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 17 次全體委員會議

法務部報告
一、 併案審查(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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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員
陳明文等 18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刪除第四十八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三)委員蔡易餘等 20 人擬具「中華
民國刑法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及第六十七條條文修
正草案」案。(四)委員林楚茵等 20 人擬具「中華民國
刑法刪除第四十八條條文草案」案。(五)委員萬美玲等
18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四十七條及第四十八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六)民眾黨黨團擬具「中華民國刑法
第四十七條及第四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 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
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委員葉毓蘭等 19 人
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三) 委
員李貴敏等 25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刪除第一百四十
條及第一百四十一條條文草案」案。(四)時代力量黨團
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七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五)
委員陳明文等 18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七十八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六) 委員王美惠等 17 人擬具「中華
民國刑法第七十八條及第七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委員黃國書等 22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六
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八)委員鄭麗文等 18 人擬
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 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
刑法施行法增訂第七條之三條文草案」案。(二)時代力
量黨團擬具「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增訂第七條之三條文
草案」案。
110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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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

大院貴委員會排審之刑法修正草案，代表

本部列席報告，並備質詢，深感榮幸。茲就各案報告如下：
壹、 前言
本次會議審議中華民國刑法累犯、撤銷假釋規定，賭博
罪、妨害公務罪、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修正草案，以及
各委員提案相關草案，本部分別說明如下，敬請指教。
貳、 有關併案審查中華民國刑法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等
累犯規定修正草案
一、有關行政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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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一)修正條文
1、 第 47 條規定部分，維持現行構成累犯者原則應加
重其刑之規定，另增列第 3 項例外得不加重之規定：
「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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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犯第
61 條各款之罪。」
2、 第 48 條規定予以刪除。
(二)修法重點
1、 現行累犯之規定經司法院釋字第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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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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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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憲法罪刑相
當原則，牴觸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從而，該規
定有加以修正之必要。
2、 因解釋理由書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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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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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本
條增訂第 3 項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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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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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又犯現行刑法第 61 條各款之罪，若情節輕微，顯
可憫恕，認為依現行第 59 條規定減輕其刑仍嫌過
重者，得依該條規定免除其刑。因此，本條增訂第
3 項第 2 款規定，若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
執行而赦免後，5 年以內故意再犯第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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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合寬嚴並進之刑事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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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司法院釋字第 775 號解釋，宣告第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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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提案刪除第 48 條。
(三)有關司法院會銜加註意見之說明
司法院會銜加註意見建議將構成刑法第 47 條累犯
者「應加重其刑」修正為「得加重其刑」,本部認為，
釋字第 775 號解釋未認為「累犯」制度及「累犯加
重」制度違憲，而本部草案採「累犯原則應加重其
刑，例外得不加重」之立法政策，已符合釋字第 775
號解釋意旨，及該解釋所揭櫫憲法保障之平等原則、
人身自由限制原則與比例原則，亦符合人民法感情、
刑罰可預測性、處罰公平性、適用上具可操作性，
建請支持。
二、有關委員陳明文等 18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刪除第四十
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一)修正條文
委員提案修正刪除刑法第 48 條規定。
(二)修法意見
司法院釋字第 775 號解釋，宣告第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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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委員提案刪除本條規定，敬表贊同。
三、有關委員蔡易餘等 20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八條及第六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一)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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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委員提案修正第 47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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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情節得加重最
低本刑至二分之一。」又增訂第 2 項規定「再犯之
罪為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因前項規定
致應宣告不得易科罰金或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
期徒刑，且有過苛之虞者，得不加重之。」
2、刪除刑法第 48 條規定。
3、增訂第 67 條「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之
規定，以配合委員提案修正第 47 條草案之規定。
(二)修法意見
1、有關委員提案修正刑法第 47 條部分，為符合人民
法感情、刑罰可預測性、處罰公平性、適用上具可
操作性，累犯制度應採「原則應加重、例外得不加
重」之刑事政策，以對外宣導及向民眾為正向之教
育。委員提案修正刑法第 47 條規定，採「按其情
節得加重最低本刑至二分之一」之規定，再於第 2
項規定得不加重之要件，亦即累犯者未必加重其
刑，是否能落實刑法預防及教育功能，建請再酌。
2、有關委員提案刪除刑法第 48 條部分，與本部研提
之修正草案相同，敬表贊同。
3、有關委員提案修正草案第 67 條部分，係配合其提
案修正第 47 條規定，而第 47 條規定加重與否之
意見已說明如上，則第 67 條是否有修正必要，建
請再酌。
四、有關委員林楚茵等 20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刪除第四十
八條條文草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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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正條文
委員提案修正刪除刑法第 48 條規定。
(二)修法意見
司法院釋字第 775 號解釋，宣告第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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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委員提案刪除本條規定，敬表贊同。
五、有關委員萬美玲等 18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四十七條
及第四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一)修正條文
委員提案增訂第 47 條第 3 項，規定「前 2 項之累犯再
犯之罪為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因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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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過苛之虞者，得不加重之。」並刪除刑法
第 48 條規定。
(二)修法意見
1、 委員提案增訂刑法第 47 條第 3 項規定，就第 1 項、
第 2 項之累犯，再犯之罪為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
勞動之罪，因第 1 項、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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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過苛
之虞者，得不加重之，與本部第 47 條第 3 項第 1 款
草案相同，該部分本部敬表認同。惟本部另增訂第
47 條第 3 項第 2 款有關再犯第 61 條各款之罪，且
有過苛之虞者，亦得不加重之，該部分仍請大院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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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刪除刑法第 48 條部分，委員提案與本部草案相
同，敬表贊同。
六、民眾黨黨團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四十七條及第四十八條
條文修正草案」案。
(一)修正條文
民眾黨團提案將刑法第 47 條規定構成累犯者「應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修正為「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
另刪除第 48 條規定。
(二)修法意見
1、 民眾黨黨團所提刑法第 47 條之修正草案與司法院
相同，惟本部認為應採構成累犯者，「原則應加重
其刑，例外始得不加重」之刑事立法政策，已說明
如上，亦即，司法院釋字第 775 號解釋並未認為
「累犯」制度及「累犯加重」制度違憲，而係針對
「一律加重最低本刑」部分認為違憲；再者，基於
刑事政策考量，累犯草案採原則「應加重」，例外
情形不加重，人民對於刑罰始有可預測性，而符合
法感情，且對於犯罪行為人始具公平性。又憲法基
本原則之落實，應於刑法明定，而非委由法院判
斷，草案修正為「得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是否
能落實刑法之預防及教育功能，建請再酌。
2、 有關刪除刑法第 48 條修正草案，與本部草案相同，
且符司法院釋字第 775 號解釋，敬表贊同。
參、 有關繼續併案審查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撤銷假釋規定、
賭博罪修正草案及各委員相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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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案
(一)刑法第 78 條、第 79 條撤銷假釋規定部分
1、 修正條文
(1) 刑法第 78 條修正草案為「(第 1 項)假釋中因故
意更犯罪，受逾六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撤
銷其假釋。 (第 2 項)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
六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足認難以維持
法秩序者，得撤銷其假釋。(第 3 項)前二項之
撤銷，於判決確定後六月以內為之。但假釋期滿
逾三年者，不在此限。(第 4 項)假釋撤銷後，其
出獄日數不算入刑期內。」
(2) 刑法第 79 條第 1 項修正草案為「在無期徒刑假
釋後滿二十年或在有期徒刑所餘刑期內未經撤
銷假釋者，其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但依第
七十八條第三項撤銷其假釋者，不在此限。」
2、 修法重點
(1) 有關第 78 條部分，鑑於現行假釋中故意更犯罪，
不論罪名及所受有期徒刑宣告之刑度輕重，均
撤銷其假釋，使已逐漸回歸社會之受假釋人，因
觸犯輕微罪名，致撤銷原重刑之假釋，實有輕重
失衡之虞，而不利更生。況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
多屬犯罪情節較輕，應視該犯罪之再犯次數、有
無情堪憫恕情狀等情形，依具體個案，考量犯罪
特性、情節及受刑人個人特殊事由等事項，綜合
評價、權衡後，審酌是否具有「足認難以維持法
秩序」之事由，作為裁量撤銷之審認標準，除可
8

避免因觸犯輕罪致撤銷原假釋重罪外，亦強化
假釋人配合觀護處遇，例如戒癮治療、更生輔導
等，以降低再犯，故參酌德國刑法第 57 條第 5
項、第 57 條 a 第 3 項準用第 56 條 f、日本刑法
第 29 條及本法現行第 75 條之 1 規定，增訂第
2 項裁量撤銷假釋之規定，以資彈性適用。
(2) 有關第 79 條部分，配合第 78 條之修正，於第
79 條第 1 項但書引述該條之項次而酌作修正。
3、司法院釋字第 796 號解釋之影響
(1) 司法院於 109 年 11 月 6 日作成釋字第 796 號解
釋，就刑法第 78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於受假釋
人再犯罪而受緩刑或 6 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
一律撤銷其假釋部分，牴觸憲法第 8 條、第 23
條，應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並說明上
開規定修正前，相關機關就假釋中因故意更犯
罪，受緩刑或 6 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者，應依
本解釋意旨，個案審酌是否撤銷其假釋。
(2) 上開解釋認為，受緩刑之宣告亦應為裁量得撤
銷之事由部分，本部修法時原未為此項考量，係
因現行條文中再犯有期徒刑之罪不論是否諭知
緩刑均應撤銷假釋，是否此次修法一併納入，本
部尊重大院審議之結果。
(二)中華民國刑法第 266 條修正草案部分
1、修正條文
刑法第 266 條修正草案為「(第 1 項)在公共場所
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五萬元以下
罰金。(第 2 項)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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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者，亦同。(第 3 項)
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
(第 4 項)犯第一項之罪，當場賭博之器具、彩券
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
為人與否，沒收之。
2、修法重點
(1) 隨著電信及網路資訊科技進步，在國內電信設
備、電子通訊及網際網路高度普及下，傳統賭
博演變成不受地域及時間限制，任何人只要擁
有電話、傳真、電腦或通訊裝置及連網設備，
均可輕易接觸賭博，因而帶來諸多家庭及社會
問題，對社會治安及風氣形成負面影響。其衍
生之問題，除查緝困難外，亦潛藏其他諸如洗
錢、詐欺、暴力討債及組織犯罪等犯罪活動，
更使選舉賭博情事頻傳，影響選民投票意向，
破壞選舉公正。是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
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之新興賭
博方式，其危害社會經濟秩序程度更甚於傳統
賭博財物行為。
(2) 現行第 1 項所定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司法實務認為個人於電腦網路賭博經
由私下設定特定之密碼、帳號，其賭博活動及
內容具有一定封閉性，僅為對向參與賭博之人
私下聯繫，其他民眾無從知悉其等對賭之事，
故利用上開方式向他人下注，因該簽注內容或
活動並非他人可得知悉，尚不具公開性，即難
認係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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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博（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非字第 174 號判決
參照）。惟在特定人或不特定人可得參與之賭
博場所、賭博網站、社群或群組內等網路空間，
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
之方法，與該賭博場所、賭博網站或社群經營
者對賭，或與其他參與者進行賭博財物之行為，
易使此類新興賭博方式迅速蔓延至整個網路
社會，其與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
博財物之可罰性無異，而有處罰之必要。
(3) 修正條文第 1 項及第 2 項之賭博財物行為，不
論係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之，或
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
之方式為之，如係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
均不予處罰，爰將現行第 1 項但書移列第 3 項，
並酌作文字修正。至於所謂「以供人暫時娛樂
之物為賭者」，係指行為人雖以財物為賭博標
的，但其輸贏之數目或經濟價值極為微小，社
會觀念不予重視，客觀上可認定此等微不足道
之輸贏係具娛樂性質，而非以博取財物為主要
目的之賭博行為者，例如家人、朋友間以電話、
視訊通話或通訊軟體打賭而輸贏飲食、電影票
券等財物，對社會經濟秩序尚屬無害，乃不予
處罰。又是否為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應
由法院依一般社會上客觀之標準，視具體個案
情況認定之。
二、有關委員葉毓蘭等 19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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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正條文
委員提案修正刑法第 140 條規定，提高有期徒刑刑
度為 1 年以下，另修正「公署」為「公務機關」； 另
提案修正刑法第 141 條規定，將「公署」修正為「公
務機關」。
(二)修法意見
1、 委員提案修正刑法第 140 條，提高刑度為 1 年以下
有期徒刑，其行為之處罰有無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建請再酌。
2、 另委員提案修正將「公署」修正為「公務機關」，
惟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3 條規定「一、機關：
就法定事務，有決定並表示國家意思於外部，而依
組織法律或命令（以下簡稱組織法規）設立，行使
公權力之組織。」、「二、獨立機關：指依據法律
獨立行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
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三、機
構：機關依組織法規將其部分權限及職掌劃出，以
達成其設立目的之組織。」又同法第 16 條規定「機
關於其組織法規規定之權限、職掌範圍內，得設附
屬之實（試）驗、檢驗、研究、文教、醫療、社福、
矯正、收容、訓練等機構。前項機構之組織，準用
本法之規定。」因此，第 140 條、第 141 條草案，
將「公署」修正為「公務機關」，是否包含機構，
不無疑問，且修正後恐掛一漏萬，建請再酌。
3、 至於第 140 條、第 141 條修正草案關於罰金刑部分，
以本部刑罰與罰金刑級距參考，第 140 條罰金刑配
合有期徒刑 1 年之刑度，其罰金刑應為 10 萬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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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罰金；第 141 條最重本刑為拘役之罪，罰金刑應
為 6 萬元，建請再酌。
三、有關委員李貴敏等 25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刪除第一
百四十條及第一百四十一條條文草案」案
(一)修正條文
委員提案刪除刑法第 140 條及第 141 條之罪。
(二)修法意見
1、 為保護國家公權力之行使，刑法第 140 條規定當
場侮辱公務員、公然侮辱依法執行之職務及公然
侮辱公署罪，規定須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
當場侮辱或公然侮辱「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
署」，均係為確保公務之執行，所保護之法益為國
家法益，是否予以刪除，建請再酌。
2、 刑法第 141 條規定，損壞、除去或污穢實貼公共
場所之文告者，須具侮辱公務員或公署之意圖，並
非毫無限制，且本條亦為保護國家公權力之執行，
是否予以刪除，建請再酌。
四、有關時代力量黨團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七十八條條文
修正草案」案
(一)修正條文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修正刑法第 78 條第 1 項前段，規
定「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足認保護管束難收矯正之效，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
得於判決確定後六月以內，撤銷其假釋。」
(二)修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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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草案說明「有假釋之重罪受刑人，雖已假釋出獄相
當期間，早已復歸社會甚至建立家庭生活，惟因一
時失慮、觸犯輕罪而重蹈法網，受有期徒刑以上刑
之宣告，而被撤銷假釋，為避免無撤銷假釋之必要
者入監執行原刑罰」。然草案內容並未區分假釋中
再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其所受有期徒
刑係重刑抑或輕刑，如再犯重罪而未撤銷假釋，顯
非公平，且無以維持社會治安，建請再酌。
2、時代力量黨團提案修正刑法第 78 條第 1 項草案，
增列「足認保護管束難收矯正之效，而有執行刑罰
之必要者」，要件似非明確，認定之標準為何，恐有
爭議，建請再酌。
五、有關委員陳明文等 18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七十八條
條文修正草案」案
(一)修正條文
委員提案修正刑法第 78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假釋中
因故意更犯罪，受有期徒刑逾六個月刑之宣告且未
受緩刑宣告者，於判決確定後六月以內，撤銷其假
釋。」
(二)修法意見
草案第 1 項規定，受假釋人再犯罪而受有期徒刑逾
6 個月刑之宣告且未受緩刑宣告者，應撤銷其假釋。
然草案增加「未受緩刑宣告」之撤銷假釋要件，且
未規定受假釋人再犯罪而受 6 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
告者，審酌其情節，得否撤銷假釋，是否符合釋字
第 796 號解釋意旨，建請再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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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關委員王美惠等 17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七十八條
及第七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一)修正條文
1、委員提案修正刑法第 78 條：
「(第 1 項)假釋中因故
意更犯罪，受逾六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撤銷
其假釋。(第 2 項)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六月以
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足認難以維持法秩序而有
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假釋。(第 3 項)前二
項之撤銷，於判決確定後六月以內為之。但假釋期
滿逾三年者，不在此限。」
2、委員提案修正刑法第 79 條草案內容與行政院、司法
院函請審議草案相同。
(二)修法意見
1、委員提案修正刑法第 78 條第 2 項修正草案，除「而
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要件外，其餘與本部研提之刑
法第 78 條修正草案相同。
2、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
確定，足認難以維持法秩序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
始得撤銷其假釋，則所謂「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之認定基準為何，適用上恐生爭議，建請再酌。
3、委員提案修正刑法第 79 條草案，與本部研提之刑法
第 78 條修正草案相同，敬表贊同。
七、委員黃國書等 22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
條文修正草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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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正條文
1、委員提案修正刑法第 266 條賭博罪，分別增訂第 2
項、第 4 項規定為「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
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者，亦同。未成年
人受教唆或引誘犯本項之罪者，不罰。」
、
「教唆、引
誘或媒介未成年人犯第二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2、另草案第 3 項為「但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
賭者，不在此限。」
；第 6 項為「犯第 1 項之罪，當
場賭博器具、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係修正沒收
規定，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修法意見
1、草案第 1 項，提高罰金額，與本部提出之修正草案
相同，敬表贊同。
2、草案第 2 項前段規定，「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
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者，亦同。」
解決實務上認定「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之問題，且與本部提出之修正草案相同，敬表贊同。
3、草案第 2 項後段規定，「未成年人受教唆或引誘犯
本項之罪者，不罰。」因刑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2
項分別規定「未滿 14 歲人之行為，不罰。」、「14
歲以上未滿 18 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且少年
事件處理法第 27 條規定「(第 1 項)少年法院依調查
之結果，認少年觸犯刑罰法律，且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應以裁定移送於有管轄權之檢察署檢察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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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最輕本刑為 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二、事件
繫屬後已滿 20 歲者。(第 2 項)除前項情形外，少年
法院依調查之結果，認犯罪情節重大，參酌其品行、
性格、經歷等情狀，以受刑事處分為適當者，得以
裁定移送於有管轄權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第 3 項)
前 2 項情形，於少年犯罪時未滿 14 歲者，不適用
之。」均有明確規範，增列少年不罰之規定與上開
規範似有未合，建請再酌。
4、草案第 4 項規定，「教唆、引誘或媒介未成年人犯
第 2 項之罪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萬
元以下罰金。」，說明如下：
(1)將教唆犯予以特別規定並定其刑度，不僅刑法分
則未有類似規定，且與刑法總則第 29 條教唆犯之
刑罰理論似有未合；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 112 條第 1 項已規定成年人教唆兒童及未
成年人另有加重處罰，建請再酌。
(2)將引誘或媒介未成年人犯罪另為規定，似未見於
其他刑法規範，建請再酌。
5、草案第 3 項例外規定與第 6 項沒收規定，與本部提
出之修正草案相同，敬表贊同。
八、委員鄭麗文等 18 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
條文修正草案」案
(一)修正條文
1、委員提案修正刑法第 266 條賭博罪，提高第 1 項在
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罪之罰金數額；
又分別增訂第 1 項後段、第 4 項規定為「以電信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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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
物者，亦同。」
、
「教唆、引誘或他法，使未成年人有
前項之行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6 萬
元以下罰金。」
2、另修正草案第 1 項後段為「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
為賭者，或未成年人受教唆或引誘者，不在此限。」
；
草案第 3 項為「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檯或兌換籌
碼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若屬以
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
賭博或兌換而得之財物，亦同。」
(二)修法意見
1、委員提案修正第 266 條第 1 項，提高罰金額，與本
部提出之修正草案相同，敬表贊同。
2、草案第 2 項前段規定，「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
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者，亦同。」
解決實務上認定「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之問題，且與本部提出之修正草案相同，敬表贊同。
3、草案第 2 項後段規定，「未成年人受教唆或引誘者，
不在此限。」因刑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2 項分別規
定「未滿 14 歲人之行為，不罰。」、「14 歲以上未
滿 18 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且民法第 12 條
規定「滿 20 歲為成年」(滿 18 歲為成年之新修正規
定自 112 年 1 月 1 日始施行)，則本條規定「未成年
人」不在處罰之列，與現行刑法上揭規定似有為合；
再者，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7 條規定「(第 1 項)少年
法院依調查之結果，認少年觸犯刑罰法律，且有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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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情形之一者，應以裁定移送於有管轄權之檢察署
檢察官︰一、犯最輕本刑為 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者。二、事件繫屬後已滿 20 歲者。(第 2 項)除前項
情形外，少年法院依調查之結果，認犯罪情節重大，
參酌其品行、性格、經歷等情狀，以受刑事處分為
適當者，得以裁定移送於有管轄權之法院檢察署檢
察官。(第 3 項)前 2 項情形，於少年犯罪時未滿 14
歲者，不適用之。」均有明確規範，增列「未成年人
不在此限」之規定與上開規範恐有未合，建請再酌。
4、草案第 2 項規定，「教唆、引誘以他法，使未成年
人有前項行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6
萬元以下罰金。」，說明如下：
(1)本條項將教唆犯予以特別規定並定其刑度，不僅
刑法分則未有類似規定，且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 112 條第 1 項就成年人教唆兒童及未
成年人已另有加重處罰規定，是否增訂此項，建請
再酌。
(2)將引誘或以他法使未成年人有前項行為另為規
定，草案規定「使未成年人有前項行為」
，所指「行
為」與刑法規範之「犯罪行為」意義是否相同，尚
屬有疑，建請再酌。
(3)草案第 3 項後段規定「若屬以電信設備、電子通
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或兌換而得
之財物，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則使用他
人所有之電腦、電話等設備賭博財物，例如飯店、
餐廳所有者，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予以沒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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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比例原則？恐有爭議，宜回歸刑法第 38
條以下沒收相關規定處理，故草案第 3 項後段規
定，建請再酌。
肆、有關繼續併案審查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撤銷假釋規定之
施行
一、有關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增
訂第七條之三條文草案」案
(一)修正條文
刑法施行法第 7 條之 3 修正草案為「於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刑法施行前，經准許假釋，於修正施行
後，仍在假釋期間內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刑法第七十
八條規定。」
(二)修法重點
1、有關刑法施行前經准許假釋，於修正施行後，仍在
假釋期間內者，應有修正施行後之刑法第 78 條規定
之適用，爰予增訂本條。
2、另司法院釋字第 796 號解釋，說明刑法第 78 條修正
前，相關機關就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緩刑或 6 月
以下有期徒刑宣告者，應依本解釋意旨，個案審酌
是否撤銷其假釋，而本部已依此解釋為個案審酌妥
處，併予敘明。故若大院認本條已無增訂必要，本
部敬表尊重。
二、時代力量黨團擬具「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增訂第七條
之三條文草案」案
(一)修正條文
20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修正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第 7 條之 3
規定「於中華民國○年○月○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假釋
中故意更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並因刑法第
七十八條撤銷假釋，尚未執行完畢者，如其無執行刑罰
之必要，法務部應廢止撤銷假釋之處分。」
(二)修法重點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修正刑法施行法第 7 條之 3，針對已
撤銷假釋並執行中之受刑人，規定「如其無執行刑罰之
必要，法務部應廢止撤銷假釋之處分。」然所謂無執行
刑罰之必要，其要件不明確而無適用標準，恐生疑義。
而本部已依司法院釋字第 796 號解釋為個案審酌，已
如上述，是否有再增訂之需要，本部亦表尊重大院審議
之結果。
伍、結論
有關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累犯、撤銷假釋規定及賭
博罪等修正草案，分別發揮刑法預防與教育功能、提供
受假釋人更生機會復歸社會，遏止網路賭博犯罪，以維
持社會法秩序，懇請委員支持，期能於本會期完成修法，
以防衛社會安全，並兼顧人權保障。

以上報告，敬請
主席及各位委員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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