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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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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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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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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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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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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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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刑法時之效力問題，有以下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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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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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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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樂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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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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規定： 

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採取「屬地原則」： 

第 3 條：「本法於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者，適用之。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中華民國船

艦或航空器內犯罪者，以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論。」 

第 4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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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罪，再區分為： 

「屬人原則」： 

第 6 條：「本法於中華民國公務員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左列各罪者，適用之： 

一、第 121 條至第 123 條、第 125 條、第 126 條、第 129 條、第 131 條、第

132 條及第 134 條之瀆職罪。 

二、第 163 條之脫逃罪。 

三、第 213 條之偽造文書罪。 

四、第 336 條第 1 項之侵占罪。」 

第 7 條：「本法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前二條以外之罪，而其最輕本刑

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適用之。但依犯罪地之法律不罰者，不在此限。」 

 
「保護原則」： 

第 5 條：「本法於凡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下列各罪者，適用之： 

一、內亂罪。 

二、外患罪。 

三、第 135 條、第 136 條及第 138 條之妨害公務罪。 

五、偽造貨幣罪。 

六、第 201 條至第 202 條之偽造有價證券罪。 

七、第 211 條、第 214 條、第 218 條及第 216 條行使第 211 條、第 213 條、

第 214 條文書之偽造文書罪。 

十一、第 339 條之 4（第 1 項第 1 款）之加重詐欺罪。（民國 105 年 11 月

新增）」 

第 8 條：「前條之規定，於在中華民國領域外對於中華民國人民犯罪之外國人，準用

之。」 

 
※刑法第 339 條之 4：「（第 1 項）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第 2 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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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常見的電信詐騙案，多屬於境外犯罪，惟刑法第 339 條之 4 並非屬於刑法第 7 條所謂

犯（舊法）第 5、6 條以外，且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可處罰的境外犯罪。這種

情形下，由於非我國刑法效力所及，檢察官無法起訴、法院更無法審理，此乃近年來備受

批評的問題，故民國 105 年 11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刑法第 5 條，將境外犯加重詐欺罪

增列納入第 5 條之國外犯罪時之本國刑法適用範圍內，以期能有效打擊跨國詐騙犯罪。 

 
「世界法原則」 

第 5 條：「本法於凡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下列各罪者，適用之： 

四、第 185 條之 1 及第 185 條之 2 之公共危險罪。 

八、毒品罪。但施用毒品及持有毒品、種子、施用毒品器具罪，不在此限。 

九、第 296 條及第 296 條之 1 之妨害自由罪。 

十、第 333 條及第 334 條之海盜罪。 

十一、第 339 條之 4（第 1 項第 3 款）之加重詐欺罪。（民國 105 年 11 月新增）」 

 
實例解說： 

※試說明下列各種情形，可否適用中華民國刑法？（91 年檢察事務官） 

我國人民甲，在美國加州，將英國人 A 打成輕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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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答】 

甲在美國加州將 A 打成輕傷： 

甲之犯罪地在美國加州，並非在我國領域內，因此無刑法第 3 條、第 4 條屬地原則之

適用。 

甲係我國人民，但題意並未特別表示其為公務員，且其所犯者為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之普通傷害罪（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

罰金。），並非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即無刑法第 6 條、第 7 條屬人原則

之適用。 

甲所犯之罪亦非刑法第 5 條所列舉之罪，故不適用保護原則及世界法原則。 

結論：甲之行為無我國刑法之適用。 

 
乙在日本東京將 B 殺死： 

乙之犯罪地在日本東京，不在我國領域內，無刑法第 3 條、第 4 條屬地原則之適用。

乙為德國人，並非我國公務員或我國國民，即無刑法第 6 條、第 7 條屬人原則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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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乙所犯為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之殺人罪，依刑法第 8 條規定，刑法第 7 條規定於在

中華民國領域外對於中華民國人民犯罪之外國人準用之，此即學說上的保護原則。因

乙所犯為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之殺人罪，為刑法第 5 條、第 6 條所列舉以外之罪，其

最輕本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且依日本法亦屬可罰之行為，故依刑法第 8 條準用第

7 條規定，乙之行為有我國刑法之適用。 

結論：乙之行為應適用我國刑法。 

 
丙在法國巴黎偽造我國新台幣： 

丙之犯罪地為法國巴黎，非屬我國領域，不適用刑法第 3 條、第 4 條屬地原則。 

丙為日本人，非我國公務員或我國人民，亦無刑法第 6 條、第 7 條屬人原則之適用。

因丙所犯為刑法第 195 條第 1 項偽造通用貨幣罪，依刑法第 5 條第 5 款規定，雖丙係

於我國領域外犯罪，基於保護原則，仍有我國刑法之適用。 

結論：丙之行為應適用我國刑法。 

三、外國裁判與服刑之效力4： 

意義： 

係指同一犯罪行為，若已經過外國法院裁判確定，本國法院應如何處理，以及行為人就同

一犯罪行為，已在外國服刑完畢，本國法院應如何處理的問題。學說上有以下原則： 

複勘原則（併算原則）： 

外國裁判係基於外國司法權之作用，與本國主權不相容，充其量僅能將外國裁判當作是

一種「事實狀態」，不能認為有法律之效力。 

終結原則： 

若同一犯罪行為已經外國法院裁判確定，無論判決內容為何，本國法院均依「一事不再

理」原則，不再予以處罰。此說承認外國法院之裁判亦生法律效力及既判力，故有「一

事不再理」原則適用。 

 
條文規定： 

第 9 條：「同一行為雖經外國確定裁判，仍得依本法處斷。但在外國已受刑之全部或一部

執行者，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 

 
實例解說： 

                                                      
4 ＊刑法是否承認外國法院之裁判？試說明之。【87 年郵政公路人員升等考試】 
  ＊某甲係我國籍船員，因在國外運輸毒品海洛因，經美國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年確定，並執行完畢。

請問某甲遣送回國後，我國可否再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一項，對同一事實，予以處罰？

【94 年警察人員四等考試】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14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某甲係我國籍船員，因在國外運輸毒品海洛因，經美國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年確定，並執行完

畢。請問某甲遣送回國後，我國可否再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一項，對同一事實，予

以處罰？（94 年警察人員四等考試） 

【擬答】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亦有刑法總則之適用： 

首先，刑法第 11 條規定：「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或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

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中亦有刑罰之

規定，從而亦有刑法總則之適用。 

某甲在我國領域外運輸毒品海洛因，亦有我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適用： 

運輸海洛因毒品之行為，係屬於刑法第 5 條第 8 款規定之「毒品罪」的犯罪類型，依刑

法第 11 條及同法第 5 條第 8 款之世界法原則，在國外運輸毒品仍應適用我國之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 

某甲雖經美國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10 年確定，並執行完畢，我國法院仍得對同一犯罪事

實予以處罰關於同一犯罪行為，若已經過外國法院裁判確定，或行為人已在外國服刑完

畢，本國法院應如何處理，學說上有以下原則： 

複勘原則（併算原則）： 

外國裁判係基於外國司法權之作用，與本國主權不相容，充其量僅能將外國裁判當作

是一種「事實狀態」，不能認為有法律之效力。 

終結原則： 

若同一犯罪行為已經外國法院裁判確定，無論判決內容為何，本國法院均依「一事不

再理」原則，不再予以處罰。此說承認外國法院之裁判亦發生法律效力及既判力，故

有「一事不再理」原則適用。 

刑法第 9 條規定：「同一行為雖經外國確定裁判，仍得依本法處斷。但在外國已受刑

之全部或一部執行者，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從而我國採取複勘原則，但

為避免一罪兩罰，行為人在外國已受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者，法院得免其刑之全部或

一部之執行。 

結論：我國仍得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對甲之行為加以處罰，但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

執行。 

四、大陸地區裁判與服刑之效力5： 

條文規定： 

                                                      
5 臺灣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犯罪並受處罰，回臺後對其在大陸之犯罪應否予以處罰？試說明之。【83 年

司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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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 條：「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臺灣地區：指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 

二、大陸地區：指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 

三、臺灣地區人民：指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 

四、大陸地區人民：指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 

第 75 條：「在大陸地區或在大陸船艦、航空器內犯罪，雖在大陸地區曾受處罰，仍得依

法處斷。但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 

 
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6412 號判決：「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明文：『中華民國領土，

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而國民大會亦未曾為變更領土

之決議。又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復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

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且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第二條第二款更指明：『大陸地區：指台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在在揭示

大陸地區仍屬我中華民國之領土；同條例第七十五條復規定：『在大陸地區或在大陸船艦、

航空器內犯罪，雖在大陸地區曾受處罰，仍得依法處斷。但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

行。』。據此，大陸地區現在雖因事實上之障礙為我國主權所不及，但在大陸地區犯罪，

仍應受我國法律之處罰，即明示大陸地區猶屬我國領域，並未對其放棄主權。」 

參、名詞定義 

一、以上、以下、以內： 

刑法第 10 條第 1 項：「稱以上、以下、以內者，俱連本數或本刑計算。」 

二、公務員6： 

條文規定： 

舊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民國 94 年 2 月 2

日修正公布之現行法第 10 條第 2 項：「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 

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

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 
                                                      
6 甲為某署立醫院醫師，署立醫院為了鼓勵醫師專心於院內工作，對於不在外開業或兼業者，按月發給不

開業獎金三萬元。甲於任職之初，在醫院切結書上簽名，清楚表示不會在院外開業或兼業，院方於是每

月發給不開業獎金。甲後來某診所兼業，經過一年，並未告知任職的醫院。同事向院方舉發，院方則向

地檢署提告。問：甲成立何罪？【100 年鐵路人員特考（法律政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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