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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刑法的意義 

刑法規定犯罪行為，對犯罪行為科以刑罰，所以刑法的內容包含

犯罪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刑法是所有刑事制裁法的核心、主要規範，

分為刑法總則與刑法分則，前者規範各種犯罪類型的一般通則，例如

刑法的效力範圍、刑事責任、未遂犯、參與犯、刑罰競合與刑罰種類

等；後者規範各種犯罪類型及其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例如殺人罪、

傷害罪、剝奪行動自由罪、竊盜罪、放火罪或偽、變造公文書罪等。

如果刑法只規定犯罪構成要件，不具威嚇效果，無法完成刑法的任務，

因此各罪明定違反規定的法律效果。法律效果是刑法用以制裁或處遇

犯罪行為人的法律手段，有死刑、自由刑、拘役、罰金、沒收與保安

處分。 

第二節 刑法的性質與定位 

刑法規範國家與人民之間的法律關係，是一部公法，在概念上區

分實體法與程序法，前者包含行為可罰性的要件與法律效果，普通刑

法屬之；後者是有關犯罪在個案中於形式上應如何處理，稱為刑事程

序法，主要有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與少年事件處理法 1。刑法具有

強行性質，除了告訴乃論罪外，強制適用所有犯罪行為，告訴乃論罪

1 Erhardt, 2016, R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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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犯罪起訴須有告訴權人提起告訴，依刑事訴訟法第 232 條以下規

定告訴權人，且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六個月

內為之，否則不告不理。犯罪是否屬於告訴乃論罪，規定於刑法分則

各罪章中，未明定是告訴乃論罪，則是非告訴乃論罪，例如刑法第 321

條竊盜罪，除非依刑法第 324 條於直系血親、配偶、其他五親等內血

親、三親等內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間犯本罪，否則屬於非告訴乃論

罪，表示行為人縱使竊得的贓物價值輕微，經被害人諒解或同情，依

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起訴法定原則，警察偵辦案件後必須移送檢察官

視個案起訴或緩起訴。 

 

刑法在法律體系中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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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刑法的任務與功能 

刑法存在的意義為何？國家刑罰的目的又何在？每個人天生對於

危害社會的行為或多或少會自我抑制，而逾越的行為就應受到社會的

制裁。刑罰權屬於國家的壟斷權，現今社會禁止私刑。因此，在共同

社會中，每個人都期待人類基本生活價值與法律和平能受到維護，立

法者在刑法中對於特定危害社會的行為，透過國家刑罰加以禁止，而

刑罰的意義與目的在刑法歷史演進中有各種不同的刑罰理論，核心概

念有報復、贖罪、威嚇、一般預防、特別預防與再社會化等 2。刑法是

國家對於人民最低道德標準的要求，也是最後的制裁手段，當行為具

有可譴責性時才會加以處罰，例如 1999 年以前的酒駕行為屬行政罰，

由於國人酒駕肇事日增，行政罰無法遏阻歪風，遂制定刑法第 185 條

之 3 不能安全駕駛罪，立法目的是為維護交通安全，防止交通事故之

發生。又因民事不法的損害賠償對富人而言，不具有警惕性，所以只

能期待以刑罰加以禁止危害社會與個人的行為，後者如侮辱罪或誹謗

罪，此為刑法存在的正當性 3。 

從而，刑法可以確保共同生活中的基本價值及憲法保障的基本

權，例如生命、身體健康、自由、名譽、財產或隱私等，唯有透過刑

法的保障，公共利益和個人權益才能落實。刑罰不僅含有報應思想且

具有預防犯罪功效，兼具一般預防犯罪與特別預防犯罪目的，所以刑

法具有維護法律和平的功能。刑法分則規範各種犯罪型態，可謂是保

護法益的目錄。法益是以法律手段加以保護的生活利益，這些生活利

益唯透過刑法的禁止規範與誡命規範，才足以嚇阻侵害他人法益的行

2 Erhardt, Rn.2. 
3 W/B/Satzger, R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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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禁止規範如殺人罪、擄人勒贖罪、竊盜罪、肇事逃逸罪、洩漏國

防以外的秘密罪等，誡命規範主要是刑法第 15 條，亦即任何禁止規範

可以透過該條而成為不作為犯。詳言之，行為人對於殺害結果之發生，

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成立不作為的殺人罪。所

以刑法的功能是保護法益不受他人非法的侵犯，但對於他人合法的侵

犯或干預，則具有忍受義務，例如正當防衛或警察合法的逮捕與搜索。

刑法對人權保障透過罪刑法定原則實現，此原則具有雙重保證功能，

一方面保障有罪者依法處罰；另一方面讓無罪者或不具刑事責任者不

受刑事處罰。監獄行刑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處徒刑、拘役之受刑人，

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以監獄內執行之。第 1 條明定徒刑、拘役之執行，

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故刑罰可以矯治犯人，

令受刑人再社會化，監獄行刑重視教化。此外，刑罰也能給犯罪人贖

罪的機會，讓受刑人能免於長期或一生中受到良心的譴責 4。 

 

案例 1 

甲駕駛汽車，與乙女駕駛的賓士車對撞，傷者被送往 B 醫院，乙

車上 5 個月大的男嬰丙急救後轉 A 醫院。一名男子到 B 醫院毆打甲，

護士發現尖叫，保全趕到將男子趕出，之後 B 醫院接連三次報警，派

出所派員到場處理。丙最後宣告不治，家屬將其移靈至市立殯儀館，

六名男子於是又到病房圍毆甲。甲母雖至市立殯儀館拈香致意，並包

奠儀一萬元，兩名男子仍進入病房，以輪椅將甲推出醫院大門，院方

保全加以阻攔，但男子自稱是甲的友人，要帶他出去抽菸透氣，保全

因此放行。甲被人以休旅車帶至殯儀館，十餘人當著甲母面前痛毆甲，

甲被發現以棉被包裹丟棄在 B 醫院門口魚池旁。昏迷的甲被送回醫院

4 林山田，(上)，頁 5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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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因遭毆打的頭部有硬腦膜下出血的傷勢，最終傷重死亡，驗屍認

定並非車禍致死，而是被人毆打致死。 

刑罰屬國家的壟斷權，法治國家禁止私刑，甲開車肇事發生他人

死傷結果，自有司法審判之，乙家屬與友人毆打甲致死，應負傷害致

死罪。 

第四節 刑法的主要基本原則 

一、罪刑法定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是指犯罪的法律要件及法律效果均須以法律明確加

以規定；無法律即無犯罪，無法律即無刑罰。此原則的功能是確定法

律的安定性，一方面使人民知所行止，產生刑罰的犯罪預防功能；另

一方面明確規定國家刑罰權的範圍，以保障人權 5。 

 

案例 2 

某晚甲獨自喝完酒後，一時性起，對一隻白鵝發洩性慾，因為白

鵝呱呱叫，引起飼主出來查看，並將甲扭送警局。 

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與妨害風化罪章保障的對象是「人」與風俗，

不含對動物「逞獸慾」的行為，甲基於罪刑法定原則無罪，但觸犯社

會秩序維護法。 

 

案例 3 

某處養豬戶的豬農於某日早上發現飼養的 2 隻母豬暴斃，豬屁股

5 W/B/Satzger, Rn.61.; 林山田，(上)，頁 67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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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側皮肉紅腫，現場遺留一個空保險套盒，警方調閱豬舍附近監視器，

發現有壯碩人影進出豬舍，警察不排除「母豬」遭「性侵害」。 

行為人雖然不成立妨害性自主罪或妨害風化罪，但動物在刑法上

視為「動產」、「物」，成立刑法第 354 條毀損罪。 

 

二、罪刑法定原則的子原則 

由罪刑法定原則衍生以下的子原則 6： 

(一)嚴格法律保留 

何種行為可處罰，決定於立法者，但須透過形式法律，不能交由

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確定可罰性的條件。所謂的空白刑法屬例外情

形，其係立法者將構成要件之禁止內容委之於其他法律或行政規章，

例如刑法第 192 條「傳染病」的範圍，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杜絕傳

染病之發生、傳染及蔓延的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中央主管

機關對於前項各款傳染病之名稱，應刊登行政院公報公告之；有調整

必要者，應即時修正之。 

 大法官釋字第 756 號解釋 

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82 條第 1 款、第 2 款及第 7 款規定：「本

法第 66 條所稱妨害監獄紀律之虞，指書信內容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一、顯為虛偽不實、誘騙、侮辱或恐嚇之不當陳述，使他

人有受騙、造成心理壓力或不安之虞。二、對受刑人矯正處遇公

平、適切實施，有妨礙之虞。……七、違反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

至第 4 款及第 6 款、第 7 款、第 9 款受刑人入監應遵守事項之虞。」

6 Fischer, §1 Rn.2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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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 1 款部分，如受刑人發送書信予不具受刑人身分之相對

人，以及第 7 款所引同細則第 18 條第 1 項各款之規定，均未必

與監獄紀律之維護有關。其與監獄紀律之維護無關部分，逾越母

法之授權，與憲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之意旨不符。 

(二)明確原則 

刑法規定行為處罰的要件及法律效果，規定必須具體描述其範

圍，亦即適用的對象，且可經由解釋瞭解其真正的內涵。 

(三)禁止不利於當事人的習慣法 

習慣法係來自部分人民對社會的法確信，禁止使用創設刑罰或加

重刑罰的習慣法，但允許透過習慣法限制刑罰，特別是有關阻卻違法

事由，排除行為人行為的違法性。例如教師的懲戒權，因教師在法律

上沒有如民法第 1085 條規定父母得於必要範圍內懲戒其子女，但基於

我國文化傳統以及教育目的，教師對學生施以必要與適當的懲戒，以

維護學校秩序與其他學生的教育權，應屬合法的行為，故教師的懲戒

權屬超法規的阻卻違法事由。 

(四)禁止不利於行為人的類推適用 

類推係對法律字句的擴張解釋，此解釋是法條所沒有規定或為法

條內容所不涵蓋。禁止適用的範圍包括刑法法條內容中所有特徵行為

的可罰性及法律效果。反之，司法者解釋法條規定與要件則屬必要，

解釋係將法律規範的內容意義或概念解釋清楚，並侷限於意義的內

涵。解釋的目的是針對法律意義說清楚，類推的目的則是彌補法律漏

洞，二者區別在於原則與目的不同。 

 

 



38 第一章 導論 

 大法官釋字第 636 號解釋 

檢肅流氓條例第二條第三款關於敲詐勒索、強迫買賣及其幕後操

縱行為之規定，同條第四款關於經營、操縱職業性賭場，私設娼

館，引誘或強逼良家婦女為娼，為賭場、娼館之保鏢或恃強為人

逼討債務行為之規定，第六條第一項關於情節重大之規定，皆與

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第二條第三款關於霸佔地盤、白吃白喝與

要挾滋事行為之規定，雖非受規範者難以理解，惟其適用範圍，

仍有未盡明確之處，相關機關應斟酌社會生活型態之變遷等因素

檢討修正之。第二條第三款關於欺壓善良之規定，以及第五款關

於品行惡劣、遊蕩無賴之規定，與法律明確性原則不符。 

 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2052 號 

犯罪之處罰，其關於刑之量定及宣告，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應

在所犯罪名之法定刑度範圍以內，此為罪刑法定主義之當然解

釋。…惟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之法定主刑為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1 億元以下罰金。原判決亦於理由說明

胡○明並無條例第 8 條第 2 項、第 12 條第 1 項之減輕其刑，或刑

法第 59 條酌減輕其刑之適用，惟竟量處其有期徒刑 9 年 6 月，並

非法定刑度範圍之內，顯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案例 4 

某日深夜，甲與朋友共 6 人相約到宜蘭某處的他人養魚池見面，

因為覺得好玩，眾人手持魚網、穿青蛙裝潛入魚塭撈魚，將池中飼養

的福壽魚、鰻魚以及草魚總計 500 台斤全部撈走，接著再把魚放生到

冬山梅花湖，飼主損失約 6萬 4千多元。 

甲等人將他人所飼養的魚全部撈走，因為出於好玩而將他人魚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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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魚撈走再放生到湖裡，行為是否該當竊盜罪要件？因竊盜罪要求

行為人在行為時必須具有不法所有意圖，「所有意圖」含占為己有與

排斥所有要素，甲等人雖然有排斥他人對福壽魚等的所有，卻沒有利

用福壽魚等經濟價值的意思，不符合「占為己有」要素，不成立竊盜

罪。又甲等人對魚的本質與功能並沒有破壞，也非一般毀損罪的「毀棄」、

「損壞」行為，因此，僅是民事不法的行為，不負任何刑事責任。 

 

案例 5 

甲騎腳踏車想到慈濟醫院掛急診，騎到一半騎不動，為了趕時間，

甲想借騎一下他人機車，看完病會將機車騎回來，於是以自備的鑰匙

開啟騎樓下的機車，自己的腳踏車則放在原地，車主乙要出門，發現

機車不見報警，約 1個小時後機車又出現在原處。 

甲沒有竊盜罪應有的「不法所有意圖」，僅是暫時使用乙的機車

代步，雖使用機車的經濟價值，符合此意圖的「占為己有」要素，卻

沒有想長期或永久排斥乙對機車的所有。甲也不是為了消耗機車內的

油料而使用，機車內沒有汽油無法顯現機車代步的價值，所以對汽油

不成立竊盜。至於乙的機車因而油料耗損屬於民事賠償責任的問題，

甲在沒有讓機車價值損耗下的使用行為不以竊盜論罪，甲無罪。 

 

(五)禁止溯及既往 

禁止溯及既往係禁止任何一個人，受到行為時尚未施行的法律所

制裁。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刑法第 2 條第 1 項），

禁止溯及既往原則的例外情形如下： 

1.刑法第 2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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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採從輕原則，故有利於行為人的法

律不在溯及既往的禁止範圍內。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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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870 號

雖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有罪刑法定原則及法律不溯及既

往原則之適用，其因法律變更而發生新舊法律之規定不同者，應

依新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一項規定，定其應適用之法律。惟非拘

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仍應適用裁判時之法律。而保護管束非

屬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依上開說明，自應適用裁判時之法

律。

 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344 號

94 年 2 月 2 日修正公布，95 年 7 月 1 日施行之刑法，鑒於「拘束

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如強制工作），係以剝奪受處分人之人身

自由為其內容，在性質上，帶有濃厚自由刑之色彩，亦應有罪刑

法定主義衍生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爰於後段增列拘束人身

自由之保安處分，亦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以求允

當。」而有刑法第 1 條、第 2 條第 2 項之修正，將拘束人身自由

之保安處分與刑罰同等看待，有罪刑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並

基於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於性質上與刑罰相近之立法理由，

增訂刑法第 46 條第 2 項之規定，使羈押之日數亦得折抵拘束人

身自由之保安處分日數，亦可認係與前開解釋同一旨趣。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4 年度上易字第 348 號

按法律不溯及既往及罪刑法定為刑法時之效力之兩大原則，行為

應否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無明文規定為斷，苟行為時之法律，

並無處罰明文，依刑法第 1 條前段，自不得因其後施行之法律有



第一章 導論 41 

處罰規定而予處罰。本件被告為詐欺取財行為後，刑法第 339 條

之 4（加重詐欺罪）業經立法院增訂三讀通過，於 103 年 6 月 20

日生效施行，增訂刑法第 339 條之 4 規定：「犯第 339 條詐欺罪

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

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

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雖

本案被告所為詐欺取財之犯罪行為有符合新增訂之加重事由第

2、3 款，然依上揭說明，仍應適用修正前刑法第 339 條第 1 項之

規定論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