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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透析 Key Point

S

	不當黨產停止執行案

一、案例事實

包含數件停止執行案，聲請人為欣〇〇

等，欣〇〇為中國國民黨之附屬組織，係於

民國99年4月1日自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中央投資公司）分割設立。今政黨及

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下稱黨

產條例）公布後，相對人不當黨產處理委員

會，依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

條例第5條：「政黨、附隨組織自中華民國

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取得，或其自中華民

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交付、移轉或登記

於受託管理人，並於本條例公布日時尚存在

之現有財產，除黨費、政治獻金、競選經費

之捐贈、競選費用補助金及其孳息外，推定

為不當取得之財產。政黨、附隨組織自中華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以無償或交易時

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之財產，除黨費、政治

獻金、競選經費之捐贈、競選費用補助金及

其孳息外，雖於本條例公布日已非政黨、附

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所有之財產，亦推定

為不當取得之財產。」同條例第9條則明定，

依第5條第1項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除該

條但書所定情形外，自該條例公布之日起禁

止處分之，就中央投資公司及聲請人為社團

法人中國國民黨附隨組織及股權是否應命移轉

等事項，以105年11月29日黨產處字第105005
號解釋處分書（下稱原處分）命中國國民黨

應於原處分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將中央投資

公司及聲請人之股權移轉為中華民國所有。

又，對於相對人民國105年11月29日黨產

處字第105005號解釋處分書，關於移轉社團

法人中國國民黨所持有聲請人之全部股權為

中華民國所有，中國國民黨已提起爭訟，並

聲請停止執行。

二、爭點

系爭不當黨產條例第5、9條是否抵觸法

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若停止執行聲請人非本

案訴訟標的相對人，是否具有暫時權利救濟

當事人適格？就行政訴訟法第116條之難於

回復損害之要件應如何解釋？

三、分析

1 系爭不當黨產條例第5、9條是否抵觸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行政法
Administrativ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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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向B購買其所有之甲地，不過，A不想讓他人知道其有購買這筆土地，以避免將來被

其債權人查封拍賣的危險，故與其朋友C約定，由C出名來登記B要移轉的甲地，但甲

地在B移轉之後的真正所有權仍是屬於A，而A也告知B此事，在契約中約定要B直接將

甲地登記在C名下，不過其真意是要將甲地所有權直接移轉給A自己，而當BC依照與A

的約定在地政機關辦完移轉登記後，C竟然將甲地所有權，又再次移轉登記給其太太

D，請問ABCD就甲地間之法律關係為何？

政治大學106法研所―財經法組民事財產法一Q03

▚ 題型分析

本題考點明確，即「不動產借名登記關

係中出名人未經借名人同意處分不動產」之

議題，學說及實務各說之妥適性皆應予以討

論。

▚ 擬答

1 本件A、C間之借名登記契約應屬有效 

1. 按不動產借名登記契約係指借名人借

用出名人之名義登記不動產之契約關

係，通說均認當事人間真意在於以該

契約成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而非當事

人間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又其效力

之認定，應視其契約目的是否有脫法

目的存在而斷。就避免債權人聲請

執行不動產，即脫產之情形，若屬事

前為避免執行而將不動產登記於他人

名下之情形，因未損害特定債權人利

益，評價上與分散、隱匿財產並無不

同，故應非屬脫法行為而有效。

2. 據此，本件A係為避免將來被其債權

人查封拍賣的危險而將甲地登記於C之

名下，依前述該借名登記契約應屬有

效。 而B將甲地移轉登記予C之物權行

為，因非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該移轉

登記的效力亦有效，C為甲地之登記名

義人。

2 A不得向D請求返還甲地

1. A之聲明返還方式

⑴ 依實務歷來見解，在依法塗銷無效

之登記或更正錯誤之登記前，仍應

由登記名義人行使物上請求權，故

僅出名人C得行使物上請求權，借

名人A則無。然若C怠於行使物上請

求權，A即得依民法第242條代位C
行使物上請求權，請求將甲地返還

予C。

⑵ 另因借名登記契約為具勞務性質之

契約，故A亦得依民法第529條準用

民法第549條1項終止契約並依民法

第179條請求D塗銷不動產移轉登記

並返還予己。

2. 所有權應歸屬於D

⑴ 按借名登記關係中，借名人仍為不

動產真正所有權人，出名人僅係登

記名義人而對該不動產不具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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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惟本件出名人C未經甲之同意

逕移轉登記該不動產予D，其效力

如何，即不動產借名登記關係中出

名人未經借名人同意處分不動產之

效力，即有爭議：

① 無權處分說

 此說認為出名人對該財產無處分

權，故原則上其效力應依民法第

118條無權處分之規定，即效力

未定；而在受讓之第三人善意

時，其可主張受信賴登記之保護

（民§759-1Ⅱ）

② 有權處分說

 此說認為借名登記契約為借名

人與出名人間之債權契約，僅

為其內部約定，其效力不及於第

三人。出名人既登記為該不動產

之所有權人，其將該不動產處分

移轉登記予第三人，自屬有權處

分。（參106第3次民議）

③ 區分說

 此說認為一般人僅得依據不動產

登記名義形式上認定其權利之歸

屬，故出名人就該財產為處分

者，縱其處分違反借名登記契約

之約定，仍應以有權處分看待為

原則，但相對人惡意時，則應依

無權處分規定處理，以兼顧借名

人之利益。

⑵ 本文以為，應採無權處分說較為妥

當，蓋就不動產之公示原則而言，

固不應僅因當事人間之契約關係而

有所動搖，惟關於信賴不動產公示

之保護已於民法第759條之1第2項
有所明定，且此說亦符合不動產所

有權之實際歸屬。

⑶ 據此，本件C違反約定將甲地移轉登

記予D，依題意D亦未有惡意之情形，

則本文以為應認C無權處分甲地，

而D因信賴登記外觀而應受保護，

依民法第759條之1第2項取得甲地所

有權，故甲不得請求D返還甲地。 

3 A得向C請求損害賠償

本件C未得A之同意即逕自移轉甲地，致

A受有喪失甲地所有權之損害，A應得依

民法第529條準用民法第544條，向C請求

損害賠償。

▚ 考情分析

不動產借名登記中，出名人未經借名

人同意而處分不動產之效力為何，歷來素有

爭議，也一直是實務上的重點，今年最高法

院更是作出決議統一實務見解，其考試上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研究所考試上，重視的是

考生的論理是否清晰，故而只要推論過程合

理，改題老師通常不吝給分，如本題作答即

採無權處分說；然而若係國家考試，則回答

時結論上仍建議以實務見解為主，答題內容

輔以部分考生見解即可。

最後在借名登記中，考生常常忽略的是

討論借名登記契約的有效性，其通常會與契約

目的掛勾，雖然在考試上通常不會否認借名

登記契約的效力，然而此部分在實務亦屬重

要，故而在答題上仍應明確提及其有效性。

▚ 參考資料

‧ 陳聰富，脫法行為、消極信託及借名登記契

約─最高法院九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三六二

號民事判決評釋，月旦法學雜誌第123期，

2005年8月，頁220-231。
‧ 詹森林，借名登記契約之法律關係，台灣法

學雜誌第43期，2003年2月，頁12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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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篇名 作者 重要性

1 沒收 汽車與犯罪工具之沒收（2016／12） 許桓達 ☆☆

2 罪責 割喉魔之審判─精神障礙與死刑（2016／09） 法思齊 ☆☆☆☆

3 強制猥褻罪
非禮勿試─強制猥褻罪違反被害人意願之他法

（2016／07）
蔡聖偉 ☆☆☆☆

4 強制性交罪

以靈異災厄之說誘騙性交是否屬於「其他違反意願

之方法」？─評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902
號刑事判決（2016／09）

惲純良 ☆☆☆☆

5 強制罪
強制罪強暴脅迫行為的判斷要素─評析臺北地

方法院104年度訴字第43號刑事判決（2016／11）
林琬珊 ☆☆☆☆

6 正當防衛
傷害致死罪之防衛過當─評士林地方法院104年
度易字第628號刑事判決（2016／07）

薛智仁 ☆☆☆☆

7 故意 直接故意與超級故意（2017／04） 許澤天 ☆☆

8 偽造有價證券罪

偽造有價證券罪與詐欺罪之競合問題─評臺灣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4年度上訴字第1042號判決
（2016／11）

張天一 ☆☆☆☆

1.	許恒達／沒收

	 汽車與犯罪工具之沒收，月旦法學教室

第170期

一、案例概述

甲喝酒後開自己的汽車回家，酒氣發

作，控制能力減低（甲開車時吐氣所含酒精

濃度達每公升0.30毫克），來不及剎車撞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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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使得前車駕駛乙受輕傷，甲下車查看，

發現乙受傷，心想情況不妙，立即開車逃逸

返家。

二、爭點

甲的刑事責任如何？「供犯罪所用之

物」應如何解釋？

三、分析

1 甲開車時酒精濃度已達每公升0.30毫克，

超過刑法第185條之3所規定0.25毫克的

標準，成立不能安全駕駛罪；而在開車

過程中撞上乙則另外成立刑法第284條第

1項過失致輕傷罪，上開兩罪雖為一連串

酒後開車的歷程，惟依最高法院見解，

兩罪應數罪併罰7。而甲在肇事後明知乙

受傷，卻另行起意直接離去的行為構成

刑法第185條之4的肇事逃逸罪。

2 所謂「供犯罪所用之物」係指與行為人

所犯之罪的實行行為相關，而被行為人

用以促進或實現犯罪行為而使用的犯罪

工具而言。一般學理上要求須符合「適

足犯罪關聯性」與「該當犯罪主客觀要

件」才能成為刑法第38條第2項所規範得

沒收之客體。

 在具體個案上，應該先就犯罪構成要件

觀察，只有在該工具客觀上足以幫助犯

罪且行為人主觀上有用該工具完成犯罪

的情形下，才可沒收該物。

3 因此，就不能安全駕駛罪而言，汽車是

犯罪事實的前提，並無促成犯罪的實質

效果，不得沒收；而過失致輕傷罪則因

為行為人無犯罪故意，所以也不適用沒

收的規定；至於肇事逃逸罪部分，因逃

7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非字第373號判決。

逸並不要求開車，駕駛汽車離去的行

為可促使逃逸更容易實現，故為犯罪工

具，得依法沒收。

2.	法思齊／罪責

	 割喉魔之審判─精神障礙與死刑，月

旦法學教室第167期

一、案例概述

被告持刀割喉女童，檢方起訴殺人罪並

求處死刑。然而法院則根據精神心理鑑定，

發現被告患有「原發性思覺失調症」，雖在

行為當下未受疾病影響，但根據「兩公約」

要求不得對精障者判死，認定被告治療後仍

具備教化可能性，故判處無期徒刑。

二、爭點

精神障礙對於罪責的判斷時點為何？

三、分析

1 兩公約禁止對於精障者處以死刑的理由在

於，其對於刑罰的認知程度，實際上與未

成年者無異，故將之與未成年人等同視

之，使心智障礙者或有教化可能者得以保

留一線生機8。

2 我國刑法第19條關於責任能力的判斷時點

應限於「行為時」，亦即法院於個案上，

應針對案發當時的「生理原因」與「心理

結果」加以綜合判斷，不可以行為人「事

後」精神狀況正常而回推罪責。而行為人

是否患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雖可依醫學

專家之鑑定結果來認定，但其控制能力與

辨識能力的狀態是否有顯著降低仍須由法

8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289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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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綜合心證判斷。

 惟「不得對精障者處以極刑」與刑法第19
條的認定並不相同，行為人縱使被判定具

有精神障礙的情形，然而其於「行為時」

之辨識以及控制能力皆未受到其精神障礙

症狀的影響，則行為人仍須負完全之刑事

責任，至多在量刑上有所斟酌。

3 因此，本案被告雖然被鑑定有精神疾病，

惟行為時的控制以及辨識能力並未受疾病

所影響，因此仍須負完全刑事責任。但法

院仍得基於兩公約保障精障者生命權的意

旨，於刑度上加以衡量。

3.	蔡聖偉／強制猥褻罪

	 非禮勿試─強制猥褻罪違反被害人意

願之他法，月旦法學教室第165期

一、案例概述

甲女與同事慶生，惟因不勝酒力而陷入

昏睡。其他人基於惡整壽星的念頭將甲抬到

店外全身捆綁。半小時後甲被凍醒，發現自

己動彈不得，便向路過的乙要求解開束縛。

乙見狀心生歹念，利用甲無法動彈的狀態，

不顧甲的反對伸手搓揉甲的胸部十餘秒後始

離去。

二、爭點

強制猥褻罪中「違反被害人意願之他

法」的概括條款應如何解釋？

三、分析

1 學說上對於違反意願的認定大致上有以下

幾種見解：

 甲說：相對人非心甘情願即該當。

 乙說：指未得被害人有效同意。

 丙說（高度強制手段說）：應限於與例示

手段（強暴、脅迫）強度相當的強制

手段。

 丁說（低度強制手段說）：應限於「足

使」相對人陷入不能抗拒手段，或是

類似「優越支配」的低度強制手段。

 戊說： 將違反意願理解為利用被害人的

「無助狀態」。

 己說： 係指行為人利用被害人所處的既存

（物理或心理）強制狀態來遂行性

侵的目的。

2 甲、乙兩說皆不要求概括條款需要具備

強制性質，又稱「強制手段不要說」9，

但由於標準不一，恐造成法律的不安定

性。而丙說、丁說雖符合例示性的立法

精神，但由於條文中的「強暴、脅迫」

已窮舉了所有強制手段，因此丙、丁兩

說僅能說明程度上的差異，仍無法超脫

強暴、脅迫的例子。最後戊說僅強調心

理面向的強制情境，忽略了物理上的強

制狀態亦有相同的保護需求，故上述各

說均不可採。

3 蔡師採取己說，認為此說較能維持法安

定性，且填補處罰漏洞。依己說，本案

乙利用甲所身處的強制狀態完成猥褻行

為，甲於行為當下仍有意識且亦表明反

對，成立強制猥褻罪。

9 最高法院97年度第5次刑事庭會議決議的解釋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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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惲純良／強制性交罪

	 以靈異災厄之說誘騙性交是否屬於「其

他違反意願之方法」？─評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2902號刑事判決，月

旦裁判時報第51期

一、案例概述

甲見乙女深信宗教法術，適逢乙受丙男

糾纏，故向乙女遂稱「丙已將靈氣注入自己

體內，只有與其發生性交行為才能讓丙精神

崩潰」以及「若不與之性交將會使丙變本加

厲」等語恫嚇乙。乙內心雖不欲與甲發生性

關係，但在甲不斷恫嚇下，仍被性交得逞。

二、爭點

利用被害人之迷信，以怪力亂神等自然

科學無法檢驗之事加以欺瞞，並與之性交，

是否該當刑法第221條「其他違反意願之方

法」？

三、分析

1 本案法院認為，刑法第221條的概括條款

並不以類似同條所列舉之強暴、脅迫等

方法為必要，只要行為人主觀上欲侵害

被害人的性自主決定權，並實施客觀上

足使被害人性自主決定意願受妨礙之任

何手段，均屬「其他方法」，故以神靈

詐欺亦該當強制性交罪的構成要件。

2 學說上則認為，當行為人使用宗教等手

段詐欺被害人，若足以使被害人感到恐

懼，並進而抑制被害人性自主決定時，

應進一步區分詐術的內容是為人力可得

支配的事項，抑或是超自然、現代科技

無法驗證的事項。若為前者，則應以刑

法第221條所稱的「恐嚇」適用，若為後

者，方以概括條款的方式處理。

3 另外，刑法第225條乘機性交罪所處罰

的目的在於行為人利用被害人「身心障

礙」的狀態來遂行犯罪；與此相較，宗

教性侵的行為具有更高的實力壓制與強

制色彩，被害人之所以與之性交的原因

正是因為受到恫嚇而感到害怕，進而影

響其性自主決定，故應優先適用強制性

交罪。而本案甲以惡靈恫嚇乙之行為，

既已使被害人心生畏懼，又無法被恐嚇

的概念所涵攝時，應有強制性交概括條

款的適用。

5.	林琬珊／強制罪

	 強制罪強暴脅迫行為的判斷要素─評

析臺北地方法院104年度訴字第43號刑

事判決，法令月刊第67卷第11期

一、案例概述

甲為了表達反對政府過於傾中的兩岸政

策，決定以阻擋國台辦主任訪台車隊的方式

表達訴求。甲手持抗議標語並以鐵鍊將自身

綑綁於道路上，雖該車隊尚未通過，然而已

導致其餘用路人無法通行，後遭檢方以強制

罪與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起訴。

二、爭點

強制罪的強暴脅迫應如何認定？行為是

否具備實質違法性的判斷？

三、分析

1 我國通說認為強制罪的保護法益在於保

護個人意思形成、意思決定的自由。而

在強暴脅迫的判斷上，學說與實務見解

有分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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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說（實務見解）：強暴指施用暴力而強

制他人，且不以對人施暴為限，若

對物施暴而使被害人屈服，亦屬

之；而脅迫則是以言詞或舉動，顯

示加害他人之意思，使其產生畏懼

的行為。

乙說： 另有論者認為，甲說將會使強暴的

概念精神化，將有違構成要件明確

性，故認為強暴仍需要物理性的行

為，而脅迫則是專指行為人以「未

來」的惡害告知被害人，進而使其

從事無義務之事，否則恐將使強暴

與脅迫的概念難以區分。

2 林師認為強暴與脅迫的概念並非涇渭分

明，不論是強暴還是脅迫，其行為與結

果間均係透過壓制被害人意思，現實侵

害了意思活動自由，因此本罪成立的重

點在於實質違法性的有無。基於罪刑相

當性原則，在判斷強暴脅迫是否有實質

違法性時，應採取「必要要素」與「微

調判斷要素」兩階段區分。前者須判斷

行為是否具備暴力 10以及針對性等性質

（亦即須針對被害人施加暴行或是惡害

告知，若僅是鎖住機車輪胎或更換門鎖

等行為，因為並非對被害人為之，所以

不構成物理性強制），並且使被害人感

到畏懼而形成心理壓迫，進而影響意思

決定與活動自由；而後者應就雙方的強

弱關係、客觀周遭情況、性別、年齡以

及惡害告知對象與惡害加害對象之間的

人際關係具體判斷，方可判斷實質違法

性的有無。

10 此處的暴力性所指的是較廣泛的概念，如向相

對人表示「如果不跪下，你就看不到明天的太

陽」，雖未對被害人動手動腳，但仍屬於「語言

暴力」的展現。

3 本案甲所欲強制的對象根本尚未行經該

路段，故不構成物理性強制。又考量人

民面對國家公權力時的實力落差，其行

為應無法使國家意志受到壓制，故不成

立強制罪。

6.	薛智仁／正當防衛

	 傷害致死罪之防衛過當─評士林地方

法院104年度易字第628號刑事判決，

月旦裁判時報第49期

一、本案概述

甲與懷孕之妻子外出返家，發覺入宅行

竊的乙躲在浴室門板後方。乙為衝出浴室而

揮拳攻擊甲，甲為保護妻子，先與之扭打，

再將其推倒浴室淋浴間後，用左手壓制乙之

口鼻。過程中甲雖發現乙有臉色蒼白並手部

發抖之症狀，仍持續壓制，導致乙死亡。

二、爭點

傷害致死與正當防衛的判斷時點。

三、分析

1 法院認定甲成立刑法第276條過失致死

罪，又甲主觀上係基於保護自己與妻子

的防衛意思進行反擊，且客觀上現在不

法侵害仍在進行中，但自法益侵害的角

度觀之，甲實施防衛手段導致乙的死

亡，已超越防衛行為的必要程度，故僅

得主張防衛過當。

2 薛師認為本案由於甲對於乙的傷害行為

導致死亡結果有所認識，故應成立傷害

致死罪而非過失致死罪，且法院並未精

準分析甲在「哪個時點」的壓制行為成

立犯罪，故有檢討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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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體而言，應將本案區分為乙「喪失反

抗能力前」與「喪失反抗能力後」加以

討論。就前者而言，固然該當過失致死

的構成要件，但是防衛行為未逾越相當

性，得以阻卻不法；而在後者的情形雖

構成防衛過當，但甲的刑責應視其對於

「乙的不法侵害是否持續」此一事實有

無誤認而定。

 亦即，若甲沒有發生誤想防衛，不論是

強度型或是延展型的防衛過當，其傷害

致死罪均適用防衛過當減免其刑；若是

甲發生誤想防衛，則僅可能成立過失致

死，並適用防衛過當減免其刑。由於本

案無法得知確切事實，故無從做出終局

的判斷，但可以確信的是，甲的傷害致

死罪責僅在其發生誤想防衛時才可能被

排除。

7.	許澤天／故意

	 直接故意與超級故意，月旦法學教室第

174期

一、本案概述

甲男明知自己有花柳病，隱瞞而與乙女

為性交，致乙女受傳染。甲男抗辯其雖明知

自己有花柳病，但卻刻意在體外射精，自非

有意使得乙女遭受傳染。經法院調查，法院

確信甲男雖然不是有意讓傳染結果發生，卻

對此發生並不違背本意。

二、爭點

刑法第285條傳染花柳病罪的主觀構成

要件為何？刑法第13條第1項的意義為何？

三、分析

1 刑法在概念上可依照認知與意欲的程度不

同進而區分為蓄意故意、明知故意以及未

必故意。至於我國刑法第13條第1項所規

定的「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為最嚴

格的故意成立標準，許師稱之為超級故

意，並整理表格如下：

認知 意欲

超級故意 ++（明知） ++（蓄意）

蓄意故意 +（預見） ++（蓄意）

明知故意 ++（明知） +（不違本意）

未必故意 +（預見） +（不違本意）

有認識過失 +（預見） -（無意欲）

無認識過失 +（無預見） -（無意欲）

2 我國各罪的故意要求程度，可說只有未

必故意，並在部分罪名中要求行為人

對不法構成要件的部分情狀必須具有明

知，但非針對構成要件實現或結果發生

的明知，此概念有區辨之必要。

3 本案傳染花柳病罪的主觀要件只要求行

為人必須「明知」自己有花柳病，並隱

瞞而與他人性交即可，而非明知將因此

傳染於人。因此甲既已明知自己有花柳

病，而決意隱瞞，並對於乙女受傳染不

違背本意即具備本罪的故意，不得因為

該罪名要求明知即援引刑法第13條第1項
抗辯行為人主觀上未對於全部構成要件

均須具備明知而阻卻故意。

8.	張天一／偽造有價證券罪

	 偽造有價證券罪與詐欺罪之競合問題─

評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4年度上訴

字第1042號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5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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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概述

甲欲向乙借現款，故以某黃姓議員連任

失敗付不出贍養費為由，向乙借取40萬元。

乙雖同意借款，但要求甲須提供黃姓議員所

簽發之本票作為擔保，甲遂偽造有黃姓議員

簽章之本票並交予乙，乙亦匯款36萬元現金

至甲的戶頭。嗣後，甲未如期清償，乙向黃

姓議員追索票款遭拒，始知受騙。

二、爭點

偽造有價證券罪與詐欺罪應如何競合？

三、分析

1 行使偽造貨幣的目的往往出於「詐欺」，

因此個案中時常同時成立上開兩罪，在

牽連犯刪除之後，實務判決基於行使偽

造貨幣本含有詐欺的性質，故不另論詐

欺罪。而行使偽造貨幣又被偽造行為所

吸收，因此最後僅論以偽造貨幣罪。

2 相較於行使偽造貨幣，實務見解在行使

偽造有價證券則採取「二分模式11」，以

行為人利用行使偽造有價證券詐欺時，

由相對人處所取得的財物或財產利益，

是否屬於「該證券的本身價值」加以區

分。若相對人所交付的財物屬於證券本

身的價值時，處理方式如同行使偽造貨

幣，不另論詐欺罪；反之，若行使偽造

有價證券的目的在於作為擔保或是新債

清償時，則詐欺行為不被行使行為所包

含，兩者應分開論處。

3 張師認為，上開實務「二分模式」的處

理有可議之處，理由在於偽造有價證券

並非必然包含詐欺性質在內，追根究柢

在於我國偽造有價證券與貨幣罪章的刑

11 最高法院25年上字第1814號判例。

度設計錯誤，故應該回歸競合法理，以

法益與行為數作為論罪依據。故本案

中，行使行為與偽造行為因法條競合僅

論以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罪，行使有價證

券罪再與詐欺罪以想像競合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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