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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近代刑法思想的演進、刑法的功能，進而論究刑事不法的本質內

容，最終闡述未遂行為可罰之要件。 第一章「緒論」，明定研究範圍、

方法與用語定義。 第二章「近代刑法思想的展開」，將?蒙運動展開以

來的刑法思想，依時代背景，分為：中世紀的刑法思想、?蒙主義刑法

思想、浪漫主義與歷史主義刑法思想、近代學派刑法思想、法西斯主義

刑法思想、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個人主義國家的刑法思想，六個單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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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基礎」，探討主觀的不法論與客觀的不法論的爭論。 第五章「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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