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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通姦罪，該不該除罪？  

----我們處在一個自以為最聰明卻最為自私的世代 

文：尊重生命全民運動大聯盟 

講個故事： 聰明建築師 

有一天，一群建築師看見有許多人在亭子下吹著涼風，很是快樂。於是，

亭子驕傲地跟建築師們說：「你看，涼亭四處通風，人來人往自由，為什麼

要歧視我們，說我們不是住宅房屋？」建築師於是認真思考是否應該與時

俱進，人人有其自由各取所需所愛，又不傷害別人，有何不可？況且在建

築概念上操作一下，並非難事。儘管其他同業者有所批評和反對，但是這

群建築師還是代表建築界改變房屋定義，從此，亭子和傳統房屋一樣，都

是人們可以選擇的住宅，都稱為房屋。他們相信如此之後應該會有皆大歡

喜的自由氣氛，想著想著不禁拍拍手，讚嘆自己太聰明。 

 

不多久，這些建築師又發現住在傳統房屋中的有些人不願「正門」進出，

為能任意隨〝性〞只好爬牆爬窗。這點又觸動了這群建築師。於是心想，

少了幾面牆的限制，房屋還是房屋，人就可以自由進出，無須狼狽，即不

會增加也不會減少家人關係間原本就存在的種種問題，又有何不可？聰明

的我們做得到啦！ 

 

故此，這群聰明建築師認真思量：「房屋少築幾面牆其實無妨；倘若還想要

牆的人可自行設計、不需要的人能自得其樂，如此，豈不又是兩全其美

了……。」 

 

這故事的後來，我們可以臆測，當地震或風雨或盜賊來臨時，住在其中的人將面

臨什麼景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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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古老社會演化出強制性一夫一妻結合規範 

 

社會人類學研究1指出，歷史發現，已知的人類古老社會大多數（曾經是或至今

還是）允許一夫多妻結合；然而，一些最成功的農業社會，其一夫多妻型態逐漸

被「社會強制性的一夫一妻制（socially imposed monogamy）」所取代，這演變發

生的時間點是從狩獵採集的社會變遷到農業社會形成之時，其改變的結果是形成

了較大的聚落。隨後，近幾千年來，世界人口不成比例的成長，是由相當少數的

社會所驅動達成，而這些社會很多是實行社會強制性的一夫一妻制。這種透過禁

令式的社會規範來實施一夫一妻制是人類社會特有現象，一夫一妻制規範伴隨以

昂貴處罰（costly punishment），要求人們性行為受到高度管制，這與動物性擴張

繁殖的本能和人的本性似乎有違，引起社會人類學家的好奇。 

 

該研究發現，在現代醫學介入之前，「性病傳播（STIs）對人類祖先的選擇帶來

巨大壓力」；於是在聚落大小、性病動態和社會規範之間的相互作用下，控制性

病的傳播是導致人類社會演化成強加一夫一妻制度，不可漠視的因素。該研究參

照淋病、梅毒和披衣菌等性病的流行病學史發現，在聚落小且零散的地區，性病

很難得以廣泛傳播，一夫多妻制就占主導地位。然而，在人口密度較高且群體連

結性較強的農業地區，性病則易在地區流行（特別在此地區，一些一夫多妻的網

絡同時發生性病感染）而衝擊生育力。一夫一妻制使群體降低性病盛行率，反之，

一夫多妻制由於性病流行造成醫療負擔和人口減少。因著疾病的競爭性，人類選

擇隨之調整，即開始懲罰一夫多妻型態而推崇一夫一妻。該研究為社會強加性一

夫一妻制的出現提供了解釋途徑，並豐富了我們對該規範為何會伴隨代價高昂的

懲罰之演變的理解。 
 

                                                     
1 Bauch, C. T. & McElreath, R. Disease dynamics and costly punishment can foster socially imposed 
monogamy.  Nat. Communication. 2016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comms11219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comms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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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現代醫學治療介入的今天 

 

相較幾千年前的古老社會，現代醫療進步，性病有抗生素等藥物可治，不致於死

亡；但是依然具有感染性，並且影響生育力。2017 年研究顯示，女性不育症是

全世界主要的公共衛生問題，大多數病例歸因於性病2。「披衣菌和淋病是可導致

不育的性傳播疾病」
3
。2018 年美國CDC（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4
估計，披衣菌、

淋病和梅毒置感染男女和嬰兒於嚴重的終生健康後果中，如慢性疼痛、生殖健康

的嚴重併發症和愛滋。而且未診斷的性病，導致該國每年造成不孕婦女超過 2

萬人。婦女梅毒不會不孕，若生產，孩子則會得新生兒梅毒，導致新生兒嚴重健

康併發症和死亡；淋病造成男性副睪炎而不孕。另一資訊也指出，女性梅毒易流

產，梅毒也造成男性副睪炎而不孕
5
。至於台灣，性病感染情況如何？以下是以

疾管署數據所整理的資料：  

 

（圖一、2000 年~2017 年，台灣全體國民性病與愛滋病毒每年新增之病例數） 

                                                     
2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and Infertility Am J Obstet Gynecol. 2017 
3 STDs and Infertility. CCRM fertility https://www.ccrmivf.com/stds-infertility/ 
4 https://www.cdc.gov/nchhstp/newsroom/docs/factsheets/std-trends-508.pdf 
5 https://www.bustle.com/articles/158969-6-stds-that-can-affect-fertility 

https://www.ncbi.nlm.nih.gov/entrez/eutils/elink.fcgi?dbfrom=pubmed&retmode=ref&cmd=prlinks&id=28007229
https://www.ccrmivf.com/stds-infertility/
https://www.cdc.gov/nchhstp/newsroom/docs/factsheets/std-trends-508.pdf
https://www.bustle.com/articles/158969-6-stds-that-can-affect-fer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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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2000年~2017年，台灣 15-24歲國民性病與愛滋病毒每年新增之病例數） 

 

將國內疾管署資料與美國、歐盟及鄰近日本之性病衛生資料相比，顯示如下： 

 
（圖三、台灣與美國、歐盟及日本之性病感染數據比較6） 

                                                     
6 每 10 萬人中 HIV 新案例數、梅毒及淋病通報數（台灣為 2017 年疾病管制署資料，美國為 2016
年 CDC 資料，日本為 2015-2016 年國立感染研究所及文獻資料，及歐盟為 2015 年 ECDC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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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制定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但近年來，其他法律、政策和教育等面向並未支撐

這個制度。隨著倡議性自主權和性自由的人權思潮，社會風氣愈來愈加速開放，

一夜情、婚前或婚外性行為、婚外同居、多人開放性關係等屢見不鮮，如圖，台

灣性病盛行率明顯持續上升的現象，應不屬偶然。 

 

性病導致不孕，不孕患者求助於昂貴的人工生殖輔助技術；台灣一份本土醫學研

究指出，此技術提高下一代的終生健康風險7，這種惡性循環已然在國內運轉。

更甚者，世界衛生組織（WHO）人類生殖醫官威伊（Teodora Wi）指出，超級淋

病8（即抗藥性淋病）問題「非常嚴峻」，全球已有 3 例無藥可醫的個案；反觀台

灣，2014 年疾管署科技研究計畫的報告即已指出，該計畫五年來所收集的淋菌

菌株已出現了抗藥性現象，密切監測中9。以上研究顯示，國內偏重保險套的防

疫政策須重新檢討，也看出社會風氣對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態度似乎

愈來愈可有可無。 

 

國家形成之後一夫一妻的立法 

 

有趣的是，近幾百年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遍及歐洲，更近期幾乎遍及全球。一

                                                     
7
台灣研究，從 2011 年到 2017 年，人工生殖輔助技術（ART）產生的嬰兒比自然受孕新生兒有較

高風險，諸如，極低的出生體重、先天缺陷風險及早產…心血管壁較厚,舒張壓較差及有較大的

心房。…有較高的高血壓機率…自閉症機率是自然受孕者的二倍…容易發生輕度至重度的智能障

礙…試管嬰兒有較高的癌症風險。 

Children Conceived by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Prone to Low Birth Weight, Preterm Birth, 
and Birth Defects: A Cohort Review of More Than 50,000 Live Births During 2011–2017 in Taiwan. 
Front. Pediatr., 2020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ped.2020.00087/full?&utm_source=Email_to_authors_
&utm_medium=Email&utm_content=T1_11.5e1_author&utm_campaign=Email_publication&field=&j
ournalName=Frontiers_in_Pediatrics&id=517090 
8
〈口交感染 超級淋病無藥可醫〉，自由時報 2017-07-08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117093 
9
〈性病病原菌檢驗、監測與流行病學研究-II〉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 103 年科技研究計畫

https://www.cdc.gov.tw/File/Get/sqrAKrJg_Uq8Ki5B0HtO3g?path=Q0tfCn_a2UczUvDO5Rr9NUTdE-k4
yRstwVU_Z3lcm4Z9U_jL9jzmAGyF0zgKmSqi&name=vx4u_F_Wtr-qdNTnpJgN_ScSnHsJqJkJZGkkjuGgW
7x4vmdvjeTBlfqAD73N7qvX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ped.2020.00087/full?&utm_source=Email_to_authors_&utm_medium=Email&utm_content=T1_11.5e1_author&utm_campaign=Email_publication&field=&journalName=Frontiers_in_Pediatrics&id=517090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ped.2020.00087/full?&utm_source=Email_to_authors_&utm_medium=Email&utm_content=T1_11.5e1_author&utm_campaign=Email_publication&field=&journalName=Frontiers_in_Pediatrics&id=517090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ped.2020.00087/full?&utm_source=Email_to_authors_&utm_medium=Email&utm_content=T1_11.5e1_author&utm_campaign=Email_publication&field=&journalName=Frontiers_in_Pediatrics&id=517090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117093
https://www.cdc.gov.tw/File/Get/sqrAKrJg_Uq8Ki5B0HtO3g?path=Q0tfCn_a2UczUvDO5Rr9NUTdE-k4yRstwVU_Z3lcm4Z9U_jL9jzmAGyF0zgKmSqi&name=vx4u_F_Wtr-qdNTnpJgN_ScSnHsJqJkJZGkkjuGgW7x4vmdvjeTBlfqAD73N7qvX
https://www.cdc.gov.tw/File/Get/sqrAKrJg_Uq8Ki5B0HtO3g?path=Q0tfCn_a2UczUvDO5Rr9NUTdE-k4yRstwVU_Z3lcm4Z9U_jL9jzmAGyF0zgKmSqi&name=vx4u_F_Wtr-qdNTnpJgN_ScSnHsJqJkJZGkkjuGgW7x4vmdvjeTBlfqAD73N7qvX
https://www.cdc.gov.tw/File/Get/sqrAKrJg_Uq8Ki5B0HtO3g?path=Q0tfCn_a2UczUvDO5Rr9NUTdE-k4yRstwVU_Z3lcm4Z9U_jL9jzmAGyF0zgKmSqi&name=vx4u_F_Wtr-qdNTnpJgN_ScSnHsJqJkJZGkkjuGgW7x4vmdvjeTBlfqAD73N7q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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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橫跨各人類科學領域所提出的研究證據匯集而成的研究發現10，在近代文明進

化的過程中，一夫一妻「規範性」制度之所以得到各個國家極大的青睞，原因是

它的「群體獲益效應（group-beneficial effects）」。群體內的競爭時，此制度效應

也能促成其成就。一夫一妻制婚姻能夠因減少未婚男子人數而降低社會犯罪率及

減少個人虐待、配偶年齡差距縮小、降低性別不平等現象。而且，該制度將男性

努力的焦點從「尋找妻子」轉移到「做一個父親的投資」上，如此，雖（個人）

生育率下降一點，但不僅能減少家庭內部衝突，從而降低了對孩子的忽視、虐待、

意外死亡和兇殺的發生率。此外，還能促進儲蓄的增加、增加對孩子的投資並改

善孩子的未來出路以及大幅提高GDP（國內生產總值）。 

 

如上述，現代國家形成後，絕大多數國家選用一夫一妻制度，也多在法律中有

通姦罪處罰規定，就不太令人意外了 。很遺憾的，近年來，各國紛紛廢除通姦

罪以及改變婚姻制度，成為世界潮流，台灣也積極趕搭這流行列車。 

 

回到刑法第 239 條來看，到底是否該廢除？正反兩方許多論述重點多聚焦在婚姻

制度中夫妻兩人和婚外第三者的感情和權利，似乎忽略去考量婚姻家庭中重要的

成員---我們的下一代---的權益問題。殊不知他們是我們生命的延續，而且對社會

和國家的未來永續發展至為重要。下一代的最佳權益應當一併考慮，才能更合理

衡量刑法第 239 條是該廢，還是不能廢。 

 

釋字第 362、552、554 號解釋指出，「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

憲法制度性保障」。這句話很清楚，國家徒有土地和主權，沒有人口不成國家；

人民的存在才是社會得以形成與發展的基礎。培養健康後代應當是國家最重要的

                                                     
10 Joseph Henrich, Robert Boyd and Peter J. Richerson The puzzle of monogamous marriag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012  
http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doi/full/10.1098/rstb.2011.0290 

該研究發現，以男性犯罪率來看，結婚使之明顯下降，美滿婚姻比普通婚姻更具預防性；離婚或

喪偶時犯罪率會上升。未婚同居則不能降低犯罪率。 

http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doi/10.1098/rstb.2011.0290
http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doi/10.1098/rstb.2011.0290
http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doi/10.1098/rstb.2011.0290
http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doi/full/10.1098/rstb.2011.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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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而將婚姻納入制度化管理的原因，同時，人民身心健康，國家才得以富強亦

是必然道理。554 號解釋：「婚姻制度植基於人格自由，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

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很巧妙地與上述研究之「群體獲益效應

（group-beneficial effects）」相符合，並且明確指出婚姻制度中有養育子女的重

要功能。「國家為確保婚姻制度之存續與圓滿，自得制定相關規範，約束夫妻雙

方互負忠誠義務。」；若一夫一妻互負忠誠義務，共同經營家庭，自然其最大受

惠者是他們兩人的孩子（們）。有些研究顯示1112，在與親生的父親與母親同住的

自然家庭中，子女情緒問題發生率最低，幸福感比例最高。沒有下一代，社會必

將萎縮；沒有健全的下一代，國家難有好未來。 

  

刑法第 239 條規定「有配偶而與人通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姦者亦

同。」「通姦罪所定義的「通姦」十分狹隘，只有一男一女的性器接合才可構成

通姦要件，某匿名Ａ律師表示，多數法官甚至將口交等性行為排除在外。」13 

 

這樣，就很明白了，想必當初法律制定者自知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度，故並不管

束男歡女愛的可能，親吻、擁抱、甚至口交、肛交等也都不在他考慮的規定之內，

只要求男女自制，不准性器（生殖器官）的接合即不准有發生懷孕的任何可能。

粗一點的說法，就是不准玩到有孩子。可見「惟本罪之目的係希望藉由刑罰之預

防功能及嚇阻性，使夫或妻不為通姦行為…」
14
。因為一旦與婚外第三者有了孩

子，國家即認可這胎兒的生存權（民法第 7 條規定：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

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而且不准墮胎來殺害這生命（刑法第

288、289、290、291、292 條）；即便如此，生米煮成熟飯的兩人如何對得起這

                                                     
11 Sullins（2015）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 Survey（以 20 多萬個 4~17 歲子女為研究對象） 
https://www.lifesitenews.com/news/sociologist-evidence-shows-homosexual-parenting-harms-children  
12 Flinn, M., Ward, C. & Noone, R. J. Hormones and the human family. In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ed. D. Buss), pp. 552–580. New York, NY: Wiley. 2005 
13
〈通姦除罪化 到底除什麼？〉https://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11457?issueID=675 

14
法務部函送「刑法通姦罪修法方向之說明」p.596 

https://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1/07/LCEWA01_090107_00166.pdf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lawrela.aspx?lsid=FL001424&ldate=20161130&lno=288,289,290,291,292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lawrela.aspx?lsid=FL001424&ldate=20161130&lno=288,289,290,291,292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lawrela.aspx?lsid=FL001424&ldate=20161130&lno=288,289,290,29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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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小孩？如何給他一個健全完整的家庭？並使國家陷入兩難，即要維護整體公益

所制定的原有法律的同時，又如何能給予這孩子相同其他孩子的法益保護？同時，

外遇者是如何真實地傷害其配偶的感情與權益？倘若原本家庭已有孩子，則家庭

生活的摧毀又如何直接傷害兩人原有孩子的身心健康？是故，通姦行為嚴重破壞

男女雙方在婚姻關係中應負之忠實義務，嚴重侵害配偶之法益，破壞家庭和諧以

致直接傷害配偶及家中孩子，也傷害這外遇關係中的第三者和孩子。 

 

此等自私失職的無節制行徑，造成他人和社會秩序無法抹滅的種種有形無形的損

失，理所當然具有可罰性。此等行為關係國家重大利益和社會秩序，屬國家決定

刑罰權行使之範圍，故以刑法規定具正當性。再者，「……國民對於通姦罪之存

在並非無認知之可能性，亦無不能遵守規範之情形，以刑罰作為一般預防的手段，

杜絕通姦行為之氾濫，並無不當。本罪處罰行為限於『男女性器接合』之姦淫行

為，範圍已較刑法第 10 條定義之『性交』狹隘，刑度亦僅為『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且有告訴乃論罪作為起訴之條件，已符合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性原則。」
15 

 

國家其他部門的責任何在？ 

 

必須承認，法律有其功能之限制，法律只是道德的最低限度。如果一個國家所有

事務責任和結果都丟給法律「解決」，如此，國家的其他部門都應廢除。若只要

因社會中發生通姦行為，即表示通姦罪處罰規定不足以避免犯罪行為發生而應除

罪化，這樣的邏輯，其它犯罪行為，又有何不可廢除的理由？如此，法務部直接

改名為「廢法部」即可。至於，司法院在不斷解構法律的時候，不應只考慮個人

性愛的自由與權利，也不應考慮廢除通姦罪對婚姻沒有什麼太大影響（試想，通

姦除罪後，社會難不趨向一男多女、一女多男，甚至多男多女的方向發展，一夫

一妻只剩其名，實將瓦解，如前述之各國數據研究，可預測其後續可能的影響），

                                                     
15 同上 p.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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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應思考並具體提出通姦除罪化之後，為國家、社會、家庭、下一代到底帶來什

麼合理好處？再者，「一個由人類文明自然形成，行之數千年，受民族文化、傳

統思想薰陶，而與全國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婚姻制度，在考慮…之際，能不斟酌

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教育學家、醫學專家、宗教團體、家長團體的

意見？僅憑數位與大法官相同背景的法律學者…，能增添多少能力？」
16
 

 

沒有家，哪有國。要達到維護婚姻及家庭之目的，不是在拆除最後界線，而是該

著重在預防性教育。所謂不教而殺謂之虐，故應在法律之前，先行積極推動教育：

學校性健康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以及重視文治教化，開創良善社會風氣。

試問，衛福部、文化部、教育部等各部會之存在是否有責任應該齊心提出具體政

策和作為，合力推動社會改造，指引青少年和成年民眾認知「一夫一妻制度之婚

姻與家庭」所需負的責任，以及習得經營和維護個人婚姻家庭所需的知識與能力

（skill），並提供足夠的支援與資源？如果這些部會都不具功能或往相反維護家庭

的方向推動，致使人民無法正己守法，家庭無法安全穩定，最後，司法沉重面對

許多無法處理的社會問題，又只能便宜行事，選擇刪改法律而無更佳法律制定或

配套措施的作法，這樣推展下去，我們國家的未來將是何種景況？ 

 

以古為鑑，可知興替。先人曾對婚姻制度做出了選擇和維護，我們這個自以為最

聰明卻最為自私的世代，如今該作出何種選擇？只能說，司法諸公的定奪必將產

生後果，是人民之福？還是禍？隨著時間推移，必將昭顯；諸公的判決在歷史中

也必定留名，是美？是臭？後人必將公道論斷。 

                                                     
16
〈同性婚姻應該合法化嗎？〉台灣高等法院法官 陳筱珮 

http://chinadev.ucanews.com/2019/02/25/%ef%bb%bf%e3%80%90%e8%a9%95%e8%ab%96%e3%80
%91%e5%90%8c%e6%80%a7%e5%a9%9a%e5%a7%bb%e6%87%89%e8%a9%b2%e5%90%88%e6%b3
%95%e5%8c%96%e5%97%8e%ef%bc%9f/?variant=zh-hant 

https://www.moedict.tw/#%E6%96%87%E6%B2%BB
https://www.moedict.tw/#%E6%96%87%E6%B2%BB
https://www.moedict.tw/#%E6%96%87%E6%B2%BB
http://chinadev.ucanews.com/2019/02/25/%ef%bb%bf%e3%80%90%e8%a9%95%e8%ab%96%e3%80%91%e5%90%8c%e6%80%a7%e5%a9%9a%e5%a7%bb%e6%87%89%e8%a9%b2%e5%90%88%e6%b3%95%e5%8c%96%e5%97%8e%ef%bc%9f/?variant=zh-hant
http://chinadev.ucanews.com/2019/02/25/%ef%bb%bf%e3%80%90%e8%a9%95%e8%ab%96%e3%80%91%e5%90%8c%e6%80%a7%e5%a9%9a%e5%a7%bb%e6%87%89%e8%a9%b2%e5%90%88%e6%b3%95%e5%8c%96%e5%97%8e%ef%bc%9f/?variant=zh-hant
http://chinadev.ucanews.com/2019/02/25/%ef%bb%bf%e3%80%90%e8%a9%95%e8%ab%96%e3%80%91%e5%90%8c%e6%80%a7%e5%a9%9a%e5%a7%bb%e6%87%89%e8%a9%b2%e5%90%88%e6%b3%95%e5%8c%96%e5%97%8e%ef%bc%9f/?variant=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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