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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要研究的重心在於刑罰制度。刑罰制度本身是一個很龐大的系統，

隨著時代的不同、社會型態的轉變，都會影響其態樣。所以，在研究之際

必須將範圍鎖定。刑罰本身就存在有權力的彰顯，本文將分析權力的作



用，以西方的刑罰歷史發展來觀察刑罰中權力架構的變化，以及在這個系

統當中的當事人：犯罪事件的加害人與被害人、以及刑罰的決策者與執行

者。進一步的，以現行民主體系來思考刑罰制度，這個制度應該是由國家

所執掌的一種政策？還是人民也有參與決策可能？ 我國憲法第八條第一

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訂外，非

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

得審問處罰。」開宗明義的，將處罰的決定權留給了法院，排除了不理性

的訴求與殘暴酷刑，將所有的刑事事件都抽象化，單純化 ，也許這樣設

計符合正義的需求，符合公平的要求，但是對於受到傷害的人（包括被害

人、被害家庭以及社會）法院卻是愛莫能助的。所以法院代表的，不是當

事人的聲音，不是社會的聲音，而只能代表國家的決定。人權團體長久以

來都致力於受刑人人權保障的鼓吹，但是犯罪被害人的人權卻被遺忘，法

院不能代表他們，法律長期忽視他們，也或許我們假設犯罪被害人在犯罪

事件中是沒有聲音的客體，不過無法否定的，他們受到傷害，刑罰卻不能

做些什麼。在我們大聲疾呼人權至上的同時，是否，也應該找尋一個平衡

了加害人與被害人的制度？最基本的保障，就是讓被害人能夠有機會去選

擇修復損害的方法，除了法院，應該還有些別的機制，讓他們選擇。 因

此，本文的研究範圍將專注在刑罰制度中的三面關係：決策者、受刑人及

犯罪被害者。在民主制度下，決策者與受刑人都已被討論許多，也在法制

上有著嚴密的體系，而犯罪被害者的相關權利則未被確定，法制亦不完

備，似有值得作更多探討的空間。 刑罰制度既有不同的態樣，本文主要

利用兩種研究方法加以探討犯罪被害人參與刑事司法制度的可能。首先，

為歷史分析法，於第二章中，就以西方刑罰的發展歷程觀察，就現有文獻

資料所提供的線索來分析當時的制度。其中，以影響現今西方法制最重要

的羅馬法開始論述，由於希臘雅典的城邦文化對於羅馬的法制也有一定的

影響，當時並有許多重要的哲學思想出現 ，故將希臘城邦文化時期的刑

罰制度一併介紹。由古至今，觀察不同社會文化下的刑罰制度中，犯罪被

害人與國家間對於刑事事件紛爭處理的權力消長，並且找尋現今刑事司法

制度的趨勢與走向。其次，就民主國家中刑罰制度檢討，主要是討論民主

體制與被害人的關係，而以民主的三大要素：行政、立法、司法來討論刑

罰本身的合法性以及被害人的地位。所以在這部分利用現今實行民主體制

的國家－美國，以美國對於犯罪被害人的保障作為借鏡，利用比較法分析

美國法制與我國現行法律，探討我國法律中對於犯罪被害人保護的不足之

處。最後，刑罰除了正義的需求，還有效率的要求，所以在經濟面向則以

經濟分析的方式，比較刑罰制度在何種情況下最符合經濟效益，試圖證明

犯罪被害者參與的司法制度，為一符合民主與效率的制度。 本文第二章

所討論的是刑罰制度的歷史演變。歷史上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古代

刑罰，其中包括希臘時期與羅馬時期，羅馬在政體上歷經共和時期與帝政

時期，兩個時期的政體相當不同，社會文化也有所差異，故分別加以說

明。第二部分是羅馬帝國瓦解之後，由於歐洲陷入諸侯分裂的局面，加上

教會勢力的介入，所以各地沒有統一的刑罰制度，由於日爾曼部落大量繼

受羅馬法，本文以日爾曼部落法以及之後出現的德國為說明中心，其中受

到其他國家學者論說的影響部份，亦一併介紹。德國在近代著名的刑罰理

論的爭辯，也就是客觀理論與主觀理論的學說之爭，亦將詳作說明。第三



部分則討論二十世紀後的刑罰制度，在這個時期的刑罰制度可以說是刑事

政策，也就是以政策的方式推展。其中最可以為代表的國家即為民主大國

－美國。美國在二十世紀一連串的社會運動下，獄政的革新也成為施政重

點之一，從六 Ο 年代開始的社會復歸運動到七 Ο 年代的正義模式，都可

以說是一連串的社會運動，而對於自由刑的各種替代方案，也是當時各種

理論下的產物。而在九 Ο 年代之後，更由紐西蘭引進加害人與被害人調

解計畫（又稱 VORP 或 VOMPs－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Programs），或

有稱為復歸式司法 。 第三章以民主模式檢討現行刑罰制度。第一部份討

論刑罰制度的建構，也就是觀察民主體制當中刑罰制度的形成、決定與執

行，藉由對體制的檢討進一步探討制度中的參與者與刑事事件的當事人關

係，目的在了解當事人能夠對於刑事系統的參與程度。第二部分針對被害

者的保護運動作闡述，以被害者運動的發展及目的去了解被害者的需求，

以及其未來走向。第三部分回到民主的模式，以立法、司法及行政的三個

階段檢討被害者在現行法下能參與的程度，同時比較外國法制的規定，觀

察對於被害者保護的未來取向。最後對於以上的討論作結論，在不改變體

制的前提下，現行刑罰制度是否符合社會的需求？而刑事事件的當事人人

對於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又有多少的控制權？我國對於這樣的供給與需

求間的不平衡能夠做何種努力？外國法治的取向可否作為我國的借鏡？ 

第四章就前章所提出的問題試圖尋找可能的答案。首先說明現代刑罰制度

的新發展，學界試圖突破傳統的刑罰理論在多變的時代中建立第三元發展

的可能。再者，外國亦開始採取新的制度來解決現今刑罰制度的困境，而

普遍的採取地區性調解的模式，例如美加地區的 VORPs、德國的 TOA

（Tater-Opfer-Ausgleich）都已施行數年而有一定的成效，這種趨勢之下，

注重地區協調性的中國式的調解制度也受到注意，雖然中國的模式與國際

間所熟悉的模式仍有出入，但是其制度存有中國傳統的紛爭解決色彩，對

於細微紛爭的解決的確具有非司法性、經濟效益，以及符合事件當事人需

求等特質，因此本文對此中國式的制度亦作介紹，包括現今中國的制度。

回到我國，我國現存的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對於刑事事件與民事事件均得

為調解的標的，然對於刑事事件只限於告訴乃論之罪，一些性質輕微的案

件（例如：竊盜、侵占）卻無法利用該程序加以解決。實務界因為積案壓

力也開始注意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功能，希望利用鄉鎮市調解制度能夠有

效疏減訟源，也能夠給予刑事事件當事人（被告、被害人以及司法系統）

有選擇解決紛爭程序的機制。在多種需求的聲浪當中，本文選擇了以下三

種模式作分析，檢視擴大調解範圍的可能性：經濟需求、社會需求與國家

需求。 第一為經濟的需求。此處所稱經濟需求並非為了解決積案壓力的

問題，而是以經濟分析的方式探討一個刑事紛爭解決的制度應該採取何種

方式最為有效率，相對而言同時也為成本最少的制度。所以在此要分析的

對象就是刑事紛爭制度，包括刑事訴訟法中的普通訴訟與簡易訴訟制度、

以及鄉鎮市調解制度。三者間的區別點為參與決策的人不同，普通訴訟為

國家意志的表現，被告以及被害人都無法參與決定；簡易訴訟則加入了被

告的意志，經過被告的同意而採取較為簡單的訴訟程序，被告也能與司法

機關協商罪罰（認罪協商制度）；而調解制度融合了國家、被告與被害人

的意願，成為三面均同意的情況。在經濟上此三種制度何者最為有效率，

為本段探求的重心。 第二為社會的需求。所謂社會的需求包括了事件的



加害人、被害人以及其家屬或身邊受到傷害的人，更擴大範圍則包括受到

事件波及的社會大眾。社會大眾的部分，由於無法確定範圍，而且社會上

存在不同的聲音、力量，必須淡化這種不協調的部分，選擇可以普世化的

需求，例如一般人需要的犯罪率下降、被害可能性下降、事件發生後尋求

協助管道的便利（或是管道的親民性，使人民不會覺得尋求協助困難重

重），來建立一般性的需求。 第三為國家的需求。在國家作用下，結合

了多方意願的國家整體，究竟祈求一個何種的刑罰制度，為本文所關心。

現代國家已擺脫集權統治的色彩，人民對於國家的要求遠勝於過往，不只

是一個保障溫飽的龐大力量，還需要供給各項福利。為人民做事的國家現

在該做些麼呢？犯罪永遠不會消失，與犯罪的抗爭也無止盡，國家本身在

這股勢力下，需要什麼制度來保障人民？滿足人民？還是根本只是為了保

障政權？無論為了什麼，這股求新求變的洪流都成為國家必須正視的問

題，制度的改革成為不得不為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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