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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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分則
第一章 瀆職罪／2-3
第二章 妨害公務罪／2-29
第三章 妨害投票罪／2-35
第四章 妨害秩序罪／2-47
第五章 妨害司法權的犯罪／2-51
第六章 公共危險罪／2-73
第七章 偽造犯罪／2-117
第八章 侵害善良風俗的犯罪／2-149
第九章 侵害生命身體法益的犯罪／2-167
第十章 侵害自由法益的犯罪／2-209
第十一章 妨害名譽及信用罪／2-253
第十二章 妨害秘密罪／2-263
第十三章 財產犯罪／2-277
第十四章 妨害電腦使用罪／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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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採購案
我國 A 民營航空公司欲向美國波音公司採購 787-10 型客機，法國空中巴士公司得
知此消息後深感不滿，於是空中巴士公司派人至我國行賄我國交通部長甲，要求
甲向 A 航空公司施壓，要 A 改買空中巴士 A350-1000。甲收下空中巴士人員的賄
賂，並承諾向 A 公司施壓。問：甲成立何罪？

縱容賭場案
新北市汐止區某派出所的所長甲與台北市東湖地區的賭場業者乙十分熟識（汐止
與東湖二地區彼此緊鄰）
，乙每月固定行賄甲，要求甲不要取締與舉報其所開設的
賭場，問：甲是否有罪？

低收入戶案
市府社福單位的公務員甲在發放低收入戶補助金時發現：A 為低收入戶，符合補
助金領取資格，但 A 是甲的鄰居，甲深知 A 生活無虞，根本不需要這筆補助金，
於是逕自將 A 從發放清單中剔除，使 A 無法領取補助金。問：甲是否成立圖利罪？

工程虧損案
某公立學校欲興建體育館，承辦該標案的學校行政人員甲將底標洩漏給廠商 A，
使 A 以接近底標的價格得標。然而施工期間原物料大漲，使得 A 反而因該工程虧
損數十萬元。問：甲、A 是否成立圖利罪？

公投亮票案
大學生甲被強力反同的媽媽乙要求要在「礙家公投」的三案中投下同意票。投票
日，甲、乙一同前往投票，甲蓋完章要投入票匭前，刻意將票載內容出示給乙看。
問：甲是否成立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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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律師、司法官命題大綱已經明文指出：
「命題
範圍之瀆職罪，含貪污治罪條例賄賂、圖利相關罪」
，因此，以下關於這兩部法律就
貪污行為的處罰態樣，比較如下（若是報考司律二試以外類科的同學，答題時仍應
以刑法為主）
：
行為

刑法
第 12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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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污治罪條例
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有下列行
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
職務上行為
三、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
受賄
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者。」
第 11 條第 2 項：
「對於第二條人員，
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
職務上行為
×（不罰）
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行賄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有下列行為
第 122 條第 1 項：
「公務員或 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
仲 裁 人 對 於 違 背 職 務 之 行 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
違背職務行為 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 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億元以下
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 罰金：五、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
受賄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
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利益者。」
第 122 條第 2 項：
「因而為違
為違背職務 背職務之行為者，處無期徒
×（回歸刑法）
之行為
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
併科四百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第二條人員，
第 122 條第 3 項：
「對於公務 第 11 條第 1 項：
員或仲裁人關於違背職務之 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
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 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
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違背職務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 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行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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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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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3 條：
「於未為公務員或
仲裁人時，預以職務上之行
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
或其他不正利益，而於為公
×（回歸刑法）
準受賄
務員或仲裁人後履行者，以
公務員或仲裁人要求期約或
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論。」
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有下列行
為之一，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
第 131 條第 1 項：
「公務員對 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
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自 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
主管監督事項
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 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
圖利
而獲得利益者，處一年以上 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
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
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
者。」
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有下列行
為之一，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五、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
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
非主管監督
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
×（不罰）
事項圖利
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
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
律效果之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
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
而獲得利益者。」
第 129 條第 1 項：「公務員對 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有下列行
於租稅或其他入款，明知不應 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
違法徵收
徵收而徵收者，處一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億元以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 下罰金：二、藉勢或藉端勒索、勒
徵、強占或強募財物者。」
千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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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有下列行
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擅提或截留公款或
違背法令收募稅捐或公債者。」
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有下列行
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億元以
第 129 條第 2 項：「公務員對 下罰金：一、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
於職務上發給之款項、物品， 有器材、財物者。」
明知應發給而抑留不發或剋 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有下列行
為之一，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
扣者亦同。」
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抑留不發職務上應
發之財物者。」

刑法分則瀆職罪章的犯罪，大略可以分為「貪污」與「濫權」兩大類，貪污的
犯罪是指，公務員利用職務創設或取得不法利益；而濫權的犯罪是公務員違反職務
規範。在瀆職罪章中，第 121 條至第 123 條的受賄犯罪是貪污犯罪，其餘各條則是
濫權犯罪，至於圖利罪（第 131 條）
，立法者將之歸類於貪污犯罪（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5 款），有學者便認為其屬貪污犯罪1，但也有學者認為其應屬濫權
犯罪2，本書依照立法體例，將之置於貪污犯罪之下。

第一節

貪污犯罪

壹、概說：貪污犯罪的類型
關於貪污犯罪，我們必須依照公務員3收受對價後所承諾的事情做類型上的劃
分。首先，如果公務員收受對價後所承諾的事情本來就是其法定執掌的話，這是「職
務上受賄罪」
（刑法第 121 條、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例如：戶政機
關的科員竟然收受了人民的紅包之後才願意為人民辦理戶籍登記即是。
1
2

3

例如：林東茂，刑法分則，一版，2018 年 9 月，第 360 頁。
例如：許恒達，主管職務圖利罪之罪質與犯罪結構的分析反省，臺大法學論叢，第 43 卷第 3 期，
2014 年 9 月，第 742 頁；柯耀程，
「職務」概念的解釋與限制，法學叢刊，第 56 卷第 2 期，2011
年 4 月，第 6 頁。
當然仲裁人也是這系列犯罪的主體，只是考試上鮮少出現，所以這部分本書就不特別介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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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若公務員收受對價後所承諾的事情並非其法定職權，而且與其職務也完
全不具有關聯性，這時候該公務員當然也不會有任何「貪污」可言，例如：戶政機
關的科員收了朋友的錢之後，承諾下班後會為朋友進行暴力討債。
同時，若公務員收受對價後所承諾的事情並非其法定職權，然而這件事情與其
職務具有關聯性，又已經違反了法律規定的話，這是「違背職務受賄罪」
（刑法第 122
條第 1 項、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
，例如：地政機關人員收了人民的紅
包後，將人民的農地逕行變更為建地。
最後，最麻煩的類型來了─公務員收受對價後所承諾的事情並非其法定職權，
這件事情與其職務具有關聯性，可是，這件事本身也沒有違反特定的法律規定。這
樣的行為可以認為是「職務上受賄罪」嗎？這是學說上具有高度爭議性的問題，也
就是各位可能在政治人物涉貪的案件會聽到的「實質影響力說」
。例如：市議員收了
人民的錢之後，以議員身分向廠商施壓，使原本不願解約的廠商賠錢解約，這部分
我們後面也會說明。

甲為交通警察，某日於執行勤務時發現乙未戴安全帽、超速且騎乘違法改裝機車。
甲攔檢後發現乙為 13 歲少年，且根本沒有駕駛執照。甲要開單處罰時，乙苦苦哀
求，並直接脫下自己手上之限量造型玩具手錶給甲，希望甲網開一面。甲見該手
錶價值不菲且四下無人，默默收下手錶後，告訴乙其違規多項，但願意予其自新
機會，希望其以後不要再犯，便予以放行。試問甲的行為依刑法成立何罪？
【105 司法調查三等（司法人員觀護人、司法事務官法律事務組、法院書記官、檢
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監獄官、調查人員法律實務組）
】

還是那句老話：注意題目中的線索。乙是 13 歲少年，有發現什麼玄機嗎？
13 歲不論在刑法或行政罰法上都稱為「無責任能力人」，交通警察本來就不能對
乙開單，所以，警察收下手錶而不開單，並非違背職務，而是道道地地的「職務
上行為」
，這部分同學可別搞錯了；不過另一方面，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對無照駕駛者應當場禁止駕駛 4，此為即時強制並非行政罰，且為羈束行政，行政
4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21 條第 1 項：「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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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毫無裁量餘地，因此換句話說，警察本來有義務禁止乙駕駛，結果竟然收了
手錶之後把人放掉，這部分就是「違背職務」受賄了。所以簡單說，甲的受賄行
為要分成「不開單」與「未禁止駕駛」兩部分評價，前者是職務上受賄，後者則
是違背職務受賄。

貳、 職務上受賄（刑法第 121 條、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與行賄罪（貪污治罪條例
第 11 條第 2 項）
一、職務上行為
意義：
一般所謂「職務上行為」指的是公務員依其法定職務所執掌之事項，例如：
警察對於民眾的報案、地政機關公務員對於土地登記簿的登載……等等，
因此若有公務員就其職務上行為受賄（例如：警察收受民眾的紅包之後才
開始受理報案），即屬本罪所要處罰的行為。

 爭議：職務上密接行為？
問題意識：
 若是公務員對於依照法律明文規定所具備之職權要求、期約或收受賄
賂，當然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職務上行為受賄罪」
所要處罰的對象。例如，警察對於民眾報案意興闌珊，直到民眾主動
送上紅包，警察才開立三聯單並積極偵辦，此時警察收賄之行為即成
立本罪，並無疑問。
 相反的，若公務員就其職務上有密切關聯性之事務收賄，能否論以本
罪？此為近年來的爭執所在。舉例來說：
民眾 A 上網購物，以 1800 元的價格買下市價 18000 元的手機，但
數小時後購物網站將 A 之訂單取消，表示此為員工疏失標錯價，訂
單不成立。A 不甘心，因此報警處理。派出所員警 B 表示這是民事
糾紛，應找消保官，此並非警察的職權，然 A 迫於解決紛爭，因此
立刻掏出一千元給 B，要 B「主持公道」，B 遂收下金錢。
很顯然的，依法警察對於單純的民事紛爭並沒有介入處理的權限與

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或機車。……」
雖然考試沒有附這個法規，但無照駕駛被抓到當然不能再繼續開車了，這應該是常識吧？

第一章

瀆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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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因此解決消費爭議並非警察依法的職務行為。但就實際而論，
多數民眾並不知道民法與刑法的差別，與人起衝突而無法解決時，
往往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報警處理，因此，這件事顯然與警察的職務
間具有密接關聯性。同樣的，前述〈飛機採購案〉也是如此，民航
局長對於民營的航空公司要買什麼飛機，當然沒有介入的權限，但
實際上這樣的「建議」仍具有實質上的影響力。所以問題就在於，
此類「職務密接行為」是否能包含在「職務上之行為」的概念之下？

正反意見：
 實務見解：
這個問題在過去的實務上曾有不同見解，不過近年來最高法院幾乎已
經定調採取「實質影響力說」 5。

 學說見解：
學說上對於「職務上行為」是否包含「職務上密接關聯性之行為」或
「具有實質影響力之行為」
，同樣大致可以分為肯否二說，其爭執的點
在於，
「職務上行為」在解釋上若包含上述「職務上密接關聯性之行為」
等情形，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則？
否定說：
 從立法體例來看，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利用
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第
3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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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職務上之行為」包含實質影響力所及者或職務密
接行為，將導致職務上行為與職務上機會根本無從區別，也完全
架空立法者區別這兩種犯罪類型的意義 6。
 從罪刑法定原則的觀點來看，以「國民對公務員公正執行職務的
信賴」作為保護法益，並據此引進日本的「職務密切關聯行為」
理論，甚至以所謂「實質影響力」作為構成要件事實存在與否的
判斷標準，在概念的內涵始終不清楚的情況下，等於是把概念的
5

6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122 號判決：
「又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之公務員對於
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此之所謂『職務上之行為』
，應依上開立法旨趣從廣義解釋，係指公
務員在其職務權責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而言。而其職務範圍，除公務員之具體職務權限
及一般職務權限外，即或雖非法律所明定，但與其固有職務權限具有密切關聯之行為，亦應認
屬其職務行為之範疇，包括由行政慣例所形成，及習慣上所公認為其所擁有之職權或事實上所
掌管之職務，以及其附隨之準備工作與輔助事務均屬之，始符合上開條例設立之宗旨。」相同
意旨：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83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2545 號判決。
黃榮堅，2010 年刑事法回顧：慾望年代，慾望刑法？，臺大法學論叢，第 40 卷特刊，2011 年
10 月，第 1800～1801 頁。

2-10 陳介中老師開講 刑法
外延由封閉的定義轉化為開放的不確定概念，恐難脫就個案進行
類推適用之嫌，遑論發揮一般預防的功能。且以「職務關聯性與
實質影響力」作為判準，屬於目的擴張解釋，不僅牴觸構成要件
明確性的要求，更牴觸了權力分立原則 7。
肯定說：
 「法定職務權限」的說法不切實際，容易引起法律漏洞。舉例來
說，警察的法定職務權限雖然相當多，但有些仍然是法律所未規
定的，例如任職於警局秘書室處理文書的警察人員，其所從事的
職務行為頂多是「業務執掌」，而難以認為是「法定職務權限」，
但若逕此認為這些文書工作不是其「職務上行為」
，必然造成嚴重
的法律漏洞。因此，職務上行為是指公務員本其職位而實際上所
從事的各種相關事務行為，至於是否法定，非關鍵所在（或可稱
為「事實上的職位關聯性事務之行為」）。 8
 就罪刑法定原則而言，
「職務」一詞具有多義性，並非僅能解釋為
「法定職權」
，不論是「法定職務權限行為」
、
「職務密切關聯性行
為」、「職務實質影響力所及之行為」或是上述「事實上的職位關
聯性事務之行為」，均可包含在「職務」一詞的語意範圍內 9。換
言之，將「職務上行為」的意義解釋為包含上述這些「非法定職
務權限」之情形，頂多是法律解釋上的「擴張解釋」
，而非「類推
10
適用」，並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
 要注意的是，即使採取此說，也必須要該行為與行為人的職務之
間具有命令、指揮或監督等關係才算 11。因此舉例來說：
 X 市警局分局長 A 收受民眾 B 的對價後，承諾命令其分局的員
警 C 務必認真辦理 B 的刑案，A 即屬職務上受賄。

7

8

9

10
11

蕭宏宜，賄賂罪的「職務上行為」概念─兼評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第 7078 號判決，東吳法律
學報，第 24 卷第 1 期，2012 年 7 月，第 113～114 頁；相同結論：柯耀程，
「職務」概念的解釋
與限制，法學叢刊，第 56 卷第 2 期，2011 年 4 月，第 16 頁以下。
吳耀宗，立法委員替他人「喬」契約而收錢，該當何罪？─評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金訴字第
47 號刑事判決（林○世貪污案）
，月旦裁判時報，第 25 期，2014 年 2 月，第 108～1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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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旦裁判時報，第 25 期，2014 年 2 月，第 111～112 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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