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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事 l 但司

死刑可謂最古老之刑罰，古代之復仇亦不過是死刑一種而已。如較為極端之說法，

可以說到達啟蒙期為丘，整個刑法史全由人類之血液書寫而成。如果不是近世紀來民智

之日閉，文明之進步，促使刑事思想之人道化，要不然，我f唱甘刑法大典可能仍舊要被

死刑佔去一大半。在我中華法系之刑罰下，死刑之作用一面在剝奪犯人之生命，一面又

使其痛苦，故分別死那j之種類，以為輕重之等差，其重者更有族誅之刑。在歐洲大陸以

往之刑罰思想因建立於神意之哲學基礎上，以威嚇主義揉嚴刑峻罰，因此大部份之罪犯

均處以死刑。如英國在亨利入世之治世三七年間f 自西元一五O五年至一五四二年) , 

酋處七萬二于人以絞刑，其所犯之罪多為無足輕重者。又在十六世紀紐倫堡( Nürnberg 

〉之一死刑執行官，在其二十年的任期內，就執行了一于一百五十九名死刑。十七世紀

有名之威嚇主義的刑法學者卡爾布作夫( Garpzow)在其法官之四十年任內，就宣告了

二萬件以上之死刑(註一〉。其後受自然法理論之影響，啟蒙思想之薰陶，乃產生合理

化處刑之主張;並認為死刑應手廢丘，代之而起者為殘酷之終身勞役刑。品可以人道主義

之勃興，刑事政策思想之闡揚，進步之法治民主諸邦乃針對刑罰之本質、目的、及有妓

性重加被討，其或主張廢正死刑，抑維持死刑，各有相當之理由;亦有些國家濫用死刑

，以致未能發揮其一定之敷能。死刑至少應該要到最後，或者是除了使用它別無他法足

以預防犯罪鎮壓犯罪時，始于啟用，以符立法之原意。

貳、我國死刑的變遷

死刑濫觸於何時，雖無明確之記載，然依刑罰思想之演進，轟音贖罪思想，用以懲

成報復之手段，則中外皆|司，故其存在恆典人類社會同其起源。蓋人好生惡死，其最大

痛苦莫若喪失生命，並為使犯人在痛苦中剝奪其生命，乃於死刑之執行上劃分等級，以

輕重區分，因之古時刑事立法所操之威嚇主義均以死刑為主。我中華法系刑罰制度之悠

久，可冠世界各國，因湖有關:我國死刑之史實，始於虞書舜典有: r 象以典刑，流有五

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之記載。所謂五刑，即蠱、剝削、官、六辟，是

主要刑，而流、鞭、扑、贖則為補助刑，合稱九刑。因此，除大辟為生命刑外，餘皆

為體刑，亦即殘害身體之肉刑。夏殷周各代沿而未故，殷約並有炮烙之刑，周禮腰斬碟

焚等刑，及春秋各諸侯以刑為威嚇。創下臨〈將身細割〉、環〈車裂〉、烹(以鼎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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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至暴秦統一，變本加厲，有梟首(斬首懸於木上〉、要(腰〉斬車裂、囊樸(盛

以囊而樸殺之〉、碟(裂其身而張其尸〉、較、以及夷三族之刑。

漠劉邦入關除苛政，與民約法‘三章，般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關蕭何定律，關於

生命刑有腰斬、蝶、絞及夷三族;惟夷三族制至呂后當政乃廢除之。韓信、彭越之徒，

雖曾受迫臨之刑( Þ!I觀刀細割而臨之~) ，但此並眾定制。曹魏時，死刑有梟、斬與棄市

(絞〉之分，而大逆無道則腰斬，並從其父母及妻子，謀反大逆則汙漪，或梟誼，並夷

三族。及晉減梟斬族誅從坐之{蝶，除謀反外，摘養母已離及女已嫁者皆免連坐。懷帝改

元大赦並除三族刑，明帝雖又恢復，但不及婦人。宋、齊、梁、陳，廢腰斬增餃，至惰

唐死刑則僅存絞斬，前代酷刑，一概廢丘。五代沿用唐律，宋朝之死刑常用凌遲之法，

亦極殘酷。元朝死刑為斬、凌遲，明代刑名與唐來近似，生命刑除較、斬外，尚有碟刑

，即類似宋之凌遲。清代初為斬、較與凌遲處死。至清末歐風東漸，奉令修律，光緒三

十一年，將死刑等級鹿除，所有凌遲、梟;首，改為斬決，廢止戮屍制度，及宣統二年聘

日本岡田朝太郎，參酌各國刑法起草新刑律，並籌建模範監獄，始漸近世界死刑之標準

(註二〉。

奎、我國現行刑法對死刑之規定

民國肇建，公布暫行新刑律，將死刑規定大半削減，至民國十七年公布薔刑法，將

專科死刑之罪列為九條(註三〉。至現行刑法則規定科處死刑之罪有絕對的死刑與相對

死刑兩種:

一、絕對死刑芝罪

亦稱專科死汗l院罪或「唯一死刑之罪」僅有四條:

1.強姦故意殺設害人罪(刑二三三〉。

2.海盜罪而致人於死罪(如j三三三之三〉。

3.海盜罪而放火、強姦、揚人勒贖或故意殺人罪( JflJ三三個〉。

4.據人勒贖而故意殺被害人罪 C!刊三四A之一〉。

二、相對死刑之罪

亦稱非專科死刑之罪，.即死刑、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由審判官擇一科刑。依現行

刑法又可分為三種:

付一死別或無期徒刑擇→科刑之罪，共有十二條:

1.首謀暴動內亂罪(刑一0一之→〉。

2.通謀外國開戰罪 OfU-O三之，一〉。

何 3.聽失民國領域罪(而U戶'0四之一〉。

4.直接抗敵本國罪 C JflJ"+O五之一)。

5. :tJ)瞳助敵罪(刑-0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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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日重裁種居栗或版運舉栗種于罪(如j二六一〉。

7.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刑二七二之一〉。

8. 強盜因而致人於死罪(刑三二八之三〉。

9.強盜而放火、強姦、揚人勒贖或故意殺人罪(刑三三二〉。

10.海盜因而致重傷罪(刑三三三之三)。

11.揚人勒贖因而致人於死或重傷罪c.刑三四七之二〉。

12揚人勒贖而強姦被害人罪(刑三四八之二〉。

亡3死刑、無期徒用j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擇一科刑之罪，共有二條:

1.公務員委棄守地罪(如j一二0) 。

2.普通殺人罪(刑二七一之一〉。

(三)死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擇一科刑之罪，共有三條:

1.普通海盜罪及準海盜罪(刑三三三之一及二〉。

Z普通擴大勒贖罪(刑三四七之一〉。

死刑論

基於刑事政策上矜老師幼之考慮，在死刑之適用上限制滿八十歲人犯罪者，不得處

死刑，本刑為死刑者，減輕其刑。而對於未滿十八歲之少年，則依刑法第六十三條及少

年事件處理法第七十五條規定，不得科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但其犯第二七二條第一項殺

直系血親尊親屬之罪，則不在此限(刑六三〉。死刑減輕者為無期徒刑或十五年以下十

二年以上有期徒刑(刑六四之二〉。惟在何種情況:F應減為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並無詳

為規定，其裁量之權當由審判官參照刑法第六十六條之精神以為運用之準則。不過如能

在刑法上明文規定，當更臻完善。另外對懷孕之婦女，依一般國家之法律均暫時停丘執

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六五條規定:受死刑議知之婦女懷胎者，於其生產前，由司法

行政最高機關命令停正執行。

又目前我國正處於勘亂之非常時期，因此除普通刑法外，尚有特種刑事法令之適用

。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凡在特種刑事法令有按期間內，觸犯該項法令之罪者，

雖普通刑法有明文處刑之規定，仍優先適用特種刑事法令，而此類特種刑事法令其處刑

值較普通刑法為重。去口陸海空軍刑法、妨害軍饑治罪條例、懲治鈑亂條例、勘亂時期貪

污治罪條例、妨害兵役治罪條例、殘害人群治罪 i廉例、妨害國害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

違反糧食管理治罪條例、戰時交通電業設備及器材防護條例、懲治走私條例、懲治盜匪

條例等均有處以子研IJ之規定。其中有不少條文於行憲前制定，已不合時宜;但仍有放施

行迄今。如陸海空軍刑法第十六條「背鈑黨國聚眾暴動」仍施行於行憲後之今日，與憲

法之民主政體的政黨政治精神是否完全助合，當有商榷之處。且其中有不少條文係重被

規定，似宜通盤臉討，重I予制定。今後修正刑罰時，亦可設法將部分適用者，歸納於刑

法內，否則特種刑法仍舊一直沿用，縱然現行法業已修正，實質上則與沒有修正似無相

異。經統計關於一般特種刑事法律，其絕對死刑之罪有二十四種，相對死刑之罪有六十

種(註四)至於軍事方面之刑事法律，其絕對死刑之罪有三十九種，相對死刑之罪共

有三十一種(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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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死刑之執行

刑事法上科以死刑之目的，今苦不同，其執行方法亦異。就歷史觀點言之，在古代

及中世紀，刑罰以威嚇為目的，對於執行方法，依其慘酷之程度而區分等級，故種類繁

多。如在歐洲各國曾有火烤、溺殺、活埋、馬裂、車裂、蒸殺(硫黃〉壓殺、煮殺、斬

首等刑。在日本曾有縛首、獄門、串刺、鋸挽、傑刑、牛裂、火烤、煮殺、投水、切腹

等刑。我國古代則有炮烙、臨賄、梟首、轅、蝶、絞、鐘、烹、斬、腰斬、凌遲等均是

(註六〉。

惟綜合近代世界各國死刑執行之方法約有下列六種(註七) : 

一τ 斬殺( B eheading )我國古代刑罰流行斬首示眾，就是大刀砍殺使其身首分離

。古代之英國即以手斧( Handbeil) 為執行之工具。二次大戰之德國、丹麥、芬蘭亦均

執行此法。另外在法國大革命時代流行斷頭臺( Gui l10tine ，即從二﹒二公尺高處裝設

六十公斤之大斧，使其墜落而斬其首〉為執仔工具。斬首之際，因動服在瞬間被切斷，

因此會立即喪失意識，但在頭部與身體部門仍可君到有活生生之現象存在。

二三較7刊( Hanging) 即利用結紮動服之方法，以中斷流往腦部之血液，使其即時

喪失意識之執行方式。但是受刑人之心臟仍會持續的鼓動十六分鐘;如能及時將其鬆縛

，仍有教活之可能。因此，有些創于手即在繩上編一個活動套結，以促其迅速斷氣，但

有時會因此折斷其頸骨。在英國設一踏板令受刑人頸部套上繩子後立於踏板上，執行峙

，只將踏板往下閱，受刑人就墜落於腳下之洞內，而窒息死亡。這種方式有時會折斷脊

椎且頸骨的可能。對此執行細節，通常國家都不願詳為規定，而以委由創子手家族之傳

統方式執行為多(註入〉。

三三槍殺( Smoting) 槍殺致死之確實與速度，依執行人數及命中之精確度而不同

。如以十名之執行人員同時瞄準一位受刑人之頭部而射擊，因頭部可能敲擊碎當會即時

死亡。通常法國執行人員都射擊心臟，而蘇俄的執行人員即射擊頭部。目前南美諸國及

甜頭亦揉槍殺方式執行。

四瓦斯級( Le出al gas chamber): 將受別人置於密閉之房間，然後注入瓦斯氣體

，使之窒息而死。一九二一年美國內華達州即執行瓦斯刑。因可瞬間喪失意識作用，較

符人道，為美國之十餘州所採行。我國監獄行刑法亦採此制。

位。電氣殺( Electrocu tion )即在死別監內設置電椅一座，令受刑人入坐電椅，

頭戴電帽，腳部設置通電裝置，再由另一房內通電致死，其所需之電壓約為二于伏特至

三于伏特。電氣殺之優點在於瞬問執刑痛苦較少，而且不必直接假手於執行者，減少執行者

之不快感覺，但因死屍之慘狀及電刑執行所需之時間因人而異，而有反對聲浪。電氣殺

最初於一八八三年美國紐約州通過後，遂迅速傳播於其他各州。我國監獄行刑亦採此制。

的毒藥紋( Giftbecher) 古代希臘之蘇格拉底就是經由毒杯處死者。近年來納粹

德國亦曾考慮過。這種由死囚犯.自行仰藥自殺之刑罰雖具有犯人自己清算自己之惡行的

人道意義，但因國家公然獎勵自殺，在基督教義上，亦難認同，而為一般所反對。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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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由死刑執行人對死囚犯控射毒藥處死者。但其缺點即須由專門人員執行但此舉往

往遭到法醫等專鬥人員之反對。此外 p 使用毒藥處死，其遺體均無法提供醫學研究，人

體器官亦無法捐贈，亦為其缺點。

總之，在近代文明諸圈，死刑執行方法不論如何改變，其所要求之原則，可歸納如

下:
村執行死刑時應盡量減少犯人之痛苦。

臼執行時應盡量避免殘忍之方式。

(=:l著手執行死刑時，應求確實而直截了當地達成目的。

在我圈，民國以來暫行刑律與舊刑法關於死刑之執行，均規定用絞。惟現行刑法則

不設明文，而留待特別法令之規定。關於死刑之執行，應如何使之人道化，我國早已注

意及此。國民政府於十八年五月四日訓令行政臨內政軍政及各警備衛戌司令部，死刑用

斬，無論普通法院及軍事機關，均應予以禁止。前司法行政部於二十四年亦曾訓令各省

法院，關於死刑之執行，以用較為宜，並在可能範圍內，設法使用航醉品，以減少受刑

人之痛苦。現行監獄行刑法第九十條規定，死刑用電或瓦斯，在監獄特定場所執行之。

未設電氣刑具或瓦斯室者，得用槍斃。

執行死刑，我國係揉秘密執行主義，應由按察官會同看守所所長蒞視驗明，並命書

記官在場，其他人除經接察官或監獄長官之許可者外，不得擅入刑場 CJflJ訴四六二、四

六三 1執行死刑規則二、七〉。死刑之執行揉密行主義之結果，其一般之威嚇力，已非

昔比。但執行死刑若於裁判確定後，久不執行，不但對受刑人增加精神上痛苦，且易為

社會一般人所淡忘，削減其威嚇之執行殼果。因此，前司法行政部決定，裁判確定之死

刑案件，除案情確有合於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或有停止執行之法定原因者外，應依

法切實迅速執行，以收懲做之殼。其有再審或非常上訴之法定原因者，亦應依法迅予數

情，以昭公允(註九)。

法脫言能知死刑之判決確定後，接察官臨速將該案卷宗，送交司法行政最高磯關(刑

訴四六0) 令准後，除執行檢察官發見案情確有合於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者，得於三

日內電請司法行政最高機闕，再加審該者外，應於令到三日內，在監獄執行之(刑訴四

六一〉。但心神喪失，或生產前之懷胎婦女，則均由司法行政最高磯關命令停止執行(

刑訴四六五)。此外，紀念日、受刑人之直系親屬及配備喪三日至七日、三說等內旁系

親屬喪一日至三日，以及其他認為必要時，均不執行死刑(監獄行刑九OII) 。

根攘台灣高等法院接察處之統計，我國自三十七年以來死刑執行情形有如下表(註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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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諭

伍、世界各國死刑存廢之立法

世界上最先廢血死刑之國家為美國之密西很州(一八四六年〉。目前廢11:死刑之國

家有下列三種情形:

抖法律上明白廢11:之國家:美國五十州襄有十四州廢正死刑。其他委內瑞拉(一八

六三年〉、聖馬利諾(→八六五年〉、丹麥、西德、意大利、挪威、荷蘭、瑞典、法國

等。

口接近完全廢丘之國家為澳洲之新南威爾士洲、美國北達科塔州、紐約州、羅德島

州、在亞洲有尼泊爾、印度。

(三)雖有死刑之規定，但事實上已鹿 I上之國家為比利時、利喜頓斯泰恩、盧森堡、梵

蒂岡、瓜地馬拉等園。

依聯合國於一九八0年之調查，在一五三國中賽三十五國已廢丘死刑(註十一〉。

近年來如劫機等重大刑案震驚全球，因此在美國雖有部分州已廢止死刑，但美國總統尼

克森曾於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之國情咨文中，向國會要求對劫機與綁架依復死刑。一

九七四年三月十三日美國參議院通過對犯間諜、鈑亂、綁架及空中劫機而造成死亡者處

以死刑，以推翻一九七二年聯邦最高法院有關執行死刑係違憲之裁定，惟對於未滿十八

歲或有心神喪失等減輕之原因時，得免除死刑。

陸、死刑荐廢論

一、死刑廢止論

死刑應否存在，自十六世紀以來，即為歐陸學者論爭之主題，首先係基於宗教之立

場而為評論，追至十八世紀受啟蒙哲學之影響，遂有不少法學家、政治家、社會學家甚

至於教育學家......等，由個火主義之人權思想 倡死刑之「應該廢lI:J 。這些全部學說

如容許吾人一一詳列，就是一本數萬言巨著仍無法盡述，不過我們當可扼要分別敏述如

下:
付義大利國民經濟學家貝加利亞( Cesare Beccaria) 首先在「犯罪與刑罰J (註

十二〉一書內基於1屆人主義之理念痛斥當時反乎理性與正義之棧酷刑政，彼日: r 法律

處人於死，依根據一定之計副與形式之故，愈形悲慘J '並認為科處死刑與社會契約說

的個人主義國家觀不相調和。因為人的生命是一種不能放棄的法益，自殺之應該受到排

斥，當然在社會契約內「自殺性之同意的死刑」也應以違反善良風俗而認為無殼。.

亡3另外具爾格( J. N. B ergér )部由形而上學的觀點認為死刑之所以應該廢止，

在於死刑本身因具有一種超越性的內容，由其作用而言，是超越於現實之經驗的世界，

不但如此，死刑是將一個有限度的犯罪行為以一無限度而無法比擬的結果相結合(註十

三〉。

(三)從人道主義的觀點認為人的生命是神之所創，基於摩西十歲， r 凡人不可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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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無可諱言的係在否定死刑之存在，托洛斯泰( Tolstoi)在其名著「我不能沉默J ( 

Ich 姐nn nich t sch w eigen !)與洛斯多葉夫斯基( Dostoj ew-sky )在「白癡J (Idiot 

〉一書內均強調死刑之應該廢丘。另一方面佛蘭克林( Franklin)等人於一七八六年在

美國由宗教上之觀點力倡戰爭與死刑皆屬違背神意之行為(註十四〉。我國則林紀東先

生之以仁愛為刑事政策之基本原則而認為死刑應予廢丘者(註十五) ，似不宜等閒視之。

四從刑事訴訟之立場言之，法官判決錯誤在所難免，科處死刑的判決一且有錯誤，

教及無辜，將成司法毅人 (Justizmord ) (/註十六) ，再者，若因誤判之結果被執行

死刑，就因死者不能復生，再也無辜後教濟之望。因此齊林( Gil 1in) 認為刑罰應避免

這種挽回不可能之刑的制定(註十七〉。

由死刑又與文化政治之要求相抵觸 4 如國家自創一正規之機構以執行殺人，將無以

主張生命之不可侵犯性。因此朱偉格 (Stephan Zweig)認為死刑之論爭係在避開中世

紀之非人道的立法(註十八〉。

的死刑並不具有威嚇力或一般預防之致力，已往之死刑存置論者以為死刑因具有威

嚇力，致一般人對其產生恐怖而不敢輕易犯罪。但觀諸事實，死刑自7古至今行之已久，

犯罪並不見減少。蓋這些論調皆未正確底把握犯人之心理1.犯人之大部份以精神失常

者為多，精神失常者，因此責任能力，眠不能科以刑罰，當然不會產生威嚇作用。 2.毅

人犯以激情犯為多，激情犯之大部份即起因於嫉拓;愛情往往超越生命力，因此對於不

怕死亡之殺人犯，當然談不上死刑的威嚇力。 3.殺人犯往往在犯罪後自殺，其不但不尊

重他人之生命，對自己之生命亦復如是。何能談及死刑之威嚇力。 4. 大部份之犯人皆深

信自己行為之不被發覺而犯案，對於這種不加考慮後果之犯人，就是施以刑罰之反作用

亦無威嚇力(註十九) 0 5. 就政治犯言之，彼等義有重於泰山，而死有輕於鴻毛，寧願

自己所信奉之理想、信仰，犧牲生命，殺身成仁，引以為榮，是故更無死刑之威嚇力(

註二0) 。

的由犯罪心理學上言之，刑罰愈苛，愈足增長人之殘酷心理。蓋人類皆有模仿性與

習慣性，其所不常見者，則不敢為，故承平之世殺傷者少，亂世殺傷者多，是死刑非但

不能鎮壓犯罪，適足以助長人民殘忍之風，得相反之結果(註二十一〉。

的由故害者之立場而論亦應廢止死刑，設將犯罪人處以死刑，雖可一時滿足被害者

之報應感情，但其日後生活並不因此而受到教助。同時因執行死刑之結果，犯罪人之遺族

亦將因此陷於貧困之狀態，是故無論加害人或放害人任何一方都極易成為犯罪原因之溫

床，為此應將死刑改為無期徒刑，而將犯罪人在監獄內勞動所得之收入供被害者與犯罪

人家屬生活之用(註二十二〉。

。~死刑之廢11:與犯罪之增滅，並無直接影響，由統計所示，在世界上若干國家廢止

死刑之後，重大犯罪並未因而增加。亦有不少國家恢復死刑之後，或雖動輒使用死刑，

其重大刑案亦未見減少(註二十三〉。

二、死刑存置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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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吾人要提出援間，如果「死刑」是毫無價值，或者是說害多於利，一如上述之

分析，那麼何以今日尚有不少國家依舊存有死刑刑罰制度。這種現實問題使吾人不得不

對於死刑存置論者予以深入分析。

村死刑之存在與緊急、防衛時「公力無法教擠，得以私力教濟J 之道理相同。俾斯麥

認為: r 為預防有殺人意志之犯罪人的侵害，可能允許憲警或任何個人為殺人之行為。

為仰制殺意明白之殺人犯，除了允許將其殺害外，別無他途可循(註二十四 )J 。

口法儒盧峻認為基於社會契約說，社會構成員對於「死刑的同意J '在法律上應屬

有毅，故可肯定死刑之存在。蓋此種同意係屬「未必」發生之性質，即只有自己在未來

司有故犯殺人罪之情況下，始有同意之可能，亦即自己並非對死亡之同意，而是對於遙遠

可能不致發生之死亡之危險同意而言。因此為維持自己生命之繼續，置個人生命於死亡

之危險境界?並不違反善良風俗，只是「為使自己不致成為殺人犯之犧牲品，萬一自己

成為殺人犯之時，則祇有同意死亡之一途。在此種契約之下，祇有保護自己之生命。並

無處理自己生命之情事。因此，不可逕自推定認為參與契約者已預先考慮到自己之應受

較刑的結果(註二十五」。

(三)在以牙反牙，以自反目的同害報復思想下，殺人者被處死刑，乃是基於正義之要

求所應得之後果，且符合國民之法律的確信，具有平忿滿足被害人及其遺族之復仇情感

之功用。故漢高 l祖臼‘: r 毅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J 康德更謂: r 正義必須實現，甚

至於世界因而覆誠 J Q (Fiat iustitia per臼 t mundu~ (註二十六〉。

個沒有比死刑對於人類之幻想與情緒更具有威嚇力者，當然並非只對「死J 本身所

發之威力，蓋所謂「死亡J 是任何人所無法避免之必然現象，而是對於特定人，透過執

行者，在一鎧暫時間內以外力結束犯罪;人之生命。更且為吾人所不能忽視者，強有力之

國家權力與最嚴厲之刑罰，沒有比剝奪犯罪人之生命更能有鼓地表露出來，也因生命所

具有之不可，恢復性而更具威嚇力(註二十七) .0 

個隨著文明之進步科學之發達，文ft!社會亦將更為夜雜;同樣地犯罪技術亦一天比

一天進步。農業社會之犯罪者稀少，工業社會之黑社會組織泛濫，犯罪手段之殘忍，而

少年犯罪日趨猖擻，是故在文化社會下，非使用重刑，買不足以過11:.犯罪(註二十八〉。

的為預防重大犯罪之發生，據用嚴刑峻罰的死刑，為勢所必須。蓋惟有強有力地否

定罪惡，始能強有力地肯定善行。死刑之廢止，只有賦予犯人之殺人的許可證，而置社

會多數人之生命於危險之狀態(註二十九〉。

的對於無可改悔之元兇巨惡，如不將其從社會永久隔離之，勢必無法預防危害、防

衛社會。因此，死刑實係維持社會安寧秩序所必積存在之不得己的措施(註三0) 。

渠、批判

俾斯麥在一八七0年三月一日之演說中曰 r 一種人類力量如其未得上面之認證

，將不夠強力以揮動創于刀(註三十一) 0 J 也就是說，只有超個人主義之法律觀，才

能將死刑正當化。也只有這種法律觀才能賦予國家一種生殺予奪之權利。由此可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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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刑事政策，其增刪修改一皆以法律哲學上觀點之不同而異其旨趣，死刑之存在與否當

亦不能例外，此點吾人在上述存置論與廢止論見仁見智之互為對峙下，已完全洞察無遺

。不過當吾人在選定各自之立場前，理應事先對其利害得失加以分析批判，見解始能敏

銳而客觀，亦惟如此，才是合於科學之要求。

一、對廢止論之批判

在廢11:論下貝加利亞之將「自眾性同意之死刑j 與「自教之同意J 兩者不相區分，

混為一談，其所犯之錯誤在於前者係由客觀之立場而為論點之根據，亦即由客觀之判斷

以犯罪人不得不同意之情形下而言，與後者之自殺者對其自己之死亡主觀之同意者不同

.c註三十二〉。叉車日貝爾格由形而上學的觀點，認為死刑具有超越性之內容而應予廢止

一點，作者以為死刑處罰之範圈，只要剝奪犯人之生命力就已足夠嚴厲，當然不必延伸

於死亡之後也。再從人道主義之觀點而評論，如果說死刑是違反人道主義，難道剝奪罪

犯之自由樹產底自由刑與罰金刑就合於人道主義乎?何況沒有比重罰一兇惡之犯罪人而

能抑制多數同樣犯罪之發生，以達保全一股善良人民生命財產之目的更為人道主義了(

註三十三〉。再說因「司法之誤判」將導致司法殺人等論點，完全將司法制度之缺陷歸

責於死刑之存廢，實欠穩妥，吾人祇要執行者能公平辦案，審慎量刑就可消誠誤判於無

形，而不應從死汗u之存廢上打主意，不然則無期或有期徒刑亦有產生誤判之可能性"均

應一律廢正也。如說: r 國家雇用職業創子手以執行死刑，將與文化政治之要求相抵觸

J 那麼吾人要試間，為了維持世道正義，法律賦予創子于以殺人之權利，與國家設立

監獄以執行刑罰有何異同?如欲維持丈化改治之高度發展，只有將少數罪大惡極危害社

會之不良份子瀏除。再者，所論犯罪人之大部係精神病患等說法，亦未必可靠，吾人可

由日常報端閱知不少兇惡罪犯，犯案累累，並非什麼精神病等作祟，更有不少犯罪人在

犯案時會考慮到刑罰之輕重，譬如少年或青年犯罪人因涉世較淺不明利害，常常一犯就

是搶劫等重大刑案，對於年長犯罪人往往考慮到強盜罪之嚴厲刑罰，而避重就輕，盡量

試行竊盜之輕刑犯罪。何況尚有成于上萬之處心不良者，雖具有犯罪之動蹺，因鑒於刑

罰之威嚇力，而在著手之前自行抑制其犯罪行為，以至於不為刑事學家之研究對象(註

三十四〉。至於對政治犯死刑無威嚇力而言，亦不一定正確，蓋各國為維持其政治秩序

，於內亂罪之規定，一方面踩重刑政策以為威嚇，一方面對自首有先刑或減輕其刑之獎

勵方式，收敷甚宏。關於死刑之執行因犯罪人之模仿性，愈足增長殘酷心理，雖為無可

否認之事實，惟現代刑法已不取梟首、素市方式，而於監獄內秘密執行，非經被察官及

監獄長官許可，不得入行刑場內，藉可避免此種責難，故謂死刑增長人之殘酷心理，亦

不足為慮。又「由犯罪人所得之收入以補助被害人之生活」的主張，將更不切人情義理

，蓋破害人與犯罪人之間的關係已成旅炭，決不因生活之困苦而願接受犯罪人之生活補

助。還有廢止論者由統計數字證明「臥死刑之廢止與犯罪之增減並無直接影響 J 者，實

忽說社會變動之按心;蓋鹿止前後其社會經濟轉造，年齡與男女性別區分之分佈狀態的不一

，種族、風土、氣候之多變下，不同社會之相互比較實無法把揖事理之真象。因此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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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仍不足踩(註三十五〉。縱在極權政體下法律只是具文，制度等於虛設，人民之生

命財產惟為政者之喜怒哀樂以為斷，況於死刑乎。與死刑之存廢在本質上可謂毫無關聯。

二、對荐置論之批判

如單就上述之批判為依攘，吾人或許就一口咬定死刑之必鎮存在;相反地，吾人亦

可同樣地對於死如辟置論者加以適當之分析批判。首先就緊急防衛的觀點而論，該死刑存

置論似未完全把握緊急肪衛之本質;在緊急防衛時，為排除危害，對攻擊者所施之反擊

，雖有時發生般人之結果，但其本身並非以般人為目的，只是在消滅攻擊能力而已。

換言之，這種緊急防衛權並非朝向生命之城絕，而是朝向生命之危險進行(註三十六〉

。其與死刑在本質上之差異與前者到最後之瞬間仍者逃避之機會吾後者則完全受一定之

時間所限制，並處於一種不可能逃避之恐怖情感下痛苦蝸集之心理狀態。關於盧援基於

社會契約說在「附條件之同意J 上，因將死刑之同意追溯到該殺人犯在作死刑之同意時

，並未考慮到日後自己逕會成為殺人犯之時點上，以致毫無異議的同意死刑的論點。彼

以此同意將社會契約之發生歸結於一定時間之歷史事實上，致使社會契約說之根本理論

發生動搖，如謂社會契約係擬制的形象，則此類契約應屬超時間性。並非歷史性之一次

同意就已了紛，蓋此種同意未考慮到因時間的變遷，而有更新之可能性。一個正確的國

家，無論在任何瞬間，就是當殺人犯之頭顱接送上斷頭臺時，亦應t以國家係由全體構成

員之契約而成立予以肯定之，唯有如此始能將死刑合理化，。其次康德、之所謂「正義必須

實現，甚至於世界因而覆減」一語，將人類視為實現正義之手段，實屬本末不分，應該

說法律是為服務社會而存在，因其具備維持社會秩序之功能，始有存在價值，設若沒有

社會豈有實現正義之餘地?因此正義之要求應以不危害社會之存在才是正確，亦椎如此

，人類才不致在假藉維護「正義J 之美名下為「死刑」而犧牲。又死弗拉存置論者謂死

刑具有極大之威嚇力，但吾人要提出反間，何以在執行死刑之翠日仍有被人等重大刑案

之發生?彼等繼而主張「在文化社會下犯罪叢生，使用重刑可預防犯罪，鎮壓犯罪J ' 
是類論點實無異曲解文化社會之本質，文化社會應與野蠻社會有極端之不同，如果說文

化社會真正進步，應該是在說明法治民主、教育與人民生活水準之普遍提高，其結果是

犯罪之減少，死刑之廢止，而不在於犯罪之增加及兇惡犯罪猖獵之反常現象。又說 r

如欲預防重大犯罪之發生必讀踩用嚴刑峻罰的死刑J 等捨本而逐末的觀念，實忽視了過

阻犯罪首應研究犯罪原因之正本清源的辦法。何況昔日朗布羅竣之所謂「生來性犯罪人

」已被否定，犯罪之所以發生，環境因素要負極大之責任，因此李斯特謂: r 最好的社

會政策，也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又彼等所謂: r 惟有強有力地否定罪惡，始能強有

力地肯定善行.J '將罪惡與善行並行而論，實屬非當，相同地，表揚善行也不能因此達

到否定罪惡之結果，善行與罪惡兩者並無絕對之相互因果作用之關係。再說「如廢止死

刑，只有賦予犯人以致人之許可證」一節，觀諸世界上若干廢止死刑之國家，並不因而

增加重大刑案之發生，就足資吾人之反證。反之，如I視生命如草芥，風氣所及，人民亦

因此輕視他人之生命，或甚至於輕說自己之生命。至於存置論者以為「死刑可以將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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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極之犯罪人從社會完全隔離之J '這種論法顯然忽略無期?街刊之作用，因此林紀東先
生謂「無期徒刑亦可發生同樣敷果，何必殺之而後快? C 註三十七J '誠屬正中鵲的之

言也。

捌、死刑之刑事政策效果的實證探討

如果廢.Il:死刑，會不會對犯罪之增減發生影響作用，此為一般人最為關心之問題。

尤其是死刑廢正以後，殺人罪會不會因而增加?對此問題荷蘭與瑞典曾作過實證調查，

如荷蘭酋於一八七0年起廢.Il:死刑，但是死刑廢此後，並未發現殼人罪有增加之跡象;

至於瑞典赫令一九二一年起廢此死刑，而死刑廢丘後，反而殺人罪有明顯的減少之趨勢

。(如下表) C 註三十入〉在美國的威斯康辛州也發現廢正死刑以後，酋長期的維持在

低犯罪率之現象。

荷蘭於一八七0年廢吐死刑後，其殺人罪率之年度統計

18別 1860 1871 1881 1891 1901 1911 1921 

年 度
、

1859 1869 1880 1890 1900 1910 1920 1927 

人口一百萬 、

0.96 1.46 0.83 1.17 1.41 1.25 1.32 0~60 
之謀殺罪

瑞典於一九二一年度廢止死刑後其殺人之罪之年度統計

1894 1905 1914 1920 1臼2 1939 

年 度

1904 1913 1916 1932 1938 1942 

人口十萬之
1.0 0.9 0.7 0.5 0.46 0.47 

教 人 犯

但對上述之實證研究持反對意見者，亦大有人在。我國近年以來，因暴力犯罪之增

加，輿論之主張重刑治罪者，不絕於耳。美國學者艾利害( Isaac Ehrlich )最近依攘

統計認為在美國每一件死刑之執行都會產生降低殺人數之敷果。美國司法部與輿論界，

為使人民易於暸解，乃將其發現予以通俗化，而解釋為每執行一次死刑，就可拯放入條

生命。艾氏之統計資科與結論，遂引發一場極大之風波並遭受四面八方之評擊(註三十

九〉。平貫而論，這種實證之研究，不論從任何方面，均無法證明其確實性，而只能作

為吾人思考之佐證而已。

玖、代替死刑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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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無論就死刑之存置論或廢此論任何一方各具理由，亦有適切之批判，惟

依世界各國刑事立法之趨勢，似有逐漸廢正或減少死刑立法之勢，我國從清末至民國肇

建迄今，亦朝此方向進行。在此情況下，應以何種制度以代替死刑，殊有進一步探討之

必要。依死刑在刑罰上之功能，除了具有滿足一般國民及被害人或遺族之正義感的應報

作用外，並有威嚇一般國民以遍阻同類犯罪發生之一般預防作用，.以及將犯人由社會永

遠隔離之，以達防衛社會之特別預防作用。因此欲研究代替死刑之制度當不可忽略上述

應有之功能，在今日之刑罰思潮，切斷人犯肢體之體刑既屬「殘暴之刑罰J '與發送殖

民地之流刑又無可能，似乎只有考慮踩用終身之無期徒刑或其他長期自由刑之方式。

依各國法例及學者之論說可歸納下列幾種方式:

村處三十年有期徒刑，而不得適用骰釋之規定(註四0) 。

口處三十年以上五十年以下之有期徒刑，至執行徒刑三分之一以後始准假釋(註四

十一〉。

(三)處無期徒刑，在執行徒刑至一定期間後始准假釋:有規定須經十五年者，如瑞士

刑法第三十八條，奧地利刑法附條件判決之法律第十二條等。又有定二十年者，如阿根

廷刑法第十三條?亦有定十五年以上三十五年以下之範圍內由法院決定假釋者，如紐約

州刑法第七十條。在英圖對於一般之無期徒刑，雖經內政部長之裁量可于假釋出獄，但

對於殺人罪，法既可向內政部長提出假釋前應服一定刑期之建議。至於西德依刑法第二

一一條及美國密西根州第七五0條，及三一六條則規定終身刑吾除非藉恩赦之方式外別無

眼釋之適用(註四十二〉。

叉，有主張假釋之，決定 d 不應委之於矯正保護之專家單獨決定，而應設置，特別審查會

，由法官、接察官、矯正保護人員、律師、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被害人代表及輿論

代表等組成，如被害人代表及輿論代表有反對之主張時，則不得賦予偎釋(註四十三〉。

個死刑之延期執行:在日本從一九六九年起阻釀制定 f 死刑之延期執行J; 但此一提

案酋於一九七一年六月八日之法制審議會刑事法部會，以廿入票對十票之壓倒多數遭到

否決。其提案之內容如下:

1.延期執行之宣告 a 法院於宣告死刑時，於考慮有關刑罰適用之一般基準後，如

認為有保留刑之執行之情狀時，得宣告五年期間暫緩死刑之執行。 b 依前項規定被餒死

刑之執行時，應將受刑人監禁於刑事設施，施以必要之矯正措施。

2. 變更為無期徒刑:延期死刑之期間期滿後，法臨於聽取死刑執行審查委員會之意

見後，除認為仍有執行死刑之必要者外，得將死刑改判為無期之懲役或禁鍋。

捨、結論

死刑究廳、逕于廢止，或于適度減少，如何引進新之代替方式;其決定之關鍵應考慮

在正常之法律秩序下是否有使用死刑之必要?倘以近代國家之體系而言，雖謂已有足夠

之手段與龐大之力量足以鎮壓犯罪，而不必處處訴之於死刑，尚以今日刑事政策之觀念

在於以教育刑代替報應刑，對於可以改善之犯罪人，吾人當有改善之責任而使其復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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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為社會服務，對於不能改善之犯罪人則處之以無期徒刑，從社會隔離之(註四十

四) ，使其在監獄內嚴密之監說下，仍可盡一份工作為社會教勞，凡此早在十八世紀啟

蒙期已為人類所充分連用。然以我國迄至前清固以死刑的刑罰之重心，及自暫行新刑律

，已對死刑有所改進，追至舊刑法有絕對死刑之規定者已減至九種，現行刑法尚保留死

刑之規定，其所以如此，可追湖暫行刑律原案補簧列舉之理由 1 一日法理:刑罰如藥

石，犯罪如疾病，醫之用藥，非審其病質與藥力，則藥無妓，而病不得廖，故潰爛之癱

瘟，非尋常藥力所能奏裁者，則割去之，死刑之加於犯罪，亦猶刀割之加於瘟痘也。定

其適用之標準，顧有二端，日大惡不治 P 曰干犯倫紀，倘對於此等大惡不治之犯不加以

絕對淘汰之刑，豈國家刑期無刑之意哉。二日歷史:國家當改革之秋，沿歷史之舊固不

可，不審其所當存者亦不可。我國自有史以來，倫理之重未嘗或變，使一旦廢i上死刑，

則對於干犯倫紀者裁判必多窒礙也。三日社會心理:我國採用死刑，相沿巳久，使一且

廢丘，其影響必及乎社會心理，兇惡之徒，必玩其刑輕而肆無忌彈，良民必駭其不情，

愈滋權利侵害之懼矣。基於以上理由，我國對於死刑之制，未能邊廢也。

我國名法學家韓宮、護教授亦基於特別預防之手段，並由正義觀念，為維持民眾對「

法律之確信」以及刑罰之「威嚇警玻作用J '主張仍以暫時保留為宜(註四十五〉。良

以我國頻年喪亂，盜匪潛滋，如藉人道主義與刑事政策新觀念之闡揚，未加審酌當前內

外處境，還然符合全面廢1l:死刑，則盜匪惟一魁星之生命刑已不復存在，尚且目前一般

反社會性之重罪，多數並非導因於「饑寒起盜心」之偷竊麵包之類 C 註四十六) ，是故

，以重刑治罪，俾達「刑期無刑J 之嚇阻功殼，扭轉世風，當為今日吾人刑政之重心;

然亦不可久年立於亂世重典治罪之方式加重刑罰之負荷，似應隨時注意，犯罪原因之形成

，刑罰之實殼，並視環境之變遷，社會之進步，民智之日高，檢討刑法上適用死刑之犯

罪類型，權衡得失，引進並研究新之代替方式，將死刑逐漸予以減少，以符社會福利國

之要求也。

附詮

註 一:參照攏川辛辰著:刑法講話，第三八三頁;刑法見。斷層面，第七二頁。

註 二:參照陳慶粹著:談我國之死刑，載於軍法專刊第十二卷第三期。

註 三:莓刑法規定唯一死刑之罪共有九條: (1)故意殺友邦元首之罪。 (2)強姦故意殺

被害人之罪(3)殺直系尊親屬罪。 (4)預謀殺人或支解拆割或以其他殘忍行為殺

人之罪。 (5)搶奪而故意毅人之罪。 (6)強盜而故意殺人之罪。(7)海盜致人於死

罪。 (8)海盜罪而放火、強磊、或故意殺人之罪。(到據人勒贖而故意殺被害人

罪。

註 四:有關一般性之特種刑事法律所規定之死刑種類列舉如下:

一、絕對死刑之罪

1.因職務上知悉或持有之軍機，洩漏、交付或公示於外國或其派遣之人者

。(妨軍治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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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犯刑法-00蝶第一項內亂罪者，不分首從。

3.犯刑法-0一條第一項之暴動內亂罪者，不分首從。

4.犯刑法-0三條第一項通謀外國開戰罪者。

5. 犯刑法-0個條第一項喪失民國領域罪者。〈以上均為懲鈑二〉

6.將軍隊交付鈑徒，或率隊投降鈑徒者。(懲鈑三〉

7.版頁、運輸、製造毒品或鴉井者。〈肅煙五之一〉。

8.意圖製造鴉井而裁種舉栗者。(肅煙五之四〉

9.吸毒勒成斷癮後三步E者。(肅煙九〉

10.公務員、軍人犯第五條二、三項或八條者。(肅煙一四之一〉

11.公務員、軍人盜換或隱沒查獲之煙毒者。(肅煙一四之三〉

死刑論

12公務員、軍人包庇或圖利，縱容他人犯飯寶、製造毒品、鴉丹、麻煙、

抵癮物品罪;縱容他人犯、意圖販賣而聲有毒品或鴉片罪;縱容他人意圖

營利設所供人吸用毒品、鴉時或為人施打毒品者。(肅煙一四之二〉

13.辦理兵役人員對於緝獲應受徵集或召集之逃犯，不依法送由有審判權機

關審判而擅殺者。(妨兵三四之三〉

14.有下列行為之一者(懲盜匪二) : 

(1)聚眾出沒山澤抗拒官兵者。

(2)強佔公署、按市、鄉村、鐵路或軍用地者。

(3)結合大幫強劫者。

(4)強劫公署或軍用財物者。

(5)在海洋行劫者。

(8)強劫而故意殺人或使人受重傷者。

(7)強劫而放火者。

(8)強劫而強姦者。

(g)意、圖勒贖而揚人者。

(0)盜匪在拘禁中，首謀聚眾，以強暴、脅迫脫逃者。

的.圍毆官兵或有查輯盜匪職責之人員，犯本條例之罪者。〈懲盜匪六〉

二、相對死刑之罪

付死刑或無期徒刑擇一科刑之罪

1.因職務上知悉或持有之軍磁洩漏交付或公示於他人者。(妨軍治二之一)

2.因刺探收集而得之軍纖洩漏交付或公示於外國或派遣之人者。(妨軍治

三之二〉

3.版賣、運輸、製造臟煙者。(肅煙五之二〉

4意圖營利，設所供人吸用毒品或鴉片或為人施打毒品者。(肅煙八〉

5. 公然聚眾持辦反抗兵役推行，因而致人於死或重傷，其首謀者。(妨兵

一八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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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兵役人員，對於緝獲廳受徵集或召集之逃犯，不依法送由有審判權

機關審判而施以凌虐，因而致人於死者。(妨兵二四之二〉

7.辦理兵役人員強迫不應受徵集或召集之男子服役，或對於己受徵集或召

集之男子為凌虐之行為，因而致人於死者。(妨兵二五之二〉

&犯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第五條、第六條之罪，有妨害軍事或治

安或因而擾亂金融，其情節重大，者可(妨國動七〉

9.公務員骰借職權，利用國家總動員之機會，發佈命令致人受損害，其情

節重大者。(妨國動一三〉

10.有下列行為之一者(懲盜匪三) ; 

(I)強劫水、陸、空公眾還聽之舟、車、航空器者。

但)強劫而持辦拒捕者。

(到聚眾強劫而執持槍蛾或暴裂物者。

(4)聚眾持棋劫奪依法逮捕、拘禁之人者。

(5)聚眾走私持棋拒捕者。

(6)意圖行規而燭惑暴動，致擾亂公安者。

佇)意圖擾亂治安，而放火燒骰、決水浸害或以其他方法毀壞公署或軍事

設備者。

(8)意圖擾亂治安，而放火燒骰、決水浸害、供水草陸、空、公眾運輸之

舟車、航空器、或現有人聚集之場所或建築物者。

(9)意圖擾亂治安，以前蝶以外之方法，毀壞供水、陣、空、公眾運輸之

舟、車、航空器、或現有入聚集之場所、建築物或鐵道、公路、橋樑

、燈塔、標識，因而致人於死者。

ω強劫因而致人於死或重傷者。

亡3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1.因業務或受軍事機關委託之人，犯洩密罪者。(妨軍治二之三〉

2.因刺探收集而得之軍磯，洩漏、交付或公示於他人者。(妨軍治三之一〕

3. 布下歹u行為之一者(懲鈑四.) ;. 
(1)將要塞、軍港、船艦、橋樑、航空器材、鐵道車輛、軍蛾彈藥、糧誅

、電信交通器材物品或其他軍用場所、建築吻、軍需品交付鈑徒，或

圖利鈑徒而毀損或致令不堪使用者。

(2)將軍事政治主之路密文菁、圖表、消息或物品，洩漏或交付鈑徒者。

(3)為鈑徒招募兵抉者。

(4)為鈑徒購辦運輸〈或製造軍棋彈藥，或其他供使用物質者。

(5)為鈑徒作嚮導、所刺探、搜集、傳遞關於軍事上之秘密者。

份)為鈑徒征募財物或供給金錢資產者。

(7)包庇或嚴匿鈑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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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鈑徒之指使或圖利鈑徒於飲水或食品中投放毒物者。

(9)受鈑徒之指使或圖利鈑徒放火或決水者。

死刑論

。0)受鈑徒之指使或圖利鈑徒而燭動罷工、罷課、罷市或擾亂金融者。

的脅迫燭惑或以其他方法使軍人、公務員不執行職務，不守紀律或逃鈑

者。

盼為前款之人犯所燭惑而聽從者。

4.有下列行為之一者(戳貪治四) : 

(1)盜賢、侵占或竊取公用器材、財物者。

(2)盜寶、侵占或竊取公糧者。

(副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占或強募財物者。

(4)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量，收取

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

(5)以公用馬匹、獻獸、艦艇、舟車或航空器裝運違禁物品或漏稅物品者

。

(6)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路賄，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5.結夥持蛾阻撓兵役，因而致人於死或重傷者。(妨兵一七之二〉

6.公然聚眾持棋反抗兵役推行，因而致人於死或重傷者。(妨兵一八之二〉

7.有下列行為之一者(懲盜匪四) :. 

(1)意圖勒贖而盜取屍體者。

位)聚眾持蛾?毀壞棺墓責而盜取撿物者。

(3)盜取或毀壞有關軍事之交通或通信器材，致令不堪用者。

(4癒圖取得財物，投置爆炸物，因而致人於死或重傷者。

8.因走私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懲私四〉

(1)持蛾拉捕或持誠招受核查，傷害人致死或重傷者。

(2)公然為首，聚眾持蛾拒捕或持戚拒受檢查者。

(品公然為首，聚眾威脅稽徵關員或其他依法令負責機查人員者。

訊公諸員、軍人包庇走私者。(懲私八〉

10.固積居奇殼溢于市石以上或小麥三于市石以上者。(遑糧治罪四〉

11竊盜或毀損交通電業技備及器材，因而致交通中斷釀成災害其情節特別

重大者。(依第十六條規定，交通電業人員犯此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戰時交電防護十四〉

12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製造販賣連戰火轍、機關槍、衝鋒槍、

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鳥槍、手槍或各類炸彈者。(接蠍彈藥

管七〉

(三}死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1.以強暴、脅迫或他法使人不能抗拒，而刺探或1&集軍懺者。(妨軍治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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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2. 縱放戳爵l時期肅清煙毒條例之罪犯脫逃者。(肅煙一四之二〉

3.意圖全部或一部消滅某一民族種族或宗教之團體，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

，為殘害人群罪: (殘人群三〉

(1)殺害團體之分子者。

但)使該團之分子遭受身體上或精神上之嚴重傷害者。

(品以某種生活狀況，加於該團體，足以使其全部或一部在形體上歸於消

減者。

(4)以強制方法妨害國值分子之生育者。

(5)誘掠見靈脫離其所屬之團體者。

(6)用其他陰謀方法，破壞其團體足以使其消誠者。

註 五:有關軍事方面之刑事法律所規定之死刑種類列舉如下:

一、絕對死刑之罪

1.背鈑黨國聚眾暴動之首魁者。(臨海空軍刑法一六之一〉

2. 意圓飯商l聚眾奪兵器彈藥、艦船、飛機及其他軍用物品或其製造局廠者

。(軍刑一七)

3.以軍隊、要塞、陣營、艦船、船塢、飛機、兵器、彈藥軍用場所建造物

或其他物品交付敵人者。(軍刑一入之一〉

4.為敵人作間諜或幫助敵人之間諜者。(軍刑一八之三〉

5.洩漏軍事機密，擅打旗號、電報授意於敵人者。(軍刑一八之三〉

6為敵人作嚮導或指示地理者。(軍刑一八之四〉

7.為敵人引港以詐術使敵人侵入軍港，或其他為防禦而設之建築物者。(

軍刑一入之五〉

8.強要長官降敵者。(軍刑一八之六〉

9. 為敵人奪取或縱放捕獲之船船或俘虜者。(軍用一入之七〉

10.意圖利敵而為下列行為之一者: (軍刑一九〉

(1)損壞要塞、陣營、艦船，、船塢、飛機、兵器、彈藥、軍用場所建造物

或其他物品或以其他方法致不堪使用者。

(2崩壤或鑒塞水陸道路、橋樑、燈塔、標記或其他方法妨害軍事交通者。

(3)長官率軍區全不就指定守地或擅離配置地者。

(4掉轉散矇伍或誘使讀走、混亂或妨害其聯絡集合者。

(5)有意使缺乏兵器、彈藥、糧食、被服或其他軍用物品者。

(6)扣留文電或許傳命令通報或虛偽之命令通報或報告者。

11.意圖使軍隊暴動而煽惑之者。(軍刑二一〉

泣不遵命令，擅自進退或無故而為戰闢者(軍刑二五〉

13.私招盜匪致擾亂地方安寧者。(軍用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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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不盡其所應盡之責，而率隊降敵，或妥棄要塞於敵，或臨陣退劫，或託

敵不進者.0 (軍刑三三〉

15.縱兵殃民者。(軍刑三四〉

的.包庇土匪擾害地方或負勦匪之責而陰與匪通 4 致令匪逃者。(軍刑三五〉

17.無故司澈指定守地或擅離配置地失誤軍機者。(軍刑三六〉

18.強迫裁種鴉丹者。(軍刑四七之一〉

19.敵前.哨兵無故離去守地者。(軍刑四九之一〉

泊.擁兵自衛，不聽最高軍事長官調遣者。(軍刑六三〉

21.敵前反抗長官命令或不聽指揮者。(軍刑六四之一〉

22. 敵前移黨犯前條之罪，首謀者。(軍刑六五之一〉

23.敵前對於上官為暴行脅迫之首謀者。(軍刑六七之一〉

24.盜賣戚彈於盜匪者。(軍刑七七之一〉

25.非因戰事上必要，無故縱火者。(軍刑八0)

26.結果多搶劫者，不分首從。(軍刑八四〉

27.強姦婦女者。(軍刑八七〉

28.關於軍事上為虛偽之命令、通報或報告及詐傳命令、通報或報告，在敵

前者。(軍刑八八之一〉

29.夥黨揖帶兵器、馬匹或其他重要物品，逃亡之首謀，在敵前者。(軍刑

九六之一〉

30.投敵者。(軍刑九七〉

31機騙人員錯安軍用舟車、飛機機件，因而致人於死者。(軍刑一一六〉

32 有守土之責，未奉命令擅自棄守者。(戰律二)

33.臨陣退卸或託故不進者。(戰律三〉

34.敵前反抗命令或不聽指揮者。(戰律四〉

35投降敵人或鈑徒者。(戰律五〉

36.主謀要按或指示為不利於軍事上之鈑亂行為者。〈戰律六〉

37敲前逃亡者。(戰律七〉

38.犯戰時軍律第九條各款而失誤軍機者。(戰律九之二〉

39.無故擅離部屬因而發生事變或胎誤軍機者。(戰律一一之二〉

二、相對死刑之罪

村死刑或無湖徒刑擇一科刑之罪:

1.背鈑黨國聚眾暴動與謀背鈑或為群眾之指揮者。(軍刑一六之二〉

2. 以其他方法與敵人以利益，而使本國軍事上蒙其損害者。(軍刑二0)

3.剋扣軍齣五于元以上者。(軍刑三入之一〉

4扣齣不發而激成事變者。(軍刑三九〉

5.購買軍火或其他軍用物品浮報價目在五于元以上者。(軍刑四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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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長官意圖為自己所得指使其部屬犯前條之罪者。(軍刑四二〉

7.與商民通同作弊於揉買建築製造等費扣取折扣者，在五于元以上者。(

-軍刑四三〉

8. 意圖冒領經費，浮報名額百名以上者。(軍刑四五之一〉

9.包庇製造、運輸或販賣鴉斤或其代用品者。(軍刑四七之二〉

10.衛兵在敵前擅離職守者。(草刑五一之一〉

11.在軍中或放嚴地區或傳達軍令或通報或報告而無故不為傳達而失誤軍機

者。(軍刑五三之一〉

12在軍中或成嚴地區掌支給或運職兵器彈藥糧食設服或其他軍用物品，無

故使之缺乏，因而失誤軍機者 o' (軍刑五五〉

13.剿匪不力致防區內退出搶劫、楊人勒贖案等，因而釀成巨變者。(軍刑

五八〉

14. 通匪嚇詐人民者。(軍刑五九〉

15.夥黨反抗長官命令或不聽指揮在敵前之餘眾。(軍刑六五之一〉

16.在敵前對上官為暴行脅迫者。(軍刑六六之一〉

趴在敵前夥黨對上官暴行脅迫之餘眾。(軍刑六七之一〉

18.非在敵前夥黨對上官為暴行脅迫之首謀者。(軍刑六七之二〉

19.私造軍火罪(軍刑七九〉

站在軍中或成嚴地區關於軍事上為虛偽之命令因而失誤軍機者。(軍刑入

八之一〉

21.融前夥黨無故離去職役或不就職役之首謀者。(軍刑九四之一〉

22.在敵前搶帶馬匹兵器及重要物品而逃亡者。(軍刑九五之一〉

茲在敵前移黨犯前條逃亡罪之餘眾。(軍刑九六之一〉

24在軍，中或戒嚴地區移黨逃亡罪之首謀。(軍刑九六之二〉

站.燒般或炸骰軍用倉庫、工場、艦船、船塢、燈塔、汽車、軍車、橋樑或

其他戰闢物者。(軍刑一0二〉

茲在軍中或放嚴地域撓骰露積之兵器、彈藥、糧食、被服、馬匹或其他軍

用物品者。(軍刑一0四之一〉

n.盜取或毀損與軍事有關之交通或通訊設備，致令不堪使用者。(戰律八

之二〉

2且不盡其應盡之賞，致使武器、彈藥、糧蘇、設服、裝具或其他軍用物品

不能適時供應，因而失誤軍機者。(戰律一二之二〉

。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1.搶奪財物者。(軍刑八三〉

2.預備或陰謀投降敵人或鈑徒者。(戰律五之二〉

3. 在同一戰線或戰場內，負同一任務時，坐視支軍危殆，不為策應赴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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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律-0)

註 六:張甘妹著:刑事政策講義，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印，.第一三三頁。

註 七:重松-義著:刑事政策仿理論 k 實際，第一九八頁以下。

註 八:參照 Seel旬; L ehrhltch d~r Kriminolog妞， 1950" p.349. 

註 九:參照司法行政部印行:當前刑事政策"第二二二頁。

註一 0: 參照司法行政部印行:前揭書，第二三三頁。法務部印行:犯罪狀況及其分

析，七十三年度，裁﹒判之指揮執行章。

註一一:柳本正春著:刑事政策讀本'、第一五二頁。

註一二:‘ Be，cca:r:ia Dei del.ittie delle pe肘， 1764, p.16. 及參照本書第二章。

註一三:參閱 Ri t t1er , Lehrbuch des österreichisch Strafrech怡， 1954 , p.306. 

註一四: ,Fred E. Hayne 哇， CriminQl曙y ， t930 , 1st Ed. ,. p. 231. 

註一五:林紀東著:‘刑事政策學，第一八0頁。

註一六:參閱Rittl缸， ~.a. o. 
註一七:正本亮著:載於日本刑法學會編:集，刑事法講座，第三卷，第五入三頁。

註一八 Mungenast ， Der Moerder undder Staat. 1928, S., 91. 

註一九:齊藤金作著:死刑，載於刑法講座第一四三頁。及森下忠:刑事政策演習，

第二七頁。

註二 o 參照吳正順著:刑事法論叢，第一四一頁。

註二十一:參照韓忠誤著:刑法原理，民國六十一年版，第四O六頁。高仰正著:刑法

總論，第四三一頁。

註二十二:一九二一年義大利刑法預備草案將被制裁者勞動所得以三等分分配於設害者

，國家與受刑人三者。倘損害已完全賠償，或被害入業已死亡，則其收入歸

由受刑人與國家分享之可(參照田中政義著:刑事政策概論，第一五八頁〉。

註二十三:參閱 Rittler ， a.a. 0.-; S.306. 

註二十四:參閱 Radbru曲， Reth ts{bi1osoph峙， 1956 ， S.274. 

註二十五 Rousseau ， Du Contrat S ocial , II ,, 5. 

註二十六 Stockhammer ， P h i1 oso戶ische Wörterbuch , 1967 , S.110. 

註二十七:參閱 Rìtt1缸， a.a. O. 

註二十入:攏川幸辰著:刑法史的斷層面，第九一頁。

註二十九:攏川幸辰著:前揭書。

註三 o 田中政義著:前揭書，第一四三頁。

註三十一:參閱Liepmann ， Die Todesstr,afe , 1912 , S. l1. 

註三十二:參閱 Radbruch ， a. a. 0. , S. 271 • 

註三十三:植松正著:刑法總論，第三一0頁。

註三十四:植松正著:前揭書。

註三十五 Hentig， Die S. t:rafe, II. , 1955 , S.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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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三十六:抽著:殺人之權利，載於警察學術季刊，第八卷第一期。

註三十七:林紀東著:前揭書，第一七八頁。

註三十八:石川才顯、關詰編著:刑事政策，第二二0頁。

註三十九:參閱 Lawren田地 Friedman ， La w and Society , p .121. 

註四 0: 參照花井卓藏著:刑法俗論，第二O二頁以下。

註四十一:參照向江璋悅:死刑廢此論η研究，一九六0年版，第三四三頁以下。

註四十二:參照大塚仁及宮呎浩一編:演習刑事政策，一九七二年版，第二三0頁以下。

註四十三:參閱正本亮著 :T 死刑巳f\'~屯的J現代的恥肆-bt.:.< L.仿死刑廢止論，第

一四五頁以下。向江璋悅:前揭書，第三四四頁以下。齊藤靜敬:死刑再考

論，一九六七年版，第三四七頁。

註四十四:參照Hellmer ， R echr , Das fischer Lexikon , 1959~ S. 195. 

註四十五:參照韓忠護著 t 刑法原理，民國六一年版，第四O七頁。

註四十六:依法務部之調查最近幾年之犯罪以投機圖利者為最多。參閱法務部印:犯罪

狀況及其分析，民國七十三年，第六十八頁。

一 222 一



ON CAPITAL PUNISHMENT 

by 

Dr. Zui-Chi 品ieh

Abstract 

死刑論

The capital punishment is the oldest and severest penalty in the criminal law. In the 

ancient time, the capital punishment was classified into different degrees according to the 

evil of the criminals. However, thirty-fiv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abolished the capital 

punishment nowadays. How the capital punishment is implemente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This article starts describing the transition of the capital punishment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 is followed by an introduction of our criminal law , and how the capital 

punishment is executed. Also provided are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trend in other countries, 

the theoretical controversy on the abolishment of the capital punishment , and a brief in

troduction to th substitute system for the capital punishment. 

Hopefully, the readers can quickly get an overview of the execution of the capital 

punishment in our country and grasp the whole picture of the future trend. In so doing , we 

can hav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olicy of punishment so that our punishment system 

can be designed in the hope that there will be no punishment as a dete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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