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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  

本書是針對刑事政策基礎概念進行整合性定位與延伸之專書，

亦是本人針對近幾年台灣刑事政策學理與實務多年來所發現之問

題，進行基礎與延伸之介紹，再歷經五年時間進行修正。 

這五年中，我升等教授，也接任了行政職，但對研究的熱情依

然不減。學者原本就是一個孤單的生命體，充滿著各種未知創作壓

力與孤寂感，原以為這種的抑鬱會使人的心受傷，但那一篇篇的研

究卻就這樣地產生了。一個真正的學者，似乎該有的是，靜寂與冷

靜的思考。 

對如同身處巨塔狀態的我而言，處在學術的寧靜下，想起曾在

實務工作的奮鬥，那曾經是充滿生命悅動的時刻。然而對於學術的

熱情，那片的熾熱對我而言就是茫然霧中在遠方的微微明燈，慢慢

地指引，串連著生命中美麗的回憶。 

現在的我，依然協助實務單位修法， 

如何研擬出完善的法令成為生命中重要歷程， 

雖然疲倦了一些，但認真地告訴自己， 

社會多重變化的律動感，彷彿是身上的血液， 

觸動與規律地環繞著體感。 

這樣的我， 

看了許多不公，也看了許多不義， 

當品味出人生還有一絲溫暖時， 

隨即來的一些障穢，有時候仍不免沖刷著自己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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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告訴自己， 

世間的種種總是如同美國訴訟體系的「滑動式法則」， 

但我這是美化了世間的人生， 

出了社會後，很多人都可以了解到，標準很嚴苛，但很多

人總是做得很彈性，很多事情過於介意，就是輸了。 

我曾是一個大提琴手， 

對我而言，低吟的樂音代表著生命許多的風華， 

在芝加哥高樓張手飛揚，在檳城的海邊迎著晚風， 

還有上海半島酒店的風雅， 

這些學術的痕跡，這種感覺，若隱若離， 

歲月的離脫，就是這樣， 

但迴盪在記憶深處的好， 

永遠深植入心。 

本書於改版時歷經多次整合與翻修，感謝林鈺婷小姐多次協助

校正，在此深深致謝。 

本書最值得紀念的，每次校正與改版時都在東京的歸途當中，

冷冽的風是一種對生命的期許與期待。 
 
 
 

陳慈幸 
2019年2月 

於日本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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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書是針對刑事政策基礎概念進行整合性定位與延伸之專書，

亦是本人針對近幾年台灣刑事政策學理與實務多年來所發現之問

題，進行基礎與延伸之介紹，並針對其中之概念整合，並提出數個

結果探討。 

任教十多年來，我一直徜徉自己的研究生活，跟著好同事一起

協助實務工作、修法……學術是一種（若是一種）被巨塔環繞的孤

寂歲月，但我的日子肯定不寂寞，每次從學校走出，坐上高鐵，迎

向實務工作的琳琅滿目，比起其他學術研究人，雖然疲倦了一些，

但認真地告訴自己，社會多重變化的律動感，彷彿是身上的血液，

觸動與規律地環繞著體感。 

這樣的我，看了許多不公，也看了許多不義，當品味出人生還

有一絲溫暖時，隨即來的一些障穢，有時候仍不免沖刷著自己的熱

情，然而，告訴自己，世間的種種總是如同美國訴訟體系的「滑動

式法則」，但我這是美化了世間的人生，出了社會後，很多人都可

以瞭解到，標準很嚴苛，但很多人總是做得很彈性，很多事情過於

介意，就是輸了。 

樂曲悠揚，對我而言，葉加瀨太郎的小提琴的樂章是屬於2011
年的維也納的風雅，我在潺潺的運河邊對著沙河旅館舉杯，古老典

雅的城堡訴說著奧匈帝國的風采，但此時此刻，時空轉移，2012年
的夏天，我在古老的京都寺廟當中揮舞著奠基著自己的學術生命，

聽著依舊悠揚的曲子，心境的轉換，在古都的京都裡，慢慢地沈

澱，偶爾，我會想起遙遠的歐洲大陸，那個內陸國小河流，記起自

己走在維也納大學看著凱爾生的半身像，對著他期許著法學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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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構，那種感覺，若隱若離，歲月的離脫，就是這樣，但迴盪在

記憶深處的好，永遠深植入心。 

本書在寫作時間，感謝蘇筱柔小姐多次校正，在此深深致謝。 

本書最值得紀念的，是本書在第一次校正的最後階段，我至維

也納短期研究時，因為某種事由臨時收留我的高滿香、瑞德夫妻，

以及維也納大學Matin Kusch教授，跟三位所相處的每一刻，成為形
塑本論文重要思維的美麗回憶，在此感謝。此外，本書的後半段，

是在京都大學短期研究所形成，感謝京都大學的一切。 
 
 

陳慈幸 
2013年12月 
於日本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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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刑事政策之意義與沿革 

對於刑事政策之意義，國內學理與國外學理各有部分之歧異，筆者

特針對國內外重要論述，分析如下： 
依據文獻之歸納，國內目前主要針對刑事政策之意義提出重要見解

有學者林紀東、張甘妹、謝瑞智與許福生等人1。然參閱前述文獻，主要

將刑事政策之意義，分為廣義說與狹義說二種。 
國內學者張甘妹之論，刑事政策之意義，可分為廣義說與狹義說，

特綜合張甘妹教授之論，可彙整為以下之論述：「就廣義言，刑事政策

得謂為國家以預防及鎮壓犯罪為目的所為一切手段或方法，依廣義說，

刑事政策之防止犯罪目的不必要是直接、積極的或主要的，而凡與犯罪

之防止有間接或從屬的目的之方法亦可屬之。申言之，廣義的刑事政策

並不限於直接的以防止犯罪為目的之刑罰諸制度，而間接的與防止犯罪

有關的各種社會政策，例如居住政策、教育政策、勞動政策（失業政

策）及其他公的保護政策等亦均包括在內。…… 
而狹義之刑事政策，得謂為國家以預防及鎮壓犯罪為目的，運用刑

罰以及具有與刑罰類似作用之諸制度，對於犯罪人及有犯罪危險人所作

用之刑事上之諸對策。在狹義說，刑事政策之範圍，不包括各種有關犯

罪的社會政策在內，而僅限於直接的，以防止犯罪為主要目的的刑事上

之對策。惟所謂刑事上之對策，並不限於刑罰各制度，更包括具有刑罰

類似作用的諸制度。如各種保安處分、緩刑、假釋、更生保護等制度亦

包括在內。今日一般所謂刑事政策者，多指狹義而言
‧‧‧‧‧‧‧‧‧‧‧‧‧‧‧‧‧‧

。……2。」 
從前述見解，可發現張氏所闡述之刑事政策意義，主要以狹義說為

主，亦即以防止犯罪為主要目的之刑事上之對策。除此之外，其重點所

在主要闡述刑事政策之意義，不限於刑罰，亦包括保安處分等各項。 
再以學者許福生之論點而言，許教授則在其文獻當中，針對刑事政

策之意義，分別彙整了德國、日本與我國之意義，並進而提出具體之意

見，針對許教授之意見特彙整如下：「……就理論而言，犯罪問題並不

僅為刑事問題，同時亦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今若欲有效的防制犯罪，必

                                                        
1 此部分可參考，許福生，刑事政策學，元照，2007年，10-13頁。 
2 張甘妹，刑事政策，三民書局，1997年增訂版，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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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與犯罪有關的各種社會政策相配合。然而，若採廣義說，則刑事政策

範圍將過於廣泛，在研究上及實際活動上亦有不易專精的困難，以致無

法期待確實效果。因此一般刑事政策的教科書，殆無論及一般社會政

策。相對地，若將刑事政策範圍限縮在『刑法的立法政策上』，顯不足

已有效防制犯罪。至於狹義說，其研究範圍則限於刑罰及刑罰相關制

度，雖然研究範圍明確，惟手段上仍嫌不足，忽略了共同結合民間力

量，以達成防制犯罪為直接目的的一切措施。因此，本文主張刑事政策

的手段應較狹義說為廣，但不包括廣義說所言的一般社會政策在內。3」 
相較於學者張甘妹之論述，可發現許福生教授之論證，主要涵括各

國重要學理之主張進行整合，亦即許氏所闡述之意見，主要是指刑事政

策之意義，主要排除一般社會政策之狹義說，其內容與張氏之狹義說相

當接近。 
從前述二氏之意見，可窺知國內重要刑事政策學理參考日本學理意

見相當多數，例以張氏之文獻當中，曾闡述日本學者森下忠所歸納日本

學理意見，如：「……刑事政策有兩種意義，即活動的刑事政策與學問

的刑事政策，前者指刑事政策活動，後者指刑事政策學，依此，研究刑

事政策活動之學問即為刑事政策學……4」，然筆者查閱日本學理針對刑

事政策之意義之闡釋時，主要多數學理意見採自德國學理，例有，學者

森本益之、瀨川晃等人之主張：「……所謂的刑事政策之語，乃從德語

的 Kriminalpolitik而來……，其意義乃是 1800年德國學者費爾巴哈

（P.J.A.v.Feuerbach）而來，惟目前所稱刑事政策之意，比起費爾巴哈所

採用之詞還要廣義，主要是指以犯罪預防、鎮壓為目的，國家／公益團

體所實施之政策所稱，需注意的是，所謂的刑事政策，並不限於立法政

策，亦包含了司法、行政上之各種政策……5」。除此之外，學者藤本哲

也教授對於刑事政策之語意解釋與上述森本益之教授等之論點一致，之

外，其曾提及所謂的刑事政策主要架構在三個德國學者概念之下，其為

「……其一，刑事政策之意，乃是採取犯罪預防或鎮壓的國家活動，此

                                                        
3 許福生，刑事政策學，元照，2007年，12頁。 
4 森下忠，刑事政策大綱I，成文堂，1985年，6頁。轉引自張甘妹，刑事政策，

三民書局，1997年，3頁。 
5 森本益之、瀨川晃等著，刑事政策講義，有斐閣，2000年，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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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採李士特（Fraz von Liszt）論點；其二，刑事政策乃為刑事立法政

策，此為採費爾巴哈之論點；其三，刑事政策乃遵循刑法政策之論，此

為梅格之論，……6。」 
從以上之學理脈絡，可查知日本學理之多數意見乃承襲德國學理意

見，亦即對於刑事政策之意義，主要以國家觀點之犯罪預防為主要論述

宗旨所在。然而，進幾年日本學理對於刑事政策之學理有略微轉變，參

考安部哲夫與高橋則夫之論，其對於刑事政策意義之見解，主要以「刑

法政策之目的」、「刑事政策與市民、被害者」、「刑事政策之理念」

等三大架構而來。觀測其中，前述學理指出，「刑事政策之目的」之論

述中，有「刑法之機能如何充分運作」，「刑罰之目的究竟為何」，以

及在於「犯罪預防與刑罰之關係」等之論述，而「刑事政策與市民、被

害者」之論述當中，含有「市民參與犯罪預防活動」、「刑事政策如何

達成市民與被害者保護之理想目的」與「如何達成被害者保護與支

援」。另外，「刑事政策之理念」之論述當中，有以下論點，分別是：

「如何達成犯罪者之社會復歸」、「分類處遇如何達成」、「如何達到

國際化、法律化效果」、「刑事政策如何做到科學、實證性之研究」以

及「被害者之權利如何應用於刑事政策」等幾點7。 
由上之文獻可知，進幾年日本針對刑事政策之定義，從傳統廣義說

與狹義說之鋪陳與解釋，進階延伸至市民參與、被害保護、更生保護等

議題，筆者以為，刑事政策之意義，除應基於傳統多數說見解，聚焦於

國家預防犯罪之立法政策，除此之外，更應伴隨社會風潮，進行變革。 
我國目前刑事政策之重點，主要在於被害保護與民眾參與司法與犯

罪預防等活動，以下特針對我國被害保護進行說明。 

貳、刑事政策趨向之一：被害者保護 

筆者以為，刑事政策之具體呈現，乃在於各種國家犯罪預防政策之

實施。 

                                                        
6 藤本哲也，刑事政策概論，青林書院，1993年，4頁。 
7 安部哲夫、高橋則夫，ゼミナール刑事政策，法學書院，1997年，1-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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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台灣近幾年刑事政策之趨向，從過往之犯罪人社會復歸原則之

實踐，近幾年則朝向死刑存廢論點之商議與被害人保護。根據本書截稿

前作者之彙整，雖我國在於2010年上半年曾有因死刑存廢之問題，朝野

間進行了相當程度之探討8，本文將於後續章節（第三篇第二章）進行較

為深入之探討。除死刑存廢之問題，我國刑事政策之重要論點，主聚焦

於被害者人權。 
根據筆者目前彙整之資料，法務部近幾年持續對於被害者問題進行

了多次探討，除有2009年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修正外，尚有進行多樣的

研究計畫，例如2010年上半年度之修復式正義之探討，陸續尚有對於被

害人刑事訴訟地位及被害補償制度的修法……9。此足見我國對於被害人

地位之重視，已經與日本等其他世界先進國家等同。  
筆者所撰之資料顯示10，我國刑事政策經歷了幾個政策之推動，繼

2006年刑法修正後國內對於刑事政策之思維，主要偏屬被害者保護、修

復型司法（復歸式）。我國相較於亞洲絕大多數國家，歐美與紐澳對於

犯罪被害人保護之思潮較為進步，根據學理資料中指出：「……歐美等

先進國家，在於1960年已進入上述之復興期，當時以『被遺忘的人們

（forgotten persons）』來稱呼被害者，並研發了被害者補償制度（victim 
compensation），當時呼應的國家有紐西蘭、英國、奧地利、比利時、加

拿大、丹麥、德國、芬蘭、法國、愛爾蘭、美國、澳洲等國。在這些國

家當中，除了被害者補償制度之訂定外，亦確立了被害人於法律上之地

位，也就是，對於被害者支援採取了最積極之態度。1970年代以後，美

國、英國、加拿大、荷蘭、澳洲、紐西蘭等國開始開發許多被害者支援

政策，此些政策除積極改善加害人於法律上之地位外，並研發多種犯罪

人心理治療方法，可謂創始現代被害者心理治療之前鋒。除此些國家對

於被害者政策研發之努力之外，德國、法國亦緊追於後。在另一方面，

                                                        
8 我國於2010年3月曾發生當時法務部部長王清峰為了廢除死刑問題逕而下台，

爾後曾勇夫部長上任，並執行4名死刑犯之死刑，且於2012年12月，曾部長又
令 6 名 死 囚 伏 法 。 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chinese.com/ 
content/taiwan-death-penalty-20121224/1571062.html，2013年1月13日造訪。 

9 此部分參考法務部保護司相關資料。 
10 以下資料摘錄於筆者所撰寫之「從日本法看犯罪被害人保護」，月旦法學雜

誌，178期，2010年3月，23-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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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對於被害者保護政策毫無進展與關心之義大利、土耳其、墨西哥、

巴西等國，亦加入了研發被害者保護政策之行列。 
在於歐美各國致力被害政策保護之研發工作當中，惟此潮流似乎缺

乏了亞洲國家對於被害者學進展之聲。亞洲國家文化，多數以儒家思想

為重，此種文化之影響使得人民普遍侷限於保守之心態，對於個人情感

之表達多為內斂，在於重視心理治療之被害傷害而言，儒家保守文化恰

巧為一種阻滯，因此亞洲國家在於被害人心理創傷治療，開發較為歐美

各國為晚。雖近幾年亞洲諸國因世界風潮之驅動，對於PTSD等被害人心

理治療研究多有著墨，但窺視亞洲等國被害者保護制度，多數侷限於刻

板式的法律規章，對於被害人心理治療及配套輔導政策，較之歐美研

究，仍有遺憾……11。」 
從上述之資料，足以證明世界各國對於被害人保護之重視，已為當

國刑事政策當中重要議題。我國對於被害者保護之實踐，除前述法務部

各式政策之推動外，國內重要學者許福生教授針對我國被害人保護彙整以

下表格： 

表1-1 2001年後之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創新方案12 

時 間 事 件 說 明 意 識 
2001年1月1日13 性侵害案件減少

被害人重複陳述

作業 

結合警察、行政、醫

療與檢察體系共同提

供 被 害 人 完 整 的 服

務，以避免性侵害被

害人報案後，因重複

陳述案情而再度產生

第一個在服務輸送流

程上，所建立的實驗

性整合方案，以減少

性侵害被害人在不同

單位間的重複陳述，

並減低二度傷害，曾

                                                        
11 陳慈幸，暴力犯罪被害相關因素闡釋，2007年。引自楊士隆編，暴力犯罪，

五南，2008年。 
12 參許福生，犯罪被害人保護政策之回顧與展望，月旦法學雜誌，178期，2010

年3月，19頁。 
13 圖表加註：請參考「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網址：

http://www.fhsh.tp.edu.tw/sub/office04/work/%E6%80%A7%E4%BE%B5%E5%A
E%B3%E6%A1%88%E4%BB%B6%E6%B8%9B%E5%B0%91%E8%A2%AB%E
5%AE%B3%E4%BA%BA%E9%87%8D%E8%A4%87%E9%99%B3%E8%BF%
B0%E4%BD%9C%E6%A5%AD%E8%A6%81%E9%BB%9E.pdf，2013年11月 

 11日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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