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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刑法的基本概念  

 

 

壹、我國刑法之歷史演變 

我國現行刑法的立法思想與體系架構，主要繼受歐陸刑法法制。

繼受的時間，源起於中國清朝末年間。清朝光緒 28 年（1902 年），清

廷下詔變法以圖強，光緒 30 年成立「修訂法律館」作為修法專責機

構，並由修律大臣沈家本主導修法，沈家本鑑於當時日本變法革新，

繼受歐陸法制之經驗，力倡清政府應仿效日本經驗，引進歐陸新法。

沈家本聘日本法學者岡田朝太郎，參酌當時日本繼受之歐陸新法，於

光緒 33 年（1907 年）為清朝政府起草「刑律草案」。此一「刑律草

案」已經參酌當時歐陸刑法體系，區分為「總則」與「分則」的架

構。於宣統 2 年（1911 年）修正為「大清新刑律草案」。草案修正尚

未完成，即因爆發辛亥革命清朝滅亡而終止修法。1 

1912 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法律制度本應一併更張。惟百廢待

興，刑法法典一時之間亦無法全面更新，國民政府因而將清末變法時

制定的「欽定大清刑律」，予以修正，刪除與民國政府體制不符之處

（例如刪除侵犯皇室罪），制定且公布了「暫行新刑律」，以適用於民

國。本部「暫行新刑律」，自民國元年一直適用至民國 17年。 

民國 16 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同年 12 月，命當時司法部長王

寵惠修訂刑律。修訂後之刑律於民國 17 年 3 月 10 日公布，且定 7 月

1 日起生效施行，名為「中華民國刑法」。此部民國 17 年公布之刑

法，目前又稱為「中華民國舊刑法」，此一稱呼乃為了與現行之「中華

民國刑法」區別。 

「中華民國舊刑法」施行之後，法律條文的援引與解釋，紛擾不

斷。國民政府於民國 20 年籌組「刑法起草委員會」，研擬刑法之修

正，且於民國 23年完成「刑法修正案」，於同年 11月經立法院三讀通

過新刑法，並決議於民國 24 年 1 月 1 日公布，同年 7 月 1 日生效施

行。此部刑法即為我國目前在臺灣適用之「中華民國刑法」。民國 24

                                                      
1 黃源盛，晚清民國刑法史料輯注（上），2010，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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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頒布生效之「中華民國刑法」，迄今雖歷經四十餘次的大小幅度不同

之修正，但現行刑法的體系與架構，仍然以民國 24年之「中華民國刑

法」為基礎。 
 

貳、刑法與民法、公法的區別 

刑法與民法、公法被視為三大傳統法領域。民法所規範的法律關

係，乃平等（對等）的法主體之間的關係。在民法關係中，國家機關

與一般私人間的關係及地位，就如同私人與私人間的關係及地位一

樣，均是對等的，並無誰擁有更優越於他方的權力。此外，民法通常

具任意性之規定多於強行性之規定，亦即允許個人以其意思自由來決

定契約的締結與效力，或是損害賠償的數額與方式，僅於當事人間無

特別意思表示時，始適用民法規定。 

公法所規範的內容，不管警察法規、交通法規、環境保護法規、

稅法，或是其他行政法規，乃國家基於統治權作用，對人民所創設出

具有上對下支配與服從關係的法律。換言之，國家可以根據統治的目

的與國家高權，制定各式行政法規，強迫人民遵守與服從。故公法具

有強行法之特性，法律具有絕對適用之效力，不容私人以意思表示決

定適用與否。 

刑法的本質，也是公法的一種，只是刑法所規範的內容與犯罪有

關，包含了犯罪的構成要件與制裁效果（刑罰與保安處分）。對犯罪的

界定與刑罰權的發動執行，國家是唯一的權限機關。對於違反刑法規

定的人，國家以公權力、強制力為後盾，透過一定的刑事司法程序，

來追訴犯罪、執行刑罰，以維護刑法規範的效力，並要求犯罪人必須

為其破壞刑法規範的行為負擔刑責。故國家與犯罪人的關係，是一種

上下支配的法律關係，不容犯罪人以其意思來決定是否與如何適用刑

法。此外，犯罪的認定與追訴也非被害人得以主導。某些型態的犯罪

（告訴乃論之罪），被害人可以藉由不提出告訴，或是與犯罪人達成和

解而撤回告訴，使犯罪人獲得緩起訴或不起訴處分，且使犯罪追訴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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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終止。但是有權給予緩起訴或不起訴處分的權限機關，仍非被害

人，而是代表國家的檢察官。因此，刑法的本質，也如同公法一樣，

具有強行法性質。 

刑法雖具有公法性質，然而刑法又獨立於其他公法（行政法）之

外而自成一個嚴格而完整的法體系。刑法與其他公法最大的不同，在

於刑罰的嚴厲性。國家以其統治高權對一般人民的支配關係中，以違

反刑法的法律效果最為嚴厲。國家有可能藉由刑罰權的發動，剝奪人

民的生命（死刑）、自由（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與財產（罰

金、沒收、追徵、追繳）。這些刑事制裁手段，遠較違反其他公法規範

的法律效果嚴厲且具痛苦性。此外，刑罰權的發動，亦有標籤化的作

用，受到刑事追訴與制裁之犯罪人，會留下貶低身分地位的烙印與被

貼上前科犯的標籤，為社會成員所排擠拒絕，此一標籤化作用，也非

其他公法制裁效果所有。為避免錯誤發動刑罰制裁，且避免國家藉由

恣意制定刑法規定來對付人民，或置人民的生命、自由、財產於危險

之中，故刑法法規在解釋上必須遵守許多原則，例如罪刑法定原則、

罪責原則、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刑罰最後手段性原則等，以維護人

民的基本人權。 
 

參、實體刑法與程序刑法的區別 

一、實體刑法 

最典型的實體刑法就是「刑法」（刑法典）。實體刑法所規範的內

容主要為應然的法律規範，包含禁止規範（Verbotsnorm）與命令規範

（Gebotsnorm），以及違反應然法律規範的法律效果（Rechtsfolge）。 

所謂禁止規範，乃法律規範禁止人們為一定之行為，例如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規定，「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其中「殺人者」，乃殺人罪之犯罪構成要件；「處死刑、無期徒

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乃殺人罪的刑罰效果。刑法第 271 條的意

義，不僅規定殺人罪的犯罪構成要件與刑罰效果，立法者也藉此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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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個「禁止規範」，要求一個人應該尊重他人的生命，不能侵害他人

的生命法益，如果有所侵害，將會受到刑罰處罰。 

所謂命令規範，刑法學說上也有人稱為「誡命」，乃法律規範要求

人們在某些情況下應為一定的作為，如未為法律所期待的作為，即屬

犯罪行為，例如刑法第 294 條第 1 項遺棄罪規定，「對於無自救力之

人，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而遺棄之，或不為其生存所必

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立法

者期待有救助義務之人，對於受其扶助、養育或保護之人，應為一定

之作為，使其免於被害，例如汽車肇事者應對被自己駕駛行為撞傷昏

迷倒地之人負有救助義務，如不為救助行為，即違反了命令規範，成

立肇事逃逸罪。 

凡舉法律之內容涉及應然（Sollen）的法律規定與其制裁效果者，

均屬「實體刑法」。因此除了「中華民國刑法」之外，我國還存在許許

多多特別刑法，2其性質亦屬實體刑法，例如有適用於身分特殊者，如

「陸海空軍刑法」適用於軍人，「貪污治罪條例」適用於公務員；有因

應特殊事項而規定者，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乃針對販賣、運輸、

持有、轉讓、施用毒品等行為之特別刑法，「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乃針對製造、販賣、運輸、持有、轉讓槍砲彈藥刀械等行為之特別刑

法；有適用於特殊時期者，例如為了抗戰或戡亂之需而發布戒嚴令，

並頒布各式各樣的動員戡亂時期的特別刑法，如早期存在現已廢止的

「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懲治盜匪條例」等。 

二、程序刑法 

實體刑法的內容主要為應然的法律規範，要求人們應當為一定的

行為或不應為一定的行為。但倘若實際上發生了犯罪事件，只有實體

刑法的抽象處罰規定是不夠的。以殺人行為為例，要讓一個殺人犯真

的被繩之以法，必須面臨許多現實上的問題，例如證據如何蒐集，由

誰來蒐證（被害人、警察、檢察官、徵信社）？誰可以起訴（被害人

                                                      
2 我國學說所稱之「特別刑法」，在德國則稱為「附屬刑法」（Nebenstrafre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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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訴或檢察官公訴）？在哪個法院起訴（管轄）？法官審判的程序如

何（簡易程序、簡式審判或通常程序）？法院判決有罪或無罪之後，

誰有權提起上訴，如何上訴？因此即便殺人行為發生了，要讓殺人犯

接受刑事制裁，仍需要一個指引證據取得、追訴、審判程序如何進行

的法律規範，這個法律規範是使實體刑法得以實踐的程序刑法，也就

是「刑事訴訟法」。 

肆、刑法之名稱與體系架構 

一、刑法之名稱 

刑法的內容，主要規範犯罪的成立要件與犯罪行為的制裁效果。

然而對於此類規範犯罪行為的法律，其名稱為何，各國均不盡相同。

有著重「犯罪」層面而稱之為「犯罪法」者，例如英美法系國家稱刑

法為 criminal law；有著重「刑罰」層面而稱為「刑法」者，例如我國

規範犯罪的法律稱為「刑法」；德國刑法稱為 Strafgesetzbuch

（StGB），Strafrecht；法國刑法稱為 Code pénal，droit pénal。 

二、刑法的體系架構 

我國刑法典自清末大清新刑律開始，即效法歐陸刑法典的立法體

例與架構，分為總則編（第 1條至第 99條）與分則編（第 100條至第

363 條）。將刑法區分為「刑法總則」與「刑法分則」兩大部分，在於

立法技術的需求。3刑法總則之內容，源自於歐洲 18 世紀中期的法典

化運動，希望藉由一個普遍而共通的立法方式，以簡馭繁，先將所有

犯罪行為的共通原理原則制定出來，再透過理性的邏輯推演，對犯罪

行為進行解釋。因此，刑法總則之內容，主要規定刑法典在運用時的

共通原則。我國刑法總則的內容，包含了兩大部分：前半部分屬犯罪

論，規定刑法的基本原則與犯罪行為的共通適用規定，例如罪刑法定

原則、故意、過失、不作為犯、法定阻卻違法事由（依法令之行為、

                                                      
3 Jescheck/Weigend, Strafrecht, AT, 5. Aufl., 1996, S.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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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防衛、緊急避難、業務上正當行為）、責任能力、共同正犯、教唆

犯、幫助犯、未遂犯。後半部分則為刑罰論，規定數罪併罰的方式、

刑罰種類、刑之加減免除、累犯、緩刑、假釋、追訴時效等。 

刑法分則的立法方式，是先將所有犯罪以侵害法益之不同進行類

型化區分，並歸類成不同的罪章（犯罪群組 Deliktsgruppen）。每個罪

章中再詳細制定不同的犯罪行為及其要件。我國刑法分則內容中的犯

罪種類與編排順序，並非漫無章法，而是以國家法益（第 100 條至第

172條）、社會法益（第 173條至第 270條）與個人法益（第 271條至

第 363 條）的順序加以訂定。個人法益之犯罪又以侵害生命、身體健

康、自由、名譽、秘密隱私、財產等順序加以編排。此一刑法分則的

犯罪類型與立法編排方式，是中國清末變法時代模仿並繼受歐陸刑法

體系而來，雖說或多或少受到西方 18世紀歐洲大陸法典化的影響，但

我國刑法典並未如同當時歐陸刑法典將侵害宗教的行為納入處罰。 

西方世界在 18世紀法典化的時代，雖已受到啟蒙思潮與自由主義

的洗禮，然而在刑法典的編纂上，仍受宗教影響甚深。因此對神或宗

教的侵犯或不敬行為，不僅應用刑罰處罰，甚至其不法內涵被認為優

先於對統治高權的侵害。例如 1786年由奧地利女皇瑪麗亞•泰瑞西亞

頒布的泰瑞西亞刑法典（Constitutio Criminalis Theresiana）中，首先編

排的即是侵害神與宗教之犯罪，其次才是侵害統治者與統治高權之犯

罪，接著則規定侵害社會善良風俗之犯罪，最後才是侵害個人權利之

犯罪。 

現行德國刑法典的前身，1851 年普魯士刑法典中，刑法分則的編

排順序，首先是侵害國家主權與統治者的犯罪行為；其次則處罰侵害

權力分立之憲法組織與制度（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之行為；在

侵害國家法益犯罪之後，緊接著處罰侵害宗教秩序、家庭與善良風俗

之犯罪；然後則為侵害個人法益之犯罪（名譽、生命、身體、個人自

由、所有權與財產），其中偽造罪歸類在侵害財產犯罪的罪章中；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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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公共危險罪、公務員犯罪與違警罪。4至今，除了違警罪已從刑法

中刪除，性侵害犯罪從違反善良風俗罪章改為侵害性自主罪章之外，

德國現行刑法典的犯罪編排順序與體系，大致上仍維持前述 1851年普

魯士刑法典的架構。 

  

                                                      
4 Maurach/Schroeder/Maiwald, 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TB/1, 9. Aufl., 2003, S. 5 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