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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總則）～】講義 

2017 年蘇老師刑法總則上課大綱 

（以下係概要，依實際教學情形有可能彈性調整） 

 

NO.01 如何學好刑法、在國家考試中拿到高分？刑法之基本原則（罪刑法定原則、刑法之效

力等） 

NO.02 刑法之基本原則（名詞定義等）、犯罪論概說 

NO.03 犯罪構成要件 

NO.04 違法性概說及阻卻違法事由 

NO.05 罪責（責任能力、不法意識、期待可能性等） 

NO.06 犯罪之各種型態 

NO.07 未遂犯（普通未遂、不能未遂、中止未遂、準中止未遂） 

NO.08 作為犯與不作為犯 

NO.09 過失犯與加重結果犯 

NO.10 錯誤論（客體錯誤、打擊錯誤、因果歷程錯誤等各種錯誤型態） 

NO.11 正犯與共犯（教唆犯、幫助犯） 

NO.12 競合論、刑罰與保安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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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3 月蘇律師刑法講義（刑法總則編） 

【前    言】 

 

壹、國家考試金榜題名之「三大致勝秘訣」 

一、對的老師： 

 

 

二、將心比心： 

 

 

三、心到手到： 

 

 

貳、如何學好刑法、在國家考試中拿到高分？ 

一、先思考為何要讀「刑法」這一部法律？瞭解為何而戰！ 

           

  

二、理解「刑法」之法條結構，見樹更要見林！ 

第一編
  

總則
  

第 1章  法例（§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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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刑事責任（§12~§24） 

 

 

 

第 3章  未遂犯（§25~§27） 

 

 

 

第 4章  正犯與共犯（§28~§31） 

 

 

第 5章  刑（§32~§46） 

 

 

第 6章  累犯（§47~§49） 

 

 

第 7章  數罪併罰（§50~§56（§56已刪除）） 

 

 

第 8章  刑之酌科及加減（§57~§73） 

 

 

第 9章  緩刑（§74~§76） 

 

 

第 10章  假釋（§77~§79-1） 

 

 

第 11章  時效（§80~§85）  

 

 

第 12章  保安處分（§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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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編
  

分則
 

第 1章 內亂罪（§100~§102） 

第 2章 外患罪（§103~§115） 

第 3章 妨害國交罪（§116~§119） 

第 4章 瀆職罪（§120~§134） 

第 5章 妨害公務罪（§135~§141） 

第 6章 妨害投票罪（§142~§148） 

第 7章 妨害秩序罪（§149~§160） 

第 8章 脫逃罪（§161~§163） 

第 9章 藏匿人犯及湮滅證據罪（§164~§167） 

第 10章 偽證及誣告罪（§168~§172）         

第 11章 公共危險罪（§173~§194） 

第 12章 偽造貨幣罪（§195~§200） 

第 13章 偽造有價證券罪（§201~§205） 

第 14章 偽造度量衡罪（§206~§209） 

第 15章 偽造文書印文罪（§210~§220） 

第 16章 妨害性自主罪（§221~§229-1） 

第 16章之 1 妨害風化罪（§230~§236） 

第 17章 妨害婚姻及家庭罪（§237~§245） 

第 18章 褻瀆祀典及侵害墳墓屍體罪（§246~§250） 

第 19章 妨害農工商罪（§251~§255） 

第 20章 鴉片罪（§256~§265） 

第 21章 賭博罪（§266~§270）         

第 22章 殺人罪（§271~§276） 

第 23章 傷害罪（§277~§287） 

第 24章 墮胎罪（§288~§292） 

第 25章 遺棄罪（§293~§295） 

第 26章 妨害自由罪（§296~§308） 

第 27章 妨害名譽及信用罪（§309~§314） 

第 28章 妨害秘密罪（§315~§319） 

第 29章 竊盜罪（§320~§324） 

第 30章 搶奪強盜及海盜罪（§325~§334-1） 

第 31章 侵占罪（§335~§338） 

第 32章 詐欺背信及重利罪（§339~§345（§345已刪除）） 

第 33章 恐嚇及擄人勒贖罪（§346~§3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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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章 贓物罪（§349~351） 

第 35章 毀棄損壞罪（§352~§357） 

第 36章 妨害電腦使用罪（§358~363） 

三、以實例貫穿抽象理論，輕鬆解題！ 

國家考試之刑法試題常見用語：「試問某甲之刑事責任如何？」 

係要求考生就題示之事實，說明某甲之行為： 

可能該當何條罪名？  

如何論罪科刑？ 

 

※基本題型：甲與乙素有怨隙，欲除之而後快，遂舉槍射擊乙之頭部，乙當場死亡，試問甲

之刑事責任如何？ 

 

以下蘇老師示範同學應考時，刑法之基本解題架構及技巧： 

 

一、甲射殺乙可能構成刑法第 271條第 1項之殺人既遂罪 

構成要件該當性部分： 

客觀上，甲開槍殺乙，其開槍之行為與乙死亡之結果間，有條件理論上之因果關係，

且甲製造並實現不受容許之風險，具有客觀可歸責性，客觀構成要件該當。主觀上，

甲與乙因有怨隙而舉槍射擊乙的頭部，甲對於其開槍之行為將造成乙死亡之結果，明

知並有意使其發生，具有殺人之直接故意，主觀構成要件亦該當。 

違法性部分：甲無任何阻卻違法事由。 

罪責部分：甲無任何阻卻罪責事由。 

二、結論：甲成立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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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編 基本原則】 

壹、「罪刑法定主義」
1

 

一、意義： 

「罪刑法定主義」又稱為「罪刑法定原則」，係指犯罪的「成立要件」以及「法律效果」，

必須事先以成文法律加以規定，如非法律所明文處罰之行為，即無犯罪可言。 

例如：未婚男女之劈腿行為，儘管道德上具有非難性，仍非犯罪行為。 

二、條文規定： 

第 1條：「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

同。」 

三、內涵（衍生原則）： 

禁止溯及既往： 

係指刑法之效力只能及於法律公布生效後發生的行為，而不得追溯處罰法律生效前業已經

發生之行為。其目的在於確保法之安定性，以保障人權，貫徹法治主義，避免因法律溯及

既往而致人民行為失所準據。 

例如：刑法第 201條之 1之「偽造卡片罪」係於民國 90年 6月 1日所增訂，故在民國 89

年之偽造信用卡行為即不得以該罪處罰。 

禁止類推適用： 

法院僅得依據立法機關經過立法程序而明定之法律條文論罪科刑，不得比附援引近似之條

文，作為創設或擴張可罰範圍、加重刑罰或保安處分之方法。 

例如：刑法第 195條之「偽造貨幣罪」，所謂貨幣限定於國家發行、具有強制流通性的硬

幣或紙鈔。從而，若偽造「玩具鈔票」、「紙錢」，因刑法禁止類推適用，自不該當本罪。 

禁止以習慣法作為定罪依據： 

即法官審理刑事案件，只能以成文法作為論罪科刑之法律依據，而不能援用不成文之習慣

法作為定罪之依據。所謂習慣法，係指社會上不特定多數人的反覆慣行且具有法之確信的

無形規範。習慣法雖與成文法同係來自社會之法確信，但未經立法程序加以條文化，故內

涵和法律效果均有未盡明確之處，不應作為不利行為人之有罪判決之依據。 

                                                      

1
 何謂「罪刑法定主義」？我國 94年 2月新修正之刑法規定如何？試申述之。【93年司法人員

委任升等考試、95年原住民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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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刑明確性原則： 

「罪刑明確性」，包括： 

「構成要件明確」，即刑法所規範之各個犯罪的構成要件必須具體明確。例如以「行為

不檢」、「思想不正」、「奇裝異服」作為犯罪構成要件即不符合此原則。 

「法律效果明確」，係指刑罰的效果必須明確，禁止絕對不定期刑，以避免法官擅斷。 

 

※例題 1： 何謂空白刑法？試舉一例說明之。此種法律有無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理由為何？【91

年高考政風】 

【擬答】
 

「空白刑法」又稱為「空白構成要件」，即尚待補充之構成要件。質言之， 乃刑法法條

中未完整規定全部的構成犯罪事實，而須待其他法律或行政規章之補充，始足以運作之構

成要件。 

例如：刑法第 192條第 1項之違背預防傳染病法令罪，法條僅規定：「違背關於預防傳染

病所公布之檢查或進口之法令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然而

預防傳染病法令之具體內容為何，例如禁止進口某疫區之肉類等，則須待衛生福利部公告

之命令始能確定。 

由於空白刑法之構成要件的內容須由其他法律或行政法規加以補充，此種立法方式有無牴

觸罪刑法定原則，有以下二說： 

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下之「罪刑明確性原則」，係指犯罪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均須以法律明

確規定。由於空白刑法欠缺全部的構成犯罪事實，而須待其他法律或行政規章之補充，

始足以運作，是以空白刑法本身並不符合罪刑明確性原則下，構成要件需具體明確之要

求。從而，空白構成要件自牴觸罪刑法定原則。 

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補充空白刑法之行政機關的行政規章或命令，雖非由國會立法權直接運作而制定的刑事

法律，但仍係經國會授權行政機關制定，具有委任立法的性質，故仍受到立法權的監督，

而非謂行政機關可以恣意為之。從而，空白構成要件並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通說、實務採取第二說，拙見亦贊同之。蓋空白刑法透過行政法規加以補充後，該犯罪

之成立要件及法律效果仍屬明確，符合罪刑明確性原則。此外，空白刑法所規範的犯罪

類型，與當時之社會環境或特定領域之專業判斷具有密切之關係，技術上甚難事前以立

法方式具體規定其構成要件，而宜交由行政機關依其專業判斷制頒具有彈性、符合社會

需要之行政法規加以補充。基此，拙見認為空白構成要件之立法並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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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2： 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有無罪刑法定主義之適用？試說明之。【96 年交通事業公路人

員士級晉佐級政風】 

【擬答】
 

所謂罪刑法定主義，是指犯罪之成立要件及其法律效果均須以事先的、成文的法律加以規

定，法律若無明文規定處罰者，即無犯罪與刑罰可言。例如刑法第 201條之 1之「偽造卡

片罪」係於民國 90年 6月 1日所增訂，故在民國 89年之偽造信用卡行為即不得以該罪處

罰。刑法第 1條：「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拘束人身自由之保

安處分，亦同。」即罪刑法定主義之明文規定。 

學理上多數見解認為，刑罰係為了達到應報及預防目的之一種懲罰措施，而保安處分則是

為了預防犯罪、維護社會安寧、矯治具有危險性的犯人之一種社會保安措施。由於二者的

目的及性質迥不相侔，從而傳統見解認為只有刑罰法規須受到罪刑法定主義的拘束，而保

安處分則否。然而，晚近學說及實務咸認為二者亦有所交疊，其中兼具自由刑性質的保安

處分（即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例如感化教育、監護處分、禁戒處分、強制工作及

強制治療，由於亦產生剝奪受處分人自由法益的效果，故此種保安處分即有罪刑法定主義

之適用，刑法第 1條後段可資參照。至於不拘束受處分人之身體自由的保安處分（保護管

束、驅逐出境），則無罪刑法定主義之適用。 

按刑法第 90條第 1項規定：「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於刑之執行

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強制工作乃針對遊手好閒且有犯罪習慣者，所施予的強

制勞動處分。由於強制工作係集中於特定勞動場所（例如台東的泰源技訓所），本質上帶

有拘束自由的性質，可謂「勞動型」加「自由刑」的雙重制裁，性質上係屬拘束人身自由

之保安處分，故有罪刑法定主義之適用。 

 

貳、刑法之效力 

一、「時之效力」
2

： 

意義： 

刑法時的效力，係指行為後刑法條文若有變更或修改時，應如何適用法律的問題。 

                                                      

2
 ＊有關刑法之「時之效力」的學說有那些？我國刑法第 2 條如何規定？試分別說明之。【93

年警察人員特考三等】 

  ＊試問「行為時」刑法法律發生變更，應如何決定新舊法律規定之適用？【93 年地方特考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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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刑法時之效力問題，有以下學說： 

 從舊原則（適用行為時法）：不論新、舊法熟輕熟重，一律適用行為時的法律。 

 從新原則（適用裁判時法）：本說認為行為後法律既然有變更，代表舊法已經不合所需，

應以新法作為審判依據。 

 從輕原則（最有利行為人法）：此說認為基於保護行為人之立場，應比較行為時法及行

為後之新法熟輕熟重後，適用較輕即對被告較有利之法律。 

 折衷原則，又可分為： 

從舊從輕原則：即原則上以適用行為時之舊法為原則，若行為後之新法較舊法對被告

更有利，則適用較輕之新法。 

從新從輕原則：即原則上以適用行為後之新法為原則，若行為時之舊法較新法對被告

更有利，則適用較輕之舊法。 

條文規定： 

第 2條：「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

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第 1項）。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

法律（第 2項）。處罰或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後，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而法律有變更，

不處罰其行為或不施以保安處分者，免其刑或保安處分之執行（第 3項）。」 

 

※民國 104年 12月本條修正理由摘要： 

一、 本次沒收修正經參考外國立法例，以切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沒收為本法所定刑罰及

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罰（從刑）。 

二、 本次修法在第五章之一以「沒收」專章規範，確認沒收已不具刑罰本質，專章中既未

規定犯罪構成要件，亦無涉及刑罰之創設或擴張，自無罪刑法定原則之適用與適用行

為時法之必然性。況且，與沒收本質較為相近之保安處分，就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

處分，即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故沒收適用裁判時法並非特例。 

 

內涵： 

根據刑法第 2條規定，可知我國刑法在行為後法律發生變更或修改之情形時，刑法之適用

兼採「從舊從輕原則」、「從新原則」。 

從舊從輕原則： 

刑法第 2條第 1項「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

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從新原則： 

刑法第 2條第 2項「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實例解說： 

「葉少爺」（葉冠亨）於民國 101年 4月 25日在高雄市大帝國舞廳，與陳姓友人等飲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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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後，清晨 6時許仍執意駕車狂飆，行經光復路口時撞上垃圾車，再撞到李姓婦人，致李

姓婦人及同車之陳姓友人死亡之事件，歷經一、二、三審審判，最高法院於民國 102 年

11 月駁回雙方上訴，葉少爺因犯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2 項之「醉態駕駛致死罪」遭判處

有期徒刑 6年定讞。 

「醉態駕駛致死罪」之法定刑原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民國 102年 6月修法

加重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惟因葉少爺之酒駕行為係在修法前所為，基於刑

法第 2條第 1項「從舊從輕原則」，法官仍必須於舊法之刑度內量刑。  

二、「地之效力」
3

： 

意義： 

係指刑法效力所及之領域及範圍。在立法例上，有以下幾種原則： 

屬地原則（亦稱「屬地主義」）： 

刑法之效力僅及於本國領域內，不論本國人民或非本國人民，凡在本國領域內犯刑法之

罪，均應適用本國刑法處罰之。所謂「領域」，包括領土、領海、領空，甚至「浮離領

土」（包括航空器、船艦）亦屬之。 

屬人原則（亦稱「屬人主義」）： 

刑法之效力僅及於本國人民，只要是本國人民，無論於任何地方犯本國刑法之罪，均應

適用本國刑法處罰之。 

保護原則（亦稱「保護主義」）： 

刑法之效力在於保護本國或本國人民之「法益」，凡侵害前述法益，而犯本國刑法之罪

者，不論是否為本國人民，亦無論在任何地方犯罪，均應適用本國刑法處罰之。 

世界法原則（亦稱「世界法主義」）： 

刑法之效力在於保護國際社會公認不容侵害之秩序及利益，申言之，世界各國都將此種

行為規定為刑法上之犯罪，不論是否為本國人民，亦無論在任何地方為此行為，均屬於

犯罪行為，都可以用本國刑法加以處罰。 

折衷原則（亦稱「折衷主義」）： 

以屬地原則為主，兼採其他各種原則。 

                                                      

3
 ＊對於張三之下列犯行，刑法有無適用之效力？【97年普考（法律政風）】 

中華民國國民張三搭乘華航客機，飛抵日本名古屋機場時，在機艙內毆打日本人某甲，

甲因而受輕傷。 

中華民國國民張三在美國舊金山，費時一年，偽造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人民幣一批。 

＊試說明下列情形，可否適用中華民國刑法？【91年監獄官、94年鐵路人員升等考試】 

德國人乙，在日本東京，將我國人民 B殺死。 

日本人丙，在法國巴黎，偽造我國之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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