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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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3月20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474 號之 1

案由：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王定宇等 21 人擬具「中
華民國刑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19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74300210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 1 附件 2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王定宇等 21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
完竣，須經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 107 年 1 月 2 日台立議字第 1060705266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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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王定宇等 21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 107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三）召開第 9 屆第 5 會期第 3 次全體委員會
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段宜康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
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王定宇等 21 人提案說明： （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鑑於憲法增修條文將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視為我國「大陸地區」，以致現實上對我國國
家安全產生極大危害的「共諜案」相關案件，現行刑法外患罪章各罪條文所規範之外國、他
國或敵國於司法實務判決無法適用，刑法無法發揮保護國家安全之功能而淪為具文，實有修
正之必要。本席等認為，現行陸海空軍刑法第十條「敵人」定義之規定，於現役軍人涉違反
效忠國家義務罪相關司法判決均能運作無礙，避免國家定位之爭議且有效鞏固國家安全。爰
參考該條提出「中華民國刑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說明如下：
一、按陸海空軍刑法於民國 90 年 09 月 28 日修正時新增第十條，其立法理由謂：本法分則各
本條中，常以「敵人」一語，作為犯罪構成要件，惟其定義並不明確，如不予以明文界
定，恐有違罪刑明確性原則。為避免「敵人」概念之界定過於模糊或空泛，而致現役軍
人動輒得咎，當限於與中華民國交戰或武力對抗之國家或團體。其所謂武力對抗之國家
或團體，指客觀上雖未與本國交戰，惟與本國以武力對峙之國家、政治實體，以及本國
或外國之武裝團體而言，合先敘明。
二、經查，該法於適用現役軍人涉違反效忠國家義務罪相關司法判決均能運作無礙，如：前
陸軍司令部通資處少將處長，涉嫌將中華民國國軍機密情報交付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
間諜案，遭依陸海空軍刑法判處無期徒刑於 2012 年 4 月 26 日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定讞。
前海軍大氣海洋局政戰處長張祉鑫中校涉共諜案，擔任軍職期間填表申請加入中國共產
黨，並引介現役軍人與陸方接觸，遭判處 15 年有期徒刑於 2014 年 12 月 15 日最高法院
駁回確定。
三、本席等認為，因憲法增修條文將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視為我國「大陸地區」，以致現實
上對我國國家安全產生極大危害的「共諜案」相關案件，現行刑法外患罪章各罪條文所
規範之外國、他國或敵國於司法實務判決無法適用，刑法無法發揮保護國家安全之功能
而淪為具文，實有修正之必要。現行陸海空軍刑法第十條「敵人」定義明確之，既避免
國家定位之爭議，且有效鞏固國家安全，頗值爰引為刑法外患罪章各罪之修正依據，為
符合刑法立法體例於總則篇第十條增訂定義如修正條文。
參、法務部部長邱太三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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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
今天奉邀列席

貴委員會議審查委員王定宇等 21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十條條文修正

草案》，代表本部列席說明，並備質詢。謹就上開修正條文草案提供以下意見，敬請參考。
一、大院第 9 屆第 4 會期貴委員會第 18 次全體委員會議（106 年 12 月 4 日）決議通過委員王
定宇等 18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並交付黨團協商，將刑法第 2 章
外患罪第 103 條、第 104 條、第 105 條、第 106 條、第 107 條、第 108 條、第 109 條、
第 113 條、第 114 條於「外國」之後增列「敵人」之要件，惟以「敵人」一語作為犯罪
成立要件，其定義並不明確，如不予以明文界定，恐有違罪刑明確性原則。為避免「敵
人」概念之界定過於模糊或空泛，而致現役軍人動輒得咎，參考陸海空軍刑法第條 10 規
定，所稱敵人，謂與中華民國交戰或武力對峙之國家或團體。當限於與中華民國交戰或
武力對抗之國家或團體。其所謂武力對抗之國家或團體，指客觀上雖未與本國交戰，惟
與本國以武力對峙之國家、政治實體，以及本國或外國之武裝團體而言。
二、上開決議通過第 115 條之就「敵人」為定義，然刑法名詞定義係規定於總則編，分則編
僅就「準」文書或「準」動產始有定義規定，為符合刑法立法體例，自有於總則篇第 10
條增訂「敵人」定義之必要，本部敬表贊同。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肆、司法院副秘書長葉麗霞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貴委員會審查委員王定宇等 21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
人奉邀代表司法院列席，深感榮幸，謹就司法院之意見說明如下，敬請各位委員惠予指教。
現行刑法各規定並無「敵人」之用語，則草案於第 10 條增訂「敵人」之定義性規定，恐
無法作為本法其他規定之解釋適用準據，是否妥適，敬請再酌。又立法說明第二點關於「陸
海空軍習法」之記載，似為「陸海空軍刑法」之誤；立法說明第三點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共產黨政府」之記載，與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關於兩
岸現狀之政治性定位，似有未符，建請審酌。
伍、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書面報告：
一、大院前於 106 年 12 月 4 日初審通過王定宇委員等 18 人擬具之「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案，該案參考陸海空軍刑法第 10 條規定，將刑法外患罪章所定之「外國」修
正為「外國或敵人」及「敵國」修正為「敵人」，並增訂第 115 條之 1 有關「敵人」定
義之規定。惟刑法有關概念定義之規定，係於第 10 條作規範，故為符合刑法立法體例，
王定宇委員等 21 人爰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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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鼓勵並促進兩岸正常交流，但為維護我國家安全與利益，對於配合中國大陸危害我
方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之不法行為本應依法處理，相關法律如有不足亦應予儘速填補，
以符合人民期待。刑法外患罪章修正案業經大院初審通過，為符立法體例，是否於刑法
總則編增訂定義性規定，本會尊重大院的討論決定。
陸、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並詢答完畢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認為刑法外患罪章修正增
列「敵人」之規定，為符合刑法立法體例，自有於總則篇第十條增訂「敵人」定義之必要，
爰將本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為：第十條，照案通過。
伍、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院會討論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段宜康出席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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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委員王定宇等 21 人提案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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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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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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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項新增。
二、為避免「敵人」概念之界定
過於模糊或空泛，而致人民動
輒得咎，並符合罪刑明確原則
，參考陸海空軍刑法第十條之
規定，限於與中華民國交戰或
武力對抗之國家或團體。其所
謂武力對抗之國家或團體，指
客觀上雖未與本國交戰，惟與
本國以武力對峙之國家、政治
實體，以及本國或外國之武裝
團體而言。
三、為避免所謂「武力對峙」適
用之疑義，增列「對中華民國
軍事威脅者亦同」，因應我國
目前遭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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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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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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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政府軍事威脅之現狀。
四、為符合刑法立法體例於總則
篇第十條增訂「敵人」定義如
修正條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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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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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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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會：照委員王定宇等 21 人提
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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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之機能。
五、毀敗或嚴重減損生殖之機
能。

之機能。
五、毀敗或嚴重減損生殖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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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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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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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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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
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
行為。
二、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

一、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
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
行為。
二、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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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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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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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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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稱敵人者，謂與中華民國
交戰或武力對峙之國家、政治
實體或團體。對中華民國軍事
威脅者亦同。

式所製成，而供電腦處理之紀
錄。
稱敵人者，謂與中華民國
交戰或武力對峙之國家、政治
實體或團體。對中華民國軍事
威脅者亦同。

式所製成，而供電腦處理之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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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或嗅能。
四、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
之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