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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刑法中許多的犯罪類型，在因果關係的判斷上遇到了顯著的

困難，因此，立法者在犯罪的構成要件設計上發展出了「足

以」的語言符號。然而此一語言符號卻與傳統刑法釋義學上

危險犯所使用的語言符號，卻有所差異。借助於適性(如「足

以」的用語)的構成要件特徵進一步標記了特定的密切關係，

相對於立法者於其他條文中所設計的實害犯，在這些被歸類

為適性犯的構成要件中，最終一個法益侵害的結果是為明顯

被預見的，而就這點而言無論如何都涉及到單純的危險犯概

念思考。 

上述犯罪類型就屬具體危險犯、抽象危險犯，或是可以歸入

第三種型態的危險犯，從「足以」的語言符號解釋以觀，仍

處於一個不清楚且懸而未定的狀態。因此，澄清這個問題，

不僅是釋義學上的關注點，同時也具有實際的意義，此即為

本計畫的核心目標。 

中文關鍵詞： 適性犯、適格犯、抽象具體危險犯、抽象危險犯、具體危險

犯、適合性、足以危險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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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刑法第三十五章毀棄損害罪的保護法益有兩種主要類型，分別為「財物的使

用利益」與「財產利益」。在類型歸屬的區隔上，刑法第三五二、三五三與三五

四條，可認其為處罰行為人侵害特定財物之使用利益的行為，而第三五五與三五

六條，則是針對財產利益之減損行為的制裁。毀棄損害罪章的規範適用，只處罰

故意毀損行為，而且不以行為人有取得他人財物，或獲取不法利益的主觀意圖為

必要，比較其他相關個人財產法益保護的罪章，很容易可以發現，毀棄損害罪的

規範目的尤其在於制裁專以損害他人為目的的侵害行為，與竊盜、搶奪、強盜、

侵占、詐欺以及恐嚇等罪有明顯的不同。 

在侵害財物使用利益的規範類型中，刑法第三五四條為普通毀損罪，相對於

第三五二條毀損文書罪與第三五三條毀損建築物礦坑船艦罪，分別針對行為客體

的特性另外衍生有文書抽象存在的公證或信賴利益，以及生命或身體法益的侵害

危險，第三五四條普通毀損罪則只純粹保護一般性的個別財物的使用利益，是保

護文書、建築物、礦坑、船艦以外之物的概括規定。從保護法益所形成的規範體

系來看，刑法第三五四條實為第三十五章毀棄損害罪的基本構成要件類型。至於

該罪的構成要件行為，條文規定有三種樣態：分別為「毀棄」、「損害」文書、

建築物、礦坑、船艦以外之物，或使得該物「致令不堪用」之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構成要件行為的實行樣態外，條文還對於行為的結果要

件，呈現為「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的規範文字。只是雖然毀損罪的規定分

別有行為與結果要件的區分，但實務在詮釋普通毀損罪的具體適用時，大多數判

決則是著力於案例事實滿足於構成要件行為的涵攝說理，對於條文中「足以生」

的規範意義與檢驗操作，比較少有專對性的描述。事實上，所謂「足以生」的規

定，應該如何操作檢驗的方法，甚或「足以生」的規定是否影響犯罪性質，在學

說文獻的論述中，也還不存在完全一致的主張。 

貳、研究方法 

以刑法第三五四條之條文結構分析，作為思考的出發點，分別以兩個方向探

究刑法第三五四條普通毀損罪的規範應用。首先嘗試經由判決整理，瞭解實務對

於一般器物毀損罪之構成要件行為的解釋，並且希望藉由判決所處理的具體案例

事實，表現出實務判決的類型功能。其次則是針對條文中「足以生」的文字規定，

在比較現有學說針對規範概念所可能衍生的犯罪性質的不同立論主張後，綜合立

法意旨與規範目的，提出符合犯罪規範體系之整體性的解釋建議。 

一、構成要件行為類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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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普通毀損罪的行為樣態在法條規範中有清楚的規定，然而檢視實務判決

時可以發現，相關行為在具體案例的事實認定上，並不是都因此呈現出一致性的

判斷結果。判決往往隨著不同行為客體的屬性，而有不一樣的犯行成立的決定標

準。就連刑法第三五四條條文所規定的三種不同構成要件行為方式，實務對其樣

態關係的主張，也不盡相同。 

(一)構成要件行為樣態關係 

早期實務曾有判例認為毀棄或損壞行為必須使毀損之物，失去一部或全部之

效用，才能夠認定為犯罪成立，也就是說，法條所規定之「致令不堪用」，不但

不是毀棄損壞行為以外的平行行為樣態，還依照行為對於物品所造成的不同破壞

程度，成為最終決定毀損行為是否成罪的判斷依據。依照該判例要旨的說明，當

行為人只是實行所謂毀棄或損壞行為，並不因此當然可以解釋為行為有一般器物

毀損罪的構成要件合致，必須行為使得所毀損之物品功能有全部或一部喪失，才

可以認定為犯罪成立。該判例在闡釋非常上訴有理由的說理中明確表態，對於一

般器物毀損罪並不只以有發生損害危險為足夠成罪要素，還必須有實際損害。 

這樣的見解其實是將功能一部或全部的減損，替代為構成要件中「足以生損

害於公眾或他人」的說理，而沒有清楚區分構成要件行為樣態與「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的結果要件，不但混淆了規範中行為與結果要素，更忽略了規範關

於「足以生」的文字規定，可能可以經由論理辯證而產生具有特別意義的空間。

此一實務意見對於普通器物毀損罪的適用解釋，至今仍以判例形式繼續存在，但

是嚴格來說，判例要旨的見解並沒有完全落實於實務的判決說理中。 

現今部分判決在說明刑法第三五四條的應用時，常看到有如下描述，「按刑

法毀損罪所謂『毀棄』係指銷毀滅除、拋棄，使物之效用全部喪失，『損壞』係

指損傷破壞物體，使其效用全部或一部喪失之意，『致令不堪用』則指以毀棄、

損壞以外之其他方法，雖未毀損原物，但其物之效用喪失者」。這樣的判決說明，

至少清楚定位「毀棄」、「損壞」與「致令不堪用」為不同行為樣態，而且不特

別表述不同行為方式間必須有互為補充的規範關係。目前國內多數學說對於一般

器物毀損罪的實行行為進行說明時，多是主張條文所呈現之「毀棄」、「損壞」

與「致令不堪用」為不同實行行為的方式，且皆為獨立行為類型。從條文規範的

結構邏輯來看，在這裡應該盡可能排除個別要素對於案例事實有重複涵攝的可能

性，應將條文所規定的行為方式看待為三種平行樣態，行為人實行其中的任何一

種行為，就已經可以認定為構成要件行為的滿足。事實上，如果已經肯定條文所

規定之「致令不堪用」如同「毀棄」、「損壞」一樣為構成要件的行為樣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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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從語句構造與文義理解的角度也可以發現，特別強調行為人「致令不堪用」的

行為，必須使物「致令不堪用」，其實是一種反覆、多餘而不符合結構邏輯的主

張。 

(二)例示的典範類型 

針對物的保全所衍生的持有利益保護，刑法第三五四條條文規範了毀棄、損

壞或致令不堪用的不同行為方式。相對於德國刑法藉由毀損（Beschädigen）與破

壞（Zerstören）毀棄的行為規定，分別呈現物品作用與存在的保護機能，甚而經

由判決進一步演繹「毀損」的文義意涵，將物的永久喪失擴大到外表的重大意義

改變，我國刑法的規範方式則是藉由清楚的文義區隔，表現了行為類型特質。 

對應我國刑法第三五四條條文所規定的「毀棄」、「損壞」與「致令不堪用」

的樣態，學說分別依序整理為物體的滅失、物體的外型改變與物體的功效減損。

相應社會生活的許多衝突狀態，以下分別利用實務判決結合學說所分析的行為類

型特質，舉例呈現一般器物毀損罪的典範類型。 

1.毀棄 

由於通說以物體的滅失作為毀棄的說明，物體是否有存在性銷毀，在具體案

例的判斷中，一般說來爭議性不大。例如與他人發生爭執將他人的器物燒毀、砸

毀，甚至是殺害動物等行為，基本上都可以認為是毀棄行為的實行。在實務判決

中，像是砸毀損壞公司所有的桌上型電腦、玻璃、辦公桌、椅等（台灣高等法院

101 年上易字第 1932 號判決）；摔破餐盤（台灣高等法院 101 年上易字第 1602

判決）；打破玻璃燈、盆栽（台灣高等法院 100 年上易字第 2527 號判決）等，

皆可認為是典型的毀損行為。就外型改變所直接導致物品根本性質的永久喪失而

言，這樣程度的損毀方式具有呈現毀棄概念的類型化意義，因為諸如破碎的電腦

螢幕與零件、被拆解的桌椅或碎裂的玻璃、碗盤，都無法在一般社會的認知上，

被還原定義為原本的物體本身，也因此相關行為可以認為是根本毀滅物品的存在。 

有爭議的是，如果將文書、建築物、礦坑或船艦以外，包含氣體、液體或固

體的一切有體物，都看待為刑法第三五四條的客體時，那麼將他人汽車、機車甚

或腳踏車輪胎放氣的行為，就氣體的逸失來看，應該可以歸類為毀棄的行為方式，

然而實務曾經以空氣並非財產，而不認為成立犯罪。至於部分學說針對同一案例

是否成罪的認定，則多是以行為是否致令不堪用，作為判斷依據，然而因為對於

所謂「致令不堪用」不同概念射程的主張，是否成罪也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事實

上，刑法第三五四條雖然是保護財產法益，但行為客體並不以具有現實的經濟價

值為限，爭執的重點應該釐清行為客體與保護法益在案例的涵攝過程中，並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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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涉要素。固然實務只以空氣並非財產，就判斷將輪胎洩氣行為不成立毀損罪，

在說理用法上仍有很大的辯證空間，但是部分學說以行為是否致令不堪用，進行

功能性減損的不同討論，其實也忽略了毀棄本身就是行為類型的獨立方式。一個

合乎規範而可能動搖成罪檢驗的主張，事實上還是必須著重要件行為以外的構成

要件要素－「足以生損害」的判斷，無論論述結果是否成罪，都不能否認行為確

實已經有滅失存在的毀棄特性。同樣企圖阻礙汽機車行進的行為，當行為人是以

拔下汽油管，而任另油箱內的汽油流失的動作，也可以在同一個論證邏輯思考成

罪可能。 

2.損壞 

所謂損壞是指藉由破壞行為，改變物品的外形，進而使物的持有利益發生不

良變化的行為。學說在舉例說明時，往往以行為人刮傷汽車車門說明損壞行為破

壞財物的行為性質。在實務判決中，可以表現為典範類型的案例事實，事實上也

是以這一類行為為代表。至於損壞車體的方式，除了以硬物刮損車體的烤漆，破

壞防鏽與美觀功能，可以認為是損壞行為外（台灣高等法院 100 年上易字第 2855

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 101 年上易字第 640 號判決），包括以油漆潑灑車身，破

壞車身烤漆，致失美觀（台灣高等法院 101 年上易字第 1798 號判決）；用腳踹

踢車門，使得該車車門凹陷（台灣高等法院 101 年上易字第 1456 號判決）等，

都可以發揮成為適用損壞行為認定的案例典範類型。其他經由重大的外型改變，

而被肯認為損壞行為的主張，尚有潑灑醬汁或食材於衣褲的行為，也是極為貼切

的生活化案例（台灣高等法院 101 年上易字第 1070 號判決）。 

不過有時判決在表現損壞行為的補充說明時，還會連結行為人「顯然欠缺對

於他人財產權應予尊重之觀念」的描述（台灣高等法院 101 年上易字第 640 號判

決，判決理由貳、五；台灣高等法院 101 年上易字第 643 號判決，判決理由貳、

二；台灣高等法院 101 年上易字第 1932 號判決，判決理由二），其實是否欠缺對

於他人財物所有的尊重，並不影響行為人是否實行損壞行為的判斷。行為人只要

有客觀損壞行為的主觀知、欲要素，在構成要件合致的檢視中，就具有損壞故意，

判決這樣的表達或許在於行為人違反規範的惡性強調，但就法益破壞本身來說，

行為人是否尊重法益存在，不會因此有不同的認定改變。 

3.致令不堪用 

毀損行為的行為樣態，在條文的規定上除了毀棄與損壞的方式外，還有致令

物品不堪用的行為。由於條文並列毀棄、損壞或致令不堪用的表現方式，相關致

令不堪用的行為應該解讀為毀棄、損壞以外之功能減損的行為模式。相對於毀棄

之存在滅失與損壞之外表變化，致令不堪用所強調的是行為在無形面上對於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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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功效減損的情形。 

由於受到 47 年台非字第 34 號判例要旨，「刑法第百五十四條之毀損罪，以

使所毀損之物，失其全部或一部之效用為構成要件」的影響，實務判決對於具體

案例成立毀損罪的理由說明，大多會一併描述行為人的行為已經影響物品之全部

或部分功效，並進行充分的涵攝論證。從物品的功能面來看，功能的減損有時候

不一定必須要有毀棄或損壞等滅失或外型改變的行為實行，例如把機械式手錶長

期放置於強力磁石旁，縱然不會有外型的任何改變，也會影響手錶正常功效。因

此考量此一「致令不堪用」的構成要件行為要素，特別應該著重於相關物品所特

定存在或可能衍生的功能檢視。例如將快速接著劑（俗稱三秒膠）灌注於門鎖的

鑰匙孔內，使得鑰匙無法插入而無法開啟或關閉大門的行為，破壞門扇本身所具

有的供人進出的重要功能（台灣高等法院 101 年上易字第 643 號判決）。同樣涉

及門扇的功能性破壞之具有示範類型作用的判決，還有對於拆除門扇行為闡明為

成立毀損罪的詳細描述，「門扇設立之目的，在於防閑、隔離，不限將門扇剁為

碎片或卸成八塊，始謂毀損，若所為足使門扇之防閑、隔離作用喪失」，自然符

合致令不堪用的行為認定（台灣高等法院 100 年上易字第 2040 號判決），此一判

決理由對於門扇作用清晰確實的解釋，對於無形之致令不堪用的行為認定，極為

經典。另外剪斷電動大門的電線，使得大門電動開關功能喪失，或以水泥封住大

門基底使大門無法移動，而損害門扇的開閉功效（台灣高等法院 100 年上易字第

1884 號判決），都可以呈現案例的類型意義。 

相對於上述判決從門扇隔離或出入的衍生意義，從規範目的肯定行為具有致

令不堪用的性質，部分實務判決對於拆除圍籬的行為，僅從徒手拆卸圍籬，未造

成圍籬損壞，甚至以圍籬是否可以再次使用，思考行為的毀損判斷（台灣高等法

院高雄分院 100 年上易字第 910 號判決），應是忽略了物品的功能考量。 

刑法個別犯罪類型的規範，往往只是呈現抽象的構成要件要素，就算在相關

要素概念內涵，學說有一致性的說明，仍然需要在具體案例事實中，藉由具體的

事實涵攝，才能表現法規的適當應用。在這樣的意義下，經過分析、簡化的具體

事實，剛好提供了實務判決所具備的類型化功能，而彌補學說在詮釋犯罪要件時，

純粹抽象說理或描述的空泛性，也降低法規實質應用的困境。判決的指標作用，

不僅積極的來自於論證清晰的判決理由說明，當部分判決對於具體事實的涵攝，

確實經辯證而可以認為存在有探究或修正可能時，其所內化的消極性類型意義，

也存在重大參考價值。 

二、犯罪類型之「足以生」的規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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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損罪章中第三五二條與第三五四條，在條文的規定上，均有「足以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的規範要素。關於「足以生」的應用解釋，在學說上有很大的爭

議。究竟刑法分則個別犯罪類型中構成要件所規範之「足以」的規定應該如何理

解，本文先從實務判決整理出實務使用相關概念的態度後，分別從概念應用的一

致性、「足以」規範概念的必要性以及該「足以」概念是否涉及犯罪性質變動的

面向思考，嘗試提供解釋條文中所謂「足以」或「足以生」的整體適用參考。另

外有關於實務對於「足生」以及「致生」或是「足以生」的文字，在解釋上都做

相同處理，並沒有區分差異，此部分詳見附錄所為的整理。 

(一)個別犯罪類型中「足以」或「足以生」之一致性概念的探究 

刑法分則在偽造文書印文罪章、妨害名譽信用罪章以及毀棄損壞罪章的不同

犯罪類型中，都可以找到個別條文關於「足以」或「足以生」的規範符號。然而

即便是完全一致的規範要素，卻可以發現實務對於這些在不同的罪章中所出現的

符號，在規範應用時有極大論述差異。 

實務關於法條規定中「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的闡釋，在檢視偽造文書

罪的成立時，有比較詳細的描述，大多判決均會提及「構成要件所稱足以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乃指其行為有生損害之危險為已足，並不以發生實害為必要」。

有判決甚至認為「偽造文書罪章之『足以生損害』構成要件，係屬學理上所稱之

具體危險犯」，這樣的主張且廣為下級法院所引用。值得提出來相與比較的是，

同樣在法條規定中以「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構成要件要素的普通毀損罪，

實務卻曾藉由危險犯與與實害犯之吸收關係的說明，間接表示刑法第三五四條普

通毀損罪之具體實害結果的要求，而主張普通毀損罪為實害犯。關於「足以」的

實務說明，特別是所謂「已發生損害之危險即可，不以發生具體損害為必要」的

觀念，早期亦有學說文獻，在毀棄損害罪章中加以肯認。但比較目前實務與學說

大多主張普通毀損罪本質應為實害犯，顯然在刑法第三五四條規範中所謂「足以」

的闡釋，在具體案例事實是否成罪的判斷上，已經有所扞格。 

雖然同一符號的概念在具體適用時，不必然如早期概念法學所強調，即使在

不同類型的規範或事實都必須有一致性理解。但所謂不同法律脈絡可以存在法律

概念相對性的現象，往往來自於不同規範目的，甚至是不同的法律性質的法律概

念，因為概念自身所具有的本質獨特意義與目的，在規範適用時，本來就無須強

求一個只因為文義符號相同就一定要有同等意涵的限制。然而也不能因為這樣，

而無視本屬於體系性質的概念一致性的意義。法律解釋的功能就在於針對不同的

案例事實在特定的法律規範中，找到一個適當的操作方法。尤其是當概念涉及整

體犯罪類型或犯罪性質的判斷時，不但要在概念呈現的意義上，力求符合規範體

系的一致性，更該致力於概念內涵具體檢視的同一標準。規範中「足以」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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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只牽涉到刑法分則個別犯罪的成罪要素判斷，應該在犯罪類型的規範意義上

探究其整體應用的性質。 

(二)「足以」概念的規範必要性 

有學者針對毀棄損壞罪的實害犯罪性質，主張條文中所謂「足以生損害於公

眾或他人」在形式上，表現具體危險犯的犯罪性質，但相關毀損行為既已使行為

客體減低或喪失效用，無法想像有沒有發生損害的可能，因此建議以修法的方式，

將「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的規範文字刪除。 

就立法沿革而言，刑法第三五四條普通毀損罪在暫行新刑律與 1928 年的舊

刑法均有類似的規定。然而現行法所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的文字，顯

然是受到舊刑法第三八二條的規範影響，因為在暫行新刑律並沒有相關「足生」

或「足以生」的特別結果要件。本來沒有的規範要素，如果在修法時刻意的增訂，

那麼在解釋法律時，應該正視該特別要件的存在。事實上，構成要件行為既然已

經有「致令不堪用」的行為樣態，就應該在解釋時將「足以」的結果要件，操作

為致令不堪用之功效減少或喪失以外的判斷因素。部分學者只以行為客體之功效

減損或喪失，論述必然有損害的結果，而主張應該刪除「足以」的結果要件規定，

甚至在規範沒有任何變動時，直接以其學理所推演的論述，使用於規範適用的涵

攝過程，似乎還有相當的辯證空間。 

又有學者認為從法益保護的規範目的而言，刑法上所有的犯罪類型本就都應

該是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並因此主張立法者不應該將此要素特別添加於部

分的犯罪規範中。其實這個問題涉及了刑罰權發動的立法決策模式，正因為本來

無須特別規範的要素，在立法時被特別呈現，才因此顯現規範要素的必要性，真

正應該加以探究的是，立法者在強調這樣的規範要素時，究竟牽動刑罰權什麼樣

的變動，這已經涉及了整體犯罪性質的討論。  

(三)「足以」的適性性質 

就法益保護而言，是否以行為已經侵害法益，才認為是犯罪既遂，而加以處

罰的區隔，傳統上分為實害犯與危險犯二種類型。相對於實害犯必須對於保護法

益造成實際侵害的結果，危險犯只需對於法益造成危險結果，就可以成立犯罪。

而危險犯在立法模式上又有二種類型，分別為抽象危險犯與具體危險犯。具體危

險犯在犯罪的既遂判斷上，要求行為必須對於保護法益形成客觀的具體危險狀態，

才可成立，在犯罪判斷的操作上，法官必須就個別的具體事實，決定行為與危險

結果的因果關係。而抽象危險犯的行為可罰性，來自於行為人實行了由立法者在

經驗上所累積認定的典型行為，只要行為人為構成要件行為，立法者便依照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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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普遍性危險，而決定了危險結果與行為的因果關聯，法官不需要針對個案的

事實審查是否確實有法益危險狀態出現以及因果關係，即可認定犯罪成立。 

由於具體危險犯和抽象危險犯對於典型危險行為的不同規範模式，往往讓人

錯以為抽象危險犯與具體危險犯之行為危險程度是區隔犯罪類型的重要因素。事

實上，抽象危險犯與具體危險犯真正涉及的是在法益尚未實際為行為所侵害時，

刑罰權前置的立法選擇，並不因為犯罪類型規定為抽象危險犯，即容許行為即使

不具備法益侵害危險，只因為行為人實行構成要件行為，就必須加以處罰。無論

如何在刑罰權介入時，行為一定被要求有法益危險的狀態存在，只是抽象危險犯

這樣的狀態由立法者決定。 

抽象危險犯和具體危險犯都是為了能更周延保護法益，而在刑罰權發動的立

法政策上，針對法益危險行為即前置加以制裁的犯罪類型。雖然抽象危險犯和具

體危險犯的區隔，不在於行為的危險程度，但是如果將侵害法益的行為從行為發

動到法益侵害，表現為一線性狀態，那麼學說還是肯認抽象危險的行為是具體危

險犯行為的再前置。為了限縮抽象危險犯過於前置刑罰權，德國刑法學說藉由「適

性（Geeignetheit）」的行為特性論述，嘗試以描述規範的構成要件要素，呈現行

為必須存在有規範所要求的特定危險性質，而在法益侵害的線性過程，即使行為

還沒有到達具體危險的門檻，也可以因為行為滿足構成要件所描述的危險條件，

而加以處罰，這種有別於抽象危險犯與具體危險犯的犯罪類型，學者稱之為「適

性犯（Eignungsdelikte）」。至於行為是否滿足構成要件描述之危險適性的檢驗，有

學者藉由學說上較沒有爭議之表現於過失行為之結果歸責的風險評價方式，強調

適性行為必須有不容許風險的危險根源，但不必須如具體危險犯還要進一步表現

危險結果與行為的因果關係。其中行為的風險製造為積極要素，而風險的容許評

價為消極要素，藉由類似二階層犯罪判斷對於行為不法要素的檢驗，判斷行為的

適性危險。 

危險犯與實害犯的犯罪類型所表達的是刑罰權合理發動的立法判斷，至於抽

象危險與具體危險犯的立法模式，也只是顯現危險結果與行為的因果關係判斷之

立法者與司法者決定的選擇。而適性行為的討論，其實可以與法益保護之刑法干

預的適當性討論，有某種程度的切割。刑罰權究竟應該在法益受侵害或法益受危

險時介入，主要涉及不同保護法益種類與刑法干預的社會容許程度，當特定法益

所衍生的利益是廣泛的、是巨大的，那麼在利益確保的前提要求下，刑罰也成為

具有強烈規範效力之法益保護的前置化措施，這一個界線是清晰鮮明的，而這樣

的界線也是實害犯與危險犯的區隔基礎。至於行為的適性判斷，則可以是在刑罰

權清楚區隔的前提下，基於行為性質，在特定的情形下，給予司法者根據規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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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這裡有可能是實害類型，也有可能是危險類型），而決定行為是否滿足刑

罰權發動之刑罰權外沿的虛線裁量。此時所謂的行為適性，其實是針對保護法益

的再次強調，而對於司法者在適用法律時，一方面給予行為侵害法益或造成法益

危險之個案認定的裁量空間，一方面也讓司法者擔負更細緻的說明義務。在這樣

的情形下，刑罰權其實是在實害犯與危險犯的清晰界線下，在符合規範目的的前

提下，隨著不同案例事實隨時維持著小幅度的擺動與游移。以普通毀損罪為例，

當行為人只是輕微對於物品有毀損行為時，可以藉由實害結果的適性行為判斷，

限制刑罰權。當然有時候也可以因為適性行為，介入經驗上假設因素的考量，認

定行為已經達到規範目的所被賦予的刑罰合理發動。 

叁、結果與建議 

為了避免抽象危險犯過度前置發動刑罰權，以及彌補判斷具體危險的因果關

聯性的困難。德國刑法學說藉由「適性（Geeignetheit）」的行為特性，嘗試以描

述規範的構成要件要素，藉由行為必須存在有規範所要求的特定危險性質，而在

法益侵害的線性過程，即使行為還沒有到達具體危險的門檻，也可以因為行為滿

足構成要件所描述的危險條件，而加以處罰，這種有別於抽象危險犯與具體危險

犯的犯罪類型，學者稱之為「適性犯（Eignungsdelikte）」。至於行為是否滿足構成

要件描述之危險適性的檢驗，有學者藉由學說上較沒有爭議之表現於過失行為之

結果歸責的風險評價方式，強調適性行為必須有不容許風險的危險根源，但不必

須如具體危險犯還要進一步表現危險結果與行為的因果關係。其中行為的風險製

造為積極要素，而風險的容許評價為消極要素，藉由類似二階層犯罪判斷對於行

為不法要素的檢驗，判斷行為的適性危險。 

事實上危險犯與實害犯的區隔所表達的是刑罰權發動的立法判斷，至於抽象

危險與具體危險犯的立法模式，也只是顯現危險結果與行為的因果關係判斷之立

法者與司法者決定的選擇。適性行為的討論，應該與行為之實害或危險的刑法干

預，有某種程度的切割。刑罰權究竟應該在法益受侵害或法益受危險時介入，主

要涉及不同保護法益種類，以及刑法干預的社會容許程度。當特定法益所衍生的

利益是廣泛的、是巨大的，那麼在利益確保的前提要求下，刑罰也成為具有強烈

規範效力的前置化措施，這一個界線是清晰鮮明的，而這樣的界線也是實害犯與

危險犯的區隔基礎。反觀行為的適性判斷，則可以是在刑罰權清楚區隔的前提下，

基於行為性質，在特定的情形下，給予司法者根據規範目的（在這裡有可能是實

害類型，也有可能是危險類型），而決定行為是否滿足刑罰權發動之刑罰權外沿

的虛線裁量，甚至理解為光暈式的範圍。此時所謂的行為適性，其實是針對保護

法益的再次強調，對於司法者在適用法律時，一方面給予行為侵害法益或造成法

益危險之個案認定的裁量空間，一方面也讓司法者擔負更細緻的說明義務。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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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情形下，刑罰權其實是在實害犯與危險犯的清晰界線下，在符合規範目的的

前提下，隨著不同案例事實隨時維持著小幅度的擺動與游移。  

而在相關毀損罪的實務判決中，由於受到早期判例影響，行為對於物品所造

成的不同破壞程度，往往成為最終決定毀損行為是否成罪的判斷依據。事實上毀

損行為樣態與持有財產利益侵害在規範的意義上截然不同，並分別被賦予不一樣

的概念內涵，在法律適用時，應該避免模糊構成要件行為與結果要件的區隔判斷。

然而抽象的規範描述，總有其語境符號所沒有辦法到達的功能，將判決類型化，

強化其類型意義，其實是整理、分析判決的過程中，極有意義的指標性成果。至

於如何落實學說所研究發展的理論，更是一種法律工作的分工，實務與學說各有

不同社會角色的扮演，在這樣的前提下，針對適性行為的闡釋，尤其無法想像可

以在沒有司法者參與的狀態下實踐。 

肆、附錄 

一、毀損罪 

 

案由（涉及法條） 裁判字號 內容摘要 

台灣高等法院   

毀損 101,上易,2892 毀損及公然侮辱行為，致告訴人之車輛車門

鈑金產生凹陷受有損害，足以生損害於告訴

人 

（大部份判決將足生損害於他人的字句當做

判斷毀損對象的客體，亦即，足生損害於

xxx，但對足生沒有另外闡述） 

毀損 101,上易,2919 按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係指毀棄、損壞他

人之有形之動產、不動產（他人建築物、礦

坑、船艦、文書除外）或致令不堪用，足以

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而言；所謂「毀棄」

係指銷毀滅除、拋棄，使物之效用全部喪失，

「損壞」係指損傷破壞物體，使其效用全部

或一部喪失之意，「致令不堪用」則指以毀

棄、損壞以外之其他方法，雖未毀損原物，

但其物之效用喪失者而言。毀損罪行為人除

主觀上須具有主觀構成要件要素之故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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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上須有客觀構成要件要素中之毀棄、損

壞或致令不堪用之行為態樣，始能成罪。 

（大部份判決至多論述到這樣，對於足生部

分並無論述） 

毀損 101,上易,1541 南山人壽公司大樓前參與員工抗議活動時，

可預見朝大樓大門玻璃丟擲物品可能造成大

門玻璃破裂，竟仍向南山人壽公司大樓之銜

牌及大門玻璃丟擲雞蛋、水球及壓克力製獎

座等物品，致南山人壽公司大樓之大門玻璃

破損不堪使用，足以生損害於南山人壽公司。 

（把公司作為足生損害的判斷對象） 

毀損 99,上易,237 丁○○灌入前開大門之三秒膠因燃燒發生作

用，鑰匙孔因此封死，致令不堪用，足生損

害於該棟住戶。 

毀損 98,上易,643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器

物罪。原審就被告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

惟查：被告因向甲○○之妻王茱絨催討債務

未果，一時情緒激動下觸犯本案，且所毀損

之電話、喇叭價格非高，損害法益尚輕，原

判決對被告處以有期徒刑二月，罪刑顯不相

當，而有未洽。被告以其並未摔壞喇叭，且

該電話僅係電話筒斷裂，毀損情形並未經調

查，而指摘原判決不當云云，惟該電話筒毀

損情形，已詳述如前，被告猶執此詞否認犯

罪固無理由。然其上訴以其係因受被害人之

妻刺激所致，侵害法益也甚為輕微，原判決

量刑過重等語，指摘原判決不當，則有理由，

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爰審酌被告為追討

債務，未以理性及合法方式解決債務糾紛， 

以致毀損告訴人之物，且迄未與被害人

達成和解，固有可議，惟告訴人所受財物損

失尚屬輕微，並兼衡被告犯後坦承大部分犯

行，態度尚可，及其犯罪動機、手段、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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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行、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

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雖未提到足生判斷，但是論罪科刑上

有審酌到其精神） 

台中分院   

毀棄損害 102,上易,24 按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以使所毀損之物，

失其全部或一部之效用為構成要件（最高法

院47年台非字第34號判例參照）。本件被告

委由不知情之成年工人江瑞本等人將上開直

型立柱拆卸而與藝術欄杆分離，已破壞該藝

術欄杆支撐穩定度與阻隔效果之完整性，因

而使該藝術欄杆之一部效用喪失；再者，依

一般社會通念，牆面磁磚之外觀是否完整美

觀，亦為是否堪用之要素之一，如牆面磁磚

外觀經鑽孔，當使該磁磚之外形及其防水等

特定目的之可用性，較其原來之狀態，發生

顯著不良之改變，因而減損磁磚之美觀及防

水功能，自均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 

毀棄損害 101,上易,940 綜上所述，被告因告訴人所有種植於B地之系

爭樹木過於高大，遮蔭日照影響其荔枝樹之

收成，乃逕行刈除損壞告訴人所有系爭樹木

之枝幹，變更系爭樹木之外觀，致系爭樹木

失其部分效用，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被告

主觀上存有損壞他人之物之故意，至為灼然。 

毀棄損害 99,上易,1612 即故意將鐵釘、螺絲釘置放於告訴人張嘉芸

車輛之輪胎前，致該車輪因輾壓過鐵釘等物

而漏氣不堪使用，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張嘉

芸之財產權及行車安全之行為，核係犯刑法

第三百五十四條損壞他人汽車輪胎，足以生

損害於他人之毀損罪。 

經查，被告陳宗治就上開事實欄一之（二）

所示之行為，即故意以倒車方式，撞擊張嘉

芸父親張春雄所有之錏柱一支，致錏柱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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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該錏柱與地面所連結底座之四個鑽孔

及壁虎因而變形損壞，足以生損害於張春雄

之行為，核係犯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條損壞他

人之錏柱與地面連結之底座之毀損罪（蓋被

告之行為已達到使他人之錏柱與地面所連結

之底座，其效用有一部喪失之情形，自與刑

法第三百五十四條之毀損罪以使所毀損之物

失其全部或一部之效用為構成要件相當）。 

高雄分院   

毀損 101,上易,272 被告莊和敏、葉碧允未經告訴人之同意即任

意砍除損壞告訴人之系爭林木，致使其無從

占有、使用系爭土地，造成系爭林木無法依

物之通常用法收益，自足以生損害於告訴

人，被告所辯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取，

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莊和敏、葉碧允犯行均

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偽造文書罪章 

最高法院判決 

裁判字號 內容摘要 

102,台上,525 「惟查：刑法處罰偽造文書罪，在於保護文書之實質的真正及

公共信用之法益，雖尚以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要件之一，

亦只以有損害之虞為已足，有無實受損害，在所不問；又即使

該偽造文書所載名義製作人實無其人，而社會上一般人仍有誤

信其為真正文書之危險，仍難阻卻犯罪之成立。」 

102,台上,463 「惟查：刑法變造文書罪之處罰規定，係在保護文書之實質真

正，故其犯罪之成立，以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特別要件。

所謂足生損害，固不以實已發生損害為必要，然亦必須有足以

生損害之虞者，始足當之；若其僅具變造之形式，而實質上並

不足以生損害之虞者，尚難構成變造文書罪。……加註文字所

顯示之內容，似與上訴人、劉正雄於九十一年三月三十日協議

時所達成如何抵償債務標準之合意相符，則上訴人縱事後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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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得劉正雄之同意，即逕請本件協議書原製作人廖昭宜在該協

議書末尾空白處補載加註文字，是否因此就造成劉正雄之損害

或有受損害之虞？」 

101,台上,6582 「王春玉既非利稻協會之會計，上訴人偽以其為該協會會計，

當有致其遭受稅捐單位另行課稅所得之可能，何況偽造文書之

足以生損害於他人，係指偽造文書之結果，有足以發生損害於

他人之虞或其危險性為已足，並非以他人果受其損害或已受損

害為必要。」 

101,台上,6334 「(二)偽造私文書罪之所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以有發生

損害之危險為已足，不以實際受有損害為必要，故如公眾或他

人有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損害或有受損害之虞者，

即足當之。」 

101,台上,6323 

（前審：臺灣

高等法院 101,

上訴,463） 

「然原判決已說明：刑法處罰偽造文書罪之主旨，在於保護文

書之實質的真正；雖以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犯罪構成要件

之一，亦祇以有足以生損害之虞為已足。而此所稱足以生損害

云者，乃指他人事實上有因此一偽造或變造文書之結果而受損

害之虞而言；至於此項文書在法律上是否有效，以及實際上是

否已對公眾或他人發生具體之損害，均所不問。」 

101,台上 ,3853

（前審：臺中

分院 101 年上

訴字 507 號刑

事判決） 

「然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未經廖女同意或授權，即冒用廖女

名義書立聰明家有限公司股東同意書，已損害該文書實質之真

正，縱廖女僅係掛名擔任該公司股東或負責人，實際上未必受

有損害。然廖女在形式上既係該公司之股東或負責人，上訴人

擅自偽造如原判決附表所示之私文書，並持以將廖女股權轉讓

予他人並變更負責人，難謂對廖女在形式上所享有之股東及負

責人權益不生影響，因認上訴人所為不僅有損害廖女權益之虞，

亦有害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對於公司管理之正確性等情綦詳。」 

100,台上,6263 「又刑法偽造、變造文書罪之處罰規定，係在保護文書之實質

真正，故其犯罪之成立，以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特別要件。

所謂足生損害，固不以實已發生損害為必要，然亦必須有足以

生損害之虞者，始足當之；若其僅具偽造、變造之形式，而實

質上並不足以生損害之虞者，尚難構成偽造、變造文書罪。原

判決以被告於影印上開「借支節金明細表」時，雖將抬頭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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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借支節金」四字遮住，而變造為「明細表」，然其內容俱

與「借支節金明細表」各欄項所載相同，並未為任何之塗改變

造，既不影響該文書內容之實質真正，自無損害告訴人之可能。

而被告於申告告訴人公司及其代表人涉犯偽造文書罪嫌之偵查

中，就該變造之「明細表」仍認其為「借支節金明細表」，僅

以其任職告訴人公司期間，從未立具借據予該公司，故就「節

金」之真意是否為工資一節，有所爭執（被告主張每月領取之

四千二百元部分非屬節金，而為工資，業據第一審民事庭九十

九年度勞簡上字第五號判決勝訴在案），顯見被告係依據該「明

細表」之實質內容而為主張，對告訴人亦無足生損害之可能。

因而據以判斷被告雖變造「借支節金明細表」之抬頭名稱，因

不影響該文書之實質真正內容，自不足生損害之虞，尚難遽認

應構成行使變造私文書罪等之理由。」 

100,台上,4285 「另查：(一)、偽造文書罪，係為保護文書之公共信用而設，文

書不特為吾人社會生活之手段，亦於法律上權利義務關係上具

有重要之意義，故偽造文書罪犯罪構成要件所稱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指其行為有生損害之危險為已足，並不以發生實

體上損害為必要。自訴人等依登記既為世亨公司之股東，依法

即享有盈餘分派請求權（公司法第一百十二條第一項）、賸餘

財產分派請求權（公司法第一百十三條準用同法第八十四條第

一項第四款）、不同意其他股東轉讓出資額時之優先受讓權（公

司法第一百十一條第二、四項）、表決權（公司法第一百零二

條第一項）、監察權（公司法第一百零九條）、聲請法院選派

檢查人之權利（公司法第一百十條第三項、第二百四十五條第

一項）、對董事所造具會計表冊之異議權（公司法第一百十條

第二項）等權利，縱自訴人等實際並未出資，僅掛名充為世亨

公司之股東，惟上訴人等未經得自訴人等同意，擅將自訴人等

股份轉讓予高田原芳，難認對自訴人等股東權益不生影響。」 

100,台上,3662 「惟查：(一)刑法處罰偽造私文書罪，旨在保護文書公共之信用，

擅自以他人之名義製作私文書，苟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即成立該罪。所謂他人名義，即非自己名義之意，不必實有其

人，縱係出於虛捏，仍無解於偽造私文書罪之成立；所稱足以

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以有損害之虞為已足，不以實際發生損

害為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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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台上,3477 

§210 

「又刑法第二百十條之偽造文書罪，構成要件中之「足以生損

害」，係指有足以發生損害之危險或疑慮而言，屬於抽象意義，

不以發生實質之損害結果為必要。再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

終於死亡，民法第六條定有明文，是雖然原經他人生前授給代

理權以處理事務，他人一旦死亡，權利已無，則何來權利能繼

續享受、授與，原代理權自然歸於消滅，若竟仍以該他人名義

行文，當屬無權而偽造文書行使，因有令人誤認該他人尚存於

世之可能，自已發生抽象之危害。」 

100,台上,2717 

§210 

「(二)、刑法第二百十條所稱「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犯

罪要件，係以有損害之虞為已足，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

原判決雖以本件報單類別由「Ｇ３」改為「Ｇ５」，統計方式

由「８１」改為「０２」，於關稅之課徵並無影響，誤報亦無

罰則；足見報運貨物之類別或統計方式之填列，於公眾或他人

並不生任何影響，與刑法偽造文書之要件有間，而為被告有利

之認定（見原判決第六頁(四)）。惟稽之卷附財政部關稅總局（下

稱關稅總局）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台總局徵字第０九八

一０二五八五一號函文所載內容，類別「Ｇ３」表示外貨復出

口，「Ｇ５」表示國貨出口，顯見二者仍屬出口報單之不同類

別。又該局因電腦運算能力提升，依所申報統計方式代碼即可

區別外貨復出口或國貨出口，為簡化作業便利商民，自九十六

年三月十九日起，對廠商報運一般國貨出口附帶部分外貨復出

口，或外貨復出口附帶部分國貨出口案件，准予合併於同一份

報單，惟仍宜視該批貨物之主體究係國貨出口抑或外貨復出口

而分別以「Ｇ５」或「Ｇ３」報單申報；且國貨出口及外貨復

出口准以同一報單報運出口後，其統計方式欄位之填列與准予

合併申報前並無不同，原先分類之目的亦不因之受影響等旨（見

原審卷第六五、六六頁）。所載如果無訛，合併申報前後之類

別及統計方式均同前而不受影響，乃因電腦能從申報統計方式

代碼中自行判別，當屬關稅總局為管理出口貨數量之目的使然，

如擅自變更，自對其管理之正確性發生影響。」 

100,台上,2713 

§210 

「而刑法第二百十條之偽造私文書罪，以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

他人為要件；所稱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以有損害之虞為

已足，並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查上訴人之同居人蘇

誌鵬既於民國九十三年三月十日十時三十五分死亡，則其名下

之財產，自斯時起，應由全體繼承人即告訴人鍾彩金以及蘇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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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蘇美茜、蘇琬婷等人共同繼承。上訴人於蘇誌鵬死亡之翌

日即九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下午一時許，未經蘇誌鵬全體繼承人

之同意，擅自持蘇誌鵬之印章，前往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東台北

分行，以蘇誌鵬名義，填寫金額為新台幣二十八萬四千六百元

之取款憑條，並盜蓋蘇誌鵬印章於該取款憑條存戶簽章欄內而

偽造取款憑條後，據以持向該銀行人員行使，使該銀行人員交

付上開金額之存款予上訴人，既為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其所

為自有損害蘇誌鵬之其他繼承人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東台北分

行對於存戶存取款資料管理正確性之虞……」 

100,台上,1989 

§210 

「(二)、刑法第二百十條所稱「足以生損害」之犯罪構成要件，

係以有損害之虞為已足，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上訴人既

未經蕭麗娟之授權，擅自出賣系爭土地，對蕭麗娟之權益自受

有損害之虞，原判決已說明上訴人所為足生損害於蕭麗娟之理

由，所為論斷與經驗及論理法則俱屬無違，尚難漫指為違法。」 

99,台上,3174 

§216 

（前審：臺灣

高等法院 99,

上更(一),220） 

「惟按刑法之偽造文書罪，以行為人無製作權而捏造他人名義

製作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構成要件，並不以行為

人係基於不法所有意圖之動機為必要。且所謂「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亦以有生損害之虞即已足，而不必確有損害之

發生。」 

98,台上,7063 

§210 

「又刑法第二百十條所稱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以有損害

之虞為已足，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要件。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之

部分供述（坦承製作「讓受人」沈張惠熹名義之「買賣讓渡書」），

證人即告訴人王金種、吳志郎、沈張惠熹與證人劉俞均之證言，

參酌卷附沈張惠熹名義之「買賣讓渡書」以及卷內其他證據調

查之結果，綜合判斷，認上訴人未經沈張惠熹授權，擅自偽造

沈張惠熹名義之「讓渡契約書」並持以行使，足生損害於沈張

惠熹……」 

98,台上,6841 

§210、§216 

「（二）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所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以有損害之虞為已足，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要件。原判決理由

業已說明上訴人於呂朱仙揚死亡後，未經其他繼承人同意，擅

持呂朱仙揚印章蓋於彰化銀行大直分行保管箱開箱紀錄單上，

並持向該行承辦人員行使，經核准入庫開箱，縱上訴人係依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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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仙揚生前之信函，取出呂朱仙揚返還各繼承人之物，亦應會

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為之，以確認箱內物品之種類、數量及歸屬，

而免滋生事端，雖上訴人表示其取出物品係為歸還各繼承人並

曾提出表明返還之意，尚難遽認其有不法所有意圖，然仍不能

以此解免其盜用印章偽造前揭開箱紀錄單之責。又上訴人第一

次（即九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之行為係在呂朱仙揚生前住院

期間，其所為足以生損害於呂朱仙揚及前揭銀行對於保管箱租

用管理之正確性，其第二次（九十三年十月八日）行為係在呂

朱仙揚死亡（已非權利義務主體）之後，上訴人擅持呂朱仙揚

開箱印鑑章辦理開箱手續，自足以生損害於呂朱仙揚之其他繼

承人及前揭銀行對於保管箱租用管理之正確性等由甚詳。」 

98,台上,6837 

§210 

「且刑法第二百十條之所稱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以有損

害之虞為已足，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要件。依原判決之認定，

上訴人係為達侵占系爭土地之目的，以不法手段，偽造林王碧

滿名義製作之上開私文書並持以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使

不知情之地政機關公務員將系爭土地登記為林王碧滿所有等

情，準此，即有使林王碧滿遭受檢察官或被害人追訴刑事或民

事責任之可能，自難謂對其並無致生損害之虞。」 

98,台上,6542 

§210 

「至偽造文書印文罪章所定「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構

成要件，並不以發生實際損害為必要，而屬抽象之危害概念，

故自文書之信用性觀察，倘因不實，即足致損害，要件已該當，

以「他人」而言，縱然實際上無相關之其人存在，但形式上既

足令人信其可能存在，即於文書之信用性有損，無主張卸責之

餘地。」 

98,台上,6422 

§213 

「（四）刑法第二百十三條之罪，僅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

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及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要件，

初不因其登載時有無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犯意，及實際上已

否生損害而為區別。」 

98,台上,6302 

§210、§215、§

216 

「再刑法第十五章偽造文書印文罪所定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構成要件，乃係自行為結果之立場予以評斷，不以具

有經濟上之財產價值為限，屬抽象之危害觀念，故自文書之信

用性觀察，倘已生有損害，即為該當。本件原判決主要係依憑

陳修德堅訴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是一式二份，其中一份為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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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成交金額祇有二百萬元，並無所謂三百十萬者；張玉峰亦

指稱伊所簽訂者為成交金額二百萬元之契約，「不知道有三百

（十）萬元那一份」各等語之證言；系爭二百萬元及三百十萬

元之買賣契約書（前者為原本、後者係影本）、土地及建物登

記謄本；參以上訴人直承上揭買賣契約影本係伊交給銀行申辦

抵押貸款之部分自白，而該影本要與原本內容明顯不同，原本

有騎縫章，影本則無等情況之證據資料，乃認定上訴人有原判

決事實欄所載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減縮犯罪事實、變更起

訴法條之不當科刑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行使變造私文書，足

以生損害於他人罪刑。」 

98,台上,6058 

§216 

「(二)、刑法處罰偽造私文書罪之主旨，重在保護文書之公共信

用，祇要無製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而製作文書，足以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之虞，即為成立，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亦

不問該名義人是否屬於架空虛造，均無礙於本罪之成立。上訴

人既冒充「盧柄容」，在簽收包裹之收據上偽造「盧」名義之

署押，持交運輸公司，以表示收受包裹之意思，自屬偽造並行

使偽造私文書。」 

97,台上,6304 

§216 

「惟查：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其所謂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係以有生損害之危險為已足，

並不以發生實際上損害為必要，故如他人有可受法律保護之利

益，因此遭受損害或有受損害之虞，即難謂不足以生損害。依

原判決認定之事實，被告既係持其竊得（竊盜部分未據李盛隆

提出告訴）李盛隆之花旗銀行信用卡，冒「李盛隆」之名至亞

洲鐘錶有限公司刷卡購得價值十八萬元之手錶一只，則其在一

式二聯之信用卡消費簽帳單上偽簽「李盛隆」之署名，持交該

鐘錶公司銷售員之行使偽造私文書行為，自有使該鐘錶公司、

花旗銀行對於刷卡交易管理之正確性受損，並存有無法收取該

筆交易款項之危險，至於李盛隆並非實際刷卡交易人，但因此

即存有被催繳該筆交易款項之危險（本件李盛隆已如數付款，

自已受有實際損害），原判決認定被告本件行使偽造私文書之

行為，足以生損害於亞洲鐘錶有限公司、花旗銀行及李盛隆，

適用法則並無違誤。」 

97,台上,5974 「按刑法偽造文書罪，係以保護文書之公共信用而設。……二

規定所稱足以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指其所為有生損害之危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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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16 已足，不以發生實際上之損害為必要。……原判決事實欄既已

明白認定上訴人為謀取張元通遺產之補償費，將戶籍謄本內容

變造其母張王玉為張元通之養女，再偽造張木火、張朝明及張

麗貞已向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家事法庭拋棄繼承之公文書等情，

則上訴人之行為，自足以分別生損害於張元通之繼承權及張王

玉、張火木、張朝明、張麗貞身分與財產登記之正確性，暨戶

政機關對於戶籍管理與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公文書之正確性。」 

97,台上,5894 

§213、§216 

「惟查：（一）、刑法上偽造文書罪之成立，以足生損害於公

眾或他人為特別要件，若其僅具偽造之形式，而實質上並不足

以生損害之虞者，尚難構成本罪。」 

97,台上,5785 

§214 

「又刑法上偽造私文書罪之成立，以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

特別要件，而所謂足生損害，不以實已發生損害為必要，僅須

有足以發生損害之虞，即足當之。」 

97,台上,4645 

§214、§216 

「次按偽造、變造私文書罪，以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其

構成要件之一，所謂足生損害，係指他人事實上有因此受損害

之虞而言，苟偽造、變造行為完成而具備上項要件，犯罪即屬

成立。上訴人擅為高額抵押權之設定，已足使告訴人受有損害

之虞，而成立犯罪，不因上訴人未有實行抵押權之行為，而影

響其犯罪。」 

高等法院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裁判字號 內容摘要 

臺灣高等法院 

101,上訴,3601 

§210、§216 

「(四)刑法之偽造文書罪，以行為人無製作權而捏造他人名義製

作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構成要件。且所謂「足以

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亦以有生損害之虞即已足，而不必確

有損害之發生。……再金融機關就其行庫之客戶存款有保管之

責，倘被存款戶要求提款，金融業者必需依規定或約定為相關

之審核，始得付款，否則難以對抗真正權利人之權利主張。被

告 2 人未告知蔡炳奎已經亡故而持蔡炳奎之印鑑，逕向三重正

義郵局提取已故之蔡炳奎在該郵局之存款，自足以生損害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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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正義郵局對於已故存款人存款管理之正確性。」 

臺灣高等法院 

101,上訴,2308 

§210、§216 

「次按刑法第 210 條之偽造私文書罪，祇須所偽造之私文書有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虞為已足，至公眾或他人是否因該

私文書之偽造而受到實質損害，則非所問（最高法院 91 年度臺

上字第 6659 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縱認被告陳世錦所辯其

父陳沼濤生前即以子女名義配置家族財產，並指示其協助處理

相關事宜等節均為實在，然被告陳世錦於其父陳沼濤過世後，

明知陳沼濤生前以陳世上、陳美華名義配置之財產均成為遺

產，竟未先徵得渠等 2 人同意，即擅自以陳世上、陳美華 2 人

名義，在可轉讓定期存單上之兌領人欄內盜蓋印文，且在「同

業／本行支票申請書」上偽造署名，再持以向不知情之銀行人

員行使，因而取得支票後，並在該等支票偽造背書署名後交付

林伯翰，以逞其目的，揆諸前揭說明，已足生損害於陳世上、

陳美華及全體繼承人，而該當刑法上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構成

要件」 

臺灣高等法院 

100,上訴,1525 

§210、§216 

「(八)、按刑法第 210 條之偽造私文書罪，祇須所偽造之私文書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已足，至公眾或他人是否因該私文

書之偽造而實受損害，則非所問……雖台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

業公會並無設立鑑定委員會，然被告二人本案行使偽造私文書

犯行，足使人有誤認王秀玉曾於 86 年 11 月 17 日向「台北縣土

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填具鑑定申請書、鑑定委任書，請「台

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鑑定被告王秀玉所有之上址房屋

與高台光、鄭桔福所有之上址違建現況、安全及修復，該申請

書且由「羅順榮」批示依序輪由龍泰土木包工業承辦，而台北

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鑑定委員會且於 86 年 11 月 27 日以台

土木北鑑字第 1968 號函，指派郭文火委員負責辦理王秀玉前開

申請案件，並於 86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10 時起，會同王秀玉及案

外人陳文盛蒞臨現場勘察，請王秀玉、陳文盛準時出席會勘，

王秀玉、郭文火、陳文盛因於 86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10 時、86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10 時，在王秀玉上址房屋會勘，嗣由郭文火

於 86 年 12 月 19 日出具鑑定報告，並於該報告之鑑定結果欄記

載鑑定結果要旨係「本棟無地下室而以 11 高 RC 違建 6 樓超重，

重壓之下造成 4 號 4 樓嚴重損壞」等，即足以生損害於台北縣

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鑑定委員會、台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

公會、郭文火、羅順榮及影響司法機關對承辦案件判斷之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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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臺灣高等法院 

101,上訴,2484 

§210、§216 

「又刑法上之偽造文書罪，以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必要，

所謂足生損害，係指他人有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損

害或有損害之虞而言，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按刑法第 210

條之偽造私文書罪，祇須所偽造之私文書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之虞為已足，至公眾或他人是否因該私文書之偽造而受

到實質損害，則非所問，如未經被繼承人之全體繼承人同意，

即偽以被繼承人名義制作取款憑條，提領被繼承人帳戶內之存

款，其行為自有足生損害於其餘繼承人之虞，至於其所提領之

款項是否非被繼承人之遺產及提領之用途，與其行為是否與刑

法第 210 條、第 216 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犯罪構成要件該當，

均不生影響」 

臺灣高等法院

101,上訴,3007 

§210、§216 

「再者，刑法第 210 條之偽造私文書罪，祇須所偽造之私文書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已足，至公眾或他人是否因該私文

書之偽造而實受損害，則非所問，被告未經全體繼承人同意，

即偽以其母賴李水觧、告訴人賴淑娟名義出具同意書，持以行

使並受領上開退稅款項，國稅局承辦人員如知上開同意書係偽

造及賴李水觧業已死亡，殆無可能允許被告受領上開退稅款項，

是被告前揭所為，已可認足生損害於告訴人、賴李水觧及國稅

局核發稅款之正確性無疑。」 

臺灣高等法院

101,上訴,2720 

§210、§216 

「次按刑法第 210 條之罪，以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成立要

件，故同法第 216 條之行使罪，必其所行使之文書具備足以生

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構成要件，始得成立，否則不能以該行使

罪相繩；又此所謂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以有損害發生

之虞為已足，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查證人黎克堯既已證

稱渠並未同意或授權被告以渠名義製作上開內容不實之陳情書

業如前述，而被告偽造該陳情書，乃在使黎克堯有再度至衛生

局說明之機會，藉此爭取相當時間用以說服黎克堯，使渠日後

能更易前詞，而為有利被告之陳述亦同上述，又被告完成前開

偽造私文書之犯行後，復持以交付予陳欣潔收執，央請陳欣潔

交予黃林玲玲轉交衛生局，陳欣潔旋將該陳情書傳真予黃林玲

玲，黃林玲玲收受後亦傳真予衛生局乙節，亦據證人陳欣潔證

述明確，並有該陳情書傳真影本存卷可憑，足見被告係本於該

陳情書之內容向衛生局有所主張，自有行使該私文書之意思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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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且其圖以重啟黎克堯至衛生局對其為有利說明之目的如

可達成，勢將影響黎克堯於衛生局證述之憑信性，並混淆衛生

局之行政調查結果，自足生損害於黎克堯本人及衛生局對於前

揭醫事事件行政調查之正確性。」 

臺灣高等法院

101,上訴,1493 

§210、§216 

「（2）次按刑法所謂偽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祇須「偽造時」足以發生損害為已足（見最高法院 25 年上字第

2123 號）；又刑法處罰行使偽造文書之主旨，重在保護文書之

公共信用，非僅保護制作名義人的利益，故所偽造之私文書，

如足以損害公眾及他人，罪即成立（最高法院 78 年度台上字第

1169 號裁判要旨參照），是所謂足生損害，乃以有足以發生損

害於公眾或他人之虞或其危險性為已足，並非以公眾或他人果

受其損害或已受其損害為必要。…固足認被告陳員為告訴人變

更投資標的及比例後，其保單價值餘額固高於淨投入金額，此

乃以變更後時間經過之客觀事態觀之，惟本件依上開事證認被

告陳員未經告訴人黃翠梅授權，已如前述，而審酌被告於原審

自承：伊完全是服務，以保戶的獲利為主等語（見原審卷二第

164 頁），則被告於「申請變更之時」，是否得利或虧損則尚不

得而知，被告未經告訴人同意擅自申請變更，仍影響告訴人之

保單權益，且影響保險公司管理保險契約之正確性，依上開說

明，仍足生損害於告訴人」 

臺灣高等法院 

101,上訴,1861 

§210、§216 

「且所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亦以有生損害之虞即

已足，而不必確有損害之發生。…被告又於未告知曾王巧已經

亡故之情形下，於附表一編號 4 所示時間持曾王巧之印鑑，逕

向汐止農會辦理定期儲蓄存款解約並轉存款後提取已故之曾王

巧於系爭帳戶內之存款 22 萬 4, 000 元，足使汐止農會因此陷於

錯誤，誤為該汐止農會存款戶曾王巧為提款之表示，而如數交

付曾王巧之存款，被告此部分所為，自係施用詐術，並足以生

損害於汐止農會對於已故客戶資料、存款管理，且被告擅自提

領被繼承人曾王巧之存款使用，其所為亦影響全體繼承人繼承

權益無訛。」 

臺灣高等法院 

101,上訴,369 

§210、§214、§

「三、又所謂「足以生損害」，係指他人事實上有因此受損害

之虞而言，非必以確有損害事實之發生為要件（最高法院 90 年

台上字第 5653 號判決），故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業務上登載不

實之結果有發生損害公眾或他人之虞時，即可認定為足以生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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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16 害於公眾或他人，而構成刑法第 214、215 條之罪，不以公眾或

他人果已遭受損害為必要。查被告未經吳春鎮同意或授權，指

示不知情之和泰公司股務承辦人以「吳春鎮」為買受人名義簽

署之附件所示證券交易稅一般代繳稅額繳款書，且指示不知情

之股務承辦人憑以製作之和泰公司 89 年 5 月 18 日和泰公司「董

事監察人名冊（備註欄記載監察人吳春鎮持有股數 89 年 5 月 18

日由 453200 股增為 466887 股）」業務文書，並申請主管機關承

辦公務員依和泰公司申報「監察人吳春鎮 89 年 5 月 18 日由

453200 股增為 466887 股」之公司董事、監察人持股變動之情形，

逕予公示（毋須進行審查），其關於和泰公司監察人吳春鎮之

89 年 5 月 18 日持股變動情形均屬不實等情，業如前述，是上開

於 89 年 5 月 18 日和泰公司董事監察人名冊之業務上文書為前

述不實登載及申報由主管機關公示之和泰公司監察人股權變動

事項，自足以生損害於主管機關經濟部對於和泰公司股份管理、

公示及吳春鎮對於己有股份管理之正確性。」 

臺灣高等法院 

101,上訴,1788 

§210、§216 

「然按刑法上偽造文書罪，所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以

有損害之虞為已足，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最高法院 47 年

台上字第 193、358 號判例參照）。查本案之「託收/次交票據彙

總單」收執聯，原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因受客戶委託存收票據，

而交付委託人收執聯，作為銀行表示已經收受「託收/次交票據

彙總單」上所載特定票據，將於到期日為一定金融作業處理之

憑據，故被告任意竄改其留存之「託收/次交票據彙總單」原登

載資料，變造成如附表五所示之「託收/次交票據彙總單」，已

足使人誤認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誤認其確實有將附表五所示「託

收/次交票據彙總單」上所載之支票託收於其銀行，自足以生損

害於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對於託收票據交易之信用性。再查，告

訴人因收到被告傳真之附表五編號 1 至 5 所示之「託收/次交票

據彙總單」，持續誤信被告所虛構投資情節，並誤認將有投資

報酬回收，而進一步於附表一編號 57、58 所示之時間，匯出如

附表一前開編號「金額欄」所示款項給被告等情，亦足生損害

於告訴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00,上訴,328 

「（五）按偽造文書罪章之「足以生損害」構成要件，係屬學

理上所稱之具體危險犯，有別於實害犯，故祇要行為之結果，

可能致某種應受保護之法益遭受侵害為已足，不以實際發生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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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為必要（最高法院 99 年度臺上字第 3093 號刑事判決意旨參

照）。」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01,上訴,1237 

§210、§216 

「又刑法第 210 條所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並不以文書

內容所載之經濟價值為準，亦不以確有損害事實之發生為構成

要件，故如於物之所有人之使用收益處分權有所侵害或有損害

之虞者，仍不能不認為已成立本罪，縱或事後已填補損害，亦

無解於犯罪之成立(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2385 號、93 年度

台上字第 2258 號判決參照)。」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01,上訴,654 

§210、§214、§

216 

「1.按刑法上偽造文書罪，所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以有

損害之虞為已足，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最高法院四十七

年臺上字第一九三號判決要旨參照。系爭三筆土地在九十三年

間，向原所有權人購買時無論移轉登記為被告洪瑪咪或「國鼎

公司」，經核定後應納土地增值稅均為零元，惟此是因系爭三

筆土地在九十三年及九十六年度土地公告現值，與八十九年原

地價同為每平方公尺一一０元所致，如土地公告現值高於八十

九年原地價，被告陳秉彝以被告洪瑪咪為系爭三筆土地登記所

有權人，即會使需否核課土地增值稅及納稅義務人為何人產生

不同結果，確有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對稅籍管理正確性之虞。

且被告陳秉彝在偵查及原審法院審理中復一再供稱購買系爭三

筆土地是要作採礦使用等語，則系爭三筆土地既要供作採礦使

用，須先取得採礦許可，並變更為礦業用地，此在礦業法第十

五條與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編定為礦業用地興辦事業計劃審查

作業要點第四條規定明確，「國鼎公司」在九十三年間購買系

爭三筆土地時既作為礦業使用，依上開法條規定，原登記農業

用地地目應申請變更為採礦使用，既已非作為農業使用，嗣後

再行移轉已無作為農業用地使用而得免徵增值稅，自亦將發生

增值稅課徵之問題。」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01,上訴,91 

§210、§215、§

216 

「又刑法第 210 條所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並不以文書

內容所載之經濟價值為準，亦不以確有損害事實之發生為構成

要件，故如於物之所有人之使用收益處分權有所侵害或有損害

之虞者，仍不能不認為已成立本罪，縱或事後已填補損害，亦

無解於犯罪之成立(最高法院 89 年度臺上字第 2385 號、93 年度

臺上字第 2258 號判決參照)。被告陳俐菱於附表三所示領取之款

項，係向告訴人之配偶陳王金鶴所借，然其仍有未經告訴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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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持用其預先偽造之印章，進而偽造取款憑條而向銀行行

員行使之犯行，被告雖無詐欺取財之犯意，客觀上亦無任何致

告訴人財產上之損失，惟徵諸前揭判決意旨，被告仍應論以行

使偽造私文書罪。」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00,上訴,209 

§210、§216 

「惟按刑法上偽造文書罪，所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以

有損害之虞為已足，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最高法院 47 年

度台上字第 193 號判例參照）。查，被告何正程之被繼承人過

世時，既遺有上開臺中商銀、國稅局債務，而且，何天池生前

究竟尚積欠多少債務，在被告何正程、吳新盈上開領款時（89

年 2 月 29 日、89 年 3 月 4 日），仍有待清查而屬不明狀況，

被告何正程、吳新盈偽造被繼承何天池名義之取款憑條，領取

上開何天池名下存款，致何天池積極財產減少，對臺中商銀、

國稅局自足生損害之虞，尚難以事後何天池之遺產稅最終經核

定為零，及評估何天池去世後其所遺留之不動產、股票等財產

價值約上億元等情，即認定被告何正程、吳新盈上開領取何天

池名下存款行為，對臺中商銀、國稅局債務不生損害之虞，且

被告 2 人偽造上開取款憑條，對受理何天池存款之中信銀而言，

亦生損害於中信銀對其客戶資料、存款管理之正確性。」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97,上易,96 

 

「另按「刑法第 214 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以不實之事項

已使公務員登載於其所掌之公文書，並足以生損害於他人或公

眾為其構成要件。」「刑法上偽造文書罪之成立，以足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為特別要件，所謂足生損害，固不以實已發生損

害為必要，然亦必須有足以生損害之虞者，始足當之，若其僅

具偽造之形式，而實質上並不足以生損害之虞者，尚難構成本

罪。」最高法院 69 年臺上字第 732 號判例、同院 49 年臺非字第

18 號判例要旨足供本案認事用法之參考。從而，立法者明文將

偽造文書罪章之犯罪設定為具體危險犯，亦即該罪的犯罪行為

至少必須要產生實害或具體的危險，因此解釋上必須要對具體

的案情逐一審酌判斷，而認定構成要件所保護之公共信用法益

確實至少有受侵害的危險時，始能成立該犯罪之危險犯。」 

「 (一)查檢察官係主張：土地登記原因為土地移轉的要件之一，

不同原因對於審查的程式會有所差異，且對於土地登記簿的公

信力會造成損害；土地登記具有絕對效力，而且在刑法第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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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稱之足生損害於公眾或是他人，屬於抽象危險犯，因此不

需要有實際的損害，只需要有足生損害之虞即成立犯罪。(二)

然按刑法第 214 條既以明文規定「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為其構成要件，則該條規定顯屬具體危險犯無疑，檢察官認屬

抽象危險犯，已有誤會。此刑罰規定之具體危險犯，需以各別

案情審酌判斷是否存在具體危險為要件，不可抽象地以有不實

登載之事實，即遽以速斷認為必然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

人」之危險，否則顯然忽略刑法第 214 條以此為其構成要件之

意義，且規避對於構成要件犯罪事實，須經嚴格證明之要求。」 

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100,上更(一),8 

§213、§216 

「至所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以有損害之虞為已足，不

以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此最高法院 47 年台上第 193 號著有判

例意旨可資參照）。……(四)又吳昭龍雖先遭縱放，嗣復經檢察

官自動檢舉後偵查起訴，故被告劉建成前開不實登載，雖對於

司法機關偵查案件之正確性，尚未實際發生損害，然確有損害

之虞無疑，是依前揭判例意旨，自得認已足以生損害於公眾。」 

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97,上訴,1276 

§210、§213、§

215、§216 

「(四)按刑法上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必須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

人，所稱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祇以有損害之虞即為已足，

不以實際生損害為必要，且此項損害，亦不以具經濟價值為限，

如因而有使公文書之憑信性發生動搖、混淆之虞者，亦包括在

內。本件簽辦單之性質屬於會勘紀錄，該會勘紀錄表明被告丑

○○等人確實曾親自前往施工現場勘驗，並認同施工單位確已

施工完成，而事實上被告等人均未親自前往施工現場辦理勘驗

事宜，竟於勘驗人員職務上執掌之勘驗報告上為不實之記載，

自使該簽辦單之憑信性發生動搖，足生損害於高南處及公路總

局對工程竣工勘驗程序審核之正確性。」 

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98, 上 更

(一),129 

§213、§214、§

215、§216 

「惟按刑法第二百十三條之罪，僅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

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及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要件，

初不因其登載時有無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犯意，及實際上已

否生損害；又所稱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以有生損害之虞為

已足，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要件（最高法院三十一年上字第一

八二六號判例、九十年度台上字第五二一四號判決參照）。被

告等人持義美旅行社開立之不實「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分

別向斗六市代表會及二崙鄉代表會報銷出國考察費用而行使

之，自足以生損害於斗六市代表會及二崙鄉代表會經費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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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核銷帳目之正確性，並不因登載時或使公務員登載時有無生

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犯意，及實際上已否生損害為要件」 

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98,上訴,363 

§213、§216 

「四、又按刑法第 213 條不實登載公文書罪之成立，除客觀上

公務員在其職務上所掌公文書，有為虛偽不實之登載行為，且

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外，其在主觀上須明知為不實。所謂明

知係指直接之故意而言（最高法院 69 年台上第 595 號、46 年台

上第 377 號著有判例參照）。至所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以有損害之虞為已足，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最高法院 47

年台上第 193 號著有判例參照）。……(三)又甲○○雖先遭縱放，

嗣復經檢察官自動檢舉後偵查起訴，故被告乙○○前開不實登

載，雖對於司法機關偵查案件之正確性，尚未實際發生損害，

然確有損害之虞無疑，是依前揭判例意旨，自得認已足以生損

害於公眾。」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101,上訴,655 

§210、§216 

「(一)、刑法上偽造文書罪，所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以

有損害之虞為已足，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亦不以文書內容

所載之經濟價值為準（最高法院 28 年上字第 67 號、33 年上字

第 916 號、47 年台上字第 193 號、49 年台非字第 18 號判例）。

(二)、酌以一般租金行情，則 13 個月租金是否僅僅 5 千，確有

疑義。但系爭切結書之原文既為「我有收蘇董房租，華城 13 個

月共 5000 元租金，我倆之間我放棄先訴抗辯權，因我全出自自

願」。而其中「華城 13 個月共 5000 元租金」又係告訴人刻意

加入，顯意在強調該字條內容之「房租」係指「華城 13 個月 5 千

元」。然經塗改刪除後之文句為「我有收蘇董房租，我放棄先

訴抗辯權，因我全出自自願」，則確極易誤認該切結書所載放

棄先訴抗辯權之債務不限於「華城 13 個月共 5000 元租金」。……

因此，不論渠等間所簽立各種文書之文字的真意究竟為何，確

會涉及兩造法律上權利義務變動過程及最終歸屬。況且系爭切

結書刪除前後之文義差距甚大，經塗改刪除後又極易導致該切

結書究係放棄何筆債務（含金額）之先訴抗辯權有所不明，則

不論該切結書原文所指之「租金」是否確為「租賃關係所生之

房租」，當均已影響該文書之實質真正，而足以生損害於告訴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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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100,上訴,984 

§210、§216 

「(七)刑法第 210 條之偽造私文書罪，以無製作權人，而偽造他

人名義製作之文書，並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其構成要

件；而所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祇須他人有可受法律保

護之利益，因而足受損害之虞為已足，不以實際上發生損害為

必要（最高法院 96 年度臺上字第 3995 號判決意旨參照）。本

件被告既未經自訴人同意即盜用自訴人之印章，且於明知自訴

人並未同意 101 、102 號函文內容之情況下，仍以盜用自訴人

印章之方式假冒自訴人名義製作 101 、102 號函文並發文以行

使之，已使該等函文發文對象教育部誤認該等函文發文者係自

訴人，非惟足生損害於自訴人基於董事長職位之職權行使權

益，且足生損害於教育部對於私立學校財團法人行政監督之正

確性，此觀諸教育部於 98 年 11 月 23 日函覆輔英科大董事會之

函文記載：「輔英科大董事會於 98 年 10 月 24 日召開第 12 屆第

7 次董事會議，會議紀錄卻分別於 98 年 11 月 2 日、98 年 11 月

9 日呈報 2 次不同會議紀錄，請查明；98 年 11 月 2 日 101 號

函所呈報之會議紀錄，部分董事於董事長宣布散會後再行集

會，本節亦請本權責妥處」等語（原審審自卷第 35 頁）自明，

是被告行使偽造 101 、102 號函之犯行，顯已足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無訛。」 

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100,上訴,950 

§210、§216 

「(七)按刑法處罰偽造文書罪之主旨，所以保護文書之實質的真

正，雖尚以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要件之一，惟所謂足以生

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以有損害之虞為已足，不以實際發生損害

為必要，有無實受損害，在所不問，且此所謂損害，亦不以經

濟價值為限（最高法院 51 年臺上字第 1111 號判例意旨參照）。

本件依證人陳天宏於偵查及審判中堅稱未與被告訂立該租約；

被告辯稱其於 96 年 4 月 15 日即已與告訴人訂有上開續租之租

約，竟於原「93 年 3 月 31 日租約」於 98 年 3 月 31 日租期屆

滿前，復於 98 年 2 月 23 日以存證信函催告告訴人表示是否續

租；而告訴人與被告為祖孫關係，該「96 年 4 月 15 日租約」

竟記載對於告訴人及其繼承人極其不利之條款等證據，並衡諸

前開社會通常經驗，足認上開「96 年 4 月 15 日租約」係被告

為於前述土地相關撤銷贈與行為、拆屋還地等民事訴訟及假處

分事件中，提出對己有利之證據，而偽造「96 年 4 月 15 日租

約」並提出於民事庭或民事執行處而行使，該租約之提出，顯

有影響法院對於案件審查結果之危險，對於出租名義人即告訴

人陳天宏、相關民事事件當事人陳慶星、陳慶源、陳慶堡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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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法院審理各該民事事件之正確性，均有損害之虞，顯已足生

損害於公眾及他人無疑。」 

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98, 重 上 更

(一),61 

§210、§214、§

216 

「(一)按刑法第二百十條之偽造私文書罪，以無制作權之人，制

作他人名義之文書，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成立要件，所謂

足生損害，係指他人有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損害或

有受損害之虞而言，惟不以實際上已發生損害為必要，只須有

損害之虞為已足；又刑法處罰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旨，重在保

護文書公共之信用，非僅保護制作名義人之利益，故所偽造之

私文書，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虞，其罪即應成立，至

於有無被偽造私文書之其人？公眾或他人是否因該私文書之偽

造而實受損害，則非所問（最高法院 31 年上字第 1505 號、33

年上字第 916 號、43 年台上字第 387 號、44 年台上字第 192 號、

49 年台非字第 18 號及 50 年台上字第 1268 號等判例要旨可資參

照）。……惟查有限公司股東之權益，非僅限於財產上之利益

而已，本於股東身分關係，仍有其他受公司法或其他法律保護

之利益或可行使之股東權限，被告甲○○未徵得華銨公司股東

乙○○及丙○○之同意，擅自簽寫渠等名字於股東同意書上，

據以偽造乙○○、丙○○等人將出資讓予被告之股東同意書，

此一偽造私文書之行為，不惟使乙○○、丙○○失去原來對華

銨公司之出資，且使乙○○、丙○○喪失股東資格，渠等已無

從享有股東身分在法律上所保護之各項利益及行使權限，堪認

被告偽造附表股東同意書行為，確足生損害於乙○○及丙○ 

○無訛……本件甲○○偽簽乙○○、丙○○名字於附表股東同

意書之行為，既屬無制作權人之偽造行為，縱尚未使股東乙○

○、丙○○實際發生損害，依上揭判例要旨（對公眾或他人足

生損害之虞），自無解於偽造私文書罪之成立。」 

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97, 重 上 更

(四),20 

§214、§215 

「又按刑法上偽造文書罪之成立，以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

特別要件，所謂足生損害，固不以實已發生損害為必要，然亦

必須有足以生損害之虞者，始足當之，若其僅具偽造之形式，

而實質上並不足以生損害之虞者，尚難構成本罪（最高法院 49

年台非字第 18 號判例意旨參照）。本件被告己○○、乙○○、

甲○○等人，為東港信合社之職員，對所任職之東港信合社受

洪福東港分公司委託辦理代收代付證券交易款項、辦理劃撥交

割，甚至代墊匯款業務，既屬決策機關所決定而交由渠等辦理、

執行事項，不僅無置喙餘地，就該策略對信合社整體營收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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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猶無從得悉，已如上述。上開收入、支出傳票、匯款單等

文件，及記載於該信合社電腦記憶體內而具有準文書性質之電

磁紀錄，固為被告己○○、乙○○、甲○○等人職務上製作之

文書，然就渠等主觀而言，該文書原係供各該營業日結束時核

算收支之用，即於該營業日結束核算完成前製作即可，則渠等

本於該事項在各該營業日終止前均可完成之確信，於洪福東港

分公司證券客戶若於上午該等款項尚未匯入之際即先予製作，

無論其等於上開證券客戶確未匯入時是否知情，則依上開東港

信合社與洪福公司之墊付約定，則於未匯入時，應由東港信合

社依約予以墊付，而嗣後依約定及慣例又均能於各營業日結束

前補足，是渠等就此於當時法所未明令禁止而決策機關交辦時

復未進一步指示或設計其他完整流程供依循處理之事項，以此

慣行之便宜措施執行，縱有不當，然究難認為當然有偽造或登

載不實之認識。」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臺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 

100,上訴,160 

「３、再按刑法上偽造文書罪之成立，以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

人為特別要件，所謂足生損害，固不以實已發生損害為必要，

然亦必須有足以生損害之虞者，始足當之，若其僅具偽造之形

式，而實質上並不足以生損害之虞者，尚難構成本罪（最高法

院 49 年台非字第 18 號判例意旨參照）。系爭支票原係被告陳

湘茹向案外人盧怡臻借用欲供支付保險金，且於 97 年間確曾遺

落在賴麗珠住處，遭賴麗珠侵占入己並交付與劉桂蘭，而劉桂

蘭曾向被告表示將填寫金額、日期後提示上開支票等情，亦據

同案被告賴麗珠、劉桂蘭供述屬實（見警卷第 6-11 頁，偵卷第

18、19 頁），則被告陳湘茹在勸阻同案被告劉桂蘭不得擅自填

寫其所遺失，向盧怡臻所借之空白支票無效後，為避免該支票

若因存款不足遭退票，將影響盧怡臻之債信，未經盧怡臻同意

擅自以其名義偽造文書辦理掛失止付，其所為之偽造文書行為

顯係為保護盧怡臻之債信，故被告冒用盧怡臻名義填寫遺失票

據申報書並行使之，該申報書雖具有偽造之形式，惟實質上尚

無對盧怡臻與警察機關、票據交換所及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生損

害之虞，原審認難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相繩，並無違誤，檢察

官上訴意旨仍執前詞，認被告此部分行為構成行使偽造文書

罪，此部分上訴並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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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 

99,上更(一),63 

§210、§216 

「惟按刑法之偽造文書罪，以行為人無製作權而捏造他人名義

製作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構成要件，並不以行為

人係基於不法所有意圖之動機為必要；且所謂「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亦以有生損害之虞即已足，而不必確有損害之

發生。再委任關係，因當事人 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

而消滅，民法第 550 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於陳鳳嬌死亡後，

未獲同為法定繼承人之董湘苹之同意，利用不知情之郵局承辦

人員偽造轉存申請書及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而擅自提領轉存

陳鳳嬌之存款，已足生損害於長濱郵局對於已故存款人之存款

管理及其他繼承人繼承權之正確性。原判決為被告無罪之諭

知，自有違誤。」 

臺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 

99,上訴,194 

§210、§216 

「又刑法上偽造文書罪之成立，以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特

別要件，所謂足生損害，固不以實已發生損害為必要，然亦必

須有足以生損害之虞者，始足當之，若其僅具偽造之形式，而

實質上並不足以生損害之虞者，尚難構成本罪，此最高法院 20

年上字第 1050 號、49 年台非字第 18 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

證人甲○○自 92 年間起即同意提供其土地予被告經營之金磊企

業社作為土石採取使用，並曾在系爭土地使用授權同意書上蓋

章，同意書之內容則與其授權範圍相符，則被告縱使未取得證

人甲○○之明示授權，亦應取得默示授權，縱認無默示授權，

同意書內容亦屬真正，亦顯無損害證人甲○○之虞。(四)、綜上

所述，證人……於 92 年間既均已同意提供其等之土地予被告經

營之金磊企業社作為土石採取使用，且前開證人係親自蓋章或

授權被告刻其等印章後，在各該土地使用授權同意書上用印，

被告自無偽造土地使用授權同意書；又被告委由顧問公司製作

「金磊企業社花蓮縣壽豐鄉○○段 211 等十五筆地號土石採取

計畫書」內之同意書時，雖未一一向前開土地所有權人徵詢，

並取得土地所有權人之授權，即製作各該同意書，程序上有所

疏失，但仍應評價出於各該土地所有權人之默示同意或為概括

授權，且同意書之內容，顯與前開證人同意之內容相符，係屬

真實，亦核與偽造私文書之要件有間。從而公訴人所舉之證據，

既然不能使本院獲得被告有罪之確信。」 

臺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 

「(二)次按刑法上之偽造文書罪所謂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係

以有生損害之危險為已足，並不以發生實際上損害為必要（最

高法院 88 年度臺上字第 6635 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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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上易,55 

§216 

刑法第 216 條、第 215 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只須行

使的結果有發生損害公眾或他人之虞時，即可認定為足以生損

害於公眾或他人，不以公眾或他人果已遭受損害為必要，而偽

造文書的行為實際上已否發生損害，與本罪成立無關。」 

智慧財產法院 

智慧財產法院 

98, 刑 智 上

易,19 

§216 

「經查，按刑法上偽造文書罪之成立，以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

他人為特別要件，所謂足生損害，固不以實已發生損害為必要，

然亦必須有足以生損害之虞者，始足當之，若其僅具偽造之形

式，而實質上並不足以生損害之虞者，尚難構成本罪（最高法

院 49 年台非字第 18 號判例參照）。查被告固於進口報單、發

票、裝箱單上填載「PLASTIC TOY 」等字，而與其實際進口之

絨毛玩具未相符合，然檢察官並未證明上開不實記載，究對於

進口稅則或查緝標準有何不同，況上開記載僅「塑膠」與「絨

毛」之不同，其本質仍屬玩具類，對於進口管制之管理並不生

影響，實質上對於進口通關之管理並未生損害或有足以生損害

之虞，誠與上揭偽造文書罪成立之特別要件不合，尚難以該罪

相繩，被告此部分所為實與刑法之行使偽造文書罪要件不合，

此外，又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確有行使偽造文書情事，

是不能證明被告有此部分犯罪。」 

三、誹謗罪 

高等法院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裁判字號 內容摘要 

臺灣高等法院 

102,上易,51 

「(二)按刑法第 310 條第 2 項規定之加重誹謗罪，係以散布文

字、圖畫方式，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

譽之事者。……衡諸目前社會現狀，一般人基於道德觀感，對

於因介入他人家庭之女子，常投以異樣眼光，認定該人係生活

不檢點、破壞他人家庭之人，被告所指摘「小三」、「破壞家

庭」等內容足以損害他人之名譽法益，顯足以引發一般人對告



 

35 

 

訴人之社會名譽造成貶損」 

臺灣高等法院 

102,上易,228 

「又按刑法第 310 條誹謗罪，係以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

譽之事，為其犯罪構成要件，若無從知悉行為人所指為何人，

即無足以毀損他人名譽可言。是以該罪行為人必須針對特定人

或可得推知之人為之，始足構成（司法院 37 年院解字第 3806

號解釋參照）。且誹謗罪目的在保護他人名譽，若一般人無從

得知行為人所指之人，該他人名譽即無受毀損危險，是以所謂

行為人所針對特定人或可得推知之人，應就誹謗內容，客觀地

予以觀察，必須一般人藉誹謗內容即得以知悉被誹謗對象，方

足當之，不能以行為人主觀上認知，作為判斷之標準。」 

臺灣高等法院 

101,上訴,1998 

「又細繹被告所散布指摘告訴人個性不好、脾氣差、不講道理

等具體事實，綜觀全文文義，其內容實係指述告訴人之個性難

以相處等情事，客觀上足使閱覽內容之不特定人，就所指涉特

定具體事實有所認知，已非抽象之公然謾罵或嘲弄可比擬，而

上開文字，衡諸一般社會通念客觀判斷，係就人際關係、人格

評價之貶抑，顯足以毀損告訴人之名譽，至為明確。」 

臺灣高等法院 

102,上易,191 

「(一)刑法第 310 條第 1 項誹謗罪之成立，以意圖散布於眾，而

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必要，是必行為人所指

摘或傳述之事足以毀損他人名譽，始與該罪之構成要件相當。  

(二)被告固坦承於 100 年 11 月 8 日下午 3 時 50 分許，在原審法

院新店簡易庭 100 年度店簡字第 745 號開庭審理時，以「好好

的去賺錢，工作賺錢，不要年紀輕輕的…白疼妳了」等語指摘

告訴人，核與卷附錄音光碟及譯文之內容相符（見他字第 3848

號卷第 10 頁），然依被告所述上開內容，並未對告訴人之人格

或社會評價有何具體指摘，致使告訴人之名譽受何毀損，要與

刑法第 310 條第 1 項誹謗罪之要件不符。」 

臺灣高等法院 

101,上訴,2812 

「(一)按刑法第 310 條之誹謗罪，其客觀不法構成要件行為乃是

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之誹謗行為，亦即指出摘發

或宣傳轉述足以損害他人名譽之具體事件內容，至於行為人所

指摘或傳述事項，是否具有毀損他人名譽危險，則應就被害人

個人條件以及指摘或傳述內容，就客觀上予以判定；若行為人

所指摘或傳述具體事實，足以使被害人受到他人輕視或恥笑，

其個人人格在社會評價上將大為降低，則可視為具有毀損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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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危險……查，觀諸附表一、二所示標題、用詞、語意內容、

對象暗示、明示告訴人家福公司等有販賣毒品、春藥，均足使

任何見聞內容之不特定人，對渠等之名譽操守及人格，產生懷

疑，並足以詆毀、貶損告訴人等人格尊嚴、聲譽，被告顯有誹

謗告訴人之故意甚明。」 

臺灣高等法院 

100, 侵 上

訴,278 

「另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是否「足以毀損他人名譽」，應

就被指述人之個人條件以及指摘或傳述內容，以一般人之社會

通念為客觀之判斷，須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具體事實，依社

會客觀之評價，足以使被指述人在社會上所保有之人格及聲譽

地位，因行為人之惡害性指摘或傳述，使之有受貶損之危險性

或可能性即屬之。……查被告向胡○○、胡○○傳述上開之言

語時已可預見其等二人有可能將之散佈於眾，且由胡○○、黃

○○、華陵村○○地區居民及甲○禮拜之桃園縣大溪鎮○○○

教會教友均有聽聞上開傳述之內容以觀，亦見該內容已為不特

定多數人所知悉而達散佈於眾之情狀，且上開傳述之內容，已

足以貶抑甲○在社會上所保有之人格及聲譽地位」 

臺灣高等法院 

101,上易,1066 

「惟按刑法誹謗罪之成立係以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

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要件，是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

必須是具有足以損害被指述人名譽之具體事件內容，始有誹謗

行為可言。而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是否「足以毀損他人名

譽」，應就被指述人之個人條件以及指摘或傳述內容，以一般

人之社會通念為客觀之判斷。須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具體事

實，足以使被指述人在社會上所保有之人格及聲譽地位，因行

為人之惡害性指摘或傳述，使之有受貶損之危險性或可能性方

屬之。惟名譽究有無毀損，非單依被害人主觀上之感情決之，

實應依社會客觀之評價，如因之可受貶損，則雖對其人之真價

值未生影響，或並未傷及被害人主觀之感情，仍應視為名譽之

侵害；反之，縱然已傷及被害人主觀之情感，然實際上行為人

之行為對其社會之客觀評價並無影響，仍難認為名譽之侵害。」 

（相似內容：臺灣高等法院 100,上易,2117、101,上易,171、

101,上易,154、100,上易,3010、100,上易,1440、100,上訴,712、100,

上訴,1855、100,上易,426、100,上易,268、99,上易,1807、99,上

易,1916、99,上易,1926、99,上易,1814、99,矚上易,1、98,上易,888、

98,上易,887、97,上易,2730、98,上易,1338、98,上易,1352、97,上

易,2990、97,上易,2316、98,上易,147、98,上易,150、97,上易,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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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上易 ,1720、97,上易 ,176；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1,上

易,1562、98,上訴,63；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0,上訴,788、100,

上訴,573、99,上易,343、98,選上訴,749、98,上易,5；臺灣高等法

院高雄分院 100,上易 ,661；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1,上

易,20……等。） 

（註：大部分與§310 有關的判決均提及此段文字，且內容

大致均相同） 

臺灣高等法院 

100,上易,918 

 

「(五)再，所謂毀損他人名譽之事，係指有使他人名譽可能產生

負面評價之具體事實，刑法誹謗罪並未規定行為人以文字散布

之事必須已經造成損害他人名譽之實害結果，僅需「足生」損

害之危險狀態產生即為已足。」 

（相似內容：臺灣高等法院 98,上易,2103） 

臺灣高等法院 

98,上易,1521 

 

「被告所謂「甲○○○為地下里長，原本里已經討論好的事，

只要甲○○○說改變就改變」之詞，雖有告訴人實際上並無「里

長」之身分地位，卻有如里長身分地位之意見決定的能力之寓

意，然以客觀社會通念價值判斷，該言論雖無如被告所辯有「尊

崇」之意，惟亦難認已足以毀損或貶抑告訴人人格聲譽，或造

成毀損之可能或危險。」 

臺灣高等法院 

96,上易,457 

 

「再該條項之誹謗罪之成立，除行為人主觀上意圖散布於眾

外，客觀上須有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之行為，始

足當之；而本罪係屬於危險犯，亦即只須該指摘或傳述行為，

足使他人人格評價因而生貶損之危險即足當之，至於客觀上他

人人格評價是否果受有現實損害，則非所問，此參諸司法院十

九年院字第三○三號、二十一年院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意指自

明。」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102,上易,77 

「(三)次按刑法誹謗罪係以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

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成立要件。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是

否「足以毀損他人名譽」，應就被指述人之個人條件以及指摘

或傳述內容，以一般人之社會通念為客觀之判斷。如行為人所

指摘或傳述之具體事實，足以使被指述人受到社會一般人負面

的評價判斷，則可認為足以損害被指述人之名譽。又散布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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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倘依遣詞用字、運句語法整體以觀，或依其文詞內容所引發

之適度聯想，以客觀社會通念價值判斷，如足以使人產生懷疑

或足以毀損或貶抑被害人人格聲譽，或造成毀損之可能或危險

者，即屬刑法第 310 條所處罰之誹謗行為。被告所書寫之傳真

文件，其內容為「女魔」、「妳學的是魔音」、「教的是歪理」、

「誣告補習班」、「莊媄涵不要亂教小孩，危害社會」、「詐

騙雙人組」、「女魔：假教育之名，行詐騙之實，速速滾出天

堂鳥」、「妳有偽證團，到時候關在一起有伴不無聊」等等，

依一般社會通念為客觀判斷，及其遣詞用字、運句語法整體以

觀，顯足以貶抑告訴人莊媄涵之人格聲譽，至為當然。」 

（相似見解：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1,上易 ,1527、99,上

易,467、97,上易,1712、97,上易,170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2,

上易,56、100,上易,159、99,上易,575；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0,

上訴,1146、100,上訴,429、99,上易,1145、99,上易,861）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98,上易,1492 

「(一)按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是否「足以毀損他人名譽」，

應就被指述人之個人條件，以及指摘或傳述內容，以一般人之

社會通念為客觀之判斷。如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具體事實，

足以使被指述人受到社會一般人負面的評價判斷，則可認為足

以損害被指述人之名譽。次按論文之創作是否抄襲自他人之成

果，攸關大學教授之學術生命，且事涉一般人對此學者有無專

業智能及學術倫理之評價。本件被告散發上開電子郵件，指摘

身為聯大教授之告訴人甲○○抄襲其妻李開慧之論文，以一般

人之社會通念為客觀之判斷，實已足以使告訴人受到社會一般

人負面之評價判斷。是被告以上開郵件指摘、傳述上開具體事

實，自可認為足以損害告訴人之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98,上易,890 

「（一）按刑法誹謗罪係以意圖散佈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

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成立要件。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

是否「足以毀損他人名譽」，應就被指述人之個人條件以及指

摘或傳述內容，以一般人之社會通念為客觀之判斷。如行為人

所指摘或傳述之具體事實，足以使被指述人受到社會一般人負

面的評價判斷，則可認為足以損害被指述人之名譽。另按散佈

之文字倘依遣詞用字、運句語法整體以觀，或依其文詞內容所

引發之適度聯想，以客觀社會通念價值判斷，如足以使人產生

懷疑或足以毀損或貶抑被害人人格聲譽，或造成毀損之可能或

危險者，即屬刑法第 310 條所處罰之誹謗行為。被告所發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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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四篇文章，觀其內容乃在指摘告訴人善於說謊、偽造證據

陷害他人等語，自已貶損告訴人之社會評價，而足以毀損告訴

人之名譽無疑。」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97,上易,885 

「（一）按刑法誹謗罪係以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

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成立要件。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

是否「足以毀損他人名譽」，應就被指述人之個人條件以及指

摘或傳述內容，以一般人之社會通念為客觀之判斷。如行為人

所指摘或傳述之具體事實，足以使被指述人受到社會一般人負

面的評價判斷，則可認為足以損害被指述人之名譽。另按散布

之文字倘依遣詞用字、運句語法整體以觀，或依其文詞內容所

引發之適度聯想，以客觀社會通念價值判斷，如足以使人產生

懷疑或足以毀損或貶抑被害人人格聲譽，或造成毀損之可能或

危險者，即屬刑法第 310 條所處罰之誹謗行為。本案被告於上

開地點向告訴人丙○○指摘稱：「你先生不要你」、「你婆婆、

小叔都很討厭你」等內容，用字淺白，語句明確，而上開文字

以一般人之社會通念為客觀之判斷，均係有關丙○○個人人格

之負面評價，足以使人對丙○○之人格聲譽產生懷疑，對於丙

○○之人格評價、社會地位均造成負面貶抑，並足使丙○○之

名譽因此遭受損害。」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101,上易,161 

「(二)惟按刑法誹謗罪係以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

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成立要件。而所謂「足以毀損他人名譽

之事」乃指對於被害人包括自然人及法人在社會上所保持之人

格及聲譽地位，因加害者之指摘或傳述，達於足以毀損之程度

而言，且刑法第 310 條之所謂「足以」乃指不以實際發生損害

為必要，即足使社會對於他人之名譽、人格、誠信程度等有產

生不利觀感之虞時即可。查被告於網站發表之附表一至三所示

內容之文章，多有以「假基督徒的信徒」、「相同犯罪前科紀

錄的慣犯」、「反社會人格障礙」、「精神病重」、「謊話連

篇」、「魔鬼」等貶抑告訴人人格之詞彙，或具體指摘告訴人

行為屬犯罪行為、違反社會規範行為之言語，均足以使上網觀

看該文章之人，對告訴人之名譽、人格、誠信等產生不利之觀

感，揆之上開說明，被告發表上開如附表一至三所示之文章，

顯足以毀損告訴人之名譽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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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見解：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0,上易,519、99,上

易,407、99,上易,246；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9,上易,434） 

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97,上易,419 

「且因本罪為危險犯而非實害犯，故行為人之誹謗行為只須有

毀損他人名譽之危險，即為已足，至於被害人之名譽是否確實

因為行為人之誹謗行為而受到毀損，則在所不問。而行為人所

指摘或傳述之事，是否具有毀損他人名譽之危險，應就被害人

之個人條件及指摘或傳述內容，就客觀上予以判定，若行為人

所指摘或傳述之具體事實，足以使被害人受到他人之輕視或恥

笑，其個人人格在社會評價上將大為降低，即可視為具有毀損

名譽之危險性。」 

（相似內容：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99,上易,346、96,上

易,437）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99,上易,267 

 

「次按刑法上之侮辱，乃謾罵嘲弄或其他輕蔑他人人格之行

為，且須出於侮辱之故意œ，而具有妨害他人名譽之危險，始足

當之；亦即行為人須出於主觀侮辱他人之犯意，以言語、文字

或動作表示不屑、輕蔑或攻擊其人格之意思，而足以對於個人

在社會上所保持之人格及地位，在客觀上業已達到貶損其名譽

及尊嚴評價之程度。」 

四、妨害電腦使用罪章 

案由 判決字號 內容摘要 

最高法院   

妨害電腦

使用 

359 

101,台上,4173 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之罪係以無故取得、刪除或

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致生損

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其要件。原判決已敘明王怡凱、

楊依芳均為盈豐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員工，楊志偉

為泰特公司員工，二公司之業務相同、販售對象

之客源重疊，楊志偉未經授權或得泰特公司之同

意，擅使王怡凱、楊依芳取得泰特公司內部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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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原料進價、封裝、銷貨之客戶名稱、品名、

價格、數量等業務資訊，已屬洩漏泰特公司營業

重要機密之行為，基於公司市場之開發及競爭攸

關營利目的，該行為已致使泰特公司受有壓縮營

運可得利益之損害等情，於理由內說明其依憑之

證據及判斷之理由，就上訴人等無故取得泰特公

司營業秘密資訊之所為，致生損害於泰特公司之

犯罪要件已為論斷，並非無據，且為原審本諸職

權之行使，對調查所得證據而為價值上之判斷，

無理由不備之違法。 

妨害電腦

使用 

359 

100,台上,6468 換言之，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之罪，以「致生損

害」於公眾或他人為構成要件，屬於結果犯，此

與僅以「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構成要件

者，例如刑法第二百十條之偽造私文書罪，以有

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危險，即行成立者，迥

然不同。是此項「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構

成犯罪事實，不僅事實欄應明白認定，且須於理

由內說明其所憑之依據，方足資以論罪科刑。 

妨害電腦

使用 

359 

100,台上,3375 (三)、無故取得他人電磁紀錄，須致生損害於他

人或公眾，始構成犯罪，此乃以特定法益受現實

侵害為構成要件內容之犯罪，屬實害犯。故所稱 

致生損害，自須因行為人之無故取得電磁紀錄，

而使權利人受有現實之具體損害，始得謂之。 

妨害電腦

使用 

359 

100,台上,2269 上訴人無故取得台新銀行系爭換卡系統資料庫內

之邱義仁等人之信用卡資料，自足以致生損害於

台新銀行之商譽、信用等由甚詳。 

妨害電腦

使用 

359 

100,台上,52 被告無故取得上開電磁紀錄，顯然足生損害於詹

孟龍對於其事務所內檔案、文件、電磁紀錄管理

之正確性及機密性。原判決竟稱：上述四項電磁

紀錄既非詹孟龍營業上秘密，且縱然攜出也不違

反保密協定，即不足以認定對於詹孟龍已致生損

害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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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所規定「致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必須行為人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

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已對公眾或他

人產生具體損害為必要，如僅有發生損害之虞，

或不生損害，即與該罪之犯罪構成要件不相符。 

 

台灣高等   

妨害電腦

使用 

358 

359 

98,上訴,3246 綜上所述，被告明知台新銀行為控管、稽核員工

查詢客戶資料之流程，除有配發使用者帳號、密

碼以控管之制度外，並有以IPG監控程式側錄員

工之個人電腦使用畫面、使用業務系統，且嚴禁

員工私自加裝電腦設備及使用USB外接配備，竟

於97年6月前之某日，在台新銀行配發使用之個人

電腦內加裝容量250G之硬碟，再以違法安裝SP2

軟體並開啟防火牆之方式，使台新銀行於97年6

月1日至97年7月13日間均無法以IPG監控程式側

錄到被告電腦之使用畫面，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

護措施後，再以向不知情之系統管理員何奕青取

得之使用者帳號、密碼入侵台新銀行之「信用卡

年度換卡系統」，並於取得包含邱義仁在內之持

卡人卡號、身分證字號等信用卡資料之電磁紀錄

後存放於該250G硬碟內；復為避免台新銀行查

知，而透過不詳轉檔方式，將上開部分信用卡資

料轉 

存為樂曲之 mp3 檔案，並分別命名為「牧

笛.mp3 」、「冬季不下雪.mp3 」，使該等檔案

外觀上為樂曲mp3檔案，實則內藏邱義仁之信用

卡資料，自足以致生損害於台新銀行之商譽、信

用。 

台中分院   

妨害電腦

使用 

101,上訴,954 登入該系統主機伺服器資料庫後，利用遠端遙控

方式變更原廠設定值及logo，並就該系統網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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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361 

頁進行破壞、刪除資料而予以竄改成中共五星旗

圖騰，足生損害於前揭公務機關及艾菲科技公司。

因認被告霍俊明涉犯刑法第359條、第361條之破

壞公務機關之電磁紀錄罪嫌等語。 

台南分院   

妨害電腦

使用 

358 

359 

 

99,上更(一),10 而電腦已成為今日日常生活之重要工具，民眾對

電腦之依賴性與日俱增，若電腦中之重要資訊遭

到取得、刪除或變更，將導致電腦使用人之重大

損害（此參照該條之立法理由），足認本條犯罪

之成立雖以對公眾或他人產生具體之損害為必

要，然本項法益既係在於維持電子化財產秩序，

故並不以實際上對公眾或他人造成經濟上之損害

為限。 

綜上開所查事證，被告等未經聯合國際公司及久

大網路公司之同意，無故輸入上開公司員工之帳

號及密碼，而入侵上開公司電腦主機並無故下載

取得主機內之電磁紀錄足以生損害於聯合國際公

司及久大網路公司，所辯均不足取，被告等之犯

行，均可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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