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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解題班課程說明 

一、實例題：客觀不法構成要件（行為1） 

(一)思考層次 

【體系表】 

 

 

 

 

 

 

 

1. 行為必須出於「意思支配」 

學說認為，若非出於意思支配，即非刑法上的行為，因此在這部的判斷上，目

的在排除一些無意義的行為，如排除睡眠、反射動作。 

2. 確認行為屬於「作為」或「不作為」：區分實益為兩者「危險性2」判斷不同  

(1) 作為：創造、加速既存風險3、阻斷救助可能性4。 

(2) 不作為：不排除既存風險，係指現實上有一個本來就存在的危險，而行為

人單純不排除、放任這個危險繼續存在。 

3. 「危險性」判斷  

(1) 作為：科學上百分比問題，排除蓋然率極低的情形，例如甲開槍之行為屬

於作為並無疑義，而開槍有「一定可能性」使人死亡，故開槍是一個危險

的行為。在作為層次其實這不是考試上愛考的，比較重要的是，以下討論

的不作為危險性判斷，是命題的焦點所在！ 

(2) 不作為 ★★★ 

○1 不作為的定義是「有所不為」。特色是：當犯罪人在不作為的同時，全

世界每一個人都在不作為，若要處罰人必須具備堅強理由。 

○2 換言之，當一個人被社會所期待、信賴應該怎麼做時，那麼他的不作

為，才會被刑法上所評價為具有危險性的。這一種期待在刑法上被稱為

「作為義務」。 

○3 至於判斷何時具有「作為義務」，學說上則透過「保證人地位」+「排他

支配性5」判斷，其實非常無聊，又再自創名詞，不過不要忘記，背後

 
1 通常是挑選離結果最近的行為，作為評價。 
2 如殺人罪中，必須是有致死危險性的行為。 
3 如：開一槍、打一拳。 
4 使一個本來可以挽救的危險，變成不可挽救的危險，其本質上仍為加速既存風險，例如：甲在巷弄中，看到

有人因車禍倒在地上，於是開車擋住救護車使其無法前進，自己則離開現場。首先在行為評價上，其為具有意

思支配的行為，再來要選擇作為或不作為？多數學說認為，被害人本來可以直接獲得救助，但甲卻阻斷此救助

機會，這種情形已經不是放任危險繼續，而是使「一個本來可以挽救的危險，變成不可挽救的危險」，本質上

仍為加速既存風險，屬於「作為」。 
5 當社會信賴他會做，所以形成一個排斥他人進入的領域。例如在海邊大家信任救生員會救溺水者，所以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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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理就是排他支配性。 

○4 最後，不要忘記討論到「作為可能性」，係指居於保證人地位之行為

人，因怠於履行其防止結果發生之義務，除發生犯罪結果外，尚須其作

為義務係生理上、物理上、現實上有實現可能性，始足當之6。 

○5 條文 

第 15條   

I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作為義務），能防止

（作為可能性）而不防止（不作為）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 

II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 

(二)不作為犯整理7

重點整理 

類型8 (一)純正

係指法條構成要件專門處罰「不作為」之行為，即行為人唯有透

過不作為方式才能該當實現此等犯罪構成要件，無須認定有無保

證人地位(§149、§306II、§294I後段、§130)。

(二)不純正

係指法條構成要件兼容處罰「作為」與「不作為」，惟為避免處罰

範圍過廣，應以行為人具有「保證人地位」為前提，始能處罰

之。

(三)區別

不純正不作為犯需特別檢討行為人是否具有保證人地位；純正不

作為犯並無保證人地位等問題，僅需檢驗特定構成要件即可。

構成 

要件 

(一)不作為：檢驗保證人地位、作為可能性

(二)假設因果關係（準因果關係）：若行為人的作為，有「高度可能性
9」可以防止法益侵害結果發生，則行為人之不作為與結果間即具

備「假設因果關係」。因為現實上，行為人若履行作為義務是否真

的能防止結果發生，誰也不知道，學說上只能去假設，依照經驗

法則來判斷。

(三)結果

(四)主觀要件：故意、過失

不會去救，此時救生員就形成一個領域而排斥他人的介入，此為「排他支配性」。此為比較細膩的說法，大家

可以自行參考。 
6 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3923 號判決：「不純正不作為犯，是以不作為的方式實現刑法通常以作為之方式

規定的犯罪行為。除具備保證人地位之行為人，因怠於履行其防止結果發生之義務，致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

外，尚須其作為義務係物理上、現實上或空間上有實現可能，而具備作為能力，始足當之。」 
7 參考蔡聖偉，刑法問題研究（一），2008 年，頁 185 以下；周漾沂，重新建構刑法上保證人地位的法理基

礎，台大法學論叢 43 之 1，頁 209 以下。 
8 余振華，刑法總論，2013 年 10 月二版，頁 202。 
9 幾近確定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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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人

地位 

 

(一)法律規定 

1. 民法誠信原則：在進行交易時候，一般人會期待並且信賴一

個人在做交易時後必須誠實，而負有告知義務。原則上必須

符合相對人欠缺經驗、資訊對相對人重要、不告知會引起重

大損害之要件。 

2.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2條規定10：肇事者有救助傷患義

務。 

3. 警察法第 2條規定11：警察就執行職務的範圍、地域範圍而

定，有防止犯罪發生與保護個人之義務。  

(二)密切之共同生活關係：親屬12、同居人、排除室友(信賴程度不足

以達到刑法保證人地位)。 

(三)自願承擔義務：在社會上如果有人拍胸脯擔保結果不會發生，這

時候會對他人產生之信賴感，而其有作為義務。應注意者係，此

未必需要具備法令或契約，只要事實上有承擔動作，就可能引起

信賴。如：保母、救生員、接受病患的醫生、護士，就是因為有

這些人父母才敢做自己事情，病患和老人的家屬才敢出門 

(四)危險共同體：為達成特定目的而彼此相互信賴協助、排除危難之

共同體，如：登山隊。排除基於犯罪目的(刑法不鼓勵為惡)、臨

時性團體，且保證人地位之形成須於開始危險活動時候。 

(五)危險源監督：前面保證人地位的特色在於「保護」，但此種卻是行

為人必須去「控管」，即行為人必須去控管危險，否則對社會造成

很大危險，包含「人的危險源與物的危險源」。通說認為，對於

「未成年子女」父母有阻止他犯罪的義務(不同於密切生活關係，

為被害人與加害人間)。 

1. 危險物持有：事實上使用、支配危險物之人，其有採取必要

安全措施，避免危險物所產生的危險波及他人的義務。 

2. 場所管理者：對於其場所中可能發生危險，有防止義務。 

3. 商品製造人責任：商品的製造人，對其商品可能造成他人法

益受侵害的危險，負有監督、管理義務。 

(六)危險前行為(第 15條第 2項) ★ 

1. 意義：危險狀態的發生，若係由行為人引起，則製造危險之

人負有防止結果發生的義務13(社會上期待並且信賴他就把危

 
10 若有此法律規定，原則上就不用細細討論到底這個肇事者有無引起大眾的信賴。參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 62 條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無人受傷或死亡而未依規定處置者，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

下罰鍰；逃逸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個月至三個月。」 
11 警察法第 2 條：「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 

福利。」 
12 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 
13 自己的屁股自己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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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排除)，且其離危險源最近，具有資訊優勢，負有排他支配

性。這是刑法上最常見的保證人地位，也是唯一刑法上明定

的保證人地位14。 

2. 限制 

(1) 危險前行為須具備一定程度的義務違反性，排除日常行

為。 

(2) 合法危險前行為，是否構成保證人地位？見以下說明 

爭點 (一) 合法危險前行為（如正當防衛），是否構成保證人地位？ 

學說15認為，「正當防衛」並非危險前行為，蓋行為人對於不法侵

害者並無防果義務。若因正當防衛行為而課予行為人救助義務，

將造成不合理情形。 

答題 

版型 

(一) 前審查：點出本案為不作為犯 

甲對於毆打乙之事實不排除，屬於對既存風險不排除，而屬刑法

第 15條所規範之不作為犯，以下討論之： 

(二) 大前提：提出不作為定義 

按刑法第 15條所定不作為之處罰，須認定有無保證人地位與作為

可能性方可處罰(最高法院 31年上字 2324號判例16參照)。 

(三) 小前提：涵攝不作為犯構成要件 

1. 經查，客觀上甲為船長，依照船員法相關規定17，船長係依法

令對於船員生命、身體負有保證人地位，且其離危險源最

近，具有資訊優勢，屬於唯一可阻止之人，而有排他支配

性，具有作為義務。 

2. 另查，甲為船長具有作為可能性，能防止卻不防止，與因積

極發生結果者相同，其不作為具可罰性，而造成乙死亡結

果。且假設行為人有積極作為，結果幾乎確定不會發生，其

間具有準因果關係。 

3. 主觀上，甲對於前開情事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具備故意，

構成要件該當。 

 

  

 
14 舉例而言，甲住院治療，於夜間抽菸，菸蒂未熄而睡，引起火災，燒死病人乙，焚傷病人丙。甲對於該菸蒂

危險狀態未排除，所以未熄菸而睡是不作為，而甲之所以具備保證人地位，這是因為危險狀態一開始是他製造

的。因此，點火抽菸是危險前行為，未熄菸蒂是不作為，裸災之結果。 
15 林東茂，不純正不作為犯，甘添貴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上冊，2012 年 4 月，頁 127、128。 
16 最高法院 31 年上字 2324 號判例：「消極的犯罪，必以行為人在法律上具有積極的作為義務為前提，此種作

為義務，雖不限於明文規定，要必就法律之精神觀察，有此義務時，始能令負犯罪責任。」 
17 船員法第 58 條第 2 項：「船長為維護船舶安全，保障他人生命或身體，對於船上可能發生之危害，得為必要

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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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屆試題 

甲經常受到配偶乙的暴力虐待，每次遭虐待後，都會向轄區派出所報案，該派出

所之警員們對甲之情況均相當了解。某日，乙突然變本加厲，將甲綁架到山區。

在遭綁架期間，甲曾於深夜趁乙熟睡時打電話向派出所值班警員丙求救，並告知

自己生命可能有危險，以及所在的可能地點。丙雖立即出發，但由於迷路，在十

二小時後才找到甲，此時甲已遭乙凌虐而死。問，如何論處丙的行為？（25

分）                                            【101年普考法律廉政】 

 

【題目分析】 

本題即在測驗同學對於不作為犯檢討層次的熟悉度，由於考點單純，在書寫時後務必依照三

段論法，從大前提、小前提、結論分點分項提出。 

【擬答】 

(一)丙未及時找到甲之行為，不成立殺人罪之不純正不作為犯（刑法第 271條第 1項、第

15條） 

1. 前審查 

丙對於甲遭凌虐之行為，屬於對既存受傷、死亡風險不排除，而屬刑法第 15條所

規範之不作為犯，以下討論之： 

2. 客觀構成要件 

(1) 按刑法第 15條所定不作為之處罰，須認定有無保證人地位與作為可能性方可

處罰(最高法院 31年上字 2324號判例參照)。 

(2) 經查，客觀上丙為值班員警，依照警察法相關規定，對轄區內居民之安危負其

責任而有保證人地位，且甲每次遭虐待後，都會向轄區派出所報案，丙具有資

訊優勢，屬於當時可阻止之人，而有排他支配性，具有作為義務。  

(3) 另查，縱使丙因迷路，找不到甲，然丙為值班員警其可打電話尋求同事支援，

具有作為可能性，能防止卻不防止，與因積極發生結果者相同，其不作為具可

罰性，而造成甲死亡結果。且若丙及時找到甲，阻止乙之凌虐行為，甲即有幾

近確定之可能不致被乙凌虐身亡，故丙之行為與甲之死亡結果間具有假設因果

關係。 

3. 主觀構成要件 

然而，丙主觀上並無對甲之生命法益加以侵害之意欲，欠缺殺人故意，故不成立本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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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擇題 

一、甲受在大陸工作之友人 A 委託代為簽購威力彩，甲依其指示購買。俟開獎後 A 

得知其所簽號碼中頭 獎，並告知甲。詎甲未經 A同意，將代購之彩券交給妻子乙，

由乙填寫其個人資料，持之向臺灣彩 券兌領獎金。依實務見解，甲、乙應如何論

罪？  

(A)甲、乙成立侵占罪之共同正犯  

(B)甲成立背信罪，乙成立侵占罪  

(C)甲、乙成立竊盜罪之共同正犯  

(D)甲成立背信罪，乙成立背信罪之幫助犯                  【108年律師司法

官】 

 

(一)財產犯罪架構 

 

(二)本題說明 

1. 於選擇條文時，首先此獎金為物之損失，而為取得類型、中間類型犯罪，且並

無破壞持有18情形，故選擇侵占罪或背信罪最合理。 

2. 再者，當侵占罪與背信罪同時出現時，依照最高法院 27年滬上字第 72號判例

見解，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所為之侵占，為特殊之背信行為，故侵占罪成立

時，雖其行為合於背信罪之構成要件，亦當論以侵占罪，而不應論以背信罪。 

  

 
18 客觀上對物有支配權限，且主觀上有持有意思。判斷持有有無移轉，須視事實上有無「將管領能力移轉」以

及有無「移轉持有的意思」，若僅係「短時間交付」，則並未移轉持有。 

物損失

取得

破壞持有

無交付行為 竊、搶、強

有交付行為 詐、恐、擄

破壞所有 侵占罪

中間類型 背信罪

毀損 毀損罪

利益損失

詐欺得利

恐嚇得利

強盜得利

§339-1II、
§339-2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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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法第 17條規定：「因犯罪致發生一定之結果，而有加重其刑之規定者，如行為人不

能預見其發生時，不適用之。」學理上謂之「加重結果犯」或「結果加重犯」。請依實務

見解，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加重結果犯之基本犯罪得為故意犯，亦得為過失犯 

(B)基本犯罪與加重結果之間必須具備相當的因果關係 

(C)加重結果犯之基本犯罪僅限既未遂，不包括未遂犯 

(D)加重結果犯之構成，不以行為人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具有客觀的預見可能性為必要 

【107年警佐班】 

 

(一)加重結果犯說明 

加重結果犯 

意義 若甲毆打乙，未料下手過重致死，原本評價上只能成立傷害罪、過失致死

罪，想像競合後只能論 3年有期徒刑，然而立法者覺得不足以充分評價行

為人的不法和罪責，故特別規定加重結果犯，此一獨立犯罪類型，而科以

較重的責任（7年以上）。 

要件 (一)行為人故意實行基本構成要件 

行為人實行構成要件行為，至少須達著手階段，即至少須為未遂犯又

或達成既遂階段，則在所不問。 

(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行為與結果、加重結果間必須具備相當因果關係

(判斷重點一樣觀察有無介入情事)。 

1. 實務認為，傷害行為後，因果關係進行中，若被害人所受傷害，

原不足引起死亡之結果，係因其後之遺棄行為獨立發生死亡之結

果者，則被害人之死亡與加害者傷害之行為，並無相當因果關

係，自難令負傷害人致死之罪責，而應論以傷害與遺棄致人於死

二罪。 

2. 倘若被害人之傷勢嚴重，縱及時醫治，仍無法救活者，雖有遺棄

行為，被害人之死亡即與遺棄行為無相當因果關係可言，自難成

立遺棄致人於死罪，應以傷害致人於死及遺棄二罪論處。 

(三)危險關聯性(犯罪特有的風險) (學說看法1920):由於加重結果犯大多會

導致死亡或重傷，因此除了相當因果關係外，必須確定有無特殊危險

關聯性，學說可分為兩種，「行為危險」、「結果危險」。 

1. 「行為危險」:必須「行為」和「加重結果」間有危險關聯(原犯

罪結果既未遂皆可)，如:強盜致死、搶奪致死、私行拘禁致死、

強制性交致死、墮胎致死、不能安全駕駛致死。行為危險的犯

罪，於未遂犯亦可成立加重結果犯。 

2. 「結果危險」:係「原犯罪結果」與「加重結果」間具有危險關

 
19 蔡聖偉，刑法問題研究（一），2008 年，頁 438 以下；許恒達，傷害未遂致死與不作為殺人，台灣法學雜誌

第 160 期，頁 190 以下。實務並無此分類，認為係以有無既未遂來分是否會有加重結果犯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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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原犯罪結果必須既遂)，如:傷害致死、遺棄致死、重傷致

死。如被刺中當場斃命，此時傷害結果根本沒出現，故無法論傷

害致死罪。 

(四)對於加重結果，行為人主觀上能預見(第 17條)，判斷上容有爭議 

1. 主觀說：以行為人所認識的事實為判斷標準，並以行為人的認識

能力作為判斷基準。 

2. 客觀說：基於「行為當時之客觀上一切事實」做事後觀察，認為

在一般環境下，有此行為均可發生同一結果者(參照最高法院 76

年台上 192號判例)。  

3. 本文認為，判斷上宜採「折衷說」，蓋若採取「客觀說」之事後

判斷，將使多數案件均能該當，似乎將喪失篩選功能；若採取

「主觀說」則在訴訟上不易證明，實務運用不易。 

答題 

版型 

(一)大前提 

1. 按第 17條規定，加重結果犯之成立，須有法律明文規定；次按

第 277條第 2項規定，乃傷害行為之加重結果犯。  

2. 另按傷害罪之加重結果犯成立要件，客觀上，構成要件行為與結

果、加重結果間必須具備相當因果關係、結果與加重結果間具有

危險關聯性；主觀上，行為人對於加重結果之出現，必須能預見

（參照第 17條規定）。 

(二)小前提（客觀要件） 

客觀上，丙攻擊丁下巴屬於製造危險的行為，造成丁受傷而有身體完

整性之侵害，復又造成死亡結果，故攻擊行為與傷害結果、死亡結果

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且因傷害罪之死亡危險為學理上稱之「結果危

險」，而丁傷害結果與其死亡結果間，具有危險關聯性，符合加重結

果犯之客觀要件。 

(三)小前提（主觀要件） 

主觀上，丙對於丁死亡結果並無故意，然是否能預見（第 17條規

定），容有爭議，以下討論之： 

1. 主觀說：以行為人所認識的事實為判斷標準，並以行為人的認識

能力作為判斷基準。 

2. 客觀說：基於「行為當時之客觀上一切事實」做事後觀察，認為

在一般環境下，有此行為均可發生同一結果者(參照最高法院 76

年台上 192號判例)。 

3. 本文認為，判斷上宜採「折衷說」，蓋若採取「客觀說」之事後

判斷，將使多數案件均能該當，似乎將喪失篩選功能；若採取

「主觀說」則在訴訟上不易證明，實務運用不易。 

【筆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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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題說明 

(A)選項，行為人必須故意實行基本構成要件，不得為過失犯。 

(B)選項，行為與結果、加重結果間必須具備相當因果關係，此為正確。 

(C)選項，行為人實行構成要件行為，至少須達著手階段，即至少須為未遂犯又或

達成既遂階段，則在所不問。 

(D)選項，對於加重結果，行為人主觀上須能預見(第 17條)，且依照實務見解，基

於「行為當時之客觀上一切事實」做事後觀察，認為在一般環境下，有此行為

均可發生同一結果者(參照最高法院 76年台上 192號判例)，以具有客觀的預見

可能性為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