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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01
基礎理論

法法規規學學習習架架構構＋＋實實務務見見解解精精要要

第一節 導論

壹、犯罪階層理論

台中高分院 90 上易 2054：「犯罪行為，依犯罪構成要件三階

段理論為構成要件該當之違法、有責行為，而依犯罪構成要件

二階段理論為不法構成要件該當之有責行為（簡稱不法有責行

為）。」

 88 台上 5541：「犯罪之成立，必須具備構成要件相當性（行

為之侵害性）、違法性及有責性，而構成要件中，本包括客觀

要素及主觀要素二種，選罷法第九十二條之罪，係將『意圖使

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之主觀要素列為構成要件，此與犯罪故

意係屬有責性之範圍，不能混為一談。」

貳、刑法之最後手段性

103 年第 13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再由修法理由對非身分公務

員之職能性公務員（授權公務員、委託公務員），所指『從事法

定之公共事務』、『公務上之權力』等字詞，並參照國家賠償法

有關行政委託之界定，本於刑法謙抑思想，作為最後手段性之刑

法，其涵攝自應較諸行政法愈為嚴格。」

判決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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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基本原則

壹、罪刑法定原則（§1）

一、習慣法禁止原則

 47 台上 1399：「甘蔗田內白露筍尾梢，如果類同什草並無經

濟價值，且依當地農村習慣，任人採刈，即無構成竊盜罪之餘

地。」

 23 上 2038：「刑法處罰發掘墳墓之本旨，在保護社會重視墳

墓之習慣，故其犯罪之成立與否，應以是否違背法律上保護之

本旨為斷。苟發掘墳墓之目的，在於遷葬，並無其他作用，而

發掘以後隨即依照習慣改葬他處者，既與法律上保護之本旨不

相違背，自無犯罪之可言。」

台北地院 97 易 500：「按罪刑法定原則為現代法治國家刑法最重

要之基石，為具有普世人權特性之共通原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第 15 條即規定：『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

依內國法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不為罪。刑罪不得重於犯罪時法

律所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罪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

律』，而我國刑法第 1 條前段復開宗明義：『行為之處罰，以行

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並由此衍生出禁止類推原則、

習慣法禁止原則、回溯禁止原則、明確性之要求等諸項原則。」

二、罪刑明確原則

台中高分院 102 上易 1074：「按刑法第一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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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第十一條規定，刑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或保安處

分之規定者，亦適用之；當國家為維護社會秩序，而動用刑罰權

制裁行為人，必以行為人於行為當時，有『法律』對該行為加以

規範，始得為之，此乃『罪刑法定主義』之內涵，其所衍生之『罪

刑明確性原則』則指犯罪構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應具備具體性、

明白性及特定性之特徵，若有違反，應不得作為處罰之依據。」

判例

判決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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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類推適用禁止原則

台北地院 102 易 44：「按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

定者為限，刑法第一條定有明文。本條之『罪刑法定原則』為刑

法之重要原則，即犯罪之法律要件應由法律所明訂，否則即無犯

罪可言；目的在使人民能預測行動的後果及明確限制國家刑罰

權。在此原則下位之『禁止不利於行為人之類推適用原則』，則

係指於適用刑法時，不得將其適用於刑法未擬規定之事實，目的

亦是在確保人民能預見刑罰範圍，避免因法官適用法律而遭受突

襲性裁判。」

四、溯及既往禁止原則（§2Ⅰ前段）

 72 台上 63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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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上 8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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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法益保護原則

高院 103 上訴 325：「本件被告 3 人犯結夥竊盜後，因事跡敗露，

羅煥章、藍瑞玲趨前欲搶下潘宏所抄寫自小貨車車牌號號碼之紙

條而與潘宏發生拉扯，並對潘宏施以前開強暴行為等節，於法益

保護原則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對象而言，被告等有上揭對被害人

判決

判例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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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強暴行為，既非為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而為，而

無公訴意旨所指之加重準強盜情形，且被告 3 人於前開時、地接

近之頃刻間，由陳進風趁潘宏左、右手皆遭藍瑞玲、羅煥章抓住

不及防備之際行搶，自應認上揭結夥竊盜後，為搶下潘宏所抄寫

之紙條而發生之拉扯及抓住潘宏左右手等強暴行為，已因難以分

割，而屬被告 3 人結夥搶奪之部分行為，並為被告 3 人結夥搶奪

行為所涵攝，始為適法。」

參、責任原則

102 台上 2575：「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

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

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五十七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

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十款事項，以為科

刑輕重之標準。故法院對於泯滅天性，窮兇極惡之徒予以宣告死

刑之案件，除應於理由內就如何本於責任原則，依刑法第五十七

條所定各款審酌情形，加以說明外，並須就犯罪行為人事後確無

悛悔實據，顯無教化遷善之可能，以及從主觀惡性與客觀犯行加

以確實考量，何以必須剝奪其生命權，使與社會永久隔離之情

形，詳加敘明，以符合現階段刑事政策以及上開兩公約之精神。」

第三節 適用效力

壹、地的適用效力

一、主要原則：屬地原則（§3、§4）

 79 台非 2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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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第一項規定，航空器登記國固有

判決

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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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轄該航空器上所犯罪行及行為之權；然依同條第三項規定，

此一公約並不排除依本國法而行使之刑事管轄權。另其第四條

甲、乙款，對犯罪行為係實行於該締約國領域以內、或係對於

該締約國之國民所為者，非航空器登記國之締約國，仍得干涉

在飛航中之航空器，以行使其對該航空器上所犯罪行之刑事管

轄權。因此，外國民用航空器降落於我國機場後，我國法院對

其上發生之犯罪行為，享有刑事管轄權，殆屬無可置疑。」

 70 台上 5753：「上訴人辯稱其犯罪地點在美國，依刑法第六

條、第七條規定，不適用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三項第一項規

定處罰，經查上訴人違反監護權人即自訴人之意思，擅將陳某

帶回臺灣定居，所犯和誘罪為繼續犯，其侵害自訴人監護權之

犯罪行為至提起自訴時仍在繼續中，依刑法第四條規定犯罪之

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

罪，上訴人犯罪行為既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自得依刑法規定追

訴處罰。」

58 年度第 1 次民、刑庭總會會議決議：「刑法第三條所稱中華

民國之領域，依國際法上之觀念，固有真實的領域與想像的（即

擬制的）領域之分，前者如我國之領土、領海、領空等是，後者

如在我國領域外之我國船艦及航空機與夫我國駐外外交使節之

辦公處所等是，但同條後段僅規定在我國領域外船艦及航空機內

犯罪者，以在我國領域內犯罪論，對於在我國駐外使領館內犯罪

者，是否亦屬以在我國領域內犯罪論，則無規定。按國際法上對

於任何國家行使的管轄權，並無嚴格之限制，在慣例上本國對於

本國駐外使領館內之犯罪者，能否實施其刑事管轄權，常以駐在

國是否同意放棄其管轄權為斷。是以對於在我國駐外使領館內犯

罪者，若有明顯之事證，足認該駐在國已同意放棄其管轄權，自

得以在我國領域內犯罪論。」

93 台非 190：「我國內銀行為發卡銀行之信用卡持卡人至國內、

外特約商店消費，利用刷卡機進行交易，當信用卡磁條於刷卡機

刷過後，磁條資料自動送至我國內銀行授權中心，核對資料與密

碼無誤後，始傳回授權碼，同時在印表機自動印出交易時間、商

店名稱、消費金額、授權碼等資料之簽帳單。則被告等前揭行使

偽造之信用卡盜刷購物過程中，因所偽造信用卡之發卡銀行為我

國內銀行，縱其係利用韓國特約商店之刷卡機進行交易，然當信

決議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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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卡磁條於刷卡機刷過後，磁條資料即自動送至我國內銀行授權

中心，經核對資料與密碼無誤，傳回授權碼後，始能完成該項交

易。並使我國內發卡銀行誤信係真正持卡人消費，而代墊系爭消

費款項予該特約商店。故其犯罪之行為及結果有部分在我國領域

內，仍應認為在我國領域內犯罪，自得依我國刑法予以追訴處

罰。」

出題紀錄：104 台大（乙、丁組）一、（丙、辛組）一；100 地三（法制）一；103

司／律 1st 綜合法學一 3；103 律師 2nd 二

二、輔助原則

屬人原則（§6、7）

出題紀錄：102 地三（法制）一

保護原則（§5〜、§8）

 72 台上 5872：「刑法為國內法，採屬地主義；刑法第五條第

一款至第五款之規定，雖兼採保護主義，但以我國國家、社會、

人民之法益為保護之對象；故刑法第五條第四款所稱有價證

券，不包括在外國發行流通之有價證券在內。」

 69 台上 2685：「刑法第五條第五款所指犯刑法第二百十四條，

第二百十六條之罪，其所謂公務員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係指

我國公務員（如駐外使、領館人員）職務上所掌管之我國公文

書而言。至於在我國境外使外國公務員在其職務上所掌之外國

公文書為不實之登載，自不在我刑法保護範圍之內。」

釋 176：「刑法第五條第五款所列第二百十六條之罪，不包括行

使第二百十條、第二百十二條及第二百十五條之文書，但包括行

使第二百十三條之文書。」

高院 95 毒抗 349：「刑法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罪之適用，於被告

行為後，新法將刑法『鴉片罪』之規定，已修正改列為同條第 8

款『毒品罪。但施用毒品及持有毒品、種子、施用毒品器具罪，

不在此限』，修正後之刑法將在中華民國領域外施用毒品之行為

予以排除，不適用刑法之規定，是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以修正後

之法律對被告較有利。準此，依修正後刑法第 5 條第 6 款之規定，

被告於出境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行

為，則無刑法之適用。」

判例

解釋

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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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題紀錄：102 地三（法制）一；103 律師 2nd 二

世界法原則（§5〜）

出題紀錄：103 律師 2nd 二

貳、人的適用效力

釋 165：「地方議會議員在會議時就有關會議事項所為之言論，

應受保障，對外不負責任。但就無關會議事項所為顯然違法之

言論，仍難免責。本院釋字第一二二號解釋，應予補充。」

釋 435：「憲法第七十三條規定立法委員在院內所為之言論及

表決，對院外不負責任，旨在保障立法委員受人民付託之職務

地位，並避免國家最高立法機關之功能遭致其他國家機關之干

擾而受影響。為確保立法委員行使職權無所瞻顧，此項言論免

責權之保障範圍，應作最大程度之界定，舉凡在院會或委員會

之發言、質詢、提案、表決以及與此直接相關之附隨行為，如

院內黨團協商、公聽會之發言等均屬應予保障之事項。越此範

圍與行使職權無關之行為，諸如蓄意之肢體動作等，顯然不符

意見表達之適當情節致侵害他人法益者，自不在憲法上開條文

保障之列。至於具體個案中，立法委員之行為是否已逾越保障

之範圍，於維持議事運作之限度內，固應尊重議會自律之原

則，惟司法機關為維護社會秩序及被害人權益，於必要時亦非

不得依法行使偵審之權限。」

參、時的適用效力（§2）

 65 台上 2474：「犯私運管制物品進口逾公告數額者，如於行

為後裁判時，該私運進口之物品，又經行政院依懲治走私條例

第二條第三項（舊）重行公告，不列入管制物品之內，乃是行

政上適應當時情形所為之事實上變更，並非刑罰法律有所變

更，自不得據為廢止刑罰之認定而諭知免訴。」

 51 台非 76：「刑法第二條所謂有變更之法律，乃指刑罰法律

而言，並以依中央法規制定標準法第二條（前）之規定制定公

布者為限，此觀憲法第一百七十條、第八條第一項，刑法第一

條之規定甚明。行政法令縱可認為具有法律同等之效力，但因

其並無刑罰之規定，究難解為刑罰法律，故如事實變更及刑罰

解釋

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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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外之法令變更，均不屬本條所謂法律變更範圍之內，自無

本條之適用。」

 51 台上 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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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上 7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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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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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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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 103：「行政院依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二項專案指定管制

物品及其數額之公告，其內容之變更，對於變更前走私行為之

處罰，不能認為有刑法第二條之適用。」

釋 68：「凡曾參加叛亂組織者，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事實證明

其確已脫離組織以前，自應認為係繼續參加。如其於民國三十

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懲治叛亂條例施行後仍在繼續狀態中，則因

法律之變更並不在行為之後，自無刑法第二條之適用。至罪犯

赦免減刑令原以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之犯罪為

限，如在以後仍在繼續犯罪中即不能援用。」

95 年度第 8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中華民國刑法九十四年修正施行後之法律比較適用決議案刑法

於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公布，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下稱新

法；修正前刑法下稱舊法）後，有關新舊法之適用原則如下：

一、法律變更之比較適用原則

新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

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於新法施行後，應適用新法第二條第一項之

規定，為『從舊從輕』之比較。

解釋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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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罪刑法定原則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行為之處罰，以行為

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必行為時與行為後之法律均有處罰

之規定，始有新法第二條第一項之適用。

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有罪刑法定原則及法律不溯及既往

原則之適用，其因法律變更而發生新舊法律之規定不同者，依新

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一項規定，定其應適用之法律。至非拘束人

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仍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

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

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

從刑附屬於主刑，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依主刑所適用之法律。

二、刑法用語之立法定義

新法第十條第二項所稱公務員，包括同項第一款之職務公務員及

第二款之受託公務員，因舊法之規定已有變更，新法施行後，涉

及公務員定義之變更者，應依新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適用最

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三、刑

主刑

罰金刑

新法第三十三條第五款規定罰金刑為新台幣一千元以上，以百元

計算之，新法施行後，應依新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適用最有

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刑之重輕

刑之重輕標準，依裁判時之規定。

易刑處分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及期限，新法施行

後，應依新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四、累犯

新法施行前，過失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新法施行後，應依新

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五、數罪併罰

定應執行刑

新法第五十一條第二款增訂罰金與死刑併予執行；第五款提高多

數有期徒刑合併應執行之刑不得逾三十年，新法施行後，應依新

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裁判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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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犯數罪，其中一罪在新法施行前者，亦同。

想像競合犯

新法第五十五條但書係科刑之限制，為法理之明文化，非屬法律

之變更。

牽連犯

犯一罪而其方法或結果之行為，均在新法施行前者，新法施行

後，應依新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

律。若其中部分之行為在新法施行後者，該部分不能論以牽連犯。

連續犯

連續數行為而犯同一之罪名，均在新法施行前者，新法施行後，

應依新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部

分之數行為，發生在新法施行前者，新法施行後，該部分適用最

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若其中部分之一行為或數行為，發生在新

法施行後者，該部分不能論以連續犯。

常業犯之規定刪除後之法律比較適用，同前。

六、刑之酌科及加減

新法第五十七條、第五十九條之規定，為法院就刑之裁量及酌減

審認標準見解之明文化，非屬法律之變更。

新法施行前，犯新法第六十一條第二款至第六款增訂之罪名者，

新法施行後，應依新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適用最有利於行為

人之法律。

犯罪及自首均在新法施行前者，新法施行後，應依新法第二條第

一項之規定，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犯罪在新法施行前，自首在新法施行後者，應適用新法第六十二

條之規定。

未滿十八歲之人在新法施行前，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之罪者，

新法施行後，應依新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適用最有利於行為

人之法律。

新法施行前，犯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之罪，有減輕其刑之

原因者，新法施行後，應依新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適用最有

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新法施行前，法定罰金刑有加減之原因者，新法施行後，應依新

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七、緩刑

犯罪在新法施行前，新法施行後，緩刑之宣告，應適用新法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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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條之規定。

八、保安處分

監護處分或酗酒禁戒處分之事由，發生在新法施行前者，新法施

行後，應依新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視其具體情形，適用最有

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強制工作或強制治療之事由，發生在新法施行前者，新法施行

後，應依新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之事由，發生在新法施行前者，新法施行

後，其許可執行，應依新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適用最有利於

行為人之法律。

九、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

刑罰法律就犯罪是否規定須告訴（或請求）乃論，其內容及範圍，

暨其告訴或請求權之行使、撤回與否，事涉國家刑罰權，非僅屬

單純之程序問題，如有變更，亦係刑罰法律之變更，而有新法第

二條第一項之適用。」

 95 台上 34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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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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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3：「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何者為最有利於行為

人之法律，應就有關犯罪構成要件及刑之加重或減輕等一切情

形，綜合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適用。八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修正公布之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對於主管

或監督之事務，直接或間接圖利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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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第八條規定：犯同條例第四條

至第六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得減輕其刑。而同條例於八

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修正公布，修正後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規

定：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直接或間接圖私人不法之利益

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八條第二項前段規定：犯同條例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在偵

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

九十年十一月七日又修正同條第一項第四款為：對於主管或監

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

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

三千萬元以下罰金；第八條第二項偵查中自白減輕其刑之規

定，則未修正。倘行為人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

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

者，俱符合行為時法、中間法及裁判時法之犯罪構成要件，因

其最高本刑均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而關於罰金刑部分，固以

八十一年七月十七日修正公布之貪污治罪條例所定一百萬元

以下，對被告最為有利，自應適用行為時法處斷。但行為人如

於偵查中自白犯罪，且無犯罪所得者，依該行為時法，僅『得

減輕其刑』，依裁判時法則應『減輕其刑』；以此比較結果，

又以裁判時法對被告最為有利。」

 92 台上 6077：「被告行為後，因刑法律之變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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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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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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台非 186：「寄藏手槍罪為繼續犯，於其終止寄藏之前，犯

罪行為仍在繼續實施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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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外國裁判之效力（§9）

101 台上 4335：「依中華民國刑法第九條前段規定：『同一行為

雖經外國確定裁判，仍得依本法處斷。』蓋刑事司法權之行使，

乃為國家主權內容之一，維護司法權之完整，不受外國政府干

涉，並係國家主權獨立之重要表徵，故外國法院之裁判，不能拘

束我國刑事法官之獨立審判。我國人民就同一行為雖經外國裁判

確定，但由於外國確定裁判並非我國司法主權之表現，對我國司

法而言，並不生確定力，僅為一種事實狀態，並無違反一事不再

理原則可言。」

伍、刑法總則之適用範圍（§11）

民國 94 年 2 月 2 日第 11 條：「一、總則編適用之範圍，基於法

律保留及罪刑法定原則，刑法以外的其他刑事特別法，應指法律

之規定，不包括行政命令在內，爰將『法令』修正為『法律』以

符上開基本原則之意旨。二、現行條文關於『有刑罰之規定者』，

雖解釋上兼含保安處分在內，亦即以保安處分為法律效果之法

律，亦認為有刑罰規定的法律，而適用刑法總則編之規定，然為

使法規範明確，爰增訂有保安處分之法律亦適用本法總則編之規

定。」

判決

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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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own resolution to succeed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other one
thing.”

—Abraham Lincoln, 16th U.S. president

「你自己要成功的決心比其它任何一件事都來的重要。」

—亞伯拉罕‧林肯



119

Ch.01 侵害個人法益

Ch.01
侵害個人法益

法法規規學學習習架架構構＋＋實實務務見見解解精精要要

第一節 人格法益

壹、生命法益

一、緒論

人之始期

20 上 1092：「過失致人死之罪，係以生存之人為被害客體，故

未經產生之胎兒，固不在其列，即令一部產出尚不能獨立呼吸，

仍屬母體之一部分，如有加害行為，亦祇對於懷胎婦女負相當罪

責。」

人之終期

95 台上 1692：「關於自然人死亡之認定，通說係採腦波停止說，

此觀乎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相關規定及行政院衛生署九十三年八

月九日衛署醫字第○九三○二一一二六五號令發布施行之『腦死

判定準則』即可知，上訴意旨認死亡之認定係採心臟停止說，不

無誤會。」

判例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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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殺人罪（第二編第二十二章）

普通殺人罪（§271）

客觀要件

行為客體：人

28 上 2075：「上訴人向某甲開槍時，某甲已為某乙毆斃，是其

所射擊者為屍體，而非有生命之自然人，縱令該上訴人意在殺

人，因犯罪客體之不存在，仍不負殺人罪責。」

行為手段：殺

100 台上 2643：「刑法上之殺人罪，不論積極行為殺人，抑消極

行為殺人，均以行為人有戕害他人生命之決意為其主觀要件，而

刑法第十五條規定之不作為犯，則僅止於消極行為之犯罪與積極

行為之犯罪，在法律上有同一之效果，並非對於犯罪行為之意思

要件，特設例外規定，故被告之行為縱令客觀上係違反法律上之

防止義務，仍應視其主觀上之犯罪意圖，定其應負之刑責，非謂

一有被害人死亡之結果，即必負消極殺人之責。至同條第二項所

指之危險前行為，如係出於行為人故意犯罪之情形，對於防止其

結果之發生並不具備保證人地位，於事實上亦無期待可能性，縱

因自己之前行為在客觀上有發生一定結果之危險，仍無從課以防

止危險結果發生之義務。」

行為結果：死亡

因果關係與客觀歸責

 66 台上 542：「上訴人以殺人之意思將其女扼殺後，雖昏迷而

未死亡，誤認已死，而棄置於水圳，乃因溺水窒息而告死亡，

仍不違背其殺人之本意，應負殺人罪責。」

 37 上 2318：「上訴人槍擊之目的，既在甲而不在乙、丙，則

其槍擊甲未中，應構成殺人未遂罪，其誤將乙打傷丙打死，應

分別構成過失傷害人及過失致人於死罪，依刑法第五十五條從

一重論以殺人未遂罪，原判遽以殺人罪處斷，自屬違誤。」

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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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要件：故意

 66 台上 542：「上訴人以殺人之意思將其女扼殺後，雖昏迷而

未死亡，誤認已死，而棄置於水圳，乃因溺水窒息而告死亡，

仍不違背其殺人之本意，應負殺人罪責。」

 51 台上 1291：「殺人與傷害人致死之區別，應以加害人有無

殺意為斷，不能因與被害人素不相識，原無宿怨，即認為無殺

人之故意。」

 48 台上 33：「殺人罪之成立，須於實施殺害時，即具有使其

喪失生命之故意，倘缺乏此種故意，僅在使其成為重傷，而結

果致重傷者，衹與使人受重傷之規定相當，要難遽以殺人未遂

論處。」

 28 上 1008：「殺人罪之客體為人，苟認識其為人而實施殺害，

則其人之為甲為乙，並不因之而有歧異。」

 20 非 104：「刑法上殺人罪與傷害人致死罪之區別，本視加害

人有無殺意為斷，被害人所受之傷害程度，固不能據為認定有

無殺意之唯一標準，但加害人之下手情形如何，於審究犯意方

面，仍不失為重要參考資料。」

 20 非 94：「被告因聽聞村犬亂吠，疑有匪警，並於隱約中見

有三人，遂取手槍開放，意圖禦匪，以致某甲中槍殞命，是該

被告雖原無殺死某甲之認識，但當時既誤認為匪，開槍射擊，

其足以發生死亡之結果，究為本人所預見，而此種結果之發

生，亦與其開槍之本意初無違背，按照上開規定，即仍不得謂

非故意殺人。」

 19 上 718：「殺人與傷害致死之區別，即在下手加害時有無死

亡之預見為斷。至受傷處所是否致命部位，及傷痕之多寡，輕

重如何，僅足供認定有無殺意之參考，原不能為區別殺人與傷

害致人死之絕對標準。」

104 台上 2425：「按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有無殺人之故意，除綜合

審酌行為人與被害人衝突起因、行為時所受刺激、使用之兇器、

攻擊之部位、被害人受傷多寡及受傷部位是否為致命之處等各項

因素，仍須就行為人主觀犯罪認識與客觀犯罪事實，參酌社會上

一般經驗法則為斷。」

出題紀錄：104 北大（刑事法學組）一、104 中正（刑事法學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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