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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內分七章，玆摘要如后： 第一章：「緒論」 內分四節。分別述

明研究動機來源之問題意識形成背景、本論文掣作之企圖所在與研究對

象範圍於先天上及個人因素下之設限、論述順序，以及研究方法上之界

定。 第二章：「行為概念之沿革」 內分六節。大體上以李斯特?貝林犯

罪體系之建構、新康德學派價值哲學於刑法上之應用、目的行為論之崛

起，以及由史密特（Eb.Schmidt）所開啟之思考轉向作為隔界，分為近

代犯罪論之前階段、古典理論、新古典理論、目的論理論下，與後來發

展之理論等五節次，針對行為概念如何被導入刑法領域以及其初始之體



系定位，隨後，伴同時代思潮之轉向，各式行為概念主張，又如何地展

開其承前開後之蛻變進行述明。用以導灠沿革上之縱向流程，裨開啟一

較為廣角之檢視視野。 第三章：「行為理論之脈動」 內分五節。分就

於現今學理論述上共認影響力最大，且在行為概念探討上必加觸及之因

果行為論、目的行為論、社會行為論與人格行為論四者，逐一個別地對

其理論梗概，進行較為定格式之引述，以明其出發之立場暨核心論旨。 

於整理各家理論相互間所出示之攻防論點並摻入本文意見後，更在節末

處一一提列評釋，用以履踐充分披露正、反見解之介紹學說義務，同

時，為緊接於後之第四章以下的論述，提供完整之素材來源。 第四章：

「機能考察下之行為形象」 內分五節。藉由期待於行為概念之機能考察

出發，據統一、結合及排除等三大機能為經，第三章內所述之四大行為

理論為緯，展開各行為理論於機能達成上評估。 由於歷經諸家論者之交

相辯證，顯現在四大行為理論中並無足以充分達成三大機能之令人滿意

成果，從而，以此為背景，「統一戰事」之煙硝乃起。於是乎，在競相

價值化、空洞化行為概念之要件內容而展開「行為實體之瘦身滄桑史」

之過程中，終引來構成要件論之猛烈批判，幾形成行為論生機斷絕之危

境。 面對此一發展趨勢，本諸「目的決定手段」之根本考量，本文不僅

對於三大機能之要求提出懷疑，就主張全面揚棄行為確認之構成要件

論，更強烈質疑其妥當性，乃於第五節中，試行再出發而提議應將期待

之機能，調焦至界限機能之導向上，除用以消極排除思想之「非行為」

外，尤應對長期遭漠視之積極確立客體存在界限的機能，重拾關愛之眼

神。 第五章：「刑法上之行為概念」 內分四節。延續前章有關消極與

積極界限機能上之導向，將行為概念定位為用供檢測犯罪判斷客體適格

性及界定其存在範疇之法律要件，以揭明行為概念於刑法領域中確有其

無可抹卻之必須性。 基於行為概念建制之必須性及其所得加期待之機能

目的觀，在第三節中則更行針對諸行為理論所大抵共認之行為概念內含

要件，即主觀面之心素（廣義）、客觀面之身體性及因果性等用以評鑑

適格評價對象之制約因子逐一探討其必要性。 本諸前開之論述，本論文

認為用以確認界乎於特定人類主體與外界事物變動間，其「歸屬性」之

制約因子僅存留因果性即足肆應，乃以之為根本，假第四節重行釐定刑

法上適格之行為構造，並充當本章之結論。 第六章：「刑法上行為之存

在界限」 內分四節。為交代在緒論（第一章第一節）所言及形成本論文

掣立動機之問題意識，並驗證前此各章之論述確於犯罪判斷上具實踐作

用，而非流於無病呻吟之概念堆砌。在第二、三節中，則分別擇原因自

由行為以及間接正犯、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之犯罪判斷，針對當

代學說上之現狀進行扼要整理，同時，就其困頓癥結加以剖述。 更者，

本論文認為一旦吾人將思考之環節反璞而回歸至判斷客體?行為確立之

上，則諸該盤根錯結之龐然深邃理論，其果仍有必要則不禁令人啟疑。

乃分別對之藉由行為概念操作之行為（判斷客體）確認切入，提供另一

簡明之重行思考建議，期權充平息相關既有論爭之試驗言說。 第七章：

「結論」 透過扼要回顧，就行為概念於刑法領域中之學理演化歷程，其

所可能存在而值商榷處進行四點歸納，並順次提列本論文對於行為論之

體系定位、機能任務、用以篩檢客體之行為概念要件，以及犯罪判斷適

格對象之行為內容的認知，據以凸顯在「無行為，則無犯罪」、「有行



為，始有犯罪」之「行為主義」理念堅持下，本論文探索主題之必要性

及重要性。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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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30、黃榮堅，從破壞性教導行為看共犯觀念，收錄於刑罰之極

限。 31、褚劍鴻，論原因之自由行為，法令月刊，四四卷八期，民國八

二年。 32、蔡墩銘，社會行為論概說，刑事法雜誌，九卷三期，民國五

四年。 33、蔡墩銘，犯罪與法人，收錄於刑法基本理論研究。 34、蔡

墩銘，刑法上因果關係之研究，軍法專刊，一六卷四期，民國五九年。 

35、郭棋湧，刑法上原因自由行為理論之研究，中興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民國七七年。 36、陳子平，論正犯與共犯之概念，政大法學

評論，四八期，民國八二年。 37、陳子平，我國近代教唆犯幫助犯論之

發展過程，刑事法雜誌，四一卷三期，民國八六年。 38、陳樸生，刑事

法上共同責任之理論，法令月刊，二七卷二期，民國六五年。 39、陳樸

生，從刑法修正草案第二十條之一論原因自由行為，軍法專刊，二四卷

八期，民國六七年。 40、陳樸生，共犯之共犯性與正犯性（上），軍法

專刊，二六卷一○期，民國六九年。 41、陳樸生，共犯之共犯性與正犯

性（下），軍法專刊，二六卷一一期，民國六九年。 42、陳友鋒，期待

可能性，民國八二年輔仁大學碩士論文。 43、陳志輝

譯?Sch&uuml;nemann 著，關於客觀歸責，刑事法雜誌，四二卷六期，民

國八七年。 44、陳首翰，原因自由行為理論之探討，東吳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三年。 45、韓忠謨，從「行為刑法」及「責任刑

法」觀點論現刑事立法之趨勢，刑事法雜誌，一九卷四期，民國六四

年。 46、韓忠謨，犯罪論之結構及其發展史，台灣大學法學論叢，十一

卷二期，民國七十年。 47、韓忠謨，犯罪論結構之形成與其發展，台灣

大學法學論叢，十六卷一期，民國七五年。 48、蘇俊雄，新康德學派價

值論哲學對於近代犯罪理論結構之影響，刑事法雜誌，十卷四期，民國

五五年，收錄於刑事法學的方法與理論。 49、蘇俊雄，博魯夫教授之犯

罪理論介紹，法學論叢，四四期，民國五五年，收錄於刑事法學的方法

與理論。 三、其 他 1、王伯琦，近代法律思潮與中國固有文化，法務通

訊雜誌社，民國七十年再版。 2、吳康，黑格爾哲學，台灣商務印書

館，一九九六年台二版一刷。 3、洪遜欣，法理學，民國七一年初版。 

4、朱光潛，變態心理學，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四年二版一刷。 5、

李茂興?余伯泉譯╱Elliot Aronson 等著，社會心理學，揚智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一九九五年初版一刷。 6、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

一九八二年增訂再版。 7、曹義遜等著，西方法學（二），昭明出版

社，一九九九年初版一刷。 8、張春興，現代心理學，東華書局，一九

九六年初版二十刷。 9、張宏生?谷春德主編，西洋法律思想史，漢興書

局，一九九三年初版一刷。 10、楊仁壽，法學方法論，八十年初版。 

11、趙居蓮譯╱Ann L.Weber 著，社會心理學，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九七年初版二刷。 12、趙秉志?張智輝?王勇合著，中國刑法的適用

與完善，法律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13、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

字第二四六號提案，中華民國刑法修正草案，民國七九年。 14、台灣刑

事法學會研擬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2000 年印行。 15、司法

行政部，各國刑法彙編，上下二冊，民國六九年印行。 16、法務部調查

局，中共刑事實體法令彙編，民國八一年編印。 17、黃宗樂監修，六法

全書?刑法，保成文化公司，民國八九年修訂四版。 18、蔡墩銘譯，

德、日刑法典，五南圖書公司，民國八二年初版一刷。 19、劉幸義等

撰，刑法修正草案之評估（總則部份），一九九四年十月。 貳、日文部

分（依筆畫先後序） 一、書 籍 1、小野清一郎，犯罪構成要件ソ理論，

有斐閣，昭和五六年版十六刷。 2、大谷 實，刑法總論講義，成文堂，

昭和六一年版二刷。 3、大野平吉，概說犯罪總論（上），酒井書店，

一九九四年補訂版。 4、大塚 仁，犯罪論ソ基本問題，有斐閣，昭和五

八年版三刷。 5、大塚 仁，刑法要論，成文堂，昭和六一年全訂版四

刷。 6、大塚 仁，刑法概說（總論），有斐閣，一九九○年改訂版十二

刷。 7、下村康正，學說判例刑法總論，學陽書房，一九八九年版五

刷。 8、下村康正，犯罪論ソ基本的思想，成文堂，昭和六二年三十

版。 9、下村康正，刑法總論? ユ 法律學?，北樹出版，昭和六十

年版四刷。 10、山中敬一，刑法總論Ⅰ，成文堂，一九九九年版一刷。 

11、中山研一，口述刑法總論，成文堂，一九九四年版一刷。 12、中 

義勝，講述 犯罪總論，有斐閣，昭和六十年版四刷。 13、不破武夫?井

上正治，刑法總論，酒井書店，一九八一年版十九刷。 14、內藤 謙，

刑法講義總論（上），有斐閣，昭和五八年版一刷。 15、內田文昭，刑

法Ⅰ（總論），青林書院，平成三年改訂版九刷。 16、木村龜二，犯罪

論ソ新構造（上），有斐閣，昭和四四年版四刷。 17、木村龜二，刑法

總論，有斐閣，昭和五三年增補版二刷。 18、木村龜二，刑法ソ基本問

題，有斐閣，昭和五四年版一刷。 19、木村龜二，新刑法讀本，法文

社，平成二年全訂三二版。 20、日高義博，刑法總論講義 ? ，成文

堂，一九九三年版三刷。 21、平出 禾，刑法總論，酒井書店，一九八

九年再版。 22、平場安治?平野龍一共編，刑法改正ソ研究 1，概論?總

則，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七五年版三刷。 23、平場安治，刑法ズれん

ペ行為概念ソ研究，有信堂，一九七九年版四刷。 24、平野龍一，刑法

總論Ⅰ，有斐閣，昭和五六年版十六刷。 25、安平政吉，新修 刑法總

論，酒井書店，一九八五年三版。 26、伊東研祐，法益概念史研究，成

文堂，昭和五九年版一刷。 27、西原春夫，刑法總論，成文堂，昭和五

五年版四刷。 28、西原春夫監譯?ユラ ラ ヱ╱ ャユヴ

（Jescheck/Weigend.一九九六）著， ユ 刑法總論，成文堂，一九九

九年版一刷。 29、西田典之，共犯シ身分，成文堂，昭和五七年版一



刷。 ?t、西田典之?山口 厚?佐伯仁志，判例刑法總論，有斐閣，一九九

四年版一刷。 30、米田泰邦，行為論シ刑法理論，成文堂，昭和六一年

版一刷。 31、吉川經夫，刑法總論，法律文化社，一九九三年版四刷。 

32、竹田直平，刑法シ近代法秩序，成文堂，昭和六三年版一刷。 33、

佐伯千仞，刑法總論講義，有斐閣，昭和四五年版二刷。 34、佐伯千

仞，刑法ズ於んペ期待可能性ズ思想，有斐閣，昭和六十年復刻版。 

35、佐伯千仞，刑法改正ソ總括的批判，日本評論社，昭和五十年版一

刷。 36、足立昌勝，國家刑罰權力シ近代刑法ソ原點，白順社，一九九

三年版一刷。 37、坂本武志，刑法總論，酒井書店，一九九○年初版。 

38、青柳文雄，刑法通論Ⅰ總論，泉文堂，昭和四五年版二刷。 39、板

倉 宏，現代社會シ新ウゆ刑法理論，勁草書房，一九八○年一版。 

40、板倉 宏，企業犯罪ソ理論シ現實，有斐閣，昭和五十年初版一刷。 

41、柏木千秋，刑法總論，有斐閣，昭和六一年版二刷。 42、前田雅

英，刑法總論講義，東大出版會，一九九一年版七刷。 43、香川達夫，

刑法講義（總論），成文堂，平成元年版二刷。 44、宮澤浩一，刑法ソ

思考シ論理，成文堂，昭和五十年版一刷。 45、宮澤浩一，現代社會相

シ內外刑法思潮，刑事法論集第二卷，成文堂，昭和五一年版一刷。 

46、高窪貞人 等著，刑法總論，青林書院，一九八九年版四刷。 47、

莊子邦雄，犯罪論ソ基本思想，有斐閣，昭和五四年版一刷。 48、莊子

邦雄，刑法總論，青林書院，一九九一年版十二刷。 49、野村 稔，刑

法總論，成文堂，平成二年版二刷。 50、笠原喜四郎，刑法總論，鳳書

房，平成二年版。 51、植松 正，刑法概論Ⅰ總論，勁草書房，昭和六

十年版。 52、植松 正 等著，現代刑法論爭Ⅰ，勁草書房，一九九○年

版七刷。 53、曾根威彥，刑法ソ重要問題（總論），成文堂，一九九六

年補訂版。 54、曾根威彥，刑法總論，弘文堂，平成三年版四刷。 

55、森下 忠，刑法總論，悠悠社，一九九三年版 1 刷。 56、園田 壽等

著，刑事法講義 ? ，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株式會社，一九九八年版

二刷。 57、福田 平?大塚 仁譯，目的的行為論序說，有斐閣，昭和五四

年版一刷。 58、福田 平?大塚 仁著，刑法總論Ⅰ，有斐閣，昭和六一年

版六刷。 59、福田 平，刑法總論，有斐閣，平成二年全訂版八刷。 

60、齊藤金作，刑法總論，有斐閣，平成二年版二七刷。 61、團藤重

光，刑法綱要總論，創文社，一九九一年版二刷。 62、藤木英雄，（新

版）刑法，弘文堂，平成三年版二二刷。 63、藤木英雄，刑法（全），

有斐閣，昭和五三年版十五刷。 64、瀧川幸辰，刑法總論，收錄於瀧川

幸辰刑法著作集一卷，世界思想社，一九八一年發行。 65、瀧川幸辰，

犯罪論序說，收錄於瀧川幸辰刑法著作集二卷，世界思想社，一九八一

年發行。 66、瀧川幸辰，瀧川幸辰刑法著作集 5 卷，世界思想社，一九

八一年發行。 二、論 文 1、大塚 仁，行為論，載於刑法講座第 2 卷，

有斐閣，昭和五二年版十七刷。 2、大塚 仁，人格的行為論ズコゆサ，

載於團藤重光古稀祝賀論文集，第一卷，有斐閣，昭和五八年版一刷。 

3、下村康正， ユ 刑法學ズれんペゆマフペ客觀的歸屬ソ理論，載

於中央大學法學新報，七九卷九號。 4、下村康正，行為シ因果關係

（目的行為論），收錄於犯罪論ソ基本的思想，成文堂，昭和六二年三

十版。 5、下村康正，法人ソ犯罪能力，收錄於刑法總論? ユ 法



律學?，北樹出版，昭和六十年版四刷。 6、上田健二，行為論ソ課題シ

展望，載於現代刑法講座，第一卷，成文堂，昭和五五年版二刷。 7、

川端 博，行為シ構成要件上ソ關係，Ⅲ，載於植松 正 等，現代刑法論

爭Ⅰ，勁草書房，一九九○年版七刷。 8、丸山雅夫，學派ソ爭ゆ，載

於刑法基本講座，第一卷，法學書院，一九九二年版一刷。 9、內田文

昭，刑法講義，載於法學 ，三二四號 10、木村龜二，刑法ズれ

んペ目的行為論，收錄於刑法ソ基本問題，有斐閣，昭和五四年版一

刷。 11、木村龜二，刑法ソ目的シ機能，載於刑法講座，第一卷，有斐

閣，昭和五二年版十三刷。 12、木村龜二，目的的行為論，載於法學

，五八號。 13、日沖憲郎，人的行為論，載於團藤重光古稀祝賀

論文集，第一卷，有斐閣，昭和五八年版一刷。 14、日高義博，刑法ズ

れんペ行為論ソ意味，載於刑法基本講座，第一卷，法學書院，一九九

二年版一刷， 15、生田勝義，行為原理シ行為論，載於中山研一先生古

稀祝賀論文集，第三卷，成文堂，一九九七年版一刷。 16、平場安治，

行為ソ目的性，收錄於刑法ズれんペ行為概念ソ研究，有信堂，一九七

九年版四刷。 17、平場安治，刑法ズれんペ行為概念シ行為論ソ地位，

收錄於刑法ズれんペ行為概念ソ研究，有信堂，一九七九年版四刷。 

18、西原春夫，作為シ不作為ソ概念，載於現代ソ刑事法學（上），平

場安治博士還曆祝論，有斐閣，昭和五二年版。 19、西原春夫，刑法ソ

意義シ役割，載於現代刑法講座，第一卷，成文堂，昭和五五年版二

刷。 20、竹田直平，行為論，載於刑事法講座，第 1 卷，有斐閣，昭和

二七年版一刷。 21、竹田直平，因果的行為概念シ目的的行為概念，收

錄於刑法シ近代法秩序，成文堂，昭和六三年版一刷。 22、米田泰邦，

刑法的行為概念ソ條件，司法研修所創立十五周年記念論文下卷，收錄

於行為論シ刑法理論，成文堂，昭和六一年一刷。 23、米田泰邦，刑法

ズれんペ行為概念ソ實踐的意義，司法研修所創立二十周年記念論文，

第三卷，收錄於行為論シ刑法理論，成文堂，昭和六一年一刷。 24、米

田泰邦，法概念シウサソ行為，載於犯罪シ刑罰（上），佐伯千仞博士

還曆祝賀，收錄於行為論シ刑法理論，成文堂，昭和六一年一刷。 25、

米田泰邦，主觀的目的的行為論シ體系的行為概念，判例 ユ ，

第二五九號，收錄於行為論シ刑法理論，成文堂，昭和六一年一刷。 

26、米田泰邦，行為論ソ諸相，法律時報，四五卷六號，收錄於行為論

シ刑法理論，成文堂，昭和六一年一刷。 27、米田泰邦，刑法的行為論

ソ三十年，，收錄於行為論シ刑法理論，成文堂，昭和六一年一刷。 

28、吉田敏維，犯罪論ズれんペ行為概念ソ研究?存在論的行為概念ソ樹

立メバゥウサ，北大法學論集，二二卷四號。 29、佐伯千仞，

? 序論，收錄於刑法ズれんペ違法性ソ理論，昭和四九

年版。 30、佐伯千仞，原因ズるゆサ自由スペ行為，載於刑事法講座 2

卷﹝刑法Ⅱ﹞，日本刑法學會，有斐閣，昭和二七年版一刷。 31、阿部

純二，行為論ソ體系的地位，法學 ，三一八號。 32、板倉 宏，

企業組織體責任論シ法人處罰，收錄於現代社會シ新ウゆ刑法理論，勁

草書房，一九八○年一版。 33、宮澤浩一，社會的行為論，收錄於刑法

ソ思考シ論理，成文堂，昭和五十年版一刷。 34、宮澤浩一，

? ソ刑法論，收錄於現代社會相シ內外刑法思潮，刑事法論



集第二卷，成文堂，昭和五一年版一刷。 35、宮澤浩一，犯罪論體系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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