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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修正條文（108.5.10 公佈施行）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條 稱以上、以下、以

內者，俱連本數或本刑計

算。 
稱公務員者，謂下列

人員： 
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

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

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

職務權限者。 
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

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

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

關之公共事務者。 
稱公文書者，謂公務

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 
稱重傷者，謂下列傷

害： 
一、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

或二目之視能。 
二、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耳

或二耳之聽能。 
三、毀敗或嚴重減損語能

、味能或嗅能。 
四、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

以上之機能。 
五、毀敗或嚴重減損生殖

之機能。 
六、其他於身體或健康，

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

害。 
稱性交者，謂非基於

正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

入行為： 
一、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

器、肛門或口腔，或使

第十條 稱以上、以下、以

內者，俱連本數或本刑計

算。 
稱公務員者，謂下列

人員： 
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

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

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

職務權限者。 
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

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

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

關之公共事務者。 
稱公文書者，謂公務

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 
稱重傷者，謂下列傷

害： 
一、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

或二目之視能。 
二、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耳

或二耳之聽能。 
三、毀敗或嚴重減損語能

、味能或嗅能。 
四、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

以上之機能。 
五、毀敗或嚴重減損生殖

之機能。 
六、其他於身體或健康，

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

害。 
稱性交者，謂非基於

正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

入行為： 
一、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

器、肛門或口腔，或使

一、本條第一項至第六項未

修正。 
二、第七項新增「凌虐」之

定義。由於現行刑法對

於「凌虐」一詞未有清

楚之定義，依照目前司

法實務之見解，刑法第

二百八十六條處罰之凌

虐行為或類似行為，是

指具有時間與行為持續

性之凌虐行為，且態樣

包括積極性之毆打、燒

烤、綑綁身體，或消極

性之食不使飽、病不使

醫、傷不使療等，換言

之，「具有時間與行為持

續性地積極或消極不人

道對待」是構成凌虐與

否的關鍵，導致於許多

法院實務判決中，因無

法證明行為人具有時間

與行為持續性，而最終

僅能以刑法普通傷害罪

及「兒少法」第一百十

二條第一項前段進行判

決，造成處罰上之漏洞

。為此，爰參考「陸海

空軍刑法」第四十四條

：「前二項所稱凌虐，指

逾越教育、訓練、勤務

、作戰或其他軍事之必

要，使軍人受凌辱虐待

之非人道待遇行為。」 

  
 

高點文化publish.get.com.tw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2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之接合之行為。 
二、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

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

之性器、肛門，或使之

接合之行為。 
稱電磁紀錄者，謂以

電子、磁性、光學或其他

相類之方式所製成，而供

電腦處理之紀錄。 
稱凌虐者，謂以強暴

、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

方法，對他人施以凌辱虐

待行為。 

之接合之行為。 
二、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

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

之性器、肛門，或使之

接合之行為。 
稱電磁紀錄者，謂以

電子、磁性、光學或其他

相類之方式所製成，而供

電腦處理之紀錄。 

第六十一條 犯下列各罪之

一，情節輕微，顯可憫恕

，認為依第五十九條規定

減輕其刑仍嫌過重者，得

免除其刑： 
一、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

罰金之罪。但第一百三

十二條第一項、第一百

四十三條、第一百四十

五條、第一百八十六條

及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

犯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三

項之罪，不在此限。 
二、第三百二十條、第三

百二十一條之竊盜罪。 
三、第三百三十五條、第

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之

侵占罪。 
四、第三百三十九條、第

三百四十一條之詐欺罪

。 
五、第三百四十二條之背

信罪。 
六、第三百四十六條之恐

嚇罪。 

第六十一條 犯下列各罪之

一，情節輕微，顯可憫恕

，認為依第五十九條規定

減輕其刑仍嫌過重者，得

免除其刑： 
一、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

罰金之罪。但第一百三

十二條第一項、第一百

四十三條、第一百四十

五條、第一百八十六條

、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三

項及第二百七十六條第

一項之罪，不在此限。 
二、第三百二十條、第三

百二十一條之竊盜罪。 
三、第三百三十五條、第

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之

侵占罪。 
四、第三百三十九條、第

三百四十一條之詐欺罪

。 
五、第三百四十二條之背

信罪。 
六、第三百四十六條之恐

嚇罪。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百七十二

條及第二百七十六條規定，

第一款但書所定之「第二百

七十二條第三項」，修正為

「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第

二百七十一條第三項」，並

刪除該款但書中之「第二百

七十六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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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七、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二

項之贓物罪。 
七、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二

項之贓物罪。 

第八十條 追訴權，因下列

期間內未起訴而消滅： 
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

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之罪者，三十年

。但發生死亡結果者，

不在此限。 
二、犯最重本刑為三年以

上十年未滿有期徒刑之

罪者，二十年。 
三、犯最重本刑為一年以

上三年未滿有期徒刑之

罪者，十年。 
四、犯最重本刑為一年未

滿有期徒刑、拘役或罰

金之罪者，五年。 
前項期間自犯罪成立

之日起算。但犯罪行為有

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

了之日起算。 

第八十條 追訴權，因下列

期間內未起訴而消滅： 
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

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之罪者，三十年

。 
二、犯最重本刑為三年以

上十年未滿有期徒刑之

罪者，二十年。 
三、犯最重本刑為一年以

上三年未滿有期徒刑之

罪者，十年。 
四、犯最重本刑為一年未

滿有期徒刑、拘役或罰

金之罪者，五年。 
前項期間自犯罪成立

之日起算。但犯罪行為有

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

了之日起算。 

一、現行第一項依法定刑之

不同而分別規範追訴權

時效之期間，惟為兼顧

法定刑及法益權衡，故

參考德國刑法第七十八

條有關謀殺罪無追訴權

期間限制；日本刑事訴

訟法第二百五十條造成

被害人死亡且所犯之罪

最重可處死刑之犯罪無

追訴權期間限制；奧地

利刑法第五十七條、丹

麥刑法第九十三條、義

大利刑法第一百七十二

條就最重本刑為無期徒

刑之罪，排除追訴權時

效之規定，將侵害生命

法益之重罪排除追訴權

時效之適用，爰於第一

項第一款增訂但書規定

，對於所犯係最重本刑

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且發生死亡結果者（如

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

殺人罪、修正條文第二

百七十七條第二項傷害

致死罪及修正條文第二

百七十八條第二項重傷

致死罪），均無追訴權時

效之適用。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九十一條 （刪除） 第九十一條 犯第二百八十

五條之罪者，得令入相當

處所，強制治療。 
前項處分，於刑之執

行前為之，其期間至治癒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刪除現行第二百八

十五條，本條所定強制

治療即無規範必要，爰

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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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時為止。 

第九十八條 依第八十六條

第二項、第八十七條第二

項規定宣告之保安處分，

其先執行徒刑者，於刑之

執行完畢或赦免後，認為

無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

免其處分之執行；其先執

行保安處分者，於處分執

行完畢或一部執行而免除

後，認為無執行刑之必要

者，法院得免其刑之全部

或一部執行。 
依第八十八條第一項

、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

九十條第一項規定宣告之

保安處分，於處分執行完

畢或一部執行而免除後，

認為無執行刑之必要者，

法院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

部執行。 
前二項免其刑之執行

，以有期徒刑或拘役為限

。 

第九十八條 依第八十六條

第二項、第八十七條第二

項規定宣告之保安處分，

其先執行徒刑者，於刑之

執行完畢或赦免後，認為

無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

免其處分之執行；其先執

行保安處分者，於處分執

行完畢或一部執行而免除

後，認為無執行刑之必要

者，法院得免其刑之全部

或一部執行。 
依第八十八條第一項

、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

九十條第一項、第九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宣告之保安

處分，於處分執行完畢或

一部執行而免除後，認為

無執行刑之必要者，法院

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執

行。 
前二項免其刑之執行

，以有期徒刑或拘役為限

。 

一、配合刪除現行第九十一

條，爰修正第二項。 
二、第一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 

第一百三十九條 損壞、除

去或污穢公務員依法所施

之封印或查封之標示，或

為違背其效力之行為者，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為違背公務員依法所

發具扣押效力命令之行為

者，亦同。 

第一百三十九條 損壞、除

去或污穢公務員所施之封

印或查封之標示或為違背

其效力之行為者，處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

百元以下罰金。 

一、本條保護之法益為國家

公務之正常行使，故行

為人損壞、除去或污穢

公務員所施之封印或查

封之標示，或為違背其

效力之行為者，自須以

公務員依法所為者為限

，始具處罰必要性，爰

參酌第一百三十五條第

一項、第一百三十七條

第一項及第一百四十條

第一項等規定，酌修文

字及標點符號，以杜爭

議，並列為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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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二、公務員依法所施之封印

，除依強制執行法、行

政執行法或刑事訴訟法

為之者外，公務員以禁

止物之漏逸使用或其他

任意處置為目的所施封

緘之印文，即屬當之（

最高法院二十五年非字

第一八八號判例），如依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四十一條規定，是行政

機關依法所施封印之規

定眾多，為免掛一漏萬

，故凡公務員係依法所

為者均屬之。 
三、本條立法目的在於保全

公務員依法施以封印或

查封之標示，彰顯國家

公權力，行為人之損壞

等行為，對法益侵害之

嚴重性並不亞於第三百

五十六條損害債權罪，

惟現行條文規定最重法

定刑僅為一年有期徒刑

，顯然過輕，且罰金刑

亦過低，不足嚇阻犯罪

，爰參酌第三百五十六

條法定刑，修正為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四、依司法實務見解，本罪

之成立須以公務員依法

施以封印或查封之標示

者為要件，係對動產或

不動產之保全，惟保全

執行之標的為債權或物

權時，其執行方式係以

發扣押命令為禁止收取

、清償、移轉或處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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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方式為之，如有違反此

類扣押命令禁止處分之

效力，其侵害國家公務

之行使，與違背封印或

查封標示效力之情形並

無不同，現行條文未納

入處罰，顯有未周。公

務員依法所發具扣押效

力命令，例如依強制執

行法或刑事訴訟法，亦

有如消費者債務清理條

例第十九條第五項、行

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

行政訴訟法第三百零六

條第二項等準用強制執

行法規定，為違背其效

力之行為者，應同受規

範納入處罰，爰增訂第

二項規定，明定對於公

務員依法所發具扣押效

力之命令，所為違背效

力之行為，亦應受規範

，其法定刑與第一項相

同。 

第一百八十三條 傾覆或破

壞現有人所在之火車、電

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

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

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 

第一百八十三條 傾覆或破

壞現有人所在之火車、電

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

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

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

務上之過失犯第一項之罪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一、提高過失犯罪之法定刑

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

金，由法官依具體個案

之過失情節量處適當之

刑。又其罰金刑額數已

不符時宜，配合提高為

三十萬元，爰修正第二

項。 
二、現行第二項及第三項依

是否為業務過失而有不

同法定刑，有違平等原

則，爰刪除現行第三項

業務過失處罰之規定。 
三、第一項未修正，現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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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 四項配合移列至第三項

。 

第一百八十四條 損壞軌道

、燈塔、標識或以他法致

生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

、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往來之危險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 
因而致前項之舟、車

、航空機傾覆或破壞者，

依前條第一項之規定處斷

。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

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二十萬元以下罰

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 

第一百八十四條 損壞軌道

、燈塔、標識或以他法致

生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

、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往來之危險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因而致前項之舟、車

、航空機傾覆或破壞者，

依前條第一項之規定處斷

。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

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

務上之過失犯第一項之罪

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 

一、第一項酌作標點符號修

正。 
二、提高過失犯罪之法定刑

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二十萬元以下罰

金，由法官依具體個案

之過失情節量處適當之

刑。又其罰金刑額數已

不符時宜，配合提高為

二十萬元，爰修正第三

項。 
三、現行第三項及第四項依

是否為業務過失而有不

同法定刑，有違平等原

則，爰刪除現行第四項

業務過失處罰之規定。 
四、第二項未修正，現行第

五項配合移列至第四項

。 

第一百八十九條 損壞礦坑

、工廠或其他相類之場所

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

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

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二十萬元以下罰

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八十九條 損壞礦坑

、工廠或其他相類之場所

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

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

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酌作標

點符號修正。 
二、提高過失犯罪之法定刑

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二十萬元以下罰

金，由法官依具體個案

之過失情節量處適當之

刑。又其罰金刑額數已

不符時宜，配合提高為

二十萬元，爰修正第三

項。 
三、現行第三項及第四項依

是否為業務過失而有不

同法定刑，有違平等原

則，爰刪除現行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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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

務上之過失犯第一項之罪

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業務過失之處罰規定。 
四、現行第五項配合移列至

第四項。 

第二百七十二條 對於直系

血親尊親屬，犯前條之罪

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 

第二百七十二條 殺直系血

親尊親屬者，處死刑或無

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

除侵害生命法益外，更

違反我國倫常孝道而屬

嚴重之逆倫行為，故其

法定刑較第二百七十一

條殺人罪為重。惟現行

第一項法定刑為死刑或

無期徒刑，嚴重限制法

官個案量刑之裁量權。

司法實務常見之個案，

行為人因長期遭受直系

血親尊親屬之虐待，因

不堪被虐而犯本條之殺

人犯行，其行為固屬法

所不許，惟若只能量處

無期徒刑或死刑，恐又

過於嚴苛。爰參酌第二

百五十條侵害直系血親

尊親屬屍體墳墓罪、第

二百八十條傷害直系血

親尊親屬罪之規定，修

正第一項之法定刑為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使

法官得視具體個案事實

、犯罪情節及動機等為

妥適量刑。 
二、第一項修正為「對於直

系血親尊親屬，犯前條

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所謂「前條之

罪」自包括第二百七十

一條第二項未遂犯及第

三項預備犯之處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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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免重複規定，爰刪除現

行第二項及第三項。 

第二百七十四條 母因不得

已之事由，於生產時或甫

生產後，殺其子女者，處

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七十四條 母於生產

時或甫生產後殺其子女者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一、本條係對於殺人罪特別

寬減之規定，其要件應

嚴格限制，以避免對於

甫出生嬰兒之生命保護

流於輕率。故生母殺其

甫出生之子女，須限於

「因不得已之事由」方

得適用本條之規定，而

非僅於生產時或甫生產

後，殺害子女均能獲得

寬典。至於是否有「不

得已之事由」，應由司法

實務審酌具體個案綜合

判斷之，例如：遭性侵

害所生子女有身心缺陷

障礙或難以治療之疾病

等，爰修正第一項，並

酌作標點符號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二百七十五條 受他人囑

託或得其承諾而殺之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 
教唆或幫助他人使之

自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 
謀為同死而犯前三項

之罪者，得免除其刑。 

第二百七十五條 教唆或幫

助他人使之自殺，或受其

囑託或得其承諾而殺之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謀為同死而犯第一項

之罪者，得免除其刑。 

一、現行條文將「教唆他人

自殺」、「幫助他人自殺

」、「受囑託殺人」及「

得承諾殺人」四種態樣

之法定刑均定為一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惟此四種行為態樣之惡

性並不相同，前二者係

被害人自行結束生命，

法律評價應有區別，爰

將現行第一項修正分設

為二項，第一項為受他

人囑託或得其承諾而殺

之者，其惡性較重，維

持現行法定刑，另將惡

性較輕之教唆或幫助他

人使之自殺者，移列至

第二項，並酌減其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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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以符罪刑相當原則。 
二、現行第二項移列至第三

項，並酌為文字修正。 
三、現行第三項規定得免除

其刑之要件，係謀為同

死而犯第一項之罪者，

惟行為人謀為同死而為

本罪之行為而未遂時，

解釋上亦應得免除其刑

，否則未遂情節較既遂

為輕，反不能免除其刑

，顯不合理，爰修正謀

為同死而犯本罪之未遂

犯亦得免除其刑，並配

合移列至第四項。 

第二百七十六條 因過失致

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第二百七十六條 因過失致

人於死者，處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

下罰金。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

務上之過失，犯前項之罪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拘役，得併科三千元以

下罰金。 

一、過失致死罪與殺人罪，

雖行為人主觀犯意不同

，但同樣造成被害人死

亡之結果，惟現行關於

過失致死罪之法定刑為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二千元以下罰金，

與殺人罪法定刑為死刑

、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落差過大，在

部分個案上，顯有不合

理，而有提高過失致死

罪法定刑之必要。爰修

正第一項法定刑為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五十萬元以下罰金，使

法官依個案情形審酌違

反注意義務之情節而妥

適之量刑，列為本條文

。 
二、現行過失致死依行為人

是否從事業務而有不同

法定刑，原係考慮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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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行為之危險性及發生實

害頻率，高於一般過失

行為，且其後果亦較嚴

重；又從事業務之人對

於一定危險之認識能力

較一般人為強，其避免

發生一定危險之期待可

能性亦較常人為高，故

其違反注意義務之可責

性自亦較重。因此就業

務過失造成之死亡結果

，應較一般過失行為負

較重之刑事責任。惟學

說認從事業務之人因過

失行為而造成之法益損

害未必較一般人為大，

且對其課以較高之注意

義務，有違平等原則，

又難以說明何以從事業

務之人有較高之避免發

生危險之期待。再者，

司法實務適用之結果，

過於擴張業務之範圍，

已超越立法目的。而第

一項已提高法定刑，法

官得依具體個案違反注

意義務之情節，量處適

當之刑，已足資適用，

爰刪除現行第二項關於

業務過失致死規定。 

第二百七十七條 傷害人之

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

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

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

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七十七條 傷害人之

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

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

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 

一、本條為對身體實害之處

罰，現行第一項之法定

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

金，與第三百零二條妨

害自由罪、第三百二十

條竊盜罪等保護自由、

財產法益之法定刑相較

，刑度顯然過輕，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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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修正條文第二百七十八

條第一項重傷罪五年以

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之刑度落差過大。又傷

害之態樣、手段、損害

結果不一而足，應賦予

法官較大之量刑空間，

俾得視具體個案事實、

犯罪情節及動機而為適

當之量刑。爰將第一項

法定刑修正為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

萬元以下罰金。 
二、第二項酌作標點符號修

正。 

第二百七十八條 使人受重

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

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 

第二百七十八條 使人受重

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

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

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 

一、第一項酌作標點符號修

正。 
二、現行第二項之法定刑與

修正條文第二百七十七

條第二項前段傷害致死

罪相同，惟本項係以重

傷害之故意傷害他人而

造成死亡結果，行為人

主觀犯意與普通傷害有

別，若法定刑相同，顯

然輕重失衡而不符罪刑

相當原則，爰修正第二

項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以

與傷害致死罪有所區別

。 
三、第三項未修正。 

第二百七十九條 當場激於

義憤犯前二條之罪者，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二十萬元以下罰金。但

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第二百七十九條 當場激於

義憤犯前二條之罪者，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一千元以下罰金。但致

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現行條文罰金刑額數已不符

時宜，爰配合修正罰金為二

十萬元以下。 

第二百八十一條 施強暴於 第二百八十一條 施強暴於 現行條文罰金刑額數已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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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直系血親尊親屬，未成傷

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 

直系血親尊親屬未成傷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時宜，爰配合修正罰金為十

萬元以下，並酌作標點符號

修正。 

第二百八十二條 受他人囑

託或得其承諾而傷害之，

因而致死者，處六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

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教唆或幫助他人使之

自傷，因而致死者，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

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 

第二百八十二條 教唆或幫

助他人使之自傷，或受其

囑託或得其承諾而傷害之

，成重傷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因而致死者，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一、現行條文「教唆他人自

傷」、「幫助他人自傷」、

「受囑託傷害」及「得

承諾傷害」四種態樣之

法定刑均相同，惟其行

為態樣之惡性並不相同

，前二者係被害人自行

傷害身體，而造成重傷

、死亡之結果，法律評

價應與後二者不同。爰

就其行為態樣區分為二

項，第一項為受他人囑

託或得其承諾而傷害者

，其惡性較重，維持現

行法定刑，另將惡性較

輕之教唆或幫助他人使

之自傷者移列至第二項

，並酌減其法定刑，致

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二年以

下有期徒刑，以符罪刑

相當原則。 
二、有關加重結果致死或至

重傷之處罰體例，本法

均先規定致死，再規定

致重傷，爰配合修正之

，以符體例。 

第二百八十三條 聚眾鬥毆

致人於死或重傷者，在場

助勢之人，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第二百八十三條 聚眾鬥毆

致人於死或重傷者，在場

助勢而非出於正當防衛之

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下手實施傷害者，仍依

傷害各條之規定處斷。 

一、聚眾鬥毆之在場助勢之

人，若有事證足認其與

實行傷害之行為人間有

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或有幫助行為，固可依

正犯、共犯理論以傷害

罪論處。惟若在場助勢

之人與實行傷害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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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人間均無關係，且難以

認定係幫助何人時，即

應論以本罪。又在場助

勢之人如有阻卻違法事

由時，本可適用總則編

關於阻卻違法之規定，

爰刪除非出於正當防衛

之要件。 
二、在場助勢之行為，極易

因群眾而擴大鬥毆之規

模，造成對生命、身體

更大之危害，而現今電

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

他媒體等傳播工具發達

，屢見鬥毆之現場，快

速、輕易地聚集多數人

到場助長聲勢之情形，

除使生命、身體法益受

嚴重侵害之危險外，更

危及社會治安至鉅，為

有效遏止聚眾鬥毆在場

助勢之行為，爰提高法

定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三、本罪係處罰單純在場助

勢者，若其下手實行傷

害行為，本應依其主觀

犯意及行為結果論罪。

是現行條文後段關於下

手實施傷害者，仍依傷

害各條之規定處斷之規

定並無實益，爰予刪除

。 

第二百八十四條 因過失傷

害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

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

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八十四條 因過失傷

害人者，處六月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

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

百元以下罰金。 

一、現行過失傷害依行為人

是否從事業務而有不同

法定刑，原係考慮業務

行為之危險性及發生實

害頻率，高於一般過失

行為，且其後果亦較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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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

務上之過失傷害人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一千元以下罰金；致重

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

金。 

重；又從事業務之人對

於一定危險之認識能力

較一般人為強，其避免

發生一定危險之期待可

能性亦較常人為高，故

其違反注意義務之可責

性自亦較重。因此就業

務過失造成之傷害結果

，應較一般過失行為而

造成之傷害結果負擔較

重之刑事責任。惟學說

認從事業務之人因過失

行為而造成之法益損害

未必較一般人為大，且

對其課以較高之注意義

務，有違平等原則，又

難以說明何以從事業務

之人有較高之避免發生

危險之期待。再者，司

法實務適用之結果，過

於擴張業務之範圍，已

超越立法目的，而有修

正必要，爰刪除現行第

二項業務過失傷害之處

罰規定，由法官得依具

體個案違反注意義務之

情節，量處適當之刑。 
二、將第一項過失傷害、過

失傷害致重傷之法定刑

分別修正提高為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

萬元以下罰金及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

十萬元以下罰金，以符

罪刑相當，列為本條文

。 

第二百八十五條 （刪除） 第二百八十五條 明知自己

有花柳病，隱瞞而與他人

為猥褻之行為或姦淫，致

一、本條刪除。 
二、本罪之行為人主觀上明

知自己罹患花柳病，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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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傳染於人者，處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

以下罰金。 

刻意隱瞞與他人為猥褻

或姦淫等行為，而造成

傳染花柳病予他人之結

果，已構成修正條文第

二百七十七條傷害罪，

為避免法律適用之爭議

，爰刪除本條規定。 

第二百八十六條 對於未滿

十六歲之人，施以凌虐或

以他法足以妨害其身心之

健全或發育者，處六月以

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而犯前項

之罪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

下罰金。 
犯第一項之罪，因而

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

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第二項之罪，因而

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

或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 

第二百八十六條 對於未滿

十六歲之人，施以凌虐或

以他法足以妨害其身心之

健全或發育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而犯前項

之罪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

下罰金。 

一、現行第一項之「凌虐」

係指通常社會觀念上之

凌辱虐待等非人道待遇

，不論積極性之行為，

如時予毆打，食不使飽

；或消極性之行為，如

病不使醫，傷不使療等

行為均包括在內。另實

務上認為凌虐行為具有

持續性，與偶然之毆打

成傷情形有異。如行為

人對於未滿十六歲之人

施以凌虐行為，處罰不

宜過輕，況修正條文第

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傷

害罪法定刑已提高為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爰修正第一項法定刑為

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 
二、本法以凌虐為構成要件

行為之犯罪，除本罪以

外，尚有第一百二十六

條凌虐人犯罪，該罪就

致人於死及致重傷均定

有加重結果犯之規定。

為保護未滿十六歲之人

免於因凌虐而致死、致

重傷，爰參考德國刑法

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

於第三項、第四項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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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加重結果犯之處罰。 
三、第二項未修正。 

第二百八十七條 第二百七

十七條第一項、第二百八

十一條及第二百八十四條

之罪，須告訴乃論。但公

務員於執行職務時，犯第

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之罪

者，不在此限。 

第二百八十七條 第二百七

十七條第一項、第二百八

十一條、第二百八十四條

及第二百八十五條之罪，

須告訴乃論。但公務員於

執行職務時，犯第二百七

十七條第一項之罪者，不

在此限。 

配合刪除現行第二百八十五

條，酌作修正。 

第三百十五條之二 意圖營

利供給場所、工具或設備

，便利他人為前條之行為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

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

賣而有前條第二款之行為

者，亦同。 
製造、散布、播送或

販賣前二項或前條第二款

竊錄之內容者，依第一項

之規定處斷。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 

第三百十五條之二 意圖營

利供給場所、工具或設備

，便利他人為前條第一項

之行為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五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

賣而有前條第二款之行為

者，亦同。 
製造、散布、播送或

販賣前二項或前條第二款

竊錄之內容者，依第一項

之規定處斷。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 

一、第三百十五條之一並未

分項次，故第一項援引

前條「第一項」之文字

係贅字，爰刪除之。 
二、現行第一項之罰金刑額

數已不符時宜，爰修正

提高為五十萬元以下。 
三、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正

。 

第三百二十條 意圖為自己

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

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

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

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

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

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 

第三百二十條 意圖為自己

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

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

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

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

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

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

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 

一、現行第一項罰金刑額數

已不符時宜，爰修正提

高為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 

第三百二十一條 犯前條第

一項、第二項之罪而有下

第三百二十一條 犯竊盜罪

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一、犯竊佔罪而有第一項各

款之事由時，應有本罪

  
 

高點文化publish.get.com.tw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18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

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

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

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

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

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

站或其他供水、陸、空

公眾運輸之舟、車、航

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

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

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

其內而犯之者。 
二、毀越門扇、牆垣或其

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者。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者。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

災害之際而犯之者。 
六、在車站、埠頭、航空

站或其他供水、陸、空

公眾運輸之舟、車、航

空機內而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之適用，為杜爭議，爰

將第一項序文之「犯竊

盜罪」修正為「犯前條

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以資明確，並酌作標點

符號修正。又第一項之

罰金刑額數已不符時宜

，爰修正提高為五十萬

元以下。 
二、第一項第二款「門扇」

修正為「門窗」，第六款

「埠頭」修正為「港埠」

，以符實務用語，另刪

除各款「者」字。 
三、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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