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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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3月13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964 號

案由：本院委員許毓仁等 19 人，鑑於兒少受虐等社會暴力案件頻傳
，為健全刑法對生命、身體法益之保障，爰擬具「中華民國
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凌虐的定義規定
現行刑法雖明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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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處以最重本刑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規定，惟此規範對於「凌虐」的定
義付之闕如，且整體行為態樣仍過於抽象，在司法程序上有難以適用之虞。爰此提案修正
刑法第十條，就刑法中提及「凌虐」之行為要件的條文包含刑法第一百二十六條、刑法第
二百二十二條，以及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統一增訂「凌虐」的定義。
二、提高過失致死罪及業務過失致死罪的法定刑上限
修正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提高過失致死罪及業務過失致死罪的法定刑上限，而仍未
設下限。透過填補過失犯與故意犯的法定刑斷層，讓法院更可依個案情形作成妥適量刑。
三、提高普通傷害罪的法定刑上限
修正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提高普通傷害罪的法定刑上限，而仍未設下限。除
了解決普通傷害罪刑度過低導致刑法價值判斷失衡的疑慮，透過填補普通傷害罪與重傷罪
的法定刑斷層，讓法院更可依個案情形作成妥適量刑。
四、提高過失傷害罪及業務過失傷害罪的法定刑上限
修正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條，提高過失傷害罪及業務過失傷害罪的法定刑上限，而仍未
設下限。改善法定刑偏低無法充分評價刑責的問題，讓法院更可依個案情形作成妥適量刑
。
五、凌虐幼童罪刑責提高與增訂凌虐幼童致死、致重傷
我國對於凌虐幼童罪的法定刑（五年以下），與德國「刑法」類似罪名相比（六月以
上十年以下）較輕，恐不具適當的威嚇力。又現況下司法程序對於凌虐幼童致死、致重傷
的定罪科刑多以是否有殺人或重傷故意區分，具有殺人或重傷故意者方依殺人、重傷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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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處，若欠缺殺人或重傷故意者則依過失致死、致重傷論處，刑責的落差過大，未能反映
因受長期非人道凌虐待遇，而致生幼童死亡的刑責。爰此提案修正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
增訂凌虐幼童致死、致重傷的加重結果刑責，以符合刑法的罪責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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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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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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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針對國人近年重視的兒虐
事件刑責，現行刑法第二百
八十六條雖明定對於未滿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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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處以
最重本刑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之規定，惟此規範對於「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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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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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虐」的定義付之闕如，且整
體行為態樣仍過於抽象，在
司法程序上有難以適用之虞
。爰此提案修正刑法第十條
，就刑法中提及「凌虐」之
行為要件的條文包含刑法第
一百二十六條、刑法第二百
二十二條，以及刑法第二百

稱重傷者，謂下列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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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使之接
合之行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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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使之接
合之行為。

八十六條，統一增訂「凌虐
」的定義。
二、參照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
處罰公約，有關「酷刑」的
定義為「為了向某人或第三
者取得情資或供詞（
confession ） ， 為 了 他 或 第
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為對他
加以懲罰，或為了恐嚇或威
脅他或第三者，或為了基於
任何一種歧視的任何理由，
蓄意使某人在肉體或精神上
遭受劇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
行為；另陸海空軍刑法第四
十四條第三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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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司

二、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
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

二、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
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

法實務見解，最高法院 89
年台上字第 5655 號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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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肛門，或使之接合之

器、肛門，或使之接合之

決，定義「凌虐」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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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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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犯、侮辱或予以非人道待
遇等精神、肉體之虐待行為
」。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處
罰的凌虐行為或類似行為，

理之紀錄。
稱凌虐者，指以一切侵
犯、侮辱、強暴、脅迫或其
他方法，使人在精神或肉體

理之紀錄。

對於「凌虐」之定義，係認
為以強暴、脅迫或其他方法
違反人道之凌辱虐待方法，
加諸於人，使人在肉體或精

上受凌辱虐待之非人道待遇
行為。

神上不堪忍受而有殘酷感者
，均屬之。而凌辱虐待除重
視被凌虐者之身心有無受創
傷感外，就凌虐者所施之凌
虐行為，客觀上亦須具有時
間與行為持續性地積極或消
極達於使人無法容忍之不人
道程度。爰參照上開立法例
訂定凌虐之定義。

第二百七十六條

因過失致人

於死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一萬元以下罰金
。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
上之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七十六條

因過失致人

一、我國刑法過失犯的法定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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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偏低，本條第一項過失
致死的法定刑更是與毀損罪
同樣以二年為徒刑上限。且
刑法的過失概念廣，從輕過
失到重大過失，甚至與故意
之間有灰色地帶，一味以低
度法定刑，無法充分評價刑
責。
二、故學者建議讓過失犯的法
定刑上限銜接到故意犯的法
定刑下限，當法院遇到疑難
案件，即便最後得出過失犯
的結論，量刑時亦可讓裁處
的刑罰接近故意犯，把理論
爭議造成的評價差異壓縮到
最小。
三、爰修正本條第一項，提高
過失致死罪的法定刑上限為
七年；同時提高罰金上限為
一萬元。
四、修正本條第二項，提高業
務過失致死罪的法定刑上限
為十年，使之與刑法第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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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一條殺人罪的法定刑下
限銜接；同時提高罰金上限
為三萬元。透過填補過失犯
與故意犯的法定刑斷層，讓
法院更可依個案情形作成妥
適量刑。
第二百七十七條

傷害人之身

第二百七十七條

傷害人之身

一、本條第一項普通傷害罪的

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
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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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範圍極廣：從皮肉小傷
到頭破血流都包括在內；只
要未達刑法第十條第四項第
六款「重大不治或難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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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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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程度，就只能適用普通傷害
罪。
二、現行條文普通傷害罪的法
定刑上限為三年，低於竊盜
罪的五年，顯然輕重失衡。
三、爰修正第一項，提高普通
傷害罪的法定刑上限為五年
，使之與刑法第二百七十八
條重傷罪的法定刑下限銜接
；同時提高罰金上限為三千
元。透過填補普通傷害罪與
重傷罪的法定刑斷層，讓法
院更可依個案情形作成妥適
量刑。

第二百八十四條 因過失傷害
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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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國刑法過失犯的法定刑
普遍偏低，且刑法的過失概
念廣，從輕過失到重大過失
，甚至與故意之間有灰色地

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
金。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
上之過失傷害人者，處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
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五千元以下罰金。

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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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一味以低度法定刑，無
法充分評價刑責。
二、爰修正本條第一項，提高
過失傷害罪的法定刑上限為
一年；同時提高罰金上限為
一千元。
三、修正本條第二項，提高業
務過失傷害罪的法定刑上限
為三年；同時提高罰金上限
為五千元。透過提高過失犯
法定刑上限，而仍未設下限
，改善法定刑偏低無法充分
評價刑責的問題，讓法院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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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個案情形作成妥適量刑
。
第二百八十六條

對於未滿十

第二百八十六條

對於未滿十

現況下司法程序對於凌虐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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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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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死、致重傷的定罪科刑多以
是否有殺人或重傷故意區分，
具有殺人或重傷故意者方依殺
人、重傷罪章論處，若欠缺殺

意圖營利，而犯第一項
之罪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五百萬元以下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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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或重傷故意者則依過失致死
、致重傷論處，刑責的落差過
大，未能反映因受長期非人道
凌虐待遇，而致生幼童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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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責。爰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
提高刑責，增訂第三項、第四
項凌虐幼童致死、致重傷的加
重結果，以符合刑法的罪責相
當。

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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