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13049 

狀態 G0496665109 

助教

查核 
建檔完成 

索書

號 
查核完成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法律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96665109  

研究

生(中) 
許金龍 

研究

生(英)  

論文

名稱

(中) 

兩岸犯罪理論體系之論證研究 

論文

名稱

(英)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余振華 

指導

教授

(英)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2014.1.27 

校外

全文
不公開 



開放

日期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不同意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不公開 

檔案

說明 
封面 摘要 目錄、正文、參考文獻 

電子

全文 
01 02 03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101 

出版

年 
102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中) 
犯罪理論 構成要件 構成要件該當性 違法性 罪責 

關鍵

字(英) 
Verbrechenslehre Tatbestand Tatbestandsmäßigkeit Rechtswidrigkeit Schuld 

摘要

(中) 

我國刑法是屬於大陸法系的理論體系，對於討論一個行為是否構成犯

罪，一般都習慣依照通說的三階層犯罪理論模式去判斷，並探究該行為

成立或不成立犯罪，是成立故意犯或過失犯，是既遂還是未遂，這是大

家所習慣的思維模式，根深而蒂固。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因為接觸到一

些討論有關大陸地區刑法問題的文章，發現對岸的部分學者相當不滿他

們現行所採用的四要件犯罪理論，對此興起許多刑法學者，尤其是年輕

一輩的學者，開始展開對犯罪理論廣泛的研究與討論。由於這樣一個學

術上的變化，我們發現大陸地區這幾年在犯罪理論領域的研究成果，特

別顯著，所呈現的資料、文獻也格外豐富多彩。就在這樣的機緣下，興



起本文以兩岸犯罪理論作為研究題材的一個動機，而開啟了本篇論文的

相關論述。 本篇論文之內容共分為五大章，茲簡要摘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為三節，分別就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範圍與架構及

方法提出說明。 第二章 犯罪理論體系之概念 本章共分為四節，主要在

介紹犯罪理論在刑法學中的地位，刑法學中犯罪理論是其主要核心，是

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一部刑法的發展史，毋寧說就是一部犯罪理論的發

展史。另外，關於犯罪理論的歷史演進與發展，因為世界各國的文化背

景與法律淵源的不同，主要可分為三大體系模式，分別為英美法系、大

陸法系以及社會主義法系的犯罪理論體系。 第一節是犯罪理論的發展與

建構，分別介紹三大理論體系的發展與體系內涵。 第二節是討論大陸地

區之犯罪構成理論體系，內容包括大陸地區刑法發展之歷程、大陸地區

犯罪構成理論的發展沿革、體系特點以及面臨的困境。 第三節是關於我

國犯罪理論體系的介紹，我國現行刑法承襲德、日的刑法理論，因此所

採行的犯罪理論係屬於大陸法系的三階層犯罪理論體系。 第四節是本章

結論，兩岸的犯罪理論從 1949 年分道揚鑣後，各自發展各自的理論，

形成今日大陸地區採行四要件理論，而我國實行三階層理論的局面。兩

大理論體系，皆源自德國刑法大師費爾巴哈 Tatbestand 理論體系，惟如

今兩者之理論內涵、體系結構，已大不相同。 第三章 我國與大陸地區

犯罪成立要件之內涵 本章亦分為四節。本章內容主要分別就兩岸所採行

的兩種犯罪理論的犯罪成立要件進行研究比較。因為兩大犯罪理論內涵

仍不脫由「客觀要件」與「主觀要件」組成的結合體，是以本章即以此

為架構，進行這兩種犯罪理論關於犯罪成立要件的比較分析。 關於犯罪

成立的客觀要件，由於兩種理論其本質上的差異極大，因此在客觀要件

的內涵上，亦有諸多不同之處，本節乃就主體、客體、行為、結果、因

果關係等幾個面向，加以論述比較說明之。 關於犯罪成立的主觀要件，

本節在此所要論述的，主要指的就是行為人內在的認識狀態，包括故

意、過失以及錯誤等問題。 另外在本章第三節則是說明兩岸阻卻犯罪成

立事由的差異所在。在採三階層犯罪理論的我國，所謂阻卻犯罪成立的

事由，除了阻卻違法事由外，還包括阻卻罪責事由。大陸地區刑法因為

採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其所謂阻卻犯罪成立事由，即專指排除犯罪性

事由（或稱為排除危害性事由）而言；排除犯罪性事由，根據大陸地區

刑法的規定，係指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險兩種情形。 本章最後說明的是，

由於兩岸所採犯罪理論體系的不同，關於主、客觀要件的內涵也不完全

相同，特別是兩岸的犯罪理論體系之間，並未呈現一個完全相互對應的

關係。 第四章 我國與大陸地區犯罪型態之比較 從犯罪的型態言，一般

可作下述三種分類；第一種是關於犯罪過程的型態，主要分為預備犯、

未遂犯以及既遂犯。第二種是關於犯罪參與主體的型態，分為正犯、共

犯。第三種則是關於罪數的型態，即單純一罪以及數罪競合的情形。 本

章即就犯罪預備型態、犯罪未遂型態、犯罪參與型態以及罪數論四大面

向，比較兩岸法制上的差異所在。 第五章 結論 犯罪理論是探討關於犯

罪成立的一門社會科學的理論，世界上可以歸結有三大理論體系，分別

是英美法系的犯罪理論體系、大陸法系的犯罪理論體系以及社會主義法

系的犯罪理論體系。本論文的核心主題在比較分析大陸法系、社會主義

法系兩大犯罪理論體系的差異，同時就兩岸現行刑法的規範，進行一概



略的介紹論述，以取得對大陸地區刑法及理論的初步認識。本論文期盼

在這樣的基礎下，能提出一點不甚成熟的見解，作為後續開展的研究方

向與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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