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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第一章 重要法源摘錄 

 第一節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壹、刑法條文彙整1 

一、刑法對「公務員」之定義及範圍為何？與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1 項之定

義有何不同？ 

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口訣：身分授權與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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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公務員： 

「依法令服務」指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中之成員，不論

是依考試、選舉、聘用、特任均可，只要依法律依據，依法代

表、代理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處理公共事務者，即應負有特別

保護義務及服從義務。 

「法定職務權限」指在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服務之人

員，其所從事之事務，須有法令規定之權限。只要是公務員在

其職權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事務，不以涉及公權力行使之事

項為限，即無關權力之公行政作用行為及其他私經濟行為，亦

均涵括在內。至於無法令職掌權限者，縱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

                                                                                                                                            
1 參閱「刑法及刑事特別法參考輯要」（高公局政風室） 

  https://www.freeway.gov.tw/UserFiles/File/政風/刑法及刑事特別法參考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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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團體所屬機關，例如僱用之保全或清潔人員，並未負有前開

特別保護義務及服從義務，即不應認其為刑法上公務員。 

授權公務員： 

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10Ⅱ後段）。 

委託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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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Ⅱ）。 

就刑法對於公務員的定義而言，相對國家賠償法略為限縮。其相異之

處在於，刑法所稱之公務員除依法令從事公務之外，還需具備法定職

權。 

※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公務員者，謂依法令從事於公務

之人員。」是採最廣義的規定。故不論該公務員是由於選舉、派用、任用、

聘用、或是僱用；是不是編制內的人員都在所不問；而且不以行政機關的

人員為限，只要是依法令從事於公務，即為該法的公務員。例如：各級民

意代表、各機關的僱員、工友、司機等，也是本法所稱的「公務員」。 

二、普通賄賂罪之意義及構成要件？ 

不違背職務之受賄罪（第 121 條） 

【口訣：公務仲裁對職務、要求期約收賄賂】 

公務員或仲裁人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

利益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十萬元以下罰金。（沒有違背

職務上的行為） 

其構成要件如下： 

須犯罪主體為公務員或仲裁人。 

須為對於職務上之行為。 

須有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受賄罪之客體有二： 

為賄賂為不正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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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罪之有關特別法—貪污治罪條例第 5 條第 3 款：「對於職務上之行為，要

求、期約或收受賄賂或其他不正利益者，處 7 年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台幣 6 千萬元以下罰金。」為本條之特別法，依特別法優先適用之原則，

應優先適用。 

三、違背職務受賄行賄罪之意義及構成要件為何？ 

違背職務受賄罪及行賄罪（第 122 條） 

【口訣：有違職務未實現—公務仲裁違職務、要求期約收賄賂、已約實

約而違背—違背職務處無期、針對一般老百姓—公務仲裁違職務、行

求期約交賄賂】 

Ⅰ公務員或仲裁人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

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

金。（有違背職務上的行為，但尚未實現約定） 

Ⅱ因而為違背職務之行為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四百萬元以下罰金。（已經約定、實現約定，並因而為違背職務上的

行為） 

Ⅲ對於公務員或仲裁人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

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但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得減輕其刑。（針

對一般老百姓的處罰規定） 

其構成要件分別如下： 

違背職務受賄罪：本罪為本條第 1 項規定之罪。 

須犯罪主體為公務員或仲裁人。 

須為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 

須許以違背職務之行為：本罪之成立，祇須有違背職務行為之意思，

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為已足，並以尚未實行

違背職務之行為為要件。 

因而違背職務之行為受賄罪：本罪為本條第 2 項規定之罪。 

須犯罪主體為公務員或仲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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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因而為違背職務之行為。本罪之成立，只須有違背職務行為即可，

至其違背程度如何，是否滿足行賄人之要求，均非所問。 

行賄罪：本罪為本條第三項規定之罪。 

須對於公務員或仲裁人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而為之。 

須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本罪之有關特別法－貪污治罪條例第 11 條為對於依據法令從事公務之人

員或對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行求期約或交付賄賂或其他不正利

益，而為違背職務之行為者，處 1 年以上 7 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

幣 3 百萬元以下罰金。為本條之特別法，依特別法優先適用之原則，應優

先適用。 

四、準受賄罪之意義、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 

刑法第 123 條，其構成要件如下： 

須於未為公務員或仲裁人時為之。 

須預以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須於為公務員或仲裁人後履行其職務上之行為： 

本條罪必須在未為公務員或仲裁人時，預受賄賂及在出任公務員或仲

裁人後，再就其職務實現其原始所允諾之職務行為或違背職務之行

為，必二條件兼具，方始成立本罪，二者缺一，無本條之適用。 

※依本條之規定，僅罰未及為公務員或仲裁人，而預以職務上之行為受賄之

人；對於行賄之人，則無處罰之規定。 

※貪污治罪條例對於本準受賄罪，並無處罰之規定，是以犯本條之罪，應適

用刑法有關之規定處罰。 

五、公務員圖利罪之意義、構成要件為何？ 

公務員圖利罪（第 131 條） 

【口訣：公務主管監事務、明知違法直間接、圖己其他而獲益】 

公務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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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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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其構成要件如下： 

須犯罪主體為公務員。 

須為公務員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所謂「主管事務」，係指依法於職務

上對於該事務有主導或執行之權限而言。又「監督事務」乃指事務雖

非直接主導或執行，但對於該管事務有監督管理之權。 

須有明知之「故意」 

所謂「故意」，是指「直接故意」，亦即「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

至於「間接故意」（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本意）及「過失」

（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預見其能

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以過失論），均不屬之。 

圖利罪必須公務員有不法圖利之故意（主觀意識），而表現於行為

者，始合要件。要言之，公務員是否故意，須以證據認定之，不得

僅以公務員所為失當行為之結果，使人獲得不法利益，據以推定公

務員自始即有圖利他人之犯意。 

公務員本於自己經驗、知識，簽註自己判斷意見，而為之行政裁量，

只要是「坦蕩蕩」，沒有「業務以外之其他特別考量」（例如私交、

接受不當饋贈邀宴或不正利益），均屬正當。縱然是有「主觀上之

誤認」、「事實判斷錯誤」或「草率失當」等「過失」情形，都不合

於「圖利罪」的要件。 

須「違背法令」 

所謂「違背法令」，該法令包含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

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等，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

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至於僅具內部效力之「行政規則」的違

反，係屬行政責任之範圍，非本法規範對象。 

須有直接或間接圖利之行為 

所謂「圖利行為」係指凡足以表現行為人主觀上獲取不法利益之客觀

行為。「直接圖利」是指行為人所為之行為，直接使自己或第三人獲

得利益。「間接圖利」乃指行為人必須透過他人的行為，以使自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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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獲得利益。 

須有實際圖「私人不法利益」之「結果」 

「私人不法利益」之行為，無論直接或間接，均須以實際獲得不法利

益為要件，即將圖利罪由著手就予處罰的舉動犯改為以發生結果方處

罰的結果犯。另此之不法利益，不以直接圖得之利益以實質財產為

要，但所圖利益仍必須以可轉換為財產上，並可計算其數額者屬之。 

以上要件必須齊備，且無構成其他貪瀆犯罪之構成要件，方有圖利罪之

適用。 

※本罪之特別法貪污治罪條例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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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年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 3 千萬元以下罰金。（修正日期：

民國 105 年 06 月 22 日） 

六、廢弛職務釀成災害罪之意義及構成要件？ 

刑法第 130 條：公務員廢弛職務釀成災害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 

其構成要件如下： 

須犯罪主體為公務員。 

須有廢弛職務之事實。 

須因而釀成災害。 

七、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之意義及構成要件？ 

刑法第 132 條第 1 項：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

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其構成要件如下： 

須犯罪主體為公務員。 

須有洩漏或交付之行為：「洩漏」乃為使不應知悉秘密之人，知悉其

秘密。「交付」係指乃將應守密之物或文書資料，脫離本人之持有，

而將之移交於他人持有之謂。本罪之成立，以公務員無得任何利益為

要件，如因洩漏或交付，獲得利益，則應構成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受

賄罪，視其行為係要求、期約或收受分別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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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洩漏或交付者為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 

※已經洩漏之秘密不為秘密，非本罪之客體（最高法院 17 年 9 月 19 日刑庭

會議決議）。 

※本罪對於過失犯亦處罰之，其是否故意或過失之認定，視具體個案情節，

由司法機關依法審酌認定。 

※相關條文： 

洩漏公務上知悉之工商秘密罪（刑法第 318 條）：公務員或曾任公務員之

人，無故洩漏因職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工商秘密者，處 2 年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 2 千元以下罰金。（告訴乃論） 

洩漏電腦或相關設備秘密罪（刑法第 318 條之 1）：無故洩漏因利用電腦

或其他相關設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者，處 2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 5 千元以下罰金。（告訴乃論） 

八、不純粹瀆職罪之意義，立法理由及其構成要件？ 

刑法第 134 條：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

以外各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因公務員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

者，不在此限。本條稱之為不純粹瀆職罪，亦有稱之為準瀆職罪。 

其構成要件如下： 

須犯罪主體為公務員。 

須假藉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而犯罪：所謂「權力」，乃指法令

所賦予之執行力，具有強制指揮他人服從之效力。如交通警察因指揮

交通，對不遵守交通規則之行人，毆打成傷，即應依本條假藉職務上

之權力傷害人之身體加重處罰。「機會」，是指逢遇時機，可以利用行

事之意，如司法警察利用拘捕人犯機會，對被捕之人訛稱可代為活動

交保，而詐取財物即是。「方法」，指為實現某種目的所使用之手段。

如書記官為幫助友人某乙脫卸傷害罪者，於起訴移送審判時，將該案

有關診斷書毀棄亦是。 

須犯瀆職罪章以外之罪，且所犯之罪並未因公務員身分已特別規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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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者。 

瀆職罪章以外因具公務員身分而規定之罪者有 

刑法第 163 條公務員縱放或便利脫逃罪。 

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刑法第 228 條利用權勢性交猥褻罪。 

刑法第 231 條之 1 第 3 項公務員包庇圖利強制使人為引性交猥褻

罪。 

刑法第 232 條利用權勢或圖利使人性交罪。 

刑法第 261 條公務員強迫栽種販運罌粟罪。 

刑法第 264 條公務員包庇煙毒罪。 

刑法第 270 條公務員公務員包庇賭博罪。 

刑法第 296 條之 1 第 5 項公務員包庇買賣質押人口罪。 

刑法第 318 條公務員洩漏工商秘密罪。（告訴乃論） 

刑法第 336 條第 1 項公務公益侵占罪。 

九、對於執行職務公務員施以強暴脅迫罪之意義及其構成要件為何？ 

對於執行職務公務員施以強暴脅迫罪，為刑法妨害公務罪章之一種，依

刑法第 135 條之規定： 

Ⅰ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Ⅱ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公

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Ⅲ犯前二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又可分以下罪名： 

妨害公務員執行職務罪（事中妨害公務罪）：即刑法第 135 條第 1 項

其構成要件如下： 

須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為之。故凡非於公務員執行職務之時

間內，或所執行非屬其職務範圍內之事項，或執行行為違法失當

者，即與本條要件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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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對於執行職務公務員施以強暴脅迫：如某甲將警員執行公務時，

停放路邊之警車輪胎放氣，導至不能繼續執行執務時，應負妨害公

務罪責。 

強制執行職務罪：即刑法第 135 條第 2 項又稱為「事前妨害公務罪」，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乃指強制公務員於職權範圍內，使公

務員執行合法或不合法之職務，如強制稅捐機關應立即退還應退還之

稅款，或強制警察應立即縱放犯罪嫌疑犯，妨害司法調查。 

強制不執行職務罪：乃指意圖使公務員不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如強

制建管人員不為拆除違規建築物。 

強制辭職罪：強制辭職是指對公務員施強暴脅迫之行為，而使公務員

受於威脅之下，向其主管表示辭卸職務之意。 

十、聚眾妨害公務罪之意義為何？ 

刑法第 136 條： 

Ⅰ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三百元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 

Ⅱ因而致公務員於死或重傷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依前條第

三項之規定處斷。 

本條罪又稱之「加重妨害公務罪」，相關法文意義析述如下： 

「公然」：指使不特定或多數人得以共聞共見之狀態。 

「聚眾」：指集合多數人，隨時可增加，且達足以危害事件狀態之程

度而言。例如由首謀者集合不特定多數人即為聚眾。 

「首謀」：指首倡謀議計劃而居領導核心之人。首謀者不以一人為限，

無論係屬事前計謀或臨時起意，或有否至現場指揮，均在所不問。 

「在場助勢」：指既非首謀又非下手實施之人，但於犯罪現場，在旁

張揚聲勢，而未達幫助犯罪程度之人。 

十一、損毀公務上掌管之文書物品罪之意義？ 

刑法第 13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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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棄、損壞或隱匿公務員職務上掌管或委託第三人掌管之文書、圖畫、

物品，或致令不堪用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相關條文―毀損文書罪：一般對毀損他人之文書（非公文書） 

刑法第 352 條規定：毀棄、損壞他人文書或或致令不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

眾或他人者，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元以下罰金。（告訴乃論） 

十二、侮辱公務員公署罪之意義及其構成要件？ 

刑法第 140 條第 1 項：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

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百元以下

罰金。對於公署公然侮辱者亦同。 

其構成要件如下： 

侮辱公務員罪 

須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須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之

職務，公然侮辱。 

須有當場侮辱或公然侮辱：如以刊登文章、廣告、漫畫、當眾演說

等方式，足以達侮辱人之程度，均屬之。 

※本條所處罰者，在其妨害國家公務之執行，其被害者為國家法益，並非公

務員之法益，故執行公務之公務員，雖有被侮辱，但被害之國家法益仍係

單一，應以本罪論，不另成立刑法第 309 條之公然侮辱罪。 

侮辱公署罪 

須有公然侮辱之行為。 

須對公署為之：「公署」即公家機關之意，指公務員所代表執行職

務之機關主體（組織體）而言，非為公家建築物或機關之處所。 

十三、偽證罪之意義及其構成要件？ 

刑法第 168 條：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人、

鑑定人、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

述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其構成要件如下： 

須犯罪主體為證人、鑑定人、通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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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而為陳述：若於

非執行審判職務或檢察官偵查等機關，如警察、調查機關訊問時，所

為不實之陳述，非本罪構成要件。 

須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而為虛偽之陳述 

本條偽證罪，不以結果之發生為要件，一有偽證行為，無論當事人

是否因而受有利或不利之判決，均不影響其犯罪成立（72 台上

3311）。 

又指證人對於所知實情故作虛偽之陳述而言，不包括證人根據自己

之意見所作之判斷在內（69 台上 1506）。 

若證人之前所證係因記憶不清，而為不實陳述，但於其後更正內

容，因無虛偽之故意，尚不能以本罪論斷。 

須於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 

※共犯所為之虛偽陳述是為自己訴訟上之利益，自不成立偽證罪。 

※被告如教唆他人為自己偽證，因其行為屬自己訴訟上之利益，亦不成立教

唆偽證罪，但被教唆之人，則成立偽證罪。 

十四、誣告罪之意義及其構成要件？ 

刑法第 169 條第 1 項：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

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其構成要件如下： 

須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 

須向該管公務員申告：「該管公務員」，指有權為刑事或懲戒處分之公

務員。如檢察官、法官、司法警察、監察委員及該主管業務執行機關

等均屬之。 

須有誣告之行為：所謂「誣告」係指捏造不實事項而向有權受理之機

關為申告之行為，不論係以報告、陳情、檢舉、舉發、告訴、告發或

自訴之形式，均無不可。至是否由本人或轉託他人；以本人名義或匿

名等方式申告，均足為本罪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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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誣告罪之構成，須具有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之要件，如其報告之目

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並無使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之請求，即與誣告罪

之構成要件不符（55 台上 888）。 

※ 明知他人所控者為虛偽，而以己意續行誣控，藉圖坐實其罪，仍屬誣告行

為（23 台上 2583）。 

※ 政風機構本身並無刑事偵查、追訴、處罰犯罪或懲戒處分之職權。如意圖

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捏造事實向政風機構申告，與誣告罪中「該管公

務員」之要件不合，難謂已向有刑事偵查、追訴、處罰犯罪或有懲誡之公

務員申告。（94 台上 3425） 

※ 準誣告罪：刑法第 169 條第 2 項：「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而偽造、

變造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之證據者，亦同。」 

十五、偽造變造私文書罪之意義及其構成要件？ 

刑法第 210 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其構成要件如下： 

須犯罪之客體為私文書，如冒名簽收法院送達證書或蓋用偽造印章，

以示簽收等行為即是。 

須有偽造、變造行為。 

須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有無實際損害在所不問，且此之損害亦

不以經濟價值為限。 

※刑法上之偽造文書罪，須以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成立要件，而所謂

足生損害，係指他人有可受法律保護之利益，因此遭受損害或有損害之虞

而言，若他人對行為人原負有製作某種文書之義務而不履行，由行為人代

為製作，既無損於他人之合法利益，自與偽造文書罪之構成要件不合。 

※偽造文書罪，指無製作權而不法製作而言，若自己之文書，縱有不實之紀

載，要難構成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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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偽造變造公文書罪之意義及其構成要件？ 

刑法第 211 條：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其構成要件如下： 

須犯罪之客體為公文書，例如由法院公證人公證後之私文書即是。再

如，偽造智慧財產局專利審定書、經濟部商品檢驗局核發之商品檢驗

合格證書、檢驗標識、海關規費證、戶籍謄本等，均屬公文書。 

須有偽造、變造行為。 

須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影本與原本可有相同之效果，如將原本予以影印後，將影本之部分內容竄

改，重加影印，其與無製作權人將其原本竄改，作另一表示其意思者無異，

應成立變造文書罪（73 台上 3885）。 

十七、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 

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其構

成要件如下： 

須犯罪主體為公務員。 

須明知為不實之事項。 

須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 

須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相關條文－使公務員登載不實文書罪（刑法第 214 條）：明知為不實之事

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者，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 百元以下罰金。 

十八、侵占罪之意義及其構成要件？ 

刑法第 335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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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構

成要件如下： 

須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 

須有變持有為所有之意思。通常行為人持有被侵占物係先有法律或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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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上之原因，而在其持有中為限，否則不能構成侵占罪（52 台上

1418）。 

須對自己持有他人之物有侵占行為。其處分之方式，手段如何，在所

不問。例如就持有他人之物為出賣、標售、消費、贈與、出借、隱匿、

捲逃、謊報遺失或遭搶、設定質權或抵押權、抵充債務等之行為均屬

之。 

※侵占罪係即成犯，凡對自己持有之他人所有物，有變易持有為所有之意思

時，即應構成犯罪，縱事後將侵占之物設法歸還，亦無解於罪名之成立（43

台上 675）。 

※刑法上之侵占罪，須持有人有將持有他人之物變更為所有之意思，始能成

立，如僅將持有物延不交還或有其他原因致一時未交還，既缺乏主觀要

件，即難遽以該罪相繩（68 台上 3146）。 

十九、公務公益及業務上之侵占罪之意義及其相關法文意義？ 

公務公益侵占罪：刑法第 336 條第 1 項：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

之物，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5 千元以下罰金。 

業務上侵占罪：刑法第 336 條第 2 項：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

條第 1 項之罪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3 千元以下

罰金。 

※公務公益及業務上之侵占罪，處罰未遂犯。 

所謂「公務上持有之物」，指因公務上之關係而持有之物，如動產、

不動產、電氣能量或電磁紀錄等均屬之，至是否為公有物亦在所不

問。「公益上持有之物」，乃指涉及不特定多數人之公共利益者而言，

如公益法人之財產、各類賑災募得之款項。 

「業務上持有之物」，則指行為人本於業務執行關係而持有之財物，

如農、漁、商會等人民團體之財物、運送業受託運送之物、公司業務

員收取之公司貨款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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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職員侵占職務上保管之財物，除其侵占之財物係屬公益者外，以業務

侵占論。 

二十、普通詐欺罪之意義及其構成要件？ 

刑法第 339 條： 

Ⅰ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

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Ⅱ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Ⅲ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拾獲他人遺失之行動電話，嗣後並多次撥號通信使用，除犯刑法第 337 條

之侵占遺失物罪外，並犯本條第 2 項之詐欺得利罪（台北地院 86 年 3 月

法律問題座談會）。 

※竊取他人之自動提款卡，向銀行自動櫃員機領取他人之存款花用，成立竊

盜及詐欺罪，二罪間有方法結果之牽連關係（最高法院 81 年度第 11 次刑

事庭會議決議）。 

※相關法律條文—【準詐欺罪】 

對於收費設備的詐欺： 

 第 339 條之 1：「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之所有，以不正方法由收費設

備取得他人之物者，處 1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罰金。以

前項方法得財產上不法之利益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本條係規範

對於正常使用之收費設備（如自動販賣機、投幣式按摩椅、體重計、公

用電話機、自動收費停車場等），以相類似於詐欺之不正當方法（如使用

偽造之磁卡刷卡進入收費場所或是投入偽幣使機器陷於錯誤），取得機器

提供對價之物品或服務。 

對於付款設備的詐欺： 

 第 339 條之 2：「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之所有，以不正方法由自動付

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者，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金。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不法之利益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本條係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