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題目之提出與說明 

壹、研究動機 

一、網路遊戲犯罪現象 

由於電腦可以快速且精確地處理大量資料，因此自電腦普及以來，已廣泛地

被運用在各種人類的生活領域裡。尤其是網際網路的蓬勃發展，其與電腦所結合

的運用，更是帶給人們前所未有的生活經驗。而在這樣的虛擬空間中，藉由個別

或群組資訊系統的網路連結，使得不同國籍的人可以不用現身，即能使資訊快速

地傳播以及分享。人們的距離因為多元的資訊可以同時相互傳遞而縮短，互動也

愈加頻繁。然而人類關係互動的頻繁與便利，雖然會帶來較多的利益，但也會造

成更多的衝突。而當衝突升高到必須以法律來禁止的時候，就會以刑罰規範的方

式來回應。因此產生了電腦犯罪的概念。 

 

網路遊戲隨著電腦、網路設備的普及1，已成為我國資訊產業的閃亮之星，

光是造訪網路遊戲網站之人數，即達數百萬之譜，預估實際參與網路遊戲之人

數，應已達百萬人次以上。其中有關網路遊戲中的虛擬貨幣以及虛擬裝備（以下

簡稱「虛擬寶物」），是參與遊戲所不可或缺的工具，玩家除了向業者購買之外，

另一個重要的管道，即是透過玩家間的私下交易而取得2。因為有利可圖，坊間

                                                 
1 根據資策會調查資料顯示，台閩地區家用電腦普及率達 73％，推估我國有 520 萬家戶擁有電

腦，其擁有基本的連網設備，為我國潛在連網家庭之基礎。而網路在我國民眾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日趨重要，2004 年我國家庭連網普及率已逾六成，達 61％，推估我國有 432 萬的連網家庭。見

http://www.find.org.tw/0105/howmany/howmany_disp.asp?id=91（2005/4/22 造訪）。 
2 目前虛擬寶物的交易金額，每年已有高達九億美元的規模。見http://tw.stock.yahoo.com/xp/2005 
0913/49/22247481858.html（2006/09/13 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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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代客操作或專以販賣虛擬寶物的職業玩家出現。且正因虛擬寶物在現實生

活中，具備財產交易價值，故也成為網路遊戲犯罪的客體，民國九十一年八月，

即出現關於網路遊戲虛擬寶物不法移轉的判決3。然而實務在面對此一新興的犯

罪樣態，處理上因存在不同的思考方式，以至於類似的案例，會出現不同的論述

過程及結論。這樣的現象，在妨害電腦使用罪章立法之後並無改善，反而在適用

上亦趨複雜4。而本國文獻對於竊取虛擬寶物行為的討論，主要可分為兩個範疇，

其一為無權取得電磁紀錄行為的刑法規範問題，其二為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

不正使用電腦詐欺得利罪的適用問題5。這兩個部分，皆與電腦犯罪規範相涉，

特別是在構成要件的解釋上，隨著電腦犯罪規範保護法益的發展，也會有不同的

結論。然而在文獻的討論上，大多側重於個別條文構成要件適用的闡釋，對於整

體電腦犯罪規範的發展甚少著墨。以致於因為在保護法益的認定方面存有不同意

見，而導致相同的行為，有不同的論罪結果。 

 

因此，本文想要藉由竊取虛擬寶物行為之案例，來探討現行法有關電腦犯罪

的規範，並期於釐清相關概念後，可以提供一個妥適的解決方案。 

 

 

 
                                                 
3 台北地方法院九十一年度簡字第二三九一號判決。 
4 詳請見第六頁圖表的說明。 
5 甘添貴，虛擬遊戲與盜取寶物，臺灣本土法學雜誌，50 期，2003，179～187 頁；葉奇鑫，我

國刑法電腦犯罪修正條文之立法比較及實務問題研究，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論文集（六），2003，
106～107 頁；王銘勇，天幣竊盜之刑事責任，科技法律透析，15 卷 7 期，2003，27～38 頁；陳

健民，竊盜乎？詐欺乎？－談虛擬世界犯罪處罰問題，國家政策論壇，1 卷 9 期，2001，182～
183 頁；蔡蕙芳，電磁記錄無權取得行為之刑法規範，中正法學集刊，13 期，2003，97～195 頁；

蔡仲彥，竊取電磁記錄與竊取虛擬物品，中央警察大學學報，41 期，2004，367～378 頁；蘇勝

嘉，網際網路之犯罪型態－以網路連線遊戲為中心，臺北大學法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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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路遊戲犯罪的相關刑事判決 

（一）案例事實 

甲、乙二人皆參與遊戲橘子公司所代理之網路遊戲「天堂」，並加入於同一

網路伺服器主機－「白晝」，甲因在旁窺視而得知乙登入遊戲之帳號及密碼，於

乙下線時，同時登入自己與乙的帳號及密碼，進入「白晝」伺服器主機中，並透

過輸入指令之方式，將乙所有之虛擬裝備、貨幣，轉移至自己所支配的角色身上

後，隨即下線。事後乙登入時，始發現其所支配之虛擬裝備、貨幣已不翼而飛。 

 

（二）判決摘要 

下述判決摘要，分為妨害電腦使用罪章施行之前與之後來介紹，旨在凸顯實

務判決對於上述案例事實的論罪思維，是否因為妨害電腦使用罪章的增訂而有所

改變。 

 

1、妨害電腦使用罪章施行之前 

（1）臺灣基隆地方法院九十二年度基簡字第八一七號 

被告紀○○竊取之電磁紀錄（天堂虛擬裝備、武器、道具），恆須利用遊戲

伺服器所虛擬空間，方能支配使用，無法經由單機複製，且被告係經由「天堂」

線上遊戲伺服器，同時破壞被害人所持有「天堂」遊戲虛擬裝備、武器、道具等

電磁紀錄之支配關係，並進而建立自己之持有支配關係；又被告藉由其友魏○○

之電子信件而得知告訴人周○○之遊戲帳號與登入密碼，登入「天堂」網路遊戲

之伺服器主機，使伺服器主機內電磁紀錄之處理產生干擾而誤以為係有權限者之

使用行為，並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周○○（雖亦生損害於經營「天堂」線上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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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遊戲橘子數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惟刑法第三百五十二條第二項干擾他人電磁

紀錄罪，係告訴乃論之罪，遊戲橘子數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對被告干擾其所維

護之伺服器主機電磁紀處理錄犯行部分提出告訴）；再者，被告擅自輸入被害人

之遊戲帳號及密碼登入「天堂」網路遊戲伺服主機並消耗彼等以金錢所購買之遊

戲時數（點數），免除支付予「天堂」線上遊戲之對價，有為自己不法利益之意

圖甚明。核被告紀○○所為，係犯刑法第三百二十三條、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之

竊盜電磁紀錄罪、第三百五十二條第二項之干擾電磁紀錄罪及第三百三十九條第

二項之普通詐欺得利罪嫌。其所犯前揭三罪間，有方法、結果之牽連關係，依刑

法第五十五條之規定，應從一重之詐欺得利罪處斷。 

 

（2）臺灣基隆地方法院九十二年度基簡字第九四三號 

按被告以不正指令進入遊戲橘子公司客戶帳號變更電磁紀錄（天堂虛擬裝

備、武器、道具），恆須利用遊戲伺服器所虛擬空間，方能支配使用，無法經由

單機複製，且須經由「天堂」線上遊戲伺服器，變更被害人所持有「天堂」遊戲

虛擬裝備、武器、道具等電磁紀錄，而取得他人之財產；又被告輸入被害人張○

○之遊戲帳號及密碼登入「天堂」網路遊戲伺服主機，免除支付予遊戲橘子公司

所代理「天堂」網際網路線上遊戲之對價，亦有為自己不法利益之意圖甚明。核

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第二項之以不正方法將不正指令輸入電

腦而不法取得利益罪（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一年法律座談會刑事類第十則之審查意

見亦認被告之右開行為中竊取虛擬裝備、武器、道具之行為，雖同時構成竊盜刑

法第三百二十三條之電磁紀錄罪、第二百二十條第二項、第二百十條之變造電磁

紀錄罪、第三百五十二條第二項之干擾他人電磁紀錄處理罪等多項罪名，然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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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第二項之規定既可涵括該等犯罪全部構成要件，則基於全部

法應優於一部法而適用之法理，自應以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第二項處斷）。 

 

2、妨害電腦使用罪章施行之後 

（1）臺灣台中地方法院九十二年度訴字第二七六二號 

被告范○○意圖為自己不法之利益，無故輸入王○○「天堂」線上遊戲的帳

號及密碼，而入侵遊戲橘子公司之電腦「公牛伺服器」，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

三百五十八條之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而入侵他人之電腦罪。其因而致遊戲橘

子公司陷於錯誤，誤認確係王○○合法進入該公司的電腦「公牛伺服器」，而提

供「天堂」線上遊戲供被告使用，消耗王○○以金錢向遊戲橘子公司購買之遊戲

時數（點數），被告即以此方法取得免費使用「天堂」線上遊戲之財產上不法之

利益，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二項之詐欺得利罪。被告嗣於同一

台電腦內，同時輸入自己向遊戲橘子公司申請之「天堂」線上遊戲的帳號及密碼，

再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將王○○在該帳號內所虛擬之角色「Ｏ亞特斯Ｏ」、「女

法師小如」名下，如附表所示之「精靈鏈甲」等虛擬財產之電磁紀錄，接續移轉

至自己帳號內所虛擬之角色「你不要太搖擺」名下，無故取得王○○儲存在遊戲

橘子公司電腦「公牛伺服器」內，如附表所示之「精靈鏈甲」等虛擬財產之電磁

紀錄，致王○○無法經由電腦程式之判讀，再行支配該表彰虛擬財產之電磁紀

錄，而生損害於王○○，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之無故取得他人電

腦之電磁紀錄罪。被告先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將附表所示之「精靈鏈甲」等虛

擬財產之電磁紀錄，移轉至虛擬角色「你不要太搖擺」名下，而無故取得王○○

儲存在遊戲橘子公司電腦之電磁紀錄之行為，係基於同一無故取得他人電腦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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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紀錄犯意下之接續行為，僅侵害一個法益，為接續犯，只論以單純一罪。所犯

前開三罪間，有方法結果之牽連關係，為牽連犯，依刑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從一

重以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之無故取得他人電腦之電磁紀錄罪處斷。 

 

（2）臺灣台南地方法院九十二年度簡字第四六三號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第二項、第一項以不正方法將不正

指令輸入電腦而得財產上不法利益罪、第三百五十八條無故入侵他人電腦罪、第

三百五十九條無故取得他人電磁紀錄罪。被告以不正方法將不正指令輸入電腦，

變更他人之電磁紀錄而取得財產上不法之利益，其行為亦含有詐欺得利之性質，

然依全部法優先適用一部法之原則6，自應適用全部法之規定即依刑法第三百三

十九條之三第二項以不正方法將不正指令輸入電腦而得財產上不法利益罪處斷。 

 

（三）問題所在 

由上述四則判決要旨觀之，對於該案例事實的論處，不論是修法之前或是之

後，判決模式皆可區分為兩種類型：其一，將犯罪事實分為兩個主要部分來討論，

前階段為無權輸入帳號、密碼而進入遊戲；後階段為進入遊戲後，輸入指令以變

更虛擬寶物之支配權，這裡所指之支配關係，有別於一般有體物之事實上的支

配，而係對於該電磁記錄透過電腦處理後，所呈現之資訊（無體性）的支配。關

於虛擬寶物的性質，本來就是透過畫面的顯示，而營造出具有類似現實空間大

小、遠近之空間感的視覺效果，使遊戲之參與者直覺地認為對於虛擬物品有事實

                                                 
6 有關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與第三百五十九條為全部法與一部法關係之論述，詳細說明可見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刑事判決九十四年度易字第九一九號判決理由：「參酌刑法第 359 條立法理由

之說明，可知刑法第 339 條之 3 係針對不法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更紀錄，且已生取得他人財產或

財產上不法利益結果之行為，所為之規範，至於刑法第 359 條則無此取得他人財產或財產利益之

限制，可見刑法第 359 條相較於同法第 339 條之 3，係屬一部法與全部法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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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支配。其二，則是將上述前、後階段之行為，做為一個整體的評價對象。在

罪數方面，也因此表現出不同的處理方式。有關實務判決的論罪模式整理如下，

其中關於無權輸入帳號、密碼而進入遊戲之行為，另涉行使偽造私文書罪，惟大

部分判決未提及，故不列於上表之中。該部分將另於本論文第五章中討論。 

 

 妨害電腦使用罪章施行之前 妨害電腦使用罪章施行之後 

第

一

種

模

式 

 

◎案由：竊盜等 
◎前階段可能構成： 

§ 339Ⅱ、舊法§ 352Ⅱ 
◎後階段可能構成： 

舊法§ 323+§ 320Ⅰ 
◎ 罪 數 ： 依 牽 連 犯 之 規 定 論 以

§ 339Ⅱ 

◎案由：妨害電腦使用罪 
◎前階段可能構成： 

§ 339Ⅱ、§ 358 
◎後階段可能構成： 

§ 359 
◎罪數：依牽連犯之規定論以§ 359 

第

二

種

模

式 

 

◎案由：詐欺等 
◎整體犯罪構成： 

舊法§ 323+§ 320Ⅰ、§ 339-3Ⅱ、

舊法§ 352Ⅱ 
◎罪數：以全部法與一部法之關係

為基礎，論以全部法之§ 339-3Ⅱ

◎案由：妨害電腦使用罪 
◎整體犯罪構成： 

§ 339-3Ⅱ、§ 358、§ 359 
 
◎罪數：以全部法與一部法之關係為

基礎，論以全部法之§ 339-3Ⅱ 

 

就妨害電腦使用罪章施行前後而言，在判決上的反應似乎只是形式上將舊法

條文替換成新法條文（例如：舊法§ 323+§ 320Ⅰ換成現行法§ 359；舊法§ 352Ⅱ

換成現行法§ 358）。對於實質上的差異（如保護法益等），在判決理由中皆未著

墨。因此，從適用的結果上來觀察，除了引用不同的條文之外，並無差別。然而

這樣的結論，即電腦犯罪規範正由實體權保護轉向程序保護的趨勢7有所背離。

                                                 
7 以往電腦犯罪規範係以實體權利做為保護的對象。然而隨著科技發展，人類對於電腦的依賴與

日遽增，以致於電腦資料處理所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可能是財產、也可能是隱私、甚至是牽連

到國家、社會安全的運作。因此若是能夠對於電腦資料處理的過程（程序）加以保障，那麼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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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若以程序保護規範意旨來解釋妨害電腦使用罪章，那麼刑法第三百五十九

條之規定就不會是舊刑法中電磁紀錄（準動產化）竊盜罪的替代。 

 

其次，就虛擬寶物的性質而言，實務判決理所當然地將其認為是受刑法所保

護的財產（利益）。因此在論罪科刑上，直接適用相關的財產犯罪規範來評價。

然而虛擬寶物畢竟與實體財產有本質上的不同，將虛擬寶物等同於實體財產來保

護，需要有更進一步的論證。 

 

此外有趣的是，同樣是無權輸入帳號、密碼而進入遊戲的行為，在第一種模

式的判決中，被認為是屬於傳統詐欺罪的範疇；而在第二種模式的判決中，則一

致地認為是屬於電腦詐欺的類型。然而傳統詐欺罪與電腦詐欺罪之規定，在通說

的見解當中，應該是屬於互斥的關係8。何以相同的事實，會有不同的結論，就

此有必要就電腦詐欺罪的性質，作進一步的分析。 

 

而在罪數的處理方面，第一種模式，將上述案例之行為視為數行為，故在罪

                                                                                                                                            
其後所涉的實體權利也都可以獲得確保。而這種保障，相對於實體權保護而言，是屬於程序保護

的概念，但本身還是實體權。詳請見本文第二章的說明。 
8 電腦詐欺罪的出現，學說認為，其主要目的是在於填補傳統財產犯罪規範的漏洞（見：林山田，

評詐欺罪章中之新增三罪，月旦法學雜誌，49 期，1999，88 頁。黃榮堅，刑法增修後的電腦犯

罪問題，刑罰的極限，1999，314 頁。曾淑瑜，刑法分則實例研習－個人法益之保護，2004，354
頁。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27 頁。謝開平，電

腦詐欺在比較刑法上之研究，國立台北大學法學系博士論文，2003，33 頁以下）。以到自動櫃員

機提款為例，行為人利用該機器設計上的限制，以濫用電腦之方式（例如：持竊得之金融卡，至

自動櫃員機輸入密碼提款或轉帳），取得財物或不法利益。在上述案例中，如果以傳統的詐欺罪

來檢驗，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是，電腦是否會陷與錯誤。有學說認為，電腦的運作，乃是依據程式

的設計，只要是符合程式所設計的條件，該電腦所得出的判斷，皆是「正確」，而無錯誤可言。

因此，在以自然人陷於錯誤為其成立要件的傳統詐欺罪當中，無適用之虞地，而有從新立法之必

要。詳見：黃榮堅，刑法增修後的電腦犯罪問題，刑罰的極限，1999，314 頁。林東茂，刑法綜

覽，2004，2-141 頁。謝開平，電腦詐欺在比較刑法上之研究，國立台北大學法學系博士論文，

200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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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的處理上，係以牽連犯來論處；第二種模式，則將上述案例之行為視為一個整

體行為，因此在罪數方面是用法條競合來處理。據此可知，分歧的重點在於行為

數的認定。然而，實務判決中，對於上述案例事實究屬一行為，抑或數行為，於

判決理由中並未交代其思考脈絡為何。 

 

貳、問題意識 

透過上述的說明，突顯了實務在處理相關案例事實所產生的問題。而這些問

題的答案更是會影響到前述的犯罪判斷。因此本文以下欲透過問題意識的聚焦，

說明這些問題影響犯罪判斷的理由。 

 

一、電腦犯罪規範的保護法益 

在進入遊戲後，輸入指令以變更虛擬寶物之支配權的行為方面，實務見解認

為該虛擬寶物可由遊戲帳號所有人支配。這種支配的概念，在妨害電腦使用罪章

立法前，係延續對於「有體物」支配的思維而來，忽略了盜用虛擬寶物行為在現

實情況下所代表的意義。因而主張該虛擬寶物亦為竊盜罪的保護客體，而有其適

用。在妨害電腦使用罪章立法後，雖然電磁記錄已經不再是竊盜罪的行為客體，

然而實務在用語還是使用「移轉」的概念來說明，就其基本思維而言，並未改變

9。然而這樣的適用結果，只是從條文文字的形式意義來詮釋，卻忽略了規範背

後的立法意旨與保護法益。如果沒有考量到規範背後的基本思維，那在條文的詮

釋適用上就會產生問題。 

 

                                                 
9 「移轉」的概念，還是延續支配有體物而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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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虛擬寶物的性質 

虛擬寶物的性質與實體財產有本質上的不同，因為虛擬寶物是電腦機器應對

其中的儲存（電磁）紀錄，透過光、電作用所聚合而成的螢幕影像，在權利性質

方面，屬於債權的一種利益關係，此與實體財產的所有權不同，故在侵害的方式

也不一樣。且虛擬寶物是運行網路遊戲下的產物，遊戲中的財產是否與應該用刑

法來保護，不無疑義。因此，虛擬寶物是否應等同實體財產而受刑法規範來保護，

這個前提必須先確立，始有進一步討論的餘地。 

 

三、偽造文書印文罪的論處 

在判決中常常可以看到，實務將「使用者之帳號、密碼」以及「虛擬貨幣、

裝備」認定為電磁記錄（準文書），然就其行使或變更之行為，卻咸少對於偽造

文書印文罪章之規定加以討論10。該部分可能是判決疏漏，故亦為本論文討論重

點之一。 

 

四、電腦詐欺罪與傳統詐欺罪的關係 

傳統詐欺罪與電腦詐欺罪二者，在通說的看法中認為是屬於互斥關係，而具

有本質上的不同。然而實務見解對於相同行為的評價，有認為是傳統詐欺罪類

型，亦有認為是電腦詐欺罪類型。這個矛盾的產生，其原因可能是其中一個評價

（規範涵攝）過程有錯誤；也可能是「傳統詐欺罪與電腦詐欺罪二者為互斥關係」

的這個前提不正確。因次要釐清上述問題，必須從電腦詐欺罪的概念分析切入。 

 

                                                 
10 王銘勇，線上遊戲相關犯罪問題之研究，法學叢刊，196 期，2004，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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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不正方法的解釋 

「無權」輸入帳號、密碼而進入遊戲之行為，在第二種模式當中，實務見解

理所當然地將之認定為合致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以不正方法將不正指令輸

入電腦」之構成要件。於其判決理由中，卻未見說明。而「無權」輸入帳號、密

碼之行為，是否合於電腦詐欺罪之構成要件，學說間仍存有疑義。在學說上討論

較多的情形是未經授權濫用他人提款卡的情形（例如：竊取或拾獲他人之提款

卡，並取得密碼而至自動櫃員機提款），有認為11該手段不屬於電腦詐欺罪中的「不

正方法」。亦有認為12該情形亦屬於電腦詐欺罪中的「不正方法」。就此爭執的關

鍵在於「無權」要件的判斷標準。因此有必要為進一步分析。 

 

六、罪數行為數的認定 

實務見解在面對上述事實案例時，由判決理由中可以發現，存在著兩種不同

的策略。透過上述的觀察可以知道，分歧的關鍵在於行為數的認定。然而，上述

案例究屬一行為，抑或數行為，在判決理由中並未交代其思考脈絡為何。且這個

部分更重要的是也會影響到罪數的認定。因此，必須從行為數的概念來切入。 

 

另外，關於第二種模式，在罪數的認定上，係以全部法與一部法之關係為其

論理基礎，然而，就妨害電腦使用罪章立法前的規定而言，竊盜罪與詐欺罪係有

本質上的不同，何以二者之間具有全部法與一部法的關係，令人不解。雖然，在

                                                 
11 林山田，刑法各罪論（上冊），2004，467 頁；黃榮堅，刑法增修後的電腦犯罪問題，刑罰的

極限，1999，318 頁。 
12 甘添貴，體系刑法各論第 2 卷，2004，326 頁；黃常仁，「困頓新法」─論刑法第三三九條之

一、第三三九條之二與第三三九條之三─，本土法學雜誌，27 期，2001，9 頁。曾淑瑜，刑法分

則實例研習－個人法益之保護，2004，354 頁。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

學研究，18 期，2003，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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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電腦使用罪章立法之後，這個矛盾暫獲疏解。但是有關妨害電腦使用罪章與

電腦詐欺罪的競合問題仍舊存在，因此有必要再為討論。 

 

第二節  論文架構與研究方法 

 

本文欲藉由竊取虛擬寶物行為之案例，來探討現行法有關電腦犯罪的規範，

並期於釐清相關概念後，可以提供一個妥適的解決方案。因此首先於第二章擬對

於電腦犯罪規範的發展進程為說明，透過美國、德國13、日本等外國立法例的介

紹，來瞭解不同時期對於電腦犯罪規範的立法思維與保護法益。進而藉此檢討我

國相關的立法規定，特別是關於妨害電腦使用罪章的解釋。 

 

在釐清目前電腦犯罪規範的立法思維與保護法益之後，接著要討論的是「竊

取」虛擬寶物行為的刑法規範。由於虛擬寶物與實體財產具有本質上的不同，因

此在第三章的一開始，首先是對於虛擬寶物在哲學上與經濟學上的意義加以說

明，並就其在法律上的意義為闡釋。於瞭解虛擬寶物在刑法規範上的定位之後，

始進一步討論「竊取」虛擬寶物行為的罪責。其中特別是關於電磁記錄竊盜罪（舊

法）與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無故取得電磁記錄罪的說明，藉由二者的比較，瞭解

該等規範的意義與目的後，進而對於「竊取」虛擬寶物行為加以分析。 

 

由於本文認為妨害電腦使用罪章之規範，乃在於保護資料處理程序的安全

（見本文第二章）。故有關該章條文之適用，也必須是以此為前提。因此竊取虛

                                                 
13 由於語文能力所限，有關德國方面的資料，所引用者皆為二手翻譯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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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寶物行為在概念上並非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取得、刪除變更電磁紀錄罪的規範

對象，只能轉向與電磁紀錄有關的其他實體權規範來評價。而竊取虛擬寶物行為

在概念上屬於「利益」的取得，且就整體案例事實觀之，該行為亦與不正使用電

腦行為相涉，因此以下便就電腦詐欺罪之刑法規範為討論標的，以期能獲一妥適

的解決方案。 

 

基於上述理由，本文第四章主要是對於電腦詐欺罪的相關規範為解釋說明。

而關於案例事實中行為人所為之「無權」輸入帳號、密碼行為，是否屬於條文所

稱的「不正方法」，必須透過電腦詐欺行為的分析，始能釐清。因此本章首先就

電腦詐欺罪的規範目的為介紹。於釐清其與傳統詐欺罪的關係後，進而分析各該

構成要件的解釋適用，特別是關於「不正方法」的解釋。由於我國有關電腦犯罪

規範等規定，係參考日本立法例而來14。又德國之立法較日本為先，其學說與實

務案例的討論，亦較日本豐富。因此，在構成要件的解釋方面，本文擬先就該兩

國之立法例與學說為介紹15。藉由外國立法例與學說的說明，釐清各該（外國立

法例）構成要件的適用關係。進而透過比較法的方式，探討我國關於電腦詐欺罪

之構成要件應如何解釋適用。最後，再將本案之案例情形納入解釋討論。 

 

第五章則依據上述研究結論，針對本文緒論所提之案例為分析。而此章主要

分為三個部分：其一是關於行為數的認定，本文擬先就關於一行為的諸種定義為

                                                 
14 參見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之立法理由。 
15 雖然美國法中亦有關於電腦詐欺的規定，但是因為我國電腦詐欺規範，主要係參考德、日立

法例而來。且在條文的設計上或立法意旨，皆與美國法不同。因此，在探討我國關於電腦詐欺罪

之構成要件應如何解釋適用的問題上，本文側重於與德國法、日本法的比較解釋。至於有關與美

國法的比較分析，則須另外為文討論。此外，由於語文能力所限，有關德國方面的資料，所引用

者皆為二手翻譯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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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接著，分析各說之優劣，試圖由其中得到一個比較妥適的定義，並藉此檢

驗本案案例。其二為對於犯罪事實的評價，特別是關於前述實務判決的歧異，希

望可以透過構成要件的解釋，找出最妥適的論罪方案。並就刑法第二條有關法律

變更規定之適用，做一說明。其三則是對於引起研究動機的案例，進行罪數的處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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