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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不正使用電腦得利 

 

按前所述，竊取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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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無法適用該條規定來論處。惟竊取虛擬寶物屬

於「利益」的取得。且就整體案例事實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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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案例是否合致刑法第三百三十

九條之三不正使用電腦詐欺罪之處罰規範。關鍵即在於「無權」輸入帳號、密碼

而進入遊戲之行為的判斷。這個行為在實務判決中，有認為屬於普通詐欺罪之範

疇1；亦有認為屬於電腦詐欺罪的類型2。然而，普通詐欺罪與電腦詐欺罪二者，

一般認為屬於互斥關係3，具有本質上的不同。何以實務見解，對於相同的行為，

而有不同的認定？此即本章所欲釐清的標的。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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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臺灣基隆地方法院九十二年度基簡字第八一七號判決、臺灣台中地方法院九十二年度訴字第二

七六二號判決。 
2 臺灣基隆地方法院九十二年度基簡字第九四三號判決、臺灣台南地方法院九十二年度簡字第四

六三號判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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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聖傑，溢領借款的詐欺--評臺北地院九十二年度自字第

十七號判決，月旦法學，120 期，2005，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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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詐欺罪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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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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見解理所當然地將之認定為合致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三「以不正方法將不正指

令輸入電腦」的構成要件，然而在判決理由中卻未見說明。「無權」輸入帳號、

密碼之行為，是否合於不正使用電腦詐欺罪之構成要件，在學說間仍存有疑義4。

因此在釐清不正使用電腦詐欺犯罪行為的屬性之後，便著重於此一相關問題的探

討。 

 

第一節 電腦詐欺 

壹、電腦詐欺之概念 

在高度倚賴電腦化的現今社會，人們為營社會生活所為之行為，許多皆與電

腦資料之處理相涉。電腦藉由其高速運算的功能，除了可以精確快速地處理大量

的資料，也由於儲存資料技術的進步以及互連網路技術的成熟，使得電腦在我們

的日常生活，已經可以逐步取代原先只能由自然人進行的各種繁瑣的工作，甚而

因此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例如：自動櫃員機（Automated Teller Machine簡稱

ATM）的使用、信用卡交易、各種儲值卡5與讀卡設備的使用等等。這些電腦或

其相關設備的使用，皆是透過電腦資料的處理，而產生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更

記錄的結果。然而，在帶來便利的背後，也產生了新的犯罪型態。原本只是面對

自然人的犯罪現象，隨著電腦取代人工的改變，而變為是面對電腦的犯罪現象。 

                                                 
4 學說上討論較多的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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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不屬於「不正方法」的學者有林山田與黃榮堅，見：林

山田，刑法各罪論（上冊），2004，467 頁；黃榮堅，刑罰的極限，1999，318 頁。而認為該情形

亦屬「不正方法」的學者有甘添貴、黃常仁、曾淑瑜、蔡蕙芳等，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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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例如台北捷運所使用的悠遊卡、高速公路電子收費系統（the 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簡稱ETC）
所使用的儲值卡、公共電話所使用的IC電話卡、電腦線上遊戲（Online Game）所使用的點數卡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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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電腦詐欺」，係指行為人基於不法所有之意圖，以不正方法影響電腦

資料處理的過程，藉此以取得財產利益的行為。屬於電腦犯罪中的「電腦操縱」

6形態。而電腦詐欺相關規範的出現，學說7認為，其目的主要在於填補傳統財產

犯罪規範的漏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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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案例，如果用普通詐欺罪來檢驗，首先要處

理的問題是電腦是否會「陷與錯誤」。以詐術使被騙客體陷於錯誤，乃普通詐欺

罪主要的構成要件之一。有學說8認為，電腦的運作，乃是依據程式設計。只要

是符合程式設計的條件，該電腦（運作）所得出的判斷結果，皆屬「正確」（並

無「錯誤」可言）。這樣的看法，是針對電腦本身的特性而言，以目前的科技技

術來說，電腦並無等同人腦而擁有可以自動思考的能力。其運作的準則乃是依據

電腦程式的設計，在符合程式所設計的條件時，電腦便會做出相對應的動作。以

上述案例來說，依目前自動櫃員機的設計，只要是輸入的金融卡及密碼與銀行所

設定的資料相符合，行為人即可對該提款機進行操作。而該操作者是否為「有權」

操作，並非提款機器所能判斷的條件。因此，濫用盜來之金融卡自自動櫃員機提

款或轉帳的行為，對電腦而言，亦是符合該程式設計，所得出的運作結果亦屬正

                                                 
6 電腦犯罪的型態有四：一、電腦操縱；二、電腦間諜；三、電腦破壞：四、電腦竊用。以不正

方法影響電腦資料處理的過程，乃係涉及電腦操縱部分。而電腦的不法操縱，在軟體方面包括輸

入操縱、程式操縱、輸出操縱，在硬體方面則有硬體操縱等行為。詳細說明可參考：林山田，電

腦犯罪之研究，刑事法論叢（一），1997，142～146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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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黃榮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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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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此外亦有主張9，電腦處理資料過程不能等同於幕後管理者的意思決定過程。

因此即便使用竊得之金融卡，至自動櫃員機提款或轉帳，雖然有背於幕後管理者

（銀行）對於自動提款機的設置目的，但也不能因此認為該電腦處理資料過程有

瑕疵。 

 

而持與上述不同意見者10則認為，電腦是自然人的延伸，電腦的動作應該評

價為自然人意思活動的一部分。這樣的看法，則是把電腦與其幕後管理者的意思

決定視為一個整體來看。在上述的案例中，因為行為人濫用盜來之金融卡至自動

櫃員機提款或轉帳等行為，與銀行發卡的目的以及自動櫃員機設置目的範圍的提

款方式相違（銀行在發卡及設立自動櫃員機之初，當然是期望一個有權操作該電

腦的人來使用）。因此可以認為行為人係施用詐術，使銀行發生錯誤，並藉由自

動櫃員機放款，而合致普通詐欺罪的構成要件。 

 

由上述的討論可知，要釐清這個問題，首先要從普通詐欺罪中「錯誤」的解

釋出發。所謂錯誤，係指主觀與客觀的不一致，而判斷是否不一致，當然要有一

個「標準」才行。一般我們在討論構成要件錯誤的問題上，它的判斷標準即在於

行為人的主觀認知。也就是說，如果客觀上所發生的事實，與行為人主觀上的認

知不同時，即產生錯誤。而詐欺罪中所指的錯誤，其判斷標準則是詐欺對象的主

觀認知，例如行為人對於被害人施以詐術，被害人就是因為主觀上認為行為人所

說所做是真實的而相信，但是在旁邊的人都知道該行為人在欺騙被害人。此時我

們就會說被害人發生錯誤。然而在電腦機器的情形，機器之所以會運作，是因為

                                                 
9 西田典之，コンピュータの不正操作と財產罪，ジュリスト，No.885，1987，18 頁。 
10 下村康政，カード犯罪の刑法上の問題点，法律のひろば，37 卷 3 号，19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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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4～5 頁，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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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人的行為符合機器所設定的若干真實要件。至於是否有權或濫權使用，則非

機器所能判斷。機器運作的準則，可說是依附在客觀的條件上，不涉及主觀（或

者說並無主觀可言），故不會產生錯誤。之所以會有電腦發生錯誤的看法，是因

為在電腦的運作過程之外，附加了（電腦）設置人對該機器的主觀期待。換句話

說，如果電腦的運作結果，未如原設置人的預期，此時即被認為發生了錯誤。但

是就機器本身而言，僅是單純的聽命行事，所有的執行結果，皆來自原先的程式

設計，故不會有錯誤。 

 

因此爭論的重點在於，詐欺的對象，僅是電腦機器的本身，還是除了電腦機

器本身之外，尚結合了設置人的主觀意識在內（亦即機器當作是人的行使工具，

而視為人的延伸或替代）。 

 

本文認為，該對象應該是除了電腦機器本身之外，尚結合了設置人的主觀意

識在內。理由在於，電腦詐欺罪與詐欺罪所保護的法益皆為個人財產法益，因此

在判斷此問題上，法益持有人之主觀意思便居於關鍵性地位，只要有合理依據，

同時又在外在可預見的範疇內，則法益持有人之期望範疇是不能不被列入考慮。

而每一個自動化電腦機器的設置，皆有其目的性，為了達到該目的，在程式設計

方面設有若干的功能以為應用，因此行為人是否濫用該機器，在判斷上不能脫離

機器設置目的而為考量。以自動櫃員機的案例來說，該機器設置的目的在於使有

權操作之人能更便利的進行金融交易，並達到節省人力的目標。銀行利用程式設

計使自動化機器可以取代人工進行特定的金融作業。對於銀行的顧客而言，因為

不受營業時間限制，而有其便利性；對於銀行本身而言，亦可節省大量的人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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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而銀行在設立該機器之初，當然是希望操作該電腦機器的人，是有權且非以

不正方法來使用。這點我們可以由當事人雙方所訂立的契約得知。因此無權或濫

權操作的行為人已違背機器設置人事實上或可得推測的同意範圍。 

 

且由銀行櫃臺的辦理與自動櫃員機的操作兩種型態來說，對於銀行與持卡人

間的消費寄託關係並無不同。在銀行櫃臺對櫃臺服務人員施行詐術，使其受騙，

損失的是銀行（在此先不論銀行與櫃員間的求償關係）；而犯罪行為人使用偽卡

至自動提款機提款，損失的也是銀行。櫃臺服務人員與自動櫃員機對於銀行而

言，皆是營運的輔助工具。因此施行詐術的重點應該是在視銀行有無發生錯誤而

定。在行為人對銀行櫃臺服務人員施行詐術的情形，櫃臺服務人員的陷於錯誤，

即等於是銀行陷於錯誤，而有普通詐欺罪的適用；而在對自動櫃員機無權或濫權

操作的情形，雖然行為人使用偽卡或使用無權使正的真卡，對於機器而言，並無

發生錯誤，但對於其幕後的銀行來說，該機器的支付與其主觀設置目的11不符，

因此銀行的給付還是有錯誤存在，這種情形與銀行櫃臺服務人員陷於錯誤的情形

無異，故亦有普通詐欺罪的適用。 

 

因此普通詐欺罪在上述案例中，並無法律漏洞存在，其仍可透過解釋的方

式，加以論處。這樣的結論，似乎可能導致刑法中電腦詐欺罪的立法變得多餘，

然而站在刑事政策的思考角度來看，該構成要件的規定仍具備犯罪預防的教示意

義。對於不法意識的教育而言，這樣的規定可以更明確的提醒社會大眾，刑法對

                                                 
11 自動化電腦機器的設置目的，並非從電腦機器本身得出。是其幕後設置者所賦予的主觀期待，

二者不應被切割。此時電腦機器本身對於幕後設置者而言，如同其手足。對於該電腦機器施以詐

術，雖然電腦不會發生錯誤，然而因為與設置者的目的相違背，也會被認為是設置者發生錯誤的

情形，而有普通詐欺罪的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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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法益的保護界線為何，而達到一般犯罪預防的效果。且對於執法者來說，明

確的構成要件規定，有助於對犯罪事實的認定與法律的適用。 

 

而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實務見解在面對無權輸入帳號、密碼而進入遊戲的行

為時，會有適用普通詐欺罪與電腦詐欺罪兩種不同結論，因為不論是採用一種規

定，在解釋上都是說的通的。在上述的觀點中，兩個結論的方向是一致的（皆是

詐欺行為）。只是，若由法條結構觀之，電腦詐欺罪的規定，相較於普通詐欺罪

而言，乃屬特別規定，而應優先適用。因此，本文贊同應優先以電腦詐欺罪之構

成要件來檢驗無權輸入帳號、密碼而進入遊戲之行為。 

 

貳、我國關於電腦詐欺罪之規範 

有關我國電腦詐欺罪之規範，按本文第二章之說明共有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

之一收費設備詐欺罪、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二自動付款設備詐欺罪以及刑法第

三百三十九條之三電腦詐欺罪等三條規定。 

 

至於民國九十二年間所提之經濟刑法草案12，雖與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一

至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相涉，然而其立法的重心在於強調經濟犯罪層面的防制，

與本文所欲探討的標的（著重於構成要件的解釋）較無相關，因此亦不在本文的

                                                 
12 民國九十二年一月，立法委員鑑於「經濟活動的發展有日漸多樣化之趨勢，刑法已不足涵包

攝經濟活動犯罪之全貌，而目前相關之經濟刑法，由於規定分散，立法環境各異，難以對經濟犯

罪作一整體性之規範」 等理由，遂參考外國立法例，並參酌國內現狀及可行性，而提出經濟刑

法草案。其中草案第三條第一款，亦將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二與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等規

定，定義為經濟犯罪。在實體法方面，與普通刑法不同之處，主要是在於刑罰的規定。其重點有

四：1、排除刑法條款的適用，如：數罪併罰、連續犯、緩刑、假釋等規定，採一罪一罰。2、經

濟侵害利益達一億元以上者，加重處罰。3、對經濟犯罪之工具及所有利益，一律沒入，不足數

應追繳。4、折抵刑期之規定。見立法院第五屆第二會期第十七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2003，委

97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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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範圍之內。 

 

此外，有關我國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一至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的立法目

的，在官方的立法理由中僅提及政策面考量，對於法理方面則缺乏論述，因此立

法者是否將本規定視為填補普通詐欺罪的立法漏洞，則不得而知。本文認為，承

上述壹所屬之理由，該規定並非填補普通詐欺罪的立法漏洞，而是帶有犯罪預防

作用的不法意識教育意義的特別規定。 

 

第二節 不正方法 

 

在釐清普通詐欺罪與電腦詐欺罪的關係之後，接著是要針對電腦詐欺罪的構

成要件為分析，特別是關於「不正方法」的解釋與適用，以期藉此可以判斷無權

輸入帳號、密碼而進入遊戲的行為是否合致該構成要件之規定。 

 

壹、外國立法例的介紹 

一、德國立法例 

（一）法條規定 

德國關於電腦詐欺罪的規範，其構成要件主要規定於德國刑法第二百六十三

條 a 第一項，內容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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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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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觀不法構成要件 

1、構成要件行為 

從條文的規定可以發現，有關電腦詐欺罪的構成要件行為，係以例示的方式

來規定三種行為樣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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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個概括規定：其他無權影響資料處理過程的行為。此乃是德國依

據其實務經驗上已出現之行為型態，且具有財產損害特性之電腦操作行為，而作

成的構成要件規定13。其中關於「資料」與「使用」的概念，因涉及各該構成要

件行為的解釋，因此有必要先為說明。 

 

這裡的資料，係專指電腦資料（computer data）而言。所謂電腦資料，係指

可供電腦處理或由電腦處理後所產生的資料。在電腦術語中，亦稱之為檔案。本

文所使用的「電腦資料」、「檔案」或「電磁紀錄」是可以互相代換的用語。而電

腦資料的特質，有學者認為與傳統資料的特質不同14，其認為傳統資料，如文字、

圖畫等係記載於如紙張之有體物上，二者相結合而成為一具備長、寬、高與持久

性的實體，故屬於有體性。而電腦資料被認為是具有無體性質，這裡的無體性，

係指供機器處理之用，存在的型態完全是電磁作用，一旦關機，電腦資料即不存

在。 

 

這樣的看法，本文認為並不全然正確。由電腦資料儲存於載體上的物理性質

觀之，大致上可區分為暫存性與永存性。在暫存性的部分，主要是指將電腦資料

儲存在隨機存取記憶體（random access memory 簡稱 RAM）中，這種記憶體，

                                                 
13 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29 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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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09~1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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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特色就是需要通電始能存取資料。換言之，只要一切斷電源，該載體便會

因為缺乏供電而無法運作，進而使載體上的電磁標記消失。而永存性的部分，則

是指將電腦資料儲存在如硬碟（hard disk 簡稱 HD）的儲存設備中，硬碟的物理

性質，是在磁碟片上塗有具磁性的細小顆粒（磁粉），接由電磁作用，使流動的

電流產生一個小磁場，而將磁區上的磁粉重新進行排列。故在切斷電源後，載體

上的磁粉標記仍然存在，可以永久保存。因此，認為一旦關機，電腦資料即不存

在的看法，並不全然正確。 

 

其次，本罪所欲規範的重點在於無權影響資料處理過程的電腦操縱行為，因

此，只要該電腦資料與資料處理過程相涉已足。不論是暫存性或是永存性的電腦

資料，皆不影響本罪構成要件的判斷。然而該電腦資料的範圍並非沒有限制，至

少資料必須能夠呈現出電腦所能「理解」的資訊。「資料」是紀錄事實的記號，「資

訊」是資料所表達或至少是資料所呈現出來的事實。故「資料」是被轉譯成代碼

的資訊，當「資訊」從可見形式被轉譯成可供機器處理之代碼形式時，「資訊」

即成為「資料」15。 

 

此外，立法者並未對於本罪構成要件中之「資料」為定義，也未指出該「資

料」有無適用德國刑法第二百零二條a第二項所定義之電腦資料的解釋16。可能

的理由在於立法者認為，從資料輸入階段開始，資料便有受到保護的必要（而非

                                                 
15 Tiedemann, LK, 11. Aufl. 1998, § 263 a Rn. 20f.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

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31 頁。而資訊與資料的差別，簡單描述如下：有關連的數值或符

號的集合謂之資料。而將資料加以運算、比較、判斷、排序、分類等處理，使之成為有用的內容，

謂之資訊。 
16 德國刑法第二百零二條a第二項：「第一項（電腦資料無權探知罪）所述的資料係指以電子、

磁性或其他不能直接感覺的方式被儲存或傳送的資料。」就此定義而言，電腦資料一方面限定在

電子、磁性或其他不能直接感覺等形式，另一方面，亦侷限於被儲存或傳送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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侷限於保護儲存或傳輸中的資料）。因此，相較於德國刑法第二百零二條a第二項

所定義的電腦資料概念，本條構成要件中所指「資料」的解釋更寬17。 

 

在釐清「資料」所指涉的範圍之後，接著要討論的是「使用」的概念。本條

第一項中「使用不正確或不完整的資料」的「使用」概念，係指「輸入」行為而

言。至於「無權使用資料」的「使用」概念，則有不同意見。有認為該「使用」

概念同「使用不正確或不完整的資料」的「使用」概念，應作輸入行為來理解18；

亦有認為該「使用」概念，除包含輸入行為外，還包括「利用」行為19。這兩種

解釋的差異，在清光賭博遊戲機現金案中，會導致試用不同的構成要件。詳細的

介紹，請見本節下述（3）無權使用資料的說明。而本文認為，「使用」的概念，

應以後說為是。理由在於，就使用資料的文義來說，並不侷限於輸入資訊轉譯的

代碼，利用資料所呈現的資訊行為，在文意上亦合於使用資料的解釋。以下便就

各構成要件行為為解釋： 

 

（1）編製不正確的程式 

「編製不正確的程式」此一構成要件主要是用來規範「程式操縱」行為20。

                                                 
17 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30 頁。 
18 Rengier, BT1, 4. Aufl. 2000, §13 Rn. 7; Cramer, Schönke-Schröder, StGB, 25. Aufl. 1997, § 263 a 
Rn. 7; Lackner/Kühl, StGB, 23. Aufl. 1999, § 263 a Rn. 9; Tröndle/Fischer, StGB, 49. Aufl. 1999, § 
263 a Rn. 7; Wessels/Hillenkamp, BT2, 18. Aufl. 1999, Rn.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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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74 頁與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

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30 頁。 
19 所謂利用行為，係指除了直接將資料輸入資料處理設備的行為之外，還包括行為人在該設備

處理資料時，運用源自資料的知識的行為。贊同學者如下：Otto, BT, 5. Aufl. 1998, §52 Rn. 35; 
Tiedemann, LK, 11. Aufl. 1998, § 263 a Rn. 41; Hilgendorf, Fallsammlung zum Strafrecht, 1998, S.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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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74 頁與

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30 頁。 
20 Wessels/Hillenkamp, BT2, 22. Aufl. 1999, Rn. 606; Günther, SK, 5. Aufl. 1996, § 263 a Rn. 14; 
Lackner/Kühl, StGB, 23. Aufl. 1999, § 263 a Rn. 6; Joecks, StGB, 1999, § 263 a R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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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係指以程式語言撰寫出來的一連串指令。電腦可以可以執行這些指令，

且以符合程式設計師的預期讓電腦運作21。而這些以程式語言撰寫出來的一連串

指令，其係以檔案的方式呈現，因此在概念上亦屬電腦資料的一種。而所謂編製，

係指編寫程式而言，除一般的編寫行為外，也包括程式的置入、插入等。這種程

式操縱行為包括自最初編製程式時便已開始，以及對原來既存正確程式的修改。

因為所編製的程式最終仍需要輸入電腦，以達到影響資料處理過程。因此，多數

見解認為本構成要件行為，亦包含在「使用不正確資料」的概念中，而屬於其特

別規定22。之所以要特別另外作規定原因在於，程式操縱行為較難被發現，且程

式操縱所產生的效果具持續性與重複性，因此立法者特別另立獨立構成要件，以

強調其危險性23。 

 

至於「不正確」的解釋，所謂正確與否的判斷，必須存在一個判斷標準，該

標準的依據是事實。與事實相符者，即是正確；與事實不符者，即是不正確。而

這個事實有來自主觀解釋，亦有來自於客觀解釋。就此，德國主要有主觀說與客

                                                                                                                                            
Lackner/Winkelbauer, CR 86,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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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70 頁。 
21 Bryan Pfaffenberger，沈俐亨編譯，韋氏新世界電腦用詞辭典，8 版，2000，470～471 頁。 
22 Maiwald, BT1, 8. Aufl. 1995, Rn. 575; Otto, BT, 5. Aufl. 1998, §52 Rn. 33; Wessels/Hillenkamp, 
BT2, 22. Aufl. 1999, Rn. 606; Rengier, BT1, 4. Aufl. 2000, §13 Rn. 4; Tröndle/Fischer, StGB, 49. Aufl. 
1999, § 263 a Rn. 6; Lackner/Kühl, StGB, 23. Aufl. 1999, § 263 a Rn. 6; Günther, SK, 5. Aufl. 1996, § 
263 a Rn. 10; Cramer, Schönke-Schröder, StGB, 25. Aufl. 1997, § 263 a Rn. 6; Joecks, StGB, 1999, § 
263 a Rn. 6; Möhrenschlager, Das neue Computerstrafrecht, wistra 1986, S.132; Haft, NStZ 8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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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71 頁。少

數見解則指出，程式固然是一種資料，然而程式並無法直接藉由其與事實的比較而確定是否為真

實正確，甚至兩個內容不相同的程式均得認為真實正確，因而與資料有所差異，所以認為該規定

並非「使用不正確資料」的特殊類型。見Lackner/Winkelbauer, CR 86,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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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02 頁。 
23 Tiedemann, LK, 11. Aufl. 1998, § 263 a Rn. 27.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

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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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說24二種不同的意見： 

 

採主觀說者，係將事實理解為程式設計工作委託者或系統經營者的主觀意

思，所以所謂編製不正確的程式，即是違反程式處分權人的意思，與實際的真實

性無關25。這樣的觀點為德國當初的立法者所採，因為此正符合普通詐欺罪的解

釋。普通詐欺罪即是經由行為人施行詐術，使被害人做出違反處分權利人真正意

思的決定26。 

 

採客觀說者，則認為應重視處理相關當事人間所進行的資料處理結果，而非

所編寫的程式是否偏離程式設計工作委託者或系統經營者的主觀意思27。換言

之，程式編製正確與否，應取決於客觀的標準，亦即在輸入正確、完整的資料時，

依據相關當事人間的關係所得出資料處理，並非偶然，而是依據系統工作步驟得

出合於資料處理目的28，且符合實質法律地位的結果。因此判斷的重點在於行為

人所編製的程式是否符合資料處理當時所預設的目的，而也能產生客觀上相符合

該資料處理的結果29。 

                                                 
24 這裡雖然區分為主觀說與客觀說，但討論的對象都是機器的設置目的。 
25 Cramer, Schönke-Schröder, StGB, 25. Aufl. 1997, § 263 a Rn. 6; Lackner/Winkelbauer, CR 86, 656. 
Möhrenschlager, Das neue Computerstrafrecht, wistra 1986, S.132; Samson, SK, 5. Aufl. 1994, § 263 a 
R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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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71
頁與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34～35 頁。 
26 Tiedemann, LK, 11. Aufl. 1998, § 263 a Rn. 29.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

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35 頁。 
27 Maiwald, BT1, 8. Aufl. 1995, Rn. 231; Wessels, BT2, 18. Aufl. 1995, Rn. 576; Wessels/Hillenkamp, 
BT2, 22. Aufl. 1999, Rn. 606; Otto, BT, 5. Aufl. 1998, §52 Rn. 34; Rengier, BT1, 4. Aufl. 2000, §13 Rn. 
4; Günther, SK, 5. Aufl. 1996, § 263 a Rn. 14; Tröndle/Fischer, StGB, 49. Aufl. 1999, § 263 a Rn. 6; 
Lackner/Kühl, StGB, 23. Aufl. 1999, § 263 a Rn. 7; Joecks, StGB, 1999, § 263 a Rn. 8; Hilgendorf, JuS 
97,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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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頁與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35 頁。 
28 這個目的，當然也是來自主觀。不過這個是合於所有相關當事人間利益的主觀目的。 
29 Tiedemann, LK, 11. Aufl. 1998, § 263 a Rn. 30f.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

 89



電腦犯罪之法律適用與立法 

本文認為以客觀說為是，理由在於判斷標準取決於程式設計工作委託者或系

統經營者的主觀意思，會導致結果的不確定。且未考慮到機器使用之相關當事人

間的關係，對於雙方的保障似有不公。例如雇主以自己所編製的程式，讓程式在

計算員工工資時，得出少於員工實際所應得之給付的結果。在採主觀說時，因為

合於程式設計者之主觀意思而不該當本構成要件，對於該員工而言，甚為不公。

此時若採客觀說，則該雇主所編製的程式因背於原定資料處理系統的工作內容，

使得薪資未被準確的計算出來，因此合致本構成要件。 

 

此外，另有學者對於正確性採限縮解釋的立場，認為程式內的工作指令必須

是與詐欺有關之事實，當此程式運作時，會得出內容不正確之資料處理結果，亦

即唯有當電腦被騙了，方能被認為是編製不正確程式。據此，若程式設計師違反

系統經營者之意思而改正會使第三人產生不利益之錯誤程式，將不構成本罪30。 

 

（2）使用不正確或不完整的資料 

「使用不正確或不完整的資料」此一構成要件主要是用來規範最常發生的

「輸入操縱」行為31，且該構成要件與普通詐欺罪最具對稱性32。而關於「使用」、

「不正確」、「資料」等相關概念，已於前文介紹，於此不再贅述。至於另一個構

                                                                                                                                            
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36 頁。 
30 Tröndle, StGB, 47. Aufl. 1995, § 263 a Rn. 6.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大

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36 頁。 
31 Maiwald, BT1, 8. Aufl. 1995, Rn. 232; Wessels/Hillenkamp, BT2, 22. Aufl. 1999, Rn. 606; Günther, 
SK, 5. Aufl. 1996, § 263 a Rn. 15; Lackner/Kühl, StGB, 23. Aufl. 1999, § 263 a Rn. 8; Tröndle/Fischer, 
StGB, 49. Aufl. 1999, § 263 a Rn. 7; Joecks, StGB, 1999, § 263 a Rn. 9; Möhrenschlager, wistra 86, 
Das neue Computerstrafrecht, wistra 1986, S.132; Lackner/Winkelbauer, CR 86, 656; Haft, NStZ 8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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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73 頁。 
32 Tiedemann, LK, 11. Aufl. 1998, § 263 a Rn. 32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

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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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要件使用「不完整」資料，係指資料無法讓人對於事實狀態有充分的認識33，

特別是藉由省略重要事實狀態，以扭曲事實狀態的意義34。 

 

（3）無權使用資料 

本構成要件中「使用」與「資料」的概念，已於前文中介紹過。惟關於「使

用」的解釋，存有不同意見，一認為應作輸入行為來理解；另一則認為除包含輸

入行為外，還包括「利用」行為。這個歧異，在清光賭博遊戲機內現金案中，會

導致適用不同的構成要件。該案例簡述如下：行為人利用違法取得的遊戲機內電

腦程式的運作資料，經由逆向的程式解譯程序取得相關資訊，並使用該資訊而得

以在事先計算出適當時點來按鈕，進而在短時間贏得機器內所有的現金。若認為

該使用的概念，僅包括輸入行為，則在這樣的案例中，行為人利用違法取得程式

資料之特殊知識來操作機器按鈕，該按鈕行為本身並未輸入任何資料進入電腦系

統中，故不構成無權使用資料，而必須依據「其他無權影響資料處理過程的行為」

來論處。若將使用理解為除包含輸入行為外，還包括「利用」行為，則行為人所

使用的資料即不侷限於代碼形式，尚可包含解碼後的資料35。程式為資料，程式

設計者的意思即為資訊，而解譯程序是為了得到有關程式程式資料的資訊。有了

資訊，行為人的按鈕行為，等於在增加輸贏的機率一事上對電腦下指令。此即利

用了儲存在電腦裡的資料而合致使用資料的要件36。德國實務見解亦有採取類似

                                                 
33 Cramer, Schönke-Schröder, StGB, 25. Aufl. 1997, § 263 a Rn. 6.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

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38 頁。 
34 Tiedemann, LK, 11. Aufl. 1998, § 263 a Rn. 34.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

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38 頁。 
35 Tiedemann, LK, 11. Aufl. 1998, § 263 a Rn. 41.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

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30 頁。 
36 Tiedemann, LK, 11. Aufl. 1998, § 263 a Rn. 21.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

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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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37。 

 

就此本文認為以後說為妥，電腦資料存在的意義在於其可呈現有價值的資

訊，若將使用資料的概念侷限於輸入資料的形式概念，則體現出保障有價值的資

訊的目的，無疑是限縮了本構成要件的適用。且就使用資料的文義觀之，利用資

料的行為亦可包含在內。因此本文認為對於「使用」的理解，應為除包含輸入行

為外，還包括「利用」行為。 

 

其次，要討論的是「無權」的概念，這個概念的使用，在本構成要件中最具

爭議。「無權」一詞，似有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中之罪刑明確性原則。就此，德國

聯邦最高法院援引學者的主張，認為「無權使用資料」此類一般性條款在刑法內

處處可見，只要法官解釋時，透過行為必須與詐欺罪在結構上與不法價值方面具

有等值性，同時參考針對本條所做成之判決，已足夠可預見的方式來限縮本構成

要件的適用範圍，即不違反罪刑明確性原則38。而關於「無權」概念的限縮解釋，

可以歸納下列三種39： 

 

 

                                                 
37 NJW 1991, 428, 440.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

2003，31 頁。 
38 BGHSt 38, 120; NJW 1992, 445.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學研

究，18 期，2003，40 頁。 
39 下列三種解釋都認為應對「無權」概念作限縮性的解釋，只是限制的方向不同。但也有主張

任何限制的解釋都不符合立法者的原意，而認為只要逾越權限或使用任何不被允許的資料，即為

「無權」。Ehrlicher, Der Bankomaten-mißbrauch – seine Erscheinungsformen und seine Bekämpfung, 
1989, S. 86, 87; Bandekow, Strafbarer Mißbrauch des elektronischen Zahlungsverkehrs, 1988, S.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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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77 頁，

註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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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採取「主觀」解釋方法 

所謂主觀解釋方法，認為「無權」使用資料就是違反權利人意思所為之使用。

詳言之，判斷行為人之行為是否構成無權使用資料，必須以是否違反契約的觀點

來討論，而是否違反契約要依據法益持有人（資料處理設備之經營者或設置者）

事實上之意思或推測之意思為斷40。採此說的學者Mitsch認為，由於電腦詐欺罪

所保護的法益是個人財產法益，因此在判斷無權使用資料的問題上，法益持有人

的主觀意思便居於關鍵性地位41。只要是在未取得資料處分權人同意而使用資

料，便屬無權使用資料42。此外，德國聯邦最高法院於一九九四年，便引用上述

學者之意見，提出主觀解釋方法來判斷是否構成「無權」的說明43。 

 

而批評主觀解釋方法的見解則認為，將電腦詐欺罪內涵轉成純粹依據契約關

係決定，似有未妥44。單純違反民法上契約是不能建立刑法第二百六十三條a的

可罰性。 

 

 

                                                 
40 Mitsch, JZ 1994, 883f; Bühler, MDR 1991, 16; Otto, BT, 5. Aufl. 1998, §52 Rn. 40; Hilgendorf, JuS 
97,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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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頁與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41 頁。 
41 Mitsch, JZ 1994, 883f.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

2003，41 頁。 
42 Bühler, MDR 1991, 16.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

2003，41 頁。 
43 其認為，由於電腦詐欺罪與詐欺罪所保護的法益皆為個人財產法益，因此在判斷此問題上，

法益持有人之主觀意思便居於關鍵性地位，只要有合理依據，同時又在外在可見的範疇內，則法

益持有人之期望範疇是不能不被列入考慮的，見BGHSt. 40, 334.（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

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62 頁。） 惟此一判決內容是在探究後一種行為

態樣「其他無權影響資料處理過程的行為」中「無權」的概念，在此是否可以直接作為本行為態

樣中「無權」的解釋，不無疑義。 
44 Wessels/Hillenkamp, BT2, 18. Aufl. 1999, Rn. 609.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

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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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採取「詐欺相似性」解釋方法 

所謂「詐欺相似性」，即要求行為人必須施行與詐騙行為結構上相似或不法

內涵等值的行為45。其又有稱為「詐欺特殊性」，而德國最高法院於一九九一年，

便已有使用詐欺特殊性一詞46。以使用偷來的卡或偽卡至自動櫃員機提款為例，

行為人明知自己欠缺提款的合法權利，然而這樣的提款行為，若是在銀行櫃臺辦

理時，面對銀行行員時，行為人則必須冒用合法權利人身份始能進行冒領，該冒

用行為即是詐術的施行。此時，該至自動櫃員機提款的行為，即具備詐欺相似性，

而合致無權使用資料之構成要件。反過來說，若某詐術對人施行時，不會構成普

通詐欺罪，此時第二百六十三條a便被排除而不適用47。據此，第二百六十三條a

的適用，僅包括那些缺乏對於人主觀判斷的影響而導致錯誤決定的案例，此即所

謂 「 假 設 上 相 似 性 的 涵 攝 需 求 （ ein änliches hypothetisches 

Subsumtionserfordernis）」48。 

 

此外，學說與聯邦法院均強調，採此種解釋方法得以確保本罪與普通詐欺罪

之間的結構相同性。 

 

                                                 
45 Wessels/Hillenkamp, BT2, 22. Aufl. 1999, Rn. 609; Rengier, BT1, 4. Aufl. 2000, §13 Rn. 8; 
Dreher/Tröndle, StGB, 47. Aufl. 1995, § 263 a Rn. 8; Günther, SK, 5. Aufl. 1996, § 263 a Rn. 18; 
Tröndle/Fischer, StGB, 49. Aufl. 1999, § 263 a Rn. 17; Tiedemann/Waßmer, Jura 2000, 536; Lampe, JR 
1988,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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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頁與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41 頁。關於「詐

欺相似性」的解釋，國內文獻尚可參考李聖傑，溢領借款的詐欺--評臺北地院九十二年度自字第

十七號判決，月旦法學，120 期，2005，224 頁以下。 
46 BGH 38, 120. 
47 Günther, SK, 5. Aufl. 1996, § 263 a Rn. 17; Tiedemann, LK, 11. Aufl. 1998, § 263 a Rn. 48f; 
Wessels/Hillenkamp, BT2, 18. Aufl. 1999, Rn. 60.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

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42 頁。 
48 Cramer, Schönke-Schröder, StGB, 25. Aufl. 1997, § 263 a Rn. 2; Günther, SK, 5. Aufl. 1996, § 263 a 
Rn. 17.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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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採取「電腦特定性」解釋方法 

所謂「電腦特定性」，係指某個資料使用行為是否構成無權使用資料，必須

取決於電腦資料處理系統之經營者，是否已將反對此種資料使用行為的意思，表

達於程式設計中49。例如，若電腦程式設有辨識濫用行為之模組，針對有無使用

權限一事做出提問，而行為人又做出「有權限」的回覆，哪麼即可被認為是無權

使用電腦資料。 

 

關於本說的批評可以歸納以下三點：其一、本說的核心內容並不清楚，

Achenbach於其文中表示，在插入磁卡時，可以藉由密碼或類似資料之輸入而顯

示程式對於權限的檢驗。對於資料之輸入而偽裝其有權限者，即為無權使用。然

而，對於有無「偽裝權限」之判斷，究竟依據系統經營者之意思、客觀事實或是

其他標準，則未交代。以致糟到「最後委諸法感」的批評50。其二、採此解釋，

將使「無權使用資料」與「使用不正確或不完整的資料」二構成要件的適用重疊，

以上述案例為觀察，行為人在做出「有權限」的回覆時，同時也合致「使用不正

確資料」之構成要件行為。其三、電腦特定性的解釋會使無權使用資料構成要件

之適用範圍過於狹隘，亦即使立法者明示要處罰的無權利者濫用自動櫃員機之行

為成為不可罰51。 

 

 

                                                 
49 Achenbach, JR 94, 295.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

2003，42 頁。 
50 Hilgendorf, JuS 97,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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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78 頁，註 101。 
51 Tiedemann, LK, 11. Aufl. 1998, § 263 a Rn. 45.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

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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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無權影響資料處理過程的行為 

由條文的設計可知，本構成要件的規範目的，在於填補前述構成要件行為以

外，尚未被知曉的操縱技術的處罰52。然而，在構成要件解釋上，最令人困擾的

還是「無權」一詞的涵範圍。有認為本構成要件的判斷標準，應同於前述「無權

使用資料」，要求在價值與結構上須對稱於普通詐欺罪的欺騙行為53。而針對「無

權」的解釋，亦有認為判斷標準取決於是否符合自動設備經營者之意思54。 

 

另外，就本構成要件觀之，在適用範圍的解釋上，似有過廣且不明確的疑慮。

因此有學者主張，應將本構成要件行為限於沒有「使用」資料，但卻可以「無權」

影響資料處理過程的行為類型55。抑或主張，為達成限制解釋的目的，應與前述

「編製不正確的程式」、「使用不正確的資料」兩構成要件相配合，將此種影響限

                                                 
52 Günther, SK, 5. Aufl. 1996, § 263 a Rn. 21; Rengier, BT1, 4. Aufl. 2000, §13 Rn. 13; Dreher/Tröndle, 
StGB, 47. Aufl. 1995, § 263 a Rn. 9; Cramer, Schönke-Schröder, StGB, 25. Aufl. 1997, § 263 a Rn. 12; 
Ehrlicher, Der Bankomaten-mißbrauch – seine Erscheinungsformen und seine Bekämpfung, 1989, S. 
87; Lackner/Winkelbauer, CR 86,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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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46 頁與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43 頁。 
53 Wessels/Hillenkamp, BT2, 22. Aufl. 1999, Rn. 613; Dreher/Tröndle, StGB, 47. Aufl. 1995, § 263 a 
Rn. 8; Günther, SK, 5. Aufl. 1996, § 263 a Rn. 22.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

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44 頁。而上述這些學者在「無權使用資料」中關於「無權」的解

釋方法，係採「詐欺相似性」的見解。因此在本構成要件中，對於「無權」的解釋方法，亦採相

同見解。較有爭議的是，Lackner認為，唯有具詐欺相似性的無權行為，才能與詐欺行為等值，

亦方能構成本構成要件行為，見Lackner, StGB, 21. Aufl. 1995, § 263 a Rn. 15.（轉引自蔡蕙芳，電

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45 頁）。對此，Tiedemann提出不同

意見，其認為如此的主張，與本條關於「不正確」概念的解釋一樣，都是想像性的。就事實而言，

如欲影響人類思維與意思決定過程，除了對之提供不正確資料外，其餘方法皆與欺騙無關，如過

度疲勞、酊酩大醉等。相同的道理，在影響電腦處理過程的情形，亦不限於具備詐欺相似性之行

為，方能構成，見Tiedemann, LK, 11. Aufl. 1998, § 263 a Rn. 26.（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

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45 頁）。 
54 BGHSt. 40, 334 ; Hilgendorf, JuS 97, 13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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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47 頁。 
55 Lackner/Kühl, StGB, 23. Aufl. 1999, § 263 a Rn. 22.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

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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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輸入「正確」資料的條件下，而進行不正確的資料處理56。 

 

此外，本構成要件中所指之「資料處理過程」，應含所有技術性過程，亦即，

依據程式而進行的資料處理與傳遞處理結果的過程。立法者在立法理由中與學者

在說明「資料處理過程」的概念時，都強調此必須是財產上重要的資料處理過程

57。以保險箱及收費站的電子檢測裝置為例，雖然上述裝置皆具有資料處理的過

程，但行為人藉由資料操作行為僅取得取走保險箱內之物或得以通行的可能性，

並非進行了財產上的處分，故無法符合本罪之構成要件58。 

 

2、行為結果 

（1）影響資料處理程序的結果 

依據立法者的設計，「影響資料處理程序的結果」是用來取代普通詐欺罪中

「陷於錯誤」與「因錯誤而為之財產處分」兩個構成要件。經由構成要件行為（上

述四種態樣），在技術上必然會導致錯誤結果的產生，與普通詐欺罪中要求的「財

產處分行為」相同，而具備等值的不法非難。然而，這樣的觀點，有刑法學者指

出，不關是就哲學上存在論或是價值論而言，兩者概念並不相同59。在以人為對

象的詐欺行為中，被騙者所做出的錯誤決定，必須是在行為人所實施詐術的誤導

下得出；而在電腦詐欺的情形，第三種（無權使用資料）與第四種（其他無權影

                                                 
56 Tiedemann, LK, 11. Aufl. 1998, § 263 a Rn. 63.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

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44 頁。 
57 Cramer, Schönke-Schröder, StGB, 25. Aufl. 1997, § 263 a Rn. 23; Tiedemann, LK, 11. Aufl. 1998, § 
263 a Rn. 65.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32
頁。 
58 Tiedemann, LK, 11. Aufl. 1998, § 263 a Rn. 65.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

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32 頁。 
59 Tiedemann, LK, 11. Aufl. 1998, § 263 a Rn. 26.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

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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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資料處理過程的行為）構成要件行為，所啟動的仍是「正確」的資料處理程序，

而被影響的資料處理結果，也並不一定是「不實」的結果60。這裡的「影響」，

指的是在這些行為介入後所得的資料處理結果，與在沒有介入下，完全依據原先

程式設計的處理程序之結果，有所不同61。 

 

另外，這裡關於資料處理程序的影響，並不以該程序已經開始在運作為前

提，行為人尚可藉由對於資料處理程序的中斷或啟動而產生影響62。而受影響之

資料處理程序的結果是指中間結果而言，影響資料處理程序結果之行為並不以直

接引起財產上處分為必要。換言之，財產上處分行為是電腦處理後之結果，亦即

資料處理後直接引起財產上之損害結果，並不直接取決於行為人的輸入資料等行

為63。 

 

（2）財產上損害 

德國通說認為，電腦詐欺罪之「財產損害」與普通詐欺罪相同，皆無須造成

實害，僅須形成財產上的具體危險即可64。此外，在普通詐欺罪的架構下，行為

人的得利，須與被害人財產上所發生的損害，具有「內容相等」的關係。而在電

                                                 
60 Lackner/Kühl, StGB, 23. Aufl. 1999, § 263 a Rn. 22.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

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46 頁。 
61 Cramer, Schönke-Schröder, StGB, 25. Aufl. 1997, § 263 a Rn. 22; Tiedemann, LK, 11. Aufl. 1998, § 
263 a Rn. 26.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46
頁。 
62 Wessels/Hillenkamp, BT2, 22. Aufl. 1999, Rn. 602; Rengier, BT1, 4. Aufl. 2000, §13 Rn. 2, 9; 
Günther, SK, 5. Aufl. 1996, § 263 a Rn. 23; Ehrlicher, Der Bankomaten-mißbrauch – seine 
Erscheinungsformen und seine Bekämpfung, 1989, S. 83; Tiedemann/Waßmer, Jura 2000, S. 536; 
BGHSt 38,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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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81～82 頁與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45 頁。 
63 Tiedemann, LK, 11. Aufl. 1998, § 263 a Rn. 26, 65; Tiedemann, JZ 86, 869.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

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46～47 頁。 
64 Tröndle/Fischer, StGB, 49. Aufl. 1999, § 263 a Rn. 11; Lackner/Kühl, StGB, 23. Aufl. 1999, § 263 a 
Rn. 18.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8 期，2003，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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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詐欺的情形亦同。 

 

（三）主觀不法構成要件 

關於電腦詐欺罪的主觀不法構成要件的部分，可分為兩個部分來說明：其一

為一般主觀不法構成要件要素，電腦詐欺罪的一般主觀不法構成要件係指行為人

的故意而言，亦即行為人認識並意欲因無權操縱資料處理程序之結果，而取得不

法利益；其二為特別主觀不法構成要件要素，電腦詐欺罪的特別主觀不法構成要

件則是指行為人除了要具備故意之外，還必須有為自己或第三人取得不法利益的

意圖。 

 

二、日本立法例 

（一）法條規定 

日本關於電腦詐欺罪的規範，其構成要件主要規定於日本刑法第二百四十六

條之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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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客觀不法構成要件 

從法條的形式觀之，相較於德國刑法規定，最大的不同在於，日本刑法對於

電腦詐欺罪的行為客體，限制在為他人處理事務使用之電子計算機。而在構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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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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依據條文的規定，可區分為兩個類型，以下分就各客觀不法構成要件為介紹： 

 

1、構成要件行為類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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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條文，此一構成要件行為的行為客體，限定於「他人處理事務使用之電子

計算機」。所謂「他人」，係指行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其他非法人團體66。

所謂「事務」，同背信罪中「處理事務」規定的解釋，認為應限於關於財產權得

喪變更的財產事務67。而電子計算機，則是指具有一定獨立性得自動進行資料處

理的電子裝置68，可製作財產權得喪變更之電磁紀錄者69。學說上更有主張該電

子計算機，應具備一定之安全系統為必要70。因此所謂「他人處理事務使用之電

                                                 
65 日本的立法者一方面考慮到新的規定乃在填補舊有規定的漏洞，然而舊有的法律規定，仍得

適用於部分案例（例如：行為人持偽卡到自動櫃員機領現金的行為，在日本學界與實務見解，皆

認為構成竊盜罪，見大阪地判昭 57.9.9 判時 1067 号 159 頁；札幌地判昭 59.3.27 判時 1116 号 143
頁；東京判平元.2.22 判時 1308 号 161 頁；甲府判平元.3.31 判時 1311 号 160 頁。鶴田六郎，大

塚  仁等編，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法第二版，第 13 卷，2000，166 頁；日本弁護士連合会刑法

改政対策委員会，コンピュータ犯罪と現代刑法，1990，153 頁；井上正治、江藤  孝，新訂刑

法学［各則］，1994，166 頁；原田國男，石原一彥等編，現代刑罰法大系  第 2 卷  経済活動

と刑罰，1983，241 頁；林  幹人，刑法各論，1999， 258 頁）；另一方面則認為，由於立法技

術上的困難，而放棄全面掌握各種操控方式的立法模式，僅規定「輸入虛偽資料」與「輸入不正

指令」二種類型，見的場純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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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大山  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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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頁；板倉  宏，刑法各論，2004，131 頁。 
67 鶴田六郎，大塚  仁等編，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法第二版，第 13 卷，2000，161 頁；大山  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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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23 頁。 
68 米沢慶治，大塚  仁等編，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法，第 10 卷，1991，149 頁；花井哲也，刑

法講義［各論Ⅱ］，1996，110 頁。 
69 鶴田六郎，大塚  仁等編，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法第二版，第 13 卷，2000，161 頁。 
70大山  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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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頁；日本弁護士連合会刑法改政対策委員会，コンピュータ犯罪と現代刑法，1990，159 頁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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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算機」應解釋為，供行為人以外之他人處理關於財產權得喪變更事務之用，

而具有一定獨立性得自動進行資料處理的電子裝置。至於本構成要件行為的行為

態樣，可分為「輸入虛偽資料」與「輸入不正指令」二種類型來說明： 

 

A、輸入虛偽資料 

所謂「虛偽資料」，係指依據該系統所預定的事務處理目的，其內容背於真

實的資料71。例如：銀行行員直接在電腦終端機中為自己或他人的帳號輸入虛構

的儲金（電磁）記錄。但若該銀行行員是有事務權限者，例如：銀行主管有權利

決定是否核發貸款，若該主管憑藉不實的徵信資料，利用銀行電腦終端機將原本

不應貸予的款項，匯入自己或他人的帳號。因該主管係有權限核准貸款之人，故

其行為不屬於輸入「虛偽」資料，而不該當本構成要件72。有日本學者認為，本

構成要件行為類型，等同德國法中「使用不正確或不完整的資料」之構成要件類

型73。 

 

 

                                                 
71 大谷  実，刑法講義各論，1993，260 頁；山口  厚，刑法各論，2005，271 頁；西田典之，

刑法各論，2005，189 頁；川端  博，刑法各論概要，1990，200 頁；堀內捷三，刑法各論，2003，
157 頁；前田雅英等編，条解 刑法，2002，711～712 頁；大山  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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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24 頁；日本弁護士連合会刑法改

政対策委員会，コンピュータ犯罪と現代刑法，1990，162 頁；神山敏雄，阿部純二等編，刑法

基本講座〈第 5 卷〉－財產犯論，1993，63 頁；神山敏雄，［新版］日本の経済犯罪－その実情

と法的対応，2001，232 頁；花井哲也，刑法講義［各論Ⅱ］，1996，110 頁；板倉  宏，刑法各

論，2004，132 頁；川崎一夫，刑法各論，2004，207 頁；曽根威彥，刑法各論，200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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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場純男，刑法等一部改正法概說（五），警察學論集，40 卷 12 号，1987，95 頁。 
72 堀內捷三，刑法各論，2003，158 頁；西田典之，刑法各論，2005，190 頁。此時行為人應以

背信罪或業務上侵占罪為論處。  
73 神山敏雄，阿部純二等編，コンピュータと財產犯，刑法基本講座〈第 5 卷〉－財產犯論，

1993，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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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輸入不正指令 

所謂「不正指令」，依據該系統所預定的事務處理目的，不應輸入之指令74或

非原本所預定之指令75。例如：銀行行員透過原有電腦程式的修改（例如：提高

利率的計算），替自己或他人的帳號增加不實的現金（電磁）紀錄。有日本學者

認為，本構成要件行為類型，等同德國法中「編製不正確的程式」之構成要件類

型76。 

 

上述兩種行為態樣的解釋，在日本學者的文獻當中，並無個別就何謂「輸

入」、「虛偽」、「不正」、「資料」、「指令」等名詞為說明。一般的闡述大多僅是，

將兩種構成要件行為作一定義，並分別舉例說明。以致於在兩構成要件行為的適

用上可能會出現爭議。例如：日本法中的「指令」，依文獻所舉的案例觀之，包

括程式（program）的概念在內，然而按照前述程式的定義，亦屬「資料」概念

的範疇。再加上「不正」概念，在語意上過於寬廣。就兩構成要件行為的法條文

意觀之，似有重疊之虞。這也是為什麼在某些案例中，會出現究竟應適用「輸入

虛偽資料」抑或「輸入不正指令」的不同意見77。 

                                                 
74 山口  厚，刑法各論，2005，271 頁；堀內捷三，刑法各論，2003，157 頁；前田雅英等編，

条解 刑法，2002，712 頁；日本弁護士連合会刑法改政対策委員会，コンピュータ犯罪と現代

刑法，1990，162 頁；神山敏雄，阿部純二等編，刑法基本講座〈第 5 卷〉－財產犯論，1993，
63 頁；神山敏雄，［新版］日本の経済犯罪－その実情と法的対応，2001，232 頁；花井哲也，

刑法講義［各論Ⅱ］，1996，110 頁；板倉  宏，刑法各論，2004，132 頁；曽根威彥，刑法各論，

200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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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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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場純男，刑法等一部改正法概說（五），警察學論集，40 卷 12 号，1987，
95 頁。 
75 川端  博，刑法各論概要，1990，200 頁；大山  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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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24 頁。 
76 神山敏雄，阿部純二等編，刑法基本講座〈第 5 卷〉－財產犯論，1993，64 頁。 
77 神山敏雄，阿部純二等編，刑法基本講座〈第 5 卷〉－財產犯論，1993，63、64 頁；荒川雅

行，電子計算機使用詐欺，刑法の争点，2000，1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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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為了瞭解日本法構成要件的適用範圍，有必要就各名詞為深入的探

討。以下依序分別就日本法條中所稱「輸入」、「虛偽」、「情報」、「不正」、「指令」

等名詞為分析： 

 

（A）「輸入」的意義 

按日本辭典的解釋，「輸入」所指的即是input這個電腦辭彙，在日語中另一

個替代用語為「入力」。這個動作是指使用者將資料傳向電腦的動作78。因此在

解釋上，並不會出現德國法中關於「使用」解釋的爭議。在此僅可解釋為「輸入」

資料行為，而不包括「利用」資料行為。 

 

（B）「虛偽」的意義 

關於「虛偽」的解釋，在日本辭典中係指「うそ」，即違背真實之意79。如

果就日本法條的用語來看，除了本條之外，使用「虛偽」字眼的條文尚有三處，

其一為公共信用罪章中的「虛偽」；其二為偽證罪章中的「虛偽」；其三為誣告罪

章中的「虛偽」。第一個「虛偽」在解釋上係指與客觀事實不符的文書；第二個

「虛偽」在解釋上係指陳述內容與客觀事實不符；第三個「虛偽」在解釋上亦指

背於客觀事實而言。此三者的解釋皆與一般日語的理解一致，就其判斷標準並無

特別強調。然而有趣的是，關於本條「虛偽」的判斷，日本實務與學界絕大多數

的解釋如下：「依據該系統所預定的事務處理目的，其內容背於真實」。其與一般

日語的解釋相較，多了一個被特別強調的主觀判斷標準。從這裡可推測，關於「虛

                                                 
78 Microsoft Press，徐明志、魏嘉輝譯，微軟電腦字典第五版，2002，I-18 頁。 
79 ほんとうでないこ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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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的判斷，在日本學者間的解釋是傾向主觀意思來決定80。 

 

（C）「情報」的意義 

關於「情報」的解釋，在日語的用法上，係指資料（data）。而這裡的資料，

則是專指電腦資料（computer data）而言。有關電腦資料的介紹，請見前述第二

節、壹、一、（二）、1 的說明。 

 

（D）「不正」的意義 

所謂「不正」，在日語的解釋上，係指「正しくないこと。」或是「よくない

こと。」，亦即不正當或不好之意。在語意的涵上，「虛偽」也是屬於「不正」的

解釋範疇81。而日本學者對於不正的解釋，與前述「虛偽」的情形相同，皆加入

一個被特別強調的主觀判斷標準，即「系統所預定的事務處理目的」。因此在判

斷上，同樣可以推測，日本學者間對此之看法，亦是傾向主觀意思來決定。 

 

（E）「指令」的意義 

按日本辭典的解釋，「指令」所指的可以是instruction這個電腦辭彙82，也可

                                                 
80 有學者以濫權使用ATM轉帳為例，假設委託人甲委託受託人乙，代為使用ATM轉帳，若受託

人乙輸入的匯款資料（電磁記錄）內容，違反委託人甲（有事務處理權限者）的主觀意思，該輸

入資料行為，即具備「虛偽」性。見鈴木左斗志，電子計算機使用詐欺罪（刑法 246 条の 2）の

諸問題，学習院大学法学会雑誌，37 卷 1 号，2001，228 頁。該學者亦認為，關於「虛偽」、「不

正」、「不實」的內容，應以有事務處理權限者的意思表示為判斷基準。同文，214～216 頁。另

外亦可參考堀內捷三，芝原邦爾等編，刑法理論の現在的展開－各論，1996，153～154 頁；佐

久間  修，現代社会と刑法，2000 年，241 頁。 
81 有認為，「虛偽」與「不正」的內涵是相同的。見鈴木左斗志，電子計算機使用詐欺罪（刑法

246 条の 2）の諸問題，学習院大学法学会雑誌，37 卷 1 号，2001，214 頁以下。 
82 http://excite.co.jp/dictionary/english_japanese/?search=instruction&match=beginswith&dictionary 
=NEW_EJJE&block=39169&offset=1698（2006/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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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cammand這個電腦辭彙83。前者的意涵為，在程式設計中，被解譯或編譯成

機器語言的一段程式描述84。後者的意涵則是，一個由使用者發出，可以指揮電

腦程式執行某動作的命令85。關於，cammand、instruction、program三者的關係

如下，指令（instruction）是程式（program）的組成部分，而指令（cammand）

是程式（program）啟動的命令。然而本條的指令，究指 instruction還是cammand？

日本學者就此並未說明。觀察他們所舉的案例，有指instruction的例子86，亦有指

cammand的例子87。因此在解釋上，可以發現日本學者對於本構成要件行為態樣

中「指令」的解釋，並不侷限於instruction或是cammand的概念。 

 

此外，關於指令（instruction）與程式（program）二者的比較，如果對於指

令概念採取嚴格的文義解釋而不包括程式（program）在內者，那麼在某些輸入

不正「程式」的情形，則無本條規定之適用。例如：行為人在銀行的利息計算程

式中，外掛（plug-in）一個消除尾數的程式，使他人利息的尾數消去，並將消去

的金額轉入自己或他人的帳戶。因為這種情形是輸入不正「程式」，而非輸入不

正程式片段（指令），故無本條的適用；若行為人是以改變原有程式中，關於利

息計算方式，來增加自己的利息，這樣的行為，才是輸入不正指令（程式的片段），

                                                 
83 http://excite.co.jp/dictionary/english_japanese/?search=command&match=beginswith&dictionary 
=NEW_EJJE&block=36172&offset=352（2006/09/04）。但 cammand 在日語中的使用，一般都是用

「コマンド」來表示，而不是漢字的「指令」。 
84 Microsoft Press，徐明志、魏嘉輝譯著，微軟電腦字典第五版，2002，I-21 頁；Bryan Pfaffenberger，
沈俐亨編譯，韋氏新世界電腦用詞辭典修訂第八版，2001，298 頁。 
85 Microsoft Press，徐明志、魏嘉輝譯著，微軟電腦字典第五版，2002，C-45 頁；Bryan Pfaffenberger，
沈俐亨編譯，韋氏新世界電腦用詞辭典修訂第八版，2001，124 頁。 
86 大谷  実，刑法講義各論，1993，260 頁；堀內捷三，刑法各論，2003，157 頁；曽根威彥，

刑法各論，2003，157～158 頁；花井哲也，刑法講義［各論Ⅱ］，1996，110 頁；山口  厚，刑

法各論，2005，271 頁。 
87 最有名的即是國際電話通話費不正脫免案，見東京地判平 7.2.13 判時 1529 号 158 頁。相關說

明亦可參考神山敏雄，国際通話料金の不正免脫と電子計算機使用詐欺罪，ジュリスト，No.1091，
1996，139～1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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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本條的適用。這樣的結論，與日本學者這認為本條之適用等同德國法中「編

製不正確的程式」構成要件類型的理解，有所出入88。因此，按筆者的觀察，在

日本學者的看法中，關於本條「指令」的解釋，並未對於cammand、instruction、

program三者作嚴格的區分，而是泛指cammand、instruction、program三種情形。 

 

在釐清上述各名詞的定義之後，可以發現日本法中的「輸入虛偽資料」類型

等同德國法中「使用不正確或不完整的資料」的構成要件類型；而「輸入不正指

令」類型則是等同德國法中「編製不正確的程式」的構成要件類型。然而「無權

使用資料」與「其他無權影響資料處理過程的行為」二種構成要件類型，在日本

法中應該賦予什麼樣的地位則有爭議。依據日本通說的解釋，德國法中關於「無

權使用資料」的案例，仍屬於日本法的規範範圍之內，只是究屬於「輸入虛偽資

料」類型，還是「輸入不正指令」類型，尚無共識89（亦有認為屬於日本法的規

範範圍，但未說明屬於哪一種行為類型者90）。至於「其他無權影響資料處理過

程的行為」構成要件類型，因日本法立法之初即不打算全面掌握各種操控方式，

因此該構成要件類型在學說上的討論，較為缺乏。 

                                                 
88 神山敏雄對於不正指令的解釋，即是以不實程式的作出為例。見神山敏雄，阿部純二等編，

刑法基本講座〈第 5 卷〉－財產犯論，1993，64 頁。 
89 例如行為人無權使用（拾得或竊得）他人真正之金融卡，將帳戶內存款轉帳至其他帳戶之行

為，有認為屬於「輸入虛偽資料」而有本罪之適用（見大谷  実，刑法講義各論，1993，260 頁；

林  幹人，刑法各論，1999，257 頁；鶴田六郎，大塚  仁等編，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法第二版，

第 13 卷，2000，161 頁；鈴木左斗志，電子計算機使用詐欺罪（刑法 246 条の 2）の諸問題，学

習院大学法学会雑誌，37 卷 1 号，2001，228 頁；大山  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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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25 頁）；亦有認為屬於「輸入不正指令」而

有本罪之適用（見神山敏雄，阿部純二等編，刑法基本講座〈第 5 卷〉－財產犯論，199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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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81～82 頁；

神山敏雄，［新版］日本の経済犯罪－その実情と法的対応，2001，232 頁。神山敏雄認為不論

是無權使用資料抑或濫權使用資料，皆有「輸入不正指令」此一構成要件行為的適用。惟文獻中，

並無說明無權與濫權的判斷標準。）。 
90 堀內捷三，刑法各論，2003，157～158 頁；井上正治、江藤  孝，新訂刑法学［各則］，1994，
1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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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類型的行為結果（中間結果）是製作財產權得喪變更之不實電磁紀

錄。所謂電磁紀錄依日本法第七條之二的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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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之紀錄，而得供電子計算機資

料處理之用者91。而「財產權得喪變更之電磁紀錄」，係指記錄以金錢價值為內

容的權利得喪變更或使該權利發生之事實的電磁紀錄92，例如：銀行終端機電腦

內所儲存之顧客帳戶存款金額的檔案。而所謂「不實」的電磁記錄，係指該電磁

記錄的內容違反真實而言，其意旨與上述「虛偽」同93。其判斷標準，有學者認

為，應以主觀的意思表示為基準94。此外，該不實電磁紀錄的作成與實際的財產

權變動，須有直接或必然的關連性95。例如：為公證而記載的紀錄（如不動產登

記檔案、汽車登記檔案等），因與財產權變動不具有直接或必然的關係，故非本

條所指之電磁紀錄96。 

 

相較於德國的規定（影響資料處理程序的結果），日本在此一中間結果的描

述上更為具體97。理由在於因為立法技術上難以限定處罰對象的範疇，所以該國

                                                 
91 關於日本有關電磁紀錄的說明，請參照本文第二章。 
92 前田雅英等編，条解 刑法，2002，712 頁；花井哲也，刑法講義［各論Ⅱ］，1996，111 頁。 
93 前田雅英等編，条解 刑法，2002，712～713 頁；米沢慶治，大塚  仁等編，大コンメンター

ル刑法，第 10 卷，1991，152 頁；鶴田六郎，大塚  仁等編，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法第二版，

第 13 卷，2000，163 頁；堀內捷三，刑法各論，2003，157 頁。 
94 鈴木左斗志，電子計算機使用詐欺罪（刑法 246 条の 2）の諸問題，学習院大学法学会雑誌，

37 卷 1 号，2001，214～216 頁。 
95 米沢慶治，大塚  仁等編，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法，第 10 卷，1991，150 頁；河村  博，平

野龍一等編，注解特別刑法 補卷（1），1990，49 頁；日本弁護士連合会刑法改政対策委員会，

コンピュータ犯罪と現代刑法，1990，159 頁；堀內捷三，芝原邦爾等編，刑法理論の現在的展

開－各論，1996，151 頁；前田雅英，電子計算機使用詐欺罪，警察學論集，46 卷 11 号，1993，
217 頁。 
96 前田雅英等編，条解 刑法，2002，712 頁；米沢慶治，大塚  仁等編，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

法，第 10 卷，1991，150～151 頁；堀內捷三，芝原邦爾等編，刑法理論の現在的展開－各論，

1996，152 頁；板倉  宏，刑法各論，2004，131 頁。林  幹人，刑法各論，1999，257～258 頁。 
97 或者說是更「限縮」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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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並未對於所有不當利用電腦之不法得利行為為處罰。因此，日本立法例對於

電腦處理過程受到輸入的資料或指令影響後，唯有基於電磁記錄而自動處理財產

權得喪變更事務之不法得利行為，才將其作為刑法上的處罰對象98。 

 

（2）將財產權得喪、變更之虛偽電磁紀錄供他人事務處理之用 

本條後段所指的電磁紀錄，係指存在於電腦系統之外99，紀錄內容的變動與

財產權得喪變更具有直接關係的電磁紀錄而言100，例如：各種預付卡、儲值卡（如

電話卡、影印卡、悠遊卡等）皆是。而該電磁紀錄不以行為人自行製作為必要101。

另外後段中所使用的「虛偽」一詞，與前段「不實」的解釋，在實質意義上是相

同的，皆是指紀錄內容與事實不符102。因此，僅有在偽造或變造該紀錄內容的情

形下，始有本構成要件的適用。若是使用因竊得或拾得之他人「真正」預付卡的

情形，因該預付卡的紀錄內容並非虛偽，故無本罪之適用103。而這裡所指的「供

他人事務處理之用」，係指置於他人用於事物處理之電子計算機得使用之狀態，

                                                 
98 大山  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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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頁；神山敏雄，阿部純二等編，刑法基本講座〈第 5 卷〉－財產犯論，1993，54 頁。 
99 此與前段所指之電磁紀錄不同之處，即在於前者（前段）係存在於電腦系統之中。 
100 大山  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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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頁。 
101 川端  博，刑法各論概要，1990，201 頁；大山  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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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28 頁；花井哲也，刑法講義［各論Ⅱ］，1996，
111 頁；大谷  実，刑法講義各論，1993，261 頁。 
102 前田雅英等編，条解 刑法，2002，713 頁；鶴田六郎，大塚  仁等編，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

法第二版，第 13 卷，2000，165 頁；米沢慶治，大塚  仁等編，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法，第 10
卷，1991，152 頁。 
103 井上正治、江藤  孝，新訂刑法学［各則］，1994，166 頁；曽根威彥，刑法の重要問題［各

論］，1996，376 頁；鶴田六郎，大塚  仁等編，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法第二版，第 13 卷，2000，
165 頁；米沢慶治，大塚  仁等編，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法，第 10 卷，1991，152 頁；堀內捷三，

芝原邦爾等編，刑法理論の現在的展開－各論，1996，151 頁；大山  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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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29 頁；花井哲也，刑法講義

［各論Ⅱ］，1996，110 頁；大谷  実，刑法講義各論，1993，261 頁；林  幹人，刑法各論，1999， 
258～2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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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以將紀錄輸入電腦為必要104。 

 

然而，本段規定自立法以來，在實務上完全沒有出現過適用本段的案例。原

因在於，在符合本段適用的案例情形，同時也可以適用同條前段之規定105，以致

於在日本的實務適用上，通常都直接適用前段之規定，而不再考慮後段106。 

 

2、行為結果－使自己或他人得財產上之不法利益 

關於財產上不法利益的解釋，與普通詐欺罪相同107。而日本實務與學者見解

皆認為，行為人輸入虛偽資料或不正指令，影響電腦製作財產權得喪變更電磁紀

錄而取得有體物型態的財物時，得直接適用竊盜罪的規定。因此關於本條之行為

結果，僅限於使自己或他人獲得財產上之不法利益，而不包括財物在內108。 

 

另外，本條所指之財產上的不法利益，在解釋上應限於輸入虛偽資料（或不

正指令）而製作財產權得喪變更之不實的電磁紀錄，所得之利益。因此以不正方

                                                 
104 大山  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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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頁。 
105 因為大部分的案例中，該虛偽之電磁紀錄除供他人事務處理之用外，亦同時有輸入電腦之行

為存在。後段規定相對於前段而言，具有預備犯性質。相關判決見長野地諏訪支判平 8.7.5 判時

1595 号 154 頁。 
106 鶴田六郎，大塚  仁等編，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法第二版，第 13 卷，2000，165 頁。 
107 詳細的分析，可參考町野  朔，犯罪各論の現在，1996，124～129 頁。此外本文對於財產的

概念，係採法律、經濟的財產概念，詳細的論述，請參照本文第三章。 
108 鶴田六郎，大塚  仁等編，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法第二版，第 13 卷，2000，165～166 頁；

荒川雅行，電子計算機使用詐欺，刑法の争点，2000，187 頁；前田雅英等編，条解 刑法，2002，
713 頁；米沢慶治，大塚  仁等編，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法，第 10 卷，1991，153 頁；大山  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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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30 頁；

川端  博，刑法各論概要，1990，202 頁；花井哲也，刑法講義［各論Ⅱ］，1996，112 頁；大谷  
実，刑法講義各論，1993，261 頁；板倉  宏，刑法各論，2004，132 頁；曽根威彥，刑法各論，

2003，158 頁；米沢慶治，刑法等一部改正法の概要，ジュリスト，No.889，198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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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11 頁；的場

純男，刑法等一部改正法概說（五），警察學論集，40 卷 12 号，1987，1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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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取得他人電腦裡有財產價值的資料，或是不正利用他人帳號、密碼而使用他人

之付費的電腦資料庫，皆不該當本條之犯罪109。 

 

（三）主觀不法構成要件 

依日本法的條文規定，本罪的主觀不法構成要件，並不包括特別主觀不法構

成要件要素。此乃是承襲該國普通詐欺罪規定之立法模式。但是，日本的實務與

學說見解並沒有完全採取普通詐欺罪的解釋方式，還是主張電腦詐欺罪之適用，

行為人除了須具備一般主觀不法構成要件要素－「故意」外，還應當具備不成文

的特別主觀不法構成要件要素－使自己或他人取得財產上之不法利益的「意圖」

110。 

 

 

 

 

 

 

 

 

 

                                                 
109 米沢慶治，大塚  仁等編，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法，第 10 卷，1991，153 頁；堀內捷三，刑

法各論，2003，158～159 頁；井上正治、江藤  孝，新訂刑法学［各則］，1994，166 頁；川端  博，

刑法各論概要，1990，202 頁；花井哲也，刑法講義［各論Ⅱ］，1996，112 頁；大谷  実，刑法

講義各論，1993，261 頁；板倉  宏，刑法各論，2004，132 頁；林  幹人，刑法各論，1999， 259
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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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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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國立法例與我國立法例之異同 

關於電腦詐欺罪的構成要件，德國、日本與我國立法例整理如下： 

 

  德國法 § 263a 日本法 § 246-2 我國法 §§ 339-1、339-2、339-3

自動收費設備（§ 339-1） 他人處理事務使用之電

子計算機（前段） 自動付款設備（§ 339-2） 
 

 行為對象 
無規定 

無規定（後段） 
 電腦或其相關設備（§ 339-3） 
輸入虛偽資料或不正指

令（前段） 
 

不正方法（§§ 339-1、339-2） 
 

 

 

客 

觀 

行為態樣 
1、編製不正確的程式

2、使用不正確或不完

整的資料 
3、無權使用資料 
4、其他無權影響資料

處理過程的行為 

將財產權得喪、變更之虛

偽電磁紀錄供他人事務

處理之用（後段）111

以不正方法輸入虛偽資料或不正

指令（§ 339-3） 

製作財產權得喪變更之

不實電磁紀錄而得財產

上不法利益（前段） 

取得他人之物或得財產上不法之

利益（§§ 339-1、339-2）  行為結果 
影響資料處理程序的

結果，因而造成他人財

產損害 
得財產上不法利益（後

段） 
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更紀錄，

而取得他人財產或得財產上不法

之利益（§ 339-3） 
一般主觀

構成要件

要素 

故意 故意 故意  
 

主 

觀 特別主觀

構成要件

要素 

使自己或第三人得不

法利益之意圖 
無規定 使自己或第三人不法所有之意圖

 

其中就本文所關注的行為態樣與行為結果分析如下： 

 

（一）行為態樣 

相較於德國法企圖將所有電腦詐欺類型涵在內的規定，我國與日本僅就輸入

                                                 
111 此類型之規定，雖在德國與我國的立法中未曾出現。然而依據該日本學者的說明，在真實案

例的適用上，常因為該案例會同時符合前段與後段的情形，因此適用前段之規定已足。以致於後

段之規定，於立法之後，尚無適用的案例出現。故以下的討論，不另就本類型為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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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偽資料與輸入不正指令兩種行為態樣作規範。其中，輸入虛偽資料的類型原則

上是用來處理電腦「輸入操縱」的犯罪類型，與德國法「使用不正確或不完整的

資料」的構成要件規定相似；而輸入不正指令類型，則是用來處理電腦「程式操

縱」的犯罪類型，與德國法「編製不正確的程式」的構成要件規定相似。至於「無

權使用資料」的行為類型，在我國的解釋適用上，會與日本一樣產生爭議。不同

的是，我國學者對於無權使用資料行為是否構成電腦詐欺罪，存有疑義；而日本

方面，就構成電腦詐欺罪方面已有共識，只是在討論應適用哪一種構成要件。關

於這個問題，在我國另外涉及到「不正方法」的解釋，詳細的說明，請見本節下

文貳的探討。此外，我國與外國立法例最大的不同處，在於就對自動付款設備設

有特別規定，其構成要件行為，僅以「不正方法」為描述，就此似有違反構成要

件明確性的要求，關於於此將於本節下文貳中一併討論。 

 

（二）行為結果 

1、影響資料處理程序的結果 

相較於德國以「影響資料處理程序的結果」為規定，日本與我國則採用更具

體限縮的結果描素，即製作財產權得喪、變更紀錄112。就此，我國的立法相關文

獻並無說明理由。只能猜測其背後的原由，可能同在立法上作為我國模仿對象的

日本立法例，而認為因為立法技術上的困難，所以未規定一個對於所有電腦詐欺

行為的一般性處罰的構成要件。 

 

其次，日本立法例係規定，製作財產權得喪、變更之「不實電磁紀錄」，而

                                                 
112 日本法的紀錄乃是限於電磁記錄（此為法條所明示），而我國的規定並無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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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僅以製作財產權得喪、變更之「紀錄」規定之。就此首先要說明的是，製作

財產權得喪、變更紀錄這個構成要件，其重點乃是著重在「電腦處理過程受影

響」，因為「電腦處理過程受影響」的意義等同於普通詐欺罪中「被害人因錯誤

而為之財產處分」之結果。因此只要電腦處理過程受到影響，該結果即有合致，

至於作出的紀錄，是否為電磁，在不法的認定上，較無影響。其次，關於不實的

規定，雖然我國並為如同日本立法明文化，但我們很難想像因為「真實」的紀錄

內容，使被害人受有財產上的損害而行為人獲得不法利益。因此我國法中所稱之

「紀錄」，解釋上也應是「不實」紀錄113。 

 

2、財產的損害 

德國法在財產損害方面，模仿普通詐欺罪之規定，要求須有造成他人財產損

害的結果發生。且行為人的得利，須與被害人財產上所發生的損害，具有「內容

相等」的關係。而日本立法例，因牽就並承認既有的實務見解，將該行為結果限

制於行為人得財產上之不法利益，不包括「財物」在內。至於我國刑法第三百三

十九條之一與之二，係規定「取得他人之物或得財產上不法之利益」；第三百三

十九條之三，則規定「取得他人財產（以下稱前段）或得財產上不法之利益（以

下稱後段）」。就條文的文義而言，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所指的他人「財產」，在

解釋上若認為其概念包括「財產利益」，則會產生架空後段規定的疑慮。若認為

該「財產」的概念應配合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一與之二的規定，而限縮解釋為

「物」，如此又會導致僅有後段之適用，而無前段之適用。因為行為人在輸入虛

偽資料或不正指令，製作財產權得喪變更紀錄而取得財物之前，往往就已經先一

                                                 
113 同見解見謝開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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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28
～1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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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取得「財產上的不法利益」114。因此該規定不論作何解釋，皆有不妥之處，

實為立法疏失，宜修法解決。 

 

貳、我國不正方法的解釋 

一、條文文字的釐清 

我國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一與之二，對於構成要件行為的描述，僅規定「不

正方法」。就此一行為描素並不具體明確，有違罪刑法定原則中構成要件明確性

原則之虞115。且相同的用詞，亦出現在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只是此條的規

定方式，與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一與之二略有不同，其規定為「以不正方法輸

入虛偽資料或不正指令」。有學者認為該「不正方法」係屬贅文，理由在於就文

義而言，輸入「虛偽」資料或「不正」指令，在解釋上當然是不正方法，於其前

再冠上「不正方法」的限制，似無必要116。這樣的結論是就條文的形式來觀察，

雖然在語意的邏輯上，並無錯誤，然而除非修法刪去，否則該規定既已存在，就

不得不為其尋找一個實質上的理由。 

 

關於不正方法的實質解釋，學者認為是「類似詐欺」的不正當方法117。按條

文的結構觀之，「不正方法」是對於「輸入虛偽資料或不正指令」的限制。這樣

                                                 
114 林山田，刑法各罪論（上冊），2004，470～471 頁；黃榮堅，刑罰的極限，1999，320～321
頁。 
115 林山田，刑法各罪論（上冊），2004，470 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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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1 頁。 
117 甘添貴，虛擬遊戲與盜取寶物，臺灣本土法學雜誌，50 期，2003，183 頁；林山田，刑法各

罪論（上冊），2004，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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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67 頁；黃榮堅，刑罰的極限，1999，318 頁。有趣的是甘添貴教授黃榮堅教授認為電腦詐

欺行為的成立，必須具備類似詐欺的特質，然而在解釋不正方法的判斷時，應以自動機器的設置

目的為判斷標準。這樣的看法，在前述德國學者對於「無權」判斷所提出的見解中，似乎同時贊

成「主觀」解釋方法以及「詐欺相似性」解釋方法。對此，詳細的說明請見下文二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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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釋，符合電腦詐欺罪立法之初的目的。依通說見解認為，電腦詐欺罪的立法

目的乃是在於填補普通詐欺罪的法律漏洞，因此在立法上應盡量維持與普通詐欺

罪結構上的一致。即便是依本文所採取之見解，認為電腦詐欺罪係普統詐欺罪之

特別規定，而非漏洞的填補。然而在這個議題上，也仍然會要求電腦詐欺罪的結

構應該等同於普通詐欺罪。因此以「類似詐欺」的觀點，作為電腦詐欺行為的實

質限制，實有彰顯電腦詐欺行為的不法特質。故本文認為，這樣的解釋是可以贊

同的。 

 

至於「不正當」方法的解釋，由於其形式意義過於概括，在判斷的標準上並

不明確，僅能由個案個別認定。而其判斷標準，可參照下文二的說明。 

 

其次要說明的是，我國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中關於「輸入虛偽資料」與

「輸入不正指令」的解釋。從條文的結構觀之，可以知道我國係模仿日本立法例

為規定，而日本之立法也是參考德國而來。因此在解釋上，除考量我國對於文字

本身的詮釋外，就其規範意旨亦可參考外國立法例而為說明。以下便以「輸入」、

「虛偽資料」、「不正指令」三者分別說明： 

 

（一）「輸入」的意義 

關於輸入的概念，在我國並沒有被提出來作特別的討論。一般認為「輸入」

的意義，即電腦詞彙中input的概念，是指使用者將資料傳向電腦的動作118。因

此在解釋上，也不會出現德國法中關於「使用」解釋的爭議。在此僅可解釋為「輸

                                                 
118 Microsoft Press，徐明志、魏嘉輝譯，微軟電腦字典第五版，2002，I-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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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資料行為，而不包括「利用」資料行為。 

 

（二）「虛偽資料」的意義 

關於虛偽資料的解釋，有學者引用日本學者的看法，強調主觀的判斷要素，

認為所謂虛偽資料，係指依據該電腦系統所預定之事務處理目的，其內容與事實

不符之資料119。亦有不強調主觀的判斷要素，而認為「虛偽」資料係指經偽造、

變造而與事實不符或不完整的數位資料120。 

 

按虛偽的文意同其他相同用語的法條121解釋，係指違背真實而言。在語意上

並無強調主觀的判斷要素。當然，真實與否的判斷，必須存在一個判斷標準，而

該標準的依據即是事實。與事實相符者，我們稱之為真實；與事實不符者，我們

稱之為虛偽。而這個事實標準同樣也有來自主觀的解釋與客觀的解釋，其間的關

係究應如何理解，詳細的說明，請見下文二的部分。 

 

而所謂資料，係指數位資料而言。其義與電腦資料（computer data）同。可

參考前述有關電腦資料的說明122。 

 

（三）「不正指令」的意義 

關於不正指令的解釋，亦有學者引用日本學者的看法，強調主觀的判斷要

素，認為所謂不正指令，係指依據該電腦系統所預定之事務處理目的，不應給予

                                                 
119 甘添貴，體系刑法各論第 2 卷，2004，334～335 頁。 
120 林山田，刑法各罪論（上冊），2004，469 頁。 
121 我國刑法偽證及誣告罪章中虛偽的用詞。 
122 本章第二節、壹、一、（二）、1 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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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令123。也有不強調主觀的判斷要素，而認為不正指令係指經行為人竄改的不

正確程式，或在原程式的空間擅自加上自行設計而能對電腦下達錯誤的處理指令

的犯罪程式124。 

 

有關「不正」的判斷，與前述「虛偽」的問題相同，將於下文二中一併處理。

至於「指令」的解釋，依上述學者的說明，可以理解為instruction或是program的

概念。另有學者認為，指令係指用以啟動事先經電腦程式所預定之製作方向與結

果的指示鍵125。這樣的看法，則是偏向cammand的含意來解釋。因此，關於我國

學者對於「指令」的理解，亦可認為係泛指cammand、instruction、program三種

概念。 

 

二、判斷標準 

關於前述，不論是討論到正確或是不正確、真實或是虛偽、正當或是不正當，

乃至於有權還是無權（以下統稱為「正或不正的問題」），都會涉及判斷標準的問

題。綜觀上述國內外學者的見解，對於這個問題的處理，不外乎可以區分為兩大

類型。其一以「詐欺相似性」為判斷標準；其二以「機器設置目的」為判斷標準。

二者看似不同的解釋方法，而相互對立。 

 

本文認為「詐欺相似性」的解釋方法，並非上述問題的判斷標準，而是確認

電腦詐欺行為不法的非難標準。不論是通說見解，認為電腦詐欺罪的立法目的乃

                                                 
123 甘添貴，體系刑法各論第 2 卷，2004，335 頁。 
124 林山田，刑法各罪論（上冊），2004，469 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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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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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填補普通詐欺罪的法律漏洞，或是依本文所採取之見解，認為電腦詐欺罪係

普統詐欺罪之特別規定，而非漏洞的填補。對於電腦詐欺行為不法的認定，還是

要藉由普通詐欺罪的行為態樣來比較分析。換句話說，只有在電腦詐欺行為與普

通詐欺行為有相類似性（或等同）時，我們才會認為，該行為有不法存在。故關

於上述正或不正的問題，應分為兩個層次來思考，首先應先判斷其是否正確、有

無權限等，在確認不正確或是無權後，接著才是判斷該行為有無「詐欺類似性」，

以決定其是否不法。這樣的理解也可以說明，為何國內學者對於「不正方法」要

件的解釋，常出現「違反機器設置目的之類似行騙的方法」126的綜合描述。 

 

至於機器的設置目的，由上述國內外學者見解的觀察，又可以區分為主觀說

與客觀說兩種意見。主觀說認為，該目的係來自於程式設計工作委託者或系統經

營者的主觀意思，因此在認定上，應以上述主觀意思為判斷。客觀說則認為，應

重視處理相關當事人間所所進行的資料處理結果，而非所編寫的程式是否偏離程

式設計工作委託者或系統經營者的主觀意思。換句話說，關於目的的認定，應綜

合考量相關當事人間的關係，以該資料處理結果與各該當事人的主觀意思是否相

符為斷。就此本文認為基於公平原則，機器設置者不宜球員兼裁判，關於設置目

的的判斷，應以客觀說為是127。 

 

故有關「虛偽」、「不正」或「無權」的判斷標準，本文認為應以「機器的設

                                                 
126 林山田，刑法各罪論（上冊），2004，467 頁；黃榮堅，刑罰的極限，1999，318 頁。 
127 因此，以上述有關於「無權」使用資料的判斷標準來看，「電腦特定性」與「主觀」的解釋方

法，才是「無權」的判斷標準。「詐欺相似性」的解釋方法，則是決定無權使用資料行為的不法

性。而「電腦特定性」的解釋方法是屬於「無權」的形式判斷，只有「主觀」的解釋方法，才是

對於「無權」作實質認定。又「主觀」的解釋方法，必須是綜合考量相關當事人間的關係，以該

資料處理結果與各該當事人的主觀意思是否相符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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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目的」此一判斷標準中的客觀說為是。 

 

第三節 無權輸入帳號密碼得利行為 

壹、「無權」的判斷 

按上述結論，本文認為「無權」的判斷標準，係採「主觀」的解釋方法，且

必須是綜合考量相關當事人間的關係，以該資料處理結果與各該當事人的主觀意

思是否相符為斷。 

 

本文所示的案例中，行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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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該遊戲伺服器的主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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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遊戲程式的經營者來說，其主觀方面，當然是希望只有擁有合法權限的

人，才能上線操作。對於遊戲玩家而言，當然也不願意見到帳號被盜用的情形。

因此關於行為人的行為，該盜用他人帳號密碼進入遊戲，並進行操作的行為，因

不符合該當事人之主觀意思，故係屬「無權」之狀態。 

 

貳、無權輸入帳號密碼得利行為的不法性 

關於無權輸入帳號密碼行為的不法性，德國法院曾經就類似的案例，表達不

同的意見。該案例內容簡述如下：行為人以違法方式取得他人的帳號及密碼，並

假冒會員身分使用視訊資訊系統的資訊服務。並在三個月內累積了二千三百五十

九馬克，最後行為人無能力支付這筆費用。德國第一審地方法院認為，被告一開

始便已經知道其無支付能力，卻仍使用該服務，故認為應論以刑法第二百六十三

 119



電腦犯罪之法律適用與立法 

條a電腦詐欺罪。然而Zweibrücken高等法院對上述判決結論持有疑問，其認為違

反契約之無權使用視訊服務之行為是否具備詐欺相似性，不無疑義。若該行為不

具備詐欺相似性，則不能以「無權使用資料」之要件相繩128。從上述描述可以推

測，Zweibrücken高等法院對於上述案例傾向認為不具備詐欺相似性，而認為無

電腦詐欺罪之適用。至於理由，文獻中並無明確交代。 

 

就此，本文認為，行為人冒名利用正確的帳號及密碼以取得視訊服務的情

形，若該服務是向自然人申請，此時行為人還是需要冒名並表示其為有權限之

人，以便其於給予正確的帳號及密碼後來通過審核。該提供服務的自然人因為認

為行為人持有真正的帳號、密碼，且在其所提供之姓名等相關資料亦符合的情形

下，而誤認行為人即為有權限使用服務之本人，進而可能陷於錯誤而提供服務（該

服務與金錢具有對價關係）。就此應合致普通詐欺罪之構成要件。由此可見，行

為人對於機器冒名利用正確的帳號及密碼以取得視訊服務的行為，其不法程度，

具備「詐欺相似性」。因此該行為屬於電腦詐欺罪之規範範疇。 

 

相較於本案案例，冒名使用他人帳號及密碼而取得進行遊戲服務（包括虛擬

寶物的支配）之行為，與前述案例相似，按上述之推論過程，應可認為其亦有「詐

欺相似性」，而可認為具備電腦詐欺行為之不法要素。 

 

較有疑義者在於，本案之情形並非對於自動付款設備為之，故無我國刑法第

三百三十九條之二規定的適用。而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在中間結果的描素

                                                 
128 OLG Zweibrücken, wistra 1993, 323.  轉引自蔡蕙芳，電腦詐欺行為之刑法規範，東海大學法

學研究，18 期，2003，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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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必須是有製作財產權得喪、變更紀錄的情形。就本案而言，是否為「製作財

產權得喪、變更紀錄」之行為，有待進一步說明。 

 

按本案所獲得之財產利益，可以分為兩個層次來說明：其一，單就取得遊戲

進行服務而言，時下線上遊戲可分為付費與免費兩種型態。在付費遊戲的情形，

因為進入遊戲後的每分每秒皆有計費，玩家必須購買點數卡（上有帳號與密碼），

以作為使用遊戲伺服器的對價。此時，行為人若擅自使用非法取得的帳號密碼來

進入遊戲。該進行遊戲所費之時間長短，即等於有權限玩家所損失之時數。且在

使用後，電腦會因行為人的離線指示而自動紀錄其所使用的時間。因此就該時間

紀錄的變動而言，即屬於製作財產權得喪、變更紀錄的結果，而有本罪的適用。

但若是在免費遊戲的情形，則無上述問題存在。其二，即把行為人的行為視為一

整體來看，亦即行為人非法取得帳號、密碼而進入遊戲之行為，目的乃在於取得

虛擬寶物，因此消耗遊戲點數並非其所欲取得之利益。此時有無製作財產權得

喪、變更紀錄，應就是否「竊取」虛擬寶物行為來判斷。 

 

本文認為行為人主觀上乃是基於一犯罪目的（即取得虛擬寶物的使用權），

而為本案之犯罪行為129，至於消耗遊戲點數只是犯罪過程附帶產生的結果，因此

在判斷有無製作財產權得喪、變更紀錄之結果時，仍應就整體犯罪行為為觀察。

故重點還是在於「竊取」虛擬寶物行為的分析。而「竊取」虛擬寶物行為在概念

上即是「利益」的取得。因此本案行為人所為之利用他人帳號及密碼，登入遊戲

伺服器中，並透過輸入指令之方式，將被害人所支配之虛擬寶物轉移至自己所支

                                                 
129 關於行為數的判斷標準，請見本文第五章第一節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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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角色身上等行為（影響資料處理程序之結果）。應屬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

三電腦詐欺罪之犯罪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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