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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案第 17399 號

案由：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刑法第四十七條及第四
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行政院、司法院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9 日
發文字號：院臺法字第 1100082087A 號
院台廳刑一字第 1100003614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函送「中華民國刑法」第 47 條、第 48 條修正草案，請查照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提 109 年 12 月 17 日本院第 3731 次會議，決議：通過，函請司法院會銜送立法院審
議。
二、檢送「中華民國刑法」第 47 條、第 48 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含總說明）1 份。
正本：立法院
副本：司法院、法務部（均含附件）
抄件：本院羅政務委員秉成辦公室、本院法規會、外交國防法務處、公共關係處（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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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中華民國刑法（下稱本法）於二十四年一月一日經國民政府制定公布，並自二十四年七月一
日施行，其間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十年一月二十日修正公布。一百零八年二月二十二
日司法院釋字第七七五號解釋宣告現行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
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五十九條所定要件之情形
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不
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
起二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現行第四十八條前段之規定與憲法一事不再理原則有違，應自本
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為因應司法院釋字第七七五號解釋，爰擬具本法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
條修正草案，於第四十七條明定再犯之罪為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因構成累犯致應宣告
不得易科罰金或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或再犯第六十一條各款之罪，且有過苛之虞者，法
院得不加重本刑，以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並刪除現行第四十八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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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十七條 受徒刑之執行完
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
，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
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
重本刑至二分之一。
第九十八條第二項關於
因強制工作而免其刑之執行
者，於受強制工作處分之執

第四十七條 受徒刑之執行完
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
，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
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
重本刑至二分之一。
第九十八條第二項關於
因強制工作而免其刑之執行
者，於受強制工作處分之執

一、現行累犯之規定經司法院
釋字第七七五號解釋，宣告
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
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
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
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五
十九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
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

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免除
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
徒刑以上之罪者，以累犯論
。
前二項之累犯，有下列
情形之一，且有過苛之虞者
，得不加重之：
一、再犯之罪為得易科罰金
或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因
前二項規定致應宣告不得
易科罰金或不得易服社會
勞動之有期徒刑。

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免除
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
徒刑以上之罪者，以累犯論
。

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
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
害部分，不符憲法罪刑相當
原則，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
比例原則。從而，該規定有
加以修正之必要。
二、累犯加重其刑之設置目的
，係著重在犯罪行為人危險
性之矯治，以加重刑罰之方
式，預防行為人日後再次犯
罪。行為人於刑罰執行完畢
後再度犯罪，不僅證明其先

二、再犯第六十一條各款之
罪。
（司法院另有不同意見）

前所受之刑罰執行，尚不足
以矯正其犯罪危險性格，未
能達刑罰執行之預期效果，
同時可認其具有高於一般犯
罪行為人之犯罪危險傾向，
有加重處罰之必要，藉由刑
罰之教育、矯治作用，改善
其犯罪之危險性，使其不再
為犯罪行為，進而達到防衛
社會安全、保障個人及社會
國家之目的。
三、累犯既有上述之刑事政策
之功能，且司法院釋字第七
七五號解釋僅宣告現行第一
項規定「不分情節，一律須
加重最低本刑」之部分違憲
，並未宣告累犯制度或累犯
加重制度違憲，從而，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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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累犯之要件及第二項
以累犯論之規定爰不予修正
，應檢討修正之部分，係案
件構成累犯後，如何適當區
分情節予以加重或不予加重
。
四、司法院釋字第七七五號解
釋理由書載明「系爭規定一
不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
刑。因目前實務上有期徒刑
加重係以月為計算單位，如
最低法定本刑為六月有期徒
刑，累犯加重結果，最低本
刑為七月有期徒刑。本來法
院認為諭知六月有期徒刑得
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即
可收矯正之效或足以維持法
秩序（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
項及第三項規定參照），但
因累犯加重最低本刑之結果
，法院仍須宣告七月以上有
期徒刑，致不得易科罰金或
易服社會勞動。因此，系爭
規定一不分情節，基於累犯
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
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
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
法第五十九條所定要件之情
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
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
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
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
法第八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
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
原則，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
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
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
起二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
正之。」爰增訂第三項第一
款規定，於構成累犯之個案
，再犯之罪為得易科罰金或
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因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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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加重」導致法院必須量處
不得易科罰金或不得易服社
會勞動之刑，且此種量刑導
致行為人所受之刑罰有過苛
之虞，例外得不予加重。
五、犯現行第六十一條各款之
罪，情節輕微，顯可憫恕，
認為依現行第五十九條規定
減輕其刑仍嫌過重者，得依
該條規定免除其刑。因此，
若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
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
內故意再犯第六十一條各款
之罪，且因累犯加重致生行
為人所受之刑罰有過苛之虞
者，得不加重其刑，爰增訂
第三項第二款規定，以符合
寬嚴並進之刑事政策。而「
再犯第六十一條第一款之罪
者」，當不包括第六十一條
第一款但書所指之各罪，一
併敘明，以臻明確。
六、至行為人同有第三項第一
款或第二款之情形者，其法
律效果即為「得不加重之」
，並非指刑罰遞減之，應予
辨明。另第三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之規定，於第二項情形
亦有適用，併予敘明。
七、縱使法院認個案上有第三
項之適用，此時僅屬「得不
加重」，並非「不構成累犯
」，適用時應予辨明。
司法院意見：
壹、本院認行政院來函會銜之
草案（下稱行政院版草案）
容有下列疑義，茲說明如下
：
一、行政院版草案就構成累犯
者，法官得否裁量不加重其
刑，限縮於特定之罪，於其
他情節輕微累犯之情形則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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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適用，有違憲法罪刑相
當原則（比例原則）、平等
原則：
(一)依司法院釋字第 775 號
解釋意旨 1 ，係指構成
累犯者，不分情節，一
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
符合刑法第 59 條所定
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
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
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
不符罪刑相當原則、比
例原則。於此範圍內，
應予修法。在修正前，
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
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
個案應裁量是否加重最
低本刑。林俊益大法官
上開解釋文所稱「於此
範圍內」，應係指「不
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
本刑」部分而言 2 ，並
未限縮於行政院版草案
第 3 項之情形。
(二)承上，大法官解釋明確
針對一律加重最低本刑
而導致自由刑過苛的情
形，要改由法院裁量是
否加重。從解釋文來看
，會產生人身自由侵害
過苛的情形，大法官並
沒有限定在「得易刑處
分之罪」或「刑法第 61
條之罪」，亦即，所有
自由刑之罪都有可能因
為一律加重最低本刑而
導致個案行為人所受之
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
責。
(三)又依湯德宗大法官、許
志雄大法官、黃昭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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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黃瑞明大法官協
同意見書 3 ，可知司法
院釋字第 775 號解釋理
由書提及：「目前實務
上有期徒刑加重係以月
為計算單位，如最低法
定本刑為 6 月有期徒刑
，累犯加重結果，最低
本刑為 7 月有期徒刑。
本來法院認為諭知 6 月
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或
易服社會勞動即可收矯
正之效或足以維持法秩
序（刑法第 41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參照）
，但因累犯加重最低本
刑之結果，法院仍須宣
告 7 月以上有期徒刑，
致不得易科罰金或易服
社會勞動。」既稱「『
如』最低法定本刑為 6
月有期徒刑……」等情
，係舉例而言，並未將
宣告違憲之範圍，僅限
縮於因加重結果致不得
易刑處分之情形，於其
他案件仍有解釋文所指
加重結果致生過苛情形
之可能。例如，法官宣
告得易科罰金之徒刑，
倘依行政院版草案仍應
加重其刑，如檢察官不
准易科罰金而指揮入監
執行徒刑時，亦有人身
自由遭受過苛侵害之可
能。因此，行政院版草
案以加重後得否易刑處
分作為得不加重其刑之
基準之一（第 3 項第 1
款），恐誤解司法院釋
字第 775 號解釋意旨。
(四)行政院版草案將得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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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加重者，限縮於第 3
項情形，其他構成累犯
之案件則「不分情節，
一律加重最低本刑」，
仍有釋字第 775 號解釋
所指違反罪刑相當原則
、比例原則之違憲疑慮
，仍將面臨法官或被告
聲請釋憲之可能。
(五)行政院版草案認為過苛
裁量只適用最輕本刑為
6 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或刑法第 61 條之罪，
與其他犯罪間之差別待
遇是否具合理性，未見
說明，其適用結果，恐
有違反平等原則之疑慮
。
(六)綜上，不論原宣告刑輕
重或得否易科罰金、易
服社會勞動，對於構成
累犯者加重其刑，均有
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
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
可能；依行政院版草案
適用結果，除所列例外
得不加重之罪外，法院
無從依個案情況裁量是
否有加重必要，一律應
予加重，與司法院釋字
第 775 號解釋意旨未合
，有違反罪刑相當（比
例原則）、平等原則之
疑慮，對人民基本權保
障仍有所不足。
二、條文規範有不明確之處，
致法律解釋、適用有疑義：
修正條文第 3 項第 1 款所稱
「再犯之罪為得易科罰金或
易服社會勞動之罪」，惟何
謂「得易科罰金之罪」或「
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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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 50 條所定「得易科
罰金之罪」或「得易服社會
勞動之罪」概念上是否相同
？以法定本刑為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如刑
法第 185 條之 4 肇事致人死
傷逃逸罪）為例，雖以刑法
第 59 條酌減其刑，但因構
成累犯加重其刑結果，致不
得易服社會勞動，是否屬於
本款所稱「得易服社會勞動
之罪」？此涉及法律之解釋
與適用，建請釐清。
貳、依司法院釋字第 775 號解
釋意旨，本院建議將構成累
犯者「應加重其刑」修正為
「得加重其刑」，以符合憲
法揭示之罪刑相當原則、比
例原則及平等原則：
一、依司法院釋字第 775 號解
釋意旨及累犯之立法目的，
可知構成累犯者，應由法官
依個案情節裁量是否加重其
刑：
刑罰須以罪責為基礎，並受
罪責原則的拘束，無罪責即
無刑罰，刑罰須與罪責相對
應（司法院釋字第 551 號、
第 669 號解釋意旨參照），
亦即國家所施加的刑罰須與
行為人的罪責相當，刑罰不
得超過罪責。對於構成累犯
者，依原規定，不分情節，
一律加重最低本刑，致生行
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
負擔罪責，其人身自由因此
遭受過苛侵害部分，不符憲
法罪刑相當原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司法院釋
字第 775 號解釋意旨參照）
。又累犯加重本刑之立法目
的，係以犯罪行為人於受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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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復犯罪，可見其刑罰反應
力薄弱，需再延長其矯正期
間，以助其重返社會，並兼
顧社會防衛之效果，而有加
重其刑之必要，以懲治其特
別惡性。是累犯者是否有特
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
而須加重其刑之情形，應於
個案中裁量判斷，而非不分
情節一律加重。據此，累犯
者是否加重本刑，自應由法
官視個案情節裁量判斷，避
免加重本刑致生過苛，始符
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
二、有關實務界、學界認為累
犯應加重修正為得加重部分
：
依司法院釋字第 775 號解釋
意旨，累犯者是否加重其刑
，應賦予法官斟酌個案情節
是否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
反應力薄弱而裁量之。林俊
為，依大法官解釋所定期限
修法時，有關機關應可重新
考慮是否將累犯「應」加重
本刑二分之一，修正為累犯
「得」加重本刑二分之一 4
；黃昭元大法官、許志雄大
法官亦認為，現行之「應加
重」規定在原則上應該違憲
，立法者未來修法時，應改
為「得加重」 5 ；最高法院
吳燦院長亦建議將累犯「應
加重本刑」，修正為「得加
重本刑」 6 ；另臺灣大學法
學院許恆達教授主張應個案
裁量是否加重 7 、謝煜偉副
教授亦主張「應加重」改為
「得」加重 8。
三、司法院釋字第 775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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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修法完成前，為避免
發生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
院就累犯個案應依該解釋意
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
：
依上開解釋釋示，實已將刑
法第 47 條規定「應」加重
本刑（義務加重），調整為
「得」加重最低本刑（裁量
加重）。關於此裁量基準，
官、羅昌發大法官、黃瑞明
大法官於本號解釋之協同意
見書中均有提出建議 9。從
而，具體之裁量原則，宜委
由司法實務發展，視個案情
節彈性運用，使罪當其責、
罰當其罪，俾符憲法罪責原
則，以保障人權。而目前法
院審理時，依上開解釋意旨
已發展出裁量標準，亦即可
審酌前案係故意或過失犯、
前案徒刑之執行完畢情形（
如有無入監執行完畢、是否
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而
視為執行完畢）、本案再犯
時間（如 5 年之初期、中期
、末期）、再犯後罪之情形
（與前案是否同一或相似罪
名、罪質或有關聯性、重罪
或輕罪、侵害法益或對社會
治安造成危害之嚴重程度）
、使本案構成累犯之前案案
件多寡等，綜合判斷累犯個
案有無因加重本刑致生行為
人所受的刑罰超過其所應負
擔罪責的情形，並依其所犯
情節，判斷是否有特別惡性
、罪刑不足以收矯正之效或
難以維持法秩序，始符憲法
揭示之罪刑相當原則、比例
原則。是以，本次修法，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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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為「得」加重其刑，不
僅與上開解釋意旨相符，並
能與現行實務運作現況接軌
，無新舊法比較適用之爭議
。
四、法官個案裁量是否加重，
符合平等原則及憲法保障人
民基本權之精神：
依司法院釋字第 775 號解釋
意旨，可知所有自由刑之罪
都有可能因加重最低本刑，
致個案行為人所受刑罰超過
所應負罪責之問題。故修正
現行規定，改採「得」加重
其刑，所有犯罪一律適用，
由法官依個案裁量，使罪當
其則、罰當其罪，與目前司
法改革保障人權之基本精神
一致。
五、實務運作並無窒礙難行之
處，亦無恣意裁量之問題：
委諸法院斟酌具體個案情節
，裁量是否予以加重，兼顧
訴訟經濟及罪刑相當原則，
修正現行規定，改採「得」
加重其刑，所有犯罪一律適
用，其立法簡單、清楚明瞭
、於對應當事人情狀，具有
彈性。論者或以改採「得」
加重其刑，較為抽象，恐同
一情節因法官裁量寬嚴不同
，而有加重與否之不同結果
。然而，關於裁量加重之判
斷基準，係規定於立法理由
，法官並非毫無基準恣意裁
量，且法官對裁量結果負有
說理義務，當事人如有不服
可提起上訴救濟，濫行裁量
之可能性低。此外，行政院
版草案第 3 項亦係委諸法官
裁量判斷有無「過苛之虞」
，亦存有類似狀況，顯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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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個案情節而為妥適裁量，
於人權保障之重要性，自難
以此謂為「得」加重其刑之
立法為不可採。
參、綜上，本院認為構成累犯
者，應賦予法官依個案情節
決定是否加重其刑，始符憲
法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
，且修法模式簡明、不易滋
生疑義。故建議逕將現行構
成累犯者「應加重其刑」，
修正為「得加重其刑」，使
罪當其責、罰當其罪，以周
全人權之保障。
第四十八條 （刪除）

1

第四十八條 裁判確定後，發
覺為累犯者，依前條之規定
更定其刑。但刑之執行完畢
或赦免後發覺者，不在此限
。

一、本條刪除。
二、司法院釋字第七七五號解
釋，宣告本條前段規定與憲
法一事不再理原則有違，應
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
力，爰刪除本條。

司法院釋字第 775 號解釋文略以：「刑法第 47 條……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
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須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 59 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
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
受憲法第 8 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於
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2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
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

2
3

775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湯德宗大法官意見書稱理由書此段為「舉例說明」。許志雄大法官提出、黃昭元大法官加入之協
同意見書亦指出，解釋理由書舉最低本刑為 6 月之案件為例，指出情節輕微之累犯因加重最低本
刑，致生不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結果，意在凸顯系爭規定關於最低本刑加重部分之問題
。其實，即使最低本刑逾 6 月者，其加重同樣有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問題；黃瑞明大法官於協同
意見書亦稱：「至於本號解釋所舉的例子，即最低刑加重之後，產生不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
動之例子，已產生刑罰種類變更之效果，而有過苛之情形。該類型為過苛之例示，法官於個案衡
量時，自不以此類型之過苛為限。

4

775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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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見黃昭元提出、許志雄加入之司法院釋字第 775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其併指出：刑法第 47 條
第 1 項係採取一般累犯，而非特別累犯之要件，並不要求構成累犯之前後犯罪間具有相同或類似
之性質；也沒有限於暴力等具有重大惡性特徵之犯罪類型，始足以構成累犯；又前罪縱屬過失犯
，只因後罪為故意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亦可成立累犯。換言之，刑法第 47 條第 1 項有關累犯
之要件過於寬鬆，本號解釋對此要件部分既未審查，又未非難。於此前提下，累犯之效果就應適
度放寬，而不應採取「應加重」的強制效果規定。這也是比較法上，多數國家之立法例。如果累
犯之要件嚴格，或可採取較嚴格的效果（如一律加重法定本刑等）；但如累犯之要件相對寬鬆，
則應給予法官有較大的個案量刑空間，以兼顧個案正義。故本席認為：如果繼續維持目前有關累
犯之要件規定，則現行之「應加重」規定在原則上應該違憲，立法者未來修法時，應改為「得加
重」。

6

吳燦，〈累犯確定判決違誤之救濟〉，《司法周刊》，第 1940 期，108 年 2 月 22 日。

7

許恒達，累犯與處斷刑加重之裁量─評大法官釋字第 775 號解釋暨後續實務裁判，月旦法學雜誌
，294 期，108 年 11 月，頁 31。

8

謝煜偉副教授於 109 年 11 月 23 日行政院審議刑法第 47 條、第 48 條會議之現場發言。

9

第 775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提出建議：法院應視前案（故意或過失）徒刑之執行完畢情形（有無入
監執行完畢、是否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而視為執行完畢）、5 年以內（5 年之初期、中期、末
期）、再犯後罪（是否同一罪質、重罪或輕罪）等，綜合判斷累犯個案有無因加重本刑致生行為
人所受的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的情形；羅昌發大法官提出之本號協同意見書，指出：所稱不
分情節，應包括不分「所犯『罪行之性質』及『後罪與前罪之關係』等情節或因素」；黃瑞明大
法官於本號解釋提出之協同意見書，指出：應就其「情節」為判斷是否過苛，考量行為人是否具
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包括前罪是否為過失犯，前後兩罪之罪質是否相近、有無關聯
等因素綜合判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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