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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總則篇 

最高法院 96年度台非字第 153號判決（罪刑法定原則）★★★☆☆ 

按所謂罪刑法定原則，乃指犯罪之法律要件及其法律效果，均須以法律明確加以

規定，法律若未明文規定者，則無犯罪與刑罰可言，其目的乃在透過法律明定，

確定刑罰權之依據與界限，以防止國家刑罰權之濫用，並使人民預知何種不法行

為為犯罪，而有所依循；換言之，凡涉及犯罪成立及刑罰形成之事項，均應遵守

罪刑法定原則；是犯罪之追訴條件，既涉及國家刑罰權之發動，自亦應受罪刑法

定原則之限制。其次，刑法之解釋方法，包括文義解釋、系統解釋、歷史解釋、

目的解釋等，基於罪刑法定原則及刑法最後手段性（刑法謙抑性），對於犯罪之

法律要件、法律效果及犯罪追訴條件之範圍，不但不得超過文義解釋之最大範

疇，更應於文義範圍內，綜合立法目的、歷史及體系等解釋方法，作出最適當解

釋，以免增加法律條文所無之限制致害及罪刑法定原則，不當擴大刑罰範圍，進

而影響刑法安定性及明確性。 

 

 

最高法院 76年台上字第 192號判例（相當因果關係）★★★★★ 

刑法上之過失，其過失行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有相當因果關係始得成立。所謂

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

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

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

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

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

無相當因果關係。 

 

最高法院 29年非字第 52號判例（無相當性） 

傷害人致死罪之成立，以死亡與傷害具有因果關係者為限。若被害人所受傷害，

原不足引起死亡之結果，係因加害者以外之他人行為 （包括被害人或第三人） 而

致死亡，則與加害者之行為，並無相當因果關係，自難令負傷害人致死之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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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第 310號判決（客觀歸責理論）★★★☆☆ 

對於犯罪構成要件預定一定之結果為其構成要件要素之犯罪（結果犯），其犯罪

行為可否認定為既遂，主「相當因果關係說」者認為，其行為與結果間，不僅須

具備「若無該行為，則無該結果」之條件關係，更須具有依據一般日常生活經驗，

有該行為，通常皆足以造成該結果之相當性，始足令負既遂責任；而主「客觀歸

責理論」者則將結果原因與結果歸責之概念作區分，認為除應具備條件上之因果

關係外，尚須審酌該結果發生是否可歸責於行為人之「客觀可歸責性」，祇有在

行為人之行為對行為客體製造並實現法所不容許之風險，該結果始歸由行為人負

責。而實務上於因果關係之判斷，雖多採「相當因果關係說」，但因因果關係之

「相當」與否，概念含糊，在判斷上不免流於主觀，而有因人而異之疑慮，乃有

引進「客觀歸責理論」之學說者，期使因果關係之認定與歸責之判斷，更為細緻

精確。至於因果關係是否因第三人行為之介入而中斷，就採「相當因果關係說」

者而言，其行為既經評價為結果發生之相當原因，則不論有無他事實介入，對該

因果關係皆不生影響；而就主(編按：「主」應為贅字)「客觀歸責理論」者以觀，

必也該第三人創造並單獨實現一個足以導致結果發生之獨立危險，始足以中斷最

初行為人與結果間之因果關係。 

 

最高法院 96年度台上字第 1061號判決（正當防衛之現在性）★★★★☆ 

刑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正當防衛之要件，以遇有現在不法之侵害，始能成立，如不

法侵害已過去，或預料有侵害而不法侵害尚未發生，則其加害行為，自無正當防

衛可言。而所謂「現在不法之侵害」，指侵害之現在性、急迫性、迫切性，即法

益之侵害已迫在眉睫。從而，已過去或未來之侵害，不具有「現在性」，無成立

正當防衛之可能。 

 

 

最高法院 27年上字第 2879號判例（正當防衛之現在性）★★★☆☆ 

刑法上之正當防衛以遇有現在不法之侵害為前提，如不法侵害尚未發生，即無防

衛之可言。本件被告因見被害人身帶尖刀勢欲逞兇，即用扁擔打去，奪得尖刀將

被害人殺斃，是被害人只帶刀在身，並未持以行兇，即非有不法之侵害，被告遽

用扁擔毆打，不得認為排除侵害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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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617號判決（防衛行為不須出於不得已）★★★☆☆ 

刑法上之防衛行為，祇以基於排除現在不法之侵害而不超越必要之程度為已足，

不以出於不得已之行為為條件。 

 

最高法院 30年上字第 1040號判例（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

☆ 

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得為之，侵害業已過去，即無正當防衛可

言。至彼此互毆，又必以一方初無傷人之行為，因排除對方不法之侵害而加以還

擊，始得以正當防衛論。故侵害已過去後之報復行為，與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

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防衛權。 

 

 

臺灣高等法院 93年度上訴字第 2213號判決（緊急危難）★★★☆☆ 

所謂緊急避難，係指自己或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等法益，現在正處於

緊急危難中，非立即避險，則此等現在之危險，即將成為實害，因此在客觀上係

不得已，在主觀上係出於救助意思而為之避難行為。 

 

 

最高法院 59年台上字第 2505號判決（自招危難）★★★★☆ 

刑法上之緊急避難行為，須以災難之發生非出於行為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為前提

，若災難之發生係由於行為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則其故意或過失之行為自應依

法處罰，殊無主張緊急避難之餘地。 

 

 

最高法院 74年台上字第 4225號判例（可罰違法性）★★★★☆ 

行為雖適合於犯罪構成要件之規定，但如無實質之違法性時，仍難成立犯罪。本

件上訴人擅用他人之空白信紙一張，雖其行為適合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一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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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占罪構成要件，但該信紙一張所值無幾，其侵害之法益及行為均極輕微，在一

般社會倫理觀念上尚難認有科以刑罰之必要。且此項行為，不予追訴處罰，亦不

違反社會共同生活之法律秩序，自得視為無實質之違法性，而不應繩之以法。 

 

 

最高法院 99台上 5043號判決（原因自由行為）★★★★☆ 

原因自由行為，包括故意原因自由行為與過失原因自由行為，除其精神障礙等心

智缺陷之狀態係行為人以故意或過失行為所導致外，並須行為人陷入精神障礙前

，於精神狀態正常時，對其陷入精神障礙中之侵害法益行為有故意或有預見可能

性，始足當之。故若行為人雖因己身之飲酒、用藥等，致於為法益侵害行為時有

精神障礙之情形，但苟無證據足以證明其於飲酒、用藥之初，尚未陷入精神障礙

狀態前，即對嗣後精神障礙狀態中之侵害法益行為有故意或預見可能，其嗣後侵

害法益之行為即非原因自由行為，自仍有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之減免其刑規

定適用。 

 

最高法院 92年度台上字第 4164號判決（客觀不可避免）★★★★☆ 

復說明過失犯罪行為之不法，不只在於結果發生之原因，而且尚在於結果乃基於

違反注意要求或注意義務所造成者；若行為人雖違背注意義務，而發生構成要件

該當結果，但可確認行為人縱然符合注意義務之要求，保持客觀必要之注意，而

構成要件該當結果仍會發生者，則此結果即係客觀不可避免，而無結果不法，行

為人即因之不成立過失犯。 

 

最高法院 99年度台上字第 7494號判決（具體危險說）★★★★☆ 

刑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行為不能發生犯罪之結果，又無危險者，不罰。故不能犯，

係指已著手於犯罪之實行，但其行為未至侵害法益，且又無危險者；其雖與一般

障礙未遂同未對法益造成侵害，然須無侵害法益之危險，始足當之。是否有侵害

法益之危險，應綜合行為時客觀上通常一般人所認識及行為人主觀上特別認識之

事實為基礎，再本諸客觀上一般人依其知識、經驗及觀念所公認之因果法則而為

判斷，既非單純以行為人主觀上所認知或以客觀上真正存在之事實情狀為基礎，

更非依循行為人主觀上所想像之因果法則判斷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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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第 5197號判決（重大無知判準）★★★★☆ 

惟基於刑法處罰未遂犯所衍生之邏輯推理結果，未遂行為之所以被認為侵犯法律

之意義薄弱，並非因其客觀上絕對不可能發生犯罪結果，而是一般社會大眾主觀

上對其行為之危險認知（發生結果可能性之認知），並避免客觀說在實踐上不當

過度擴張不能未遂之不罰範圍，應認唯有行為人出於「重大無知（aus grobem 

Unverstand ，德國刑法第二十二條參照）」，將本質上不可能達到既遂之行為誤

以為可能導致既遂，並進而實行客觀上完全欠缺危險性的行為，始能受不能未遂

之評價而邀刑罰之寬容。換言之，除實行行為客觀上完全欠缺危險性外，行為人

必須誤認自然之因果法則，非僅單純錯認事實或僅因一時、偶然之原因，致未對

法益造成侵害等情狀，而係出於「重大無知」，誤認其可能既遂，始有成立不能

未遂之可言。否則，仍與障礙未遂同應受刑罰制裁，並使基於與法敵對意思而著

手實行犯罪，足以動搖法信賴，造成破壞法秩序之行為，得收一般預防之規範效

果，以求兼顧。 

 

最高法院 99台上字第 3490號判決（中止未遂）★★★★☆ 

依刑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中止未遂，包括已著手於犯

罪行為之實行，而因己意中止及防止其結果之發生二者。前者係已著手實行犯罪

行為，且其預期之不法侵害犯罪結果有實現可能，然依行為人主觀上之認知，所

完成之犯罪行為尚不足以實現該不法侵害，而於此際因己意中止，即學說上所謂

「未了未遂」或「著手未遂」之中止；後者則指所實行之犯罪行為，依行為人主

觀上認知，已足以實現不法侵害，而出於己意積極採取防果行為以阻止不法侵害

發生，即學說上所謂「既了未遂」或「實行未遂」之中止。於行為人主觀上，未

了未遂之中止，因已實行之犯罪行為尚未足以造成不法侵害之程度，其出於己意

，自發且終局地放棄犯罪之繼續實行，雖僅係單純「消極」停止犯行，然已足切

斷其原來因實行犯罪所啟動之因果進程，使不發生不法侵害，此與既了未遂之中

止，非僅以己意消極停止繼續其犯行，必須以「積極」防果行為阻止不法侵害發

生，二者固有其差異，然因俱使犯罪無法達至既遂，行為人主觀上之危險性格皆

較普通未遂顯著為低，故法律同其對待，明定均得邀上開減免其刑之寬典。 

 

最高法院 25年上字第 2253號（主客觀擇一標準說）★★★★☆ 

現行刑法關於正犯、從犯之區別，本院所採見解，係以其主觀之犯意及客觀之犯

行為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犯罪構成要件

之行為，皆為正犯，其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苟係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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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亦為正犯，必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

者又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始為從犯。 

 

最高法院 19年上字第 694號判例（共同正犯之要件）★★★★☆ 

共犯之成立，除共同實施犯罪行為者外，其就他人之行為負共犯之責者，以有意

思聯絡為要件，若事前並未合謀，實施犯罪行為之際，又係出於行為者獨立之意

思，即不負共犯之責。 

 

釋字第 109號理由書（同謀共同正犯、辣妹解釋）★★★★★ 

共同正犯，係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

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行參與實施

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犯；以自

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

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

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本院院字第一九○五號解釋，係指事前同

謀，事後得贓，推由他人實施，院字第二○三○號解釋之一，係謂事前同謀，而

自任把風，皆不失為共同正犯。院字第二二○二號解釋前段所謂警察巡長與竊盜

串通，窩藏贓物，並代為兜銷，應成立竊盜共犯，如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並參

與其實施，則屬竊盜共同正犯。上述三號解釋，雖因聲請內容不同，而釋示之語

句有異，但其旨趣，則無二致。應併指明。 

 

最高法院 30年上字第 597號判例（教唆逾越）★★★☆☆ 

教唆犯以須實施者之犯罪在其教唆範圍以內者，始負責任，如實施者之犯罪越出

教唆範圍之外，則教唆者對於越出部分之犯罪行為，不負教唆責任。 

 

最高法院 27年上字第 2766 號判例（幫助之型態）★★★☆☆ 

從犯之幫助行為，雖兼賅積極、消極兩種在內，然必有以物質上或精神上之助力

予正犯之實施犯罪之便利時，始得謂之幫助。若於他人實施犯罪之際，僅以消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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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不加阻止，並無助成正犯犯罪之意思，及便利其實施犯罪之行為者，即不能

以從犯論擬。 

 

最高法院 28 年度決議（三）（連鎖共犯）★★★★☆ 

教唆之幫助與幫助之教唆及幫助之幫助，均屬犯罪之幫助行為，仍以正犯構成犯

罪為成立要件。 

 

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 2230號判決（等價客體錯誤）★★★★☆ 

並敘明客體錯誤為犯罪構成要件錯誤類型之一，如目的客體與失誤客體之法益價

值在構成要件上相同時，不影響行為人之故意，仍應以既遂論。例如行為人欲殺

甲，誤認乙為甲而殺之，其生命法益相同，殺人之故意無異，法律上但問其是否

預見為人而實行殺人之行為，至於其人為甲或為乙，無礙於犯罪之成立。 

 

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591號判決（等價打擊錯誤）★★★★★ 

關於「打擊錯誤」，本院歷年來見解及我國學者通說，均採「具體符合說」，認為

因行為錯誤致實際上發生之犯罪事實與行為人明知或預見之犯罪事實不符時，關

於明知或預見之事實，應成立未遂犯，而實際上發生之犯罪事實，則應分別其有

無過失及處罰過失與否，決定應否成立過失犯，並依想像競合犯之例，從一重處

斷。 

 

最高法院 29年上字第 509號判例（誤想防衛）★★★★★ 

防衛是否過當，應以防衛權存在為前提，若其行為與正當防衛之要件不合，僅係

錯覺防衛，當然不生是否過當之問題。被告充當聯保處壯丁，奉命緝捕盜匪，正

向被人誣指為匪之某甲盤問，因見其伸手撈衣，疑為取搶抗拒，遂向之開槍射擊

，當時某甲既未對被告加以如何不法之侵害，則被告之防衛權，根本無從成立，

自無防衛行為過當之可言。至被告因見某甲伸手撈衣，疑其取槍抗拒，誤為具有

正當防衛權，向其槍擊，固係出於錯覺防衛，而難認為有犯罪之故意，惟被告目

睹某甲伸手撈衣，究竟是否取槍抗拒，自應加以注意，又非不能注意之事，乃竟

貿然開槍，致某甲受傷身死，核其所為，仍與過失致人於死之情形相當，原審竟

認為防衛過當之傷人致死，於法殊有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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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28年上字第 1026號判例（複數行為之因果歷程錯誤）★★★☆☆ 

上訴人先將被害人口項用繩帕勒住，旋又拖往他處將被害人頭顱砍落，棄屍水中

。其砍落頭顱時，在上訴人雖以之為殺人後之殘毀屍體藉以洩忿，而實際上被害

人因被砍而死，其砍落頭顱，仍係殺人行為之一部，原審認其不另構成損壞屍體

罪，固屬無誤，惟其將被害人拖往他處，既係誤認被害人業已身死，則其主觀上

並無妨害他人行動自由之故意，而其用繩帕綑勒，又係殺人之一種手段，則於所

犯殺人遺棄屍體兩罪外，自無更成立刑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罪責之理。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3號判決（兩階段計算法）★★★☆☆ 

惟解釋新刑法應依兩階段計算法，先於前階段界定其有無利得，其次於後階段再

判斷其利得之範圍，此時（後階段）始生不扣除成本之問題。就工程合約而言，

在前階段審查時關於工資及進料成本等中性支出，不計入直接利得，因「沾染污

點」之不法部分，並非合約執行本身，而係合約取得之方式；至後階段利得審查

範圍時，不法利得之利潤，則不得扣除「犯罪成本支出（例如為取得工程合約，

而向公務員行賄之賄款）」。是以，新刑法關於不法利得沒收之規定，與本院前揭

見解並無不同。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1374 號判決（犯罪物沒收）★★★★☆ 

修正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

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旨在藉由剝奪犯

罪行為人所有以預防並遏止犯罪，而由法官審酌個案情節決定有無沒收必要。所

謂「供犯罪所用之物」，乃指對於犯罪具有促成、推進或減少阻礙的效果，而於

犯罪之實行有直接關係之物而言。由於供犯罪所用之物與犯罪本身有密切關係，

透過剝奪所有權的沒收宣示，除能預防再以相同工具易地反覆非法使用之外，亦

能向社會大眾傳達國家實現刑罰決心的訊息，對物之所有權人濫用其使用權利也

產生更強烈的懲戒作用，寓有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之目的。在主觀要件上，本法

雖未明文限制故意犯或過失犯，但過失行為人欠缺將物品納入犯罪實行媒介之主

觀利用認識，並未背離其使用財產的合理限度或有濫權使用財產之情形，故無剝

奪其財產權之必要，自應將犯罪工具沒收適用範圍限縮為故意犯，方符合目的性

解釋。另在客觀要件上，應區分該供犯罪所用之物，是否為實現犯罪構成要件的

事實前提，即欠缺該物品則無由成立犯罪，此類物品又稱為關聯客體，該關聯客

體本身並不具促成、推進構成要件實現的輔助功能，故非供犯罪所用之物，其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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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必須有特別規定方得為之。例如不能安全駕駛罪，行為人所駕駛之汽車或機車

即為構成該罪之事實前提，僅屬該罪之關聯客體，而不具促成、推進犯罪實現的

效用，即非屬供犯罪所用而得行沒收之。至於犯罪加重構成要件中若有特別工

具，例如攜帶兇器竊盜罪、利用駕駛供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強制性

交罪，該兇器、交通工具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分別對於基本構成要件之普通竊盜

罪、強制性交罪而言，仍具有促成、推進功能，即屬於供犯罪所用之物，而在得

沒收之列。 

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上字第 988 號判決（所知所犯公式）★★★★☆ 

犯罪之故意以有認識為前提，並因行為人主觀心態之不同，而區分為確定故意與

不確定故意。設主觀認識與客觀事實不一致，即發生錯誤之問題。關於刑罰輕重

要素之錯誤，我國暫行新刑律第十三條第三項原規定：「犯罪之事實與犯人所知

有異者，依下列處斷：所犯重於犯人所知或相等者，從其所知；所犯輕於犯人所

知者，從其所犯」，嗣後制定現行刑法時，以此為法理所當然，乃未予明定，惟

解釋上仍可作如是觀。從而，客觀事實除與不確定故意之「預見，發生不違背本

意」相合致，而無所知所犯錯誤理論之適用外，行為人以犯重罪之意思，實行犯

罪，而發生輕於預見罪名之結果者，從其所犯（知重犯輕），行為人以犯輕罪之

意思，實行犯罪，而發生之事實重於預見之罪名者，從其所知（知輕犯重）。 

 

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上字第 282號判決（犯意升高；另行起意）★★★★☆ 

行為始於著手，著手之際，有如何之犯意，即應負如何之故意責任。犯意變更與

另行起意本質不同；犯意變更，係犯意之轉化（昇高或降低），指行為人在著手

實行犯罪行為之前或行為繼續中，就同一被害客體，改變原來之犯意，在另一犯

意支配下實行犯罪行為，導致此罪與彼罪之轉化，因此仍然被評價為一罪。犯意

如何，既以著手之際為準，則著手實行階段之犯意若有變更，當視究屬犯意昇高

或降低定其故意責任；犯意昇高者，從新犯意；犯意降低者，從舊犯意，並有中

止未遂之適用。另行起意，則指原有犯意之構成要件行為已經完成，或因某種原

因出現，停止原來之犯罪行為，而增加一個新的犯意產生，實行另一犯罪行為之

謂，至於被害客體是否同一則不問；惟因其係在前一犯罪行為停止後（即前一犯

罪行為既遂、未遂或中止等），又另起犯意實行其他犯罪行為，故為數罪。行為

人以傷害之犯意打人，毆打時又欲置之於死地，乃犯意昇高，應從變更後之殺人

犯意，殺人行為之傷害事實，當然吸收於殺人行為之內。倘若初以傷害之犯意打

人已成傷之後，復因某種原因再予以殺害，則屬另行起意，應分論併罰，成立傷

害與殺人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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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分則 

 

最高法院 29年上字第 21號判例（預備殺人階段）★★★★☆ 

上訴人因懷恨被害人，遂於傍晚攜刀侵入被害人店內，潛伏其臥床下，擬乘機殺

害，當被發覺拿獲，是其行為尚未達於實施之程度，僅應構成預備殺人罪。 

 

最高法院 33上字 1666號判例（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為不純正身分犯）★★★

★★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一項之殺直系血親尊親屬，其罪質本與殺人相同，僅以所

殺者係犯人直系血親尊親屬之故，致有此加重其刑之規定，故常人與之共犯，在

常人仍應科通常之刑。上訴人某乙係被害人某甲之子，與其叔父某丙毆殺某甲，

固應成立上開條項之罪，至某丙對於某甲並無該條項所定身分關係，原審論某丙

以幫助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自屬錯誤。 

 

 

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上字第 4393號判決（義憤殺人）★★★★☆ 

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之當場激於義憤而殺人，係指被害人之行為違反正

義，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無可容忍之憤怒，而當場實行殺人行為而言。所稱

「當場」，係指該一義憤，係在不義行為之當場所激起，而立即實行殺人行為者，

始足當之；所謂「激於義憤」，係指其義憤之發生，係因直接見聞該不義行為，

致一時受激而難以忍受者而言 

 

最高法院 28年上字第 621號判例（聚眾鬥毆）★★★★☆ 

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條所謂聚眾鬥毆，係指參與鬥毆之多數人，有隨時可以增加之

狀況者而言。上訴人等與被告等雙方械鬥時，其參與鬥毆之人均係事前約定，並

無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自與聚眾鬥毆之情形不合。 

 



11 
 

最高法院 95年度台上字第 7250號判決（遺棄行為）★★★★☆ 

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無義務遺棄罪之行為主體，對無自救力之人，雖無扶助、養

育或保護之積極義務，但仍負有不遺棄之消極義務，故本罪之成立，自須以其有

積極之遺棄行為為要件，亦即有故意使無法以自己力量維持、保護自己生存之被

害人，由安全場所移置於危險場所，或由危險場所移置於更高危險場所，或妨礙

他人將之移置於尋求保護之安全場所等積極之棄置行為，致被害人之身體、生命

處於更高危險之狀態，始足當之，僅消極不作為，不能成立本罪。此與同法第二

百九十四條之違背義務遺棄罪，係將對於無自救力者，因法令或契約而負有扶

助、養育或保護義務之人，不盡其義務，無論為積極遺棄行為，或消極不為其生

存上所必要扶助、養育或保護，均列為處罰對象之情形不同。 

 

最高法院 101台上字第 6546號判決（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為繼續犯）★★★☆☆ 

刑法第 302條第 1項之妨害自由罪，包括私行拘禁及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

動自由兩種行為態樣；其中私行拘禁，係屬例示性、主要性及狹義性之規定，而

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則屬於補充性、次要性及廣義性之規定；必

須行為人之行為不合於主要性規定，始能適用次要性規定處斷。是以，於剝奪被

害人之行動自由後將被害人拘禁於一定處所，而繼續較久之時間，即屬私行拘

禁，無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罪名之餘地。 

 

最高法院 52年台上字第 751號判例（恐嚇危安）★★★★☆ 

刑法第三百零五條之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

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

若僅在外揚言加害，並未對於被害人為惡害之通知，尚難構成本罪。 

 

最高法院 33年上字第 1134 號判例（竊盜與詐欺）★★★★★ 

刑法上之詐欺罪與竊盜罪，雖同係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取得他人之

財物，但詐欺罪以施行詐術使人將物交付為其成立要件，而竊盜罪則無使人交付

財物之必要，所謂交付，係指對於財物之處分而言，故詐欺罪之行為人，其取得

財物，必須由於被詐欺人對於該財物之處分而來，否則被詐欺人提交財物，雖係

由於行為人施用詐術之所致，但其提交既非處分之行為，則行為人因其對於該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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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支配力一時弛緩，乘機取得，即與詐欺罪應具之條件不符，自應論以竊盜罪。 

 

最高法院 92年度台上字第 5514號判決（竊盜與搶奪）★★★★★ 

惟按刑法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一項所稱之「搶奪」，係指乘人不備或不及抗拒而公

然攫取他人支配範圍以內之物，移轉於自己實力支配下之行為而言。查本件被害

人於原審時證稱：「皮包原來掛在機車上，我當時已把皮包拿到手上，一手準備

開大門時，被告從後面搶我皮包……」等語，則該皮包仍在被害人實力支配之範

圍內，依上說明，其所為應屬搶奪行為之範疇，核與竊盜行為係乘人不知之際，

而以隱密之方法和平竊取者，顯不相同。 

 

最高法院 84年台上字第 4341 號判決（竊盜罪之著手實行）★★★★★ 

侵入竊盜究以何時為著手起算時點，依一般社會觀念，咸認行為人以竊盜為目

的，而侵入他人住宅，搜尋財物時，即應認與竊盜之著手行為相當，上訴人在其

主觀上既以竊盜為目的侵入廖○聰住處，並已進入廖某臥房，留滯時間有數分鐘

之久，用眼睛搜尋財物，縱其所欲物色之財物尚未將之移入自己支配管領之下，

惟從客觀上已足認其行為係與侵犯他人財物之行為有關，且屬具有一貫接連性之

密接行為，顯然已著手於竊盜行為之實行，自應成立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二

項、第一項第一款於夜間侵入住宅竊盜罪之未遂犯。 

 

最高法院 82年度第 2次刑事庭會議（二）研究意見（加重竊盜罪之性質）★★★

★☆ 

法文稱「左列情形』而不曰「左列行為」，係因各該情形除該條第一項第一款「於

夜間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及第二款『毀越門扇、牆

垣或其他安全設備」，有可能分別成立刑法第三百零六條妨害自由罪及第三百五

十四條毀損罪之「犯罪行為」外，其餘各款情形，未必皆為構成犯罪之行為（例

如攜帶非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稱刀械之「兇器」、結夥三人以上、災害、在

車站及埠頭等場所）。因之，本院二十三年上字第三八一四號、……判例，均一

致認為該條項所列各款情形，僅屬竊盜罪（於刑法第三百三十條則為強盜罪）之

加重條件，法律上既已視為單純一罪之加重條件，各該條件自已溶合於加重竊盜

之罪質中（參閱本院二十七年上字第一八八七號判例），其本質上仍屬竊盜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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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與竊盜罪相結合之另一犯罪行為。……本院二十七年滬上字第五十四號及二

十八年滬上字第八號判例意旨，咸認「如僅著手於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所

列各款之加重條件行為，而未著手於客觀上可認為竊盜行為之實行，縱其目的係

在行竊，仍難論以加重竊盜未遂之罪」，即明白揭示尚未著手於竊盜行為之實施

時，加重竊盜罪即無由成立之斯旨，立論至為正確。……今後我國在司法審判實

務上，對於竊盜罪之著手時點，除應就眾多學說斟酌損益，並參酌各國之立法例

及判例演變趨勢，於行為人以行竊之意思接近財物，並進而物色財物，即可認為

竊盜行為之著手外，實務上似不妨從個案詳加審認，另創竊盜著手時點之新見

解，以期符合現代社會環境之實際需要，始為上策。 

 

釋字第 630號解釋文（準強盜罪：難以抗拒）★★★★★ 

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條之規定旨在以刑罰之手段，保障人民之身體自由、人身安全

及財產權，免受他人非法之侵害，以實現憲法第八條、第二十二條及第十五條規

定之意旨。立法者就竊盜或搶奪而當場施以強暴、脅迫者，僅列舉防護贓物、脫

免逮捕或湮滅罪證三種經常導致強暴、脅迫行為之具體事由，係選擇對身體自由

與人身安全較為危險之情形，視為與強盜行為相同，而予以重罰。至於僅將上開

情形之竊盜罪與搶奪罪擬制為強盜罪，乃因其他財產犯罪，其取財行為與強暴、

脅迫行為間鮮有時空之緊密連接關係，故上開規定尚未逾越立法者合理之自由形

成範圍，難謂係就相同事物為不合理之差別對待。經該規定擬制為強盜罪之強

暴、脅迫構成要件行為，乃指達於使人難以抗拒之程度者而言，是與強盜罪同其

法定刑，尚未違背罪刑相當原則，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意旨並無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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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99年度台上字第 3683判決（準強盜罪：當場）★★★★☆ 

按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條關於竊盜、搶奪，因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而

當場施以強暴、脅迫者，以強盜論之規定，其所謂當場，於時間上，應指行為人

犯罪實行甫結束，尚處於未能確保贓物、未脫離追捕或犯罪情狀猶然存在而與實

行時無異之境況者而言，於空間上，實行竊盜或搶奪之犯罪現場固屬之，犯罪現

場週遭與其直接鄰接而為自該現場視線所及之處所亦然，甚而已離開現場，但猶

在追捕者跟蹤、追躡中且始終未離開追捕者視線之情形，仍不失為當場。 

最高法院 68年台上字第 2772號判例（準強盜罪之既未遂）★★★★☆ 

刑法準強盜罪，係以竊盜或搶奪為前提，在脫免逮捕之情形，其竊盜或搶奪既遂

者，即以強盜既遂論，如竊盜或搶奪為未遂，即以強盜未遂論，但竊盜或搶奪不

成立時，雖有脫免逮捕而當場施以強暴、脅迫之情形，除可能成立他罪外，不能

以準強盜罪論。 

最高法院 19年上字第 1699號判例（詐欺罪之成立要件）★★★★★ 

詐財罪之成立，要以加害者有不法而取得財物之意思，實施詐欺行為，被害者因

此行為，致表意有所錯誤，而其結果為財產上之處分，受其損害。若取得之財物，

不由於被害者交付之決意，不得認為本罪之完成。 

最高法院 29年上字第 1156號判例（詐欺罪與準詐欺罪）★★★☆☆ 

上訴人既以詐術使人將財物交付，則被害人縱未滿二十歲，亦屬刑法第三百三十

九條之犯罪，與同法第三百四十一條僅係消極的乘被害人精神上之缺陷，使之交

付財物，而非積極的由於加害人之施用詐術者不同。原判決既認上訴人行詐屬

實，徒以被害人未滿二十歲，竟依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第一項論擬，殊嫌未洽。 

 

最高法院 96年度台上字第 3416號判決（自動付款設備詐欺罪：不正方法）★★

★★☆ 

刑法第 339-2條第 1項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所謂不正方

法行為，應具備類似詐欺性質之行為，亦即行為人須積極地作為或消極地不作為

實施詐術，因行為人實施詐術致提款機陷於錯誤而為資料處理，使他人財產受有

損害，始足當之。若行為人逼問被害人密碼後，持該現金卡至自動提款機提領現

金之行為雖然不法，但未具備類似詐欺性質，應屬強盜行為之範疇，原判決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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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另論以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之罪，其法則之適用，亦有不當。 

 

最高法院 30年上字第 668號判例（恐嚇與詐欺）★★★★☆ 

恐嚇罪質，非不含有詐欺性，其與詐欺罪之區別，係在行為人對於被害人所用之

手段，僅使其陷於錯誤者，為詐欺，使發生畏懼心者，為恐嚇。 

 

最高法院 92年度台上字第 1821號判決（侵占）★★★★☆ 

刑法上之侵占罪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擅自處分自己持有他人所

有之物，或變易持有之意思為所有之意思而逕為所有人行為，為其成立要件，故

行為人侵占之物，必先有法律或契約上之原因在其合法持有中者為限，否則，如

其持有該物，係因詐欺、竊盜或其他非法原因而持有，縱其加以處分，亦不能論

以該罪。 

 

最高法院 81年度台上字第 3015號判決（背信：為他人處理事務）★★★☆☆ 

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第一項之背信罪，係以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

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

財產或其他利益為成立要件。所謂為他人處理事務，其原因固包括法令所規定、

當事人之契約或無因管理等，惟以關於財產之事務為限，此觀該法條之立法理由

載明：「至於事務之種類，有專關於財產者，有關於財產並財產以外一切事宜者，

但本罪之成立惟以財產為限。」 

 

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3629 號判決（背信：違背其任務）★★★☆☆ 

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第一項之背信罪，係指為他人處理事務之受任人，意圖為自

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而言。所謂『違

背其任務』，除指受任人違背委任關係之義務外，尚包括受託事務處分權限之濫

用在內，如此始符合本條規範受任人應誠實信用處理事務之本旨。從而受任人為

本人與第三人訂立有償契約時，自應盡其應盡之注意義務，以維護本人之利益，

如無其他特別情事，竟給予該第三人顯不相當之高額報酬時，即難謂無違背其任

務之行為，以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及損害本人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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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51 年台上字第 58 號判例（背信與侵占）★★★★★ 

刑法上之背信罪，為一般的違背任務之犯罪，如果其違背任務係圖為自己不法之

所有，已達於竊盜或侵占之程度，縱另有以舊抵新之彌縫行為、仍應從竊盜或侵

占罪處。 

 

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7001 號判決（收賄罪：對價關係及實質影響力）★

★★★★ 

按同條例(編按：貪汙治罪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之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

賂罪，祇須所收受之金錢或財物與其職務有相當對價關係，即已成立，且包括假

借餽贈等各種名義之變相給付在內。又是否具有相當對價關係，應就職務行為之

內容、交付者與收受者之關係、賄賂之種類、價額、贈與之時間等客觀情形加以

審酌，不可僅以交付之財物名義為佣金或餽贈，即謂與職務無關而無對價關係。

再所謂職務上之行為，係指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而言，祇

要該行為「與其職務具有關連性」，「實質上為該職務影響力所及」者，即屬相當。 

 

最高法院 101 台上字第 4969 號判決（不純正瀆職罪之性質）★★★☆☆ 

按刑法第134條前段之規定，乃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

行為，予以加重處罰，而成立另一獨立之罪。本罪屬於借罪借刑雙層式簡略立法

之一種，就借罪言，係指公務員故意犯瀆職罪以外刑法上之各種罪名，再加以利

用其職務上所享有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為要件而成，為公務員犯罪加重處罰之概

括性規定；就借刑言，即依照其所犯罪名之原基準法定刑，最重加至二分之一而

言。於借罪後，因本罪構成要件與原罪相結合，其罪之條件已然胥備，而成就另

一獨立之犯罪類型。故在具體適用時，則應形之於主文，記載「公務員假借職務

上之權力（機會、方法），故意犯○○罪」，並因所借之刑為其加重之基準，是除

應援引其原罪法條外，應併引本條資為其加重之根據，始為適法。 

最高法院 99 年度第 5 次刑事庭決議（接續犯）★★★★★ 

決議：採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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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修正如下：刑法於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公布（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

）刪除連續犯規定之同時，對於合乎接續犯或包括的一罪之情形，為避免刑罰之

過度評價，已於立法理由說明委由實務以補充解釋之方式，發展接續犯之概念，

以限縮數罪併罰之範圍。而多次投票行賄行為，在刑法刪除連續犯規定之前，通

說係論以連續犯。鑑於公職人員選舉，其前、後屆及不同公職之間，均相區隔，

選舉區亦已特定，以候選人實行賄選為例，通常係以該次選舉當選為目的。是於

刪除連續犯規定後，苟行為人主觀上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

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

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

較為合理，於此情形，即得依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否則，如係分別起意，則

仍依數罪併合處罰，方符立法本旨。 

 

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495 號判決（教唆他人偽證）★★★★☆ 

又被告在訴訟上固有緘默權，且受無罪推定之保障，不須舉證證明自己無罪，惟

此均屬消極之不作為，如被告積極教唆他人偽證，為自己有利之供述，已逾越上

揭法律對被告保障範圍，甲○○既教唆蔡○○於上開案件中為偽證行為，其行為

已與教唆偽證罪之構成要件該當。至本院二十四年上字第四九七四號判例謂「犯

人自行隱避，在刑法上既非處罰之行為，則教唆他人頂替自己，以便隱避，當然

亦在不罰之列」，乃針對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二項頂替罪所作之解釋，尚不得

比附援引，藉為教唆偽證罪之免責事由。 

最高法院 79 年度台上字第 2656 號判決（放火罪：燒燬）★★★★☆ 

查刑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所謂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必須房屋構成之

重要部分已燒燬，如僅房屋內之傢俱、物件燒燬，房屋本身尚未達喪失其效用之

程度，即不能依該條項論罪，依原判決事實之認定，房屋構成部分並未燒燬喪失

效用，上訴人放火結果僅燒燬傢俱及物件，應係犯同條第三項、第一項放火燒燬

現供人使用住宅未遂之罪名，原判決論以同條第一項之既遂罪，自屬違誤。 

 

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4799 號判決（有形偽造與無形偽造）★★★★☆ 

刑法規定之偽造文書，分為有形的偽造與無形的偽造兩種。有形的偽造指自己無

製作權而以他人名義製作虛偽文書，刑法第二百十條、第二百十一條所定者皆屬

之。無形的偽造則指有製作權之公務員或從事業務之人就所製作之文書為不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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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刑法第二百十三條、第二百十五條所定之登載不實文書罪屬之。 

 

最高法院 73年台上字第 1710號判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實質審查）★★★★

★ 

刑法第二百十四條所謂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須一經他人之聲明或

申報，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務，並依其所為之聲明或申報予以登載，而屬不實之

事項者，始足構成，若其所為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尚須為實質之審查，以判斷其

真實與否，始得為一定之記載者，即非本罪所稱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上訴人等

以偽造之杜賣證書提出法院，不過以此提供為有利於己之證據資料，至其採信與

否，尚有待於法院之判斷，殊不能將之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同視。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2915 號判決（業務登載不實：身分犯與間接正犯）★

★★★☆ 

刑法第二百十五條之從事業務者登載不實罪，係以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

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其構成要件

，屬於身分犯之一種。故非從事該項業務之人，除有與特定身分、關係者共犯（

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情形，得依刑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處理外，即

無成立該罪之餘地。至若他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或利用）從事業務者，

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法律既無處罰明文，自不得擴張援引間接正犯之理

論論處，方符罪刑法定主義之精神。從而，刑法第二百十五之罪，應認有排斥普

通人成立間接正犯理論之適用，此觀同法第二百十三條與第二百十四條之關係，

基於刑法體系解釋之原理，其意甚明。 

 

最高法院 84 年度台上字第 1426 號判決（偽造私文書：支票影本）★★★☆☆ 

支票為有價證券，支票上權利之移轉及行使，與其占有支票有不可分離之關係，

一旦喪失占有，非依法定程序，不得享有支票上之權利，因而支票原本，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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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上訴人既無變造本件支票，僅以剪貼影印方式，將支票影本之金額壹萬

零柒佰玖拾肆元，改為柒佰玖拾肆萬元，而支票影本不能據以移轉或行使支票上

之權利，顯與一般文書之影本與原本有相同之效果者不同，故難認係變造支票之

行為。惟該具有支票外觀之影本，不失為表示債權之一種文書，其內容俱係虛構，

自屬偽造之私文書。 

 

釋字第 617 號解釋文（猥褻物品）★★★★★ 

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所謂散布、播送、販賣、公然陳列猥褻之資訊或

物品，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之行為，係指對含有暴力、性虐待或人獸性交等

而無藝術性、醫學性或教育性價值之猥褻資訊或物品為傳布，或對其他客觀上足

以刺激或滿足性慾，而令一般人感覺不堪呈現於眾或不能忍受而排拒之猥褻資訊

或物品，未採取適當之安全隔絕措施而傳布，使一般人得以見聞之行為。  

 

最高法院 51 年台上字第 2272 號判例（和誘與略誘）★★★★☆ 

刑法上之和誘，係指被誘人知拐誘之目的而予同意者而言，如施行詐術等不正當

手段，反乎被誘人之意思，而將其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則為略誘，而非和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