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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正當防衛在刑法體系上，是屬於「阻卻違法事由」之一，在學界對其 相

關問題有著不少的爭議，在實務上也經常可以見到適用的實例。本文由

刑法理論的基本架構出發，重新思考正當防衛的基本原則，期待能對正

當防衛的體系架構有妥善的定位，以及在防衛行為過當的情況下，要如

何處置才能較為適當的諸多問題，逐一說明討論，並提出個人之建議。 



本文一共分為六章： 第一章中，將對本文之研究動機、研究範圍及研究

方法提出說明。此外就觀念與用語有紛雜的部分，做出澄清，並提出相

關案例，以便於後續之討論。 第二章中，首先由不法與違法性切入探

討，對於不法理論的發展加以 審視，並且對其內涵加以分析與選擇。再

者，就違法性的本質加以討論， 而能釐清違法性在體系上之地位及功

能。另外對於阻卻違法事由中主觀要 素之存在性加以討論，使其能與本

文所選擇的理論架構相結合。最後，就 不法與違法性的區分與存在的一

些爭論加以探討，希望藉由基本觀念的澄 清，有助於後續對於正當防衛

相關問題之處理。 第三章中，本文將由阻卻違法事由之基本理論出發，

來探究阻卻違法 事由的基礎原則，進而能夠明瞭阻卻違法事由的判斷標

準何在，並藉由討 論結果以及正當防衛權的發展歷史，進一步分析正當

防衛之所以能夠阻卻 違法的實質依據，並就理論做出選擇，作為正當防

衛成立要件與法律效果 之架構依據，以期使體系一貫。 第四章中，本文

就正當防衛之成立要件，逐一加以探討，對現行學說 上存有爭議及尚未

深入討論之問題，加以分析，使正當防衛之成立要件， 能夠符合正當防

衛之基本思想，並且能對後續在處理防衛過當的問題時， 能夠有一清晰

的脈絡可尋。 第五章中，主要是要處理防衛過當之問題，就防衛過當的

情形加以整 理，俾能清楚瞭解防衛過當的意義及範圍為何，再就學說上

對於防衛過當 的處理方式逐一介紹說明，並分析其利弊得失；另外亦就

我國實務界對於 防衛過當所為之相關見解與處理方式，加以整理歸納，

期望能去蕪存菁， 使學說與實務能緊密結合。此外，並就個人之意見對

正當防衛過當的處置 方式與相關問題，逐一提出探討及說明，而能對於

現行刑法上，正當防衛 與防衛過當之規定，指明不當之處，同時提出修

正建議。 第六章中，本文將就前面五章的討論中，所得出的結論與個人

建議，加以綜合整理，做出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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