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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立高雄大學比較刑法研究中心於 2018 年 4 月 13、14 日舉行

「刑法總則修正十年」研討會，由 11 位刑法學者在山明水秀的國立

東華大學校園裡，共同討論 2005 年 1 月 7 日修正通過，2006 年 7 月

1 日開始施行的新刑法總則。所有與會的學者提出專題報告，全程參

與深入且緊湊的討論，本書所集結的論文，即是研討會的研究成果。 

近年來，我國刑事立法重心在於對抗貪污、金融或經濟犯罪，以

及隨著 2017 年司改國是會議而來的刑事程序改革，刑法總則雖與刑

法基礎理論關係密切，卻不在官方的修法議程上。儘管如此，檢視施

行已逾十年的新刑法總則，對於刑事立法、司法和學理而言，其重要

性仍然毋庸置疑。刑法總則是適用於所有犯罪行為的基礎規定，立法

者必須在憲法的框架裡，擬定一個整體的刑事政策，將其落實在涉及

犯罪成立要件和法律效果的共通規定上。立法者對於諸多尚有爭議的

基本問題，必須思考應該以法律介入解決爭論，或是留待學說和實務

繼續發展。如果立法者作成不明智的決策，輕則造成法律適用上的困

擾，重則過度干預人民的基本權利，又無法達成有效預防犯罪的目

標。因此，在新刑法總則施行逾十年的今天，透過觀察實務與理論的

新發展，重新檢視此一影響深遠的刑法總則改革，反省其成就和不

足
1
，可以為將來的刑法改革提供重要的參考素材。 

本次研討會儘管無法窮盡新刑法總則的所有議題，但是所選定的

主題，都是在修法後爭論不休，亟需理論分析的基礎問題，各篇論文

均相當扎實而精彩。筆者忝為本書主編之一，希望以這篇導讀，扼要

呈現本書的研究成果。以下根據犯罪理論（下述貳）、競合理論（下
                                                      
1  在 2005 年已有眾多刑法學者撰文評介刑法總則的修正內容，除了為數不少的期刊

論文，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三本專書：臺灣刑事法學會主編，二○○五年刑法總則

修正之介紹與評析，2005 年；臺灣刑事法學會主編，刑法總則修正重點之理論與

實務，2005 年；林山田，二○○五年刑法修正總評，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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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參）和刑罰理論（下述肆）的次序，介紹本書各篇論文的核心主

張。 

貳、犯罪理論 

一、重傷定義 

針對刑法第 10 條第 4 項之重傷立法定義，立法者在原來第 1 款

至第 5 款各項身體機能之「毀敗」之外，將各項機能之「嚴重減損」

也明訂為重傷結果。在修法之前，實務將第 1 款至第 5 款和第 6 款理

解為互斥規定，前五款之身體機能必須到達「毀敗」的程度，始能成

立重傷；第 6 款僅適用於前五款之身體機能以外的身體或健康，傷害

達到重大不治或難治的程度，即可成立重傷。依此，眼睛視力重大減

弱，即使屬於重大不治之傷害，一方面未達第 1 款之毀敗程度，另一

方面又不在第 6 款之適用範圍內，僅能被評價為輕傷。然而，容貌重

大變更能被評價為第 6 款之重傷，視力減衰卻僅能被評價為輕傷，顯

然是在評價上輕重失衡。為了避免此一輕重失衡的適用結果，立法者

將前 5款之身體機能「嚴重減損」也明訂為重傷。 

陳俊偉
2
觀察修法後的實務趨勢，發現法院在解釋前 5 款的「毀

敗」和「嚴重減損」概念時，傾向分別對應於第 6 款之「不治」和

「難治」程度，對於不同身體健康的重傷採取一致的認定標準。就此

部分，已經達成修法所設定的目標。但是，實務對於第 6 款之「重

大」和「不治或難治」概念的定義和運用，在修法後仍有不明確之

處。為了提出更明確的重傷認定標準，陳俊偉從「身體作為生命的承

載體與實現工具」的功能性觀點出發，指出重傷罪的任務是對於「生

命延續可能性的前置性保護」與「生命存續中應有狀態之保護」。據

此，傷害結果必須造成生命危險性，或對生活造成全面性、根本性的

                                                      
2  本書頁 17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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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始得被認定為重傷。他認為重傷是一種類型概念，法官必須對

於構成重傷的各項要素進行綜合評價，包括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治療

程度、受傷部位與機能等在內。最後，他建議立法者對於重傷概念做

進一步的類型化並增訂危險傷害罪。 

二、罪責理論 

2005 年修法的重點之一，是立法者在刑法第 19 條第 3 項將原因

自由行為明文化。原因自由行為，係指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而自陷精

神障礙，並在精神障礙的狀態下實現犯罪構成要件，此時不得適用阻

卻或減輕罪責的規定。原因自由行為作為排除適用阻卻或減輕罪責規

定的概念，雖然早就被學說與實務所肯認，但一直沒有法律明文，引

發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批評
3
。立法者遂於第 19 條第 3 項增訂原因自

由行為的法律依據，以符合罪刑法定原則。修法之後，原因自由行為

的處罰基礎應採取「構成要件模式」或「例外模式」，則成為學說的

爭議焦點。原因自由行為的主觀要件和著手時點，隨著採取不同模式

而有所不同。 

許恒達
4
觀察修法後的實務和多數學說傾向構成要件模式，將處罰

重點放在原因行為；他和少數學說則是支持例外模式，將處罰重點放

在結果行為，但是論證方式和對主觀要件的要求不完全相同。對於此

一爭議，他在本文中回應構成要件模式論者的批評
5
，重申其例外模式

的一貫立場
6
。許恒達認為，行為人係透過客觀行為危害法益，行為之

客觀危險性是成立犯罪的實質理由，因此原因自由行為的處罰重點在

                                                      
3  鄭逸哲，罪刑法定主義七十年，收於：刑法七十年之回顧與展望紀念論文集

（一），2001 年，頁 104-105。 
4  本書頁 57 以下。 
5  薛智仁，論原因自由行為之處罰基礎，中研院法學期刊，21 期，2017 年 9 月，頁

1-80。 
6  許恒達，「原因自由行為」的刑事責任，臺大法學論叢，39 卷 2 期，2010 年 2

月，頁 35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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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客觀上造成法益危害的結果行為，而不是僅有侵害法益之主觀意志

的原因行為。對他來說，行為人透過原因行為自陷於精神障礙，尚未

違反保護法益的真正義務，而只是違反保持責任能力的不真正義務。

原因行為本身不會成立犯罪，卻會使得結果行為不得主張阻卻或減輕

罪責的有利法律效果。依此，原因自由行為的著手實行和主觀歸責要

件，應該以結果行為作為認定基準。然而，若是要成立故意原因自由

行為，行為人必須在原因行為時已具備構成要件故意，以避免行為人

承擔過苛的刑罰。 

另一個涉及罪責理論的修法是刑法第 16 條的禁止錯誤。禁止錯

誤是指行為人誤認其行為不被法所禁止，其法律效果是阻卻故意或影

響罪責，在學說上則有爭議。主流學說採取「責任說」，禁止錯誤不

影響行為人的故意，而是阻卻或減輕其罪責。在修法前，刑法第 16

條後段明訂「如自信其行為為法律所許可而有正當理由者，得免除其

刑」，和責任說的立場有所牴觸。因此，立法者修改刑法第 16 條，賦

予不可避免之禁止錯誤阻卻罪責的效果，以符合罪責原則的要求。 

林書楷
7
認同刑法第 16條落實責任說的立場，因為從刑法第 13條

與第 16 條可知，故意的對象僅限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對於法禁止之

誤認不阻卻故意，僅可能影響罪責。不同於通說的觀點，他進一步將

容許構成要件錯誤視為禁止錯誤，依據嚴格罪責理論認定其法律效

果。他認為，容許構成要件錯誤是一種兼具事實與法律錯誤的複合性

錯誤。就事實錯誤的部分，行為人雖然誤認為存在阻卻違法事由之前

提事實，但是這並不影響他在客觀上已經造成法益侵害（結果不

法），主觀上也對法益侵害有所認知（行為不法），所實行的是一個故

意不法的行為。至於行為人因此誤認行為合法，則是依據刑法第 16

條來處理：在無法避免誤認時，行為人因阻卻罪責而無罪；在可避免

誤認時，行為人仍可獲得減刑，其法律效果並不會過苛。最後，林書

                                                      
7  本書頁 97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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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建議刑法第 16 條應該將「不知法律」修改為「欠缺不法認知」，並

且增免除其刑的法律效果。 

三、未遂理論 

2005 年修法所引發的最大理論爭議，莫過於立法者宣示採取「客

觀未遂理論」，並且據此在刑法第 26 條明訂「行為不能發生犯罪之結

果，又無危險者，不罰。」立法者在修法理由中表示，主觀未遂理論

和印象理論係處罰行為人主觀的法敵對意志，在現代刑法思潮中欠缺

合理性，基於刑法謙抑原則、法益保護原則等理由，應改採客觀未遂

理論。然而，修法理由對於主觀未遂理論和印象理論的批評在學說上

備受質疑
8
，而立法者也未貫徹客觀未遂理論，刑法第 25 條第 2 項之

普通未遂犯法律效果仍是維持「得」減輕其刑，而不是一併修改為

「必」減輕其刑。因此，現行法的未遂犯規定欠缺一貫性的整體構

想，造成法律適用上莫衷一是。此一難題完全表現在刑法第 26 條的

適用標準上，尤其是如何判斷「又無危險」。 

謝煜偉
9
觀察修法後的實務見解，發現法院在修法初期主要是受到

具體危險說的影響，以既遂結果未發生是否出於「一時、偶然性因

素」為判斷標準，後來則是受到印象理論和重大無知說的影響，考量

行為是否造成群眾不安或公共安寧之干擾。他從法益侵害及危險性作

為實質違法性基礎的立場出發，認同客觀未遂理論，主張「不能犯」

自始不成立未遂犯，無待明文規定，刑法第 26 條之「不能發生犯罪

之結果又無危險」規定，其作用在於修正對刑法第 25 條之著手實行

概念的解釋。以此一立場為基礎，謝煜偉主張「事前客觀危險理

論」，從具有科學法則之一般理性之人的觀點，就實行行為之後不同
                                                      
8  黃榮堅，「未遂犯」之基本邏輯—評刑法未遂概念相關之修正，台灣本土法學雜

誌，68 期，2005 年 3 月，頁 113-130；蔡聖偉，評二○○五年關於不能未遂的修

法—兼論刑法上行為規範與制裁規範的區分，政大法學評論，91 期，2006 年 6
月，頁 339-410。 

9  本書頁 145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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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點的（事後調查得知之）客觀事實，同步進行「可能／不能」判斷

及「有危險／無危險」判斷：行為在淪為不能的狀態之前，曾經引起

了達於危險閥值的危險狀態者，應論以未遂犯；在尚未出現達於危險

閥值的危險狀態之前，已可斷言行為根本不能生犯罪之結果，則論以

不能犯。他並將此一判斷標準運用於具體案例，呈現出有別於同屬客

觀未遂理論之「具體危險說」的觀點。 

針對中止未遂，立法者在 2005 年時於刑法第 27 條增訂準中止犯

與共犯中止之規定，但是維持中止未遂之成立要件與法律效果。不

過，2005 年修法改採客觀未遂理論，對中止未遂之理論基礎和成立要

件產生何種影響，值得關注
10
。黃士軒

11
在詳細分析學說和實務發展

之後，發現在學說上中止未遂之減刑理由和成立要件的解釋似乎關連

性不足，而實務對於成立要件的解釋已累積一定看法，但是看不出支

持何種中止未遂之減刑理由。黃士軒主張「獎賞理論」，認為中止未

遂之減刑理由在於：刑法在預防功能已經失靈，法益可能受侵害的狀

態底下，透過中止犯規定提供減輕或免除處罰的獎賞，讓未遂行為人

有動機進行救助法益之中止行為。簡言之，中止未遂是對於已屬可罰

之未遂行為的一種事後處理機制。由於中止行為之獎賞理由在於消滅

法益危險，他主張「中止行為」內容是放棄犯行或積極防果，應該依

據著手實行所造成的客觀危險程度而定；「己意中止意思」則應該完

全以行為人為基準，而不是以社會通念下的一般人為基準，始符合

「己意」的法條文義和主觀要件的定位。根據他的看法，不能犯自始

不是未遂犯，故無適用刑法第 27 條第 1 項後段準中止犯的餘地。這

項主張，提供從客觀未遂理論的視角重新詮釋中止犯的可能性。 

                                                      
10  近期之深入分析：徐育安，中止犯法理基礎之檢討與重建，臺北大學法學論叢，

105 期，2018 年 3 月，頁 187-236。 
11  本書頁 197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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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犯罪參與理論 

針對犯罪參與的規定，立法者在 2005 年做了諸多文字修正：變

更刑法總則第四章之章名為「正犯與共犯」，將刑法第 28 條之共同正

犯要件修改為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在立法理由明訂刑法第 29

條與第 30 條之共犯採取「限制從屬性原則」（但法條文字未隨之變

動），並且刪除原刑法第 29 條第 3 項「未遂教唆」之處罰規定。此次

修法確立正犯與共犯之區分、共犯之限制從屬性原則，相當程度上解

決了學說爭議。但是，立法者未表態採取何種正共犯區分標準，以及

刪除未遂教唆的規定，都留下值得討論的問題。 

針對正共犯之區分標準，古承宗
12
指出修法理由為了支持共謀共

同正犯之處罰正當性，既援引實質客觀說和行為支配理論，亦採納傳

統實務的主客觀擇一標準說，無法提供一個明確的正犯概念。他歸納

修法後的實務見解，發現部分判決繼受主客觀擇一標準說，亦有部分

判決開始採納學說倡議之犯罪支配理論。古承宗認為，主客觀擇一標

準說看似彈性，卻造成正共犯區分之恣意，因此嘗試對於犯罪支配理

論進行深入分析。他不僅深入考究犯罪支配理論的源流，並且從人的

不法理論重新理解犯罪支配的意義，強調犯罪支配不應該是現實上如

何透過個人實力影響事件歷程的發展，而是行為人違反不法構成要件

所預設之義務。依據如此的犯罪支配概念，沒有必要例外承認所謂的

義務犯或特別犯的正犯類型。此一理論觀點，提供我們重新思索犯罪

支配理論的契機。 

對於刑法第 29 條第 3 項之存廢，王效文13
提出了相當獨特的觀

察。對於立法者以未遂教唆係「共犯獨立性」之立法，為貫徹「共犯

從屬性」而予以刪除的作法，他通過對於刑法史的考察，發現過去學

界紛擾數十年之「共犯獨立性」爭議可能是因為誤解而製造的假問
                                                      
12  本書頁 251 以下。 
13  本書頁 287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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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他進一步考察未遂教唆的所有類型，指出大多數的未遂教唆類型

可以被定性為一種預備行為，但是在所謂「不完全教唆」與「反面容

許構成要件錯誤之教唆」，教唆者已經造成客觀的法益侵害，這兩種

未遂教唆的類型不是預備行為。王效文認為，立法者對於預備犯性質

之未遂教唆除罪化，仍屬理性的刑事立法裁量；對於非預備犯性質之

未遂教唆除罪化，則是未經深思熟慮的刑事政策決定。此一理論分

析，讓我們更細緻地反省未遂教唆除罪化之合理界限。 

參、競合理論 

2005 年修法對於競合理論也造成深遠的影響，立法者一舉刪除了

刑法第 55 條後段之牽連犯和刑法第 56 條之連續犯，原本適用這兩種

競合類型的行為，必須分別情形適用刑法第 55 條之想像競合或刑法

第 50 條之數罪併罰，二者的區分標準在於「行為單數」（所謂一行

為）概念。儘管行為單數概念並不是在修法後才出現，但是由於立法

者宣示回歸所謂「一罪一罰」原則，又必須避免放寬行為單數的標準

架空刪除連續犯的立法意旨，何時得以將多數自然意義的行為理解為

行為單數，成為實務與學說的最大挑戰。 

黃國瑞
14
觀察修法後的實務走向，發現過去實務以單一決意和行

為時空密接作為行為單數的標準，修法後則有放寬的趨勢，即使行為

非出於單一決意，只要客觀上行為之間有完全或局部同一的情形，即

可認定為行為單數。不過，他認為從期待可能性的角度來看，行為人

出於單一意思決定所作的身體舉止，可非難性低於出於複數之意思決

定者，故行為單數應該仍以單一決意為前提。他同時主張應該對於

「同一行為」概念進行限縮，主觀上至少應在第一行為尚未終了前已

形成另一行為的決意，客觀上各個行為之侵害法益性質相當，並且行

                                                      
14  本書頁 313 以下。 



 
 
 
  
 
 
 
 
 
 

 

 導 讀 011

為之間相互重疊。 

蕭宏宜
15
則是檢討修法後「集合犯」概念的實務發展。依據實務

見解，集合犯係指犯罪構成要件預定通常有同種類之行為反覆實行之

犯罪，並因此將投票行賄、販賣毒品、侵害著作權等行為類型，排除

在集合犯概念之外，使這些反覆實施的多數行為適用數罪併罰。蕭宏

宜指出，實務如此限縮集合犯的概念，不僅是出於對立法者廢除連續

犯之立法意旨的誤解，實質上還有以重罰嚇阻大眾犯罪的目的。他認

為，何種行為構成「集合犯」，背後主要是刑事政策的考量，目的在

於避免刑罰出現過酷的現象，故對於行為有無反覆實施的性質，不應

僅限於構成要件文字所呈現的意義，而是也可以涵蓋透過生活經驗所

確認的犯罪實行形態，上述投票行賄等犯罪類型，皆應被解釋為集合

犯才妥適。除此之外，他建議宜在立法上回復若干常業犯規定。 

肆、刑罰理論 

2005 年修法的重頭戲之一是在如何抒解大量輕罪對於刑事司法與

監獄收容的壓力。在「寬嚴並進的刑事政策」引導之下，立法者一方

面在刑法第 41 條放寬易科罰金的適用要件，並且修改刑法第 74 條以

下的緩刑規定，期望能增加緩刑的使用比率；另一方面則是修改刑法

第 77 條以下的假釋規定，提高重刑犯及累犯之假釋門檻。然而，此

一看似合理的刑事政策決定，實際的成效又是如何，值得重新檢討。 

薛智仁
16
指出，刑法第 74 條以下之緩刑改革，實際上並未增加緩

刑的適用比率，反而因為立法者後來陸續增訂易刑處分而降低，顯示

立法者對於取代短期自由刑的各種途徑缺乏全盤規劃
17
。他認為，在

2005 年增訂附條件緩刑之後，緩刑不應再被視為純粹的刑罰寬典，而
                                                      
15  本書頁 341 以下。 
16  本書頁 359 以下。 
17  對於罰金刑制度的全面檢討，參考薛智仁，罰金刑體系之改革芻議，臺大法學論

叢，47 卷 2 期，2018 年 6 月，頁 76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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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應該被視為有別於罰金刑、自由刑的（事實上）獨立制裁措施，在

應宣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裡，提供法官彈性因應不同預防需求

的非設施性制裁可能性。不僅如此，薛智仁也全盤檢討至今未被學說

與實務關注的緩刑配套制度。例如，他建議立法上應該區分緩刑的

「負擔」與「指令」，各有其目的和適用限制；不再區分絕對與裁量

撤銷緩刑事由，一律依據緩刑有無預期成效作為撤銷緩刑的根據，同

時增加事後調整緩刑內容的機制，以減少撤銷緩刑的適用。如此的觀

點，提供立法者強化、完善緩刑功能的制度建議。 

吳俊毅
18
則是分析刑法第 77 條以下假釋規定之修正內容與成效。

他指出，假釋制度之理論基礎在於刑罰目的提前獲得實現，故無庸再

執行殘餘的宣告刑，性質屬於刑事程序的轉向措施。他根據司法統計

指出，修法提高假釋門檻並未產生減少假釋人數的成效，甚至撤銷假

釋的比率逐年升高。他並且批評，修法針對重罪累犯之「三振條款」

欠缺正當性，以法務部為假釋決定機關亦應予檢討。吳俊毅在立法上

建議，假釋應該考量到受刑人的意願，程序上應由刑事法院管轄假釋

決定，並提供受刑人抗告的救濟機會。這些建議，有助於解決目前的

假釋實務所產生的爭議。 

伍、結語 

透過本書集結的論文可以清楚發現，2005 年通過的新刑法總則解

決了若干爭議，卻也增加了不少法律適用的困難。有些困難來自立法

粗糙，像是對於未遂犯缺乏一致性的整體構想，輕率地將未遂教唆除

罪化，以及對於緩刑和假釋制度欠缺全面性的關照；有些困難來自實

務對於修法意旨的誤會，像是極端限縮集合犯概念；有些困難則是來

自立法者鞭長莫及的理論爭議，像是重傷概念、原因自由行為、容許

                                                      
18  本書頁 407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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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要件錯誤之法律效果、正共犯區分理論等，有待學說和實務的繼

續發展。從這裡可以看出，刑事立法、實務和學術彼此應該如何互

動，共同創造良好的刑事法律框架，在台灣社會是一個不容迴避的迫

切議題。儘管本書無法深究此一議題，但是透過每位作者對於新刑法

總則的精彩分析，我們能夠再次確認，刑事立法是極其艱鉅的法律工

程，需要集結眾人的智慧，以可靠的事實及一致的評價標準為基礎作

成審慎決策。在社會迫切期待刑法回應時代變遷之下，理性而審慎的

刑事立法決策變得越來越困難。不過，我們仍然應該朝此一理想邁

進，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因為，迅速而草率回應社會的重刑立法，最

終只會侵蝕自由社會自身。期待本書的研究成果，能對於台灣刑法的

發展發揮正面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