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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人類自有歷史以來就有國家，有國家便有戰爭、軍隊和法律。相傳我國

最早的法律皇帝李法，即為軍事法，所謂「刑起於兵」，其中的

「刑」，就是指法律；所以，一般認為刑法最初起源於戰爭和軍事，亦

即源自軍事領域。從我國開國數千年來之演變史觀察，歷朝各代最先定

為軍法之治，非經此一階段，無法止亂救亡。必在事定以後，才能從容



制律令，垂憲典。 法律體系的存在是個社會現象。因此，探討我國軍事

犯罪之立法與演進，不應僅侷限於歷朝頒訂之成文法典，必須從律條本

身、社會制度、軍隊運作實況，以及軍人法律意識等，統合觀察。本文

透過舊法制的整理，尋找軍刑法法制歷史之軌跡，從其淵流動向探明其

啟承發展，兼亦省察各國新法例，加以整流採擷。從傳統軍刑法到現代

法治國家軍刑法，從處罰犯罪到保護人權，維護軍隊價值體系，進而探

討法益衡平，長官部屬均衡保護及人性尊嚴等發展導向作出回應，俾供

日後研究軍刑法史者，知所問津，並藉以為創進及革新之動力。本文共

分七章，簡旨如下： 第一章 緒論 設定研究範圍，並闡明研究動機、研究

方法及研究架構，用以達提綱挈領，綱舉目張之功效。 第二章 軍事犯罪

之概念 指出本文側重法規範學的探討，即重在形式意義之軍事犯罪概

念。分別就軍事犯罪之意義、內容、性質及軍事犯罪與軍事刑法之關係

加以論述。 第三章 中國傳統軍事犯罪之立法演進 本章從傳統中國立法史

形式上觀察，區分法典創造期、法典確立期、法典發達期，法典蛻變期

及法典過渡期等，作整體性探討，並針對兵制對軍刑法規範之影響，予

以論述；另就封建制時期軍法制度之特點、律法在傳統中國之作用及中

國傳統軍事犯罪之特質提出評述。 第四章 各國軍事犯罪之立法概況 各

國軍事犯罪之立法演進，不僅可觀察出一定之規則或特色，並可提供我

國軍事刑法未來改進時之參考。本章分就德國、美國軍刑法概況及特色

加以敘述；日本部分，就戰前軍事犯罪立法概況及戰後軍事犯罪立法變

革提出概述；中共部分，則分別就暫行條例及中共新刑法分則第十章論

述。至於韓國部分亦簡要提及。 第五章 我國現化軍事犯罪之立法沿革 由

於台灣地區曾經過清統、日治及國民政府接收治理等不同時期。因此本

章主要探討日治時期、民國以後及現行軍事犯罪規範體系，期能完整瞭

解我國軍事犯罪發展之全貌。 第六章 我國軍事犯罪立法之檢討與省思 

我國軍刑法於民國九十年十月甫完成修正，此實為本文最所關注之處。

由於本法自民國十八年公布施行後，至本次完成修正前，其間並無重大

修正，而舊法制定於以黨治國之軍政時期，黨政軍權責不分，國家體制

亦尚未完全確立，在動盪不安之時空因素下，不僅存在紛亂立法無從審

慎研議之缺失，也充斥著舊律時代之重刑法律文化及刑罰萬能思想，內

容當然有諸多不合時宜之處。本章專門探討此次修法相關問題，於第一

節探討民國後軍刑法之檢討及現行軍刑法之轉型與實踐；第二節探討現

行軍刑法之評述及其歷史意義，從確立人權思想及平等主義之立法原

則，普通刑法與軍刑法之體例及戰爭犯罪與軍刑法之範疇等進行分析；

第三節則對現行軍事犯罪之立法政策及立法主義等進行檢討，並兼論現

行軍事義務犯罪規範要件之檢討與調整；第四節探討對未來軍事刑法規

範之期待，針對軍事犯罪規範體系徹底更新之契機，人性尊嚴與軍刑法

之關係等予以論述。 第七章 結論 經由上述各章之探討後，謹就我國傳統

軍事刑法之規範提出些許心得，並對未來軍事刑法之規範提出個人的期

待。  

摘要

(英)  

論文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二節 研究範圍 第三節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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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軍事犯罪立法之檢討 第一項 軍事犯罪之立法政策   第一款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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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49. 華友根，「薛允升的古律研究與改革」，上海，社會科學院出

版社，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50. 程樹德，「九朝律考」（上、下冊），台

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三年八月台二版。 51. 黃秉心編著，「中國刑法

史」，作者自版，一九六六年十月出版。 52. 黃源盛，「中國傳統法制與

思想」，台北，五南圖書，一九九八年十月。 53. 焦祖涵，「中國歷代法

典考輯」，一九六九年元月出版。 54. 張明楷，「刑法學」（下），司法

部法學教材編輯部編審，北京，法律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八月。 55. 張?

山，「義務先定論」，山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版。 56. 張

偉仁，「清代法制研究第一輯」第一冊，中研院史語所，一九八三年。 

57. 張國華，「中國法律思想史新編」，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版。 58. 張晉藩，「中國法制史」，台北，五南圖書，一九九二年九月。 

59. 張晉藩主編，林中、朱勇副主編，「中國法律史」，北京，法律出版

社，二○○○年八月。 60. 張晉藩，「法史鑒略」，台北，群眾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版。 61. 張肇平，「軍事審判法釋義」，台北，正中書局，一

九八二年十月增修一版。 62. 張溯崇，「清代刑法研究」，台北，華崗出

版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版。 63. 張灝編著，「中國刑法理論及實務」，

台北，三民書局，一九八○年二月一日。 64. 曾憲義、鄭定編著，「中國

法律制度史研究通覽」，天津教育，一九八九年四月。 65. 葉潛昭，「金

律之研究」，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二年七月。 66. 楊鴻烈，「中國法

律發達史」，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七年一月台一版。 67. 楊鴻烈，

「中國法律思想史」，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三年三月台一版。 68. 楊

日旭，「論軍法是否違憲—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釋憲判例舉證」，台



北，黎明文化，一九八七年七月。 69. 楊日旭譯，「美國最高法院與三軍

統帥」，台北，黎明文化，一九八七年七月。 70. 楊樹藩，「兩漢中央政

治制度與法儒思想」，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七年三版。 71. 趙永琛，

「國際刑法約章選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 

72. 趙公嘏編，「中華民國軍法法令判解彙編」，軍法專刊社，一九八三

年一月。 73. 蔡墩銘，「德日刑事訴訟法」，台北，五南圖書，一九九三

年七月。 74. 蔡新毅，「法治國家與軍事審判—詳析軍事審判」，台北，

永然文化，一九九四年六月。 75. 蔡新毅，「改進軍司法審判權劃分之研

究」，台北，司法研究年報第十七輯第十九篇，一九九七年六月。 76. 蔣

緯國，「軍制基本原理」，台北，黎明文化，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六版。 

77. 蔣緯國，「國防體制概論」，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一九八一年三

月。 78. 劉清波，「現代法學思潮」，台北，黎明文化，一九八六年五月

十日。 79. 謝振民編著，張知本校訂，「中華民國立法史」，台北，正中

書局，一九四八年一月滬一版。 80. 謝添富、趙晞華，「修正軍事審判法

論釋」，台北，瑞興圖書，二○○四年九月。 81. 薛允升，「唐明律合

編」（上冊），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82. 戴炎輝，「唐

律各論」，作者自版，一九六五年三月出版。 83. 戴炎輝，「唐律通

論」，正中書局，一九七四年五月。 84. 戴炎輝，「中國法制史」，三民

圖書，一九七一年十月三版。 85. 韓復智、葉達雄、邵台新、陳文豪，

「秦漢史」，國立空中大學印行，一九九六年八月。 86. 穗積陳重，黃尊

三、薩孟武、陶彙曾、易家鉞譯，「法律進化論」，台灣商務印書館發

行，未載發行日期及版次。 87. 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台

北，里仁出版，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88. A.P. d’Entr?ves 著、李日章譯，

「自然法－法律哲學導論」，聯經出版，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89. Hans 

Keles 著，雷崧生節譯，「純粹法學」，司法行政部印行，一九五七年六

月。 90. Herbert Lionel Adolphus Hart 著，許家馨、李冠宜譯，「法律的概

念」，商周出版，二○○一年四月一日。 91. Lawrence M. Friendman 著，

鄭哲民校訂，吳錫堂、楊滿郁譯，「法律與社會」，巨流圖書公司，一

九九一年七月。 92. Murry Davies（莫瑞歐.戴維斯）原著，國防部史政編

譯室譯印，「穩操勝算－掌控軍事組織變革」，二○○三年十二月。 93. 

PAUL VINOGRADOFF（維納格拉多夫）原著，陳柏齡譯，「法的常

識」，協志工業叢書出版，一九七三年二月再版。 94. Roy Gutman & 

David Rieff 編，席代岳譯，「戰爭的罪行」(Crimes of War: What the Public 

Should Know)，麥田出版，二００二年五月。 二、論文 1. 王福邁，美國

軍事法庭手冊（1）至（18），軍法專刊第三八卷第十期至第四○卷第三

期，一九九二年十月至一九九四年三月。 2. 尹章華，從美國軍事審判制

度肇始沿革－論我國軍事審判制度之檢討與改進，軍法專刊第四一卷第

三期，一九九五年三月。 3. 李秉才，中國軍法體制與法律勤務，軍法學

報第二期，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4. 李秉才，軍法制度的研究，法

律評論第三八卷第六期，一九七二年六月。 5. 李肇偉，法律本身應否有

政策性質存在，收錄於刁榮華主編，「法律之演進與適用」，漢林出版

社，一九七七年八月。 6. 李潤沂，法律本身應否有政策性質存在，收錄

於潘維和主編，「法學論集」，華岡出版，一九七七年十月。 7. 朱文

溥，修正後美國軍中不經審判懲罰之新貌，軍法專刊第九卷第二期，一



九六三年二月。 8. 成惕軒，從尚書中所看到的古代軍法，軍法專刊第十

二卷第一期，一九六六年一月。 9. 那思陸，明代的司法制度，政大法學

評論第六一期，一九九九年六月。 10. 余英時，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

收於氏著「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二月。 11. 吳

經熊，古中國與現代中國政治法律傳統中個人之地位，收錄於氏著，

「中國的心靈」，台北，聯經出版，一九八四年九月。 12. 林文雄，從現

代的法治觀點看孔孟的法律思想，台大法學論叢第十九卷第二期，一九

九○年六月。 13. 林?榮，我國法典創作人李悝其人其書，東吳大學法聲

第十一期，一九七四年六月。 14. 林東茂，刑事政策與自由主義，收錄於

「刑事法學之理想與探索— 甘添貴教授六秩祝壽論文集第四卷」，台

北，學林文化，二○○二年三月。 15. 林俊益，新論現役軍人刑事審判權

之歸屬，月旦法學雜誌第七九期，二○○一年十二月。 16. 金德賢譯，韓

國軍刑法（上、下），軍法專刊第三八卷第六、七期，一九九二年六、

七月。 17. 馬問真，我國軍法之本質與適應，軍法學報第二期，一九六六

年十月。 18. 馬漢寶，法律、道德與中國社會的變遷，台大法學論叢第一

卷第一期，一九七一年十二月。 19. 馬漢寶，個人在中國傳統與現代法律

之地位，中國人之價值觀國際研究會論文提要，漢學研究通訊第十卷第

一期，一九九一年三月。 20. 徐道鄰，中國法制史略論，收錄於「中國法

制史論集」，台北，志文出版，一九七五年八月。 21. 高愈傑，現役軍人

之懲戒制度，軍法專刊第三九卷第二、三期，一九九三年二、三月。 22. 

許玉秀，實質的正犯概念，刑事法雜誌第四一卷第六期，一九九七年十

二月。 23. 許玉秀，當代刑法理論的發展，刑事法雜誌第四六卷第四期，

二○○二年八月。 24. 曹大誠，美國軍事審判制度研究，收錄於「軍法專

刊刑事實用文選」，軍法專刊社，一九八四年五月。 25. 陳文豫，我國憲

法與軍法之研究，收錄於張其昀編，「中華民國憲法研究論文集」，國

防研究院印行，一九七一年十月臺初版。 26. 陳煥生，軍事審判終審應歸

最高法院掌理，刑事法雜誌第三五卷第一期，一九九一年二月。 27. 陳煥

生，軍事審判回歸憲法芻議，司法週刊第四八五期，一九九○年九月十

二日。 28. 陳新民，正義之師—關於正義之戰的理論，收錄於氏著「公法

學劄記」，台北，作者自版，一九九五年一月修訂二版。 29. 陳顧遠，軍

法起源與兵刑合一—中國法制史上一個觀察，「陳顧遠法律文集

（上）」，台北，聯經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九月。 30. 陳鴻瑜，現代民主

政治下軍人的角色，中國論壇第二六卷第十期，一九八八年八月二五

日。 31. 張文伯，法學思想上的幾個問題與層面，收錄於刁榮華主編，

「法律之適用與演進」，台北，漢林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八月。 32. 黃林

異、蓋新琦、徐安軍，關於懲治戰爭犯罪的刑法適用問題，中國青年政

治學院學報二○○○年第一期。 33. 黃常仁譯，德國防衛刑法典，軍法專

刊第三八卷第六期，一九九二年六月。 34. 黃常仁，中德軍刑法之比較研

究（1），軍法專刊第三六卷第十期，一九九○年十月。 35. 黃常仁，德

國軍刑法之我見—兼論我國陸海空軍刑法，收錄於「中華民國八十年動

員戡亂時期終止後之法律變遷與軍法適用研討會手冊」，國防管理學院

印行，一九九一年八月。 36. 黃源盛，民初暫行新刑律的歷史與理論，刑

事法雜誌第四一卷第六期，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37. 黃源盛，民國四年修

正刑法草案摭遺，刑事法雜誌第四二卷第六期，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38. 



黃源盛，兩漢春秋折獄案例探微，政大法學評論第五二期，一九九四年

十二月。 39. 黃源盛，唐律中之禮教法律思想，政大法學評論第五八期，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40. 黃源盛，從傳統律例到近代刑法，月旦法學第七

五期，二○○一年八月。 41. 黃靜嘉，日據下臺灣的殖民地法制與殖民統

治，臺灣文獻第二五卷第三期，一九七四年九月。 42. 陶天文，論美國軍

事上訴法院，軍法專刊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五七年一月。 43. 梅仲協，新

自然法論，軍法學報第二期，一九六六年十月。 44. 管歐，當前法律思潮

問題，收錄於刁榮華主編，「法律之適用與演進」，漢林出版社，一九

七七年八月。 45. 趙晞華，陸海空軍刑法修正動因及其開展，刑事法雜

誌，第四五卷第四期，二○○一年八月。 46. 趙晞華，淺析軍刑法有關保

護部屬之增修訂條文，刑事法雜誌第四六卷第二期，二○○二年四月。 

47. 趙晞華，淺介陸海空軍刑法修正草案，法令月刊第五二卷第四期，二

○○一年四月。 48. 趙晞華，陸海空軍刑法立法體例及規範目的之研究，

刑事法雜誌第四八卷第六期，二○○四年十二月。 49. 趙晞華，國家機密

與國防機密、軍事機密之區分及其適用，刑事法雜誌第四八卷第二期，

二○○四年四月。 50. 趙晞華，建立嶄新軍事審判制度，以貫徹審判獨立

及人權保障說帖，軍法專刊第四五卷第五期，一九九九年五月。 51. 趙晞

華，國防部秉持人權、尊嚴及建軍需要建構嶄新陸海空軍刑法，軍法專

刊第四七卷第四期，二○○一年四月。 52. 潘維和，中國法律思想之基

礎，收錄於「中西法律思想論集」，台北，漢林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53. 蔡新毅譯，德國防衛刑法典，收綠於氏著「改進軍司法審判權劃分之

研究」，台北，司法研究年報第十七輯第十九篇，一九九七年六月。 54. 

蔡朝安、洪紹書合譯，「美國統一軍法典 1984 年修正增訂條款」，軍法

專刊第三八卷第二至四期，一九九二年二月至四月。 55. 韓毓傑，序說我

國軍事審判法，收錄於「第四屆國防管理暨實務研討會論文集」，一九

九六年三月。 56. 韓毓傑，軍中人權及其具體內容之研究，軍法專刊第四

三卷第九期，一九九七年九月。 57. 蘇永欽，軍事審判法制度與國家安全

及民主法治的關係，收錄於氏著「憲法與社會文集」，一九八八年十一

月。 58. 蘇俊雄，文化變遷對刑法改革及立法政策之影響，台大法學論叢

第七卷第一期，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59. 蘇俊雄，總體刑事法學的發展，

台大法學論叢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60. 劉志增，陸海空軍

刑法之修訂，軍法學報第一期，一九六五年六月三十日。 61. 錢海皓，北

約必須對戰爭犯罪行為承擔國際責任，中國法學，一九九九年第三期。 

62. 謝添富、李漢中，淺述陸海空軍刑法修法議題研討結論及修正原則腹

案，軍法專刊第四四卷第九期。 63. 謝添富、李漢中，陸海空軍刑法修正

條文芻稿，軍法專刊第四四卷第十期。 64. 謝添富、趙晞華，論軍事審判

法修正重點及未來改革方向，立法院院聞月刊，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65. 

謝添富、趙晞華，陸海空軍刑法修正經過及修正內容析述（1）至

（16），軍法專刊，第四七卷第十期至第五十卷第四期，二○○一年十

月至二○○四年四月。 66. 謝添富、趙晞華，試論陸海空軍刑法有關戰時

犯罪之規定，全國律師，二○○三年五月號。 67. 戴炎輝，五十年來的臺

灣法制，臺灣文化第五卷第一期，一九四九年七月。 68. 戴東雄，霍斯的

法律概念，法學叢刊第五八期，一九七○年四月。 69. Andveas,B.Schwarz 

原著，陳添輝譯，外國法的繼受與適應，法務通訊第一二二九、一二三



○、一二三一期，一九八五年八月三○日、九月六日、十月三日。 三、

學位論文 1. 李太正，軍事審判制度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

士論文，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2. 李永瑞，正犯與共犯區別理論之研究，

東海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九年。 3. 李明信，論軍事審判之

發展趨勢—由史的觀察到社會變遷的取向，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研究所碩

士論文，一九九八年六月。 4. 李崇僖，日本時代台灣警察制度之研究，

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六年六月。 5. 徐偉群，不作為

犯之共犯型態，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四年六月。 6. 

陳平，軍事審判法覆判審性質之研究—兼論軍事審判終審歸屬最高法院

在訴訟法上之可行性，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七

年。 7. 陳鋕雄，日誌時期的台灣法曹—以國家為中心之歷史考察，台灣

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六年六月。 8. 黃源盛，沈家本法律

思想與晚清刑律變遷，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一九九一年十

一月。 9. 楊從健，軍事刑法立法主義研究－兼論我國陸海空軍刑法之修

正方向，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九年六月。 10. 蔡新

毅，法治國家中軍事審判權應有之定位—從德國軍事刑事審判權之變遷

論我國軍事審判制度之改進方向，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

九九三年六月。 11. 劉建成，美國軍人權利救濟制度之研究，台灣大學國

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五年六月。 12. 劉耀祖，陸海空軍刑法第

五十條哨兵怠忽職務罪之研究，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一

九九六年七月。 13. 蕭宏宜，間接正犯之成立範圍，成功大學法律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二○○一年七月。 四、其他 1.立法院第四屆第二會期第三

次會議議事錄「討論事項」，民國八十八年十月一日、十月五日。 2.立

法院第四屆第六會期第二次會議議事錄「討論事項」，載立法院公報第

九十卷第四十五期（上），民國九十年十月六日印發。 3.立法院司法委

員會編，法律案專輯，第二百七十六輯（上、中、下），軍事審判法及

軍事審判法施行法修正案，司法（二十六），立法院公報處印行，民國

九○年二月。 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民國

八十八年十月一日印發。 5.立法院司法､國防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

函請審議「陸海空軍刑法修正草案」案，載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五十三號，政府提案第七八四一號之一，民國九十年五月三十日印發。 

6.立法院公報第九十卷第十五期（上），民國九十年四月十一日印發。 7.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朝野協商結論，民國九十年九月二十七日院總第

五十三號。 8.世界各主要國家有關軍事刑法之比較研究，期中及期終報

告，計畫主持人，段重民教授，委妥研究單位：國防部軍法局，民國八

十五年一月三十日、五月三十日。 9.刑事特別法令彙編，法務部印行，

民國七十四年五月。 10.法律座談問題研究彙編第一輯，國防部軍法司編

印，民國九十二年七月。 11.軍法法令釋示續編，國防部軍法局編印，民

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一日。 12.陸海空軍刑法修正草案及修正重點說明，陸

海空軍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編印，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13.陸海

空軍刑法修正草案，陸海空軍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編印，民國八十八年

七月三十一日。 14.陸海空軍刑法修正草案，國防部軍法局編印，民國八

十九年六月。 15.辦理軍法案件應刑注意事項，國防部軍法局編印，民國

八十二年九月。 16.國防的方向，美國國會武裝部隊角色與任務委員會報



告，國防部軍官團教育參考叢書—三四二，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一

九九六年一月。 貳、日文部分 一、書籍 1. 大木雅夫，「日本人の法觀

念」，東大出版會，一九八三年。 2. 小林好信，岡田朝太郎の刑法理

論，收錄於「刑法理論史の?合的研究」，日本評論社，一九九四年三

月。 3. 川島武宜，「日本人の法意識」，東京，岩波，一九六七年。 4. 

仁井田 陞，「中國法制史」，岩波書局，昭和二六年（一九五五年）。 

5. 仁井田 陞，「中國法制史研究—刑法，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八一年

一月」。 6. 仁井田 陞，「中國社會の法と倫理—中國法原理」，東京，

弘文堂，昭和四二年六月。 7. 仁井田 陞，「中國の法と社會と歷史」，

東京，岩波，昭和四二年六月。 8. 仁井田 陞，「唐令拾遺」，東京大學

出版會，一九六四年九月。 9. 日高已雄，軍事法規（上），解釋法令叢

書，昭和十三年八月。 10. 日高已雄，陸軍軍法會議法講義，東京，良榮

堂書店，昭和十四年一月十五日第四版。 11. 田中成明，現代法理論，

「日本の法文化の傳統と現況「」，有斐閣，昭和六二年九月。西村幸

次郎編?，「中?における法の?承性爭論」，早稻田大學比較法研究所，

叢書第十二號。 12. 尾山万次郎，「改正陸海空軍事法新體制版」，元中

外商業新報社，出版時間及版次不明。 13. 利光三津夫，律令及令制的研

究，明治書院，一九五九年。 14. 原 秀男，「?值相?主義法哲學の研

究」，勁草書房，一九七四年六月。 15. 島田正郎，「清末における近代

法典の編纂」，東京，創文社，昭和五五年十月。 16. 堀毅，「秦漢法制

史論考」，法律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八月版。 17. 富山單治，「軍法會議

法論」，東京，巖松堂書店，出版日期未載。 18. 菅野保之，陸軍軍法會

議法原論，東京，松華堂書店，昭和十六年十一月六日。 19. 菅野保之，

論軍刑法原論，東京，松華堂書店，昭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 二、期刊

論文 1.小野清一郎，憲法十七條の法理的思想內?，日本，法學協會雜誌

第五八卷五號，昭和十五年。 2.中 義勝，いわゆる義務犯の正犯性，

佐伯千仞博士還曆祝賀「犯罪と刑法（上）」，一九六八年。 3.平山幹

子，義務犯について—不作為と共犯に??る前提的考察，立命館法學，二

○○○年二號、五號。 4.西原春夫，中國刑事法の形成と特色，東京，

成文堂，一九九七年。 5.阿部純二．綠川邦夫，支配犯および義務犯に

おける?与，東北法學五七卷三號，一九九三年。. 6.松生光正，不作為に

よる?与と犯罪阻止義務，刑法雜誌三六卷一號。 7.松宮孝明．平山幹

子，刑法における作為と不作為，立命館法學二六八號（一九九九

年）。 8.宮城榮昌，大話前後における中?律令の?受，日本東洋學術研究

第九卷第一期，一九六七年五月。 9.滋賀秀三，中國法文化の考察—訴

訟の??方?通??，東西法文化，日本法哲學會編，一九八六年。 參、英文

部分 1. Ansell,“ Military Justice”, 5 Cornell L.Quarterly 1(1919), 53 Military 

Law Review（簡稱 M.L.R.）, Bicentennial Issue, September 1975. 

2.Bishop,“Perpective︰The Case For Military Justice”62 M. L. R, Fall 

(October) 1973. 3.Charles W.Schiesser and Michael F.Barrett,“A supplement to 

The Survey of Military Justice”,24 M.L.R.,April 1964. 4.Dulaney 

L.O’Roark,“ Military Administrative Due Process of Law as Taught by the 

Maxfield Litigation”,72 M.L.R., Spring (April) 1976. 5.Haessig,“The Soldier’s 

Right to Administrative Due Process︰The Right to be Heard ”,63 M.L.R.,Winter 



(January)1974. 6. Jamgram,“New UCMJ Changes”, 3 January 2002, 

http://www.au.af.mil/au/awc/awcgate/law/fy02ucmj-changes.doc 7.Kenneth 

J.Hodson︰“ Military Justice︰Abolish or Change”, M.L.R., Bicentennial Issue, 

September 1975. 8.Lakin,“Professor Edmund M.Morgan and the Drafting of the 

Uniform Code ”, 28 M.L.R., April 1965. 9.Library of Congress Military Legal 

Resources. http://www.loc.gov/rr/frd/Military_Law/ 10.Manual for Courts-Martial, 

United States (2002 edition). http://www.au.af.mil/au/awc/awcgate/law/mcn/pdf 

11.Shanor and Terrell,“Military Law in a nutshell”,West Publishing Co ,1980. 

12.Sener,“A Comparison of the Turkish and America Military Systems of 

Nonjudicial Punishment”, 27M.L.R., January 1965. 13.Uniform Code of Military 

Justice（10 USC Chapter 47）. 

http://www.au.af.mil/au/awc/awcgate/law/10c47.doc 14.Usmc Sja,“Time of War 

and the Uniform Code of Military 

Justice”http://www.au.af.mil/au/awc/awcgate/awc-law.htm#uc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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