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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說

刑事法的體系架構

壹、 刑事法的意義
刑事法，泛指一切規範與「犯罪」與「處罰」有關的法律。依照其性質，有下
列幾種區分：

一、刑事實體法與刑事程序法
實體法是指規定犯罪的成立要件與法律效果的法律，例如《刑法》即是。然而，
實體法本身並不足以自行執行，因此，必須有對應的程序法，規定犯罪的追訴、
審判應如何進行。

二、普通法與特別法
不論在實體法或程序法的領域，都有普通法與特別法之分。普通法是指，對於
此領域的一般事項所為規定的法律，其適用的對象廣泛而沒有特別限制，例如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即是；而特別法則是針對特殊的犯罪行為人或是特
殊的犯罪類型所做的不同規定，不論在實體法或程序法中都有特別法，例如《貪
污治罪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都是《刑法》
的特別法，而《少年事件處理法》與《軍事審判法》也是《刑事訴訟法》的特
別法。

三、附屬刑法
意義：
在刑事實體法中，除了「普通刑法」與「特別刑法」外，另有「附屬刑法」
的概念。所謂附屬刑法是指：規定在非刑法的法律中而帶有刑事制裁規定
的法律條文。例如，《民用航空法》本身所規定的都是與飛航安全相關的
行政管制規定，並非刑法，然而在其第 10 章〈罰則〉卻規定了違反本法
的刑事責任，其中第 102 條規定，在飛行中違規使用電子用品可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此即為附屬刑法；又
例如，《證券交易法》本身也不是刑法，其所規定的大部分內容都是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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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買賣的遊戲規則、公開發行公司的管理等事項，但在該法第 171 條規
定了違反本法的某些條文可處「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例如內線交易即在本條的處罰範圍
中，因此，本規定亦是附屬刑法。

 附屬刑法與特別刑法不同：
特別刑法本身就是刑法，之所以稱為「特別」，意思是指其內容多半是就
普通刑法既有的犯罪類型重複規定，並加重法定刑；但附屬刑法不同，附
屬刑法本身並非刑法，其所規定的犯罪類型在刑法中大多也不存在。也由
於特別刑法所規定的犯罪類型大多與普通刑法重疊，因此特別刑法的犯罪
類型與普通刑法均有「本體惡」的性質，亦即，這些犯罪都是嚴重違反道
德的行為；相對的，附屬刑法所規定的犯罪類型大多是國家為了達成行政
管制目的所設，其本身違反道德的色彩較低，而且通常也沒有特定被害人。

貳、刑法的最後手段性
一、刑法並非萬能
當出現新興的社會問題，或者某個犯罪的犯罪率居高不下時，立法者往往會將
這個行為入罪化、或者提高既有罪名的刑度來加以回應，而這樣的作法，也經
常得到人民的讚賞。然而，我們必須要知道兩件事：第一，一旦觸犯刑法，將
面臨嚴重的制裁，動輒喪失自由，嚴重的話甚至可能被剝奪生命，縱使只有被
判處罰金，必然也會留下犯罪紀錄，成為一生的污點，換言之，刑法是個非常
嚴厲的制裁效果；第二，固然有些社會問題的發生確實是因為刑法規範的不足
（例如，電腦與網路剛開始發展時，既有的刑法規定無法用以處罰入侵電腦、
盜用帳號、製造電腦病毒等行為）
，但是，有更多的社會問題之所以會發生，並
不是因為處罰太輕，而是有其他社會結構性的問題，並不是透過加重處罰就可
以解決的，例如：吸毒、竊盜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二、刑法是最後不得已的手段
有些行為固然損害了他人的利益，然而損害的程度輕微，施加刑罰雖然能有效
遏止這類事件，但沒有必要，例如：私下侮辱他人、過失毀損他人之物、扮鬼
嚇人、吐氣酒精濃度未達每公升 0.15 毫克的酒駕……等等，這些事情透過行政
罰或是民事損害賠償即可處理，無須動用刑法，換句話說，刑法也只有在迫不
得已的情況下才能出動，這就是比例原則的具體展現，在刑法上，便稱為「刑
法的最後手段性」或「刑法謙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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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總則的意義與體系

壹、刑法總則的意義
「總則」的意義並非「概要」
，而是「通則」
，也就是整部法律共通的原理原則。
因此，總則的意義，就是將所有分則所共同會碰到的問題歸納出來，在分則之前做
出統一的規定，以達到立法的經濟。舉例而言，幾乎每個犯罪都會有多數人參與的
問題，立法者當然也可以選擇在每個罪章都規定數人參與時的法律效果如何，但這
樣一來並不經濟，因此立法者便透過此種類似「提出公因數」的方式，將幾乎每個
犯罪都會遇到的「正犯與共犯」問題規定於總則編的第四章，如此的立法顯然較為
經濟。

貳、刑法總則的體系
一、法例
法例，是整部法律的原則性規定，或者可以說是這部法律的「操作說明」
。在本
法，法例的規定在第 1 條至第 11 條，分別是：罪刑法定（第 1 條）
、時之效力
（第 2 條）
、人及地之效力（第 3 條至第 8 條）
、外國裁判之效力（第 9 條）
、名
詞定義（第 10 條）、刑法總則於特別刑法與附屬刑法的適用（第 11 條）。

二、犯罪論
犯罪論是整個刑法總則的核心，不論是教科書或參考書、學校或補習班的課程，
犯罪論必然是整部刑法總則的精髓。舉凡一切關係犯罪成立與否的問題，諸如：
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罪責、犯罪的參與等等，都是犯罪論的內容。

三、競合論
在大多數的案例事實中，若我們盡可能的窮盡檢討，便會發現行為人所構成的
犯罪通常不止一罪（試想：行為人基於殺人的意思放火燒燬被害人的住宅，並
將被害人燒死，除了第 173 條的放火罪與第 271 條的殺人罪外，還有哪些犯罪
可以成立呢？）
，於是，這些行為人所成立的數罪是否都必須寫在判決主文上？
或是其實有些罪名的成立只是假象，論罪的時候應該予以排除？再者，縱使行
為人果真成立了數罪（例如：行為人分別殺人與強制性交，殺人被判死刑，強
制性交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數罪的刑罰應如何執行，這同樣也是競合論所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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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問題。

四、刑罰論
最後，當犯罪成立之後，刑罰應如何執行也有待法律的規定。例如：量刑的時
候可以斟酌的因素為何？何時可以易科罰金？刑之加重與減輕應如何計算？諸
如此類的問題，都是刑罰論所在處理的。

參、三階層論的架構
一、為什麼需要三階層論？
判斷一個人的行為是否成立犯罪，必須要依照法條的規定，而不能憑感覺，更
不能依照一般人民的道德情感決定。然而在刑法當中，有些法條間的判斷順序
若不加以釐清，可能就會造成在犯罪成立與否的判斷上發生困難。舉例來說，
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規定：「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
；第 23 條又規定：
「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
刑。」
之行為，不罰。但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若甲無端遭歹徒
乙持刀追砍，於是甲騎車衝撞乙，造成乙死亡，此時，甲成立殺人罪嗎？如果
不釐清上面這兩個條文的判斷上順序，必然會形成兩種可能的答案：A 會說：
「這
是正當防衛，不罰啊！」但 B 可能會說：
「又怎樣，可是甲終究是殺了乙，符合
第 271 條的規定啊！」此時，誰說的有理？這就是三階層論的問題了。

二、 三階層論的審查
 前提審查：刑法行為
進入三階層論之前，必須先透過「刑法行為」的前審查階段將一些明顯無
關刑法判斷的對象予以剔除。所謂「刑法行為」指的是：人在有意識的情
況下所為的身體舉止，所以：野狗咬人、閃電電擊之類自然現象，或是夢
遊、睡覺翻身這類無意識的舉動，縱使造成了法益侵害，也不會進入三階
層論的判斷。

構成要件該當性：
 基於罪刑法定原則，必須行為人的行為符合刑法分則（或特別刑法、附
屬刑法）的規定，這個行為才有可能被評價為是犯罪，因此，構成要件
該當性層次所看的，就是行為人的行為是否符合刑法分則（或特別刑法、
附屬刑法）的規定。舉例而言，第 354 條的毀損器物罪必須是毀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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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物」
，因此，將別人的手機砸爛或是殺死他人的飼養的動物，固然成
立毀損罪，然而若是殺死流浪動物、野生動物或自己的動物，則因該動
物並非「他人之物」而無毀損罪可言，至多成立附屬刑法上的犯罪。
 當一個行為符合構成要件該當性後，便代表該行為對於法益造成了損
害。構成要件該當性的判斷，分為「客觀」與「主觀」二個層面。
「客觀」，
是指外在現象，例如毀損罪的「他人之物」
、殺人罪的「人」等等；而「主
觀」則是指行為人內心的狀態，例如對於犯罪之成立有無故意過失。

違法性：
 違法性階層所探討的，粗略而言，是一個符合構成要件該當性的行為，
是否具有正當理由？依照一般的經驗，大多符合構成要件該當性的行為
是沒有正當理由的，所以當一個行為符合了構成要件該當性之後，便會
產生「推定違法」的效果。
 前面說過，一個具有構成要件該當性的行為，必然侵害了該罪所要保護
的法益。然而，難道所有符合構成要件該當性的行為，都會成立犯罪嗎？
答案則是否定的，因為有些行為雖然具有構成要件該當性，卻是具有正
當理由。比如，毆打他人成傷的行為固然該當第 277 條傷害罪的構成要
件，但如果是對方先動手攻擊自己，此時，這個毆打的行為即屬有正當
理由，得依第 23 條正當防衛之規定阻卻違法。
 違法性的判斷屬「反面判斷」
，詳言之，由於構成要件該當後會產生「推
定違法」的效果，因此，欲推翻此推定的方法就是尋找「阻卻違法事由」
，
若具有阻卻違法事由，便推翻此推定而排除違法性；反之，若無阻卻違
法事由，則此推定便告確定，該行為即具有違法性。
 與構成要件該當性相同的是，違法性的判斷同樣分為「客觀」與「主觀」
二個層面。要能阻卻違法，必須客觀上要具備該阻卻違法事由的前提事
實（例如正當防衛的「現在不法侵害」）、手段必須合理不過當；而主觀
上，則必須行為人對客觀事實有所認知。主觀與客觀任一要件欠缺，均
不能阻卻違法。

罪責（有責性）：
 當一個行為具有構成要件該當性與違法性之後，該行為便稱做「違法行
為」，白話而言，「違法行為」代表這個行為是一件錯事。然而，並不是
每個做錯事的人都應該用刑法處罰，有些人做錯事，可能是因為年紀太
小不懂事、精神狀況失常以致於無法控制衝動、不知道法律、或是情勢
所逼而不得已，對於這類的人，固然他們做的事情是錯的，但如果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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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們接受刑事制裁，顯然過苛，對犯罪預防而言也沒什麼意義，因此，
罪責階層所要處理的問題就是：怎麼樣的人所做的行為才值得譴責？
 當一個行為具有違法性之後，同樣具有「推定罪責」的效果，因此，若
無阻卻罪責事由（如：第 16、18、19 條），則罪責之推定便告確定。而
當一個行為具有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與罪責後，即屬「犯罪行為」。

第三節

刑法的功能

壹、保護法益
一、法益是重要的社會生活利益
人要能安穩的在社會中生存，必須以一些外在條件的存在作為前提，比方
說最基本的，必須我們的生命獲得尊重，才有可能活得下去，因此，「不
被他人任意殺害」的利益就是我們活在社會上所必須具備的前提；又例
如，在承認私有財產制的社會之中，我們的財產也必須受到他人的尊重，
不被任意的奪取，才有可能透過這些財產來實現我們的需求，因此，擁有
「財產不被他人任意侵奪」的利益，也是重要的生活利益。以此類推，我
們的生活所需要的利益當然不以這些為限，比方說：身體不被傷害的利
益、身體自由的利益、意思自由的利益，或者是一些國家、社會的利益，
比如說貨幣制度、公共安全、依法行政、司法公正……等等，這些也都是
維持現代社會生活所必須的利益。
不過，如果再進一步推展，我們會發現社會生活的利益可能還有更多，比
方說：安靜的睡一覺、不被行銷電話打擾、不被無腦的綜藝節目干擾……
等等，但這些利益與前面所說的的生命、身體、自由、財產這些相比，顯
然小了許多，固然這些利益一定程度上也值得保護，但恐怕就不見得適合
用刑法來保護了。刑法是個相當嚴厲的手段，一旦被判決有罪確定，就會
留下前科，而且動輒入獄服刑，因此，刑法具有「最後手段性」，也就是
說，唯有無法以其他法律（例如民法、行政法）處理的問題，才會透過刑
法來處理。也因此，在眾多的社會生活利益之中，並非所有的利益都必須
透過刑法來保護，唯有比較重要的（比如前面說的：生命、身體、自由、
名譽、財產與某些社會制度）才值得用刑法加以保護，而這種值得用刑法
加以保護的利益，便稱為「法益」。依照持有者的不同，法益可以分為個
人法益、社會法益與國家法益。刑法透過處罰犯罪，可以遏止犯罪，進而
保護可能遭受侵害的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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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侵害法益的行為多半也違反道德，但違反道德的行為卻未必侵
害法益
俗話說：「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由此來看，刑法是否應該負擔起維護
道德的任務呢？無可否認的，在普通刑法中所規定的犯罪行為，幾乎也都
是十分嚴重的反道德行為，例如殺人、詐欺、放火、竊盜等即是，所以從
這個面向來說，刑法確實維護了諸如：「不得殺人」、「不得放火」……等
等的道德規範。但我們可以逕此認為刑法的任務之一就是維護道德嗎？筆
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與其說刑法維護了道德，還不如說那些道德規範被
維護，只是刑法保護法益的附帶效果。
什麼樣的事情違反道德，必然隨著人、時、地而異，而且更重要的是，有
很多事情雖然在多數人的道德情感上是不能接受的事情，但這些事情究竟
損害了誰的利益？大家也說不出個所以然，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說：

血親性交：
刑法第 230 條將與直系或旁系三親等內的血親為性交的行為規定為犯
罪，不過，本罪侵害了什麼法益呢？舉例來說，若有一對單身的成年兄
妹合意性交，男方有戴保險套，女方有吃避孕藥，這個行為是錯的嗎？
相信大部分的人在直覺上都認為這個行為不對，就連現行刑法也將此行
為規定為犯罪（第 230 條，血親性交罪）
。但平心而論，這樣的行為損害
誰了？雙方成年了，具有充分的意思能力，而且都單身，也不涉及彼此
配偶的利益，再者，二人都有採取有效的避孕措施，也不至於生下有遺
傳缺陷的孩子。所以，這個行為究竟損害誰了，為何不能做？

污辱屍體：
刑法第 247 條第 1 項規定：
「損壞、遺棄、污辱或盜取屍體者，處六月
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律上基本的概念是：死去的人就不是
人了，並非權利義務的主體，所以若要說這條罪是保護「死者的法益」
，
顯然是說不通的，所以，本罪保護的是什麼法益呢？
舉例來說，有個流浪漢在寒流夜裡凍死在街頭，因為親人都已過世，
所以無人料理後事，此時有個水泥工人把這個流浪漢的屍體丟入消波
塊的模型中製成消波塊，這個行為錯了嗎？相信大部分的人認為這個
行為不能接受，刑法也將之列為犯罪，但理性想一想，這個流浪漢並
無繼承人，所以他的屍體本質上就是個無主物，毀損無主物，損害到
誰的利益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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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殺貓狗予以食用 1：
動物保護法第 12 條第 3 項第 1 款規定：「任何人不得因第一項第一款
所定事由，有下列行為之一：一、宰殺犬、貓或販賣、購買、食用或
持有其屠體、內臟或含有其成分之食品。」同法第 25 條第 2 款規定：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二十
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金：二、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或第三項第一
款規定，宰殺犬、貓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宰殺之動物。」所以
這組條文看下來意思很清楚，不能把貓狗殺來吃、殺來取毛皮或是殺
來餵食其他動物。
本條保護什麼法益呢？若要說是動物的生命法益顯然是說不通的，總
不能說貓狗的生命特別尊貴而值得保護吧？說到底，這條保護的就是
部分的人對貓狗的特殊情感罷了（白話來說，有些人的想法是：貓狗
是我的朋友，即使那些貓狗不是我養的，你們也不能吃，你們吃了我
看不下去！）只是，情感可以作為論斷是非，甚至是入罪的依據嗎？ 2
諸如此類的例子很多，在在顯示出了人的道德直覺缺乏理性，很多事情大
家會認為是錯的，卻也說不出到底錯在哪。所以，如果只因為某些事情大家
在道德情感上覺得不能接受，於是國家便將之入罪化，如此一來國家的刑罰
權發動將流於情緒，而非理性，這恐怕不是自由法治國家所該有的現象 3。因
此，刑法的目的也僅在於保護法益，而不包括維護道德。

貳、保護被害人？
一、處罰被加害人，並不會使被害人受益
社會大眾常認為，透過刑罰的執行，可以「還給被害人公道」
、「保護被害人」，
1

2

3

延伸閱讀：Hal．Herzog 著，彭紹怡譯，
《為什麼狗是寵物？豬是食物？：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道
德難題》
。
在傳統臺灣的農業社會有「不吃牛」的習俗，不過我們也從來沒有看到有農家子弟推動立法禁
食牛肉；然而，這幾年卻有許多打著「動物保護」大旗的人士要求立法禁食貓狗，他們的主張
也漸漸被立法者採納，甚至在 2017 年 4 月，更進一步將單純食用貓狗的行為設有行政罰的法律
效果。平心而論，愛貓愛狗的人自己不想吃貓狗那本來就是自己的自由，但有人想吃貓狗，只
要不是把別人養的貓狗抓來吃掉，憑什麼禁止別人呢？
不過，從這幾年臺灣的刑事立法來看，這種非理性的立法倒是不少，這也顯示出了立法品質的
低落，在選票至上的考量之下，立委只會極盡所能的討好選民、嘩眾取寵，而不會思考處罰這
樣的行為是不是真的能保護法益？很明顯的例子就是肇事逃逸罪（第 185 條之 4）
，原本透過遺
棄罪（第 294 條）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增設肇事逃逸罪之後，反而產生了違憲的疑慮，詳細的
說明請參照本書肇事逃逸罪的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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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被害人已經因犯罪行為而死亡，也可「還給家屬公道」
，但這樣的說法是有
問題的，因為：
所謂「保護」，從一般的語意來看，是指在危害發生前的預防措施，例如
當 A 對 B 說：「沒關係，有我保護你！」的時候，通常是在危害即將來臨
之際，A 將努力讓危害不要發生，或是至少讓 B 不會被危害所影響。從這
個觀點來看，「刑法具有保護被害人的功能」這句話，指的是刑法具有事
前壓制與預防犯罪的功能，進而保護了每個可能成為潛在被害人的人民。
對於已經發生的犯罪，刑法處罰了犯罪行為人，並不會「保護」到業已因
犯罪而受損害甚至死亡的被害人。很簡單的道理，犯罪被害人因為犯罪行
為而受損的權利並不會因為犯罪行為人被處罰而得到回復，處罰犯罪行為
人對於被害人的意義，充其量只是滿足了一時的報復心，就長遠來看，並
無積極的功能。（試想，有哪個被害人的家屬真的因為兇手被槍決了而撫
平了痛失親人的傷痛？想要懲罰加害人的報復心人人都有，但這種非理性
的心態不能作為法律的依據。）

二、補償被害人並非刑法的功能
因此，對於刑法的功能，不應著眼於已經被害的被害人身上，因為對於已經因
犯罪被害的人而言，處罰加害者並無任何意義。並不是說補償被害人不重要，
而是，關於被害人的補償另有其他法律處理，例如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或是刑事
訴訟法中的若干規定即是，與刑法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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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的解釋與適用

第一節

罪刑法定原則

剪貼郵票案
甲有 A、B 兩枚花色相同且用過的郵票，A 郵票的郵戳蓋在上方，B 郵票的郵戳蓋
在下方，甲將兩張郵票對半剪開，並將兩張郵票沒有蓋郵戳的部分黏在一起，貼在
信封上充作沒有用過的新郵票，後來被郵務人員識破而報警處理。問：甲是否成立
犯罪？

肇事睡覺案
甲開車在路上，綠燈起步要右轉時未注意斑馬線上行人，當場將行人乙撞倒在地，
甲下車察看後竟發現乙是在國中時霸凌自己的仇人，於是不想救助乙，但又擔心離
開會有刑責，就將車子靠邊停放，並在駕駛座上呼呼大睡，沒有報警。問：甲是否
成立肇事逃逸罪？

沒收溯及案
A 公司經理甲在 2016 年 5 月份行賄市府環保局公務員，使 A 公司原本不合格的污
水排放標準得以通過檢驗，進而節省了污水處理 300 萬元，若本案於 2016 年 10 月
審判，法院應否對 A 公司宣告沒收 300 萬元？

壹、意義
刑法第 1 條前段規定：
「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此
為罪刑法定原則在刑法上的明文，罪刑法定原則是指，哪些行為屬於犯罪、以及這
些犯罪應該如何處罰，必須在行為之前以法律明文規定1。
1

換句話說就是：只要沒有法律的明文規定，某個行為再怎麼「天理難容」
，法官仍應判決無罪，
這就是罪刑法定原則的精髓所在。舉例來說，
《性騷擾防治法》是在 2006 年 2 月 5 日施行（見
《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8 條）
，在此之前，趁人不備的「偷襲」行為（例如從背後趁人不
防而襲胸、襲臀）是處於無法可罰的真空狀態，至多只能透過民事侵權行為處理。因此在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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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理論基礎
一、權力分立
基於權力分立原則，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必須制衡，人民的權利才能受到保
障，而在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之下，犯罪的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僅能由立法機
關制定，司法權不得侵害立法權的範圍。

二、消極一般預防理論
依照消極一般預防理論，刑罰的目的在於透過刑法的制定與執行來使得一般人
民產生心理強制，進而不敢犯罪；而要能產生心理強制的前提，當然是人民事
先知道什麼行為是犯罪，如果人民無從事前得知什麼樣的行為是犯罪，心理強
制的作用也無從發揮。

參、具體意涵
一、刑罰權的內容與範圍必經由法律明定
 刑法第 1 條前段規定：「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
為限。」，又憲法第 170 條規定：「本憲法所稱之法律，謂經立法院通過，
總統公布之法律。」對照之下可以得知，刑罰權的依據及界線必須經由立
法院為之，不得透過行政機關以命令方式逕自為之。
 刑法上有少數空白刑法，所謂空白刑法是指，構成要件的一部分內容由立
法者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方式制訂，例如刑法第 192 條第 1 項規定：「違
背關於預防傳染病所公布之檢查或進口之法令者，……」，何謂「預防傳
染病所公布之檢查或進口之法令」，則有待其他法律行政命令的補充，這
就是空白刑法。只要能合乎授權明確性原則，空白刑法不會被認為違反罪
刑法定原則 2。

年 2 月 5 日前，縱使有被害人因為走在路上被襲胸而報案處理，檢察官也應該做成不起訴處分，
若檢察官誤為起訴，法院也應該判決無罪。不過很遺憾的是，過去曾有類似的案例，一審法院
遵照罪刑法定原則判決被告無罪，結果社會輿論群情激憤，最高法院為了與非理性的「國民法
律感情」妥協，竟然做成了最高法院 97 年度第 5 次刑庭決議，讓這類行為直接成立強制猥褻罪
（第 224 條）
，這就是罪刑法定原則的不良示範，詳見本書強制猥褻罪單元的說明。
2

釋字第 680 號解釋：
「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規定：
『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逾公告數額
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第三項規定：
『第一項所稱管制
物品及其數額，由行政院公告之。』其所為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尚欠明確，有違授權明確
性及刑罰明確性原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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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習慣法不得作為刑事判決的依據
習慣法是指具有社會上法律確信的習慣，從刑法第 1 條「法律」二字的定義，
可以推導出刑法不得以習慣法作為不利於行為人裁判的依據。

三、刑法對於罪與刑的規定應力求明確
 從第 1 條的「明文」可以推導出，刑法的構成要件應力求明確且可以預見，
不得使用「情節重大者」
、
「足以動搖人心」之類充滿不確定性的概括條款。
比如唐律•雜律第 62 條規定：「諸不應得為而為之者，笞四十。」若現行
刑法出現此種概括條款，即違反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
 除了構成要件必須明確外，法律效果也應該明確。所謂法律效果明確，即
為法律效果應有上下限，比如第 221 條之強制性交罪規定強制性交可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該「三年」、「十年」即為下限與上限；相反
的，若立法者規定「殺人者，罰之」、「竊盜者，罰之」即屬於「絕對不定
其刑」，此種立法有違罪刑法定原則。而本法第 91 條之 1 第 2 項：「前項
處分期間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即違反此原則 3。

四、禁止類推適用
 意義：
類推適用是指當法律有漏洞時，司法者比附援引相類似的法條，使系爭
個案得出應有的法律效果。由於規定何種行為屬於犯罪以及其法律效果
為何的權限專屬於國會，因此司法者不得以類推適用的方式創設出原先
立法者所沒有規定的條文內涵作為論罪科刑的依據。
以前述〈剪貼郵票案〉來說，現行刑法第 202 條僅有處罰偽造變造郵票
（第 1 項）與塗抹郵票上的註銷符號（第 3 項）
，然而本例中甲的行為兩
者都不是，所以理應無罪，然而實務卻論以塗抹註銷符號 4，這很明顯已
經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 5。再以前述〈肇事睡覺案〉來說，就肇事逃逸罪
（第 185 條之 4）條文所要處罰的行為是「逃逸」而非「不救助」
，因此
3
4

5

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上）
，四版，2012 年 3 月，第 128 頁。
最高法院 25 年非字第 329 號判例：「刑法第二百零二條所謂變造郵票，指就真正郵票加以一部
之變更者而言，若對於真正郵票並未有所變更，僅就已使用之兩個郵票撕去蓋有註銷符號之部
分，拼成似未使用之郵票，則為塗抹郵票上註銷符號，而非變造郵票，其黏貼此項郵票以寄信
者，應成立行使塗抹郵票上註銷符號之罪，蓋刑法上所謂塗抹郵票上註銷符號，凡一切足以除
去消滅註銷符號之行為均屬之，不僅限於塗飾及擦抹，即撕去註銷符號之一部，使殘餘之部分
與其他郵票之殘餘部分相結合，而與未蓋有註銷符號之郵票相同者，亦應視為塗抹。」
甘添貴，刑法各論（下）
，初版，2010 年 2 月，第 1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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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本案的甲論以肇事逃逸罪，即屬類推適用，有違罪刑法定原則。

 有利於行為人的類推適用，並不禁止：
罪刑法定的目的在於禁止透過法律所漏未規定的事項惡化行為人的法律
地位，因此，若是有利於行為人的類推適用，並不禁止。例如，中止未遂
（第 27 條）的前提必須是行為人「已著手」
，而在陰謀、預備階段的行為
人若因己意中止犯行，並無第 27 條的適用，因此若類推適用中止未遂，
使陰謀、預備階段因己意中止的行為人同樣享有減免其刑的優待，便不違
反罪刑法定原則。

五、禁止溯及既往
 原則：
法律只能規範法律制定後的行為，不得以行為後公布施行的法律處罰該法
公布施行前的行為，如此一來才可以使行為人得事前預見其行為是否犯
法。

 例外：
 行為後的法律對行為人有利：
由於罪刑法定原則之目的在於禁止以事後的法律惡化行為人的法律地
位，因此若行為後的法律對行為人反而較為有利，此時便不在禁止溯
及既往原則的規範之內，例如刑法第 2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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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稱為「從
舊從輕原則」，本書會接著在刑法時間效力的單元詳細介紹。
舉例而言：甲對乙犯強制性交罪（第 221 條第 1 項）本罪之法定刑為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若於審判中立法院修法，將本罪法定
刑調整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時依照刑法第 2 條第 1
項之「從舊從輕原則」
，法院即應適用裁判時對行為人較有利的新法，
這就是例外允許溯及既往的情形。

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 6與沒收：
 刑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
「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
時之法律。」由於保安處分與沒收的性質均非處罰，因此並未嚴格受
到罪刑法定原則拘束，換言之，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沒收的
6

保安處分計有：感化教育（第 86 條）、監護（第 87 條）、禁戒（第 88、89 條）
、強制工作（第
90 條）
、強制治療（第 91 條之 1）
、保護管束（第 92、93 條）與驅逐出境（第 95 條）。其中，
保護管束與驅逐出境並不會使受宣告人的人身自由必須被拘束於特定處所，因此屬「非拘束人
身自由之保安處分」
，其餘均會產生人身自由被拘束的效果，則屬「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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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與效果仍應以法律明文規定為依據，然而當行為時與裁判時之法
律有所不同時，應直接適用新法，不受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拘束。
舉例而言：雙重國籍人甲對乙犯強制性交罪，審判時立法院竟將驅除
出境規定修正為對雙重國籍人亦得為之，此時，法院便得宣告甲於刑
之執行完畢後驅逐出境。
 沒收部分，2015 年年底刑法修正，創立了一套全新的利得沒收制度，
並於 2016 年 7 月施行。在該次修法中，立法者於第 2 條第 2 項明文指
出，沒收適用裁判時法，亦即，縱使行為完成於舊法時期，並且依照
舊法無法進行沒收，只要裁判時沒收新制已經通過，便得逕行適用沒
收新制予以沒收，不受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的限制 7。以前述〈溯及沒
收案〉來說，因審判時沒收新制已經施行，因此法院仍應宣告對 A 公
司沒收 300 萬元犯罪利得，而不能以「法律不溯及既往」為由免除沒
收宣告。
 由於針對保安處分的部分條文限於「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始
得溯及既往，因此，若是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仍不得溯及既往，
此部分刑法第 1 條後段已經規定：
「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同。」
即為闡明此道理。所以，若甲犯竊盜罪，且為累犯，審判時立法院竟
修法，將「強制治療」的適用對象擴及於所有有反覆再犯之虞的行為
人，而不問罪名為何，法院仍然不能對甲宣告強制治療。

第二節

刑法的解釋

壹、 法律為何需要解釋？
任何法律都需要解釋，才有辦法正確的適用於個案，刑法當然也不例外。依照
解釋機關的不同，可以分為立法解釋、司法解釋與行政解釋；依照法律解釋的「結
果」是擴張了或限縮了原來的文義範圍，又可以分為擴張解釋與限縮解釋。擴張解
釋是指在文義可能的範圍，擴大解釋條文的內涵；反之，則為限縮解釋；不過，最
為重要的分類，當屬下述依照解釋方法而區別的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
目的性解釋與合憲性解釋，分別介紹如下：

7

對於這樣的立法，學說上認為有違憲的疑慮，因為沒收並非只是單純的準不當得利，就利得沒
收而言，由於原則上不扣除成本，所以這樣的沒收早已不是「準不當得利」
，實質上確實帶有處
罰的效果，更何況犯罪物的沒收也無關「準不當得利」
，所以，既然沒收實質上仍有處罰的效果，
則立法上採取一律溯及既往的效果便會有違憲的疑慮。見：林書楷，刑法總則，四版，2018 年
9 月，第 566～5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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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義解釋
 法律條文是以文字、語言的記載來形成，故解釋第一步是就條文字面意思
進行直接的理解，從字面探求法律所使用文字語言的正確意義，稱為文義
解釋。例如，第 185 條之 3 的醉態駕駛罪中的「駕駛」必須要發動車輛而
行走，喝醉的人牽機車就不算是駕駛；而同條的「動力交通工具」也不包
含腳踏車。
 不過，文義解釋有時而窮，許多條文的正確內涵並不能單由條文文字立刻
得出清楚的答案，比如：殺人罪的「人」是否包含腦死患者？公然侮辱罪
的「人」是否包含法人？諸如此類的問題，單單依照文義並無法得出答案，
因此，刑法解釋時常仍應依循其他方法。

二、歷史解釋
 歷史解釋，又稱為立法沿革解釋，也就是上述的主觀解釋，指解釋法律條
文時以立法過程之相關資料探求立法者的真意，立法或修法的立法理由是
其中最為重要的參考資料。例如，第 315 條之 1 所謂的「工具或設備」是
否包含行為人以電鑽鑿穿牆壁偷窺他人，或是以椅子墊高自己而往圍牆內
觀看？從立法理由來看，1999 年增訂本法時的立法理由謂，「目前社會使
用照相、錄音、錄影、望遠鏡及各種電子、光學設備者，已甚普遍。惟以
之為工具，用以窺視、竊聽、竊錄他人隱私活動、言論或談話者，已危害
社會善良風氣及個人隱私，實有處罰之必要，爰增列本條，明文處罰之。
至未透過工具之窺視或竊聽，則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以秩序罰處罰
之。」顯見此處之工具，指的是照相、錄音、錄影、望遠鏡及各種電子、
光學等設備，應不包含使用電鑽或椅子。 8
 然而，立法者的意思往往有其時空脈絡的侷限，且反映的是立法者身處時
代的價值觀，有時過於僵化而無法隨著時代需求而進步。以墮胎罪而言，
如立法理由所要求，只要出於使胎兒早產之意思，於自然分娩前以人為方
式使胎兒早產，即為墮胎，則於預產期之前的剖腹生產，縱使胎兒存活，
亦該當墮胎罪之要件，顯然不合理（當時對於墮胎罪的成立如此寬鬆，與
醫學技術不發達以及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社會下對人口不足的擔憂有
關）。所以，如果單從歷史解釋去探求法律條文的解釋與適用，有可能發
生不適當，不符合時代精神甚至不正義的解釋結果。

8

王皇玉，刑法總則，四版，2018 年 8 月，第 91～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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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的解釋
 目的解釋，是指依照法律的規範目的來解釋法律的根本意旨，目的解釋著
眼於法律制定時的規範目的與倫理價值觀，被認為是所有解釋方法之冠，
因為每一條刑法條文均有其立法目的，法律的解釋，如不採求立法目的與
精神，甚或採取與立法目的相違背的解釋方向，是無法達到立法者制定法
律時所想要實踐的規範秩序。舉例而言，甲急缺零錢卻無處可換，於是私
自拿走乙放在桌上的兩枚五十元硬幣並放上一百元紙鈔。本例，甲成立竊
盜罪嗎？依照文義，甲似乎成立本罪，但就竊盜罪立法保護財產的意旨來
看，實在沒有必要使甲成立本罪。
 目的性解釋結果可能限縮或擴張了文義的內涵，而發生了前述「擴張解釋」
或「限縮解釋」的結果：
 所謂「擴張解釋」
，基本上必須僅限於文義語句的範圍內進行解釋，不得
跳脫或超越文義的界限。只要擴張解釋不涉及類推適用，仍然在法條文
義的用字語句範圍內進了解釋，則並無禁止的必要。例如，第 321 條第
1 項第 1 款的加重竊盜罪，將「住宅」解釋上包含公寓大廈的樓梯間與
頂樓平台，即屬於不違反類推適用禁止的擴張解釋。
 而「限縮解釋」則是指考慮到立法者對該條條文所設定的規範目的、保
護法益與行為不法性，或是考量某些行為是否具有需罰性，適度地縮減
文義所要涵攝的範圍。例如，前述所舉的第 315 條之 1 之例，將電鑽、
椅子等物排除於「工具、設備」之外即屬之。
在目的解釋之下，同樣的法律概念可能就會隨著條文所要實現的立法目的
不同而有相異的解釋，此即為「法律概念的相對性」，舉例來說：
民法上的「動產」是指土地及其定著物以外之物（民法第 66 條第 2 項），
但刑法竊盜罪（第 320 條第 1 項）的「動產」就不會依照民法的定義解
釋。所以舉例來說，
「樹木」在民法上屬於土地的成分，但在刑法上偷走
別人的樹，成立的罪名是竊盜罪而非竊占不動產罪（第 320 條第 1 項）9。
刑法上的「共犯」專指教唆犯及幫助犯；刑事訴訟法上的「共犯」則泛
指一切多數行為人參與同一犯罪的情形。
妨害性自主罪章以「猥褻」作為構成要件（第 224、225、227、228 條），
而猥褻的用語也出現在妨害風化罪章的公然猥褻罪（第 234 條）與散布
猥褻物品罪（第 235 條）
，不過上面這三組條文的猥褻概念當然也不會完
全等同，比如在妨害性自主罪章之下，強行與他人舌吻應可成立強制猥
褻罪，所以在這個規範意義下，接吻屬於猥褻。但這個「接吻屬於猥褻」
9

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
，五版，2005 年 9 月，第 30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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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釋我們並不會拿去其他的條文適用，比如一對情侶在大街上擁吻，
應該不太可能認為他們成立公然猥褻罪；同樣的，一部電影中出現接吻
的情節，這部電影也不會變成是猥褻物品，因此，第 235 條的猥褻概念
不可與其他條文等同。

四、體系解釋
 為法律條文之制定，不是各個條文獨立性的存在，也不是紛雜而無脈絡可
循，而是依據一定的邏輯架構，有系統與有脈絡地規定。因此，對於文字
或法律用語的理解，必須尋求概念的一致性，始不會發生前後矛盾。
 舉例來說，將尚未出生的胎兒解釋在「人」的概念之內，或許不違背文義，
甚至某些宗教也認為胎兒就是人，但就殺人罪與墮胎罪交互對照可以得
知，腹中胎兒已有墮胎罪保護，無庸將之認為是殺人罪的客體，因此，殺
人罪保護的「人」並不包含胎兒。

五、合憲性解釋
 憲法第 171 條規定：「Ⅰ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Ⅱ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
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本條規定宣示了「憲法優位性」原則，
因此刑法的解釋與適用，亦不得與憲法條文牴觸。當刑法的規定依照上述
的解釋方式有幾種不同的解釋可能時，依照合憲性解釋的要求，適用刑法
者應該優先選擇最為合乎憲法規定及其所宣示的基本價值的解釋可能。
 舉例來說，刑法第 235 條處罰了散布猥褻物品的行為，便與憲法上的言論
（表現）自由呈現了緊張關係。若依照文義解釋，任何足以刺激、滿足他
人性慾的物品均屬本罪的規範對象；而依照目的解釋，本罪的立法目的之
一，可能在於使不喜歡色情的人可以享有免於受干擾的自由，所以由此來
看，若該猥褻物品已經採取了密封包裝等隔絕措施，應該就要排除於本罪
的處罰範圍之外。此時可以發現，依照文義解釋，將使本罪的處罰範圍過
大而有過度侵害言論自由的疑慮，然依照目的解釋則否，所以依據合憲性
解釋，應選擇目的解釋較為妥當。由此可知，合憲性解釋並非獨立於前四
種解釋方法之外的獨立解釋方法。

貳、立法解釋：第 10 條各項的定義
一、以上、以下、以內
稱以上、以下、以內者，俱連本數或本刑計算。
（第 10 條第 1 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