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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電腦網路科技的進步，相關的電腦運用也與日遽增。這樣的發展除了帶

給人們便利之外，也產生了許多新的犯罪現象。其中關於未經授權進入使用電腦

1的行為，也因為電腦網路設備的普及而日益增加。行為人的目的，可能只是基

於惡作劇而為的行為，也可能是為了刺探他人隱私或是意圖影響電腦資料處理程

序以取得利益或侵害他人權利。在後者的情形當中，因為目前許多政府或企業的

資料處理皆有賴電腦來執行，因此行為人的「入侵」行為，可能會造成重大的損

害。為了遏止這樣的情形，處罰未經授權進入使用電腦的行為，已成為近年來電

腦犯罪的立法趨勢2。然而行為的處罰，必須是以法益受到侵害為前提。關於上

述行為的論處，究竟只是對於保護傳統法益而為的提前處罰規範；還是該行為本

身即隱含著侵害新法益的內涵？若是後者，那麼該新法益又是什麼？就此皆有必

要加以釐清。因此，以下便從外國電腦犯罪規範的發展進程為介紹出發，藉由觀

察立法規範的演變，來瞭解電腦犯罪規範的立法趨勢，並透過該立法趨勢的分

析，探討所欲保護的法益。在釐清相關概念之後，進而藉此檢討我國相關的立法

規定與法律適用。 

 

 

                                                 
1 未經授權進入使用電腦的行為，即指入侵電腦行為。此一用語，係源自英文的「access」，按其

原本字意有接近、進入的意思。而在電腦辭彙中，更有解釋為使用、存取等概念。因此有關電腦

犯罪中「access」用語的理解，應是指「進入」電腦系統「使用」之意。此外「入侵」一語，已

是帶有評價色彩的用語，其旨即在於描述未經授權而進入使用電腦的行為。 
2 李崇偉，電腦網路入侵行為之刑事立法研究，中央警察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7
頁以下；黃英豪，網路入侵刑法規制的國際動向之分析，台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20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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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犯罪之法律適用與立法 

第一節  電腦犯罪規範 

壹、電腦犯罪的定義 

研究電腦犯罪問題，首先必須先就「電腦犯罪」為定義。然而電腦技術日新

月異，新型態的電腦犯罪行為，仍會繼續出現。因此要尋一個求較為一致的法律

定義，並不容易。論者認為，電腦犯罪的定義，僅能由研究者就其研究需要而提

出3。在我國，對於電腦犯罪的定義形成共識的關鍵性文章，是林山田教授在一

九八四年間所陸續發表的論文4。按其敘述，電腦犯罪的定義約有三種，即廣義

說、狹義說以及折衷說5。 

 

廣義說係泛指所有與電腦相關（包括電腦科技、電腦系統以及電腦資料的處

理）之犯罪。亦即凡以電腦為犯罪工具，或以電腦為犯罪目的的所有犯罪行為，

皆包括在內。這樣的理解，使得有些與「電腦特質」無關的犯罪行為，例如：以

電腦硬體設備砸人，或是侵入工廠竊取積體電路行為，也會被認為是電腦犯罪。 

 

狹義說則著重於與電腦資料處理有關（例如：竄改、毀損、無權取得或無權

利用電腦資料等行為）的故意且違法之財產破壞行為。這樣的定義乃是將電腦犯

罪認為是破壞「財產法益」的財產犯罪。 

 

而折衷說的主張，則認為電腦犯罪是指行為人濫用或破壞電腦，而違犯具有

電腦特質的犯罪行為。所謂「電腦特質」是以違犯、追訴或審判程序的判斷是否

                                                 
3 林山田，刑事法論叢（一），1997，137 頁。 
4 林山田，論電腦犯罪，軍法專刊，30 卷 8 期，1984，2～8 頁；林山田，電腦犯罪之研究，政

大法學評論，30 期，1984，45～66 頁。 
5 林山田，刑事法論叢（一），1997，1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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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電腦專業知識為準。此說為林山田教授所提出，其認為按廣義說的見解，會

使電腦犯罪的範圍變得相當廣泛，導致某些屬於傳統型態的犯罪行為，也會被歸

納成電腦犯罪。這樣的結論，對於電腦犯罪而言並無意義。至於持狹義說者，將

電腦犯罪界定在侵害財產法益的財產罪，會使電腦犯罪的範圍變得相於狹窄，對

於那些並非破壞財產法益而是涉及與文書、秘密等相關的犯罪行為（例如：電腦

間諜行為），則無法納入電腦犯罪的範疇，顯有不妥。因此提出以具備「電腦特

質」為判斷標準的折衷說來定義電腦犯罪6。 

 

由上述三種定義觀之，可以發現「廣義」、「狹義」與「折衷」此三者的使用，

乃是依據論者對於電腦犯罪定義的描述，做一個形式上的分類。事實上關於電腦

犯罪的定義，誠如論者所言，有其時間性與空間性7。詳言之，電腦犯罪的概念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設備的普及不斷地在更新，相同的犯罪行為，可能在不同的時

期，會有不同的評價。而在犯罪化的階段，更是會因為不同的法系、不同的社會

情狀等，而影響到電腦犯罪的定義。上述三種定義，事實上並不適合作為「並列」

的水平比較，而是應該著重於「概念演變」的垂直比較來理解。為了瞭解電腦犯

罪的概念演變（或稱之為「進化過程」）。本文擬透過外國立法進程的觀察，進而

歸納出時下對於「電腦犯罪」應有且適當的理解，並藉此檢討我國的立法規範。

                                                 
6 這樣的定義過於重視行為的部分（電腦特質、專業知識），對於法益的界定，僅謂所有的法益

都有可能會被侵害，如此將會導致類型化時的偏頗，進而無法認知到日後新法益得創造與客體、

法益階段的模糊化現象。見李茂生，權力、主體與刑事法，1998，182 頁。 
李茂生，權力、主體與刑事法，1998，189 頁。 
7 在時間性方面，由於電腦犯罪行為出現的初期，並沒有許多具體最述事例可以依循，對電腦犯

罪的看法會傾向危機共識的建立，因此在定義方面，就會傾向廣義說。而於少數駭人聽聞的事件

發生後，因為會使社會大眾感到震驚的案例，通常是牽到涉龐大財產法益的侵害，使得電腦犯罪

的定義會轉向狹義說。等到與電腦有關的犯罪行為常態化、多樣化後，為區別犯罪類型的輕重以

及加強刑法事前預防的功能，一般而言，會採取折衷的見解，來詳細區分行為類型。至於空間性

方面，則必須顧慮到每個立法區域資訊化的程度以及社會保障其資訊系統的需求強度，甚至於要

考量當地法系與刑法通說見解等問題。見李茂生，權力、主體與刑事法，1998，1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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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便以美國、德國以及日本的立法模式為例8，作一介紹。 

 

貳、各國立法概況 

一、美國 

關於電腦犯罪的定義，美國實務9以及學說10看法皆採折衷說，認為電腦犯

罪係指涉及利用電腦科技知識犯罪之任何違反刑事法律行為。在這個定義之下，

架構了美國電腦犯罪的立法。而關於電腦犯罪的立法，可分為聯邦與州兩個部

分，最初是由州的立法開始。 

 

（一）州法 

一九七八年，Arizona與Florida率先制定有關於電腦犯罪的處罰規範，其後各

州紛起效尤。目前，除了Vermont以外，其餘各州皆已就電腦犯罪行為為立法。

雖然各州對於處罰規定並不一致，但是有超過半數的州係以入侵電腦的行為本身

作為處罰對象11。多數州對於單純入侵行為僅論以輕罪，若行為人入侵後實施變

更、刪除資料或是取得服務、財產利益等行為，才會被論以重罪12。關於各州的

                                                 
8 關於電腦犯罪外國立法例的介紹，之所以挑選美國、德國以及日本三者，乃是具有特殊意涵。

首先，關於美國立法例，身為資訊大國的龍頭（美國是世界上電腦和網際網路普及率最高，也是

最先發展的國家），對於電腦犯罪的防制，也較其他國家為早，特別是許多犯罪態樣的討論，都

是由美國開始，因此美國法律的修改以及運作方式，都會對整個電腦王國產生影響。其次是關於

德國立法例的介紹，做為大陸法系代表性的立法國家，其相較於美國，對於電腦犯罪的規範，特

別重視「法益」方面的闡釋。且做為我國立法模仿的重要對象之一，故亦有介紹之必要。至於日

本，在早期亦是以德國立法為模仿對象，惟其後受美國影響，特別是制定了「禁止不正進入電腦

使用行為法」，而發展出不同於美、德二國的立法規定，值得注意。 
9 Nation Institute of Justice, U.S. Dept. of Justice, Computer Crime: Criminal Justice Resource Manual 
2, 1989. 轉引自陳鴻斌，網際網路犯罪研究，2000，17 頁以下。 
10 Jo-Ann Adams, Controlling Cyberspace: Applying the Computer Fraud and Abuse Act to the Internet, 
12 Santa Clara Computer & High Tech. L. J., 1996, p. 403, 408. 轉引自陳鴻斌，網際網路犯罪研

究，2000，16 頁。 
11 不正アクセス対策法制研究会編，不正アクセス行為の禁止等に関する法律，2000，27 頁。 
12 加藤敏幸，不正アクセス，日本刑法刑法学会雑誌，41 卷 1 号，2001，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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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類型，有論者將其歸納為以下十種情形13： 

 

1、擴大傳統意義上的財產概念（Expand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property）：許

多州為了規範電腦相關犯罪，而將電子資訊和電腦技術也歸納在財產權的概念之

下（如此對於部分以電子資訊和電腦技術為犯罪客體的行為，就可以按照傳統財

產犯罪之規定來處理）。  

 

2、破壞（Destruction）：許多州對於變更（alter）、損害（damage）、刪除（delete）

或毀壞（destroy）電腦程式或檔案的行為，規定為犯罪。 

 

3、幫助和教唆（Aiding and Abetting）：某些州明確規定下列行為屬於犯罪行為，

如利用電腦為別人犯貪污或欺詐等罪行。 

 

4、侵犯智慧財產權（Crimes against intellectual property）。法條將未經授權進入

使用電腦系統，惡意刪除或變更電腦資料、非法重製電腦程式或資料等行為都規

定為新的犯罪14。有些州在此種情況下，不要求犯罪行為一定要造成實際損害才

能起訴。但也有的州規定，除非此類行為是為了牟利，或是給電腦所有人造成一

定的經濟損失，否則不構成犯罪。 

 
                                                 
13 Anne W. Branscomb, Rogue Computer Programs and Computer Rogues: Tailoring the Punishment to 
Fit the Crimes, 16 Rutgers Computer & Tech. L. J. 1, 1990, pp. 32-36. 轉引自陳鴻斌，網際網路犯罪

研究，2000，59～61 頁、劉仁文，計算機犯罪及其法律對策─從比較的角度，2001，
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259（2006/10/28 造訪）。 
14 在不法程度的解釋上，其是將「未經授權侵入（unauthorized computer access）」行為類比為「不

法入侵（trespass）」行為；「惡意刪除或變更電腦資料」行為類比為「惡意破壞行為（vandalism）」

行為；「非法拷貝電腦程式或資料」行為類比為「竊盜（theft）」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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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故意未經授權之使用（Knowing, unauthorized use）：法條均禁止未經電腦所有

人授權，擅自進入使用電腦系統。 

 

6、未經授權之重製（Unauthorized copying）：此類規定與違反聯邦著作權之規定

有相同的立法意旨，因此僅有少數州議會將侵害著作權行為列入侵犯州主權之違

法行為而加以規範。 

 

7、妨礙合法的電腦授權使用（Prevention of authorized use）：大約有四分之一的

州規定，若行為人之行為，妨礙合法的電腦授權使用者對於電腦系統功能所能提

供的資訊的全面獲取，即構成犯罪。例如降低電腦處理資訊的能力。 

 

8、非法植入或污染（Unlawful insertion or contamination）：此類規定是將植入、

或傳送破壞性程式（如：病毒、蠕蟲、邏輯炸彈）等行為予以犯罪化。 

 

9、電腦窺私（Computer voyeurism）：許多電腦內含個人私密資料，為了保護電

腦內的個人隱私資訊，許多州規定，只要非法入侵電腦系統，查看裏面的內容，

即使沒有篡改或截取任何內容，也構成犯罪。但也有的州規定，若入侵僅僅是為

了窺視別人的隱私，則還不能以犯罪論處。 

 

10、佔為己有（Taking possession）：有的州將未經授權而佔有電腦系統之行為視

為一種獨立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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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聯邦法 

而在聯邦方面，雖然早在一九七七年以及一九七九年即有「聯邦電腦系統保

護法（Federal Computer System Protection Act）」的提案出現，但直到一九八四年

才制定了懲治電腦犯罪的專門法律，即「非法進入使用及電腦欺詐與濫用法（The 

Counterfeit Access Device and Computer Fraud and Abuse Act of 1984）」15。但是該

法的規定，缺乏許多對於電腦用語的定義，而且沒有明確規定法院管轄權，使得

該法立法之後對於電腦犯罪的起訴與審判仍相當困難。因此，美國國會於一九八

六年修正通過電腦詐欺與濫用法（Computer Fraud and Abuse Act of 1986），以擴

大一九八四年立法處罰的範圍。該規定主要是處罰未經授權或越權進入使用聯邦

政府電腦等六種與電腦有關的犯罪行為16。不過，該法施行後依然存在效果不彰

的問題，這兩次的立法行動，甚至被批評為對於問題並無正確知識的情形所為的

立法17。基於上述問題，美國國會又於一九九四年通過電腦濫用修正法（Computer 

Abuse Amendment Act of 1994）接納一九八四年以來的立法批評，將以往主要是

在規制未經授權或越權進入使用有關聯邦政府利益的電腦系統的六種侵犯行為

加以精緻化18。但這個修正案，並未擴張類型到處罰單純入侵的行為19。直到一

九九六年，美國聯邦政府為了制定「國家資訊基礎保護法（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Act of 1996）」再度修正美國聯邦法（U.S.C.）第一０三０

條的規定，主要是修正一九九四年法令不足之處，包括「電腦詐欺及濫用」與「連

線工具沒收」等，以確保資訊以及系統的秘密性、完整性以及可用性。其中一項

                                                 
15 林  幹人，現代の経済犯罪，1988，192 頁。 
16 18 U.S.C. §1030(a)(1)-(6)(1986). 
17 李茂生，權力、主體與刑事法，1998，192 頁。 
18 18 U.S.C. §1030(a)(1)-(6)(1994). 
19 謝開平，電腦犯罪之研究－我國現刑法之適用與修正草案之檢討，臺北大學法學研究所碩士

論文，1995，45～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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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變更，即是將保護客體由「有關聯邦政府利益的電腦（federal interest 

computers）」修正為「被保護的電腦（protected computers）」。所謂「被保護的電

腦」範圍有二：一、專為金融機構或政府所使用的電腦，或是該電腦非專為金融

機構或政府所使用時，當其為金融機構或政府所使用且構成犯罪之行為，而影響

金融機構或政府電腦之使用；二、任何用於州際以及國際商務或通訊用的電腦

20。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的修正案有部分規定擴張了單純入侵行為的處罰

21。換言之，即使入侵該「被保護的電腦」的行為未造成任何損害，或雖有損害，

但該損害並非故意或過失所造成的情形，仍要處罰。此外在二００一年，美國為

對抗恐怖攻擊事件，而提出愛國者法案（USA Patriot Act），其中雖有修正美國聯

邦法（U.S.C.）第一０三０條部分內容之規定22，但該修正部分與本文所欲探討

的主題無涉，故不再本文討論之列。以下便就美國聯邦法（U.S.C.）第一０三０

條的主要處罰內容為介紹23： 

 

1、未經授權或超出授權範圍故意進入使用電腦系統，並藉此獲取受美國政府保

護的國防和外交方面的資訊，或一九五四年原子能法（Atomic Energy Act of 1954）

所規定的受限制的資料。 

 

2、未經授權或超出授權範圍故意進入使用電腦系統，並藉此獲取金融機構或美

國聯邦法（U.S.C.）第一六０二（n）條中所規定的信用卡發行者的金融資訊，

                                                 
20 18 U.S.C. §1030(e)(2). 這個定義解決了修法前有關聯邦與州之間的管轄問題。縱然涉案之多部

電腦均於同一州境內，但只要該電腦系統與網際網路連線，即足以為上開聯邦法律所規範。 
21 18 U.S.C. §1030(a)(3),(5). 且這樣的觀點，亦成為其後一九九八年通過的千禧年數位著作權法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of 1998）的規範重心。 
22 詳可參考廖元豪，美國反恐怖主義相關法律措施之簡介與評論，月旦法學雜誌，80 期，274
頁以下。 
23 18 U.S.C. §1030(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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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關於誠信紀錄的消費者資訊，或美國政府任何部門或機關的資料，或涉及州

際、國際通訊，而來自任何被保護的電腦內的之資料。 

 

3、未經授權或超出授權範圍故意進入使用美國政府機構或代理機構之任何非公

用且供政府專用的電腦，或是該電腦雖非在供美國政府專用，但若為美國政府實

用，該行為會影響被美國政府所使用的電腦或為其服務的電腦的運轉。 

 

4、意圖欺詐而未經授權或超出授權範圍故意進入使用被保護的電腦，並藉由電

腦使用獲取某種有價值的東西。 

 

5、合法用戶故意傳送程式（program）、資訊（information）、代碼（code）或指

令（command），因而造成被保護的電腦的損壞；非合法用戶未經授權進入使用

被保護的電腦，不論故意、輕率或是鹵莽而導致上述被保護的電腦的損壞。 

 

6、意圖從事欺詐性交易、走私，而故意使用未經授權的密碼來進入使用政府電

腦系統，或是州際、國際的商業電腦系統。 

 

7、故意向任何人、公司、協會、教育機構、金融機構、政府或其他合法主體，

勒索金錢或其他有價之物，於州際或國際商務中，傳送含有任何威脅損壞被保護

電腦的資訊。 

 

而按照修正案的規定，上述犯罪可分別判處輕至一年以下監禁或罰金，重至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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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年以下監禁並處罰金的刑罰，且未遂也要處罰。此外，修正案還規定，鑒於

電腦犯罪的特殊性，美國聯邦經濟情報局在必要時，可根據財政部長和司法部長

的決定，直接對電腦犯罪展開偵查。 

 

關於美國的電腦犯罪規範，除了上述專門的電腦犯罪立法外，美國聯邦至少

還有四十餘種其他的法律可以用來指控某些與電腦有關的犯罪。例如：電子通訊

隱私權法（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 of 1986）、反電子竊盜法（No 

Electronic Theft Act）、千禧年數位著作權法（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of 1998）、

國家贓物法（National Stolen Property Act）、通訊法（Telecommunication Act of 

1996）、兒童色情防制法（Child Pornography Prevention Act）、兒童線上保護法

（Child Online Protection Act）…等。 

 

綜觀美國的立法進程，論者以為可以區分為四個階段24：第一個階段，是一

九七０年代初期，由於電腦系統設備尚未普及（電腦資源稀少性），因此法律規

範的重點在於「電腦資源的保護」。反應出來的特色就是，只要對電腦資源之稀

少性有所妨害，而造成無權使用他人電腦資源，縱不具其他犯罪目的，亦會構成

犯罪；第二個階段，是由一九七０年代後期至一九八０年代，政府以及公司行號

已就相關事務開始電腦化，且電腦資源也已經不再如第一時期稀少。因為電腦已

逐漸廣泛地運用在商業活動上，因而在立法上會強調由電腦本身所衍生出來對於

有形物財產利益的保護。也因如此，有關這個時期的損害，多半會強調入侵後因

其犯罪行為而造成的現實上財產利益的損害。換言之，若只是不含其他犯罪意圖

                                                 
24 李茂生，不法連線行為禁止法簡介，資訊安全通訊，8 卷 1 期，2001，57 頁。 

 24



                                                      第二章 電腦犯罪規範的發展進程 

之網路入侵行為，在此一時期多認為不構成犯罪；第三個時期，是由一九八０年

代後期至一九九０年代，因無體財產權的蓬勃發展，使得電腦犯罪的立法，特別

是對於行為客體部分，從前一期的著重「物之現實財產利益」，擴張到對智慧財

產權的保護；第四個時期，是由一九九０年代後期至今，由於電腦科技的進步與

網際網路的發達，電腦已經成為現代社會不可獲缺的工具，因為高度廣泛的使

用，使得網路世界之安全流動本身，也成為一種值得立法保護的對象。因此這個

時期的立法，非如前三個時期所強調的實際利益的保護，而是轉向電子措施的本

身。以致於非難重點不在於入侵所造成的犯罪結果，而是在於因為入侵行為本身

對於其他犯罪結果的成立有高度可能性，故單純處罰入侵行為的立法，成為這個

時期主要的特色。這個立法動向，可以亦由上述州與聯邦的立法案中察覺，是目

前電腦犯罪規範的關鍵。 

 

之所以會稱之為關鍵，是因為這樣的立法動向，不同於以往將實體權利做為

電腦犯罪規範的保護對象，而是在於強調資訊處理的安全本身。電腦資料處理涉

及層面廣泛，有可能是財產、有可能是隱私、甚至是牽連到國家、社會安全的運

作。且隨著科技發展，人類對於電腦的依賴會慢慢隨著時間而遞增。因此若是可

以對於電腦資料處理的過程加以保障，那麼對於其後所涉的實體權利也都可以獲

得確保25。這個保護意旨，從處罰單純入侵行為規範的出現即可體現。因為入侵

行為所代表的含意，即是對於電腦資料處理程序的控制。 

 

由於後者的立法意旨，類似於「程序」的保障。因此，本文將電腦犯罪的立

                                                 
25 電腦資料處理的目的可能是涉及國家法益、社會法益或是個人法益。如果能夠確保資料處理

過程（程序）的安全，對於其目的所涉之法益來說，也會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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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進程，區分為「實體權保護」，以及「程序保護」兩個主要階段。 

 

二、德國 

相較於美國的立法行動，德國對於電腦犯罪的立法規範，顯得較為謹慎。特

別是二次大戰後，因為納粹對於人性尊嚴的踐踏，根本違反了啟蒙以來所標榜的

個人自由，因此表現個人價值的法益概念特別受到重視。同時又因為經濟犯罪的

問題開始受到注意，在提倡法益理論的情況下想要將某些有害的經濟活動入罪，

勢必得透過法益概念才能合理化26。這樣態度直接影響到德國學界對於電腦犯罪

的定義與類型化的工作。 

 

在電腦犯罪的定義方面，Sieber認為「與電子資料處理有關之故意而違法的

財產破壞行為」皆屬於電腦犯罪27。這樣的看法是採取狹義說的定義（限於侵害

財產法益的行為）28。而在犯罪類型的描述上，共有：資訊竄改（電腦操縱）、

資料破壞（電腦破壞）、無權取得或利用資料（電腦間諜）、對電腦硬體設備的侵

害四種態樣29。而Tiedemann則援用國際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對於電腦犯

罪的定義，認為只要是「涉及自動資料處理系統或資料傳輸系統之違法、不道德

或無權之行為」皆屬於電腦犯罪。這樣的看法則是傾向折衷說30。至於犯罪類型

方面，除了上述四種型態以外，另外將入侵電腦系統之行為列入31。雖然入侵電

                                                 
26 許玉秀，刑法的任務－與效能論的小小對話，刑事法雜誌，47 卷 2 期，2003，2 頁。 
27 U. ズィーバー 著，西田典之、山口厚訳，コンピュータ犯罪と刑法Ⅰ，1986，41 頁。 
28 李茂生，權力、主體與刑事法，1998，195 頁。 
29 U. ズィーバー 著，西田典之、山口厚訳，コンピュータ犯罪と刑法Ⅰ，1986，42 頁以下。 
30 李茂生，權力、主體與刑事法，1998，196 頁。 
31 クラウス・ティーデマン著，西原春夫、宮沢浩一監訳，ドイツおよびECにおける経済犯罪

と経済犯罪，1990，167～169 頁。另外，有關於國際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對於電腦犯罪

的說明，亦可參考馮震宇研究主持，網路使用犯罪問題及預防措施之研究，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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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系統之行為為國際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所肯認，但是Tiedemann認為

基於保護法益並非十分明確的理由，而曖昧地否定了這個類型有以刑法來規範的

必要性32。目前德國的立法是傾向折衷說，主要是針對資訊竄改（電腦操縱）、

無權取得或利用資料（電腦間諜）、資料破壞（電腦破壞）等情形為規範33。 

 

有關德國的立法行動，在一九八六年，立法者基於傳統刑法無法妥適規範新

興的電腦犯罪現象，為補充刑法上的漏洞，以解決現代經濟犯罪之法益及規範等

問題34，於是通過第二次經濟犯罪防制法（Zweites Gesetz zur Bekämpfung der 

Wirtschaftskriminalität vom 15. 5. 1986）中有關電腦犯罪的規範，其於刑法典中增

訂第二百零二條a資料不正取得罪（此條為「無權取得或利用資料」類型）、二百

六十三條a電腦詐欺罪、第二百六十九條資料偽造罪（此二條為「資訊竄改」類

型）、第三百零三條a資料變更罪、第三百零三條b電腦破壞罪（此二條為「資訊

破壞」類型）等規定。以下按條文排序分別為簡介： 

 

（一）第二百零二條 a資料不正取得罪 

條文內容為：「對於非提供於自己所使用，且受無權接觸之特別保護的資料，

                                                                                                                                            
委員會編，2000。 
32 クラウス・ティーデマン著，西原春夫、宮沢浩一監訳，ドイツおよびECにおける経済犯罪

と経済犯罪，1990，164～175 頁。 
33 關於無權使用電腦系統之犯罪型態（使用時間竊盜類型）的立法討論，德國立法者在最後還

是放棄將該行為入罪化（在一九八六年第二次經濟犯罪防制法中），其主要理由有四：1、擔心過

渡犯罪化；2、德國刑法對於使用竊盜以不處罰為原則；3、已發現的案例稀少；4、應以民事手

段優先。Möhrenschlager, Das neue Computerstrafrecht, wistra 1986, S. 130. 轉引自井田  良，西ド

イツにおけるコンピュータ犯罪処罰規定とデータ保護，日本刑法刑法学会雑誌，28 卷 4 号，

1988，598 頁。 
34 傳統的財產刑法在對抗超個人法益的經濟不法活動上，常發生舉證上的困難Möhrenschlager, 
Das neue Computerstrafrecht, wistra 1986, S. 126. 轉引自林東茂，危險犯與經濟刑法，1999，117
頁。此外亦可參酌U. ズィーバー 著，西田典之、山口厚訳，コンピュータ犯罪と刑法Ⅱ，1988，
5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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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獲授權而取得，或使他人取得者，處以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罰金。第一項所稱

之資料，僅指以電子、磁性或其他非可直接以感官辨識之方式所儲存或傳送者。」 

 

資料不正取得罪，按其立法意旨，旨在保護個人秘密法益。關於個人秘密法

益的保護，在本次立法之前，德國刑法即有類似的規範，例如德國刑法第二百零

一條處罰任意錄音或竊聽他人對話的行為，第二百零二條處罰無權限窺視他人書

信及其他書類的行為。只是不正取得電腦資料的行為，並不能成為刑法第二百零

一條及第二百零二條的適用對象，故使得含有個人秘密或營業秘密的電腦資料可

能無法受到充分的保護。因此，德國在一九八六年第二次經濟犯罪防制法中，於

刑法個人生活及秘密領域侵害罪章中，增訂了第二百零二條 a 資料不正取得罪的

規定。又立法者為避免本罪行為有過度入罪化之虞，故未設有未遂犯之處罰。 

 

其次，按條文第二項之規定，資料係指以電子、磁性或其他非可直接以感官

辨識之方式所儲存或傳送者，因此包含程式及代碼等概念，且「資料」需具有無

法直接以感官辨識的狀態，所以解釋上不限於電磁紀錄，亦包括錄影帶與錄音帶

上的資料35。此外，依該條第二項之規定，雖然對「傳送中的資料」亦予以保護，

但是在解釋上，德國通說認為，在此所謂的「取得」行為，僅是指資訊的探知，

而不是資料處分權的獲取，此觀諸德國刑法第二百零二條是規定妨害祕密罪，即

可瞭解36。 

 

 

                                                 
35 林東茂，危險犯與經濟刑法，1999，119 頁。 
36 李茂生，權力、主體與刑事法，1998，1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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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百六十三條 a電腦詐欺罪 

本條第一項內容：「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不法利益，以編製不正確的程式、

使用不正確或不完整的資料、無權使用資料或其他無權影響資料處理過程的行

為，影響資料處理程序的結果，因而造成他人財產損害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

或罰金。」第二項是準用德國刑法第二百六十三條（詐欺罪）第二項至第七項之

規定。此外有關本條第三項與第四項之規定，係德國為轉化二００一年歐盟委員

會對於防制詐欺與非現金之支付工具的準則性決議，而於二００三年第三十五次

刑法修正案中所增訂。其內容分別為，第三項：「製作、使自己或他人取得、出

售、掌管或轉讓他人供犯本罪之電腦程式，以上述方式預備犯第一項之犯罪行為

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罰金。」第四項：「第三項之情形準用第一百四十九

條（預備偽造或有與有價證券罪）第二項與第三項之規定。」 

 

德國於一九八六年在刑法第二百六十三條詐欺罪之後，增訂了電腦詐欺罪的

規範，該規定是著重於保護財產法益的規範。按其立法意旨，在於處罰利用電腦

操縱而影響電腦資料處理的行為37。利用電腦操縱而影響電腦資料處理的行為，

在構成要件的解釋上，並不合致德國刑法中傳統詐欺罪「實施詐術使他人陷於錯

誤，而發生財產損害」的規定。而且以竊盜罪、侵占罪、背信罪或是德國刑法第

二百六十五條a的騙取給付罪的構成要件來看，在解釋上均有其困難38。是以德

國於刑法第二百七十條將「使資料處理發生錯誤的行為」，定義成「使用詐術」

行為的一種（即等同於使用偽造、變造文書詐騙），同時增訂第二百六十三條a

                                                 
37 Möhrenschlager, Das neue Computerstrafrecht, wistra 1986, S. 131. 轉引自林東茂，危險犯與經濟

刑法，1999，119 頁。 
38 井田  良，西ドイツにおけるコンピュータ犯罪処罰規定とデータ保護，日本刑法刑法学会

雑誌，28 卷 4 号，1988，600 頁；林東茂，危險犯與經濟刑法，1999，1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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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詐欺罪的規定，將這種行為從傳統詐欺罪抽離出來另行規範，如此既不會悖

離各項傳統財產犯罪的原則性的解釋，也可以與傳統詐欺罪為區別，並達到填補

法律漏洞的目的39。 

 

    而值得注意的是，德國一九八六年在刑法第二百六十三條a所規定的電腦詐

欺罪，雖然也是以保護（傳統）財產法益為前提。但由二００三年的刑法修正案

內容可以得知，雖然沒有針對入侵行為為處罰，但是對於入侵行為前40的預備行

為（即製作、使自己或他人取得、出售、掌管或轉讓他人供犯本罪之電腦程式）

仍設有處罰規定。這樣的立法思考與二００二年所通過的入口管制服務保護法立

法意旨類似41。 

 

（三）第二百六十九條偽造變造重要資料罪 

條文內容為：「意圖在法律事務往來中，將作為證據的重要資料，在可見可

讀的狀態下為偽造或變造文書行為，並且加以儲存或變更者，或使用此種狀態下

儲存或變更的資料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罰金。本罪之未遂犯，處罰之。第

二百六十七條（偽造文書罪）第三項與第四項之規定，準用之。」 

 

對於資訊竄改（電腦操縱）行為，除了會發生如電腦詐欺罪之財產損害外，

該資訊的竄改，也可能會影響到電磁紀錄的證明能力，而造成公共信用等社會法

                                                 
39 Möhrenschlager, Das neue Computerstrafrecht, wistra 1986, S. 131. 轉引自林東茂，危險犯與經濟

刑法，1999，120 頁。有關電腦詐欺罪的詳細介紹，請參照本文第四章。 
40 在電腦詐欺的案例中，雖然著重的中心在於最後的財產損失。但是不可否認，大部分的電腦

詐欺行為，仍是由入侵電腦開始。因為入侵之後，才能接著影響資料處理程序。 
41 關於入口管制服務保護法的介紹，請見下述說明。 

 30



                                                      第二章 電腦犯罪規範的發展進程 

益的侵害42。然而按傳統德國對於「文書」要件的定義，係以具備「視覺的認識

可能性」為必要43。但電磁紀錄的內容，並無法直接經由人的視覺加以辨識。因

此對於電磁紀錄的竄改，在德國並不能視為偽造或變造文書行為。然而對於政府

與私人企業作為證明之用的電腦資料，卻又有保護之必要，為避免該電腦資料被

無權限而任意更改的情形發生，故增訂本條之處罰規定以填補此一法律漏洞44。 

 

而所謂「作為證據的重要資料」，係指包括程式、軟體等，在法律上可作為

證據資料的重要事實。把資訊的概念限制在「重要」的意義上，是為了防止可罰

性的過度擴張。因此並不是對於所有儲存在電子或磁性物體上的資訊加以變造，

都會成立本條犯罪45。 

 

（四）第三百零三條 a資料變更罪 

條文內容：「不法刪除、隱匿、使不能使用、或改變資料內容者，處以二年

以下有期徒刑或罰金。本罪之未遂犯，處罰之。」 

 

                                                 
42 井田  良，西ドイツにおけるコンピュータ犯罪処罰規定とデータ保護，日本刑法刑法学会

雑誌，28 卷 4 号，1988，598 頁；林東茂，危險犯與經濟刑法，1999，120 頁。 
43 這個定義在一九九七年通過的多元媒體法（Multimediagesetz）後，已有改變。按多元媒體法

在第四章中修正刑法原有的規定，藉以擴大德國刑法對「文書」範圍的解釋，將德國刑法第十一

條第三項修正為「錄音物、錄影物、資料之儲存物、照片及其他表現方式，在引用本項之任一規

定中，與文書同義」。依該條規定，任何電子、電磁、光學、化學或是其他的資料儲存物，只要

是含有思想內容者，都是文書，這改變了德國刑法過去對於文書的定義。藉由該條規定，德國對

於不具可視性及可讀性的電磁紀錄，可能會被認為是屬於「文書」的概念。此外，除了在一九八

六年第二次經濟犯罪防制法中增加的偽造變造重要資料罪的立法外，其他與文書有關之犯罪，例

如刑法第一百三十一條暴力敘述，及第一百八十四條色情書刊的規定，只要電磁紀錄等無體物含

有思想內容，均有可能成為該罪所保護的行為客體。謝銘洋、陳曉慧，德國對網路服務之新規範

－資訊服務與通訊服務法（多元媒體法），月旦法學雜誌，36 期，1998，83～89 頁。 
44 井田  良，西ドイツにおけるコンピュータ犯罪処罰規定とデータ保護，日本刑法刑法学会

雑誌，28 卷 4 号，1988，610 頁；林東茂，危險犯與經濟刑法，1999，120 頁。 
45 林東茂，危險犯與經濟刑法，1999，120 頁註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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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電腦硬體或是磁碟片、硬碟等儲存載體的物理性破壞，在解釋上仍可以

適用德國刑法第三百零三條普通毀損器物罪的處罰規定。但是電腦資料在離開電

磁紀錄的儲存載體後，係以無體物的方式存在，故像是變更網路中傳送的資料，

就不可能成立刑法第三百零三條之罪，此時行為的處罰即會發生漏洞46。因此，

一九八六年德國在刑法毀損器物罪章中，增訂第三百零三條a對電腦資料不正變

更的處罰規定。其保護法益同普通毀損器物罪，亦屬於財產法益的保護。 

 

（五）第三百零三條 b破壞電腦罪 

條文內容為：「對於與其他商業、企業、或官署上具有重要性之資料處理，

有下列之妨害行為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罰金：（1）犯第三百零三條 a 之行

為。（2）毀棄、損害、使不能使用、刪除或變更資料處理設備或資料媒體。本罪

之未遂犯，處罰之。」 

 

對於企業或行政部門的電腦實施破壞行為，可能造成經濟上或行政事務上的

重大影響，這種破壞有可能比其他的經濟破壞活動更具危險性47，但當時德國刑

法並沒有處罰規定，因而一九八六年德國制定第三百零三條b電腦破壞罪之規

定。從法條的形式上來看，本條係為第三百零三條器物損壞罪與第三百零三條a

資料變更罪的加重處罰類型48。至於保護法益方面，除了有關私人財產法益的保

護之外，該行為因另外涉及對政府官署之重要性資料處理的破壞，故該規定亦包

括國家法益中防止侵害國家權利行使（法益）的保護。 
                                                 
46 井田  良，西ドイツにおけるコンピュータ犯罪処罰規定とデータ保護，日本刑法刑法学会

雑誌，28 卷 4 号，1988，622 頁；林東茂，危險犯與經濟刑法，1999，121 頁。 
47 Sieber, Computerkriminalität und Strafrecht, 2. Aufl., 1980, S. 97. 轉引自林東茂，危險犯與經濟刑

法，1999，122 頁。 
48 李茂生，權力、主體與刑事法，1998，1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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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的立法行動來觀察，可以發現有關德國在一九八六年第二次經濟犯罪

防制法的立法（至二００三年修法之前），對於電腦犯罪的性質，乃是界定為實

害犯而非危險犯，且係以傳統法益作為電腦犯罪規範的出發點。對於單純入侵行

為的處罰，雖然在部分條文中，可能以未遂型態來處罰，但是這樣的處罰，並非

是立基於對獨立新法益的侵害而為的反應，而是仍然附著在保護傳統法益的窠臼

中。按本文對於電腦犯罪立法進程的分類，德國的電腦犯罪規範仍處在對「實體

權保護」的階段，尚未發展出「程序保護」的立法。 

 

不 過 這 樣 立 法 方 向 ， 在 二 ０ ０ 二 年 所 通 過 的 入 口 管 制 服 務 保 護 法

（Zugangskontrolldiensteschutz-Gesetz）中，出現些微的轉變。該法的立法目的主

要是對於媒體（如廣播、電視、電信等付費服務等）入口管制的保護49。在規範

上，特別是著重在行為人基於營利之目的，欲對於上述付費使用之媒體為不當截

取、干擾、阻斷或侵害著作權等行為，而製作、輸入或散布相關設備之行為的處

罰，屬於抽象危險犯的立法模式。該法雖然對於單純入侵行為並未處罰，但是對

於法益的保護而言，甚而可以認為是提前到入侵上述媒體前的預備犯或幫助犯

（正犯化）的處罰50。這樣的趨勢，說明了對於電腦犯罪規範的思考，已出現由

實害犯的角度轉向危險犯的思維，而二００三年的刑法修法案亦可說是採取相同

的看法。 

 

三、日本 

在日本關於電腦犯罪的定義，不論是實務見解還是學說見解，早期都是採取

                                                 
49 因為電腦資訊傳遞在包含在廣義的「媒體」的定義之下，在部分電腦犯罪行為的情形亦有其

適用。 
50 http://www.artikel5.de/gesetze/zkdsg.html（2006/12/26 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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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說51，認為電腦犯罪是「與電腦相關的所有反社會行為或不正當行為」。至

於電腦犯罪分類因為參酌實際的案例，而著重於行為態樣的分類。例如日本警察

廳即是將電腦犯罪分類為CD（Cash Dispenser）犯罪（此為當時社會所關注的重

要問題）與狹義的電腦犯罪。而狹義的電腦犯罪又有「虛偽資料的輸入」、「資料

或程式等的不法獲取」、「電腦破壞」、「電腦不當使用」、「程式竄改或消除」、「磁 

帶等電磁記錄媒體的損壞」等六類。然而這樣的分類因為是依據實際存在的案件

為標準，以致於在分類上並無章法可言，且缺乏立法上所需求的前瞻性，所以有

些論者以刑法部分條文修正運動為契機，在電腦犯罪的定義上不作變動，而是在

分類上開始著重處理機能52。按此，論者參酌德國學說。分別提出下列四種類型：

一、「資料的不當操作」；二、「資料的不法獲取或洩漏」；三、「無權使用電腦」；

四、「電腦破壞」53。 

 

而這種分類也直接影響到一九八七年日本刑法修正案關於電腦犯罪部分的

                                                 
51 日本法務省認為所謂電腦犯罪是指「與電腦有關的不法行為」，而警察廳也認為電腦犯罪是「以

電腦系統為對象或濫用電腦系統的犯罪」，而論者則是廣泛地將電腦犯罪定義成「與電腦相關的

所有反社會行為或不正當行為」。見板倉  宏，コンピュータ犯罪と刑法，法学セミナー，26 卷

7 号，1982，100 頁；大谷  実，コンピュータ犯罪（上），法学セミナー，30 卷 3 号，1985，
21 頁；廣烟史朗，コンピュータ犯罪の実態とその対策－犯罪搜查の面から－，ジュリスト，

No.824，1985，25 頁；李茂生，權力、主體與刑事法，1998，199 頁。 
52 李茂生，權力、主體與刑事法，1998，200 頁。 
53 中山研一、神山敏雄、斉藤豊治，経済刑法入門，1992，51～53 頁；的場純男，コンピュー

タに関する刑事法上の問題点－主として立法的観点から，ジュリスト，No.846，1985，8～15
頁。論者認為若這五點都被採納而予以規範，則修正後的刑法將可能會創設新的法益（亦即電腦

資訊處理機能或其安全的保護等較為抽象的社會法益），並以危險犯的型態加以保障，而後就發

生實質法益侵害的類型，用加重的方式予以規範。見李茂生，權力、主體與刑事法，1998，201
頁。這個觀點，應該是從第五點建議觀察而來的建議。然而本文認為，若以文字本身的字義，配

合現在電腦普遍且迅速發展的現代社會，在解釋上當然會得出上述結論。然而，以當時日本的情

形而言，第五點的建言，似乎經是在處理電腦使用時間竊盜是否應罰的問題，而不是再探究未經

授權使用電腦行為的可罰性，因此在否定的理由上，也是以使用竊盜的觀點在討論。故本文認為

當時第五點的建議，並未考量到論者所謂的「電腦資訊處理機能或其安全的保護」。至於日本對

於上述抽象法益的保護，乃是到一九九九年，另訂定禁止不正進入電腦使用行為法後，在解釋上

才得以實現，就此請見下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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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在一九八六年法制審議會刑事法部會審議刑法修正案之前，日本當局即就

電腦犯罪部分提出五點建議討論。第一，有無必要增設與偽造變造文書罪及毀棄

罪相同的竄改、毀棄電磁紀錄處罰規定；第二，對於電腦為加害手段的妨害業務

行為，有無增設加重法定刑之必要；第三，當利用電腦處理資料，而進行交易、

支付資金等財產利得的行為，因為不該當於竊盜罪或詐欺罪，有無增設處罰規定

之必要；第四，以電腦實施不法獲取及洩漏電腦資訊的行為，有無增設處罰規定

之必要；第五，對於無權限使用電腦的行為，有無增設處罰規定之必要54。然而，

日本法制審議會認為，其中第四點關於資料不正獲取、洩漏的行為，其構成要件

應如何規定，以及保護範圍、行為類型等存在的問題非常多。至於第五點，無權

限使用電腦的行為，其行為態樣應如何限定，以及該行為的處罰如何與其他無權

使用其他機械裝置的處罰衡平等問題尚未解決。且此種行為並沒有對財物的持有

造成移轉的侵害，因此是否應成為刑法的處罰對象，必須再行觀察55。因此僅採

納前三點建議，於一九八七年修訂（新增）刑法部分條文。以下分別為介紹： 

 

（一）與電磁紀錄相關之修訂（或新增） 

首先日本於刑法總則的部分，增訂了第七之二條關於電磁記錄的定義：「本

法所稱之電磁紀錄，是指以電子、磁性或其他不能以人之知覺認識之方式所製作

之紀錄，而得供電子計算機資料處理之用者。」然後於分則中分別修訂第一百五

十七條「使公務員為不實記載罪」，使電磁記錄等同於公文書原本，第一百五十

八條，行使前條不實記載之電磁公文書原本，與第二百五十八條以及第二百五十

九條規定，使毀棄電磁記錄的行為等同於毀棄公、私文書的行為。並新增訂第一

                                                 
54 不正アクセス対策法制研究会編，不正アクセス行為の禁止等に関する法律，2000，23 頁。 
55 不正アクセス対策法制研究会編，不正アクセス行為の禁止等に関する法律，2000，24 頁；

曽根威彥，コンピュータ‧データの保護，日本刑法刑法学会雑誌，28 卷 4 号，1988，4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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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六十一條之二「電磁紀錄不正製作使用罪」56，使製作、行使虛偽電磁記錄行

為等同於偽造、變造或行使偽造變造公、私文書行為，而加以處罰（刑度同偽造、

變造或行使偽造變造公、私文書罪）。而所謂電磁紀錄的「不正製作」，係指違反

系統設置者的意思，無權或濫權輸入虛偽資料，並利用該輸入虛偽資料之機會做

出不被允許的電磁紀錄57。 

 

而有關日本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百六十一條之二部

分的保護法益，通說認為與原本關於文書的規定相同，在於保護電磁紀錄之社會

信用與證明機能58。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按日本刑法的規定，並不是對於所有

電磁紀錄予以全面性的保障，而是限於證明權利義務或事實有關的電磁紀錄。此

外，由於日本刑法第一百六十一條之二電磁紀錄不正製作使用罪所保護的電磁紀

錄，必須是為證明權利義務或事實之用，始具有文書性，所以不包括傳輸中或處

理中之電磁紀錄59，倘對於傳輸中或處理中之電磁紀錄為不正操作時，僅能依行

為態樣論以妨害業務罪。 

                                                 
56 日本刑法第一百六十一條之二：「以使人之事務處理陷於錯誤為目的，不正製作供事務處理用

之有關證明權利義務或事實之電磁紀錄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或五十萬元以下罰金（第一項）。

前項之罪係由公務機關或公務員製作之電磁紀錄者，處十年以下有期徒刑或一百萬元以下罰金

（第二項)。不正製作之有關證明權利義務或事實之電磁紀錄，以第一項之目的供他人為事務處

理之用者，與不正製作電磁紀錄者，處以同一之刑（第三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四項）」 
57 米沢慶治，刑法等一部改正法の概要，ジュリスト，No.889，1987，67 頁。 
58 中山研一、神山敏雄編，コンピュータ犯罪等に関する刑法一部改正（注釈），1989，64 頁；

曽根威彥，刑法の重要問題［各論］，1996，378 頁；芝原邦爾，コンピュータ犯罪，法学敎室，

No.169，1994，67 頁；的場純男，コンピュータに関する刑事法上の問題点－主として立法的

観点から，ジュリスト，No.846，1985，8 頁；米沢慶治，刑法等一部改正法の概要，ジュリス

ト，No.889，1987，66～67 頁；中森喜彥，コンピュータと刑法の一部改正，法学敎室，No.81，
1987，89～93 頁。 
59 中森喜彥，コンピュータと文書犯罪，日本刑法刑法学会雑誌，28 卷 4 号，1988，502 頁；

米沢慶治，刑法等の一部改正法の論点，判例タイムズ，No.640，1987，60 頁；大山  弘，コ

ンピュータ犯罪等に関する刑法一部改正（注釈），1989，58 頁；的場純男、河村  博，刑法等

の一部改正について，法律のひろば，40 卷 9 号，198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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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百三十四條之二損壞電腦妨害業務罪 

條文內容為：「損壞他人業務上使用之電腦或供其所使用之電磁紀錄，或對

他人業務上所使用之電腦輸入虛偽資料或不正指令，或以其他方法使電腦不為其

使用目的之運作，或為違背使用目的之運作妨害他人業務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

刑或一百萬元以下罰金。」 

 

由於電腦可以快速且精確地處理大量資料，因此自電腦運用以來，過去由人

工所處理的業務，在資訊時代多以電腦來進行。所以原本以人的意思活動為對象

的妨害業務罪，在行為客體上也轉為對人業務上所使用的電腦來實施。而日本立

法者認為，對於處理大量資料，以及處理巨額財產價值的電腦的侵害，其結果相

較於對人的業務侵害行為，更為嚴重60。且許多公共設施也已經自動化，如果對

其資料處理為侵害，會使該公共設施停擺，此種結果所帶來的危險將造成重大損

害61。因此有加重處罰之必要。故在此次刑法修正案中，新增了第二百三十四條

之二損壞電腦妨害業務罪之規定。按其規定內容屬於傳統妨害業務罪的加重類

型。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該條規定對於妨害業務行為的判斷，係以實現該電腦的

資料處理（使用）目的為斷62。 

                                                 
60 西田典之，コンピュータと業務妨害‧財產罪，日本刑法刑法学会雑誌，28 卷 4 号，1988，
513 頁；大谷  実，コンピュータ関連犯罪と刑法の一部改正（下），判例タイムズ，No.651，
1988，28 頁；的場純男、河村  博，刑法等の一部改正について，法律のひろば，40 卷 9 号，

1987，6 頁；米沢慶治，刑法等一部改正法の概要，ジュリスト，No.889，1987，68 頁；中森喜

彥，コンピュータと刑法の一部改正，法学敎室，No.81，1987，89～93 頁；堀內捷三，刑法理

論の現在的展開－各論，1996，140 頁。 
61 香川達夫，刑法各論講義，1988，418 頁。 
62 米沢慶治，刑法等一部改正法の概要，ジュリスト，No.889，1987，68 頁；米沢慶治，刑法

等の一部改正法の論点，判例タイムズ，No.640，1987，61 頁；中森喜彥，コンピュータと刑

法の一部改正，法学敎室，No.81，1987，89～93 頁；的場純男、河村  博，刑法等の一部改正

について，法律のひろば，40 卷 9 号，1987，10 頁；神山敏雄，コンピュータ犯罪立法の批判

的考察，法律時報，60 卷 1 号，1987，79 頁；堀內捷三，刑法理論の現在的展開－各論，1996，
146～1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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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保護法益方面則有爭議。多數論者認為，其保護法益應與日本刑法第二

百三十三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相同，為「業務實行之安全」。然而亦有論者認為，

本罪之性質與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條、第二百三十四條不同，不僅是單純在保護個

人法益，而是屬於對社會法益侵害之犯罪63。 

 

（三）第二百四十六條之二利用電腦詐欺罪 

條文內容為：「前條之外，於他人處理事務使用之電子計算機，輸入虛偽資

料或不正指令製作財產權得喪變更之不實電磁紀錄，或將財產權得喪、變更之虛

偽電磁紀錄供他人事務處理之用，而得財產上不法利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處十

年以下有期徒刑。」本條增訂理由與德國增訂電腦詐欺罪相同，皆在填補傳統財

產犯罪的法律漏洞。惟從法條的文字觀之，相較於德國的規定，其最大的不同處，

在於日本刑法對於電腦詐欺罪的行為客體，乃是限制在為他人處理事務使用之電

子計算機。而在構成要件行為方面，也不若德國刑法所為之例示規定，而是採取

較概括用語來描述。這個情形，乃是因為日本立法認為，由於立法技術上的困難，

要全面掌握各種操控方式的立法模式並不容易，故僅規定「輸入虛偽資料」與「輸

入不正指令」二種類型64。此外，本罪所欲保護之法益，亦為個人之財產法益。

關於本條規定的詳細論述，請見本文第四章之說明。 

 

由上述的介紹可知，日本關於電腦犯罪的立法，深受德國影響，因此在此階

段的立法態度與德國相同，皆著重於實體權的保障。不過這樣的方向，在一九九

                                                 
63 中山研一、神山敏雄編，コンピュータ犯罪等に関する刑法一部改正（注釈），1989，87、101
頁；曽根威彥，刑法の重要問題［各論］，1996，373 頁；西田典之，コンピュータと業務妨害

‧財產罪，日本刑法刑法学会雑誌，28 卷 4 号，1988，514 頁。 
64 的場純男‧河村  博，コンピュータ犯罪Q&A，1988，146 頁。轉引自謝開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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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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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通過禁止不正進入電腦使用65行為法之後，已有明顯的轉變。雖然有論者認

為日本對於禁止不正進入電腦使用行為法的訂定，是受到國際壓力的要求66。然

而在形式上而言，仍可認為是突破傳統電腦犯罪規範是在於保護實體權利的思

維，而朝向程序保護的方向邁進。以下便就禁止不正進入電腦使用行為法為一介

紹。 

 

按禁止不正進入電腦使用行為法第一條規定：「本法規定禁止不正進入電腦

使用行為及罰則，及為了防止其再度發生而規定都道府縣公安委員會的援助措施

等，以防止透過電子通訊線路所進行的電腦犯罪，維持存取控制機能而實現電子

通訊秩序，達到高度資通訊社會的健全發展。」該法的立法思維是基於「網路秩

序的混亂會妨害網路的發展，為了確保社會對於網路環境的信賴，並預防犯罪及

維持網路秩序，達到高度資通訊社會的健全發展67。」而予以立法。除了欲確保

資料通訊的安全性與信賴性之外，同時也制定都道府縣公安委員會等政府機關的

協助措施規定，以賦予政府機關協助措施的法源依據。因此論者認為該法的保護

法益，不同於以往電腦犯罪規範的思維，而是以「對電腦存取控制機能的信賴」

作為新的保護法益68。 

                                                 
65 關於這個翻譯，因為日文的アクセス，即是英文中「access」一詞，因次在翻譯上，同前註 9
的理解，而翻成「進入電腦使用」。 
66 李茂生，刑法新修妨害電腦使用罪章芻議 (中)，臺灣本土法學雜誌，55 期，2004，244 頁。

藉由網際網路，電腦犯罪的實施可以瞬間跨越傳統國境的界線（特別是駭客的入侵行為）。然而，

由於目前國際刑事偵查互助的前提，必須是基於雙方皆有可罰為原則。因此倘若日本不處罰某種

電腦犯罪行為時，則以日本電腦作為攻擊他國電腦的跳板，而進行的國際駭客入侵行為，該受害

的關係國就未必能得到或要求提供國際偵查協助。見不正アクセス対策法制研究会編，不正アク

セス行為の禁止等に関する法律，2000，3 頁以下。 
67 不正アクセス対策法制研究会編，不正アクセス行為の禁止等に関する法律，2000，119 頁。 
68 不正アクセス対策法制研究会編，不正アクセス行為の禁止等に関する法律，2000，20 頁以

下；李茂生，不法連線行為禁止法簡介，資訊安全通訊，8 卷 1 期，2001，56 頁；李崇偉，美、

日、德三國網路犯罪相關法制之探討，警大法學論集，9 期，2004，159 頁；莊凱閩，論不法入

侵他人電腦系統之刑事責任－以日本法制為中心，臺北大學法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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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關於「不正進入電腦使用行為」的定義，按該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

三款規定，包括透過網路對特定電腦「輸入他人帳號密碼」、「輸入可能解除使用

限制的資訊或指令」，以及「以網路上的其他電腦，對特定電腦輸入可能解除使

用限制的資訊或指令」等三種行為。需特別注意的是該三種行為皆必須透過網路

對特定電腦為之，若非透過網路入侵（如行為人直接在他人單機電腦上，輸入他

人帳號密碼進入電腦而為使用之情形），則不合致該構成要件。又依該法第八條

規定，犯上述三種行為之處罰，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或者五十萬日元以下罰金。

除了禁止透過網路不正進入電腦使用行為外，於該法第四條亦規定，禁止將他人

的帳號密碼等識別符號提供給第三人的行為。其目的在於禁止助長不正進入電腦

使用行為，而該行為不論是否有獲得利益抑或對第三人的不正進入電腦使用行為

有無認識，均不影響該犯罪之成立。行為人均須依該法第九條之規定，處以三十

萬元以下罰金。 

 

此外，除上述禁止規定與罰則之外，日本立法者認為為了防止電腦網路入侵

行為的發生，僅以法律禁止及處罰上述行為並不完備，而必須建立整個系統安全

的防禦環境，因此，該法第五條規定，為了促進系統安全的建立，法律上應明確

要求系統管理者對不正進入電腦使用行為採取安全防禦措施（例如系統管理者應

致力於電腦系統入侵的防禦機制，對於帳號密碼等識別符號有正確的管理，經常

檢查防禦機能的有效性，必要時應要求致力於提高入侵防禦機能等其他必要措

施。）而該法第六條對於「政府機關的協助義務」亦另設有明文規定。當都道府

縣公安委員會認為有不正進入電腦使用行為進行時，就必須接受系統管理者所提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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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協助的申請，而都道府縣公安委員會的協助內容，是為了防止不正進入電腦使

用行為的再發生，並提供具體的資料、建議、指導，要求申請者完成入侵行為再

發生的防禦措施。 

 

綜觀日本關於禁止不正進入電腦使用行為法的立法，側重於「對電腦存取控

制機能的信賴」的保護，且由行為結果觀之，並未有以行為人之行為致生任何危

險為要件，屬於抽象危險犯的立法模式。且對於入侵行為的單獨處罰，亦符合前

述的立法趨勢，亦即由實體權保護，發展到對程序保護的思維。然而，可惜的是，

該法的處罰僅限於有網路連線的情形。雖然目前大部分的電腦皆有連線，但是我

們也不能排除單機電腦內存有重要資料的情形。要強調的重點應該是對於「電腦

存取控制機能」的保護，至於是否連線，只是行為的手段考量而已。 

 

參、小結 

透過外國法的介紹，可以發現前述電腦犯罪的定義，僅能反應出該國電腦犯

罪的現況69，對於立法工作而言，似乎沒有很大的幫助。至於電腦犯罪行為的類

型化，也都是由實際發生案例歸納而來。在分類上，對於各類型所欲規範的行為

以及保護法益，仍不明確。這種現象，凸顯了電腦犯罪的概念，隨著科技的進步，

仍不斷地在演化當中，要將之定義或是類型化，本來就不容易。 

 

但是由前述的介紹仍然可以掌握，目前關於電腦犯罪規範的發展歷程，正由

                                                 
69 我國的情形，按林山田教授所提出折衷說的時間點來看，一九八０年代我國政府機關和公民

營企業所設置的電腦系統共僅有一千六百五十六套。再加上當時網際網路技術尚未普及，相關的

電腦犯罪案例，並不多見。折衷說的提出，可以說是超越當時社會情狀的定義。當然這樣的定義，

是受到國外學說、案例的影響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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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權保護」的方向，轉為「程序保護」的方向。詳言之，早期對於電腦犯罪

行為的思考，不外乎是侷限於以電腦系統作為犯罪工具，或是以電腦系統作為犯

罪攻擊的目標等類型。對於損害方面的思考，仍然無法擺脫傳統法益的範疇，以

致於使得具備工具性質的電腦（系統）犯罪，會出現侵害各種法益的可能性70。

因此在規範的思考上，可說是著重在實體權的保護。然而，這樣的思維隨著獨立

處罰「入侵」電腦行為而有所改變，因為入侵行為所代表的涵意，即是對於「電

腦資料處理程序」的控制。這種犯罪類型所侵害的對象，與以往的實體法益不同，

而是傾向「程序」概念的「資料處理程序安全」。這也透露了，電腦犯罪規範不

再只是關心實體的法益是否受到侵害，而是將「資料處理程序安全」的保護也納

入了考量。以下便以「程序」保護的觀點，作為本文的基本立場，就我國電腦犯

罪規範的過去與現在為介紹與檢視71。 

 

第二節  我國電腦犯罪規範的過去與現在 

 

關於我國電腦犯罪規範的立法進程，主要可以分為兩個時期72：其一為民國

八十六年十月，基於「為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需要建構資訊化社會所需

                                                 
70 甚有論者大膽預測，未來除了性侵害案件外，幾乎所有犯罪均可能利用電腦科技來完成。Brian 
Bawde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Prevention and Prosecution of Computer Crime, Computer 
Law and Security Report, 1992, pp. 7-11. 轉引至廖有祿，電腦犯罪特性分析之研究，

http://www.im.cpu.edu.tw/conference2001/pdf/c1-1.pdf（2006/10/10 造訪）。 
71 下文討論的重心，不在於條文文字的斟酌或是刑罰規定上的缺失，而是著重於立法思維的探

討。因此在討論範疇之外的諸問題，於本文中暫不評論。 
72 關於歷來與電腦犯罪有關之修訂，我國刑法一共有四次，分別是民國八十六年、八十八年、

九十二年、九十四年。其中八十六年與九十二年修改幅度較大，故為本文主要說明之對象，至於

八十八年（修正刑法第三百四十條以及第三百四十三條條文）與九十四年（修正刑法第十條以及

第貳百二十條條文）的修訂說明，將一併於前述說明中介紹。此外，以下之說明，僅是欲透過概

略式的介紹，瞭解我國有關電腦犯罪規範的進程。至於條文個別的立法問題，與本文相涉者，將

於以下個相關章節中討論；與本文無直接關係者，則不另予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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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制環境，對於利用新科技產品、技術及方法之犯罪，影響層面廣，對國家、

社會及人民之權益侵害極大，有必要立法加以處罰，並符合罪刑法定主義原則…

73」考量，就刑法分則的規定大幅增修。共增訂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條之一、第三

百一十八條之二、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一至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等規定，並修正刑

法第二百二十條、第三百一十五條、第三百二十三條以及第三百五十二條等條

文。其二為民國九十二年六月，基於「因電腦科技快速發展，特別是近年來網際

網路高度普及之後，新興電腦犯罪案例層出不窮，世界先進國家例如美國與歐

盟，亦均重新檢討修訂電腦犯罪相關法規，故刑法實有針對新興電腦犯罪類型從

新檢討修正之必要74」考量，共增訂刑法第三十六章章名以及第三百五十八條至

第三百六十三條等規定，並修訂刑法第三百二十三條以及第三百五十二條等條

文。以下分別為說明： 

 

壹、民國八十六年之修訂（增訂） 

按上述提案說明可知，立法者所欲規範者，乃是可能造成各種傳統法益受到

侵害之利用新科技產品、技術及方法的犯罪行為，藉此以對各種可能被侵害的法

益提供適當的保護。因此，此一時期的電腦犯罪規範，在類型上仍然是處於對實

體權保護的思維來予以設計。這一點亦可由立法的模仿對象（即德國在一九八六

年通過的第二次經濟犯罪防制法案，以及一九八七年的日本刑法修正案）得知。

因此對於此次立法的相關解釋，就不得不加入這樣思維的考量。 

 

 
                                                 
73 立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246 號，委員提案第 1300 號，1995；院會記錄，立法院公報 86
卷 31 期，1997，頁 304。 
74 法務部，刑法有關電腦（網路）犯罪研修資料彙編，2002，4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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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磁紀錄的定義與相關規定 

（一）電磁紀錄的定義 

此次修法，關於電磁紀錄的規定，乃是規定於刑法（1997）第二百二十條第

三項：「稱電磁紀錄者，係指以電子、磁性、光學或其他無法以人之知覺直接認

識之方式所製成之紀錄，而供電腦處理之用者。」按修正理由之說明可知，該規

定係直接參考日本刑法第七條之二有關電磁紀錄之定義而來。但在適用上與日本

刑法最大的不同處在於，日本雖然是在總則的部分定義電磁紀錄，但是在分則裡

還是分別在各罪章中逐條地將電磁紀錄與文書作一概念上的結合。而我國的情形

則是將電磁紀錄（全面性的）視同文書（第二百二十條第二項）。如此雖然表面

上看起來比較精簡，然而有論者認為，過度的精簡化，將會產生許多解釋上的問

題，甚至導致面性的重刑化75。 

 

此外，按民國九十四年刑法修正案第十條第六項之修正理由，認為關於電磁

紀錄之適用，已非單純於分則編之偽造文書印文罪章適用之，其他規範亦有適用

之餘地，故將原刑法（1997）第二百二十條第三項之規定，增列「光學或其他相

類之方式所製成」之紀錄後，再移置於刑法第十條第六項，以資概括適用。 

 

（二）電磁紀錄的準文書化 

刑法（1997）第二百二十條第二項：「錄音、錄影或電磁紀錄，藉機器或電

腦之處理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其

修正理由認為：「近代社會對於錄音、錄影、電腦之使用，日趨普遍，並漸用以

                                                 
75 李茂生，權力、主體與刑事法，1998，209～2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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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文書之製作，如有偽造、變造行為，有加以處罰之必要…」。按上述電磁紀

錄準文書化之規定，若該電磁紀錄具有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則亦受刑法

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之規範保護。且依刑法第二百二十條第一項，該準文書化之規

定，在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之外各罪，如有與文書意義相涉之條文者，皆有其適用。 

 

此外，本次修法與電磁紀錄準文書化規定相關者，另有刑法（1997）第三百

五十二條，其內容為「毀棄、損壞他人文書或致令不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

他人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元以下罰金（第一項）。干擾他人電

磁紀錄之處理，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亦同（第二項）。」其中第一項的

行為客體依刑法第二百二十條之規定，亦包括電磁紀錄在內。只是本條所欲保護

之法益為個人對於文書完整持有與利用之利益，此與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係用以保

護文書內容之真實性，維護社會公信力之趣旨有別，因此該電磁紀錄，不以足資

證明特定權利義務關係為必要。至於第二項之規定，為本次修法所新增，按其立

法理由認為：「干擾他人電磁紀錄之處理，足以影響電腦正常之運作，足以生損

害於公眾或他人時，宜以刑罰加以規範。」可知本項之規定，性質與本條第一項

並不相同。第一項係以有形之毀損文書行為為規範對象。而第二項是傾向處罰影

響電腦資料處理正常運作之行為。此兩項規定在同一條內，體系上似有不妥。且

可惜的是，這次修法的基本思維仍停留在「實體權保護」的階段，因此無法彰顯

出該項（第二項）屬於「程序保護」規定的特色。 

 

（三）電磁紀錄的準動產化 

刑法（1997）第三百二十三條：「電能、熱能及其他能量或電磁紀錄，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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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之罪，以動產論。」修正理由中對於電磁紀錄準動產化的說明僅謂以：「增

列『熱能及其他能量或電磁紀錄』關於本章之罪，以動產論之規定，以應需要。」

然而對於電磁紀錄因此規定而成為竊盜罪的行為客體部分，在論理上應如何解

釋，卻未說明。以致於該規定依經立法之後，即遭受論者的猛烈批評76。其主要

的理由在於，刑法上所稱之竊盜，必須是符合破壞他人持有，而建立自己持有為

要件。然而因為電磁紀錄具有可複製性，若行為人只是為檔案複製行為，則行為

人於建立自己持有之時，並不會同時破壞他人對於該電磁紀錄的持有。因此將電

磁紀錄納入竊盜罪章規範，與刑法傳統之竊盜罪構成要件有所扞格。故該立法被

認為是錯誤的立法。 

 

二、妨害秘密罪 

與此相關的修正條文主要有二，其一為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條：「無故開拆或

隱匿他人之封緘信函、文書或圖畫者，處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金（第一項）。無

故以開拆以外之方法，窺視其內容者，亦同（第二項）。」其二為刑法第三百一

十八條之二：「利用電腦或其相關設備犯第三百十六條至第三百十八條之罪者，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按修正理由之說明，第三百一十五條第二項之增訂，在

於規範以電子科學儀器窺視文書的情形。而第三百一十八條之二的增訂理由，則

在於處罰利用電腦或其相關設備為洩漏行為。綜觀此類型之立法修正案，亦屬典

型的實體權保護規範。 

                                                 
76 林山田，刑法各罪論（下），2004，297 頁註 6；李茂生，權力、主體與刑事法，1998，214～
218 頁，李茂生，刑法新修妨害電腦使用罪章芻議 (上)，臺灣本土法學雜誌，54 期，2004，237
頁；黃榮堅，刑罰的極限，1999，309～314 頁；甘添貴，體系刑罰各論（第二卷），2004，36～
37 頁；柯耀程，刑法新增「電腦網路犯罪規範」立法評論，月旦法學教室，11 期，2003，118
頁註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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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00 頁以下；

陳仟萬，論竊取電磁記錄，刑事法雜誌，45 卷 6 期，2001，1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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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費設備詐欺罪、自動付款設備詐欺罪、電腦詐欺罪 

（一）收費設備詐欺罪 

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一：「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之所有，以不正方法

由收費設備取得他人之物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金（第

一項）。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不法之利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第二項）。」

增訂理由為：「按目前社會自動付款或收費設備之應用，日益普遍，如以不正方

法由此種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獲得財產上不法利益，不特有損業者權益，而且破壞

社會秩序，有加以處罰之必要」。 

 

由上述增訂理由可知，本條之規定在於規範自動化設備濫用的問題。然而關

於本條第一項的屬性，在犯罪體系上究屬竊盜罪之範疇還是詐欺罪之範疇，論者

持有不同意見。主張其為竊盜罪之規範者認為，因為機器不會發生錯誤，故以在

自動販賣機投入偽幣之行為為例，該機器之給付不能算是陷於錯誤而為給付的情

形，行為人僅是利用機器設備運作的盲點，而取出販賣機內的物品，故屬於一種

竊取行為77。且因為該類型之犯罪，所涉之財產價值皆較為輕微。因此有論者將

該規定視為竊盜罪的減輕規定78。另一種看法，則是將該規定歸納為詐欺罪之範

疇79，但並未說明其理由。 

 

本文認為，若由竊盜罪屬於「他人損害犯」的角度來看，上述自動販賣機的

案例，並不合致。以自動販賣機運作的情形來說，行為人投入符合機器所要求的

                                                 
77 張麗卿，機器與詐欺，刑事法雜誌，40 卷 6 期，1996，17 頁。 
78 黃榮堅，刑罰的極限，1999，316 頁；蔡蕙芳，自動化設備濫用行為之刑法規範－以刑法第三

三九條之一不正利用收費設備取財得利罪為討論中心，中原財經法學，11 期，2003，47 頁以下。 
79 林山田，刑法各罪論，2004，443 頁；甘添貴，刑法體系各論（第二卷），317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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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幣時，機器才會打開控制的閘門讓物品落下。若將機器視為營業人的延伸設

備，那麼該打開控制閘門的給付動作，應該比較傾向是自我損害的情形。因此與

竊盜罪的性質並不相符。且就該條第二項規定而言，因為刑法並沒有「利益竊盜」

的規範概念，因此如將第一項解釋為竊盜罪的減輕規定，那麼在體系解釋上，就

會產生矛盾。故本文認為不論是第一項還是第二項之規定，皆具備類似詐欺之性

質，而非竊盜罪的減輕規定。至於機器不會陷於錯誤的質疑，本文由不同的角度

來理解，詳請見本文第四章之說明。 

 

此外，現行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一係模仿德國刑法第二百六十五條a詐騙給

付罪80而來。該條是德國在一九七六年所制定。當時的自動化機器設備，都是不

涉及電腦資料處理過程的機械運作。故在犯罪行為的概念上，與德國刑法第二百

六十三條a電腦詐欺罪所欲規範之對象並不相同。二者主要的差別在於，電腦詐

欺罪之規範乃在於處理，行為人透過電腦操縱，而影響資料處理的過程。而詐騙

給付罪之規範，則是在處理行為人利用機械設備運作的盲點，騙取服務的給付或

設備的通行等行為，其中該機械設備的運作與電腦資料處理過程無關
81。惟近年

來，有關於自動化機器設備，已由過去的機械運作模式，轉換為電腦資料處理模

式（例如台北捷運所使用的悠遊卡、高速公路電子收費系統等），因此該行為類

型與電腦詐欺罪的界線日趨模糊82。本文認為，若該行為所涉之自動化機器設備

與電腦資料處理過程相關者，因我國條文中未如有德國刑法第二百六十五條a第

                                                 
80 德國刑法第二百六十五條a第一項：「意圖免除支付對價而騙取自動機械所提供給付、用於公

共通信網路之給付、交通工具之載運、或展覽或設施之進入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罰金。如

果對於該行為有其他規定處罰較重時，依其規定。」 
81 蔡蕙芳，自動化設備濫用行為之刑法規範－以刑法第三三九條之一不正利用收費設備取財得

利罪為討論中心，中原財經法學，11 期，2003，44～46 頁。 
82 關於電腦詐欺罪的規範類型，請見本文第四章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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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後段之規定。因此，此時有關我國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一的適用，應當作

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電腦詐欺罪的特別減輕規定。 

 

（二）自動付款設備詐欺罪 

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之所有，以不正方法

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元以下罰

金。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不法之利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增訂理由為：

「利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犯詐欺罪，為常見之電腦犯罪型態，為適應社會發展

需要，爰參酌日本現行刑法第二百四十六條之二立法例增列處罰專條規定」。 

 

由本條增訂理由的用語觀之，可以發現該說明似乎有張冠李戴之嫌。因為其

所描述的內容是關於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電腦詐欺罪的立法理由。至於為何

會在此出現，從立法的過程83就可以明瞭這是個明顯的誤植。按一九八０年行

政、司法兩院函送立法院審議的中華民國修正草案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一的內容來

看，是包括目前的條文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一與之二等規定，而現行法第三百三十

九條之三的規定，則是在上述草案中為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二。惟其後二讀時，有

委員對該條文表示異議，經協商後決定將原有草案的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一分為兩

條（即後來現行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一與之二），並賦予不同得法律效果。然而，

雖然條文作了變動，但是增訂理由卻未做更改，而僅補充三百三十九條之三的部

分。因此按該條文的立法原意，其增訂理由應同前述三百三十九條之一的說明。 

 

                                                 
83 詳細過程，可參考謝開平，電腦詐欺在比較刑法上之研究，臺北大學法學研究所博士論文，

2003，199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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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若按原修正草案總說明 84觀之，現行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一與之二的規

定，應是參考德國刑法第二百六十五條a有關詐騙給付之規範而來，該規定與德

國刑法第二百六十三條a電腦詐欺罪之規範並不不同。然而，我國立法當時，之

所以要將自動付款設備獨立出來規定，其旨即在於期待藉由這樣的規範來遏止不

正利用自動提款機（ATM）的行為。且依自動提款機的操作性質，實際上即是透

過電腦操縱之方式，影響電腦資料處理的過程。這樣的案例，在德國也是以電腦

詐欺罪中的「無權使用資料」類型來論處。因此在解釋上，現行法第三百三十九

條之二，應是屬於電腦詐欺罪的特別減輕規定85，而不是詐騙給付罪的立法類

型。由此可知，該條所指之自動付款設備，並不同於德國刑法第二百六十五條a

所指的機械設備。因此若以德國刑法第二百六十五條a作為我國現行法第三百三

十九條之二立法的模仿對象，應該是屬於對法條解釋的誤解。 

                                                 
84 民國七十九年行政、司法兩院函送立法院審議而檢附的中華民國刑法修正草案總說明中表

示：增設不法利用自動付款或收費設備罪之處罰規定（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一）。其理由則為「目

前社會上自動付款或收費設備之應用，日益普遍，倘以不正方法而由此種設備獲取財物或財產上

之利益，例如以銅片投入自動販賣機內獲取郵票、月臺票、飲料等物，或投入公用電話機、公共

汽車收票機、電動遊樂設備充作打電話、乘車、遊樂之對價等情形，不特有損業者權益，而且破

壞社會秩序，自有處罰必要。惟自動收費設備通常無人看管，其有不法利用者，與一般詐欺使人

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之情形，未盡相符，且不法利用者，大多出於貪圖小利，每次所獲財物或不

法利益，價值較小，如按一般詐欺罪論科，亦嫌過重，爰參考西德現行刑法第二百六十五條a、
奧地利現行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條及瑞士現行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條之立法例，特設專條處罰，法定

刑為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金，以應需要。」 
85 相同或類似見解，見黃常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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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本土法學雜誌，27 期，2001，9 頁；林山田，刑法各罪論（上冊），2004，466
頁；同作者，評詐欺罪章中之新增三罪，月旦法學雜誌 49 期，1999，87 頁；甘添貴，體系刑法

各論第 2 卷，2004，324 頁以下；曾淑瑜，刑法分則實例研習－個人法益之保護，2004，357 頁

以下。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學研究 18 期，2003，23 頁以下。不過，

亦有論者認為，本條第一項應為竊盜罪之特別規定（見李茂生，權力、主體與刑事法，1998，228
頁；黃榮堅，刑罰的極限，1999，319 頁），惟本文認為，以行為人盜用、濫用金融卡至自動櫃

員機提款為例。行為人於輸入密碼以及所欲提領的款項之後，並不因此就立即取得自動櫃員機當

中特定幾張鈔票的持有支配狀態，而是透過「先比對帳戶資料與密碼，接著確認其帳戶所有的存

款額度，然後在銀行設定的額度限制範圍內，給付自動櫃員機中所預存之現金」等電腦資料處理

過程，而取得存款。此與竊盜罪屬於「他人損害犯」的性質不符，而與詐欺罪「自我損害犯」之

性質較為類似。因此本文認為現行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二，應是屬於電腦詐欺罪的特別減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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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腦詐欺罪 

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之所有，以不正方法

將虛偽資料或不正指令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更紀錄，

而取得他人財產者，處七年以下有期徒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不法之利益或使

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增訂理由為：「以不正方法將虛偽資料或不正指令輸入

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為電腦犯罪型態，為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爰增列處罰專

條」。 

 

由於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二的增訂理由係為誤植。因此有關本條的增訂理

由除上述內容之外，另包括目前述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二的部分。按其內容，

本條是參酌日本現行刑法第二百四十六條之二之立法例而來，主要是規範電腦詐

欺的情形。有關電腦詐欺罪的立法源由與各要件的詳細分析，請參照本文第四章。 

 

貳、民國九十二年之修訂（增訂） 

由上述說明可知，民國八十六年有關電腦犯罪規範的立法，其基本方向仍然

是著重於「實體權保護」。然而這樣的思維，在民國九十二年的修法過程中，已

起了變化。按妨害電腦使用罪章的立法說明，旨在規範以電腦或網路為攻擊對象

之犯罪行為，以保護電腦的使用安全。而關於電腦的各種（功能）使用，最終都

可以簡化為「資料處理」。因此保護電腦的使用安全，就是保護電腦資料處理過

程的安全。關於這個法益的保護，與以往對實體權保護的電腦犯罪規範有所不

同。所有的電腦資料處理，其目的可能是涉及國家法益、社會法益或是個人法益。

如果能夠確保資料處理過程（程序）的安全，對於其目的所涉之法益來說，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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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安全的。因此這樣的法益保護概念，是屬於一種程序的保護概念。 

 

然而，這個概念，在我國尚未發展完全。從整個立法過程及其後對於法條適

用之解釋，皆再再地顯示出我國關於電腦犯罪規範正處於保護思維轉變的時期。

最明顯的一點，就是立法說明中認為本章的保護法益兼及於個人法益及社會安全

法益。兼及於個人法益及社會安全法益的說法，乃是表示立法者還是將「電腦資

料處理」這個過程（程序），跟其所欲處理的目的法益（如：財產、隱私、文書）

相結合，來說明其所欲保護的法益類型。這樣的看法，便又是回到「實體法保護」

的思維，而無法突顯出保護程序的真正目的與意義。 

 

本文認為，按目前台灣電腦科技以及網路發展的程度，社會對於電腦運用的

依賴程度，將與日遽增。在可預見的未來，大多數的電腦資料處理程序將與各式

各樣的法益相結合而運轉著。對於電腦資料處理程序的保護，實已成為重要的關

注焦點。且妨害電腦使用罪章之所以獨立設章，其旨即在於跟以往的電腦犯罪規

範（著重實體權保護）作一區別。因此對於妨害電腦使用罪章個別條文的闡釋，

也不得不考慮到其具備程序的性質。以下便以此為論理基礎，一一檢視妨害電腦

使用罪章之各條規定。 

 

一、無故侵入電腦或相關設備罪 

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條：「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

或利用電腦系統之漏洞，而入侵他人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十萬元以下罰金。」增訂理由：「鑒於對無故入侵他人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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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行為採刑事處罰已是世界立法之趨勢，且電腦系統遭惡意入侵後，系統管理者

須號費大量之時間人力檢查，始能確保電腦系統之安全性，此種行為之危害性應

以達科以刑事責任之程度，為保護電腦系統之安全性，爰增訂本條。」 

 

由上述條文規定可知，本罪主要處罰輸入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

護措施或利用電腦系統之漏洞等三種入侵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行為。對於保

護電腦資料處理（程序）的安全而言，處罰入侵電腦（或相關設備）行為是最典

型的規範。因為單純的入侵行為，對於一般實體權的侵害並不顯著，因此在電腦

犯罪規範著重實體權保護的時期，是不處罰這樣的行為。然而隨著電腦運用在人

類生活的情形與日遽增，單純的入侵行為對於電腦資料處理程序而言，毋寧是一

種重大的威脅。因為一旦進入使用電腦，即取得整個資料處理程序的控制權。因

此對於著重程序保護的電腦犯罪規範而言，處罰入侵電腦（或相關設備）行為是

必要的。 

 

此外，本條規定對於入侵他人電腦（或相關設備）行為的處罰，僅限於輸入

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或利用電腦系統之漏洞三種情形。然

而，就保護電腦資料處理程序的安全而言，這樣的立法模式似乎過於狹隘。只要

是未經授權或是逾越權限而進入使用電腦，對於資料處理程序的威脅都是相同的

86，因此規範的重點應該是在入侵行為的本身，而不是入侵行為的樣態。另外，

美國法將入侵行為的對象（電腦），限於公家機關或商業用途所使用的電腦，藉

                                                 
86 雖然目前多數重要的電腦資料處理程序，在電腦系統方面皆設有安全措施以為保護。然而我

們仍然無法排除行為人利用機會進入使用無保護措施的電腦的情形，例如：無權限使用電腦之

人，利用有權限使用電腦之人的疏忽，趁機使用其已登入帳號、密碼的電腦資料處理系統。此時，

行為人雖然未破壞既有的保護設施，但是對於資料處理程序以造成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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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限制該規定之適用範圍。就此，本文認為該限縮適用的規定，只是顯露出立

法者對於電腦在人類生活中的意義還不確定，若是基於保護資料處理程序安全法

益來說，非公務或商業使用的個人電腦，也有保護的必要，因為個人電腦也可能

涉及隱私、財產甚至是在未來可能與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二、取得、刪除變更電磁紀錄罪 

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無故取得、刪除或變更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

磁紀錄，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二十

萬元以下罰金。」增訂理由：「電腦已成為今日日常生活之重要工具，民眾對電

腦之依賴性與日遽增，若電腦中的重要資訊遭到取得、刪除或變更，將導致電腦

使用人之重大損害，鑒於世界先進國家立法例對於對於此種行為亦有處罰之規

定，爰增訂本條。」 

 

本條規定按其立法意旨，乃是側重於電磁紀錄的保護。且由此次修法中，另

一個修正條文（刑法第三百二十三）的修正理由87中亦可知，刑法第三百五十九

條之部分規定乃是修法前刑法第三百二十三條的替代88。這樣的思考，可以發現

在立法者的眼中，仍是將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定位在對於電磁紀錄（實體權）的

保護，而非是著重於電腦資料處理程序的安全。但事實上，如果可以肯認本章是

                                                 
87 刑法第三百二十三修正理由：「…為因應電磁紀錄之可複製性，並其使電腦及網路犯罪規範體

系更為完整，爰將本條有關電磁紀錄部分修正刪除，將竊取電磁紀錄之行為改納入新增之妨害電

腦使用罪章中規範（即第三百五十九條之「取得」）。」 
88 就此亦有論者持相同的看法，見李茂生，刑法新修妨害電腦使用罪章芻議 (中)，臺灣本土法

學雜誌，55 期，2004，253 頁；鄭逸哲，吹口哨壯膽－評刑法第三十六章增訂，月旦法學，102
期，2003，109 頁以下；柯耀程，刑法新增「電腦網路犯罪規範」立法評論，月旦法學教室，11
期，2003，124 頁；曾淑瑜，九十二年刑法增訂妨害電腦使用罪章前後之法律適用，華岡法粹，

31 期，2004，123 頁以下；陳煥生，刑法新增訂妨害電腦使用罪之介紹，中華法學，10 期，2003，
6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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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程序保護為前提的立法，那麼上述的理解就顯得不合時宜。 

 

本文認為，妨害電腦使用罪章之規範意旨，乃是在於保護電腦資料處理程序

的安全，那麼就本條的解釋而言，該電磁紀錄也必須是與電腦資料處理程序相關

（例如：行為人刪除或變更89與資料處理程序相關的程式或代碼，致使電腦資料

處理錯誤或停擺）的電磁紀錄，如此行為人的行為才有處罰的必要。若行為人取

得、刪除或變更的電磁紀錄與電腦資料處理程序無關，那麼就不是本條所欲規範

的對象，該行為應該是透過其他規範（例如：著作權法或刑法中的財產犯罪規範

等實體權保護規範）來處罰90。因此，在概念上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之規定，並

不是原刑法第三百二十三條修正結果的替代。 

 

三、干擾電腦或相關設備罪 

刑法第三百六十條：「無故以電腦程式或其他電磁方式干擾他人電腦或其相

關設備，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十萬

元以下罰金。」增訂理由：「鑒於電腦及網路已成為人類生活之重要工具，分散

式阻斷攻擊（DDOS）或封包洪流（Ping Flood）等行為已成為駭客最常用之癱

瘓網路攻擊手法，故有必要以刑法保護電腦及網路設備之正常運作，爰增訂本

條。」 

 

本條之規定是承繼原刑法第三百五十二條第二項而來。按前述說明，原刑法

                                                 
89 其實就「取得」此一行為類型來看，在程序保護的思維下，很難想像該的行為（取得電磁紀

錄），會對電腦資料處理程序造成影響。 
90 按此解釋，本條之規範即非刑法第三百二十三條之替代。在實際案例的運用上，會產生刑法

第二條有關法律變更的相關問題。就此詳細說明，請見本文第五章。 

 55



電腦犯罪之法律適用與立法 

第三百五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本來就是在處罰影響電腦資料處理正常運作之行

為，而具有程序保護的色彩。此次修法將其移至妨害電腦使用罪中規定，在體系

上可說是正確的立法。不過採取這樣的解釋，會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即本條與

前條的區別。有論者認為這兩條規定並不會產生競合，因為二者實害的導因不

同，一個是導因於電磁紀錄的刪除或變更；另一個則是導因於電腦系統機能的干

擾。因此在沒有規定未遂犯的情形下，二者是不會產生競合的關係91。惟按本文

的觀點認為，因為二者皆是在於對影響電腦資料處理過程之行為的規範。因此該

實害的發生，不論手段為何，最終都是因為資料處理過程受到影響而產生。故非

如前述論者之推論，該兩條規定應該是屬於法條競合通說中的特別關係92。 

 

此外，本條規定較有疑義的部分，還有對於「干擾」一詞的解釋。按立法過

程的增修理由觀之93，對於干擾的認定，立法者試圖透過反面排除之方式94，來

使之判斷標準明確化。然而，這樣還是無法明確說明，究竟何謂「干擾」。以致

於日後還是可能發生司法實務者對於該法的解釋適用，產生恣意判斷的情形。就

此，誠如論者所言，僅能期待日後司法人員於適用本條時，能夠創造出典範式的

判決，將判斷「干擾」的標準予以明確化95。 

 

 
                                                 
91 李茂生，刑法新修妨害電腦使用罪章芻議 (下)，臺灣本土法學雜誌，56 期，2004， 209 頁。 
92 關於對特別關係的不同理解，見許玉秀，刑法的問題與對策，2000，272 頁。 
93 法務部，刑法有關電腦（網路）犯罪研修資料彙編，2002，409～411 頁。 
94 立法者在增修理由中，明確地將輕微事態，例如：正常的ping測試或是非大量不請自來之商業

電子（垃圾）郵件等行為，排除在干擾的定義之外；另外亦認為干擾行為與對於電腦機能為永久

性破壞的行為不同。由上述可知，立法者欲藉由將干擾的結果要素中最強烈與最輕微的部分除

去，以便可以明確的定義「干擾」一詞。 
95 李茂生，刑法新修妨害電腦使用罪章芻議 (下)，臺灣本土法學雜誌，56 期，2004，208～2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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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製作專供犯本罪之罪之電腦程式 

刑法第三百六十二條：「製作專供犯本章之罪之電腦程式，而供自己或他人

犯本章之罪，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二十萬元以下罰金。」增訂理由：「鑒於電腦病毒、木馬程式、電腦蠕蟲程式等

惡意之電腦程式，對點腦系統安全性危害甚鉅，往往造成重大之財產損失，致生

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一九九九年四月二十六日發作之 CIH 病毒造成全球約有六

千萬台電腦當機，鉅額損失難以估計，即為著名案例，因此實有對此類程式之設

計者處罰之必要，爰增訂本條。」 

 

按刑法第三百六十二條之規範意旨可知，本條之規定應為前述各條之預備犯

或幫助犯正犯化之規定96。此與德國在二００二年所通過的入口管制服務保護法

（Zugangskontrolldiensteschutz-Gesetz）以及二００三年所通過的刑法修正案的規

範意旨相似，皆在於對法益為提前的保護。 

 

第三節  資料處理程序安全 

 

不論是單機電腦或是連線電腦，就其各種功能而言，最終都可以簡化為「資

料處理」的工具，而這種資料處理的目的，可能是涉及國家法益、社會法益或是

個人法益（例如以電腦資料處理程序控制國家機密的保護、大眾運輸的運轉、或

                                                 
96 惟因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條至三百六十條之規定皆未設有未遂犯之規定，如認為本條係為前

述各條之實質預備犯或幫助犯，在體例上似有未妥。且關於本條之處罰，不是與前述規定（第三

百五十九條）相同，就是較前述規定（第三百五十八條及第三百六十條）為重。在罪刑的規定上

亦不均衡。就此即顯示出，立法者在制訂本章之初，並未就刑罰部分作一通盤的考量。鄭逸哲，

吹口哨壯膽－評刑法第三十六章增訂，月旦法學，102 期，2003，111～1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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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人的隱私、財產等情形）。因此如果能夠確保資料處理過程（程序）的安全，

對於其目的所涉的各種利益來說，也會是安全的。而資料處理程序的安全，其本

身也是一個實體的利益。之所以稱它是一種「程序」的保障，是因為它相對於其

他的實體權利而言是「程序」性質，但就其自己本身來說，還是實體的法益。這

就如同「正當法律程序」原則一樣，正當法律程序原則本來是要用來落實基本權，

但是正當法律程序發展到最後，自己本身就會變成一個被主張的「正當法律程序」

（實體）權。因此資料處理程序安全的保護，也可以稱之為是一種「程序」的保

障。而這也可以說明電腦犯罪規範為何要獨立於傳統犯罪之外另為規定，因為資

料處理程序的安全，可以而且應該成為獨立受保護的法益。因此，本文認為在妨

害電腦使用罪章條文的解釋與適用方面，必須將「資料處理程序安全」法益的概

念納入考量。 

 

    既然資料處理程序的安全，可以而且應該成為獨立受保護的法益，且資料處

理程序的安全，乃是由個人使用資料處理工具（電腦）所衍生而出，因此在性質

上是屬於個人法益。但資料處理程序的安全這個法益，也是社會法益，因為如果

個人的資料處理程序安全能夠確保，那麼個人與個人往來之間的資料處理程序安

全也可以獲得保障。這就如同交通安全法益的維護一般，如果對於每個人的交通

安全都能維護，那麼對於整體（交通）環境安全而言也可以獲得維護
97。因此如

果是用傳統的法益分類來區分，保護電腦資料處理程序安全也可以放在集體法益

之中。 

 

                                                 
97 個人的個別性，是形成團體的基礎。詳請見許玉秀，刑法的任務－與效能論的小小對話，刑

事法雜誌，47 卷 2 期，200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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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一題的是，如果確認民國九十二年的立法模式是立基於程序保護

的觀點，那麼連帶對於八十六年所增訂部分條文的解釋，也會受到影響。其中特

別是有關於電腦詐欺罪的解釋，因為電腦詐欺罪即在處罰利用電腦操縱而影響電

腦資料處理的行為。該規定在解釋上即包含對於侵害電腦資料處理程序行為的評

價。故在罪數的認定上，其與妨害電腦使用罪章中之相關規定應為法條競合之關

係98。另外，有關電磁紀錄部分之規定，因為電磁紀錄所表現出來的抽象意思內

容（資訊），乃是來自於電腦對於紀錄載體的標記（資料）的轉譯。而這個轉譯

過程也是一種電腦資料處理程序，所以同樣的只要能確保該電腦資料處理程序的

安全，那麼與電磁紀錄相關的實體法益也會獲得保障。 

 

由上述介紹可知，有關我國電腦犯罪規範的發展，如同外國立法例般，正由

實體權保護的觀念，轉變為程序保護的思維。雖然後者的概念，並未完全落實到

民國九十二年的修法活動中，但是從其立法意旨觀之，仍可以感覺到此一立法趨

勢的發展。當然強調資料處理程序安全的保護，並不代表實體權的保護變得不重

要99。只是這樣的概念，更能彰顯電腦作為資料處理工具的特質。詳言之，在電

腦系統已變成人類營社會生活所不可或缺的工具時，電腦的資料處理便成為人類

與外界接觸的主要工具。換句話說，只要是控制了這個工具，人類就可能會無法

正常的生活，甚至是死亡。因此保障電腦系統資訊處理的安全，便會成為重要的

考量。 

 

 

                                                 
98 關於罪數的問題，詳請見本文第五章。 
99 實體權的保護，透過其他規範仍可以實現。並與程序權保護之規範，利用競合的法理來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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