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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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810 號

案由：本院委員趙正宇等 18 人，有鑑於近年來虐童事件層出不窮，
惟現行刑法對於「凌虐」一詞未有清楚之定義，導致實務上
對於凌虐行為難以認定，僅能以普通傷害罪論之。且根據衛
福部統計資料顯示，兒少保護通報案件逐年攀升，顯見目前
罰則難收遏阻犯罪之效。為此，爰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十
條及第二百八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明訂凌虐行為之定義
，並提高相關刑責。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〆
一、根據衛福部統計，兒少保護通報案件數量逐年攀升，從 102 年之 34,545 件增加至 106 年之
59,912 件，顯見虐童問題十分嚴重，現行法規不足以遏止相關犯罪發生。
二、經查現行刑法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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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為此，爰參考「陸海空軍刑法」第四十四條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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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十條第五項將
「凌虐」一詞定義為〆「以違反人道之凌辱虐待方法，加諸於人之行為。」換言之，只要
是將違反人道之行為加諸於人者，不論採何種方式、頻率，皆屬於凌虐行為。
四、我國已依照「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制定「兒童權
利公約施行法」，該公約保護對象係以未滿十八歲者為對象，爰修正第二百八十六條第一
項為未滿十八歲之人。
五、又因現行相關罰則過輕，導致兒少保護通報案件逐年攀升，爰將第二百八十六條第一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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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刑提高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另外，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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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增訂加重結果犯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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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十條及第二百八十六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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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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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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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第一項至第四項未修
正。
二、第五項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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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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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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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稱重傷者，謂下列傷害

稱重傷者，謂下列傷害

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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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稱凌虐者，謂以違反人
道之凌辱虐待方法，加諸於
人之行為。
稱性交者，謂非基於正
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入行
為〆

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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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〆
一、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
、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
合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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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條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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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第十條第五項將「凌虐
」一詞定義為〆「以違反人
道之凌辱虐待方法，加諸於
人之行為。」換言之，只要
是將違反人道之行為加諸於
人者，不論採何種方式、頻
率，皆屬於凌虐行為。
三、原第五項、第六項移列至

一、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
、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

二、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
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

第六項、第七項，文字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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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之行為。

器、肛門，或使之接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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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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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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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之紀錄。

第二百八十六條 對於未滿十
八歲之人，施以凌虐或以他

第二百八十六條 對於未滿十
六歲之人，施以凌虐或以他

一、我國已依照「聯合國兒童
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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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
罪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
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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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 Rights of the Child）制定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該公約保護對象係以未滿十
八歲者為對象，爰修正第二
百八十六條第一項為未滿十
八歲之人。又因現行相關罰
則過輕，導致兒少保護通報
案件逐年攀升，爰將法定刑

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々致重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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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以上有期徒刑々致重傷
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提高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二、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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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增訂加重結果犯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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