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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慾望與權利：社會變遷下的刑事法脈動 

 

壹、前言 

近期因為旅美投手王建民驚爆婚外情
1
，引起廣大民眾關注，

使得外遇、刑法通姦罪議題再次掀起討論風潮，而問題的焦點不

外乎是介入別人婚姻的是非對錯。惟外遇並非一新興議題，自本

土經驗觀察，外遇議題的討論從幾十年前的街坊鄰居口舌八卦，

延伸到今日的媒體強力報導，甚至完全搬上台面討論者亦層出不

窮，因此可見對於此種充滿激情的外遇問題之評價，變成一公眾

議題、家常便飯之現象。進一步言，於外遇現象頻傳的今日，社

會對於外遇現象之一般看法，是否已有新觀念、因社會民情的轉

化而有新的解釋與想法
2
，此等涉及國情、人民接受度之問題，原

本就是社會學、心理學、法律與道德、文化等研究的觀察重點

（如外遇問題之社會分析），各該學科更就此做出實證調查分析

及檢討。 

惟於刑法層次的思考上，通常涉及刑事立法的討論，有關刑

法通姦罪（Ehebruch）存廢立場的確立，首要任務就是除罪化與

否的思考。而於通姦罪正當性、合憲性的實務討論中，首先想到

的，當屬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於 2002 年針對我國刑法通姦罪

                                                           

1 參照 2012 年 4 月 25 日聯合報【建仔「點火」通姦罪廢除聲浪再起】報

導，網址：http://udn.com/NEWS/SOCIETY/SOC6/7050462.shtml。本論文集

各篇論文中所引用網頁之瀏覽日期，若無特別註記，則皆為編輯完成之

2015 年 11 月 11 日，特此說明。 
2 誠如研究婚姻問題之專家陳棟樨博士所言：「十年前，婚外情是一件令人覺

得羞恥且不可告人的事情；十年後的今天，婚外情已經相當普遍和公開，

上至美國總統的醜聞，下至貨車司機包二奶，一般人司空見慣。就像同性

戀一樣，十年前還是一種精神病，但今天不但不算是精神病，美國某些州

還賦予保護。」參照陳棟樨，《婚內昏外》，2002 年 9 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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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廢問題作成之釋字第 554 號解釋，當時雖作出合憲評價，惟九

年過矣，在「法律係與時俱進」此一思維下，不免令人有如下數

點之質疑：大法官釋字第 554 號解釋是否合理？縱認大法官釋字

第 554 號解釋尚屬妥適，但歷經九年有餘之時間，被大法官們理

所當然地認為係通姦罪保護法益之「確保婚姻制度之存續與圓

滿」，此基礎有無產生變化？又若認「確保婚姻制度之存續與圓

滿」仍為通姦罪之存在基礎，則在評價上，對於通姦行為之可刑

罰性（Strafwürdigkeit），是否因為現代社會多元及開放之潮流而

有降低，甚或升高？都是值得探討之問題。而除了釋字第 554 號

解釋外，解釋後的法院判決如何看待這個問題，也是一個切入觀

察點，蓋基於權力分立（Gewaltteilungsprinzip）之司法功能，司

法實務係有權適用、解釋法律者，且其作出的決定與判決有一定

的強制力，並反映出第一線的實務審判者對於通姦罪存廢的思維

與態度，此實影響人民權利甚鉅，故本文欲自釋字 554 號解釋及

其後的實務裁判，來尋求對上開各該問題之可能解答。 

在進一步展開分析之前，首先針對二項概念做基本的介紹與

釐清，其一是針對通姦除罪與否在比較法上的演變與趨勢
3
，其二

是對於釋字第 554 號解釋之內容做介紹，並整理學說對該號解釋

的回應，此將有助於本文之實務判決分析（貳）。進行我國實務

判決之分析時，本文所選輯之判決範圍僅限於「自大法官釋字第

554 號解釋之作成後至今與通姦罪相關之高等、地方法院判

決  

4
」，此乃考量大法官解釋的影響層面與拘束力甚大，加上大法

                                                           

3 簡略介紹與我國同為歐陸法系之德國、日本立法例，並簡要整理各該國對

於通姦罪之立法及廢除之流變，就此，詳見下文「貳、一」部分。 
4 依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第 376 條第 1 款：「左列各罪之案件，經

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一、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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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既已以釋字第 554 號解釋對通姦罪作出了合憲之見解，本文即

以此解釋作成之時間點為切割、往後延伸至今；又本文將所篩選

之數則高等、地方法院判決，依判決產生時間順序將判決要旨以

表格臚列，以便於檢視各項判決見解之消長與演變，有利於結論

之分析。自大法官釋字第 554 號解釋作成後至今，共計 1800 餘

則與通姦罪案件相關之判決，限於篇幅之因素，本文無法針對此

千餘則判決逐一檢驗，只能依各該對於通姦除罪或其正當性提出

質疑之判決予以挑選，並類型化出其中若干則嶄新、特別值得探

究之判決來進行說明分析
5
（參、肆）。 

貳、概念釐清 

一、德國、日本對於通姦罪除罪化之演變過程 

各國立法例對於通姦罪之態度，可能之處理方式有
6
：僅處罰

有夫之婦者，如我國暫行新刑律第 289 條、日本 1947 年以前之

刑法 183 條；分設夫妻處罰條件者，如義大利舊刑法第 559 條
7
；

平等處罰者，如我國現行刑法第 239 條；不處罰者，如德國、日

本、中國大陸等。 

                                                                                                                         

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刑法第 239 條通姦罪：「有配偶而與人通姦

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姦者亦同。」等規定，通姦罪之最重本刑

為 1 年，乃屬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因此本文蒐集之實務裁判對

象，自無最高法院之裁判，合先敘明。 
5 就本文的設定而言，並非欲鉅細靡遺地針對各該判決內容說明及批判，重

心儘量擺在實務裁判對於通姦罪的立場、轉變與發展趨勢。 
6 鄭昆山，〈通姦犯罪在法治國刑法的思辯─評釋字第 554 號解釋〉，《月旦

法學雜誌》，105 期，2004 年 2 月，頁 223。 
7 有夫之婦與人通姦者，其處罰條件較寬，夫於家中或他處公然蓄妾者，其

處罰條件較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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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無論對通姦罪係採取何種立法例，就各國立法例觀之，通

姦罪之廢除似乎是一個共同的趨勢。由於我國刑法係繼受歐陸法

系，法學理論多沿襲德國或日本，欲檢討我國通姦罪立法之妥適

性，自應參酌德國及日本之法制。故本文以下即就德國、日本之

立法例為介紹： 

（一）德國於 1969年廢除通姦罪之沿革
8
 

德國於 1969 年以前之通姦罪規定乃「由於通姦而惹起離婚

者，有罪責配偶之一方及其共同責任人，處 6 月以下懲役。其刑

事訴追，非經告訴不得開始」，其通姦罪之構成要件係以通姦行

為導致離婚為構成要件，此與我國刑法通姦罪單純以有配偶而與

人通姦為要件之規定不同。又其立法理由乃： 

1. 善良風俗之塑造與維護作用。 

2. 國家視婚姻為社會共同生活重要基礎的宣示作用，蓋在對

兩性關係的觀念顯著鬆動的時代，通姦罪的廢除使人無法

理解，甚至會引起誤解，以為國家不再像以前一樣重視婚

姻。 

3. 通姦罪之廢除將牴觸西德基本法第 6 條婚姻及家庭應受國

家制度的特別保護之規定。 

惟值得注意的是，其立法理由認為，考慮到婚姻的本質，通

姦罪之追訴不但無法對婚姻有實質的維護作用，反之，通常只有

毀滅婚姻的作用，蓋對通姦之配偶或第三人的刑罰只會促使通姦

之配偶決意離婚。由此可知，反對與保留通姦罪規定之論者有一

                                                           

8 關於德國法就通姦罪廢除之聲浪與流變，已有文獻提出完整的介紹與說

明，本文對此僅作簡要整理，詳細內容可參見黃榮堅，〈論通姦罪之除罪

化〉，《刑罰的極限》，2000 年 4 月，頁 4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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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共同之認知，即通姦罪對於婚姻並沒有什麼維護的作用。 

雖然西德基本法第 6 條之規定並無改變，且亦無人否定善良

風俗之塑造與維護，但通姦罪卻在 1969 年修法時被廢除，當時

的主要理由如下： 

1. 稀少之有罪案件數量。 

2. 雖部分判決有罪，但刑罰卻異常輕微。 

3. 通姦行為並未因通姦罪之制定而顯著減少，該罪之規定欠

缺規範意義。 

4. 通姦罪的告訴不少是出於卑劣的動機，亦即通姦罪之規定

提供了一個危險的手段，讓受苦者去進行報仇，以及為貫

徹金錢上的要求而去勒索，然而這樣的做法對婚姻的尊嚴

與維護都沒有幫助。 

5. 通姦罪的廢除並不致於誤導國民意識，不致於使一般國民

誤以為國家不再重視婚姻。此由其他國家的實證經驗可以

佐證，例如在挪威、丹麥、瑞典、芬蘭以及英格蘭等國

家，通姦罪的廢除對於國民意識關於婚姻之認知並沒有影

響。 

6. 國家對於婚姻的保護，基本法第 6 條以及其他法律，例如

婚姻法與家庭法，已經有所規定。 

德國刑法因此認為沒有必要維持一個沒有保護作用又問題叢

生的通姦罪制度。一般通姦罪雖已除罪化，但仍保留親屬通姦罪

之規定
9
。 

  

                                                           

9 甘添貴，〈妨害婚姻與口交通姦〉，《台灣本土法學雜誌》，42 期，2003 年 1
月，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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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對於通姦是否除罪之積極、消極說爭論 

日本於明治 13 年即西元 1881 年公布，明治 15 年 1 月 1 日

施行之刑法，係仿效 1810 年之法國刑法所制定，其第 353 條規

定：「有夫之婦姦通者，處 6 月以上兩年以下之重禁錮。其相姦

者亦如之。此條之罪，須有本夫告訴而後論之，但本夫係縱容其

通姦者，則無告訴之效」，同時為保護丈夫之權利，也仿效法國

之立法例，規定夫對於姦婦與姦夫之逕殺權。其第 331 條規定，

「本夫察覺其妻通姦，於姦所逕殺姦夫或姦婦者，宥恕其罪。但

本夫事前縱容通姦者，不在此限。」西元 1907 年仿效德國刑法

典之日本刑法，除將通姦罪條號變更為 183 條外，其內容與先前

之刑法並無二致，僅處罰有夫之婦與其相姦人，但亦刪除本夫得

逕殺姦夫、姦婦之權，顯示其見解應較先前有所進步。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制定新憲法，其第 14 條規定，「法

律之下人人平等」；第 24 條規定，「婚姻應係基於兩性之合意而

成立，並以夫妻享有同等權利為基本，而相互協力維持之。關於

配偶之選擇、財產權、繼承、住居之選定、離婚及其他相關於婚

姻及家族之事項，法律應以個人之尊嚴，與兩性本質上之平等為

基礎，而制定之。」為符合戰後憲法精神，原本日本刑法僅處罰

有夫之婦通姦之條文顯然必須有所修正。但問題係究竟要採取平

等的夫婦均罰，或是夫婦均不處罰，此便產生極大的爭議。採積

極說之論者所持之理由大致如下：
10

 

1. 現行刑法僅處罰有夫之婦之通姦，基於男女平等原則，對

於有婦之夫通姦也應處罰。 

                                                           

10 徐昌錦，《通姦除罪化》，2006 年 6 月，頁 15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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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姦是侵害婚姻之行為，破壞夫婦間之誠實義務，損及配

偶個人權利。 

3. 夫或妻通姦會擾亂家庭生活，影響親人安定之生活，而且

容易造成離婚，殃及無辜子女的幸福。 

4. 通姦行為是紊亂性道德的純潔，極易引起爭端，危害社會

秩序與社會利益。 

5. 通姦會破壞一夫一妻制，造成血統紊亂，侵害為社會基本

組織之家庭制度，且危及人類的品質。 

至於消極說之論者主要係認為婚姻與其他契約相同，都是民

法上的一種契約行為，因此夫妻一方破壞婚姻的行為與其他違反

契約的行為相同，不外乎是「解除婚姻契約」與「請求損害賠

償」，因此，夫妻一方與他人通姦，破壞的是婚姻生活，其本質

上是一種違反契約的行為，是其所應負擔者僅是「民事責任」而

已；又過去之所以有如此的立法例乃因民事思想之不發達，所以

都用刑事來規範通姦行為，但此乃錯誤之立法，蓋通姦罪之處

罰，一方面不僅未能達其立法目的，且另方面，此處罰規定亦易

妨害家庭的和諧
11
。其後在法制審議會審議時，雙方見解勢均力

敵，不相上下，後來參議院的表決結果是以 74 對 66 之比數通過

廢止通姦罪之法案，亦即主張廢除通姦罪處罰之意見係以少數差

額獲得通過
12
。 

就各國立法例觀之，日本刑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原設有通

姦罪之規定，但戰後已將通姦罪之規定刪除；德國刑法雖仍有通

姦罪之規定，惟僅限於親屬通姦，始予處罰；另外，中國大陸刑

                                                           

11 平野龍一，《刑法の基礎》，1966 年，頁 190。 
12 平野龍一，前揭書（註 11），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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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於制定時，亦未設有通姦罪之規定
13
。足見通姦罪之除罪化，

似乎已逐漸成為各國立法之趨勢。 

二、大法官釋字第 554號解釋之評析 

至於在我國對於通姦除罪化之討論與見解，除有學界的探討

外，針對刑法通姦罪作成之大法官釋字第 554 號解釋當係一重要

的觀察對象，故本文以下即對於釋字第 554 號解釋與學界上的回

應及批評為簡單的介紹。大法官釋字第 554 號解釋的形成背景乃

係被告林女因妨害婚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時任台灣高雄

地方法院之葉啟洲法官，認為刑法第 239 條規定對通姦行為的處

罰，直接限制人民的自由與財產權，間接限制人民的性自主權，

且非追求幸福婚姻的有效手段，有牴觸憲法第 22、23 條之疑

義，因此裁定停止訴訟，聲請大法官解釋。大法官並於 2002 年

12 月 27 日作成了釋字第 554 號解釋。 

（一）釋字第 554號解釋之論旨 

大法官釋字第 554 號解釋乃針對現行刑法第 239 條對通姦、

相姦者處以罪刑所作出之「合憲解釋」，本號解釋文之結論如

次：「刑法第 239 條對於通姦者、相姦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

規定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規定尚無違背。」 

至於大法官如何形成前揭結論，本號解釋之解釋要旨指出： 

1. 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障

（參照本院釋字第 362 號、第 552 號解釋）。婚姻制度植基

                                                           

13 陳毓雯，〈通姦除罪化之檢討〉，《刑事法雜誌》，37 卷 6 期，1993 年 12
月，頁 59。 



 

 

 

 

 

 

 

 10 慾望與權利：社會變遷下的刑事法脈動 

於人格自由，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

社會性功能，國家為確保婚姻制度之存續與圓滿，自得制

定相關規範，約束夫妻雙方互負忠誠義務。 

2. 又性行為自由雖與個人之人格有不可分離之關係，惟依憲

法第 22 條規定，必須是在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之前提

下，始受憲法保障。是性行為之自由，自應受婚姻與家庭

制度之制約。 

3. 至於婚姻關係存續中，配偶之一方與第三人間之性行為應

為如何之限制，本號解釋認為各國國情不同，應由立法機

關衡酌定之。 

4. 另外，其認為刑法第 239 條之規定，雖係對人民之性行為

自由之限制，然此為維護婚姻、家庭制度及社會生活秩序

所必要。又同法第 245 條第 1 項規定通姦罪為告訴乃論，

此乃立法者就婚姻、家庭制度之維護與性行為自由間所為

價值判斷，並未逾越立法形成自由之空間，與憲法第 23 條

比例原則之規定尚無違背。 

（二）對本號解釋的回應與批評 

釋字第 554 號解釋對於刑法通姦罪為合憲之解釋，其解釋理

由中除認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而受憲法制度性保

障外，並肯認立法機關以刑罰手段達到刑法通姦罪預防通姦、維

繫婚姻之立法目的，亦認此並無違比例原則，末再表示對於通姦

罪附加訴追條件乃係立法者就婚姻、家庭制度之維護與性行為自

由間所為價值判斷，並未逾越立法形成自由之空間。當然，於該

號解釋作成後，隨即引起學界之撻伐，接踵而來的則是許多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