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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實務見解增補（一）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831號判決（間接正犯之要件） 

另所謂間接正犯，指犯罪行為人不親自實行犯罪行為，卻基於自己犯罪之意思，

利用無責任能力人或無犯罪意思之人實行犯罪行為而言。而此所謂「利用」，自

係指利用他人故意犯罪行為，不包括利用他人過失犯罪行為在內。但被利用者之

形態，並非僅限於故意行為，其他如阻卻違法性行為或無責任能力行為，或者利

用被利用者之無過失行為或過失行為，亦均可成立間接正犯。 

碎碎念：請搭配本書第 6-5頁一齊服用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709號判決（沒收並無罪刑不可分之適用） 

刑法關於沒收章已於一○五年七月一日生效施行，修正後之沒收規定，已去「從

刑化」，而係獨立於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刑事法律效果。申言之，沒收，雖仍

以刑事不法（即只須具備構成要件該當性及違法性，不以罪責成立為必要）存在

為前提，但已無罪刑不可分及主從刑不可分原則可言。本件扣案之賄款一萬二千

元，依法均應予以宣告沒收，已如上述，姑不論原判決關於沒收之論述尚無不合，

即修正後刑法關於沒收規定，既屬獨立於刑罰及保安處分之其他法律效果，只須

依法於主文內為沒收之宣告，及於判決書內敘明沒收所依憑之證據暨其認定之理

由即可，非必拘泥於其所犯罪刑之主文項下宣告沒收。 

碎碎念：沒收非刑罰、沒收非刑罰、沒收非刑罰，很重要所以說三次。請搭配本

書第 8-39頁一齊服用。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869號判決（偽造文書之結果地） 

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者，有中華民國刑法之適用；犯罪之行為或結果，有一在

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刑法第三條前段、第四條分別定

有明文；而所謂「結果」係指犯罪行為對外界所引起之影響而言。原判決依據上

述意旨，於理由內說明：刑法處罰偽造文書罪之主旨，係在保護文書之實質的真

正，雖尚以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要件之一，亦衹以有損害之虞為已足，有

無實受損害，在所不問，且此所謂損害，亦不以經濟價值為限。是上訴人等共同

為如原判決事實欄一、(三)所載，即偽造及行使偽造我國領域內人民董○慈名義

之借款契約書，自足以生損害於董○慈。上訴人等上開犯罪行為對外界所引起之

影響，既係在我國領域內（包括在我國領域內之人民董○慈），自得依我國刑法

規定追訴處罰等情綦詳（見原判決第四頁第十六至二十六行），核其論斷於法尚

屬無違。 

碎碎念：涉及刑法之空間效力之問題，若偽造文書的結果地在我國，即有刑法第

4條的適用（中華民國萬歲），不用再去找刑法第 5條（外地）。請搭配本書第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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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以下一齊服用。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1215號判決（偽造有價證券罪：高度偽造吸收低度

行使，接續犯） 

支票為流通性證券，屬於有價證券之一種，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支票

後持以行使，其行使之低度行為為偽造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只論以偽造有價證券

罪。又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

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

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則

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是倘行為人主觀上係以偽造同一被害人之支票之同

一犯意，持續偽造多紙支票，而該多次偽造行為在客觀上復係利用同一機會接續

實行，即得認其係對同一法益一次性侵害，而評價為接續犯一罪。 

碎碎念：請搭配本書第 13-38～39頁一齊服用。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1042號判決（殺人與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又殺人行為倘對於被害人之行動自由有所妨害，而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係屬於殺

人行為之一部分，例如意在殺人而將被害人手腳綑綁，以刀刺死，則其綑綁舉動，

因係殺人行為之一部分，祇能包括的論以殺人一罪，不另論以剝奪他人行動自由

之罪；然於綑綁手腳，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之初，並無予以殺害之意，則已獨立

構成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罪，嗣再起意予以殺害而仍有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行

為，因係繼續原來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為之一部分，應為原先之剝奪他人行動自

由行為所吸收，不容裂割而論以另一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此一剝奪他人行動自

由犯行，與其後始起意實行之殺人行為，應分別論科，始稱適法。 

碎碎念：本判決是說，如果行為人一開始就想殺人而將人綑綁，最後只會論殺人

罪，但如果將人綑綁後又另行起意將人殺死（注意：是故意將人殺死唷！如果是

不小心的，應討論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應分別論處。請搭配本書第 10-4

頁一齊服用。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71 號判決（空白刑法之變更） 

再行政機關依據委任立法而制定具有填補空白刑法補充規範之法規命令，雖可視

為具法律同等之效力，然該法規命令之本身，僅在補充法律構成要件之事實內

容，即補充空白刑法之空白事實，並無刑罰之具體規定，究非刑罰法律，該項補

充規範之內容，縱有變更或廢止，對其行為時之法律構成要件及處罰之價值判

斷，並不生影響，於此，空白刑法補充規範之變更，僅能認係事實變更，不屬於

刑罰法律之變更或廢止之範疇，自無刑法第 2條第 1項法律變更之比較適用問

題，應依行為時空白刑法填補之事實以適用法律。 

碎碎念：請搭配本書第 1-10頁一齊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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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1962 號判決（肇事逃逸罪之在場義務） 

刑法第 185 條之 4 之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係以處罰肇事後逃逸之駕駛人為目

的，俾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以減少死傷，此觀其立法理由

揭示「為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

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特增設本條關於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之處罰規定」自明。

而所謂逃逸，係指逃離肇事現場而逸走之行為，故上開規定實揭櫫駕駛人於肇事

致人死傷時，有在場義務，且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即

採取救護措施及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不得任意移動肇事汽車及現

場痕跡證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2 條第 3 項規定甚明；是汽車駕駛人於

肇事後，有停留現場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應向警察機關報告之法定義

務，以防損害範圍之擴大（傷者因就醫延誤致生無謂傷亡）及維護其他用路人之

交通安全，並明肇事之責任。如於肇事後，駕車逃離現場，不僅使肇事責任認定

困難，更可能使受傷之人喪失生命、求償無門，因此，肇事駕駛人應留置現場等

待或協助救護，並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或無隱瞞而讓被害人、執法人員或

其他相關人員得知其真實身分、或得被害人同意後，始得離去，方符肇事致人死

傷而逃逸罪之立法目的。 

碎碎念：請搭配本書第 13-16頁一齊服用。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8 號判決（必要參與犯之對向犯） 

共犯在學理上，有「任意共犯」與「必要共犯」之分，而「必要共犯」，係指須

有二人以上之參與實施始能成立之犯罪而言，依其犯罪性質，又可分為「聚合犯」

與「對向犯」，至所謂「對向犯」，則係指二個或二個以上之行為人，彼此相互對

立之意思經合致而成立之犯罪，因行為人各有其目的，而各就其行為負責，彼此

間無所謂犯意之聯絡，苟刑事法律規定僅處罰其中部分行為人之行為，則其餘對

向行為者，縱然對之不無教唆或幫助等助力，仍不能成立該處罰行為之教唆、幫

助犯或共同正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公務員經辦公用工程收取

回扣罪，其收取回扣之公務員，與交付回扣之行為人，係處於對向關係，因彼此

間「交付回扣」與「收取回扣」之對立意思合致或行為完成，而對該公務員論以

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名，則交付回扣之非公務員與收取回扣之公務員係處於

對立關係，顯係各有其目的，而無犯意聯絡或幫助犯意可言，自應就其行為分別

負責，尚難論以共同正犯或幫助犯。 

碎碎念：請搭配本書第 6-57～58頁一齊服用。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100 號判決（加重結果犯之相當因果關係） 

按刑法第 277 條第 2 項之傷害致人於死罪、第 302 條第 2 項之妨害自由致死罪及

第 293 條第 2 項之遺棄致人於死罪，均以行為人之傷害行為、妨害自由行為或遺

棄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間，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衡。所謂相當之因果關

係，係就事後客觀予以審查，認為被害人之死亡，確因行為人之傷害或遺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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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起，足以發生此項結果而言。傷害行為後，因果關係進行中，若被害人所受

傷害，原不足引起死亡之結果，係因其後之妨害自由或遺棄行為獨立發生死亡之

結果者，則被害人之死亡與加害者傷害之行為，並無相當因果關係，自難令負傷

害人致死之罪責，而應依實際情形論以傷害、妨害自由與遺棄致人於死等罪或傷

害、妨害自由致死罪、遺棄罪等罪。倘若被害人之傷勢嚴重，足以獨立為其死亡

原因者，雖有妨害自由、遺棄行為，惟被害人之死亡與妨害自由、遺棄行為無相

當因果關係可言，自難成立妨害自由致死或遺棄致人於死罪。 

碎碎念：請搭配本書第 6-17頁以下一齊服用。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827號判決（司法院網站之公開裁判書屬公文書） 

又刑法上所稱之公文書，係指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且公文書亦不以蓋用公

印為必要。若由形式上觀察文書之製作人為公務員就公務員職務上之事項所製作

即屬之。倘擅自偽造或變造內容，致社會上一般人有誤信其為真正之危險時，仍

難謂其非偽造或變造公文書。而裁判書係法官於職務上製作之文書，屬刑法第

10條第 3項之公文書，其經裁判法官簽名者，為裁判書之原本，由書記官依原

本製作並蓋用法院印信者，為裁判書正本，均屬公文書。倘無權制作者擅自變造

其內容，無論變造裁判書之原本、正本或影本(參見本院 73年台上字第 3885號

判例要旨)，自屬變造公文書之行為... ...各級法院及分院裁判書應以公開為原則，

而司法院網站上裁判書查詢頁面，即係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之

公開裁判書，該刑事案件之當事人或其他公眾可自司法院網站之裁判書查詢頁

面，取得屬該資料庫收錄範圍之裁判書。是司法院依上開規定利用電信網路傳送

至司法院網站，供公眾線上查詢之公開裁判書，自屬法官於職務上製作並對外公

示之公文書。原判決同此認定，認上訴人下載上開司法院網路對外公示之裁判

書，予以變造內容如其附表所示，屬變造公文書之行為。 

碎碎念：請搭配本書第 13-35～36頁以下一齊服用。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487 號判決（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與強制罪） 

刑法第 302條之妨害自由罪，係妨害他人自由之概括的規定，故行為人具有一定

目的，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除法律別有處罰較重之規定（例如略誘

及擄人勒贖等罪），應適用各該規定處斷外，縱以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

行使權利為目的，而其強暴、脅迫已達於剝奪人行動自由之程度，即成立本罪，

亦不再依同法第 304條論處。誠以此項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之

低度行為，應為剝奪人行動自由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能以其目的係在使人行無

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認為僅係觸犯刑法第 304 條第 1 項強制罪。 

碎碎念：請搭配本書第 10-9頁一齊服用。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1524 號判決（想像競合與法條競合） 

想像競合與法規競合（法條競合），固同屬一行為而該當於數個構成要件，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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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本質上及其所衍生之法律效果仍有不同。前者係因侵害數法益，為充分保護被

害者之法益，避免評價不足，乃就其行為所該當之數個構成要件分別加以評價，

而論以數罪，但因行為人祇有單一行為，較諸數個犯罪行為之侵害性為輕，秉諸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法律乃規定從一重處斷即為已足，為科刑上或裁判上一

罪；後者則因僅侵害一法益，為避免牴觸「雙重評價禁止原則」，祇須適用最適

切之構成要件予以論罪科刑，即足以包括整個犯罪行為之不法內涵，故其他構成

要件之罰則均排斥不用，實質上僅成立單一罪名，屬單純一罪。 

碎碎念：請搭配本書第 8-7～8頁一齊服用。 

 

最高法院 106 年度第 13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未經取贖而釋放被害人） 

討論事項：106 年刑議字第 11 號提案刑三庭提案意圖勒贖而擄人，在未取得贖

金前，因經談妥條件（尚未履行），而釋放被害人，有無刑法第 347 條第 5 項前

段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有甲、乙二說，何者為當，請刑事庭會議公決 

決議：採甲說：否定說 

理由：刑法第 347 條第 5 項前段所謂未經取贖而釋放被害人，係指犯擄人勒贖之

罪，未經取贖，自動終止勒贖之意思，或無取贖之犯意，而釋放被害人而言，應

具有自動釋放人質之心意及實際釋放人質之事實，始得寬減其刑。如經談妥條件

或擔保後，始將被害人釋放，其釋放既非出於自動終止勒贖之意思，而在於取贖，

自與該條項前段規定不合，不得減輕其刑。 

碎碎念：請搭配本書第 11-81頁一齊服用。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234 號判決（肇事逃逸及間接故意） 

刑法第 185 條之 4 規定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之成立，不

以行為人主觀上出於直接故意為限，間接故意亦包括之，則行為人對於肇事逃逸

之構成犯罪事實，雖未明知，惟已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自

具有肇事逃逸之故意。此所預見者除指已預見肇事外，並應預見已致人死傷之發

生，並本於此預見，而萌生縱已肇事並致人死傷，惟仍悍然離去棄之不顧之犯意，

始足成立... ...原判決雖於事實欄記載：上訴人基於肇事逃逸之不確定故意，與余

○豪擦撞繼續往前行 10 餘公尺後，感受車體撞擊相關物體之震動，可預見其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有可能發生人車倒地致人受傷之結果，竟未停留在車禍現

場查看，亦未施以必要之救護措施或報警處理，…...然就上訴人可預見肇事並有

可能致人倒地受傷，而未停留於現場，究係確信其不致有肇事情形；或雖肇事，

然不致有人受傷；或係基於縱使已肇事，並致人受傷，仍不願停留於現場之意思，

而悍然離去。即其主觀上究係確信其不發生，或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原判決並

未明確認定，事實即屬不明，其理由之說明即屬失據，自不足資為適用法律之依

據。 

碎碎念：請搭配本書第 13-15頁一齊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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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118 號判決（相當因果關係與客觀歸責） 

傷害致死罪為結果犯，行為人之行為與結果間，如具備「相當因果關係」，亦即

「若無該行為，則無該結果」之條件關係，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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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足令負既遂責任；又關於該「相當性」，

得以審酌行為人是否有「客觀可歸責性」而為判斷，即行為人之行為倘對行為客

體製造並實現法所不容許之風險時，該結果即應歸由行為人負責。故第三人行為

之介入，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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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該第三人行為之介入，未使最初行為人之行為與

結果間產生重大因果偏離，結果之發生與最初行為人之行為仍具常態關聯性時，

最初行為人自仍負既遂之責。 

碎碎念：請搭配本書第 1-23頁以下一齊服用。 

 

最高法院 106 年度第 16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討論事項：（累犯更定其刑） 

刑法第 48 條規定：「裁判確定後，發覺為累犯者，依前條之規定更定其刑。但刑

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發覺者，不在此限。」則裁判前，苟依卷內前案紀錄等資料

已足資發覺為累犯，惟裁判時因疏漏，致未於判決時論以累犯並依法加重其刑，

嗣裁判確定後，得否依刑法第 48 條前段更定其刑，有下列二說： 

採甲說：否定說 

一、刑法第 48條前段所稱「更定其刑」，必其累犯之發覺，係在裁判確定之後，

始足當之；茍於裁判確定之前，已足以發覺有累犯之情事者，即無適用之餘地。

又被告之前科資料，與認定被告是否屬於累犯，及應否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之

待證事實至有關係，自屬事實審法院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事實審法院於審

理時，如依卷內證據及訴訟資料已足以發覺被告有累犯之事實，自應加以調查，

及於判決內論以累犯並依法加重其刑；倘依卷內證據及訴訟資料已足以發覺為累

犯，而於審判期日就該累犯之事實漏未調查審酌，並於判決時漏論累犯並加重其

刑，即與刑法第 48條前段所稱「裁判確定後，發覺為累犯」之情形不同，自不

得於裁判確定後以發覺為累犯為由聲請裁定累犯更定其刑。況我國刑事訴訟程序

關於判決確定後裁判之救濟，其中如非常上訴程序既採被告人權保護說，以原判

決於被告尚無不利者，其撤銷違背法令部分效力不及於被告，則何以於更定其刑

案件即得更為不利於被告之裁定，是刑法第 48 條前段自應予目的性限縮適用。 

二、本院 92 年度台非字第 149 號判決雖表示：刑法第 48 條前段所謂「發覺」，

應指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法院實際上發見而言，若被告實際上已符合累犯條

件，依卷內所附被告前科資料或被告已供稱前科情形，事實審原可得發覺其為累

犯，然事實審法院於審判時，疏予注意，致實際上並未發覺而未依累犯規定論處，

仍不能謂事實審「已經發覺」等旨。惟該案所示事實，乃因被告身分證編號重編，

原審卷內所附之錯誤身分證編號紀錄表內並無前案判決紀錄等原因，致事實審原

得依卷內所附被告前科資料或被告已供稱前科發覺為累犯，卻於審判時，疏予注

意，致實際上並未發覺而未依累犯規定論處，核與本例所討論者，案情顯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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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難援引。 

碎碎念：這決議是說，如果在審判時的卷證資料就足以看出被告是累犯，但在判

決時法院卻漏判，那事後（裁判確定後）就不能再用刑法第 48條來更定其刑。

也就是說，法院漏判累犯是你家的事，不能在事後改說被告是累犯而加重其刑。

請搭配本書第 8-18頁以下一齊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