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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人格中極為私密的一環，亦是人倫基礎所在。與性相關的犯

罪，涉及層面甚廣，而可涵蓋各個生活層次。本章旨在闡述侵害性自

主、性發展與性風俗相關的罪名。 

第一節 強制性交或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

法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221 I)。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221 II)。 

‧稱性交者，謂非基於正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入行為： 

一、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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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V)。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

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224)。 

‧對配偶犯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四條之罪者……須告訴

乃論(§229-1)。 

 

參考文獻 (§§221-228) 

林東茂，評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修正，月旦法學雜誌，51 期，1999 年 7

月；許玉秀，妨害性自主之強制乘機與利用權勢─何謂性自主，台灣本土法學

雜誌，42 期，2003 年 1 月；李聖傑，從性自主權思考刑法的性行為，中原財經

法學，10 期，2003 年 6 月；盧映潔，強制性交罪與乘機性交罪，月旦法學教

室，20 期，2004 年 6 月；吳耀宗，強制性交罪與利用權勢性交罪，月旦法學教

室，63 期，2008 年 1 月；盧映潔，強制猥褻與性騷擾「傻傻分不清」？─評最

高法院九十七年度第五次決議，月旦法學雜誌，171 期，2009 年 7 月；謝開平，



 
 
 
 
 
 
 
 
 

 

人格法益篇 刑法分則(下) 

330 

構成要件之結構分析─兼論襲胸案在強制猥褻罪之適用，月旦法學教室，90

期，2010 年 4 月；盧映潔，「意不意願」很重要嗎？─評高雄地方法院 99 年度

訴字第 422 號判決暨最高法院 99 年第 7 次刑庭決議，月旦法學雜誌，186 期，

2010 年 10 月；蔡聖偉，論「對幼童性交罪」與「強制性交罪」的關係─評最

高法院 99 年度第 7 次刑事庭決議，月旦裁判時報，8 期，2011 年 4 月；許澤

天，面臨合法惡害威脅下的性自主，台灣法學雜誌，181 期，2011 年 8 月；蔡聖

偉，性侵害未滿七歲幼童的案例審查示範，月旦法學教室，115 期，2012 年 5

月；王皇玉，強制手段與被害人受欺瞞的同意：以強制性交猥褻罪為中心，臺灣

大學法學論叢，42 卷 2 期，2013 年 6 月；許澤天，刑法第 227 條作為青少年的

性禁忌迷思─評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497 號判決，台灣法學雜誌，242

期，2014 年 2 月；蔡聖偉，親吻與猥褻─評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254

號判決，月旦裁判時報，41 期，2015 年 11 月；黃惠婷，以宗教之名行性交行為

之刑責─評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2902 號判決，台灣法學雜誌，290 期，

2016 年 2 月；蔡聖偉，論強制性交罪違反意願之方法，中研院法學期刊，18

期，2016年 3月；許恒達，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刑事責任之評析，月旦刑

事法評論，1 期，2016 年 6 月；蔡聖偉，臺灣刑法中保護性自主決定的制裁規

範，月旦刑事法評論，3 期，2016 年 12 月；許恒達，妨害未成年人性自主刑責

之比較法研究，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19 期，2016 年 12 月；蔡聖偉，利

用權勢性交猥褻罪的區辨─評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2228 號判決，月旦裁

判時報，56 期，2017 年 2 月；李佳玟，說是才算同意─以增訂刑法「未經同意

性交罪」之芻議，臺北大學法學論叢，103 期，2017 年 9 月；蔡聖偉，濫用診療

信賴關係促成性交的刑法評價，月旦刑事法評論，7 期，2017 年 12 月；林信

銘，暴露與觸摸性騷擾刑事責任之探究─以德國刑法的性騷擾規範為借鑑，高

大法學論叢，14 卷 1 期，2018 年 9 月；林于軒，刑法第 225 條乘機性交猥褻罪

中智能障礙者同意能力之研究，元照博碩士論文系列，2019年 8月；廖宜寧，由

德國性犯罪條文修正之觀察探析妨害性自主罪的理論基礎，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49 卷 2 期，2020 年 6 月；黃士軒，強制性交與強制猥褻罪中的其他違反意願之

方法─以關於利用宗教手段為性交猥褻行為類型的臺灣最近學說與實務為中

心，收於：刑事法學的浪潮與濤聲：刑法學（甘添貴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

集），2021 年 4 月；蔡聖偉，未獲同意=違反意願？─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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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81 號刑事判決，台灣法律人，5 期，2021 年 11 月；許恒達，刑法裁判精選

─評強制性交罪基礎犯行解釋的實務近況，月旦法學雜誌，321 期，2022 年 2

月。 

 

壹、保護法益與體系結構 

本罪保護的法益是性自主(sexuelle Selbstbestimmung)，本質上屬

於個人的防禦權，即使個人享有免於成為他人性客體的消極自由，而

可依其意願，決定在何時與何人從事何種類與方式的性行為
1
。 

妨害性自主罪章，係以違反被害人意願的性行為當作處罰對象，

並區分違反被害人實際意願(§§221, 222, 224, 224-1)、違反被害人潛在

意願(§§225, 229)、濫用自己對被害人優勢地位(§228)等三種類型2
。本

節論述的主要重點，乃是違反被害人實際意願的強制性交罪(§221)與

強制猥褻罪(§224)，兩者差別僅在性行為程度的差別，立法者認為前

者具有更嚴重的性侵害，並僅針對強制性交與加重強制性交處罰未遂

(§§221 II, 222 II)。不過，基於論述方便與體系思考，如無特別指明必

要，兩者在本節合併稱為本罪，且在用語上使用「性行為」涵蓋性交

與猥褻。 

強制性交罪原本規定係「對於婦女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

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姦淫之者」，自 1999 年起改為目前的文字，

除擴張行為客體包含男性及將姦淫改為性交外，亦刪除不利性自主保

護的「不能抗拒」文字，並調降原本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為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且，刑法第 16 章亦根據保護法益更名為妨害

性自主罪，用意在於強調被害人的性自主，擺脫風化道德色彩，並使

                                                      
1 Fischer, §177 Rn. 2; Kindhäuser, BT-1 §20 Rn. 1; Laubenthal, Sexualstraftaten, Rn. 15; 

Maurach/Schroeder/Maiwald, BT-1 §18 Rn. 6. 蔡聖偉，月旦刑事法評論 3 期，頁

7。關於性自主為何能夠獨立於其他自由法益外成為獨立保護價值的論述，廖宜

寧，臺大法學論叢 49 卷 2 期，頁 668-690。 
2 分類參考，蔡聖偉，月旦刑事法評論 3 期，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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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免於喪失名節的道德指控，而與原本同屬一章的妨害風化罪

(§§230-236)迥然有別。但在刑事追訴實務上，不少本罪的被害人（尤

其女性），仍因訊問程序與部分被告最後的無罪判決受到新的創傷，

但亦有不少情形是涉及誣告，如部分女性不願讓人知悉婚外性關係或

所謂的一夜情，便濫用告訴作為遮掩。 

1999 年修法後，原本文獻上所爭論的配偶得否成立本罪問題亦告

終結
3
，蓋已明定對配偶犯本罪的情形，須告訴乃論(§229-1)，自係以

肯定成立犯罪為前提，但為顧及婚姻家庭，例外地保留告訴乃論。本

罪在實務上多係男性對女性違犯，但仍是不限定主體資格的一般犯，

配合刑法的性交定義(§10 V)，男性對男性、女性對女性亦可構成。不

過，作為本罪行為客體的「男女」用語，應改為「他人」，始為嚴

謹。之外，立法者對於本罪設有加重處罰的構成要件(§§222, 224-1)，

也有加重結果的處罰(§226)，以及所謂的結合犯設計(§226-1)。 

 

                                                      
3 因夫妻互負同居義務，兩人的性交自由受限制，舊法通說否定夫對妻構成本罪，

韓忠謨，各論，頁 257；周冶平，各論，頁 438。對新修法提出批評，主張分居的

配偶始能成立本罪者，林東茂，月旦法學雜誌 51 期，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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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證結構  

 

貳、構成要件 

一、違反意願是本罪的核心 

本罪須以違反被害人意願的方式為之，被害人在行為人未施壓下

的同意，乃是阻卻構成要件的同意
4
。  

例如 富商 A 覬覦 B 女的美色許久，B 始終不予理會。由於 B 的

丈夫突然病重，急需醫藥費用，B 主動告知 A 可與其發生

性行為，以獲得 A 的援助。由於 B 自己選擇與 A 發生性行

為，不論 B 內心矛盾掙扎與不情願，皆不會使 A 構成本罪。 
 

                                                      
4 Laubenthal, Sexualstraftaten, Rn. 112. 蔡聖偉，中研院法學期刊 18 期，頁 72。少數

說認為是阻卻違法的承諾，Maurach/Schroeder/Maiwald, BT-1 §18 R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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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性強制過程中被害人所具有的反對意願(entgegensteheder 

Wille)遭到行為人所壓制，即為本罪的不法核心。至於被害人在客觀

上是否在言詞或身體上提出反抗，並非本罪的必要條件，因為強制壓

力下的放棄外在抵抗，不等於喪失內在抵抗意願，且強制續行被害人

一開始同意接受的性行為，亦仍可成立本罪
5
。相對地，若是被害人

主觀上欠缺內在抵抗意願，而係同意將強制當成性行為的一部分（如

性虐待的毆打或綑綁），則行為人縱使施行強暴，亦不構成本罪
6
。 

舊法的「至使不能抗拒而姦淫」要素，如比照強盜罪的不能抗拒

要素解釋
7
，將使被害人必須陷於假設抗拒，亦無法阻止性侵害，行

為人始能成立本罪的困境，而不利性自主決定的保護。例如，行為人

威脅毆打被害人，使其放棄抵抗，假設被害人願意承受傷害（如反抗

或任其毆打）即可避免，但卻因恐懼而選擇承受性侵害時，則行為人

不成立「對於婦女以脅迫，至使不能抗拒而姦淫」。但在修法後，威

脅毆打主觀上具有反對意願的被害人即可成立本罪，而不必考慮被害

人是否陷入不能抗拒的狀態。就此來說，刪除「不能抗拒」要素有其

合理性
8
。 

二、性交與猥褻 

本罪的結果是被害人遭到性交(§221)或猥褻(§224)。立法者對於

何謂性交有其定義，而謂「非基於正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入行為：

(1)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行為。(2)以性
                                                      
5 Kindhäuser, BT-1 §21 Rn. 2; Lackner/Kühl, §177 Rn. 3; Laubenthal, Sexualstraftaten, 

Rn. 111. 
6 Lackner/Kühl, §177 Rn. 3; Laubenthal, Sexualstraftaten, Rn. 112. 
7 本書(上)第四章、第一節、貳、三。 
8 立法修正理由認為，不能抗拒的要求，對被害人過於嚴苛，容易造成受侵害者因

為需要「拼命抵抗」而造成生命或身體方面更大的傷害。惟此說法不能被解讀為

只有在被害人現實抵抗下，行為人才能成立本罪。蓋不論是強暴或脅迫，皆不以

排除被害人的現實抵抗為前提，壓抑其反抗意願即可（舊法當時見解：最高法院

76 年度台上字第 7699 號判決）。相關檢討，林山田，各罪(上)，頁 235；蔡聖偉，

中研院法學期刊 18 期，頁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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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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V)，打破過去只有男女性器官結合始能成立姦淫的界限，

並使傳統的猥褻行為大幅被性交所取代
9
。其中所謂「使之接合之行

為」，應可涵蓋被害人以性器進入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性器、肛門或口

腔，或被害人對行為人或第三人進行口交的情形。至於非基於正當目

的之文字，主要在排除醫師進行內診的情形為性交。不過，縱使立法

者已經羅列各種性交態樣，仍有其無法網羅之處，如非以性器（用手

指沾精液）進入他人口腔，即不能成立性交，而只能考慮是否成立猥

褻。要提醒的是，性交乃是猥褻的加重型態，兩者並不互斥
10
，而只

能說性交必定有緊密身體接觸，猥褻不以身體接觸為必要
11
。 

有爭議的是，性交或猥褻的行為人是否必須具有滿足或刺激自己

或他人性慾的傾向？文獻上有持肯定看法，認為以器物插入肛門或陰

道的行為，如欠缺此等傾向，只能論以傷害罪
12
；實務甚至認為必須

滿足自己性慾之意念
13
。反對說認為，法條並未規定此一傾向要素，

對於被害人的性自主保護，亦不應隨著行為人是否有此傾向而受左

右，且在實務上亦難判斷行為人是否有此傾向
14
。 

對此爭議，本書認為首先應先從行為的整體過程判斷是否依其外

觀具有最低限度的性關聯，全然中性或與性毫無關連的行為，縱使行

為人具有性動機，亦無法評價為性交或猥褻
15
。如鞭打他人的背部，

不能稱為是猥褻，但鞭打女性胸部或臀部則有可能成立猥褻。其次，

依照行為的外觀可認為其明顯地僅具有性關聯時，如性器官結合、肛

                                                      
9 林東茂，月旦法學雜誌 51 期，頁 77 指出此將造成強制性交未遂與強制猥褻的實

務區別困難。 
10 蔡聖偉，月旦裁判時報 41 期，頁 42；同作者，月旦刑事法評論 3 期，頁 22。 
11 實務甚至承認強拍他人裸照足以誘起、滿足、發洩性慾之行為，亦屬猥褻，最高

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4745 號判決。 
12 林東茂，分則，頁 77。 
13 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1802 號判決。 
14 陳子平，各論(上)，頁 230、266；蔡聖偉，月旦裁判時報 41 期，頁 45；盧映潔，

台灣法學雜誌 42 期，頁 98-100。 
15 Sch/Sch-Eisele, §184h Rn. 6. 蔡聖偉，月旦裁判時報 41 期，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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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口交，或用異物插入肛門或陰道等符合性交定義(§10 V)的行為，

根本不必考慮行為人是否具有此一傾向，亦不問被害人是否意識到其

中的性關聯，即可評價為性交或猥褻；但依行為外觀具有多重解讀可

能性時，則應探究行為人是否具有刺激或滿足自己或他人性慾的意

圖，否則難以斷定是否構成猥褻；至於被害人對此行為的性關聯是否

有所意識，並不重要
16
。  

例如 A 夥同朋友數人將情敵 B 綑綁，並依眾人先前的謀議，用

酒瓶插入 B 的肛門，則不論 A 是否具有滿足或刺激自己或

他人性慾的意圖，A 等人成立共同強制性交罪(§§221 I, 

28)；若 A 等人僅係對 B 身上尿尿，則在無法深究 A 等人

動機下，尚難認定為強制猥褻，而只能判定為施用暴行的

公然侮辱(§309 II)。 
 

例如 C 壓倒 D 婦坐在其身上的行為，究竟是僅構成妨害自由

(§§302, 304)，抑或強制猥褻，需視動機而定。如 C 意欲在

D 身上實施手淫，則已構成強制猥褻，無待手淫發生。 
 

婦產科醫師實施內診的行為，只要其符合醫療必要性，縱使醫師

在實施過程中帶有性的窺視動機，亦無法評價為是性交或猥褻
17
。或

如父母親使用肛門塞劑減輕幼兒發燒狀態的行為，縱使其用器物進入

他人肛門，亦絕非性交。據此，立法者亦在性交定義中排除基於正當

目的所為的行為。不過，醫師在檢查中應儘可能保全婦女的羞恥感，

出於性動機的非必要觸摸或窺視，仍可能成立猥褻
18
。 

須強調的是，現行法在不同罪名中所使用的「猥褻」用語，其在

解釋上需視保護法益的差別而有所調整
19
。如大法官釋字 617 號對散

                                                      
16 Lackner/Kühl, §184g Rn. 2-4a; Otto, BT §66 Rn. 6; Sch/Sch-Eisele, §184h Rn. 8 f. 
17 Sch/Sch-Eisele, §184h Rn. 10. 
18 BGHSt 13, 142. 
19 蔡聖偉，月旦裁判時報 41 期，頁 46-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