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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53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9月1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836 號

案由：本院委員羅致政、林昶佐等 16 人，鑑於現今國際情勢變化迅
速，面對外來勢力的威脅，《陸海空軍刑法》之「敵人」定
義除應參照《反滲透法》、《中華民國刑法》外患罪章及《
國家機密保護法》等定義修正外，相關政治實體及團體之界
定亦應明確化，並授權行政單位依現狀即時公告，使國家安
全及軍事利益能迅速且有效地加以確保，爰擬具「陸海空軍
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參考《反滲透法》針對「境外敵對勢力」之定義，修正本法所稱之敵人；為明確定義與我
國武力對峙之政治實體或團體，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外交部及內政部擬訂，報請行政
院核定之，使國家安全及軍事利益能有效確保。
二、本法所稱「敵人」，其適用地域及對象未涵蓋與第十條所列敵人有武力聯結之外國、大陸
地區、香港、澳門或其派遣之人，應明確區分並加重刑罰，於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二條中加
以增訂；另，對於洩漏或交付之文書、圖畫、消息、電磁紀錄或物品，不論是報請核定中
或已核定為軍事機密者，均會有損國家安全及軍事利益，爰增訂第二十條之一。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二十條之一及第二十二條者，所涉之軍事機密屬絕對機密或其擬訂等級
屬絕對機密，對於國家安全危害更為重大，應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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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海空軍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十條

本法所稱敵人，指與

中華民國交戰或武力對峙之
國家、政治實體或團體。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條

本法所稱敵人，謂與

一、參考《反滲透法》針對「

中華民國交戰或武力對峙之
國家或團體。

境外敵對勢力」之定義，增
訂與中華民國交戰或武力對

前項所稱武力對峙之政
治實體或團體，由中央主管

峙之「政治實體」為本法所
稱之敵人。

機關會同外交部及內政部擬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二、基於武力對峙之「政治實
體」或「團體」未有明確定
義，為符刑罰明確性原則參
照空白構成要件立法方式，
且為使國家安全及軍事利益
能迅速有效地加以確保，爰
增訂第二項，授權中央主管
機會同外交部及內政部擬訂
，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二十條

洩漏或交付關於中

第二十條

洩漏或交付關於中

一、按修正條文第十條所稱「

華民國軍事上應秘密之文書
、圖畫、消息、電磁紀錄或

華民國軍事上應秘密之文書
、圖畫、消息、電磁紀錄或

敵人」，其適用地域及對象
尚無法涵蓋與第十條所列敵

物品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戰時犯之者，

物品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戰時犯之者，

人有武力聯結之外國、大陸
地區、香港、澳門或其派遣

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

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

之人，且第三項僅對於洩漏
或交付軍事機密於敵人或其

洩漏或交付前項之軍事
機密於與第十條所列敵人有

洩漏或交付前項之軍事
機密於敵人者，處死刑或無

派遣之人者定有處罰規定，
對於國家安全及軍事利益之

武力聯結之外國、大陸地區
、香港、澳門或其派遣之人

期徒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維護有所不足，爰增訂第二
項之規定，「與第十條所列

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戰時犯之者，處

。
因過失犯第一項前段之

敵人有武力聯結之外國」即
與敵人同陣線。例如，具有

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

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

軍事同盟、聯合作戰等關係
，以資明確區分對我國不友

洩漏或交付第一項之軍
事機密於敵人或其派遣之人

下罰金。戰時犯之者，處一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善之國家，以彰顯加重刑罰
之目的性。

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戰時犯之者，處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或
第二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

二、配合第二項之增訂，將現
行第二項移列為修正條文第

死刑或無期徒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有期徒刑。

。

三項，並增列洩漏或交付軍
事機密之對象包括敵人「派

因過失犯第一項前段、

遣之人」；另為符罪刑相當
原則，區分平時及戰時洩漏

第二項前段或第三項前段之

或交付軍事機密於敵人或其

委 242

立法院第 10 屆第 4 會期第 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

派遣之人，而為不同之刑度
規定。

下罰金。戰時犯之者，處一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所涉之軍事機密屬絕對機
密或其擬訂等級屬絕對機密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至
第三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

，對於國家安全危害更為重
大，應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有期徒刑。
犯第一項、第二項、第

，爰增訂第七項規定。

三項前段或第四項至第六項
之罪，所涉之軍事機密屬絕
對機密或其擬訂等級屬絕對
機密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第二十條之一

洩漏或交付關

一、本條新增。

於依法令報請核定為前條第
一項規定之軍事機密者，處

二、按軍事機密與國防秘密種
類範圍等級劃分準則，及國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戰時犯
之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家機密保護法第六條規定，
為規範有應屬修正條文第二

有期徒刑。
前項所稱依法令報請核

十條第一項所定軍事機密相
關文件之事項於製成後，依

定，指於職掌或業務範圍內
，有依法令應屬中華民國軍

相關法令報請核定為軍事機
密前，相關人員仍應先行採

事上應秘密事項，經按其機
密程度擬訂等級，先行採取

取保密措施，若有洩漏或交
付之行為，對於國家安全及

保密措施，並即報請核定。
洩漏或交付第一項報請

軍事利益危害甚為嚴重，為
防杜該等報請核定軍事機密

核定之軍事機密於與第十條
所列敵人有武力聯結之外國

之事項肇生洩漏或交付情形
，爰參酌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大陸地區、香港、澳門或
其派遣之人者，處三年以上

之處罰態樣，及國家機密保
護法第三十三條有關洩漏或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戰時犯
之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

交付報請核定國家機密之事
項之處罰規定，明定相應之

上有期徒刑。
洩漏或交付第一項報請

處罰。
三、基於法律明確性原則，並

核定之軍事機密於敵人或其
派遣之人者，處無期徒刑或

參酌國家機密保護法第六條
關於「報請核定」國家機密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戰時犯
之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

之法條用語，爰於第二項明
定第一項所定「依法令報請

上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或第四

核定」之定義。

項之未遂犯，罰之。
因過失犯第一項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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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前段或第四項前段之
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新臺幣二十萬元以
下罰金。戰時犯之者，處六
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
第三項或第四項之罪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第一項、第三項至第
七項之罪，所洩漏或交付屬
擬訂等級為絕對機密者，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二十二條 刺探或收集第二
十條第一項之軍事機密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戰時犯之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刺探或收集第二十條之
一第一項報請核定之軍事機
密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戰時犯之者，處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為與第十條所列敵人有
武力聯結之外國、大陸地區
、香港、澳門或其派遣之人
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戰時
犯之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
為敵人或其派遣之人犯
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者，處
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戰時犯之者，處無期徒
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至
第三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
犯前六項之罪，所刺探
或收集屬絕對機密或其擬訂
等級屬絕對機密者，加重其
刑至二分之一。

第二十二條 刺探或收集第二
十條第一項之軍事機密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戰時犯之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為敵人刺探或收集第二
十條第一項之軍事機密者，
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戰時犯之者，處無期
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或
第二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二
十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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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訂第二項，理由同修正
條文第二十條之一說明二。
二、增訂第三項，理由同修正
條文第二十條說明一。
三、配合第二、第三項之增訂
，將現行第二項移列為修正
條文第四項，並增列洩漏或
交付軍事機密之對象包括敵
人「派遣之人」。
四、所涉之軍事機密屬絕對機
密或其擬訂等級屬絕對機密
，對於國家安全危害更為重
大，應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爰增訂第七項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