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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人罪

第
一
節

題型1-1-1　 義憤殺人與因果關係

【96台大B卷第1題】

甲男、A女與乙男、B女為兩對夫妻，住在同一棟大樓。拜垃圾不落地政
策，負責丟垃圾的甲男與B女日久生情，於是雙雙商議離婚後再名正言順地結
為夫妻，並談妥在過完舊曆年後的某天同時展開離婚的談判。當日B女與乙男
談判時，引發強烈口角，B女想到平日屢遭乙男暴力虐待，氣憤之餘拿起菜刀
就將乙男亂刀砍死。反之，甲男則比較會規劃人生，明知A女絕對不會同意離
婚，所以計畫安排一個A女意外死亡的現場，然後詐取保險金，以作為日後
與B女共度餘生的資金。當日甲男先在客廳將A女擊昏，打算利用可用鋁窗密
閉的陽台裡的瓦斯熱水器，讓A女在與陽台有窗戶相通的浴室一氧化碳中毒死
亡。而甲男正在浴室內準備A女的換洗內衣褲時，A女醒了過來。A女發覺不對
想從大門逃走，但大門已被甲男用鑰匙反鎖，於是打算從陽台逃到隔壁。甲男

在浴室發現A女正要從陽台逃脫，於是衝到陽台抓住了正欲跨過隔間牆到隔壁
陽台的A女的腳踝，想將A女拉回自家的陽台。A女激烈掙扎，而甲男又因為緊
張手滑，一不小心，A女從高樓層墜落到馬路上，立即死亡。
試問：（50分）
1 甲男與B女觸犯何罪。
2 如果你（妳）是法官，要如何量刑，理由何在。

題 型 分 析

本題的出題老師應為李茂生老師，李茂生老師的刑法結構雖採取三階說，但

其內涵卻與傳統通說不同，其採取客觀構成要件、客觀違法性與主觀責任要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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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說。雖說老師同樣對於採取其他學說的答案甚為寬容，但其特殊的結構仍相當

值得讀者注意。又本題最重要的爭點在於甲男實行行為的高危險性與行為發生歷

程所產生的落差之間，兩者應該如何評價的問題。

擬答  本題字數約 1479 字

分數
書寫

題號 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1 甲男部分

1.	甲男準備犯罪計畫並將A女擊昏的行為，可能侵害身體法益

⑴	客觀構成要件

	 甲男將A女擊昏並計畫用一氧化碳致A女死亡的行為，在客

觀構成要件檢驗上，應認為縱使甲男意圖殺死A女，但自

該行為的客觀危險性觀之，A女之生命法益尚未達危殆化

的階段（如果犯罪計畫是要製造一氧化碳中毒，生命法益

至少要到密閉空間出現，準備開始放入一氧化碳的瞬間，

法益始有危殆化的可能），而僅僅具有傷害的客觀危險

性，因此在客觀構成要件不該當的情況下，不能成立殺人

罪或殺人未遂罪，僅可能成立傷害罪。

⑵	客觀違法性與責任部分

	 別無客觀阻卻違法事由存在下，甲之行為具備實質違法

性；而主觀要素部分，縱使從犯罪計畫觀察，甲可能確實

打算致A女於死，但基於主客觀要素同時性原則，則於甲

男將A女擊昏時，僅存在對於傷害危險性與結果的認知，

因此僅成立傷害罪。

2.	甲男抓住A女的腳踝卻緊張手滑導致A女摔死的行為可能侵害

生命法益

⑴	客觀構成要件

	 甲男後來發現A女打算從陽台逃到隔壁，於是衝到陽台抓

住了正欲逃脫的A女的腳踝，企圖將A女拉回自家陽台的過

程中，在客觀構成要件檢驗上，甲因為急於把A女拉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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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陽台，緊張手滑而導致A女自高樓摔落的行為，在把A女

拉回卻手滑的行為、死亡結果與兩者間的因果關係皆具備

的情況下，該當於過失致死之客觀要件。

⑵	客觀違法性與責任部分

	 別無客觀阻卻違法事由存在下，甲之行為具備實質違法

性；至於在主觀要素上，由於已經脫離了甲男的犯罪計

畫，因此甲當時急於把A女拉回的那一瞬間，並不具備殺

人之故意，於此僅能認為當時甲具有A女可能因此從高樓

摔下的預見可能性，成立過失致死罪。

2 B女部分

 B女在氣憤之餘用菜刀將乙男砍死的行為可能侵害生命法益：

1.	依本案所示，B女當時正在與乙男展開離婚談判，引發強烈口

角，B女想到平日屢遭乙男暴力虐待，因此在氣憤之餘用菜刀

將乙男砍死，在客觀不法層次的檢驗上該當於殺人罪的要件

並無疑義。問題在於主觀要件層次，按題意所示，由於B女平

時飽受乙虐待，已屬足以引起公憤之行為，且在B女用菜刀將

乙男砍死的當下，B女其實處在極為氣憤的狀態之下，應可認

為合於刑法第273條規定而僅成立義憤殺人罪，而非成立刑法

第271條之普通殺人罪。

2.	有論者認為光是情緒激憤還不夠，必須該激憤的情緒乃是合

於公義之要求；但於此晚近學說認為，義憤殺人罪之制定乃

是在於衡量行為人於義憤情緒下，其對於行為的認識能力與

控制能力都將下降，期待可能性也隨之降低，因此若還要求

義憤情緒必須源自於公義之情況，反而會失去刑法第273條義

憤殺人罪刑度減輕的立意。

3	倘若我是法官應該如何量刑，茲就理由說明如下

1.	依刑法第57條與第59條分別規定刑罰之酌量與酌量減輕的部

分，依實務見解（62第1次刑議4參照）認為刑法第57條規

定科刑時應審酌犯罪者犯罪之一切情狀，並例示應注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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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資 料

1. 李茂生，刑法總則上課講義。

2. 李茂生，刑法分則上課講義。

3. 黃榮堅，論犯罪之行為時，刑事法雜誌第41卷第5期，1997年10月。

答題參考

最高法院31年上字第1156號判決

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條所謂當場激於義憤而殺人，係指他人所實施之不義行

為，在客觀上足以引起公憤，猝然遇合，憤激難忍，因而將其殺害者而言。若於

他人實施不義之行為以前，預定計劃而於其實施之際或事後將其殺害，即與當場

激於義憤之情形不同，不在本條適用範圍之內。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判決

所謂當場義憤殺人，非祇以被害人先有不正行為為已足，且必該行為在客觀

上有無可容忍，足以引起公憤之情形，始能適用。本件縱係被害人先到上訴人甲

○○之租住處去喧嘩並出手打甲○○，乙○○見狀將其父親甲○○扶起，結果變

成被害人之目標，被害人先出手要打，乙○○始行兇，要屬乙○○犯罪動機之問

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準據；第59條規定係犯罪情狀顯可憫

恕，賦予法院酌減之權。故前者為量刑之標準，後者為酌減

之依據，兩者有別，不能混淆。

2.	就系爭本案B女部分，考量B女平時長期遭受乙男施暴，應依

刑法第57條減輕外，尚須注意義憤殺人罪中的義憤係B女因為

平時所遭受的對待所積累的憤怒而爆發，亦應依刑法第59條

再為減輕。

3.	若是就甲男部分，則考量甲欲以殺害A女之方式達到詐取保險

金與另結新歡之目的，則衡酌刑法第57條規定應加以從重量

刑，而亦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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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為刑法第五十七條科刑輕重之標準，在客觀上尚無無可容忍，足以引起公憤

之情形，核與當場義憤殺人罪之要件不該當。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7000號判決

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條所謂義憤，係指基於道義之理由而生憤慨，必先有被害

人之不義行為，且在客觀上足以引起公憤，依一般人之通念，確無可容忍者，始

可謂係義憤。

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4672號判決

刑法上所謂當場激於義憤而傷害人，係指被害人之行為違反正義，在客觀上

足以引起一般人無可容忍之憤怒，而當場實施傷害者而言；所稱「當場」，係指

該一義憤，係在不義行為之當場所激起，而立為實施傷害者，始足當之。而所謂

「激於義憤」，係指其義憤之發生，係因直接見聞該不義行為，致一時受激而難

以忍受者而言。申言之，所謂當場激於義憤而傷害人，係指他人所實施之不義行

為，在客觀上足以引起公憤，行為人猝然遇見該不義行為，一時憤激難忍，而當

場對被害人實施傷害行為者而言。若非當場遇見該不義行為，而係事後由他人轉

述得知而前往現場質問被害人，因不滿被害人之回應，始萌生傷害之犯意者，即

難認係此所謂之「當場激於義憤」。

題型1-1-2　 打擊錯誤與客體錯誤

【 90律師第2題】

甲曾犯貪污罪，入獄執行，尚餘二年徒刑時，因合假釋條件，經假釋出獄

後，在某私人企業任職。惟因先前之貪污事件，屢受同事乙、丙、丁三人之冷嘲熱

諷，心頗憤懣，乃思加以殺害。某日，持刀侵入乙宅，將乙殺害後，旋開車馳赴丙

宅，見丙與其妻A正於門前路旁洗車，乃持刀猛刺，因丙躲閃，致誤刺A之腹部，
頓時鮮血如注，經送醫急救，仍告藥石罔效。甲殺人後立即開車逃逸，至某路口

時，忽見B之背影酷似丁，遂加足馬力衝撞，致B當場死於非命。試問對甲應如何
論罪科刑？（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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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型 分 析

審題時若有看到「甲原欲持刀猛刺丙，而誤刺到A」則可以找到本題要考的問

題點在於「打擊錯誤」；而「甲看到B之背影酷似丁，而加足馬力衝撞」，則應該

能夠理解此部分問題點在於「客體錯誤」。因此作答時請扣緊此二部分的問題點

加以說明，打擊錯誤與客體錯誤應當如何處理，請注意採取通說與二階論對於打

擊錯誤與客體錯誤之評價上會有所不同。

擬答  本題字數約 1556 字

分數
書寫

題號 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1 甲進入乙宅的行為可能構成刑法第306條第1項侵入住居罪

1.	客觀上若非甲無法律上之權利進入乙宅，乙之家宅平穩與隱

私權不會受到侵害，該行為屬於不可想像其不存在之條件，

並且依相當因果關係理論，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

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

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

結果之相當條件，故本案甲之行為與結果具有相當性（76台

上192決參照）；主觀上甲對於客觀上一切情事亦有認識並且

意欲其結果發生，構成要件該當。

2.	別無阻卻違法、責任事由存在下，甲成立本罪。

2 甲進屋後殺乙之行為成立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既遂罪

1.	客觀上若非甲持刀殺乙，乙之生命法益不會受到侵害，該行

為屬於不可想像其不存在之條件，並且依相當因果關係理

論，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

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

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故本

案甲之行為與結果具有相當性（76台上192決參照）；主觀上

甲對於客觀上一切情事亦有認識並且意欲其結果發生，構成

要件該當。

2.	別無阻卻違法、責任事由存在下，甲成立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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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甲持刀刺A的行為可能構成刑法第276條過失致死罪

1.	構成要件階層

⑴	客觀上若非甲持刀猛刺的行為，不會造成A的死亡結果，

行為與結果具有條件因果關係，且依實務見解亦具備相當

性，客觀構成要件該當。

⑵	主觀上，甲係對丙有殺人故意，對於A則欠缺殺人故意，

本案事實依具體法定符合說或晚近學說見解，均認此屬

於打擊錯誤之類型，合先敘明。雖然甲對於A欠缺殺人故

意，但是丙與A於門前路旁洗車，故甲應對於其行為刺中A

導致A死亡之結果有預見可能性，具備過失。

2.	別無阻卻違法、責任事由存在下，依通說見解甲之行為構成

過失致死罪。

3.	附帶論之，若依抽象法定符合說或二階論論者之看法，殺人

罪之構成要件故意僅以預見他人死亡為要件，並未限於「哪

一個人」，從而甲對A應構成殺人既遂罪。

4 甲持刀刺丙的行為可能構成刑法第271條第2項殺人未遂罪

1.	主觀上甲就該行為可能造成丙之生命法益受到侵害有所預

見，並意欲該結果發生，應具備殺人故意；客觀上，依主客

觀混合理論，甲已經開始實施按照其主觀認知足以導致生命

直接危險的行為，已達著手實行之程度，構成要件該當。

2.	別無阻卻違法或責任事由存在下，甲成立本罪。

5 甲駕車衝撞B的行為，可能構成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既遂罪

1.	⑴	客觀上，若非甲駕車衝撞的行為，則B不會產生死亡之結

果，行為與結果間具有條件因果關係，且依實務見解所認

亦具備相當性。

⑵	主觀上雖甲誤認B為丁，但就甲內心之認知而言，其鎖定

的行為客體係B那一個人，而非腦海中想像之丁，甲誤認B

為丁，評價類型雖屬於等價客體錯誤，但甲主觀上既已預

見其行為會導致他人死亡，且客觀上踩油門加足馬力的衝

撞行為應足認甲意欲B遭撞擊而生死亡之結果，甲仍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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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資 料

1. 黃惠婷，打擊錯誤，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31期， 2002年2月，頁118以下。

2. 黃惠婷，客體錯誤或打擊錯誤？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77期，2005年12月，頁238

以下。

答題參考

最高法院28年渝上字第1008號判決

1打擊錯誤，係指行為人對於特定之人或物加以打擊，誤中他人等之情形而言。

若對於並非為匪之人，誤認為匪而開槍射擊，自屬認識錯誤，而非打擊錯誤。

2殺人罪之客體為人，苟認識其為人而實施殺害，則其人之為甲為乙，並不因之

而有歧異。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362號判決

上訴人等雖就傷害之對象有所誤認，然此一認識客體錯誤而實行傷害之具

體事實，與法定傷害犯罪之事實間，其法律上非難價值相當，其侵害之身體法

殺人故意。

2.	別無阻卻違法、責任事由存在下，甲成立本罪。

6 競合

1.	甲持刀侵入乙宅殺乙之行為構成侵入住宅罪與殺人罪，兩罪

具有方法目的關係，依舊刑法第55條後段成立牽連犯，從殺

人罪處斷之。惟現行法刪除牽連犯，從而依學說見解甲之行

為宜認為係二行為，應以數罪併罰處斷。

2.	甲持刀刺丙的行為所成立之殺人未遂罪與過失致死罪，依刑

法第55條成立想像競合，從殺人未遂罪處斷。

3.	甲衝撞B之行為構成殺人罪，與前面二行為，依早期實務見解

或有成立舊刑法第56條連續犯之可能性；惟現行法已然刪除

連續犯，從而應依數罪併罰之。最後，由於甲仍於假釋中，

從而依刑法第78條第1項撤銷假釋並且依第79條之1第5項執行

剩餘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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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相同，而其傷害之故意無異。因此，法律上但問其是否預見為人而實行傷害

之行為，至於其人為誰，並無關其犯罪之成立，亦即其所認識之內容與現實所

發生之事實，構成要件既相一致，仍無解其罪責之成立。故上訴人等仍應負共

同傷害及傷害致重傷之罪責等語。原判決就上訴人二人如何成立共同正犯，已

詳述其理由。

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483號判決

惟查：按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卷內與被告犯罪是否成立有關，且依法應予調

查之證據，均應詳加調查，以期發現真實，如有應行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或雖已

調查，然未調查明白，則尚難遽為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率予判決，即難謂無

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又刑法關於犯罪之故意，係採希望主

義，不但直接故意，須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具備明知及有意使其發生之要

件；即間接故意，亦須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且其發生不違背

行為人本意始成立；惟行為人若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在其

主觀上確信其不致發生者，則應以過失論。又行為人所認識之犯罪事實與發生之

犯罪事實不相符合者，則屬學理上所謂之打擊錯誤，應依其認識之情節，予以論

處。

題型1-1-3　 責任身分與共同正犯之脫離

【99律師第1題】

甲男乙女為夫妻，命其12歲之子丙於數十公尺外把風，乙女誘出甲之父（即
丙之祖父）A，甲隨即從背後持磚塊重擊A頭部，欲致A於死地；A受重擊昏厥
後，甲卸下領帶企圖續將A勒斃，此時，乙突心生後悔，乃持磚塊將甲擊昏，並
叫丙以手機呼叫救護車，將A送醫，但仍告不治。問：本案應如何論處？（25分）

題 型 分 析

題目應針對甲、乙、丙三人之行為分別論述，在討論多數人犯罪時應先注意

誰係下手實行之正犯，找到正犯之後，再針對其他參與犯罪之人屬於共同正犯或

幫助犯來加以分析。本題當中甲與乙為夫妻關係，但兩人對於A的關係有所不同，

蓋甲與A係直系血親尊親屬，具備此一「罪責身分」時，則所要討論的法條則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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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侵害生命身體之法益不同，應多加留意罪名之適用，從而甲、乙雖為共同正

犯，但依照刑法第31條規定兩人所犯之罪名則不相同；另外，乙後來心生後悔，

阻止甲並叫救護車之行為，應說明是否能夠成立共同正犯脫離之關係，此部分須

將通說與實務見解加以說明；最後，丙之「把風」行為係屬於行為分擔或幫助行

為，以及丙之年齡是否具有刑事責任，均應一併討論之。

擬答  本題字數約 1541 字

分數
書寫

題號 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1 甲重擊A頭部之行為可能成立刑法第278條第2項、第280條加重其

刑二分之一的重傷致死罪

1.	構成要件階層

⑴	客觀上，若非甲持磚頭重擊A頭部，則A不會當場昏厥，重

擊行為係不可想像其不存在之條件，行為與結果間具有條

件關係；又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客觀情狀為事後審

查，認為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行為之同一條件下，

均可以發生同一結果，則該對於頭部要害之重擊行為會

產生頭部重傷昏厥之身體法益受到侵害之結果有相當性。

⑵	主觀上，甲有認知到其客觀上所為之重擊頭部之行為會造

成重傷害結果，並且意欲為之，甲應具備重傷害故意。

⑶	依題示，甲之犯罪計畫應係先下手為重擊將A擊昏，再以

領帶將A勒斃，從而前階段甲客觀上所實行之犯罪行為僅

有重傷害之部分，主觀上之殺人犯意業已涵括重傷害犯

意，因此前階段構成要件足以該當重傷害罪。然而，客觀

上甲雖然未有實行後階段下手將A勒斃的行為，蓋乙忽然

心生悔意而反手制止甲，但依一般經驗法則，成年人手持

磚頭朝他人之頭部重擊時，由於頭部係屬人身要害之一，

縱然對於死亡結果沒有預見，但下手之力道達到重傷害或

死亡之程度僅在一線之間，基礎行為與加重結果間亦具備

相當因果關係；一般人對於重擊頭部會造成死亡之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