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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 

第一編 總則 
第一章 法例 

第 1 條（罪刑法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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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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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刑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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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可包含下列五項原則： 
刑罰權的內容與範圍必須由法律明定。 
習慣法禁止原則。 
刑法對於罪與刑的規定應力求明確，禁止絕對不定

期刑之規定。 
類推適用禁止原則，惟有利於行為人之類推適用例

外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刑法不溯及既往原則。 

第 2 條（從舊從輕原則） 
Ⅰ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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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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詞解釋 

從舊從輕原則 

本原則之適用前提，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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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法於第 2 條採折衷立場，以從舊為本旨，

以從新為例外。而 95 年 7 月修法前，第 2 條第 1 項採

「從新從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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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純事實之變更 

法律有無變更，決定的關鍵乃在於改變的部分有無具

備規範性，變更部分若不具規範性者，始屬事實變更，

例如：行為人所偽造的通用貨幣，在裁判時已因貨幣

改革，而成為非通用的貨幣。屬於空白構成要件的行

政命令的變更，因足以影響可罰性的範圍，亦即因變

更的部分具有規範性，故屬法律變更，而非屬事實變

更。 

空白刑法 

因某些犯罪型態涉及的技術或專業層面較廣，立法機

關無法於立法當時就能預知並通盤考量，因此需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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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協助補充法令規定，以因應社會變遷，因此就

某犯罪之部分成立要件，本於現實上之考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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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例如：本法第 192 條違背預

防傳染病法令罪及散布傳染病菌罪中的「公布之檢查

或進口之法令者」、第 193 條違背建築術成規罪中之「建

築術成規」，皆屬於空白構成要件之規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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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從新從輕主義之拘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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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處分 

新法第 1 條後段與第 2 條第 2 項將保安處分區分為「拘

束人身自由」與「非拘束人身自由」，「拘束人身自由

的保安處分」適用從舊從輕原則，「非拘束人身自由的

保安處分」適用從新原則。 

第 3 條（屬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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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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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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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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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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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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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見，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十版，頁 132～133。〕 

第 4 條（隔地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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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詞解釋 

隔地犯 

犯罪之行為地與結果發地不同之犯罪，學說上稱隔地

犯。刑法第 4 條乃於關於刑法地之效力問題上，就隔

地犯所設之規定。 

第 5 條（保護原則、世界原則─國外犯罪之適用） 
本法於凡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下列各罪者，適用之： 
一、內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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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患罪。 
三、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百三十六條及第一百三十八

條之妨害公務罪。 
四、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一及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二之公共

危險罪。 
五、偽造貨幣罪。 
六、第二百零一條至第二百零二條之偽造有價證券罪。 
七、第二百十一條、第二百十四條、第二百十八條及第

二百十六條行使第二百十一條、第二百十三條、第
二百十四條文書之偽造文書罪。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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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第二百九十六條及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之妨害自由
罪。 

十、第三百三十三條及第三百三十四條之海盜罪。 
十一、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之加重詐欺罪。 

■名詞解釋 

保護原則 

基於國家有保護法益的基本任務，故即使在本國領域

外，只要所侵害法益為本國國家法益或本國個人法益

之特定犯罪，不問行為人之國籍為何，皆適用本國刑

法處斷。此為刑法第 5 條第 1 款至第 3 款、第 5 款至

第 7 款（國家法益）及第 8 條（個人法益）所由設。 
〔參見，林鈺雄，新刑法總則，三版，頁 77～78。〕 

世界原則（105 行政警察，警察法制） 

基於世界共同法秩序的維護，不論行為人國籍、犯罪

地、是否侵害內國法益，內國刑法皆得適用。我國刑

法第 5 條第 4 款、第 8 款到第 11 款，皆為世界原則之

規定。 
〔參見，林鈺雄，新刑法總則，三版，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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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屬人主義－公務員國外犯罪之適用） 
本法於中華民國公務員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左列各罪

者適用之： 
一、第一百二十一條至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一百二十五

條、第一百二十六條、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一百三

十一條、第一百三十二條及第一百三十四條之瀆職

罪。 
二、第一百六十三條之脫逃罪。 
三、第二百十三條之偽造文書罪。 
四、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一項之侵占罪。 

 

第 7 條（屬人原則─國民國外犯罪之適用） 

本法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前二條以外

之罪，而其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適用之。但

依犯罪地之法律不罰者，不在此限。 
■名詞解釋 

屬人原則 

以「行為人國籍」為連結點，雖犯罪地在本國領域外，

但基於國家對國民之主權，及國民對於國家法秩序的

遵從，只要行為人國籍為本國人，仍適用本國刑法。

此為本法第 6 條第 7 條所由設。 
〔參見，林鈺雄，新刑法總則，三版，頁 78～79。〕 

第 8 條（國外對國人犯罪之適用） 
前條之規定，於在中華民國領域外對於中華民國人民犯

罪之外國人準用之。 
■名詞解釋 

保護原則 

見刑法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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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外國裁判服刑之效力） 
同一行為，雖經外國確定裁判，仍得依本法處斷。但在

外國已受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者，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

部之執行。 
 

第 10 條（名詞定義） 
Ｉ稱以上、以下、以內者，俱連本數或本刑計算。 
Ⅱ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 
＊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

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
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
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 

Ⅲ稱公文書者，謂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 
Ⅳ稱重傷者，謂下列傷害： 
 一、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 
 二、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耳或二耳之聽能。 
 三、毀敗或嚴重減損語能、味能或嗅能。 
 四、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 
 五、毀敗或嚴重減損生殖之機能。 
 六、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 
Ⅴ稱性交者，謂非基於正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入行

為： 
＊一、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

合之行為。 
＊二、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

性器、肛門，或使之接合之行為。 
Ⅵ稱電磁紀錄者，謂以電子、磁性、光學或其他相類之

方式所製成，而供電腦處理之紀錄。 
■名詞解釋 

公務員 

舊法規定：「稱公務員者，未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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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依此規定，概念過於模糊、廣泛。實務僅說文

解字卻未加合理限制，故招致擴張處而且處罰不公之

批評。例如：官股百分之 50 以上之公司員工、公立學

校教職員或公立醫院醫師護士，皆成為刑法公務員瀆

職罪之處罰對象。然而官股民股比例時常變動，隨即

影響可罰性，道理何在？公私立學校教職員之處罰區

別，也難以合理說明。故廣受批評之下，新法的修正

著重於限縮公務員之定義，且特別著眼在其特別義務。 
〔參見，林鈺雄，新刑法總則，三版，頁 54～56。〕 

身分公務員 
所謂身分公務員，是指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

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的公務員。此

類型公務員的特徵為：採身分公務員的概念，只

要服務於國家或地方所屬機關的人員而具有法定職

務權限者，得認其為刑法上的公務員。其法定職

務權限，不以公權力行使的事項為限，即非權力的

公行政作用行為及私經濟行為，亦均涵括在內。

倘無法定職務權限，僅係單純從事機械性、肉體性

的工作者，則不包含在內。 
授權公務員 

所謂授權公務員，是指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的公務員。此類型公務員的特

徵為：採職務公務員的概念，須有法令授權的依

據。公共事務的性質，以涉及有關公權力行使之

事項為限。 
委託公務員 

所謂委託公務員，是指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

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公共事務的

公務員。此類型公務員的重點為：採職務公務員

的概念，須受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