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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財產犯罪─ 

以強盜、詐欺取財、恐嚇取財罪為中心 

 

 

 

 

 

 

 

 

 

 

 

 

壹、財產犯罪概說 

一、侵害個別財產法益之犯罪 

二、侵害整體財產法益之犯罪 

三、其他財產犯罪 

貳、強盜罪 

一、普通強盜罪 

二、準強盜罪 

三、加重強盜罪 

四、強盜結合犯 

參、詐欺罪 

一、詐欺取財及得利罪 

二、收費設備詐欺罪 

三、自動付款設備詐欺罪 

四、加重詐欺罪 

肆、恐嚇罪 

伍、考古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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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財產犯罪概說1 

一、侵害個別財產法益之犯罪 

指侵害他人對於個別特定物之使用收益處分之事實上權能 

 

如竊盜罪（§§ 320-324）、搶奪罪（§§ 325-326）、強盜罪（§§ 328-

332）、侵占罪（§§ 335-338）、毀損罪（§§ 352-354） 

 

二、侵害整體財產法益之犯罪 

指侵害他人整體財產利益，範圍涵蓋所有經濟上可掌握的利益，行為

人造成他人整體財產數額的損害乃是核心內容，不法行為將使被害人

蒙受財產上的損失，導致其所擁有的整體財產在結算後相較於不法行

為前更少，而更為貧窮。 

 

如詐欺取財得利罪（§§ 339-341）、背信罪（§ 342）、恐嚇取財得利罪

（§ 346）、強盜得利（§ 328 II）、詐術使人損害財產罪（§ 355）、損害

債權罪（§ 356） 

 

三、其他財產犯罪 

(一) 海盜罪（§§ 333-334） 

(二) 重利罪（§ 344） 

(三) 擄人勒贖罪（§§ 347-348-1） 

(四) 贓物罪（§§ 349, 351） 

(五) 妨害電腦使用罪（§§ 358 ff.）？ 

 

 

 

 

 

 

 

 

 

 

 

 

 

 

 
1 許澤天，刑法各論(一)財產法益篇，一版一刷，2017 年 2 月，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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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強盜罪 

一、普通強盜罪（§ 328） 

普通強盜罪包括強盜取財罪與強盜得利罪。 

強盜取財罪是強制罪與竊盜罪之實質結合犯，同時保護意思自由與個

別財產利益。強盜得利罪的行為客體為財產利益，同時保護意思自由

與整體財產利益。 

 

(一) 強盜取財罪 

1. 客觀要件 

(1) 行為 

強盜行為，指行為人施以強制手段，即強暴、脅迫、藥劑、催

眠術或其他方法，而抑制被害人抵抗能力，從而取得他人之物

或由他人交付之行為。 

 

○1 本罪強暴脅迫的意義 

  強暴手段是指對人或對物直接施用有形力量，而使被害人心 

  生畏懼的情形，或是行為人的舉動足以壓制被害人之抗拒或 

  是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處於不能抗拒狀態，即使暴力未與 

  被害人身體接觸，仍是本罪的強制手段2。 

 

  脅迫手段是指無形的強制力，係指使人心生畏懼之加害通知 

 

○2 致使不能抗拒 

  本罪是行為人以強力壓制被害人，在被害人無法抵抗的情形  

  下取得財物。而致使不能抗拒是被害人所處狀態的描述，而 

  不是要求被害人必須有外在的抗拒舉動。3 

   

  判斷標準? 

  A 主觀說(被害人標準說) 

    依行為人之手段是否使個案中的被害人達到不能抗拒4 

 

  B 客觀說(我國實務) 

    以強暴脅迫本身的客觀性質做為判斷的標準，原則上應按   

    通常一般人所能抗拒的程度參酌認定。5 

 
2 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352 號判決 
3 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4503 號判決 
4 甘添貴，刑法各論(上)，修訂四版二刷，2016 年 1 月，頁 258 
5 褚劍鴻，刑法分則釋論(下)，增訂版，1995 年 11 月，頁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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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折衷說 

    原則上應依客觀之標準加以判斷，有時則綜合考量被害人 

    主觀之情事。如果行為人的行為在客觀上雖勘認足使他人 

    不能抗拒，但被害人不因之發生畏懼或喪失抵抗力，而加 

    以抗拒者，則該行為仍可認定為該當本罪的強制行為。若 

    行為人的行為雖在客觀上並不足以使一般人不能抗拒，但 

    被害人卻因特殊人格或年齡、性別、生理狀態等因素，而 

    發生抵抗困難者，則仍可成立本罪。6 

 

(2) 客體：他人之財物 

 

2. 主觀要件 

＊案例 

甲原本欲對乙進行強制性交，將乙綑綁後，見乙名牌皮包，

遂改變心意，將皮包拿走，請問甲成立何罪？ 

 

＊案例 

甲基於竊盜故意欲竊取乙身旁香甜可口的珍奶，不料被乙發

現，超級想喝珍奶的甲乾脆一不做二不休使出超級強力拳將

乙揍倒在地，而順利取得珍奶。請問甲成立何罪？ 

 

＊案例 

甲向乙購買刑法分則教科書，約定三天後交易，沒想到過了

三天後乙賴皮死不賣書，甲於是拿西瓜刀架在乙的脖子上迫

使乙將書交付於甲。請問甲成立強盜罪嗎？ 

 

(1) 故意 

強盜故意指行為人主觀上認識到其強制手段是為了要取財

或得利，亦即強盜罪有兩個部份的組成，一部分是強制手

段的施用而壓制被害人，另一部分是取得財物或得財產上

利益，行為人主觀上故意的範圍應涵蓋兩個部分，也就是

說，行為人從事第一部分的行為時，主觀上的認知與意欲

的範圍應已包括第二部分的行為。7 

 

 
6 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修訂五版，2005 年 9 月，頁 377 
7 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修訂十二版二刷，2017 年 10 月，頁 674。德國通說認為，因強盜罪

的特殊不法內涵在於行為人利用強制行為遂行取財之目的，故二者必須存在手段目的關係。依

此，若是行為人利用持有人基於其他目的而被強制之狀態取財，則不成立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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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法所有意圖 

○1 所有意圖 

  A 消極要素：行為人對於持續排除所有之未必故意。 

  B 積極要素：行為人至少短暫地將他人之物或價值據為己 

    或他所有 

 

○2 不法意圖 

  行為人就所強取之動產或有體化之價值據為己有，不僅 

  必須在民法上或公法上欠缺屆期且無抗辯權的請求權， 

  行為人對於無權取得亦應有未必故意 

 

3. 預備、未遂、既遂、加重結果犯 

＊案例 

甲因為衣服買太多月底沒錢，於是持刀架在朋友乙的脖子上

欲強取財物，乙於是就把身上的 200 塊交付給甲。事實上乙

是武打高手，可以輕輕鬆鬆掙脫甲，只是因為憐憫甲快吃土

了才給他 200 塊。請問甲成立強盜既遂罪嗎？ 

       

＊案例 

甲基於強盜故意拿球棒將乙敲暈後，把乙身上的財物洗劫一

空，但在逃跑的過程中，財物全部從褲子口袋破洞掉落，請

問甲成立強盜既遂罪嗎？ 

 

＊案例 

甲基於強盜故意拿球棒將乙敲暈後，甲正要從乙身上搜刮財

物時，路過的員警將甲制伏，甲甚麼東西都沒拿到，而乙送

至醫院時因為甲揮棒力道過強而不治身亡。請問甲的行為如

何論處 

 

(1) 預備犯 

強盜罪的準備行為如夜間埋伏路邊準備搶劫 

 

(2) 未遂犯 

以行為人開始採取強暴、脅迫等手段行為時，原則上已可

成立強盜未遂罪 

 

(3) 既遂犯 

以行為人實施強制手段使被害人達到難以抗拒，而取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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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交付財物時為準8 

 

(4) 加重結果犯 

本罪加重結果犯的適用爭議在於，強盜行為是否必須既

遂，而產生加重結果時，始能論以本罪之加重結果犯？ 

 

有認為強盜罪之加重結果重點在於強制手段之危險性，故

強盜行為不論既未遂，只要發生死亡或重傷結果，即可成

立加重結果犯。9 

 

另有認為本條項所謂犯強盜罪，依刑法第 328 條項次的編

排順序來看，應該是指強兩項所規定的強盜既遂，而不包

括後面第四項所規定之強盜未遂的情形。10 

 

(二) 強盜得利罪 

＊案例 

甲跟乙從事毒品交易，約定先吸食後付款，甲吸食完毒品後嫌吸

得不夠過癮拒絕付款，乙氣到踱小腳要錢，甲掏出一把槍對準乙

的頭部說：你再要錢給我試看看！乙驚恐只能自己踱小腳任甲離

去。請問甲的刑責如何？ 

 

二、準強盜罪（§ 329） 

1. 行為主體 

＊案例 

甲基於竊盜故意竊取乙的香雞排，拿到香雞排正要逃走時被乙發

現，甲為了脫免逮捕往乙身上猛力一推，不料乙平常有在健身沒

被推倒，一直在旁目睹一切的甲的女友丙見狀，為了不讓男友被

抓也加入戰局與甲一起將乙推倒在地，兩人逃之夭夭。請問丙的

行為如何論處？ 

 

本罪之行為人以犯竊盜或搶奪之行為人為限，亦即行為人先實行了

竊盜或搶奪行為，而後有本條的行為，使足該當。因此有主張本罪

性質上屬於身分犯 

 
8 最高法院 105 年台上字第 3440 號判決：「強盜罪之既、未遂區別，係以行為人是否已將被害

人之財務監管權，移置於行為人自己實力支配下為準；易言之，一旦行為人將被害人監管之財

物，易手取得，致使被害人於一定之時間、空間內喪失控制權，而客觀上移歸行為人實力支配

者，犯罪即屬既遂，行為人是否將之裝入自己口袋或提物袋，或離開現場，並非所問。」 
9 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修訂五版，2005 年 9 月，頁 384 
10 黃榮堅，走味的咖啡，月旦法學雜誌第 28 期，1997 年 8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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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立準強盜罪是否以前行為(竊盜或搶奪)既遂為必要有不同看法 

(1) 實務見解1112 

只要著手竊盜或搶奪即可，竊盜或搶奪未遂亦有可能成立準強

盜罪 

 

(2) 學說 

行為人雖實施竊盜或搶奪，但是其強制手段的作用在破壞他人

持有、建立新的持有時，自始即可成立強盜罪，沒有適用準強

盜罪的必要。相對於此，若行為人係於竊盜或搶奪既遂後，始

基於防護贓物之目的而使用強制手段，則無成立強盜罪的餘地 

，其不法內涵卻與強盜罪相似，屬於準強盜罪的規範對象。因

此本罪之成立前提應是竊盜或搶奪既遂後採取強制行為。 

 

2. 當場 

指竊取與強制手段間要有時空密接性，有實務見解認為，當場不以

尚未離去現場為限，包括尚在他人追攝中，若脫離犯罪場所或追捕

者之視線，則非當場。 

 

3. 強暴、脅迫行為 

本罪條文上並沒有像強盜罪有行為程度上的要求，亦即須達於不能

抗拒之程度，因而本罪之強暴脅迫是否須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 

釋字 630 做出後現已無爭議13，釋字 630 指出本罪之強暴脅迫須達

於使被害人難以反抗的程度 

 
11 最高法院 83 年台上字第 4008 號判決：「上訴人侵入住宅之初，意在行竊，且已著手，惟尚

未得財之際即被事主發覺，乃變更竊盜之犯意為強盜，進而施強暴手段致使不能抗拒，著手劫

財，則其圖為不法所有取得他人財物之犯意，始終一貫，僅於中途變更其竊取手段為強取而

已，先前之竊取行為，即為強盜行為之一部，應僅成立一個強盜罪，不能以前段之行為，論以

竊盜未遂，後段之行為，論以強盜未遂，而分論並論。」 
12 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1662 號判決：「刑法第 329 條準強盜罪之因防護贓物，而當場施以

強暴、脅迫，指竊盜或搶奪犯，將他人財物移歸自己實力支配之下後，為保護贓物不被奪回，

對追奪者施以強暴脅迫之行為。若於行竊或搶奪時，以強暴脅迫之手段，使人不能抗拒，以奪

得他人之物者，則其本質上即屬強盜行為，應成立強盜罪而非準強盜罪」 
13 釋字 630：「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條之規定旨在以刑罰之手段，保障人民之身體自由、人身安

全及財產權，免受他人非法之侵害， 以實現憲法第八條、第二十二條及第十五條規定之意旨。

立法者就竊盜或搶奪而當場施以強暴、脅迫者，僅列舉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三種經

常導致強暴、脅迫行為之具體事由，係選擇對身體自由與人身安全較為危險之情形，視為與強

盜行為相同，而予以重罰。至於僅將上開情形之竊盜罪與搶奪罪擬制為強盜罪，乃因其他財產

犯罪，其取財行為與強暴、脅迫行為間鮮有時空之緊密連接關係，故上開規定尚未逾越立法者

合理之自由形成範圍，難謂係就相同事物為不合理之差別對待。經該規定擬制為強盜罪之強

暴、脅迫構成要件行為，乃指達於使人難以抗拒之程度者而言，是與強盜罪同其法定刑，尚未

違背罪刑相當原則， 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意旨並無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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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準強盜罪既未遂之判斷 

實務見解多認為，本罪之既遂或未遂乃以竊盜或搶奪之既、未遂為

判斷標準，即竊盜或搶奪既遂者，及論以強盜既遂。 

 

惟有認為本罪之既、未遂應以強暴、脅迫本身是否既遂為準，也就

是視強暴脅迫行為是否達於使人不能抗拒或難以抗拒為準14 

 

也有以是否取得財物為準，因就整體而言準強盜罪於行為時係一時

取得財物之持有，於論究準強盜罪既遂與否之問題上並非重要，重

要者乃在於最終是否取得財物；換言之，於普通強盜罪的情形，倘

若施以強暴、脅迫後並未取得財物，係論以強盜未遂罪，而在準強

盜罪的情形，仍應依相同之基準判斷之。15 

 

三、加重強盜罪（§ 330） 

 

四、強盜結合犯（§332） 

(一) 客觀要件 

基本犯罪為強盜罪，而文義上包括強盜既遂及未遂罪16，實務17認

為亦包括準強盜罪，相結合之犯罪： 

1. 故意殺人 

2. 放火 

3. 強制性交 

4. 擄人勒贖 

5. 使人受重傷 

 

最高法院 78 年度第 4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搶劫之基礎行為祇有一個，僅能就殺人或強姦行為情節較重者擇

一成立結合犯，再與餘罪併合處罰。不能就一個搶劫行為同時與

他行為成立二個結合罪名。 

 

(二) 主觀要件 

 
14 甘添貴，刑法各論(上)，修訂四版二刷，2016 年 1 月，頁 271 
15 蔡聖偉，偷「機」不著—準強盜罪的既遂認定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 181 期，頁 289；許恆

達，準竊盜罪的犯行結構與既遂標準，台灣法學雜誌第 204 期，頁 162-164 
16 實務與通說認為，無論基本犯罪是既遂或未遂，但是相結合之犯罪必須是既遂，始可成立強

盜結合罪。 
17 最高法院 105 年台上字 5159 號判決：「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條之強盜結合犯規定，條文既載

稱：『犯強盜罪而……』，其結合犯之強盜基礎犯罪，自應包括同法第三百二十八條之普通強盜、

第三百二十九條之準強盜罪及第三百三十條之加重強盜之情形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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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甲對乙恨之入骨，某日甲在路上看到乙，怒火難耐就一刀砍死

乙。砍死乙後，甲見乙口袋有 2000 塊，於是順手把 2000 塊取

走。甲的行為如何評價？ 

 

最高法院 85 年度第 2 次刑事庭會議 

強盜殺人罪，並不以出於預定之計畫為必要，祇須行為人以殺人

為實施強盜之方法，或在行劫之際故意殺人，亦即凡係利用實施

強盜之時機，而故意殺人，兩者有所關聯者，即應依本罪處罰。

至於兩者之間是否有犯意聯絡關係，並非所問。 

 

最高法院 92 年台上字第 6174 號刑事判決 

惟按強盜殺人之結合犯，係結合強盜與殺人兩罪而成立之犯罪，

固僅須其發生在時間上有銜接性、地點上具有關連性即可，本不

問係先劫後殺或先殺後劫，縱以殺人為行劫之手段，將被害人殺

害後再行劫財，亦足構成此罪，然就殺人後強盜之結合犯而言，

仍須行為人之殺人與強盜行為，出於預訂之計劃始克成立，若殺

人後而另行起意取被害人之財物，因被害人已死亡，其後取被害

人之財物與強盜罪之構成要件並不相當，自不能以強盜殺人之結

合犯論擬。申言之，如當初僅有殺人之故意，而於殺人行為完成

後，始另行起意取其財物，應各別論罪，分論併罰。 

 

參、詐欺罪 

一、詐欺取財及得利罪 

(一) 客觀要件 

1. 行使詐術 

(1) 詐術內容 

＊案例 

甲向迷信的乙謊稱其為玉皇大帝派來凡間的小天使，如果

給甲 2000 塊，甲就可以實現乙想在台北買房子的願望，

乙見甲”神模神樣”覺得是真的，就交付 2000 塊給甲。 

 

所謂詐術是指傳遞與事實不符合之資訊18，進而使相對人有

產生錯誤認知的可能。 

 

而判斷是否為詐術，必須存在一個可檢驗真偽之現在與過

去的外在或內在事實，不包括純粹的價值判斷、意見表達 

 
18 黃榮堅，刑法問題與利益思考，2003 年 10 月，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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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見及將來的事實。 

 

(2) 詐術行為 

＊案例 

甲月底沒錢，可是餓到快升天，於是興起白吃白喝的念頭

進去莓而莓點餐，餐點吃完之後，甲趁老闆不注意腳底抹

油開溜。 

 

＊案例 

甲去勒髮買飲料，點了一杯 50 塊的波霸奶茶，甲拿 100

塊給店員，店員看成甲付的是 500 塊紙鈔，於是找了 450

塊給甲。甲覺得賺到了於是拿著 450 塊跟飲料離去。 

 

＊案例 

甲出賣其所有房屋給乙。實際上該屋為凶宅，但甲未主動

告知，乙也沒有詢問。 

 

手段並無限制，不問根據言語或動作，不僅積極主張事實

的作為，亦包含雖有告知義務卻對於以陷於錯誤之他方消

極隱瞞事實的不作為。19 

 

(3) 使相對人陷於錯誤 

＊案例 

甲逛菜市場，見乙所擺之攤販有酷似名牌之包包，乙向甲

推銷，稱包包是英國進口的名牌包，市價 10 萬塊，乙今

天跳樓大拍賣賣 1 萬塊就好，甲有點懷疑，但那包包看起

來真的好像名牌包而購買。實際上該包包為市值 100 塊的

假貨。 

 

所謂陷於錯誤是指詐術行駛的對象主觀上的認知與事實上

的情形不一致。而相對人要能夠陷於錯誤，必須對行為人

表達的資訊有所認識，也就是對於該資訊中的事實具有認

識能力，倘若相對人並不了解資訊的意義，就不能認為有

陷於錯誤的情形。 

 

至於相對人之誤認程度必須多高？通說主張，只要相對人

 
19 最高法院 90 年台上字 7781 號判決；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 567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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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行為人所宣稱的事實可能為真，而且真實的可能性高

於不真實的可能性，即便是出於被害人輕信或行為人的詐

術顯而易見，亦不影響陷於錯誤要素的實現。惟有學者援

用外國文獻主張被害人自我保護理論，倘若被害人本身就

可以經由適當手段保護自己利益，刑法即無介入之必要。20 

 

(4) 處分財產 

＊案例 

甲於大賣場秤人不注意時，將售價一千塊的巧克力放進每

箱標價一百塊的小瓜瓜巧克力禮盒中，搬至賣場收銀處結

帳，收銀人員不疑有他，向甲收取一百塊後將巧克力交付

於甲後任其離去。請問甲的行為評價？ 

 

＊案例 

甲按乙家門鈴，向乙聲稱其為乙小孩的老師要來做家庭訪

問，乙於是開門讓甲進屋，甲進屋後，趁機將屋內的值錢

花瓶帶走離開。 

 

＊案例 

甲騎腳踏車騎太快把車撞爛，於是把腳踏車送去給水源阿

伯乙修理。車修好後，丙向乙謊稱甲委託其來牽車，乙於

是將甲的腳踏車交付給丙。 

 

所謂財產上處分是指一切使財產利益發生變動的行為，包

括法律行為與事實行為，所以即便是無行為能力人所為的

物之交付，仍屬本罪的財產上處分。 

 

另外相對人為處分行為必須與財產減損之間存在直接性，

如果行為人必須再介入另一個不法行為，才會導致他人財

產減損，被害人所為就不能被視為處分財產的行為。此一

直接性的要求，主要是來自詐欺罪之自損犯罪性質，亦即

行為人係透過被害人之自損行為導致財產損害，目的在於

與他損犯罪性質之竊盜罪、強盜罪區分。 

 

而處分行為是否需有處分意思？21問題之形成在於，有關第

 
20 王梅英、林鈺雄，從被害者學談刑法詐欺罪，月旦法學雜誌第 35 期，頁 101-102 
21 19 上 1699 號判例：「詐欺罪之成立，要以加害者有不法而取得財物之意思，實施詐欺行為，

被害者因此行為，致表意有所錯誤，而其結果為財產上處分，受其損害。若取得之財物，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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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詐欺取財罪之財物移轉的判斷比較容易，且即便未有

處分行為，亦可成立竊盜罪；然有關第二項詐欺得利罪之

「無形利益移轉之有無」並非明確，且由於得利竊盜不具

可罰性界線；若屬於積極的處分行為較無問題，惟消極的

不作為之處分行為，則會發生主觀要件上是否須有權利喪

失、義務負擔之認識為必要的問題。而處分意思即係指認

識財物持有的移轉或利益的移轉與移轉的結果而言。 

 

陷於錯誤而處分財產之人與財產受損害之人可能分屬不同

人，即所謂的三角詐欺，此時行為人是成立詐欺罪還是成

立竊盜罪有所爭議，而一般認為若處分財產之人與財產受

損害之人存在貼近關係，其處分行為始符合處分財產要素 

，行為人成立詐欺罪。 

 

如何認定處分財產之人與財產受損害之人存在貼近關係？ 

 

○1 事實貼近理論 

  處分財產之人與財產受損之人，有事實上的密切關係， 

  第三人之處分可視為被害人之處分。 

 

○2 規範貼近理論(立場理論) 

  第三人站在被害人的地位而處分財產，該處分即可歸責 

  給被害人 

 

③處分權限理論 

  處分財產之人必須有法的權限，其處分才能視為被害人 

  所為 

 

2. 財產損害 

＊案例 

甲與乙約定性交易，事實上甲身上沒有半毛錢，與乙謊稱事

後會支付五千塊。而甲乙完事後，乙跟甲要錢，甲雙手一攤

 
於被害者交付之決意，不得認為本罪之完成。」 

33 年上 1134 判例：「刑法上之詐欺罪與竊盜罪，雖同係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取得

他人之財物，但詐欺罪以施行詐術使人將物交付為其成立要件，而竊盜罪則無使人交付財物之

必要，所謂交付，係指對財物之處分而言，故詐欺罪之行為人，其取得財物，必須由於被詐欺

人對於該財物之處分而來，否則被詐欺人提交財物，雖係由於行為人施用詐術之所致，但其提

交既非處分之行為，則行為人因其對於該財物之支配力一時弛緩，乘機取得，即與詐欺罪應具

之條件不符，自應論以竊盜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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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說，我沒錢(痞子樣)。請問甲的行為成立詐欺罪嗎？ 

 

＊案例 

甲打電話向非法律系學生乙販賣基礎刑法學(上)(下)，甲向乙

宣稱這本書非常淺白易懂，一般人閉著眼睛看也看得懂，一

心想成為法學大師的乙信以為真，兩人約定一星期後於北車

面交。隔天乙上網 GOOGLE 才發現這書非常博大精深，一般

人難以理解，於是立刻打電話向甲取消交易 

 

關於財產的概念，文獻上提出三種見解： 

(1) 純法律的財產概念，此說認為財產係指財產權利與財產義

務的總和，而財產損害是財產權利的喪失以及財產義務的

負擔。 

 

(2) 純經濟的財產概念，此說認為財產係具有金錢價值的物質

或利益以及金錢意義之債務的總和，不管這些物質、情狀 

、或債之關係從法律角度來看是否有意義或者是否應受保

護。 

 

(3) 法律及經濟折衷的財產概念：此說認為純經濟的財產概念

中，必須限制在受法秩序的保護，或至少不受法秩序非難

者，才能算是財產 

 

至於損害的認定，則有客觀說與主觀說的主張，所謂客觀的標

準係依照經濟交易觀點作為決定標準，也就是實際的支出與所

得從客觀的經濟行情來看，兩者的經濟利益是相等的話，就沒

有損害可言。而主觀的標準則是考慮到被害人的主觀評價，亦

即與使用目的具重大偏離就是一種損害 

 

(二) 主觀要件 

1. 故意 

2. 不法所有意圖 

 

二、收費設備詐欺罪(§ 339-1) 

(一) 客觀要件 

＊案例 

甲偷走乙的十塊錢，將該十元硬幣投進自動販賣機，取得一瓶麥

香紅茶，請問甲的行為成立收費設備詐欺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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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甲以偽幣十元投入自動販賣機，而取得麥香紅茶，甲的行為成立

收費設備詐欺罪嗎？ 

 

＊案例 

甲往自動販賣機猛力一踹，而掉出飲料，甲的行為成立收費設備

詐欺罪嗎？ 

 

1. 行為 

指以不正方法由收費設備取得財物或得財產上利益，本罪是要

處罰不支付費用而取得他人財物或利益的行為。由於對機器無

法以詐術而使之陷於錯誤，為彌補漏洞，故立本罪。 

而不正方法應如何解釋？ 

(1) 強調詐欺特性的解釋：不正方法是指，假設面對自然人時

是否必須採取可得推知的詐術 

(2) 主觀化的解釋：不正方法是指違反處分權人意思的使用行

為 

(3) 強調取得來源的解釋：取得來源為非法即為不正方法 

(4) 強調使用規則的解釋：不正方法是指不符合自動付款設備

知使用規則的行為 

 

2. 客體 

所謂收費設備是指藉由機械或電子控制系統在功能上設定預定

之對價，而由機械本身提供一定物品或勞務之設備。例如自動

販賣機 

 

所謂他人之物在解釋上應以動產為限，蓋因無法從收費設備取

得不動產，至於以動產論之電能、熱能及其他能量，亦得為本

罪之客體(§ 343 準用§ 323)，或者認為係得財產上利益，例如以

電動車由收費之充電設備充電。 

 

(二) 主觀要件 

1. 故意 

2. 不法所有意圖 

 

三、自動付款設備詐欺罪(§ 339-2) 

(一) 客觀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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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甲在路上撿到乙的提款卡，提款卡背面還有密碼，於是甲持乙的

提款卡至自動提款機盜領十萬塊。甲的行為成立自動付款設備詐

欺罪嗎？ 

 

＊案例 

甲拿偽造的金融卡，領光乙帳戶裡的錢，甲的行為成立自動付款

設備詐欺罪嗎？ 

 

＊案例 

甲委託乙幫甲領 1000塊，於是交付金融卡給乙，乙卻領了 2000

塊，私吞 1000塊，甲的行為成立自動付款設備詐欺罪嗎？ 

 

1. 行為 

本罪的不正方法，爭議如前所述。 

 

2. 客體 

所謂自動付款設備，係指藉由電子控制系統設置預定之功能，

而由機械本身提供一定之現金、劃撥、轉帳或通匯等之設備，

例如自動提款機。 

 

(二) 主觀要件 

1. 故意 

2. 不法所有意圖 

 

四、加重詐欺罪(§ 339-4) 

立法理由： 

近年來詐欺案件頻傳，且趨於集團化、組織化，甚至結合網路、電

信、通訊科技，每每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此與傳統犯罪型態有別，若

僅論以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責，實無法充分評價行為人之惡性。 

 

參德國、義大利、奧地利、挪威、荷蘭、瑞典、丹麥等外國立法例，

均對於特殊型態之詐欺犯罪定有獨立處罰規定，爰增訂本條加重詐欺

罪，並考量此等特殊詐欺型態行為之惡性、對於社會影響及刑法各罪

衡平，將本罪法定刑定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

元以下罰金，且處罰未遂犯。 

 

第一項各款加重事由分述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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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為人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施以詐欺行為，被害人係因出

於遵守公務部門公權力之要求，及避免自身違法等守法態度而遭

到侵害，則行為人不僅侵害個人財產權，更侵害公眾對公權力之

信賴。是以，行為人之惡性及犯罪所生之危害均較普通詐欺為

重，爰定為第一款加重事由。 

 

(二) 多人共同行使詐術手段，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其主觀惡性較單

一個人行使詐術為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仿照本法第二百二

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立法例，將「三人以上共同犯之」列為第

二款之加重處罰事由。又本款所謂「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不限

於實施共同正犯，尚包含同謀共同正犯。 

 

 

(三) 考量現今以電信、網路等傳播方式，同時或長期對社會不特定多

數之公眾發送訊息施以詐術，往往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此一不特

定、多數性詐欺行為類型，其侵害社會程度及影響層面均較普通

詐欺行為嚴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定為第三款之加重處罰事

由。 

 

肆、恐嚇罪 

一、恐嚇取財得利罪 

(一) 客觀要件 

＊案例 

乙偷七七乳加巧克力，被店家老闆甲發現，甲向乙要求支付一萬

塊的封口費，否則就要將乙移送法辦。請問甲的行為成立恐嚇取

財罪嗎？ 

 

＊案例 

詐騙集團成員甲以電話恐嚇乙，聲稱乙的小孩被甲綁架，乙如果

不去 ATM 匯款，甲就要將人質撕票，乙於是遵照指示匯款至甲

指定的帳戶。事實上甲未擄走乙的小孩。22 

 
22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5 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 第 24 號 

問題要旨： 

 

 

討論意見： 

詐騙集團（三人以上共同犯案）以虛構之事實恐嚇被害人，致使被害人誤信為真，因擔憂其家人生命 

、身體之安危而交付財物，是否構成刑法第 339 條之 4 第 1 項第 2  款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 

或刑法第 346 

條恐嚇取財罪？ 

甲說：應依法規競合，論以刑法第 339  條之 4  第 1  項第 2  款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 

 

https://db.lawbank.com.tw/FINT/FINTQRY04.aspx?id=Q%2cB%2c20161116%2c024&ro=1&dty=Q&ty=*&tn=%E6%B3%95%E5%BE%8B%E5%95%8F%E9%A1%8C&kw=%e8%87%ba%e7%81%a3%e9%ab%98%e7%ad%89%e6%b3%95%e9%99%a2%e6%9a%a8%e6%89%80%e5%b1%ac%e6%b3%95%e9%99%a2105%e5%b9%b4%e6%b3%95%e5%be%8b%e5%ba%a7%e8%ab%87%e6%9c%83%e5%88%91%e4%ba%8b%e9%a1%9e%e6%8f%90%e6%a1%88%e7%ac%ac24%e8%99%9f&opinion=&argument=&judgesort=&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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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為 

所謂恐嚇是指使人心生畏懼的事項為內容之加害通知。恐嚇取

財罪的的恐嚇手段與強盜罪的脅迫手段，都是使他人心生畏懼

心的加害通知。而兩者的區別，早期實務見解認為，恐嚇是將

來之惡害通知，脅迫則是現在之惡害通知。後來實務上改變見

解，以行為人施用的強制手段是否足以壓制被害人的意思，致

使其不能抗拒，若是則為脅迫，若否則為恐嚇 

 

而恐嚇使人將物交付，有時亦含有詐欺性質，惟其與詐欺罪的

區別，實務上認為是行為人有無使用威嚇，使人心生畏懼為斷 

。若已使他人心生畏懼，進而交付財物，則應成立恐嚇取財罪 

 

2. 結果 

本罪的行為必須有使人交付物或得財產上利益之結果。 

(二) 主觀要件 

1. 故意 

2. 不法所有意圖 

 

伍、考古題 

一、108 年政大 

甲出於強盜的目的而出手殺害 A，並立刻 LINE 好友乙，要乙馬上趕到現場 

。完全不知情的乙抵達時發現 A 剛斷氣不久，聽甲說明情況與目的後，決

定與甲共同搜刮 A 身上所有值錢的物品。未料兩人剛動手就發現附近有警

察巡邏，雙雙落荒而逃，一無所獲。請問甲、乙之刑事責任為何？ 

 

 

 

二、106 年司法官(改編) 

台北世貿正在舉辦電腦展，甲打算前往購買筆記型電腦，至銀行自動提款

機領錢。甲原本預計要領 30000 元，不過不小心按錯鍵，按到 3000 數字，

甲一按完，立刻感覺到自己按錯鍵了，但沒想到提款機吐出的金額一眼即

看出不只 3000，拿起來一算，竟是 30000 元，而帳戶的明細表金額卻僅扣

除 3000 元。甲發現提款機作業系統故障，想好好撈一筆，於是再按下

3000 元的按鈕，提款機依然吐出 30000 塊，甲開心的帶走 60000 塊離去。 

請問甲第二次提款溢領的行為成立自動付款設備詐欺罪(§ 339-2)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