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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法百年发展的回顾与反思
———以台湾地区的几个刑法议题为中心

　 黄静嘉 ,胡学丞 ,台湾政治大学 法学院 , 台湾 台北 04097738

摘要:自清末沈家本(1840-1913)主导修律开始 , 中国法制正式迈向了现代化的进程。在沈家本主导下所修之

律法 , 尽管多数未及颁行 ,甚至尚处于草案阶段 ,但仍然对此后中国法制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其中

的《大清新刑律》堪称今日之台湾地区刑法的基石。本文以台湾地区的几个刑法议题为例 ,观其自《大

清新刑律》以来之流变 ,略述其现今所引发之争论 ,并稍作评议。这些议题包括: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

罪之存废争议 、通奸罪之除罪化争议 、内乱罪之修正(加列须以暴力或强制为手段且已实施为要件)、台

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犯之平反与补偿 、死刑废除之争议。藉由对这些议题的审视 , 希望能对两岸法制之

发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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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 《大清新刑律 》到台湾地区现行刑法

在沈家本主导下所修之律法 ,尽管多数未

及颁行 ,甚至尚处于草案阶段 ,但仍然对此后中

国法制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刑法方面 ,

又以 《大清新刑律 》对于近代中国刑法影响最

为重大。

清宣统二年(1910年)完成之 《大清新刑

律 》虽未及颁行 ,惟于民国元年(1912年)颁行

之 《暂行新刑律 》 ,乃北洋政府删修 《大清新刑

律 》而成。而 “国民政府 ”于民国十七年(1928

年)公布之 《中华民国刑法 》(旧刑法),虽系以

北洋政府法律编查馆于民国八年(1919年)完

成之 《改定刑法第二次修正案 》为蓝本 ,惟自其

内容观之 ,仍延续了 《大清新刑律 》的现代刑法

特色。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由 “国民政

府 ”制定公布 ,迄今仍在台湾地区生效之 《中华

民国刑法 》(新刑法),虽迭经修订 ,仍清晰可辨

其承继 《大清新刑律 》之精髓 [ 1] 30-39。简言之 ,

《大清新刑律 》堪称今日之台湾地区刑法的基

石。

二 、台湾地区现行刑法的几个

引起各方争执的议题

　　承袭 《大清新刑律 》的台湾地区现行刑法 ,

或因其所保留的部分 ,如中国传统伦常观 ,或因

近现代台湾的社会背景变迁 ,以致于出现若干

引起多方争辩之刑法议题。兹择尤举述如下。

(一)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之存废争议

孝道乃我国传统伦理中重要之组成部分 ,

我国传统法律因此制订数条以维系孝道为出发

点的法律规范。就 《清律 》而言 ,即包括如:“谋

杀祖父母父母 ”、“干名犯义 ”、“犯罪存留养亲 ”

等罪名。其中 “谋杀祖父母父母 ”之规定 ,经过

了沈家本修律 、北洋政府修法 、国民政府数度修

法 ,虽内容略有差异 ,但大致上仍存留在台湾地

区现行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 “杀害直系血亲尊

亲属罪 ”中。

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之立法目的 ,在于

以刑法维护 “尊亲 ”之传统伦理价值。依台湾

地区现行 《刑法 》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杀人

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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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杀直系血亲尊亲

属者 ,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由此观之 ,杀害直

系血亲尊亲属之刑责显然较普通杀人罪为重。

然而此一规定 ,今日台湾法学界多持予以废除

之态度 ,其理由如下 [ 2] 500-501[ 3] 51。

(1)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源自传统中国

法律 ,其理论基础在于中国传统之道德伦理。

然而近代先进国家法律及台湾地区现行法制体

系均强调维护个人尊严与人格价值之平等 ,亦

即每人生命皆等值 ,故就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

与杀害非直系血亲尊亲属两种犯罪行为之惩罚

不应有别。

(2)孝道应系属高层伦理道德 ,非法律所

应予以规范。退一步言 ,孝道向来重心甚于行 ,

以法律规范维护之 ,是否反而失去其本意 ? 亦

不无疑问。

(3)废除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 , 并不至

于动摇伦常道德观念 ,盖对于杀直系血亲尊亲

属者 ,仍有依普通杀人罪之规定酌情科处极刑

的可能。

(4)同样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日本 ,

其刑法亦曾有与台湾地区现行刑法之杀直系血

亲尊亲属罪相类似之规定。然而在 1973年 ,日

本最高法院已以该条规定违反平等原则为由 ,

宣告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之法律无效。 1996

年 6月 ,日本更正式废除该条规定 [ 4] 165-185。在

原属儒家文化圈诸国中 ,日本于继受欧美法制

上素有极为精进之称 ,其立法例值得参考。

(5)实务上 ,杀直系血亲尊亲属案件的发

生大多系因卑幼者有精神疾病或正处于酒醉而

自我控制力薄弱 ,亦有卑幼者在人格违常之尊

长的长期压迫下 ,忍无可忍 ,遂起而杀之 ,以求

解脱的情形。真正的卑幼不孝至极的案例实为

罕见 ,因此 ,就此罪之立法目的及实际适用法律

之结果而言 ,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之刑罚似非

确实具备实质效益。

尽管台湾地区法学界对于杀直系血亲尊亲

属罪之规定多所批评 , 但此一规定至今未废。

究其原因 ,平情而论 ,管见以为台湾社会普遍对

于孝道仍极为重视 ,对于杀害直系尊长者科处

重刑仍符合多数台湾人民之法律感情 ,故立法

机关亦不敢贸然废除。因此 ,尽管此一规定就

法理而言未必妥适 ,实务上亦缺乏实质效益 ,但

将重要的道德价值形诸法律条文规定 ,短期内

似乎仍是多数民众的期盼。惟就国外立法例乃

至大陆地区现行立法观察 ,长期而言 ,随着民众

法学知识的普及 ,此种违反平等原则之规定应

可望废除。

(二)通奸罪之除罪化争议

我国素重礼教 ,旧律对妨碍风俗之行为多

有处罚 ,其中规范非夫妻间之男女关系的 “奸

非罪 ”尤其受到重视。就 《清律 》而言 ,主要包

括了未婚妇女与男子奸淫之 “无夫奸 ”,与非因

暴力或胁迫而成之男女奸淫的 “和奸 ”。其中

“无夫奸 ”历经沈家本修律 、北洋政府修法 、国

民政府修法 ,目前已然废除 [ 5] , 而 “和奸 ”则自

原本只处罚有夫之妇 ,修改为处罚有配偶之通

奸者 ,以 “通奸 ”之名留存于台湾地区现行刑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 “通奸罪 ”中。 2002年 ,台湾地

区大法官会议作成之释字第五百五十四号解释

中 ,仍然肯定通奸罪之刑罚规定合宪 ,故迄今通

奸罪之规定仍存在于台湾地区刑法中。

通奸罪之立法目的在于维护社会风俗 ,但

随着社会风气日趋开放 ,台湾法学界遂有通奸

罪除罪化之呼声 ,其所持理由主要有六 [ 6] 。

1.通奸属私人丑行 ,应透过敦风厚俗防

止 ,科以刑罚并无实益。实务上 ,通奸罪之规范

最后多半沦为配偶的报复手段 ,并无益于婚姻

关系之维护。

2.通奸行为尚未臻至若不科以刑罚无法

满足社会大众被保护之需求的程度 ,故不宜在

立法上予以犯罪化。事实上 ,通奸构成民法上

之离婚事由 ,依法可诉请离婚 ,并得请求损害赔

偿。换言之 ,依民法处理已能提供足够之保护。

3.欲使行为人负担刑事责任 ,应就其行为

本身之恶害程度予以非难评价 ,处通奸行为人

以刑罚 ,其罪责与刑罚尚非相当。

4.观法律先进国家如德国 、日本之立法

例 ,皆已将通奸除罪化 ,大陆地区刑法亦然 ,由

此可知通奸罪之存续并不合世界立法潮流。

5.目前社会道德风俗渐趋开放 ,通奸罪的

存在已不符人民普遍的价值观念。

6.因台湾地区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

十九条但书规定:“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之罪 ,

对于配偶撤回告诉者 ,其效力不及于相奸人。”

故实务上常发生男性相奸人之配偶撤回告诉 ,

而女性相奸人仍然涉讼之情形。换言之 ,通奸

罪的存在间接导致了性别平等之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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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通奸罪之规定 ,由旧律之处罚无夫奸 ,

《暂行新刑律 》之只处罚有夫之妇 , 至 1935年

的新刑法之通奸男女皆罚 ,现今又朝向 “通奸

除罪化 ”发展 ,充分显示出法律随社会观念之

不同而演变的历程。尽管目前台湾地区通奸除

罪之修法仍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但随着社会

共识逐渐成形 ,相信 “通奸除罪化 ”将是可预见

的结果。

(三)内乱罪之修正

在我国法制史中 , “内乱罪 ”之名首见于

《大清新刑律 》 ,在此之前则称为十恶之谋反。

现行台湾地区刑法之内乱罪的雏型 ,大致确定

于 1928年由 “国民政府 ”制定之旧刑法 , 1035

年修订的新刑法之内乱罪规定仅仅是就旧刑法

作文字润饰而已
[ 7] 126-130。 1992年 ,因台湾地区

政治情势之变动 ,在部分社会团体如一百行动

联盟之运动鼓吹下 ,台湾地区立法机关修正了

内乱罪之内容①。修正之原因 ,主要在于 1935

年修订之刑法内乱罪仅规定:“意图破坏国体 、

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 、颠覆政府 ,

而着手实行者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 ,

处无期徒刑。”欠缺客观犯罪构成要件行为之

规定 ,有违构成要件明确原则 [ 8] 42。依此一规

定 ,几乎任何反对执政者的言论或行为都可以

被纳入内乱罪的范围。在台湾早期的政治环境

下 ,此一瑕疵十分容易遭到利用 ,经由主观解释

而将政治理念不同者罗织入罪 ,实质上对于宪

法所保障之言论自由 、著作自由等自由权 ,加诸

不当限制。因此 , 1992年乃就内乱罪进行修

订 ,将原规定修改为:“意图破坏国体 ,窃据国

土 ,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 ,颠覆政府 ,而以

强暴或胁迫着手实行者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首谋者 ,处无期徒刑。”在构成要件上增加了

“以强暴或胁迫 ”,即是针对前述缺陷所为之修

正。

然而 ,针对修正后之内乱罪规定 ,学者仍多

有批评 ,主要系认为修正后之规定仍然偏重主

观构成要件的描述 ,客观构成要件仍未臻明确 ,

系属意图犯之规定 ,而自外在客观行为实难就

意图作出正确判断 ,故修正后之内乱罪的规定

仍无法完全避免法官之主观擅断与遭充当政治

工具之可能。有鉴于此 ,多数学者进一步主张

应继续修法 ,并将修法之重点放在客观构成要

件(即犯罪行为)之描述与限制阴谋犯之处

罚
[ 7] 145-146。

尽管 1992年之台湾地区关于内乱罪的修

法未能尽如人意 ,但至少使得部分关于言论自

由的不当箝制得以解除 ,为台湾地区之民主进

程立下了新的里程碑 ,仍然值得欣慰。

(四)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犯之平反与补

偿

二次大战后 ,台湾得以从日本收复 ,然而由

于国民党控制下之国民政府诸多措施不当引发

民怨 ,以致于 1947年爆发 “二二八事件 ”。 1949

年 ,台湾地区进入戒严时期 ,国民党政府更肆无

忌惮地限制 、甚至剥夺人民之言论 、集会 、结社

等自由权 ,且因整肃异己而多有牵连 ,造成冤

狱 ,误杀无辜。有鉴于此 , 1987年解严后 ,为平

反并补偿无辜之政治犯 , 其先后制定 《二二八

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 》、《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

利回复条例 》及 《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

判案件补偿条例 》,并设立了 “财团法人二二八

事件纪念基金会 ”、“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

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 ” ,由学者专家 、

社会公正人士 、法官 、政府代表及受冤狱裁判者

或其家属代表所组成。兹举数案说明其落实情

况。

1.1949年的 “七一三澎湖事件 ”:山东烟

台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 ,因带头反对澎湖防卫

司令官李振清强制征调中学生为兵 ,遭诬陷为

匪谍而受到枪决 ,经 “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

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 ”审查获赔个

案最高基数为新台币 600百万元。

2.销行甚广之 《新英文法 》一书作者 、前高

雄市立女子中学英文教师柯旗化 , 因于 1951

年 ,其住处遭搜出一本 《唯物辩证法 》 ,遂以 “叛

乱 ”罪名入狱。其当时所受之 616日之羁押 ,因

系属无罪判决之违法羁押 ,于其声请冤狱赔偿

后 ,在 2000年获判赔偿金新台币 308万元(按

一日折算五千元计算)。其于 1961年再度以

“叛乱 ”罪名入狱 ,刑期 12年 ,期满后复遭送绿

岛管训 3年 ,应亦可据此向该基金会申请平反 、

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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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与在野党(民进党)间 ,就内乱罪有 “只修不废 ”与 “完全废除 ”之争 ,简要的说明可参许志雄:《刑法第一
百条 “只修不废 ”的问题 》 , 《国家政策双周刊 》(台北:财团法人张荣发基金会国家政策研究中心 ,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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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50年间 ,某毕姓军人因拒绝加入国民

党 ,写信给当时之 “国防部 ”总政战部主任蒋经

国 ,随后即遭以匪谍名义不当羁押 、监禁近 21

年。其于 《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 》

通过后 ,向士林地方法院声请高达新台币 2200

多万元之冤狱赔偿金。

据估计 ,台湾地区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超

过二万人 ,自一九九八年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

向「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

件补偿基金会」申请赔偿之案件即有五千多

件 ,向 “二二八事件补偿基金会 ”申请并已获赔

者约一千五百余件 ,其余受违法 、逾期羁押者均

依 《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 》向各地

地方法院声请赔偿。

台湾地区既以实施宪政及法治为标榜 ,则

前揭关于政治受难者补偿之各该法令制定及实

施 ,足以显示台湾地区法治之演进 ,已能面对过

去侵犯人权之不当举措 ,承认过错 ,予以补偿 ,

有裨于公民社会之建立。

(五)死刑废除之争议

我国传统法律向有死刑之处罚 ,惟依其执

行方式不同 , 而有轻重之别。至沈家本修 《大

清新刑律 》 ,其当时已认识到 “世界全废死刑之

国 ,殆居多数 ” ,然 “在中国 , 若使全废必非所

宜 ,且在法理 , 固有以死刑科元恶者 ” ,因此 ,

“故仍采用之 ”①。另一方面 ,因 “身首异处 ,非

人情所忍见 ” ,且 “按之古来各国之实验 ” ,公开

执行死刑 “非唯无惩肃之效力 , 适养成国民残

忍之风。”故 《大清新刑律 》采取 “绞 ”的方式执

行死刑 ,并采 “狱内密行之主义 ”②。承袭 《大清

新刑律 》的台湾现行刑法 ,仍保有死刑作为刑

罚手段之一 ,亦采 “狱内密行之主义 ”, 执行方

式则改为枪毙或药剂注射。惟多年来 ,台湾社

会就死刑一直存在废除争议 ,持留存论者与持

废止论者纷纷提出各种论据 , 彼此僵持不下。

台湾法学界多持废止论 ,其所持理由主要有

四
[ 9] 250-262[ 10] 434-437:

1.不论采取何种执行方式 ,死刑之执行皆

不合人道。

2.据实证研究结果 ,死刑对犯罪之吓阻力

相当有限。

3.即使号称法律先进国如美国 ,其刑事司

法体系之法官误判率仍高达百分之十四 ,若留

存死刑 ,无法避免错杀无辜。

4.废除死刑已是世界潮流所趋。盖至

2000年 12月底 ,已有 76个国家废止所有犯罪

之死刑 , 11个国家废止了一般犯罪之死刑 , 36

个国家事实上废止死刑。

5.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已足以替代死刑。

持留存论者 ,多主张不应忽略受害者家属

之感受 ,认为唯有公平应报方能安抚受害者家

属之情绪 ,还其公道。这是相当典型的应报思

想 ,亦是持废止论者无法回避的人情之常。事

实上 ,今日台湾社会的多数民众仍不赞成废除

死刑。一个多月前 ,甚至有某位法务部长因为

公开反对执行死刑 ,遭民意反对而被迫下台。

由此可见 ,死刑的废除在目前的台湾社会尚未

形成共识 ,死刑的存废 ,短期内仍是台湾地区之

刑事政策必须面对的难题。

三 、余论

前述台湾地区现行刑法就杀直系血亲尊亲

属及通奸等罪之规定 ,系承袭 《大清新刑律 》而

来 ,可谓我国传统法文化之余绪。其立法之本

意未尝不善 ,惟今日观之 ,不论系自法理抑或实

务言 ,似无继续存在之必要。观目前大陆地区

所施行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并不存在杀

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与通奸罪之规定 ,符合世

界立法潮流 ,应予肯定。两岸文化背景基本相

同 ,于此二项立法议题上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 》应可作为台湾地区刑法未来修法时的

借镜。

另由台湾地区现行刑法就内乱罪之修正与

戒严时期政治犯之平反与赔偿 ,可看出自戒严

时期至今 ,台湾正向民主化 、正常化过渡 ,而国

民党政府于戒严时期对台湾社会与人民造成之

伤害 ,亦总算获得可寻求救济的渠道。在一定

程度上 ,此一渠道将能持续发挥疗伤止痛的效

果。

再者 ,海峡两岸目前之刑法皆保留了死刑

之刑罚 ,故死刑存废可谓两岸法学界共同的议

4

①
②
《大清新刑律 》(复印件),页 80-81。
《大清新刑律 》(复印件),页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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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尽管就近代法学而言 ,废除死刑无疑为先

进法治国家的主流 ,但即使号称先进法治国家

如美国 ,就死刑之存废各州立法尚且存在歧异 ,

孰优孰劣未必存有定论。目前两岸社会对死刑

废除皆尚未建立共识 ,现阶段而言 ,全然移植国

外立法例废除死刑恐怕未能切合目前社会情势

及民众观感。或许适时检讨目前死刑适用的范

畴 ,排除部分无须科处死刑之犯罪 ,以符合当前

社会实际状态 ,日后视社会发展阶段再行调整 、

决定死刑之存废 ,似乎较为符合两岸法治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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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andReflectionofChina' sCriminalLawinOneHundredYears:

FocusonSeveralTopicsofCriminalLawinTaiwan
HUANGJing-jia, 　HUXue-cheng

(CollegeofLaw, NationalChenchiUniversity, Taibei04097738, China)

Abstract:AscommissionedunderanImperialedict, Jia-BenShen(1840-1913)launchedalegalreform

duringthelateQingDynasty, whichmarkedthebeginningofthemodernizationoftheChineselegalsystem.

AlthoughmanyofthestatutesproposedundertheleadershipofShenremainedatthedraftstageandwerenot

promulgatedorenforced, theyneverthelessmadearemarkableimpactonthedevelopmentoftheChineselegal

system.Amongthem, the“NewCriminalCodeoftheQingEmpire” inasenseremainsacornerstoneofthe

criminalcodeprevailinginTaiwan.ThisarticleexaminescertaincurrentissuesinvolvingcriminallawinTai-

wantoillustratetheevolvementofthecriminallawfollowingtheintroductionofthe“NewCriminalCodeofthe

QingEmpire” aswellasprovidingourcommentary.Suchissuesincludethefollowing:whetherthekillingor

injuryofadirectlinealascendant(i.e., aparentorgrandparent)constitutesaseparatecrimethatispunisha-

bleinadrasticallymoreseveremannercomparedtothekillingorinjuryofanordinaryperson;whethertotreat

adulteryasacrime;theamendmentoftherulesgoverningthecrimeofdomesticinsurrectiontospecifythatthe

elementsofsuchcrimeistheuseofviolenceorcoercionandthatsuchillegalactivityhasactuallybeencom-

menced;theexonerationofandcompensationforpoliticalprisonersincarcerated, punishedorsentenceddur-

ingaperiodofmartiallaw;andwhethertoabolishthedeathpenalty.Itishopedthispaperwillprovidesome

insightonthefurtherdevelopmentofthecriminallawforeachsideoftheTaiwanStrait.

Keywords:criminallaw;topic;Chineselegal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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