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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虛擬寶物的保護 

 

虛擬貨幣與虛擬寶物，是當下進行網路遊戲不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前者的功

能，在網路遊戲中得以廣泛作為交換虛擬寶物或取得某些遊戲特權的工具；後者

的功能，則是輔助玩家在網路遊戲中所扮演的角色，透過虛擬寶物的裝備，增加

虛擬角色的能力值、生命值等，以便於玩家在遊戲中處於有利的地位。因此，關

於虛擬貨幣與虛擬寶物（以下簡稱為「虛擬寶物」）的取得，是進行網路遊戲不

可或缺的主軸之一1。有關虛擬寶物的特色如下： 

 

1、無實體性。網路遊戲玩家只是對於該遊戲伺服器上一小部分的儲存空間，以

及其中的電磁紀錄有使用權。螢幕上所看到的影像，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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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現實生活中，並無實體。 

 

2、可支配性。遊戲玩家對於該遊戲伺服器上的儲存空間，以及其中的電磁紀錄

有使用權。透過對於上述儲存空間以及電磁紀錄的利用，形成畫面上對虛擬寶物

的支配（例如：畫面上所顯現的贈與、買賣等行為）。 

 

3、有限性。虛擬寶物的價值，體現在特定的虛擬環境中。若某個遊戲的虛擬寶

物存在於另一個網路遊戲、或是另一個遊戲伺服器中，就會因為沒有作用而變成

沒有價值。此外，虛擬寶物隨著網路遊戲的結束2，也會失去其價值。 

                                                 
1 虛擬貨幣及寶物，之所以如此受到遊戲玩家的重視，在於寶物的稀有性及對遊戲角色的影響。

而虛擬寶物的取得，除透過虛擬貨幣交易外，玩家必須花費大量時間與金錢（購買遊戲點數卡），

長期專注於進行網路遊戲的某一特定任務（例如：打怪），始能獲得。 
2 其結束方式包括運營商破産、運營商的伺服器招受攻擊或玩家自行放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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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易性。由於在網路遊戲中所扮演的角色，其相關之能力參數可以透過擁有

虛擬寶物來變更，又虛擬寶物在虛擬環境中有其限量。因此在使用者間會產生供

需關係，進而發展出實體的交易行為。 

 

由上述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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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生活上並無真正的實體，只有與其所應對

的電磁紀錄。因此，我們也可以說虛擬寶物即是電磁紀錄所表現出來的抽象意思

內容。 

 

惟較令人產生質疑的是，虛擬寶物乃是來自於電腦遊戲中的產物，其價值是

否應等同實體財產來保護，不無疑義。因此，以下本文擬由虛擬寶物的意義出發，

透過財產概念在哲學上與經濟學上的思考，比較虛擬寶物與實體財產的異同，進

而探討其是否有受刑法規範保護之必要。最後再對「竊取」虛擬寶物行為為分析。 

 

第一節  虛擬寶物的意義 

 

虛擬寶物，依字面上的意思，可以分為兩個部分來解釋。在形容詞方面，虛

擬的原文是virtual，virtual在一般用語的解釋上，係指「事實上的」或「實際上

的」，其原意並非指虛假之意。而virtual用於電腦用詞方面，我們翻譯為「虛擬

（的）」，係指電腦使用者在操作電腦的過程中，能察覺出眼前所看到的不是存在

於現實生活中的設備、服務或感官輸入。且虛擬的對象通常都會比它的實際面更

 62



                                                              第三章 虛擬寶物的保護 

加真實或具體3。因此，虛擬這個電腦詞彙，它所代表的意義為：僅管不是實體

且缺乏物質性，但對於使用者而言，它一樣真實。 

 

至於寶物的概念，則須由「財產」的角度來說明。所謂財產，從傳統的解釋

來看，係指一切財物權利的總稱，即凡有金錢價值者，皆可稱之為財產。而財產

大體上又可分為有形財產（tangible property）與無形財產（intangible property）

兩類。前者係指一切以物理型態存在的物體，例如：車子、房屋等有形物；後者

則為各項財產性質的權利，例如：債權、繼承權、智慧財產權等，以及其他不以

物理型態存在的事物，例如：商譽4。從上面的解釋可以得知，財產對於人的意

義，乃是著重在財產所附帶的利益，而非財產的物質本體。以物理型態存在的有

形財產，對於人而言，其價值即在於該物的所有權；而無實體的無形財產，本身

的價值即存在於各該權利所帶來的利益5。 

 

虛擬世界中的寶物，對於遊戲玩家而言，雖然在畫面上所感受到（對於該虛

擬寶物有使用）的感覺，在現實生活中只是對於遊戲伺服器中所儲存的電磁紀錄

及該儲存空間的利用。但是這樣的感覺，確實可以使遊戲玩家獲得心靈上的自我

滿足。因為寶物的獲得是進行遊戲的主軸之一，遊戲玩家自然對於寶物的取得與

利用具有高度的期待。這一點若由功利主義的觀點來看，在衡量一個物品或行動

的價值時，是藉由其所創造的愉悅或滿意度來判斷。對功利主義而言，設置財產

的目的，是將自物質或其他資源上可獲得的整體愉快或滿足感，盡可能地擴大至

                                                 
3 Microsoft press，許明志、魏嘉輝譯，微軟電腦字典第五版，2002，V-12 頁。 
4 薛波主編，元照英美法詞典，2003，1107 頁。 
5 由這個觀點來看，將虛擬貨幣與虛擬寶物統稱為「虛擬財產」的概念並不妥當。因為財產對於

人的意義，乃是著重在財產所附帶的利益，因此並不會有「虛擬」財產的概念，所有的財產應該

都是「具體」的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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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限。邊沁（Bentham）因此定義財產為一種利益的預期6。那麼虛擬世界中的寶

物，就功利主義的角度而言也是具備財產利益的內涵。 

 

其次就寶物對於遊戲玩家的人格層面而言，寶物的取得也是可以達到自我實

現的目的。因為在現實世界中，人們努力地透過工作來獲取薪資，主要目的即在

於取得其經營社會生活的所需。而成功的營社會生活，就是自我實現的主要方

式。在虛擬世界中，所有的遊戲任務，正如同現實生活中的工作一般，完成特定

的任務，就能取得相對應的寶物，而這些寶物正是遊戲進行（經營虛擬社會生活）

所不可或缺的東西。故若是由自我實現的角度來看，那麼虛擬世界中的寶物也是

具備財產利益的內涵。 

 

此外，在現今的資本主義社會下，就經濟學的層面觀之，財產應具備下列三

種特性7：其一為「排他性」，所謂排他性是以財產所有者擁有自主權的前提條件。

透過法律的保護，使生產者在創造有效使用資源的觀點上，存在著經濟上的誘因

8。而虛擬寶物就排他性而言，依照遊戲玩家與網路遊戲業者所簽訂的契約來看，

玩家對於虛擬寶物有絕對的支配性，換言之，僅有玩家可以在遊戲畫面中任意使

用、移轉該虛擬寶物，並藉此獲得（財產上的）利益，如果可以透過規範加以保

護，那麼對於生產者（玩家）在創造有效使用資源的觀點上，即存在著經濟上的

誘因，因此具備排他性。 

                                                 
6 Robert Cooter/Thomas Ulen, Law and Economics, 4th., 2004, p. 115。 
7 魏千峰，財產權之基本理論研究－以國家與人民之關係為限，國立政治大學法律學系博士論

文，1998，27 頁以下。詳細說明亦可參考，Richard A. Posner，唐豫民譯，法律之經濟分析，1998，
22 頁以下。 
8 如果失去這樣的保護，生產者對於負擔生產成本失去誘因，因為負擔這些成本沒有保證得到合

理的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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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為「可轉讓性」，財產必須具備可轉讓性，如此資源才能經由自願性的

交易，自較無價值之處移往叫有價值之處被利用。而虛擬寶物的交易，自網路遊

戲盛行以來，即已存在9，原因在於遊戲程式中設有移轉的指令。玩家在進行遊

戲一段時日後，其所扮演的虛擬角色或多或少都擁有一些多餘的裝備，而這些裝

備可能是其他遊戲玩家所欠缺，相互之間便產生了供需關係。透過遊戲程式中的

指令，即可達到轉讓目的10，以達到各取所需的目的，因此具備可轉讓性。 

 

其三為「可分割性」，財產在能被分割的情況下，才能有效地利用。可分割

性使具有不同需求的人，能將某項獨特的資產投入他們所發現的最有價值的用途

上。增進了專業化與知識蒐尋的創意。而虛擬寶物為因應網路遊戲的需要，也發

展出多種樣態，根據玩家所扮演不同屬性的虛擬角色，分別可以裝備不同的寶

物，以達到不同的目標與效果，有時候透過玩家的巧思，可以搭配出與眾不同的

能力值，而別具特色11。而個別的虛擬貨幣或寶物，都是獨立存在的。因此虛擬

寶物亦具備可分割性。 

 

綜上可知，不論是在主觀層面的感受，抑或經濟層面的探討，虛擬寶物的性

質皆與一般具體財產無異。而由虛擬寶物具有財產利益的這一點來看，如果法律

賦予一般具體財產完整的保護，那麼就不得不考慮是否應該給予虛擬寶物同樣的

保護。 

 

                                                 
9 較著名的虛擬寶物交易網頁如：8591 虛擬寶物交易網（http://www.8591.com.tw）。 
10 使用權的移轉。 
11 有時候虛擬角色，如同虛擬貨幣或寶物一般，可以被當作交易的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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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虛擬寶物在刑法上的定位 

 

在瞭解虛擬寶物的意義之後，接著要討論的是虛擬寶物在刑法上的定位。對

於這個問題，首先必須瞭解虛擬寶物是否為刑法上的財產概念。然而關於刑法上

的財產概念，學者間仍存有不同意見，因此本文擬先此作一說明。 

 

壹、刑法上財產概念的爭論 

一、純法律的財產概念 

純法律的財產概念，在德國最早是由Binding具有代表性的提出12。其認為，

我們在經濟生活上具有各種各樣的經濟利益，其中決定法規範進行保護的是規制

私人之間的財產關係的民事法，而決定的依據就是民事法上的權利，規定財產犯

罪就是為了保護民事法上的權利。因此，刑法上的財產概念便是民事法上的權利

總和，財產犯罪的本質是侵害民事法上的權利13。 

 

Binding提出這樣的觀點，有其歷史背景，論者以為主要因素有下列四點14：

第一、一七九四年的普魯士邦法規定詐騙罪是以詐欺方法侵害權利的行為，

Binding從文字上接受了這一個規定。並認為上述「權利」一語即是指現代的私

權（民事法上的權利）。第二、當時的刑法學，對於財產概念並沒有形成自己的

                                                 
12 Krey, StGB, BT1, 10. Aufl., 1995, Rn. 427. 轉引自林東茂，一個知識論上的刑法學思考，2001，
270 頁。 
13 Binding, StGB, BT1, 2. Aufl., 1902, S. 238f. 轉引自林  幹人，財產犯の保護法益，1984，24～
25 頁。 
14 Cramer, Vermögensbegriff und Vermögensschaden im Strafrecht, 1968, S. 32, 52. 轉引自林  幹人，

財產犯の保護法益，1984，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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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15，僅能依賴民事法上的財產概念。第三、關於犯罪的本質，當時盛行權利

侵害說。因此衍生出純法律的財產概念。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Binding認

為刑法對於民法具有從屬性16。換言之，個人受刑法保護前提，必須先享有刑法

以外的法律所規定的權利。 

 

然而，純法律的財產概念目前已不被接受。理由在於：第一：一七九四年的

普魯士邦法中所指的「權利」一語，並不是單指現代的私權，而是指法律所保護

的整體利益。純法律的財產概念對此係產生的誤解17。第二：一九三０年代以降，

關於刑法從屬於民法的思想衰退，導致純法律的財產概念喪失了理論依據18。第

三、純法律的財產概念不是從經濟的觀點去評價財產而從個別的權利地位去做評

價，使得刑法上的財產概念與現實中的社會經濟生活所認定的事實脫節19。 

 

二、純經濟的財產概念 

所謂純經濟的財產概念，係指具有經濟價值之物，即是財產。經濟價值等同

於金錢價值，因此金錢上的得失就是判斷有無損害的標準。不需考慮其在法律上

                                                 
15 相關的歷史背景可以參考林  幹人，財產犯の保護法益，1984，16 頁以下。 
16 Binding 認為財產權何時受侵害，不應當以做作為保護法的刑法來決定。離開了民法、公法對

財產權、債權的規定，刑法便一無所知。見Binding, StGB, BT1, 2. Aufl., 1902, S. 5. 轉引自林  幹
人，財產犯の保護法益，1984，38 頁註 8。 
17 Mayer, Die Untreue im Zusammenhang der Vermögensverbrechen, 1926, S, 151. 轉引自林  幹人，

財產犯の保護法益，1984，36 頁。 
18 Bruns, Die Befreung des Strafrechts von Zivilistischen Denken, 1938, S. 227. 轉引自林  幹人，財

產犯の保護法益，1984，70 頁。不過，另有學者認為，刑法從屬於民法的思想本身，並不是直

接要求將民事法上的權利做為財產犯的保護法益，因此由此來批評是不妥的。純法律的財產概念

之所以崩潰，是因為其所產生的形式主義結論不符合經濟生活的現實。林  幹人，財產犯の保護

法益，1984，70～71 頁。 
19 純法律的財產概念主張只要是民事法上的權利，就被認為是財產，而不去考慮該權利是否具

備經濟價值：而對於一些事實上具有經濟價值地位（非民事法上權利）的，卻一概認為不是財產。

林東茂，一個知識論上的刑法學思考，2001，2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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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質與法律上的情狀20。 

 

而純經濟的財產概念，首先是由德國的判例以不法原因給付與詐欺罪成立與

否的問題，為開展的契機。在一九一０年以前，德國法院大都採取純法律的財產

概念為判斷基礎。然而在一九一０年的孕婦購買墮胎藥案21判決中，改採純經濟

的財產概念，而認定該案被告成立詐欺罪22。由於在當時墮胎行為是違法，因此

孕婦購買墮胎藥而支付金錢的行為，是不法原因的給付。而上述判決採取純經濟

的財產概念的理由是，其認為損害的有無是一種人們可以在經濟上感覺到的事實

現象；財產概念是經濟生活的概念，是金錢經濟下由金錢來表現的一切價值。即

具有金錢價值的利益整體。因此，若是由純粹的經濟角度觀之，孕婦損失了十馬

克，其整體的財產價值也減少了。私法規範並不等同於法規範，雖然民法上不承

認被害人有返還請求權，但刑法上不因此而否認損害的存在。民法只是決定這種

損害由誰來負擔的法律結果，而刑法關注的是損害發生到既遂這個期間的犯罪行

為。損害的恢復與損害的存在本身是沒有關係的23。 

 

贊成純經濟的財產概念的學者不在少數24，在理論上肯定純經濟的財產概

念，並具體主張無效債權、不法占有也是財產的先驅者是Grünhut25。而將純經濟

                                                 
20 林  幹人，財產犯の保護法益，1984，42～43 頁。 
21 案例事實簡述如下：行為人將沒有效能，且原價僅為 30～40 芬尼的墮胎藥，向被害人詐稱該

藥乃是具有效能的墮胎藥，使該孕婦信以為真，並以 10 馬克的價格賣給該孕婦。 
22 RG 44-230。轉引自林  幹人，財產犯の保護法益，1984，117～119 頁。 
23 林  幹人，財產犯の保護法益，1984，180 頁。 
24 例如：Mayer、Grünhut、Bruns、Kohlhaas、Schroder等，詳細見解可參考林  幹人，財產犯の

保護法益，1984，122～141 頁。 
25 Grünhut, Der Strafrechtliche Schutz Wirtschaftlicher Interessen, RG – Festgabe V, S. 116f. 轉引自

林  幹人，財產犯の保護法益，1984，127～1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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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產概念最有系統地論述的則是Bruns26。根據他們的見解，可以歸納出三點

關於純經濟的財產概念的基本思想。第一：刑法不是從屬於民事法，而是有自己

獨立的思想。第二：財產概念的判斷，不能脫離社會生活事實。財產是否發生損

害，並非以法律有否保護為斷，而應根據生活事實（事實上的經濟情狀）為斷27。

第三：比起民事法重視結果無價值，刑法也重視行為無價值。 

 

關於純經濟的財產概念的批評，認為純經濟的財產概念完全由經濟的角度去

觀察財產，如此容易導致結論的無界線與不確定28。此外，更重要的一點就是若

採取此說，將會導致某些財產，在民法上不受保護，但在刑法中卻予以保護。如

此會造成評價矛盾的情形，亦即違反法規範的單一性評價29。 

 

三、法律、經濟的財產概念 

法律、經濟的財產概念認為，財產係指整體具有經濟價值的利益，且受法規

範所保護（或至少不是法規範所不保護的對象）。這個財產概念，最早是由Nagler

於一九四一年時提出，在某個程度上可以認為是支持純法律的財產概念的學者，

對於純經濟的財產概念所做的反擊30。因為其論點主要是在抨擊純經濟的財產概

                                                 
26 Bruns, Die Befreung des Strafrechts von Zivilistischen Denken, 1938, S. 45f. 轉引自林  幹人，財

產犯の保護法益，1984，129～130 頁。 
27 以詐欺方法使他人免除無效債權的案子為例，債權在民法上無效，完全是根據民法上的理由

進行判斷，但不能由這種「民法上的偶然」，來左右刑法上的判斷，對於刑法而言，只能根據「該

債權事實上有無實現可能性」，這種純粹經濟的觀點來做決定。因此，上述案例中詐欺行為人，

應當成立詐欺罪。Bruns, Die Befreung des Strafrechts von Zivilistischen Denken, 1938, S. 232. 轉引

自林  幹人，財產犯の保護法益，1984，131 頁。 
28 Nagler, Bezugschein als Objekt von Vermögensverbrechen, ZakDR 1941, S. 294f. 轉引自林  幹
人，財產犯の保護法益，1984，142～143 頁。 
29 Schönke/ Schröder/ Cramer, SK, 25. Aufl. 1997, §263. Rn. 82f. 轉引自張天一，論刑法上「財產概

念」之內涵，刑事法雜誌，47 卷 1 期，2003，25 頁；陳志龍，人性尊嚴與刑法體系入門，1997，
384～385 頁；黃榮堅，刑法問題與利益思考，1999，94～95 頁。 
30 Nagler, Bezugschein als Objekt von Vermögensverbrechen, ZakDR 1941, S. 294. 轉引自林  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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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完全由經濟的角度去觀察財產，如此容易導致結論的無界線與不確定，這是因

為排除法的觀點而將重點移轉到單純的事實性上時，會出現即為主觀的假設與危

險的結論31。所以，為了發揮刑法的特殊機能，對於根據現實經濟觀點所進行的

評價，必須再以法的基準為限定32。 

 

其次，就法規範一致性的問題，Cramer認為純經濟的財產概念之所以較純經

濟的法律概念被接受，原因在於其不只是觀察權力本身，而是洞察了權利背後，

經濟實體所形成的現實經濟地位。但是，脫離民法上的規範，而轉向權利的實質

核心也是有限度的，只有當經濟利益被正當地利用、占有時，才能作為財產享受

法律的保護。刑法最重要的任務是保護法益免於受侵害，而法益必須是以某種形

式得到整體法規範的承認。被法規範所否認的利益，即使從純粹經濟的觀點來看

是具有價值的，也不值得保護。這是根據法規範一致性的原理所得出的當然結論

33。 

 

至於本說的批評，法律、經濟的財產概念所強調的是法規範的一致性，因此

不可避免的會考量到民事法上的規定，如此仍會產生依賴民法上的財產保護觀念

                                                                                                                                            
財產犯の保護法益，1984，142 頁。 
31 就此，Franzheim補充到，以債權事實上有無實現可能性為基準來認定是否是財產，是不適當

的。因為有無事實上有無實現可能性，往往取決於債務人的人品、支配力、當事人間的關係等偶

然因素，將這些偶然因素作為判斷是否成立財產犯罪是不妥當的。Franzheim, Zur Strafbarkeit des 
Komplicen- und Dirnenlohnbetruges, GA 1960, S. 275. 轉引自林  幹人，財產犯の保護法益，

1984，147 頁。 
32 Nagler, Bezugschein als Objekt von Vermögensverbrechen, ZakDR 1941, S. 294f. 轉引自林  幹
人，財產犯の保護法益，1984，143 頁。 
33 Cramer, Vermögensbegriff und Vermögensschaden im Strafrecht, 1968, S. 89, 91. 轉引自林  幹
人，財產犯の保護法益，1984，1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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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議34。其次，有民法不受保護的財產，依此說亦不受刑法保護，如此將導致

被害人以「自力救濟」方式來保護該財產。此與刑法上財產保護之意旨相違35。 

 

貳、本文的觀點　  

一、爭論的核心 

由上述說明可知，純法律的財產概念、純經濟的財產概念以及法律、經濟的

財產概念，三說見解的歧意，可以歸納出以下三種主要的爭論： 

 

其一，刑法是否從屬於民法？純法律的財產概念認為，刑法對於民法（及少

部分的公法）具有從屬性；而純經濟的財產概念則認為刑法具有獨立性。若撇開

歷史因素不論，單就從屬性的概念來說，可以得出以下兩種延伸，第一是刑法的

補充性，即當某種權利完全可以由其他法律來保護時，就不得利用刑法來進行保

護36。第二是狹義的從屬性，即刑法只能保護其他法律有保護的權利，如果某種

權利不受其他法律保護，那麼刑法也不能加以保護。就前者而言，乃是基於「最

後手段原則」的思想而來，刑法在解決社會衝突關係的各種法律策略中，乃是居

於補充的地位。換句話說，只有在當面對社會衝突關係，其他法律手段無法發揮

應有的規範效果時，方才能使用刑事手段來制裁。此又稱為「補充原則」或「第

二順位原則」37，因此應予以肯定；至於後者的論點，則不無疑義，理由在於：

一、刑法的規範客體是犯罪行為（即對於不法行為的非難），但犯罪行為並非是

其他法律規範的對象。二、刑法的處罰，並不是對於違反其他法律（第一次規範）

                                                 
34 陳志龍，人性尊嚴與刑法體系入門，1997，384～385 頁。 
35 陳志龍，人性尊嚴與刑法體系入門，1997，384～385 頁；林東茂，一個知識論上的刑法學思

考，2001，272 頁。 
36 許玉秀，刑法導讀，新學林分科六法，2006，46 頁。 
37 許玉秀，刑法導讀，新學林分科六法，2006，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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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裁，而是根據刑法的目的判斷某種行為是否需要給予處罰。三、自古刑法即

有作為第一次規範來保護利益，後來由於法領域的分化，才出現由各種法律共同

保護各種利益的現象。因此，本文認為刑法並不從屬於民法，僅是在最後手段原

則的思想下，對於刑法制裁是否發動應謹慎考量。 

 

其二，關於行為無價值與結果無價值的爭議，相較於純法律的財產概念與法

律、純經濟的財產概念，純經濟的財產概念更重視行為無價值，這一點可以從

1910 年關於孕婦購買墮胎藥案的判決理由中窺知38。不法利益之所以認為仍有刑

法保護的必要，其潛在理由可能是，行為人的行為與侵害合法財產的犯罪行為並

無不同，僅因為犯罪客體的屬性不同，而有不同的待遇，就此似有不公。 

 

本文認為，刑法規範的目的，在於保護社會生活利益（法益）39。犯罪行為

之所以要受到刑法制裁，乃是因為該行為已經造成破壞法益的結果或是對該法益

已經造成危險。因此在討論行為無價值的觀點時，仍不可避免的會涉及是否有侵

害法益的討論。換言之，刑法所關注的的確是損害發生到既遂這個期間的犯罪行

為，然而這樣的犯罪行為仍必須是以有侵害法益或有造成（法益）危險時，才需

要動用刑法來制裁。故不論是採取行為無價值的立場或是結果無價值的立場，對

於是否侵害法益的判斷，皆不可避免。 

 

而在對不法利益為侵害的情形，即便該行為存在著可非議性，然而因為該不

法利益不受法律保護，而非屬刑法所欲保護的財產法益，因此該行為人仍不會構

                                                 
38 該判決認為行為人成立詐欺罪的理由之一，即刑法所關注的是損害發生到既遂這個期間的犯

罪行為，因此強調該行為的無價值。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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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9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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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財產犯罪。 

 

其三，關於法規範一致性的必要，在採取純經濟的財產概念的情形，因為純

經濟的財產概念所關注的是現實上是否具備經濟價值，至於該物是否為法所保

護，再所不問。因此，可能會造成某些財產在刑法上是受保護的；而在其他法領

域，則是不被保護。進而產生法規範不一致的情形。 

 

本文認為，法規範乃是普羅大眾對於社會價值的反應。不論是在哪一種法領

域，法規範所欲彰顯的價值應無不同。即便各個法領域基於不同的目的，而有不

同的違法性（標準）判斷40，但這並不影響整體法規範所欲保護的價值觀。此外，

主張法規範一致性的觀點，並不代表某些法律一定要依循其他法律而為相同判

斷。因為該價值觀乃是同時存在於各法領域中，並不會有從屬的現象產生。而是

在相同的價值觀下，各法領域就此應為一致的判斷。 

 

二、較理想的財產概念 

綜上，本文認為較理想的財產概念應該是法律、經濟的財產概念。理由在於

此說乃是在法規範一致性的前提下，可以兼顧現實經濟價值的判斷。而法規範一

致性的觀點，並不會導致刑法從屬於民法的現象發生。且就刑法的規範目的而

言，對於行為無價值的非難，其目的仍在於保護法益，而非規範本身。因此，在

判斷上應採法律、經濟的財產概念為妥。 

 
                                                 
40 例如，民法上不法行為所生的法律效果，是以救濟被害人損失為目的的損害賠償；而刑法則

是以保護法益和維護社會生活安全為目的，其法律效果為刑罰。關於二者的違法性，自然不同，

然而最終所欲保護的價值應無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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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採此說並不會增加被害人「自力救濟」的情形，即使某個財產受到民

事與刑事上的保護，但如果個人無法藉由法律之強制力來獲得保障時，仍然會走

向自力救濟一途41。 

 

三、虛擬寶物在刑法上的定位 

虛擬寶物除了在理論上，與一般實體財產相同而具有經濟價值外，在實際面

上，關於虛擬寶物的交易金額每年更是有高達九億美元的規模42。因此，不論是

在理論面還是在實証面，都不能忽視虛擬寶物所具備的經濟價值利益。 

 

此外，虛擬寶物依其性質，雖然不具備實體性。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對於虛

擬寶物的支配，乃是表彰在網路遊戲玩家於對該網路遊戲伺服器上一小部分的儲

存空間及其中的電磁紀錄的使用權。而這個使用權，乃是透過雙方當事人所簽訂

的契約而來，屬於民法上的債權關係。因此，該財產利益，也是受法規範所保障。

故虛擬寶物屬於刑法上的財產概念，而有刑法規範保護的適用。 

 

第三節  「竊取」虛擬寶物行為的分析 

 

在肯認虛擬寶物為刑法所欲保護的財產利益之後，接著即是要對於「竊取」

虛擬寶物行為為分析。所謂虛擬寶物的竊取行為，在螢幕的顯示上，係將虛擬物

品從一個虛擬角色身上移轉至另一虛擬角色。就其相對應的電磁紀錄而言，該行

為僅是產生「變更」電磁記錄的結果。且從利益的角度來看，行為人所取得的是

                                                 
41 張天一，論刑法上「財產概念」之內涵，刑事法雜誌，47 卷 1 期，2003，27 頁。 
42 http://tw.stock.yahoo.com/xp/20050913/49/22247481858.html（2006/09/13 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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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該遊戲伺服器上一小部分的儲存空間以及其中電磁紀錄的使用權。 

 

實務見解對於此行為的論處，在民國九十二年修法之前，有沿用民國八十六

年所增訂之「電磁紀錄準動產化」的概念，而將該行為納入普通竊盜罪的處罰43。

這樣的看法其實是被螢幕的表象的誤導。竊取虛擬寶物行為所表徵的法益侵害並

不是畫面上虛擬角色的持有權受到剝奪，而是現實中行為人不法取得他人對於遊

戲伺服器上一小部分的儲存空間以及其中電磁紀錄的使用權（利益）。由於「利

益竊盜」在現行法中並不處罰，因此以普通竊盜罪的論處並不正確。 

 

此外關於「電磁紀錄準動產化」的概念，因為電磁紀錄所著重者，乃是在於

其無體性部分，而刑法上所稱之竊盜，必須是符合破壞他人持有，而建立自己持

有為要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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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理

由，民國九十二年的修法，即刪除有關「電磁紀錄準動產化」的規定。而實務見

解對於「竊取」虛擬寶物行為的處罰，則是轉向適用妨害電腦使用罪章中的取得、

刪除變更電磁紀錄罪44。惟按本文前述之論述，妨害電腦使用罪章之規範，乃在

於保護資料處理程序之安全。故有關本章條文之適用，也必須是以此為前提。若

肯認這樣的觀點，在修法後以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取得、刪除變更電磁紀錄罪來

處罰「竊取」虛擬寶物行為，也是不正確的適用，因為變更該虛擬寶物的電磁紀

錄，並不會影響到電腦資料處理程序的安全，且即便是再多玩家的寶物被竊取，

                                                 
43 臺灣基隆地方法院九十二年度基簡字第八一七號。 
44 臺灣台中地方法院九十二年度訴字第二七六二號；臺灣台南地方法院九十二年度簡字第四六

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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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僅是財產利益的損失，與資料處理程序安全無涉，因為電腦遊戲程式還是可以

正常運作，而這也間接地凸顯了資料處理程序安全法益也是集體法益的性質。因

此關於該行為的論處，只能轉向與電磁紀錄有關的其他實體權規範來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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