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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未成年人實行根據刑法或者附屬刑法的可罰行為，因為他的身心

發展尚未成熟而不能完全認識行為的意義並且通盤地考慮行為的影

響，無法為他的行為負責。法律效果與程序應該特別化的思考被提

出，也獲得世界上許多國家所採用
1
。 

我國少年刑法的立法是基於這個特別化的想法，少年刑法學理發

展的主軸也因此定調。以下的段落，想從我國少年刑法的核心法源出

發：少年事件處理法、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對照學理發展的看

法，就我國少年刑法的範圍、核心原則及其實踐等作一個體系性的鳥

瞰。此外，也擬根據這個為體系性敘述所發展的討論架構，對幾個在

我國比較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進行探索。 

貳. 少年刑法從成年刑法區分的正當性 

少年刑法是指，只對年輕的行為人（或，被告）有適用的「特別

刑法」與「特別刑事訴訟法」。因為他在實行可罰行為的時候，正處

在一個介於兒童和成年之間的尷尬過渡階段。所以，在思考對於因為

實行可罰行為的年輕行為人的法律反應時，顧及到他在成長的階段上

面還沒有成熟的性格特殊性，而有別於成年刑法另外來進行規範。 

在德國，是把少年刑法與成年刑法分開規定，之所以如此，是現

代經驗科學上對於青少年犯罪的成因與特性所進行的研究成果傳遞了

這樣的重要訊息，也就是，為了對抗少年犯罪，需要對少年的個性發

展出一套特殊的手段，這個區塊的掌握也描述了少年刑法在法秩序當

中「獨樹一格」的必要性，也因此促成了少年刑法與成年刑法「分

                                                      
1 相反的作法，例如，中國大陸的作法，對此，可以參考本書第一部分、第三章

（頁 5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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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少年刑法的立法現況，像是，在德國，德國的少年法院法規定

少年刑法的實體與程序的特別規定，與德國刑法典、德國刑事訴訟法

典構成少年刑法的法源
2
。 

我國的少年刑法在立法時也繼受了上述德國「特別（獨立）立

法」的思考，1962年 1月 31日制定公布的「少年事件處理法」，是獨

立於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也是和刑法、刑事訴訟法形成我國少

年刑法的法源。 

一. 少年的概念 

按照少事法的定義，少年或是年輕的行為人是指他的年齡落在 12

歲以上到 18 歲未滿之間（§ 2 少事法）。不過，在 2020 年 6 月 19 日

以前，如果行為人的年齡是介於 7 歲以上未滿 12 歲之間，少事法仍

然有適用（§ 85-1少事法3
）。 

二. 責任原則及其例外 

按照刑法第 18 條，14 歲以上的行為人才具有（限制的）責任能

力，18 歲以上的行為人則具有完全的責任能力。少年刑法既然是成年

刑法的特別規定，也應該是以責任原則來作為其指導原則。誠如在上

一個段落所提到的，儘管在 2020 年 6 月 19 日後排除 7 歲以上至 12

歲未滿的行為人，但 12 歲和 13 歲的行為人少事法還是可以適用，按

照刑法的規定，落在這個年齡區間的行為人是不具有責任能力的。 

三. 基於教育目的的思考 

少年實行根據刑法或者附屬刑法的可罰行為，原則上，應該根據

普通的刑事訴訟程序對他確定行為的可罰性並據此宣告執行相當的刑

                                                      
2 中文的詳細介紹，可參考本書第一部分、第一章（頁 3-29）。 
3 該規定在 2019 年修法時已經刪除，並且在 2020 年 6 月 19 日生效。 



 
 
 
 
 
 
 
 
 
 

 

第二章 我國少年刑法的基本原則以及體系 035

罰。由於少年行為人人格發展不成熟的特性，對少年採取的程序以及

宣告執行的法律效果，在設計時，思考上，是朝向與刑法、刑事訴訟

法的重要原則分開並且進行調整，比方，罪刑法定原則、法定法官原

則以及公開原則。對照刑法以及普通刑事訴訟程序的目的，對於人格

發展尚未成熟的少年行為人，面對法律效果或是程序實行時所陷入的

處境和所造成的壓力，在還沒有接受充分的養成教育之下，少年行為

人並不具有足夠的能力去化解對於他心裡的負面與不利的影響，然後

去朝正面的方向作自我的調整。這些壓力，對鼓勵少年行為人在未來

去過一個合法的生活是有害的。 

按照少年行為人人格發展還不成熟的特性，少年刑法的法律效果

以及程序，為了滿足這樣的需求，就從教育目的的思考出發，在方法

上，應該要就刑法與刑事訴訟法的重要原則進行調整，比方，教育措

施優先於少年刑罰、設立特別法院、程序全程保密等。 

參. 少年刑法的性質與基本原則 

在討論上，如果以這個標準作出發：「『是否』規定是以行為的可

罰性以及法律效果有關的內容來作為其標的」，可將刑法分為實體法

和程序法兩大部分。對此，答案如果是肯定的，即為前者。反之，則

是後者。少年刑法根據刑法與附屬刑法確定少年所實行的行為是否具

有可罰性，當結果是肯定時，對少年宣告執行，像是，教育措施或少

年刑罰等法律效果，也就是說，「刑罰」不是法律效果的唯一選項，

這是少年刑法對少年實行可罰行為時反應的特殊性。由於是以根據刑

法確定的可罰性來作為前提，少年刑法，在性質上，也是不折不扣的

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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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體的少年刑法 

1. 行為人刑法、教育刑法 

一旦少年行為人實行了按照普通刑法或者是附屬刑法的可罰行

為，為此決定法律效果的時候，少年行為人個人人格發展上不成熟的

情況，在考慮上占有相當大的比重。所以，反應方式的選擇策略就會

擺在「如何預防其未來不會再度實行相同的或是不同的可罰行為」，

必須確定少年在將來會去過合法的生活，以此來實現教育目的的思

考。 

2. 教育措施優先、少年刑罰作為最後手段 

少年行為人個人人格發展上的不成熟，在他實行可罰行為的事件

場合而展現出來。基於教育原則的思考，在少年刑法，要使用什麼樣

的方法才能達到教育的目的，是應該優先考慮的。對此，立法者在少

年刑法裡設計了一系列會對少年行為人的基本權造成干預的教育措

施，差別只是在於強度上的高低落差而已。 

因為有實行根據刑法的可罰行為，根據這個可罰性就應該對行為

人宣告執行刑罰，立法者並沒有放棄這個反應方式，並且設計了少年

刑罰（Jugendstrafe），其目的內涵，在成分上，教育目的的考慮，相

對於教育措施是比較少的，甚至是有害的。所以，在手段選擇時，少

年刑罰的使用，應該是在窮盡所有教育措施仍無法達成，或者預期無

法成功達到教育目的時，作為「最後的、不得已」的反應方法。 

3. 罪刑法定原則的質疑及解套 

刑法第 1 條第 1 句：「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

者為限。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同。」在我國，罪刑法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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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只是一個法律位階的原則
4
。就比較法的觀察，在德國，這個原則

是放在憲法的位階（Art. 103 II德基本法）。 

打個比方，有個少年實行了該當普通竊盜罪的行為。按照刑法第

320 條第 1 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

者，為竊盜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不過，如同上一段所提到的，在決定法律效果時，刑法第 320 條第 1

項「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的「刑罰」可先不

考慮，而是尋找教育的措施，像是，少事法當中的訓誡、保護管束、

安置輔導……等，而且，這麼作對法官是有法律上的拘束力的。因為

刑法沒有規定教育措施作為法律效果的選項，這會有「違反罪刑法定

原則」的質疑。或許對於小孩犯錯要「從輕發落」，我們比較不會去

斤斤計較「因為他年紀還小！」當然，在台灣，相信應該沒有人會對

這樣做有反對的意見，對小孩子，我們願意去採取比較寬容的態度。

不過，這樣的說辭並不能作為具有說服力的論證基礎。在我國，對此

並沒有展開任何的學理對話。可是，這在德國可能涉及到一個違憲的

爭議而有相關的討論。德國的研究結果可以對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

時候，提供理論上面有用的啟發。按照德國普遍的看法，首先，少年

法院的法官必須在法定的可罰行為存在時，才可以使用教育措施、懲

戒措施或是少年刑罰，這 3 種法律效果，彼此間具有一種如同階梯般

層層升高的關係，必須符合法定的前提才能調高措施的強度。這些需

要有法律的明確規定來開啟與教育措施、懲戒措施與少年刑罰的「超

連結」。所以，在決定法律效果時，在這裡，還是必須要遵照相關的

法律規定
5
。 

                                                      
4 認為是憲法位階的原則，例如，林山田，「刑法通論（上）」，10 版，2008 年 1

月，頁 67、王皇玉，「刑法總則」，5 版，2019 年 8 月，頁 40。 
5 Schaffstein/Beulke/Swoboda, Jugenstrafrecht, 15. Aufl., 2014, Rn.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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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禁止宣告死刑以及無期徒刑 

根據刑法第 63 條，不得對未滿 18 歲的行為人，宣告死刑或者無

期徒刑。禁止對少年行為人宣告死刑以及無期徒刑是規定在「成年

（普通）刑法」。 

二. 程序的少年刑法 

1. 刑事訴訟法的特別規定 

實體的少年刑法是刑法。若可以確定，少年因為實行可罰行為而

具有可罰性，國家因此有權對他實行教育措施或是少年刑罰。按照法

治國原則，這樣的決定需要透過法定的程序來形成。以此程序的參與

者以及程序的流程作為規範的標的，所描述的是程序的少年刑法的內

容。這些通常是刑事程序法的內容，所以，性質上，程序的少年刑法

也是刑事訴訟法。在適用時，相對於普通的刑事訴訟法，程序的少年

刑法具有優先性。 

2. 少年刑事訴訟程序的基本原則：特別法院、程序全程保密、
羈押的限制、避免標籤化影響、禁止自訴 

基於教育目的的思考，形式的少年刑法的特徵可用以下的原則來

呈現： 

（1）特別法院 

為了實行少年刑法的程序，因此成立特別的法院─少年法院，

少年法院的法官，除了具備法律學的專業知識之外，還必須受過其他

相關專業知識的訓練以及認證及格才能擔任，比方，兒童及青少年心

理學、社會學以及社會工作、教育學以及犯罪學等專業知識。依據少

事法第 5 條第 1、第 2 項，直轄市應設少年法院，其他地區則是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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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環境與案件多寡等標準來設立少年法院，在未設立少年法院前則

是在地方法院設置少年法庭。2012 年通過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根

據該法第 2 條，由「少年及家事法院」取得少年事件處理法案件的事

物管轄，少年法庭則是內部功能管轄的設計（§ 8 少家法組法）6
。因

為少家法組法係針對少年法院的組織有專門的規定，在適用上具有優

先性。至於少家法院的土地管轄，由司法院負責規劃（§ 3 I少家法組

法）。按照台灣的行政區劃，目前有 6 個直轄市：台北市、新北市、

桃園市、台中市、台南市以及高雄市。原先按照少事法第 5 條，應該

要有 6 個少年及家事法院，但是，只有臺灣高雄少年法院的設立。

2012 年後臺灣高雄少年法院也更名為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少年

法院或地方法院的少年法庭，負責少年刑事程序的第一審管轄。另

外，在高等法院以及分院，則是設置少年法庭，負責少年刑事程序第

一審判決的上訴審（第二審）程序（§ 5 III少事法、§ 3 III少家法組

法）。 

（2）程序全程保密 

基於教育目的以及行為人刑法的思考，少年刑事程序原則上採全

程秘密進行（§ 34 少事法「少年保護事件程序」：調查＋審理；§ 73

少事法「少年刑事案件程序」：審判＋§ 245 I刑訴法：偵查）。 

（3）羈押的限制 

在少年保護事件程序，收容描述的是對少年人身自由的限制，而

具有最後手段的特性（§ 26 I第 2款少事法）。在少年刑事程序，羈押

是最後的手段，非到不得已時不得使用（§ 71 I少事法）。而且，少年

被告在羈押命令執行中，應該要讓少年被告與成年的被告分開，而收

容在少年觀護所（§ 71 II少事法）7
。 

                                                      
6 以下的介紹還是以「少年法院」來稱呼。 
7 對於少年羈押的詳細介紹，參見本書第三部分、第二章（頁 167-1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