其產生之加重結果（例如該條第 1
項前段所稱之因而致被害人於死者或是第 1 項後段之致重傷者）
應非出於故意，在於若行為人對死亡結果或是重傷結果是出於故
意為之，則成立刑法第 226 條之 1。
進階補充：雙行為犯
相對於結合犯，考生常常出錯的概念是雙行為犯，因為結合犯是兩個相結合（不
論形式或實質；抑或是狹義或廣義結合犯），該相結合之構成要件拆開可以還
原成獨立的犯罪構成要件，而雙行為犯則無此性質，故提醒考生要多加注意。
EX：刑法第 221 條規定：「Ⅰ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
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Ⅱ前項之未遂犯
罰之。」刑法第 221 條為強制性交罪，由條文可以分析出該條文為對於男女以
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此部分符合刑法第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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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強制罪，然而性交部分僅屬於刑法第 10 條第 5 項定義問題，其並非犯罪行
為，故本條為雙行為犯，而非結合犯。

何謂結合犯？何謂結果加重犯？試舉例說明之。
【98 公務人員、關務人員升官等薦任（矯正、法制）】

考題說明：
本題重點並非要考生僅舉例說明，而是要考生將結合犯與加重結果犯（如上
所述結合犯亦為廣義結合犯）之關聯作一個連結，如此一來才能獲舉高分。

四、繼續犯與狀態犯
本類之區分在於行為人能否以其意思維持違法狀態之久暫作為主要區分
標準。

 繼續犯：
繼續犯是指構成要件之實現，不代表犯罪之結束，行為人若未改其意
願，則行為人所引發的違法狀態就會持續下去。換言之，也就是行為人
之行為招致該當構成要件之違法狀態時，犯罪行為即屬「既遂」，但直
到行為人終止或放棄時，行為才算終了（完成）。實務見解部分，我國
最高法院 71 年台上字第 1027 號判決認為所謂繼續犯，係以一個行為持
續的侵害一個法益，其特性則僅屬一個行為，不過其不法之狀態，係在
持續狀態中而言。
又例如刑法第 302 條第 1 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係行為繼續而非狀態繼
續，即自剝奪被害人之行動自由起至回復其行動自由為止，均在犯罪行
為繼續進行之中（最高法院 29 年上字第 2553 號判決、74 年度台上字
第 3605 號判決參照）
。又行為人著手於犯罪之實行，發生構成要件之結
果後，倘行為人仍以其意志控制犯罪行為之繼續進行，直至行為終止，
犯罪始行終結者，謂之「繼續犯」（如刑法第 302 條第 1 項之剝奪行動
自由罪），此與構成要件結果發生，犯罪即為既遂且亦同時終結，僅法
益侵害狀態仍然持續之「狀態犯」（如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之傷害罪）
有別。（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103 年度上訴字第 493 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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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態犯：
狀態犯，其構成要件之不法內涵則在於招致違法之狀態，亦即行為一旦
造成法定的不法情狀，犯罪即屬完成（終了），犯罪完成後，實行行為
雖已停止，而不法之狀態仍然存續，如竊盜罪為其適例。又實務上尚有
謂「即成犯」之犯罪類型，其與前揭「狀態犯」之區別，在於即成犯係
指行為一既遂，犯罪即完成，而法益被破壞後其侵害狀態亦隨即終了，
如公然侮辱罪為其適例，其與狀態犯雖行為既遂，其不法犯罪狀態仍會
持續之情形迥不相同。
（台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上易字第 84 號判決意旨
參照）
進階補充：即成犯
我國實務與學說尚有將狀態犯再細分為即成犯，所謂即成犯，係指行為人在實
現構成要件內容同時，法益之侵害或危險，即已完成或終了，犯罪之狀態亦同
時消滅 4。
【最高法院 67 年台上字第 2662 號判決】

侵占罪為即成犯，於持有人將持有他人之物變易為所有之意思時，即行
成立，苟非事前共謀，則其後參與處分贓物之人，無論是否成立其他罪
名，要難論以共同侵占。
【最高法院 66 年台上字第 3118 號判決】

刑法第 320 條第 2 項之竊佔罪，為即成犯，於其竊佔行為完成時犯罪即
成立，以後之繼續竊佔乃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又因所竊佔者
為他人不動產，祇是非法獲取其利益，其已否辦理登記，與犯罪行為之
完成無關。

4

台灣桃園地方法院 97 年度聲判字第 20 號刑事裁定以為，在即成犯追訴權時效之計算，應
即時起算，而繼續犯之追訴權時效，則自繼續行為終了時起算（刑法第 80 條規定參照）。
而實務上，最高法院 66 年台上字第 3118 號判決明示：「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二項之竊佔
罪，為即成犯，於其竊佔行為完成時犯罪即成立，以後之繼續竊佔乃狀態之繼續，而非行
為之繼續。又因所竊佔者為他人不動產，祇是非法獲取其利益，其已否辦理登記，與
犯罪行為之完成無關。」由此可知，竊佔罪為即成犯，已係實務及通說見解，非如聲
請人指稱：本案竊佔罪係繼續犯云云，是故，本案之追訴權時效應自被告竊佔行為完
成時起算，殆無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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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上易字第 966 號刑事判決】

竊佔罪為即成犯，於其竊佔行為完成時犯罪即成立，以後之繼續竊佔乃狀
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而阻塞逃生通道罪與竊佔罪之本質相同，亦
應論以即成犯，是本件犯罪於竊佔、阻塞逃生通道行為完成時即已成立。
區分狀態犯與繼續犯之實益 5

犯罪行為何時完成：
 繼續犯：行為雖既遂，但是仍未完成、終了。
 狀態犯：行為既遂，即終了。

有無從輕原則之適用：
繼續犯：若有橫跨新舊法，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理由在於行為完成時的法
為行為時法，如果行為完成在新法，則直接適用新法。
【最高法院 88 年度第 8 次刑事庭會議】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7 條第 4 項，係將持有與寄藏手槍罪為分別之
處罰規定，而寄藏與持有，均係將物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僅寄藏必
先有他人之持有行為，而後始為之受寄代藏而已，故寄藏之受人委託代
為保管，其保管之本身，亦屬持有，不過，此之持有係受寄之當然結果，
雖不應另就持有予以論罪，然未經許可持有手槍，其持有之繼續，為行
為之繼續，亦即一經持有手槍，罪已成立，但其完結須繼續至持有行為
終了時為止。則包括持有之寄藏手槍行為，自亦為行為之繼續，其犯罪
之完結須繼續至寄藏行為終了時為止。此與司法院院解字第 3632 號解釋
所稱寄藏贓物罪於寄藏行為完畢時其犯罪即已完成，其後之占有該贓物
乃犯罪之狀態繼續，而非行為繼續，迥不相同。被告最初受託寄藏手槍
之時間為 86 年 5 月間，雖係在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於 86 年 11 月 24
日修正公布施行前，然其寄藏行為繼續至 87 年 1 月 10 日始被查獲，其
寄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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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適用修正後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7 條第 4 項論處（本院 74
年度台上字第 3400 號、88 年台度上字第 4608 號刑事判決、88 年度台抗
字第 168 號刑事裁定參照）。

5

此部分參照林鈺雄，新刑法總論，二版，頁 102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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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28 年上字第 73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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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態犯若行為時在舊法，裁判時在新法，即有新舊法比較問題。（刑法§2Ⅰ）

成立相續共同正犯、幫助犯之可能性：
繼續犯：有成立相續共同正犯與幫助犯問題。
狀態犯：較少生此問題。

追訴權時效之計算
 繼續犯：自終了時開始計算。
 狀態犯：犯罪成立日起算。
【最高法院 25 年上字第 1679 號判決】

 刑法第 80 條第 2 項所謂犯罪行為有繼續之狀態，係指犯罪之行為繼續
者而言，若非犯罪行為繼續而僅係犯罪狀態繼續，則不包括在內。
 重婚罪為即成犯，在結婚時犯罪行為已經終了，其結婚後之婚姻存續狀
態，不能認為犯罪行為之繼續。
行為地之判斷：
 繼續犯：既遂後至終了前所有的行為地與結果地皆為犯罪地。
 狀態犯：較少橫跨犯罪地之問題。

何謂行為繼續、狀態繼續？請分別舉例說明之。

【98 身障（法制）】

其實本題為基本概念題，行為繼續就是繼續犯之概念，而狀態繼續就是狀
態犯，只是出題老師不想讓考生輕易過關，所以才用行為繼續與狀態繼續
之名稱來做障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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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害犯與危險犯
此概念分類係以「法益或行為客體受侵害之程度」。

 實害犯：
實害是指行為必須對於行為客體造成客觀可見之損害，始能成立既遂之
犯罪。故以對法益之實際侵害作為處罰根據之犯罪，謂之「實害犯」，
例如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殺人既遂罪即為實害犯，在於其要求產生死亡
結果才能成立該條之罪。

 危險犯：
危險犯只需行為對法益或行為客體惹起危險狀態，無待實害結果發生即
成立犯罪。即以對法益發生侵害的危險作為處罰根據的犯罪，謂之「危
險犯」
。依照危險犯之危險狀態，又可以分為具體危險犯與抽象危險犯。

 具體危險犯：
「具體危險犯」中之具體危險，使法益侵害之可能具體地達到現實化
之程度，此種危險屬於構成要件之內容，需行為具有發生侵害結果
之可能性（危險之結果），始足當之。 因屬於構成要件事實，具體

危險是否存在，需要加以證明與確認，不能以某種程度的假定或
抽象為已足，對具體危險之證明和判斷，事實審法院應以行為當
時之各種具體情況以及已經判明的因果關係為根據，用以認定行
為是否具有發生侵害法益的可能性。是具體危險犯中之具體危險，
是「 作為結果的危險 」
，學理上稱為「 司法認定之危險 」
。一般而言，
具體危險犯在刑法分則中以諸如「危害公共安全」、「足以發生……
危險」
、
「引起……危險」等字樣明示之。
（參照 97 年度台上字第 731
號判決與 102 年度台上字第 3977 號判決意旨）
由此可知：
 具體危險犯係指其判斷成立與否的重點在於，該個案中之行為確
實已經製造一個法益客體陷於危險、情況危急之狀態。
 所以法官在個案的審查中，必須審查事實上對於該法條所要保護
的法益客體是否存在著發生密接可能性。
 法條通常的立法模式為－「……致生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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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3977 號判決認為，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公共危險罪，係以「致生往來之危險」為其客觀構成要
件，屬「具體危險犯」而非「抽象危險犯」
，故就是否該當本罪需
有積極之事證，證明具體危險之事實，而非僅以籠統之抽象危險
理論，即可以該罪相繩。

 抽象危險犯：
「抽象危險犯」是指行為本身含有侵害法益之可能性而被禁止之態
樣，重視行為本身之危險性。此種抽象危險不屬於構成要件之內容，
只要認定事先預定之某種行為具有可罰的實質違法根據（如有害於
公共安全）
，不問事實上是否果發生危險，凡一有該行為，罪即成立，
亦即只要證明行為存在，而危險不是想像的或臆斷的（迷信犯），即
可認有抽象危險，該當構成要件的行為具備可罰的實質違法性。乃
立法者所擬制或立法上推定的危險，其危險及程度是立法者之判
斷。抽象的危險在重視行為本身的危險性，是抽象危險犯中之抽
象危險，是「 行為的危險 」，學理上稱為「 立法上推定之危險 」。
（參照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731 號判決與 102 年度台上字第
3977 號判決）
由此可知：
 抽象危險犯在於立法者依據一般生活經驗所得到的認識，判斷某
些特殊的類型的行為方式對於法益的侵害具有「損害危險性」或
「風險性」，從而抽離出該等行為之特徵後，作為法條之構成要件
要素。
 所以在法官的審理上，僅要檢驗行為人之行為有無符合構成要件
之描述，即可以成立抽象危險犯，法官不需在具體情節上做危險
性之認定，故抽象危險犯比具體危險犯之成罪機率為高。
 法條通常的立法模式為－「……危險行為」
，故可知抽象危險犯根
本不問行為人在個案是否招致實害或有無造成法益之具體危險，
所以只要行為人符合構成要件要素即可以成立，所以其型態屬於
「行為犯」。
EX：刑法第 173 條第 1 項規定：「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
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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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按：危險行為）
，處無期徒刑或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

於抽象危險犯之犯罪中，行為人可否舉證推翻立法者原來的推定呢？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731 號判決】
（ 相同見解：102 年度台上字第 3977
號判決）

雖抽象危險是立法上推定之危險，但對抽象危險是否存在之判斷仍有必
要，即以行為本身之一般情況或一般之社會生活經驗為根據，判斷行為
是否存在抽象的危險（具有發生侵害結果的危險）
，始能確定有無立法者
推定之危險。
【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94 號刑事判決】

從比較法觀點，日本通說見解及早期實務判決先例，認為抽象危險犯不
需考慮到個案的現實狀況，只要行為人做了構成要件所規定的行為，即
可成立犯罪，此即對於抽象危險犯採取形式認定標準（形式說），因此，
法院不需要按個案具體判斷是否出現危險結果，只要行為事實符合立法
者事前設定的構成要件內容，即可認定該行為具有危險性。形式說的立
論，建立在（積極的）法益保護原則上，認為必須要將處罰界限提前至
抽象危險的階段，才能有效預防法益不受侵害。除了上述有效保護法益
的需求外，另一方面，即使事後發現行為根本沒有造成法益之侵害或具
體的法益危殆狀態，從一般預防的觀點來看，仍有處罰之必要，以避免
行為人僥倖之心態。然而，形式說不考慮現實有無發生危險的見解，自
1970 年代後期開始，便飽受批判，尤其，一旦行為人為構成要件規定行
為的話，即使現實上並無任何危險發生，卻仍肯定構成犯罪，如放火燒
燬在山上的唯一一間房屋或將嬰兒放置於養護設施的床上而離去，如此
一來，刑罰對於法益關連性的要求將變成空洞化。同時，在日本實務判
決先例中也出現鬆動，如最決昭和 42.7.20 判時 496 號 68 頁、最判昭和
42.9.22 判時 496 號 76 頁（關於破壞活動防止法第 382 條第 2 項第 2 款之
散佈文書罪，其散佈之文書必須在客觀上存在有可能實行內亂罪之可能
性或蓋然性始能成立）
、東京簡判昭和 55.1.14 判時 955 號 21 頁（抽象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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