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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版序 

本次改版更動的幅度較大，為便利讀者查詢，在這裡先簡

單說明。本版除了更新參考資料及更正舊版的錯漏字外，也配合

這幾年的修法，調整、增添了部分內容。增加篇幅較多者，像是

在【第二講】中新增的分則加重事由審查架構建議、【第四講】

壹、三、（五）關於阻卻違法事實對應問題的分析，以及【第六

講】所添加的三則新案例。新增案例中的《奪命招牌》是舊制的

律師高考試題，為了讓讀者能夠更容易瞭解，如何在時間有限的

情形刪減非必要內容，集中火力在最重要的爭點上，在這則案例

中不再採用鑑定模式，而是改採判決模式與宣稱模式，撰寫精簡

版的解析內容。另外新增的兩則案例 –《真假之姦》與《謀財

之悼》- 則是要示範不同錯誤案型的審查架構。其中涉及到的錯

誤類型，分別為容許構成要件錯誤與排他互斥罪名間的事實錯

誤。而在原本已有的《血上加雙》案例中，除了保留原本的完整

版解答外，也另外加入精簡版的解答供讀者對照參考。 

為避免厚重外觀形成閱讀學習的障礙，本次改版也同時微

調了版面，希望能在不影響閱讀舒適性的前提下，讓本書既能更

加充實，又還能維持不厚重的外觀。 

最後還要感謝陳奕廷律師和臺北大學法研所郭文傑同學所

提出的諸多寶貴建議，讓本書的錯漏可以更少一些，也要感謝 

元照出版公司在出版、行銷事務方面的協助。 

2020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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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序 

法律學是門應用科學，讓學生練就正確運用實定法的功

夫，自然就成為法律系的主要教學目標之一。在司法實務工作中

所遇到的問題，都是以實例的形式出現，因此，無論是法官、檢

察官、律師還是其他的法務從業人員，都必須能夠將抽象的法律

合乎事理邏輯地應用到具體案件。法學教育中的實例解析練習，

就是在培養這種法律實務工作者所必須具備的能力。 

德國刑法學界為了提高法律適用的可預測性（法安定性），

發展出一套精巧細緻的犯罪審查體系，堪稱德國法學界最重要的

出口品項之一。法律適用者透過這個審查體系，盡可能地公開每

個步驟的心證，便於他人理解並接受自己的判斷結果，提昇審查

結論的說服力。目前通說所使用的體系，累積了前人超過百年的

思想結晶，複雜程度自不在話下，初學者當然要經常演練才能上

手。德國法學院的教學相當重視此點，所以在一般的理論性課程

外，都會搭配每週數次的案例練習。相較之下，台灣法律系學生

這方面的練習機會就明顯少很多。筆者自從 2005 年回國任教以

來，經常遇到有同學把各種抽象理論背的滾瓜爛熟，卻不知道如

何將這些知識合乎犯罪審查體系地運用在具體案例中。這些觀察

心得，促成了撰寫這本書的動機。從開始構思動筆，寫到自己覺

得可以出版的程度，竟也過了七、八個年頭。雖然遠超過原本預

計的時程，但細活總是需要慢工琢磨，而且這段時間所累積的教

學及閱卷經歷，也讓內容更加本土化。往回看，這些時間際遇對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828



 

 

本書都有獨自的意義，就像那句德國人常說的諺語，alles hat 
seine Zeit，凡事皆有其定時。 

簡單地說，這本書就是德國犯罪審查體系的完整版使用手

冊，重點在於犯罪理論的技術應用面。但是在練習應用技術之

前，還是必須對於相關犯罪理論的實質內容具有一定程度的理

解，所以在每個單元中，都會先用簡短篇幅介紹基礎知識，幫助

讀者理解這些技術操作規則背後的實質考量。學會技術規則後，

當然還需要實際的操演練習。本書於第六講設有不同犯罪類型的

案例解析示範，建議讀者在看完每個單元的抽象規則後，隨即對

照參考該講中相關案例的應用示範。至於本書各章節中所列出的

常見錯誤，則是整理自筆者歷年來在東吳大學、臺北大學以及國

家考試的閱卷經驗，應該也有一定程度的防錯功能。 

在此還要特別感謝陳奕廷律師和阮玉婷律師的細心校對以

及提供的諸多寶貴意見，讓本書的錯漏能再少一些。另外，也要

感謝元照出版公司萬總經理和紀副總在本書出版事務上的支持

與協助。 

最後，謹以本書獻給我親愛的家人。 

2014 年 8 月 20 日，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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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書定位：基本功教學 

為避免誤解，有必要在一開始先用些篇幅來說明這本書的定位，

以及作者透過這本書所預期要達成的任務。 

可能很多人一看到書名《刑法案例解析方法論》，腦中就會浮現

「考試用書」四個字。先且不論，如果考試制度的設計正確、能夠真

實反映學習成效，那麼考試用書也就不必然是個貶義詞1。至少可以先

確定的是，如果考試的作答時間極為有限，要在兩、三個鐘頭內解答

四道複雜的實例題（像是部分的國家考試以及各校法律研究所的招生

考試），那麼徹底遵循本書所介紹的每一個步驟來作答，下場一定很

慘，因為時間絕對不夠用2。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本書當然就不會是一

本考試用書。但如果馬上由此推斷本書對於各種法律考試完全沒有用

處，則又太快。簡單的說，這本書是要告訴大家，怎樣把刑法課堂上

所學到的抽象知識（體系架構、各個爭議）運用在實際的具體案例上，

要介紹給各位的就是：如何完成一份「完整的」犯罪審查。打個比方，

就像是要藉由這本書教導初學者如何蹲刑法馬步、如何打出完整套路

等基本功。儘管武林大會上不會有蹲馬步這項競賽，但不代表初學者

不需學會並時時勤練這項基本功。在法學院裡，尤其是初學刑總與刑

分的低年級同學，都必須先從馬步基本功學起。如果修完刑法學分後，

還不知道本書所提到的方法、原則，那麼就算他背了再多的理論也是

                                                        
1 至於法律人的考試應該如何設計才算合理，當然就是取決於法學教育的

目的設定。對此，在下文貳、將有更進一步的說明。 
2 儘管筆者在課堂上一再反覆強調此點，也還是一直會有同學跑來抱怨說

這套方法讓他們在國考中什麼重點都沒寫到就把時間用完，實在讓人感
到非常無奈。根據筆者自身的國考閱卷經驗，的確看到不少考生把時間
用在沒有爭議的形式細節上，而對重點爭議隻字未提，自然不可能拿到
多高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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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然。在法釋義學的範疇，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無法被運用的知識

就是無用的知識！ 

但在另一方面也必須要提醒大家，我們雖然不應該過分貶抑這些

刑法上的馬步基本功，但也不能過分高估它。犯罪審查架構本身以及

本書所介紹的案例解析指導原則並不是法源，而只是一種在方法上合

目的、較為經濟的審查規則，應該用平常心來看待。其中的部分內容

固然是出於事理邏輯，若有違背即屬錯誤；但有更多的規則是出於共

識或審查經濟的考量，本身並沒有標榜絕對的正確性1，換句話說，只

是形式的方法，其任務在於讓法律適用者能夠較容易地正確適用法

律，推導不出實質的事理內容，初學者必須先對此有所瞭解。 

在時間極度有限的考試中，就必須如同律師回答當事人的提問或

是像法官開庭審理案件、寫判決書一樣，都是實戰，必須把握時間直

接切入重點。這就像是武林大會的比武過招，沒有人在這時候還從馬

步蹲起，然後一招一式打完套路。所以，初學者在學會了怎樣進行完

整的審查後，除非國考制度有重大變革2，不然下一步就是要學會時間

的分配以及內容的取捨3。但不管取捨結果為何，應試者的腦袋中都必

須先有一份完整的草圖，才能決定取此捨彼。最後要再說明的是，一

                                                        
1 僅參閱 Frister, AT, 7/6。 
2 像是在德國法律人的第一階段國家考試中，每則實例題考五個鐘頭，一

天考一則實例。有這樣的作答時間，才可能要求考生完整地解題。不過
如此一來，考試的行政成本（出題、場地、監考、閱卷等）就會大幅提
昇，在台灣不會受到執政者的重視與採納也不意外，因為這是一個無法
立即看到成果的長期投資。 

3 坊間多數的刑法實例書籍，都是採取直接切入重點分析的方法，如蔡墩
銘教授所撰寫的《刑法例題演習》、甘添貴教授的《刑法案例解評》等書，
或者像是林東茂教授在《刑法綜覽》一書各章節中的「案例與解題」單元。
這些都是初學者學會基本功之後，可供參考的進階讀物，練習如何直接
挑出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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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步驟一個步驟進行的思考方式，在面對簡單的案例時，雖然較慢、

較笨拙。但是在面對事實複雜的案例時，「笨方法」就立即顯現出它的

可靠，可以讓法律適用者在面對龐雜的案例事實資訊時也不會慌了手

腳，還能知道要怎樣跨出正確的第一步，並且也是最能擔保審查完整

性的安全作法。與此相對，若是沒有學過這種基本思考套路的案例解

析方法，就會把案例解析寫得像作文、社論一樣，每一篇都有不同的

結構安排，自然就可能阻礙其結論與推論過程的可檢證性，進而降低

了說服強度。事實上，先有一套固定的形式架構，也能為法律適用者

省下構思段落安排的時間與精力，也有利於相互間的檢視與對話，提

高法律適用結果的可預見性（法安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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