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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編  個人法益（生命、身體、自由、名譽）】 

第一章 殺人罪 

壹、普通殺人罪
1

 

一、刑法條文： 

刑法第 271條：「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第 1項）。前項之未遂

犯罰之（第 2項）。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第 3項）。」 

二、犯罪構成要件： 

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任何自然人。 

行為客體：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 

※何謂「人」？ 

甲說：獨立呼吸說 

依最高法院 20年上字第 1092號判例：「過失致人於死之罪，係以生存之人為

被害客體，故未經生產之胎兒，固不在其列，即令一部產出尚不能獨立呼吸，

仍屬母體之一部分，如有加害行為，亦祇對於懷胎婦女負相當罪責。」（最高

法院 20年上字 1092號刑事判例） 

乙說：一部露出說 

胎兒若有部分已產出母體之外即屬出生，而成為殺人罪所保護的客體。 

丙說：全部露出說 

必須要等到胎兒全部露出於母體之外，才可以開始稱之為人。 

丁說：陣痛（分娩開始）說 

上開數說均屬生產階段的中後期，從保護胎兒的目的觀之，可能會造成保護空

窗期。蓋若認為要到生產之後階段，才能將胎兒當作「人」加以保護，則自生

產開始到生產之中後期之間，可能既不構成墮胎罪，亦無法以殺人罪處罰的情

形，故應認為只要陣痛一開始，即係胎兒成為人的時點。 

                                                      

1
 ＊甲本想毆打乙洩憤，動手後，愈想愈氣，決定把乙活活打死，乙死後丙恰好路過，將甲逮捕，

並立即將之扭送警局法辦。問：甲的刑責如何論處？丙有無刑責？【101年警察特考三等】 

＊甲為我國國民，至日本留學期間，因愛慕同為從臺灣至日本留學的乙女，向其索愛不成，遂

趁乙不注意時以水果刀將其刺死。甲在日本被判殺人罪，服刑期滿返臺後，我國法律是否得

再對甲進行追訴？【101年司法特考四等書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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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害行為：方法、手段並無限制，不論積極之作為或消極之不作為均屬  之。 

死亡結果： 

學理上有「呼吸停止說」、「心跳停止說」、「脈搏停止說」、「腦死說」等，目前學

說又實務多數採「腦死說」
2

。 

因果關係及客觀可歸責性： 

※因果關係
3

： 

刑法上的因果關係，指的是構成要件該當行為與構成要件該當結果間之聯絡關係。除

了不需要特定結果發生即可成立犯罪的「舉動犯」不必檢討因果關係外，以特定結果

發生為必要的「結果犯」，若行為、結果間並無刑法上的因果關係，則不構成犯罪。

然而，到底應如何認定有無因果關係，以下說明各位同學一定要懂的幾個重要學說： 

條件說： 

Ⅰ意義： 

亦稱為條件理論或等價理論，係指不可想像其不存在的條件，皆為結果之原因（非

P則非 Q）。換言之，如果可以想像這個條件不存在，而具體結果仍會發生時，

該條件與構成要件結果間即無因果關係。此外，該理論認為，所有符合因果關係

之條件，對於因果關係之判斷，皆具有同一價值，不考慮其對於結果之引起，其

重要性或比重多大多小，因此又稱為「等價理論」。 

Ⅱ修正延伸： 

A擇一因果（雙重因果、選擇因果）： 

數個具有擇一關係之條件（即每個條件都足以單獨引發結果），當其中一個條

件不存在時，結果雖然仍會發生，但既然結果確係由任一條件所致，則每一個

條件均為結果的原因，也都是每一個條件和結果間都有因果關係。 

例如：甲、乙各自對丙下毒，而甲或乙所下毒的份量皆足以引起丙死亡的結果，

因而就丙死亡結果而言，甲、乙之中任何一人之行為皆足以獨立引發結果，並

                                                      
2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 4條：「醫師自屍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必須在器官捐贈者經其診治

醫師判定病人死亡後為之。（第 1項）前項死亡以腦死判定者，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之

程序為之。（第 2項）」腦死亡通常指包括腦幹在內的全腦功能喪失的不可逆轉的狀態。一般

認為，腦死亡應符合以下標準：1、自主呼吸停止。2、不可逆性深度昏迷。無自主性的肌肉活

動，但脊髓反射仍可存在。3、腦幹神經反射（顱反射）消失。4、瞳孔散大或固定，對光線強

弱無反應。5、腦電波消失，呈平直線。6、腦血液循環完全停止。 

3
 ＊犯罪行為是否成立，須具有因果關係，請就「因果關係」之意義說明之，並就條件說，依何

種方法來判斷因果關係之有無？請舉例說明之 。【89年基層特考三等】 

  ＊甲與 A 因故爭執甚烈，甲突然自懷中取出尖刀將 A 剌成重傷後，急速逃逸。A 經路人呼叫

救護中送醫急救，惟行經某路口時，因由乙所駕駛之大卡車闖紅燈，撞及救護車，致當場將

A撞斃。試問甲、乙應負何刑責？【94年警察人員特考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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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不可想像其不存在」，如依條件理論，甲、乙之行為對丙之死亡皆無因果

關係，將導致有犯罪行為卻無人對丙死亡負責之不當結果。因此提出擇一因果

（雙重因果、選擇因果）來修正條件理論。是以，在擇一因果下，甲、乙之下

毒行為皆與丙之死亡有因果關係。 

B併合因果
4

： 

如為數個具有累積關係的條件（即每一個條件並不足以單獨引發結果），則多

數條件併合時，每一個條件均為結果的原因，每一個條件和結果間都有因果關

係。 

例如：甲、乙各自下毒，其份量皆不足以致丙死亡，但甲、乙同時下毒，丙也

因此死亡時，甲、乙之任何一個人的下毒行為，都是「不可想像其不存在的原

因」，因此符合條件理論，甲、乙之下毒行為，與丙之死亡結果間，具有因果

關係。 

C因果關係中斷： 

因果關係進行中，如有他人之行為或自然事實介入，而支配結果時，則前行為

與結果間之因果關係即為中斷。換句話說，在原有的因果關係中，因另有條件

介入，而單獨地引發結果，則原條件（前行為）的原因性即被阻斷，而認為與

結果間無因果關係。 

例如：甲在乙的食物中下毒打算毒殺乙，乙在毒藥斃命前，因與丙爭吵，丙遂

開槍殺乙。此時丙之開槍行為，單獨且完整的引發之死亡結果，而完全阻斷甲

之毒殺行為，因而甲對乙之死亡結果即無因果關係，只能處以殺人未遂罪。或

者，甲已將下毒之食物給乙吃，在毒未發前，乙回家途中因車禍身死，甲對乙

死亡結果即不具因果關係。因甲下毒行為對乙之死亡已無任何效果，甲只能處

以殺人未遂罪。 

相當因果關係說： 

本說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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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與結果間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換言

之，在通常情形下均足以引起構成要件結果之行為，始具有因果關係，如在偶然情

形下，始能引起結果者，便不具備因果關係。目前國內實務採相當因果關係說
5

。 

                                                      

4
 甲及乙互不相識，但均想殺死丙。某日丙生日，因丙愛吃巧克力，甲、乙各自製作摻入毒物之

巧克力送予丙，然而不論是甲或乙之巧克力，單獨之劑量均不足以致死，只有合在一起之劑量

始足以產生死亡之結果。由於丙貪吃。一次吃下甲、乙送之巧克力，因而毒發死亡。試問甲、

乙應對丙之死亡結果負殺人既遂之刑責？【99年普通考試】 

5
 最高法院 76 年台上字第 192 號判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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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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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甲想殺乙，心想乙若搭乘飛機說不定會墜機，便說服乙搭機去旅行，結果乙

所搭乘班機真的失事墜毀，無人倖存。正常情形下，讓他人去搭乘飛機不會發生死

亡之結果，因此甲之說服行為與乙之死亡間即無因果關係。 

重要性理論： 

此說認為，刑法之所以要處罰行為，是因為該行為所造成的具體結果具有刑法的重

要性，故造成具體結果的條件，必須同樣具有刑法的重要性，始可認為是原因。 

在因果關連判斷上，重要性理論係以條件理論為本，而在結果歸責上，重要性理論

係考慮因果關連在刑法上之重要性而決定其是否為結果之原因，而有無刑法上之重

要性，原則上唯有構成要件相當之條件（類似於相當理論），始為原因。因其區分

因果判斷與結果歸責，為其後之客觀歸責理論奠定理論基礎。     

 

※客觀歸責理論： 

Ⅰ意義： 

唯有行為人之行為對於行為客體製造或是升高了一個不被容許之風險，並且該風險

在構成要件的效力範圍內實現，則該結果方可歸責於行為人。此一理論吸收「相當

因果關係說」，同時以客觀歸責之標準限制「條件說」之過度擴張。 

Ⅱ要件：至於客觀可否歸責，以下述標準定之： 

A製造不被容許之風險： 

換言之，若行為人之行為雖然製造風險，卻是法律所容許，例如捷運或其他大眾

交通工具司機的駕駛行為，雖然對乘客或路人的生命、身體、財產造成風險，不

過該風險卻是法律所容許的，因此，如果司機遵守交通規則仍然發生事故，即不

應對該事故負責，即客觀歸責應被排除。 

另一方面，降低風險的行為，例如甲阻擋飛來即將射中乙心臟之飛刀，不料該飛

刀仍射中乙之手臂。乙之受傷，雖係甲之阻擋行為所生，但若無甲之阻擋，乙可

能已死在飛刀下。就此而言，甲既已降低乙死亡之風險，縱發生受傷之結果，亦

不負客觀歸責。 

此外，若該風險在法律並不重要，例如慫恿某人於雷雨天外出散步，因而致該人

被雷電擊斃，或慫恿某人去搭飛機，致該人因飛機失事而殞命。由於散步或搭飛

機而生之風險，並非法律上重要之風險，因而對該人之死亡即不負客觀歸責責

任。此點與相當因果關係理論的判斷亦是一致的。 

B實現不被容許之風險： 

行為人製造不被容許之風險，仍須該風險因而實現（即構成要件結果發生），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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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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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始可歸責於行為人。若結果之發生，非基於該風險所導致，則無風險實現可

言，亦無客觀歸責。 

例如：甲在路上超速駕駛汽車，因輪胎有瑕疵而爆胎，輪胎碎片導致路人乙受傷，

由於爆胎並非超速所引起，則甲雖然違規，但仍不應將結果視為該駕駛行為所引

起，因而即無客觀歸責可言。 

相對的，如果行為人之行為係提高法律上具有重要性的風險，而行為與結果間之

因果歷程相當，則雖實際上的因果歷程與行為人之主觀認知有所差異，行為人仍

應負客觀歸責責任。例如：甲將不會游泳之乙從橋上丟下河，本意要淹死乙，結

果乙沒被淹死，卻因從橋上掉落至橋墩致頸子折斷而死，則仍有客觀歸責，蓋該

死亡之結果和摔落橋下間有邏輯上之高度關聯性，而且該死亡結果亦非偶然不尋

常之情形，從而甲仍須負責。 

C構成要件效力範圍內： 

結果必須在構成要件之效力範圍內，或構成要件之保護效力所及者，始可歸責於

行為人。如果構成要件不是為預防該等結果之出現而制定的話，就算該結果出現

亦不能以該構成要件而歸責。 

例如：母親目送幼兒上學，卻目睹其兒子過馬路時出車禍，其母因而精神崩潰。

該精神崩潰之結果即不應歸責於肇事的駕駛。蓋過失傷害或過失致死罪之構成要

件之保護目的，不在防護此種間接之精神傷害。另外，如為「同意他人之危害行

為」，例如風大浪大的天候下，甲仍執意要船夫乙開船，船夫乙勸阻，甲不聽，

仍執意要求出海，終至翻船，甲淹死。 

主觀構成要件：殺人之構成要件故意，包括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 

 

三、例題： 

甲發現同居女友乙最近常會因為瑣事與他吵架，他懷疑乙另結新歡，因而惱羞成怒萌生殺

機。某日，甲於凌晨外出買酒與一把菜刀，決定要殺乙，在回途中突覺不妥而將菜刀丟棄路

邊。甲回家喝酒後倒頭就睡，沒想到半夜被乙吵醒，兩人又發生爭吵，甲不堪其擾，憤而出

門撿回先前丟棄的菜刀，狂砍乙致死。警方偵訊時，其酒測值達零點五九毫克。問：如何論

處甲的行為？ 

 

【擬答】 

甲出門買菜刀可能構成刑法第 271條第 3項之預備殺人罪 

構成要件該當性方面：主觀上，甲有殺害乙之故意。客觀上，關於甲是否已為殺人行為

之著手，學說上素有「客觀理論」、「主觀理論」及「主客觀混合理論」，通說以「主

客觀混合理論」作為著手與否之判斷標準，即當犯罪之意思已於行為中顯露，而該行為

由行為人之整體計畫觀察，以客觀旁觀者的角度，在認知行為人對於犯罪過程之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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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判斷是否已導致構成要件所保護之客體之危險。依題旨，甲購買菜刀後，未為進一

步行為前即丟棄該菜刀，故難認對乙之生命法益構成危險，從而依通說，甲購買菜刀並

不構成殺人行為之著手，僅係著手前之準備行為，而屬預備犯。 

此外，甲雖將菜刀丟棄路邊，惟刑法第 27條第 1項中止犯之規定，乃限於著手實行後

始適用之，故甲無從爰引該條中止未遂之規定，併此敘明。 

甲無任何阻卻違法事由或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甲將乙砍死可能構成刑法第 271條第 1項之殺人既遂罪 

構成要件該當性方面：客觀上，甲之殺人行為與乙之死亡結果間，有條件理論上之因果

關係及客觀可歸責性。主觀上，甲對其殺害行為有認識及意欲，具有殺人之直接故意。

從而，構成要件該當。 

甲無任何阻卻違法事由。 

罪責部分：刑法第 19 條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

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第 1項）。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

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第 2項）。前二項

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第 3項）。」第三項乃學說上「原因自

由行為」之明文規定。 

又原因自由行為之成立要件如次： 

對於犯罪之發生有故意或過失。 

對於陷於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狀態有故意或過失。 

如前述，甲有殺人之直接故意，又依題旨，甲係故意飲酒自陷於意識不清之精神障礙狀

態，自符合原因自由行為之要件。從而，甲不得爰引刑法第 19條第 1項阻卻罪責、亦

不得依第 19條第 2項減免罪責。 

競合：甲所犯預備殺人與殺人既遂二罪間，犯意各別，行為殊異，應予分論併罰。 

貳、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
6

 

一、刑法條文： 

刑法第 272條：「殺直系血親尊親屬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第 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2項）。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第 3項）。」 

                                                      

6
 ＊甲自幼被 A 收養，長大後因遊手好閒，時與 A 發生爭吵。某日，因 A 責其不知上進，乃憤

而持刀將 A 殺害。同時，甲對其生父 B 將其送人扶養之事，一直懷恨在心，旋於殺 A 後，

轉赴生父家將 B砍斃。試問甲應如何論罪科刑？【97年地方特考三等】 

＊張三係 A養子，因向 A 及其本生父親 B索討金錢花用，均遭拒絕，憤而持刀先後將 A、B

殺死，問張三所為應如何論斷？又若張三與 A終止收養關係後，才因上開原因殺死 A、B，

張三所犯之罪有何不同？【102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法律廉政刑法概要】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12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二、犯罪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須為行為客體之直系血親卑親屬。 

行為客體：須為行為主體之直系血親尊親屬。 

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之構成要件故意。 

參、義憤殺人罪 

一、刑法條文： 

刑法第 273條：「當場激於義憤而殺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 1項）。前項之未遂犯

罰之（第 2項）。」 

二、犯罪構成要件
7

： 

行為情狀，即「當場」： 

被激起義憤之當場當地，著重於行為人受到刺激與其行為之間，在時間與空間上之緊密接

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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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台上字第 529號判決：「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所謂當場激於義憤而

殺人，非祇以被害人先有不正行為為已足，且必該行為在客觀上有無可容忍，足以引起公

憤之情形，始有其適用。本件上訴人於行為時既已與其前夫離婚，則被害人縱與其前夫交

往，亦難謂係不正行為，況上訴人並非當場撞見被害人與其前夫有姦情，僅係因懷疑其事

而邀被害人談判，引發口角而萌殺機，自與當場激於義憤之情形有間。」 

肆、生母殺嬰罪
8

 

一、刑法條文： 

刑法第 274條：「母於生產時或甫生產後，殺其子女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

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 2項）。」 

二、犯罪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嬰兒之生母。 

行為客體：生產中或甫生產後之嬰兒。 

                                                      

7
 刑法第 273條規定當場基於義憤而殺人罪。試說明：一、何謂「當場」？二、何謂「激於義憤」？ 

【87年郵政公路人員佐升】 

8 
 A與 B為夫妻，於產前檢查得知 B所懷之胎兒有畸型之缺陷，基於事前之謀議，由 A於產後

立即將嬰兒勒斃。問：A、B之行為應如何處罰？【87年警察人員特考三等】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13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行為時點：  

即「生產時」或「甫生產後」，學者認為，「甫生產後」至遲應以生產完畢當日為限。 

三、例題： 

甲男、乙女為一對年輕夫妻，因恐無力扶養小孩，乙甫將嬰兒丙生下後，甲、乙遂共同將丙

悶死。試問：甲、乙之刑事責任如何？ 

 

【擬答】 

刑法第 31條第 2 項規定：「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致刑有重輕或免除者，其無特定關係

之人，科以通常之刑。」依本規定，不具身分之人與具有身分之人倘若共同犯「不純正身

分犯」（即行為人的資格在於加重、減輕或免除刑罰，若不具該特定之資格，僅能成立基

本構成要件之犯罪，不能適用該加重、減輕、免除刑罰之規定，例如刑法第 272條之殺害

直系血親尊親屬罪等）之罪時，不具身分之人應適用刑法第 31條第 2項科以通常之刑。 

甲、乙共同殺害丙，甲成立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殺人既遂罪，乙成立同法第 274 條第 1

項生母殺嬰既遂罪 

客觀上，甲、乙具有共同殺害丙之行為分擔，主觀上，亦有殺人之犯意聯絡，故均該當

殺人既遂罪之犯罪構成要件，且甲、乙之行為違法、有責，故甲、乙原應成立殺人既遂

罪之共同正犯。 

惟乙係丙之生母，且於甫生下丙後即殺害之，故乙亦成立刑法第 274條第 1項之生母殺

嬰既遂罪。由於刑法第 274條與第 271條之間屬於法條競合之特別關係，乙論以第 274

條第 1項生母殺嬰既遂罪為已足。 

又甲係丙之父親，不具備刑法第 274條之「生母」之身分，依刑法第 31條第 2項規定，

仍應論以刑法第 271條第 1項殺人既遂罪。 

伍、加工自殺罪
9

 

一、刑法條文： 

刑法第 275條：「教唆或幫助他人使之自殺，或受其囑託或得其承諾而殺之者，處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 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 2項）。謀為同死而犯第一項之罪者，

得免除其刑（第 3項）。」 

                                                      

9 
 婦人甲久病臥床，又因其夫移情別戀，拋棄其母子二人，生活陷入困頓，心生絕望，乃攜同

其五歲稚子乙，擬跳海自殺。在懸崖上，甲婦對乙童說：「和媽媽一起死好嗎？」乙童應允。

甲婦遂抱乙童跳海。惟甲婦旋為路人救起，但乙童卻被海浪捲走，葬身海底。問甲之刑責如何？

【94年警察人員特考四等】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