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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案例解析 

 

在釐清相關法律問題之後，接著則是要對於本文第一章緒論中所提出來的案

例為說明，案例事實如下： 

 

甲、乙二人皆參與遊戲橘子公司所代理之網路遊戲「天堂」，並加入於同一

網路伺服器主機－「白晝」，甲因在旁窺視而得知乙登入遊戲之帳號及密碼，於

乙下線時，同時登入自己與乙的帳號及密碼，進入「白晝」伺服器主機中，並透

過輸入指令之方式，將乙所有之虛擬裝備、貨幣，轉移至自己所支配的角色身上

後，隨即下線。事後乙登入時，始發現其所支配之虛擬裝備、貨幣已不翼而飛。 

 

不論是在民國九十二年修法之前還是修法之後，實務判決對於本案行為數之

認定，始終存在兩種不一樣的看法，第一種看法是認為本案屬於數行為的情形，

在罪數的處理上，係以牽連犯的概念來處理；第二種看法是認為本案屬於一行為

的情形，在罪數的處理上，則是使用全部法優於一部法適用之法理來論處。上述

判決的分歧點在於行為數的認定，因此要釐清該爭議問題，必須由行為數的概念

出發。 

 

第一節  行為數 

壹、一行為的定義 

一個行為如果先撇開規範目的與評價相不相當的問題，而單就物理上的觀點

來看。那麼行為人出於一個行為決意，而顯現的一個意思活動，在物理的概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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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一個舉動就是一行為1（Handlung im natürlichen Sinne）。例如甲丟擲一個

手榴彈，雖然同時炸死乙、丙兩人，以及毀壞三輛汽車。因為甲之行為只有一個

意思決定，且在客觀上也僅顯現一個丟擲手榴彈的動作，所以如按上述的標準來

看，這樣還是屬於一行為；但是若甲以數拳攻擊乙，在這樣的情形，因為每一拳

都是甲出於一個行為決意，而顯現的一個意思活動，即便其目的僅是要把乙一人

打傷，在上述的一行為定義中，還是會被認為是數行為。由上述兩個例子來看，

這樣一行為的概念，我們如果以規範目的的觀點來看就可以發現，在有些情況會

產生評價不足的情形；有些則是發生過度評價的現象。因此，如果是站在評價的

角度來看，這樣的一行為概念顯然不妥2，而必須尋求其他概念來說明。 

 

有關其他一行為的諸種定義，按我國學說論述，基本上可歸納成兩種主要的

觀點，一種是自然意義的一行為，另一種則是構成要件的一行為。以下分別為介

紹： 

 

一、自然意義的一行為（Die natürliche Handlungseinheit） 

所謂自然意義的一行為，按自然生活的認知來觀察，雖然從外觀上看行為人

之行為可以分割為整體事件之數個部分的動作，但是若行為人出於單一之意思決

定，而且該數個部分的行動在時空上又存有緊密關係，從一個未參與其中的旁觀

                                                 
1 有論者將之稱為「單純的行為單數」。見林山田，刑法通論（下），2002，268 頁。不過另有論

者認為，這樣的概念對於一行為的理解並沒有幫助。單純一行為中的「單純」，本身即有待定義，

又「一個舉動」的意義為何，亦未說明。見許玉秀，一罪與數罪之分界—自然的行為概念，台灣

本土法學雜誌，46 期，2003，85 頁。 
2 其僅可作為「自然意義的一行為」或「構成要件的一行為」的前提。也就是說「自然意義的一

行為」與「構成要件的一行為」皆是由數個前述一行為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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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立場來觀察，亦會認為是一個單一行為者，此即自然意義的一行為3。例

如甲基於一個傷害故意出拳毆打乙數拳，而致乙受傷的情形即屬之。 

 

論者據此將其整理出四個標準：1、犯意單一；2、實施數個反覆同種類的行

為；3、個別舉動之間緊密的時空關係；4、第三人客觀可得辨認行為之間的相關

性。四項標準如果都具備，即屬自然意義的一行為4。 

 

惟就「數個部分之動作在時空上有緊密關係」之要件而言，所謂時空之緊密

關係，在判斷上，並不明確，例如小偷侵入住宅竊盜，因見女屋主美貌，而臨時

起意欲猥褻之，雖然二者具備時空緊密性，但因為是兩個個別的意思決定，而不

能視為一行為。又如小偷夜間侵入住宅竊盜，因為太累了而屋內睡著，隔天一覺

醒來，繼續按原訂計畫竊盜，這種情形雖然時空上不緊密，但應該認為是數行為

嗎？因此論者認為，該要件輔助性之功能大於決定性。易言之，其充其量僅是一

個充分要件，為判斷因果流程之連結的一種證明方法5。 

 

此外有關自然意義的一行為的學說批評，主要論點有二6：其一，行為數的

判斷，主要即在討論規範被侵害之次數，而描述破壞規範的行為不能脫離法定構

成要件。區分一罪與數罪，必須回歸到違反規範的行為上來討論，而非在描述事

實。因此，自然意義的一行為，僅能作為一種先於法律，而具有社會意義的一行

                                                 
3 林山田，刑法通論（下），2002，268～269 頁；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2003，405 頁以下；

許玉秀，一罪與數罪之分界—自然的行為概念，台灣本土法學雜誌，46 期，2003，87 頁以下；

甘添貴，刑法案例解評，1999，258 頁。 
4 陳志輝，牽連犯與連續犯廢除後之犯罪競合問題－從行為單數與行為複數談起，月旦法學，122
期，2005，17 頁。 
5 許玉秀，一罪與數罪之分界—自然的行為概念，台灣本土法學雜誌，46 期，2003，88 頁。 
6 許玉秀，一罪與數罪之分界—自然的行為概念，台灣本土法學雜誌，46 期，2003，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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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不能成為法律意義的來源。其二，自然意義的一行為，在通說認為一旦該行

為涉及數個一身專屬法益時，即會變成數行為而應論以數罪7。這樣的觀點，實

為自我矛盾。因為一罪和法益及受害人的數量無關，侵害一身專屬法益和侵害其

他法益，在行為數的判斷上，不應有差別。 

 

二、構成要件的一行為（Die tatbestandiche Handlungseinheit） 

此概念乃是在修正自然意義的一行為概念而提出。認為所謂一行為，係由刑

法分則或附屬刑法中的構成要件之規定，或就刑法理論提出之概念，將數個自然

之意思活動融合成為法概念上之一個行為8。簡言之，所謂構成要件的一行為，

即必須是能滿足法定構成要件最低要求的行為9。然而上述說明是這個概念的唯

一內涵，其並沒有提出具體的內容10，因此只能透過列舉類型加以說明。 

 

其中有關類型的分類上，又可分為狹義構成要件的一行為與廣義構成要件的

一行為，內容如下： 

 

（一）狹義構成要件的一行為 

所謂狹義構成要件的一行為，係指數個自然概念之意思活動，由於不法構成

要件之規定，而視為一個法律及社會之評價單元。計有五類：1、複行為犯；2、

結合犯；3、繼續犯；4、意圖犯； 5、構成要件選擇。 

                                                 
7 陳志輝，牽連犯與連續犯廢除後之犯罪競合問題－從行為單數與行為複數談起，月旦法學，122
期，2005，19 頁。 
8 林山田，刑法通論（下），2002，269～271 頁。 
9 許玉秀，一罪與數罪之分界—自然的行為概念，台灣本土法學雜誌，46 期，2003，89～90 頁。 
10 因為構成要件行為無法自己解釋自己，構成要件本身即是一個需要被解釋的概念。許玉秀，

一罪與數罪之分界—自然的行為概念，台灣本土法學雜誌，46 期，2003，89～90 頁。 

 126



                                                                    第五章 案例解析 

（二）廣義構成要件的一行為 

所謂廣義構成要件的一行為，係指自然的單一行為，包括重複實現同一構成

要件行為（集合犯）的情形，例如：偽造貨幣連續一千張、性侵害行為中之數行

為（如妨害自由行為、強制行為等）、連續寄發毀謗信件等。以及歷經數行為階

段而實現構成要件，例如：從預備、著手到既遂或侵入住宅竊盜等。 

 

構成要件的一行為概念，雖然是提出來修正自然意義的一行為概念。然而有

論者認為11，並非因為構成要件的行為概念的出現，即代表放棄了自然意義的行

為概念。在解釋構成要件的過程，勢必需要運用社會生活經驗所認知之行為數概

念，加以判斷。所謂自然意義的行為概念，是用來解釋、補充構成要件的行為概

念，兩種概念不會是敵對關係，而是互相補充12。因此有關一行為的定義，應該

修正為經驗上的一行為（Die empirische Handlungseinheit）。所謂經驗上的一行

為，係指一個意思決定所啟動的一個複合的因果流程，其中數個相互連結的因果

事實，彼此具有方法目的、原因結果或持續複製的關係13。 

 

貳、案例事實行為數之認定 

本文亦同意上述經驗上的一行為觀點，因此有關本案例的行為數判斷，亦以

該定義為判斷標準。本案例中行為人甲之行為，由整體觀之，其目的即在於取得

對於遊戲中虛擬寶物的支配權。雖然其整體行為，仍可區分出數個單獨的行為，

                                                 
11 許玉秀，犯罪階層體系及其方法論，2000，91～92 頁。 
12 此外亦有論者認為二者最主要的差別在於，構成要件的一行為概念是從構成要件的文義所理

解出來的概念，但是自然意義的一行為概念則是從個別舉動的概括評價而得出的概念。就此而

言，自然意義的一行為也是一種構成要件的一行為，因為其目的也是要把個別舉動評價成一個構

成要件行為。見陳志輝，牽連犯與連續犯廢除後之犯罪競合問題－從行為單數與行為複數談起，

月旦法學，122 期，2005，17 頁。 
13 許玉秀，一罪與數罪之分界—自然的行為概念，台灣本土法學雜誌，46 期，2003，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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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基於其目的，應可認為行為人甲係出於一意思決定而啟動其一連串的行為。 

 

其次，就該數個單獨的行為而言，雖然各個因果事實，並非彼此一定不能分

離，也未必不能獨立存在，然而該數個單獨的行為係出於一意思決定而啟動，且

個別之間相互連結，亦即入侵電腦是為了取得資料處理程序的控制。而取得的資

料處理程序的控制是為了移轉虛擬寶物的支配權。因此具有方法目的、原因結果

之關係。若分別予以評價，則會有重複評價之嫌。 

 

故行為人甲之整體行為，係出於一個意思決定所啟動的一個複合的因果流

程，其中數個相互連結的因果事實，彼此之間具有方法目的、原因結果的關係。

為經驗上的一行為。 

 

第二節  犯罪事實的評價 

壹、入侵網路遊戲伺服器之行為 

一、現行法的評價 

行為人因在旁窺視而得知被害人登入遊戲之帳號及密碼，並於被害人下線

時，進入已知之被害人的帳號及密碼，進入線上遊戲伺服器主機中。該行為是否

屬於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條無故侵入電腦或相關設備罪之規範對象，首先須就電腦

伺服器14的性質為分析。 

                                                 
14 電腦伺服器的意義，就是要提供處理過的資訊，來服務使用者（Server for Service）。讓透過網

路連結伺服器的其他終端機（Client），可以迅速地得到需要的資料或結果，並輸出給需要的對象。

而伺服器最大的特色在於，一般個人所使用的電腦，只需要服務一個使用者的需求就夠了，但是

伺服器卻必須服務有連線的所有使用者，因此，伺服器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容納來自四面八方

的工作要求，並且要馬上回覆結果，並送出答案，這是一般個人電腦所做不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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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遊戲伺服器的作用，除了提供單一使用者的娛樂服務外，其更重要的是

可以整合所有使用者的資訊，透過強大的資料處理機能，使整個網路遊戲架構得

以順利運行。且就該電腦伺服器資料處理程序的安全而言，對於遊戲經營者的意

義，在於確保其生財工具得以永續經營；對於消費者而言，更是確保其對遊戲運

作公正的期待。因此，網路遊戲伺服器屬於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條所稱之電腦或相

關設備罪。 

 

行為人利用他人帳號密碼，進入線上遊戲伺服器主機中。該行為不僅僅是對

於被害人所支配的角色或道具的使用權產生威脅，就其他遊戲使用者而言，亦有

可能因為行為人入侵之後的後續動作而受到影響（例如：佯稱其為被害人而與他

人為道具的使用權的交換），進而影響到使用者對於整個遊戲制度的信賴。 

 

故本文認為，該入侵行為確實會造成電腦資料處理程序安全的侵害，屬於刑

法第三百五十八條無故侵入電腦或相關設備罪所欲規範之行為對象。 

 

二、刑法第二條之適用 

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條無故侵入電腦或相關設備罪之構成規定，係民國九十二

年六月二十五日所增訂，在此之前，該行為並不處罰。因此若行為人之行為係發

生於增訂之前，而於增訂後進行審判者，按刑法第二條之規定，行為人無須依刑

法第三百五十八條之罪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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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無權輸入帳號密碼「竊取」虛擬寶物行為 

一、現行法之規定 

（一）「竊取」虛擬寶物行為 

按本文第三章之說明，遊戲畫面上的「竊取」虛擬寶物行為，在現實中係屬

「變更」電磁記錄之行為。雖然在民國九十二年新修之妨害電腦使用罪章中，於

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設有取得、刪除變更電磁紀錄罪之規定，惟依本文觀點，認

為該規定乃是在於保護資料處理程序之安全。而虛擬寶物雖然是屬於電磁紀錄的

一種，但是並非與電腦資料處理程序相關，換言之，「變更」該電磁記錄之行為，

並不會影響到電腦資料處理程序。因此該行為與保護資料處理程序安全無涉，故

不構成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取得、刪除變更電磁紀錄罪。 

 

此外，虛擬寶物在概念上為電磁紀錄，該電磁紀錄除了具備財產價值之外，

更表彰了遊戲玩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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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使用權除了來自遊戲業者與遊戲玩家之間的契約關係之外，對

於其他遊戲玩家而言，則是代表對於虛擬寶物的完全支配權。因此該電磁紀錄之

內容，具備證明或保證該法律關係之存在，若行為人變更該電磁紀錄，按刑法第

二百一十條與刑法第二百二十條之規定，該當變造（準）私文書罪15。  

 

（二）無權輸入帳號密碼取得利益（「竊取」虛擬寶物） 

按本文所示的案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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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甘添貴，虛擬遊戲與盜取寶物，臺灣本土法學雜誌，50 期，2003，1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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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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無權輸入他人帳號、密碼登入遊戲之行為來看，對於遊戲程式的經營者而

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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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不符合該當事人之主觀意思，故係屬「無權」之狀態。不過該行為究屬刑法第三

百三十九條之三的「輸入虛偽資料」行為還是「輸入不正指令」行為不無疑義。

我國之立法模式未如德國法，將「無權使用資料」類型獨立規定。而是模仿日本

法將電腦詐欺行為規定為以不正方法「輸入虛偽資料」或「輸入不正指令」兩種

類型。因此，就本案例之情形而言，究屬哪一構成要件行為，仍須就具體事實為

分析。本案例中，行為人將帳號、密碼輸入遊戲伺服器之行為，在形式上即是將

資料輸入電腦的行為。又因為行為人就該帳號、密碼屬於無權使用，因此就整體

來說，可認為是屬於「廣義」的輸入虛偽資料行為。 

 

其次，行為人透過輸入遊戲預設之指令的方式，將乙所有之虛擬裝備、貨幣，

轉移至自己所支配的角色身上。因為本文認為有關指令的解釋包括 cammand、

instruction、program 三者，而本案例中的指令即是 cammand 之意，又行為人對

於輸入指令行為係屬無權，因此該行為應屬於廣義的輸入「不正」指令行為。綜

上所述，本案例中行為人之行為，應同時合致輸入虛偽資料與輸入不正指令等構

成要件行為。 

 

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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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具有「類似詐欺」之不法特質。其判斷方式，應以同樣的行為若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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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為之，是否會使自然人陷於錯誤而提供服務來確認。 

 

因此，假設該遊戲服務是向自然人申請，此時行為人如欲取得該服務，則必

須冒名並表示其為有權限之人，以便其於給予（提供遊戲服務的）自然人正確的

帳號及密碼後來通過審核。而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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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應合致普通詐欺罪之構成要

件。由此可見，行為人若對於機器冒名利用正確的帳號及密碼以取得服務之行

為，因具備「類似詐欺」之不法特質，而具有可罰性。 

 

因為虛擬寶物等電磁紀錄具備財產價值，且其所表彰者乃是對於該遊戲伺服

器上一小部分的儲存空間，以及其中的電磁紀錄有使用權，其亦屬財產權之一

種。因此行為人首先無權利用他人帳號、密碼登入遊戲後，透過輸入遊戲預設之

指令的方式，將乙所有之虛擬裝備、貨幣，轉移至自己所支配的角色身上之行為，

屬於影響資料處理程序而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更紀錄，取得財產上之不法利益。

故甲之行為該當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電腦詐欺罪之構成要件。 

 

另外輸入該他人之帳號、密碼登入遊戲伺服器，是否構成刑法第二百一十六

條行使偽造私文書罪，判斷的關鍵在於該帳號、密碼是否足以作為表示用意之證

明。實務見解因為受到最高法院八十一年第十一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之影響16，而

認為上述行為並無行使偽造私文書罪之適用。惟本文認為網路遊戲使用者的帳號

                                                 
16 該決議認為，在使用提款卡冒領款項的案例中，因為「密碼」並不屬於準文書罪之電磁紀錄，

故輸入密碼之行為不成立行使偽造私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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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密碼，具有作為表示用意之證明。因為網路遊戲業者係依使用者利用網際網路

所輸入傳送之帳號、密碼為辯視而提供服務，因此該帳號、密碼對於遊戲業者業

者而言，具有作為表示用意之證明。故本案例事實中行為人輸入該他人之帳號、

密碼登入遊戲伺服器之行為，應另構成刑法第二百一十六條與刑法第二百二十條

行使偽造（準）私文書罪。 

 

二、刑法第二條之適用 

有關無權「移轉」虛擬寶物行為，在九十二年修法之前，因為刑法第三百二

十三條設有電磁紀錄準動產化之規定，以致於實務見解皆將該行為論以刑法第三

百二十條竊盜罪。惟九十二年修法後，有關電磁紀錄準動產化之規定已為刪除，

並另於妨害電腦使用罪章中增訂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取得、刪除變更電磁紀錄

罪。因此若行為人之行為係發生於增訂之前，而於增訂後進行審判者，按刑法第

二條之規定採從輕原則，行為人無須依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竊盜罪論處。 

 

參、小結 

一、行為人之行為皆在刑法增訂之後 

若行為人之犯罪行為皆在刑法增訂之後，則綜上所述，行為人之行為分別構

成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條無故侵入電腦或相關設備罪、第二百一十條變造（準）私

文書罪、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電腦詐欺罪、第二百一十六條行使偽造（準）私文

書罪等四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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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為人之行為發生於刑法增訂之前，而於增訂後進行審判 

若行為人之行為發生於刑法增訂之前，而於增訂後進行審判者，則綜上所

述，行為人之行為分別構成刑法刑法第二百一十條變造（準）私文書罪、刑法第

三百三十九條之三電腦詐欺罪、第二百一十六條行使偽造（準）私文書罪等三罪。 

 

第三節  罪數 

壹、行為人之行為皆在刑法增訂之後 

行為人之犯罪行為如皆在刑法增訂之後為之，則分別構成刑法第三百五十八

條無故侵入電腦或相關設備罪、刑法第二百一十條變造（準）私文書罪、刑法第

三百三十九條之三電腦詐欺罪、第二百一十六條行使偽造（準）私文書罪等四罪。

按實務見解認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條無故侵入電腦或相關設備罪與刑法第三百

三十九條之三電腦詐欺罪二者，屬於全部法與一不法的關係，依法條競合特別關

係之法理全部法優於一部法，論以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電腦詐欺罪即可。 

 

惟有論者認為通說所稱之特別關係，不論是特別型態與一般型態、基本型態

與變化型態之間，都是異質而互相排斥的關係，這些是依立法者對構成要件的功

能設定而來，在互相排斥的構成要件之間，不應該發生競合，所以法條競合，只

有補充關係與吸收關係，不包括特別關係與吸收犯17。至於補充關係之詮釋，則

認為補充關係即在處理概括規定與具體規定之關係。基本規定與補充規定之間，

具有相同性質之關係，補充規定所具有的功能完全包含在基本規定之中，所以適

用了基本規定，補充規定所具有的功能已被包含在內，因此不必再被適用，反過

                                                 
17 許玉秀，刑法的問題與對策，2000，2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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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看，補充規定無法充分而完整地評價犯罪事實，因此自然也沒有適用之餘地

18。故如按上述論者之觀點，因電腦詐欺罪在概念上包含對於電腦資料處理程序

的保護，因此，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條無故侵入電腦或相關設備罪相對於刑法第三

百三十九條之三電腦詐欺罪來說，即是概括規定；而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電

腦詐欺罪則是具體規定。按法條競合補充關係之法理，行為人應論以刑法第三百

三十九條之三電腦詐欺罪。 

 

關於法條競合的部分不論採哪一觀點，在結論並無差別。該部分皆論以刑法

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電腦詐欺罪。而行為人之行為另構成刑法第二百一十條變造

（準）私文書罪與第二百一十六條行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因為變造文書行為

與行使偽造私文書罪，並不當然包含於電腦詐欺行為當中，因此三者在競合方面

應適用刑法第五十五條想像競合之規定，而從一重處斷，其中以第三百三十九條

之三電腦詐欺罪刑度最高，故行為人甲就其行為，應以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

電腦詐欺罪論處。 

 

貳、行為人之行為發生於刑法增訂之前，而於增訂後進行審判 

若行為人之犯罪行為發生於刑法增訂之前，而於增訂後進行審判者，則分別

構成刑法刑法第二百一十條變造（準）私文書罪、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電腦

詐欺罪、第二百一十六條行使偽造（準）私文書罪等三罪。三者之論罪科刑同前

述，依刑法第五十五條想像競合之規定，從一重處斷，以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

三電腦詐欺罪論處。 

 
                                                 
18 許玉秀，刑法的問題與對策，2000，2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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