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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實務見解增補（二） 

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674 號判決（己意中止） 

按刑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因己意中止或防止其

結果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結果之不發生，非防止行為所致，而行為人已

盡力為防止行為者，亦同。」之所謂「因己意」，須出於行為人自願之意思，而

非受外界足以形成障礙之事由或行為人誤以為存在之外界障礙事由之影響。簡言

之，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後，「縱使得以遂行，卻不欲遂行」、「縱使欲遂行，

卻不得遂行」，前者為「因己意」中止，後者為「非因己意」中止，乃屬判斷中

止未遂、障礙未遂區別之基本標準。 

碎碎念：「縱使得以遂行，卻不欲遂行」、「縱使欲遂行，卻不得遂行」這些話怎

麼看起像是熟悉的陌生人呢？莫驚慌、莫害怕，這只是最高法院就「法蘭克公式」

的饒舌版。請搭配本書第 5-21頁一齊服用。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989 號判決（容許構成要件錯誤） 

行為是否成立犯罪，係以不法與罪責為前提，故行為雖適合於犯罪構成要件之規

定，但如欠缺實質的違法性，仍不成罪，故不論學術界或實務界，均普遍承認超

法規阻卻違法事由。其中，得被害人承諾或同意，即是一例，於受保護之法益具

有可處分性時（例如身體、自由、財產、隱私等），在一定要件下，容許被保護

人基於自主決定權，捨棄法律的保護；而犯罪行為，既屬行為人受意思決定與意

思活動所主宰支配的人類行止，就有可能發生錯誤或失誤的問題，學理上乃有錯

誤理論之發展，並對於不同的錯誤態樣，給予不同的評價。就阻卻違法事由的錯

誤而言，苟行為人誤認有阻卻違法事由的行為情狀存在（例如：誤想防衛、誤想

避難、誤認得被害人承諾或同意等等）而為防衛、避難、毀損財物、侵害人之身

體、自由等行為，依目前實務見解，認應阻卻犯罪故意（主觀構成要件），緩解

其罪責；就其行為因過失造成錯誤，於法條有處罰過失行為時，祇論以過失犯；

法無過失犯處罰者，不為罪。 

碎碎念：大家還記得二舅武林舅嗎（最高法院 29 上第 509 號判例），這判決便是

承著該判例的立場。但再次強調，該立場結論雖與「限縮法律效果的罪責理論」

相同（看是否成立過失犯），但從判決認為應阻卻構成要件故意此點可知，與學

說的推論完全不同（該說認不阻卻構成要件故意），所以千萬不要寫「依實務見

解，限縮法律效果的罪責理論……」喔！請搭配本書第 7-25～28 頁一齊服用。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2896號判決（犯罪利得） 

105 年 7 月 1 日修正施行之刑法沒收新制，係引進德國施行之利得沒收制度，此

一制度乃基於「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思維所設計之剝奪不法利得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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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而關於犯罪利得之沒收，只要是屬於犯罪行為人者，不論其獲得之原因是為

了促成行為人犯罪所給予之對待給付或行為人實現犯罪本身而獲取之利益，均屬

之，乃為避免任何人坐享犯罪利得，並為遏阻犯罪誘因及回復合法財產秩序之準

不當得利衡平措施，其範圍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

息，且犯罪利得僅取決於事實上對於利得標的之支配處分權，而無關民法的合法

有效判斷。 

碎碎念：請搭配本書第 8-45頁一齊服用。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788 號判決（GPS 記錄他人行蹤屬非公開活動） 

解釋法律條文時，除須斟酌法文之文義外，通常須斟酌規範意旨，始能掌握法文

構成要件之意涵，符合規範之目的及社會演進之實狀，而期正確適用無誤。按刑

法第 315條之 1第 2款妨害秘密罪之立法目的，係對於無故竊錄他人非公開活

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之行為，予以限制，以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及

隱私權。所謂「非公開之活動」，固指該活動並非處於不特定或多數人得以共見

共聞之狀態而言，倘處於不特定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即為公開之活

動。惟在認定是否為「非公開」之前，須先行確定究係針對行為人之何種活動而

定。以行為人駕駛小貨車行駛於公共道路上為例，就該行駛於道路上之車輛本體

外觀言，因車體本身無任何隔絕，固為公開之活動；然由小貨車須由駕駛人操作，

該車始得移動，且經由車輛移動之信息，即得掌握車輛使用人之所在及其活動狀

況，足見車輛移動及其位置之信息，應評價為等同車輛使用人之行動信息，故如

就「車內之人物及其言行舉止」而言，因車輛使用人經由車體之隔絕，得以確保

不欲人知之隱私，即難謂不屬於「非公開之活動」。又偵查機關為偵查犯罪而非

法在他人車輛下方底盤裝設 GPS追蹤器，由於使用 GPS追蹤器，偵查機關可以連

續多日、全天候持續而精確地掌握該車輛及其使用人之位置、移動方向、速度及

停留時間等活動行蹤，且追蹤範圍不受時空限制，亦不侷限於公共道路上，即使

車輛進入私人場域，仍能取得車輛及其使用人之位置資訊，且經由所蒐集長期而

大量之位置資訊進行分析比對，自可窺知車輛使用人之日常作息及行為模式，難

謂非屬對於車輛使用者隱私權之重大侵害。而使用 GPS追蹤器較之現實跟監追

蹤，除取得之資訊量較多以外，就其取得資料可以長期記錄、保留，且可全面而

任意地監控，並無跟丟可能等情觀之，二者仍有本質上之差異，難謂上述資訊亦

可經由跟監方式收集，即謂無隱密性可言。 

碎碎念： 

請搭配本書第 10-62～63頁一齊服用。最高法院在此採肯定說的立場，筆者建議

背誦字號，並可以下述口訣加強記憶：三妻爸爸（3788號）才會被 GPS抓姦。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4126 號判決（強制性交罪、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半推半就、誤認得被害人同意） 

刑法上強制性交及強制猥褻罪之規範目的在於保護性自主決定權，該等罪名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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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係指條文中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

以外，其他一切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而妨害被害人之意思自由者而言。雖不

以使被害人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為必要，仍須其行為已妨害被害人之自由意志，

或違反被害人之意願而仍執意為之，始屬相當。倘若被害人之意思隱晦不明，或

有所謂「半推半就」之情形，致使行為人主觀上誤認被害人有含蓄同意之意思，

且在客觀上亦未施以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者，基於罪刑法定、證據裁判主義及無罪

推定原則，自難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 

碎碎念：請搭配本書第 10-20～22頁一齊服用。 

 

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816 號判決（§339 不作為詐欺、告知義務） 

刑法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係以行為人施用詐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被害人基於此

一錯誤而處分其財產，致受有損害，為其構成要件。所謂施用詐術，不限於積極

地以虛偽言詞、舉動而為之欺罔行為，於行為人負有告知交易上重要事項之義務

而不告知者（即學理上所謂「不作為詐欺」），或行為人之言詞舉動於社會通念上

可認為具有詐術之含意者（即學理上所謂「舉動詐欺」，亦屬詐術之施用。又所

謂錯誤，乃指被害人對於是否處分（交付）財物之判斷基礎的重要事項有所誤認

之意，換言之，若被害人知悉真實情形，依社會通念，必不願交付財物之謂。而

此一錯誤，係行為人施用詐術所致，亦即「詐術」與「錯誤」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乃屬當然……亦即相同型號、年份、品質之賓士中古車，其為公司車或貿易車，

在市場上之交易價格即存有價差，則是否為公司車，自屬交易之重要訊息，上訴

人未據實告知，反而向告訴人傳達系爭車輛為公司車，致告訴人誤信為真，而以

上開價格購入系爭車輛，告訴人自受有交易價差之損害，且此受損害之事實，並

不因其後告訴人依民事程序契約解除權回復原狀，或請求損害賠償，即謂不存

在。原判決認上訴人應成立詐欺取財罪，並無不合。 

碎碎念： 

請搭配本書第 11-30～31頁一齊服用。 

 

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586 號判決（搶奪罪、恐嚇取財罪及強盜罪之區別） 

至於刑法之搶奪罪，乃以乘人不及抗拒，公然掠取其財物為成立要件；如施用強

暴脅迫，至使不能抗拒而取其財物或令其交付者，構成強盜罪；恐嚇取財罪，則

係以將來之惡害恫嚇被害人，使其交付財物為要件，其受恐嚇人尚有自由意志，

不過因此而懷有恐懼之心。3罪情形不同，應予分辨，妥適用法。從而，若當場

施以強暴脅迫，致喪失自由意志而達於不能抗拒程度，即係強盜行為，不能論以

恐嚇罪名。又強盜罪之強暴、脅迫，祇須抑壓被害人之抗拒，或使被害人身體上、

精神上，處於不能抗拒之狀態為已足，其暴力縱未與被害人身體接觸，仍不能不

謂有強暴、脅迫行為；縱令被害人實際無抗拒行為，仍於強盜罪之成立，不生影

響。再者，強盜罪所謂「不能抗拒」，係指行為人所為之強暴、脅迫等不法行為，

就當時之具體事實，予以客觀之判斷，足使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達於不能或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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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抗拒之程度而言，亦即應依一般人在同一情況下，其意思自由是否因此受壓制

為斷，不以被害人之主觀意思為準。 

碎碎念：本判決非常適合複習對這三罪實務見解的熟悉性。請搭配本書第 11-11

及 11-56頁一齊服用。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695 號判決（媒介性交罪、事中幫助） 

刑法第 231 條第 1 項前段之罪，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營利及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

或猥褻行為之犯意，客觀上有引誘、容留或媒介行為，為其犯罪構成要件，當行

為人一有「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行為時，犯罪固即成立。惟一般應召站之

經營模式，通常設有主持人、掮客、保鑣及接送應召女子前往性交易之人（俗稱

馬伕）等成員，從應召站業者散發性交易之訊息，不特定之男客得悉後，依該訊

息，與應召站業者聯絡，並就性交易態樣、價碼、地點、時間，甚至應召女子類

型達成合意後，應召站業者派馬伕送應召女子，按時前往與男客約定性交易之地

點，於應召女子與男客完成性交易，收取對價後，馬伕再將應召女子接回，應召

女子就該次性交易所得與應召站業者拆帳，應召站業者媒介之性交易整個過程始

告完結，犯罪始為終了。應召站業者既以應召女子完成性交易，並取得性交易對

價為其犯罪之目的，應召站業者於掮客媒介之後，為促成性交易之順利完成，保

鑣、馬伕等人員，續為犯罪之分工，此雖不影響於媒介行為既遂之認定，但就全

部犯罪行為之完竣而言，實有待應召女子與男客為性交易，並取得對價，方為終

了，以符應召站業者媒介性交以營利之犯罪目的。是在應召女子完成性交易並取

得對價，犯罪尚未完結前，如有不具共同犯罪意思亦未參與媒介行為之人，基於

幫助之犯意，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接送應召女子的協力行為，仍應依幫助犯論

處，核其所為，並非犯罪完成之事後幫助，其理至明。 

碎碎念：請搭配本書第 13-50頁一齊服用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556 號判決（和誘有配偶之人罪） 

刑法第 240 條第 3 項圖使人性交而和誘有配偶之人罪，係為維護婚姻生活，保障

家庭組織而設，行為人必須具有使被誘人脫離家庭之意思，而移置於自己實力支

配之下，方克相當。所謂脫離家庭，係指使被誘人脫離與其配偶組織之家庭，使

其配偶無法與被誘人共同生活。而移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係指將被誘人置於

己力可得支配之範圍內，不以被誘人行動自由受限制為必要。本罪之既、未遂，

以被誘人是否已置於行為人實力支配之下為區別標準。又被誘人與配偶離婚後，

婚姻關係不復存在，即無脫離家庭可言。倘行為人僅圖與有配偶之人一時行姦，

並無使人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脫離家庭而移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之犯意，縱以提

供財物、離婚後共同生活等為誘因，誘使有配偶之人與其性交，亦無由成立本罪

之未遂犯。 

碎碎念：請搭配本書第 13-56～57頁一齊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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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4112 號判決（妨害舟車及航空機行駛安全罪、以他

法） 

刑法第 184 條第 1 項之公共危險罪，以行為人「損壞軌道、燈塔、標識或以他法

致生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往來之危險」為

構成要件，係具體危險犯，於該行為客觀上具備公共危險之狀態即足，不以已經

發生危害為必要。所謂「以他法」，指以損壞軌道、燈塔、標識以外之方法，致

生火車、電車或公眾運輸工具往來之危險者而言，其方法並無限制，客體亦不限

於軌道、燈塔、標識，例如於車站或公眾運輸工具上引燃爆裂物或施放毒害物質，

導致該交通據點及所停放或行駛中之公眾運輸工具受損、其上或附近之人員傷

亡，自均造成往來之危險。又此罪之既、未遂區別，在於該行為已否致使公眾運

輸工具發生往來之危險，倘該行為業已使公眾運輸工具因而傾覆或破壞者，則屬

同條第 2項加重結果犯之範疇。依原判決確認之事實，上訴人將機車前輪緊靠鐵

軌停放，再取下鑰匙棄車逃離，原判決因認倘火車經過，機車勢將遭列車撞擊，

恐引發火燒火車等事故，該行為客觀上已使火車往來產生危險，該當刑法第 184

條第 1項之犯罪構成要件，不因警員及時予以排除，而謂無具體危險存在，要無

違法可言。 

碎碎念： 

在普悠瑪自強號出軌事故後（默哀），本罪可能會跟著潮流出現，請讀者小心提

防。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768 號判決（偽造文書罪、冒用死人名義） 

刑法第 210 條之偽造文書，以無制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而制作該文書而言。所

謂他人，父母妻子兄弟均包括在內。又偽造文書罪，係著重於保護公共信用之法

益，故所偽造之文書既足以生損害於他人，其犯罪即應成立，縱該偽造文書所載

之作成名義人業已死亡，而社會一般人仍有誤認其為真正文書之危險，自難因其

死亡阻卻犯罪之成立。 

碎碎念：即繼承人冒用被繼承人名義領取存款，請搭配本書第 13-34～35頁一齊

服用。 

 

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49 號判決（偽造公文書、形式上已足使一般人誤信） 

刑法上所指之公文書，係指公務員基於身分關係於其職務上製作之文書，至其製

作是否符合法定程式，則非所問。若由形式上觀察，其文書係假冒公務員身分，

並就公務員職務上之事項所製作，即令未有公務員用印或簽名之外觀而程式欠

備，然一般人既無法辨識而有誤信為真正之危險，仍難謂非偽造之公文書，如持

以行使，自應負行使偽造公文書罪責。稽之案內資料，被告洪○雯供認假冒警員

就其調查詢問職務事項擅自製作之調查筆錄……雖其筆錄末未有受詢問人及詢問

人之簽名、用印，程式似未完備，然其形式上已足使一般人誤信係 10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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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下午 3 時 45 分起至下午 4 時止洪○雯因詐欺取財案件，由李○仁律師陪同

至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接受員警詢問、對陳○諦提出詐欺罪刑事告訴，由

該分局員警紀錄之調查筆錄，難認其未具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警詢之調查

筆錄公文書形式。 

碎碎念： 

請搭配本書第 13-34～35頁一齊服用。 

 

 

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719 號判決（偽造署押罪） 

刑法上所謂署押，應係指自然人所簽署之姓名或畫押，或其他代表姓名之符號而

言。若係政府機關、學校、醫院及其內部單位或一般公司、行號之名稱，則不在

刑法上所謂署押之列。蓋因「署押」係由自然人親手簽押，具有筆劃特徵之個別

性質，足以辨別其真偽，始具有署押之意義。而政府機關或公司、行號本身，係

虛擬之人格，而非自然人，並無親手簽押其名稱之能力（實務上多以蓋印之方式

為之），必須委由自然人以機關或公司、行號代表人或代理人之名義，簽押該自

然人之姓名為之。故機關、學校、醫院及其內部單位或一般公司、行號之名稱，

在性質上並非刑法上之署押。 

碎碎念：本罪重要性較低，但此判決仍有考相，請讀者稍加注意。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130 號判決（偽證罪、不同案件行為互殊） 

原判決以偽證罪為侵害國家法益之犯罪，其罪數應以訴訟之件數為準，於同一訴

訟案件，雖先後 2 次就同一事項偽證，其侵害國家法益僅為一個。然游○貴之 2

次偽證犯行，因係分別於臺中地檢署 100 年度偵字第 14684 號案件及臺中地院

100 年度重訴字第 284 號民事事件所為，屬於不同訴訟案件中所為，各別侵害國

家對於不同案件審判權之法益，其行為互殊，自應分論併罰。 

碎碎念：請搭配本書第 12-44頁之 Q2一齊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