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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 19 條原因自由行為之探討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刑法最早是以報復、懲罰為開端，後來認為就算予以譴責，也難以預防
犯罪一再發生，逐漸由「應報理論」轉變為「以刑罰預防犯罪」
。當代刑罰的
目的是透過法官客觀的審判，使犯罪之人得到應有的懲罰，並從中警惕、改
過遷善。如果行為人心智發展尚未健全，沒有足夠的能力、知識分辨善惡，
則應該給予其輔導或治療，而非處罰（林安邦、陳文政、陳敦源，2019：142-143、
153）
。有鑑於此，對於未滿 18 歲，或身體、精神狀態不健全，如其行為當下
的法律判斷力明顯減低，
《中華民國刑法》
（以下簡稱《刑法》）予以減輕刑責
或不罰。
上述法律設計之原意是為了保障弱勢群體，從而避免「為處罰而處罰」。
然而，近年來多則行兇手法殘暴，卻因嫌犯自恃患有精神疾病而免於一死，
如：小燈泡案，甚至獲得無罪判決，遭致輿論以「恐龍法官」──形容不知
變通，像活在遠古時代的恐龍──稱呼這些承審法官。學者葉俊榮（2010：
41-43）也曾針對「恐龍法官」一詞，探討不合理判決背後的專業法學教育問
題。種種報導和討論令我們好奇，法官對於以上這些特殊情形，是如何進行
思考的呢？又是依據哪些法條？為了回答這些疑惑，我們藉由探討具體的判
決內容，將學理和實務結合。
二、研究目的
(一)認識罪責性、原因自由行為及其判斷模式。
(二)以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書 108 年度矚上重訴字第 32 號（被告梁○○家
暴殺人案件），結合相關醫學知識，探討《刑法》第 19 條中的法律適用
問題。
三、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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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本文將從認識罪責性、原因自由行為，再對照案件（被告梁○○家暴
殺人案件），探討相關問題。
一、罪責性
《中華民國刑法》第 19 條規定：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
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
者，得減輕其刑。
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刑法》對多種特定情況會予以例外規定，常見的有「不罰」與「減輕
其刑或免刑」
。所謂不罰，指的是行為不構成犯罪，即《刑法》不認其有罪責。
所謂減輕其刑或免刑，指的是認定有罪，但因特定理由，由法律定其罪刑之
減或免──仍然有罪（黃惠婷，2019：157）。要理解這種例外規定，必須先
認清法律制定的目的是為了矯正和懲罰犯人所做的錯誤行為。正常來說，我
們都有判斷事理對錯之能力。但倘若因精神或心智上等原因，造成不能正確
判斷和分辨行為之對錯，就應適用《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得以減
刑或不罰。反之，如果這時候仍然科以刑罰，就忽略了對責任能力的考量，
而違反罪責相當原則──好比認定還不會行走的嬰孩是故意不走路似的。
所謂責任能力，指的是行為人本身是否具備識別及控制之能力，取決於
行為當下是否擁有判斷違法行為的「意識能力」和「控制能力」
（黃惠婷，2019：
188）。針對責任能力減損或欠缺者，法律透過保安處分（如監護、禁戒、強
制工作）的手段，來輔導或治療行為人。比起刑罰，保安處分更像矯治行為
人的身心，給予他們適當的教育，使他們回歸正常生活。為何要考量行為人
的責任能力？是因為《刑法》僅處分能清楚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並做出
正確判斷之人。罪責檢驗的核心不是行為，而是行為人，判斷行為所實現的
不法是否可以主觀歸責於行為人。只有在行為人具備判斷行為對錯的能力時，
依然實施不法行為，才具有罪責性，非難其犯罪行為才有意義（黃惠婷，2019：
187）
。其中，精神障礙等心智缺陷之判斷依據，是以行為當時作的狀態為準。
如何判定行為人是否處於精神障礙？須經過醫學鑑定團隊的科學評估，由生
理和診斷由醫學專家進行。法官則綜合行為人的心理和違法行為之因果關係，
判斷行為人有無責任能力（吳忻穎、林晉佑，2020：78）。
二、原因自由行為
行為人如果因自身行為導致自陷於「失能」或「失神」狀態（如喝酒壯
膽再犯罪）
，難道就可以逃避刑責嗎？其實不然，
《刑法》第 19 條第 3 項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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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即第 1 項及第 2 項之規定）」。
《刑法》第 19 條第 3 項所謂「因故意或過失」，在學理上稱原因自由行
為、自陷行為、自招行為。意思是行為人在原因設定階段時意識是清楚且自
由的，卻因故意或過失使自己喪失或減低責任能力，導致無法自由地控制自
己的行為，進而引發犯罪行為（王皇玉，2019：333）。比方說，行為人想殺
人卻心生畏懼，於是決定飲酒壯膽，讓自己酩酊大醉再犯案。《刑法》第 19
條第 3 項的立法理由寫明：
「倘行為人之欠缺或顯著減低前述能力，係由於行
為人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即難謂其屬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
在通常情形，行為人犯案後均可恢復意識，也就是造成精神錯亂之原因
是犯罪人於意識清楚時，可預見可能侵害到他人或犯法，猶且故意或過失自
陷於喪失責任能力之狀態。然而，部分行為人平時已罹患精神疾病，在原因
設定階段時即無法正確判斷事理。這種屬於持續性精神缺陷狀態，則仍適用
《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和第 2 項之規，不罰或減輕其刑（黃惠婷，2019：191）
。
三、原因自由行為的判斷模式
倘若行為人在行為時的精神狀態正常，則就其行為是否屬於原因自由
行為，尚須透過以下兩種模式──構成要件模式、例外模式──進行探討。
(一) 構成要件模式
構成要件模式主張，因行為人在行為時不具責任能力，因此往前推置具
責任能力之完整時期（即原因行為階段）
。既然原因前行為等同構成要件的一
部分，就要探討行為人在意識清醒且具責任能力時，是否故意為之使自陷於
精神障礙，以利為自己的罪責減刑（黃惠婷，2019：192）。換句話說，行為
人在自行招致危險前，要對結果有預見可能。像是行為人如果在寒冬飲酒取
暖，遇竊賊闖入，因防衛過當而打死竊賊。即使他已喝到酩酊大醉，因為無
預見「被闖空門而須自我防衛」的可能，所以不成立殺人罪。
(二) 例外模式
例外模式主張，只要導致行為人責任能力障礙之原因可歸咎於行為人本
身，就應負起完全責任就，不可以「無責任能力」作為無罪或減刑的原因（王
皇玉，2019：333）。換句話說，此模式以行為結果為認定依據，像是聚餐飲
酒喝到醉茫茫，巧遇仇人並把對方打死，就適用這個模式，成立殺人罪，不
能沒有預見可能，而排除其責任能力。
四、案件回顧
根據大英百科全書（Britannica Encyclopedia）
，司法（judiciary）指的是依據
一定法定程序對爭議進行權威的裁判（Tate, 2008）
。
《中華民國憲法》第 80 條也
明確規定：
「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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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法官本於良知，依據法律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任何干涉或壓迫，其目
的在實現法律公正（法治斌、董保城，2010：68-71）。
(一) 臺灣高等法院審理梁ＯＯ家暴殺人案件判決結果
節錄自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矚上重訴字第 32 號刑事判決及其新聞稿
1、事實部分：被告梁○○於民國 107 年 10 月 18 日下午 6 時 15 分許，在桃
園市某陸光社區住處，持開山刀猛力揮砍其母……更將其頭顱自連接廚房之
後陽臺向外拋丟。因社區住戶聽聞被告住處發出叫罵、奔跑及踹門聲，而於
同日晚間七時許報警處理，經警據報到場後，在該陸光社區前中庭發現女性
頭顱。
2、主文及理由重點：原判決撤銷。 梁○○無罪。
（1）按《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又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2）又《刑法》第 19 條有關行為刑事責任能力之規定，係指行為人於「行
為時」
，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生理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之
能力（學理上稱為「辨識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學理上稱
為「控制能力」），因而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者而言。
（3）倘經鑑定結果，行為人行為時確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則是否
此等生理因素，導致其違法行為之辨識能力或控制違法行為之能力，
因而產生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亦即二者有無因果關係
存在，得否阻卻或減輕刑事責任，應由法院本於職權判斷評價之。
（4）被告經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及臺大醫院精神鑑定結果，於行為時係處在
卡西酮類物質作用最强之期間，導致被告已欠缺辨識行為能力。依《刑
法》第 19 條第 1 項之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
能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者，不罰。刑事訴訟法第 301 條第 1 項規定，
被告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所以被告行為時，既係處於卡西酮類
物質毒品作用最強期間，致其已欠缺辨識行為能力，應屬不罰，依上
開規定，即應判決無罪。
(二) 臺灣高等檢察署不服判決結果而依法上訴
臺灣高等檢察署（2020 年 9 月 9 日）指出：
「被告於案發前曾飲酒與施
用毒品，被告飲酒後常伴隨暴力行為，自己亦供承知悉此事，另於衛生福利
部桃園療養院精神鑑定時自承案發前與朋友一起施用安非他命時，曾見過朋
友施用後，出現幻覺、被害妄想(有小偷)，知悉安非他命會導致精神疾病，應
避免使用之，是被告依卷證固無殺母動機，然可預見飲酒或施用毒品後，可
能出現暴力行為，卻仍飲酒及施用毒品，使自己於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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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際故意殺害其母，……本件應有《刑法》第 19 條第 3 項適用，是縱認為被
告行為時責任能力欠缺或減低，亦不應依《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規
定不罰或減輕其刑。」認為臺灣高等法院的判決有違背法令之處，依法上訴。
(三) 最高法院將原判決撤銷併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2020 年 9 月 29 日）
，指出：
「原判決未就卷內梁○○坦承施用
毒品、證人洪○○關於梁○○施用毒品後有言行異常情狀之證述及精神鑑定
報告指其使用多種毒品物質已數個月之久等相關證據資料，詳究梁○○施用
毒品之際，就其施用毒品後可能在精神異常狀態中持刀揮砍母親致死，是否
並無預見之可能？即逕以梁○○過去經歷僅有酒後鬧事或打人情形等，率認
不符原因自由行為，尚嫌速斷。」
由上述內容可知，本案件的關鍵在事實部分（鑑定、調查結果），嫌犯是否
長期處於毒癮狀態而無從預見吸毒可能的後果，還是他在這次吸毒前是精神狀
態清楚（即故意或過失使自己陷入毒癮）。
五、爭點及法律適用
關於梁○○長期處於毒癮狀態而無從預見吸毒可能致使的後果，抑或是他在
這次吸毒前是精神狀態清楚，能證明是故意或過失使自己陷入毒癮，這兩點也
成為本案的爭點。以下依序透過瞭解卡西銅類合成毒品的危害並對照案件回顧，
提出我們的看法，接著分析其法律適用。
(一) 原意識清楚，但因吸毒導致神智不清
本案的梁〇〇被檢測出在犯案前有吸食卡西銅類物質毒品，且於毒品
作用最強期間犯案，因此我們需要進一步認識這類毒品的作用究竟有多強，
導致這種不可逆的悲劇。
根據衛生福利部的相關資料，卡西銅和 K 他命類似，屬中樞神經興奮
劑，會引起焦慮、妄想、亢奮、暴力、自殘、幻想等行為，嚴重者甚至會
有暴力行為，倘若成癮便很難戒掉，停止使用會產生憂鬱、焦躁、妄想等
症狀。吸食後令人精神異常而發生當街啃食人臉、赤裸追打孩童、開槍掃
射以及自殘自殺等危及他人性命之行為。由這些醫學資料可知，吸食此毒
品造成的危險性遠比喝酒導致的後果來得嚴重，且有可能致人於死地（衛
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2015 年 1 月 6 日；李權倍、周奕宏、馮嘉齊，
2016 年 11 月 5 日；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2019 年 7 月 24 日）。
若依臺灣高等檢察署的上訴內容，再對照最高法院指出的原判決問題，
可知梁〇〇承認自己有親眼見證友人服用後出現幻覺等症狀。我們認為，
他並非不能預料到食用後導致的結果，而是處於原意識清楚，但因吸毒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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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神智不清的狀態，可能構成《刑法》第 19 條第 3 項（原因自由行為）。
(二) 以構成要件模式、例外模式分析本案的法律適用結果
1、構成要件模式
套用構成要件模式的話，則必須行為人本身可預見因精神障礙而導致的結
果，才成立犯罪。在本案中，梁ＯＯ並非毫無預見飲酒、吸毒的後果之能力，
且臺灣高等檢察署也指出梁○○自知酒後有暴力行為、情緒狀況不穩定，卻仍
飲酒吸毒，使自身陷於喪失責任能力後故意殺害母親。因此，他的行為應適用
《刑法》第 19 條第 3 項（原因自由行為），他應負擔完全責任能力。
2、例外模式
此模式之特性為結果論。以本案來說，梁ＯＯ弒母的行為就是因他自己自
行喝酒、吸毒導致的結果，至於他喝酒、吸毒前有沒有考慮要殺人或是能否預
見可能，在所不問，所以應適用《刑法》第 19 條第 3 項（原因自由行為），他
應負擔完全責任能力。
參、總結
近年來，因「不能辨識其行為」的重大刑事案件招致社會議論，輿論甚
至以恐龍法官來形容法官。種種報導和討論令我們好奇，法官對於以上這些
特殊情形，是如何進行思考的呢？又是依據哪些法條？
首先，現代文明的司法體系，應該是道德的最低標準。部分大眾可能忽
略一件事，立法院制定出來的法律，通常會顧慮到弱勢群體以及實際情形，
才合乎罪刑相當原則下。例如，倘若行為人心智發展尚未健全，而無從分辨
善惡，則應該給予其輔導或治療，而非施以無意義的處罰。我國《刑法》第
19 條的減輕刑責或不罰之設計，即是一種體現。針對責任能力減損或欠缺者，
法律透過保安處分來輔導或治療行為人。比起刑罰，保安處分更像矯治行為
人的身心，給予他們適當的教育，使他們回歸正常生活。其中，精神障礙等
心智缺陷之判斷依據，除了由醫學專家進行外，法官會綜合行為人的心理和
違法行為之因果關係，判斷其有無責任能力。不過，行為人如果因自身行為
導致自陷於「失能」或「失神」狀態，就屬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
不適用減刑或不罰之規定。
其次，藉由探討具體判決內容，我們將法律知識和實務結合。在梁ＯＯ
家暴殺人案件中，臺灣高等法院判決認為，行為人吸毒喝酒，經醫學鑑定認
定「可能」影響其行為結果，給予無罪判決。但是，臺灣高等檢察署不服上
訴及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的新聞稿均指出，原判決的認定有問題。經查行為
人吸食的卡西銅類物質毒品相關資料，我們認為，行為人並非不能預料到食
用後導致的結果，所以是一種自主行為，符合「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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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處於原意識清楚，但因吸毒而導致神智不清的狀態下，就可能構成《刑
法》第 19 條第 3 項（原因自由行為），但還需進一步討論構成要件模式、例
外模式的法律適用結果。
如果套用構成要件模式，梁ＯＯ並非毫無預見飲酒、吸毒的後果之能力，
且臺灣高等檢察署也指出梁○○自知酒後有暴力行為、情緒狀況不穩定，卻
仍飲酒吸毒，使自身陷於喪失責任能力後故意殺害母親，所以他的行為狀態
符合「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
。倘若套用例外模式，梁ＯＯ弒母的行為就是
因他自己自行喝酒、吸毒導致的結果，至於他喝酒、吸毒前有沒有考慮要殺
人或是能否預見可能，在所不問。也就是說，無論套用哪種模式，梁ＯＯ的
行為都應適用《刑法》第 19 條第 3 項（原因自由行為），應負擔完全的責任
能力。
司法作為保護人民和捍衛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法官被賦予以客
觀的視角，依據法律公正審判。在梳理法律知識並對照判決書後，我們進一
步認識了法官判決的理由，並嘗試依據法律原則提出自己的觀點，期待能夠
加深法學知能，加強自身公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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