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 例 選 輯案 例 選 輯上 訴上 訴
非常上訴非常上訴

最
高
檢
察
署 

編
印

最高檢察署  編印
中華民國11 1年0 1月

案
例
選
輯

案
例
選
輯

非
常
上
訴

非
常
上
訴

上

訴

上

訴



非常上訴、上訴案例選輯

最 高 檢 察 署 編 印

中華民國1 1 1年 1月



編序 

刑事訴訟由檢察官全程參與，在我國刑事訴訟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

主義後，檢察官更偏向公益代表人之積極性格，最高檢察署檢察官除得

針對上訴三審案件提出法律意見書外，檢察總長復得針對違法確定判決

，主動提起非常上訴，而最高檢察署身為最高檢察機關，為彰顯普世人

權價值，接軌世界先進法制，促進法律之統一適用，實現個案公平正義

，特別著重上述目的之積極實現，乃自案件中從憲法、人權、公平正義

、法價值層面來找出爭點、提出法律見解，送給最高法院審酙，本書特

別選編近三年多來具有研究價值之上訴意見書及非常上訴書，計有32篇

，分依每案之特性下標題及列出爭點，並以標題作為本書目錄，讓讀者

容易搜尋及閱讀，雖然不是每件皆為最高法院所認同，但足以表徵檢察

官身為公益代表人，勇於挑戰司法實務不合時宜之勇氣。更期待經過審

檢辯學各界共同探討、研究，能對司法實務及刑事法律研究均有助益。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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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 107年度非字第 1710號
壹、標題：

侵害被告交互詰問權之效力。

貳、爭點：

一、審判長諭知進行交互詰問並先依職權訊問所有證人完畢

後，才訊問被告黃○芳對於該等證人之證述：「有無意見

？」審判長續問告訴人謝○城等之後，再請檢察官「詰

問」證人，未於職權訊問個別證人後，即請檢察官逐一

詰問證人，是否合法？  

二、審判長再訊問被告黃○芳對於該等證人之證述：「有無意

見？」未予被告黃○芳詰問證人之機會，僅訊問被告黃

○芳對於該等證人之證述「有無意見？」事實上未行交

互詰問程序，是否侵害被告詰問權？

參、關係條文：

刑事訴訟法第 97條、第 184條

肆、非常上訴理由：

一、按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0年度上易字第 498號刑事確

定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改判被告有罪之理由，並未

說明第一審法院所採認之合夥人黃○順及漂流木買賣仲

介商曾○鎮、劉○雄等證述被告黃○芳與告訴人謝○城

有撿拾漂流木之合夥關係等內容並非可採之理由；對於

告訴人謝○城、合夥人李○輝、游○印等於庭訊證稱其

等 7人之合夥賠錢，又稱合夥撿拾來的漂流木先後賣出數

百萬元等證述之矛盾，法院亦未進一步調查釐清其等 7人

究有無合夥之事實，即遽採認其等之證述，並據以排除

被告黃○芳所辯及黃○順所證其等與告訴人謝○城 3人

之合夥關係。參照原判決理由所引據之主要證人李○輝

、游○印等 7位合夥人嗣於另案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署檢

察官偵查中證述其等撿拾漂流木合夥關係之有無及經過

，互有重大出入之歧異，並與其等於本案原審審理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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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述 7人合夥關係，顯然不同，黃○順、楊○儀、張○明

自承確未參與其等 7人合夥，游○印與游○荏亦不知黃○

順係股東，則謝○城、李○輝所證稱之 7人合夥之有無，

誠非無疑。原判決遽採認李○輝、游○印之證述，認定

被告黃○芳未參與其等 7人合夥，顯然速斷；游○印及其

兄游○荏並證稱曾於撿拾漂流木現場見到被告黃○芳、

黃○順分別去找告訴人謝○城，且黃○芳跟謝○城比較

熟等新證詞，與漂流木仲介商曾○鎮、劉○雄等於第一

審證述，被告黃○芳、告訴人謝○城都在一起，被告黃

○芳也負責向其等帶來之買家介紹漂流木，並指揮工人

操作機械吊取木材等情，被告黃○芳顯非告訴人謝○城

等證述僅係出租怪手並為其仲介漂流木買賣之關係，被

告黃○芳、黃○順與告訴人謝○城確有合夥撿拾漂流木

之可能。惟本案原判決並未進一步調查告訴人謝○城及

其陳報之合夥人李○輝等證述被告黃○芳並非其等 7人

之合夥人等內容是否屬實，即採為被告黃○芳竊盜罪有

罪判決之依據，顯有刑事訴訟法第 379條第 10款規定應調

查之證據未予調查及第 14款規定判決理由不備及矛盾之

違法。

二、按刑事訴訟程序，被告對證人、鑑定人之「詰問」向來

被認為是發見真實的利器。被告詰問權係憲法第 8條正當

法律程序原則及第 16條訴訟權所保障之基本人權，並為

國際人權公約所保障，具普世人權價值。不當剝奪被告

詰問證人之機會，不僅妨害其訴訟防禦權之行使，亦有

礙於真實之發現，自為法所不許。被告黃○芳竊盜罪無

罪之審理，遵循刑事訴訟法第 166條詰問規定，對證人進

行交互詰問程序。惟原判決改判被告黃○芳有罪，審判

長於 100年 6月 29日以證人身分傳訊告訴人謝○城具結後

，諭知交互詰問並先依職權訊問告訴人謝○城證稱，被

告黃○芳竊盜其以新臺幣（下同） 5萬 3千元向他人所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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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紅檜 5棵及香樟 l棵等語後，審判長未請蒞庭之檢察官

詰問證人，僅訊問被告黃○芳對於該等證人之證述「有

無意見？」事實上未行交互詰問程序；嗣原審於同年 7月

13日審判期日傳訊告訴人謝○城及其陳報之合夥人即地

主李○輝、工人游○荏、游○印、楊○儀、張○明等出

庭結證稱：被告黃○芳未與其等合夥撿拾漂流木，且告

訴人謝○城被竊之紅檜 5棵、香樟 l棵亦與其等合夥撿拾

之漂流木無關，係告訴人謝○城及李○輝 2人合夥以 5萬 3

千元向葉○億購買等語，並為原判決理由採認之。惟審

判長雖亦諭知進行交互詰問並先依職權訊問所有證人完

畢後，才訊問被告黃○芳對於該等證人之證述：「有無意

見？」審判長續問告訴人謝○城等之後，再請檢察官「

詰問」證人，未於職權訊問個別證人後，即請檢察官逐

一詰問證人。且經檢察官答無詰問事項後，審判長再訊

問被告黃○芳對於該等證人之證述：「有無意見？」未予

被告黃○芳詰問證人之機會，審判筆錄亦未記載被告黃

○芳已明示放棄詰問證人之機會，顯然混淆刑事訴訟法

第 288條之 1第 1項規定「審判長每調查一證據畢，應詢問

當事人有無意見」及當事人依同法第 166條以降在審判中

對證人之「詰問權」之規定，不當剝奪被告黃明芳依據

刑事訴訟法第 166條之 6等規定應有之詰問權，原判決復

採為判斷之依據，採證自屬違背證據法則，並侵害被告

黃○芳依據憲法第 16條應受保障之訴訟權，自屬訴訟程

序違背法令而影響於判決。  

三、案經確定，且不利於被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

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  

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台非字第 57號

上  訴  人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黃○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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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對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

華民國 100年 7月 20日第二審確定判決（ 100年度上易字第 498

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 99年度偵字第 31489

號），認為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按：  

(一 )非常上訴，乃對於審判違背法令之確定判決所設之非常

救濟程序，以統一法令之適用為主要目的，不涉及事實

認定問題。此與再審，係為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

設之特別救濟程序有別。故非常上訴審應以原判決所確

認之事實為基礎，審核適用法令有無違誤，如依原判決

所確認之事實及卷內證據資料觀察，其適用法令並無違

誤，即難指為違法。而事實之認定，乃屬事實審法院之

職權，非常上訴審無從審酌，倘非常上訴理由係對卷宗

內同一證據資料之判斷持與原判決不同之評價，而憑持

己見認為原判決認定事實不當或與證據法則有違，即係

對於事實審法院證據取捨裁量權行使之當否所為之任意

指摘，自與非常上訴審係以統一法令適用之本旨不合。  

(二 )刑事訴訟法第 163條已揭櫫調查證據係由當事人主導為

原則，法院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認為事實

未臻明瞭仍有待釐清時，始得斟酌具體個案之情形，予

以裁量是否補充介入調查。如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

調查之必要者，法院未為調查，即不能指為有應調查之

證據而不予調查之違法。  

(三 )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利，係憲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非

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其中所指依正當法律

程序保障之訴訟上應享有之防禦權。為確保被告對證人

之詰問權，證人於審判中，固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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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

罪事實之判斷依據。然被告就此憲法所保障之訴訟基本

權，非不能拋棄，倘被告於審判中捨棄詰問權，或得行

使而不行使，即無不當剝奪被告詰問權行使之可言。  

二、經查：  

(一 )本件原判決係依憑被告黃○芳之部分供述（承認有於原

判決事實欄一所載時、地將紅檜 5棵及香樟 1棵〈下稱本

案木材〉，以大貨車載運至高雄市路竹區住處後方空地

堆放之事實），證人李○輝（於原審證稱：合夥撿拾木

材〈指漂流木〉之人有游○印、游○荏、楊○儀、張○

明、黃○順、告訴人謝○城及伊，本案木材係伊與謝○

城〈原判決第 3頁第 6列誤載為謝○程〉另外買的，並非

撿拾之木材等語）、游○印（於原審證述：李○輝與謝

○城購買本案木材之經過，及此部分與被告無關等語）

及游○荏、楊○儀、張○明（以上 3人於原審均證稱：本

案木材與合夥無關等語）、謝○城、黃○順（以上 2人於

原審均證述不知被告將本案木材載走之事）等人之證述

，並參酌卷附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現場蒐證

照片、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暨贓證物代保管單等

相關證據資料，本於調查所得心證，綜合研判，敘明其

認定被告有本件竊盜犯行所憑之證據及其得心證之理由

。次以，被告雖辯稱：謝○城至伊公司邀伊及黃○順共

同合夥撿拾漂流木，所得 3人平分，最後僅剩下該 5、6支

木材（即本案木材），該木材是合夥之物，伊並未行竊

云云。並提出重機出租合約書，為其證明之方法。惟承

租重機械之費用係李○輝所支付，業據李○輝於原審證

述明確，則該出租合約書，並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參與

撿拾漂流木之合夥關係。再者，被告僱請不知情之大貨

車司機鐘明強駕駛車輛，夥同不知情之友人陳○峯、張

○郎等人，載運本案木材等情，據證人鐘○強、陳○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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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郎於警詢時陳述甚明。倘本案木材係被告參與合

夥而取得，其欲將之載走，理應通知其他合夥人，乃屬

正途。然其所稱參與合夥撿拾漂流木之謝○城、黃○順

均於原審證述伊等不知其情；證人黃○順並證稱：本案

木材從何而來，伊不知情等詞。益足證明被告對本案木

材並無所有權。是被告前揭所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

信等旨（見原判決第 3至 4頁）。亦詳敘被告所辯如何不

足採之理由。則：1、原判決雖未就非常上訴理由所引之

證人黃○順、曾○鎮、劉○雄之證言，如何不可採之理

由加以說明，然關於證人黃○順之證述部分，原判決既

採用其於原審所為不利於被告之證言，資為判決之依據

，自已摒棄不相容部分之證述，此乃證據取捨之當然結

果。且原審就被告所為合夥撿拾漂流木（含本案木材）

云云之辯解，係如何不足採信，亦詳為論述、指駁，則

證人曾○鎮、劉○雄所為與被告辯詞相類之證言，自亦

為原審所不採納。原判決未另就上開證人之證言，加以

說明指駁，僅屬單純訴訟程序上之簡略，並非理由不備

。2、原判決係認定被告並未參與撿拾漂流木之合夥，且

本案木材係李○輝、謝○城 2人另外私自購買，並非合夥

撿拾之漂流木等情，此乃事實審法院經證據判斷後所為

事實認定之職權。非常上訴理由書就卷宗內相同證據資

料，持與原判決相反之評價，認被告、黃○順與謝○城

確有合夥撿拾本案木材之可能云云，係對於事實審法院

證據取捨裁量權行使之當否所為之任意指摘，與非常上

訴審係以統一法令適用之本旨不符。又原判決既認上開

事實已臻明瞭，且說明本案木材與合夥無關，不屬合夥

之物（即不屬合夥之財產）；被告又未請求調查非常上

訴理由書所指 7人是否有合夥事實及其盈虧之情形，原審

因而未予調查及說明不須調查之理由，自不得指為有依

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或判決理由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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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備之違法。3、至於非常上訴理由書所指相關證人於

另案偵查中之新證詞部分，乃屬得否據為再審事由之問

題，而非非常上訴審所應審究之範疇。  

(二 )證人謝○城係由法院依職權傳喚之證人，於 100年 6月 29

日審判期日經審判長訊問證人後，詢以對證人之證言有

何意見？雖僅被告表示意見，惟檢察官已當庭聽聞證人

之證述而未表示意見，嗣於被告表示意見後，本件審判

長又就證人對於證述被告不利之事項，使被告表示意見

，復於被告表示意見後詢問證人意見，亦未見檢察官表

示意見或請求詰問證人（見原審卷第 30至 34頁）。是原

審並非未予檢察官交互詰問之機會，應係其得行使而不

行使。而於同年 7月 13日審判期日，證人謝○城、李○輝

、游○荏、游○印、楊○儀、張○明等人亦係由法院依

職權傳喚之證人，審判長於每一詰問證人後，未予檢察

官逐一詰問，而是於上開證人全部詰問完畢後，始請檢

察官詰問，雖於法未盡相合，惟檢察官於在場聽聞上情

後仍表示無詰問事項（見原審卷第 56頁），顯然原審有

予檢察官詰問之機會、亦未剝奪其詰問權；至於被告部

分，審判長於詰問證人期間，即就重要事項分別予被告

表示意見（見原審卷第 55至 57、 59至 60頁），嗣於詰問

完畢後，復又使被告表示意見，被告並未表示要再行詰

問，況原審審判長於調查證據完畢（非交互詰問時）後

，詢以：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被告答稱：無。可見原

審亦已給予被告詰問之機會，其得行使而不行使，尚無

不當剝奪其詰問權及妨礙其訴訟防禦權之情事。  

三、綜上所述，本件非常上訴理由，或為不得據為非常上訴

之理由，或為原判決尚無其所指之違法情形，揆諸前揭

說明，應認本件非常上訴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6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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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107年度非字第 1722號
壹、標題：

三審可否重新認定事實，逕以行為不罰改判無罪。

貳、爭點：

第二審判決認定之事實，最高法院自行重新認定事實，

並將「罪嫌不足」誤認為「行為不罰」而撤銷第二審有

罪判決改判無罪，且就上開所述有爭議事項之認定未經

言詞辯論，而為突襲性裁判。有逾越刑事訴訟法第 398條

及最高法院就上訴第三審有關認定違背法令之界限與得

自為裁判之範圍應行注意事項乙刑事部分二 (一 )之規定

，已自行認定事實適用法律。  

參、關係條文：

刑事訴訟法第 398條

肆、非常上訴理由：

一、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

訟法第 378條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第 398條規定

第三審法院因原審判決有左列情形之一而撤銷之者，應

就該案件自為判決。但應為後二條之判決者，不在此限

：一、雖係違背法令，而不影響於事實之確定，可據以

為裁判者。二、應諭知免訴或不受理者。三、有第 393條

第 4款或第 5款之情形者。又最高法院就上訴第三審有關

認定違背法令之界限與得自為裁判之範圍應行注意事項

乙刑事部分二本院得自為裁判之範圍： (一 )案件合於刑

事訴訟法第 398條各款規定之情形者，第三審應即自為判

決，惟應注意第二審法院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不可

自行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故認為上訴有理由，且原判決

確係違背法令，但不影響事實之確定可據為裁判者，應

將原判決經上訴之部分撤銷，自為判決。若認為有言詞

辯論之必要，亦儘可能舉行言詞辯論，俾案件早日確定

。如僅係適用法律問題而不影響於事實之確定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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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發回更審。  

二、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3329號刑事確定判決（下稱原

判決）自為無罪判決有下列違背法令情事：  

(一 )原判決有自行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違法如下：  

1、第二審判決認定事實為「被告係受託為促成劉○池

人事案之目的，而欲行使議員質詢及調閱議會質詢

參考資料為由，書寫便條囑張○林轉交張○榮，請

東工處提供處長張○榮學經歷、任內各工程採購案

、工程案資料。」原判決重新認定事實為「原判決

（第二審判決）以上訴人係受託為促成劉○池人事

案之目的，而欲行使議員質詢及調閱質詢資料之法

定職務，以施壓張○榮，所指受託以議員職權施壓

，尚乏依據。尤以上訴人及陳○華所辯匯款是借款

之說詞、卷內有利上訴人之其餘人證、物證，均不

足採為由，作為上訴人行使職務行為與收受陳○華

之匯款間，有對價關係之理由論述，更屬無稽。」  

2、第二審判決認定事實為「陳○華先後於 87年 6月 30日

、同年 7月 15日指示不知情之長○公司財務副理徐○

城，自陳○華設於中興商業銀行永吉分行帳戶提領

150萬元、 70萬元，分別以陳○貞、洪○倉名義，匯

款至謝○達設於誠泰銀行五常分行帳戶及臺北國際

銀行龍江分行謝○達帳戶內， . . .是被告先後收受

陳○華指示不知情之長○公司人員匯交前述 150萬

元、 70萬元款項之事實，亦堪認定。」而認被告顯

係基於收取特定報償之意思而受領陳○華給付之金

錢等情；原判決重新認定事實為「上訴人於調查詢

問前，實無從預知本件金錢往來係查詢重點而預為

準備。其於偵查中關於本案匯款之相關供述，應係

依憑當時記憶，要無疑義。從而，上訴人就該匯款

係借款之相關細節供述，縱有前後不一，或與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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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述之借款細節，略有不符，尚難遽論上訴人及相

關人等始終一致之借款說詞，必不足採。」「依上

訴人與陳○華所述，因彼等未直接接洽本件借款，

相關細節，因各人日常工作、處理事務繁雜有別，

就本件借款體驗、關心程度不一，對事件之描述，

容有差異，記憶亦隨時間經過而模糊、淡忘；彼等

就細節之供述不一，或與帳冊、紀錄未盡相符，難

謂即屬不實。」「上訴人當時確實經濟拮据，借貸

、還款頻繁，金額非小，其於 2年多之後，突遭拘提

，於調查時，不能逐筆清楚記憶，事屬必然。」  

3、第二審判決認定事實為「原審認上訴人於 88年 7月 31

日簽發之 30萬元支票，業據陳○華於 88年 8月 9日提

示兌現， . . .是就前述 30萬元支票使用紀錄以觀，

及陳○華本無積極行使債權之客觀事態綜合判斷，

無從認該用途欄註記『換票（呂○璧）』之票號

QC4253768號、面額 30萬元支票（票載發票日為 88年

8月 9日）之支票使用紀錄與本案 150萬元、70萬元匯

款之原因關係有何關連。依卷存事證，無從認前述

30萬元支票與本案 150萬元、70萬元匯款有關，既如

前述。且被告先後收取共 220萬元款項後，逾 1年始

另簽發 30萬元支票，且面額、時間無一與被告所述

前開供擔保之面額各 50萬元之支票 3張相符，顯無換

票可言；另於收款後逾 9年始於被訴案件上訴期間匯

款 190萬元之事後資金流動資料，無足反向推認陳○

華指示所屬匯交被告之 150萬元、70萬元款項係借款

，而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 . .是被告既非因借貸之

故，又無其他任何原因關係，竟受領陳○華指示所

屬匯交前述二筆鉅款，陳○華事後復無積極追償債

權之意，甚且將被告所稱供擔保之面額各 50萬元支

票 3張隨意放置抽屜致不復見，顯然有意給付該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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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特定報償，被告亦係基於收取特定報償之意思

受領款項無疑。」原判決重新認定事實為「原判決

係認陳○華所收該 30萬元支票及 3紙各 50萬元支票

與本件 220萬元匯款無關，惟其事實欄係認定『陳○

華…由呂○璧與上訴人密切交際、聯絡金錢往來事

宜』並不否認上訴人與陳○華間透過呂○璧而有複

雜之金錢、開票往來。衡諸社會常情，若債權人與

債務人關係不惡，於知悉債務人無力清償或應允債

務人暫緩提示支票時，均可能發生債權人無提示票

據紀錄或積極追償等情形。實難以債權人無提示擔

保票之紀錄或積極追償行為，即據以否定雙方借貸

關係之存在。」  

4、第二審判決認定事實為「證人陳○華、呂○璧、洪

○倉、林○鳳於原審關於被告向陳○華借款所證各

節，與卷存客觀事證及一般人生活經驗不合，皆不

足採。雖證人陳○華、林○鳳、呂○璧等人於本院

分別就陳○華透過呂○璧借款予謝○達及陳○華以

陳○貞帳戶匯款之原由、上述帳冊內容等，再為相

類證述，均係附和被告辯解所為迴護之詞，不足為

有利被告之認定。」原判決重新認定事實為「揆諸

上述說明，其論斷尚有違誤。況不採信上訴人借款

之辯詞，或有利上訴人之人證或物證不足為有利上

訴人之認定時，於論理上，並不能憑以反證或直接

推論『該款非借款，則必係無正當交付、受領原因

之賄款』。尚須依憑其他積極證據認定該款係賄款

，方足認定上訴人有就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犯行

。原判決以本件匯款原因非借款，即認上訴人顯係

基於收取特定報償之意思而受領無疑，係以臆測之

詞認定犯罪事實，有違證據法則。」  

5、第二審判決認定事實為「原判決以：上訴人提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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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冊係『重謄版中山服務處帳冊』，其內 87年 6月 15

日之借方、貸方有重複抄錄，致該日以下至 6月 30日

之帳目有連串錯誤，乃於 6月 15日至 6月 30日借方、

貸方欄位註記『往下挪』，並加註箭頭指示更正。

依證人林○鳳於第二審證稱：前述帳冊關於時序帳

（流水帳）及分類帳之製作流程，係每日依時序先

記帳，再根據時序帳內容製作分類帳；且卷存中山

服務處帳冊係『根據原始傳票逐筆重新製作』之分

類帳。如果所言為真，衡情應無於特定日期內同時

填寫借方、貸方金額，致生此後帳目連串錯誤之可

能。」原判決重新認定事實為「林○鳳證稱『我們

有一本流水帳，就是每天依時序先記帳，分類帳再

根據流水帳（即時序帳）去製作。』上述證言，係

指平常之作業流程，尚非指卷附重謄帳冊中分類帳

之製作方法。」「林○鳳於原審已說明卷附重謄帳

冊是因服務處火災，多人幫忙『依傳票』抄寫而來

。既非如原始帳冊之逐日記載，而是抄寫，特別是

抄寫在如該帳冊細小格子內，若非書寫時輔以長尺

區隔，一不小心極可能寫錯列，並非『絕不可能發

生錯誤』「明顯可見係重謄時抄寫錯誤之更正。原

判決認應無發生此種錯誤可能，並以此彈劾該帳冊

之可信性。並非正確。林○鳳於原審係證稱『這本

帳冊是根據原始傳票逐筆重新製作的分類帳』，林

○鳳係就卷附重謄帳冊及平常記帳之作業流程，分

別證述，其證言並無前後不一。原判決謂：卷附帳

冊無 87年 7月份流水帳，該月份之分類帳係憑空出現

、與記帳原則有悖、林○鳳之證言前後不一等，實

與卷內筆錄不符。尚非有據。」  

6、第二審判決認定事實為「原判決以：該帳冊於缺漏

87年 7月份流水帳之情形下，竟憑空出現該月份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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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核與記帳原則有悖，且與林○鳳於原審證稱：

卷附之重謄帳冊係依原始憑證逐筆重新製作，先依

時序製作流水帳，再按類別製作分類帳等情，及其

於第一審係證稱：當年（指 87年）雙十節總部遭縱

火，相關帳冊資料均焚燬，這（帳冊）是其與工讀

生根據留存之傳票合力重新製作等情，顯然不合，

林○鳳就重謄帳冊之原因及方法，前後證述不一，

且無法說明何以既有舊帳冊可辨識內容或抄寫，竟

提不出原始帳冊為證之具體理由，所述重謄帳冊係

依原始憑證逐一製作云云，顯非可採。」原判決重

新認定事實為「林○鳳係就卷附重謄帳冊及平常記

帳之作業流程，分別證述，其證言並無前後不一。

原判決謂：卷附帳冊無 87年 7月份流水帳，該月份之

分類帳係憑空出現、與記帳原則有悖、林○鳳之證

言前後不一等，實與卷內筆錄不符。尚非有據。」

「林○鳳已說明原始分類帳冊因火災燒燬，而無法

提出原始舊帳冊之原因。原判決謂林○鳳未說明提

不出原始帳冊為證之具體理由，亦與卷內筆錄不合

。」「卷內雖無 87年 7月份之時序帳（流水帳），但

有該年 6、 7月份之會計憑證即傳票原本，及每張傳

票所附之原始憑證如發票、收據等可憑。經本院將

證物袋內 6、 7月份傳票原本等內容，與詳載日期、

傳票號數、借方或貸方金額之重謄帳冊 87年 6、 7月

份分類帳內容，逐筆核對結果，除 6月 23日、 7月 17

日之傳票號數有誤載外，其餘不論日期、傳票號數

、摘要、金額等內容，分類帳所載均與會計憑證（

傳票）相符。」「原審無視林○鳳上開證言，亦未

檢視、比對卷附會計憑證原本，竟謂林○鳳『所述

卷存重謄帳冊係依原始憑證逐一製作云云，顯非可

採』，洵有未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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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二審判決認定事實為「原判決以：林○鳳於 89年 9

月 14日市調處詢問時，已知本案查詢重點，而於受

詢問後至倉庫尋找傳票並整理相關資料交予律師。

但辯護人事後提出附卷者，僅帳冊、支票登記簿各 1

冊、原始憑證 2冊，數量非鉅。偵查中辯護人竟不直

接向檢察官提出，反而具狀聲請檢察官至上訴人服

務處查扣帳冊，顯然有意透過檢察官扣押程序掩飾

相關人員重謄帳冊、登記簿之流程及內容之疑義。

偵查中辯護人聲請意旨所謂：因帳冊頁數頗多，無

法狀呈云云，更與上開卷證資料非鉅者不符，無足

增加其提出帳冊、登記簿之可信性。」原判決重新

認定事實為「上訴人於偵查中之辯護人，係於第一

時間即向檢察官提出『有 87年之帳冊及相關傳票原

本，可供查明上訴人資金往來』之主張，顯與上訴

人於 89年 12月 1日經法院諭知停止羈押釋放後，可能

串謀後始主張或製作帳冊等者，不能相提並論。況

上訴人無法於資金往來時，即預見 2年多後會突遭拘

提、詢問此事，難認有預先就相關傳票、支票及帳

冊造假備用之可能。且上訴人於 89年 9月 14日經市調

處及檢察官訊問時，均無辯護人在場，辯護人自無

法知悉上訴人被調查內容，乃竟不怕有立即被檢驗

、識破真偽之高度可能性，而聲請檢察官至服務處

查扣數量龐大之 87年帳冊及相關傳票原本等，益證

上開帳冊等不可能造假。」「林○鳳於 89年 9月 14日

被詢問之財務內容範圍甚廣，其於接受詢問後至倉

庫尋找之資料範圍，不限於本案 2筆匯款，而及於上

述範圍龐大之財務資料，應符情理。」「辯護人於

偵查初始所稱『因帳冊頁數頗多，無法狀呈』，尚

難認有何不當之處。原審未考量及此，且未核對卷

附原始憑證與帳冊所載是否相符，率以 10年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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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已明確聚焦在上開 2次匯款之 99年 12月 9日，辯護

人提出之卷附帳冊等證物數量不多，臆測 89年 9月間

辯護人聲請扣押帳冊之行為，動機不良，並憑以彈

劾卷附帳冊、登記簿之可信性。尚非的論。」  

8、第二審判決認定事實為「原判決以：張○榮係因被

告行使議員職務上調閱資料權，對其施壓，因而屈

從批准原主任陳○睦之請辭免兼案，繼而圈選劉○

池接任。並認上訴人為劉○池人事案所為，已逾一

般選民服務程度。若非關涉重大利益，上訴人無以

調閱資料接續施壓之理。於上訴人施壓期間，陳○

華為本件匯款，顯有以之為上訴人職務上特定行為

之對價之意；調閱資料施壓張○榮之行為，與陳○

華之匯款間，具對價關係之關連性；劉○池配合上

訴人辯解之證言，不足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等。」

原判決重新認定事實為「原判決事實認定張○榮勸

退陳○睦之日期…張○榮勸退陳○睦之行為，其原

因顯與發生在後之 87年 7月 6日上訴人書寫調閱質詢

資料便條二者間，無任何因果關聯。原判決認張○

榮係因上訴人之調閱資料施壓而屈從批准陳○睦免

兼案，與事實不符。」「原判決並未認定陳○華有

何就劉○池人事案而向上訴人請託、行求賄賂之行

為；亦未認定上訴人有對陳○華允諾，就劉○池人

事案以行使職權向張○榮施壓之行為；則認定上訴

人『就劉○池人事案施壓期間有收受陳○華之匯款

，及借款之辯詞不可採』，即以『若非關涉重大利

益』之臆測之詞，謂上訴人調閱質詢資料之行為，

關涉重大利益，而認此行為與陳○華之匯款間，有

對價關係之關連性。尚與論理法則有違。」「上訴

人取消索取資料之時間，最遲在 87年 7月 16日。則此

時劉○池尚未被張○榮圈選為繼任主任人選，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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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調取質詢資料施壓劉○池人事案之目的，根本尚

未達成，衡情應無中途取消調閱之理。原判決認上

訴人調閱質詢資料之行為目的，在施壓張○榮，使

屈服圈選劉○池為主任，二者具關連性等情，亦與

經驗法則有違。」  

9、原判決復認定「被告之辯解雖認不可採，然不能以

此反證其被訴事實即屬存在；仍應依足以證明被告

確有被訴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憑為認定，方屬適

法。卷存會計憑證原本與帳冊記載，幾乎完全一致

，有如前述。關於陳○華本件匯款係借款之主要內

容，陳○華等證人之證言、上訴人之辯詞，亦無不

同。與帳冊、會計憑證、支票登記簿等卷附證物，

亦大致相合。原判決縱不採信上訴人否認犯罪之辯

詞，且認有利上訴人之人證、物證等，尚有瑕疵，

均不足憑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然依上說明，仍不

足憑以反證上訴人被訴之犯罪事實即屬存在。」綜

上，原判決就第二審認定之事實予以否定，已係重

新自為認定事實。  

(二 )原判決有嚴重侵犯第一、二審「事實判斷」之空間，而

有違背法令情事。按原判決就被告利用其議員身分，向

東工處關說施壓、先後取得不正利益 220萬元部分，第二

審判決認定係基於收取特定報償之意思而受領，而認被

告對非其主管或監督之捷運局人事案，利用其議員身分

，向東工處關說施壓、先後取得不正利益 220萬元，涉犯

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5款之對非主管或監督事務

圖利罪嫌；原判決則認「關於陳○華本件匯款係借款之

主要內容，陳○華等證人之證言、上訴人之辯詞，亦無

不同。與帳冊、會計憑證、支票登記簿等卷附證物，亦

大致相合，均如前述。原判決縱不採信上訴人否認犯罪

之辯詞，且認有利上訴人之人證、物證等，尚有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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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足憑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然依上說明，仍不足憑

以反證上訴人被訴之犯罪事實即屬存在。」等情。然查

，220萬元究係「借款」抑或係「不正利益」關乎被告是

否成立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3款之不違背職務收

受賄賂罪，應係屬「事實審」調查的範圍，原判決就此

未明確認定為「借款」而存有疑義，關於此屬事實審應

調查事項未明確下，竟自為判決，實已有違背法令情事

。  

(三 )按證據之取捨及其證明力如何，雖屬於事實審法院自由

判斷之職權，惟其所為判斷，仍應受經驗法則與論理法

則之支配，且法院應斟酌調查所得之各項直接、間接證

據，本於推理作用而為綜合判斷。倘事實審法院對於證

據之判斷，欠缺其合理性或適合性而與事理顯有矛盾，

或僅將卷內各項證據，予以割裂觀察而單獨評價，均與

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有所違背，所為判決當然違法。經

查觀諸本件原判決理由三之論述係以「割裂觀察論證」

方式，將卷內各項證據割裂觀察，單獨評價並各個擊破

，再論述有利被告證據，判決被告無罪，其論證顯然不

合論理法則。  

(四 )原判決為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398條自為判決規定，有將「

罪嫌不足」誤認為「行為不罰」之違法。按不能證明被

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依刑事訴訟法第 301條第 1項規

定，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故無罪之原因，可分為不能證

明被告犯罪與行為不罰二種情形，前者係因被告被訴犯

罪，尚缺乏確切之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基於證

據裁判主義及無罪推定原則，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以

免冤抑；後者之行為不罰，除該行為具有阻卻違法性之

事由，如依法令之行為，業務上之正當行為，正當防衛

行為與緊急避難行為，及具有阻卻責任性之事由，如未

滿十四歲之人與心神喪失人之行為，而由法律明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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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處罰外，實務上，尚包括行為本身不成立犯罪，換

言之，法院所確認被告之行為，在實體法上因未有處罰

規定，而屬不罰行為之情形在內，亦皆應予判決無罪。

對於實體法上僅處罰故意而不處罰過失行為之犯罪，法

院倘確認被告之行為係屬過失而非故意，其行為固屬不

罰，如僅認缺乏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犯罪之故意，則屬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非行為不罰之範疇。（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2373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判決認「依原判

決所引證據資料及論斷，僅能認定上訴人有為劉○池人

事案為推薦、請託，欲調閱質詢資料，及收受陳○華匯

款等行為事實，並不能認定其有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犯

行。其所為與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3款之不違背職

務收受賄賂罪之犯罪構成要件有間，其行為尚屬不罰。

」惟查，原判決上述論述均屬就事實及證據認定是否成

立犯罪，縱認所述有理，亦應屬犯罪嫌疑不足範疇，而

非原判決所認之行為不罰。  

(五 )原判決撤銷第二審有罪判決改判無罪，有就爭議事項之

認定未經言詞辯論，而為突襲性裁判之違法。按刑事訴

訟法第 389條規定：第三審法院之判決，不經言詞辯論為

之。但法院認為有必要者，得命辯論。本件第二審為有

罪判決，原審為不同之認定，顯係法律有爭議案件，自

應依最高法院就上訴第三審有關認定違背法令之界限與

得自為裁判之範圍應行注意事項乙刑事部分二注意以第

二審法院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不可自行認定事實適

用法律。若認為有言詞辯論之必要，亦儘可能舉行言詞

辯論之規定，進行言詞辯論。原判決違反不可自行認定

事實適用法律規定，復未就此有爭議之處舉行言詞辯論

，顯亦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而違背法令。  

(六 )結論，綜上所述，原判決已逾越刑事訴訟法第 398條及最

高法院就上訴第三審有關認定違背法令之界限與得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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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之範圍應行注意事項乙刑事部分二 (一 )之規定，已

自行認定事實適用法律。雖最高法院有 97年度第 4次刑事

庭會議壹、「關於非常上訴之補充決議」除與統一適用

法令有關；或該判決不利於被告，非予救濟，不足以保

障人權者外，倘原判決尚非不利於被告，且不涉及統一

適用法令；或縱屬不利於被告，但另有其他救濟之道，

並無礙於被告之利益者，即無提起非常上訴之必要性。

亦即，縱有在通常程序得上訴於第三審之判決違背法令

情形，並非均得提起非常上訴之決議。然最高法院係法

律審，對實體法部分不得為事實之認定，本件自行認定

事實，已違反直接審理原則。又本件違反最高法院撤銷

自為判決權限之範圍及撤銷自為判決前應經言詞辯論之

正當法律程序保障，確已違反終審法院審理原則。是本

件既係違反法律大原則，致有違誤，並顯然影響於判決

，自應得提起非常上訴。又本件既自行認定事實並撤銷

改判被告無罪，是否嗣後上訴第三審案件亦均可自行認

定事實而自為判決，應做出統一見解。  

三、案經確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 443條提起非常

上訴，以資糾正。  

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台非字第 205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謝○達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對於本院中華民

國 107年 8月 15日確定判決（ 106年度台上字第 3329號，起訴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89年度偵字第 16388、18233、22834

號），認為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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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按：  

一、刑事訴訟法係經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性質、

訴訟政策之目的、訴訟制度之功能與司法資源有效運用

及分配等因素，依其立法自由形成之規範。是訴訟救濟

應遵循之審級制度及相關程序，立法機關自得權衡訴訟

案件進行之情形，及當事人憲法上訴訟權保障之必要，

以法律為合理之規定，俾行遵守。我國現制在實務及學

理上，將第一、二審通稱為事實審，第三審則係專就法

律之適用為事後審查所設立之審級，以審查原判決有無

違背法令為其職責，與事實審之審理規範設計及救濟目

的均有不同，故稱之為法律審。依此，第二審、第三審

之職權行使範圍自應符合刑事訴訟法劃分之功能及職權

限制，不應混淆逾越，否則即難謂與立法意旨所欲區隔

之審級救濟體制相合。  

二、證據之調查及事實之證明，其方法有二：一為嚴格的調

查證明，一為自由的調查證明。犯罪事實的認定，應依

嚴格調查程序所獲致之證據以資為憑，專屬於事實審之

職權。第三審因無從依此程序調查證據，在合法上訴之

下，對於第二審不具合理性或違法之事實認定，雖得予

以撤銷，但此僅屬法律審之審級救濟制度之消極作用，

至積極的綜合有關證據憑以為事實之認定，仍屬於事實

審法院之權限。第三審係限制性之事後違法審查，不得

對事實審原判決其整體是否完全、絕對正當予以判斷，

僅得藉由闡明法規之概念性內容，對該構成要件於事實

審已認定之事實，在法律適用上是否正確加以審查，以

資判斷法律性構成所關的一般性法則之適用是否正確。

因第三審之審判係採書面審理，並以調查原審判決有無

違背法令為限，未如事實審踐行嚴格證據調查及辯論程

序，其得調查之事實，除上訴理由所指摘事項之外，應

以刑事訴訟法第 393條但書所列得依職權調查之各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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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為限。其中就第 1款關於第 379條各款所列之情形、第 2

款免訴事由之有無，均屬訴訟法之事實；第 4款原審判決

後刑罰之廢止、變更或免除、第 5款原審判決後之赦免或

被告死亡，係或因刑罰權之消滅，或因刑罰之主體已不

復存在，乃特予規定外。第三審既為法律審，其所得予

調查之事實，自亦以違反訴訟法之事實為限，並不及於

證據及實體事實本身之調查。是上開就第 1款所謂第 379

條各款所列之情形，其中該條第 10款之應於審判期日調

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者，因證據調查之未盡，可能影響

於真實之發現，以致事實之認定有所偏差，不能確立事

實之真實性，故法律准許第三審法院就此得予職權上之

審查，但亦祇能就其捨棄該證據在訴訟法上是否合法而

為判斷，尚不能謂第三審於此即得對於事實之確定予以

調查。至第 3款所謂「對於確定事實援用法令之當否」，

乃指其由原判決認定或記載之事實，經對照其援用之實

體法是否正當之意。此款之所謂得依職權調查，係指調

查該有罪判決記載由法院依其嚴格調查證據程序後，賦

予法律評價並經取捨而在形式上符合犯罪構成要件之具

體社會事實，或其他非有罪判決所記載之公訴或自訴意

旨所指之事實，是否足供實體法之對照適用，乃係調查

原判決之適用法律是否違背法令而言，至於原判決事實

確定之當否，則不得為職權調查之對象，更不得就職權

調查之結果，逕行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此觀之刑事訴

訟法第 398條第 1款「雖係違背法令，而不影響於事實之

確定，可據以為裁判者。」應就該案件自為判決之規定

，益見明瞭。如此，始符第三審依其法律審之審級救濟

架構下，就事實審對於確定事實援用法令之當否，而在

其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上，且不影響於事實之確定

時，得就有罪判決，或其他非有罪判決有無違背法令予

以糾正救濟之審級規範設計及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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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刑事訴訟法第 394條第 1項前段所規定第三審法院應以第

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對原審所認定

之事實不作評判；同法第 398條第 1款前段規定第三審法

院因原審判決有一、雖係違背法令，而「不影響於事實

之確定」，可據以為裁判情形撤銷之者，應就該案件自

為判決。關於「確認之事實」、「事實之確定」之用語

，在法條文字上有所相異，然就法律文義解釋上則應無

不同，應均係指「由法院依其嚴格調查證據程序後，賦

予法律評價並經取捨而在『形式上』符合犯罪構成要件

之具體社會事實」而言，其範圍除含括上開第 308條規定

有罪判決所記載之犯罪事實外，尚包括其他非有罪判決

於理由內所引述公訴或自訴要旨所指而加以記載之事實

。如此，始符第三審依其法律審之審級救濟架構下，就

事實審對於確定事實援用法令之當否，而在其所確認之

事實為判決基礎上，且不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時，得就其

有罪判決，或其他非有罪判決有無違背法令予以糾正救

濟之審級規範設計及立法目的。再因證據之取捨暨事實

之確認，應依事實審法院之自由判斷、職權裁量，第三

審法院僅於審查法令之適用有否違背，而不得以自己之

心證逕行決定第二審認事之當否，否則無異開啟行間接

審理之書面審理，其證據調查、事實認定優於直接審理

、嚴格調查證據程序之端，此即與訴訟法之基本原則難

謂無違。  

四、依我國現行關於第三審法院裁判權限之立法設計，第三

審法院審理後，認為上訴不合法或上訴無理由，應分別

依刑事訴訟法第 395條、第 396條之規定以判決駁回上訴

；上訴有理由時，則依第 397條之規定，應將原審判決中

經上訴部分撤銷。且依同法第 401條規定，應以判決將該

案件發回原審法院，或發交與原審法院同級之他法院。

蓋原審判決有違背證據法則而致違背法令時，因已連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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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其實體事實之認定及確定，則該犯罪要件之構成事

實即屬不完整、不明確。復因第三審法院不經嚴格證明

程序、不調查實體事實，如依訴訟卷宗內之證據資料審

查結果，認原判決就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有影響

於其判決者，如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法定刑罰加重或

減免之原因事實、阻卻違法性事由之事實、阻卻責任性

事由之事實、特別經驗法則（專指具有特別知識或經驗

者始得知之事實）、其他習慣、地方制定自治法規及外

國法之類，依法應予適用者亦屬要證事實，自應經事實

審調查證明為必要（見本院 77年度第 11次刑事庭會議決

議參、二、 (二 )）。是以上既已影響於基礎事實之確定

，即非屬刑事訴訟法第 398條第 1款規定之「不影響於事

實之確定」應自為判決之範疇，第三審法院已無得據以

判決之事實基礎，其祇能撤銷原審判決，將案件發回（

交）原審（同級）法院更審調查，不得自為實體之有罪

、無罪判決。且第三審法院係終審法院，專以糾正原判

決違法為職責，關於事實之調查，除刑事訴訟法有特別

規定外，不在職權範圍以內。如以第二審尚有依法於審

判應行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情形，而認為原審判決不

當時，即應於撤銷後，發回或發交更審，始為適法，不

得逕自調查卷內證據資料重為認定犯罪事實，而為判決

。否則即難謂無混淆本院就第二審與第三審對於調查證

據及認定事實職權界限之一致見解（參本院 77年度第 11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壹、乙、關於第三審部分所示）。  

五、按第三審法院之判決，不經言詞辯論為之。但法院認為

有必要者，得命辯論。前項辯論，非以律師充任之代理

人或辯護人，不得行之，刑事訴訟法第 389條定有明文。

而事實審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之概念上，其依訴訟行為之

目的係為實踐證據裁判下之嚴格證明法則與直接審理原

則，應於審判期日進行詰問證人或鑑定人、提示卷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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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等有關調查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所為之言詞辯論。故第

三審之言詞辯論，僅係為聽取當事人之主張或法律意見

陳述所進行之法律辯論；與事實審法院為有罪或無罪之

實體判決，所應依法踐行之言詞辯論程序有別。然第三

審採書面審理，應以事實審所確認之事實為基礎，而予

審查原判決有無違背法令，係專以糾正原審判決違法為

其職責。故關於第一審及第二審之訊問被告、證人、鑑

定人及調查證據、辯論等程序，於此均不適用之。但法

院認為有必要者，得命辯論，僅以在闡明卷內訴訟資料

為限，不涉及實體法事實之重新認定，故以書面審查為

已足，而不行言詞辯論為原則。又認有命言詞辯論之必

要，亦係專為法律問題而加以辯論，與第一、二審之言

詞辯論自屬不同。是論者亦有謂，第三審縱有命辯論之

必要，該辯論程序亦非屬嚴格調查證據程序，仍不得於

辯論程序調查實體上之事實。而所謂認為有必要者得命

辯論，固屬第三審得予裁量之範圍，然此裁量在解釋上

不宜任由第三審違反合目的性而不受限制。尤應以第三

審法院撤銷原審判決後，如係以自為判決為適當，於該

案件是否因已窮盡證據之調查，且無害於當事人審級利

益，且已達適於自判的狀態而定。此項程序要件之判斷

，自有先聽取檢察官、律師意見或主張，確認是否尚有

卷內所無之其他與本案相關之證據存在，以供判斷該案

件是否成熟至適於直接可自為無罪判決之諭知（參甲○

○○○於本件所提之法律諮詢意見）。故第三審雖進行

言詞辯論，然因其為法律審之辯論，就調查事實之權限

，仍應受第三審法制構造之限制，僅限於刑事訴訟法第

394條第 1項但書之權限，自無法變更事實審確認之基礎

事實。從而，現行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並無為變更事實

審所確認之事實，而開啟言詞辯論程序之餘地。  

六、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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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 301條第 1項載有明文。其所稱不能證明被

告犯罪，係無法以證據證明被告被訴之犯罪，乃基於事

實上之理由而認定被告無罪；而行為不罰，則指起訴事

實雖經證明，但法律上並不處罰其行為，乃出於法律上

之理由而為認定被告無罪。前者，係指形式上已被起訴

而記載之事實，經審理結果，因未能獲得足以證明其犯

罪事實之充分證據，而無從資以認定其有犯罪事實之存

在；後者，乃其起訴、法院認定記載之事實，雖經證明

而確認其存在，但因阻卻違法、阻卻責任或犯罪構成要

件不該當等情形，非屬國家社會所譴責之刑事犯罪行為

，故在實體刑法上並不處罰其行為而言。第三審法院為

事後法律審，關於實體事項之認定，應受第二審判決確

認之事實所拘束，無自行調查該實體事實之權，自不得

另行調查事實。故如依訴訟卷宗內之證據資料，認原判

決有重大違誤而應撤銷之者，應就該案件自為無罪判決

，但仍以依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其行為顯屬不罰者為

限。亦即必須在不影響於第二審判決所確定之事實，且

該行為顯屬不罰者，始得逕自為無罪判決。是第三審本

於法律審功能，審查原審判決是否違背法令時，認被告

之行為事實（即形式上之犯罪事實）經原審審理後，證

明確屬存在而記載於其刑事判決書，祇因其適用實體法

律錯誤，誤將明定不罰、或犯罪構成要件本屬不成立之

被告行為，誤認為成立犯罪而論處罪刑者，第三審於撤

銷原審判決時，因係不影響於第二審法院就其該等事實

之確定，亦即在不變動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基礎上

，而可據以為裁判，始應就該案件以實體刑法上係屬「

行為不罰」為由，自為無罪判決。參諸本院 77年度第 11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二、 (四 )所示：第三審依訴訟卷

宗內之證據資料，如認原判決有下列情形之重大違誤而

撤銷之者，並應就該案件自為判決。 . . .依原判決所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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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之事實，其行為顯屬不罰者，第三審應逕為無罪之諭

知之意旨自明。此並為本院一致之見解。則若係尚須經

調查證據程序始因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諭知無罪之情形

，第三審法院，其判決既不經言詞辯論而為調查，即無

從獲致經言詞辯論之證據，自無權依其未經言詞辯論程

序調查所得之證據，為實體事實之認定，而自為諭知有

罪或無罪之判決。且我國現制之第三審，並無如日本刑

事訴訟法第 411條及第 413條所為：第三審法院對於無第

405條各款規定之事由，但認有左列事由如不撤銷原判決

顯然違背正義時，得以判決撤銷原判決。一、違反法令

足以影響判決者。二、量刑顯為不當者。三、重大事實

誤認足以影響判決者。四、有得為再審聲請之事由者。

五、判決後刑罰已廢止、變更或大赦者；依前條規定理

由以外之理由撤銷原判決時，應以判決將案件發回原法

院或第一審法院或移送同級其他法院。但第三審法院依

訴訟紀錄、原審法院及第一審法院調查之證據認得直接

行判決者，得就被告案件自為判決等規定之明文。是我

國現制之第三審，自不許僅憑書面審理之間接審理程序

，而為實體事實之認定。因之，原判決之違背法令，影

響於事實之確定無可據為裁判者，第三審法院既無從召

開言詞辯論之審判程序，直接為證據之調查，並予當事

人以言詞辯論之機會，自不得依未經為言詞辯論之證據

，而憑以為實體事實之認定，亦不許依間接審理，書面

審理，而為證據證明力之判斷，並據此憑以認定事實，

祇能間接糾正，而依刑事訴訟法第 401條規定，應以判決

將該案件發回原審法院，或發交與原審法院同級之他法

院。至本院委請就本件法律爭議鑑定之學者甲○○○○

固參酌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411條及第 413條但書得自為判

決等規定，主張第三審法院綜合原審所確認之事實尚不

足以確信被告有罪之類型，亦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398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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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款自為判決，以建立並彰顯第三審法院落實無罪推定與

維護正當法律程序正面圖像，而期待能於個案審查中擴

大適用之論，並以司法院、行政院於 108年 7月 29日函請

立法院審議「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 397條之

1第 2款規定，第三審法院認為原審判決雖無第 377條所定

之上訴理由，而顯有影響判決結果之重大事實誤認等情

形，如不予撤銷顯違正義時，得撤銷原審判決。復依草

案第 401條規定，第三審法院依第 397條之 1之規定撤銷原

審判決者，如認依其調查所得訴訟資料及原審法院或原

第一審法院調查之證據，可據以為裁判者，亦得就該案

件自為判決。且謂依此修正草案所擬，第三審上訴將來

雖可能研議採行所謂嚴格的法律審，但為維護當事人之

權益，遇有個案救濟之必要者，縱使原審判決所適用之

法令並未違憲，亦未違背司法院解釋或判例，第三審法

院認為其顯有影響判決結果之重大事實誤認之情形，不

予以撤銷顯違反正義時，仍得於撤銷原判決後自為判決

（參甲○○○○於本件所提之法律諮詢意見）。惟我國

既無如上開日本法之明文規定，該草案亦未經修正施行

，上揭論述，或可為修法之參考，然依現行法之規定，

第三審法院尚無從以卷內證據資料不能證明被告犯罪，

逕行變更第二審判決確認之有罪實體事實而自為改判無

罪。  

七、按非常上訴，乃對於審判違背法令之確定判決所設之非

常救濟程序，以統一法令之適用為主要目的。此與通常

上訴程序旨在糾正錯誤之違法判決，使臻合法妥適，目

的係針對個案為救濟者不同。兩者之間，應有明確之區

隔。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對於非常上訴係採便宜主義，規

定「得」提起，非「應」提起。故是否提起，自應依據

非常上訴制度之本旨，衡酌人權之保障、判決違法之情

形及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而為正當合理之考量。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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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統一適用法令有關；或該判決不利於被告，非予救濟

，不足以保障人權者外，倘原判決尚非不利於被告，且

不涉及統一適用法令，即無提起非常上訴之必要性。亦

即，縱有在通常程序得上訴於第三審之判決違背法令情

形，並非均得提起非常上訴。所謂與統一適用法令有關

，係指涉及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者而言。詳言

之，即所涉及之法律問題意義重大而有加以闡釋之必要

，或對法之續造有重要意義者，始克相當。倘該違背法

令情形，尚非不利於被告，且法律已有明確規定，向無

疑義，因疏失致未遵守者，或司法院已有解釋可資依循

者，或其違背法令情形，業經本院著有判決先例或曾作

成統一之見解，實務上並無爭議者，或因「前提事實之

誤認」，其過程並不涉及法令解釋錯誤之問題者等諸情

形，對於法律見解並無原則上之重要性或爭議，即不屬

與統一適用法令有關之範圍，殊無反覆提起非常上訴之

必要性。基於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係採便宜主義之法理，

檢察總長既得不予提起，如予提起，本院自可不予准許

。經查，本院原確定判決以臺灣高等法院 105年度重上更

(三 )字第 10號被告乙○○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判決（

下稱原審判決）所引證據及論斷，不能認定被告有不違

背職務收受賄賂犯行，所為與犯罪構成要件不符，認被

告之行為不罰，而就原審判決關於罪刑及沒收追徵部分

均撤銷，自為改判被告無罪。係以：「依卷附 87年 6、 7

月份會計憑證所載，上訴人服務處於該 2個月內，計有借

款 9筆，金額各為 30萬、50萬、70萬、80萬、100萬及 150

萬元不等；還款或貼息共計 9筆，還款金額，小筆者有 3

萬 7千元至 5萬 9千多元不等，大筆者有 21萬、50萬、60萬

、 80萬元不等（見證物袋）」，並與卷內證人陳○華、

呂○璧、林○鳳之陳述或證言綜合判斷結果，認定「原

判決以本件匯款原因非借款，即認『上訴人顯係基於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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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特定報償之意思而受領無疑』，係以臆測之詞認定犯

罪事實，有違證據法則。」（見原確定判決理由三 (二 ) 1.

）；「該卷附重謄帳冊中 87年 6月 18日傳票號數 6-065之

『簡○盈調借』貸方金額「 500,000元」，被誤抄錄至上

一列即 87年 6月 15日傳票號數 0-000之『還議員借款電匯

方○鈴』借方金額欄 30元之右邊，造成同一列之借方、

貸方欄位內呈現『借方 30元、貸方 500,000元』之錯誤，

迨 抄 寫 至 87年 6月 30日 傳 票 號 數 0-000『 呂 先 生 調 借

1,500,000』時，始發現錯誤，而於帳冊 6月 15日之貸方

欄『 500,000元』旁註記『往下挪』 3字，並加註箭頭指

示更正（見卷附證物袋中山服務處帳冊第 64頁）。明顯

可見係重謄時抄寫錯誤之更正。」經與卷內林○鳳證言

綜合判斷，認定「原判決認應無發生此種錯誤可能，並

以此彈劾該帳冊之可信性。並非正確。」（見原確定判

決理由三 (二 )2.）；「卷內雖無 87年 7月份之時序帳（流

水帳），但有該年 6、 7月份之會計憑證即傳票原本，及

每張傳票所附之原始憑證如發票、收據等（見證物袋）

可憑。經本院將證物袋內 6、 7月份傳票原本等內容，與

詳載日期、傳票號數、借方或貸方金額之重謄帳冊 87年 6

、 7月份分類帳內容，逐筆核對結果，除 6月 23日之傳票

號數「 0-000」誤載為「 0-000」、 7月 17日之傳票號數「

0-000」誤載為「 0-000」外，其餘不論日期、傳票號數

、摘要、金額等內容，分類帳所載均與會計憑證（傳票

）相符。」並依卷附林○鳳之證述，同認「原審謂林○

鳳『所述卷存重謄帳冊係依原始憑證逐一製作云云，顯

非可採』，洵有未當。」（見原確定判決理由三 (二 )3.

）；「原判決縱不採信上訴人否認犯罪之辯詞，且認有

利上訴人之人證、物證等，尚有瑕疵，均不足憑為有利

上訴人之認定，然依上說明，仍不足憑以反證上訴人被

訴之犯罪事實即屬存在。」（見原確定判決理由三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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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判決未認定劉○池繼任主任之人事案，與陳○

華或長○公司有何關係。亦未說明陳○華有何動機促成

劉○池繼任主任之人事案。 . . .則起訴意旨所謂：陳○

華有動用關係撤換陳○睦、換上劉○池之動機；劉○池

為回饋陳○華斥資為其安排職務，而浮報價額，或張○

榮等明知長○公司安排劉○池取代陳○睦而圖利長○公

司等事實，均難認存在。 . . .則上訴人為劉○池人事案

為推薦、請託，及有欲調閱質詢資料等行為，與陳○華

匯款予上訴人之行為二者間，原判決率認有對價關係之

關連性，進而認上訴人為劉○池人事案推薦、請託及欲

調閱質詢資料之行為，與收受陳○華匯款之行為，應成

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尚有未洽。」（見原確定判

決理由三 (四 )）。認「依原判決所引證據資料及論斷，

僅能認定上訴人有為劉○池人事案為推薦、請託，欲調

閱質詢資料，及收受陳○華匯款等行為事實，並不能認

定其有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犯行。」（見原確定判決理

由四）。另以公訴意旨認被告對非其主管或監督之捷運

局人事案，利用其議員身分，向東工處關說施壓、先後

取得不正利益 220萬元，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5款之對非主管或監督事務圖利罪嫌。然「陳○華有動用

關係撤換陳○睦、換上劉○池之動機與行為」及「劉○

池為回饋陳○華斥資為其安排職務，而浮報價額，或張

○榮等明知長○公司安排劉○池取代陳○睦而圖利長○

公司」之事實，均難認存在，無從認定陳○華有何行賄

被告，或請被告為劉○池人事案為推薦、請託、施壓，

而允以金錢支付之行為，則公訴意旨所指被告為劉○池

人事案為推薦、請託，及欲調閱質詢資料等行為，即與

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5款之對非主管或監督事務

圖利罪之構成要件，亦不符合（見原確定判決理由六）

等理由，為其主要論據。惟其心證之形成，就關於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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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與第三審對於調查證據及認定事實職權之界限、不能

證明犯罪及行為不罰之區別，與上揭法律規定及本院一

致見解，均未相合。然原確定判決尚非不利於被告，並

無非予救濟，不足以保障人權之情形；而所為論述及適

用法則，亦僅係個案法律見解，就各該涉及之法律條文

，其文義均至為明確，在法律之適用及見解上，原無歧

異，或對法之續造有重大意義；且就實務運作上亦向無

爭議。從而，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則固與前揭相關規定及

本院一致見解之旨趣容難謂相符，但尚非不利於被告，

且就相關法律之適用已加闡釋如上，客觀上尚無認有給

予非常上訴救濟之必要性，應認本件非常上訴為無理由

，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6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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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107年度非字第 1795號   
壹、標題：  

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於定應執行刑時之內部裁量適用。  

貳、爭點：  

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法理基礎應為憲法訴訟權之保障

，在確保被告不畏行使上訴權，刑事訴訟法於 103年 6月 4

日增訂第 370條第 2項、第 3項規定，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

之定應執行之刑，明定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

而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倘一裁判宣告數罪之刑，

曾經定其執行刑，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時

，在法理上亦應同受此原則之拘束。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

第 2項、第 3項規定，於修正之前，有關一裁判宣告數罪

之刑，雖曾經定其執行刑，但如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

定其執行刑時，依最高法院 59年台抗字第 367號判例要旨

，前定之執行刑當然失效，仍應以其各罪宣告之刑為基

礎，定其執行刑，不得以前之執行刑為基礎，以與後裁

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數罪併罰之定其應執行之刑

，本係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所為一新刑罰

之宣告，並非給予受益，法院於審酌個案具體情節，裁

量定應執行之刑時，於上開判例所指之情形，其另定之

執行刑，原則上在遵守刑法第 51條所定量刑之外部性界

限內為衡酌，即與上開判例意旨相符。惟如全然喪失權

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原則等裁量權濫用

之例外情形，而悖於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者，即屬違

反裁量權之內部性界限，為違背法令，而得作為非常上

訴之理由。  

參、關係條文：  

刑法第 51條  

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第 2項、第 3項  

肆、非常上訴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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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定應執行刑之裁定，與科刑判決具有同一效力，倘有

違背法令，而於被告不利，應許提起非常上訴，以資救

濟。次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之

拘束，法院就自由裁量權之行使，除不得逾越法律規定

即裁量之外部性界限外，尚應受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

則之規範，謹守法律秩序之理念，體察法律之規範目的

，使其結果實質正當，合於裁量之內部性界限，俾與立

法本旨相契合。而刑法第 51條 5款規定數罪併罰，宣告多

數有期徒刑者，應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

刑期以下，定其應執行之刑期，但不得逾法定最高限制

（原為有期徒刑 20年，民國 94年 2月 2日修正為有期徒刑

30年），此為有期徒刑數罪併罰之外部性界限；該規定

就數罪併罰，非採併科主義，而係採限制加重主義，由

法院就數罪中，以最重之宣告刑為基礎，參酌他罪之宣

告刑，裁量加重定之，目的乃藉此將被告所犯數罪合併

之刑，重新裁量，用資防止刑罰過苛，致罪責失衡，以

保障人權，足徵其立法本旨，非但無使被告更受不利益

之意，甚且原則上法院得裁量以減輕刑度，使更有利於

被告。此係屬刑法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其應受內

部性界限之拘束，要屬當然。是應併罰之數罪經依法定

其應執行刑後，因被告另犯應與該數罪併合處罰之他罪

，或該數罪全部或一部合於相關減刑條例等規定而經法

院諭知減刑，或因他故，致重定應執行刑者，前定之執

行刑固當然失效，然法院重定執行刑時，行使裁量權之

結果，不應比前定之執行刑更不利於被告，其裁量之幅

度，固毋庸錙銖必較，然至少應與前定執行刑相當（參

酌最高法院 99年度台非字第 233號判決有關法院對刑法

第 51條定執行刑自由裁量之論述略旨）。再參酌最高法

院 97年度台非字第 469號、98年度台非字第 53號判決認重

定執行刑所減幅度與定執行刑基礎之數罪減刑之數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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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認不符減刑目的，且與內部界線有違，當屬違背法

令。又 103年 6月 4日增訂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第 2項、第 3

項，已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定應執行之刑，明定有不

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而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

，倘一裁判宣告數罪之刑，曾經定其執行刑，再與其他

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時，在法理上亦應同受此原則

之拘束。亦即，上述另定之執行刑，其裁量所定之刑期

，不得較重於前定之執行刑加計後之刑之總和。從而在

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倘各裁判宣告數罪之刑，均

已各別定其執行刑，再就全部宣告刑重新定其執行刑時

，亦應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乃當然之理。是

法院重新裁量另定之執行刑，倘較重於前定之數執行刑

加計後之刑之總和，即屬違背法令（參酌最高法院 105年

度台非字第 44號判決意旨）。至業經最高法院 103年度第

14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惟於原裁定當時有效之

67年 1月 10日 67年度第一次刑事庭庭推總會議決議要旨

『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前段規定：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

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

刑。所謂原審判決之刑，當指宣告刑而言。第二審宣告

刑如不較第一審宣告刑為重，縱令其所定之執行刑較第

一審所定之執行刑為重，苟與刑法第 51條之規定無違，

即不得指為違法。其數罪併罰，一部經上訴改判，嗣以

裁定另定執行刑時亦同。但為貫徹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前

段保護被告之立法意旨，第二審所定之執行刑或另以裁

定所定之執行刑，以不較重於第一審所定之執行刑為宜

。』該決議雖係建議性質，惟亦肯認於數罪併罰，一部

經上訴改判，嗣以裁定另定執行刑時亦同。但為貫徹刑

事訴訟法第 370條前段保護被告之立法意旨，第二審所定

之執行刑或另以裁定所定之執行刑，應不較重於第一審

所定之執行刑之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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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查：本件被告楊○隆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 2至 9所示八

罪與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下稱花蓮地院）101年度訴字第

332號案附表一之 1（下稱甲罪）、 6（下稱乙罪）二罪，

前經花蓮地院 101年度訴字第 332號案判處如附表所示之

刑，並定應執行刑 6年 8月，嗣被告就甲、乙二罪（分別

經花蓮地院判處 3年 7月）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下稱花蓮高分院），經該院 102年度上訴字第 93號案撤銷

甲、乙二罪，分別改判處 1年 10月，並定應執行刑 2年 2月

，嗣花蓮地院據檢察官聲請就花蓮地院 101年度訴字第

332號案附表一 2至 5，7至 10所示八罪及花蓮地院 101年度

花簡字第 152號案（判處罪刑 3月）定應執行刑 14年確定

，有上開裁定、判決等在卷可稽。參酌前揭說明，雖花

蓮地院 101年度訴字第 332號案定執行刑業經撤銷，然原

裁定附表之罪較花蓮地院 101年度訴字第 332號案少甲、

乙二罪（該二罪原經花蓮地院各判處有期徒刑 3年 7月，

嗣經花蓮高分院以被告於偵查、審理中自白，合於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 2項之規定，應減輕其刑，各判處

有期徒刑 1年 10月，並定執行刑 2年 2月），多了花蓮地院

101年度花簡字第 152號案一罪（判處罪刑 3月）。原裁定

定執行刑 14年卻較花蓮地院 101年度訴字第 332號案定執

行刑 6年 8月加上花蓮地院  101年度花簡字第 152號案一

罪（判處罪刑 3月）之總和，多逾 7年 1月，僅因被告就甲

、乙二罪上訴，即為如前倍數差異之定刑，參酌上揭說

明，原裁定就自由裁量所為刑之酌定，與內部界線有違

，且不服上訴目的，顯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案

經確定且於被告不利。  

三、非常上訴制度，係為糾正確定裁判之審判違背法令所設

之救濟方法，所謂審判違背法令，係指審判程序或其判

決（裁定）之援用法令與當時應適用之法令有所違背而

言。刑事訴訟法於 103年 6月 4日增訂第 370條第 2項、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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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定應執行之刑，明定有

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而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

罰，倘一裁判宣告數罪之刑，曾經定其執行刑，再與其

他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時，在法理上亦應同受此原

則之拘束，然參酌前揭說明一所引最高法院判決及決議

均肯認於刑事訴訟法增訂第 370條第 2項、第 3項規定前，

為貫徹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前段保護被告之立法意旨，第

二審所定之執行刑或另以裁定所定之執行刑，應不較重

於第一審所定之執行刑之法理，即前揭刑事訴訟法增訂

規定僅係將前揭法理予以明文，非謂於未增訂前可為相

異之解釋，本件並無所謂『法令上見解變更，不得據以

提起非常上訴』之問題。  

四、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 443條規定提起非常上訴，

以資糾正。  

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台非字第 219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楊○隆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定應執行刑案

件，對於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10日確定裁定

（ 102年度聲字第 657號；聲請裁定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

署 102年度執聲字第 395號），認為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楊○隆犯如附表所示玖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玖

月。  

    理   由  

一、本院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

刑事訴訟法第 378條定有明文。定應執行刑之裁定，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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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判決具有同一效力，倘有違背法令，而於被告不利，

應許提起非常上訴，以資救濟。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第 2

項、第 3項係於民國 103年 6月 4日修正公布，於修正之前

，有關一裁判宣告數罪之刑，雖曾經定其執行刑，但如

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時，依本院 59年台抗

字第 367號判例要旨，前定之執行刑當然失效，仍應以其

各罪宣告之刑為基礎，定其執行刑，不得以前之執行刑

為基礎，以與後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數罪併罰

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係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

量，所為一新刑罰之宣告，並非給予受刑人不當利益，

法院於審酌個案具體情節，裁量定應執行之刑時，於上

開判例所指之情形，其另定之執行刑，原則上在遵守刑

法第 51條所定量刑之外部性界限內為衡酌，即與上開判

例意旨相符。惟如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顯

然有違比例原則等裁量權濫用之例外情形，而悖於定應

執行刑之恤刑目的者，即屬違反裁量權之內部性界限，

為違背法令，而得作為非常上訴之理由。  

二、本件被告楊○隆經花蓮地院 100年度訴字第 332號判決附

表一編號 1至 10部分，依序判處有期徒刑 3年 7月（編號 1

）、 1年 10月、 1年 10月、 1年 10月、 1年 10月、 3年 7月（

編號 6）、2年 2月、2年 2月、 2年、 1年 11月，並定應執行

刑為有期徒刑 6年 8月。被告就上揭判決附表一編號 1（甲

罪）、6（乙罪）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經花蓮高分院

102年度上訴字第 93號判決撤銷原判決該 2部分及定應執

行刑，改判各處有期徒刑 1年 10月，應執行有期徒刑 2年 2

月。原裁定於 103年 1月 10日將上揭 100年度訴字第 332號

判決附表一編號 2至 5、7至 10（即附表編號 2至 9）部分之

刑期，加計另案花蓮地院 101年度花簡字第 1522號判決判

處有期徒刑 3月（即附表編號 1）刑期，裁定應執行有期

徒刑 14年。原裁定於未計入上開甲罪、乙罪（各處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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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刑 3年 7月）部分，而加計附表編號 1部分之有期徒刑 3

月，反而高於原花蓮地院判決所定之刑期達 7年 4月之多

，顯已逾越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而違反比例原則，

並有悖定執行刑之恤刑目的，自屬違背法令。案經確定

，且不利於被告，非常上訴意旨執以指摘，為有理由，

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另行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以資救濟。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7條第 1項第 1款，刑法第 53條

、第 51條第 5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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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107度非字第 1993號  
壹、標題：  

影響判決本旨之裁判，不得以裁定更正之。  

貳、爭點：  

原判決誤依刑法第 47條第 1項規定論以累犯，嗣以誤寫為

由，裁定更正刪除有關累犯之記載，其對於累犯之論述

與否，牽涉刑之加重與否，足以影響全案情節及判決之

本旨，依上開解釋意旨，自不得以裁定更正之，所為裁

定更正於法不合，自始、當然不生更正之效力，即原判

決上開違背法令之情形，並不能因之除去。案經確定，

且於被告不利，爰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與救濟。  

參、關係條文：  

刑法第 47條第 1項  

肆、非常上訴理由：  

一、按判決不適用法則或適用不當者，為違背法令，刑事訴

訟法第 378條定有明文。次按累犯之成立，必須受徒刑之

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

期徒刑以上之罪者，始足當之，此觀刑法第 47條第 1項規

定甚明。復按刑事判決正本送達後，發現原本錯誤，顯

係文字之誤寫、誤算，且不影響於全案情節與判決本旨

之顯然錯誤者，固得由原法院以裁定更正；惟如原判決

之原本及正本關於主文欄之違誤，核與文字之誤寫、誤

算或其他類此之明顯錯誤情形有別，所為更正顯然足以

影響全案情節及判決之本旨，觀之司法院院字第 1857號

及釋字第 43號解釋，自不得以裁定更正之，倘逕而為裁

定，應屬自始、當然、絕對無效（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非

字第 178號、102年度台非字第 28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

是否構成累犯，須符合刑法第 47條第 1項前段之法定要件

，而判決對於累犯之論述與否，牽涉刑之加重與否，足

以影響判決本旨，即非屬判決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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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錯誤，依前揭說明，自不得予以裁定更正，否則即

為自始、當然、絕對無效之裁定（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非

字第 32號、 105年度台非字第 33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本件被告侯○琵因竊盜案件，經臺灣橋頭地方法

院於民國 107年 9月 5日以 107年度簡字第 1805號刑事簡易

判決  (下稱原判決 )，依累犯，判處有期徒刑 3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於 107年 10月 2日確

定在案。然被告前犯竊盜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

101年度簡字第 41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3月確定，係於

101年 10月 28日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

紀錄表 l份附卷可稽。是本件原判決認定被告犯竊盜罪時

點為 107年 7月 9日凌晨零時許，距前案 101年 10月 28日執

行完畢，已逾 5年，並不構成累犯，原判決誤依刑法第 47

條第 1項規定論以累犯，並加重其刑，自有判決適用法則

不當之違法。雖原審法院嗣發現原判決之主文、事實及

理由有上述違誤，而以 107年度簡字第 1805號裁定，以誤

寫為由，更正刪除有關累犯之記載。然參照司法院院字

第 1857號及釋字第 43號解釋意旨，刑事判決宣示或送達

後，發現原本或正本錯誤，必須顯係文字之誤寫，而不

影響於全案情節與判決之本旨者，始得由原法院以裁定

更正。本件原判決之上述違誤，並非顯係文字之誤寫之

情形，其對於累犯之論述與否，牽涉刑之加重與否，足

以影響全案情節及判決之本旨，依上開解釋意旨，自不

得以裁定更正之，所為裁定更正於法不合，自始、當然

不生更正之效力，即原判決上開違背法令之情形，並不

能因之除去。案經確定，且於被告不利，爰依刑事訴訟

法第 441條、第 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與救濟。  

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台非字第 243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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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侯○琵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對於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中華民

國 107年 9月 5日第一審確定簡易判決（ 107年度簡字第 1805號

，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 107年度偵字第 6787號），

認為違背法令，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侯○琵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機車鑰匙壹支沒收。   

    理   由  

本院按：判決不適用法則或適用不當者，為違背法令，刑事

訴訟法第 378條定有明文。又刑法關於累犯之規定，以受徒刑

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

徒刑以上之罪者，為其成立要件，此觀刑法第 47條第 1項規定

甚明。本件被告侯○琵前因竊盜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1年度簡字第 415號簡易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3月確定，於民國

101年 10月 28日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

卷可稽。從而被告於 107年 7月 9日凌晨於高雄市○○區○○○

路 000號之「 7-11」超商前竊取 000-000號機車之犯行，其行

為時已在前案所處徒刑執行完畢 5年以後，即非累犯，原判決

誤論以累犯並加重其刑，有適用法則不當之違法（原判決此

項違誤已影響判決之本旨，不得逕以裁定更正，原法院於 107

年 10月 4日逕以 107年度簡字第 1805號裁定更正原判決有關累

犯之記載及法條適用部分，應屬無效，不生更正之效力）。

案經確定，且不利於被告，非常上訴意旨執以指摘，為有理

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另行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以資救濟。據上論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7條第 1項第 1款，

刑法第 320條第 1項、第 41條第 1項前段、第 38條第 2項前段，

刑法施行法第 1條之 1第 1項、第 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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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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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107年度非字第 2222號 
壹、標題：  

藥事法與毒品條例法規競合時，法條能否割裂適用。    

貳、爭點：  

被告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

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經依法規競合之例，論以藥

事法第 83條第 1項之轉讓禁藥罪者，若被告於偵查及審判

中均自白，得否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 2項之規

定減輕其刑？  

參、關係條文：  

藥事法第 83條第 1項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8條第 2項  

肆、非常上訴理由：  

一、原判決依最高法院 104年度第 1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

以因藥事法第 83條第 1項轉讓禁藥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 8條第 2項轉讓第二級毒品之法規競合關係，既擇一適

用藥事法第 83條第 1項規定論處罪刑，則被告縱於偵查及

審判中均自白，基於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仍無

另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 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之

餘地。是本件被告雖於偵查及法院審理中均自白犯行，

尚無前揭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固非

無見。  

二、惟按被告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

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經依法規競合之例，

論以藥事法第 83條第 1項之轉讓禁藥罪，若被告於偵查及

審判中均自白，得否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 2項

之規定減輕其刑？固經最高法院 104年度第 11次刑庭總

會決議：對於不同刑罰法律間具有法規競合關係者，經

擇一法律加以論科，其相關法條之適用，應本於整體性

原則，不得任意割裂。實務上，於比較新舊法律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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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亦本此原則（最高法院 27年上字第 2615號判例意旨

參照）。題旨所示被告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之行為，因藥

事法第 83條第 1項轉讓禁藥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8條第

2項轉讓第 2級毒品之法規競合關係，既擇一適用藥事法

第 83條第 1項規定論處罪刑，則被告縱於偵查及審判中均

自白，基於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仍無另依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項之規定。嗣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

上字第 2366號、107年度台上字第 815號、106年度台上字

第 1950號、 105年度台上字第 2155號、 105年度台上字第

340號等判決沿用，業形成最高法院最近一致見解。  

三、按最高法院上開決議持此見解之主要論據，即依 27年上

字第 2615號判例所示：『對於不同刑罰法律間具有法規

競合關係者，經擇一法律加以論科，其相關法條之適用

，應本於整體性原則，不得任意割裂。實務上，於比較

新舊法律之適用時，亦本此原則。』。惟按： (一 )對於

不同刑罰法律間具有法規競合關係者，經擇一法律加以

論科，其相關法條之適用，是否絕對應本於整體性原則

，不得任意割裂？此依 79年度台上字第 5137號判例意旨

：『關於沒收規定，其他法律或刑法分則有特別規定者

，應優先於刑法總則第 38條沒收規定之適用。上訴人以

一行為同時觸犯懲治走私條例第 2條之 1第 1項及臺灣省

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第 37條第 5款二罪名，應依刑法第 55

條前段想像競合規定從一重之銷售走私物品罪處斷，因

違反臺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規定經查獲之菸酒，應

予沒收，該條例第 40條第 1款定有明文，係採義務沒收主

義，自應優先於採職權沒收主義之刑法第 38條第 1項第 2

款而適用。』可見輕罪有義務沒收規定時，仍依輕罪規

定予以沒收。則所謂『經擇一法律加以論科，其相關法

條之適用，是否絕對應本於整體性原則，不得任意割裂

』者，在此擇一法律加以論科時，並非絕對不能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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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一。 (二 )另依所謂封鎖作用，即法規範上之想像競

合應從一重處斷與法理上之法規競合應擇一適用，本質

上均在防免評價過剩；但就量刑而言，在重罪之法定最

輕本刑較輕罪之法定最輕本刑為輕時，如仍得在重罪之

最輕本刑以上、輕罪之最輕本刑以下，量定其宣告刑，

即有評價不足，造成重罪輕罰之不合理現象。因此，基

於衡平原則，此一輕罪之最低法定刑，在就重罪而為量

刑時，即具有『封鎖作用』，此種『封鎖作用』還包含

輕罪之從刑、附屬效果及保安處分在內。此時即應依輕

罪之『從刑、附屬效果及保安處分』等規定，併予論科

。（參見：黃榮堅，刑法問題與利益思考，第 376頁；蘇

俊雄，刑法總論 III，第 123-124頁；陳志輝，刑法上的

法條競合，第 28頁）可見：所謂『經擇一法律加以論科

，其相關法條之適用，是否絕對應本於整體性原則，不

得任意割裂』者，基於封鎖作用雖經擇一法律從重加以

論科時，並非絕對不能割裂適用輕罪相關規定，此其二

。 (三 )再按法律適用之公平原則，不得重罪輕罰或輕罪

重罰，此乃刑事法律解釋適用之基本原則。如依現行最

高法院上述實務見解，認轉讓安非他命之第二級毒品，

除轉讓達一定數量（依行政院 93年 1月 7日院台法字第

0930080551號令訂定之『轉讓持有毒品加重其刑之數量

標準』第 2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轉讓第 2級毒品達淨重 10

公克以上）；或成年人對 18歲以上之未成年人為轉讓行

為，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8條第 6項、第 9條各有加重其

刑至二分之一之特別規定，而應依該加重條文之規定處

罰者外，均應依藥事法第 83條第 1項之規定處罰。以本案

被告於偵查中及審判中皆自白轉讓安非他命犯罪，如貫

徹最高法院 104年度第 11次刑庭總會決議之見解，即會造

成：『轉讓達一定數量之甲基安非他命者，因需適用其

自白可獲邀減刑之寬典，但未達一定數量者，其之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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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不能減刑』之輕罪重罰法律適用結果，如此顯已違

反法律解釋適用之公平原則，即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  

四、案經確定，且不利被告，因上開 104年度第 11次刑庭總會

決議之見解，實上仍存有上述輕罪重罰之違反法律適用

公平爭議，顯已涉及法律適用重大事項，爰請讓檢、辯

、學皆到庭陳述意見，以釐清爭議，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 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  

伍、附錄一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台非字第 6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簡○豪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藥事法案件，對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 106年 9月 11日確定判決（ 106年度訴字第 1765號，起

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106年度偵字第 17107號），認

為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非常上訴，乃對於審判違背法令之確定判決所設之非常救濟

程序，以統一法令之適用為主要目的。針對被告轉讓同屬禁

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

數量），經依法規競合之例，論以藥事法第 83條第 1項之轉讓

禁藥罪，若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得否適用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 17條第 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本院業於 104年 6月 30

日以 104年度第 1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認：對於不同刑罰法律

間具有法規競合關係者，經擇一法律加以論科，其相關法條

之適用，應本於整體性原則，不得任意割裂。實務上，於比

較新舊法律之適用時，亦本此原則（本院 27年上字第 2615號

判例意旨參照）。題旨所示被告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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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藥事法第 83條第 1項轉讓禁藥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8條第

2項轉讓第二級毒品之法規競合關係，既擇一適用藥事法第 83

條第 1項規定論處罪刑，則被告縱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基

於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仍無另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 17條第 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本件被告簡○豪所涉

民國 106年 6月 22日 13時許，在臺中市大甲區，無償提供未達

淨重 10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予友人邱○珮施用，案經臺灣臺

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依違反藥事法第 83條第 1項轉讓禁藥罪

起訴，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於 106年 9月 11日以 106年度訴字第

1765號依轉讓禁藥罪判處有期徒刑 5月，並說明因藥事法第 83

條第 1項轉讓禁藥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8條第 2項轉讓第二

級毒品之法規競合關係，既擇一適用藥事法第 83條第 1項規定

論處罪刑，則被告縱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基於法律整體

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仍無另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 2項

之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檢察官、被告均未上訴而確定。

上開法律見解與本院 104年度第 1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相

符，而本院自上開決議後，已形成統一之法律見解，並無歧

異之判決，原確定判決核無非常上訴所指之有適用法則不當

之違背法令。本件既與統一適用法令無關，即無提起非常上

訴之必要性。依上所述，本件非常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6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8   月    15   日

陸、附錄二  

最高法院對本法律問題新見解：   

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     109年度台上大字第 4243號

上  訴  人  鍾○裕  

選任辯護人  林政雄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本院刑事第

六庭（徵詢及提案裁定時為刑事第八庭）裁定提案之法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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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本案案號：109年度台上字第 4243號，提案裁定案號：109

年度台上大字第 4243號），本大法庭裁定如下：  

    主   文  

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

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

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藥事法第 83條第 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

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仍應適用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 17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  

    理   由  

一、本案基礎事實  

    被告鍾○裕基於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無償轉

讓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甲基安非他命予成年

之甲女等人（非孕婦），其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

，經依法規競合之例，擇法定刑較重之藥事法第 83條第 1 

項轉讓禁藥罪論處。  

二、本案法律爭議  

    被告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

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之甲女等人（非孕婦

），經依法規競合之例，擇法定刑較重之藥事法第 83條

第 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

，得否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條例）第 17條

第 2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減輕其刑？  

三、本大法庭之見解  

(一 )從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與規範體系以觀  

1、旨揭行為，同時該當藥事法第 83條第 1項轉讓禁藥及

毒品條例第 8條第 2項轉讓第二級毒品罪之構成要件

，屬於同一犯罪行為而同時有 2種法律可資處罰之法

規競合情形，應依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

轉讓禁藥罪論處，此乃本院最近統一之見解。對於

單一行為而發生單一之犯罪結果，同時有數法條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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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適用，依一般法理擇一適用，所評價的對象是構

成要件行為，以避免對同一行為侵害同一法益進行

重複評價。而揆諸系爭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在

於使犯第四條至第八條之毒品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

儘早確定，並鼓勵被告自白認罪，開啟其自新之路

。」旨在針對是類案件性質，其案情比較隱密而複

雜，證據蒐集、調查及犯罪事實認定相對困難，藉

此優惠，鼓勵行為人及時悔悟，同時使偵、審程序

較易順利進行，亦容易折服而告確定，兼收節省訴

訟勞費之效。其立法目的與自首雷同，係將單純科

刑事由作為處斷刑上減輕規定，其正當性求諸於被

告於偵、審程序中自白之事實，與罪責成立之關聯

性已遠，不因該毒品同屬禁藥而有所不同。  

2、旨揭行為，基本事實為轉讓甲基安非他命，如對於

具體行為事實，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

該案件性質上亦屬轉讓毒品案件，本屬於毒品條例

所規範之事實，無涉該當犯罪之不法要件，且與刑

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間具有高度關聯性，而藥事法

更無與系爭規定相類或衝突之規定，基於本質上相

同事物應為相同處理之法理，及法秩序一致性之要

求，自應給予系爭規定之減刑寬典，以調和上開各

法規範間之法律效果，使法律整體適用結果符合法

規範意旨及價值體系間和諧，俾減少法規範間之衝

突與矛盾，如此才合乎法理，實務運作亦因而圓融

無礙。否則，實務上警、偵機關在偵辦之初，若告

知系爭規定之減刑寬典而取得被告之自白，恐會滋

生取證規範禁止之利誘或詐欺之疑義。且法規競合

係因考量僅侵害一個法益為避免重複評價而擇一處

罰，則適用系爭規定減刑，與避免重複評價之用意

亦不衡突，實質上也更符合充分評價之誡命。若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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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法院評價被告構成要件行為而擇一適用刑罰之結

果，即無視其偵、審程序中自白之事實，剝奪法律

給予被告減輕其刑之寬典，顯然有違系爭規定採行

寬厚刑事政策之立法目的與適用於轉讓毒品案件事

實之規範體系。  

(二 )從憲法罪刑相當、平等原則立論  

被告轉讓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

時，擇較重之藥事法第 83條第 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如以

未適用毒品條例第 8條第 2項之罪論處，即謂被告於偵、

審程序中自白，亦無從適用系爭規定減輕其刑。但轉讓

甲基安非他命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者，依重法

優於輕法之原則，應適用毒品條例第 8條第 6項、第 2項之

規定論處，若被告於偵、審程序中自白，反而得獲系爭

規定之減刑寬典，造成相同之自白事實而異其得否減輕

之結果，致重罪輕判、輕罪重罰，其責罰顯然不相當，

於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自有未符，並存有法律適用上對於

同一違禁物品之轉讓行為，僅因數量不同，採用兩套截

然不同之適用系爭規定之情形，造成二者間之差別待遇

，而此差別待遇並非基於事物性質之不同所致，乃因刑

罰體系複雜多樣化，繫諸於個案偶然因素而擇一處罰之

結果，既欠缺合理正當之理由足資證明採取不同規範之

必要性，復衍生法律適用上之混亂，顯然違反憲法禁止

恣意差別待遇之平等原則。  

(三 )從法律能否割裂適用而言   

1、所謂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係源自本院 27年

上字第 2615號判例，其意旨原侷限在法律修正而為

罪刑新舊法之比較適用時，須考量就同一法規整體

適用之原則，不可將同一法規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

益之條文，始有其適用。但該判例所指罪刑新舊法

比較，如保安處分再一併為比較，實務已改採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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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本院 96年度第 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壹），而有

例外。  

2、於法規競合之例，行為該當各罪之構成要件時，依

一般法理擇一論處，有關不法要件自須整體適用，

不能各取數法條中之一部分構成而為處罰，此乃當

然之理。但有關刑之減輕、沒收等特別規定，基於

責任個別原則，自非不能割裂適用，要無再援引上

開新舊法比較不得割裂適用之判例意旨，遽謂「基

於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仍無另依系爭規定

減輕其刑之餘地」之可言。  

(四 )綜上所述，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

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

孕婦），依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藥事法第 83

條第 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

均自白，仍有系爭規定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但就量刑

而言，在重法之法定最輕本刑較輕法之法定最輕本刑為

輕時，如仍得在重法之最輕本刑以上、輕法之最輕本刑

之下，量定其宣告刑，即有重法輕罰之不合理現象。因

此，在別無其他減輕其刑事由時，量刑不宜低於輕法即

毒品條例第 8條第 2項所規定之最低法定刑，以免科刑偏

失，始符衡平。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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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108年度非字第 270號 
壹、標題：  

諭知緩刑，應於主文記載緩刑期間。  

貳、爭點：  

判決事實理由欄載明緩刑 2年，惟判決主文漏未記載「緩

刑」，為判決所載理由矛盾，當然違背法令。  

參、關係條文：  

刑事訴訟法第 379條第 14款、第 309條第 5款  

肆、非常上訴理由：  

一、按判決所載理由矛盾者，當然違背法令；又諭知緩刑者

，應於主文內記載其緩刑之期間，刑事訴訟法第 379條第

14款、第 309條第 5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判決事實及理由

欄引用原判決附件所示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記載

之犯罪事實、證據及所犯法條，並補充被告前未曾因故

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 1紙附卷可稽，認其經此程序及刑之宣告，當

知所警惕，爰併諭知緩刑 2年，以啟自新等語。然主文僅

宣告「朱○華犯竊盜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而未諭知緩刑及其期間，揆諸

首揭說明，自屬違背法令。  

二、案經確定，且不利於被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

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救濟。  

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台非字第 51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朱○華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對於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中華民

國 107年 11月 27日第一審確定簡易判決（ 107年度簡字第 2094

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 107年度偵  

字第 8602號），認為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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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朱○華竊盜，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緩刑貳年。  

    理   由  

本院按判決所載理由矛盾者，當然違背法令；又諭知緩刑者

，應於主文內記載其緩刑之期間，刑事訴訟法第 379條第 14款

、第 309條第 5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判決事實及理由欄引用其

附件所示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

及所犯法條，並補充被告朱○華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

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

，認其經此程序及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爰併諭知緩刑 2年

，以啟自新等語。然主文僅宣告「朱○華犯竊盜罪，處拘役

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而未諭知

緩刑及其期間，揆諸前開說明，自屬違法。案經確定，且於

被告不利，非常上訴意旨，執以指摘，非無理由。應由本院

將原判決撤銷予以改判，除處以原科之刑外，並依法諭知緩

刑 2年，以資救濟。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7條第 1項第 1款但書，刑法第

320條第 1項、第 41條第 1項前段、第 74條第 1項第 1款，刑法施

行法第 1條之 1第 1項、第 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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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 108年度非字第 473號 
壹、標題：  

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於定應執行刑之運用。  

貳、爭點：  

一、量刑三階段論如何運用在數罪併罰之量刑程序？  

二、數罪併罰之量刑因子為何？可否引用刑法第 57條之因子

？  

三、何謂量刑不當？下級審應如何履行量刑理由報告義務？

上級審應如何審酌量刑理由？  

四、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於數罪併罰之量刑時，如何運用

？   

參、關係條文：  

刑法第 51條  

肆、非常上訴理由：  

一、按定執行刑之裁定，與科刑判決有同等效力。雖刑法第

51條第 5款定執行刑之裁定，無如刑事訴訟法第 310條就

有罪判決明定：「應載明科刑時就刑法第 57條、第 58條規

定事項所審酌之事由。」但因刑事訴訟法第 403條、第 415

條規定：「定執行刑之裁定得為抗告及再抗告。」又依同

法第 223條規定：「凡得為抗告之裁定，法院即應敘述理

由。」以刑罰乃國家對行為人違反禁止規定之非難評價

，若非法院於裁判理由中，將犯罪所生不法之侵害與刑

罰之輕重，進行有意義之連結，即無法反映具體刑罰所

代表之刑罰規範意義。故定執行刑法院為盡此規範說明

之義務，即應在定執行刑之裁判中，說明其定刑輕重之

理由，否則該裁定所定執行刑本身，根本無從自行反映

其規範之意義。且以被告既有抗告權，如無從知悉法院

定執行刑之規範理由，則如何達成對被告之規範告知目

的，又如何讓被告憑以抗辯其規範不當而為抗告 ? 上級

審又該如何憑以審查原裁定之裁量是否有違法或不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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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參考與我國法制相近之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在一件

1971年 4月 28日烏茲堡地方法院，以被告犯竊盜 7罪定應

執刑 5年，併禁止核發駕駛執照 5年之案件，經被告以量

刑不當向聯邦最高法院上訴之案件中，就下級法院定執

行刑之量刑理由說明義務，即明示：「定執行刑為獨立的

量刑程序，應獨立說明其理由。此理由之說明，至少需

說明定執行刑之『決定性的量刑理由』。以便法律審可以

審查定執行刑之合法性及讓被告可以了解定執行刑之決

定性規範觀點。其說明，雖無需詳盡闡述，在簡單的案

例，只需少數的說明即可。例如在個別罪名量刑時已經

說明之事項，定執行刑之理由可以引用，沒有再重複說

明必要。反之，當定執行刑只比下限高一點點，或接近

上限，則法院即應深入說明其定執行刑採接近上限或下

限刑度之量刑理由。本件地方法院就定執行刑之說明，

僅使用：『依德國刑法（舊法）第 74條第 1項、第 75條所

定之 5年有期徒刑之執行為適當，已注意刑法第 13條之規

定』之制式用語，不足以讓聯邦最高法院刑事庭判斷事

實審法官是否出於法律上恰當之考量，以及是否有依刑

法相關規定之本旨定執行刑」。因而撤銷原判決並發回地

方法院。 (詳見： BGHSt24,268-272.)。另該國學者亦認

：「如果定執行刑與各別宣告刑之刑度相比，只超過最高

的宣告刑刑度一點點或是接近全部宣告刑刑度之總和，

都 要 進 一 步 說 明 理 由 」。 ( 詳 見 ： chonke/Schroder/ 

Sternberg-Lieben/Bosch,30.Aufl.2019,StGB§54Rn.14

-18.BeckOKStGB/Heintschel-Heinegg,41.Ed.1.2.2019

,StGB§5 4 Rn.16 -19)。綜上外國文獻，足證下級法院

在就數罪併罰定執行刑時，確有向被告說明其「決定性

量刑理由」之義務，且其說明更須達足讓上級審判斷事

實審法官是否出於法律上恰當之考量，以及是否有依刑

法相關規定之本旨定執行刑之程度，始其盡其量刑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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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之義務，此乃司法救濟制度設計之法理必然，並毋

待法律之明文規定。縱依本款限制加重主義之恤刑精神

，法院定執行刑採「中度」刑者，或可簡略說明其量處

中度刑之決定性理由。但如採接近「上限」刑或接近「

下限」刑者，即應如上述德國學說及實務之見解，此時

法院有特別詳盡說明其量處接近最上限刑或最下限刑理

由之義務。且此說明義務，不但應達足使上級審法院能

審查其量刑是否出於法律規範目的之恰當考量及是否依

刑法相關量刑規定本旨而定執行刑之程度，且應達足使

被告了解，本件定執行刑本身之規範意義決定性因素，

否則該定執行刑之裁判，即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故

如謂：「因刑法第 51條第 5款未如同刑法第 57條及第 58條

，在條文中明定定執行刑之裁量事由，故法院定執行刑

時，原則上只要已在判決理由中援引刑法第 51條第 5款之

規定，作為其定執行刑之依據，縱從重論處被告上限或

接近上限之執行刑，未在定執行刑裁判之理由中，說明

其從重定執行刑之理由，既屬『適法裁量』，被告縱以『

量刑不當』請求上級審救濟，皆屬上訴無理由或不合法

。」則無異承認：我國僅限「量刑不法」始得請求救濟

。「量刑不當」則非上級審救濟之事由。核與我國刑訴被

告不服量刑裁判之上訴或抗告理由，並不以「量刑不法

」為前提條件，只要「量刑不當」即得請求救濟之訴訟

構造，明顯相悖。此說並不足採。  

二、因刑法第 51條第 5款之定執行刑，並未明定應審酌之事項

及法則，則法院定執行刑應審酌之事項及法則為何 ? 

(一 )按刑法第 51條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

濟與責罰相當考量之「特別量刑程序」。其與刑法第 57條

就個案犯罪情狀之「一般量刑程序」有別。基於我國就

宣告多數有期徒刑之定執行刑量刑，立法係採「限制加

重主義」，複數各罪於併合處罰前，業已各有宣告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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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各罪量刑時業已斟酌之量刑因子，於定應執行

刑時又重為斟酌，造成重複評價。致使個案量刑時加重

之量刑因子，於數案定應執行刑時，再度成為加重因子

，或個案量刑時減輕之量刑因子，於定應執行刑時，再

度成為減輕因子，造成量刑結果違反重複評價原則及責

罰相當原則。故於併合處罰時，僅得斟酌個別犯罪量刑

時所未及斟酌之因素，亦即刑法第 57條所列各款以外之

事由。此外，基於重複評價禁止原則，已屬各罪法定構

成要件要素之情狀，亦不得再行審酌（德國刑法第 46條 3

款）。否則即違反重複評價原則及責罰相當原則。  

(二 )次按刑罰乃國家對行為人違反禁止規定之非難評價。故

法院就該款定執行刑時，除應注意法律相關規定外，並

應綜合考量下列刑罰目的及功能：1、對於不法侵害行為

給予相應責任刑罰之應報功能。2、矯正行為人並使其復

歸社會之特別預防功能。3、適切發揮嚇阻犯罪、回復社

會對於法規範之信賴，及維護社會秩序之一般預防功能

，並以上列刑罰之目的及功能，作為量刑之最高指導原

則。再者，量刑之輕重固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

量之事項，惟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除以宣告

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

長不得逾 30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外，仍

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

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

要求界限之支配，以使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

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之不

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  (100年度台抗字第 440號刑事裁

判 )。故法院在裁量審酌執行刑之刑度時，亦應遵守上開

法則。  

(三 )再按罪刑法定主義、罪刑相當原則、預防責任不得超過

行為責任（即行為責任上限禁止超過論 )等刑法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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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刑法第 51條第 5款採限制加重主義之法理，定執行刑時

，除不得違反法定刑之外部界限外，並應注意刑罰之裁

量，應以行為責任為基礎，並應審酌刑罰對行為人未來

社會生活之影響 (德國刑法第 46條第 1項 )。換言之，法院

定執行刑時，除應注意相關法律規定之刑罰種類及刑度

之「刑罰框限 (上限、下限 )」外，次應審酌以行為責任

為基礎之「責任框限」，再應審酌刑罰對行為人未來社會

生活影響之「預防框限」。且應先從相關刑罰法律之規定

，確定其法定刑度之「刑罰框限」；次從所犯各罪侵害法

益之整體行為責任情狀，確定其行為之「責任框限」，再

從被告整體所犯數罪反映之人格情狀，確定其「預防框

限」。最後在決定應執行刑之最終「量刑點」時，僅能在

法定刑之「刑罰框限」內判斷行為「責任框限」；並僅能

在行為「責任框限」內判斷行為人之「預防責任」。此即

學者所稱：定執行刑之「量刑三階段論」(詳參：川崎一

夫，體系的量刑論，成文堂，1991年，第 35頁至第 39頁 )

。法院之執行刑，即應按上述量刑三階段論之法則，逐

步進行審酌。  

(四 )基於刑法第 51條規定之定執行刑，乃出於刑罰經濟與責

罰相當之考量，對犯罪行為所犯各罪關係及其整體人格

態度，為再次總檢視。為示與刑法第 57條所定科刑時應

審酌事項，係對個別犯罪行為之裁量為定應執行刑之宣

告者，有別。依上述「量刑三階段論」，就個案定執行刑

時，法院應具體審酌事項如下：  

1、「刑罰框限」之審酌事項：  

即「不得違反刑法第 51條第 5款規定」。此時除應注意

相關刑罰法律規定之定執行刑上限 (30年及各罪之合

併刑期 )及下限  (各罪之刑中之最長宣告刑 )之外部

界限外。併應注意，雖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第 2項、第

3項規定：不利益禁止原則於定執行刑亦有適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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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注意：前定執行刑之刑度，僅對後定執行刑之刑度

「上限」有拘束力。即後定執行刑之刑期上限，自不

得較重於「原定執行刑加計新宣告刑」。至於對後定

執行刑之刑度「下限」則無影響。即其下限仍回歸刑

法第 51條第 5款規定，以各罪之最長刑度為下限。換

言之，原定執行刑對後定執行刑之刑度「下限」無拘

束力。此有 107年度台非字第 102號刑事判決，可資參

照。  

2、「責任框限」之審酌事項：  

(1)首先，為符罪責相當之要求，應注意刑法分則各章

之罪，立法者因其侵害法益及犯罪行為態樣之不同

，不但區分微罪、輕罪、重罪，且刑法體系因其罪

質不同，乃以不同刑度表達立法者不同非難程度之

法價值判斷。此係立法者於制定刑法時，事先按各

種犯罪類型之責任框限及一般預防目的，所建立之

完整價值判斷體系。其具有法的拘束性，不容法官

憑依審判獨立，即擅自破壞此一完整之刑法評價體

系。故縱即被告所犯微罪、輕罪之罪數甚多，定執

行刑時，除非有特別應從重量刑之情事，否則仍不

宜重過單一重罪之刑，例如對 30次通姦之定執行刑

，即不宜重過 1次強姦之通常宣告刑；對 30次竊盜之

定執行刑，亦不宜重過 1次殺人之通常宣告刑。否則

對重複犯多次微罪、輕罪之犯罪人，僅因其罪數較

多，即認定執行刑時，可論處比強姦、殺人刑度更

重之刑度，不但違反立法者經整體考量全體法秩序

，所預設各犯罪類型責任框限及預防框限之價值體

系，更會使輕罪輕罰、重罪重罰之刑罰公平基礎整

體崩潰、混亂。此即何以舊法：就連續犯 (本質為數

罪併罰 )之刑度，規定最多僅能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之

量刑限度，及另日本刑法第 47條、第 51條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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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數罪併罰 (併合罪 )以同一裁判定執行刑時，僅能

以其中最重罪之法定刑加重二分之一為上限，但亦

不得超過各罪合計之刑期；當數罪併罰以數裁判定

執行刑時，雖原則應合併執行，但亦不得超過其中

最重罪法定刑加重二分之一之上限。可知，數罪併

罰採限制加重主義設上開量刑上限之機制，乃用以

防止定執行刑後，造成輕罪重罰之輕重失衡結果。  

(2)次採限制加重主義時，應體察有期徒刑及拘役之刑

期越長，刑罰所具有矯治行為人之效果愈低，且復

歸社會之阻礙益增。此外，於執行數罪部分刑罰時

，往往足已發揮刑罰嚇阻犯罪之功能，且足使社會

對於法規範之信賴回復至相當程度，即刑罰之必要

性，會隨刑罰之執行而漸趨減輕。基於刑罰功能之

邊際效應，往往隨刑期之執行而遞減。故為防止數

罪併罰，因「責任非難重複」致量刑偏重，乃有「

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 (見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

字第 562號、 108年度台上字第 134號 )。因此，法院

就數罪併罰定執行刑時，即應審酌被告所犯數罪之

整體「責任非難重複」程度，以判斷被告整體犯罪

之「責任框限」。此時法院應綜合考量數罪侵害法益   

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及時間、空間之密

接程度。按數罪間犯罪類型之異同、同類犯罪間之

各罪行為態樣、手段、動機之異同、侵害法益種類

等事由，歸納各別犯行之獨立性與整體結果、法益

損害。具體言之，有關「責任非難重複」高低之判

斷方法，如下：  

①如行為人所犯數罪屬相同之犯罪類型者（如複數

竊盜犯行）則於併合處罰時，因數罪侵害之法益

均屬相同、對侵害法益之效應即有限，其「責任

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自應酌定較低之應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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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②如行為人所犯數罪不但犯罪類型相同，且其行為

態樣、手段、動機均相似者（如施用同種毒品），

於併合處罰時，因犯罪之時間、空間亦甚為密接

之情形，則可認各罪間之關係獨立性偏低，且行

為人透過各罪所顯示之人格面亦無不同，其「責

任非難重複」之程度更高，即應酌定更低之應執

行刑。  

③如行為人所犯數罪雖屬相同之犯罪類型，但所侵

犯之法益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

益時（如數罪中有殺人、妨害性自主）於併合處

罰時，縱使各罪之時間及空間具有密切關係，因

可認為行為人較諸一般所犯數罪之犯罪類型相同

者，具有更高之法敵對意識，其「責任非難重複

」之程度則較低，則可酌定較諸一般所犯數罪犯

罪類型相同者更高之應執行刑；以符合刑罰之法

益保護機能。  

④如行為人所犯數罪各屬不同犯罪類型者，則於併

合處罰時，因「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亦較低，

自可酌定較高之應執行刑。蓋數罪侵害之法益各

不相同、各犯罪行為對侵害法益之效應亦相互獨

立，及犯罪之時間、空間亦非密接之情形，因各

罪間之獨立程度較高者，可認各罪間之關係並非

密切，且行為人透過各罪所顯示之人格面亦不相

同，自宜酌定較高之執行刑。但仍宜注意維持輕

重罪間，刑罰體系之平衡。  

3、「預防框限」之審酌事項：  

(1)就一般預防目的應審酌之事項：除應注意是否有上

述因輕罪重罰，導致刑罰輕重失衡之結果外，復應

體察刑法第 51條第 5款採「限制加重原則」有其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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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及恤刑之目的，及基於「責任非難重複」形成

之「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可見，定刑執行刑時

原則上宜採中度刑。蓋採接近上限刑者，或可能違

反「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採下限刑者，或可能

不符刑事政策之輕罪輕罰、重罪重罰之一般預防目

的，故除非法院已詳盡說明其從上限或從下限量刑

之特別理由，否則即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皆應

審慎為之。  

(2)就特別預防目的應審酌之事項：為審酌被告之矯正

可能性併保障其未來復歸社會生活之權利，在審酌

被告整體犯罪過程之各罪關係後，應接續就被告所

犯數罪之人格、態度，進行整體評價，此時可審酌

：  

①故意所犯數罪期間，其人格有無犯罪癖好、或僅

臨時起意或偶然犯罪；依侵害數法益之整體類型

，所顯示之人格惡劣性 (反社會性 )。以自由刑長

期隔離對其經常犯罪人格之矯正效用。  

②過失所犯數罪間，其人格有無輕率態度。  

③行為人之年紀與現在生活情狀等，注意刑期加長

，對其人格及未來社會生活之影響，避免刑之執

行造成未來復歸社會之阻礙。  

4、由於上述定執行刑之審酌事由，皆屬客觀事由，且

僅依各罪間之彼此關係，即足以判斷定執行刑時，

責任非難重複程度之高低，復足以量測出行為人之

主觀特質，憑以歸納出與一般預防、特別預防有關

，且為刑法 57條個別量刑時所未及行為人情狀，即

不致重複評價責任。  

(五 )總之，數罪併罰合併定應執行刑，不是通案刑度應如何

打折之計算問題。而是為能妥適、公平就併罰之數罪量

刑，基於刑法第 51條 5款限制加重主義之立法意旨，就具

62



體個案應如何考量被告整體犯罪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審

酌刑法罪責相當原則及刑事政策犯罪預防原則後，針對

被告犯罪之整體人格，決定施予何種刑度之判斷問題。

倘法院定執行刑時，僅因其形式上再聲請定執行刑之罪

數增加，即不具理由或恣意從重定其應執行刑，縱宣告

之刑度，仍在外部界限內，形式上未違反「刑罰框限」，

如事實上有「責任非難過度重複」致逾越「責任框限」，

及「輕罪重罰」結果影響行為人未來回歸社會生活，致

逾越「預防框限」，即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三、經查：  

(一 )本件原裁定就被告附表所示之 19罪之量刑理由，僅於裁

定理由二說明：「茲檢察官依受刑人之聲請，就受刑人如

附表所示之罪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本院審核相關事證，

認符合刑法第 53條定執行刑之要件，聲請為正當，定其

應執行之刑。」理由三說明：「依刑事訴訟法第 477條第 1

項、刑法第 53條、第 51條第 5款、第 50條第 2項，裁定如

主文」，核原裁定就量刑理由之說明，僅載明審酌刑法第

51條相關規定之理由，至於就如何「審酌各罪間之關係

並綜合考量其人格態度」，及如何審酌「應體察法律規範

之目的，謹守法律內部性界限，以達刑罰經濟及恤刑之

目的」後，以接近上限量刑之理由，則全未說明。遽認

被告所犯 19罪，應從重定執行刑為 11年 6月，核原裁定上

述定執行刑之理由，不但不足使上級審法院能審查其量

刑是否出於法律規範目的之恰當考量及是否依刑法相關

量刑規定本旨而定執行刑之程度，更不達足使被告體認

本件定執行刑本身之規範上決定性因素，甚至無異剝奪

被告以抗告請求辯解救濟之權利，即有判決理由不備之

違法。  

(二 )次查：本件被告之  

1、「刑罰框限」：依被告所犯 19罪，其「刑罰框限」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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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為編號 10號、 11號之 3年 8月原宣告刑，上限為 12

年 2月。以原裁定所定應執行刑 11年 6月，足認原裁定

對被告所定執行刑，係採近上限之執行刑。  

2、「責任框限」： (1)依被告所犯如附表之 19罪中，並無

侵犯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個人法益之罪，即

無從上限定執行刑之理由。(2)次依被告所犯數罪，計

分屬 6種不同之犯罪類型，此部分於併合處罰時，因「

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低，有提高執行刑之理由。(3)

再依被告除編號 10.11販賣二級毒品 2罪 (宣告刑各 3年

8月 )定執行刑為 4年 2月，為最重刑度外，分析其餘 17

罪，分別是吸食二級毒品 5罪，各判 4月至 7月有期徒刑

，詐欺 6罪，各判 3月至 11月有期徒刑、竊盜 3罪，各判

3月至 8月有期徒刑，偽造文書 1罪，判 5月有期徒刑，

傷害 1罪，判 6月有期徒刑、另有過失傷害 1罪，判 4月

有期徒刑，均屬法定本刑最重本刑 5年以下之輕罪，且

各罪宣告之刑度，均屬 3月至 11月之短期自由刑，且多

數其犯罪行為態樣、手段、動機均相似類型之罪，足

認此部分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此部分有

降低執行刑之理由。綜合上述被告整體犯罪之「責任

非難重複」程度；復整體考量被告所犯 19罪中，除販

賣二級毒品 2罪稍重外，其餘 17罪都屬輕犯罪。足認被

告因尚無應處接近上限量刑或應接近下限量刑之事由

，即應處中度略高之刑度。  

3、「預防框限」：依其所犯販賣二級毒品 2罪、吸食二級

毒品 5罪、詐欺 6罪、竊盜 3罪，傷害 1罪，皆或緣起其

施用毒品之毒癮習性，戒癮治療或較長期刑罰之隔離

，對其人格矯正更具成效；再從所犯各罪宣告之刑度

，大部分皆在 3月至 11月之刑度，足見其整體人格之反

社會惡性，尚非屬重大等人格情狀。  

4、綜上經總檢視被告所犯附表各罪間之關係及犯罪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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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之人格態度，核依罪責相當原則，被告顯無應從

上限量刑之理由。復依其整體犯罪類型所表現之反社

會人格，尚無重大惡劣性，再依其年齡僅 43歲，從重

量處 11年 6月應執行刑對其未來復歸社會生活，自有重

大影響等情，則本件自以酌定「中度」略偏高之應執

行刑，始為罪責相當且符合預防原則之妥適刑度。乃

原裁定以接近上限定應執行刑，形式上雖未違反「刑

罰框限」，但事實上有「責任非難過度重複」逾越「責

任框限」，及「輕罪重罰」影響行為人未來回歸社會生

活逾越「預防框限」諸問題，即有量刑法則適用不當

之違法。  

四、案經裁定確定，且於受刑人不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

條、第 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救濟。  

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台非字第 130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謝○華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定應執行刑案

件， 對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 106年 7月 31日第一審確

定裁定（ 106年度聲字第 2128號，聲請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

察署 106年度執聲字第 1367號），認為違法，提起非常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本院按：定應執行刑之裁定，與科刑之判決具有同等之效力  

，於裁定確定後，檢察總長認為違法，固得提起非常上訴。

惟非常上訴，乃對於審判違背法令之確定判決所設之非常救

濟程序，以統一法令之適用為主要目的。必原判決不利於被

告，經另行判決，或撤銷後由原審法院更為審判者，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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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及於被告，此與通常上訴程序旨在糾正錯誤之違法判決，

使臻合法妥適，其目的係針對個案為救濟者不同。兩者之間

，應有明確之區隔。又數罪併罰合併定應執行刑，旨在綜合

斟酌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犯罪行為人施以矯正

之必要性，而決定所犯數罪最終具體應實現之刑罰，以符罪

責相當之要求。刑法第 51條第 5款規定：數罪併罰，宣告多數

有期徒刑者，應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

下，定其應執行之刑期，但不得逾 30年。係採限制加重主義

，就各罪中，以最重之宣告刑為基礎，由法院參酌他罪之宣

告刑，裁量加重定之，不得逾法定之 30年最高限制，即法理

上所稱之外部性界限。又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事項，尚非概

無法律性之拘束，法院為自由裁量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

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此為自由裁量之內部界限。又刑法第

57條之規定，係針對個別犯罪之科刑裁量，明定刑罰原則以

及尤應審酌之各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至數罪併罰

定應執行刑之裁量標準，法無明文，然其裁量仍應兼衡罪責

相當及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具體審酌整體犯罪過程之各罪

關係（例如各行為彼此間之關聯性《數罪間時間、空間、法

益之異同性》、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

害之加重效應等）及罪數所反應行為人人格及犯罪傾向等情

狀綜合判斷。從而，倘若法院之裁量符合此內、外部性之界

限，當無違法、不當之可指。原裁定有關檢察官依被告請求

聲請就原裁定附表（下稱附表）編號 1至 19所示之罪所處之刑

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 11年 6月，係在上開罪刑中之最長期（有

期徒刑 3年 8月）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有期徒刑 15年 4月 15

日，其中附表編號 3、4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8月，附表編號 10

、 11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4年 2月，附表編號 15至 17曾定應執

行有期徒刑 1年 1月；附表所示各案件曾定之應執行刑與未經

定應執行刑部分，合計為有期徒刑 12年）以下，並無逾越法

律規定之外部性界限、定應執行刑之恤刑  目的及不利益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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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原則之情事，且已更減少有期徒刑 6月，尚非顯然於被告

不利。原裁定僅載敘檢察官聲請之緣由及裁判之法律依據，

理由雖稍嫌簡略，然究非理由不備；且法律已有明確規定，

實務並無爭議，自無再行闡釋之必要，於法之續造或見解統

一亦欠缺原則上之重要性，客觀上難認有依非常上訴程序加

以糾正或救濟之必要。依前揭說明，應認本件非常上訴為無

理由，而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6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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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 108年度非字第 1135號 
壹、標題：  

網路賭博是否屬在公眾得出入場所之賭博。  

貳、爭點：  

一、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之公眾得出入場所之解釋方法？  

二、在網路賭博認該當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有無

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參、關係條文：  

刑法第 266條  

肆、非常上訴理由：  

一、判決適用法則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8條

定有明文。查被告○逸基於賭博之犯意，於民國 106年 1

月 7日下午 6時 40分許，透過手機通訊軟體 LINE傳送訊息

，向宋○享投注「香港六合彩」、「今彩 539」，賭博方式

為賭客任選一組 2個號碼（俗稱二星）、一組 3個號碼（俗

稱三星），一組 4個號碼（俗稱四星），「二星」、「三星」

下注賭金均為新臺幣（下同） 80元，賭客簽中「二星」、

「三星」、「四星」者分別可向宋○享領取 5,300元、 5萬

7,000元、80萬元之彩金，若未簽中賭資則全歸宋○享所

有，嗣於 106年 1月 10日下午 3時 20分許，宋○享為警查獲

，並扣得宋○享之手機等物。檢察官因認被告涉犯刑法

第 266條第 1項前段之賭博罪嫌而起訴，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 106年度審易字第 2885號判決，被告上訴後，臺灣高等

法院 107年度上易字第 1709號判決撤銷原判決並判決被

告無罪確定。  

二、按由罪刑法定主義派生之明確性原則，固使法律之可預

測性提高，達到刑法之一般預防效果，惟刑法如過度具

體明確，可能使刑法過於龐大僵化，欠缺必要之彈性，

將使法律過於僵化與個案化。且立法者之預見能力有時

而窮，無法完全且鉅細靡遺的預知未來在無數個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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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事實如何展現何種多樣性及個別性。因此，刑法之

構成要件必須能透過解釋而得悉其意義內涵。刑法之所

以處罰賭博之行為，係因賭博之本質是透過某一射倖性

事項發生與否，決定財物歸屬，對於參與對賭當事人而

言，贏得賭局之一方，其取得財物形同不勞而獲，倘若

時日一久，恐養成心存僥倖而僅欲以此方式獲取財物，

以致不事生產，敗壞社會風氣。則刑法對於賭博行為之

非難程度，自不宜僅因科技發展所致參與賭博方式變革

而異，否則，將易造成處罰之漏洞，令有心人士遊走於

法律處罰之灰色地帶。  

三、現行刑法第 266條第 1項之規定係於民國 23年 10月 31日制

訂，24年 1月 1日公布，同年 7月 1日施行。舊刑法第 278條

第 1項原規定「賭博財物者，處一千元以下罰金。但以供

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嗣制訂公布為「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一千元

以下罰金。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

」乃因在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

，貽害社會尚輕，故家庭間偶然賭博，不包括於本條之

內。（參考陳應性編著，中華民國刑法解釋圖表及條文，

商務印書館發行，民國 25年 8月版，第 227頁）。「本罪所

謂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不以法令所容許或社

會所公認者為限，如供給賭博用之花會場、輪盤賭場及

其他各種賭場，雖設於私人之住宅，亦屬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又如賭博者雖未親自赴場賭博，而由專業者轉送

押賭，但既係基於自己犯罪之意思，仍應依本罪之正犯

處斷。(院字第 1371號解釋參照 )」(褚劍鴻著，刑法分則

釋論，上冊，76年 10月第 3版，第 821頁 )又「刑法圖利供

給賭博場所罪，本不以其場所為公眾得出入者為要件，

而所謂之『賭博場所』，只要有一定之所在可供人賭博財

物即可，非謂須有可供人前往之一定空間場地始足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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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以現今科技之精進，電話、傳真、網路均可為傳達

賭博訊息之工具，例如主觀上有營利意圖而提供網址供

人賭博財物者，亦屬提供賭博場所之一種，而以傳真或

電話之方式簽注號碼賭博財物，與親自到場簽注賭博財

物，僅係行為方式之差異而已，並不影響其為犯罪行為

之認定。」最高法院 94年度台非字第 108號判決要旨可資

參照，本判決雖係針對刑法第 268條之圖利供給賭博場所

罪，然已指出賭博場所之「場所」實指「一定之所在」，

不應侷限於可供人前往之一定空間場地。刑法第 266條第

1項所稱之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本應與刑法第 268條之

「場所」為同一解釋；至該場所是否「公眾得出入」，應

以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得以任何方式在該所在參與賭

博或將賭博之意思傳達至該所在為標準，無論透過電話

、傳真、或通訊軟體，此與人身前往無異，既無限於由

人親往下賭，亦非依該賭博場所之外界可見聞性為判斷

，參照上述院字第 1371號解釋意旨，該賭博場所雖設於

私人之住宅，亦屬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況透過科技方式

如電話、傳真或通訊軟體而下賭，因不再拘泥於傳統須

人可以前往之一定空間場地，其賭博金額、方式、範圍

均更無忌憚，對社會公序良俗貽害更大，要非民國 23年

原立法者所能設定之「在家庭內偶然之賭博」所能比擬

，亦非立法者當時所能預想現今社會變遷下，賭博與科

技結合發展之多樣性及產生之鉅大危害，此一概念之補

充，或可認為係符合立法者原意之歷史解釋及合目的性

解釋，惟並非類推解釋，應無悖於罪刑法定原則。  

四、本案原判決將刑法第 266條之「公眾得出入」限於不特定

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且人須前往賭博場所下注，而刑

法第 266條第 1項僅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為要件，並未提及賭博行為須「公然」為之或以他人得

觀看、共見共聞為必要，原判決對犯罪構成要件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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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五、案經確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 443條提起非常

上訴，以資糾正。  

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台非字第 148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盧○逸（原名盧○逸）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賭博案件，對於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07

年 11月 14日第二審確定判決（ 107年度上易字第 1709號，起訴

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106年度偵字第 17150號），認為

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本院按：  

一、非常上訴，乃對於審判違背法令之確定判決所設之非常

救濟程序，以統一法令之適用為主要目的。此與通常上

訴程序旨在糾正錯誤之違法判決，使臻合法妥適，目的

係針對個案為救濟者不同。兩者之間，應有明確之區隔

。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對於非常上訴係採便宜主義，規定

「得」提起，非「應」提起。故是否提起，自應依據非

常上訴制度之本旨，衡酌人權之保障、判決違法之情形

及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而為正當合理之考量。除與

統一適用法令有關；或該判決不利於被告，非予救濟，

不足以保障人權者外，倘原判決尚非不利於被告，且不

涉及統一適用法令，即無提起非常上訴之必要性。亦即

，縱有在通常程序得上訴於第三審之判決違背法令情形

，並非均得提起非常上訴。所謂與統一適用法令有關，

係指涉及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者而言。詳言之

，即所涉及之法律問題意義重大而有加以闡釋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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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對法之續造有重要意義者，始克相當。倘該違背法令

情形，尚非不利於被告，且法律已有明確規定，向無疑

義，因疏失致未遵守者，或司法院已有解釋可資依循、

無再行闡釋之必要者，或其違背法令情形，業經本院著

有判例、判決或作成決議、決定予以糾正在案，實務上

並無爭議者，或因「前提事實之誤認」，其過程並不涉

及法令解釋錯誤之問題者等諸情形，對於法律見解並無

原則上之重要性或爭議，即不屬與統一適用法令有關之

範圍，殊無反覆提起非常上訴之必要性。基於刑事訴訟

法第 441條係採便宜主義之法理，檢察總長既得不予提起

，如予提起，本院自可不予准許。  

二、刑法第 266條第 1項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

所賭博財物者，處 1000元以下罰金。但以供人暫時娛樂

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立法者係考量賭博犯罪若在

公共場合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進行，民眾可輕易見聞，

恐造成群眾仿效跟進而參與賭博，終至群眾均心存僥倖

、圖不勞而獲，因之敗壞風氣，需加以處罰，反之，在

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其貽害社

會尚輕，故家庭間偶然賭博，不包括於本條之內。惟此

所謂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並不以法令

所容許或社會所公認者為限，如供給賭博用之花會場、

輪盤賭場及其他各種賭場，縱設於私人之住宅，倘依當

時實際情形，可認係屬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者，亦足當之

；又如賭博者雖未親自赴場賭博，而由他人轉送押賭，

但既係基於自己犯罪之意思，仍應依本罪之正犯處斷，

有司法院院字第 1371、 1921、 4003號解釋意旨可資參照

。是以私人住宅如供不特定之人得以出入賭博者，該場

所仍屬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至於賭客係到場下注賭博，

或以電話、傳真、電腦網路、或行動電話之通訊軟體等

方法傳遞訊息，下注賭博，均非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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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查本件接受被告盧○逸簽賭之宋○享，係提供其桃園

市 00區 00路 000號自宅，聚集不特定賭客簽選號碼簽賭「

香港六合彩」、「今彩 539」等賭博，賭客或親自到場簽

牌下注，或以手機通訊軟體 LINE傳訊牌支號碼，或以傳

真下注，宋○享接收牌支簽賭後，再將簽賭資料以 LINE

轉給上線綽號「阿明」等人，其中被告於民國 106年 1月 7

日下午 6時 40分許，透過 LINE傳送簽賭訊息資料，向宋○

享投注「香港六合彩」、「今彩 539」，嗣宋○享於同月

10日下午為警在上址查獲，因而觸犯刑法第 266條第 1項

前段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罪、第 268條意圖營利供給

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罪，另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 106

年度壢簡字第 315號簡易判決，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

論以刑法第 268條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刑確定等情，有

相關資料在卷可稽。查宋○享提供自宅作為不特定人得

以出入簽賭之場所，被告以 LINE向宋○享傳送其簽賭下

注之訊息而參與賭博，依上說明，被告應係犯刑法第 266

條第 1項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罪。原判決認被告所

為與刑法第 266條第 1項前段賭博罪之構成要件不合，撤

銷第一審之有罪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依上說明，

即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惟此違背法令尚非不利於被

告，且該違法情形，司法院已著有上開院字第 1371、1921

、 4003號解釋意旨可資依循，實務上並無爭議，自無再

行闡釋之必要，於法律見解欠缺原則上之重要性，客觀

上難認有給予非常上訴救濟之必要性，應認非常上訴為

無理由，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6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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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案】： 108年度非字第 1561號 
壹、標題：  

違法程序判決得否不經非常上訴撤銷，逕行重啟裁判。  

貳、爭點：  

一、釋字第 271號解釋意旨是否指：凡為被告利益之合法上訴

，如最高法院係以不合法律上程式駁回其上訴者，即應

認該違法判決並無形式確定力，故原訴訟關係仍存在，

故最高法院無論何時，均得隨時再行依職權重啟裁判？

如此是否違法院不告不理之控訴原則？  

二、是否表示此類案件，檢察官與被告亦得再行為被告利益

向最高法院聲請重行判決 ?否則為何最高法院得以獨享

重啟裁判之權 ? 

三、該違法程序判決既未經非常上訴撤銷，則最高法院自行

重啟裁判，有無重複審判之違法？  

參、關係條文：  

釋字第 271號解釋  

刑事訴訟法第 268條  

肆、非常上訴理由：  

一、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

訟法第 378條定有明文。又最高法院所為之確定判決有拘

束訴訟當事人之效力，縱有違誤，亦僅得按照法定途徑

聲請救濟。司法院釋字第 60號意旨可資參照。又憲法第 8

條所謂之法定程序，係人民之審問處罰須受正當程序保

障之條款，並無於人民有利與不利之區分。如：在法定

程序之刑事訴訟法上，不問判決被告有罪或無罪，均須

踐行公開審理之法定程序是。再者，非常上訴係糾正違

法判決，統一法律適用之制度，亦無不利益提起，有利

益不得提起之差別，僅不利益判決之效力不及於被告而

已。是最高法院於上開判決後如認該程序判決之認定上

訴不合法律上程式，係為錯誤，仍應先依非常上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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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上開確定判決撤銷後，始得回復原訴訟程序，就合法

上訴部分進行審判。  

二、被告所犯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於 107

年 6月 27日以 106年度重上更 (一 )字第 4號判決，主文諭知

「原判決關於陳○明部分撤銷。陳○明犯公務員對主管

之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褫奪公權貳年。

犯罪所得新臺幣陸拾貳萬貳仟壹佰元，追徵其價額。其

他上訴駁回。」嗣因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及被告分別

為被告之不利益及利益提起上訴，經原審法院於 107年 12

月 6日 107年度台上字第 3570號判決 (以下簡稱第一次判

決 )敘明「四、綜上，檢察官、被告之上訴意旨，並未依

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

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應認檢察官、被告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

俱予駁回。」依刑事訴訟法第 395條前段認上二上訴均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以程序判決駁回上訴。是 107年度台上

字第 3570號第一次判決並無實質上確定力，臺灣高等法

院於 107年 6月 27日以 106年度重上更 (一 )字第 4號判決即

為具實質確定力判決，檢察官並得據為執行。  

三、惟嗣後最高法院復於 108年 6月 5日，自行就同一案件為第

二次之 107年度台上字第 3570號判決。本件最高法院重為

之判決中，法院於理由七說明重為判決之理由「本院前

於 107年 12月 6日所為之原判決，係以上訴人等上訴意旨

，均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

之情形，核與刑事訴訟法第 377條規定之法定上訴第三審

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而認均為違背法律上之

程式，乃依刑事訴訟法第 395條前段規定，以上訴不合法

為由均予以駁回。此項程序上之判決尚與實體上具有既

判力之確定判決有別，因此種程序上之判決，本不發生

實質上之確定力，而不涉及上訴是否有理由之實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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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檢察官固有為陳○明之不利益提起上訴，然其所

提起之上訴，亦經本院認係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以上訴

不合法予以駁回，自與司法院釋字第 271號解釋所闡釋刑

事訴訟程序中不利益於被告之合法上訴，上訴法院誤為

不合法，而從程序上為駁回上訴人所提上訴之判決確定

者，仍應先依非常上訴程序將該確定判決撤銷後，始得

回復原訴訟程序，就合法上訴部分進行審判之情形尚有

不同，應無庸先就本院上開以不合法駁回上訴之判決，

予以撤銷。」固非無據。惟司法院釋字第 271號解釋所指

不利益於被告之情形，乃針對聲請釋憲人 (應係被告 )之

個案情形，聲請釋憲人因違反商標法案件第一、二審均

經無罪判決，最高法院駁回 (應係自訴人 )第三審上訴後

，嗣後復重為判決「撤銷原（高院）判決，發回台灣高

等法院更審」，台灣高等法院嗣判決聲請人有罪並處有期

徒刑八月，聲請人上訴三審，經最高法院判決駁回。惟

於釋字第 271號解釋文中，並未排除如本案檢察官與被告

俱為上訴之情形，最高法院即得不經非常上訴程序，重

為判決。  

四、第三審法院為終審法院，案經終審法院判決或裁定即告

確定，無得為上訴或抗告之餘地 (49年臺抗 54判例意旨參

照 )，如採原判決見解，則凡為被告利益上訴，實務上多

係被告上訴之案件，如最高法院係以不合法律上程式駁

回其上訴者，是否均須認該判決並無形式確定力，訴訟

關係仍存在，亦即終審判決之效力並未確定，最高法院

無論何時，均得隨時再行依職權重啟裁判。循此之說，

是否表示此類案件，檢察官與被告亦得再行為被告利益

向最高法院聲請重行判決 ?否則為何最高法院得以獨享

重啟裁判之權 ?如此是否為非常上訴規定之例外 ?又檢察

官原依據原終審判決而為之刑事執行，是否亦處於效力

未定甚或衍生錯誤之執行 ? 況本案最高法院第一次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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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分別臚列檢察官與被告之上訴理由，惟法院認其等上

訴均不合法律上程式而駁回則係同一理由，並未分述，

其係依刑事訴訟法第 395條前段所為之程序判決，並未就

實體論斷，亦屬以上訴不合法駁回檢察官及被告上訴，

仍具形式確定力，本件原判決所稱此與司法院釋字 271號

解釋所闡釋尚有不同一節，究如何不同，似未析明。  

五、末查，最高法院重為本件判決之第二理由係參考該院 22

年上字第 2514號判例意旨，惟按最高法院 22年上字第

2514號判決先例意旨係「判決確定之同一案件，依一事

不再理之原則，不得更為實體上之判決，係以該案已有

實體上之確定裁判者為限，如僅從程序上所為之裁判，

既與案件之內容無關，即不受前項原則之拘束。原第二

審法院前以上訴人在第一審法院上訴已逾越法定期限，

認為違背法律上程式，以判決將其上訴駁回，僅屬於程

序上之裁判，『嗣以檢察官根據告訴人之呈訴不服，提起

上訴』，復就案件內容為實體上之判決，自與一事再理不

同。」則本判例似為法院於認定上訴人之上訴違背法律

上程式，以判決將其上訴駁回之後，另因檢察官上訴，

案件繫屬法院，乃另為實體上判決，此與本案情形自屬

不同。本件最高法院既認第一次判決就檢察官、被告之

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俱予駁回之原認定，就

被告應有妥速審判法第 7條之適用有所誤認，其為被告之

利益，應重為裁判，因原第一次判決已具判決之形式，

仍應先依非常上訴程序將臺灣高等法院確定判決撤銷後

，始得回復原訴訟程序，進行審判。否則即與憲法第八

條第一項規定人民非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意旨不

符。  

六、綜合上述，應認本件重為之判決，顯有適用法則不當之

違法，且本案之見解具法律原則上重要性，爰依刑事訴

訟法第 441條、第 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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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台非字第 19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陳○明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對於本院中華民

國 108年 6月 5日確定判決（ 107年度台上字第 3570號，起訴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98年度偵字第 28072號），認為違背

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本院按：  

一、非常上訴，乃對於審判違背法令之確定判決所設之非常

救濟程序，以統一法令之解釋與適用為主要目的。此與

通常上訴程序旨在糾正錯誤之違法判決，使臻合法妥適

，目的係針對個案為救濟者不同。兩者之間，應有明確

之區隔。又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對於非常上訴既規定「得

」提起，而非「應」提起，顯係採便宜主義。故是否提

起，自應依據非常上訴制度之本旨，衡酌人權之保障、

判決違法之情形及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而為正當合

理之考量。除與統一適用法令或解釋法令有關；或該判

決不利於被告，非予救濟，不足以保障人權者外，倘原

判決尚非不利益於被告，且不涉及統一適用法令與解釋

法令，即無提起非常上訴之必要性。亦即，縱有在通常

程序得上訴於第三審之判決違背法令情形，並非均得提

起非常上訴。另所謂與統一適用法令或解釋法令有關，

係指涉及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者而言。詳言之

，即所涉及之法律問題意義重大而有加以闡釋之必要，

或對法之續造有重要意義者，始克相當。倘該違背法令

情形，尚非不利益於被告，且法律已有明確規定，向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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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義，因疏失致未遵守者，或司法院已有解釋可資依循

者，或其違背法令情形，業經本院著有判決先例或曾作

成統一之見解，實務上並無爭議者，或因「前提事實之

誤認」，其過程並不涉及法令解釋錯誤之問題者等諸情

形，對於法律見解並無原則上之重要性或爭議，即不屬

與統一適用法令有關之範圍，殊無提起非常上訴之必要

性。是基於上開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就非常上訴之規定係

採便宜主義之法理，檢察總長既得不予提起，如予提起

，本院自可不予准許。  

二、又刑事訴訟程序中上訴審法院，將合法之上訴，誤為不

合法，而從程序上為駁回上訴之判決確定者，此種確定

判決，既屬違法，應先依非常上訴程序撤銷後，再就合

法上訴進行審判，前經司法院院字第 790號解釋在案，又

本院 25年上字第 3231號判決前例意旨亦略以：無效之違

法判決，如誤合法之上訴為不合法而判決駁回時，此種

程序上之判決，本不發生實質的確定力，原上訴並不因

而失效，應仍就上訴為裁判。而所謂合法上訴，當與是

否利益於被告無關，亦即不問是否利益於被告之合法上

訴（利益於被告之上訴，如被告本人、其法定代理人、

配偶、原審代理人、辯護人及檢察官為被告利益之上訴

等；不利益於被告之上訴，如自訴人及檢察官對被告不

利益之上訴等）均包括在內。嗣司法院釋字第 271號解釋

則以：「刑事訴訟程序中不利益於被告之合法上訴，上

訴法院誤為不合法，而從程序上為駁回上訴之判決確定

者，其判決固屬重大違背法令，惟既具有判決之形式，

仍應先依非常上訴程序將該確定判決撤銷後，始得回復

原訴訟程序，就合法上訴部分進行審判。否則即與憲法

第 8條第 1項規定人民非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意旨

不符。最高法院 25年上字第 3231號判例，於上開解釋範

圍內，應不再援用」。據此，「誤合法之上訴為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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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無效違法裁判」，其處理方式可區分為：不利益於被

告之上訴，依非常上訴程序處理；有利益於被告之上訴

，仍有本院 25年上字第 3231號判例之適用，毋庸依非常

上訴程序撤銷該違法裁判，可逕依合法上訴程序進行審

判。  

三、本件被告陳○明被訴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圖利罪）案件

，經原審即臺灣高等法院於民國 107年 6月 27日以 106年度

重上更 (一 )字第 4號判決，其主文諭知「原判決關於陳○

明部分撤銷。陳○明犯公務員對主管之事務圖利罪，處

有期徒刑參年貳月，褫奪公權貳年。犯罪所得新臺幣陸

拾貳萬貳仟壹佰元，追徵其價額。其他上訴駁回。」。

嗣因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及被告分別為被告之不利益

及被告之利益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本院於 107年 12月 6日

，以 107年度台上字第 3570號判決（下稱本院第一次判決

）理由敘明「檢察官及被告之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

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

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

檢察官及被告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俱予駁

回」等旨，而依刑事訴訟法第 395條前段之規定，認為上

揭檢察官及被告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而以程序判

決駁回其等之上訴。然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 8年未能判

決確定之案件，除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者外，依刑事妥

速審判法第 7條規定，法院應依職權或被告之聲請，審酌

同條所列 3款事項，適當減輕其刑，俾以救濟被告之受迅

速審判之權利。本件被告所涉上開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

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於 99年 8月 20日繫屬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迄原審法院（即第二審更一審）判決日即 107年

6月 27日固尚未滿 8年，而無該法第 7條規定之適用，然至

繫屬本院第一次判決審理時已逾 8年，而有上開減刑規定

之適用，惟檢察官及被告均未依上述規定聲請減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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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仍應依職權加以審酌。惟本院於 107年 12月 6日所為之

第一次判決疏未注意及此逕從程序上駁回檢察官及被告

所提起之第三審上訴而確定。該案檢察官既係為被告之

不利益而提起第三審上訴，縱認本院前揭第一次判決有

誤合法上訴為不合法上訴，致該判決有重大違背法令之

情形（即無效之違法判決），惟既具有判決之形式，依

上開司法院釋字第 271號解釋意旨，仍應先循非常上訴程

序將本院第一次判決撤銷後，始得回復訴訟程序，就合

法上訴部分進行審判，然本院卻於 108年 6月 5日，又再度

以 107年度台上字第 3570號為第二次判決（下稱本院第二

次判決），其主文諭知：「原判決關於陳○明罪刑部分

撤銷。陳○明犯公務員對主管之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

刑貳年陸月，褫奪公權壹年。犯罪所得新臺幣陸拾貳萬

貳仟壹佰元，追徵其價額。」，似與上揭司法院解釋意

旨及本院向來一致見解，均有未合。雖本院第二次判決

於其理由內說明：「本件檢察官固有為陳○明之不利益

提起上訴，然其所提起之上訴，亦經本院認係違背法律

上之程式以上訴不合法予以駁回，自與司法院釋字第 271

號解釋所闡釋刑事訴訟程序中不利益於被告之合法上訴

，上訴法院誤為不合法，而從程序上為駁回上訴人所提

上訴之判決確定者，仍應先依非常上訴程序將該確定判

決撤銷後，始得回復原訴訟程序，就合法上訴部分進行

審判之情形尚有不同，應無庸先就本院上開以不合法駁

回上訴之判決（按係指本院前述第一次判決），予以撤

銷。則本院前於 107年 12月 6日所為判決既非誤合法上訴

為不合法，且該判決係僅從程序上所為之裁判，既與案

件之內容無關，即不受一事不再理原則之拘束」等旨（

見本院第二次判決第 12頁倒數第 8行至第 13頁第 4行 ) 。

然並未進一步剖析說明該案檢察官為被告之不利益上訴

，經本院前述第一次判決以其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

81



以駁回之情形，究竟與司法院釋字第 271號解釋所闡述之

意旨有何關聯暨有如何不同之處？且其既謂「本院前於

107年 12月 6日所為判決既非誤合法上訴為不合法」云云

。果爾，則上述本院第一次程序駁回上訴之判決，既非

有本院 25年上字第 3231號判決前例及司法院釋字第 271

號所指「誤合法上訴為不合法」之情形，即無違法而當

然無效之問題。則其何以於前述第一次判決駁回檢察官

及被告之上訴後，又於 108年 6月 5日再就本件同一上訴案

件，改為實體撤銷改判之判決（即前述本院第二次判決

）？其原因何在？法律上依據為何？均未據前述本院第

二次判決具體加以闡述說明，則其憑以再度判決之法律

依據及所持之法律見解為何，似未臻明瞭而難以審斷其

究竟有無非常上訴意旨所指摘之違背法令情形。然本院

第二次判決依其主文之諭示，尚非較不利於被告，並無

非予救濟不足以保障人權之情形。而依本件非常上訴意

旨所指摘本院第二次判決違背法令之事項，即違背憲法

第 8條第 1項所規定人民非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意

旨，暨司法院釋字第 60號解釋（即最高法院所為之確定

判決有拘束訴訟當事人之效力，縱有違誤，亦僅得按照

法定途逕聲請救濟等旨），以及前述司法院釋字第 271號

解釋意旨，其文義均極明確，在實務適用上向無疑義。

從而，前述本院第二次判決縱有如本件非常上訴意旨所

指摘之違背前述憲法規定及司法院解釋意旨之情形，但

既非不利益於被告，亦無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

，或對於法律續造具有重大意義之可言，依前揭說明，

在客觀上尚無認有給予非常上訴救濟之必要性，故應認

本件非常上訴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6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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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案】： 108年度非字第 2081號 
壹、標題：  

    同日諭知緩刑案件，得否互為原因案件而撤銷彼此緩刑

。  

貳、爭點：  

本件被告犯甲、乙二案 (乙案即本案，下稱本案 )，分由

不同法官審理、判決。判決結果甲案得易科罰金，本案

處逾 6月之有期徒刑。二案法官均諭知緩刑，並互相配合

，同日判決，同日確定，以避免撤銷緩刑之發生。嗣甲

案之緩刑已依刑法第 75條第 1項第 2款之規定，以緩刑前

犯本案為由被撤銷。法官又依刑法第 75條之 1第 1項第 1款

之規定，以本案緩刑前犯甲案為由，再度裁定 (下稱原裁

定 )撤銷本案之緩刑。爰審究原裁定是否違背法令，其爭

點如下：  

一、刑法第 75條之 1第 1項第 1款之得撤銷緩刑之規定，是否包

括「緩刑案件」與「故意犯他罪案件」同日確定之情形

？  

二、本案法官勸諭被告認罪並與告訴人和解，復告知如果認

罪，且與告訴人和解，將考慮予以緩刑。且二案法官互

相配合訴訟速度，以避免撤銷緩刑之情形發生。又二案

法官、公訴檢察官及所有告訴人均同意緩刑。在上述情

形下，原裁定以得易科罰金之甲案，撤銷不得易科罰金

之本案，是否違反比例原則？  

三、法院於裁定前，已知悉甲案以本案為原因，而撤銷緩刑

。則二案互相為原因案件，而撤銷二案之緩刑，與其他

撤銷緩刑案件僅能撤銷一個案件相較，是否違反公平原

則？  

四、執行檢察官違反同署 2位公訴檢察官同意緩刑之意旨，而

聲請撤銷本案之緩刑，是否違反禁反言原則？  

五、原裁定違背二案法官欲以同日判決、同日確定之方式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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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撤銷緩刑之作為，而撤銷本案緩刑，是否失信於被告

等人？是否損及司法威信？   

六、被告於二案審理前、審理中 3次聲請合併審判，二案法官

因確認：判決同日確定，不得撤銷緩刑之法律見解，而

未合併審判。該法律見解不為原裁定所採，如依原裁定

之法律見解，二案法官未准許被告聲請合併審判，對被

告有無善盡訴訟照顧之義務？  

參、關係條文：   

    刑法第 75條之 1第 1項第 1款  

肆、第一次非常上訴理由：  

一、按刑法第 75條之 1第 1項第 1款（下稱該款）之得撤銷緩刑

之宣告，為於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 6月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足認原宣告

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得撤銷其宣告，法有明文。而

該款之撤銷緩刑宣告案件（下稱撤緩案件），與撤銷緩

刑原因案件（即「故意犯他罪」之案件，下稱原因案件

），以判決確定日期為基準，必須有前、後案之關係。

且撤緩案件在前，原因案件在後。緩刑案件與其他案件

如無前、後案之關係，而於同日判決確定，該案即非原

因案件，不能據以撤銷緩刑案件之緩刑宣告，並無該款

之適用。茲敘述理由如後： (一 )就法文之文義解釋而言

：該款規定：「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 6

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又依刑

法第 74條第 1項規定，撤緩案件之緩刑期間自判決確定之

日起算，故原因案件必須在撤緩案件判決確定後至緩刑

期滿前判決確定。因必須先有宣告緩刑確定之撤緩案件

，始發生得否撤銷緩刑之問題，亦即始發生是否為撤銷

緩刑原因案件之問題。該款規定原因案件判決確定時，

必須在撤緩案件緩刑期內，此時撤緩案件已經起算緩刑

期間，當然撤緩案件已經先判決確定。 (二 )就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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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依 94年 2月 2日刑法第 75條項下（雖置於該條項下

，實與該款規定有關）之立法理由四記載：依現行法規

定及實務上見解，(一 ) 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受徒

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者；(二 ) 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在

緩刑期內受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者，均須在緩刑期滿

前，「後案」之裁判已確定，始得撤銷緩刑之宣告  (參

照刑法第 76條、司法院院字第 387號解釋 ) ，爰分別於第

1項第 1款、第 2款增列「於緩刑期內」、「確定」之用語

，以資明確等語。足見撤緩案件與原因案件，以判決確

定日期為基準，必須有前、後案之關係。且撤緩案件在

前，原因案件在後。 (三 )就實務見解而言：司法院院字

第 1980號解釋文記載：「某人先後犯子、丑兩罪。丑罪

先發覺，經宣告緩刑。在緩刑期內，又發覺子罪復經宣

告緩刑確定者。如子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依刑

法第 75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雖為修正前規定，但修正後

該款規定應作同樣處理），應為撤銷丑罪緩刑宣告之原

因。至子罪緩刑之宣告，與同條各款所列情形未符，如

丑罪係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得依非常上訴程序糾

正。」，足以說明撤緩案件與原因案件，以判決確定日

期為基準，必須有前、後案之關係。且撤緩案件在前，

原因案件在後。實務上，二案合併審判，同日判決且同

日確定之案件，從未發生撤銷緩刑之案例。本件二案雖

同日判決且同日確定，原裁定卻因二案分開審判，以二

件判決形式出現，而撤銷緩刑，實係出於對該款意涵之

誤會。實務上，二案分開審判，法官湊巧同日判決之機

率甚小，又因判決送達時間、當事人是否上訴等因素，

同日確定之機率幾乎為零。實務上尚未發現二案分開審

判，而同日均判決緩刑，且同日確定，而以其中一案為

原因，撤銷另一案緩刑之例子。本件應為首例。又撤銷

緩刑係以「罪」為對象（法文稱「緩刑前因故意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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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而非以是否合併審判之「訴訟案件」為對象

，故本件撤銷緩刑不能說明何以合併審判不得撤銷緩刑

之理由。事實上，二案是否合併審判，實與得否撤銷緩

刑無關。不論合併審判或分開審判，同日判決確定之案

件，不能作為撤緩案件之原因案件，不得據以撤銷緩刑

案件之緩刑宣告，並無該款之適用。 (四 )就公平正義而

言：如二案均宣告緩刑，因判決確定有先後，至多僅有

一案緩刑被撤銷。而同日確定之二案，因無先後，可互

為原因案件，二案緩刑反而均可能被撤銷。此豈事理之

平？又舉例而言，不論是否合併審判，如同日確定之案

件，可互為原因案件，則法官判決二罪皆逾 6月，均不可

緩刑，因嗣後均應依刑法第 75條第 1項第 2款撤銷。如二

罪皆未逾 6月，則均不宜緩刑，因嗣後均得依該款撤銷。

如一罪逾 6月，一罪未逾 6月，則逾 6月者不宜緩刑，因嗣

後得撤銷；未逾 6月者，不可緩刑，因嗣後應撤銷。此不

僅不符實務，且違反公平正義。故同日確定之二案，不

可互為原因案件而撤銷緩刑。  

二、次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

訴訟法第 378條定有明文。經查原裁定係撤銷緩刑宣告之

裁定，與科刑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如有違背法令，

自得提起非常上訴。又查被告郭○佑前於 105年 7月 26日

犯恐嚇危害安全罪 1罪， 105年 11月 6日、 105年 12月 26日

犯拍攝少年為性交行為之照片 2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下稱臺北地院）於 108年 1月 25日，以 108年度審簡字第

130號判決，依序判處有期徒刑 2月、 6月、 6月，應執行

有期徒刑 10月，均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緩刑 3年，並

於 108年 2月 24日確定（下稱另案）。又於 106年 1月 15日

犯強制性交 1罪、拍攝少年為性交行為之電子訊號 1罪，

106年 1月 15日、 106年 3月 1日犯恐嚇危害安全 2罪項，經

臺北地院於 108年 1月 25日，以 107年度侵訴字第 16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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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判處有期徒刑 1年 8月、7月、拘役 20日、20日。有

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 2年，緩刑 5年；拘役部分應

執行拘役 3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緩刑 2年，於

108年 2月 24日確定（下稱本案）。有另案與本案（下稱

二案）卷證可證。是二案均於 108年 1月 25日判決，且均

於 108年 2月 24日判決確定，係同日判決，且同日判決確

定之案件。依前開說明，另案自不能作為本案之撤銷緩

刑原因案件，不得據以撤銷本案之緩刑宣告，並無該款

之適用。乃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原署）檢察官誤

以另案為原因案件，依該款聲請撤銷本案之緩刑宣告。

臺北地院 108年度撤緩字第 99號裁定，亦疏未查明，而撤

銷本案之緩刑宣告。經被告抗告，原裁定仍為駁回抗告

之裁定而告確定。依上述說明，原裁定有適用法則不當

之違背法令。  

三、退一步言，即令二案分開審判，同時判決、且同時確定

，有該款之適用，原裁定仍違背法令。理由如後： (一 )

經查本案雖係後犯罪，原署巨股檢察官卻先於 107年 1月

25日起訴，本案於 107年 6月 7日第 1次開庭，被告否認犯

罪，法官問告訴代理人：「有無意願和解？」告訴代理

人答：「目前沒有實際談過。」 (見本案審理卷一第 146

頁、第 148頁 )。本案於 107年 6月 26日第 2次開庭，被告辯

護人稱：被告有另案正在偵查，請法院給予時間，等另

案起訴後，再往和解及認罪方向處理。告訴代理人亦表

達：同意和另案一起處理和解問題。檢察官亦表示無意

見 (見本案審理卷一第 170頁 )。另案於 107年 5月 18日亦由

原署巨股檢察官起訴，被告乃於 107年 7月 20日向臺北地

院聲請，為保障被告訴訟上之防禦權，請盡速將另案分

案，併由本案法官審理。臺北地院於 107年 9月 10日分案

，被告乃於 107年 10月 8日第 2次聲請將二案併案審理，並

於聲請書中敘明：本案正積極和解中，如獲得被害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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諒，本案法官同意緩刑。若分開審理，恐使本案法官之

美意落空等旨 (見另案審訴卷第 23頁、第 37頁至第 41頁 )

。另案於 107年 10月 11日第 1次開庭，被告與另案告訴人

當庭和解，被告亦當庭提出聲請狀，第 3次聲請併案審判

，同時另案告訴人均同意予被告緩刑 (見另案審訴卷第 85

頁、第 91頁、第 104頁 )。本案於 107年 11月 2日第 3次開庭

，法官易人，被告辯護人稱：前法官認為如和解，願意

給予緩刑，現另案法官亦表示願意給予緩刑，願意等本

案宣判時一併宣判，這樣就沒有撤銷緩刑之問題。如現

在審理之法官及檢察官願意給被告機會，被告願意認罪

等語。並當庭達成 36萬元和解之合意。檢察官及本案告

訴人代理人均同意給被告緩刑自新之機會 (見本案審理

卷二第 73頁至第 76頁 )。另案於 107年 11月 15日第 2次開庭

，法官詢問本案開庭之進度 (見另案審訴卷第 112頁 )。本

案告訴人於 107年 11月 23日具狀撤回告訴，並附送和解書

(見本案審理卷二第 93頁至第 99頁 )。本案於 107年 12月 28

日第 4次開庭，被告承認犯罪，各方均同意緩刑 (見本案

審理卷二第 121頁至第 127頁 )。本案於 108年 1月 14日開審

理庭，再度確定各方均同意緩刑，並定 108年 1月 25日宣

判 (見本案審理卷二第 169頁至第 181頁 )。另案於 108年 1

月 8日第 3次開庭，法官亦關心本案進度。被告於 108年 1

月 14日向另案法官陳報本案之宣判日期 (見另案審訴卷

第 130頁、第 159頁 )。另案合議庭旋於 108年 1月 21日裁定

，將原審訴字案件改為審簡字案件，由受命法官獨任逕

以簡易判決處刑 (見另案審訴卷第 165頁 )，並於 108年 1月

25日判決，宣告緩刑 (見另案審簡卷第 9頁至第 19頁 )。本

案亦於同日宣判緩刑 (見本案審理卷二第 195頁至第 203

頁 )。另案、本案依序於 108年 1月 31日、 108年 2月 1日送

達判決書於被告。二案並於 108年 2月 13日同一日送達判

決書予公訴檢察官 (見另案審簡卷第 23頁、第 21頁；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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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卷二第 210頁、第 218頁 )，而於 108年 2月 24日同日判

決確定等事實。有各該案卷、筆錄、刑事聲請狀及送達

證書可證。足見被告非常上訴聲請狀所稱：二案審理期

間，二案法官均一再勸諭被告認罪並與告訴人等和解，

復告知被告如認罪而確有悔悟之心，且與二案告訴人達

成和解，告訴人均表明宥恕聲請人之意，即考慮予被告

宣告緩刑。本案公訴檢察官亦當庭表示對緩刑之宣告無

意見，為此，被告乃認罪並累及母親籌措資金，積極尋

求告訴人之諒解，逐一賠償而全部達成和解。且本案之

合議庭於審酌是否對被告併為宣告緩刑時，雖明知另案

之犯罪事實猶在同法院審理中，惟仍認被告係因一時失

慮，誤罹重典，犯後又坦承犯行，告訴人亦同意給予聲

請人緩刑，其受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教訓，當能知所

警惕，應無再犯之虞，本案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

當，故而併對聲請人為緩刑之宣告；同時二案法官又均

認二案如若於同一日宣示判決，其後於同一日判決確定

，即可規避緩刑前故意犯罪嗣於緩刑期內受有罪之判決

確定而「應」或「得」撤銷緩刑等規定之適用。是以二

案雖係分別踐行不同之審判程序，然卻均定在 108年 1月

25日判決，二案之檢察官亦均未上訴，二案乃同於 108年

2月 24日判決確定等情（見本署 108年度非字第 2081號卷

第 8頁），確為事實，可以採信。(二 )又按該款採用裁量

撤銷主義，賦予法院撤銷與否之權限，特別規定實質要

件為「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

罰之必要」，供作審認之標準。亦即法官應依職權本於

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酌原宣告緩刑之背景有無變更

、被告所犯前後數罪間之情節、被告主觀犯意等情，是

否已使前案原為促使被告改過自新而宣告之緩刑，已難

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如其審酌違

反比例原則或公平原則，其撤銷緩刑即屬違背法令，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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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提起非常上訴。承前所述，本案法官審理時即勸諭被

告認罪並與告訴人等和解，復告知被告如認罪，且與二

案告訴人和解，即考慮予被告宣告緩刑，並知悉：被告

犯另案之犯罪，另案已經和解，另案為避免將來二案緩

刑被撤銷，而配合本案進行程度為處理等情，終為緩刑

之宣告。此一宣告緩刑之背景至今並未變更。又二案由

同一股檢察官偵查，原可同時起訴，雖因案件難易不同

，而分別起訴。惟二案之案件型態、罪質相同，犯罪時

間相近，犯罪情節相似，並無於本案偵審、緩刑期間更

為犯罪，或為其他不良行為之問題，自宜為相同之判斷

、處理。故二案法官、公訴檢察官及所有告訴人均同意

緩刑，甚為妥適。且被告犯罪時年僅 18歲，情竇初開，

為社會不良風氣所迷，因情色而犯另案之恐嚇危害安全

、拍攝少年為性交行為之照片罪，主觀之惡性尚非嚴重

。原裁定未審酌原宣告緩刑之背景有無變更、被告所犯

前後數罪間之情節、被告主觀犯意等情，而以得易科罰

金之另案，撤銷不得易科罰金之本案，顯然違反比例原

則。是以臺北地院 108年度撤緩字第 99號裁定（下稱 99號

裁定）認為：二案不僅案件型態、罪質均與前案相同，

且犯罪情節亦高度相似，堪認其非一時失慮而犯之，況

被告於前案犯行後未及 1月即再犯罪質、型態均相同之本

案，益見其主觀惡性，故本案緩刑宣告未能收預期效果

，有執行刑罰必要等情，尚有不當。原裁定認可 99號裁

定前開之見解，並進而認定：本案不僅侵害他人性自主

權，二案案件型態、罪質相同，犯罪情節復極為近似，

而具重複性，同為故意犯，堪認被告法治觀念薄弱，且

其已非一時失慮犯之。況其於另案中拍攝少年為性交行

為照片後未及 1月即再犯罪質、型態均相同之本案中拍攝

性交行為電子訊號之犯行，益見被告主觀犯意顯現之惡

性及未能尊重社會規範之反社會性已然非微，不符「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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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制度係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

新而設」之本旨，應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有執行刑罰

之必要等語，顯然混淆「宣告緩刑」要件與「撤銷緩刑

」要件，亦有不當。況原裁定於 108年 9月 16日裁定前，

已知悉另案之緩刑宣告已以本案為原因而撤銷確定（見

第 99號案卷第 25頁至第 31頁），則以二案互為原因案件

，而撤銷二案之緩刑，與其他撤銷緩刑案件僅能撤銷一

個案件相較，顯然違反公平原則。依前開說明，原裁定

即屬違背法令。 (三 )復按禁反言係源自誠信原則所導出

禁止矛盾行為或出爾反爾，破壞相對人正當信賴之法律

原則，依司法院釋字第 527號解釋理由書第 2段所載意旨

，係以禁反言原則拘束各級地方立法機關之立法及釋憲

聲請之適例，及行政程序法第 8條之規定，足徵禁反言之

法律原則得以拘束公法及私法各權之行使。檢察官於以

實現國家刑罰權為目的之刑事追訴、執行程序，不論係

其偵查、公訴或執行職務之執行，自仍受上開原則之拘

束。如前所述，本案 107年 6月 26日第 2次開庭，公訴檢察

官已經知悉被告有另案正在偵查，被告欲二案一起往和

解及認罪方向處理等情，對此並表示無意見。本案公訴

檢察官於 107年 11月 2日、107年 12月 28日、108年 1月 14日

3次開庭時，均表示同意緩刑，並於本案判決後未上訴。

另案公訴檢察官亦知悉另案完全配合本案進度，為避免

撤銷緩刑，而同日判決、同日確定等情，並同意緩刑，

判決後亦未上訴。乃執行檢察官未詳查前開情形，違反

同署 2位公訴檢察官之言行意旨，而於 108年 5月 6日，以

108年度執聲字第 846號聲請撤銷本案緩刑，依前開說明

，已違反禁反言原則。而原裁定未審酌執行檢察官違反

禁反言原則，且違背二案法官欲以同日判決、同日確定

之方式規避撤銷緩刑之作為，而准許執行檢察官之聲請

，撤銷本案緩刑，顯然失信於被告等人，難謂無損於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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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威信。原裁定尚有違誤。(四 )另按刑事訴訟法第 2條明

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

之情形，一律注意，被告並得請求為有利於己之必要處

分。本此立法意旨，法院於訴訟程序進行中，對涉及法

律規定之適用，而可能對被告產生無法預見之不利益時

，即應善盡訴訟照顧義務，告知所擬制之法律效果，以

促請注意，使被告能合法行使訴訟防禦權，兼顧被告對

於裁判效力之信賴及國家刑罰權之正確行使。查被告對

於二案分開審判，有撤銷緩刑之虞，而於 107年 7月 20日

、 107年 10月 8日、 107年 10月 11日 3次聲請合併審判。二

案法官因確認：分開審理、同日判決及同日確定，即不

得撤銷緩刑之法律見解，而未合併審判。其法律見解洵

屬正確，惟不為原裁定所採。如依原裁定之法律見解，

分開審理、同日判決及同日確定，得撤銷緩刑，僅於合

併審判時，始不得撤銷緩刑，則二案法官未准許合併審

判，致二案緩刑均被撤銷，依前開說明，均對被告未善

盡訴訟照顧義務。原裁定未審酌此一情形，撤銷本案緩

刑，亦有違誤。  

四、綜上所述，二案同日判決且同日確定，另案不得據以撤

銷本案之緩刑宣告，並無該款之適用，原裁定竟撤銷本

案緩刑，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退一步言，即令二案

分開審判，同時判決、且同時確定，有該款之適用。因

原裁定審酌撤銷本案緩刑之實質要件，違反比例原則及

公平原則，亦屬違背法令。且原裁定未審酌執行檢察官

違反禁反言原則，且違背二案法官規避撤銷緩刑之作為

，而准許執行檢察官之聲請，撤銷本案緩刑，尚有違誤

。又原裁定未審酌二案法官均對被告未善盡訴訟照顧義

務，而撤銷本案緩刑，亦有違誤。  

五、案經確定，且對被告不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

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及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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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第一次駁回 )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台非字第 86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郭○佑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等罪案件，對於臺灣高等法院中華

民國 108年 9月 16日第二審撤銷緩刑確定裁定（ 108年度抗字第

1428號，聲請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108年度執聲字第 846

號），認為違法，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本院按：  

一、緩刑之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

，而在緩刑期內受 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

確定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

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刑法第 74條第 1項

、第 75條之 1第 1項第 1款分別定有明文。是祇要被告更犯

罪之時間在宣告緩刑之前，而受上開有期徒刑、拘役或

罰金之宣告確定之時間又在緩刑期內，並經法官依職權

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審酌相關因素，是否已使原為促

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宣告之緩

刑，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即

得撤銷其緩刑。本件被告郭○佑於民國 106年 1月 15日犯

強制性交 1罪、拍攝少年為性交行為之電子訊號 1罪，106

年 1月 15日、106年 3月 1日犯恐嚇危害安全 2罪，經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於 108年 1月 25日以 107年度

侵訴字第 16號判決依序判處有期徒刑 1年 8月、7月、拘役

20日、 20日。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 2年，緩刑 5

年；拘役部分應執行拘役 3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

準，緩刑 2年，於 108年 2月 24日確定（下稱本案）。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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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於 105年 7月 26日犯恐嚇危害安全罪 1罪，105年 11月 6日

、 105年 12月 26日犯拍攝少年為性交行為之照片 2罪，經

臺北地院於 108年 1月 25日以 108年度審簡字第 130號判決

依序判處有期徒刑 2月、6月、6月，應執行有期徒刑 10月

，均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緩刑 3年，並於 108年 2月 24

日確定（下稱前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被

告所為屬於緩刑前故意犯前案，而在緩刑期內受 6月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足認原宣告之緩刑

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得撤銷其緩刑

之宣告，向臺北地院（下稱第一審）聲請撤銷其緩刑之

宣告，第一審以被告合於上揭要件，審酌被告所犯本案

強制性交、拍攝少年為性交行為之電子訊號罪、恐嚇危

害安全罪之案件，不僅案件型態、罪質均與前案相同，

且犯罪情節亦高度相似，堪認其非一時失慮而犯之，況

被告於前案犯行後未及 1月即再犯罪質、型態均相同之本

案，益見其主觀惡性，堪認本案判決緩刑宣告未能收預

期之效果，而有執行刑罰必要，因認檢察官聲請撤銷本

案所宣告之緩刑，核無不合，乃於 108年 8月 2日裁定，將

被告之緩刑宣告撤銷。嗣被告不服第一審之裁定，向原

審法院提起抗告。原確定裁定以第一審之裁定，經核於

法尚屬無違，並說明抗告意旨被告係置第一審裁定已載

敘之理由、裁量依據於不顧及其他與緩刑宣告應否撤銷

之判斷無涉之事由，任意指第一審裁定不當，難認有理

由，乃維持第一審裁定，而駁回被告所提起之抗告。揆

之首揭說明，即無不合。非常上訴意旨以依刑法第 75條

之 1第 1項第 1款、第 74條法文之文義解釋、同法第 75條之

立法理由、實務見解及公平正義等面向，認本案與前案

為同日判決且同日確定，前案不得據以撤銷本案之緩刑

宣告，即無刑法第 75條之 1第 1項第 1款之適用，原裁定竟

94



撤銷本案緩刑，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等語，尚難認為

有理由。  

二、非常上訴，乃對於審判違背法令之確定判決或與實體判

決具同等效力之裁定所設之非常救濟程序，刑事訴訟法

第 441條既定明以「發見」而非「認為」上開確定判決或

裁定違背法令，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得」向最高法院

提起非常上訴，則非常上訴自應以上開確定判決或裁定

客觀上顯然違背法令為要件；如以主觀上之認知，對尚

有爭議之法律見解、法律事後審對上訴或抗告理由是否

為適法理由之審認、或事實審所為證據之取捨、判斷，

徒持相異之評價，據以提起非常上訴，要非適法之非常

上訴理由，亦與非常上訴採便宜主義之本旨有違。又行

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

為綜合之審酌考量，是否予以宣告緩刑，但事後執行檢

察官發現當時所為緩刑之判斷有誤時，得向法院聲請是

否撤銷緩刑，法院即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刑（參

刑法第 75條、第 75條之 1），並不受當時法院判決或檢察

官所為意思表示之拘束，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

以符刑罰之目的，此與當事人依刑事訴訟法第 451條之 1

第 1項或第 3項規定表示願受科刑範圍（指被告）或為求

刑或為緩刑宣告之請求（指檢察官）者，法院如於被告

所表示範圍內科刑，或依檢察官之請求（求刑或請求宣

告緩刑）為判決者，依第 455條之 1第 2項規定，各該當事

人不得上訴，採「禁反言」之方式立論，並不相同。本

件原確定裁定已明白認定被告所提之抗告意旨： 1.前案

乃被告實行本案犯行前所犯，並非被告犯本案後再犯，

且前案與本案係因檢察官先後提起公訴，以致先後繫屬

於第一審法院，且被告自前案及本案經檢察官分案偵查

後，別無其他不法情事，足認被告自「前案」及「本案

」踐行偵查程序時起，即未再犯罪，亦無因藐視法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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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觸法之行為，自難認被告本案所宣告之緩刑，將因

前案事實之存在即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 2.本案與前案經第一審法院分別受理，礙於不同法官

以不同程序審理而不併案，惟於前案及本案審理期間，

前案獨任審理法官及本案合議庭，均已查明被告確有悔

悟之心，且與本案及前案被害人均已達成和解，表明宥

恕被告之意，因而皆認被告無再犯之虞，本案合議庭於

審酌是否對被告併為宣告緩刑時，雖明知前案犯罪事實

尚在同法院審理中，仍認被告係因一時失慮，誤罹重典

，犯後又坦承犯行，被害人亦同意給予被告緩刑，其受

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教訓，當能知所警惕，應無再犯

之虞，本案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故而併對被

告為緩刑之宣告，是以前案與本案雖係分別踐行不同審

判程序，均定在 108年 1月 25日製作或宣示判決，前案及

本案檢察官亦皆肯認前案與本案對被告之緩刑宣告為適

當，以致俱未提起上訴，前案與本案乃同於 108年 2月 24

日判決確定。 3.是以，第一審法院逕自「反言」推認於

本案合議庭已知悉前案事實存在之前提下所宣告之本件

緩刑，必因該前案事實存在即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

行刑罰必要，乃依刑法第 75條之 1第 1項第 1款規定，撤銷

本案對受刑人之緩刑宣告，自難認允當等語。俱與緩刑

宣告應否撤銷之判斷無涉，乃憑己意任指第一審裁定為

不當，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核已對被告抗告意旨加

以審查，並加以說明，客觀上並無顯然違背法令之情形

，非常上訴意旨猶執詞爭執原裁定確定未審酌撤銷本案

緩刑之實質要件，違反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且未審酌

二案法官均對被告未善盡訴訟照顧義務，而撤銷本案緩

刑，均有違背法令等語，自係對確定裁定所為抗告理由

之審認，任持異見指摘；又此撤銷緩刑乃事後審查，並

無禁反言之適用，非常上訴意旨仍以原確定裁定未審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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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檢察官違反當時公訴檢察官之意思，揆之上開說明

，亦非適法之非常上訴理由。  

三、綜上，非常上訴意旨以前揭事由，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

，依上開說明，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6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29    日  

陸、第二次非常上訴理由：  

一、按刑法第 75條之 1第 1項第 1款 (下稱該款）之得撤銷緩刑

之宣告，為於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 6 月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足認原宣告

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得撤銷其宣告，法有明文。而

該款之撤銷緩刑宣告案件 (下稱撤緩案件），與撤銷緩刑

原因案件 (即『故意犯他罪』之案件，下稱原因案件 )，

以判決確定日期為基準，必須有前、後案之關係。且撤

緩案件在前，原因案件在後。緩刑案件與其他案件如無

前、後案之關係，而於同日判決確定，該案即非原因案

件，不能據以撤銷緩刑案件之緩刑宣告，並無該款之適

用。茲敘述理由如後： (一 )就法律之文義解釋而言：該

款規定：「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 6月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又依刑法第

74條第 1項規定，撤緩案件之緩刑期間自判決確定之日起

算，故原因案件必須在撤緩案件判決確定後至緩刑期滿

前判決確定。因必須先有宣告緩刑確定之撤緩案件，始

發生得否撤銷緩刑之問題，亦即始發生是否為撤銷緩刑

原因案件之問題。該款規定原因案件判決確定時，必須

在撤緩案件緩刑期內，此時撤緩案件已經起算緩刑期間

，當然撤緩案件已經先判決確定。 (二 )就立法理由而言

：依 (民國 )94年 2月 2日修正公布刑法第 75條項下 (雖置於

該條項下，實與該款規定有關 )之立法理由四記載：依現

行法規定及實務上見解， (一 )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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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者； (二 )緩刑前因故意犯他

罪，在緩刑期內受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者，均須在緩

刑期滿前，「後案」之裁判已確定，始得撤銷緩刑之宣

告 (參照刑法第 76條、司法院院字第 387號解釋 )，爰分別

於第 1項第 1款、第 2款增列「於緩刑期內」、「確定」之

用語，以資明確等語。足見撤緩案件與原因案件，以判

決確定日期為基準，必須有前、後案之關係。且撤緩案

件在前，原因案件在後。 (三 )就實務見解而言：司法院

院字第 1980號解釋文記載：「某人先後犯子、丑兩罪。

丑罪先發覺，經宣告緩刑。在緩刑期內，又發覺子罪復

經宣告緩刑確定者。如子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依刑法第 75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雖為修正前規定，但修

正後該款規定應作同樣處理），應為撤銷丑罪緩刑宣告

之原因。至子罪緩刑之宣告，與同條各款所列情形未符

，如丑罪係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得依非常上訴程

序糾正。」足以說明撤緩案件與原因案件，以判決確定

日期為基準，必須有前、後案之關係。且撤緩案件在前

，原因案件在後。 (四 )就公平正義而言：如二案均宣告

緩刑，因判決確定有先後，至多僅有一案緩刑被撤銷。

而同日確定之二案，因無先後，可互為原因案件，二案

緩刑反而均可能被撤銷。如此豈有公平可言？又舉例而

言，不論是否合併審判，如同日確定之案件，可互為原

因案件，則法官判決二罪皆逾 6月，均不可緩刑，因嗣後

均應依刑法第 75條第 1項第 2款撤銷。如二罪皆未逾 6月，

則均不宜緩刑，因嗣後均得依該款撤銷。如一罪逾 6月，

一罪未逾 6月，則逾 6月者不宜緩刑，因嗣後得撤銷；未

逾 6月者，不可緩刑，因嗣後應撤銷。此不僅不符實務，

且違反公平正義。故同日確定之二案，不可互為原因案

件而撤銷緩刑。 (五 )實務上，二案合併審判，同日判決

且同日確定之案件，從未發生撤銷緩刑之案例。本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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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雖同日判決且同日確定，原裁定卻因二案分開審判，

以二件判決形式出現，而撤銷緩刑，實係出於對該款意

涵之誤會。實務上，二案分開審判，法官湊巧同日判決

之機率甚小，又因判決送達時間、當事人是否上訴等因

素，同日確定之機率幾乎為零。實務上尚未發現二案分

開審判，而同日均判決緩刑，且同日確定，而以其中一

案為原因，撤銷另一案緩刑之例子。本件應為首例。又

撤銷緩刑係以「罪」為對象（法文稱「緩刑前因故意犯

他『罪』」），而非以是否合併審判之「訴訟案件」為

對象，故本件撤銷緩刑不能說明何以合併審判不得撤銷

緩刑之理由。事實上，二案是否合併審判，實與得否撤

銷緩刑無關。不論合併審判或分開審判，同日判決確定

之案件，不能作為撤緩案件之原因案件，不得據以撤銷

緩刑案件之緩刑宣告，並無該款之適用。 (六 )經查被告

甲○○前於 105年 7月 26日犯恐嚇危害安全罪 1罪， 105年

11月 6日、105年 12月 26日犯拍攝少年為性交行為之照片 2

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於 108年 1月

25日，以 108年度審簡字第 130號判決，依序判處有期徒

刑 2月、6月、6月，應執行有期徒刑 10月，均諭知易科罰

金折算標準，緩刑 3年，並於 108年 2月 24日確定（下稱另

案）。又於 106年 1月 15日犯強制性交 1罪、拍攝少年為性

交行為之電子訊號 1罪， 106年 1月 15日、 106年 3月 1日犯

恐嚇危害安全 2罪（項），經臺北地院於 108年 1月 25日，

以 107 年度侵訴字第 16號判決，依序判處有期徒刑 1年 8

月、7月、拘役 20日、20日。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

刑 2年，緩刑 5年；拘役部分應執行拘役 30日，並諭知易

科罰金折算標準，緩刑 2年，於 108年 2月 24日確定（下稱

本案）。有另案與本案（下稱二案）卷證可證。 (七 )是

二案均於 108年 1月 25日判決，且均於 108年 2月 24日判決

確定，係同日判決，且同日判決確定之案件。依前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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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另案自不能作為本案之撤銷緩刑原因案件，不得據

以撤銷本案之緩刑宣告，並無該款之適用。乃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下稱原署）檢察官誤以另案為原因案件，

依該款聲請撤銷本案之緩刑宣告。臺北地院 108年度撤緩

字第 99號裁定，亦疏未查明，而撤銷本案之緩刑宣告。

經被告抗告，原裁定仍為駁回抗告之裁定而告確定。依

上述說明，原裁定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  

二、即令二案分開審判，同時判決、且同時確定，有該款撤

銷緩刑之適用，原裁定違背法令。 (一 )經查本案雖係後

犯罪，原署檢察官卻先於 107年 1月 25日起訴，本案於 107

年 6月 7日法院第 1次開庭，被告否認犯罪，法官問告訴代

理人：「有無意願和解？」告訴代理人答：「目前沒有

實際談過。」（見本案審理卷一第 146頁、第 148頁）。(

二 )本案於 107年 6月 26日第 2次開庭，被告辯護人稱：被

告有另案正在偵查，請法院給予時間，等另案起訴後，

再往和解及認罪方向處理。告訴代理人亦表達：同意和

另案一起處理和解問題。檢察官亦表示無意見（見本案

審理卷一第 170頁）。(三 )另案於 107年 5月 18日亦由原署

巨股檢察官起訴，被告乃於 107年 7月 20日向臺北地院聲

請，為保障被告訴訟上之防禦權，請盡速將另案分案，

併由本案法官審理。臺北地院於 107年 9月 10日分案，被

告乃於  107年 10月 8日第 2次聲請將二案併案審理，並於

聲請書中敘明：本案正積極和解中，如獲得被害人原諒

，本案法官同意緩刑。若分開審理，恐使本案法官之美

意落空等旨（見另案審訴卷第 23頁、第 37頁至第 41頁）

。 (四 )另案於 107年 10月 11日第 1次開庭，被告與另案告

訴人當庭和解，被告亦當庭提出聲請狀，第 3次聲請併案

審判，同時另案告訴人均同意予被告緩刑（見另案審訴

卷第 85頁、第 91頁、第 104頁）。(五 )本案於 107年 11月 2

日第 3次開庭，法官易人，被告辯護人稱：前法官認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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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願意給予緩刑，現另案法官亦表示願意給予緩刑

，願意等本案宣判時一併宣判，這樣就沒有撤銷緩刑之

問題。如現在審理之法官及檢察官願意給被告機會，被

告願意認罪等語。並當庭達成 36萬元和解之合意。檢察

官及本案告訴人代理人均同意給被告緩刑自新之機會（

見本案審理卷二第 73頁至第 76頁）。(六 )另案於 107年 11

月 15日第 2次開庭，法官詢問本案開庭之進度（見另案審

訴卷第 112頁 )。本案告訴人於 107年 11月 23日具狀撤回告

訴，並附送和解書（見本案審理卷二第 93頁至第 99頁）

。 (七 )本案於 107年 12月 28日第 4次開庭，被告承認犯罪

，各方均同意緩刑（見本案審理卷二第 121頁至第 127頁

）。本案於 108年 1月 14日開審理庭，再度確定各方均同

意緩刑，並定 108年 1月 25日宣判（見本案審理卷二第 169

頁至第 181頁）。(八 )另案於 108年 1月 8日第 3次開庭，法

官亦關心本案進度。被告於 108年 1月 14日向另案法官陳

報本案之宣判日期（見另案審訴卷第 130頁、第 159頁）

。 (九 )另案合議庭旋於 108年 1月 21日裁定，將原審訴字

案件改為審簡字案件，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

刑（見另案審訴卷第 165頁），並於 108年 1月 25日判決，

宣告緩刑（見另案審簡卷第 9頁至第 19頁）。本案亦於同

日宣判緩刑 (見本案審理卷二第 195頁至第 203頁 )。 (十 )

另案、本案依序於 108年 1月 31日、108年 2月 1日送達判決

書於被告。二案並於 108年 2月 13日同一日送達判決書予

公訴檢察官（見另案審簡卷第 23頁、第 21頁；本案審理

卷二第 210頁、第 218頁），而於 108年 2月 24日同日判決

確定等事實。有各該案卷、筆錄、刑事聲請狀及送達證

書可證。足認二案審理期間，二案法官均一再勸諭被告

認罪並與告訴人等和解，復告知被告如認罪而確有悔悟

之心，且與二案告訴人達成和解，告訴人均表明宥恕被

告（非常上訴書原誤載為聲請人）之意，即考慮予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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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緩刑。本案公訴檢察官亦當庭表示對緩刑之宣告無

意見，為此，被告乃認罪並累及母親籌措資金，積極尋

求告訴人之諒解，逐一賠償而全部達成和解。且本案之

合議庭於審酌是否對被告併為宣告緩刑時，雖明知另案

之犯罪事實猶在同法院審理中，惟仍認被告係因一時失

慮，誤罹重典，犯後又坦承犯行，告訴人亦同意給予被

告（非常上訴書原誤載為聲請人）緩刑，其受此偵審程

序及刑之宣告教訓，當能知所警惕，應無再犯之虞，本

案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故而併對被告（非常

上訴書原誤載為聲請人）為緩刑之宣告。 (十一 )同時二

案法官又均認二案如若於同一日宣示判決，其後於同一

日判決確定，即可規避緩刑前故意犯罪嗣於緩刑期內受

有罪之判決確定而依刑法第 75條及第 75條之 1「應」或「

得」撤銷緩刑等規定之適用。是以二案雖係分別踐行不

同之審判程序，然卻均定在 108年 1月 25日判決，二案之

檢察官亦均未上訴，二案乃同於 108年 2月 24日判決確定

等情（見本署 108年度非字第 2081號卷第 8頁）兩案審理

法官、公訴檢察官、選任辯護律師均協調並承諾兩案同

日宣判、同時宣告緩刑、同時確定即不致撤銷緩刑並達

成共識，此有臺北地院 107年度侵訴字第 16號、 108年度

審簡字第 130號兩案光碟附卷可稽，並經本署勘驗屬實並

製有勘驗筆錄附卷可稽，堪以採信。  

三、按該款採用裁量撤銷主義，賦予法院撤銷與否之裁量權

限，原裁定撤銷本案緩刑有違反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而

違背法令。 (一 )按該款採用裁量撤銷主義，賦予法院撤

銷與否之權限特別規定實質要件為「足認原宣告之緩刑

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供作審認之

標準。亦即法官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

酌原宣告緩刑之背景有無變更、被告所犯前後數罪間之

情節、被告主觀犯意等情，是否已使前案原為促使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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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過自新而宣告之緩刑，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

執行刑罰之必要。如其撤銷緩刑之審酌違反比例原則或

公平原則，其撤銷緩刑即屬違背法令，亦得提起非常上

訴。承前所述，本案法官審理時即勸諭被告認罪並與告

訴人等和解，復告知被告如認罪，且與二案告訴人和解

，即考慮予被告宣告緩刑，並知悉：被告犯另案之犯罪

，另案已經和解，另案為避免將來二案緩刑被撤銷，而

配合本案進行程度為處理等情，終為緩刑之宣告。此一

宣告緩刑之背景至今並未變更。 (二 )二案由同一股檢察

官偵查，原可同時起訴，雖因案件難易不同，而分別起

訴。惟二案之案件型態、罪質相同，犯罪時間相近，犯

罪情節相似，並無於本案偵審、緩刑期間更為犯罪，或

為其他不良行為之問題，自宜為相同之判斷、處理。故

二案法官、公訴檢察官及所有告訴人均同意緩刑，甚為

妥適。且被告犯罪時年僅 18歲，情竇初開，為社會不良

風氣所迷，因情色而犯另案之恐嚇危害安全、拍攝少年

為性交行為之照片罪，主觀之惡性尚非嚴重。原裁定未

審酌原宣告緩刑之背景有無變更、被告所犯前後數罪間

之情節、被告主觀犯意等情，而以得易科罰金之另案，

撤銷不得易科罰金之本案，顯然違反比例原則。是以臺

北地院 108年度撤緩字第 99號裁定（下稱 99號裁定）認為

：「二案不僅案件型態、罪質均與前案相同，且犯罪情

節亦高度相似，堪認其非一時失慮而犯之，況被告於前

案犯行後未及 1月即再犯罪質、型態均相同之本案，益見

其主觀惡性，故本案緩刑宣告未能收預期效果，有執行

刑罰必要」等情，尚有不當。 (三 )原裁定認可 99號裁定

前開之見解，並進而認定：「本案不僅侵害他人性自主

權，二案案件型態、罪質相同，犯罪情節復極為近似，

而具重複性，同為故意犯，堪認被告法治觀念薄弱，且

其已非一時失慮犯之。況其於另案中拍攝少年為性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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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照片後未及 1月即再犯罪質、型態均相同之本案中拍攝

性交行為電子訊號之犯行，益見被告主觀犯意顯現之惡

性及未能尊重社會規範之反社會性已然非微，不符『緩

刑制度係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

新而設』之本旨，應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有執行刑罰

之必要等語」，顯然混淆「宣告緩刑」要件與「撤銷緩

刑」要件，顯有裁定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之不當。況原

裁定於 108年 9月 16日裁定前，已知悉另案之緩刑宣告已

以本案為原因而撤銷確定（見第 99號案卷第 25頁至第 31

頁），則以二案互為原因案件，而撤銷二案之緩刑，與

其他撤銷緩刑案件僅能撤銷一個案件相較，顯然嚴重違

反公平原則，原裁定即屬違背法令。  

四、法官、檢察官違反國家禁反言誠信原則並破壞被告等人

正當信賴之法律原則而當然違背法令。 (一 )按法治國原

則為憲法之基本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

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之遵守。行政法規公布施行後，制

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依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廢止時，應

兼顧規範對象信賴利益之保護。受規範對象如已在因法

規施行而產生信賴基礎之存續期間內，對構成信賴要件

之事實，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之行為，且有值得保護之利

益者，即應受信賴保護原則之保障。至於如何保障其信

賴利益，究係採取減輕或避免其損害，或避免影響其依

法所取得法律上地位等方法，則須衡酌法秩序變動所追

求之政策目的、國家財政負擔能力等公益因素及信賴利

益之輕重、信賴利益所依據之基礎法規所表現之意義與

價值等為合理之規定。如信賴利益所依據之基礎法規，

其作用不僅在保障私人利益之法律地位而已，更具有藉

該法律地位之保障以實現公益之目的者，則因該基礎法

規之變動所涉及信賴利益之保護，即應予強化以避免其

受損害，俾使該基礎法規所欲實現之公益目的，亦得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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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而信賴保護原則可謂適用於所有公權力，行政權中

之行政處分固毋論，就行政法規之廢止或變更，乃至立

法行為，均包括在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25號、 529

號、 574號、 589號解釋意旨參見），司法行為或具司法

性質之行政行為，亦屬國家公權力，當無例外之理（此

可參見吳庚大法官於釋字第 271號解釋所提出之不同意

見書）。又不論基於公權力之誠信原則或平等原則，抑

或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不論學說及實務上均承認所謂「

禁反言原則」，亦即公權力主體不能出爾反爾，在事實

、法律均無變更之情形下，率爾推翻公權力對人民所為

之承諾，否則事後變異之決定即為無效。（參考臺灣高

等法院 99年度選上易字第 1號判決）司法院釋字第 527號

解釋理由書第 2段所載意旨，係以禁反言原則拘束各級地

方立法機關之立法及釋憲聲請之適例，及行政程序法第 8

條之規定，足徵禁反言之法律原則得以拘束公法及私法

各權之行使。檢察官於以實現國家刑罰權為目的之刑事

追訴執行程序，不論係其偵查、公訴或執行職務之執行

，自仍受上開原則之拘束。 (二 )按禁反言係源自誠信原

則所導出禁止矛盾行為或出爾反爾，破壞相對人正當信

賴之法律原則，依司法院釋字第 527號解釋理由書第 2段

所載：「又地方制度法既無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第 5條第 1項第 3款類似之規定，允許地方立法機關部分議

員或代表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發生法律牴觸憲

法之疑義，得聲請本院解釋，各級地方立法機關自不得

通過決議案，一面又以決議案有牴觸憲法、法律、或其

他上位規範而聲請解釋，致違禁反言之法律原則」等語

，係以禁反言原則拘束各級地方立法機關之立法及釋憲

聲請之適例，及行政程序法第八條規定之意旨，足徵禁

反言之法律原則得以拘束公法及私法各權之行使。檢察

官於以實現國家刑罰權為目的之刑事追訴程序，不論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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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偵查或公訴職務之執行，自仍受上開原則之拘束，但

其違反禁反言之效果如何，則應分別情形以觀。（參照

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第 170號判決） (三 )我國刑事訴

訟法上之一事不再理原則顯然無法直接導出禁反言原則

，然而參照大法官釋字第 525號解釋理由書及大法官吳庚

在釋字第 271號之不同意見書，均認司法機關（包括檢察

機關）之司法行為（為公權力之行使），既係以實現國

家刑罰權為目的，則不論是司法刑事審判程序或檢察機

關（官）之刑事偵查、公訴或執行職務之執行，而仍有

法治國原則所導出之誠信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之

見解，則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第 170號刑事判決認為

禁反言原則係自誠信原則，應予以肯定。但於此應加以

說明的是，本文認為肯定禁反言原則之存在理由，乃在

於禁反言原則與上開大法官所述之誠信原則及信賴保護

原則相同，應皆源自於法治國原則，且如前所述，一事

不再理原則在刑事訴訟法上的意義是禁止重複追訴，並

參以現行上訴審之審判制度係採覆審制，審理程序與一

審相同，是檢察官提起上訴等於是再重新開啟一道與一

審相同之程序，使得被告將再次接受審判，而恐有違一

事不再理原則，但礙於現行法並無明文得限制檢察官之

上訴權，惟為了限制檢察官動輒對判決被告有罪之案件

，再以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使案件長期處於不確定

狀態，並保障被告之權益及訴訟經濟，兼衡檢察官公益

代表人之地位，始有承認禁反言原則存在之必要。而且

此一原則之重要意義乃在於並非在（實質上）限制檢察

官之上訴權，而僅是在作為檢察官上訴有無具體理由之

審查標準，以作為一事不再理原則之補充性法則並與刑

事訴訟法第 370條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有著重要的關

聯性。（參考檢察新論第 16期第 182頁至第 183頁） (四 )

另按刑事訴訟法第 2條明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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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被告並得請

求為有利於己之必要處分。本此立法意旨，法院於訴訟

程序進行中，對涉及法律規定之適用，而可能對被告產

生無法預見之不利益時，即應善盡精確說明法律見解義

務，告知所擬制之法律效果，以促請注意，使被告能合

法行使訴訟防禦權，兼顧被告對於裁判效力之信賴及國

家刑罰權之正確行使。 (五 )查被告對於二案分開審判，

有撤銷緩刑之虞，而於 107年 7月 20日、 107年 10月 8日、

107年 10月 11日 3次聲請合併審判。二案法官因確認：分

開審理、同日判決及同日確定，即不得撤銷緩刑之法律

見解，而未合併審判。其法律見解不為原裁定所採。如

依原裁定之法律見解，分開審理、同日判決及同日確定

，得撤銷緩刑，僅於合併審判時，始不得撤銷緩刑，則

二案法官未准許合併審判，致二案緩刑均被撤銷，依前

開說明，均對被告未善盡精確說明法律見解義務。原裁

定未審酌此一情形，撤銷本案緩刑，亦有違誤。 (六 )本

案 107年 6月 26日第 2次開庭，公訴檢察官已經知悉被告有

另案正在偵查，被告欲二案一起往和解及認罪方向處理

等情，對此並表示無意見。本案公訴檢察官於 107年 11月

2日、107年 12月 28日、108年 1月 14日 3次開庭時，均表示

同意緩刑，並於本案判決後未上訴。另案公訴檢察官亦

知悉另案完全配合本案進度，為避免撤銷緩刑，而同日

判決、同日確定等情，並同意緩刑，判決後亦未上訴。

乃執行檢察官未詳查前開情形，違反同署 2位公訴檢察官

之言行意旨，而於 108年 5月 6日，以 108年度執聲字第 846

號聲請撤銷本案緩刑，依前開說明，已違反禁反言原則

，而原裁定未審酌執行檢察官違反禁反言原則，且違背

二案法官欲以同日判決、同日確定之方式規避撤銷緩刑

之作為，而准許執行檢察官之聲請，撤銷本案緩刑，顯

然失信於被告等人，嚴重損害司法威信，原裁定尚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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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 (七 )查被告對於二案分開審判，有撤銷緩刑之虞，

而於 107年 7月 20日、 107年 10月 8日、 107年 10月 11日 3次

聲請合併審判。二案法官因確認：分開審理、同日判決

及同日確定，即不得撤銷緩刑之法律見解，而未合併審

判。其法律見解不為原裁定所採。如依原裁定之法律見

解，分開審理、同日判決及同日確定，得撤銷緩刑，僅

於合併審判時，始不得撤銷緩刑，則二案法官未准許合

併審判，致使被告等人因信賴法官、檢察官認兩案同日

宣判、同日確定即不得撤銷緩刑之法律見解，詎執行檢

察官未詳查前開情形，違反同署 2位公訴檢察官及 2案法

官之言行意旨，致二案緩刑均被撤銷，依前開說明，因

法官未善盡精確說明法律見解義務，致使被告等人因信

賴法官、檢察官認兩案同日宣判、同日確定即不得撤銷

緩刑之法律見解，詎執行檢察官未詳查前開情形，違反

同署 2位公訴檢察官之言行意旨，而於 108年 5月 6日，以

108年度執聲字第 846號聲請撤銷本案緩刑，衡諸公權力

主體不能出爾反爾，在事實、法律均無變更之情形下，

率爾推翻公權力對人民所為之承諾已違反禁反言原則。

而原裁定未審酌執行檢察官、兩案法官違反禁反言原則

，且違背二案法官欲以同日判決、同日確定之方式規避

撤銷緩刑之作為，而准許執行檢察官之聲請，撤銷本案

緩刑，顯然失信於被告等人，嚴重損害司法威信，乃原

裁定撤銷本案緩刑，實有重大之違誤而違背法令。  

五、綜上所述， (一 )二案同日判決且同日確定，另案不得據

以撤銷本案之緩刑宣告，並無該款之適用，原裁定竟撤

銷本案緩刑，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二 )退一步言，

即令二案分開審判，同時判決、且同時確定，有該款之

適用。因原裁定審酌撤銷本案緩刑之實質要件，違反比

例原則及公平原則，亦屬違背法令。 (三 )且原裁定未審

酌執行檢察官違反禁反言原則，且違背二案法官規避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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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緩刑之作為，而准許執行檢察官之聲請，撤銷本案緩

刑，尚有違誤。 (四 )又原裁定未審酌二案法官均對被告

未善盡精確說明法律見解之義務，而撤銷本案緩刑，亦

有違誤。  

六、案經確定，且對被告不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

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及救濟。  

柒、附錄（第二次撤銷）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台非字第 35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郭○佑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強制性交等罪案件，對於臺灣高等法院中

華民國 108年 9月 16日第二審撤銷緩刑確定裁定 (108年度抗字

第 1428號，聲請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108年度執聲字第

846號 )，認為違法，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及第一審裁定均撤銷。  

檢察官之聲請駁回。  

    理   由  

本院按：  

一、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

法第 378條定有明文。而撤銷緩刑宣告之裁定，與科刑判

決有同等效力，於裁定確定後，認為違法，得提起非常

上訴。又受 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未曾

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或前因故意犯罪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

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法院為刑

之宣告時，因被告之惡性輕微，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

，得宣告 2年以上 5年以下之緩刑，俾能達成預防犯罪、

避免短期自由刑之弊害及促進改過自新之刑事目的，刑

法第 74條第 1項規定甚明。所謂「以暫不執行為適當」，

109



係指法院需審酌刑罰目的並考量行為人與行為之所有情

況，基於一般預防功能與再社會化作用等因素為綜合評

價，所為之裁量決定，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仍須

符合所適用法律授權目的，且受法律秩序理念所規範，

不得違反比例、平等原則。從而，法官對於被告受刑罰

宣告後，可能受到的警惕作用或自新能力，必須進行合

乎事理之預測，為合義務性裁量。再受緩刑之宣告而於

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 6月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

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始得撤銷其宣告；

此項撤銷之聲請，於判決確定後 6月以內為之，刑法第 75

條之 1第 1項第 1款、同條第 2項規定明確。此係緩刑宣告

本質上為預測性裁判，以被告未來會保持良好行止為假

設基礎，故法院於宣告緩刑時，無法預知被告於緩刑前

之犯罪，將於緩刑期內確定，則當宣告緩刑後發生緩刑

前因故意更犯他罪，受 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

宣告確定者，以其過去素行不良，由法院依刑法第 75條

之 1第 1項第 1款規定裁量撤銷緩刑與否。此撤銷緩刑之裁

量，並須以「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

執行刑罰之必要」，作為審認之標準。亦即法官應依職

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酌被告所犯前後數罪間

，關於法益侵害之性質、再犯之原因、違反法規範之情

節是否重大、被告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

性等情，是否已使前案原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

犯、初犯改過自新而宣告之緩刑，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

，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因此，裁量撤銷緩刑與否，

並非審查先前緩刑之宣告是否違法或不當，而係重新檢

視緩刑宣告時所為「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預測或合理

推理，是否正確、妥適，能否達成預防犯罪、促使被告

改過遷善目的。法院對於宣告緩刑與裁量撤銷緩刑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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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各有不同裁量因素、義務與目的。如法院於緩刑宣

告時已預知被告於緩刑前之犯罪將於緩刑期間內確定，

又於裁量撤銷緩刑宣告時，僅依憑緩刑宣告時已斟酌之

裁量事由，而有違反公平等法律原則等情事，逕為撤銷

緩刑之宣告，即屬違背法令。  

二、本件被告甲○○於民國 106年 1月 15日犯強制性交 1罪、拍

攝少年為性交行為之電子訊號 1罪， 106年 1月 15日、 106

年 3月 1日犯恐嚇危害安全 2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

稱臺北地院）於 108年 1月 25日以 107年度侵訴字第 16號判

決依序判處有期徒刑 1年 8月、7月、拘役 20日、20日，有

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 2年，緩刑 5年；拘役部分應

執行拘役 3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緩刑 2年，於

108年 2月 24日確定（下稱本案）。另於 105年 7月 26日犯

恐嚇危害安全罪 1罪，同年 11月 6日、 12月 26日犯拍攝少

年為性交行為之照片 2罪，經臺北地院於 108年 1月 25日以

108年度審簡字第 130號判決依序判處有期徒刑 2月、 6月

、6月，應執行有期徒刑 10月，均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緩刑 3年，於 108年 2月 24日確定（下稱前案）。本案及

前案各次犯行或為同一日、或時隔約 1月餘，彼此間相距

甚近，且被告因涉犯本案為警持搜索票至住處搜索時，

始於被告之個人電腦中，扣得前案被害人遭被告竊錄拍

攝之影片、照片，而破獲前案，並非被告為本案犯行後

，再犯前案；又此兩案分別經警函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偵辦後先後起訴，被告於審理中坦承犯行、與

被害人於訴訟進行中達成和解並履行完畢，被告為本案

犯行時無以預知前案罪刑得獲判緩刑，難謂本案之緩刑

宣告對被告確有難收預期效果。再本案與前案先後繫屬

於臺北地院之不同合議庭，兩案之法官、檢察官、辯護

人已達成同時宣告緩刑、同日確定之共識，有檢察官勘

驗兩案開庭錄音光碟結果附卷可稽，是本案法院於宣告

111



緩刑之際，已知悉被告所為前案犯行，並預見前案罪刑

將於本案緩刑期內確定，經審酌後仍為本案緩刑之諭知

，並非於宣告緩刑時，未預知被告於緩刑前之犯罪，將

於緩刑期內確定。檢察官猶以前案判決確定及兩案之案

件型態、罪質相同、犯罪時間相近，並以本案緩刑宣告

時已知悉斟酌及預見前案犯行將於本案緩刑宣告期間內

確定等事由，聲請本件撤銷緩刑，自有未當。第一審未

駁回檢察官之聲請，仍將被告之緩刑宣告撤銷，自有違

誤。原審未察，遽而駁回被告提起之抗告，揆諸首開說

明，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案經確定，且於被

告不利，非常上訴意旨執以指摘，洵有理由，應由本院

將原裁定及第一審裁定撤銷，並駁回檢察官之聲請，以

資救濟。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7條第 1項第 1款，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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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案】： 108年度非字第 2207號 
壹、標題：  

應以最有利行為人之法律，定折算易科罰金之標準。  

貳、爭點：  

本件於定應執行刑時，其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既有不同

，自應比較新舊法適用，經比較結果，以適用舊法對被

告較為有利，應依修正前之刑法第 41條第 1項前段及廢止

前罰金罰緩提高標準條例第 2條規定，諭知如易科罰金，

以銀元 300元即新臺幣 900元折算 1日之標準。詎原裁定未

及查明，逕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壹幣 1,000元折算 1日

，即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參、關係條文：  

刑法第 41條第 1項前段  

廢止前罰金罰緩提高標準條例第 2條  

肆、非常上訴理由：  

一、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

訟法第 378條定有明文。又法院定應執行刑之裁定，與科

刑之判決有同等效力，其確定裁定違背法令，而於被告

不利，應許提起非常上訴，以資救濟。又判決不適用法

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8條定有

明文。 95年 7月 1日修正施行之刑法第 2條第 1項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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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有期徒刑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現行刑法第 41條第 1

項前規定以新臺幣 1,000元、 2,000元，或 3,000元折算 1

日，惟修正前該條項係規定「以（銀元）1元以上（銀元

）3元以下折算 1日」；另 95年 7月 1日施行（同年 5月 17日

修正公布）前之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例（已於 98年 4月 29

日廢止）第 2條前段規定，依刑法第 41條易科罰金者，均

就其原定數額提高為 1百倍折算 1日；再依現行法規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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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條例第 2條規定「現行法規所定金額

之貨幣單位為圓、銀元或元者，以新臺幣元之 3倍折算之

。」故刑法修正前之折算標準為以新臺幣 300元以上新臺

幣 900元以下折算 1日。兩相比較，應以修正前之規定有

利於行為人。又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部分裁判之

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係依舊法諭知，另部分裁判則依新法

諭知，合併定刑後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依刑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意旨，即應適用最有利於行為人之修正前刑法第

41條第 1項所定折算標準，始為適法。  

二、查本件被告劉○綾因犯如附表所示詐欺等罪，經臺灣高

等法院臺中分院分別判處如附表所示之有期徒刑確定在

案（各該罪名、宣告刑、犯罪日期、確定判決等情形，

詳如附表所示），有各該判決書及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

在卷可參。又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有期徒刑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其中編號 3之犯罪日期 94年 2月 22日部分（即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1年度金訴字第 9、 18號刑事判決，

被告劉○綾所犯附表編號 15所示部分），其原確定判決

係依因行為在刑法修正前，係適用修正前之刑法第 41條

第 1項前段、廢止前罰金罰鍰（非常上訴書誤載為緩，應

予更正）提高標準條例第 2條及現行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

算新臺幣條例第 2條規定，諭知如易科罰金，以銀元 300

元即新臺幣 900元折算 1日，嗣被告上訴，經臺灣高等法

院臺中分院以 103年度金上訴字第 799、800號上訴駁回確

定。至附表編號 1、 2、 4及附表 3之犯罪日期部分之各該

原確定判決，均依修正後刑法第 41條第 1項前段規定，諭

知以新臺幣 1,000元折算 1日。本件於定應執行刑時，其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既有不同，依上揭說明，自應依刑

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比較新舊法適用，經比較結果，以適

用舊法對被告較為有利，應依修正前之刑法第 41條第 1項

前段及廢止前罰金罰鍰（非常上訴書誤載為緩，應予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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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提高標準條例第 2條規定，諭知如易科罰金，以銀元

300元即新臺幣 900元折算 1日之標準。詎原裁定未及查明

，逕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壹幣 1,000元折算 1日，即有

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三、案經確定，且於被告不利，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

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與救濟。  

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台非字第 222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劉○綾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對於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

華民國 106年 8月 8日定應執行刑確定裁定（ 106年度聲字第

1356號，聲請案號：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 106年度執

聲字第 531號），認為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諭知有期徒刑易科罰金折算標準部分撤銷。  

劉○綾定應執行刑之有期徒刑壹年肆月，如易科罰金，以銀

元參佰元即新臺幣玖佰元折算壹日。  

    理   由  

一、本院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

刑事訴訟法第 378條定有明文。又定應執行刑之確定裁定

，與科刑之確定判決有同等效力，如發現有違背法令情

形，自得提起非常上訴。另民國 95年 7月 1日修正施行之

刑法第 2條第 1項明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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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有期徒刑之易科罰金折算

標準，現行刑法第 41條第 1項前段固規定為「以新臺幣

1,000元、 2,000元或 3,000元折算 1日」，然修正前該條

項係規定為「以（銀元）1元以上（銀元）3元以下折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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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另修正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例第 2條前段（現已

刪除）則規定：依刑法第 41條易科罰金者，均就其原定

數額提高為 100倍折算 1日；再依現行法規所定貨幣單位

折算新臺幣條例第 2條規定，折算新臺幣後（銀元 1元折

算新臺幣 3元），其所定之折算標準即為以銀元 100元即

新臺幣 300元以上，銀元 300元即新臺幣 900元以下折算 1

日。兩相比較，應以修正前之規定有利於行為人。又數

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部分裁判之易科罰金標準係依

舊法諭知，另部分裁判則依新法諭知，合併定應執行刑

後之易科罰金標準，依刑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意旨，應以

最有利於受刑人之標準折算，始為適法。本件被告劉○

綾所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 3所示之兩詐欺罪，其一犯罪時

間係 94年 2月 22日，即於 95年 7月 1日刑法修正施行日前，

原裁定附表其餘各罪犯罪行為或跨越上開刑法修正施行

日之前後，或在上開修正施行日後，依上述說明，原裁

定關於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部分，即應依法為新舊法之

比較，並適用最有利於被告之廢止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

條例第 2條前段、修正前刑法第 41條第 1項所定折算標準

，諭知以銀元 100元即新臺幣 300元以上，銀元 300元即新

臺幣 900元以下折算 1日，始為適法。原裁定未察，對於

被告所犯跨越刑法修正施行前、後之上開數罪，所定應

執行刑有期徒刑 1年 4月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之量定，疏未

比較新舊法，逕依較不利於被告之修正後刑法第 41條第 1

項規定，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1,000元折算 1日，

揆諸上揭說明，即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案

經確定，且對被告不利，非常上訴意旨執以指摘，洵有

理由，因原判決不利於被告，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關於

諭知有期徒刑易科罰金部分撤銷，另行改判如主文第 2項

所示，以資救濟。  

二、原審法院於 106年 12月 28日，雖以裁定將原裁定主文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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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法院於 106年 12月 28日，雖以裁定將原裁定主文欄所

載前開定應執行刑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由「以新臺幣 1,000

元折算 1日」，更正為「以銀元 300元即新臺幣 900元折算

1日」，惟其主文變更已影響判決本旨，應屬無效，附此

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7條第 1項第 1款，

刑法第 2條第 1項前段，修正前刑法第 41條第 1項前段、第

2項，行為時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例第 2條前段，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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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案】： 108年度非字第 2279號 
壹、標題：  

經變更法條之簡判上訴案件，地院應逕為一審判決。  

貳、爭點：  

刑事訴訟法第 452條：「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

件，經法院認為有第 451條之 12第 4項但書之情形者，應

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  

參、關係條文：  

刑事訴訟法第 449條第 1項、第 452條、第 455條之 1第 3項

、第 451條之 1第 4項但書第 2款  

肆、非常上訴理由：  

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

對於簡易判決之上訴，準用刑訴法第三編第一章及第二

章之規定。管轄第二審之地方法院合議庭受理簡易判決

上訴案件，應依通常程序審理。其認案件有刑訴法第 452

條之情形者，應撤銷原判決，逕依通常程序為第一審判

決。（刑訴法 455之 1第 3項、 452、 369）」，刑事訴訟法

第 378條、法院辦理刑事訴訟簡易程序案件應行注意事項

第 16條定有明文。是管轄第二審之地方法院合議庭受理

簡易判決上訴案件，應依通常程序審理。其認案件有刑

事訴訟法第 452條所定第一審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而不

得適用簡易程序審判之情形者，應撤銷原簡易判決，逕

依通常程序為第一審判決。本件台灣新北地方法院以 107

年度原簡字第 47號刑事簡易判決，認定被告李○全、葉

○、林陀○英所為，均係犯刑法第 210條、第 216條之行

使偽造私文書罪。被告 3人間，就如上犯行，各有犯意聯

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被告 3人不服該判決，向

原審法院合議庭提起第二審上訴，原審法院合議庭審理

結果，變更起訴法條，改論被告李○全、葉○上開所為

，均係犯刑法第 216條、第 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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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刑法第 339條第 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林陀○英

所為，係犯刑法第 30條第 1項前段、第 216條、第 210條之

幫助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 30條第 1項前段、修正前

刑法第 339條第 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被告李○全及被

告葉○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

為共同正犯。被告李○全、葉○偽造後持以行使，偽造

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

被告李○全、葉○係出於同一提領款項之決意，而以一

行為同時觸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詐欺取財罪之數罪名

，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 55條規定，從一重之行使

偽造私文書罪處斷。再被告林陀○英以一提供存摺、印

章之行為，幫助被告李○全、葉○同時觸犯行使偽造私

文書罪及詐欺取財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 55條規

定，應從較重之幫助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被告林陀

○英為幫助犯，依刑法第 30條第 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

輕之等情。顯然認案件有刑事訴訟法第 452條所定之情形

，揆諸前開說明，自應撤銷第一審之簡易判決，逕依通

常程序為第一審判決。但原審法院合議庭，卻仍為第二

審之實體判決，難謂無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案經確定

，且於被告不利，為維持被告審級利益，爰依刑事訴訟

法第 441條、第 443條規定提起非常上訴，請將原判決撤

銷，由原審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以資糾正。  

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台非字第 102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李○全  

      葉  ○  

      林陀○英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偽造文書案件，對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  108年 7月 25日第二審確定判決（ 107年度原簡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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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107年

度偵續二第 2號），認為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

。  

理   由  

本院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又第

一審法院依被告在偵查中之自白或其他現存之證據，已足認

定其犯罪者，得因檢察官之聲請，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經法院

認為有刑事訴訟法第 451條之 1第 4項但書之情形者，應適用通

常程序審判之；又對於簡易判決之上訴，準用刑事訴訟法第

三編第一章及第二章除第 361條外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 449

條第 1項、第 452條、第 455條之 1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依此，

法院對於案情甚為明確之輕微案件，固得因檢察官之聲請，

逕以簡易程序判決處刑，惟仍應以被告在偵查中之自白或其

他現存之證據，已足認定其犯罪者為限，始能防冤決疑，以

昭公允。且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顯然與檢察官據以求處罪刑

之事實不符，或於審判中發現其他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

足認檢察官之求刑顯不適當者，全案應依通常程序辦理之（

刑事訴訟法第 451條之 1第 4項但書第 2款）從而，管轄第二審

之地方法院合議庭受理簡易判決上訴案件，除應依通常程序

審理外，其認案件有前述不能適用簡易程序之情形者，自應

撤銷原判決，逕依通常程序為第一審判決，始符法制。本件

原審依檢察官之聲請，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 107年度審原

簡字第 47號簡易判決論處被告李○全共同犯行使偽造私文書

罪，處有期徒刑 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1,000元折算 1日

，並宣告沒收。葉○共同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 6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1,000元折算 1日，並宣告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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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陀○英共同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 4月，如易科

罰金，以新臺幣 1,000元折算 1日。因檢察官及被告 3人對於該

簡易判決處刑不服，向管轄第二審之原審法院合議庭提起第

二審上訴，原審法院合議庭審理結果，改認李○全、葉○係

以一行為同時觸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詐欺取財罪之數罪名

，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 55條規定，從一重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處斷；林陀○英以一提供存摺、印章之行為，幫助

李○全、葉○同時觸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詐欺取財罪，為

想像競合犯，應變更起訴法條，依刑法第 55條規定，從較重

之幫助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並說明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意旨雖未述及李○全、葉○之詐欺及林陀○英之幫助詐

欺犯行，惟李○全、葉○此部分詐欺犯行及林陀○英之幫助

詐欺犯行與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之偽造文書部分有裁判

上一罪之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自得一併審理等旨。原判

決所認定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詐欺或幫助詐欺犯罪事實，顯

與檢察官求處罪刑之事實不相符合，而有刑事訴訟法第 452條

所定不得以簡易判決處刑，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情形，依

照上開說明，原審法院合議庭自應撤銷第一審之簡易處刑判

決，逕依通常程序為第一審判決，始為適法。乃原審法院合

議庭，未依上開規定撤銷第一審簡易處刑判決，改依通常程

序自為第一審之判決，仍以簡易判決程序之第二審為第二審

實體判決，既未敘明不應適用簡易程序，改依通常程序審理

，自為第一審判決等旨，於原判決據上論結欄亦未引用刑事

訴訟法第 451條之 1第 4項但書、第 452條，且經被告 3人對原審

判決提起上訴後，亦以本件業經管轄之第二審（即原審）合

議庭撤銷第一審判決，改判被告罪刑確定，依法不得再行上

訴第三審，被告 3人係對不得上訴之判決提起上訴，於法未合

，而裁定予以駁回（見原審卷二第 391頁、第 413至 415頁）。

顯然原審並未改依通常程序為第一審判決，致剝奪被告之審

級利益，依首揭規定，自屬違背法令。案經確定，且不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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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非常上訴意旨執以指摘，洵有理由。為維持被告審級

利益，爰將原判決撤銷，由原審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

判，以資糾正。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7條第 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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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案】： 108年度非字第 2556號 
壹、標題：  

兩罰案件，被科處罰金之法人，得否上訴第三審。  

貳、爭點：  

立法例上對於法人之代表人因執行法人之業務而犯罪者

，除處罰該代表人（自然人）外，屢有對該法人亦科以

罰金刑之立法。此際該法人是否應負罰金刑之責，乃取

決於該等自然人是否成立該法所處罰之罪，蓋此即法人

與自然人之犯罪事實具有審判不可分關係。苟該自然人

所觸犯之罪，屬非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則其所屬

法人雖立法上僅規定對其科處罰金刑，此際能否謂法人

所觸犯者僅為罰金刑，而認屬於刑事訴訟法第 376條第 1

款之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即有疑義。  

參、關係條文：   

水污染防治法第 36條第 1項、第 39條第 1項  

刑事訴訟法第 348條第 2項、 376條、第 378條、第 441條、

第 443條  

肆、非常上訴理由：  

一、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

訟法第 378條定有明文。又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

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復為同法第 348條第 2項所

明定。所稱「有關係之部分」，係指判決之各部分在審判

上無從分割，因一部上訴而其全部必受影響者而言（最

高法院 22年上字第 1058號、 105年台非字第 220號判決參

照），依學者之見解包括「具有審判不可分關係之犯罪事

實」（詳陳樸生著刑事訴訟法實務重訂版）；另立法例上

對於法人之代表人因執行法人之業務而犯罪者，除處罰

該代表人（自然人）外，屢有對該法人亦科以罰金之刑

之立法。此際該法人是否應負罰金刑之責，乃取決於該

等自然人是否成立該法所處罰之罪，蓋此即法人與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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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犯罪事實具有審判不可分關係。從而，苟自然人所

觸犯之罪，非屬刑事訴訟法第 376條第 1款「最重本刑為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或其他第 2款

至第 7款之罪，即非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則其所屬

法人雖因無有期徒刑執行之適應性，致立法上僅規定對

法人科處罰金刑，但不能即謂法人所觸犯者僅為罰金刑

，而認屬於刑事訴訟法第 376條第 1款之案件，不得上訴

第三審。  

二、本件事實審法院認法人被告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星

○公司）因其代表人（負責人）即被告劉○洲基於違法

放流、排放有害健康物質之犯意，指示員工將星○公司

有害健康物質之廢水排放至放流口下游，而論處被告劉

○洲犯水污染防治法第 36條第 1項之事業排放於地面水

體之廢水所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放水標準罪；另法

人被告星○公司因其負責人即被告劉○洲執行業務犯水

污染防治法第 36條第 1項之罪，依同法第 39條第 1項規定

，科以同法第 36條第 1項 10倍以下之罰金。嗣法人被告星

○公司及被告劉○洲均依法提起上訴第三審最高法院，

經最高法院審理後，認事實審法院對於被告劉○洲係有

如何非法排放廢水罪之故意？係直接故意抑或間接故意

？暨其排放於地面水體究竟符合上開施行細則（按即水

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18條何款要件？未詳予說明，

難謂無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因而認被告劉○洲部分有

撤銷發回之原因，而以 108年度台上字第 3727號刑事判決

（下稱原判決）撤銷被告劉○洲部分，發回臺灣高等法

院臺中分院更審。此際，與被告劉○洲有犯罪事實審判

不可分之法人被告星○公司部分，自應一併發回，以避

免裁判兩岐。詎原判決竟誤以「水污染防治法第 39條規

定：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

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 34條至第 37條之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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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 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

科以各該條 10倍以下之罰金。則對於法人或自然人既僅

能科以罰金，即屬刑事訴訟法第 376條第 1項第 1款所謂之

專科罰之罪，此部分既經二審維持第一審關係人星○公

司之科刑判決，自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星○公司就

此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罪，猶提起上訴，顯為法所

不許，應予駁回。」揆諸前揭說明，此部分之判決顯有

違誤。  

三、案經確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 443條提起非常

上訴，以資糾正。  

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台非字第 128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星○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洲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對於本院中華民

國 108年 11月 14日第三審判決（ 108年度台上字第 3727號，起

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106年度偵字第 2450號），認為

違法，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本院按非常上訴，係以實體判決或實體法上事項為內容而具

有實體判決效力之裁定，為其客體。故若僅屬程序裁判而非

實體裁判，自不得作為非常上訴之客體。本院 108年度台上字

第 3727號判決，係以第二審判決維持第一審論處星○公司犯

水污染防治法第 39條罪刑之判決，駁回其在第二審之上訴，

因屬刑事訴訟法第 376條第 1款專科罰金之罪，自不得上訴第

三審法院，星○公司仍提起上訴，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

，依刑事訴訟法第 395條前段予以駁回。本院上開判決既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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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實質確定力之程序判決而非實體判決，自不得作為非常上

訴之客體。上訴人對之提起非常上訴，自難認為有理由，應

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6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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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案】： 108年度上字第 4750號 
壹、標題：  

國際公約就科處死刑之相關規定。  

貳、爭點：  

一、判處死刑有無違反公政公約第 6條及第 14條規定之最嚴重

的犯罪要件 ? 

二、是否應適用兒童權利公約相關規定 ?有無違反該公約第 12

條規定，判處死刑是否違反公約第 3條第 1項應審酌兒童

最佳利益之規定？  

三、判處死刑有無與被害人家屬進行修復式司法之可能性？

被告是否有無教化可能性？  

參、關係條文：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6條、第 12條及第 14條  

刑法第 271條、第 302條  

肆、上訴理由：  

就被告沈○賓選任辯護人所提爭點整理，提出意見如下

：  

一、關於對被告所為死刑之判決，原審踐履之訴訟程序有無

違背正當法律程序？  

(一 )原判決判處被告死刑，是否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下稱公政公約）第 6條及第 14條規定？查公政公約第

6條第 1項、第 2項之規定，分別為「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

權，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

奪」、「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且

依照犯罪時有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

罪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死刑…」。足見在未廢除

死刑之國家，如被告所犯係情節最重大之罪，且依照犯

罪時有效並與公政公約規定以及防止與懲治殘害人群罪

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仍得科處死刑。是依公約第 6條意旨

，本件須斟酌者為被告所犯是否屬情節最重大之罪。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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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第 14條則係揭櫫無罪推定、公平受審、審級救濟、

一罪不兩罰等原則。按我國並非廢除死刑國家，因此在

符合一定條件下（包含上揭公政公約第 6條及第 14條規定

）對被告為死刑判決，無何違法可言。至於被告所為，

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被告係先後將兩名被害人頭部強

力壓入水中，直到被害人等均窒息死亡。在現實社會中

，以此種犯罪手法殺人，殊難想像，只能在強調殘忍暴

力之電影或小說之情節中見之；而兩名被害人在窒息死

亡前，因無法呼吸，身體及心理所遭受之巨大痛苦、恐

懼，乃生存之人所無法想像。更遑論被告在殺死兩名被

害人之前，先行綑綁被害人，押入汽車行李箱，開車經

歷相當漫長時間，載至偏僻之行兇地點，被害人於載運

過程中，被綑綁塞在密閉狹小且無光線之空間，內心必

然受有極大之驚恐，此種妨害自由之犯罪手段，在現實

社會中亦極為罕見，被告對被害人等生前於身體及精神

所造成之傷害，絕非身歷其境之人所可想像。檢視被告

前開所為全部犯罪過程，若謂非情節最重大之罪，實乃

貶抑世人對善惡之判斷標準。本件為更四審案件，現進

行者為第三審審理程序，被告於偵審程序中，確實享有

無罪推定、公平受審、審級救濟等法律之保障，否則何

來更四審之訴訟程序？因此原判決判處被告死刑，與公

政公約第 6條、第 14條規定均無違背。  

(二 )是否應適用兒權公約相關規定？有無違反該公約第 12條

規定？  

判處被告死刑，是否違反該公約第 3條第 1項應審酌兒童

最佳利益之規定？辯護人主張對被告應為如何科處之刑

罰，要給予被告子女陳述意見之機會云云。然查，此部

分原判決已予審酌及說明（見原判決正本第 61頁、第 62

頁），其審酌之結果，經核並無不妥，難認有何違反兒權

公約第 12條規定情事。另被告之子現由其前配偶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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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經原審調查明確，其子既由生母照顧，應認對於未成

年子女成長之最佳利益已為考量。  

二、原判決認定共同被告沈○夏警詢供述對被告沈○賓有證

據能力，有無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原判決就沈○夏警詢證據能力有無之認定，於判決理由

欄已逐一說明，並認沈○夏警詢筆錄及依現場所為模擬

，有證據能力，此觀原判決正本第 9頁至第 13頁自明。原

判決此部分所為認定，無違證據法則。而共同被告沈○

夏就伊與被告沈○賓作案經過，在警詢所為審判外之陳

述，對被告沈○賓之犯罪，何以有證據能力，並得引為

沈○賓之犯罪事實認定之證據，原判決亦已說明（原判

決正本第 14頁、第 15頁），此部分所為說明，與證據法則

並不違背。  

三、原判決判處被告死刑，有無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

法？  

    按所謂審判期日應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

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其範圍並

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關聯性

，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

方有意義。若所欲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確，自屬欠缺調查

之必要性，此為實務所持之見解。原判決對被告犯行，

已依卷內資料對具關連性之證據詳細調查，並依調查結

果逐一判斷，決定證據能力有無及取捨，且量刑時就刑

法第 57條所列各款情形逐一盤點、說明，應認並無應調

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  

四、判處被告死刑，有無與被害人家屬進行修復式司法之可

能？被告是否仍有教化可能？  

(一 )修復式司法部分：  

    按修復式司法重在加害人承認其先前所為過錯，誠心向

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悔過認錯，並因而獲得被害人或被

129



害人家屬之原諒，雙方得以修復到犯罪發生前之和諧狀

態，進而促進社會之祥和。然被害人家屬潘○瑤、呂○

偉於審理中請求對  被告判處死刑（原判決正本第 59頁）

；被害人潘○瑤家屬潘○興日前寫信給本檢察官，略謂

被告生性兇殘，留在世上，只會帶給社會更多的不幸，

希望能維持死刑判決，給死者及被害人家屬一個交待等

語（如附件）。依被害人家屬上開陳  述，修復式司法程

序無法開啟，應屬肯定。  

(二 )被告是否仍有教化可能部分：  

    高院更二審審理時，已函請台大醫學院對被告為精神鑑

定，其結論謂「倘能窮盡一般輔導治療之處遇，目前仍

無法排除沈員（指被告，下同）接受教化導正之可能」、

「沈員仍有以各種方式進行矯治之可能」等語，有鑑定

報告附於更二審卷內可資查考；然所謂「窮盡一般輔導

治療之處遇」，其具體實踐之內容為何？並無明確之答案

，實乃以天馬行空之假設為前提，為有無教化可能作解

套，況縱使窮盡一般輔導治療之處遇，是否果能教化被

告，仍非肯定；再更二審審理時亦依被告及選任辯護人

聲請，傳喚臺北看守所主管、教誨師等人，就被告羈押

期間之表現情形到庭作證。原判決綜合包含上開精神鑑

定報告等調查所得，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仍判處被告

死刑，就其心證形成之理由已說明綦詳。抑有進者，關

於教化可能部分，在另案臺灣高等法院 107年度上重更一

字第 4號判決有如下之敘述「…鑑定人鄭○之醫師在本院

審理時陳述鑑定意見（本院卷二第 87至 110頁）：本次鑑

定過程亦包括心理衡鑑，鑑定團隊中也有心理師，也使

用包括會談、觀察、心理測驗等技術實施衡鑑，再經由

團隊的深入討論後，將心理衡鑑的結果納入上述鑑定報

告當中。本次鑑定未能回答上述『關於預防再犯及治療

可能性』之原因，係因要回答該題之前提，是被告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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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疾病已影響到他的犯行。但如前述，被告的精神疾病

並未影響他本案犯行，因此該題無法回答。其身為精神

醫學專科醫師，在精神醫學領域中，並沒有『教化可能

性』這個名詞。但假如一個人是因為精神疾病而出現犯

行，這個精神疾病影響到他的刑事責任能力，則關於該

精神疾病有無被治療的可能性，也就是『可治療性』，也

許可以透過蒐集文獻、流行病學資料等來回答。可是假

如精神疾病不影響其犯行，則這個問題其無法回答。要

『預測』一個人到底在未來會發生什麼行為，事實上非

常困難、無法預測，我們精神醫學專科醫師也不是『巫

師』。世界是動態的，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沒有人可以知

道。針對性犯罪，在國外出現過很多量表，針對自殺防

治也也曾做過大規模的研究，試圖從過去所有的自殺危

險因子，預測一個人會不會自殺，但最後都發現這些量

表的預測性都很低，等於沒有預測。其亦認為前揭鑑定

人黃○助理教授之鑑定意見（即上述輔仁大學醫學院臨

床心理學系之心理評估鑑定報告）已屬完整。(3)亞東醫

院鑑定團隊成員陳○霖醫師在本院審理時亦陳述鑑定意

見（本院卷三第 128至 130頁）：其專長係一般精神醫學及

心理治療。以其精神醫學專科醫師角度，有關『再犯風

險』的問題，其認為無法藉由量化或心理評估方式鑑定

，因為要做預測需要大數據的統計分析，要有非常大量

的犯罪人才可能做出統計推論，但對於特殊案件，其不

認同以統計方法作推論，誤差值會非常大，做出的結論

沒有參考價值。(4)依上述鑑定意見可知，被告之精神疾

病（即前述之精神官能症、失眠症）並未影響其犯行，

因此無法鑑定其『再犯可能性』或『教化可能性』。且關

於『再犯可能性』或『教化可能性』等問題之鑑定，固

不能武斷地斷言係『偽科學』，但可以確定的是，在精神

醫學界，目前根本不具備一種已被廣泛接受、形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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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效鑑定方法或技術，甚至也不存在一種能被該學界

多數專家所接受、能通過該學界嚴謹的同儕審查、是否

經檢測而得知誤差率、能否被重複驗證再現相同結果（

可重複性）之鑑定方法或技術。換言之，以人類目前的

科技，並不存在一種具可靠基礎且符合科學方式之技術

或方法，能針對一個犯罪人未來行為之『再犯可能性』

或『教化可能性』進行科學鑑定，並得出可合理依賴為

有效的結論」等語。上開另案審理時，由學者專家對有

無教化可能之相關說明，可知以人類目前科技，在精神

醫學界，根本不具備一種已被廣泛接受、形成共識之有

效鑑定方法或技術，也不存在一種能通過嚴謹審查、可

被重複驗證再現相同結果之鑑定方法或技術。亦即目前

並不存在一種具可靠基礎且符合科學方式之技術或方法

，能針對一個犯罪行為人未來之教化可能性進行科學鑑

定，並得出可合理依賴為有效的結論。由上開另案就犯

罪行為人是否有教化可能性所為調查，吾人不禁要沉痛

指出，實務界對於近年發生之多起重大矚目案件，對於

各該案件被告之量刑，在考量有無教化可能部分，是否

過度使用？造成人民對法律之感情有落差，並因而損及

司法公信力。基上說明，原判決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

衡酌各種量刑因子後，判處被告死刑，無何違背法令可

言，請駁回被告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2    月    26   日  

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台上字第 4039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蔡顯鑫  

上  訴  人  

（被  告）  沈○賓  

選任辯護人  王淑琍律師  

      薛煒育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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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奕廷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沈○夏  

選任辯護人  周武榮律師  

      邱于倫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殺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

國 108年 10月 3日第二審更審判決（ 107年度矚上重更四字第 3

號，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 101年度偵字第 5391、5402

號、102年度偵字第 53、54、67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惟查：  

(一 )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 2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

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

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

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故被告以外

之人於審判中之陳述，與其先前在檢察事務官、司法警

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之陳述不符，若其先前之陳述，

具備「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及「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

要」兩項要件，符合傳聞法則之例外情形，仍得認有證

據能力；所謂「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以自由證明為已足

，固須以外部附隨情況為判斷標準，惟依該供述內容本

身據以推知外部情況，亦得供判斷之參考資料。本件乙

○○於警詢所為之陳述固與審判中之證述不符，然原判

決理由欄甲、貳、一、二已敘明其上開陳述具任意性，

及如何較審判中所述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

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之要件，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 2規

定得為證據等情綦詳。原審已調查而認定乙○○於警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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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述係出於自由意思下所為之陳述，佐以法醫之解剖鑑

定結果，因而從其警詢供述本身判斷特信性之有無，尚

與判決不備理由、理由矛盾之情形有別，難謂有不適用

法則或適用不當之違誤。  

(二 )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

之判斷，如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

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認定犯罪

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間

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如無

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尚非法所不許。且間接事實本身，

因具有判斷直接事實存在之作用，自亦有證據之機能，

不能忽略。苟事實審法院參酌其他證據，就如何由間接

事實推論直接事實之存在，已為充分而合理之說明，亦

不得任意指其採證認事為違法。原判決已於理由欄乙、

壹、六、(三 )，詳予敘明認定 XXXX-KN號車有到本件案發

現場、丙○○殺害潘、呂 2人之時間、地點之得心證理由

，並就遠傳電信公司基地台涵蓋範圍圖說明何以不足以

排除上開認定，及說明丙○○要將潘、呂 2人屍體送至恩

主公醫院，並非基於救治之意思等論斷理由。原審已基

於卷內證據，綜合考覈、歸納觀察，本於推理之作用，

而為認定，並已為充足之論述。所為此部分論斷，合於

經驗、論理及證據法則。原判決此部分事實之認定，要

無採證違法、理由不備或調查未盡之違誤可言。  

(三 )審判期日應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

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

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

，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

若僅係枝節性問題，或所欲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瞭，而當

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僅在延滯訴訟，甚或就同一證據

再度聲請調查，自均欠缺其調查之必要性。丙○○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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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之辯護人雖曾就上訴意旨 (三 )所載事實聲請調查。

然原判決已敘明本件事證明確，因認無再贅為調查必要

之理由，自無調查證據職責未盡之違法。  

(四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 2條明定：聯合國西元 1989年兒童

權利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

有國內法律之效力。依據兒童權利公約第 12條所定：「締

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之兒童有權就影響其

本身之所有事物自由表示意見，其所表示之意見應依其

年齡大小與成熟程度予以權衡（第 1行政程序中，能夠依

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

當之團體，表達意見之機會。（第 2項）」兒童應有機會在

影響到其之任何司法和行政程序中，以符合國家法律的

訴訟規則的方式，直接或通過間接代表或適當機構陳述

意見，此即為兒童發表意見之權利。又依據聯合國兒童

權利委員會第 12號一般性意見（ generalcomments）第 32

、 33點之說明，本條第 2項所指之「司法和行政程序」，

固指包括所有可能影響兒童者之程序，然依其所提供之

司法程序舉例：「與父母分離、監護、照顧和收養、觸犯

法律的兒童；遭受人身或心理暴力、性凌辱其他暴力犯

罪之害的兒童；衛生保健、社會保障、尋求庇護和難民

地位的兒童；以及受武裝衝突和其他緊急情況的兒童」

所涉之程序；而行政程序之舉例：「關於兒童教育、保健

、環境、生活條件或保護的決定」。且依同號一般性意見

第 34點之意見，為顧及兒童的權益，其參與的程序及環

境應該經過特別設計，程序應該讓兒童容易理解，參與

之相關人員亦應受過相關培訓。依上開舉例及程序之設

計、要求，可知仍是以涉及兒童本身為主體之司法及行

政程序賦予兒童發表意見權。原審本於相同之法律意旨

，認擔任兒童監護人之父母涉及之犯罪案件不包括在內

，況丙○○之未成年子女現由其前妻張○恩取得監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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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認丙○○之原審辯護人主張：應給予丙○○之未成

年子女陳述意見之機會云云，尚非可採，並無違反上開

兒童權利公約之意旨。  

(五 )死刑是否違憲及違反公政公約之說明： 1.死刑係以剝奪

受制裁者之生命作為刑罰手段，屬最嚴厲刑罰且具有不

可回復性，適用死刑必須嚴格及慎重，如同古諺所云，

惟有在「求其生而不可得」之情形，始有適用死刑之可

能。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下稱兩公約）施行法」第 2條規定：「兩公約

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而公

政公約第 6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

權。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

奪。」、「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

且依照犯罪時有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

群罪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死刑。死刑非依管轄

法院終局判決，不得執行。」固揭櫫生命權之重要，然

在犯情節最重大罪行之情況下，仍非不得科處死刑。 2.

依兩公約施行法第 3條規定：「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

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是聯合

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對公政公約不定期發表之一般性意見

（ generalcomments），為條約機構對特定條文所作之解

釋，依上開規定，自為適用公政公約應參照之標準。其

中於西元 2018年通過之公政公約第 6條生命權第 36號一

般性意見（取代第 6號一般性意見、第 14號一般性意見）

第 5點前段：「《公約》第 6條第 2項、第 4項、第 5項和第 6

項規定了具體的保障措施確保尚未廢除死刑的締約國中

，除對最嚴重的罪行外，不得適用死刑，而且只有在最

例外的情況下和在最嚴格的限制下才能適用。」、第 33點

：「《公約》第 6條第 2項嚴格限制死刑的適用；首先限制

死刑適用於尚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其次限於最嚴重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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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鑑於在本表彰生命權的文書中規定死刑的異常性質

，第 2項的內容必須被狹義理解。」、第 35點：「『最嚴重

罪行』一詞必須被限制地閱讀，並只限定於極端嚴重的

罪行且涉及故意殺人。未故意且直接造成死亡的罪行，

例如謀殺未遂、貪污及其他經濟和政治罪行、武裝搶劫

、海盜行為、綁架、毒品及性犯罪，雖然本質嚴重，但

絕不能成為第 6條架構內判處死刑的依據。」乃在強調尚

未廢除死刑的締約國中，適用死刑須遵守之嚴格要求，

並例示死刑應僅限於「於極端嚴重的罪行且涉及故意殺

人」之情形。 3.上開一般性意見仍未認為締約國應廢除

死刑，或死刑係屬公政公約第 7條所稱之「酷刑」或「殘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處罰」，並於該號一般性意見第

51點前段說明：「雖然在《公約》第 6條第 2款提到適用死

刑的條件，暗示了在起草公約時，締約國並未普遍認為

死刑本身是一種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處罰」亦認

為現階段維持死刑之締約國，在符合公政公約之要求下

，並無違反上開第 7條之要求。雖同點接續敘明「締約國

後續的協議，或後續建立此類協議的作法，最終可能達

成死刑在任何情況下都違反《公約》第 7條的結論。《第

二任擇議定書》日漸增加的締約國、越來越多的禁止施

加或執行死刑的國際文書，以及越來越多未廢除死刑的

國家已事實上暫停執行死刑；這表明在締約國間將死刑

視為一種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刑罰此一共識，獲

得了相當大的進展。這種法律發展符合《公約》所支持

的廢除死刑的精神，本精神於《公約》第 6條第 6項和《

第二任擇議定書》的案文中體現出來。」此乃指公政公

約期望各締約國最終皆能對廢除死刑達成共識，非謂維

持死刑之國家即屬違反公政公約。 4.公政公約各締約國

是否採取廢除死刑之措施，乃各國國民公意或立法者之

抉擇，此因各國歷史、文化、民情而不同，亦無所謂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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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須受某國際聯盟或他國實踐拘束之可言。我國現行法

制，既未廢除死刑，且死刑制度迭經司法院釋字第 194、

263及 476號為合憲之解釋，則在個案於符合上開公政公

約及一般性意見之要件，自得科處死刑。原判決科處丙

○○死刑，並無違反公政公約及其一般性意見之要求。  

(六 )死刑之裁量： 1.對於行為人所犯罪名之法定刑設有死刑

選項（即相對死刑，我國已無絕對死刑之刑罰條文）之

案件，縱其之犯行係屬符合公政公約第 6條第 2項所定情

節最重大之罪行，仍必須在罪責原則之基礎上，逐一審

酌刑法第 57條所例示之 10款事項及其他與行為人或其行

為有關之一切有利或不利之情狀，並為綜合評價，倘認

被告所為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及責任之嚴重程度，已

達到罪無可逭，非永久與世隔絕，不足以實現正義之程

度，始得為死刑之決定。而科刑審酌事項，可區分為「

與行為事實相關」之裁量事由（例如犯罪之動機與目的

、犯罪時所受刺激、犯罪之手段、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

之關係、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險

或損害等），及「與行為人相關」之裁量事由（例如犯罪

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等

）。一般而言，在死刑裁量上，係以「與行為事實相關」

之裁量事由，作為劃定是否適用死刑之範疇，再以「與

行為人相關」之裁量事由為評價上之微調。申言之，前

者自罪刑均衡、一般預防之觀點觀之，反映行為人罪責

之輕重，於斟酌是否量處死刑時，屬兼具正向（量處死

刑）與負向（不量處死刑）之量刑因子，而後者則與犯

罪行為本身無直接關聯之一般情狀，自特別預防之觀點

觀之，於斟酌是否量處死刑時，大致上屬負向（不量處

死刑）量刑因子。而於綜合「與行為事實相關」之裁量

事由，如認應科處死刑，再加入「與行為人相關」之裁

量事由，仍認對量處死刑不生影響，此際，再深切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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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所為犯行之罪責嚴重性與教化更生改善可能性間

之關係，以求罪刑相當。 2.本件原判決就丙○○所為故

意殺害潘、呂 2人之犯行，說明被害人數為 2人，侵害生

命法益嚴重，手段殘暴，不見絲毫良心，已達殘酷嚴重

程度，係屬公政公約第 6條第 2項前段所稱之「情節最重

大之罪」，已依丙○○犯罪之情節，詳為論述，並無不合

。而原判決量處死刑，業以丙○○之責任為基礎，分別

依刑法第 57條規定暨與量處死刑有關之各項有利及不利

量刑因子，逐一審酌。而就「與行為事實相關」之裁量

事由部分，依原判決所認如前所示之犯罪動機及目的、

犯罪時所受任何刺激、犯罪之手段、與被害人之關係、

犯罪所生之危險及損害等情節觀察，認丙○○因找尋前

妻未果而遷怒潘○瑤，尤其呂○偉與其毫無仇怨，僅因

恐對方通風報信，接續以將壓入水中方式溺斃潘、呂 2人

，該 2人年輕即生命殞落，死前並受盡驚嚇與痛苦，造成

被害人家屬無盡之哀痛，且於本案基於主導地位，丙○

○對他人生命毫不在意，心性兇殘，惡性重大致極，而

應落入死刑裁量範疇。再考量「與行為人相關」之裁量

事由，包括丙○○之成長背景、年齡、科刑紀錄（另有

關丙○○事後道歉及賠償被害人家屬部分金錢部分，詳

後述修復式司法），而認此部分事由不影響丙○○死刑責

任之衡量，亦已詳載其理由。 3.「修復式司法」或稱「

修復式正義」，旨在藉由有建設性之參與及對話，在尊重

、理解及溝通的氛圍下，尋求彌補被害人的損害、痛苦

及不安，以真正滿足被害人的需要，並修復因衝突而破

裂的社會關係，希望透過修復促進者居間協助加害人及

被害人在適當時間展開對話，促使其等能相互瞭解，使

雙方之關係及情感修復，並使加害人知道自己對被害人

造成的傷害，據以降低其再犯可能性，以認錯、道歉並

承擔責任及賠償的方式使被害人復原。而「修復式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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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調（和）解制度」最大區別，在於前者傾向於「

關係修復」，後者著重於「解決問題」，調（和）解制度

雖為促進修復式司法之重要過程，惟彼此間不能畫上等

號。現代刑事訴訟政策已由以往保障被告應有權益提昇

認應維護及回復被害人尊嚴之必要。此由 108年 12月 10日

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之刑事訴訟法第 248條之 2及第 271條

之 4，增訂檢察官於偵查中得將案件移付調解，或依被告

及被害人的聲請，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

。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得將案件移付調解，或依

被告及被害人的聲請，於聽取檢察官、代理人、辯護人

及輔佐人的意見後，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

復。即為貫徹修復式司法之精神並提升其成效，將部分

案件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而由專業之修復促進

者以更充分之時間及更完整之資源來進行修復式司法程

序，而將「修復式司法」制度明文化。另增訂之第七編

之三「被害人訴訟參與」制度（同法第 455條之 38至 46）

，使被害人得以參與訴訟，讓被害人觀點可以適時反映

給法官，減少隔離感，藉由被害人參與程序，瞭解訴訟

之經過情形及維護其人性尊嚴，期能彌補其痛苦與不安

。在在顯示對於被害人之保護已刻不容緩，故其於訴訟

程序中表示之任何意見，均應予以重視。是被害一方縱

獲得部分之賠償，倘加害人並非真心認錯或被害人情感

面未經撫慰或修復，法院於量刑時自非不得予以斟酌。

本件原審於量刑時已審酌說明：丙○○於審理時雖多次

向被害人家屬道歉、下跪或磕頭道歉，及與其家人迄今

賠償被害人家屬共 190餘萬元，然仍未能獲得被害人家屬

之原諒。參以被害人家屬潘○興陳請檢察官轉送本院之

意見信表示：丙○○生性兇殘，留在世上只會帶給社會

更多的不幸，希望能維持原死刑判決，給被害人家屬及

死者一個交待等語。益見丙○○對被害人家屬所造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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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創傷非輕，且迄今並未獲得被害人家屬諒解或原諒

。則原審於考量被害人家屬之情感並未因已受賠償部分

金額而獲得疏解及填補，而未將此量刑因素為有利之認

定而予微調，無違「修復式司法」理念。上訴意旨以法

院未基於「修復式司法」理念指摘原判決量刑失當，自

非有據。 4.臺大醫院之精神鑑定報告結論及教誨師蘇○

煌、釋○暉（即林○宗）之陳述，固認為丙○○仍有以

各種方式進行矯治或教化之可能。然教誨師之陳述，係

基於其工作職責或對個人期待所為之主觀意見，難憑以

為有無教化可能性之依據。至臺大醫院之鑑定報告一開

始即言明，本次鑑定有以下之概念問題必須澄清：①教

化可能性必須橫跨多久之時間來進行判斷？②丙○○經

長期教化治療活動，其行動上對社會之危害可能性可能

降低，此是否仍屬具有教化可能性？③我國目前並無中

高度戒備之司法精神醫療病房，遑論密集系統化之個別

心理治療技術之運用，此國家資源之欠源是否需於教化

可能性鑑定中考量？④社會文化經濟因素為影響丙○○

再犯之因子，日後此種因子之變動是否需加入考量？⑤

依丙○○先前之處遇及服役紀錄，丙○○需接受幾年之

輔導治療始能觀察到其是否具有矯治可能，鑑定人認為

依個別化處遇之觀點，目前資料不足，無法臆測。以上

仍須法院本於法律政策進行審酌判斷（見原審更 (二 )卷

三第 68頁）。可知上開有無教化可能性之鑑定有其侷限性

，已超出司法精神醫學或司法心理學可解決之範圍，更

多涉及法官應為之法律價值判斷。本院為求慎重，於審

判期日傳喚鑑定人甲○○醫師到庭以言詞說明，其亦陳

稱：「教化可能性係一法律用詞，屬於法律上之評價，應

由法院從事判斷；而精神鑑定醫學只能提供一種被告精

神狀態之事實，此一事實是否符合教化可能性，當由法

院作最後論斷。」等語（見本院卷二第 850頁）。而依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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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人甲○○醫師於本院之陳述：「（問：就心理偏差是否

可能被教化導正，報告中曾提到有『矯治可能性』、『（再

）社會化可能性』與『再犯可能性』這些概念。先針對

『矯治可能性』，請問這個概念所要探討的重點是什麼呢

？）所謂矯治可能性，係指受矯治人願意聆聽，因其聆

聽以後，願意自行思考其聆聽之內容，經其思考後，其

願意接受，嗣後內化之。」、「（問：所謂『（再）社會化

可能性』這個概念，所要探討的重點是什麼呢？）再社

會化可能性者，係指一個人願與社會互動，使其行為符

合社會各種規範之要求，別人對其因有所感受及期待，

該人亦願意調整行為，以與旁人相處，其重點在關係、

互動及與群體生活。」、「（問：請問『再犯可能性』所探

討的重點是什麼呢？）…即指其未來是否會再犯。惟如

就同一犯行再犯或其他犯罪再犯之再犯，通常係指同一

犯行再犯。」已說明可依此 3項指標作為判斷依據。鑑定

人亦陳述：「以矯治可能性而言，其（按：指丙○○）表

現出聆聽態度，且會有所詢問，既然會詢問，由其對問

題發問的態度，顯現其願意與人有所互動，且亦表現有

所思考；至於是否真有接受，甚至進而內化，因資料有

限，尚不敢確定。」（見本院卷二第 842至 845頁），是鑑

定人雖觀察到丙○○能聆聽、思考，但仍無從確定其是

否有接受後再內化之情形，無足認其有矯治可能性。又

依鑑定報告之記載：「沈員（丙○○）於卷宗中與鑑定過

程中皆承認其殺人罪，也表示願意接受相關刑罰。但在

討論若有機會當時如何可能扭轉此次事件時，沈員表現

外歸因模式，例如，其表示若當初如果不去找他妻子就

不會發生此次殺人行為。而未注意自身情緒、認知模式

與家庭想像對其行為的影響，皆需反覆提醒其他可能，

才被動思考。此與心理衡鑑結果大致符合。」（見原審更

(二 )卷三第 80頁背面至第 81頁），可見丙○○於本件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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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行之 4年後進行上開鑑定時，其仍以歸咎外界、欠缺自

省之思考為主。又該鑑定報告亦指出丙○○「若未增強

自我覺察，進行相當之認知內容重構，若仍碰到違反其

個人價值觀之主客觀情境，仍有再度犯案之虞」（見同上

卷第 81頁）。鑑定人就此於本院固陳稱：上開內容是指家

暴行為而言，而其殺人之再犯可能性是較家暴行為為低

等語（見本院卷二第 850頁），然並未排除其殺人之再犯

可能性。況且，鑑定人所稱：「（問：所謂窮盡一般輔導

治療之處遇，目前仍無法排除沈員接受教化導正之可能

，是否亦可認為，某些場合，縱窮盡一般輔導治療之處

遇，對丙○○亦無教化可能性？）醫學之為科學，可能

性自有其高低問題，此一說法確實亦有存在其可能性。

」（見本院卷二第 848頁）亦認對丙○○窮盡輔導治療之

處遇，尚會存在無教化可能性之情形。從而，有關丙○

○教化可能性之評估，仍無法影響死刑之裁量結果。 5.

綜上，原審於審酌原判決所載前揭刑法第 57條之量刑事

由，其他與行為人或其行為有關之一切有利或不利之情

狀（含教化可能性），經綜合評價，以丙○○之罪責為衡

量及決定之基礎，說明必須選擇死刑一途，無從迴避之

理由。並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未違反比例原則

、罪刑相當原則或濫用其量刑之權限。至於上訴意旨所

稱其他殺人犯行量處無期徒刑確定之案件，因各個案件

情節不同，所為刑罰之量定自屬有別，難以他案任意比

附援引，憑為指摘之依據。關於原判決量處丙○○死刑

之宣告部分，經本院戒慎審核，認應予維持，始符合罪

責原則，並實現司法正義。  

(七 )至其他上訴意旨，係就原審證據取捨、認定事實及刑之

量定等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理由已詳加說明、指

駁之事項，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任意指摘為違

法，且再為單純事實之爭執，自難謂為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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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上，應認丙○○之上訴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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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案】： 109年度非字第 90號  
壹、標題：  

釋字第 775號解釋後，累犯加重之實體與程序要件。  

貳、爭點：  

一、釋字第 775號解釋後，法院就累犯更定其刑之實體因子，

是否已原來「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變更為「

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

行為人之必要性」。  

二、釋字第 775號解釋後，法院就累犯更定其刑之程序要件，

是否已變更為： 1、有關累犯應否加重之科刑審理程序，

應先由當事人就加重、減輕或免除其刑等事實及其他科

刑資料，指出證明方法，次由當事人進行周詳調查與充

分辯論，最後再由法院依法詳加斟酌取捨，並具體說明

據以量定刑罰之理由。2、有關累犯應否加重之科刑資料

調查事項，除刑法第 57條及第 58條各款規定事項外，是

否應及於刑法第 47條第 1項及第 59條至第 62條等其他依

法應加重減輕免除其刑之事項。  

參、關係條文：  

刑法第 47條  

肆、非常上訴理由：  

一、原非常上訴判決就 104年 10月 22日臺灣高等法院 104年度

上訴字第 810號 (下稱原因案件 )刑事確定判決，以該案雖

屬司法院釋字第 775號解釋 (下稱原解釋 )之原因案件，但

「經審酌被告前開第 1至 3案，分別係犯施用第二級毒品

或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等罪，而本件被告於附表

編號 10至 21所犯則為單獨或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其

前、後犯罪均與第二級毒品有關，且由單純施用或持有

毒品轉變為販賣毒品，其犯罪類型、行為態樣較之前更

為嚴重並加劇。且被告甫於 102年 1月 15日始易科罰金執

行完畢，未及多時，旋又於同年 8、 9月間再犯附表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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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至 21之罪，時間相距極短，犯罪次數甚多。又被告所

犯附表編號 10至 21之罪均為販賣第二級毒品，其漠視政

府制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杜絕毒品之禁令，助長毒品蔓

延，戕害國民身心健康，危害社會治安甚鉅，與施用毒

品者原則上屬個人自戕行為，於他人之生命、身體、財

產等法益較無實害之情形，自屬有間。再審酌原判決依

刑法第 57條規定就被告所犯上開各罪之酌量情形。足認

被告具有特別惡性，且對刑罰反應力薄弱。準此，本件

原因案件之判決，就被告附表編號 10至 21之罪，依刑法

第 47條第 1項規定論以累犯，並就法定刑為有期徒刑、罰

金部分加重其刑，而諭知如前之刑期，暨與其餘上訴駁

回部分定應執行刑。經核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形，亦無

違反司法院釋字第 775號解釋意旨」之理由，因認本件非

常上訴無理由，而予以駁回，固非無見。  

二、惟按「司法院就人民聲請解釋憲法，宣告確定終局裁判

所適用之法令於一定期限後失效者，聲請人就聲請釋憲

之原因案件即得據以請求再審或其他救濟，檢察總長亦

得據以提起非常上訴；法院不得以該法令於該期限內仍

屬有效為理由駁回。如本院解釋諭知原因案件具體之救

濟方法者，依其諭知；如未諭知，則俟新法令公布、發

布生效後依新法令裁判。」有司法院釋字第 725號解釋可

憑。經查：本件原因案件，業經原解釋於理由中載明：「

聲請人何○龍，前因毒品案件，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

，執行完畢 5年內，再犯販賣第二級毒品案件，經臺灣高

等法院 104年度上訴字第 810號確定終局判決，判處有期

徒刑，認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一加重本刑，有違憲疑義，

聲請解釋。經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條第 1項

第 2款所定要件相符，爰予受理。」可知本案自屬原解釋

之原因案件無訛。次查：依原解釋之理由：「刑法第 47條

第 1項規定，一律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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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

不符合刑法第 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

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

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 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

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 23條比

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2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

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

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之意旨。可知，在違憲條文

完成立法修正前，不但檢察總長得立即就原因案件聲請

非常上訴以資救濟，且最高法院受理原因案件非常上訴

時，亦應參照原解釋所宣示內容違憲，「應立法修正意旨

」揭示之實體法則及程序法則，重新裁量原因案件累犯

各罪應否加重最低本刑以為救濟。否則原非常上訴判決

即有違反大法官解釋意旨之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三、次按原解釋宣示刑法第 47條規定內容違憲，應立法修正

之意旨有二： (一 )就累犯應否加重之實體要件部分：宣

示「刑法第 47條第 1項規定，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其

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

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

第 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

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

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 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

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

次宣示「按刑罰須以罪責為基礎，並受罪責原則之拘束

，無罪責即無刑罰，刑罰須與罪責相對應。亦即國家所

施加之刑罰須與行為人之罪責相當，刑罰不得超過罪責

。基於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立法機關應衡量其『所欲維

護法益之重要性、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

之必要性』，綜合斟酌各項情狀，以法律規定法官所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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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之刑罰種類及其上下限，應與該犯罪行為所生之危害

、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符，始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及憲

法第 23條比例原則無違。」；換言之，有關累犯應否加重

之實體要件，即使被告累犯各罪不符合刑法第 59條所定

要件之情形，仍不宜再不分情節，僅基於累犯有「特別

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之舊立法理由，即一

律加重最低本刑，而應依原解釋所示之應立法修正意旨

，改按「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防止侵害 (再犯 )之

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等情節，作為 (

包括原因案件在內之 )累犯應否加重之實體要件。(二 )次

就累犯應否加重之科刑審理程序部分，宣示：「對累犯者

加重本刑涉及科刑。目前刑事訴訟法，僅規定科刑資料

之調查時期，應於罪責資料調查後為之（刑事訴訟法第

288條第 4項參照），及賦予當事人對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

機會（刑事訴訟法第 289條第 3項參照），對於科刑資料應

如何進行調查，及就科刑部分獨立進行辯論均付闕如。

為使法院累犯科刑判決，符合憲法上罪刑相當原則，法

院審判時應先由當事人就加重、減輕或免除其刑等事實

（刑法第 47條第 1項及第 59條至第 62條參照）及其他科刑

資料（刑法第 57條及第 58條參照），指出證明方法，進行

周詳調查與充分辯論，最後再由法院依法詳加斟酌取捨

，並具體說明據以量定刑罰之理由，俾作出符合憲法罪

刑相當原則之科刑判決。」。換言之，原解釋為補正現行

法對於科刑資料，應如何進行調查及就科刑部分獨立進

行辯論均付闕如之現象，不但揭示：1、有關累犯應否加

重之科刑審理程序，應修正成：先由當事人就加重、減

輕或免除其刑等事實及其他科刑資料，指出證明方法，

次由當事人進行周詳調查與充分辯論，最後再由法院依

法詳加斟酌取捨，並具體說明據以量定刑罰之理由，如

此之科刑審理程序，始符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正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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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復就 2、有關累犯應否加重之科刑資料調查事項，

明定縱被告累犯各罪不符合刑法第 59條所定酌減其刑之

要件，但為使累犯應否加重之科刑裁量，符合憲法第 8條

之罪刑相當原則及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當事人所應舉

證、辯論之量刑資料，除刑法第 57條及第 58條各款規定

事項外，並應及於是否有刑法第 47條第 1項及第 59條至第

62條等其他依法應加重減輕免除其刑之事項。可知，法

院為累犯應否加重之科刑資料調查時，除應審酌刑法第

57條及第 58條之事項外，還應調查審酌被告是否有刑法

第 47條第 1項及第 59條至第 62條及其他法定之刑罰應加

、減、免除事由。如僅審酌刑法第 57條及第 58條之事項

，卻漏未審酌被告其他依法應減輕、免刑等有利事項，

逕為累犯加重其刑之科刑判決，即與原解釋意旨尚有不

符，不但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且有依法應調查之量

刑證據未予調查，致影響判決結果之違法。  

四、經查：  

(一 )本件原非常上訴判決就累犯應否加重之科刑審理程序，

並未在最高法院審理時，採由當事人到庭舉證、調查、

辯論之程序，卻僅依原因案件卷內之現存資料，以書面

審查後遽駁回上訴。既未讓檢察官到庭舉證累犯加重之

資料，復未予被告到庭舉證、辯論及主張其累犯不應加

重有利事證之機會。核原非常上訴判決不但違反原解釋

所揭示：「應先由當事人就加重、減輕或免除其刑等事實

及其他科刑資料，指出證明方法，次由當事人進行周詳

調查與充分辯論，最後再由法院依法詳加斟酌取捨，並

具體說明據以量定刑罰之理由」之正當法律程序意旨，

復未予「被告到庭陳述對其有利事證」之機會，顯已侵

害憲法保障被告到庭陳述科刑意見之訴訟防禦權利，其

科刑審理程序違反大法官解釋意旨，即有適用法則不當

之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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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雖原非常上訴判決就累犯應否加重之實體要件事項，其

中「防止侵害 (再犯 )可能性」之事項，已憑依「被告前

後犯罪均與第二級毒品有關，且由單純施用或持有毒品

轉變為販賣毒品，其犯罪類型、行為態樣較之前更為嚴

重並加劇；甫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未及多時，旋又於再

犯附表編號 10至 21之罪，時間相距極短，犯罪次數甚多

」等事實，審認其累犯應予加重。次就「侵害法益重要

性」之事項，憑依「被告所犯附表編號 10至 21之罪均為

販賣第二級毒品，其漠視政府制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杜

絕毒品之禁令，助長毒品蔓延，戕害國民身心健康，危

害社會治安甚鉅，與施用毒品者原則上屬個人自戕行為

，於他人之生命、身體、財產等法益較無實害之情形，

自屬有間」等事實，審認其累犯應予加重。惟就「事後

矯正行為人必要性」之量刑事實，雖以：「經審酌刑法第

57條規定事項，足認被告所犯上開各罪有特別惡性，且

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作為被告原因案件之累犯應加重之

事由，並認如此審認已符合釋字第 755號累犯加重之解釋

意旨，固非無見。惟按原解釋就此部分，已特別指出：「

法院為累犯應否加重之科刑資料調查時，除應審酌刑法

第 57條及第 58條之事項外，還應調查審酌被告是否有刑

法第 47條第 1項及第 59條至第 62條等其他法定刑罰應加

、減、免除之事由」之意旨，以本件被告所犯原因案件

之累犯各罪，於原因案件判決理由中，皆認定被告所犯

附表編號 10至 21之罪，被告不但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

附表編號 10至 21上開販賣或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

非他命諸犯行，復於本件販賣或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甲

基安非他命犯行為警查獲後，於警詢時供出其毒品來源

，使員警因而循線查獲吳○諺販賣毒品之犯行，故原因

案件乃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遞

減其刑。此除有卷附各該偵審自白筆錄可憑，復有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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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警詢筆錄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103年北

市警刑大司字第 10332973700號函暨函附之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102年 12月 24日北市警刑大移七字

第 10233792400號刑事案件移送書影本各 1份在卷可按。

足認縱在原因案件中，被告累犯各罪無刑法第 59條之顯

可憫恕事實，但以被告累犯各罪，既有上述「依法應遞

減其刑」之有利事實存在，則法院審認被告累犯各罪應

否加重其刑時，就「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之「行

為人責任」實體科刑事項，即應認被告「事後矯正行為

人之必要性」較低，而為被告有利之認定。乃原非常上

訴判決僅審酌刑法第 57條之事項，卻漏未調查被告有上

開「依法應遞減其刑」之有利事由，致於認定本件累犯

加重時，漏未審酌此項對被告有利之實體事項，仍僅依

舊立法之被告「具有特別惡性，且對刑罰反應力薄弱」

等累犯加重事由，作為原解釋後本件原因案件審認被告

累犯應否加重之實體事由，足認原非常上訴判決就審酌

累犯應否加重之實體事由，核與原解釋意旨尚有不符，

不但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且有依法應調查之量刑證

據未予調查之違法，並致生不利於被告之判決結果。  

五、案經確定，且於被告不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

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救濟。  

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台非字第 12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何○龍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對於本

院中華民國 108年 9月 4日非常上訴判決（ 108年度台非字第 176

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 103年度偵字第 462、4825

號），認為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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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駁回。  

    理   由  

本院按：定應執行刑之裁定，與科刑之判決具有同等之效力

，於裁定確定後，檢察總長認為違法，固得提起非常上訴。

惟非常上訴，乃對於審判違背法令之確定判決所設之非常救

濟程序，以統一法令之適用為主要目的。必原判決不利於被

告，經另行判決，或撤銷後由原審法院更為審判者，其效力

始及於被告，此與通常上訴程序旨在糾正錯誤之違法判決，

使臻合法妥適，其目的係針對個案為救濟者不同。兩者之間

，應有明確之區隔。又數罪併罰合併定應執行刑，旨在綜合

斟酌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犯罪行為人施以矯正

之必要性，而決定所犯數罪最終具體應實現之刑罰，以符罪

責相當之要求。刑法第 51條第 5款規定：數罪併罰，宣告多數

有期徒刑者，應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

下，定其應執行之刑期，但不得逾 30年。係採限制加重主義

，就各罪中，以最重之宣告刑為基礎，由法院參酌他罪之宣

告刑，裁量加重定之，不得逾法定之 30年最高限制，即法理

上所稱之外部性界限。又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事項，尚非概

無法律性之拘束，法院為自由裁量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

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此為自由裁量之內部界限。又刑法第

57條之規定，係針對個別犯罪之科刑裁量，明定刑罰原則以

及尤應審酌之各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至數罪併罰

定應執行刑之裁量標準，法無明文，然其裁量仍應兼衡罪責

相當及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具體審酌整體犯罪過程之各罪

關係（例如各行為彼此間之關聯性《數罪間時間、空間、法

益之異同性》、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

害之加重效應等）及罪數所反應行為人人格及犯罪傾向等情

狀綜合判斷。從而，倘若法院之裁量符合此內、外部性之界

限，當無違法、不當之可指。原裁定有關檢察官依被告請求

聲請就原裁定附表（下稱附表）編號 1至 19所示之罪所處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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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 11年 6月，係在上開罪刑中之最長期（有

期徒刑 3年 8月）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有期徒刑 15年 4月 15

日，其中附表編號 3、4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8月，附表編號 10

、 11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4年 2月，附表編號 15至 17曾定應執

行有期徒刑 1年 1月；附表所示各案件曾定之應執行刑與未經

定應執行刑部分，合計為有期徒刑 12年） 以下，並無逾越法

律規定之外部性界限、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及不利益變更

禁止原則之情事，且已更減少有期徒刑 6月，尚非顯然於被告

不利。原裁定僅載敘檢察官聲請之緣由及裁判之法律依據，

理由雖稍嫌簡略，然究非理由不備；且法律已有明確規定，

實務並無爭議，自無再行闡釋之必要，於法之續造或見解統

一亦欠缺原則上之重要性，客觀上難認有依非常上訴程序加

以糾正或救濟之必要。依前揭說明，應認本件非常上訴為無

理由，而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6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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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案】： 109年度非字第 1325號 
壹、標題：  

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在更定執行刑之適用。  

貳、爭點：  

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第 1、2項規定：「由被告上訴或為被

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

決之刑。但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者，不在

此限。」、「前項所稱刑，指宣告刑及數罪併罰所定應

執行刑。」學理上稱之為「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而

同條第 3項：「第 1項規定，於第一審或第二審數罪併罰

之判決，一部上訴經撤銷後，另以裁定定其應執行之刑

時，準用之。」係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數罪併罰定應

執行之刑，明定有上訴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即

於第一審或第二審數罪併罰之判決，一部經上訴改判，

嗣全案確定後，另以裁定定應執行之刑時，亦有不利益

變更禁止原則之準用。倘被告就第二審數罪併罰之判決

，對該數罪均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以程序判決

部分駁回上訴確定，部分撤銷發回原審法院，發回後經

審理撤銷第一審該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較有利或相同

於第一審判決之刑度（即未不利於被告），嗣經確定。

之後就該先後確定之第二審、更一審部分科刑判決，另

以裁定定其應執行刑之情形，參酌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之目的，在於使被告不憚於上訴，保護其之上訴決定自

由，及同條第 3之修正意旨，仍應受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之拘束，是法院以裁定另定之應執行刑，倘重於曾定之

應執行刑，即屬違背法令。  

參、關係條文：  

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第 1、 2、 3項  

肆、非常上訴理由：  

一、按定應執行刑之裁定，與科刑判決具有同一效力，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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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法令，而於被告不利，應許提起非常上訴，以資救

濟。次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之

拘束，法院就自由裁量權之行使，除不得踰越法律規定

即裁量之外部性界限外，尚應受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

則之規範，謹守法律秩序之理念，體察法律之規範目的

，使其結果實質正當，合於裁量之內部性界限，俾與立

法本旨相契合。又按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前段（指 103年 6

月 4日修正公布前）『不利益變更禁止』規定，對於檢察

官為被告之不利益上訴，原則上雖無適用，然須以其上

訴有理由為前提，倘其上訴並無理由，仍有不利益變更

禁止原則適用（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上字第 272號、104年

度台上字第 2762號、 92年度台上字第 6121號刑事判決參

照）。又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於 103年 6月 4日修正公布，

原條文未修正，改為第 1項，增訂第 2、3項「由被告上訴

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

原審判決之刑。但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者，

不在此限（第一項）。前項所稱之刑，指宣告刑及數罪

併罰所定應執行之刑（第二項）。第一項規定，於第一

審或第二審數罪併罰之判決，一部上訴經撤銷後，另以

裁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時，準用之（第三項）。」即於第

一審或第二審數罪併罰之判決於另以裁定定其應執行刑

時，亦有本條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前於修法前

67年 1月 10日 67年度第一次刑事庭庭推總會議決議（一）

決議要旨「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前段規定：由被告上訴或

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

審判決之刑。所謂原審判決之刑，當指宣告刑而言。第

二審宣告刑如不較第一審宣告刑為重，縱令其所定之執

行刑較第一審所定之執行刑為重，苟與刑法第 51條之規

定無違，即不得指為違法。其數罪併罰，一部經上訴改

判，嗣以裁定另定執行刑時亦同。但為貫徹刑事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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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0條前段保護被告之立法意旨，第二審所定之執行刑

或另以裁定所定之執行刑，以不較重於第一審所定之執

行刑為宜。」，該決議雖係建議性質，惟亦肯認於數罪

併罰，一部經上訴改判，嗣以裁定另定執行刑時亦同。

但為貫徹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前段保護被告之立法意旨

，第二審所定之執行刑或另以裁定所定之執行刑，應不

較重於第一審所定之執行刑之法理。  

二、本件第一審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4年度侵重訴字第

1號）認定事實如事實欄，適用法律及量刑為：被告就事

實欄一之 (一【對 B男犯之】，處有期徒刑 5年 6月 )、一之

(二【對 D男犯之】，處有期徒刑 5年 6月）部分所為，均

係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6條第 3項使人施用毒品罪、

刑法第 224條之 1、第 222條第 1項第 4款加重強制猥褻罪，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6條第 3項使人施用毒品罪部分

，於警詢、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犯罪，應依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 17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以一行為觸犯上開

2罪，均應依刑法第 55條規定，從一重處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 6條第 3項之罪；就事實欄一之 (三【對 C男犯之】，

處有期徒刑 7年 6月 )部分所為，係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 6條第 3項使人施用毒品罪、刑法第 222條第 1項第 4款加

重強制性交罪，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6條第 3項使人

施用毒品罪部分，於警詢、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犯罪，

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以

一行為觸犯上開 2罪，應依刑法第 55條規定，從一重處刑

法第 222條第 1項第 4款加重強制性交罪；就事實欄一之 (

四【對 A男犯之】，處有期徒刑 12年 )部分所為，係違反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6條第 3項使人施用毒品罪、刑法第

226條第 1項強制性交致人於死罪，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 6條第 3項使人施用毒品罪部分，於警詢、偵查及審

判中均自白犯罪，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 2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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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減輕其刑。其以一行為觸犯上開 2罪，應依刑法第 55

條規定，從一重處刑法第 226條第 1項之強制性交致人於

死罪。所犯上開各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

論併罰。應執行有期徒刑 18年 6月，其餘被訴竊盜部分無

罪。檢察官及被告均上訴二審，檢察官上訴理由略以：

①認對被害人 B男部分未論強制性交及對被害人 B男、C男

遭竊部分未罪；②對 A男犯行僅量處有期徒刑 12年，及與

其侵害被害人 B、 C、 D之犯行部分定應執行刑 18年 6月，

量刑均屬過輕等情。二審（臺灣高等法院 104年度侵上訴

字第 306號）判決對一審判決事實欄一之 (四 )之罪部分，

與事實欄一之 (三 )同，係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6條第

3項使人施用毒品罪、刑法第 222條第 1項第 4款加重強制

性交罪，以一行為觸犯上開 2罪，應依刑法第 55條規定，

從一重處刑法第 222條第 1項第 4款加重強制性交罪，改判

有期徒刑 7年 6月，其餘上訴駁回，合併定應執行刑為 15

年。嗣二審檢察官及被告上訴第三審（最高法院 105年度

台上字第 2134號），該院判決：關於以欺瞞方法使Ｂ男

施用第三級毒品及對Ａ男以藥劑強制性交部分撤銷，發

回臺灣高等法院。其他上訴駁回確定。發回更審（臺灣

高等法院 105年度侵上更 (一 )字第 13號案）後判決撤銷第

一審判決事實欄一 (一 )、 (四 )部分之罪；就一審判決事

實欄一 (一 )之罪（即被害人 B男部分）部分以檢察官起訴

認涉刑法第 224條之 1、第 222條第 1項第 4款加重強制猥褻

罪部分罪嫌不足，僅論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6條第 3項使

人施用毒品罪，並改判為有期徒刑 5年 2月，就一審判決

事實欄一 (四 )之罪（即被害人Ａ男部分》仍判處有期徒

刑 12年確定。參酌前揭判決意旨，一審檢察官上訴部分

，經認無理由，並就一審判決事實欄一 (一 )之罪（即被

害人 B男部分）以其認事用法有違誤，受刑人上訴否認另

犯刑法第 222條第 1項第 4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嫌及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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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條之 1加重強制猥褻罪嫌，為有理由，而將原判決關

於此部分撤銷改判，就受刑人被訴刑法第 222條第 1項第 4

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嫌部分，為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此

部分改判為有期徒刑 5年 2月。受刑人所犯四罪經判決確

定後總刑期為 30年 2月，較第一審判決少 4月，參酌首揭

說明，原裁定就受刑人所犯前揭四罪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27年 6月，非無違不利益禁止變更原則之違誤。案經確定

，且不利於受刑人。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 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

正。  

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台非字第 138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杜○文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定應執行刑案

件，對於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07年 2月 2日確定裁定（ 107

年度聲字第 382號，聲請案號：臺灣高等檢察署 107年度執聲

字第 110號），認為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被告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捌年

貳月。  

    理   由  

本院按：  

一、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第 1、2項規定：「由被告上訴或為被

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

決之刑。但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者，不在

此限。」、「前項所稱刑，指宣告刑及數罪併罰所定應

執行刑。」學理上稱之為「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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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條第 3項：「第 1項規定，於第一審或第二審數罪併罰

之判決，一部上訴經撤銷後，另以裁定定其應執行之刑

時，準用之。」係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數罪併罰定應

執行之刑，明定有上訴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即

於第一審或第二審數罪併罰之判決，一部經上訴改判，

嗣全案確定後，另以裁定定應執行之刑時，亦有不利益

變更禁止原則之準用。倘被告就第二審數罪併罰之判決

，對該數罪均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本院以程序判決部分

駁回上訴確定，部分撤銷發回原審法院，發回後經審理

撤銷第一審該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較有利或相同於第

一審判決之刑度（即未不利於被告），嗣經確定。之後

就該先後確定之第二審、更一審部分科刑判決，另以裁

定定其應執行刑之情形，參酌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目

的，在於使被告不憚於上訴，保護其之上訴決定自由，

及同條第 3之修正意旨，仍應受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拘

束，是法院以裁定另定之應執行刑，倘重於曾定之應執

行刑，即屬違背法令。  

二、經查：本件被告所犯如附表所示 4罪，有非常上訴理由欄

二所載之適用法條量刑及各審級審判程序等情，有相關

判決書可稽。全案確定後，檢察官就如附表所示 4罪所處

之有期徒刑，聲請合併定其應執行刑，原審於 107年 2月 2

日以 107年度聲字第 382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27年 6月

（下稱原確定裁定）。經核形式上雖未逾越刑法第 51條

第 5款所定之外部性界限，惟附表編號 3所示對 B男所犯之

罪，被告提起第二、三審上訴，經本院 105年度台上字第

2134號判決就此部分發回更審後，更一審所認定之犯罪

情節，明顯輕於第一審，因此撤銷第一審所處有期徒刑 5

年 6月，改判有期徒刑 5年 2月，即其宣告之有期徒刑輕於

第一審 4月。又附表編號 1至 4部分，第一審檢察官雖有提

起上訴，但分別經第二審（附表編號 1、 2）及更一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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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編號 3、 4）認為無理由，原確定裁定另定其應執行

刑時，仍有上訴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是以，被

告所犯如附表所示 4罪經判決確定後，各刑合併之刑期為

30年 2月（即 5年 2月 +5年 6月 +7年 6月 +12年 =30年 2月），

較第一審判決之各刑合併刑期 30年 6月（即 5年 6月 +5年 6

月 +7年 6月 +12年 =30年 6月）少 4月，而第一審判決曾定應

執行有期徒刑 18年 6月（即內部性界限），原確定裁定另

定之應執行刑，重於第一審曾定之應執行刑，依上揭說

明，乃有違上訴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自屬違背法令。

案經確定，且不利於被告。非常上訴意旨執此指摘，為

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確定裁定撤銷，另行判決如主文

第 2項所示，以資救濟。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7條第 1項第 1款，刑法第 53條

、第 51條第 5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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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案】： 109年度非字第 1557號 
壹、標題：  

被告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否逕行判決。  

貳、爭點：  

刑事訴訟法第 371條：「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

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參、關係條文：  

憲法第 16條  

刑事訴訟法第 378條、第 379條第 6款、第 371條  

肆、非常上訴理由：  

一、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除有特

別規定外，被告未於審判期日到庭而逕行審判者，其判

決當然違背法令。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

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378條、第

379條第 6款、第 371條分別定有明文。故被告在場、辯明

及防禦等固為憲法及刑事訴訟法所保障之權利，但亦不

容許被告得任意於審判期日缺席，以延滯訴訟程序之進

行。所謂無正當理由不到庭，係指依社會通常觀念，認

為非係正當之原因而不到庭者。解釋上應以可歸責於被

告，由被告自行放棄到庭之權利者為限。倘被告因另案

經其他法院指定相同或相近日期、時間進行準備或審判

程序，無論其遵期到何案應訊，勢必無法同時出席他案

，此係出於不同法院訂期所致，自非可歸責於被告。故

被告如於另案到庭，而缺席本案審判期日，本案未待其

到庭，逕行判決，無異剝奪其於本案對於被訴事實和不

利證據陳述意見並參與辯論之機會，自與憲法第 16條所

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及實質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有悖，自

屬當然違背法令。  

二、卷查受刑人即被告沈○輝於 106年 12月 18日刑事上訴狀送

達處所記載：臺南市南化里○○ 268號、臺南市左鎮區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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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里○○ 62號之 12等語。嗣於 107年 3月 15日到庭，經審

判長訊問住居所等項，答：住臺南市南化區南化里○○

268號，居臺南市左鎮區榮和里○○ 62號之 12。嗣於 107

年 3月 28日審判期日到庭，經審判長訊問住居所等項，答

：住臺南市南化區南化里○○ 268號，居臺南市左鎮區榮

和里○○ 62號之 12（當庭陳明送達處所）。經改期於 107

年 4月 18日上午 10時續行審理，被告並未到庭。嗣經法院

改期同年 5月 23日上午 11時審理，將傳票依當庭陳明送達

處所送達，並寄存送達於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左

鎮分駐所，被告仍未到庭。被告於 107年 5月 23日上午 11

時 29分去電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表示：因為我 10時

30分在地院要開庭…等我趕過去的時候，有一個女法警

說是 11時開，已經開完了等語。書記官答復： 107年 4月

18日你在開庭時來電，當日即已告知你改 107年 5月 23日

上午 11時續行審理，且有合法送達，故本件已一造辯論

終結等語。原判決即以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

庭，逕行判決，並將判決書正本及上訴權利告知書 1件，

同前依法送達並寄存送達於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

左鎮分駐所，有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7年度上訴字第

68號刑事卷宗所附刑事上訴狀、審判筆錄、刑事報到單

、送達證書、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可稽。但查被告確因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7年度易字第 364號被訴傷害案件，

經該法院定期於 107年 5月 23日 10時 30分審理，被告於同

日上午 10時 35分到庭，該案辯論終結後，並定期於同年 6

月 14日 2時 30分宣示判決，亦有刑事報到單及審判筆錄為

憑。且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市安平區健康路三段

308號）至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

170號），依據 google地圖導覽，距離 5.7公里，駕車需時

17分鐘，復有 google地圖導覽資料 1份為憑。被告既在臺

灣臺南地方法院指定之審判期日到庭應訊接受審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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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不能於原判決所定之同日 11時審判期日到庭，揆諸首

揭說明，既非可歸責於被告。原判決未及審酌，以被告

經合法傳喚，其於最後一次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

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371條之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所踐行之訴訟程序，顯有適用法則

不當之違法。為保障正當法律程序及被告（上訴人）訴

訟權利之行使，應將原判決撤銷，由原審法院依審判前

之程序更為審判。案經確定，且於被告不利，爰依刑事

訴訟法第 441條、第 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及救

濟。  

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台非字第 160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沈○輝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對於臺

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13日第二審確定判決

（ 107年度上訴字第 68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106

年度偵字第 11400、 12195號），認為違法，提起非常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由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

審判。  

    理   由  

本院按：  

一、憲法第 16條所規定之訴訟權，係以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

害時，得依正當法律程序請求法院救濟為其核心內容，

此種司法上受益權，不僅形式上應保障個人得向法院主

張其權利，且實質上亦須使個人之權利，獲得確實有效

之保護（司法院釋字第 418號、第 574號解釋參照）。而

憲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人民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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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問處罰。所稱「依法定程序」，乃指國家機關所依據

之程序，須以法律定之，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司法院

釋字第 384號解釋參照）。從而，本於人民訴訟權之保障

，及實質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兼衡刑事訴訟之目的，

在經由程序正義，以實現實體正義，自應以訴訟程序之

遵守，維護被告之利益，而賦予被告在場、辯明及防禦

等權利。故刑事訴訟法第 379條第 6款規定：「除有特別

規定外，被告未於審判期日到庭而逕行審判者，其判決

當然違背法令」。惟被告在場、辯明及防禦等權利，固

為憲法及刑事訴訟法所保障之權利，且非不得自由選擇

是否缺席，但亦不容許被告得任意以缺席審判期日延滯

訴訟程序之進行，是第二審審判期日，被告經合法傳喚

而無正當理由不到庭，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 371條即有明文。然而，此所謂無正當理由不到

庭，係指依社會通常觀念，認為非係正當之原因而不到

庭者，解釋上應以可歸責於被告，由被告自行放棄到庭

之權利者為限。倘被告因另案經其他法院指定相同日期

、時間進行準備或審判程序，無論其遵期到何案應訊，

勢必無法同時出席他案，而此係出於不同法院訂期所致

，尚非可歸責於被告。如被告於該另案到場，而缺席本

案審判期日，本案未待其到庭，逕行判決，無異剝奪其

於本案對於被訴事實和不利證據陳述意見並參與辯論之

機會，自屬當然違背法令，其違法攸關法院對於證據之

取捨與事實之認定，顯然影響判決。上開情狀，在通常

上訴程序，當然得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在非常上訴程

序，非常上訴審就個案具體情形審查，若認其因訴訟程

序違背法令，不應判決而為判決，基於保障人民訴訟權

與法院應依正當法律程序以公平審判之法旨，認其顯然

於判決有影響者，該確定判決即屬判決違背法令，應有

刑事訴訟法第 447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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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查：本件被告沈○輝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

由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 107年度上訴字第 68號（下稱

原審）審理。稽諸卷內資料，本件原審指定 107年 5月 23

日上午 11時為審判期日，固已向被告之住、居所寄發傳

票，並經合法送達，原審於該審理期日以被告經合法傳

喚無正當理由，不待其陳述逕行一造辯論，並於是日辯

論終結，定於同年 6月 13日宣示判決，有上開送達證書、

刑事報到單、審判筆錄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 323至 325

、333、335至 346頁）。惟依卷附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之

記載，被告於上開審理期日上午 11時 29分，隨即去電法

院書記官表示略以：因為我 10時 30分在臺灣臺南地方法

院（下稱臺南地院）開庭，等我開庭完畢趕過去時，本

案已經開完了等語（見原審卷第 347頁）；被告確因臺南

地院 107年度易字第 364號傷害案件，經指定於同日上午

10時 30分（實際開庭時間 35分）審理，該案辯論終結後

，定期於同年 6月 14日下午 2時 30分宣示判決，有該案刑

事報到單及審判筆錄可稽（見臺南地院 107年度易字第

364號卷第 293至 303頁）；而臺南地院（臺南市○○區○

○路○段 000號）及原審法院（臺南市○○區○○路 000

號），並非同在一地點。從而，審酌被告因另案開庭之

時間，加計臺南地院前往原審法院之合理交通時間，縱

稍有遲延，應認尚非可歸責於被告，即不得謂其不到庭

為無正當理由。  

三、原審逕為缺席判決，有依法不應為判決而為判決之違誤

，並於判決顯然有影響，自屬判決違背法令。案經確定

，且於被告不利，非常上訴意旨執以指摘，洵有理由。

為維持被告之審級利益，本院應將原判決撤銷，由原審

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期臻適法。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7條第 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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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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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案】： 109年度非字第 1580號 
壹、標題：  

幫助施用毒品者，應否裁定觀察、勒戒。  

貳、爭點：  

施用毒品罪才有可能受觀察、勒戒之處分；幫助施用毒

品罪不須受觀察、勒戒。本件被告並未因前所犯之幫助

施用第一級毒品罪而受觀察、勒戒之處分，故無所謂觀

察、勒戒無法收其實效之情形。  

參、關係條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0條、第 23條第 2項、第 3項  

肆、非常上訴理由：  

一、按判決不適用法則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8條

定有明文。又民國 92年 7月 9日修正公布之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自 93年 1月 9日施行，犯該條例第 10條施用毒品罪

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

勒戒；觀察、勒戒後，認受觀察、勒戒人無繼續施用毒

品傾向者，應即釋放，並為不起訴處分。依前項規定為

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 5年後再犯第 10條之罪者，

適用本條前二項之規定，為同條例第 20條所明定。從而

，施用毒品者於實施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已逾 5

年再犯施用毒品罪，自應再踐行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

等程序，不得逕行起訴判刑。  

二、經查，本件依原判決確認之事實，被告『前因施用毒品

等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5月確定，於民國 95年 12月

21日執行完畢。另曾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裁定送觀

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於 94年 7月 29日釋

放出所，惟上開觀察、勒戒並無法收其實效，於上述觀

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5年內復因再犯施用毒品案件

，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5月確定。詎仍不知悔改，復於 100

年 2月 28日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為警查獲等情

167



。惟查：被告前係因幫助施用第一級毒品案件（於 94年 1

月 16日幫助涂○雄購買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經臺灣苗

栗地方法院以 94年度苗簡字第 863號判處有期徒刑 5月確

定，於 95年 12月 21日執行完畢，有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94

年度苗簡字第 863號刑事簡易判決書（該案卷宗已依法銷

燬，刑事簡易判決書係從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書類存檔調

取）、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故被告

並未因此案之幫助施用第一級毒品罪而受觀察、勒戒。

其另案施用毒品罪，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以 94年度毒聲

字第 86號裁定送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

，於 94年 7月 29日執行期滿出所，並由臺灣苗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以 94年度毒偵緝字第 71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故其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之日期為 94年 7月 29日，再

犯本件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時間為 100年 2月

28日，顯已逾前開日期 5年，依首揭說明，應屬『 5年後

再犯』，被告應再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0條第 1項、第

2項（本院按應為第 20條第 1項、第 3項）規定，由檢察官

聲請法院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始為合法，不得逕

行起訴。詎檢察官竟疏未對該部分聲請觀察、勒戒而逕

行起訴，原審亦未發覺，亦逕予論罪科刑，自有判決不

適用法則之違背法令。案經確定，且對被告不利。  

三、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第 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

正及救濟。  

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台非字第 33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林○寧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臺灣苗  

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 100年 6月 16日第一審確定刑事簡易判決

（ 100年度苗簡字第 497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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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地方檢察署 100年度毒偵字第 599號），認為違背法令，提

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本件不受理。  

    理   由  

本院按確定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得

提起非常上訴。又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

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303條第 1款規定甚明。再「施用第二級

毒品者，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犯第 10條之罪者，檢察官

應聲請法院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

不得逾 2月」、「觀察、勒戒後，檢察官……依據勒戒處所之

陳報，認受觀察、勒戒人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應即釋放

，並為不起訴之處分……」、「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

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5年後再犯第 10條之罪者，適用本

條前 2項之規定」、「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

，5年內再犯第 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民國

92年 7月 9日修正公布，並自 93年 1月 9日生效施行之（即原確

定判決裁判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0條第 2項、第 20條第 1

項、第 2項前段、第 3項及第 23條第 2項分別定有明文。原確定

判決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以被告林○寧

曾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裁定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

用毒品傾向，於 94年 7月 29日釋放出所，復於 5年內有再犯施

用毒品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5月確定之前科，依被告之

自白及其他現存證據，認定被告有本件被訴於 100年 2月 28日

上午 6時許，在苗栗縣泰安鄉○○村○○ 00○ 0號住處，施用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因而論被告以前揭條例第  

10條第 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 5月，並諭知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1,000元折算 1日。惟被告於本件施用甲

基安非他命之前，曾因①於 90年間某日起至 93年 11月 12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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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 96小時內某日止，連續施用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以及於

92年間某日起至 93年 11月 12日回溯 26小時內某日止，連續施

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94年度毒聲

字第 129號裁定令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聲請案號：臺灣新

竹地方檢察署 94年度聲觀字第 114號，偵查案號：同上檢察署

93年度毒偵字第 1368號）。②於 94年 1月 21日採尿回溯 72小時

內某時施用海洛因，以及於 94年 1月 18日起至同年月 21日止連

續施用安非他命案件，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94年度毒聲字第

86號裁定令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聲請案號：臺灣苗栗地

方檢察署 94年度聲觀字第 61號，偵查案號：同上檢察署 94年

度毒偵字第 155號）。上開①所示案件嗣移併②所示案件處理

，被告經送當時臺灣苗栗看守所附設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後

，認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於 94年 7月 29日執行完畢釋放出所

，並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以 94年度毒偵緝字第 71號為不起

訴處分確定在案。至被告在上揭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出

所之前，於 94年 1月 16日介紹案外人涂○雄洽購海洛因施用之

犯行，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苗栗簡易庭） 94年度苗簡字第

863號（原案號：同上法院 94年度訴字第 473號）判決論以幫

助施用第一級毒品，處有期徒刑 5月之案件，則非其實際施用

毒品之案件，俱有上揭各該裁定、不起訴處分書及被告前案

紀錄表在卷可稽。從而，被告本件於 100年 2月 28日施用甲基

安非他命之犯行，既係在其前揭施用毒品經觀察、勒戒於 94

年 7月 29日執行完畢釋放後，「 5年後」始再犯，而非「 5年內

」再犯，即與裁判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3條第 2項關於「 5

年內」再犯而應依法追訴之規定不符，而應依同條例第 20條

第 3項之規定，由檢察官適用同條第 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裁

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乃檢察官卻逕向原審法院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其起訴之程序顯然違背規定。原審原應

依刑事訴訟法第 303條第 1款規定諭知不受理判決，卻疏未查

明而為實體論罪科刑之判決，依上述說明，自有適用法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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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之違法。案經確定，且於被告不利，非常上訴意旨執以指

摘，洵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另諭知不受理之判

決，以資糾正及救濟。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7條第 1項第 1款、第 303條第 1

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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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案】： 109年度非字第 1611號 
壹、標題：  

監所人員購菸贈與人犯吸食，是否該當圖利罪。  

貳、爭點：  

一、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圖利罪所保護之法益，是

否僅限於「執行職務之廉潔」，而不包括「執行職務之公

正」？  

二、前開犯罪構成要件中所謂「不法利益」，是否僅限於「刑

事不法利益」，而不包括「民事不法利益」及「行政不法

利益」？  

三、如果監所管理員贈送香菸予在押人犯成立前開犯罪，是

否違背我國長期之實務見解？  

四、本件被告係看守所管理員，其贈送香菸予在押人犯，有

無為自己或在押人犯圖不法利益？  

五、本件被告僅承認贈與香菸之事實，否認犯罪，是否自白

犯罪？  

六、如果本件被告之前開行為成立前開犯罪，是否阻卻違法

？  

參、關係條文：  

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  

肆、非常上訴理由：  

一、按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之對主管事物圖利罪，

係以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

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

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

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

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為要件。而該罪所保護之法益專

為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廉潔，公務員將自己財物違規贈與

他人，並未損及執行職務之廉潔，自非該罪規範之對象

。另該罪構成要件中所謂「不法利益」，係以「刑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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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益」為限，不包括「民事不法利益」及「行政不法

利益」，故公務員違反行政命令而贈與財物，公務員本

身並未獲得任何利益，亦未使受贈者獲得「刑事不法利

益」，故不能以該罪相繩。此亦為我國數十年不變之實

務見解。茲敘述理由如後：  

(一 )就前開圖利罪所保護之法益而言：就刑法犯罪構成要件

之解釋，應綜合法條文義、犯罪保護之法益、與相關罪

名之關係、立法歷史、立法目的、是否合憲等層面，作

有機、整體、實質、深層之解釋，始能妥適而明確解釋

犯罪構成要件，並精確界定各罪之界限，避免擴張適用

犯罪構成要件，甚至濫用犯罪構成要件。查我國刑法早

於民國 24年制定時，即定有瀆職罪章，並於第 131條明定

圖利罪。「瀆」之原意為輕慢、不恭敬。瀆職則為不敬

業、不盡職。刑法瀆職罪章所列之罪係公務員較為嚴重

之違法、失職、濫權行為。而法益係法律所保護之利益

，亦為刑法存在之根據。為保護法益，始有刑法。故不

僅刑法分則每一罪章均有其保護之法益，且每一罪名亦

有其保護之法益。法益為解釋適用犯罪構成要件之指標

，唯有透過各章、各罪所欲保護之法益，始能妥適而解

釋犯罪構成要件。 (參照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冊，

2006年 11月第 40頁至第 41頁 )。而刑法所要保護之法益，

分為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及個人法益。瀆職罪章屬於保

護國家法益。該罪章主要保護之法益有二，一為公務員

執行職務之廉潔，二為及執行職務之盡職公正。迨民國

52年為嚴懲貪污，將刑法瀆職罪章中與公務員執行職務

廉潔性有關各罪，並加列其他重大貪污罪，訂立「戡亂

時期貪污治罪條例」。該條例迭經小幅修正，至今改為

「貪污治罪條例」，然內容大致不變。而「貪」者貪墨

，「污」者不潔，貪污即貪得不法財貨或利益之意，立

法目的既在嚴懲貪污，故該條例主要保護之法益則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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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員執行職務之廉潔。而前開圖利罪不僅僅止於此，可

謂專為保護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廉潔，如公務員執行職務

與廉潔無關，則不能以該罪相繩。蓋該條例將貪污罪分

為三級，前開圖利罪屬於最輕度之貪污，但被適用之機

會最大，偵查機關於無法查得嫌疑人前二級貪污或同級

其他貪污之證據，而又疑其貪污時，則常思以該罪相繩

，致該罪有被濫用之趨向。為救其弊，而於 90年 11月 7日

及 98年 4月 22日為 2次修正。 90年將原條文：「對於主管

或監督之事務，直接或間接圖私人不法之利益者。」修

正為：「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

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並於第 2項刪除圖利未遂之處罰。其立法之意旨，係

將該罪修正為結果犯，俾公務員易於瞭解遵循，避免對

「便民」與「圖利他人」發生混淆，而影響行政效率。

並為促使公務員勇於便民，刪除圖利未遂之處罰。法條

已明示：如「非明知違背法令」，則不犯該罪。如自己

或其他私人未實際獲得不法利益，亦不犯該罪之旨。 98

年更進一步將 90年之條文修正為現在之條文，立法理由

為：該罪條文中所指之「法令」，應限縮適用範圍，以

與公務員之職務具有直接關係者為限，以避免原條文「

違背法令」之範圍不明確，致使公務人員不敢勇於任事

，延滯行政效率之不良影響。是該罪 2次修正之目的，在

促使公務員勇於任事，不被不明確、無直接關係之法令

所拘束，而能善用行政裁量權，積極為民服務。公務員

執行職務如未圖得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而違反行

政法令，僅生應否負行政責任之問題，與該罪毫無關係

。違背法令係屬執行職務盡職公正之範圍，圖得自己或

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則為執行職務廉潔之範疇。二者不可

混淆。該 2次修正將違背法令之「法令」，限縮到最小範

圍，並將違背法令僅限於公務員明知，且與公務員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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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有直接關係者，始能以該罪相

繩。乃尊重公務員之行政裁量權，不斤斤計較公務員是

否違背法令，極度淡化乃至完全忽視公務員執行職務之

盡職公正，並將重點幾乎完全移至「圖得自己或其他私

人不法利益」之公務員廉潔範疇。故該罪所保護之法益

，可謂專為保護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廉潔。而公務員圖得

自己不法利益，當然不廉潔；公務員執行職務損及公務

機關財物利益，致其他私人獲得不法利益，亦不廉潔；

至於公務員將自己財物違規贈與他人，不僅未增加自己

之財務，而且減少自己之財物，並未損及執行職務之廉

潔，僅生是否損及執行職務盡職公正之問題，依前開說

明，自非該罪所規範之對象。  

(二 )就「不法利益」之解釋而言：依刑法論理學，「不法」

為經由行為而顯現並為法規範所否定或非價之客觀狀態

，屬於「層升概念」，有層度輕重不等之現象。在「不

法」領域中存有「民事不法」、「行政不法」及「刑事

不法」等三種狀態（參照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冊，

2008年 1月，第 303頁）。公務員將自己財物贈與他人，

受贈者有無獲得不法利益，應從受贈者之立場來觀察。

贈與者與受贈者意思表示一致，贈與者於交付該財物時

，受贈者即取得該財物之所有權。此不僅為民法第 406條

、第 761條第 1項所明定，且為憲法第 15條所定：人民之

財產權應予保障之本旨。是受贈者由贈與者違規而取得

之財物，在未查獲沒入前，依法仍屬受贈者所有，受贈

者並未獲得民事不法利益。而受贈者因公務員之贈與而

取得財物，並非以犯罪之方法而取得財物，受贈者亦未

獲得刑事不法利益。如受贈者之受贈違反行政規定，亦

僅獲得「行政不法利益」。而該罪構成要件中所謂之「

不法利益」，以「刑事不法利益」為限，不包括「民事

不法利益」及「行政不法利益」。是公務員違反行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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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而贈與他人財物之行為，公務員本身未取得任何利益

，受贈者亦未取得該罪構成要件中所謂之「不法利益」

，自不能對該公務員科予該罪之刑責。  

(三 )就本案最具代表性之判決而言：查最高法院 88台上字第

7557號判決確實對於本案最具代表性，該判決明示 :「貪

污治罪條例所規範之圖利罪，重在懲處貪污行為，而所

稱『貪污』，係指不正利益之取得，有違公務員之廉潔

操守。公務員不依法定程序處理事務，固不足取，惟可

依行政程序予以懲處，果其所為不涉及廉潔性，即無圖

利之重罪科以刑事制裁之必要。被告固有受劉○震之託

，先後夾帶現金 1萬元、 5萬元進入看守所親交或委由其

他管理員交付在押被告羅○中，並為其採買約 5000元之

菜肴，但其並無因此而獲得任何不法之報酬，此為劉○

震、汪○聖及羅○中證述在卷。而依監獄行刑法第 69條

第 1項、第 70條、第 71條第 2項，受刑人金錢物品保管辦

法第 3條、第 4條、第 6條等之明文規定，及依羈押法第 38

條在押被告準用之情形，羅○中由被告夾帶入所之財物

，在由監（所）務委員會議決議沒入前，依規定應仍屬

羅○中所有，並非因此而另外得到之何種『不法利益』

。是被告不依法定程序處理事務，僅足認其有徇情失職

情事，屬應否依行政程序予以懲處之問題，所為不涉及

廉潔性，無為自己或羅○中圖得不法利益，與貪污治罪

條例第 6條所定之圖利罪構成要件有間。因而就被告被訴

對於非主管之事務，利用身分圖利部分，撤銷第一審科

刑之判決，改判諭知無罪，已詳載其理由，從形式上觀

察，尚無違背法令之情形存在，所為之論斷，亦與經驗

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上訴意旨無非就原判決已明白論

斷之事項，提出不同之法律見解重為事實上之爭執，難

認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

之程式，予以駁回。」等旨，與前開見解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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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就整體實務而言：查最高法院早於 78年 5月 30日，即以刑

事庭會議決議 :監所管理員吊運香菸入所，違禁轉售人犯

圖利，係犯對於主管事務圖利罪，明白排除管理員違規

以自己香菸贈與人犯之情形。此一決議，院檢均予遵行

。有該決議文附卷足稽。至 87年 1月 14日，法務部更以 (87)

法檢決字第 19486號函檢送法律問題，明示 :監獄管理員

違規贈與人犯檳榔，及違規以原價販賣檳榔予人犯，均

因管理員與人犯均未獲得不法利益，不成立前開圖利罪

。僅在管理員高價販賣檳榔予人犯之情形下，始成立該

圖利罪。此一法律見解，亦為檢察官所遵行，故臺灣板

橋地方法院檢察署 (現更名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檢察

官、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 (現更名為臺灣花蓮地方檢

察署 )檢察官均分別以 99年度偵字第 26957號、105年度偵

字第 2098號案，對監所管理員違規無償遞送香煙予人犯

之行為為不起訴處分。大多數管理員違規贈與之案件，

均由行政機關為行政懲罰，而未移送檢察官偵查。因檢

察官僅就管理員高價販賣香菸等物予人犯，或收取賄賂

等情形起訴，未對管理員違規贈與人犯財物之情形起訴

，故法院僅就各該起訴案件判罪，並無管理員違規贈與

人犯財物而判罪之案例。有該函、各該不起訴處分書、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85年度上更 (二 )字第 118號、最高

法院 85年度台覆字第 135號、86年度台覆字第 34號、86年

度台上字第 6744號、 88年度台上字第 5731號、 88年度台

上字第 7570號、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89年度訴字第 507號、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90年度上訴緝字第 6088號及最高

法院 105年度台上字第 752號判決在卷可考。至 105年 3月

28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現更名為臺灣屏東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亦依法務部前開見解，以 105年度偵字

第 1077、 1078號起訴監獄管理員馮○暉對於違背職務之

行為期約賄賂而遞送香菸等物。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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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該管理員並無期約賄賂行為，本應為無罪之判，竟於

105年 11月 18日，以 105年度訴字第 46號判決，認該管理

員違規遞送香菸等物，成立前開罪名，而變更起訴法條

，判決被告有罪，並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6年度上

訴字第 18號及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4090號判決所

維持。有該起訴書及各該判決足稽。是就整體實務而言

，截至 105年 11月 17日為止，均採用前開見解。馮○暉案

例為法院變更前開數十年不變法律見解之第一個案例，

依前所述，此一法律見解違背法令。  

二、次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

訴訟法第 378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判決事實欄記載：「黃

○全於 103年 3月 29日…晚間 7時 9分許，以臺中看守所之

簽藥簿夾帶日本七星牌（ MEVIUS）盒裝香菸 1包（…價值

約新臺幣【下同】 85元…），自 14號舍房窗口遞交予陳

○忠，陳○忠收受後，旋取出系爭香菸，將簽藥簿遞還

黃○全…嗣陳○忠…將系爭香菸…『轉贈與』羅○綜」

（見原判決第 2頁第 16行至第 27行）。又於理由欄記載：

「被告黃○全…在非規定之時間…、非指定之場所…，

將已超過限量…、非該舍福利社所販售品牌（七星）之

系爭香菸，『贈與』…交付陳○忠，」（見原判決第 6頁

第 19行至第 26行）。本案一審判決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6年度原訴字第 101號判決理由欄亦記載：「被告黃○

全於本院審理時自承：交付給同案被告陳○忠的系爭香

菸 1包『是伊所有』，案發當天是假日，看守所沒有發香

菸，伊只是單純拿香菸給同案被告陳○忠抽而已等語…

。此部分且經證人即同案被告陳○忠於偵訊中…、本院

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證述明確」（見該判決第 6頁第 21行至

第 28行）。是被告黃○全（下僅稱被告）將自己所有價

值 85元之香菸 1包違規贈與被羈押之被告陳○忠之事實

，堪以認定。又查本案係由法務部廉政署中區調查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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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調查，後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現更名為臺灣

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原署 )檢察官指揮偵辦，法務部廉

政署調查結果認：「依一般社會上之價值認知，仍難以

證明犯罪嫌疑人黃○全主觀上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之圖

利故意。」「揆諸本案並無積極事證足認犯罪嫌疑人黃

○全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等犯行，應認其犯罪嫌疑不足，

爰將上開查證結果陳報貴署。」有法務部廉政署中區調

查組偵察報告（見原署 103年度他字第 5100號卷一第 1頁

至第 2頁）、法務部廉政署 105年 4月 26廉中晨 103廉查中

46字第 1051600589號函及調查報告（見原署 104年度偵字

第 24438號卷第 68頁至第 72頁）在卷可證。原署檢察官竟

受前開馮○暉案例之影響，完全不理會該署之調查結果

，並進一步簽分受贈香菸之陳○忠為共同被告（見原署

104年度偵字第 24438號卷第 113頁至第 114頁），而起訴

該 2人。惟依前開說明，該罪所保護之法益專為公務員執

行職務之廉潔，被告將自己所有之香菸 1包違規贈與被羈

押之陳○忠，不僅未增加被告之財務，而且減少被告之

財物，並未損及被告執行職務之廉潔，自非該罪所規範

之對象。且陳○忠於被告交付該香菸時，即取得該香菸

之所有權。嗣陳○忠亦以該香菸所有權人之地位，將該

香菸轉贈與羅○綜，陳○忠並未獲得「民事不法利益」

。而陳○忠係因被告之贈與而取得該香菸，並非以犯罪

之方法而取得，陳○忠亦未獲得「刑事不法利益」。至

於陳○忠有無獲得「行政不法利益」，應從陳○忠之立

場來觀察，與被告之贈與有無違反行政規定無關。亦即

僅在陳○忠之受贈香菸違反行政規定時，始能認定其獲

得「行政不法利益」。原判決並未就陳○忠受贈香菸有

無違反行政規定一事予以認定。但不論其有無違反行政

規定，因該罪構成要件中所謂「不法利益」，以「刑事

不法利益」為限，不包括「民事不法利益」及「行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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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益」。是陳○忠並未獲得該罪構成要件中所謂之「

不法利益」。而被告違規贈與香菸予陳○忠，本身既未

取得任何利益，陳○忠亦未取得該罪所謂之「不法利益

」，自不能對被告科予該罪之刑責。乃原判決竟疏未注

意前述情形，並違反前開數十年不變之實務見解，判決

被告犯該圖利罪，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  

三、退一步言，如不依前述綜合各個層面，以有機、整體、

實質、深層之方式解釋該罪之構成要件，而堅持依該罪

法條之文字，以機械、割裂、形式、表淺之方式解釋該

罪之要件，仍認公務員違規將自己財物贈與他人，他人

即得不法利益，而符合該罪之構成要件時，即應進一步

評價被告行為之違法性。茲敘述如下：  

(一 )按構成要件之該當性、行為之違法性，均為成立犯罪之

要件。其中構成要件形式規定本身，不過僅屬一般抽象

違法性之類型推定而已，至其行為之具體違法性，仍有

待個案另作綜合之調查認定。基於刑法謙抑思想、適當

性原則、必要性原則及相當性原則，並為符合人民法律

感情及社會通念，日本學者乃提出「可罰違法性」理論

。主張：對於違法行為之評價，應就行為內容、程度，

以被害法益是否輕微、行為逸脫是否輕微等基準，從質

、量之面向，考量是否值得科處刑罰。倘其違法行為未

達值得處罰之「可罰違法性」，即可阻卻違法。（參照

張麗卿，《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 2007年 9月，第 172

頁至第 176頁；邱忠義，《刑法總則新論》， 2019年 6月

，第 242頁至第 244頁）。日本實務界普遍承認此一理論

。例如：明治 43年 10月 11日大審院判決、昭和 32年 3月 28

日最高裁判所第一小法廷判決及昭和 48年 4月 25日最高

裁判所大法廷判決，均為適例。有各該資料附卷足稽。  

(二 )又按我國最高法院 74年度台上字第 4225號判例明示：「

行為雖適合於犯罪構成要件之規定，但如無實質之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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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時，仍難成立犯罪。本件上訴人擅用他人之空白信紙

一張，雖其行為適合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一項之侵占

罪構成要件，但該信紙一張所值無幾，其侵害之法益及

行為均極輕微，在一般社會倫理觀念上尚難認有科以刑

罰之必要。且此項行為，不予追訴處罰，亦不違反社會

共同生活之法律秩序，自得視為無實質之違法性，而不

應繩之以法。」亦採用該理論。該案例已由最高法院審

編為判例，足見我國實務界亦承認此一理論。  

(三 )查被告係將自己所有價值 85元之香菸 1包違規贈與被羈

押之陳○忠，依被害法益為觀察，國家並無任何財物損

失，亦未損及被告執行職務之廉潔，而僅違反法規命令

，損及執行職務之公正。其違規行為，已經行政懲罰，

被記過 2次，並自臺中看守所調至花蓮看守所（見原署 104

年度偵字第 24438號卷第 143頁至第 146頁）。而陳○忠所

獲得之利益係香菸 1包，價值 85元。是被告所侵害之法益

甚為輕微。再就被告行為為觀察，被告係因以前認識陳

○忠，自稱：當日係星期六，監所福利社未營業，伊為

穩定囚情，才把自己的香菸贈送給陳○忠吸用。其具體

行為係：以看守所之簽藥簿夾帶香菸 1包，自 14號舍房窗

口遞交予陳○忠，陳○忠收受後，旋取出該香菸，將簽

藥簿遞還黃○全。其行為方式和平而非粗暴，違反規範

程度不高，具逸脫輕微性。輔以刑罰並非萬能，刑法必

須謙抑，以被告違規贈與陳○忠 1包 85元之香菸，認定其

犯最輕本刑 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圖利罪，即使依貪污治罪

條例第 12條第 1項減輕其刑，減至極致，亦須判處有期徒

刑 2年 6月（原判決認被告偵查中自白，而減輕其刑，係

違背法令，於後述之），必須入監服刑。此種有罪而且

必須入監服刑之判決，不僅不適當，且無必要，並不相

當，亦不符合人民法律感情，更與社會通念悖離。故被

告違規贈與陳○忠 1包 85元香菸之行為，即使認定符合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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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之構成要件，其違法亦未達值得處罰之「可罰違法性

」，具備阻卻違法事由，應阻卻違法，而不得科處該罪

之刑罰。  

(四 )又所謂被告之「自白」，係指被告就犯罪事實全部或一

部承認自己有刑事責任之陳述。故「自白」必須承認犯

罪。如僅承認事實之存在，而不承認犯罪，則為「自認

」，而非「自白」。例如承認開車撞傷行人之事實，否

認開車有過失，即為「自認」，而非「自白」。經查檢

察官於 106年 6月 29日偵查訊問被告，主要在訊問黃○斌

交予被告 2萬元一事，僅附帶訊及違規贈與香菸。其中檢

察官問：「你違反上開規定，並且交付具有財產價值的

七星香菸給陳○忠，已涉犯貪污治罪條例對於主管監督

的事務圖利罪嫌，是否認罪？」被告答：「否認，那個

沒有什麼價值，當時是基於朋友一再請託，只是給個方

便。」緊接著檢察官問辯護人：「有無補充？」辯護人

答：「被告否認有圖利的主觀犯意，交付香菸的部分違

反職務規定已遭懲處，而且菸本身是被告所有，價值甚

微，被告沒有圖利的犯意，」（見原署 104年度偵字第 24438

號卷第 149頁至第 151頁）。足見被告偵查中否認犯罪，

並未承認自己有刑事責任，僅承認違規贈與香菸之事實

，顯然為「自認」，而非「自白」。故被告自偵查至審

理完畢，從未主張自己於偵查中自白，檢察官及一審法

院亦未認定被告偵查中自白。是原判決將被告偵查中承

認違規贈與香菸事實之「自認」，誤認為「自白」，並

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8條第 2項前段：「犯第 4條至第 6條之

罪者，在偵查中自白，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

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之規定，減輕其刑，尚有適用法

則不當之違背法令。查原審認被告違規贈與香菸之價值

僅 85元，情節輕微，而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12條第 1項：「

犯第 4條至第 6條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得或所圖得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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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或不正利益在 5萬元以下者，減輕其刑。」之規定，減

輕其刑。惟該罪最輕本刑為 5年以上有期徒刑，依該條項

減輕其刑，減至極致，亦須判處被告有期徒刑 2年 6月，

必須入監服刑。考其心理，應係認：本案情節輕微，被

告又須入監服刑，嚴重悖離社會通念，乃以被告、檢察

官、一審法院從未主張之偵查中自白為由，再減為有期

徒刑 1年 3月，緩刑 4年，而達被告不須入監服刑之目的。

其用心可謂良善。惟其既認本案情節輕微，亦即被告所

侵害之法益輕微，被告行為逸脫輕微，其違法未達值得

處罰之「可罰違法性」，即應採用「可罰違法性」之理

論，參照最高法院 74年度台上字第 4225號判例，認其具

備阻卻違法事由，而判決被告無罪。然原判決並未依此

為之，竟誤「自認」為「自白」，判決被告有罪，亦有

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  

四、綜上所述，該圖利罪所保護之法益專為公務員執行職務

之廉潔，被告將自己所有之香菸違規贈與陳○忠，並未

損及執行職務之廉潔，自不能以該罪相繩。且被告違規

贈與香菸予陳○忠，本身並未取得任何利益，陳○忠亦

未取得該罪構成要件中所謂之「不法利益」，亦不能對

被告科予該罪之刑責。乃原判決竟判決被告犯該圖利罪

，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退一步言，即使仍認

公務員違規贈與，符合該罪之構成要件，因原判決誤「

自認」為「自白」，且未參照「可罰違法性」理論及最

高法院 74年度台上字第 4225號判例，以具備阻卻違法事

由，判決被告無罪，反而判被告有罪，亦有適用法則不

當之違背法令。  

五、案經確定，且對被告不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

443 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及救濟。  

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台非字第 5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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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黃○全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

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 108年 6月 26日第二審確定判決（ 108年度

原上訴字第 25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104年度偵

字第 24438號、106年度偵字第 10540號），認為部分違背法令

，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本院按：  

一、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

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

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

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

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之

規定，既以公務員明知違背法令而圖得自己或其他私人

不法利益為其構成要件，則本罪保護之法益，已不再侷

限於單純公務員身分暨其執行職務之公正性，及國民對

於公務員公正執行職務之信賴性，而係兼及公務員職務

執行之廉潔性，故要求公務員執行其主管或監督之事務

必須合法、公正、不得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此

為本院最近已統一之法律見解。亦即上開公務員違法圖

利罪之構成要件，其前段之公務員明知違背法令，係規

範公務員執行職務之盡職公正，側重職務之不可侵犯性

；後段之圖得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則規範公務員

執行職務之廉潔，側重職務之不可收買性，且不以圖自

己之不法利益為限，即圖其他私人之不法利益亦包括在

內，亦不以國家   機關之財產受損害為必要。故公務員

違法圖利罪之保護法，包括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公正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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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潔性，以維護社會大眾對於公務員廉潔、公正執行職

務之信賴。非常上訴意旨以上開圖利罪所保護之法益，

係專為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廉潔，公務員將自己財物違規

贈與他人，並未損及執行職務之廉潔，自非該罪規範之

對象，而認原在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下稱臺中看

守所）擔任戒護科管理員之被告黃○全，將自己所有之

香菸違規夾帶贈與被羈押於該所之陳○忠，並未損及被

告執行職務之廉潔，自不能以該罪相繩等語，指摘原確

定判決論被告犯圖利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

顯然不當曲解限縮前開圖利罪所保護法益之範圍，自屬

無據。  

二、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所指「法律授權之法規命

令」，係指行政程序法第 150條第 1項所稱「行政機關基

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

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之法規性命令而言。而修正

前監獄行刑法第 47條（修正前羈押法第 38條準用）規定

：「受刑人禁用菸酒。但受刑人年滿十八歲者，得許於

指定之時間、處所吸菸。」、「監獄對於戒菸之受刑人

應給予適當之獎勵。」「受刑人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

法，由法務部定之。」法務部乃依該法授權，於民國 82

年 8月 16日頒布「受刑人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嗣

於 109 年 7月 15日修正），其中第 7條規定：「受刑人吸

食之菸，應由監獄合作社依市價販賣，不得由外界送入

或自行攜入，價款由其保管金或勞作金中扣除之，品牌

及數量得酌予限制。點菸器具由監獄供應。」可見該辦

法，係依據監獄行刑法授權制頒，並對包含受刑人、監

所管理人員及監所外之不特定人，發生一定之法律效果

，自屬上揭「法規命令」。又修正前監獄行刑法第 93條

之 1規定：「本法施行細則，由法務部定之。」修正前羈

押法第 38條之 1亦規定：「本法施行細則，由行政院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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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定之。」另「送與受刑人之飲食及必需物品，應

予檢查。其種類及數量依左列規定限制之…」「准許送

與受刑人之飲食、物品或依本法沒入或廢棄之財物，應

設簿登記。」及「接見人送與被告金錢物品，準用受刑

人金錢物品保管辦法之規定辦理。」「准許送與被告之

飲食、物品或依法沒入或廢棄之財物，應設簿登記。」

亦分別為修正前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83條、第 85條，

及修正前羈押法施行細則第 79條、第 87條所明定。可見

上揭管理受刑人或羈押被告之規定，亦屬貪污治罪條例

第 6條第 1項第 4款所稱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基此

，受刑人及羈押被告雖可吸菸，但香菸來源、品牌及數

量，仍受相當程度之限制，且必須依規定申購；尤以，

經准許送與受刑人及羈押被告之物品，均應登記於簿冊

，監所管理員不得代為私下夾帶、遞送物品。從而，若

監所管理員為受刑人或羈押被告遞送物品，即屬遞送違

禁物品，而違反上揭法規命令。本案被告原係臺中看守

所戒護科管理員，既知上揭關於受刑人、羈押被告之菸

酒、飲食、物品的管理、遞送相關法規，卻在非規定之

時間（非放封時間）、非指定之場所（舍房），將超過

限量、非該監舍福利社所販售之香菸交付陳○忠，顯然

故意違反上開法規命令，致使陳○忠獲取不法利益，而

犯上開圖利罪，並非以被告圖自己本身之不法利益為限

，亦不以國家機關之財產受損害為必要，非謂圖利罪之

所得利益必來自國家始符合構成要件。從而，原確定判

決說明被告擔任臺中看守所戒護科管理員，將自己所有

之香菸違規夾帶贈與被羈押於該所之陳○忠，認已該當

於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項第 4款之違背上開「法律授

權之法規命令」規定甚明。非常上訴意旨指原確定判決

並未就陳○忠受贈香菸有無違反行政規定一事予以認定

等語，顯非依據卷內資料執為指摘，自無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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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時，客觀上違背其所應遵守之禁止規

範或命令規範，致違反相同事項應予相同處理之平等原

則，其因而凸顯個別之特殊利益，既因公務員違背法令

所致，該項所圖得之利益，其取得及保有即不具有正當

法律權源，自均屬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所規定

之不法利益。至該款所規定含有抽象意涵之「利益」，

係指一切足使圖利對象之本人或第三人，其財產增加經

濟價值者均屬之，包括現實財物及其他一切財產利益（

包含有形、無形之財產利益及消極的應減少而未減少與

積極增加之財產利益，或對該財物已取得執持占有之支

配管領狀態者），且不以有對價關係及致其他損害之發

生為必要。故該款所稱不法利益，只須公務員對於主管

或監督事務，因其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與不法圖

得之自己或其他私人利益間，具有因果關係，即可成立

，此亦為本院最近已統一之法律見解。稽之卷內資料，

依前揭修正前「受刑人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等法

令規定，香菸應由監獄合作社依市價販賣，不得由外界

送入或自行攜入等限制，此並為在看守所羈押之被告所

準用。故人犯進入看守所羈押，於羈押期間受有上開限

制，而被羈押之陳○忠經由被告違背法令行為之助所獲

益者，乃逃避限制規定，於羈押期間在看守所內仍能違

反管制規定取得香菸用益之便，從而本案屬貪污治罪條

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圖利罪所稱「不法利益」，並非僅指

持有支配上開被告夾帶贈與市價約新臺幣（下同） 85元

之香菸本體，尚包括違禁取得該香菸用益狀態之不法利

益，亦即不公平之違法狀態利益。從而上開香菸本體雖

價值甚微，然被告身為臺中看守所戒護科管理員，違反     

執行其核心職能之戒護管理職責所應遵守之上開法令規

定，利用執行其職務之便，私下將自己所有之上開香菸

違規夾帶贈與被羈押於該所之友人陳○忠，危害該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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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人犯對戒護科管理員公平、公正依法行政之期待，破

壞國民對看守所管理員公正執行戒護管理職務之信賴，

而圖得陳○忠違禁取得該香菸用益之不公平違法狀態，

其行為已該當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公務員違

法圖利罪之構成要件，且具有可罰性，已屬刑事不法，

非僅單純之行政不法，自不受被告已另受記過 1次之懲處

及調職處分影響。非常上訴意旨以前開公務員違法圖利

罪之構成要件中所謂「不法利益」，以「刑事不法利益

」為限，不包括「民事不法利益」及「行政不法利益」

，被告違規贈與香菸給陳○忠，本身並未取得任何利益

，陳○忠亦未取得該罪構成要件中所謂之「不法利益」

，自不能對被告科予該罪之刑責等語，指摘原確定判決

論被告以圖利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顯然係

徒憑己見，不當限縮解釋前開圖利罪之不法利益範圍，

並無足取。  

四、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均為成立犯罪之要件。其中

構成要件之形式規定本身，僅一般抽象違法性之類型推

定，行為之具體違法性，仍有待個案作綜合之調查認定

。基於刑法謙抑思想、最後手段性及罪責相當原則，並

符合人民法律感情及社會通念，對於違法行為之評價，

應就行為內容、程度，以被害法益是否輕微、行為逸脫

是否輕微等基準，從質、量之面向，考量是否值得科處

刑罰。倘其違法行為未達值得處罰之「可罰違法性」，

即可阻卻違法，仍難成立犯罪。亦即行為雖該當犯罪構

成要件之規定，但侵害之法益及行為均甚輕微，在一般

社會倫理觀念上尚難認有科以刑罰之必要，且此項行為

不予追訴處罰，亦不違反社會共同生活之法律秩序，始

得視為無實質違法性，而不繩之以法。卷查，被告身為

臺中看守所管理員，應恪遵法令，善盡戒護管理職責，

僅因與陳○忠在外熟識，竟未能遵循看守所內管制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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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吸菸規定，違背法令私下夾帶提供香菸予羈押該所

之陳○忠，因而圖利陳○忠，危害政府對公務員盡忠職

守之要求及一般人民對公務員公平公正依法行政之期望

，誠屬不該，自難僅憑香菸價值低微，逕謂被告之嚴重

違規行為不具實質違法性。原確定判決認被告罪證明確

，予以論罪科刑，並審酌被告違規夾帶贈與陳○忠之香

菸未經吸用即於 2天後經安檢查獲，且被告已於偵查中自

白，復經臺中看守所予以記過 1次懲處及調職處分，暨其

刑法第 57條各款所列一切情狀，從輕量刑並宣告附條件

緩刑，已甚寬厚，核屬事實審採證、認事、量刑及宣告

緩刑之適法職權行使，於法並無不合。非常上訴意旨仍

以被告違規贈與陳○忠 1包價值 85元香菸之行為，即認定

符合該罪之構成要件，其違法亦未達值得處罰之可罰違

法性，應阻卻違法等語，指摘原確定判決未以具備阻卻

違法事由，判決被告無罪，仍為科刑判決，亦有適用法

則不當之違背法令，經核仍係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

再事爭辯，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亦屬無據

。  

五、貪污治罪條例第 8條第 2項前段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六

條之罪者，在偵查中自白，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

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等語。所謂「自白」係指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對自己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一部所為不

利於己之承認或肯定之陳述，至於該當於犯罪構成要件

事實在法律上如何評價，或對阻卻責任或阻卻違法之事

由，有所主張或辯解，乃訴訟防禦權及辯護權之適法行

使，仍不失為自白。且自白著重在使過去之犯罪事實再

現，與該事實應受如何之法律評價，係屬二事。原確定

判決已敘明被告於 106年 6月 29日偵查訊問時坦認擔任臺

中看守所管理員違反規定交付上開香菸給陳○忠之事實

，雖檢察官告以「已涉犯貪污治罪條例對於主管監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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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圖利罪嫌，是否認罪」，被告答以「否認」，辯稱

那個（香菸）沒有什麼價值，當時是基於朋友（陳○忠

）一再請託，只是給個方便等語，其偵查時之辯護人續

以「被告否認有圖利的主觀犯意，交付香菸的部分違反

職務規定已遭懲處」為被告辯護，可見被告對於本案構

成對主管事務圖利罪的全部要件事實，已完全為肯定之

陳述，僅因其同一行為，業據臺中看守所予以記過 1次之

行政懲處，自認情節輕微，故以欠缺「主觀犯意」而為

爭執，辯護人再檢具若干類似情節經不起訴之案例，針

對該當於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在法律上之評價為被告辯護

，顯見上開主張及辯解，均為訴訟防禦權及辯護權之合

法行使，仍應認被告於偵查中已為自白。至香菸 1包，業

經安檢查獲沒入，被告本身亦無犯罪所得，無自動繳交

之必要，應遞予減輕其刑等旨。所為論斷，經核於法並

無違誤。非常上訴意旨以檢察官於偵查訊問被告，主要

在訊問黃○斌交予被告 2萬元一事，僅附帶訊及違規贈與

香菸，足見被告偵查中否認犯罪，並未承認自己有刑事

責任，僅承認違規贈與香菸之事實，顯然為「自認」，

而非「自白」等情，指摘原確定判決將被告偵查中承認

違規贈與香菸事實之「自認」，誤認為「自白」，亦有

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等語，顯然混淆自白係對犯罪

事實之肯認而非法律之評價，致有所誤解。  

六、我國刑法早於 24年制定時，即定有保護國家法益之瀆職

罪章，並於第 131條明定圖利罪。而「瀆」之原意為輕慢

、不恭敬；瀆職則為不敬業、不盡職。刑法瀆職罪章所

列之罪，係公務員較為嚴重之違法、失職、濫權行為。

主要保護之法益為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廉潔，及執行職務

之盡職公正。迨 52年為嚴懲貪污，澄清吏治，將刑法瀆

職罪章中與公務員執行職務廉潔性有關各罪，加列其他

重大貪污罪，訂立「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並於第 6

190



條第 3款規定「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直接或間接圖利

者。」嗣 81年 7月 17日名稱修正為「貪污治罪條例」，移

列為第 6條第 4款，內容不變。之後該條例之圖利罪於 85

年 10月 23日、90年 11月 7日及 98年 4月 22日先後經 3次修正

。 85年將原條文修正為「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直接

或間接圖私人不法之利益者。」以排除圖利國庫。 90年

再修正為：「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

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

者。」並於第 2項刪除圖利未遂之處罰。其修法意旨，係

將該罪修正為結果犯，俾公務員易於瞭解遵循，避免對

「便民」與「圖利他人」發生混淆，而影響行政效率；

並為促使公務員勇於便民，刪除圖利未遂之處罰；另法

條載明：如「非明知違背法令」，則不犯該罪；如自己

或其他私人未實際獲得不法利益，亦不成立該罪之旨。

98年更進一步修正為現行條文，立法理由為：該罪條文

中所指之「法令」，應限縮適用範圍，以與公務員之職

務具有直接關係者為限，以避免原條文「違背法令」之

範圍不明確，致使公務人員不敢勇於任事，延滯行政效

率之不良影響。是該罪 3次修正之目的，均在促使公務員

勇於任事，不被不明確、無直接關係之法令所拘束，而

能善用行政裁量權，積極為民服務。公務員執行職務如

未圖得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而違反行政法令，僅

生應否負行政責任之問題，與該罪毫無關係。違背法令

係屬執行職務盡職公正之範圍，圖得自己或其他私人不

法利益則為執行職務廉潔之範疇。二者不可混淆。又本

院近年來關於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公務員違

法圖利罪之見解已趨一致，最近受本院刑事大法庭統一

法律見解拘束之判決先例，亦已認定與本案爭議類似之

非常上訴意旨所稱「行政不法」，即違章建築依相關法

令應即予查報、拆除，而故不依法簽報，致仍得繼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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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該違章建築之整體用益狀態，為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所規定之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況被告違反行

政管制規定私下夾帶贈與香菸給在押友人，並非其執行

職務直接有關之行使裁量權限，亦無裁量空間，而係直

接違反上開法令規定圖得在押友人違禁取得香菸用益狀

態之不法利益，顯已該當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

所規定之公務員對於主管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之規定

，直接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之構成要件

。從而，非常上訴意旨所援引本院前持不同見解之刑事

庭決議及判決，或係因該個案適用於行為時之上開修正

前舊法條規定，或係與本案之案情未盡相符，或係僅從

程序上駁回上訴而未實體認定之程序判決，或係屬本院

刑事大法庭裁定所拘束判決先例統一法律見解前已無拘

束力之歧異判決或決議，自不能執以指摘原確定判決論

處被告圖利罪刑之法律見解為違背法令。且就法律見解

之統一而言，亦難謂有何法律見解意義重大而有加以闡

釋之必要，或對法律之續造有重要意義，欠缺原則上之

重要性，現亦已無爭議，即不屬於統一適用法令有關之

範圍，尚難認有提起本件非常上訴之必要性。  

綜合前述及其他上訴意旨，非常上訴意旨或係就原確定判決

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暨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

，單憑己見，漫指原確定判決違法，或就原確定判決認事用

法之同一事項，持不同法律見解為相異評價，任意指為違法

。依上述說明，本件非常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6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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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案】： 109年度非字第 1946號 
壹、標題：  

少年犯之罪刑屆期失其效力者，應否構成累犯。  

貳、爭點：  

少年如受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滿 3年，其刑之宣告即失其

效力，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應不構成累犯。  

參、關係條文：  

刑法第 47條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83條之 1 

肆、非常上訴理由：  

一、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

訟法第 378條定有明文，次按『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

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

罪者，為累犯，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刑法第 47條第 1

項亦定有明文。又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

調查，致適用法令違誤，而顯然於判決有影響者，該項

確定判決即屬違背法令，得提起非常上訴，業經司法院

釋字第 181號解釋在案。是事實審法院對於被告有無累犯

之事實，應否適用刑法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即屬法院

認定事實與適用法律之基礎事項，客觀上有調查之必要

，應依職權加以調查，倘被告並非累犯，而事實審並未

詳加調查，致判決時依累犯之規定論處，即屬刑事訴訟

法第 379條第 10款所規定，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

而未予調查，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又少年事件處理法

為鼓勵受刑之宣告或管訓（保護）處分之少年自新向善

，於 65年 2月 12日修正增訂第 83條之 1，明定『少年受管

訓處分或刑之宣告，於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內未再

受管訓處分或刑之宣告者，視為未曾受各該宣告。』即

附以在一定期間內不再有非行或犯罪之解除條件，使少

年於此期間內有期待解除條件成就而使前受管訓處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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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之宣告失其效力之利益，以資激勵。為達上開鼓勵受

刑之宣告或管訓處分之少年自新向善之目的，該條文於

86年 10月 29日再次修正，除增定第 2項，科以少年法院通

知保存少年前科紀錄及有關資料機關塗銷義務，使少年

不致因一時失足而終身烙印外，並將第 1項修正規定為『

少年受第 29條第 1項之轉介處分執行完畢 3年後，或受保

護處分或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 3年後，或受不付審理或不

付保護處分之裁定確定後，視為未曾受各該宣告。』此

次修正，如純就少年受刑之宣告而言，已將其在一定期

間內不再犯罪之條件予以刪除，並將原規定『於執行完

畢或赦免後 5年』中之『 5年』，修正縮短為『 3年』，賦予

因於刑之執行或赦免後一定期間之屆滿，即無條件發生

『視為未曾受刑之宣告』之法律效果。較之修正前之要

件寬鬆，而有利於少年。是少年如受刑之執行完畢或赦

免 3年後，因該期間之屆滿即生使刑之宣告失其效力之效

果，其在此 3年內是否曾再犯罪而受刑之宣告，並非所問

。（上開條文立法要旨及最高法院 97年台非字第 296號、

103年度台非字第 322號刑事判決要旨、臺灣高等法院暨

所屬法院 91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 4案研討結果可

資參照）。  

二、本件經調卷審核結果，依據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所示，被告許○銘係 69年○月○日出生。於民國

84年 12月 30日因竊盜等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 85

年 1月 31日以 84年少調字第 1960號判處有期徒刑 2年並於

同年 3月 5日確定，而於 86年 10月 5日縮刑執行完畢。被告

於涉犯上開竊盜案件時，係 14歲以上未滿 18歲之少年，

且其所犯該竊盜等案件，業於 86年 10月 5日縮刑期滿執行

完畢，至 89年 10月 4日即已屆滿 3年之期間。依上開少年

事件處理法第 83條之 1第 1項規定，應視為未曾受各該刑

之宣告。則被告於 90年及 91年再犯本件竊盜犯行在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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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盜案件執行完畢屆滿 3年後，惟原審法院於 93年 7月 21

日判決時，前開竊盜案件刑之執行完畢屆滿 3年後已生刑

之宣告失其效力之效果（視為未曾受該宣告），故本件被

告所犯竊盜罪，應不構成累犯。乃原判決未察，仍認定

被告於前案即竊盜案件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

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依累犯論處，即有適用法則不當及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背法令。  

三、案經確定，且於被告不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

443條規定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  

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台非字第 170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許○銘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對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

國 93年 7月 21日第一審確定判決（ 91年度易字第 4201號；起訴

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91年度偵字第 12464號），認為部

分違法，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許○銘（除沒收外）部分撤銷。  

許○銘連續帶兇器，毀越門扇，於夜間侵入住宅竊盜，處有

期徒刑貳年拾月，並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

參年。  

    理   由  

本院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

訴訟法第 378條定有明文。刑法第 47條第 1項固規定：受徒刑

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

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然原判決裁判時之少年事件處理

法第 83條之 1第 1項另規定「少年受第 29條第 1項之轉介處分執

行完畢 2年後，或受保護處分或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 3年後，

或受不付審理或不付保護處分之裁定確定後，視為未曾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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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宣告。」因此，少年在其所受「前案」刑之執行完畢 3年後

，再犯他案，不生累犯問題。又被告有無累犯之事實，應否

適用刑法第 47條規定加重其刑，為法院認定事實與適用法律

之基礎事項，客觀上有調查之必要性，應依職權調查。倘被

告不合累犯之要件，事實審法院未予查明，誤依累犯規定加

重其刑，即屬刑事訴訟法第 379條第 10款規定之依本法應於審

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致適用法令違誤，而顯然於

判決有影響，其判決為當然違背法令。經查，被告許○銘係

民國 69年○月○日生，前於 85年間因搶奪（原確定判決及非

常上訴書均誤為竊盜）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 85年度

少訴字第 6號（非常上訴書誤載為 84年少調字第 1960號）刑事

判決，宣處有期徒刑 2年確定，並於 86年 10月 5日假釋縮刑執

行完畢（下稱前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

在卷可稽，且為原確定判決所肯認。足認被告涉犯前案時，

係 14歲以上未滿 18歲之少年，而前案業於 86年 10月 5日執行完

畢，可見於 89年 10月 5日，即已屆滿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83條之

1第 1項所規定，少年受刑之執行完畢 3年後，視為未曾受該宣

告之 3年期間。則被告於 90年 9月底某日至 91年 9月 28日間再連

續犯本案時，前案既視為未曾受刑宣告，本件被告所犯竊盜

罪，自不應再憑以論為累犯。原審法院未察，仍就被告所犯

連續帶兇器，毀越門扇，於夜間侵入住宅竊盜罪，依累犯論

處，並加重其刑（處有期徒刑 3年），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

法。案經確定，且於被告不利，非常上訴意旨執以指摘，為

有理由；又依 105年 7月 1日修正施行之沒收新制規定，沒收係

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具有獨立性之法律效果，已非刑罰（從

刑），本案沒收部分並無違誤，且非常上訴意旨亦未指摘原

確定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有何違法，自不在本院審判範圍，是

應由本院將原確定判決關於被告除沒收部分外撤銷，替代原

審依其裁判當時應適用之法律，另行判決如主文第 2項所示，

以資糾正及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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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7條第 1項第 1款，刑法第 2條

第 1項前段、修正前刑法第 56條、第 321條第 1項第 1款、第 2款

、第 3款，修正前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 3條第 1項第 1

款、第 4條、第 5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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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一案】： 109年度非字第 2038  
壹、標題：  

未徵詢辯護人意見所為捨棄上訴之效力。  

貳、爭點：  

強制辯護之妨害性自主案件，於宣示判決時，僅有被告

到庭，辯護人並未在場，被告於宣示判決後填寫捨棄上

訴聲請書表示捨棄上訴。然依法辯護人仍得為被告之利

益提起上訴，原審辯護人訴訟法上辯護人地位猶然存在

，而有為被告利益上訴，並協助被告為訴訟行為之權責

，從而強制辯護案件之被告，未經徵詢其辯護人意見所

為之捨棄上訴，是否於捨棄時即已生效，即有疑義。  

參、關係條文：  

刑事訴訟法第 358條  

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166點  

肆、非常上訴理由：  

一、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

訴訟法第 378條定有明文。又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

據未予調查，致適用法令違誤，而顯然於判決有影響者

，該項判決即屬違背法令，得提起非常上訴，亦經司法

院大法官釋字第 181號著有解釋。  

二、刑事訴訟法第 358條第 1項規定：「捨棄上訴權及撤回上

訴，應以書狀為之。但於審判期日，得以言詞為之。」

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166點 (捨棄及撤

回上訴之方式 )規定：「捨棄上訴權及撤回上訴，除於審

判期日，得以言詞為之外，餘概應用書狀。其以言詞為

之者，應聽其自由表示，不得有強制、暗示、引逗等情

事，遇有於審判期日前訊問時，以言詞撤回上訴者，應

即諭知補具書狀。又被告捨棄上訴權及撤回上訴之效力

，不影響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獨立之上訴權。(刑訴法 358

，參照最高法院 28年抗字第 155號判例 )」另參照最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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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101年度台上字第 1421號刑事判決：「是辯護人之選任

，起訴後應於每審級法院為之，於各審級合法選任或指

定之辯護人，其辯護人之權責，應終於其受選任、指定

為辯護人之該當案件終局判決確定時，若提起上訴者，

並應至上訴發生移審效力，脫離該審級，另合法繫屬於

上級審而得重新選任、指定辯護人時止，俾強制辯護案

件各審級辯護人權責之射程範圍得互相銜接而無間隙，

以充實被告之辯護依賴；復觀諸終局判決後，辯護人仍

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346條規定，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

並為上訴而檢閱卷宗及證物，故提起第二審上訴之案件

，原審終局判決後，於案件因合法上訴而移審另繫屬於

上級審法院前，原審辯護人訴訟法上辯護人地位猶然存

在，而有為被告利益上訴，並協助被告為訴訟行為之權

責甚明，其自當本其受委任或指定從事為被告辯護事務

之旨，一如終局判決前，依憑其法律專業判斷，於訴訟

上予被告一切實質有效之協助，以保障其訴訟防禦權，

維護被告訴訟上正當利益。」是以，強制辯護案件於原

審終局判決後，案件因合法上訴而移審另繫屬於上級審

法院前，原審辯護人訴訟法上辯護人地位猶然存在，而

有為被告利益上訴，並協助被告為訴訟行為之權責甚明

，從而強制辯護案件之被告，未經徵詢其辯護人意見所

為之捨棄上訴，是否於捨棄時即已生效，即有疑義。  

三、參酌美國、日本、德國關於捨棄上訴相關之實務見解，

以日本法之角度，如非死刑或無期徒刑之強制辯護案件

，宣判時辯護人不在場，被告當庭書面捨棄上訴權，縱

無不可歸責於被告之錯誤，被告為捨棄時亦無精神障礙

，惟為保障被告從辯護人處獲取幫助之機會的實質保障

，該捨棄上訴之效力應有所存疑。而美國委任律師辯護

案件或指定律師辯護案件之被告，未經徵詢其辯護人意

見所為之捨棄上訴，應依被告捨棄上訴時是否有效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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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辯護權或辯護人到場權而定；被告未經徵詢其辯護

人意見所為之捨棄上訴，如果已符合捨棄律師辯護權要

件，其捨棄上訴有效。若被告非自動願意放棄律師在場

；或法院未告知被告捨棄辯護人在場權可能面對之風險

、被訴罪名或可能面對的刑度，不僅其放棄辯護人在場

權無效，其捨棄上訴亦因而無效。至於強制辯護案件，

被告既無權捨棄律師辯護，因此無權自行捨棄上訴。依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之實務見解，為了讓被告能徹底分析

上訴與否之利弊、避免未經思考之倉促決定，有辯護人

的被告，於被告捨棄上訴前，應給予被告與其在場辯護

人諮詢之機會。強制辯護案件，被告未事先諮詢辯護人

之情形，其所為捨棄上訴之聲明是無效的 (相關資料均請

參閱附件 )。  

四、本件案件係屬強制辯護案件，於 95年 3月 14日上午 10時宣

示判決時僅有被告到庭，辯護人並未在場，被告於宣示

判決後固表示捨棄上訴，並有被告填寫之捨棄上訴聲請

書在卷為憑。然查，依卷附宣示判決筆錄，並無記載有

無詢問被告「是否仍要上訴」僅被告填寫捨棄上訴聲請

書，則被告容有訴訟程序自主權，惟法院並未善盡其對

被告有利事項之注意義務，告知被告有待辯護人在場或

請辯護人具狀撤回之權利，俾被告得充分行使刑事訴訟

法上之權利，被告之辯護倚賴權顯未依法受保障，應不

生撤回上訴之效力。原審就此未詳予調查被告在辯護人

未在場，是否了解捨棄上訴之真意，以保障其訴訟權利

，顯有判決不適用法則及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

未予調查之違背法令。  

五、案經確定，且影響被告之權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

、第 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  

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台非字第 14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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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呂○○  

選任辯護人  葉建廷律師  

      蘇孝倫律師  

      林俊宏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對於臺灣高等法院中華

民國 95年 3月 30日第二審確定裁定（ 93年度重上更 (六 )第 48號

），認為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本院按：非常上訴制度，乃判決確定後發現該案件係違背法

令，對該確定判決所設之非常救濟程序，此觀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規定即明。所謂「確定判決」，原則上係指發生實質確

定力之判決而言。而前開規定既明定「判決」確定後，則對

於確定之裁定，除與實體確定判決具有同等效力者外（例如

：單獨宣告沒收、減刑、定其應執行刑、宣付保安處分以及

撤銷緩刑宣告等確定裁定），自不得提起非常上訴。至於原

審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 362條或第 384條規定駁回上訴之裁定

，係關於程序事項所為之判斷，不得為非常上訴之客體。本

件原確定裁定係以被告呂○○所提起之第三審上訴，其上訴

權已喪失，因而依刑事訴訟法第 384條規定駁回其上訴，則原

確定裁定係屬程序上事項所為判斷之裁定，並未與實體確定

判決具有同等效力，自不得為非常上訴之客體。揆之上開說

明，本件上訴人對原確定裁定提起非常上訴，難認為有理由

，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6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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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二案】： 109年度非字第 2220號 
壹、標題：  

未讓共同被告行使交互詰問權之證據能力。  

貳、爭點：  

一、 92年 2月 6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7條之 3規定

：「 92年 1月 14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

於各級法院之案件，其以後之訴訟程序，應依修正刑事

訴訟法終結之。但修正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依法定程序

進行之訴訟程序，其效力不受影響。」該條但書所稱「

已依法定程序進行之訴訟程序」，依其立法理由謂：「

……但為避免程序之勞費，本諸舊程序用舊法，新程序

始用新法之一般法則，各級法院於修正之刑事訴訟法施

行前，已依法踐行之訴訟程序（包含相關證據法則之適

用），其效力不受影響。意指程序以從新為原則，故修

正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各級法院之案件，於新

法施行後，應依修正後之程序終結之，僅修正刑事訴訟

法施行前已依法踐行之訴訟程序（包含相關證據法則之

適用），基於法的安定性，其效力不受影響而已。共同

被告對於其他共同被告之案件而言，為被告以外之第三

人，本質上屬於證人等法理，對於案件訴訟程序係橫跨

刑事訴訟法修正施行前、後，其個案事實之認定，既以

共同被告張○成之陳述，作為論處被告楊○智罪刑之主

要證據之一，攸關被告楊○智犯行應否成立之待證事項

之一，依上開說明，原審於 92年 9月 9日審理期日，於被

告楊○智部分，自應就共同被告張○成依前開規定適用

人證之調查程序，俾使共同被告張○成立於證人之地位

而為陳述。惟原審未踐行，非無不當剝奪被告楊○智對

於具證人適格之張○成之正當對質詰問權，其所踐行之

訴訟程序難謂適法。  

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於 84年 7月 28日作成釋字第 384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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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以：「關於秘密證人制度，剝奪被移送裁定人與證

人對質詰問之權利，並妨礙法院發現真實」，雖係就檢

肅流氓條例有關秘密證人規定所為之解釋，然舉輕明重

，此一解釋已明示刑事訴訟對證人之對質詰問權，應屬

被告之基本訴訟權，應受憲法之保障。又被告對證人對

質詰問權之內容，應非僅止於閱覽證人之訊問筆錄；而

其所為之答辯，亦不僅限於對證人筆錄內容之承認或否

認。故法院若於訊問證人時未通知被告及其辯護人到場

，使其有對證人行使詰問權之機會，僅事後於審判期日

將訊問證人之筆錄提示予被告，並告以要旨，自有違被

告訴訟權利之保障。  

三、 92年 2月 6日修正公布，於同年 9月 1日起施行之刑事訴訟

法，為貫徹直接審理主義、言詞審理主義之精神，改採

審判集中審理制，依本法第 279 條第 1項「行合議審判之

案件，為準備審判起見，得以庭員一人為受命法官，於

審判期日前，使行準備程序，以處理第 273條第 1項、第

274條、第 276條至第 278條規定之事項」之規定，即行合

議制之通常審判程序案件，為使審判程序能集中、縝密

且順暢有效之進行，其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之功能，僅

在於開始審判前應為相當之準備，其所得處理者，應以

同法第 273條第 1項各款及第 274條、第 276條至第 278條所

明定之事項為限，非但不負責證據之蒐集，更不再從事

證據之實質調查，故就證人之訊問，除有同法第 276條第

1項所定「預料證人不能於審判期日到場者，得於審判期

日前訊問」之例外情形，原則上均應在審判期日行之，

俾使證人於審判期日當庭所行之訊問及交互詰問程序，

法院（合議庭）依其言詞陳述及反應態度，能直接獲取

正確之心證，以為價值判斷之準據。本件最後事實審被

告楊勝智於 92年 8月 25日具狀聲請傳喚證人翁○茂、黃○

嘉、張○光、案發時義美門市部值大夜班職員等，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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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 8月 28日具狀聲請傳喚證人翁○茂、黃○嘉、張○光

、陳○旭、陳○敬等，原審於 92年 9月 9日審理時（刑事

訴訟法修正施行後），未使被告楊○智對前揭證人行使

對質詰問權之機會，僅於審判期日將前揭訊問證人之筆

錄提示予被告，並告以要旨，參酌前揭說明，非無違被

告訴訟權利之保障。  

參、關係條文：  

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7條之 3 

刑事訴訟法第 287條之 2、第 166條第 1項  

肆、非常上訴理由：同本案爭點  

伍、附錄：本案尚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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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三案】： 109年度上字第 69號  
壹、標題：  

公政公約所稱判處死刑「犯最嚴重之罪」之定義。  

貳、爭點：  

所謂「犯最嚴重之罪」，依據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

（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在

1984年決議通過的「面臨死刑者所應有的權利保障」（

the Safeguards Guarantee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ose Facing the Death Penalty）第 1條規

定，係指「有死亡結果或其他極端嚴重後果之故意犯罪

」（ intentional crimes with lethal or other extremely 

grave consequences）。能夠判處死刑的罪名到了 2013

年時，被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 限 縮 為 「 導 致 死 亡 之 故 意 殺 人 」（ intentional 

killingresulting in loss oflife）。上述故意犯罪（

intentional crimes）與故意殺人（ intentional killing

）的 intentional之解讀，應回到傳統普通法 (common law)

的概念解讀方屬正確。普通法系國家於法條及有權解釋

機關未作特別限縮時，故意犯罪（ intentional crimes

）與故意殺人（ intentional killing）應包括特定意圖

犯 (specific intent)與故意犯 (general intent，包括

我國的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 )。因此，主張廢死的刑事改

革 國 際 聯 盟 (Penal Reform International) 針 對

intentional crimes，才會推動修法建議，欲將公民與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第 6條第 2項最嚴重之罪限於意

圖殺人之犯行，但該建議迄今並未被採行。由上可知，

故 意 犯 罪 （ intentional crimes ） 與 故 意 殺 人 （

intentional killing）均包括我國的直接故意與間接故

意 的 殺 人 罪 ， 我 們 不 能 將 intentional crimes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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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ional killing的「 intentional」，逕解釋限縮

為直接故意。  

參、關係條文：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第 6條第 2項  

肆、上訴理由：  

上列被告因殺人等一案，於中華民國 110年 4月 29日經臺

灣高等法院為第二審判決（ 109年度上重更二字第 3號），

謹就辯論爭點依序陳述意見如下 : 

一、原判決論被告觸犯刑法第 173條第 3項、第 1項放火燒燬現

供人使用住宅未遂罪、第 175條第 1項放火燒燬他人所有

物罪，及刑法第 271條第 1項殺人計 6罪、同條第 2項、第 1

項殺人未遂罪計 2罪，其認事用法，是否有違法或不當之

處 ? 

原判決認定被告有放火之故意，且有放火及燒毀現供人

使用住宅，及可預見放火將致人於死，及被害者確實因

此放火行為而發生死亡之結果，論以一放火行為犯前述

殺人罪共 6罪、殺人未遂罪共 2罪，為同種想像競合犯；

又以同一放火行為犯前述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未遂

罪 1罪、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罪 1罪，則與殺人罪為異種

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 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

271條第 1項之殺人罪，均無違誤。  

二、依原判決確認之事實，被告係基於殺人之直接故意 (確定

故意 )，抑或基於殺人之間接故意 (不確定故意 )為本件殺

人犯行 ? 

依原判決確認之事實，認定被告犯案目的係報復，犯案

時間為凌晨 3時，正是居住該處之人熟睡的時間，遇有猛

烈火勢不易脫逃，被告並且預先勘查現場狀況，知悉有

監視器故於犯案時撥開之，且該處為公寓住宅區，非人

煙稀少之處，如縱火燃燒騎樓之機車並引起火勢，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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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僅一處，不僅逃生困難，也勢必延燒災情嚴重，且

預先購買汽油多達 3.77公升，並於縱火當時澆淋大約 1公

升汽油以延燒助燃，顯有計畫犯案等情，則於具備放火

之直接故意之同時，佐以各項證據，認定其有殺人之不

確定故意，非毫無根據。  

三、被告基於殺人之間接故意 (不確定故意 )為本件之殺人犯

行，是否構成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下稱「公政公約

」 )第 6條第 2項之「情節最重大之罪」 ? 

(一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並未宣告相對死刑之法律規定違

憲，法官仍然有適用之義務就科處死刑之法律，司法院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194號、 263號解釋，固然並未宣告唯

一死刑的法律違憲，然大法官釋字第 476號解釋已有所限

縮，即相對死刑之法律規定，仍屬合憲之立法。本案涉

犯之刑法第 271條第 1項殺人罪，即屬設有相對死刑之法

律規定，依上揭解釋意旨，既屬合憲，則審判者在立法

院並未立法廢除死刑規定前，於審酌案情量刑之際，自

應依法審判，尚不得迴避死刑規定之適用。  

(二 )公政公約第 6條之釋義  

聯合國 1966年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及經濟社

會 文 化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以下合稱兩

公約），經以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施行法，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

，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兩公約施行法第 2條參照 )，公政

公約第 6條規定：「一、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此種權

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二、凡

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且依照犯罪

時有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不

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死刑。死刑非依管轄法院終局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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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不得執行。三、生命之剝奪構成殘害人群罪時，本

公約締約國公認本條不得認為授權任何締約國以任何方

式減免其依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規定所負之任何

義務。四、受死刑宣告者，有請求特赦或減刑之權。一

切判處死刑之案件均得邀大赦、特赦或減刑。五、未滿

十八歲之人犯罪，不得判處死刑；懷胎婦女被判死刑，

不得執行其刑。六、本公約締約國不得援引本條，而延

緩或阻止死刑之廢除 1。」其中與死刑考量因素（指在尚

未廢死之國家，如何取得判處死刑之正當性問題）有直

接關係者是第 1項之「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 No 

one shall be arbitrarily deprived of his life，由

此句發展出程序上之要求），第 2項之「犯最嚴重之罪」

（ the most serious crimes，由此句發展出罪名之限制

），以及第 5項之「未滿十八歲之人犯罪，不得判處死刑

」（年齡限制）。這些規定其實相當抽象，但主要還是

分為程序保障與實體保障，而後者又可分為二大點：犯

行本身之嚴重性、行為人本人因素 2。以下說明之：程序

保障部分，公政公約第 6條第 1項之「任何人之生命不得

無理剝奪」，依據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在 1987年提出的一份「溝通意見書

Communication」 3，係指處以死刑之程序，必須是「一

個遵守公政公約所有規定的審判程序」（ a fair trial 

that observes all the provisions of the ICCPR），

                                                      
1
 全國法規資料 庫，公 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 公 約， https://reurl.cc/0jp6Xk(最後

瀏覽： 2021 年 6 月 8 日 )。  
2
 本報告關於公政公約第六條之國際法內涵，主要參閱 The Death Penalt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MAY 2008 以 及

Strengthening death penalty standards, Penal Reform International (2015)

二篇文章。  
3
 溝通意見書係人權 委 員會接受個人申 訴後 認為有理由而發 給各 國政府或其他事

業機構的人權改進建議書，並無法律上之拘 束力。關於溝通意見書 制度之簡介請

參： https://reurl.cc/R0rvGx(最後瀏覽： 2021 年 6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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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程序正義包括，但不限於：「及時被告知追訴之

罪名」（ being informed promptly and in detail of the 

charges）;「有被提供翻成被告自己母語之通譯」（ for 

translation or interpretation into one＇ s own 

language to be provided）;「無罪推定」（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選任辯護人權利」（ counsel of one＇ s 

choosing）;「準備辯護之充分時間」（ sufficient time 

to prepare a defence） ;「無遲延之審判」（ a trial to 

be held without undue delay） ; 「獨立無偏見之審判

聽訟」（ for the hearing to be heard by an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tribunal） ; 「有更高審級之審查」（

the right of review by a higher tribunal） 4。另外

依據 2019年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針對公政公約笫 6條

所提出的第 36號一般意見（ General comment No.36） 5第

41段對程序瘕疵部分更進一步指出：「依違反本公約第 14

條擔保公平審判規定之審判程序所判定之死刑，本質上

就是咨意判決而違反公約第 6條。該等違反有可能涉及刑

求逼供、被告無法詢問證人、在所有刑事程序（含犯罪

偵查、審前聽證、審判與上訴）中欠缺辯護人與當事人

間密談之有效辯護、未遵守無罪推定原則（含在審判過

程中被告遭關在籠中或上手銬）、欠缺有效的上訴程序、

欠缺準備答辯的充足時間或設備（含無法取得進行答辯

或上訴所需之法律文件，例如檢方的聲請書、法院判決

書或審判筆錄）、欠缺適當之通譯、對殘障人未提供可接

近的文件與設施、審判或上訴程序之不當遲延、審判程

序之一般性不公平、欠缺審判與上訴程序之獨立性與無

                                                      
4
 Reid v Jamaica Communication No. 250/1987, Views adopted on 20 July 1990 

at para 11.5, U.N. Doc. CCPR/C/51/D/355/1989 (1994)，轉引自前文 The Death 

Penalt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的註解 5。  
5
 第 36 號一般 意見書 之全文請 閱： https://reurl.cc/3aoOGV(最後瀏覽： 2021

年 6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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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頗性。」 6而所謂「犯最嚴重之罪」，依據聯合國經濟

及社會理事會（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在 1984年決議通過的「面臨死刑者所應有的權

利保障」（ the Safeguards Guarantee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ose Facing the Death Penalty）

第 1條規定 7，係指「有死亡結果或其他極端嚴重後果之

故意犯罪」（ intentional crimes with lethal or other 

extremely grave consequences）。在歐盟之解讀，則

是死刑應排除下列之罪名：經濟犯罪、毒品犯罪、無個

人被害人之犯罪、僅涉及道德價值之犯罪例如通姦、賣

淫與性侵等（ economic crimes, drug-related offences, 

victimless offences, and actions relating to moral 

values including adultery, prostitution and sexual 

                                                      
6
 41. Violation of the fair trial guarantee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14 

of the Covenant in proceedings resulting in the impos 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would render the sentence arbitrary in nature, and in violation 

of article 6 of the Covenant. Such violations might involve the use of 

forced confessions; the inability of the accused to question relevant 

witnesses; lack of effective representation involving confidential 

attorney-client meetings during all stages of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including criminal interrogation, preliminary hearings, trial and appeal; 

failure to respect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which may manifest  itself 

in the accused being placed in a cage or being handcuffed during the trial; 

lack of an effective right of appeal; lack of adequate time and facilitie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defence, including the inability to access legal 

documents essential for conducting the legal defence or appeal, such as 

official prosecutorial applications to the court, the court＇ s judgment 

or the trial transcript; lack of suitable interpretation; failure to 

provide accessible documents and procedural accommodation for per sons 

with disabilities; excessive and unjustified delays in the trial or the 

appeal process; and general lack of fairness of the criminal process, or 

lack of independence or impartiality of the trial or appeal court.按此

段文字有多數註解，均引用人權委員會之溝通意見書。請參閱第 36 號一般意見

書之原文。  
7
 1. In countries which have not abolished the death penalty, capital 

punishment may be imposed only for the most serious crimes, it being 

understood that their scope should not go beyond intentional crimes with 

lethal or other extremely grave con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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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tion） 8。而能夠判處死刑的罪名到了 2013年時

更被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UN Human Rights Council）限

縮為「導致死亡之故意殺人」（ intentional killing 

resulting in loss of life） 9。有些尚未廢死之國家

更因而發展出所謂「稀中之最稀」或「惡中之最惡」原

則（＂ rarest of the rare＂or＂worst of the worst＂），

亦即，縱使法定刑有死刑，也應該非常例外之情形下才

判處死刑（明文採此原則之國家有印度、孟加拉、烏干

達與若干加勒比海島國） 1 0。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家中的

聖文森（ St Vincent）以及格瑞那丁群島（ the Grenadines

）對於此原則之解釋係「已經沒有改造的可能性」（ there 

is no prospect of reform of the offender），類似

我國實務界的「已無教化可能性」。而巴哈馬則是認為

「已無其他方法達成懲罰目的時」（ no other means of 

achieving the object of the punishment）才能判死

刑；印度是認為「終身監禁並無法達成目的時判死刑才

有正當性」（ life imprisonment would serve no purpose 

in order to justify impos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 1 1。這種教化可能性之立論基礎係在於公政公約第 10

條第 3項 Article 10(3)的一段文字「監獄系統應包括受

刑人處遇，其目的在於他們的改造與社會回復」（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shall compris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the essential aim of which shall be their 

                                                      
8
 這 些 解 釋 對 於 締 約 國 並 無 法 律 上 之 拘 束 力 ， The Death Penalt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頁 5。  
9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24th Session, Ques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Secretary-General＇ s report), 1 July 

2013, A/ HRC/24/18 轉引自 Strengthening death penalty standards(參見：

https://reurl.cc/R0rZan)的註解 2。  
1 0
 Strengthening death penalty standards s(參見：https://reurl.cc/R0rZan)

頁 6。  
1 1
 Strengthening death penalty standards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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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ation and social rehabilitation.）。上述故意犯罪

（ intentional crimes ） 與 故 意 殺 人 （ intentional 

killing） 的 intentional之 解 讀 ， 應 回 到 傳 統 普 通 法

(common law)的概念解讀方屬正確。普通法依被告主觀

犯 意 (Mens rea)區 分 為 五 種 犯 罪 類 別 ： 特 定 意 圖 犯

(specific intent)、故意犯 (general intent)、有認識

重大過失 (recklessness)、刑事過失(criminal negligence)

、無過失責任 1 2 (strict liability)。其中特定意圖犯

(specific intent）與我國意圖犯相似 1 3，指行為人除故

意為某項犯罪行為外，並符合法律特別明定之意圖，例

如竊盜、詐欺等財產性犯罪，其構成要件包括「意圖為

自 己 或 他 人 不 法 之 所 有 」， 屬 於 此 類 犯 罪 。 故 意 犯

(general intent）指故意為某項犯罪行為，與我國故意

犯大致相當。有認識重大過失  (recklessness)則介於我

國重大過失及不確定故意之間，指對危險有認識，但並

不期待犯罪結果發生的重大過失，其處罰遠重於過失犯

。例如行為人瞄準友人置於頭上的蘋果，自信槍法神準

可 擊 中 蘋 果 ， 結 果 擊 斃 友 人 ， 構 成 ＂ depraved heart 

murder＂，屬於二級謀殺罪，而非過失致死罪。因為未

遂犯限於未發生預期之犯罪結果始能構成，因此未遂犯

屬於意圖犯 (specific intent)，而非故意犯。普通法系

國家於法條及有權解釋機關未作特別限縮時，故意犯罪

（ intentional crimes）與故意殺人（ intentional killing

） 應 包 括 特 定 意 圖 犯 (specific intent) 與 故 意 犯

(general intent，包括我國的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 )，

因 此 ， 主 張 廢 死 的 刑 事 改 革 國 際 聯 盟 (Penal Reform 

International)針對 intentional crimes，才會推動修

                                                      
1 2
 例如與 14 歲以下少年為性行為。  

1 3
 Specific intent 指行為人有法律特定的主觀要素 ，其範圍包括但不限於我 國

的意圖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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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建議，欲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第 6條第 2

項最嚴重之罪限於意圖殺人之犯行 1 4，但該建議迄今並未

被採行。由上可知，故意犯罪（ intentional crimes）

與故意殺人（ intentional killing）均包括我國的直接

故 意 與 間 接 故 意 的 殺 人 罪 ， 我 們 不 能 將 intentional 

crimes與 intentional killing的 intentional，逕解釋

限縮為直接故意。至於行為人本人之因素，公約第 6條僅

在第 4項提到被告個人因素，且只限於 (一 )18歲以下者不

得處以死刑以及 (二 )對孕婦不得執行死刑。提到這二個

項目以外之其他被告個人情況者，乃聯合國人權事務委

員 會 針 對 笫 6條 所 提 出 的 第 36號 一 般 意 見 （ General 

comment No.36）之第四部分之第 37段中之一句話：「在

涉及死刑之案件中，量刑法院必須考量到行為人之個人

情況與犯行之特別情形，含特別的減輕因素。因此，不

容內國法院裁量是否將該犯行歸類為必須判死之罪以及

是否應處以死刑之惟一死刑規定，本質上就是恣意。有

權依據案件或被告個人之特殊情況尋求特赦或減刑，並

不能取代法院對於是否判死所須之裁量權 1 5。」此段話有

                                                      
1 4
 「 Recommended strengthening of standards  

•  The ｀ most serious crimes＇  definition should be explicitly stated to 

apply only to acts involving an intention to kill which result in loss 

of life. 

•  Use of the death penalty should be further restricted to apply only 

in the ｀ rarest of the rare＇  cases. 

Strengthening death penalty standards s(參見： https://reurl.cc/R0rZan)

頁 7。  
1 5
 原文： In all cases involv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the 

personal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der and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ce, including its specific attenuating elements, must be 

considered by the sentencing court. Hence, mandatory death sentences that 

leave domestic courts with no discretion as to whether to designate the 

offence as a crime warranting the death penalty, and whether to issue the 

death sentence in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der, are 

arbitrary in nature. The availability of a right to seek par don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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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註解（註 159至註 161），各援引相關的人權委員會所

發出的「溝通意見書」（ communications），但都沒有具

體說到何以「個人因素」應列入考量，亦未列舉「個人

因素」之具體內容 1 6。反而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數則判

決有較具體談到「個人因素」，此部分容下述。而本案所

適用之刑法第 271條殺人罪之規定，與公政公約規定及防

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並無牴觸，故應判斷依本案情

節適用刑法第 271條殺人罪，是否為「情節最重大之罪」

。  

(三 )本案以放火故意及殺害多人之間接故意犯案，屬「情節

最重大之罪」  

1、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就公政公約第 6條所作的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故意導致死亡之罪行屬「情節最重

大之罪」如上所述，人權事務委員會於 2018年第 124

屆會議第 36號一般性意見，就公政公約第 6條生命權

有所詮釋，而第 35段闡釋「情節最重大之罪」的意

涵：  

「情節最重大之罪」一詞必須作嚴格解讀，僅限於涉

及故意殺人的極嚴重罪行。在第六條的架構內，未直

接 和 故 意 導 致 死 亡 的 罪 行 (Crimes not resulting 

directly and intentionally in death)，如謀殺未

遂、貪腐及其他經濟和政治罪行、武裝搶劫、海盜行

                                                                                                                                                              
commut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or the 

accused is not an adequate substitute for the need for judicial discret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引自 https://reurl.cc/3aoOGV (最

後瀏覽： 2021 年 6 月 8 日 )。  
1 6
 這些意見書之相關段落分別是： Lubuto v. Zambia, para. 7.2.; Chisanga v. 

Zambia, para. 7.4; Larrañaga v. Philippines (CCPR/C/87/D/1421/2005), para. 

7.2; Carpo et al. v. Philippines (CCPR/C/77/D/1077/2002), para. 8.3.; 

Thompson v.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CCPR/C/70/D/806/1998), para. 

8.2; Kennedy v. Trinidad and Tobago (CCPR/C/74/D/845/1998), para. 7.3.，

議 題 都 是 集 中 在 犯 行 本 身 （ 而 非 行 為 人 ） 或 者 是 「 強 制 死 刑 （ 惟 一 死 刑 ）」 的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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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綁架以及毒品和性犯罪儘管具有嚴重性質，但絕

不能作為判處死刑的理由。同樣地，有限度地參與或

共犯即便情節最重大之罪，例如為謀殺提供實際工具

，也不能作為判處死刑的理由。締約國有義務審查其

刑事法律，以確保不對未構成情節最重大之罪的罪名

判處死刑。締約國還應撤銷對未構成情節最重大之罪

的死刑判決，並採取必要的法律程序，對此類罪行已

被定罪的人重新判決 1 7。」  

如上所述， intention如未特別限縮，係指指的就是

general intent，即故意犯，包括直接故意與間接故

意 ， 在 上 揭 Crimes not resulting directly and 

intentionally in death， 不 可 單 獨 抓 出 其 中 的

intentionally ， 即 謂 係 指 直 接 故 意 ， 而

intentionally前面雖然有 directly，但其係形容導

致直接死亡結果的罪行，並非用來指涉直接故意，如

果片面逕自主張間接故意殺人之罪行，非「情節最重

                                                      
1 7
 法 務 部 人權 大 步 走 網 站 ，公 民 與 政 治 權利 國 際公 約 第 36 號 一 般 性意 見 (中 文

版 )，第 8 頁， https://reurl.cc/Enp6m0(最後瀏覽： 2021 年 6 月 8 日 )。  

英 文 原 文 引 自 ： UN Treaty Body Database， https://reurl.cc/6aEd1d(最 後 瀏

覽： 2021 年 6 月 8 日 )。  

The term “ the most serious crimes＂  must be read restrictively and 

appertain only to crimes of extreme  gravity, involving intentional 

killing. Crimes not resulting directly and intentionally in death, such 

as  attempted murder, corruption and othe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rimes, 

armed robbery, piracy, abduction, drug and sexual offences, although 

serious in nature, can never serve as the basi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rticle 6, for the impos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In the same vein, 

a limited degree  of involvement or of complicity in the commission of 

even the most serious crimes, such as providing the physical means for  

the commission of murder, cannot justify the impos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States parties are under an obligation to review their criminal 

laws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death penalty is not imposed for crimes which 

do not qualify as the most serious crimes. They should also revoke death 

sentences issued for crimes not qualifying as the most serious crimes and 

pursue the necessary legal procedures to re-sentence those convicted for 

such cr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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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罪」，實屬有誤。本案係以放火故意及殺害多人

之間接故意犯案，不屬於如謀殺未遂、貪腐及其他經

濟和政治罪行、武裝搶劫、海盜行為、綁架以及毒品

和性犯罪等犯罪，然係屬導致死亡結果的故意殺害多

人罪行，故應為情節最重大之罪。  

2、類似之放火殺人犯行，經最高法院 108年台上字第 940

號判決認定係屬「情節最重大之罪」最高法院 108年

台上字第 940號判決，就被告翁○賢故意縱火致喪命

案件，以其放火殺人對象為被告親生父母、被告之

親姪子、姪女、被告二哥之媳婦、被告父親之全職

看護，或為被告之親人，或為與被告素無怨隙之人

均狠心一併下手，及被告翁○賢縱火殺人之計畫、

犯意等確屬蓄意謀殺，意在滅門，於縱火後，在走

道遇見子姪翁○濬，仍持開山刀追殺翁○濬，毫不

手軟，一再顯現出被告翁○賢之重大惡性等情，認

為被告翁○賢犯行已達最嚴重之程度，符合公政公

約第 6條第 2項前段所指之「最嚴重之罪行」。以此觀

之，（ 1）殺害至親或毫無怨隙之人；（ 2）蓄意放火

殺人且係有計畫之犯行；（ 3）造成嚴重之後果，應

構成「最嚴重之罪行」。  

3、本案基於放火直接故意與殺人不確定故意的放火殺

人犯行，也應屬於「情節最重大之罪」  

(1)本案係因為怨隙而經充分縝密準備之預謀殺人被告

僅因與翁○智在案發二年前偶然發生之糾紛，自認

未能獲取應有之賠償，對方亦未因而獲罪，又經由

訴訟文件及訴訟過程得知翁○智及其全家人均住居

於本案住宅後，即起意以澆淋相當分量汽油之一疊

報紙作為燃劑、助燃物，對本案住宅騎樓緊鄰停放

之一排機車中間縱火，並有預見此舉所引發之火勢

，將因機車內部油箱汽油而增強火勢，往上延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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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往四周延燒到相近之本案住宅，導致屋內人員恐

慌逃生不及之死亡結果，仍不違反己意，下手實施

縱火行為，以此等手段，對翁○智實施報復。且為

達此縱火燒車、燒房、殺人之報復目的，不但事先

購妥 3.77公升之大量汽油，更預先勘查周遭環境而

得悉監視器所在位置，因此知悉必須先以長柄拖把

移動該監視器鏡頭方向，更特意頭戴安全帽及口罩

遮掩自己面容特徵，又選擇凌晨時分人煙稀少且眾

人皆熟睡難以反應之際下手。由此可見，被告於行

為前即有充分、縝密之思慮、計畫及準備，以達其

掩飾身分及造成最大程度傷亡之報復目的。再以被

告係在縱火前二日即購妥汽油，在案發當日凌晨抵

達現場後，又多次進出放火地點，可見其在過程中

有充分仔細思考行為結果之時間餘裕，是見其意志

堅決，絕非一時衝動失慮。綜此以觀，被告不僅是

基於直接故意放火燒燬本案住宅騎樓機車，更係基

於間接故意放火燒燬本案住宅及殺害其內人員，為

一經充分縝密思慮、計畫、準備之預謀型縱火殺人

之犯行。  

(2)犯案動機起因於偶發爭執，卻處心積慮預謀凌晨縱

火殺人，被告與其起意報復之對象翁○智間雖有案

件涉訟，然其紛爭究屬餐廳用餐期間之個人偶發爭

執，以一般常理觀之，絕非重大難解之仇隙怨恨。

然被告僅因此細故，即處心積慮預謀於凌晨縱火手

段殺人，其犯罪動機、目的，毫無足憫。  

(3)被告知悉犯案處所為公寓式集合大樓，出入口僅一

個，深夜時段犯案，勢必使住民驚慌求生無門，視

他人生命如草芥，被告知悉案發現場為連棟式公寓

式集合住宅，一般各層通往梯間之出入口僅一個，

而梯間通往一樓逃生口之出入口亦僅一個，因此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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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火時，自梯間逃生困難，如縱火又係挑選深夜時

段鄰近一樓梯間逃生出入口前之騎樓為之，顯係欲

趁一般人熟睡而難以反應突發意外之際所為，冀望

造成住民驚恐、求救無門掙扎生存之苦，其視他人

生命如草芥，行為手段冷酷兇殘。  

(4)殺及無辜，致死之人達 6名，犯罪手段、情節及導致

之結果最為重大，被告僅因與翁○智個人間之細故

紛爭，即執意在深夜時分，以澆淋汽油在一疊約 10

公分厚之報紙上，置於塑膠袋內點火之方式，對本

案住宅縱火，造成 6人死亡、 2人僥倖逃生之結果，

死者均為被告報復對象翁○智之至親，形同滅門之

舉。且本案死者與被告均無何仇怨，卻慘死被告手

下，死者們生前面對火勢延燒，3樓住戶翁○緣、阮

○珍及翁○婷一家，為躲避火勢，雖已向上奔逃至 4

樓求生，然翁○緣仍倒臥 4樓前陽台死亡，阮○珍、

翁○婷則與 4樓住戶翁○霖、林○娟及翁○惠一同受

困在 4樓北側臥室死亡，彼等死亡前面對大火、濃煙

與高溫企圖逃生之無助、精神恐懼及身體燒灼痛楚

，已非文字所能形容。以此死亡人數之多、死者死

亡前歷經之苦痛、翁○智頓失多位至親之精神上重

大打擊等情觀之，足認被告犯罪情節至為嚴重，在

我國犯罪史上亦甚為罕見。被告行為害及無辜，除

導致多達 6人死亡且無法回復之嚴重結果，亦造成多

項房屋設備與車輛燒損，可見除造成眾多人命與財

物重大損失外，亦造成翁○智與其他死者親屬永難

抹滅之心理創痛。  

(5)綜上，不論自主觀面或客觀面，被告之犯罪情節均

完全符合公政公約第 6條第 2項所稱「最嚴重的罪行

」要件。  

四、原判決量處被告死刑，量刑部分有無違法或不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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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處死刑，是否有任何判斷基準，是否違法或不當？以

下先說明常作為參考仍有死刑之美國與日本的相關基準

，次說明最高法院目前之基準，最後審查原判決採用之

基準，以衡量有無違法或不當之處：  

(一 )美國聯邦法院之死刑考量因素  

美 國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在 Furman v.Georgia,408 U.S. 

238(1972)案判定當時之美國聯邦與各州之死刑程序違

憲（並不是死刑本身違憲） 1 8，之後幾乎各州均紛紛立法

，期能符合美國聯邦憲法對於正當程序之要求（最主要

目的是要避免所謂「隨機性的死刑」 reduce the risk of 

random imposition） 1 9。但聯邦動作較慢，一直到 1994

年才制訂與死刑程序有關之法律即 The Federal Death 

Penalty Act of 1994（現行法之 18 U.S.C.3591-3598） 2 0。 

1、死刑案件程序一般保障規定首先，檢察官求處死刑

，須經司法部長（ The Attorney General與檢察總

長為同一人）之同意 2 1，且應事先通知被告 2 2，通知

                                                      
1 8
 Furman v. Georgia , 408 U.S. 238 (1972)案 因 為 大 法 官 們 各 自 表 述 ， 所 以

並 無 單 一 版 本 之 多 數 意 見 書 ， 但 基 本 上 是 判 定 當 時 之 法 律 讓 死 刑 變 成 是 靠 運 氣

（法官、陪審團之隨心所欲 unfair, arbitrary, capricious）， 所以違反聯邦憲

法第八條之禁止過苛處罰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原則。  
1 9
 為了避免隨機，州之立法分為二種不同方向，第一種是各罪改為惟一死刑，但

這個做法被聯邦最高法院否決，參 Woodson v. North Carolina, 428 U.S. 280, 

305 (1976)。第二種方向就是減少死刑罪名，並詳細規定判處死刑之各種程序，

此做法經聯邦最高法院贊同，參 Gregg v. Georgia, 428 U.S. 153, 207 (1976)。 
2 0
 實體法方面，聯邦法仍繼續增加得判處死刑的法律，例如 1974 年之劫機罪 、

1988 年之毒梟罪，而 The Federal Death Penalty Act of 1994 本身亦增加了多

項死刑罪名。至今聯邦法得以判處死刑的罪名有 60 項。  
2 1
 參 美 國 聯 邦 檢 察 官 辦 案 手 冊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Manual (USAM), 

§§9-10.010 to 9-10.200 
2 2
 18 U.S.C. 3593(a) Notice by the Government.—“ If, in a case involving 

an offense described in section 3591, the attorney for the government 

believes that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se are such that a sentence 

of death is justified under this chapter, the attorney shall, a reasonable 

time before the trial or before acceptance by the court of a plea of guilty, 

sign and file with the court, and serve on the defendant, a not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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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包括起訴書、證人名單以及陪審團候選人名單 2 3

。死刑案件之被告應有二名辯護人，其中一位要有

「熟悉死刑案件法律」者 2 4，而且在選任陪審員程序

時，死刑案件之被告之排除權人數比一般多出三倍 2 5

。  

2、死刑考量因素  

美國聯邦法有關死刑考量因素規定在 18 U.S.Code 

§  3592，該條列舉了在決定對被告處以死刑有無正當

性時，陪審團（無陪審團時承審法官）所得考量之

減輕與加重因素。而當陪審團（或法官）在具體考

量這些加重因素之某項因素時，必須告知被告，以

                                                      
2 3
 18 U.S.C. 3432, “ A person charged with treason or other capital offense 

shall at least three entire days before commencement of trial, excluding 

intermediate weekends and holidays, be furnished with a copy of the 

indictment and a list of the veniremen, and of the witnesses to be produced 

on the trial for proving the indictment, stating the place of abode of 

each venireman and witness, except that such list of the veniremen and 

witnesses need not be furnished if the court finds by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that providing the list may jeopardize the life or safety 

of any person.＂  
2 4
 18 U.S.C. 3005 , “ Whoever is indicted for treason or other capital crime 

shall be allowed to make his full defense by counsel; and the court before 

which the defendant is to be tried, or a judge thereof, shall promptly, 

upon the defendant＇ s request, assign 2 such counsel, of whom at least 

1 shall be learned i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apital cases, and who shall 

have free access to the accused at all reasonable hours… .＂ . 
2 5
 F.R.Crim.P. 24(b) (b) Peremptory Challenges. “ Each side is entitled 

to the number of peremptory challenges to prospective jurors specified 

below. The court may allow additional peremptory challenges to multiple 

defendants, and may allow the defendants to exercise those challenges 

separately or jointly.(1) Capital Case. Each side has 20 per emptory 

challenges when the government seeks the death penalty.(2) Other Felony 

Case. The government has 6 peremptory challenges and the defendant or 

defendants jointly have 10 peremptory challenges when the defendant is 

charged with a crime punishable by imprisonment of more than one year.(3) 

Misdemeanor Case. Each side has 3 peremptory challenges when the defendant 

is charged with a crime punishable by fine, imprisonment of one year or 

less, or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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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其防禦權 2 6。  

(1)減輕因素  

減輕因素有八項：①認知能力之減弱②被告受到異

常之實質脅迫③被告參與程度較低④其他同等可責

被告並未被判死刑⑤被告無重要之前科⑥被告犯罪

時是處於心智或情緒上之嚴重干擾⑦被害人對於導

致其死亡之犯罪行為有表示同意⑧其他因素（被告

之成長背景、紀錄或性格，或該犯行之其他足以避

免判死之情況等其他因素）。  

(2)加重因素  

至於加重因素則分為間諜罪與叛國罪案件之加重因

素、殺人案件之加重因素與毒品案件之加重因素三

大項分別規定。間諜罪與叛國罪案件之加重因素有 4

點，殺人案件的加重因素有 17點，毒品案件的加重

因素有 9點。殺人案件的加重因素有以下諸項：  

①在實行或企圖實行下列各罪時，或犯後立即逃逸

時，發生死亡或傷害致死情形（條文列舉二十多

種聯邦犯罪）。  

②涉及槍砲彈藥的暴力重罪之定罪紀錄。  

③曾犯得處以死刑或終身監禁之罪而經定罪者。  

④其他嚴重犯行之定罪紀錄。  

⑤對第三人之嚴重死亡危險。  

⑥邪惡、殘酷或異常的實施方式。  

⑦金錢給付之報酬。  

⑧財產上利益之獲得。  

⑨實質策劃及事先預謀。  

⑩二次以上之重大毒品罪定罪。  

                                                      
2 6
 以下主要參考 CRS Report R42096, Federal Capital Offenses: An Overview 

of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Law,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Updated February 2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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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

A被害人之易受傷害性。  

A○12 E

A重大聯邦毒品罪定罪。  

A○13 E

A毒品組織犯罪涉及販毒給年輕人。  

A○14 E

A對象是針對高級政府官員實。  

A○15 E

A性侵害或猥褻孩童之定罪紀錄。  

A○16 E

A多數殺人或企圖殺人。  

A○17 E

A其他加重因素。  

3、死刑考量因素的舉證責仼與證明程度  

聯邦法下，死刑加重因素的舉證責任在於檢方，證

明程度是「無任何合理懷疑（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2 7；減輕因素的舉證責任在於被告，證明

程 度 是 「 優 勢 資 訊 」（ a preponderance of the 

information） 2 8。而陪審團對於每一項減輕因素存在

之認定不須要一致決（只要一人以上之陪審員即為

已足），但對於加重因素之存在，則須要一致決。如

果沒有仼何一項加重因素之存在，即不能判死刑。

而陪審團對於死刑之決定須有一致決，決定後即建

議法官判死刑。 2 9  
                                                      
2 7
 一般而言，通常案件（非死刑案件）之量刑因素之證明程度僅須達「優勢證據」

（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之 程 度 即 可 ， 參 美 國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判 決

McMillan v. Pennsylvania, 477 U.S. 79 (1986)。若干法院判決在特殊情況下

雖有提升至「明白且可信」（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之程度，但也無

庸高到「無任何合理懷疑」之程度。  
2 8
 18 U.S. Code § 3593 (c) … The burden of establishing the existence of 

any aggravating factor is on the government, and is not satisfied unless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factor is established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 burden of establishing the existence of any mitigating factor is on 

the defendant, and is not satisfied unless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factor 

is established by a preponderance of the information.  
2 9
 18 U.S. Code § 3593 (d)… A finding with respect to a mitigating factor 

may be made by 1 or more members of the jury, and any member of the jury 

who finds the existence of a mitigating factor may consider such factor 

established for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regardless of the number of juro rs 

who concur that the factor has been established. A finding with respect 

to any aggravating factor must be unanimous. If no aggravating factor set 

forth in section 3592 is found to exist, the court shall impose a 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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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死刑之考量因素並不採嚴格證明法則，含不

受傳聞法則之限制。 3 0當加重與減輕因素同時存在

時，必須加重因素之評價重於減輕因素而能正當化

死刑時，才能處死。而在沒有減輕因素時，也必須

加重因素本身足以正當化死刑時，才能處死（亦即

，何以終身監禁仍不能達到處罰之目的）。 3 1 

由上可知，美國聯邦法下之死刑考量因素並無我國實務界所

稱之「教化可能性」。  

(二 )日本法  

1、死刑之合憲性  

日本國憲法第 13條規定：「對於謀求生存、自由以及

幸福的國民權利，只要不違反公共福利，在立法及

其他國政上都必須受到最大的尊重」，日本國憲法第

31條規定：「不經法律規定的手續，不得剝奪任何人

的生命或自由，或科以其他刑罰。」肯認國家可以

制定剝奪生命之刑罰即死刑，日本刑法第 11條第 1項

規定：「死刑，於刑事措施內以繳首方式執行之」，

由於日本國憲法第 36條規定：「絕對禁止公務員施行
                                                                                                                                                              
other than death authorized by law. 少數州允許法官推翻陪審團對於是否處

以死刑的決定（稱之 為 judicial override），包括陪審團決定判 死刑而法官不同

意改判終身監禁，以及 陪審團判終身監禁而法官不同意改判死刑。其合憲性備受

挑戰，故有些州已經廢止法官有這種權限。  
3 0
 18 U.S. Code § 3593 (c)…  Information is admissible regardless of its 

admissibility under the rules governing admission of evidence at criminal 

trials except that information may be excluded if its probative value is 

outweighed by the danger of creating unfair prejudice, confusing the 

issues, or misleading the jury. 
3 1
 18 U.S.C. 3593(e), “ the jury, or if there is no jury, the court, shall 

consider whether all the aggravating factor or factors found to exist 

sufficiently outweigh all the mitigating factor or factors found to exist 

to justify a sentence of death, or, in the absence of a mitigating factor, 

whether the aggravating factor or factors alone are sufficient to justify 

a sentence of death. Based upon this consideration, the jury by unanimous 

vote, or if there is no jury, the court, shall recommend whether the 

defendant should be sentenced to death, to life imprisonment without 

possibility of release or some other lesser 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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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問及酷刑。」故日本關於死刑合憲性之討論，係

以死刑是否該當日本國憲法第 36條的酷刑而開展。

日本最高法院昭和 23年 (1948年 )3月 12日大法庭駁

回上訴之判決，認定日本刑法第 11條以繳首方式執

行死刑，合憲。其理由是：生命是尊貴的，一人之

生命比全地球還重；憲法第 13條規定全體國民都作

為個人而受到尊重，生命是國民的權利，在立法及

其他國政上都必須受到最大的尊重，然而同條也規

定不得違反公共福祉，如有違反公共福祉的基本原

則，生命作為國民之權利，仍得立法限制或甚剝奪

之，於符合憲法第 31條，依照法律所定正當程序，

科予剝奪生命之刑罰。透過死刑的威嚇力行一般預

防，以死刑之執行根除社會上特殊惡性之根源，防

衛社會，對全體的人道觀應優於對個體的人道觀，

為了社會公共福祉承認死刑存續之必要性。「酷刑」

與否，為執行方法問題，死刑並非窮極的刑罰，為

冷嚴的刑罰，作為刑罰之死刑，非憲法第 36條之酷

刑。死刑與其他刑罰執行方法一樣，從人道的角度

，應置放於該時代及環境中，一般均認為有殘虐性

，不得不謂為殘虐刑罰，若日後死刑改為火刑、磔

刑、梟首、大鍋油炸等殘虐的執行方法，則違反憲

法第 36條 3 2。2009年起，日本實施裁判員制度，而上

揭死刑合憲之見解，仍然被維持。由裁判員參與審

判，針對被告對營業中之柏青哥店內之人，以放火

方式隨機殺人，致 5人死亡，10人負傷而判處死刑的

大阪地方裁判所平成 23年 (2011年 )10月 31日判決，

判決中也同樣駁斥辯護人主張絞首刑為酷刑之見解

，法院認為要評價死刑之執行方法是否屬殘虐的刑

                                                      
3 2
 最 高 裁 判 所 大 法 廷 昭 和 23 年 3 月 12 日 判 決 ， 刑 集 2 巻 3 号 191 頁 ，

https://reurl.cc/raxenN(最後瀏覽： 2021 年 6 月 1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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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應限於無人性、非人道，衝擊一般人之情感者

，然絞首刑卻為死刑執行方法中最良善者 3 3。  

2、程序運作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405條規定上訴第 3審的理由，包

括「 (第 1款 )違反憲法或解釋憲法有誤、 (第 2款 )違

反最高裁判所判例之見解、(第 3款 )於無最高裁判所

判例之情形，而與大審院 3 4或該當第三審法院之高等

裁判所判例或本法施行後與該當二審裁判所之高等

裁判所判例相違反之見解」，此條所稱最高裁判所之

「判例」，係指包含法令解釋之判斷，事實認定或量

刑等之判斷並非判例，裁判理由屬於主論之法律判

斷，方為判例 3 5。由於量刑等之判斷並非判例，故量

刑不當之案件，日本最高法院大都以「決定」之形

式駁回上訴，惟上訴第三審之死刑案件，日本最高

法院必召開言詞辯論，且均以「判決」形式為之 3 6。 

3、選擇死刑的基準  

永山基準是日本刑事裁判中，選擇死刑時的量刑判

斷基準。日本最高法院第 2小法庭，在昭和 58年 (1983

年 )7月 8日撤銷原判決發回二審更為審理之判決，於

傍論中提出判斷基準，嗣後經下級裁判所及最高裁

判所判決時引用而擴大其影響力，迄今仍存續，以

下簡略說明之。被告永山則夫犯案時 19歲，涉犯 5案

，於昭和 43年（ 1968年） 10月起至昭和 44年 3月止，

                                                      
3 3
 大 阪 地 方 裁 判 所 平 成 23 年 10 月 31 日 判 決 ， 下 級 裁 裁 所 裁 判 例 速 報 ，

https://reurl.cc/dVWrZD(最後瀏覽： 2021 年 2 月 4 日 ) 
3 4
 即日本戰前之最高法院。  

3 5
 三井誠、河原俊也、上野友慈、岡慎一 (編 )，平木正洋，新基本法コンメンタ

ール  刑事訴訟法，日本評論社， 3 版， 2018 年 4 月， 647 頁。  
3 6
 山 口 進 、宮 地 ゆ う ， 最 高裁 の 暗 闘  少 数 意 見が 時 代 を 切り 開 く ，朝 日 新 聞 ，

2011 年， 184 頁。轉引 自謝煜偉，最高法院 在死刑量刑判斷中的角色與功能：日

本 與 台 灣 的 比 較 ， 收 錄 於 葉 俊 榮 編 變 遷 中 的 東 亞 法 院 ， 臺 大 出 版 中 心 ， 2016 年

10 月， 1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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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美軍基地竊得之手槍，先後在東京、京都射殺

執勤中的警員，又在函館及名古屋之計程車強盜案

在計程車中射殺運匠，共涉犯 4件殺人犯行，及 1件

侵入校園之準強盜殺人未遂案件。一審雖有必要考

量本件係少年之犯行，但被告係以殘虐之犯罪手法

、態樣剝奪他人生命，且看不出來有悔改之意，而

宣告死刑。二審則以：①應重視被告係於少年時為

本件犯行，且被告係在惡劣之家庭環境中成長之點

，②被告於獄中結婚，得到誠實之伴侶，故生活環

境有所變化，③被告有支付金錢予被害人遺屬等表

達慰撫之心情等為理由，撤銷一審判決，另為無期

徒刑之諭知。檢方以請求判處被告死刑而提起第三

審上訴，最高裁判所則撤銷二審之無期徒刑判決，

將案件發回東京高等裁判所更為審理。最高裁判所

就死刑之量刑判斷基準，於本案之判決中指出：「死

刑制度仍存的現行法制下，併合考察犯行之罪質、

動機、態樣，特別是殺害手段的偏執性與殘虐性、

結果的重大性，特別是被殺害者之個數、遺屬的被

害感情、社會影響、犯人年齡、前科、犯行後情狀

等諸種事由之際，認為其罪責誠屬重大、無論從罪

刑均衡的角度或從一般預防的角度來看，極刑乃不

得已者，不得不謂也得允許死刑之選擇」 3 7。永山基

準固然是昭和時代以被告 1人單獨犯連續殺人之犯

罪事實為前提的立論，平成時代仍繼續適用 3 8。嗣後

在個案中，日本最高法院有更具體的判斷準則 3 9：  

(1)殺害 3人以上，如不判死刑，需有特別情事。  

                                                      
3 7
 最高裁判所第二小法廷  昭和 58 年 7 月 8 日判決，刑 37 巻 6 号 609 頁，

https://reurl.cc/MZbX0X(最後瀏覽： 2021 年 6 月 11 日 )。  
3 8
 謝煜偉，前揭註 36， 188 頁。  

3 9
 參照前田雅英 (著 )、張永宏 (譯 )，死刑與無 期徒刑之界線，司法周 刊 1792 期 ，

2016 年 4 月 1 日， 15-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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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殺害 1-2人，個案之情狀將決定是否判處死刑，取贖

為目的、假釋期間再犯、懷恨報復、以在被害人身

上淋煤油而燒死之殘虐方式等，應判處死刑。  

(3)伴隨性犯罪之犯行，而被害者家屬又強烈要求判處

死刑 (如光市母子殺害事件 4 0)。  

另外，依據已故前日本最高法院法官滝井繁男所述，

死刑判決有需要最高法院全體一致決的不成文默契，

如有不同意見，需討論至全員一致，以便讓死刑定讞

之正當性充分，且量刑判斷不附反對意見 4 1。  

(三 )最高法院尚無統一之死刑量處基準  

2012年間，現任最高法院院長吳燦於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

上字第 170號判決，召開死刑與否之言詞辯論，其發回二

審之上開判決中所提出之量處死刑所應考慮之基準，經

媒體暱稱為「吳燦基準」 4 2。依據該判決，「法院於行使

刑罰裁量之決定行為時，除應遵守憲法位階之平等原則

，公約保障人權之原則，以及刑法所規定之責任原則，

法理上所當然適用之重複評價禁止原則，以及各種有關

                                                      
4 0
 犯罪事實略以：行為人行為時為 18 歲又滿 1 個月，白天侵入 公寓屋內欲強姦

23 歲家庭主婦，因遭受抵抗而決意傷害之以行姦，遂以雙手勒其頸部致身亡而完

成性行為，後因發現屋內 11 月餘女嬰大哭，唯恐犯行遭發現而將女嬰摔至地 上 ，

再以繩子勒其頸部致身亡，離去前並竊取 錢包 1 只。日本最高 法院認為，被告係

為姦淫被害人而決意殺害被害人，於殺害被 害人後再冷血地遂其姦淫犯行，在此

之間，被害嬰兒持續 激烈哭泣，被告不僅 毫不在意，更將被害 嬰兒舉起後向地面

用力丟擲，更將持續哭 泣且爬往母親遺體之嬰兒以繩索繞住其脖子而絞殺之，其

罪質甚為惡質且結果極為重大，觀諸其犯罪 之動機與經過，絲毫全 無值得 斟酌同

情之點，且犯行後之 情狀亦難謂良好，況 遺屬之被害情感極為峻烈，對此，被告

全無任何賠償慰撫之舉措，且造成社會相 當大之衝擊。綜合上 述各點，認為只要

沒有應該特別予以酌量之情狀，不得不說只 能選擇死刑，參照最高 裁判所第三小

法廷平成 18 年 6 月 20 日撤銷原無期徒刑判決發回二審之判決，集 刑第 289 号 383

頁， https://reurl.cc/mq3lL9(最後瀏覽： 2021 年 6 月 11 日 )。本 案 經 發 回 後 ，

二 審 仍 然 為 死 刑 判 決 ， 最 後 最 高 裁 判 所 也 維 持 之 ， 參 照 広 島 高 等 裁 判 所 平 成 20

年 4 月 22 日判決， https://reurl.cc/v5Wk6a(最後瀏覽： 2021 年 6 月 11 日 )。  
4 1
 滝井繁男，最高裁判所は変わったか：一裁判官の自己検証，岩波書店， 2009

年 7 月， 317-318 頁。  
4 2

 中 國 時 報 ， 吳 燦 基 準  判 生 量 刑 新 指 標 ， 2020 年 4 月 16 日 ，

https://reurl.cc/a5GLOl(最後瀏覽： 2021 年 6 月 1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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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刑罰目的與刑事政策之規範外，更必須依據犯罪行

為人之個別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與責任之嚴重程

度，以及行為人再社會化之預期情形等因素，在正義報

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間

尋求衡平，而為適當之裁量。於法定刑包括死刑之案件

，如考慮選擇科處死刑，本於恤刑意旨，除須符合上開

諸項原則外，其應審酌之有利與不利於犯罪行為人之科

刑因素，尤其刑法第 57條所例示之 10款事由，即應逐一

檢視、審酌，以類似『盤點存貨』之謹密思維，具實詳

予清點，使犯罪行為人係以一個『活生生的社會人』而

非『孤立的犯罪人』面目呈現，藉以增強對其全人格形

成因素之認識，期使刑罰裁量儘量能符合憲法要求限制

人民基本權利所應遵守之『比例原則』。從而犯罪行為人

何以顯無教化矯正之合理期待可能，而不得不施以極刑

對待，必須考量犯罪行為人之人格形成及其他相關背景

資訊，以實證調查方式進行評估（例如科刑前之調查報

告），如科處死刑必也已達無從經由終身監禁之手段防禦

其對社會之危險性，且依其犯罪行為及犯罪行為人之狀

況，科處死刑並無過度或明顯不相稱各情，且均應於判

決理由內負實質說明之義務，否則即難謂其運用審酌刑

法第 57條各款之情形符合所適用之法規之目的，而無悖

乎實體法上之正當法律程序…究竟上訴人是否確實顯無

教化矯正之合理期待可能，而無由以其他刑罰替代，原

判決在未以實證調查，且無相關資料足以就有無改造之

可能性進行評估前，遽以主觀之見地，謂上訴人即使在

監獄執行仍有再犯之虞，難認有教化之可能，即失所據

，其死刑之量定是否妥適自無從據以斷定，理由亦嫌欠

備。」。教化可能性是「吳燦基準」的重要判斷標準，但

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上字第 984號判決 (鄭○隨機殺人案 )

判處被告死刑時，很明確指出：「…『教化』非死刑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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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的：於依『罪行』衡量『與罪相符之責』，再依其『

罪責』衡量、選擇『相應之刑』及『與刑相當之罰』後

，認非處以死刑無法『實現分配正義』、或符合前述社會

上普遍認可之法價值體系及其表彰之社會正義，達到『

處罰與防治最嚴重罪行』之功用時，則該『死刑刑罰』

之目的僅有『處罰及一般性預防功能』，而無『特別預防

功能』存在，已如前述。從而『教化可能性』即非此時

應予考量者。本件殺人既遂部分，尚無因『教化』目的

而考量上訴人『教化更生可能性』之餘地。上訴意旨主

張：對證人彭○寧為詰問，目的係為取得與上訴人有無

『教化可能』相關之有利證據，則原審限制辯護人詰問

彭○寧，尚有不當，縱屬無訛，對原判決量處死刑，亦

不生影響。」由上可知，參以相近之日本法，最高法院

小法庭之「吳燦基準」，並未如「永山基準」一般，反覆

經下級審法院及最高法院之判決引用，而成為我國最高

法院之量處死刑量刑基準，死刑案件是否也一定要以言

詞辯論方式為之，最高法院亦尚無定見，是否需小法庭

或大法庭之全體一致決，亦無定規。  

(四 )原審判決審酌判處死刑之各項基準  

因最高法院並未有統一之量處死刑量刑基準，原審法院

依刑法第 57條之不確定法律概念「一切情狀」，在本案提

出以下之標準：  

1、被告之犯罪情節符合公政公約第 6條「最嚴重的罪行

」，蓋被告主觀上係基於不確定殺人之故意，且係有

充分縝密準備之預謀殺人，且在客觀上，犯罪手段

及導致的結果至為嚴重。  

2、行為人有責任能力，且：(1)犯案動機起因於偶發爭

執，卻處心積慮預謀凌晨縱火殺人；(2)知悉犯案處

所為公寓式集合大樓，出入口僅一個，深夜時段犯

案，勢必使住民驚慌無門求生，視生命如草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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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及無辜，致死之人達 6名，後果嚴重； (4)被告知

個人史與疾病史與一般人生命歷程無大差異，非犯

罪歸因之外在因素；(5)被告犯後無悔意，未為賠償

；(6)施以心理評估鑑定顯示無法判斷被告具有「矯

正教化與再社會化」之合理期待可能，依其個人特

質，可預見其自我控制能力有失控風險；(7)被告行

為時之辨識能力，鑑定後發現被告所罹患之精神疾

病 (精神官能症、失眠症 )不影響其刑事責任能力；

(8)被害者家屬強烈表達判處被告死刑。  

(五 )原審判決量處被告死刑，無違法或不當  

1、綜上說明，原審就被告從案發前、案發時、案發後

整個過程中，被告之思考、反應、行為、言語等，

可判斷被告對於外界事物之認知、感受、反應、肢

體運作協調能力及對法律規範之理解，均核與正常

人無異，認定被告於行為當時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

他心智缺陷，應認為被告精神狀態應非屬於影響日

常活動、無法平等、有效參與社會活動之身心障礙

者。  

2、本件在罪責原則基礎上，逐一盤點審酌刑法第 57條

所列事項及其他與被告或其行為有關之一切有利或

不利之情狀，被告所犯放火及殺人之罪行，造成 6人

死亡，原判決附表二編號 5至 10所示鄰近住戶之設備

，或遭火勢延燒，或因高溫、濃煙受損，造成嚴重

實害，致生公共危險，以其手段、情節、所生損害

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均顯示其手段兇殘，泯滅

天良，惡性重大至極，被告所犯實已符合公政公約

第 6條第 2項前段所指「最嚴重之罪行」。無論自罪刑

均衡之應報觀點，或自預防他人犯罪之刑罰一般預

防觀點，均認為已達到罪無可逭、須永久與世隔絕

之程度。另被告之「可改變性」極低，毫無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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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對於被害人之怨恨情緒及殺害被害人之動機依

然強烈存在，案發迄今未見被告有任何改變之意願

與動機；被告堅守偏執、僵化自我概念之態度與人

格特質，實難藉由司法教化而產生顯著改變；又被

告將挫折轉向具有敵意之攻擊，若回到原有社會情

境與脈絡，仍舊容易出現報復外在與消滅外在壓力

之攻擊方式，亦難以再社會化。  

3、據上，本署認原判決並無違背法令情事。被告泯滅

人性，罪無可逭，有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必要，請維

持原判決，量處被告死刑、併依刑法第 37條第 1項規

定褫奪公權終身，以彰法治。  

伍、附錄 (上訴判決 )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台上字第 3266號

上  訴  人  湯○華  

選任辯護人  劉政杰律師  

      鄭凱鴻律師  

兼  原  審  

辯  護  人  林欣萍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殺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0年 4

月 29日第二審更審判決（ 109年度上重更二字第 3號，起訴案

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105年度偵字第 10635號），由原審辯

護人代為提起上訴，並經原審法院依職權逕送本院審判，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湯○華犯殺人罪，累犯，處無期徒刑，禠奪公權終身。  

    理   由  

一、我國現行法律仍保有死刑，由國家機關以刑罰權剝奪犯

罪行為人之生命，誠屬不得已之最嚴厲刑罰手段，應盡

可能謙抑適用，審判者於審酌案情量刑之際，自應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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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妥慎適用死刑。本件量刑事關剝奪上訴人湯○華

生命之極刑重典，允宜精緻審判、貫徹量刑辯論，是以

本院除一般審查原判決有無違背法令外，另針對依原判

決確認之事實，上訴人係基於殺人之直接故意（或稱確

定故意），抑或基於殺人之間接故意（或稱不確定故意）

為本件殺人犯行；如上訴人係基於間接故意為本件殺人

犯行，是否構成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

約）第 6條第 2項之「情節最重大之罪」，及原判決量處上

訴人死刑，量刑部分有無違法或不當之處等爭點，進行

言詞辯論。復考量本件曾由本院 2次發回更審，而依卷內

資料所示，上訴人業經由辯護人閱卷及原審法院多次審

理提示卷證資料，不僅對卷內資料早已了然於胸，且     

自本件第二次發回前原審起迄今，上訴人選任之辯護人

並未更迭，歷審爭執範圍亦大致相同，辯護人也熟諳本

件之爭點內容，早有準備及蒐集資料。本院行準備程序

確定兩造之爭點後，相隔 14日始行言詞辯論，已預留相

當期日供上訴人與辯護人溝通，自無侵害上訴人之辯護

溝通權之情形可言。又我國審判程序分為證據調查以及

言詞辯論程序，本院為法律審，乃以審查原判決之違背

法令為職責，所行言詞辯論，以原判決是否違背法令為

其主要內容，當然係法律辯論，非具法學素養及實務經

驗者，無從為適當之言詞辯論，故刑事訴訟法第 389條第

2項規定，非以律師充任之代理人或辯護人，不得行之。

刑事訴訟法第 387 條雖規定「第三審之審判，除本章有

特別規定外，準用第一審審判之規定。」但所謂適用與

準用有別，適用係完全依其規定而適用之謂，準用則指

就某一事項所定之法規，於性質不相牴觸之範圍內，適

用於其他事項之謂，而有其自然之限度。本院進行言詞

辯論，性質屬於法律對話，有別於事實審包含證據調查

之審判程序，自不許自訴人、告訴人或被告參與，審判

232



期日當然無庸通知、傳喚自訴人、告訴人或被告。惟本

件原審宣告死刑，基於對生命權之尊重，依刑事訴訟法

第 387條準用第 289條第 2項之規定：「前項辯論後，應命

依同一次序（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就科刑範圍辯論

之。於科刑辯論前，並應予到場之告訴人、被害人或其

家屬或其他依法得陳述意見之人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

機會。」應行所謂「科刑辯論」，俾妥慎適用死刑。本院

為法律審，所行言詞辯論係基於法律辯論之目的，就死

刑案件所為之科刑辯論，仍應由法律專家之檢察官、辯

護人參與，被告應定位為刑事訴訟法第 289條第 2項之「

其他依法得陳述意見之人」，本院應賦予其就科刑範圍表

示意見之機會。此一科刑範圍意見之陳述權，被告並無

到庭之義務，有別於事實審應保障之聽審權、陳述權，

應無被告須到庭審判原則之適用。至對於收容在監所之

被告，是否提解到庭或得以其他適當之方式（例如遠距

視訊）為之，本院自得視被告之意願、案情需求、保障

訴訟防禦權之必要性，及提解被告到庭陳述是否有助於

釐清爭點等情形，綜合審酌決定之。鑑於本件言詞辯論

期日，國內正處於 COVID-19疫情第三級警戒防疫狀態，

且上訴人尚羈押於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下稱臺北

看守所），為免提解人犯過程增加上訴人染疫之風險，或

造成監所防疫之破口，且提解上訴人到庭亦無助於釐清

前述爭點，本院徵詢上訴人意見後，使上訴人在臺北看

守所端以遠距視訊方式陳述意見，檢察官、辯護人則到

庭辯論，並在記者室及延伸法庭開放記者、民眾旁聽，

同步播放法庭進行情形之影音畫面，復將本次言詞辯論

開 庭 之 錄 音 資 料 ， 於 辯 論 終 結 後 數 日 置 於 司 法 院 及     

本院網站，供民眾點選播放，以貫徹第三審言詞辯論之

功能與制度，亦符合公開審理、透明原則，且上訴人於

聆聽檢察官、辯護人辯論後，陳述自己意見甚詳，已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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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上訴人就科刑範圍意見之陳述機會。辯護人任憑己見

，指摘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及程序，違反憲法及公政公約

要求之正當法律程序、公開審理原則，妨礙上訴人訴訟

辯護權及訴訟防禦權等情形，顯屬誤解，先予敘明。  

二、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於民國 103年 4月 7日晚間，與友

人在新北市○○區○○路○○號「小○哥餐廳」用餐時

，因與該餐廳負責人江○樺及適於店內用餐之翁○智發

生爭執，於離開餐廳時，又在店門口階梯處倒地受傷，

因而以遭江○樺、翁○智推打成傷為由，提出傷害告訴

，另以江○樺誣指其毀損店內椅子、翁○智不實證述其

係自行跌倒為由，分別對江○樺、翁○智提出誣告、偽

證之告訴。前開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起訴後，於 105年 1月

12日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 104年度易字第 445號判決江

○樺、翁○智無罪；提告誣告及偽證案件則由臺灣新北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於 104年 7月 26日 以 104年 度 偵 字 第

12392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上訴人認其主張不被採信，

致所受傷害求償無門，心生忿恨、不滿，亟思報復，因

於訴訟過程中得知翁○智及其家人均住在新北市○○區

○○街○○號之 4層樓住宅內（下稱本案住宅），乃計畫

至本案住宅前縱火燒機車洩忿，遂於 105年 3月 21日上午 6 

時 52分，持自備容器前往加油站，購買約 3.77公升之九

二無鉛汽油，作為助燃溶劑，預備放火之用。本案住宅

為現供人使用之連棟式公寓住宅，樓高 4層，房屋北側設

有騎樓且為該建物大門出入口所在，騎樓處並停放多輛

機車，與住宅本體距離甚近，倘以明火點燃停放該處之

機車，極易造成火勢延燒，波及住宅及附近車輛；又上

午 3時許，乃一般人熟睡之際，在火勢由住宅大門外延燒

之情形下，大火、濃煙與高溫均可能使樓上住戶逃生不

及，發生死亡之結果，此皆為已提前至現場勘查之上訴

人可預見，仍決意以打火機點燃沾有汽油之報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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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火燒燬停放在本案住宅騎樓處之機車，縱使波及他人

之物或致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燒燬、住戶人員死亡之結果

，亦不違背其縱火報復之本意。因而基於放火燒燬騎樓

機車之直接故意，與燒燬其他之他人所有物品、現供人

使用住宅及殺人之間接故意，在 105年 3月 23日上午 2時 44

分許，騎乘車牌號碼 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攜帶購妥

之汽油及可伸縮拖把柄 1支、裝有報紙 1疊之塑膠袋等物

，前往新北市○○區○○路○段○○號前，停妥機車後

，沿○○路○段步行至○○街，以所攜帶之伸縮拖把柄

將架設在○○街 7號（本案住宅對側）路旁之監視器鏡頭

往上調整，變更拍攝角度，以避免攝錄其縱火之影像後

，再前往○○路○段○○巷口對面稍事停留，繼而返回

上址停車處，將機車騎往○○路○段○○巷口對面停放

。同日上午 2時 54分許，上訴人徒步前往本案住宅騎樓處

，將放在塑膠袋內並已澆淋汽油之一疊報紙，置於停放

該處之車牌號碼 000-000號（下稱 000號機車）、 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即附表一編號 2、 3之機車，該騎樓處

自東往西依序停放如附表一編號 1至 5所示機車）坐墊後

，再返回○○路○段停車處。同日上午 3時 5分許，上訴

人再由停車處步行至○○街路口，稍事停留後，脫下雨

衣折疊持於手中；上午 3時 10分許，前往本案住宅騎樓處

，持打火機點燃前揭原在機車坐墊上，但因坐墊傾斜而

滑落至 000號機車腳踏板處之報紙後離去。不久，上開騎

樓處機車開始起火燃燒，適有附近住戶吳○裕返家，見

騎樓東側停放之 3輛機車（即附表一編號 1至 3）起火燃燒

，乃撥打 119電話報案。惟因火勢猛烈，火流受本案住宅

北側鐵捲門、鐵門阻擋，乃向上延燒，沿天花板往本案

住宅 2、3、4樓北側流動，高溫燒融北側鋁門窗，火流即

竄入室內延燒，並由 2樓室內梯向上 3樓延燒，火焰與高

溫亦波及附近停放之車輛（即附表一編號 6至 13）及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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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之遮雨棚、門鈴、紗窗、鐵捲門、外牆、天花板、

門窗等物（詳附表二編號 5至 10）。而本案住宅起火後，

該址 2樓住戶林○祥因被燃燒爆烈聲響驚醒，見北側客廳

已有火勢，乃逃往後陽台，由鄰居架梯協助逃離，另翁

○智因在營服役不在家中，均幸免於難。同址 3樓之翁○

緣、阮○珍夫妻及其女翁○婷（ 90年 10月生，人別資料

詳卷）雖躲避火勢逃往 4樓，然與 4樓住戶翁○霖、林○

娟夫妻及其女翁○惠，仍因火勢導致一氧化碳中毒窒息

併高溫灼傷而呼吸衰竭（直接死因），於同日上午 3時 31

分死亡（翁○緣經發現倒臥 4樓前陽台，阮○珍、翁○婷

、翁○霖、林○娟及翁○惠經發現倒臥 4樓北側臥室內，

下稱翁○緣等 6人）。嗣經警消撲滅火勢，未損毀本案住

宅主要結構與效用，上訴人放火行為除造成翁○緣等 6人

死亡外，亦使附表一、二所示之物受有燒燬、煙燻、燒

損等損害，致生公共危險等情。  

三、原判決係以：  

(一 )上訴人坦承與翁○智發生上開爭執及訴訟糾紛，其曾於

105年 3月 21日前往加油站購買 3.77公升九二無鉛汽油，

於同年月 23日上午 2時 44分許騎乘機車前往○○路○段

及○○街附近，並來回進出○○路○段及○張街數次等

事實，並經證人即加油站員工王○君證述，復有加油站

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 6張、加油站電子發票證明聯、

上訴人住處周遭與案發現場周圍（○○路○段 32號、同

路段 42號、同路段 46巷前）設置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

照片、第一審法院 105年 11月 16日勘驗監視器錄影光碟所

製勘驗筆錄及翻拍擷取相片在卷，上訴人亦供承其為部

分監視錄影畫面中之人，有原審 109年 11月 26日勘驗現場

附近監視錄影畫面勘驗筆錄可佐，並有與前開監視器畫

面顯示人員相符之衣物扣案可證。  

(二 )依卷附現場勘察報告與現場相片，證人翁○智、翁○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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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祥、張○良之證詞，本案住宅發生火災前之周遭

狀況為： (1)本案住宅係樓高 4層之連棟式鋼筋混凝土構

造建築物，兩側為○○街 10號、 14號建物，建物北側面

向○○街並設有騎樓。 (2)本案住宅 1樓為張○良所有，

作為儲物倉庫，1樓設有鐵捲門，2至 4樓為翁○智之家人

近親即翁○霖、翁○緣、翁○堂、翁○真共同所有。其

中 2樓由林○祥居住， 3樓為翁○緣、阮○珍夫妻及其女

翁○婷居住，4樓則住有翁○霖、林○娟、翁○惠、翁○

智。 (3)本案住宅 2至 4樓之唯一出入口為設於 1樓北側面

○○街之大門，該大門設有鐵門。建物內 1樓往 2樓及 2樓

往 3樓之樓梯間均設在建物之北側，3樓往 4樓之樓梯間則

設於建物之南側。 (4)火災發生時，本案住宅 1樓騎樓由

東向西，依序停放如附表一編號 1至 5所示之普通重型機

車；在該騎樓外東北側鄰近○○街 10號之騎樓處，則停

放附表一編號 6所示之普通重型機車。  

(三 )並說明本案起火點在停放於本案住宅騎樓之 000號機車

腳踏板處附近，且係人為縱火如次：(1)證人吳○裕證稱

其在  105年 3月 23日凌晨，騎乘腳踏車途經○○街 12號前

方，見本案住宅騎樓左側之 3輛機車（即附表一編號 1至 3

之機車）起火燃燒，且先見到是機車的上面在燒，乃以

手機撥打 119報案，不久即見火勢燒到騎樓左邊柱子上之

電錶，電錶隨即爆炸，火就沿著柱子往本案住宅 2樓燒，

之後警消人員即到場等語。(2)依卷附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105年 4月 18日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可徵：①起火戶應

係本案住宅；②起火處應在 000號機車腳踏板處附近處所

；③起火原因應係人為縱火。(3)製作上揭火災原因調查

鑑定書之實際鑑定人黃○委到庭陳述鑑定意見：①關於

火勢延燒狀況：本件火勢係自 000號機車腳踏板處起火（

起火點），因火會往上燃燒，火流便由騎樓下方向上延燒

到騎樓頂部的天花板，繼續往外延伸至天花板盡頭，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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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上延燒至 2、3、4樓玻璃窗，火流是從外面把窗框及玻

璃燒融，再由室外往室內延燒。火流進入 2樓內部，再從

室內沿著室內梯往 3、 4樓延燒上去。 3、 4樓的火勢也有

從室外延燒進來，但還是以室內梯往上樓層的延燒為主

。②關於火災發生原因係人為縱火，排除電器引燃因素

：現場沒有其他合理的火流，又有人力介入的跡象，因

此研判本案是以人為縱火引燃的可能性較高。③關於起

火處即 000號機車踏板下方未檢出汽油或其他易燃液體

之原因：鑑識人員在起火處的地磚及燒熔物採證，經鑑

定並未檢出含有易燃液體成分，代表在「案發之後」現

場沒有汽油存在該機車附近，但並非即表示「案發時」

沒有汽油存在。因為是在案發後才採證，假如在放火當

時，放火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包裹汽油，或是讓汽油先噴

灑在其他例如紙張等可燃物品上，則在現場燃燒時可能

就會把汽油及可燃物燒掉，汽油即不會往下流到底下地

磚，現場也不會遺留汽油。且因為現場是騎樓，往裡面

比較高，火災搶救有大量水流灌救，也有可能讓殘留的

易燃液體被破壞不見。⑷協助本案火災調查之鑑定人朱

○龍亦到庭陳述鑑定意見：①在火災現場完整拆解 000號

機車，該機車是電動機車，電池組只是局部外面受火延

燒，內部電子零件大部分完整，研判該機車的鋰電池組

沒有問題，也可判斷不是內部的電子零件起火。②經採

證 000號機車充電器充電線部分，認定是被火燃燒。③又

採證 000號機車充電器電源線有短路痕跡，另一是樓上室

內配線拉下實心線在牆上有做個插座，該機車充電器電

源的插頭就插在上面，在此實心線上也找到一處短路痕

，研判正常的短路順序應該是，000號機車的電線先被火

燒到短路後，火勢擴大過程中，向上燒到牆壁上插座的

實心線，亦造成短路，目擊證人見到電表有爆炸，其實

可能就是電線短路爆炸的聲音，且跟火勢延燒往 2樓，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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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不會有太大關係。因為電表通常就是一個玻璃外殼

，最多外面有一個小小的塑膠罩，火載量很小，其他就

是電線絕緣。也不會因為電表爆炸後，把火勢往上，因

為電表是在旁邊，跟火流完全沒有關係。④本件經研判

是因為用報紙沾上汽油放在機車腳踏墊燃燒，因為汽油

燃燒很快，往上燃燒，燒到機車外殼與海綿坐墊，提供

足夠的火載量，3部機車燃燒，火載量就很大，往上以後

，先是垂直往上再慢慢水平擴散開以後，往外就是透     

過雨遮的浪板燒穿後上去，才會造成住宅外面磁磚剝落

，再造成外面鋁窗的燒損。⑸綜上，足見本案起火點係

在 000號機車之腳踏板處附近，且係人為縱火引燃，並與

上訴人自白所陳，其係將汽油澆淋在裝在塑膠袋內之報

紙上後，再以打火機點燃從附表一編號 2、 3之機車坐墊

處滑落至 000號機車腳踏板處之報紙引火等事實相符。因

此本件就 000號機車腳踏板下方採集之檢體，未能鑑定出

含有汽油或其他易燃液體成分，依前開鑑定意見，尚符

常理，要難因此即排除人為縱火時未使用汽油或易燃液

體之依據。  

(四 )另綜合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聲請羈押訊問時自白縱火

之動機及過程，證人吳○裕、林○宇、王○君之證詞，

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及實施鑑定人之鑑定意見，勘驗監

視器錄影光碟所製勘驗筆錄與翻拍照片，暨案內其他證

據資料，敘明上訴人因與翁○智之訴訟糾紛，自訴訟文

書得知翁○智居住在本案住宅，乃起意縱火報復，先於

105年 3月 21日購妥汽油，於 105年 3月 23日凌晨 3時左右前

往本案住宅。且監視器所攝得上訴人三進三出○○街之

時間，與吳○裕、林○宇察覺本件火災發生之時間一致

，上訴人全程以全罩式安全帽與口罩遮蔽其面容特徵，

並於放火前特意攜帶伸縮拖把將架設在本案住宅對面之

監視器鏡頭往上調整角度，其先將已澆淋大約 1公升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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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整疊報紙，含外包裝之塑膠袋放於附表一編號 2、 3機

車坐墊上，因坐墊傾斜，報紙滑落至 000號機車踏板處，

嗣將之點燃縱火之事實。  

(五 )及載明依吳○裕、林○祥之證詞，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

、現場平面配置示意圖、起火處所立體配置圖、現場照

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法務部法醫研究

所血清證物鑑定書所示，本案住宅騎樓處機車起火燃燒

後，火勢猛烈，且向上延燒至本案住宅 2、3、4樓南側（

室內側），並經室內梯向四周擴展，本案住宅 2樓住戶林

○祥及時逃離，幸免於難，而上訴人欲報復之翁○智，

因服役未在該址逃過此劫，惟同址 3、4樓之翁○緣等 6人

均因本案住宅火災導致一氧化碳中毒窒息併高溫灼傷而

呼吸衰竭（直接死因）死亡，火焰與高溫亦迅速波及附

近所停放車輛（附表一編號 6至 13）及臨近住宅之設備（

附表二編號 5至 10），使附表一、二所示之物受有燒燬、

煙燻、燒損等損害。依上訴人放火行為之時間、地點及

周遭環境，不僅對公眾生活及生命、身體、財產安全產

生莫大危險，並已造成嚴重實害，是其放火行為已達致

生公共危險之程度，甚為明確。  

(六 )對於上訴人之主觀犯意，說明如下： (1)就附表一編號 1

至 5機車部分，有放火燒燬之直接故意：上訴人對本案住

宅騎樓處之有限空間裡，併排停放之 5輛機車中間，已落

於 000號機車腳踏墊處，並已澆淋汽油之報紙，直接點火

引燃，主觀上確有燒燬附表一編號 1至 5機車之直接故意

，堪予認定。 (2)就本案住宅、附表一編號 6至 13汽、機

車及附表二編號 1至 10物品部分，有放火燒燬之間接故意

，對於本案住宅內居住之人，亦有殺人之間接故意：依

上訴人出於報復翁○智之動機，知悉汽油及報紙一旦併

合點燃後極易劇烈延燒且難以撲滅火勢，而放火之位置

又係緊鄰翁○智及其家人共同居住之騎樓內機車，周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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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為巷道狹窄、數棟住宅緊鄰、人口稠密之住宅區，放

火時間係在眾人熟睡、難以應變、逃生警覺性低之上午 3

時許，一般合理之人本均知悉汽油主要作為汽、機車引

擎燃料，燃點低、延燒迅速為其特色，而報紙並為極易

引燃之物品，如在臨近住宅本體之騎樓處放火燒機車，

火勢延燒之結果，可以預見將致住宅內之人員無法及時

逃生而死亡、受傷。上訴人更於偵查中供認其知悉騎樓

與民宅相連，且當時為一般人睡覺時間等語，益見其主

觀上就放火燒燬騎樓機車之行為，將可能導致住宅燒燬

、住戶受困大火、高熱、濃煙情形下死亡，及其他車輛

等物品受損之結果，確已有所預見。其猶執意對本案住

宅騎樓處之機車放火，終致本案住宅、附表一編號 6至 13

及附表二編號 1至 10所示物品遭火勢延燒而波及、物品部

分損毀，及居住本案住宅內之翁○緣等 6人死亡之結果，

是認上訴人雖未直接就本案住宅與住宅騎樓外之汽、機

車進行點火引燃，然其在主觀上就此結果顯有預見，卻

仍執意放火報復，顯有縱使發生該等結果亦不違背其放

火本意之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亦堪認定。  

(七 )另說明「刑事責任能力」，係指行為人犯罪當時，理解法

律規範，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與依其辨識而為行

為之控制能力。依上訴人在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

醫院（下稱國泰醫院）之病歷，其中記載上訴人病名係

「精神官能症」，醫囑「個案自 91年 4月 23日至 98年 7月 31

日於本院門診治療，症狀包括失眠及焦慮，宜門診追蹤

治療」等語。然觀諸本件上訴人於下手放火前，謹慎防

範遭他人識別自己身分及面容特徵，下手後迅速離去，

堪稱思慮周全、行為縝密，未見有何衝動、失慮，甚至

混亂、失能情形，難認其於行為時受有藥物影響，而為

本件犯行。且經囑託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

會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東醫院）鑑定結果及實施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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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鄭○之醫師到庭陳述意見，從上訴人過往病史、鑑

定會談過程及內容、心理測驗結果等綜合判斷推測，上

訴人於本件行為時，其行為控制能力及辨識能力未有減

損，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  

(八 )凡此，已詳敘其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四、對於上訴人所辯其於案發時至本案住宅附近係為丟棄垃

圾等資源回收物，並未縱火；或雖供認放火，但辯稱祇

想警告、嚇嚇翁○智，未預見會引起火災，造成多部機

車燒燬與生命喪失之結果；或陳稱雖知機車與相連民宅

之延燒可能，但未想到火勢延燒速度，且行為後試圖滅

火無效，並未預見放火會造成屋內人員無法逃生之結果

等語，如何不可採信，已依憑卷證資料，在理由內論駁

如下：  

(一 )本件案發時是上午 3時左右，上訴人卻獨自一人頭戴安全

帽及口罩，三進三出案發現場丟棄「垃圾」，本與常情有

違。且上訴人進出○○街口之過程中，曾將其機車移置

、停放在○○路不同地點，其三度進出○○街所攜物品

亦有不同，顯與所稱要丟棄垃圾或資源回收物之情形有

別。更何況倘上訴人確係為丟棄垃圾，儘可在自己住家

附近之垃圾集運點處理，何須特意選擇夜深人靜之凌晨

時分，騎乘機車至距自己住處約 1.2公里遠之案發現場棄

置？同時又特意以頭戴全罩式安全帽及口罩之方式掩蓋

自己的面容特徵？尤有甚者，上訴人陳稱其幾乎都是利

用晚間、半夜丟垃圾，且都是在「○○夜市」附近丟棄

等情，卻於案發當日一反常態，前往距住處約 1.2公里遠

之案發現場尋找丟棄垃圾地點，復特意先將機車停置在

○○路上，再手持大袋「垃圾」三次徒步進入○○街找

尋棄置地點之舉措，顯違常理，而屬不實，毫無可信。  

(二 )上訴人確有點燃已澆淋汽油之報紙放火，已如前述。至

於火災鑑識人員在 000號機車地上未採集到汽油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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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液體，僅能證明在採證當時現場並無汽油或易燃液

體之痕跡，但亦可能係縱火時將汽油包裹或噴灑在紙張

上再行點火，致在燃燒過程中將汽油燃燒殆盡，非可作

為排除上訴人有使用汽油或易燃液體縱火之充分反證。

反之，依前述現場燒燬情形及採證結果、鑑定意見、證

人目擊火勢延燒狀況，顯示火勢延燒迅速猛烈，絕非單

純以報紙點火即可達成。復參以案發現場在起火前即瀰

漫濃厚汽油味、上訴人無故於凌晨時分至案發現場、特

意掩飾自己面容特徵復故意移動監視器鏡頭角度、上訴

人於案發前二日即無故購置汽油、於凌晨進出六張街之

時間與起火時間吻合、於起火後又迅速離開轉往他處、

曾自白之內容及表示為報復翁○智，故以汽油沾染報紙

點火之方式縱火報復等各項證據資料，交互勾稽，益徵

上訴人於案發當日凌晨前往本案住宅附近，非為丟棄垃

圾或其他目的，實係為報復翁○智，方趁夜深人靜，以

大批報紙淋上案發前 2日購得之汽油，持至翁○智住家騎

樓機車處引燃縱火。  

(三 )本件雖無證據足認上訴人在 105年 3月 23日行為前，除其

供認曾經萌生放火報復之念頭，與同年月 21日購買油品

行為外，已有燒燬特定物品甚至致人死傷結果之具體行

為計畫與犯罪認識。然以上訴人 105年 3月 21日上午購買

汽油，同年月 23日上午依訴訟文書資料前往翁○智住處

，三度進出○○街，先後調整監視器鏡頭、放置報紙澆

淋汽油、持打火機放火等行為順序，顯具充分思慮與觀

察現場時間，非僅一時情緒失控之舉。至上訴人所辯火

勢出其預料，試圖撲滅無效因而受傷一節，除嗣經上訴

人否認其雙手係遭火灼傷外，復觀之其先前主張之外傷

位置（手背部分小傷口結痂、紅腫痕，手掌無傷），亦與

其所辯拍打滅火行為之部位有異。另依上訴人於本件行

為前之急診病歷資料顯示，其在 105年 3月 19日下午 6時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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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前往馬偕紀念醫院急診時，主訴遭人持大鎖毆打，手

部傷情適與前述結痂、紅腫痕跡相符，因認其前開所辯

亦不足採。  

(四 )原審辯護人雖辯護稱：上訴人如有燒燬本案住宅建物及

殺害其內人員之故意，則其盡可直接將汽油潑灑在本案

住宅建物的出入口，或直接潑灑在騎樓內所有機車處，

再點火引燃，何須特意將置於機車腳踏板處沾有汽油之

報紙點火引燃？可見上訴人僅有恐嚇之意，並無殺人之

認知等語。惟查，將汽油直接潑灑在出入口或門前騎樓

再點火燃燒，易使上訴人在大面積潑灑汽油之過程中，

不慎將汽油沾染至自己之手或身上，進而在引火時使猛

烈火勢延燒至自己，而致引火自焚之結果，此乃稍具常

識之人均能知悉之高度風險。因之上訴人捨此作為，另

以沾有汽油之報紙引火燃燒，不但得使其在可控範圍引

火而避免上開風險，亦得藉由汽油此等高度易燃液體達

成迅速引發猛烈火勢之相同目的，自非不可想像且屬合

理之作法。是辯護人上開辯解，不足為上訴人有利之認

定。  

五、原判決基此，因認上訴人為報復翁○智，而基於以縱火

燒燬本案住宅騎樓處機車之直接故意，及基於燒燬本案

住宅、殺害本案住宅內人員、燒燬本案住宅內暨周遭物

品、騎樓外汽、機車與物品設備之間接故意，而殺害翁

○緣等 6人，林○祥、翁○智則均幸免於難，另燒燬附表

一、二所示物品等事證明確，論以上訴人犯刑法第 173條

第 3項、第 1項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未遂罪、第 175條

第 1項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罪（上訴人行為後，刑法第 175

條第 1項業於 108年 12月 25日修正公布，惟僅為標點符號

修正，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及刑法第 271條第 1項殺人

計 6罪、同條第 2項、第 1項殺人未遂計 2罪。說明上訴人

放火燒燬本案住宅未遂之行為，同時燒燬該住宅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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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編號 1至 4所示物品，不另論以毀損罪。公訴意旨雖指

上訴人放火燒燬本案住宅建物部分，應成立刑法第 173條

第 1項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既遂罪，惟其放火行

為，未達使房屋本身喪失效用之程度，應屬未遂，此部

分僅屬行為態樣之不同，未涉及罪名變更。針對上訴人

放火燒燬附表一編號 1至 13之他人汽、機車、附表二編號

5至 10之他人物品，係以一個放火行為同時燒燬不同所有

人之車輛及上開各項物品，僅論以一個放火燒燬他人所

有物罪。起訴意旨雖未指明附表二編號 5、 7(1)及 8等物

品亦為上訴人放火延燒所燒燬之事實，但此部分與檢察

官已起訴並為原審論罪部分有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起訴

效力所及，應併予審理。上訴人著手放火燒燬住宅及殺

人行為之實行，未致住宅主要結構與效用喪失，及未致

住戶林○祥、翁○智死亡結果，均為未遂犯，均依刑法

第 25條第 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上訴人以一放

火行為犯前述殺人罪共 6罪、殺人未遂罪共 2罪，為同種

想像競合犯；又以同一放火行為犯前述放火燒燬現供人

使用住宅未遂罪 1罪、放火燒燬他人所有物罪 1罪，則與

殺人罪為異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 55條規定，從一

重論以刑法第 271條第 1項之殺人罪。另本件無充分證據

證明上訴人明知或有預見本案住宅內有未滿 18歲之少年

翁○婷，上訴人此部分行為並不成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第 112條第 1項前段、刑法第 271條第 1項之成

年人故意對少年犯殺人罪。又上訴人前因竊盜案件，經

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3月，於 100年 10月 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

畢，其於徒刑執行完畢 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

上之罪，為累犯，然參諸司法院釋字第 775號解釋意旨，

上訴人前案係竊盜案件，與本案所犯放火及殺人案件之

罪質、犯罪手法與態樣迥不相同，二者不法關聯性甚微

，為避免發生罪刑不相當之情形，不予加重其刑。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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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

以殺人之罪。經核除後述部分外，原無不合。上訴意旨

仍主張上訴人並未縱火，再由本件起火點並非建築物本

身、建築物 1樓鐵門緊閉、起火點附近之機車腳踏板亦無

可延燒之易燃液體，及放火地點、位置併建築物之構造

等綜合觀察，上訴人不具備放火燒燬本案住宅及殺人之

故意，至多成立過失致死罪名；又謂原判決認定上訴人

具有放火燒燬本案住宅及殺人之間接故意，係以上訴人

之犯罪動機與犯罪結果所為之主觀臆測，並無任何證據

可供支持，原判決亦未充分審酌鑑定書與實施鑑定人有

關起火點與火勢延燒情形之事證，更未具體說明認定上

訴人具有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係針對刑法第 173條第 1

項、第 175條第 1項或第 271條第 1項規定之犯罪行為等語

，指摘原判決有違反證據法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調查未盡、判決不適用法則及理由不備之違法情形。此

部分指摘，業經原審調查，依序記明認定之證據及理由

，並論駁甚詳，已如前述。上訴意旨徒憑己見，就原審

採證認事用法之職權行使，及已調查論述明確之事項，

再事爭執或任意指摘原判決違法，非有理由。  

六、本院行言詞辯論後，審酌：  

(一 )關於依原判決確認之事實，上訴人係基於殺人之直接故

意（或稱確定故意），抑或基於殺人之間接故意（或稱不

確定故意）為本件殺人犯行之爭點：  

1、刑法上之故意，依行為人之認識與意欲之強弱，於

第 13條第 1項、第 2項分為直接故意（或稱確定故意

、積極故意）與間接故意（或稱不確定故意、消極

故意、未必故意）兩種。前者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

罪之事實，明知並有使其發生之決意，進而實行該

犯罪決意之行為；後者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

實，預見其有發生之可能，因該犯罪事實之發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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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其本意，乃予容認而任其發生者而言。區分方

法為凡認識犯罪事實，並希望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

；僅有認識，無此希望，但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

者，為間接故意。兩種故意之性質、態樣既非相同

，其惡性之評價即有輕重之別，自影響於行為人責

任及量刑結果，故刑法第 13條第 1項、第 2項分別予

以規定。而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其「明知」或「

預見」乃在犯意決定之前，至於犯罪行為後結果之

發生，則屬因果關係問題，因常受有物理作用之支

配，非必可由行為人「使其發生」或「任其發生」。

犯意之認識與犯罪之結果乃截然不同之概念。再者

，行為人究竟係基於何種故意實行犯罪行為，乃個

人內在之心理狀態，惟有從行為人之外在表徵及其

行為時之客觀情況，依經驗法則審慎判斷，方能發

現真實，自應詳為認定、記載，並逐一說明其憑以

認定之證據及理由，使事實認定與理由說明，互相

適合，方為合法。倘若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與理由不

相適合，即屬理由矛盾，其判決當然為違背法令。  

2、原判決事實二已明白記載「本案住宅為現供人使用

之連棟式公寓住宅，…騎樓處並停放多輛機車，與

住宅本體距離甚近，倘以明火點燃停放該處之機車

，極易造成火勢延燒，波及住宅及附近車輛；又上

午 3時許，乃一般人熟睡之際，在火勢由自家住宅大

門外延燒之情形下，大火、濃煙與高溫均可能使樓

上住戶逃生不及，發生死亡之結果，此皆為已提前

至現場勘查之湯○華可預見，仍決意以打火機點燃

沾有汽油之報紙方式，放火燒燬停放在本案住宅騎

樓處之機車，縱使波及他人之物或致現供人使用之

住宅燒燬、住戶人員死亡之結果，亦不違背其縱火

報復之本意」等情，且於理由貳、二、(二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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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⑥敘明綜合卷證資料，佐以「被告更於偵查中供

認其知悉騎樓與民宅相連，且當時為一般人睡覺時

間等語…，益見被告主觀上就放火燒燬騎樓機車之

行為，將可能導致住宅燒燬、住戶受困大火、高熱

、濃煙情形下死亡，及其他車輛等物品受損之結果

，確已有所預見。基此，被告猶執意對本案住宅騎

樓處之機車放火，終致本案住宅及附表二編號 1至 4

所示物品遭火勢延燒而波及、物品部分損毀，亦使

居住住宅內之前開 6名翁○智之親人死亡之結果，是

認被告雖未直接就本案住宅與住宅騎樓外之汽、機

車進行點火引燃，然其在主觀上就此結果顯有預見

，卻仍執意放火報復，顯有縱使發生該等結果亦不

違背其放火本意之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至堪認

定。」等旨，已然認定上訴人固然為報復翁○智，

而基於縱火燒燬本案住宅騎樓處機車之直接故意，

但就燒燬本案住宅係基於間接故意，亦對於本案住

宅住戶有殺人之間接故意。  

3、卷查本件起訴書記載上訴人「可預見於深夜時刻，

放火點燃住處出入口處騎樓前之機車，可能因此燒

燬該處住宅，並使屋內之人逃生不及因而喪命之結

果，仍基於…殺人之不確定故意」等情，本院行言

詞辯論時，最高檢察署檢察官意見書亦載敘依原判

決確認之事實，上訴人「於具備直接故意之同時，

佐以各項證據，認定其有殺人之不確定故意，並非

毫無根據」等語，同採本件上訴人係基於殺人之間

接故意為之。本院審酌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

綜合上訴人之外在表徵及其行為時之客觀情況，佐

以上訴人直接放火標的係騎樓區東側之機車，並非

停放於西側靠近本案住宅出入口前之機車，且起火

點祇有一處等證據資料，上訴人主觀上對於放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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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延燒至本案住宅及使屋內人員逃生不及，導致

死亡結果等節當有所預見，竟未確認屋內情形或為

逃生警示，逕於縱火後離去，雖未具殺人之直接故

意，但顯具即使發生人員死亡結果，亦不違背其行

為本意之間接殺人故意，至為明確。上訴人主張其

所為至多成立過失致死等語，殊無足取。  

4、原判決理由另載敘上訴人「早有以不確定故意放火

燒燬本案住宅之『預謀』」、「係有充分縝密準備之『

預謀』殺人」、「為一經充分縝密思慮、計畫、準備

之『預謀型』縱火殺人之犯行」等語（見原判決第

33、53頁），雖然直接故意並非必出於事前預謀，亦

有出於臨時起意之決意，但如事前訂有犯罪計畫，

逐步依照犯罪計畫實行之預謀，以犯罪事實發生為

目的，即屬於「明知並有使其發生之決意」，原判決

顯有事實理由矛盾。惟此部分違誤經除去後，尚不

影響於事實之確定。  

(二 )關於上訴人係基於間接故意為本件殺人犯行，是否構成

公政公約第 6條第 2項之「情節最重大之罪」之爭點：  

1、公政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我國國內法

之效力，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下合稱兩公約）施行法第 2條定有明

文。依公政公約第 6條第 1、 2項規定：「人人皆有天

賦之生存權。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

命不得無理剝奪（第 1項）。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

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 the most serious crimes

，或譯為『最嚴重的罪行』，關於公政公約條文及一

般性意見之中譯有多種版本，以下引用法務部編印

之中文版），且依照犯罪時有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

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

死刑。死刑非依管轄法院終局判決，不得執行（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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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其第 2項規定具有雙重功能，首先在第 1項充

分保障人人生存權之基本規定下，為未廢除死刑之

締約國開設科處死刑之例外；其次，對該例外之範

圍設立嚴格限制，祇對「情節最重大之罪」始可判

處死刑。是以我國現行法律雖仍保有死刑，自兩公

約內國法化後，已生實質限縮死刑規定適用範圍之

效果。惟所謂「情節最重大之罪」之內涵與射程究

及於何種罪名，公政公約第 6條第 2項並未明確指出

，雖給予締約國比較寬廣之司法解釋空間，但須優

先參照依公政公約第 28條設立之監督與執行機構，

即「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下稱人權事務委員會）」所作之

一般性意見（ General Comments）。蓋一般性意見乃

人權事務委員會對公政公約條文之權威解釋，自對

締約國有拘束力。兩公約施行法第 3條規定「適用兩

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

員會之解釋。」亦明揭法院適用兩公約規定，不僅

須遵循條約之文義，必須合併參照立法理由及人權

事務委員會之解釋內容所形成之法律內涵。  

2、隨著世界保障人權概念不斷發展，「情節最重大之罪

」內涵也以高度限縮之方式進行解釋。西元 2018年

，人權事務委員會通過第 36號一般性意見，對公政

公約第 6條生命權進行完整化及體系化之解釋，已取

代先前第 6號及第 14號一般性意見。第 36號一般性意

見第 5段前段首先宣示：「《公約》第六條第二、第四

、第五與第六項規定了具體的保障措施，以確保尚

未廢除死刑的締約國除對情節最重大之罪外，不適

用死刑，而對於情節最重大之罪，僅在最特殊的情

況下和在最嚴格的限制下適用死刑。」第 33段後段

亦表示：「鑑於在一項載有生命權的文書中規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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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具有異常性質，（第六條）第二項的內容必須作

狹義解釋。」進而於第 35段前段闡示：「『情節最重

大之罪』一詞必須作嚴格解讀，僅限於涉及故意殺

人的極嚴重罪行（ [A]ppertain only to crimes of 

extreme gravity, involving intentional killing

）。在第六條的架構內，未直接和故意（或譯為「蓄

意 」） 導 致 死 亡 的 罪 行 （ Crimes not resulting 

directly and intentional in death），如謀殺未

遂、貪腐及其他經濟和政治罪行、武裝搶劫、海盜

行為、綁架以及毒品和性犯罪儘管具有嚴重性質，

但絕不能作為判處死刑的理由。」將「情節最重大

之罪」高度限縮於「涉及故意殺人的極嚴重罪行」。

就未廢除死刑之我國而言，刑法上故意，分為直接

故意與間接故意二種，間接故意並未如直接故意明

知其行為必將造成構成要件事實之實現，而發生之

結果既非行為人內心所努力追求，亦非確定必然發

生，祇係預見其有可能發生，乃予容認而聽任事情

自然進展，終致發生犯罪結果，故間接故意之不法

內涵與罪責內涵，顯較直接故意為輕。第 36號一般

性意見既謂對「情節最重大之罪」一詞必須作嚴格

且狹義解讀，祇有在最特殊的情況下和在最嚴格的

限制下適用死刑等脈胳觀之，所稱「涉及故意殺人

的嚴重罪行」，對應於我國刑法架構，應限縮於刑法

第 13條第 1項之直接故意方為該當。檢察官主張包含

間接故意在內，為本院所不採。  

3、第 36號一般性意見第 37段進而申論：「在所有涉及適

用死刑的案件中，判決法院必須考慮罪犯的個人情

狀和犯罪的具體情節，包括具體的減刑因素。因此

，唯一死刑而不給國內法院裁量權認定是否將該罪

行定為應判處死刑的罪行以及是否在罪犯的特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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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判處死刑，屬於恣意性質。基於案件或被告的

特殊情況提供權利尋求赦免或減刑，並不足以取代

司法機關在適用死刑時有裁量權之需要。」具體指

出死刑案件量刑應審酌事項必須包括犯罪的具體情

節與罪犯的個人情狀。上開解釋，連結至我國刑法

第 57條量刑事由之關係與適用，死刑案件之量刑基

準，應區分為與犯罪行為事實相關之「犯罪情狀」（

例如犯罪之動機與目的、犯罪時所受刺激、犯罪之

手段、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行為人違

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及與犯

罪行為人相關之「一般情狀」（例如犯罪行為人之生

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等）。必先

審查「犯罪情狀」是否屬「情節最重大之罪」，作為

劃定是否適用死刑之範疇，再綜合犯罪行為人之人

格與社會生活情形之「一般情狀」，考量得否求其生

。亦即，若依「犯罪情狀」未達「情節最重大之罪

」，即無適用死刑之餘地。如依「犯罪情狀」可選擇

死刑，法院仍應綜合考量「一般情狀」，有無可減輕

或緩和罪責之因素，使之保留一線生機。進而言之

，所犯是「情節最重大之罪」，僅係得以選擇死刑之

「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不能僅因犯罪情

狀極度嚴重，即科處死刑；反之，所犯不是「情節

最重大之罪」，不能單憑行為人一般情狀之惡劣性，

即恣意提高罪責刑度之上限，而科處死刑。  

4、綜上，原判決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以上訴人間接

故意殺人，量處死刑，宣告褫奪公權終身，固於理

由欄說明其合併觀察兩公約規定及人權事務委員會

第 6號一般性意見，並審酌上訴人主觀面及客觀上犯

罪手段與導致後果至為嚴重，上訴人之犯罪情狀完

全符合公政公約第 6條第 2項所稱「情節最重大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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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要件等旨，但未參照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36號一

般性意見已取代第 6號一般性意見，對所謂「情節最

重大之罪」必須嚴格限制其適用且採狹義解釋，僅

能限縮於極端嚴重且涉及故意殺人之罪行，連結到

我國法，非直接故意殺人之罪行，儘管具有嚴重性

質，也不能作為適用死刑之理由。本件上訴人所犯

殺人罪名，既係基於間接故意，而非程度上更為蓄

意、嚴重之直接故意，雖造成 6人死亡之結果，使告

訴人及被害人家屬痛失至親，所受心靈傷痛難以平

復，仍與「情節最重大之罪」有間，依公政公約第 6

條第 2項規定，尚難對上訴人科處死刑。原判決逕認

上訴人所犯是「情節最重大之罪」，而量處上訴人死

刑，依前開說明，尚難謂為適法。上訴意旨指摘及

此，為有理由。  

(三 )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

項，應認原判決有撤銷之原因。惟上開部分之違誤，尚

不影響事實之確定，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自為判決

。  

七、關於量刑：  

(一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具體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各

款事由如次：  

1、犯罪之動機、目的：上訴人因與翁○智之訴訟糾紛

，自覺受傷求償無門，心生忿恨、不滿而起意放火

燒燬機車作為報復，並未預謀、蓄意燒燬本案住宅

及本案住宅內住戶。其思考模式甚為偏執，犯罪動

機、目的無比自私，可責性甚高。  

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上訴人與翁○智間雖有糾紛，

然究屬餐廳用餐期間之個人偶發爭執，以一般常理

觀之，絕非重大難解之仇隙怨恨，僅因細故即於凌

晨縱火，惡質性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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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犯罪之手段：上訴人主觀上就放火燒燬騎樓機車之

行為，預見將可能導致住宅燒燬及住戶受困大火、

高熱、濃煙情形下死亡之結果，其猶在深夜時分，

以汽油沾染浸潤報紙點火方式，對本案住宅騎樓處

之機車縱火，不僅波及燒燬附近他人財物，終致本

案住宅遭火勢延燒，使住戶受驚恐、求救無門掙扎

生存之苦，造成 6人死亡、 2人幸免於難之結果，其

輕視他人居住安寧、財產法益及生命法益，犯罪手

段惡劣，所為應予嚴厲非難。  

4、上訴人與被害人之關係：上訴人與本案死者均無任

何仇怨，其縱火害及眾多無辜者慘死或驚慌逃生，

無理殘害無辜者之生命，並造成陌生人之財產損失

，自當重懲。  

5、上訴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上訴人預見其在住宅區騎

樓放火燒燬機車之行為，可能導致住宅燒燬、住戶

死亡之嚴重後果，仍下手為之，不僅造成翁○緣等 6

人死亡，也使社區民眾恐慌，造成社會極大不安，

違反義務之情節重大。  

6、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上訴人於深夜時分縱火，

造成 6人死亡、 2人幸免於難之結果，死者均為上訴

人報復對象翁○智之至親，形同滅門之舉。死者生

前面對火勢延燒，3樓住戶翁○緣、阮○珍及翁○婷

一家，為躲避火勢，雖已向上奔逃至 4樓求生，然翁

○緣仍倒臥 4樓前陽台死亡，阮○珍、翁○婷則與 4

樓住戶翁○霖、林○娟及翁○惠一同受困在 4樓北側

臥室死亡，彼等死亡前面對大火、濃煙與高溫企圖

逃生之無助、精神恐懼及身體燒灼痛楚，已非文字

所能形容。以此死亡人數之多、死者死亡前歷經之

苦痛，及翁○智頓失多位至親之精神上重大打擊，

顯已留下心理上難以輕易平復之創傷等情觀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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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上訴人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至為嚴重。  

7、上訴人之生活狀況：  

(1)上訴人在原生家庭排行老二，有兄妹各一人。其父

母管教均屬嚴厲，父母兩人平日相處和睦，少有衝

突，父親於 40歲時癌逝，之後母親守寡，其於案發

前均與母親同住。上訴人國中畢業後離家工作，先

後擔任製作招牌學徒、鞋廠員工、計程車司機、食

品業務人員、開設平價商店、保全人員等工作。上

訴人於鞋廠工作期間結識前妻，婚後育有二子，其

在工作上表現尚佳，且因開設平價商店營運頗佳，

20餘歲即能在新北市板橋地區置產。嗣前妻因故離

家，上訴人與二子及母親同住板橋，因同時負擔照

顧老小之家計壓力，開始出現失眠、焦慮等情緒困

擾症狀，至國泰醫院精神科門診求治，終至與前妻

經判決離婚，現上訴人二子均已成年，並與其前妻

同住。  

(2)上訴人雖自述罹有憂鬱症，病史 20餘年，然依其身

心科病歷及全民健康保險門診醫療費用申報資料顯

示，其於 91年 4月 23日至國泰醫院精神科初診（主述

為失眠半年），當時診斷為 neurotic depression，

自述失眠半年，之後感到焦慮及緊繃、預期性焦慮

強、抱怨情緒起伏、輕鬱、反芻瑣碎的小事、晚上

會睡眠中斷、胸口緊繃，期間共看診 23次（ 91年 4

月 23日至 98年 7月 31日），中斷一年多後於 99年 11月 1

日至門診開立診斷證明（精神官能症，主要症狀為

失眠及焦慮，建議宜門診追蹤治療）。  

(3)綜合上述上訴人之個人史及疾病史，其成長歷程雖

偶有不順，但與一般人生命歷程亦偶會遭逢之困頓

，並無特殊差異或顯然不利。是上訴人所為本案犯

行，與其生長過程中遭遇之挫折，並無直接、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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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不能成為其犯罪歸因之外在因素，亦非得為

減輕量刑之因子。  

8、上訴人之品行：上訴人於國小、國中之品德考查紀

錄，等第多落於丙至乙之間，級任老師之評語包括

：草率、守法、好言、守法欠勤、規矩不好尚負責

等語。其在 75年 10月 16日至 77年 10月 15日服役，期

間獎懲紀錄計有申誡 4次、記過 2次。另有賭博、傷

害等前科紀錄，顯然其品行並非端正，無從作為減

輕量刑之依憑。  

9、上訴人之智識程度：上訴人為高中一年級肄業。其國

小知能查考紀錄記載，隨年紀晉升，國語成績漸佳、

數學漸差，社會、自然持平；國中期間，上訴人智育

多落在 70至 89分間，德育亦落在 70至 89分間。據亞東

醫院鑑定報告所載，上訴人至少有中上程度認知功能

，具備一般理性人之理解、判斷、表達、溝通及記憶

等能力。由此，上訴人之智識程度，並未較一般人弱

化，無精神或人格異常之情形，尚無從作為減輕量刑

或同情之因素。  

10、犯罪後之態度：上訴人犯後雖曾一度坦認犯行，並

於第一審法院訊問程序中表示：「事情既然錯了，我

就是要道歉…我會賠償被害人」等語，然亦堅稱：「

我找他（翁○智）是希望他向我道歉，他的父母親

都有陪他來開庭，他父母親的年齡與我相仿，也沒

有來請我原諒他們的小孩，如果他們曾經幫小孩道

歉，我就不會這樣子」等語，嗣又翻異前供，否認

犯行迄今，足見其對自己犯下之嚴重犯行，毫無所

感，未見任何悔意。再本案民事部分，業經林○娟

之父林○金、母楊○雲及翁○智向上訴人提起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訴訟，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 106年度

重訴字第 656號判決上訴人各應給付翁○智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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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923萬元、林○金 460萬元、楊○雲 460萬元

確定，然上訴人迄今未為任何賠償，亦未見其有何

彌補損害之具體積極作為。可見上訴人並未體認其

犯行對他人及社會所造成之傷害、不安與悲痛，反

而認為是翁○智及其父母之過錯所肇致，犯後並無

絲毫愧疚之心，更無悔悟遷善之具體表現，其個性

自私且不負責任，犯後態度惡劣，更非可作為減輕

量刑之因素。  

(二 )綜上，上訴人僅因細故，即心生忿恨，在深夜放火燒燬

機車以報復翁○智，並預見將可能導致住宅燒燬、住戶

死亡之嚴重後果，也不違背其本意，仍以汽油、報紙助

燃縱火，終致延燒本案住宅，其輕視他人居住安寧、財

產法益及生命法益，殃及無辜，使翁○緣等 6人逃生無門

，生前受到極度恐懼與烈火灼燒痛楚而死等折磨歷程，

造成永遠無法回復之損害，倖存之翁○智及其他親屬則

家庭破碎，天人永隔，承受巨大恐懼、苦痛，另林○祥

亦飽受驚嚇。上訴人所為無比自私，手段惡劣，無理剝

奪 6位無辜者之寶貴生命，造成死者家屬恐懼及難以平復

之傷痛，並危害公共安全及社會秩序至深且鉅，其「犯

罪情狀」極為嚴重，惟其係基於間接故意殺人，並不符

合公政公約第 6條第 2項所定「情節最重大之罪」。本件上

訴人所犯之殺人罪，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 10年

以上有期徒刑，死刑並非唯一選項，且本件不能科處死

刑，其罪責上限勢必向下調整為無期徒刑。再綜合考量

上述上訴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後態度

等一切情狀，並無減輕量刑之因素，縱量處上訴人有期

徒刑之最高上限，猶嫌過輕而不適當。為充分評價上訴

人罪責，及考量刑罰感應力、降低社會風險與多元刑罰

目的，兼以無期徒刑依法執行逾 25年，且有悛悔實據，

始得假釋出獄，否則仍須繼續執行監禁，依上訴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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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或得以假釋時，已逾 75老邁之齡。本院並聽取檢察

官代為陳述告訴人與被害人家屬就量刑之意見，斟酌再

三，認為對上訴人本件犯行量處無期徒刑，令其長期隔

絕，以免危害他人，已兼顧上訴人之更生改善、復歸與

社會安全之維護，即與罪責相當。  

八、爰將原判決撤銷，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以上訴

人犯殺人罪（累犯），處無期徒刑，禠奪公權終身。至扣

案橘色雨衣 1件、黑色安全帽計 2頂、加油站出具之電子

發票證明聯，藍色上衣 1件、黑色長褲 1條、鞋子 1雙等物

，雖屬上訴人所有，然除據以辯識上訴人與監視器畫面

攝錄對象之同一及其行為歷程外，與上訴人犯罪不具直

接關連，亦非違禁物，故不予宣告沒收，均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397條、第 398條第 1款，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月    2    日  

陸、非常上訴理由：  

一、按我國刑法仍有死刑規定，社會大眾對是否「廢除死刑

」此一議題迄今未達共識，但大多數民意傾向維持死刑

，且死刑制度迭經司法院釋字第 194、263、476號為合憲

解釋。刑法第 271條第 1項普通殺人罪規定：「殺人者，

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案涉犯之

刑法第 271條第 1項殺人罪，即屬設有相對死刑之法律規

定，依上揭大法官解釋意旨，其合憲性並無疑慮。刑法

第 13條第 1項規定：「（第 1項）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

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第 2項）行為

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

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 13條第 1 項情形稱為「

直接故意」或「確定故意」，第 2項稱為「間接故意」或

「不確定故意」。我國刑法如同美國、日本等其他先進

國家立法，並未對「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之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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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區別。法院依法審判、量刑，我國殺人罪罪責既不

因「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有所區別，法官對於基

於「間接故意」犯殺人罪且情節重大的被告，得判處死

刑。  

二 、 聯 合 國 1966 年 通 過 公 民 與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以下稱「公政公約」)，並於 1976年生效，與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合稱「兩公約

」，我國立法院於 2009年 3月 31日批准「公政公約」，並

於同日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 (以下稱「兩公約施行法」 )，並

於 2009年 12月 10日施行。公政公約第 6條第 2項規定 :「凡

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 the most 

serious crimes ），且依照犯罪時有效並與本公約規定

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

死刑。死刑非依管轄法院終局判決，不得執行。」兩公

約施行法第 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

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第 3條規定 :「適用兩公約規定

，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

」則上開公約、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

釋，均具有我國內國法之效力。因為公政公約第 6條第 2

項條文只稱「情節最重大之罪」，無法僅從上開文字得

知具體內容，法官適用公政公約時，應注意人權事務委

員會之解釋之內容，不宜望文生義自行詮釋。關於人權

事務委員會對「公政公約」之解釋，目前有人權事務委

員會審查締約國國家報告的解釋、審查締約國個人訴訟

的解釋以及一般意見三種，法院詮釋公政公約第 6條第 2

項「情節最重大之罪」的意涵時，應具體指出係依據人

權事務委員會那一號解釋或意見，不能泛指依據公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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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第 6條條文規定或依據人權事務委員會相關解釋，否則

法院無異於假公政公約規定或人權事務委員會解釋之名

，實際自行決定公約實際內容。  

三、系爭判決認為：「刑法上故意，分為直接故意與間接故

意二種，間接故意並未如直接故意明知其行為必將造成

構成要件事實之實現，而發生之結果既非行為人內心所

努力追求，亦非確定必然發生，祗係預見其有可能發生

，乃予容認而聽任事情自然進展，終致發生犯罪結果，

故間接故意之不法內涵與罪責內涵，顯較直接故意為輕

。」（系爭判決書第 20頁）然而，我國法固然將少部分

故意犯於立法中特別規定「明知」之要素，以立法限制

僅處罰基於「直接故意」之行為，例如刑法第 213條公務

員登載不實罪或刑法第 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以行

為人主觀上「明知不實之事項」為必要；但對於絕大多

數犯罪，行為人基於『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犯之

，因主觀惡性未必有輕重之分，處罰並無不同。如同美

國、日本等先進國家立法例所示，本案涉犯之刑法第 271

條第 1項殺人罪，即屬設有相對死刑之法律規定，行為人

基於「間接故意」殺人或基於「直接故意」殺人，其法

定罪責並無區別。以最高法院 101年台上字第 244號判決

為例，該案被告僅因帝王大飯店地下室餐廳人員未據實

告知其打聽某婦女之處所，即放火洩忿燒燬現供大眾自

由出入之餐廳、旅社，釀成 26人死亡、 3人重傷之慘劇，

嚴重影響社會公共安全，行為人漠視他人生命、身體與

財產安全，其惡性與直接故意殺人相較，豈有軒輊？以

系爭案件言，本案被告僅因與翁○智在案發二年前偶然

發生之細小糾紛，經由訴訟過程得知翁○智及其全家人

均住居於本案住宅後，即起意實施縱火行為，對翁○智

實施報復。被告不但預先勘查周遭環境而得悉監視器所

在位置，因此知悉必須先以長柄拖把移動該監視器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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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更特意頭戴安全帽及口罩遮掩自己面容特徵，又

選擇凌晨時分人煙稀少且眾人皆熟睡難以反應之際下手

。可見被告於行為前即有充分、縝密之思慮、計畫及準

備，以達其掩飾身分及造成最大程度傷亡之報復目的。

再以被告係在縱火前二日即購妥汽油，在案發當日凌晨

抵達現場後，又多次進出放火地點，可見其在犯案過程

中有充分仔細思考行為結果之時間，並非一時衝動失慮

。其縱火結果造成 6人死亡、 2人僥倖逃生，死者均為被

告報復對象翁○智之至親，與被告均無何仇怨。綜上考

量死者死亡前歷經之苦痛、翁○智頓失多位至親之精神

上重大打擊等情，被告「間接故意」殺人之不法內涵與

罪責，應不比「直接故意」輕微。  

四、是否廢除死刑，屬於有民意基礎的立法機關之職權範圍

，法院應謹守司法分際，僅能就個案情節加以權衡科刑

，不能以曲解國際公約規定方式，來闡述其主張。公政

公約固然採取鼓勵廢除死刑及減少科處死刑之立場，但

公政公約第 6條第 2項之「情節最重大之罪」指故意殺人

並生死亡結果之犯罪，對應至我國法，應包括基於直接

故意或間接故意而殺人。人權事務委員會 2018年第 124屆

會議第 36號一般性意見第 35段對此詳細闡釋：「僅限於

涉及故意殺人的極嚴重罪行。在第六條的架構內，未直

接 和 故 意 導 致 死 亡 的 罪 行 ( “ Crimesnot resulting 

directly and intentionally in death”  )，如謀殺未

遂、貪腐及其他經濟和政治罪行、武裝搶劫、海盜行為

、綁架以及毒品和性犯罪儘管具有嚴重性質，但絕不能

作為判處死刑的理由。同樣地，有限度地參與或共犯即

便情節最重大之罪，例如為謀殺提供實際工具，也不能

作為判處死刑的理由。」從該段意見列舉解釋可以看出

「情節最重大之罪」應排除下列三者：殺人未遂、不生

死亡結果之其他重大犯罪、幫助犯，並未排除「間接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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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殺人。再者，“intent”屬於英美普通法 (common law)

之法律術語，若認為“ intentional ”之解讀應有特別

於日常的法律意涵，亦應回到傳統普通法的概念。普通

法系國家 intent包括特定意圖犯（ specific intent）與

故意犯 (general intent)，而故意犯包括我國的直接故

意與間接故意。因此，主張廢死的刑事改革國際聯盟

(Penal Reform International) 才 會 推 動 修 法 建 議

(Recommended strengthening of standards)，主張將

公政公約第 6條第 2項「情節最重大之罪」限於「行為人

有殺人意欲」之犯行 (“ an intention to kill which 

result in loss of life” )；亦即，刑事改革國際聯盟

主張具備英美法“ malice aforethought” 4項主觀要素

中之第一項「行為人有殺人意欲」 (“intent to kill a 

human being”，屬於“ specific intent”性質 )才能構

成公政公約第 6條第 2項之「情節最重大之罪」，但該建

議迄今並未被採行。倘人權事務委員會 2018年第 36號一

般性意見採限縮於“ specific intent ”之見解，刑事

改革國際聯盟豈有推動此修法之必要？本案所適用之刑

法第 271條規定：「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與公政公約第 6條第 2項及相關規定並無

牴觸。兩公約施行法第 3條規定：「適用兩公約規定，應

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人

權事務委員會既對「情節最重大之罪」之意義已清楚解

釋其範圍，我國法院不應作不同解釋。乃系爭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 3266號判決解釋公政公約第 6條第 2項

及相關規定，違背人權事務委員會 2018年第 36號一般性

意見，及悖於主要參考國家之立法例及見解，竟指「情

節最重大之罪」對應至我國法，限於直接故意殺人罪，

系爭判決有刑事訴訟法第 378條所規定判決適用法則不

當之違背法令。（相關資料均請參閱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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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經確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 443條提起非常

上訴，以資糾正。  

柒、附錄（非常上訴判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台非字第 222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湯○華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殺人案件，對於本院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2日

第三審確定判決 (110年度台上字第 3266號，起訴案號：臺灣

新北地方檢察署 105年度偵字第 10635號 )，認為違背法令，提

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本院按：  

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 6條第 2項

規定：「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

且依照犯罪時有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

群罪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死刑。死刑非依管轄

法院終局判決，不得執行」。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兩公約）施行法

第 2條規定，公政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已有國內法

律之效力，法院當有義務適用公政公約第 6條第 2項規定

。由於死刑乃終極剝奪生命之刑罰，屬不得已情形之最

終刑罰，故死刑應儘可能謙抑適用。法院須在罪責原則

之基礎上，綜合刑法第 57條所列 10款事項等有利與不利

之情狀為評價後，依被告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及

責任之嚴重程度，檢視其罪責是否尤屬重大，而符合公

政公約第 6條第 2項所要求情節最嚴重犯行；再審慎衡酌

有無足以迴避死刑適用之情形，判斷其是否已無復歸社

會之更生改善可能，俾以決定是否選科死刑。則公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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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第 6條第 2項所稱「情節最重大之罪」 (原文為 the most 

serious crimes，或譯為「最嚴重的罪行」 )，既攸關選

科死刑之判斷，其內涵之探究尤為重要。而依兩公約施

行法第 3條規定：「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

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是我國法院於解釋

公政公約條文內容時，自應探求其立法意旨，並依據聯

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下稱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內

容所形成之法律內涵審判，俾能與該公約所揭示保障人

權規定之意旨相符。稽諸公政公約第 6條第 1項規定：「

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

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乃在揭示生存權之保障。參

照人權事務委員會於西元 2018年舉行之第 124屆會議，通

過第 36號一般性意見，其第 5段表明：「《公約》第 6條

第 2、第 4、第 5與第 6項規定了具體的保障措施，以確保

尚未廢除死刑的締約國除對情節最重大之罪外，不適用

死刑，而對於情節最重大之罪，僅在最特殊的情況下和

在最嚴格的限制下適用死刑」；第 33段後段指出：「鑑

於在一項載有生命權的文書中規範死刑適用具有異常性

質，第 2項的內容必須作狹義解釋」；第 35段前段表示：

「『情節最重大之罪』一詞必須作嚴格解讀，僅限於涉

及故意殺人的極嚴重罪行。在第 6條的架構內，未直接和

故意（或譯為蓄意）導致死亡的罪行，如謀殺未遂、貪

腐及其他經濟和政治罪行、武裝搶劫、海盜行為、綁架

以及毒品和性犯罪儘管具有嚴重性質，但絕不能作為判

處死刑的理由。」等旨，通觀上開人權事務委員會一般

性意見之解釋內容，乃就公政公約第 6條各項間，相互補

充其意義，闡明該條之立法意旨，係在限縮死刑規定適

用範圍及其效果，復基於法規範體系一貫性，說明其第 2

項規定，在確保尚未廢除死刑之締約國，除對情節最重

大之罪外，不適用死刑，而所謂「情節最重大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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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嚴格限制其適用且採狹義解釋，僅能限定於「涉及

故意殺人的極嚴重罪行」等旨。而我國刑法上之故意，

依該法第 13條第 1、2項規定，分為直接故意 (或稱確定故

意 )及間接故意 (或稱不確定故意、未必故意 )，在我國實

務上，關於行為人究屬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之調查，具

有重大意義，乃因間接故意並未如直接故意明知其行為

必將造成構成要件事實之實現，而發生之結果既非行為

人內心所努力追求，亦非確定必然發生，祗係預見其有

可能發生，予以容認而聽任事情自然進展，終致發生犯

罪結果，故間接故意之不法與罪責內涵，顯較直接故意

為輕。二者惡性之評價既有輕重之別，為免輕重失衡，

其等不同歸責程度，在量刑上即有差別。尤涉選科極刑

（死刑）與否之情形，倘行為人之殺人犯意係出於間接

故意，而非不法及罪責內涵較重之直接故意，自非「情

節最重大之罪」，如此解釋，始符上述祗在最特殊之情

況與最嚴格的限制下適用死刑之立法意旨，且與基於直

接故意而殺人之極嚴重罪行相較，亦不致發生量刑輕重

失衡之情形。從而，公政公約第 6條第 2項所稱「情節最

重大之罪」，參照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36號一般性意見之

解釋內容，不論依體系及目的解釋，皆係指涉及故意殺

人之極嚴重罪行，此之故意應限定為直接故意，始合於

立法意旨。原確定判決參照上述一般性意見之解釋內容

，以相同理由，認該條項所稱「情節最重大之罪」，對

應於我國刑法架構，限定於基於直接故意而殺人之極嚴

重罪行，即無不合，要無違背法令可言，是非常上訴意

旨所指原確定判決違背上述一般性意見解釋內容云云，

並非可採。  

二、法律本身為抽象性之概念，須探本溯源從法律規範之體

系與目的，探究法律規範之內涵，而非純採概念法學方

式，單由文字之字面解釋，致以詞害意。而兩公約之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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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國各有其法制，即使同為大陸法系或普通法系之國家

，相同或近似之法律用語，基於各自法制體系之差異，

亦可能有不同之內涵。因此，人權事務委員會對公政公

約之解釋，為順應各締約國內國法不同之體系，乃在用

語上保留一定程度之解釋空間。各締約國於適用公政公

約條文內容時，自應探求其立法意旨，依據人權事務委

員會之解釋內容所形成之法律內涵，依該國法制體系之

特性，為合目的性解釋，使其適用結果與該公約所揭示

保障人權規定之意旨相契合，自不能拘泥公政公約及人

權事務委員會解釋內容之文字用語，偏採他國之概念，

陷入概念法學之窠臼，而悖離公政公約規定之立法意旨

。尤其公政公約第 6條第 6項規定：「本公約締約國不得

援引本條，而延緩或阻止死刑之廢除。」已揭明各締約

國對死刑廢除應有之立場及作為。我國尚未廢除死刑，

法院對於選科死刑之案件，更應遵守同條第 2項關於禁止

各締約國將情節非最重大之罪判處死刑之規範。而通觀

前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36號一般性意見之解釋內容，基

於公政公約第 6條各項內容，已闡明該條之立法意旨，乃

在限縮死刑規定適用範圍及其效果，復基於法規範體系

一貫性，該條第 2項所稱「情節最重大之罪」，僅限於涉

及故意殺人的極嚴重罪行，對應於我國刑法所規定故意

之類型，並就間接故意與直接故意之不法及罪責內涵相

較，依體系及目的解釋，應限定基於直接故意而殺人之

極嚴重罪行，始符上開立法意旨。且我國現行刑法之立

法思想與體系架構，主要繼受歐洲大陸法系國家之刑法

法制，英美普通法上犯意之分類，與我國刑法第 13條所

規定之故意型態，本於不同法系所建構，各有其內涵，

並非完全相通。非常上訴意旨以前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36號一般性意見之文字用語「 intentional」，援引英美

普通法上「  intent」之概念，包括特定意圖犯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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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 )及故意犯 (general intent)，並以普通法系國

家之故意犯包括我國法的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因認基

於間接故意之殺人罪行，猶屬公政公約第 6條第 2項所謂

「情節最重大之罪」範疇云云，顯係拘泥於文字之字面

解釋，偏採英美普通法之概念，而未能綜觀該一般性意

見前後內容所揭示前述公政公約第 6條之立法意旨，並體

察我國刑法體系，作相應之嚴格、狹義解釋。何況人權

事務委員會第 36號一般性意見第 35段指出所謂「情節最

重大之罪」，僅限於涉及故意殺人的極嚴重罪行 (英文原

文為 appertain only to crimes of extreme gravity, 

involving intentional killing)，未直接和故意 (或譯

為 蓄 意 ) 導 致 死 亡 的 罪 行 ( 英 文 原 文 為 Crimes not 

resulting directly and intentionally in death)，

絕不能作為判處死刑之理由等旨，對照其附註所引用聯

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 1984年 5月 25日第 984/50號決議

通 過 之 「 關 於 保 護 面 對 死 刑 者 之 權 利 之 保 障 措 施 」 ( 

Safeguards Guaranteeing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ose Facing the  Death Penalty)第 1項內容，該項內

容所謂「 intentional crimes」一詞，在聯合國官方中

文文本即譯為「蓄意」之罪行，因此將上開第 36號一般

性意見第 35段之英文原文「 intentional 」等相關用語

譯為「蓄意」，亦無不合。而自我國刑法第 13條所規定

直接、間接故意之意欲要素（有意、不違背其本意）以

觀，間接故意之意欲要素既為強度較低之「不違背其本

意」，則基於間接故意之殺人罪行，並非蓄意犯罪，即

非公政公約所稱「情節最重大之罪」，亦符合該公約嚴

格限制其適用之精神。是以，關於公政公約中「情節最

重大之罪」之詮釋，所謂「 intentional」雖不宜照譯為

直接故意，然而透過我國刑法之體系解釋，及公政公約

之目的解釋，根據該公約所採祗在最特殊之情況與最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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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限制下適用死刑之精神，對於殺人犯行自應限縮在

直接故意者，方屬情節最重大之罪，殆無疑義。非常上

訴意旨引用英美法之故意概念，套用於公政公約所稱「

情節最重大之罪」，或第 36號一般性意見第 35段所指「

僅限於涉及故意殺人的極嚴重罪行」，有欠允當。  

三、綜上，本件非常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6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 0   年    1 2    月    1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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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四案】 109年度上字第 3588號 
壹、標題：  

毒品條例第 20條第 3項之「 3年後再犯」何所指。  

貳、爭點：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0條第 3項於 109年 1月 15日修正公

布，同年 7月 15日施行，所謂「 3年後再犯」究何所指？  

參、關係條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0條第 3項  

肆、上訴理由：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一案，於中華民國 109

年 7月 21日經臺灣高等法院為第二審判決（ 109年度上訴

字第 1559號），檢察官已於法定期間內提起上訴，本檢

察官陳述意見如下：  

一、原判決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0條第 3項、第 23條第 2

項於 109年 1月 15日修正公布，於同年 7月 15日（即公布後

6個月）施行後，除將「 5年內再犯第 10條之罪」均變更

為「 3年內再犯第 10條之罪」外，其餘未變更。是修正後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0條、第 23條將施用毒品之刑事處

遇程序，將修正前區分為「初犯」及「 5年內再犯」、「

5年後再犯」，修正為「初犯」及「 3年內再犯」、「 3年

後再犯」，則參照最高法院 95年第 7次及 97年第 5次刑事

庭會議決議意旨，修正後之規定，仍僅限於「初犯」及

「 3年後再犯」 2種情形，始應先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

治程序。倘被告於 3年內已再犯，經依法追訴處罰，縱其

第 1次（或第 3次以上）再度施用毒品之時間，在初犯經

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 3年以後，已不合於

「 3年後再犯」之規定，且因已於「 3年內再犯」，顯見

其再犯率甚高，原實施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已無法

收其實效，即應依該條例第 10條處罰。本案被告前因施

用毒品案件，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以 91年度毒聲字第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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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裁定送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

91年 5月 23日執行完畢，由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現

改名為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 91年度毒偵字第

423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復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先

後於 94、95、99、102年間判處徒刑並執行完畢，有原審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則被告已屬第 3次以上再

度施用，無論依修正前、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規定，

均應追訴處罰等情。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認原判決違

背法令，應行提起上訴，其理由略以：本案被告施用第

一級毒品之時間為 108年 11月 5日，詎前述施用毒品犯行

之時間已逾 4年，更距觀察、勒戒期間長達 17年，依修正

施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0條第 3項規定，原判決應撤

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9年度訴字第 145號判決，另為裁

定命被告至勒戒處所進行觀察、勒戒，始為適法，詎原

審竟判處被告有期徒刑 7月，顯已違反上述規定，其判決

違背法令，至為明顯等語。  

二、最高法院 109年 8月 11日發布新聞稿表示：「因應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 20條、第 23條之修正施行，本院 109年 8月

11日第 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及多數見解如下：(一 )本院 95

年度第 7次及 97年度第 5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供參考

。 (二 )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0條之罪，祇要距最近一

次犯該罪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後釋放後，

已逾 3年，即應令觀察、勒戒，不因其間是否因另犯該罪

，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附件 1）；旋最高

法院於 109年 8月 17日發布新聞稿澄清係因作業上疏忽，

援例一併誤載「決議」文字，致引起外界誤解，並表示

：此所謂之刑事庭會議討論，主要是針對新興或新修正

之法律，提供法官同仁一個討論問題、交換意見的平台

，有助於法律爭議之整合，俾避免同法異判。即使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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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或多數見解，當亦非決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正

後，該院刑事法律研究小組（每庭 1人共 9人，其中 1人為

召集人），即針對修正之各該條文進行研議，並提出研

究意見。 109年 8月 11日刑事庭會議，係就研究小組所提

出之該條例第 20條、第 23條修正規定之研究意見，進行

討論，經由正、反論述，異中求同，形成多數見解（附

件 2）。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 3098號判決即採上開

見解。惟上揭最高法院形成共識或多數見解，應不具通

案之拘束力，蓋最高法院大法庭制度已於 108年 7月 4日正

式生效施行，又決議制度於大法庭制度施行後，當然廢

止，不待明文規定，而上開所謂「討論問題、交換意見

的平台」，並非法定機制，利用該平台所形成共識或多

數見解，應不具通案拘束力，而本件原判決所持之見解

即與上開最高法院共識及多數見解顯然不同。  

三、法務部檢察司於 109年 8月 14日發布新聞稿表示：按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條例）係法務部主管法規，該

條例新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0條第 3項規定，原判決

應撤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9年度訴字第 145號判」，其

修法之立法理由並載明：「…如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

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後始再有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

之行為者，足見其有戒除毒癮之可能，宜再採以觀察、

勒戒方式戒除其身癮及以強制戒治方式戒除其心癮之措

施…」已明確敘明該條適用之對象，限於 3年後「始再」

有施用第一、二級毒品行為者，從而過去實務見解認為

如第三次犯雖距第一次犯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

完畢釋放後 3年，然因釋放後 3年內已有二犯，非「 3年後

始再有施用」(非釋放後第一次犯，不符「始再」有施用

第一、二級毒品行為之定義 )，即無再行觀察、勒戒或強

制戒治之適用，即應提起公訴 (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或

給予緩起訴處分。核與修法後之立法理由相符，現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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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作法自應予以維持（附件 3）。本件原判決所持之見解

則與上開法規主管機關法務部檢察司之見解不謀而合。  

四、基上所述，本件法律爭點顯然具有原則重要性，請依法

院組織法第 51條之 3裁定提案予刑事大法庭裁判本件之

法律爭  議，統一法律見解，俾院檢有遵循之依據。  

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0年度台上字第 930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林黛利

被    告  蔡○村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聲請所涉法

律爭議提案予刑事大法庭，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最高法院民事庭、刑事庭各庭審理案件期間，當事人認

為足以影響裁判結果之法律見解，民事庭、刑事庭先前

裁判之見解已產生歧異，或具有原則重要性，得以書狀

表明下列各款事項，向受理案件之民事庭、刑事庭聲請

以裁定提案予民事大法庭、刑事大法庭裁判： (一 )所涉

及之法令。 (二 )法律見解歧異之裁判，或法律見解具有

原則重要性之具體內容。 (三 )該歧異見解或具有原則重

要性見解對於裁判結果之影響。 (四 )聲請人所持法律見

解。最高法院民事庭、刑事庭各庭受理第一項之聲請，

認為聲請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應以裁

定駁回之。法院組織法第 51條之 4第 1、3項定有明文。按

法院組織法於民國 108年 1月 4日修正公布，增訂最高法院

應設大法庭，裁判法律爭議，同年 7月 4日施行。本次修

法，明定向大法庭提案機制為最高法院各庭「自行提案

」及「當事人聲請提案」二種。前者係「義務提案」，

後者為「裁量提案」。「當事人聲請提案」係為周全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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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程序參與權之保障，賦予其在先前裁判已產生歧異

或具有法律原則重要性之爭議時，得促請受理案件之各

庭向大法庭行使提案之職權。且因最高法院為民事訴訟

、刑事訴訟之終審機關，所為裁判有確保法律適用一致

，及促進法律續造之作用，維護裁判之安定性及可預測

性，使下級審及人民有所遵從。因此，倘相關法律爭議

，本院已有統一見解，即無提交大法庭之必要。  

二、聲請意旨略以：有關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0條第 3項修正

，將再聲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之時間，由 5年改為 3

年。則修法前繫屬法院之施用毒品案件，於修法後，被

告距前次因施用毒品而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

畢，已逾 3年者，究應為實體判決，或應再命觀察、勒戒

，事實審法院有不同裁判，影響法律普遍公平性，自有

其原則重要性，應提案予本院刑事大法庭裁判。參酌立

法理由，應採修法前最高法院之通行做法為宜等語。  

三、經查：有關本件法律爭議，已由本院刑事第九庭（原五

庭）提案，並經本院刑事大法庭以 109年度台抗大字第

1771號受理，於 110年 3月 24日裁定，其意旨略以：109年

1月 15日經修正公布、同年 7月 15日施行之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下稱毒品條例）第 20條第 3項規定，犯第 10條之罪

於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後再犯第

10條之罪者，適用前 2項之規定。上開所稱「 3年後再犯

」，只要本次再犯（不論修正前、後）距最近 1次觀察、

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已逾 3年者，即該當之，

不因其間有無犯第 10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

響。此為本院已統一之法律見解。又毒品條例第 35條之 1

第 2款規定，係仿 87年 5月 20日修正施行之第 35條所增訂

，然當時對施用毒品者戒癮治療處遇方式只有「觀察、

勒戒或強制戒治」，與之後修法已得為多元處遇，難以

相提並論，適用上應與時俱進，且該條文第 2款前段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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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修正後規定處理」，未明文一律依職權裁定觀察、

勒戒，則法院對於審判中之案件，視個案情形，分別裁

定令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或判決不受理，使檢察官

衡酌判斷如何經由多元化之緩起訴處遇達成戒除毒癮目

的，均屬之。準此，就本次再犯毒品條例第 10條之罪，

距最近 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已逾

3年者，法院依職權裁定觀察、勒戒，或為不受理判決，

依憑法條文義、立法理由，或基於被告利益、修法意旨

，均屬有據，為求彈性適用，於程序經濟及被告利益取

得平衡，並參酌毒品條例為維護國民身心健康之立法目

的，暨本次修正毒品條例第 24條已擴大檢察官對施用毒

品者附條件緩起訴之範圍，使其能視個案具體情節給予

適當多元處遇之修法精神，法院自得斟酌個案情形，擇

一適用等旨，是聲請意旨所指之法律爭議，本院業已統

一見解。從而，本件自無依聲請人之聲請提案予本院刑

事大法庭裁判之必要。依上所述，本件聲請不應准許，

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法院組織法第 51條之 4第 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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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五案】： 110年度非字第 209號 
壹、標題：  

施用毒品與持有 20公克以上二級毒品罪之法律關係。  

貳、爭點：  

一、被告施用二級毒品行為，與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 20

公克以上之行為，是否必然有所謂「吸收犯」或「吸收

關係」之實質一罪行為關係，尚非無疑。 104台非 199號

判決所採「持有法定數量以上毒品之行為，屬高度行為

而得吸收施用毒品行為，或逕認施用毒品之輕行為當為

持有超過法定數量毒品之重行為所吸收」之法律見解，

與社會一般客觀認知非無齟齬之處；且採此見解，極可

能導致承辦司法人員稍有疏忽，即可引生刑法評價失衡

之結果，此一法律漏洞極易誘發司法風紀危機，亟須積

極設法填補。宜由最高法院大法庭提案審理，作成裁定

以供下級法院遵循。  

二、本件被告所持有二級毒品之數量多達 200公克以上，地檢

署檢察官於追訴時，亦分別以施用二級毒品及販賣二級

毒品未遂之罪名，各別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及提起公訴

。原審法院明知被告尚有施用二級毒品之行為，即將被

起訴或業經起訴，卻疏未查證被告施用毒品部分是否業

已判決在先，甚或已告判決確定；亦未注意按其所持見

解，若施用部分業經判決確定，基於該案確定判決與本

案確定判決間具有所謂實質上一罪關係，所生既判力擴

張之作用，原審法院須對該案是否應為免訴判決，而不

得再為本案有罪判決。再者，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二

案件，先起訴者後判決、後起訴者先判決，兩者分別確

定，應就何一判決提起非常上訴予以撤銷，亦有深入探

究之必要。  

參、關係條文：  

刑法第 5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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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非常上訴理由：  

一、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再

按民國（下同）98年 5月 20日修正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將

同屬持有毒品行為之處罰，依數量多寡而分別以觀，顯

見立法者乃係有意以持有毒品數量作為評價持有毒品行

為不法内涵高低之標準並據此修正持有毒品罪之法定刑

，俾使有所區隔。因此，應可推知當行為人持有毒品數

量達法定標準以上者，由於此舉相較於僅持有少量毒品

之不法内涵較高、法定刑亦隨之顯著提升，縱令行為人

係為供個人施用而購入，由於該等行為不法內涵非原本

施用毒品行為所得涵蓋，自不得拘泥於以往施用行為吸

收持有行為之見解，應本諸行為不法内涵之高低作為判

斷標準，改認持有法定數量以上毒品之行為，屬高度行

為而得吸收施用毒品行為，或逕認施用毒品之輕行為當

為持有超過法定數量毒品之重行為所吸收，方屬允當，

亦有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非字第 199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

參照。  

二、本案被告楊○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犯行如下 : 

(一 )於 108年 9月 25日 19時至 20時許間，被告在臺南市某

處旅館内，以將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置入玻璃球内

燒烤吸食煙霧之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1次

。嗣又基於意圖營利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

意，為圖牟取販入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後再行賣出

之差價利潤，於 108年 9月 25日 19時許，在臺南市某處區

中華路 2段○○號之星○大樓前，以新臺幣（下同）175000

元之代價，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凱友」之成年男

子販入而持有供己販賣所用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一批（共 5包，驗前淨重分為  249.1679公克、 9.3709公

克、0.4279公克、0.1703公克及  0.1391公克）而著手於

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行為，欲伺機販賣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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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尚未及賣出，旋經警在翌（ 26)日 0時 36分許，在新

北市板橋區府中路○○號前為警查獲，並扣得上開第二

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一批及電子磅秤 1具。就被告施用第

二級毒品犯行部分，經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 108年度

毒偵字第 5878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販賣第二級毒

品 未 遂 犯 行 部 分 ， 則 經 該 署 檢 察 官 以 108年 度 偵 字 第

30398號提起公訴。 (二 )被告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部分，

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於 109年 6月 20日

以 109年度簡字第 226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4月，並於 109

年 7月 22日確定；然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犯行部分，

則經新北地院於 109年 7月 14日以 109年度訴字第 320號判

決，認定犯罪事實如下 :「被告楊○祥明知甲基安非他命

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管的第二級毒品，竟仍基於持

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 20公克以上的犯意，於 108年 9月

25日 19時許，在臺南市中華路 2段○○號之星○大樓前，

以 17萬 5,000元的價格，向真實姓名不詳、綽號『凱友』

的成年男子購入甲基安非他命 1批而持有，並在臺南市某

旅館内從中拿取一些甲基安非他命自己施用。後來在翌

（ 26)日 0時 36分許，在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號前為

警查獲，並在楊○祥的隨身包包裡扣得甲基安非他命 5包

(驗前淨重共 259.2792公克，驗餘淨重共 259.2677公克，

驗前純質淨重共約 247.33公克）、吸食器 1組及電子磅秤 1

台」，以此逕認被告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條第 4項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之罪，處有期徒

刑 1年 6月，另就檢察官起訴之販賣毒品未遂部分，認與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超過二十公克以上罪之社會基

本事實同一，不另為無罪之諭知，該判決並於 109年 8月

12日確定，有同院 109年度簡字第 2260號、 109年度訴字

第 320號判決各 1份在卷可按。(三 )依前揭最高法院 104年

度台非字第 199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認被告本件持有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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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 20公克以上之行為，與其上

開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之行為，具有實質上一罪之高低度

吸收關係，而其持有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 20

公克以上之行為，係屬高度行為，應吸收其上開施用甲

基安非他命之低度行為。從而，本件被告上述行為，應

從重論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條第 4項之持有第二級

毒品純質淨重 20公克以上罪，而不應分別論以施用第二

級毒品罪與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 20公克以上之罪；

然受刑人前開施用第二級毒品之前案判決（即新北地院

109年度簡字第 2260號判決）之判決日及確定日均先於持

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 20公克以上罪之判決（即同院 109

年度訴字第 320號判決），迺後案判決竟就受刑人同屬實

質上一罪之持有行為再為有罪科刑之實體判決，自屬有

違一事不再理之原則，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302條第 2款規

定，為免訴判決始稱適法。茲後一判決既經確定，且於

被告不利，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 443條提起非

常上訴，以資糾正。  

三、第查，最高法院前揭 104年度台非字第 199號刑事判決，

係以「行為人係為供個人施用而購入，由於該等行為不

法內涵非原本施用毒品行為所得涵蓋，自不得拘泥於以

往施用行為吸收持有行為之見解，應本諸行為不法内涵

之高低作為判斷標準，改認持有法定數量以上毒品之行

為，屬高度行為而得吸收施用毒品行為，或逕認施用毒

品之輕行為當為持有超過法定數量毒品之重行為所吸收

」等由為其依據，其立論無非係以前揭施用毒品行為與

持有毒品行為間，具有實質一罪之關係為其基礎。惟施

用二級毒品之行為，與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 20公克

以上之行為二者，本質上本係基於不同犯意之個別行為

，並非單一行為可比，其法律關係亦非屬對於同一行為

應依何種法律規定處斷之法條競合關係。如採單一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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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設若被告有數次施用二級毒品之行為，所施用者又

為同一批所持有之毒品，則究應該論以一罪或論以數罪

？在罪數認定上即可能產生論理上之矛盾。又本件被告

所持有二級毒品之數量多達 200公克以上，新北地檢署檢

察官於追訴時，亦分別以施用二級毒品及販賣二級毒品

未遂之罪名，各別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及提起公訴。若

依客觀事實判斷，被告施用二級毒品行為與持有第二級

毒品純質淨重 20公克以上之行為，是否必然有所謂「吸

收犯」或「吸收關係」之實質一罪行為關係？實滋疑問

。原審新北地院 109年度訴字第 320號判決，雖以「本件

並沒有足夠的客觀證據可以證明被告有販賣毒品牟利的

意圖，起訴書認為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條第 6

項、第 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證據尚屬不足。但

因為起訴書已經敘明本件要追溯的犯罪行為就是被告購

入扣案甲基安非他命的行為，而這樣的行為無疑是該當

於上開超量持有罪的。」等由，作成「所以本院應依刑

事訴訟法第 300條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改依前述持有

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 20公克以上罪論處。」之結論，然

原審法院有關被告持有純質淨重達 200公克以上二級毒

品之行為，其性質究係檢察官所起訴，為圖販賣而持有

之販賣未遂行為？或僅係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 20公

克以上之行為？理論上並非毫無爭議。此一爭點由於檢

審雙方就證據價值之評估衡量，觀點各有不同，見解仁

智互見，原審判決所為法條適用之判斷，並無判決違背

法令可言。惟對於被告前揭施用行為，新北地檢署檢察

官已於該案即 108年度偵第 30398號起訴書中敘明「所涉

施用毒品罪嫌，爰另案偵辦」之訊息，原審法院對此並

非沒有認識，此由原審判決所述「被告持有毒品過程中

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的行為，雖然也是一種違法行為，不

過因為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 20公克以上罪的罪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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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度都比施用第二級毒品罪來的重，而持有與施用之間

既然有密切的伴隨關係，法律上不應重複處罰，以免過

度評價，所以應該認為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 20公克

以上罪吸收了施用第二級毒品罪，不再另外論罪。」即

可得知。然而，原審法院明知被告尚有施用二級毒品之

行為，即將被起訴或業經起訴（經查被告施用二級毒品

罪之聲請簡易判決書日期與販賣二級毒品未遂罪起訴書

之起訴日期，均為 109年 3月 29日，前者送審日期較晚，

但判決日期較早），卻疏未查證被告施用毒品部分是否業

已判決在先，甚或已告判決確定，亦未注意按其所持見

解，若施用部分業經判決確定，基於該案確定判決與本

案確定判決間具有所謂實質上一罪關係，所生既判力擴

張之作用，原審法院即須對該案為免訴判決，而不得再

為本案有罪判決。是原審法院此一調查之疏漏，自難謂

無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背法令情事，自有加以糾

正之必要。於茲附論者，由於 104台非 199號判決之法律

見解，與社會一般客觀認知非無齟齬之處，循令承辦司

法人員稍有疏忽，即可引生類如本案刑法評價失衡之結

果，此一法律漏洞極易誘發司法風紀危機，亟須積極設

法填補。是否考慮就此法律問題提請貴院大法庭審理，

作成裁定以供下級法院遵循，亦請貴院一併斟酌。  

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台非字第 91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楊○祥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臺灣新

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 109年 7月 14日第一審確定判決（ 109年度

訴字第 320號），認為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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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駁回。    

    理由  

本院按：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

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303條第 2款定有明

文。縱先起訴之判決，確定在後，如判決時，後起訴之判決

，尚未確定，仍應就後起訴之判決，依非常上訴程序，予以     

撤銷，諭知不受理，此為司法院釋字第 168號解釋所闡明。至

於所謂同一案件，係指被告相同，犯罪事實亦相同者，包括

事實上一罪、法律上一罪之實質上一罪（如接續犯、繼續犯

、集合犯、結合犯、吸收犯、加重結果犯等屬之）及裁判上

一罪（如想像競合犯）。又本院就非常上訴案件之調查，以

非常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限，刑事訴訟法第 445條第 1項

定有明文。是以，非常上訴理由所未指摘之事項，本院無從

依職權逕予調查。卷查，被告楊○祥被訴於「民國 108年 9月

25日 19時許至 20許間，在臺南市某處旅館內，施用第二級毒

品甲基安非他命 1次」，嗣於翌（ 26）日 0時 36分許，在新北

市板橋區府中路與文昌街口，為警當場扣得其持有甲基安非

他命 5包（驗前純質淨淨重為 247.33公克之犯行（下稱「乙案

」），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於

109年 3月 25日以 108年度毒偵字第 5878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書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並於同年 4月 27日繫屬於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下稱新北地院），經該院於同年 6月 20日以 109年度簡

字第 2260號刑事判決論處被告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刑（處有期

徒刑 4月及諭知相關沒收〈銷燬〉），而於同年 7月 22日確定

。又被告被訴意圖營利，於 108年 9月 25日 19時許，在臺南市

○○路 0段 000號之星○大樓前，向綽號「凱友」之成年男子

購得甲基安非他命 1批，伺機販賣牟利。惟未及賣出，即於翌

日（ 26）0時 36分許，在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與文昌街口，為

警當場扣得其持有甲基安非他命 5包（驗前純質淨重為 247.33

公克之犯行（下稱「甲案」），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於 1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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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5日以 108年度偵字第 30398號起訴書提起公訴（認係犯

109年 1月 15日修正公布、同年 7月 15日施行前之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 4條第 6項、第 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嫌），並     

於同年 4月 14日繫屬於新北地院，經該院於同年 7月 14日以 109

年度訴字第 320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除起訴書所載之持有上

開毒品事實外，並認定被告於「 108年 9月 25日 19時許至 20時

許間，在臺南市某處旅館內，自該批被查獲之甲基安非他命

中取出若干予以施用 1次」之事實，因而變更起訴法條論處被     

告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 20公克以上（下稱持有逾量第二

級毒品）罪刑（處有期徒刑 1年 6月，暨諭知相關沒收〈銷燬

〉並說明無證據證明被告持有逾量第二級毒品之行為構成販

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嫌，以及被告施用第二級毒品行為，為

持有逾量第二級毒品行為所吸收而不另論罪。），並於同年 8 

月 11日確定，有各該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起訴書及判決書

可稽。而「乙案」所認定被告於「 108年 9月 25日 19時許至 20

時許間，在臺南市某處旅館內，施用甲基安非他命 1次」之犯

行，與「甲案」所認定關於被告於「 108年 9月 25日 19時許至

20許間，在臺南市某處旅館內，自該批甲基安非他命中取出

若干予以施用 1次」之犯行，足見兩案所認定被告施用甲基安

非他命之犯行，係相同事實。又「甲案」亦明確說明被告係

自持有逾量第二級毒品中取出若干施用，其持有逾量第二級

毒品吸收施用第二級毒品行為，施用第二級毒品部分不另論

罪之旨，依前揭說明，足認甲、乙兩案就持有及施用甲基安

非他命之被告及犯罪事實相同，係同一案件。「甲案」雖判

決在後，然繫屬於新北地院之時間（即 109年 4月 14日）早於

「乙案」繫屬於同一法院之時間（即 109年 4月 27日）；且「

甲案」判決時間為 109年 7月 14日，斯時後繫屬之「乙案」尚

未確定，自無同一案件「曾經判決確定」之既判力所及問題

。故本件原審法院就「甲案」所為科刑確定判決，依上開說

明，並無違法。檢察總長既認為「甲案」及「乙案」之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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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實質上一罪關係為同一案件，卻未對後起訴（繫屬）之

「乙案」確定判決提起非常上訴，反而對本件先起訴之「甲

案」確定判決提起非常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非常

上訴意旨所指本院 104年度台非字第 199號判決所採持有逾量

毒品吸收施用毒品之法律見解，與社會一般客觀認知非無齟

齬，而建議本院就此法律問題提請大法庭審理乙節，與本件

非常上訴意旨指摘「甲案」確定判決違背法令之爭點並無直

接關聯，且未指明本院就此問題有何歧異存在，或具有原則

上重要性，尚無必要，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6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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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六案】： 110年度非字第 276號
壹、標題：

定應執行刑違反恤刑目的及罪刑相當原則之判定。

貳、爭點：

一、該裁定有無違背一事不再理原則？

二、該裁定有無違反數罪併罰之恤刑立法目的？

三、該裁定有無違背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四、該裁定有無違反憲法第 8條第 1項所保障之人身自由？

五、該裁定有無違背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

參、關係條文：

刑法第 51條  

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第 2項、第 3項

肆、非常上訴理由：

一、按定應執行刑之確定裁判具實質確定力，是判決確定之

數罪經裁判定其應執行之刑確定者，除增加合於定應執

行刑要件之他罪刑，或原定執行刑之數罪中部分罪刑因

非常上訴、再審程序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

形，致原裁判定刑之基礎變動，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

要者外，如又就已經裁判定應執行刑確定之數罪，針對

其全部或部分再重複聲請另定其應執行之刑，自與一事

不再理原則有違，而有違背法令之情形（最高法院 109年

度台非字第 195號判決、100年度台非字第 305號判決參照

）。查被告黃○玉前因施用第一級毒品及第二級毒品（

即高院 4364號裁定附表編號 1【該附表附於本書類之後，

下僅稱編號 1】、編號 2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

99年度審訴字第 2079號判決各判處有期徒刑（下略）9月

、6月，並定應執行刑 1年 1月確定（下稱甲案）；又因施

用第一級毒品及第二級毒品案件（即編號 9、編號 10案件

），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 100年度審訴字第 1397號判決

各判處 9月、 5月，並定應執行刑 1年確定（下稱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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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因販賣第一級毒品案件（即編號 3至編號 8、編號 11至

編號 14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1年度訴字第 112

號判處應執行刑 17年 8月，又經臺灣高等法院以 102年度

上訴字第 2658號判決撤銷一審部分判決並駁回部分上訴

，且改判應執行 17年 2月，再經最高法院 103年度台上字

第 1689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下稱丙案）。嗣經臺灣

高等法院以高院 4364號裁定，將丙案拆開，就前開 3案重

新定應執行刑，乃將編號 1至編號 8所示 8罪定應執行刑 15

年 10月，編號 9至編號 14所示 6罪定應執行 15年 10月。有

各該案卷、判決書及被告之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足稽。

高院 4364號裁定重新定刑雖非無見，然被告所犯編號 3至

編號 8、編號 11至編號 14共 10罪，業經法院以丙案判決定

應執行刑確定，乃檢察官竟從中就編號 3至編號 8部分，

再聲請與編號 1至 2部分併定應執行刑；另聲請就其中編

號 11至 14部分，再與編號 9至 10部分併定其應執行刑，既

無就丙案原定執行刑之 10罪刑，增加合於定應執行刑要

件之他罪刑，又無原定執行刑之數罪中部分罪刑因非常

上訴、再審程序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

致原裁判定刑基礎變動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高院

4364號裁定竟均予以定刑，顯係就已經裁判定應執行刑

確定之數罪，針對其中部分罪刑再重複聲請另定其應執

行之刑，依前開說明，顯然違背一事不再理原則，而有

違背法令之情形。  

二、又按法律上賦予法院或法官自由裁量之事項，並非得恣

意任為或毫無限制，而須在法規或法律原則之規範界限

內，衡酌個案之具體情況，為公平、合理、適當之裁決

。是於裁量時，自須受法律規範之目的、精神、理念及

法律秩序所指導。又刑法第 50條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

罪者，併合處罰之，屬強制規定，目的在使被告得依同

法第 51條各款規定，享有併合處罰、限制加重刑罰之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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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利益。裁判確定前犯數罪符合併合處罰之案件，有二

以上之裁判，應依刑法第 51條第 5款至第 7款定應執行之

刑者，最後事實審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77條第 1項規定，聲請該法院裁定之，乃檢察官為被告

之利益而為聲請，法院於定應執行之刑時自不得諭知較

重於原裁判合併刑期之總和，否則即有違數罪併罰禁止

不利於被告之恤刑立法目的（最高法院 98年度台抗字第

697號裁定參照）。查高院 4364號裁定將編號 1至編號 8所

示 8罪定應執行刑 15年 10月；編號 9至編號 14所示 6罪定應

執行刑 15年 10月，合計為 31年 8月。惟前開甲、乙、丙 3

案之原執行刑分別為 1年 1月、 1年、 17年 2月，合計為 19

年 3月。高院 4364號裁定結果重於該 3案原執行刑之總和

，顯較未裁定前更不利於被告，其裁量權之行使，違反

數罪併罰之恤刑立法目的，亦屬違法。  

三、復按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第 2項、第 3項，已針對第二審上

訴案件之定應執行刑，明定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

用；而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有應更定執行刑之情形

，倘數罪之刑，曾經定其執行刑，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

刑定執行刑時，在法理上亦應同受此原則之拘束（最高

法院 103年 9月 2日第 14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是另定

之執行刑，其裁量所定之刑期，不得較重於前定之執行

刑加計後裁判宣告刑之總和。倘法院重新裁量另定之執

行刑，較重於前定之數執行刑加計後裁判宣告刑的總和

，即屬違背法令。查高院 4364號裁定編號 1至編號 8所示 8

罪所定執行刑（ 15年 10月），與編號 9至編號 14所示 6罪

所定執行刑（ 15年 10月）之總和（ 31年 8月），較重於本

件 14罪刑先前所定執行刑之總和（甲案即編號 1、編號 2

定 1年 1月 +乙案即編號 9、編號 10定 1年 +丙案即編號 3至編

號 8及編號 11至編號 14定 17年 2月 =19年 3月），顯有違不

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而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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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另按基於無責任即無刑罰之憲法原則，刑罰須以罪責為  

基礎，俾與罪責相對應。亦即國家所施加之刑罰須與行

為人之罪責相當，使罰當其罪，刑罰不得超過罪責，乃

憲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司法院釋字第 755號解釋理由書

參照）。此於數罪併罰應定其執行刑同有適用，依刑法

第 51條第 5、6、7各款所定之應執行刑，採限制加重主義

，其旨亦同。是法院定應執行刑如不符合罪刑相當之憲

法原則，則罰過其罪，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

應負擔之罪責，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有違

憲法第 8條第 1項所保障之人身自由，亦違背罪刑相當原

則及比例原則（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非字第 20號判決參照

）。查高院 4364號裁定結果合計為 31年 8月，較原執行刑

之總和 19年 3月高出 12年 5月，其定應執行刑係原執行刑

之 1.645倍，顯然罰過其罪，致被告之刑罰遠超過其罪責

，人身自由遭受過苛之侵害，依前開說明，高院 4364號

裁定違反憲法第 8條第 1項所保障之人身自由，亦違背罪

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  

五、末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

訴訟法第 378條定有明文。又定執行刑之裁定，與科刑之

判決有同等效力，其確定裁定違背法令，自得提起非常

上訴。據上論結，高院 4364號裁定違背一事不再理原則

、數罪併罰之恤刑立法目的及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並

違反憲法第 8條第 1項所保障之人身自由，且違背罪刑相

當原則及比例原則，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原

裁定疏未注意高院 4364號裁定有前開違法情事，亦疏未

注意被告抗告時已提出：高院 4364號裁定有違數罪併罰

之恤刑立法目的、丙案 10罪不得拆開定刑、違反一事不

再理原則等事由（詳見被告所提抗告狀、抗告補呈理由

狀，該 2狀附於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抗字第 191號卷第 3頁

至第 11頁），竟以被告抗告無理由，維持高院 4364號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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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駁回被告之抗告，原裁定亦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  

背法令。  

六、案經確定，且對被告不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

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及救濟。  

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台非字第 102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黃○玉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定應執行刑案

件，對於本院中華民國 104年 3月 26日第三審確定裁定（ 104年

度台抗字第 191號，聲請案號：臺灣高等檢察署 103年度執聲

字第 1930號），認為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裁定及第二審裁定均撤銷。  

檢察官之聲請駁回。  

    理   由  

本院按：定應執行刑之裁定，與科刑判決具有同等效力，倘

有違背法令，且於被告不利者，得對之提起非常上訴。而刑

法第 51條就有期徒刑之數罪併罰定其應執行刑者，係採限制

加重原則，乃為避免採併科原則，可能導致刑罰偏重而過苛

，不符現代刑法之社會功能，如採吸收原則，可能導致評價

不足，反有鼓勵犯罪之嫌。是採行限制加重原則，其旨在使

各罪中最早判決確定前所犯數罪，得僅受一次刑罰之執行，

俾與憲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相合。又一人犯數罪，若係分別

繫屬，各別受裁判並先後確定，且均係最先裁判確定前所犯

而符合併罰之情形，倘依刑事訴訟法第 477條第 1項規定，再

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時，鑒於數罪併罰之定應執

行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本含有恤刑之性

質，則於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有應更定執行刑者，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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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該各所定執行刑已由內部界限轉化為外部界限。則其裁

量所定之刑期，不得較重於前定之執行刑加計後裁判宣告之

刑之總和，否則即有違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而屬違背法令

。查臺灣高等法院 103年度聲字第 4364號裁定（下稱高院 4364

號裁定）將其附表（下稱附表）編號 1至編號 8所示 8罪定應執

行刑有期徒刑（下略） 15年 10月；編號 9至編號 14所示 6罪定

應執行刑 15年 10月，合計為 31年 8月。惟就附表編號 1、2部分

，前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 99年度審訴字第 2079號判決各判

處 9月、 6月，並定應執行刑 1年 1月確定（下稱甲案）；附表

編號 9、 10部分，經該院以 100年度審訴字第 1397號判決各判

處 9月、5月，並定應執行刑 1年確定（下稱乙案）；而附表編

號 3至 8、 11至 14部分，經同院 101年度訴字第 112號判處應執

行刑 17年 8月後，再經臺灣高等法院以 102年度上訴字第 2658

號判決撤銷一審部分判決並駁回部分上訴，且改判應執行 17

年 2月，嗣再經本院 103年度台上字第 1689號判決駁回上訴而

確定（下稱丙案）。上開甲、乙、丙 3案之原定執行刑分別為

1年 1月、1年、17年 2月，合計為 19年 3月。而臺灣高等檢察署

檢察官（下稱高檢署檢察官）以該署 103年度執聲字第 1930號

聲請書，將丙案各罪割裂後，另與甲案、乙案組成附表編號 1

至 8、編號 9至 14共 2集團向臺灣高等法院聲請分別定其執行刑

。固曾以「受刑人是否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記載本件 3案

交予被告黃○玉勾選簽署，表明其請求就得易科罰金之罪與

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合併定其應執行刑之旨。然稽之該調查表

所載 3案並非皆在最先判決確定即民國 99年 12月 23日前所犯

，且依聲請意旨係將之分為 2集團，若以 2定應執行刑接續執

行，其結果在客觀上顯然不利於被告原已確定所定之執行刑

接續執行之結果。而聲請人即高檢署檢察官於聲請時亦未說

明該 3案如再予重新組合聲請定應執行刑結果，係如何對被告

更有利之情形。綜此，本件依聲請意旨重新定 2應執行刑並接

續執行，既在客觀上顯不利於被告，且復無另為組合而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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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利於被告之可能，高院 4364號裁定遽准其聲請而同為分

成兩組定其應執行刑，合計為 31年 8月，較原 3案所定執行刑

之總和 19年 3月高出 12年 5月，致被告之刑罰遠超過其已確定

之罪責，除有悖於數罪併罰之恤刑目的及不得更為不利益之

拘束原則外，亦違反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自有適用法則不當

之違法。本院原確定裁定未加糾正，仍予維持，駁回被告之

抗告，同有違誤。案經確定，且不利於被告，非常上訴意旨

執此部分以為指摘，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確定裁定及第

二審裁定均予以撤銷，並駁回檢察官在第二審之聲請，期臻

適法，以為糾正，兼資救濟。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7條第 1項第 1款，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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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七案】： 110年度非字第 397號 
壹、標題：  

上訴範圍及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其罪名與刑度之比較法

則。  

貳、爭點：  

一、裁判上一罪，大法庭承認當事人有一部上訴權後，無罪

（重罪）部分如被告與檢察官皆未上訴，僅被告就有罪

（輕罪）為一部上訴時，法院能否仍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但書規定，就改判重罪？  

二、適用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後，法院固不能改判較重之刑

度，但能否改判較重罪名？  

三、適用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時，所謂不得改判較重刑度，

是與原第一審之刑度比較或是被撤銷之二審刑度比較？  

參、關係條文：  

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  

肆、非常上訴理由：  

一、本案歷審審判過程  

本案被告吳○成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101

年度偵字第 12307號、第 15116號、第 23158號 )，以涉嫌

受賄縱放被告劉○驛，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5款

違背職務之行為期約賄賂罪，提起公訴。一審（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 101年度矚訴字第 31號）判決被告所為係犯貪

污治罪條例第 7條、第 4條第 1項第 5款之有調查職務人員

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期約賄賂罪 (下稱甲罪 )，及刑法第

163條第 1項之縱放人犯罪（下稱乙罪），二罪為想像競合

依刑法第 55條前段，從一重論以甲罪，處有期徒刑 11年

，褫奪公權 5年。案經被告上訴，二審（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上訴字第 2233號）判決甲、乙二罪皆無罪。案經檢

察官上訴，三審（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116號）撤

銷發回。更一審（臺灣高等法院 106年度重上更 (一 )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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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號）撤銷一審判決，改判乙罪有罪，處有期徒刑 6月，

甲罪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嗣僅被告就乙罪提起上訴，甲

罪檢察官未上訴。結果三審（最高法院以 107年度台上字

第 2777號）撤銷更一審判決，發回更審時併判示：「原判

決甲罪部分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應併予發回。」。更二

審（臺灣高等法院 108年度重上更二字第 37號）審理後認

甲、乙皆有罪後，維持一審判決，駁回被告上訴。被告

再上訴，三審（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 2788號）再駁

回上訴。本案最終以甲、乙二罪皆有罪，處有期徒刑 11

年，褫奪公權 5年確定。  

二、本案法律爭點及提起非常上訴之理由  

就本案檢察官以裁判上一罪起訴甲、乙二罪，更一審為

乙罪有罪，處有期徒刑 6月，甲罪不另為無罪諭知，僅被

告就乙罪有罪部分上訴，經三審撤銷更一審，諭知甲、

乙二罪全部發回後，最終以甲、乙二罪皆有罪，處有期

徒刑 11年，褫奪公權 5年確定之案件。其法律爭點即：裁

判上一罪僅被告一部上訴（或檢察官為被告利益一部上

訴）時， (一 )法院應「如何審」？ (二 )罪刑應「如何判

」？前者涉及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 348條裁判上一

罪一部上訴時，上訴審法院（包括受發回更審法院）得

調查審理之範圍。後者涉及第 370條第 1項依不利益變更

禁止原則，法院得宣判罪名及刑度之範圍。此二個問題

，基於罪刑之「審」與「判」範圍，本即相互關聯，法

理相通，前者解釋所採之應然法理，勢必影響後者解釋

之當然結論。從而，對此二個法律爭點，應本同一法理

為統一解釋，不宜各自分別解釋，否則會造成前後法則

適用之矛盾。茲就本案法律爭點，何以必須為前後統一

解釋之關聯性，說明本案應提起非常上訴之理由如下：  

(一 )就前者言，即裁判上一罪僅被告（包括檢察官）一部上

訴時，上訴審法院（包括受發回更審法院）得調查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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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範圍，有下列三說：甲說：不承認裁判上一罪之被告

（或檢察官）有一部上訴權。基於審判不可分，縱一部

上訴，仍發生全部移審上訴審之效果。採此說者，即最

高法院 64年度第 3次刑庭庭推總會議之決議。理由：雖本

法第 348條明定被告有一部上訴權，但基於裁判上一罪審

判不可分及本法第 348條第 2項之規定，解釋上僅限數罪

併罰案件始有一部上訴權，不及裁判上一罪之案件。故

裁判上一罪縱僅被告就乙罪有罪部分為一部上訴時，依

基於審判不可分原理，其有關係之甲罪無罪部分，應視

為已上訴，併發生移審三審法院（受發回之更審）之效

果，第三審法院自得就甲乙二罪之全部事實為審判。如

被告為其利益上訴，第三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者：第

三審判決主文應記載「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於理由載明原判決認為無罪部分，因與發回部分有審判

不可分關係，一併發回更審。受發回之第二審法院，依

刑事訴訟法第 348條第 2項規定，應就全部事實重為審判

。乙說：承認裁判上一罪，被告有一部上訴權。故甲罪

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不生移審效果。並於上訴權人

之上訴期間最後屆滿時，即告確定。採此說者即最高法

院刑事大法庭裁定 109年度台上大字第 3426號裁定（下稱

大法庭裁定）。理由： (1)除應依職權上訴之案件外，檢

察官或自訴人於第二審判決後，不續行追訴，或當事人

對第二審判決並無不服，第三審法院即無逕行審判而糾

正錯誤可言，以尊重上訴權人一部上訴之權利。且檢察

官對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並未不服，倘僅因被告提起上

訴，其上訴為有理由時，即適用審判及上訴不可分之規

定，一概將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併同發回第二審更為審

理，不僅不尊重被告一部上訴之權利，且有礙被告接受

公平、迅速審判之訴訟權益。此相較於檢察官違反前述

限制上訴之規定，對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提起第三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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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被駁回時，反而使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確定之情

形，前者無異懲罰僅就有罪部分提起上訴之被告，有違

事理之平。(2)基於尊重當事人一部上訴權，以及國家刑

罰權之實現植基於追訴權行使之法理，就第一、二審判

決理由內，均說明不另為無罪諭知者，於檢察官未就該

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之情形，採取體系

及目的性限縮解釋，認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已非第

三審審理之範圍，並無上開審判及上訴不可分規定之適

用，而限縮案件單一性之效力。換言之，於此情形，該

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因不生移審效果，於上訴權人上

訴期間最後屆滿時即告確定，倘三審法院就上訴部分撤

銷發回更審時，自無將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一併發

回之必要，庶免該部分懸而未決，以貫徹憲法第 16條保

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3)依「無不服，即無審查」之上

訴權核心理念。以上訴乃對判決不服而請求救濟之制度

，上訴所主張之內容自應有上訴利益，「無利益，即無上

訴」可言，而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之判決，對於提起上

訴之被告，顯無上訴利益。從而，於第一、二審判決理

由內均說明不另為無罪諭知者，檢察官對該不另為無罪

諭知部分並未聲明不服之情形，當事人既無意就不另為

無罪諭知部分聲明第三審上訴，而將之排除在攻防對象

之外，該部分自非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基於法之安

定性，及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應認該部分並非

第三審審判範圍，如此始無違第三審為法律審之本旨，

避免被告受突襲性裁判。丙說：基於審判不可分，不承

認裁判上一罪之被告有一部上訴權。雖一部上訴等同全

部移審上訴之效果。但就甲罪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三

審及更二審皆不得調查審理。採此說者，即日本最高法

院實務見解。學者稱此說為「攻防對象論」。理由：日本

刑事訴訟法第 357條雖與我國第 348條同樣規定：「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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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對裁判之一部為之。未聲明為一部上訴者，視為全部

上訴。」故當事人當然可以一部上訴。惟所謂一部上訴

，限於裁判內容可分者。由於包括一罪及科刑上一罪（

即裁判上一罪），因也是一罪，當然為不可分。故當事人

即使就其一部上訴，也視為對全部上訴。結果等同我國

第 348條第 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

分，視為亦已上訴。」。何以日本不採乙說之「僅當事人

一部上訴，不生移審效果，於上訴權人之上訴期間最後

屆滿時，即告確定。」，其理由乃裁判上一罪，原審法院

為部分有罪；部分不另為無罪諭知時，基於無罪與有罪

不生審判不可分關係，僅有罪與有罪始有審判不可分之

關係。因此，僅被告就有罪之一部上訴，與僅檢察官就

無罪之一部上訴，於三審撤銷發回更審時，就會發生二

者審判之不可分效力有別之問題。亦即，前者在二審確

定之無罪部分，與被告有罪一部上訴經三審撤銷發回部

分，此時採乙說認「當事人皆未上訴之無罪部分，不生

移審效果，於上訴權人之上訴期間最後屆滿時，即告確

定」。受發回法院得就三審撤銷發回部分，單獨審判，因

無罪與有罪不生審判不可分之關係，故理論上固無問題

。但後者，當僅檢察官就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上訴時，

則在二審確定之有罪部分，與檢察官無罪一部上訴經三

審撤銷發回部分，基於有罪與有罪有審判不可分關係，

此時採乙說之「當事人皆未上訴部分，不生移審效果，

於上訴權人之上訴期間最後屆滿時，即告確定」。即會發

生受發回之二審法院，當不另為無罪之甲罪部分，被三

審撤銷發回，更二審改認甲罪有罪時，如何將甲罪與乙

罪皆有罪之審理結果，併案判決之問題。故日本不採乙

說。而採只要是對科刑上一罪為一部上訴，觀念上案件

即全部移審繫屬於上訴審。但為尊重當事人未就無罪部

分以上訴聲明不服之意思，故成為上級審審判對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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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限有罪上訴部分，不及無罪移審部分。故上訴審所為

之職權調查，即不得及於無罪部分而變更之。此可參之

日本大法庭判例 (最大昭和 46.3.24刑集 25.2.293所謂新

島飛彈試射場案件 )認為：「對於以牽連犯或包括一罪起

訴的事實，認定其一部有罪，而對其餘事實在理由中說

明無罪的一審判決，當中僅被告聲請上訴時，包括無罪

部分在內，雖均移審繫屬於上訴審。不過，基於當事人

主義的原則及上訴審之權利救濟性質，既然上述無罪部

分不存在被告聲明不服之利益，且檢察官沒有上訴，則

該無罪部分即應置於當事人攻擊防禦對象外，從而法院

職權調查範圍即應以有罪部分為限。不及於被告上訴未

涉及的無罪部分。」。亦即實質上承認：科刑上一罪僅被

告就一部上訴時，對法院往被告不利方向之職權調查設

下限制。學說稱此理論為「攻防對象論」(參見日本刑事

程序法入門，三井誠著，陳運財譯，頁 294-295)。雖此

法理，仍有人批判：一方面既承認包括無罪部分，全部

公訴事實皆移審繫屬上訴審，同時卻又認對該部分不能

為審判，這是自相矛盾。但學者認「既構成概括一罪或

裁判上一罪之各部分，在實體法上都各自能具備一個犯

罪構成要件，在訴訟法上也應可以作為各別訴因（審判

對象）而獨立。況檢察官知第一審已將包括一罪及裁判

上一罪之一部為無罪判決，當其決定不對該無罪部分繼

續追訴處罰而未提起上訴時，等同起訴時將包括一罪及

裁判上一罪之一部訴因 (即審判對象 )從中排除一樣，可

以認為檢察官已放棄該部分追訴處罰之意思。因此應認

法院不許對該部分進行職權調查。（日本刑事訴訟法要義

，土本武司著，董璠輿、宋光輝譯，五南圖書， 85年初

版，頁 409）。最近之日本判例仍重申攻防對象論之法理

，表示「第一審判決因無法認定被告成立本位訴因之營

利開設賭場共同正犯，惟已認定其成立預備訴因之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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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賭場幫助犯，對此判決，僅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

檢察官並未聲明上訴時，如第二審依職權就本位訴因加

以調查，而自為有罪判決者，因已踰越發動職權所容許

之範圍，即屬違法（最決平成 25.3.5刑集 67卷 3號 267頁

）」。換言之，若更二審以不可分為由，開啟職權調查，

合併為有罪之認定，則該更二審判決即違法（宇藤崇、

松田岳士、堀江慎司，第二版，有斐閣，2018年 2月，515

頁。 525頁）。  

綜上分析，可知就裁判上一罪僅被告（包括檢察官）一

部上訴時，上訴審法院（包括受發回更審法院）得調查

審理範圍之問題，昔日實務採甲說之見解者，業經最高

法院大法庭裁定變更見解改採乙說，則基於大法庭裁定

上述採乙說之法理，可知裁判上一罪，當僅被告就更二

審有罪之乙罪一部上訴，檢察官就不另為無罪諭知之甲

罪未上訴時，甲罪於二審檢察官上訴期滿日，即已確定

。如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時為：「原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部

分之甲罪，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應併予發回。」之諭

知，應認其諭知違法而無效。不生發回移審更二審之效

果。此時，更二審僅應就乙罪，依其審理結果分別逕為

有罪或無罪之宣告。不必就甲罪以其已確定為由，再為

免訴判決。否則本案之甲罪，會同時存在有罪及免訴二

個衝突之判決。從而，本件原判決在更二審時，仍將甲

罪納入審判範圍，並認被告甲乙二罪犯行明確，因而駁

回上訴，維持一審有罪之判決，即與上開大法庭裁定之

法則相背。固然大法庭裁定揭示之新法則，是在原判決

之後始公布，不能指原判決違反大法庭裁定法則，即屬

違法。惟因大法庭裁定之新法則，目前僅解決第三審及

更二審審判範圍之問題（如何審？），未及後續之更二審

判決面對不利益變更禁止法則應如何適用之問題（如何

判？）。為全面解決二個問題，本諸法律解釋之法理一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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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自應本諸上述大法庭裁定之相同法理，檢討迄今有

關不利益變更禁止法則之審判實務舊見解，並提出變更

後之新見解如下：  

(二 )就僅由被告提起或為被告利益上訴之案件，就後續更二

審判決面對不利益變更禁止法則應如何適用，尚有二個

問題待解決，即 (1)更二審能否宣告為較重之罪名及刑度

？ (2)判斷刑度是否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之標準，是以前

審刑度或一審之刑訴相比？就此問題，法制設計有二類

，茲分析如下：

甲類：(1)不但得宣告更重之罪名，亦得宣告更重之刑度

。且 (2)判斷刑度是否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之標準

，是以現在之更審與一審之刑度相比，不是與被

聲請不服之前審 (更一審 )之刑度相比。採此法制

者即我國現行法制。理由：(1)就是否得宣告更重

之罪名及刑度，因本法第 370條第 1項但書設有  「

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者，不在此限

」之不利益變更禁止例外規定。結果，係指舉凡

變更原審判決所引用之刑罰法條（無論刑法總則

、分則或特別刑法，均包括在內），皆不受上訴不

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限制，俾合理、充分評價行

為人的犯行，以實現實體的正義（ 106年度台上字

第 2263號刑事裁判）。故只要更二審認定原無罪之

甲罪應成立重罪，或原有罪之乙罪應論以更重情

節之罪名時（如未遂變既遂，幫助變正犯，單獨

犯變結夥）時，則更二審不但得論以更重之罪名

，並得處以更重之刑度。(2)就判斷刑度是否違反

不利益變更禁止之標準，因本法第 370條第 1項之

法條用語是：「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

決之刑」，且迄今我國實務見解皆認：「刑事訴訟

法第 370條有關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規定，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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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除因第一

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者外，第二審法院不

得諭知較重於第一審判決之『刑』而言，至於上

訴人對該部分之第二審判決不服，提起第三審上

訴，經本院將該部分之第二審判決撤銷發回原審

法院更審，是原審法院更審前之第二審判決，既

經本院撤銷，已失其效力，原審更審後之判決自

不受其拘束，與被撤銷之更審前判決更無所謂不

利益變更禁止之問題。」（ 90年度台上字第 639號

、 89年度台上字第 2102號。）結果，判斷刑度是

否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之標準，是以現在之更審

與一審之刑度相比，不是與被聲請不服之前審 (更

一審 )之刑度相比。  

乙類： (1)僅得宣告更重之罪名，不得宣告更重之刑度，

且 (2)判斷刑度是否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之標準

，是以現在之更二審與被聲請不服之前審 (更一審

)之刑度相比，不是與一審之刑度相比。採此制者

即德日法制。詳述如下：  

1、德國法制：  

(1)是否得宣告更重之罪名及刑度，依德國刑事訴訟法

第 331條就「事實審」之上訴，明定：「事實審之上

訴，若僅由被告提起或為被告利益而由檢察官或被

告之法定代理人提起時，不得對原判決在犯罪法律

效果之種類及刑度上，為不利被告之變更。」，同法

第 358條第 2項復就「法律審」之上訴，明定：「僅由

被告提起或為其利益由檢察官或其法定代理人提起

法律審上訴者，不得對於被聲請不服之判決，在犯

罪法律效果之種類及刑度上，為不利被告之變更。

」。其稱「犯罪之法律效果」者，指德國刑法第三章

(第 38條以下 )所規定，因違法犯罪行為而要施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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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效果，包括刑罰 (徒刑、罰金、禁止駕駛、褫奪

公 權 ) 、 保 安 處 分 、 沒 收 ( M ü . K o S t P O / 

uentin,Aufl.2016,StP § 331 Rn.10.）。稱「犯罪

法律效果之種類」不得加重者，例如不得以徒刑取

代罰金刑，就算有宣告緩刑亦然；但可以罰金刑取

代徒刑 (注意換算標準 )，就算徒刑有宣告緩刑；也

可 以 罰 金 刑 加 上 禁 止 駕 駛 取 代 徒 刑 。

( M e y e r - G r o ß n e r / S c h m i t t , B e c k 

KurzkommentareStrafprozessordnung61.Aufl.,20

18,§331Rn.13.)。稱「犯罪法律效果之刑度」不得

加重者，於罰金刑的情形，日額罰金的金額及總額

都不得增加；徒刑的情形，不得提高，就算去掉一

併 宣 告 的 罰 金 刑 ， 也 不 得 提 高 ； 個 別 宣 告 刑

(Einzelstrafe)及應執行刑 (Gesamtstrafe)均有不

利益變更禁止之適用。保安處分原則上也適用第 331

條第 1項之規定，僅同條第 2項所稱之安置精神病醫

院或戒癮處所之命令，可以僅基於被告之上訴而命

令 之 。 ( M ü K o S t P O / u e n t i n , 1 . A u f l . 2 0 1 6 , 

stop§331Rn.16,17,18,22)，只要被告不是僅將其上

訴限縮在法律效果的部分，被告就必須承受罪責可

能會變更。例如：就算一審認定是秩序違反行為而

僅判處罰鍰，上訴後也可在維持罰鍰的處罰之下，

認定為是刑事犯罪行為；上訴審法院也可認定為一

個行為，而非數行為，就算區法院曾部分宣告無罪

( M e y e r - G r o ß n e r / c h m i t t , B e c k ’  

c h e K u r z k o m m e n t a r e  t r a f p r o z  e s s o r d n u n g 

61.ufl.,018,§331Rn.8.)。德國之不利益變更禁止

原則，不適用於罪責的宣告，上訴審因此得為不利

被告而為變更罪責的宣告，例如較重之罪、既遂而

非未遂、共犯而非幫助犯，或是不利的情狀，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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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業 、 完 全 責 任 能 力 而 非 限 制 責 任 能 力

(MüKoStPO/Quentin,1. Aufl.2016,StPO§331Rn. 

17.)。總之，因不利益變更之禁止，只是就刑罰而

言，非就罪責而言，例如，僅被告就其一審被判竊

盗有罪處 60日率，每日率折算 50馬克之罰金案件上

訴時，縱二審認定被告應構成強盗罪，雖得改論被

告以強盗罪名，但刑度亦僅能處罰同樣的罰金刑度

。如二審將處罰之日率數提高即不合法（參見德國

刑事訴訟法 ClausRoxin著，吳麗琪譯，三民書局 87

年初版，頁 567-568）。可知在德國法制，僅由被告

提起或由檢察官為被告利益而上訴之案件，雖得較

前審論以更重之罪名，但不得量處更重之刑度。  

(2)就判斷刑度是否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之標準，依德

國刑事訴訟法第 331條及第 358條第 2項之法條用語

是：不得對「原判決」…，為不利被告之變更及不

得對於「被聲請不服之判決」，為不利被告之變更。

結果判斷刑度是否違反不利益禁止時，亦是以現在

之更審與被聲請不服之前審刑度相比，不是現在之

更審與一審之刑度相比。  

2、日本法制：  

(1)是否得宣告更重之罪名及刑度，日本法制之不利益

變更禁止原則，最早基於刑事政策，認上訴本為提

供當事人誤判之救濟制度，以改判重刑絕非被告上

訴之本意，為讓被告安心上訴，不致對上訴權之行

使（二審、三審）感到猶豫之考量。故刑事訴訟法

第 402條、414條乃規定：「被告提起二審上訴或為被

告利益提起上訴之案件，不得宣告較重於原判決之

刑。」（最大判昭 27.12.2412刑集 3卷 11號 1363頁）。

但近日多數學者改從上訴審之當事人主義構造，及

上訴本為上訴人尋求利益之救濟制度性格，認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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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變更禁止原則，乃作為法律救濟手段之上訴審，

為保障同為訴訟主體之被告權益，用以限制法院量

刑權限及檢察官追訴行動之原則（高田昭正，刑事

訴訟の構造と救濟，成文堂， 1994年，頁 223，田宮

469頁，福井， 382頁，鈴木，頁 255）。本此原則，

即使檢察官、被告皆上訴，但檢察官之上訴遭無理

由駁回時，亦應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白

取佑司，刑事訴訟法第 4版，日本評論社， 2007，頁

432）。可知，雖日本法制無如我國第 370條第 1項但

書「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者，不在此

限」之不利益變更禁止例外規定。但日本實務皆認

，依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僅重在更審後之「刑度

」，不是「罪名」，故僅被告上訴或為被告利益上訴

之案件，雖不妨上級審論斷更重之罪名，但仍限制

上級審不得論處更重之刑度，結果縱量刑結果，可

能論處之刑度低於論斷重罪之法定刑度，但也不得

不如此（日本刑事訴訟法要義，土本武司著，董璠

輿、宋光輝譯，五南圖書， 85年初版，頁 420）。俾

使不利益變更禁止之運作，兼顧發現真實之公益（

罪名可以加重）及被告一部之上訴利益（但刑度不

可加重）。  

(2)其次就判斷刑度是否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之標準，

依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402條、414條則規定：「被告提

起二審上訴或為被告利益提起上訴之案件，不得宣

告較重於原判決之刑。」，從其法條用語是：不得宣

告較重於「原判決」之刑，不是一審之刑。可知，

判斷刑度是否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是以現在之更

二審與被聲請不服之前審 (更一審 )刑度相比，不是

更二審與一審之刑度相比。  

3、綜上德日法制分析，核皆與我國現行法制及實務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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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則不同。從而可發現本法第 370條第 1項之規定

，目前有下列三個問題之實務見解，應予立即變更

者如下：  

(1)第一個問題即：即本法第 370條第 1項後段但書「但

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者，不在此限。

」。此「不利益變更禁止例外」之但書規定，若依上

述大法庭裁定採乙說之相同法理，應認已違憲，理

應聲請釋憲停止適用？或再以大法庭裁定為排除適

用之限縮解釋？蓋因迄今實務依本法第 370條第 1項

：「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

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但因原審判決適

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者，不在此限」之規定。故最

高法院一向皆認：「上開但書規定，係指舉凡變更原

審判決所引用之刑罰法條（無論刑法總則、分則或

特別刑法，均包括在內），皆不受上訴不利益變更禁

止原則之限制，俾合理、充分評價行為人的犯行，

以實現實體的正義（ 106年度台上字第 2263號刑事裁

判）」。結果，當僅被告上訴或檢察官為被告利益上

訴之案件，縱更一審時本已受較輕罪刑判決之被告

，只要因第一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者，即可

能因其一部上訴反而改判更重之罪名及刑度。故本

法第 370條但書之規定，對已預知其一部上訴可能更

被重判之被告言，或因而不敢為其訴訟利益而為一

部有罪上訴，實無異剝奪其行使一部上訴之訴訟受

益權。對無預知其上訴可能更被重判之被告言，基

於對原審僅宣告輕罪輕刑之信賴，其本為自己利益

而為一部上訴之結果，事後竟被重判，實無異法院

予突襲性重懲。尤其考量，被告蒙受更重罪名及刑

度之不利益改判，竟係應歸責於原 (或前 )審法院適

用法條不當之司法誤判，而非應歸責於被告之事由

303



，如此豈符事理之平。故依大法庭裁定之相同法理

，可知我國本法第 370條但書之規定，縱昔日刑事訴

訟構造，因刑事訴訟之本質，重在發見真實以實現

正義，故在法院職權調查主義下，才會有如此嚴苛

之但書規定。但在今日刑事訴訟已改採當事人進行

主義及彈劾主義為基礎構造下，基於刑事被告基本

人權之保障，理應更重於實體正義之實現，上訴程

序本應更重視程序進行之正義。故不但憲法第 8條強

調人身自由之剝奪，應循正當法律程序，第 16條更

強調刑事被告之上訴權本質乃司法受益權，在當事

人皆無爭議而未以上訴請求救濟或改判之情況下，

法院之審判權即應予充分尊重並限縮。以僅被告上

訴，或檢察官為被告利益而上訴之案件，既檢察官

對被告為其利益之上訴，都無異議，則任令更審法

院得依職權突襲性判處更重之罪名及刑度，不但已

然侵害憲法第 16條保障之刑事被告一部上訴權益，

併違反憲法第 8條之正當法律程序，自屬違憲。此可

佐之日本及德國就不利益變更禁止之法制及實務，

皆未設有如我國第 370條但書之例外規定，不採對被

告一部上訴權如此不利之嚴苛法制設計。益見本條

但書規定不但違憲，且違反保障刑事被告基本人權

之普世價值。  

(2)第二個問題，苟本法第 370條第 1項但書之不利益變

更禁止原則例外規定，經排除適用後，本法第 370條

第 1項前段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性規定，仍有適用

，則如本案經更二審審認後，認乙罪仍為有罪時，

則所謂不利益變更禁止，究指不論罪名或刑度皆不

得加重？或者只要刑度不加重，仍可以加重罪名？

就此法律問題，基於不利益變更重在禁止刑度之加

重，不重在禁止罪名之加重之法則，為使不利益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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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禁止之運作，兼顧發現真實之公益（罪名可以加

重）及被告一部之上訴利益（但刑度不加重），本法

第 370條第 1項前段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應採德

日法制之解釋。即亦即上級審雖不妨論斷比原判決

更重之罪名，但仍不得宣告比原判決更重之刑度。

縱此時，量刑結果可能宣告之刑度低於宣告重罪之

法定刑度，但為兼顧發現真實之公益及刑事被告一

部上訴權益，實不得不如此。  

(3)第三個問題，即判斷刑度是否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

時，究應以更二審之刑度與被聲請不服之前審 (更一

審 )刑度相比，或應與一審刑度相比 ?就此問題，雖

迄今實務見解如前述皆認：「原審法院更審前之第二

審判決，既經本院撤銷，已失其效力，原審更審後

之判決自不受其拘束，與被撤銷之更審前判決更無

所謂不利益變更禁止之問題。」（ 90年度台上字第 639

號、89年度台上字第 2102號。）。從而判斷刑度是否

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時，是以現在之更審與一審之

刑度相比，不是與被聲請不服之前審 (更一審 )之刑

度相比。但基於苟被告不上訴，本來所受最重罪刑

，亦不過如更一審判決之罪刑。當其為自己利益行

使一部上訴權，俾獲取更輕罪刑之救濟時，竟因不

可歸責於己之原審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司法誤判事

由，遭致比前審更重之罪刑改判。此絕非憲法保障

被告一部上訴權益，及被告以上訴循求更輕罪刑救

濟之本意。為保障在刑事訴訟全程中已獲得輕罪輕

刑利益之刑事被告，仍可放心就現有之輕罪輕刑判

決，繼續行使一部上訴之訴訟權益，實現憲法第 16

條保障刑事被告刑事上訴受益權之本旨，現行法院

實務就不利益變更禁止之標準，所採應與一審刑度

相比，而非與被聲請不服之前審判決刑度相比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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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自應予變更。此佐之日德法制，皆採現在之更

審與被聲請不服之前審刑度相比，不是現在之更審

與一審之刑度相比。益證我國現行法制及實務運作

之法則，應予變更。  

綜上，本諸刑事被告一部上訴，乃憲法保障訴訟受益權之

本質；無爭議即無審理之上訴核心理念；當事人主義之上

訴審基本構造；及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本為提供當事人誤

判之救濟制度，改判重刑絕非被告上訴之本意，為讓被告

安心上訴，不致對上訴權之行使（二審、三審）感到猶豫

之立法政策考量，以本件被告在更一審改判被告乙罪有罪

，僅處有期徒刑 6月；甲罪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後，連檢察

官就被告為其利益之一部上訴，皆無異議情況下，僅因其

就乙罪為一部上訴，結果更二審審理範圍便可依職權納入

甲罪及乙罪，並認原一審結果所認被告有如原判決事實欄

所載甲罪及乙罪等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依想像競合

犯從一重論處被告共犯甲罪及乙罪，論處被告有期徒刑 11

年之罪刑。核原判決所持迄今最高法院上述 106年度台上

字第 2263號、90年度台上字第 639號、89年度台上字第 2102

號等刑事判決意旨之舊見解，駁回被告上訴後，突襲性的

重判被告 11年徒刑，懲罰為自己利益一部上訴之被告，縱

非無據。但既最高法院迄今舊實務見解所採之法理，核皆

與大法庭裁定之法理相背，且明顯侵害憲法保障被告一部

上訴權及違背不利益變更禁止之法則，即有適用法則不當

之違法，為維持法則解釋適用法理之一貫性，自應以非常

上訴糾正救濟之。復因本案涉及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見解

之重大變更，事關法律重要性原則，故建請或停止審判聲

請釋憲，或召開大法庭進行辯論，俾更新並統一上開法律

重要性原則之適用。  

三、案經確定，且於被告不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

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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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台非字第 142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吳○成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案件，對於臺灣高

等法院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24日第二審更審確定刑事判決（ 108

年度重上更二字第 37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101

年度偵字第 12307、15116、23158號），認為違背法令，提起

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本院按： (一 )本案被告吳○成因涉嫌受賄縱放犯人劉○驛，

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5款之違背職務期約賄賂罪

，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 101年度偵字第 12307號、

第 15116號、第 23158號提起公訴。嗣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 101

年度矚訴字第 31號判決論處被告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7條、第 4

條第 1項第 5款之有調查職務人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期約賄

賂罪（簡稱甲罪），及刑法第 163條第 1項之縱放人犯罪（簡

稱乙罪），二罪具有想像競合關係，依刑法第 55條前段從一

重論以甲罪，處有期徒刑 11年，褫奪公權 5年。被告不服提起

上訴，臺灣高等法院以 104年度上訴字第 2233號判決認被告涉

犯之甲、乙二罪皆無罪。檢察官不服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

經本院以 106年度台上字第 116號判決撤銷發回更審。臺灣高

等法院更一審（ 106年度重上更 (一 )字第 10號）判決撤銷第一

審判決，改判乙罪有罪，處有期徒刑 6月，甲罪則不另為無罪

之諭知。嗣僅被告就乙罪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對甲罪提起

上訴，本院以 107年度台上字第 2777號判決撤銷更一審判決，

發回臺灣高等法院更審，並於理由中說明：「原判決就被告

被訴涉犯甲罪罪嫌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基於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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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原則，應併予發回。」嗣臺灣高等法院更二審（ 108年

度重上更二字第 37號）審理後，認甲、乙二罪皆有罪，維持

第一審判決（即甲、乙二罪皆有罪，處有期徒刑 11年，褫奪

公權 5年），駁回被告之上訴。被告不服更二審判決（或稱原

確定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以 109年度台上字第 2788號判決

上訴駁回確定，有相關之起訴書、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以上事實自堪認定。 (二 )關於裁判

上一罪案件，經第二審法院就構成犯罪部分，為有罪之判決

，就不構成犯罪部分，因審判不可分關係，僅於判決理由中

說明，不在主文另為無罪之諭知。如被告為其利益上訴，第

三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者，第三審判決主文應記載「原判

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於理由載明原判決認為無罪部

分，因與發回部分有審判不可分關係，一併發回更審，固為

本院 64年度第 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所持之見解，惟上開決議所

指之情形，與本院最近所持見解（即 109年度台上字第 3426號

判決）認檢察官以裁判上或實質上一罪起訴之案件，其一部

於第一、二審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僅被告就得上訴第三審

之有罪部分提起上訴，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不生移審效果

，於上訴權人上訴期間最後屆滿時即告確定，並非第三審審

判範圍。倘本院就上訴部分撤銷發回更審時，自無將該不另

為無罪諭知部分一併發回之必要，庶免該部分懸而未決，以

貫徹憲法第 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所提及之情形並不

相同，非常上訴意旨稱本院已改變見解云云，尚有誤會。何

況本件被告涉犯之上開案件，臺灣高等法院 104年度上訴字第

2233號判決認被告涉犯之甲、乙二罪皆無罪。檢察官不服判

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本院以 106年度台上字第 116號判決撤

銷發回更審。臺灣高等法院更一審（ 106年度重上更 (一 )字第

10號）判決撤銷第一審判決，改判乙罪有罪，處有期徒刑 6月

，甲罪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亦即就被告涉犯之甲部分，「

第二審」即臺灣高等法院上訴審及更一審分別為無罪及不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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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罪之諭知，與上開本院最近所持見解（即 109年度台上字

第 3426號判決）認檢察官以裁判上或實質上一罪起訴之案件

，其一部於「第一、二審」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之情形並不

相同，尚難比附援引，非常上訴意旨執上開本院最近所持見

解，指摘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難認有理由。 (三 )由被告上

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

審判決之刑，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第 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即

所謂「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其意義在於被告不會因害怕

被第二審改判較重之刑而畏懼上訴，保障其上訴權  的行使。

此原則雖為保障被告上訴權而設，但發現真實為刑事訴訟的

基本原則，正確地適用法律，亦為法官憲法上之義務。另刑

事上訴制度除使當事人對於下級審判決不服之救濟途徑外，

亦有糾正違法失當判決的功能，是刑事上訴制度雖在維護被

告之審級救濟權利，藉以保護人權，但所謂人權非僅專指被

告之人權，尚包括被害人之人權，及整體國家社會法益在內

，是上級審如發現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即不受原審判決

量刑之限制。換言之，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一方面為了保障被

告之上訴權，設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規定，另一方面又為

兼顧實體真實之發現，設有例外規定以確保法律的正確適用

。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第 1項本文及但書之規定，本質上既為

保障被告之上訴權，又為兼顧實體真實之發現，因此於適用

時，自不得偏廢任一方。非常上訴理由稱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

第 1項但書之規定將無法有效保障被告上訴權之行使，有違憲

法第 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意旨云云，僅著重於被告利益之維

護，而忽略上開規定之另一立法目的，即「發見真實」，亦

非妥適。 (四 )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第 1項規定「由被告上訴或

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

決之刑。但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者，不在此限

。」上開條文係規定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

」之刑，而非規定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判決」之刑，與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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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意旨提及之德國及日本刑事訴訟法分別規定：不得對「

原判決」在犯罪法律效果之種類及刑度上，為不利被告之變

更；或被告提起二審上訴或為被告利益提起上訴之案件，不

得宣告較重於「原判決」之刑，尚有不同。非常上訴理由稱

，應參考德日法制對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意涵，將刑事

訴訟法第 370條第 1項「原審判決」，解釋為包括二審更審前

之判決云云，惟德日法制既屬外國法制，與我國規定並非全

然相同，無從以此逕認原確定判決係違背法令。至於後續修

法時是否改採德日相同之立法例，乃立法論之問題。 (五 )綜

上，原確定判決並無非常上訴意旨所指之違法情形，應認本

件非常上訴為無理由，予以駁回。至於非常上訴意旨認上開

足以影響裁判結果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重要性，而聲請以裁

定提案予大法庭裁判部分，本院認並不具有原則重要性，此

部分聲請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6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5   月    26   日  

310



【第廿八案】： 110年度非字第 494號 
壹、標題：  

證人保護法第 14條第 1項之適用要件。  

貳、爭點：  

一、證人事後翻異前詞，是否符合證人保護法第 14條第 1項減

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  

二、被告於歷審法院審理時，有無拒絕作證或反對接受對質

、詰問之情事？  

參、關係條文：  

證人保護法第 14條第 1項  

肆、非常上訴理由：  

一、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

訟法第 378條定有明文。次按證人保護法第 3條規定：「

依本法保護之證人，以願在檢察官『偵查中』或法院『

審理中』到場作證，陳述自己見聞之犯罪或流氓事證，

並依法接受對質  詰問之人為限。」同法第 14條第 1項規

定：「第 2條所列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偵查

中供述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正犯或

共犯之犯罪事證，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該案之其他

正犯或共犯者』，以『經檢察官事先同意者』為限，就

其因供述所涉之犯罪，減輕或免除其刑。」復按「證人

保護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揆其立法目的，係藉刑罰減免

之誘因，以鼓勵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使其勇

於供出與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共犯犯罪之

事證，以協助檢察官有效追訴其他共犯。故依法理，被

告或犯罪嫌疑人如有翔實供出與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

事項或其他共犯犯罪之事證，因而使檢察官得以有效追

訴其他共犯者，即應適用該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不因

其事後翻異前詞，而異其適用…。」「是檢察官既在取

供之初，已同意上訴人適用證人保護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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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而向上訴人取得與本件有關之重要供述，因而起

訴共犯…自符合上開減免其刑之要件…原判決亦以上訴

人事後翻異前詞為由，認不符證人保護法第 14條第 1項減

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自有未合。」（最高法院 101年度

台上字第 424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證人保護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第 2條所列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於偵查中供述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

其他正犯或共犯之犯罪事證，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該

案之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以經檢察官事先同意者為限，

就其因供述所涉之犯罪，減輕或免除其刑」。揆其立法

目的，係藉刑罰減免之誘因，以鼓勵刑事案件之被告或

犯罪嫌疑人，使其勇於供出與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

項或其他正犯或共犯犯罪之事證，以協助檢察官有效追

訴其他正犯或共犯。既稱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該

案之其他正犯或共犯者，而非繫於必須將其他正犯或共

犯予以判決定罪，只要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所供情節並非

明顯不合情理，亦非為圖減輕或免除刑責，故意對與案

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為不實之供述，或虛構其他正

犯或共犯犯罪之事證，因而使檢察官得以有效偵查起訴

該正犯或共犯，即有上開法條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適用

之餘地（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上字第 5757號判決意旨參照

）。  

二、經查，被告徐○保於 100年 3月 21日接受檢察官偵訊時，

檢察官即當庭諭知 :「 (問 :是否知悉依證人保護法第 14條

規定，於偵查中供述與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

他共犯或共犯之犯罪事證，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該案

之其他正犯或共犯，以經檢察官事先同意者為限，就其

因供述所涉之犯罪，減輕或免除其刑 ? )」、「 (問 :是否

知悉依證人保護法第 3條規定，證人保護法之證人，以願

在檢察官偵查中或法院審理中到場作證，陳述自己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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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犯罪，並依法接受對質及詰問為限，了解嗎 ?)、「 (問

:是否了解上開證人保護法規定 ?)」等語，經被告徐○保

對於檢察官上開諭知均答以 :「了解」後，檢察官旋即表

示 :「 (問 :是否願意依證人保護法上開規定成為證人保護

法之證人，而將除了崁頂鄉公所以外之鄉鎮所見聞之犯

罪事實據實陳述 ?)」，被告徐○保復答以 :「願意。」(100

年度偵字第 11952號卷一，頁 207-209)顯見檢察官己事先

同意被告徐○保於本案擔任污點證人 ;被告徐○保因而

在偵訊及調詢時翔實供出與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

或共同被告林○二、蔡○塔、宋○興等其他共犯犯罪之

事證，並經檢察官於本件起訴書於犯罪事實欄二 (三 )1花

蓮市美港段垃圾場綠地工程案、犯罪事實欄二 (三 )2火車

站前觀光遊憩中山公園規劃設計委託案、犯罪事實欄二 (

三 )3花蓮縣花蓮市沙灘排球場、籃球場興建計畫等犯罪

事實，一再援引並以被告徐○保嗣於 100年 9月 14日、同

年月 30日等，在檢察官偵訊時具結證述之證詞，列為起

訴同案其他被告之證據（ 100年度偵字第 11952號等起訴

書第 44、 45、 154、 163、 172、 208頁參照）。復於起訴

書表示：「被告徐○保於偵查中坦承犯行，並願依證人

保護法所保護之證人，願在法院審理中到場作證，陳述

自己見聞之犯罪事證，並依法接受對質及詰問，請依證

人保護法第 3條、第 14條之規定，予以減輕或免除其刑…

…」。又原確定判決就被告徐○保及其他共同被告所涉

犯罪事實二 (三 )1.2.3.部分之判決理由，除引用被告徐

○保於 100年 9月 14日、同年月 30日，在檢察官「偵查中

」具結證述之證詞外，復引用其於 103年 3月 17日，在原

審法院「審理中」具結證述之證詞（原確定判決第 153、

154、155、 167、 168、174頁參照）。據上，被告徐○保

「經檢察官事先同意」適用證人保護法後，檢察官依其

嗣於「偵查中」之  證詞，「起訴其他正犯」；復以原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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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判決亦引用其於 103年 3月 17日，在原審法院「審理中

」之證詞，作為認定其他共同被告有罪之證據。是被告

徐○保符合證人保護法第 3條、第 14條第 1項規定，減輕

或免除其刑之要件，要無疑義。  

三、原確定判決理由雖以：「被告徐○保雖於偵查中坦承犯

行，並表示願依證人保護法所保護之證人，在法院審判

中到場作證，陳述自己見聞之犯罪事證，並依法接受對

質及詰問，然嗣於法院審判時，並未依其於偵查中向檢

察官承諾為之，核與證人保護法第 3條、第 14條之規定不

符，自無從適用前開規定予以減輕或免除其刑，附此敘

明。」（原確定判決第 206頁參照）。惟經核卷內事證，

被告徐○保於歷審法院審理時，均依法到庭接受各該共

同被告對質及詰問，並無拒絕作證或反對接受對質、詰

問之情事，此有被告徐○保於第一審 103年 3月 17日審判

筆錄、 103年 7月 21日審判筆錄，及原審 106年 12月 5日審

判筆錄可稽。是上開原確定判決理由認被告徐○保嗣於

法院審判時，並未依其於偵查中向檢察官之承諾為之，

核與證人保護法第 3條、第 14條之規定不符云云，原判決

理由顯與卷內事證不符，而有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背法

令。且亦違反程序法上對被告的程序利益信賴保障與禁

反言之法理。綜上，原確定判決就被告徐○保涉犯經辦

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未依證人保護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

，減輕或免除其刑，顯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之

違背法令。  

四、案經確定，且不利於被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

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及救濟。  

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台非字第 149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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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案件，對於臺灣高

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 108年 6月 18日第二審確定判決（ 104

年度原上訴字第 15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100年

度偵字第 16009、 16928、 18848、 20104、 23167、 25817號、

102年度偵字第 5060號），認為部分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徐○保犯如其附表四編號 2至 4所示罪刑（沒收除

外）部分均撤銷。  

徐○保犯如附表四編號 2至 4所示之罪，各處如各該編號主文

欄所示之刑。  

    理   由  

本院按：  

一、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

訴訟法第 378條定有明文。證人保護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

：「第二條所列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偵查

中供述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正犯或

共犯之犯罪事證，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該案之其他正

犯或共犯者，以經檢察官事先同意者為限，就其因供述

所涉之犯罪，減輕或免除其刑。」證人保護法施行細則

第 21條規定：「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檢察

官事先同意，指檢察官本案偵查終結前之同意。檢察官

同意者，應記明筆錄。」揆其立法目的，係藉刑罰減免

之誘因，以鼓勵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使其勇

於供出與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正犯或共犯

犯罪之事證，俾瓦解共犯結構，澈底打擊難以查緝之集

體性、隱密性之重大犯罪，以協助檢察官有效追訴其他

正犯或共犯，通稱「窩裡反」條款。其所謂「與該案案

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正犯或共犯之犯罪事證

」，關於供出集團其他成員犯罪方式、經過等之事證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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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之，被告供認自己犯罪之自白，尤不待言。故被告或

犯罪嫌疑人如有翔實供出與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

或其他正犯或共犯犯罪之事證，因而使檢察官得以有效

追訴其他正犯或共犯之情形者，即應適用該規定減輕或

免除其刑，尚不因其嗣後是否翻異前詞，而異其適用。  

二、經查，本件被告於民國 100年 3月 21日接受檢察官偵訊時

，經檢察官詢以：「（問：是否知悉依證人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於偵查中供述與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

其他正犯或共犯之犯罪事證，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該

案之其他正犯或共犯，以經檢察官事先同意者為限，就

其因供述所涉之犯罪，減輕或免除其刑？）」、「（問：是

否知悉依證人保護法第 3條規定，證人保護法之證人，以

願在檢察官偵查中或法院審理中到場作證，陳述自己見

聞之犯罪，並依法接受對質及詰問為限，了解嗎？）」、「

（問：是否了解上開證人保護法規定？）」等語，被告均

稱：「了解」，檢察官旋表明：「（問：是否願意依證人

保護法上開規定成為證人保護法之證人，而將除了崁頂

鄉公所以外之鄉鎮所見聞之犯罪事實據實陳述？）」之

旨，並經被告答稱：「願意」等語，有 100年 3月 21日檢

察官之偵查中訊問筆錄可稽（見 100年度偵字第 11952號

卷一第 207至 209頁）。被告偵查中就該等與案情有重要

關係之待證事項等情為供述前，檢察官既未撤回其同意

，足認檢察官就本案關於崁頂鄉公所以外之其他鄉鎮部

分之犯罪事實，已事先同意被告適用證人保護法第 14條

第 1項之減免規定。嗣被告於偵查中業供出與本件案情有

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及其與林○二、蔡○塔、宋○興、

宋○興等（下稱林○二等）其他正犯之犯罪事證，並經

檢察官依憑被告於 100年 9月 14日、同年月 30日偵訊時以

證人身分經具結後供述之證言（見 100年度偵字第 16009

號卷一第 291至 306、 309至 320頁、 100年度偵字第 18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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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卷第 35至 69頁），資為認定被告與林○二等共同涉犯

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二、 (三 )1.「花蓮市美港段垃圾場綠

地工程案」、犯罪事實欄二、 (三 )2.「火車站前觀光遊

憩中山公園規劃設計委託案」、犯罪事實欄二、 (三 )3.

「花蓮縣花蓮市沙灘排球場、籃球場興建計畫案」所載

犯罪事實之證據資料（見 100年度偵字第 11952、 13295、

16009、16928、18848、 20104、23167、25817號、102年

度偵字第 5060號起訴書第 44、 45、 154、 163、 172、 208

頁）。被告於上開偵查中所供其與林○二等共同犯罪等

情，關涉其與林○二等共同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

項第 3 款之經辦公共工程收取回扣等罪嫌之犯罪事實（

見起訴書第 206至 215頁），而經辦公共工程收取回扣罪

之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 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 1億元以下罰金，確屬證人保護法第 2條第 1款所列最

輕本刑為 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刑事案件。檢察官已於

起訴書表明：「被告徐○保於偵查中坦承犯行，並願依

證人保護法所保護之證人，願在法院審理中到場作證，

陳述自己見聞之犯罪事證，並依法接受對質及詰問，請

依證人保護法第 3條、第 14條之規定，予以減輕或免除其

刑」之旨（見起訴書第 208頁）；原判決就被告與林○二

等被訴犯罪事實二、 (三 )1.至 3.部分之有罪理由，復援

引被告於上開 100年 9月 14日、同年月 30日檢察官偵訊時

所為之證詞，資為認定被告及林○二等人確有其犯罪事

實欄二、 (三 )1.至 3.所載經辦公共工程收取回扣等犯罪

事實之論據之一，益徵被告上開偵查中供述確與被告及

林○二等被訴共同涉犯此部分經辦公共工程收取回扣之

待證事實具有重要關係，並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被告

及林○二等其他正犯。則檢察官於偵查取供之初，既已

事先同意被告適用證人保護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並進而

向被告取得與本件起訴書及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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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至 3.部分案情有關之重要供述，因而起訴被告

及林○二等其他正犯，自符合上開減免其刑之要件。原

確定判決理由欄甲、伍、四、 (四 )6.載敘：「被告徐○

保雖於偵查中坦承犯行，並表示願依證人保護法所保護

之證人，在法院審判中到場作證，陳述自己見聞之犯罪

事證，並依法接受對質及詰問，然嗣於法院審判時，並

未依其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承諾為之，核與證人保護法第 3

條、第 14條之規定不符，自無從適用前開規定予以減輕

或免除其刑」等旨（見原判決第 206頁），以被告事後於

法院審理時翻異前詞為由，認不符證人保護法第 14條第 1

項減免其刑之規定，而分別判處如其附表四編號 2至 4「

主文」欄所示之刑，核係增加法所無之適用要件，自有

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法。案經確定，且不利被告，非常

上訴意旨執以指摘，洵有理由。又依刑法沒收新制規定

，沒收係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具有獨立性之法律效果，

已非刑罰（從刑），且非不可與其前提事實分離觀察，

非常上訴意旨亦未指摘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有何違法，

自不在本院審判範圍，應由本院將原確定判決除沒收外

之關於被告附表四編號 2至 4所示罪刑部分撤銷，另行判

決如主文第 2項所示之刑，以資救濟。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7條第 1項第 1款，貪污治罪條

例第 3條、第 4條第 1項第 3款、第 17條、政府採購法第 88條第 1

項、證人保護法第 14條第 1項、刑法第 11條、第 28條、第 55條

、第 37條第 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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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九案】： 110年度非字第 521號
壹、標題：

更定應執行刑時，不得違反不利益變更禁止原則。

貳、爭點：

本件於定應執行刑時，分屬不同案件之數罪併罰，一裁

判宣告數罪之刑，曾經定其執行刑，再與其他裁判宣告

之刑定其執行刑時，其裁量所定之刑期，較重於前定之

執行刑加計後裁判就宣告之刑之總和，有違不利益變更

禁止原則，即屬違背法令。  

參、關係條文：

 刑法第 53條、第 51條第 5款、第 41條第 1項前段、第 8項

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第 2項、第 3項   

肆、非常上訴理由：

一、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令，刑事訴

訟法第 378條定有明文。次按法院定應執行刑之裁定，具

有與科刑判決同一之效力，倘有違背法令，而於被告不

利，應許提起非常上訴，以資救濟。又刑事訴訟法第 370

條第 2項、第 3項，已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定應執行刑

，明定有不利益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而分屬不同案件

之數罪併罰，倘一裁判宣告數罪之刑，曾經定其執行刑

，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行刑時，在法理上亦應

同受此原則之拘束。故另定之執行刑，其裁量所定之刑

期，倘較重於前定之執行刑加計後裁判就宣告之刑之總

和，即屬違背法令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非字第 217號、107

年度台非字第 39號判決參照 )。  

二、經查，本件被告廖○揚前因犯 (一 )附表編號 1所示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下稱臺北地院 )以

108年度審易字第 3414號判決處有期徒刑 6月確定。 (二 )

附表編號 2所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經臺北地院以 109

年度審簡字第 1111號判決處有期徒刑 6月確定。上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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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罪經臺北地院以 109年度聲字第 1651號裁定定應執

行有期徒刑 9月確定，有相關資料附卷可稽。嗣被告又犯

附表編號 3所示之傷害罪，經臺北地院以 109年度審簡字

第 1218號判決有期徒刑 2月確定。原裁定將附表編號 1至 3

之罪刑合併定應執行有期徒刑 1年 1月，雖形式上未逾刑

法第 51條第 5款所定法律之外部性界限，惟已重於原裁定

附表編號 1、2所示之罪刑，經合併定應執行有期徒刑 9月

，及附表編號 3所示之罪所處有期徒刑 2月，兩者加計總

合之有期徒刑 11月，依上揭說明，有違不利益變更禁止

原則，自屬違背法令。  

三、案經確定，且不利於被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

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與救濟。  

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台非字第 115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廖○揚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定應執行刑案

件，對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 109年 9月 23日確定裁定

（ 109年度聲字第 2031號，聲請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109

年度執聲字第 1533號），認為違法，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廖○揚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有期徒刑，應執行有期徒刑

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  

一、本院按：定應執行刑之裁定，具有與科刑判決同一之效

力，倘有違背法令，而於被告不利，應許提起非常上訴

，以資救濟。又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第 2項、第 3項，已針

對第二審上訴案件數罪之定應執行刑，明定有不利益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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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禁止原則之適用；而分屬不同案件之數罪併罰，倘裁

判宣告數罪之刑，部分曾經定應執行刑，再與其他宣告

刑合併定其應執行之刑時，亦應同受此原則之拘束。故

定應執行之刑，其裁量所定之刑期，倘較重於其中各罪

曾定之應執行刑與其他各罪裁判宣告刑之總和，即違反

上開原則，而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令。  

二、經查，本件被告廖○揚犯如附表編號 1至 3所示之罪，先

後經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其中編號 1、 2所示之罪

，前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 109年 8月 17日，以 109年度聲

字第 1651號裁定應執行刑為有期徒刑 9月，並於同年月 31

日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廖○揚）前案紀錄表及

各該判決、裁定附卷可稽。原確定裁定漏未審酌上開定

應執行有期徒刑 9月確定一節，就附表編號 1至 3所示各罪

所處有期徒刑，合併定應執行有期徒刑 1年 1月，已逾附

表編號 1至 2已定之應執行有期徒刑 9月，與附表編號 3所

處有期徒刑 2月，兩者加計之總和有期徒刑 11月，依上述

說明，與不利益變更禁止原則有違，而有適用法則不當

之違背法令。案經確定，且不利於被告，非常上訴意旨

執以指摘，洵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另行判

決如主文第 2項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

救濟。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7條第 1項第 1款，刑法第 53條

、第 51條第 5款、第 41條第 1項前段、第 8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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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案】： 110年度非字第 947號 
壹、標題：  

被告自白之毒品案件，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  

貳、爭點：  

本件被告就部分犯罪實，於偵查中之自白內容不夠明確

，其後至審判程序中則完全坦白犯罪；是否因為被告先

前自白之表達，在態度上有所遊移，或就自白內容一度

有所保留，而得認為被告於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為自白

而不得獲得法定減刑寬典。  

參、關係條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  

刑事訴訟法第 95條  

肆、非常上訴理由：  

一、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令，刑事訴

訟法第 378條定有明文。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毒品

條例）第 17條第 1項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八條、第十條

或第十一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

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同條第 2項規定：「犯第四

條至第八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均係為鼓勵是類犯罪行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

濟、節約司法資源而設。其立法目的分別為促使供出毒

品之源頭，以利查獲共犯，及為使犯該條例相關案件之

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而鼓勵被告供出毒品來源及自

白認罪，以開啟其自新之路。又刑事被告之基本訴訟權

利，包含其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被告完全知

悉其被訴事實及相關法律適用之前提事實，為其充分行

使防禦權之先決條件。故刑事訴訟法第 95條第 1款前段規

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此

一訊問被告前，應先踐行之法定義務，屬刑事訴訟之正

當程序，於偵查程序同有適用。如檢察官於偵查中訊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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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時，未明確告知其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且亦

未就被告所為特定犯行進行詳細訊問，以致影響被告充

分行使其防禦權或本應享有刑事法規所賦予之減刑寬典

時，法院即應本於該刑事法規所賦予減刑寬典之立法意

旨及目的，妥慎考量被告於偵查中就符合該刑事法規所

賦予減刑寬典之前提要件，有無實現之機會，如未明確

賦予被告此一實行前提要件之機會，因而影響其防禦權

之行使及刑事法規賦予減刑之寬典時，即應為有利於被

告之認定。  

二、有關被告苑○琦在偵查中就即原判決所稱之「第三次運

輸販毒」行為，亦即臺灣高等法院 100年度上重訴字第 42

號刑事判決（下稱前審判決）中犯罪事實二 (三 )部分行

為之陳述，是否符合自白要件而有毒品條例第 17條第 2項

之適用部分，原判決以「被告於偵查中就該部分行為並

未坦承犯行，且供稱『（問： RICKY SHU第 3次被抓即 4月 8

日，所攜帶的古柯鹼是交給誰？）我不知道他要回來。

』」等由，維持前審判決之認定，認為被告於偵查中並無

自白之行為。惟查：民國（下同）99年 4月 9日下午 3時 30

分許，被告苑○琦在檢察官偵查中，回答檢察官之第一

個問題「 RICKY帶進來的古柯鹼是不是要交給你？」時，

即已明確回答：「是的。」（ A2卷（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偵查卷宗）（淺紫色卷面）第 141頁）接著檢察官又問：「

你要交給什麼人？」被告亦明白回答：「我要交給陳○順

。」（ A2卷第 142頁）問題清楚，回答明確。是被告就此

二問題之回答，業已經完整呈現該次運輸販毒之授受規

劃，而對其本人實際參與整個運輸販毒行動，以及該運

毒行動之前手與後手等重要不利於己之事實，亦均毫無

隱瞞，全部坦承，實難認為被告在偵查中就此次運毒行

為並未自白。直至檢察官再問：「這一次的古柯鹼，你預

計什麼時候交給陳○順？」之細節問題時，被告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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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 RICKY這次回來的時間。」（ A2卷第 142頁）

被告此一回答，殆無從解讀為被告否認犯罪或有翻異前

供之意思。蓋在同一次偵訊中，於檢察官訊問「你要交

給什麼人？」時，被告既已明確自白「我要交給陳○順

。」嗣後且獲同案被告陳○順確認，而被告在該次運毒

行動事實上既未取得古柯鹼，「要交給陳○順」一事又已

無疑問，至於何時交給陳○順的問題，只是假設性（如

果運輸成功的話）之細節問題而已，則無論被告之回答

係「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要交給陳○順）」之意，抑或「

我不知道 RICKY這次回來的時間」之意，均無妨於被告先

前已為自白之成立，原判決及前審判決均不應執此否認

被告就第三次運輸販毒行為所為之前述自白。  

三、至同日（ 99年 4月 9日）下午 5時 45分起，於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所行之羈押審查庭之訊問中，被

告苑○琦於法官詢問：「是否有委託 RICKY SHU從美國帶

古柯鹼來臺灣？」時，亦未否認其事；惟或由於被告就

此問題先前業已直接承認，故而間接回答：「我是受陳○

順的要求」，並主動補充「據我所知，陳○順有警務人員

與他聯絡」等語（ A1卷（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年度聲羈

字第 176號卷宗）（綠色卷面）第 8頁正、反面），對於法

官所詢其他犯罪細節問題，則被告有問必答，略無隱瞞

。是以被告前開回答，在語意上當可理解為「我是受陳

○順的要求，才委託 RICKY SHU從美國帶古柯鹼來臺灣。

」此一回答不但自始至終均承認有與 RICKY SHU共同運輸

古柯鹼來臺之事實，甚至連販毒之後手亦已一併清楚交

代，無異就該次犯罪事實為完全不利於己之承認，不可

謂非對該次犯罪之自白陳述。承辦法官因此於是日刑事

報到單背面手書補述羈押理由稱：「被告 RICKY SHU、苑

○琦、陳○順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條第 1項、懲治

走私條例第 2條第 1項等罪嫌，經本院訊問被告後，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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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存證據資料顯示，被告三人犯罪嫌疑重大，雖被告

RICKY SHU、苑○琦、陳○順坦承犯行」，惟因尚有細節

待查及部分共犯未到案，故而裁定應予羈押禁見（詳見

A1卷第 5頁正、反面），由此亦可佐證被告苑○琦在偵查

中確有就第三次運輸販毒犯罪自白之行為。  

四、至於 99年 7月 26日檢察官於偵查中所詢「 RICKY SHU第 3次

被抓即 4月 8日，所攜帶的古柯鹼是交給誰？」（ A2卷第 287

頁）之問題，或係出於詢問者之口誤，在邏輯結構上並

非毫無語病。蓋 RICKY SHU該次夾帶來臺之古柯鹼，在進

入臺灣時即被查獲，根本不及交付給任何人。換言之，

就該次所運送之古柯鹼，事實上不生「是交給誰」的問

題，而應是「要交給誰」的問題。被告事實上既然未受

交付，其實無法直接回答此一問題，則其答稱「我不知

道他要回來」，縱有回非所問之瑕疵，然亦難逕行將之解

讀為否認犯罪之陳述，應認被告僅在解釋事情與原先預

期有所變化。因為，依照同案共同被告 RICKY SHU於 99年

於 12月 28日臺北地院 99年度重訴字第 15號違反毒品條例

案審判程序中，回答辯護人陳逸華律師之詰問時稱：「我

說禮拜 5才回來台灣。」亦即依 RICKY SHU在審判中之說

法， RICKY SHU於 99年 4月 9日（即週 5）才會回台灣，而

非其實際入關而被逮捕之同年 4月 8日。可見，被告苑○

琦所為上開回答，亦非毫無根據。依上所述，該次檢察

官所詢問題，其語意既已不盡精確，被告之回答縱有語

意模糊之處，亦不能完全歸咎被告，而作全然不利被告

之解讀。  

五、有關被告在偵查中或審判中之陳述，是否有毒品條例第

17條第 1項之適用乙節，原判決雖然認為：「經查證人蕭

○豪於原審證稱：警方於九十九年一月間，自苑○琦與

RICKY SHU 之通訊監察譯文已發覺其等所涉犯行等語明

確（見原審卷二第 96頁正、背面）。警方既已得知毒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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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為 RICKY SHU，事後苑○琦縱亦供出毒品來源，仍與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所定要件不符，原審未

適用該規定減輕其刑，不生違法之可言。」然被告苑○

琦於偵查伊始，亦即被警方拘提到案時，除在警方調查

中坦承伊在 RICKY SHU涉嫌運輸販毒古柯鹼案負責安排及

聯絡毒品運輸之相關細節，並且供出共犯陳○順，以及

與陳○順販毒行為有關之某不詳姓名之中級警官（ A2卷

，第 49頁）。尤其被告承認陳○順之人為其運輸販毒行為

之後手乙節，對於破獲此一販毒案件及先前販毒案件至

關重要，此觀諸臺灣高等法院前審判決所述「 ...8.又依

蕭○豪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如何查獲陳○順？）

我們是經過苑○琦所提供資訊，過濾出陳○順身分；（問

：於苑○琦提供前，是否知道陳○順確實身分？）不知

道；…（問：他們運輸進來的買家是何人，你們如何得

知？）我們在監聽過程中知道有位綽號『司機』的對象

，可能是毒品買家，故在苑○琦到案後，我們也在詢問

『司機』的身分。經苑○琦告知，才知司機就是陳○順

；（問：既然你們有監聽、有號碼，知道綽號，為何之前

未去查緝？）因他非用自己名字申請電話。故無法查知

確實使用人為何」等情自明（見臺灣高等法院卷 (二 )第

94頁反面至 95、96頁反面至 97頁）。原判決不但對於前審

判決所為「陳○順係經由苑○琦之供述始為警查獲其意

圖營利而販入之事實，認為被告苑○琦就上揭犯罪事實

二 (一 )所示犯行（按即第二次運輸販毒），係於警方未發

覺其犯罪前即自首其犯罪，而向警員供出毒品來源（由

RICKY SHU自美國輸入臺灣），並因而查獲陳○順」等事

實認定，認為並無不妥，抑且維持對於被告苑○琦所涉

第一次運輸販毒部分行為，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

條第 1項遞減輕其刑之法律適用。實則，被告苑○琦就第

三次運輸販毒部分，就共犯 RICKY SHU之存在固然非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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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首而查獲，然被告係在檢警第三次運輸販毒之偵查中

，供出陳○順為其運毒販毒之後手等細節，檢警始能查

獲陳○順，並回溯查獲第一次、第二次之運輸販毒行為

。是則，應適用毒品條例第 17條第 1項規定減刑之案件對

象，應係第三次運輸販毒之事實部分（雖未自首，但供

出毒品來源，因而查出該部分事實之共犯陳○順，以及

時序在前之其他運輸販毒行為及共犯），而非第一次運輸

販毒事實之部分（雖有自首，但未供出來源，亦非依該

案之自首而查獲共犯或時序在後之案件）。迺前審臺灣高

等法院判決在關鍵減輕刑罰法條之適用上前後順序顛倒

，對該適用前毒品條例第 17條第 1項減輕其刑之案件不為

適用，而對不該適用該減刑條文之案件予以適用，原判

決對此錯誤法律適用並未糾正，而仍予以維持，自非無

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令情事。  

六、如前所述，被告苑○琦於偵查中與審判中，就三次運輸

販毒行為均已坦白承認，直至判決確定，均未翻異前供

。而被告僅有高職畢業之學歷，並無法律專業知識，對

於第三次運輸販毒行為，宥於法律知識之欠缺，不知其

與 RICKY SHU共同運輸、販賣古柯鹼之行為在法律上已可

認屬共同運輸第一級毒品既遂，而該罪可判處死刑或無

期徒刑之重刑，唯有就該次行為本身自白或供出毒品來

源而查獲正犯或共犯，始得依法減輕其刑，而獲得整體

刑度真正減輕之利益；否則被告縱就其他兩次相關犯罪

自首、自白而獲減刑，最後論罪科刑併合處斷之結果，

被告終究未能獲得實際減刑之寬典。此等關乎被告整體

刑度之重大法律關係，檢察官偵查程序中，應有明確告

知之義務。惟本件被告因為未獲及時告知或必要之闡明

，對此毫無明確認識，致在偵查中某一階段，或曾一度

心存僥倖，而有言詞遊移之情事，其後在審判中雖已對

所有涉及之三次運輸販毒均皆坦白承認，卻被法院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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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偵查中未為自白而未能獲得減刑，以致整體而言未獲

任何實際減刑利益。而本件事實審法院就被告所涉第三

次運輸販毒行為所為偵查中陳述，其整體陳述是否符合

法定刑罰減輕要件，縱使略有疑義，亦應盡量為有利被

告之解釋，尤不應僅以被告就細節問題或語意不明問題

所為之間接性回答，持之完全抹煞被告已為之自白陳述

，否即即與事證有疑應為被告有利解釋之原則有違。迺

前審判決斤斤計較被告就犯罪假設性細節問題之回答，

認為不符毒品條例第 17條第 1項或第 2項之減刑條件，致

被告就第三次運輸販毒部分行為獲判無期徒刑之重刑，

循令被告就自白第一、二次運輸販毒行為獲得減刑之決

定，成為對被告毫無實益之作為。原判決對此未予細究

，因循前審判決所為草率判斷，而就被告第三次運輸販

毒行為維持「顯難認其有自白之情事」之認定。此一認

定，不但於被告有利之證據視而不見，以致整體判決流

於過苛，亦有應適用減刑規定而不適用之違法，不能謂

無不適用法則之違背法令情事。  

七、綜上所述，原判決有前述就被告苑○琦第三次運輸販毒

行為應適用毒品條例第 17條第 2項、第 1項對被告減輕其

刑而不予適用，以及就被告第一、二次運輸販毒行為不

應適用同條例第 17條第 1項減輕其刑而予減輕之不適用

法則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原判決業經確定，且對被

告不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 443條提起非常上

訴，以資糾正及救濟。  

伍、附錄

  最高法院尚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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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一案】： 110年度非字第 1245號 
壹、標題：  

供出毒品來源、查獲共犯時，減刑法規之適用。  

貳、爭點：  

被告有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 1項供出毒品來源

減免其刑規定情形與否之認定。  

參、關係條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  

肆、非常上訴理由：  

一、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

訟法第 378條定有明文；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 1

項規定犯第 4條至第 8條、第 10條或第 11條之罪，供出毒

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  

二、經查聲請人業於 107年 7月 5日具狀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告發林○和販賣毒品犯行： (一 )林○和基於販賣第二級

毒品之犯意，於民國 96年 7月間某日，在臺北市大同區延

平北路○段○○號附近金斗公廟以新臺幣（下同） 20萬

元價額，販賣約 5兩重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陳○

壽，並當場交付毒品而完成交易。 (二 )林○和另與真實

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嘉和」、「太陽」之成年男子及許○

壹共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聯絡，由林○和與陳

○壽（所涉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前經臺灣高等法院以 98

年度上更一字第 42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11年確定）事先

議定於陳○壽驗貨無誤後，以 120萬元價金交易 1公斤之

甲基安非他命。其後，許○壹先於 96年 9月 13日零時許駕

車至桃園縣大園交流道下，向綽號「太陽」之人拿取第

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一大包、一小包，林○和則於同

日零時 14分許，以其持用之門號 0980034○○○號行動電

話，與陳○壽持用門號 0925495○○○號行動電話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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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會有人拿毒品與陳○壽交易，嗣許○壹即於同日零

時 15分許以其持用之門號 0930137○○○號行動電話，與

陳○壽持用門號 0925495○○○號行動電話聯繫交付毒

品事宜，陳○壽復以前開行動電話聯繫具有幫助陳○壽

販入該等毒品以供銷售犯意之張○宏（所涉幫助販賣第

二級毒品罪，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 96年度訴字第

396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4年，上訴後由臺灣高等法院以

97年度上訴字第 5052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一同前往

約定之地點即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段○○號前，由

張○宏幫陳○壽測試販入毒品之品質。嗣許○壹於同日

凌晨 1時 10分許前往前開約定地點，並將上開第二級毒品

甲基安非他命交付陳○壽，陳○壽旋轉交給張○宏至一

旁測試，陳○壽、許○壹則在重慶北路三段大龍峒郵局

前等候（價金尚未交付）。適警方及時在臺北市大同區重

慶北路○段○○巷內查獲正欲攜至附近處所試毒之張○

宏，並當場扣得上揭第二級毒品一大包、一小包（驗餘

淨重 114.09公克），再於同日 1時 12分許在該郵局前查獲

陳○壽、許○壹二人，致尚未完成此次毒品交易而不遂

。其後，陳○壽因本案遭判重刑，幾經查訪得知與其交

易之人本名為林○和，始於 107年 7月 5日具狀向臺灣新北

地方檢察署告發林○和上開販毒犯行，因而循線查獲，

林○和因此遭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提起公訴，並經臺灣

宜蘭地方法院 108年度訴字第 344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

刑 3年 10月、 5年 10月，共 2罪，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 7年

確定。是本件應認聲請人確有供出毒品來源，查獲林○

和涉嫌販賣毒品之事實，惟本件聲請人之歷審判決均未

能及時審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 1項規定之適用

，此有臺灣宜蘭地方法院、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附卷

可稽。  

三、次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 1項規定：「犯第 4條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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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條、第 10條或第 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

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規範目的是要藉

助已遭查獲的毒品有關下游人員，提供資訊，俾犯罪調

、偵查機關能夠進一步破獲上游毒販或相關人員，而擴

大緝毒績效，甚至一網打盡，乃特設寬典處遇，期使下

游人員因此願意戴罪立功。於此角度言，雙方具有法律

所允許之條件交換、互蒙其利的雙贏效果。  

四、若在判決後、確定前，已經提出確證，證明果真有因被

告供述，而查獲其他相關人員的情形，上級審即會將原

判決撤銷，給予適當的救濟處理。至若確實有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 17條第 1項情形，法院未及調查而為裁判確定

，因於被告不利，自應依非常上訴救濟（最高法院 108年

台抗字第 1297號刑事裁定暨最高法院各刑事庭回復書理

由要旨參照 )於一罪一罰之論罪體例下，聲請人上揭告發

自有利追查林○和販賣毒品之對象、次數，查獲林○和

販毒犯行，以防止毒品之蔓延。是聲請人所犯原確定判

決附表所載之編號 1、編號 4犯罪，自應依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 17條第 1項規定減輕其刑，原確定判決未及調查適

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 1項規定減輕其刑而為裁

判確定，自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背法令，且於被告不

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 443條提起非常上訴，

以資糾正。  

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台非字第 183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陳○壽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臺灣高

等法院中華民國 98年 10月 29日第二審確定判決 (98年度上更

字第 429號），認為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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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駁回。  

    理   由  

本院按：非常上訴審係法律審，本院對於非常上訴之調查，

以非常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限，刑事訴訟法第 445條第 1

項定有明文；又依同條第 2項準用同法第 394條之規定，除關

於訴訟程序及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外，關於實體法上之證據

及事實，非常上訴審自無從為必要之調查。蓋以非常上訴旨

在糾正法律上之錯誤，藉以統一法令之適用，不涉及證據調

查與事實認定。故非常上訴審應以原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基礎

，以審核其適用法令有無違誤，如依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及

卷內證據資料觀之，其適用法則並無違誤，即難指為違法。

卷查：被告陳○壽因涉嫌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案件

為警查獲初始即坦承犯行，並供稱其來源是向綽號「太陽」

購買，由「太陽」之小弟綽號「牛奶」（即同案被告許○壹，

業經判決有罪確定）前來與其交易等語（見偵字第 21351號卷

第 20、 166頁），且與同案被告許○壹所供相符（同上卷第 30

、31、171、172頁），其辯護人於偵查中雖曾具狀主張被告應

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 1項規定之適用，惟僅陳明被告

因畏於其他共犯在場無法明白陳述，希望於檢察官單獨訊問

時陳述其毒品上游來源（同上卷第 196頁），檢察官依其所請

於民國 96年 10月 25日進行調查結果，被告仍重複供稱其毒品

來源為「太陽」，本案查獲前向「太陽」買過 1次，約在 96年 8

月間等語（同上卷第 218、219頁），嗣於第一審更陳稱將儘量

幫警方找出「太陽」，也會勸許○壹一起把毒品上游「太陽」

找出來等語（見第一審卷第 10頁）。被告在第二審之上訴，則

主張所為並無獲利，否認販賣，對於「太陽」真實姓名年籍

等資訊，始終語焉不詳。原判決乃認本案並無因被告供出毒

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情形，據無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 17條第 1項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依其所調查之證據及

確認之事實以觀，即難認有何不適用法則之違法。又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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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181號解釋固謂：「非常上訴，乃對於審判違背法令之

確定判決所設之救濟方法。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

未予調查，致適用法令違誤，而顯然於判決有影響者，該項

確定判決，即屬判決違背法令，應有刑事訴訟法第 447條第 1

項第 1款規定之適用。」惟稽之案內資料，被告於原審判決確

定前，未曾提及林○和為其毒品來源之事實，卷內亦無何非

常上訴意旨所指林○和販賣毒品之相關資料可考，法院根本

無從調查，自難執判決確定後新發生之事實認原確定判決有

證據調查未盡之違法，亦非得執為非常上訴之理由。至非常

上訴所引本院 108年度台抗字第 1297號刑事裁定及本院各刑

事庭回復書理由要旨，因與本件之案例事實、爭點不同，自

非據為非常上訴之理由。本件非常上訴，難認為有理由，應

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6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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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二案】 110年度非字第 1339號 
壹、標題：  

被告經減刑後，如何判定假釋期滿執行完畢之日。  

貳、爭點：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 (下稱減刑條例 )自民國

96年 7月 16日起執行，其第 2條第 2項前段規定：「緩刑或

假釋中之人犯，於本條例施行之日起，視為已依前項規

定減其宣告刑，毋庸聲請裁定減刑。」假釋中之人犯既

於減刑條例施行之日起，始享有依該條例減刑之寬典，

從而，縱假釋中之人犯依該條例刑後，因前所執行之刑

期已逾減刑後之刑期，並無殘餘刑期可供執行，而毋庸

再執行假釋，仍應以減刑條例執行之日為其假釋期滿執

行完畢之日，始符減刑條例之本旨。被告前案犯罪時間

在 96年 4月 24日以前，且為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是

依減刑條例第 6條、第 2條第 2項前段規定，屬應予減刑之

案件，並毋庸聲請裁定減刑。然前案雖得依減刑條例減

刑，本前揭說明，被告係於 96年 5月 28日假釋出監 (原假

釋期滿日為 96年 8月 8日 )，縱依減刑條例減刑後，所執行

之刑期已逾減刑後之刑期，有關被告之假釋期滿執行完

畢日，仍應認係減刑條例施行之日即 96年 7月 16日，無從

如非常上訴意旨所謂將原判處之有期徒刑 4年，減為有期

徒刑 2年，而回溯至減刑條例尚未施行之 94年 8月 8日。  

參、關係條文：  

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 2條第 2項前段  

肆、非常上訴理由：  

一、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

訟法第 378條定有明文。又刑法第 47條第 1項規定之累犯

，係以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

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成立要件。  

二、經查：被告鍾○勳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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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臺灣高等法院以 91年度上訴字第 1882號判決判處有期

徒刑 4年，上訴後經最高法院以 91年度台上字第 6031號判

決從程序上駁回上訴而確定（下稱前案），嗣於 96年 5月

28日假釋出監，迄於 96年 8月 8日保護管束期滿，假釋未

經撤銷而執行完畢，有各該判決及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

可稽。前案犯罪時間為民國 96年 4月 24日以前，且為未發

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則依減刑條例第 6條規定，屬應予

減刑之案件。又緩刑或假釋中之人犯，於本條例施行之

日（即 96年 7月 16日）起，視為已依前項規定減其宣告刑

，毋庸聲請裁定減刑，減刑條例第 2條第 2項前段定有明

文，此亦經臺灣高等法院 110年度聲減字第 1號裁定理由

所確認在案。則被告鍾○勳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時間

，即非仍為減刑前之徒刑執行完畢日 96年 8月 8日，而應

為 94年 8月 8日（依減刑條例第 2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減有期

徒刑刑期二分之一概估計算，前案判處有期徒刑 4年，應

減為有期徒刑 2年）。原判決依其所示被告鍾○勳犯罪時

間（ 100年 4月間）與前案減刑後正確之有期徒刑執行完

畢時間（ 94年 8月 8日）即已間隔 5年以上，自不構成累犯

。原判決未察前案判決有減刑條例第 2條第 2項前段視為

已減刑規定之適用，誤認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日期仍

為減刑前之 96年 8月 8日，而論被告為累犯，並依刑法第

47條第 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導致被告受有刑法第 77條第

2項第 2款不得假釋之不利效果，自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

之違背法令。  

三、案經確定，且於被告不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

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及救濟。  

伍、附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台非字第 179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鍾○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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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 101年 6月 20日第一審確定判決（ 100年度

重訴字第 24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100年度偵字

第 9474、10970、 13274、14631號），認為部分違背法令，提

起非常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本院按：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

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構成累犯，刑法第 47條第 1

項定有明文。又減刑條例自民國 96年 7月 16日起施行，其第 2

條第 2項前段規定：「緩刑或假釋中之人犯，於本條例施行之

日起，視為已依前項規定減其宣告刑，毋庸聲請裁定減刑。

」假釋中之人犯既於減刑條例施行之日起，始享有依該條例

減刑之寬典，從而，縱假釋中之人犯依該條例減刑後，因前

所執行之刑期已逾減刑後之刑期，並無殘餘刑期可供執行，

而毋庸再執行假釋，仍應以減刑條例施行之日為其假釋期滿

執行完畢之日，始符減刑條例之本旨。被告鍾○勳前因違反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以 91年度上訴字第

188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4年確定，嗣於 96年 5月 28日假釋出

監，於 96年 8月 8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假釋；而其於 100年

4月間另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 100 年

度重訴字第 2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7年確定（下稱原判決）等

情，有各該判決及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依前案判決之

記載，前案犯罪時間在 96年 4月 24日以前，且為未發覺之罪自

首而受裁判，是依減刑條例第 6條、第 2條第 2項前段規定，屬

應予減刑之案件，並毋庸聲請裁定減刑。然前案雖得依減刑

條例減刑，本前揭說明，被告係於 96年 5月 28日假釋出監（原

假釋期滿日為 96年 8月 8日），縱依減刑條例減刑後，所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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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刑期已逾減刑後之刑期，有關被告之假釋期滿執行完畢日

，仍應認係減刑條例施行之日即 96年 7月 16日，無從如非常上

訴意旨所謂將原判處之有期徒刑 4年，減為有期徒刑 2年，而

回溯至減刑條例尚未施行之 94年 8月 8日。執此指摘，自非可

採。至原判決認被告假釋期滿執行完畢日為 96年 8月 8日（見

原判決第 3頁），雖稍有未洽，然依原判決所認定被告之犯罪

時間（即 100年 4月間），不論被告假釋期滿執行完畢日為減

刑條例施行日之 96年 7月 16日或原判決所載之同年 8月 8日，均

不影響累犯之認定，故原判決認定被告為累犯，並無違法。

非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違背法令，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6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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