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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246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5月3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0673 號

案由：本院委員鍾孔炤、陳明文、周春米等 22 人，鑑於我國現行刑
法有犯人與犯罪行為人之用語，二者之含義既屬相同，又總
則編已將犯人修改為犯罪行為人，爰提案修正刑法分則編部
分條文，將現行用語「犯人」修改為「犯罪行為人」，使其
立法用語之一致，且亦較符合刑法適用之概念與範圍。是否
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我國刑法第一條規定：「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拘束人身自由
之保安處分，亦同。」此乃罪刑法定原則的展現，也是具有普世人權特性的共同原則。其
意義係指犯罪與刑罰及兩者之間的關係，均需有事先的、成文的法律明文規定。行為時，
法律無明文規定者，不為罪；行為時，法律未規定為犯罪者，不處罰。換言之，僅限於刑
法上的行為，才有可能該當特定犯罪的構成要件。而實行行為者為人，行為不會自行發生
，自然事件（如造成毀損之颱風）即非刑法評價之行為，故當代刑法把「人」當成法之主
體，制裁的對象也以人為限。是以刑罰規範的連結點都是「人類的行為」，即因犯罪行為
人之犯罪行為而生之法律效果。其處罰者，係與社會損害結果相連結之犯罪行為人。因此
，在刑法規定裡，將現行用語「犯人」修改為「犯罪行為人」，將更有利於刑法之解釋與
適用，使其概念與範圍更為精確。
二、另按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七日修正之刑法，自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其於總則編中已
將「犯人」修改為「犯罪行為人」，使其適用範圍更為明確。而分則編有關「犯人」用語
者，計有十一條，刑法總則編既將「犯人」修正為「犯罪行為人」，而二者之含義既屬相
同，為求立法用語之一致，故分則編用語配合統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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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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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條

文

說

明

藏匿犯人或

一、罪刑法定原則之意義，係

為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
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二年

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
使之隱避者，處二年以下有

指犯罪與刑罰及兩者之間的
關係，均需以事先的、成文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
元以下罰金。

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
罰金。

的法律明文來去規定。而實
行行為者為人，行為不會自

意圖犯前項之罪而頂替
者亦同。

意圖犯前項之罪而頂替
者亦同。

行發生，故當代刑法把「人
」當成法之主體，制裁的對

第一百六十四條

藏匿犯罪行

第一百六十四條

象也以人為限。是以刑罰規
範的連結點都是「人類的行
為」，即因犯罪行為人之犯
罪行為而生之法律效果。其
處罰者，係與社會損害結果
相連結之犯罪行為人。因此
，在刑法規定裡，將現行用
語「犯人」修改為「犯罪行
為人」，將更有利於刑法之
解釋與適用，使其概念與範
圍更為精確。
二、另按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
月七日修正之刑法，其於總
則編中已將「犯人」修改為
「犯罪行為人」。而分則編
有關「犯人」用語者，計有
十一條，刑法總則編既將「
犯人」修正為「犯罪行為人
」，而二者之含義既屬相同
，為求立法用語之一致，故
分則編用語配合統一修正。
三、另本條文涉及犯罪行為客
體「犯人」解釋之問題。所
謂犯人係僅指真正犯罪之人
或包含成為偵查對象之犯罪
嫌疑人與被告在內？觀此涉
及罪刑法定主義與正當行使
刑事司法權之衝突問題，鑒
於後者認為既然於隱匿行為
時未確定是否為真正犯罪之
人，因此處罰隱匿真正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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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可能性很高的人乃符合
妨害行使刑事司法權之處罰
意旨。雖尚非不能理解，然
如此之解讀不僅將形成過度
保護偵查活動之結果，且有
隱匿偵查開始前之真正犯罪
之人卻無法加以處罰之可能
。甚至造成犯罪嫌疑人與隱
匿行為人皆為無罪，然卻受
有刑事司法之困擾，而成濫
訴之風險存在。此對於行使
刑事司法權之侵害程度更大
，且刑法之目的應為如何對
真正犯罪之人加以處罰。因
此隱匿非真正犯罪之人者，
實質應排除於本罪規範對象
之外，而採真正犯罪之人作
為本罪之行為客體自較為妥
適。
第一百六十七條

配偶、五親

第一百六十七條

配偶、五親

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
親圖利犯罪行為人或依法逮

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
親圖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

捕、拘禁之脫逃人，而犯第
一百六十四條或第一百六十

禁之脫逃人，而犯第一百六
十四條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

五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

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一百七十一條 未指定犯罪
行為人，而向該管公務員誣

第一百七十一條 未指定犯人
，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犯罪

告犯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

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金。
未指定犯罪行為人，而

未指定犯人，而偽造、
變造犯罪證據，或使用偽造

偽造、變造犯罪證據，或使
用偽造、變造之犯罪證據，

、變造之犯罪證據，致開始
刑事訴訟程序者亦同。

修改犯人用語，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一百六十四條說明。

修改犯人用語，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一百六十四條說明。

致開始刑事訴訟程序者亦同
。
第二百條 偽造、變造之通用
貨幣、紙幣、銀行券，減損

第二百條 偽造、變造之通用
貨幣、紙幣、銀行券，減損

分量之通用貨幣及前條之器
械、原料，不問屬於犯罪行

分量之通用貨幣及前條之器
械、原料，不問屬於犯人與

為人與否，沒收之。

否，沒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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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犯人用語，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二項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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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五條 偽造、變造之
有價證券、郵票、印花稅票

第二百零五條 偽造、變造之
有價證券、郵票、印花稅票

、信用卡、金融卡、儲值卡
或其他相類作為提款、簽帳

、信用卡、金融卡、儲值卡
或其他相類作為提款、簽帳

、轉帳或支付工具之電磁紀
錄物及前條之器械原料及電

、轉帳或支付工具之電磁紀
錄物及前條之器械原料及電

磁紀錄，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沒收之。

磁紀錄，不問屬於犯人與否
，沒收之。

第二百零九條 違背定程之度
量衡，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

第二百零九條 違背定程之度
量衡，不問屬於犯人與否，

與否，沒收之。
第二百十九條

沒收之。

偽造之印章、

修改犯人用語，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二項
說明。

修改犯人用語，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二項
說明。

偽造之印章、

修改犯人用語，理由同修正條

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罪
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
與否，沒收之。

文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二項
說明。

第二百三十五條 散布、播送
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

第二百三十五條 散布、播送
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

修改犯人用語，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二項

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或
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

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或
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

覽、聽聞者，處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

覽、聽聞者，處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散布、播送、販賣

而製造、持有前項文字、圖
畫、聲音、影像及其附著物

而製造、持有前項文字、圖
畫、聲音、影像及其附著物

或其他物品者，亦同。
前二項之文字、圖畫、

或其他物品者，亦同。
前二項之文字、圖畫、

聲音或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聲音或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
，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

，沒收之。

之。

第二百六十五條

犯本章各條

第二百十九條

犯本章各條

修改犯人用語，理由同修正條

之罪者，其鴉片、嗎啡、高
根、海洛因或其化合質料、

之罪者，其鴉片、嗎啡、高
根、海洛因或其化合質料、

文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二項
說明。

或種子，或專供吸食鴉片之
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

或種子，或專供吸食鴉片之
器具，不問屬於犯人與否，

與否，沒收之。

沒收之。

第二百六十六條

在公共場所

第二百六十五條

說明。

第二百六十六條

在公共場所

修改犯人用語，理由同修正條

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
物者，處一千元以下罰金。

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
物者，處一千元以下罰金。

文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二項
說明。

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
者，不在此限。

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
者，不在此限。

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

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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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
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

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
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收之。
第三百十五條之三

前二條竊

錄內容之附著物及物品，不
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

前二條竊

修改犯人用語，理由同修正條

錄內容之附著物及物品，不
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文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二項
說明。

第三百十五條之三

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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