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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論 

第一節 認識法益理論的兩大脈絡－憲政思想史與釋義學史 

在本論文的論述過程中，充分揭露出，對於犯罪定義和法益理論而言，憲政思想

的影響遠甚於刑法釋義學。法益理論提出前，從中世紀到啟蒙到復辟，每次政治思想

的轉換就盛行不同的犯罪定義（第二章）。法益理論於德國第二帝國時期提出後，雖然

迄今仍算是犯罪定義的通說，但 1919 年威瑪憲法的施行（第三章），1933 年納粹執政

（第四章），以及 1949 年基本法施行後（第五章），換了憲政思想、換了新一批活躍

的刑法學者，也換了至少一套理論；甚至同在二戰後的基本法時期，隨著對憲法原則

的理解重點不同，理論架構也有所不同（第六章、第七章）。 

釋義學，是就既有的法律素材運用邏輯、推理，詮釋條文真意與體系關聯，乍看

之下似乎比較不受政治影響。然而，詮釋有詮釋方法，而各個時期流行的方法學又取

自時代思潮，若時代思潮本就隱含有政治意涵，法律人有意無意就會把政治思想表露

在用該方法學所推導出的法律概念中，或者受政治之引領而不自知。 

綜覽法益理論史時，必須時時回想各個學者身處的憲政時代，以及他所崇尚的方

法學，才能理解其學說的真正意涵，並洞悉優缺所在。以下便在憲政思想史與釋義學

史這兩大脈絡之下，簡短勾勒法益理論至今的成就。 

 

 

第二節 法益理論史前半段的成就與未解難題 

第一項 釋義學看似回到原點的進步 

法益釋義學的課題是，法益究竟由哪些元素構成？應透過何種方法學尋得它們？ 

1. 回顧法益理論史前半段，自Binding以來約 70 年的眾說紛紜，釋義學的真正成

就只有Welzel的命題：「法益是受到行為規範保護的對象，行為規範本身的效力則受

到刑罰制裁保護」1。這相當近似Binding的最初定義：「犯罪在形式上是違反規範的

行為，在實質上是法益侵害的行為」2。他們差異是：Binding有時混淆釐清規範效力

與行為所產生的真實影響，所以他把例如「一夫一妻的婚姻秩序、近等血親之間無

                                                 
1 見前文頁 84 以下。 
2 見前文頁 3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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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姦的狀態」，這些規範效力狀態，也詮釋為法益3。Welzel是正確的：規範效力的破壞

並非行為的真實影響，而是行為的規範意義。 

2. Binding提出法益概念，是為了詮釋犯罪因果侵害的客觀（體）結果。自那時起，

刑法學依序歷經了： 

(1) 自然主義時期，誤以為犯罪的不法內涵只是行為與客體之間的侵害因果歷程。 

(2) 新康德主義時期，試圖把非實質的價值給「客體化」4： (a) 先登場的「目的

論法益概念」，將法益定義成「立法者用刑法保護的共同價值」，簡稱「立法意旨」，

但由於立法者考量的目的有許多面向，此理論不加區分地全部稱為共同價值、稱為法

益，導致把客觀不法與主觀不法，結果價值與行為價值，全部混在法益的定義中，當

然被批評到體無完膚5； (b) 1930 年左右，主觀不法元素已確立於犯罪階層體系中的地

位，新康德主義的第二支法益理論－「文化財法益概念」，便不再混淆主觀不法與客

觀不法，不過由於他們仍未能區分行為價值和結果價值，最終仍是把規範效力（行為

價值被遵守的狀態）混進法益概念中6。 

(3) 新黑格爾主義學者H. Mayer，雖然認識到要區分行為不法和結果不法，但在定

義法益時，把「違背民族道德秩序的卑劣例子不存在的狀態」，當作是刑法的保護客

體，結論也是混淆了規範效力和法益7。 

(4) 直到結合了新黑格爾主義與現象學的Welzel，明確區分行為價值和結果價值

（財價值），法益損害是結果不法，違背行為價值造成規範效力之破壞，是行為不法。

這才破除文化財法益概念和H. Mayer的誤解，讓法益概念重回代表犯罪客體與結果的

真實（因果）元素8。 

3. Welzel的澄清讓法益釋義學看似繞回原點，回到Binding：「法益是會受因果侵害

的真實事物」，甚至回到法益理論前史的Birnbaum：「財是行為在自然意義上侵害的

對象」9。但由於：一來，Welzel比他們更釐清了，例如善良風俗只是行為規範，婚姻

秩序和血親無性交的狀態只是規範效力，都不是法益；二來，這段期間刑法釋義學大

幅精緻化，在法益概念之外有了許多新的元素，尤其是主觀不法和行為不法的元素。

因此正確地說，法益理論和刑法理論都是有進展的，就法益理論而言，是螺旋狀的上

                                                 
3 見前文頁 33 以下。 
4 Welzel, System, S. 137 Fn. 30. 
5 見前文頁 55 以下，61 以下。 
6 見前文頁 59 以下，63 以下。 
7 見前文頁 81 以下。 
8 見前文頁 83 以下。 
9 見前文頁 24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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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剛好來到俯看時重疊的那一點。 

4. (1) 儘管Welzel為法益理論解決了釋義學問題，卻也留下新的難題：「刑法是否

只保護法益，犯罪是否只是法益侵害」10？肯定的解答最早來自自然主義時期，認為

不法是外在世界客觀的變化結果，因此犯罪的不法本質必是法益侵害，刑法只保護法

益。然而刑法學早已離開古典犯罪階層體系，主觀不法和行為不法的元素皆在Welzel

那時就告確立11，因此這問題必須退而求其次地改寫為： (a) 犯罪是否以法益侵害為

必要條件？或者換成今日的自由主義刑法學者較感興趣的問法： (b) 刑法得否保護道

德？ Welzel的新黑格爾主義和現象學立場，重視行為甚於結果，強調主觀大於客觀，

所以他的答案是否定(a)肯定(b)：刑法除了保護法益之外，也保護與法益無關的行為價

值或道德之效力12。 

(2) 單看釋義學演進，新黑格爾主義和現象學推翻了自然主義，似乎Welzel有理。

但這不僅是誰的方法學較先進的問題，而是比釋義學更上位的刑法任務與憲政問題。

釋義學可以釐清，法益是犯罪行為於外在世界影響的客體，卻無法論斷犯罪是否以法

益侵害為必要條件，更無法回答刑法得否保護道德。因為釋義學研究法律的「實然」，

然而法律的正確內涵為何，卻是「應然」的問題，深受憲政思想的影響13。所以，顯

然對這個難題，與其問法益理論應採取哪一種方法學，不如問法益概念含有哪種憲政

思想，才會較容易解答。接著就來看看，法益理論史上對於憲政思想是如何處理？ 

 

第二項 憲政思想牆頭草 

法益理論到底含有哪種憲政思想，這個問題的回答，應該倒著時序來看會更清楚： 

1. 納粹主義者Schaffstein和Dahm的立場轉折饒富趣味，他們起先批評法益概念的

自由主義根源，所以要廢除它；後來又發現法益概念可與納粹精神連結，於是提出納

粹主義版的法益學說，並說在這個（納粹）時代也許稱為「民族益」更貼切，因為「法

源」現在來自民族精神，但既然法益一詞習用已久，不改也無妨14。 

2. 往前一些，H. Mayer從新黑格爾主義的學術觀點，以民族道德秩序來詮釋法益，

跟納粹學者修改見解後的立場如出一轍15，甚至可以用這套理論支持反個人主義與種族

                                                 
10 見前文頁 89 以下。 
11 許玉秀，犯罪階層體系及其方法論，頁 22 以下。 
12 見前文頁 84 以下；Welzel, Lehrbuch, S. 3. 
13 Roxin, AT I, § 7 Rn. 1. 
14 見前文頁 77 以下。 
15 見前文頁 81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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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政策的法益定義16。事實上，Dahm就說他的法益理論直接習自H. Mayer17。因此

H. Mayer主要從學術立場建構出的法益理論，還是充滿納粹色彩。 

3. 再往前，隨著威瑪共和合法合憲地變成極權納粹，新康德主義的兩種法益概

念，都從價值相對的形式自由主義，毫無阻滯地變成價值絕對的納粹主義18。 

4. 再往前就可以看到憲政思想牆頭草的真正原因了──法益概念源起時的形式

自由主義。Binding創設的法益概念，在價值立場上是故意留白，任立法者設定；Liszt

在 1919 年的教科書還說，法官必須嚴守制定法，修改制定法不是法官的任務。Binding

只預設：「規範與刑法自存在以來的任務，都是為了保障自由與健全的法律生活之

先決條件」；Liszt預設：「所有法律都為了人民而存在」19。他們絕對沒想到，形式自

由主義到了 1933 年會風雲變色，更想不到立法者會變成極權、反自由的納粹主義者，

以致輕易推翻他們的預設，變成「民族的維續是刑法的最高任務…民族是一個獨立

的生命體，遠遠立於個別人類之上」20。 

5. 小結：法益概念沒有特定的憲政思想，或者說，什麼時期就有當時憲政思想的

法益理論。 

 

第三項 憲政思想與釋義學的交錯 

在隨波逐流的憲政思想設定中，對於「犯罪是否以法益侵害為必要條件」與「刑

法得否保護道德」的問題，表面上有不一致的答案，卻意外地透過釋義學操作，實際

上一以貫之： 

1. 在形式自由主義的第二帝國時期，雖然法律為外在、道德為內在的觀念仍被堅

持，因此犯罪的不法必來自外在世界的客體變動21，單純違反道德或行為價值，理論上

不會構成法益侵害，也就不會是犯罪。但帝國刑法典中仍有一些歷來被認為是與道德

有關的犯罪，例如同性性行為、人獸交。Binding把這些道德和行為價值的規範效力詮

釋為法益，在Welzel的釋義學上澄清之後，已可知這做法的錯誤。但Liszt有另一種詮釋

法，他說這些行為侵害大眾的道德感情22。對於行為人而言，別人的感情變化確確實實

是一個外在世界的變動。因此實際上，所有的道德和行為價值，都可能在感情保護的

                                                 
16 見前文頁 75。 
17 見前文頁 78 以下。 
18 見前文頁 50 以下，66 以下。 
19 見前文頁 30 以下(Binding)，40 以下(Liszt)，45 以下(其他人)。 
20 見前文頁 70 以下。 
21 見前文頁 28 以下。 
22 見前文頁 33 以下(Binding)，84 以下(Welzel)，41(Lis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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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下成為法益，雖然命題是犯罪以法益侵害為必要條件，也不值得喝采。唯一慶幸

的是，第二帝國時期這種保護道德感情的條文不多。 

2. 極端形式自由主義的威瑪共和時期，立法者繼續被完全尊重，甚至法律為外

在、道德為內在的界線逐漸消失。釋義學上，由於法益與道德一樣來自文化價值，若

立法者想要把原來只被認為是道德層次的價值提升為法益時，刑法學者也只能忠實跟

隨，因為依據新康德主義的目的論法益理論，法益是「立法者目的之縮寫」，依據文

化財法益理論，法益的挑選決定於「國家理念」23。所以雖然他們的命題，仍是犯罪

以法益侵害為必要條件，一樣只能慶幸，這時的立法者不曾想要大幅擴張道德保護。 

3. 若前面兩段形式自由主義時期，至少表面上還說犯罪以法益侵害為必要，那麼

到了納粹主義這個憲政思想，情況就截然不同了，它明確表態：「犯罪不是侵害自由

主義者所稱的法益，而是違反個人對民族所負的忠誠義務」24。納粹時期對這句話的

具體詮釋，類似Welzel的法益理論：違背民族道德秩序所產生的行為不法，才是所有犯

罪的共通不法內涵，法益保護只是此秩序之一環，法益侵害不是犯罪定義的必要元素25。 

4. 小結：實際上，法益理論史的前半段，刑法的任務一直包含道德和行為價值保

護，只是在形式自由主義時期，它們偽裝成法益保護。 

 

第四項 法與益，價值與存在 

換個角度觀察法益理論史前半段，法益可以拆成「法」和「益」兩個字26。 

「法」字代表的是價值判斷，也就是「值得法律保護的」，然而是什麼樣的法律？

從Binding到Welzel曾經出現過：形式自由主義的、極端形式自由主義的、納粹主義的

法律；因此，法益理論的憲政思想史，可以視為「法」－價值標準－演變的歷史。 

「益」字代表著價值判斷的對象，法律保護的對象，也就是犯罪侵害的對象。同

樣在這段期間，代表性的詮釋有：真實事物或狀態（Binding、Welzel）、利益（Liszt）、

文化價值（新康德主義者），若把誤解算進來，則還有規範效力。可以將法益理論眾說

紛紜的釋義學史，看作詮釋「益」的本質的歷史。 

 

                                                 
23 見前文頁 66 以下。 
24 見前文頁 71 以下。 
25 見前文頁 77 以下(納粹學者)，84 以下(Welzel)。雖然Dahm把民族道德秩序詮釋為法益，但若他後來

有見到Welzel的概念澄清－規範效力不是法益－，必然也會改口而跟Schaffstein和Welzel持同見解，因

為納粹主義是一個強調道德保護的思想。 
26 此拆字亦見Koriath, GA 1999, S.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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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益，存在 

1. (1) 試圖為「益」填入利益或價值者，例如Liszt的利益理論與新康德主義的兩套

法益理論，都註定因矛盾而失敗，因為他們既然承認利益和價值不受行為侵害，刑法

就不可能也不需要保護它們，保護無意義。 

(2) 試圖在「益」填入行為規範者，例如Welzel所稱「功能性的法益是他人合於

義務的行為（即他人遵守規範的行為）」，或者新康德學者將價值詮釋為「文化制度」

時（制度由行為規範構成）27──必然失敗，因為行為規範是不會受行為「侵害」的，

只會被「違反」。 

(3) 試圖在「益」填入規範效力（包括法秩序，因為秩序就是規範都被遵守的狀

態）者，例如H. Mayer定義的法益「不被容忍的違背道德秩序例子不存在的狀態」，

或Binding對重婚罪法益的詮釋「一夫一妻的婚姻秩序」，或Würtenberger對法益侵害的

詮釋「法秩序之破壞」28──也都必然失敗，因為規範效力也不受行為的「侵害」，而

是行為本身的規範上意義。 

(4) 只有像Birnbaum和Binding不看規範效力誤解部分的定義──法益是會受因果

作用的真實事物；還有像Welzel的定義去除掉功能性的法益之後──法益是行為規範保

護的對象，規範效力受刑罰制裁保護，亦即法益不包含規範效力。只有這類法益定義

才能滿足法益概念在釋義學上的功能：受到價值判斷的，會受行為因果侵害的，因此

被用行為規範保護的對象。由於因果作用這個要求，「益」字的討論也可以理解為法益

存在面的討論。 

2. (1) 不過這其實是個循環論證。法益概念本來就是被創設來詮釋犯罪侵害的客體

與結果，客體指的是位於主體之外，行為與主體不可分，所以客體也獨立於行為之外，

結果指的是行為所造成的因果變動，那麼當然只有這樣的定義能滿足法益概念的功能

定位。倒是因為一直以來都有人─甚至包括Birnbaum、Binding和Welzel這三位對「益

（或財）」字的討論貢獻最大者─把規範和規範效力誤為法益，這件事可以提醒我們思

考：刑法是否真的只保護法益？或者其實也保護與法益、與因果作用無關的規範效力，

也就是保護道德和行為價值（它們其實是一樣的）？這問題可以如此表述：犯罪是否

必須具備客觀變動，侵害是否必須作自然、因果意義的理解？ 

(2) 然而若有人期待從存在面上解答，是不可能的，因為這是一個超出存在的問

題，是規範、價值設定的問題。存在面所能澄清的，就是如果刑法學要使用代表客體

                                                 
27 見前文頁 86、88 以下(Welzel)，63 以下(新康德學者)。 
28 見前文頁 81 以下(H. Mayer), 33 以下(Binding), 63 以下(Würtenbe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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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結果的法益概念時，此概念不包含不受因果作用的價值和規範、和無法與行為分離

的規範效力。存在面沒有辦法說明規範性的犯罪定義問題，這要靠價值面，「法」的討

論。 

 

第二款 法，價值 

1. 法益理論史前半段出現過的憲政思想，有形式自由主義和納粹主義兩種，前者

還可分為極端的和不極端的，誰對？ 

(1) 極端的形式自由主義（威瑪共和）會說都對，因為它信奉價值多元，而且毫無

「防衛性民主」（streitbare Demokraite）的觀念29，若立法者想要制定反民主、反自由

的法律，它也不置喙，法律與道德的內外界線消融。 

(2) 納粹主義（第三帝國）也會說自己對，因為它就是個價值一元、反自由的思想，

並且以維護民族道德秩序為尚，道德能詮釋為法益也好，不能也罷，總之就是要保護。 

(3) 不極端的形式自由主義（第二帝國），預設國家和法律為了人民而存在，並且

若我們不看此時期對於規範效力的誤解，它的犯罪定義便成為：法律為外在、道德為

內在，所以犯罪必須具備外在世界的變動。極端的形式自由主義有推翻這個預設和犯

罪定義的可能，納粹主義更不用說，完全反其道而行；所以不極端的形式自由主義會

說自己對。但是不極端的形式自由主義也沒有「防衛性民主」的機制，雖然它會說納

粹錯，但毫無能力阻擋納粹掌權。 

2. 所以其實新康德主義說的沒錯，法益的取擇決定於各時代的「國家理念」30。

修正立場後的基爾學派也沒錯，法益不是一個自由主義的概念，只要填入納粹思想，

它就會變身成納粹主義的概念31──真的是知己知敵，基爾學派對法益的認識，恐怕遠

勝許多宣稱法益概念帶有自由主義內涵的學者。法益概念誕生於形式自由主義時期，

是個形式的、價值空洞的概念32。 

3. 看到這個事實，難道自由主義學者就要放棄法益概念了嗎？其實不然。如果基

爾學派、新康德主義者和新黑格爾主義者，可以為法益概念加上納粹精神，那麼自由

主義者何嘗不能為它加上自由主義精神。法益的「法」，亦即憲政思想被換來換去，這

是釋義學概念的宿命。今日的自由主義者比以前的自由主義者幸運許多，因為今日的

                                                 
29 此概念參見：李建良，民主政治的建構基礎及其難題－以「多元主義」理論為主軸－，頁 30 以下。 
30 見前文頁 59 以下。 
31 見前文頁 77 以下。 
32 Amelung, Rechtsgüterschutz, S.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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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憲法配備有防衛性民主機制，不再是惡法亦法，而是「不正之法應向正義低

頭」33。因此，所有的釋義學概念都可以戴上自由主義的面具，並且可望在憲法改弦易

調之前，這面具都不會卸下。但應謹記，它就只是一張面具而已。若就算配備有防衛

性民主的憲政，還是被實力推翻了，或者防衛機制失靈、甚至被人民自願放棄，那麼

法益概念要換張新面具，也不會費多大力氣。 

 

 

第三節 當代實質法治國的法益理論 

第一項 基礎 

一、國家任務 

1. 人性尊嚴至上：我國和德國當代的憲政思想，都是以啟蒙時期的實質自由主義

為基礎，追求社會正義的實質法治國。最重要的命題是：國家為了人民而存在，人性

尊嚴之尊重與保護，是國家的義務與唯一任務。並且與德國第二帝國和威瑪共和時期，

完全信賴立法者的形式自由主義相反，實質自由主義對立法者採批判立場，嚴格審查

國家的每個行動是否有助於保護或促進人性尊嚴，以及手段是否合乎比例34。 

2. 法不誅心35：人性尊嚴的核心內涵為人格自由發展，亦即自由選擇價值觀與人

生目標，並自我實現。固然個人或社會觀念常認為某種人格較高尚或較賤，但在憲法

上，人人價值平等。法治國必須尊重人格發展的任何「內容」，不許評斷優劣，不得指

定或排擠特定的價值觀與發展方向，更不得因僅因行為表現出異常思想就處罰。 

 

二、刑法的任務 

1. 刑法是保護法：人性尊嚴的「尊重」，是指國家自身不侵犯，由於刑法的規範

對象是人民，所以在任務設定上，刑法只可能是「保護法」。 

2. 刑法是法益保護法：(1) 人類不是獨自生活，是在與他人的共同生活中，和平

的自我實現。實質法治國的憲法分配給刑法的任務因此是：維護人類和平共同生活的

                                                 
33 這是原來的價值相對主義論者Radbruch，在二戰後反省價值相對主義所生惡害時的名言。參見：李

建良，民主政治的建構基礎及其難題－以「多元主義」理論為主軸－，頁 34 以下。 
34 皆見前文頁 91 以下。 
35 這個標題來自論文寫作期間，觀看歷史劇《大秦帝國》帶來的震撼。西元前三百多年，那雖然仍是

個集權國家，但已有形式法治國的觀念，或許歷史劇會美化主角，但商鞅這段話，恐怕今日的法治

國仍要汗顏：「法貴公平，何能公平，治行不誅心。大凡奸佞之人必有奸佞之行，彼行不違法，但有

惡心，何足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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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條件，共同生活又是為了個人的自我實現，所以刑法用於保護個人自我實現的基

本條件，這些條件即被稱為法益。犯罪破壞和平的共同生活，是社會損害，社會損害

的必要條件是法益侵害36。 

(2) 「保護」在憲法上有兩種語義，「狹義保護」與「促進（給付）」37。「狹義保

護」是指國家用法律防免人民受到來自他人的侵害，隱涵著人民行為自由的界限是不

侵害他人；「促進」則指國家積極提出給付，以最佳化人性尊嚴的實現。「促進」原則

上是國家任務而不是人民任務，因此國家不得要求人民「促進」法益。公務員是人民

也是國家手足，可能以「怠於促進」的方式侵害法益。不作為犯也是「怠於促進」，

但國家科予人民促進義務僅是少數例外38。不論何種保護，實質法治國的其他層次檢驗

皆不可免，尤其是比例原則所要求的真實因果關係。小結：對於刑法任務而言，原則

上是法益的「狹義保護」，「促進」是例外。 

 

三、法益主體 

1. 國家與社會都為人民而存在，所有的法益都是「人的法益」。憲法的人類圖像

是人格者（Person），兼具個體性與社會性，所以法益包括以個體身分享有的個人法益，

和以社會一員的身分與他人共享的集體法益（即超個人法益，又分社會與國家法益）39。 

2. 從人性尊嚴的至高地位，也得出個人優於集體的命題，不得如同納粹時期以國

家、民族的大帽子限縮個人自由，而是必須將國家、社會詮釋為個人的集合，並嚴格

檢視，以集體保護為名的國家行動對於個人有何助益。因此，若能明確詮釋為個人法

益，就不得假設為社會或國家法益。例如「國民健康」不是社會法益，是每一個人的

身體健康，是個人法益40。 

 

四、法益概念的詳細定義 

1. 法益是行為規範的保護對象： 

(1) 從國家任務是人性尊嚴的尊重與保護，得出法律不得為自我目的。每個完整的

刑法構成要件都包含兩個有保護功能的規範－行為規範與制裁規範，在做規範的憲法

審查時，便必須兩個規範都目的正當且手段合比例。審查規範目的時，必須合併觀察

                                                 
36 見前文頁 132。注意這只是簡略的說法，犯罪除了客觀的法益侵害之外，還有其他要件，尤其主觀

元素。 
37 見前文頁 131 以下。 
38 林鈺雄，新刑法總則，頁 507 以下。 
39 見前文頁 184 以下。 
40 見前文頁 168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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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個規範：制裁規範的目的永遠都是保護行為規範的效力，行為規範必須另外保護某

個東西，這個保護對象－法益，是整個刑法構成要件的正當性根源。行為規範的目的

正當，制裁規範才有正當目的。在做手段的比例原則審查時，則必須分別審查兩個規

範，因為基本權干預不同，行為規範通常干預一般行為自由權，制裁規範則依情形，

可能干預一般人格權（名譽）、人身自由或財產41。 

(2) 這首先表示，法益不能是行為規範或制裁規範，否則整個刑法構成要件仍是在

規範內部互相指涉，沒有向外對人民的自我實現有助益，成為自我目的的法律，違憲。

此外，法益也不能是規範效力、對規範效力的信賴、或者他人或大眾因喪失對規範效

力的信賴而引起的任何反應與附隨損害，因為它們都先決於行為規範，行為規範若不

正當，它們也不正當42。 

(3) 規範共識雖是先於規範存在，但若共識的內容不是為了保護法益，就只是個行

為價值，頂多是被很多人接納的價值，行為價值只能衍生出行為規範，保護這樣的規

範共識，無異於讓行為規範成為保護的自我目的，違憲。若共識內容是要保護某個法

益，依此而設的法律，是把共識化為行為規範來保護法益，而非保護共識。規範共識

無論如何不是法益。 

2. 法益概念代表著犯罪客體與結果： 

(1) 法益概念自創設以來的釋義學功能，就是詮釋犯罪客體與結果。這意謂著，若

接受以法益侵害理論來定義實質犯罪概念，犯罪就必須引起客體變動，或至少必須在

客觀上和主觀上有引起客體變動的傾向。但憲法的犯罪定義接受這樣的釋義學嗎？從

上一點得知，法益侵害是行為所造成的結果，而且不是規範效力這種法律上的結果，

是真實世界的客體變化。所以憲法的確說的、用的都是傳統代表犯罪客體與結果的法

益理論。 

(2) 在前節「第一款 益，存在」曾由釋義學分析得出，客體是指位於主體與行

為之外，如今根據國家任務的價值命題「法不誅心」，可以進一步精確化：客體不只

是指行為人這個主體之外，也指被害人的內心之外，因為國家不僅有義務尊重行為人

的人格發展，也有義務尊重「被害人」的。換句話說，國家不得將人民受到行為人影

響而產生的人格變化或情緒變化視為損害；刑法的任務，法益保護，僅限於保護人格

自由發展的「外部」條件，內部會不會受影響，是「被害人」自由決定的43。 

                                                 
41 見前文頁 144 以下。 
42 同前註。 
43 見前文頁 166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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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益與行為客體：法益是犯罪的侵害客體、刑法的保護客體，但刑法上經常使

用另一個客體－行為客體，並且構成要件中若寫出行為客體因犯罪所生的變化，通常

就不會描述法益實害或危險。此時應該探究，行為客體與法益侵害之間有何關聯44，例

如：竊盜罪的行為客體「動產」，就是財產法益的一種；殺人罪的行為客體「人」，其

實在這文脈中與生命法益同義。但例如偽造貨幣罪的行為客體「貨幣」，就與法益「對

貨幣制度安全性的信賴，以及由此而來的貨幣制度功能性」不同，貨幣在此是侵害

法益的典型工具。行為客體與法益還有哪些關係，有待另文研究。 

4. 法益必須同時兼具價值面與存在面45： 

(1) 價值面的要求從國家和刑法任務得出，法益必須是個人自我實現的基本條件。 

(2) 存在面的要求可以從刑法任務得出：因為刑法是「保護」法，若要保護的東

西其實不受侵害，則設立刑法規範沒有「保護」功能，是對人性尊嚴沒有貢獻的法律，

違憲。存在面的要求也可以從比例原則得出：比例原則要求構成要件「適於」保護法

益，不受侵害的東西沒有任何構成要件「適於」保護它；比例原則也要求依照實害和

危險的輕重區分刑度，不受侵害的話，就不可能有實害與危險的分級。「侵害」、「實害」、

「危險」都是自然的、經驗的、因果關係的概念；法益必須可受侵害，意味著法益必

須可受因果作用，必須存在。 

(3) 存在（現實界）的相反是理念，價值屬於理念界，不「存在」，利益也是價值

的一種，是主體的價值判斷，都不受因果作用，所以價值和利益都不是法益（的全部），

因為它們只說出價值面。除非使用價值和利益二詞時，是指「有價值的存在」、「有利

益的存在」，才可以用價值或利益稱呼法益，而不偏離法益概念的正確意義。 

5. 法益侵害的意義：但法益、侵害、實害和危險等概念都不只是存在面的現象，

它們的存在面都經過價值判斷──「這樣的存在是有價值的」（法益），或者「存在面

這樣的變化是反價值的」（侵害），「這個程度的存在面變化被評價為實害或危險，

那個程度被評價為容許風險」。所以法益侵害是：透過改變法益的存在面，使評價改

變，並且達到法律上重要的程度46。 

 

五、憲法上對法益類型的正面定義有限 

以德國聯邦憲法法院的「三階層理論」為例47： 

                                                 
44 見前文頁 98 以下。 
45 本點皆見前文頁 133 以下。 
46 見前文頁 134 以下。 
47 以下三階層皆見前文頁 13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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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的刑事不法階層：無疑屬於刑法「核心範圍」的共同生活基本價值，可以

從憲法的價值秩序中明確讀出，它們是構成自由民主憲政的基礎。具體而言包括：(1) 個

人法益，與基本權有高度的對應，是基本權的真實條件；(2) 超個人法益，主要是憲法

中關於國家組織和民主政治運作的規定，當然還有前提的國家存在，刑法也是用於保

護它們的真實條件。這些事上國家負有「刑罰義務」或稱「刑法保護義務」。 

2. 秩序不法與行政不法階層：同樣也無疑──無疑不具刑罰價值的是，「單純的

秩序不法」與「典型的行政不法」。這些情形，因為行為人並非反抗憲法之基本原則，

只是對於技術性、時期限定、情勢限定的國家秩序管理法或行政命令之「單純不服

從」，不得處以刑罰。 

3. 中間階層：除了以上少數被肯定或否定的確切回答之外，大部分的公共利益（尤

其社會法益）都落於這兩階層之間。在這個廣大的交界地帶，刑事不法和秩序不法只

是量的差異。由於憲法與刑法作用在不同平面，憲法只建構出國家活動的抽象框架，

所以在轉化憲法方針成為對人民的規範時，具體內涵和手段必然要由立法者形成。因

此憲法法院在此的任務是：依據實質法治國原則，審查立法者用刑法追求的目的，是

否禁得起憲法檢驗而可成為法益。 

也許有人期待憲法正面列出數量狹小的法益清單，大力約束立法者使用刑法時只

許保護它們；對於這類論者而言，上述三階層理論會帶來極大失望。但就算是自由主

義的法益理論也辦不到這件事，這期待毋寧是過份天真，因為人類的社會生活現實不

斷在變，自我實現的條件不可能永世不改。因此，除了負有「刑法保護義務」的事項

之外，憲法表達的大多是負面的「什麼不是法益」，而非積極確認「什麼是法益」48。 

 

第二項 應用－血親性交罪、施用毒品罪、男同性性行為罪違憲 

1. (1) 血親性交罪（德國是血親和姦罪，限於姦淫行為49），是兩個人彼此合意發

生性關係，沒有侵害可言；施用毒品罪，是殘害自己的身體，也沒有侵害他人；德國

在 1994 之前還保留男同性性行為罪涉及未成年人的部分，這也是彼此合意的行為。依

照犯罪以法益侵害為必要條件的命題，這三種行為應該明顯無可罰性，這些行為雖然

敗德或者不受社會喜愛，但都是行為人的人生規劃與行為價值觀選擇，屬於人格自由

發展的核心領域，國家應該絕對尊重50。 

                                                 
48 見前文頁 142 以下。 
49 性交、姦淫、性行為，這三個名詞的細部差異，見前文頁 5 以下。 
50 見前文頁 164 以下，168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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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不過文獻或判決上在討論這些罪時，常會列出一些「不良影響」，試圖作為保

護法益。德國聯邦憲法法院在 1957 年【男同性性行為案】中，除了直指男同性性行

為違反道德之外，也提出「誘惑少年成為同性戀的危險」作為論證理由。在 1994 年

【大麻案】中，法院說：「自己吸食，可能對他人和社會的造成多重影響力與交互作

用」。2008 年【兄妹和姦案】中，法院認為：血親和姦行為可能會破壞婚姻和家庭、

影響亂倫子女或家庭其他成員的人格發展、侵害亂倫關係中弱勢一方的性自主、或造

成遺傳缺陷51。 

2. 對這些據說的「法益侵害」或「不良影響」，本文提供另一個觀點，可以讓採

用啟蒙思想的實質法治國，更深澈瞭解 1789 年法國人權宣言第 4 條：「自由僅以他人

相同的自由為限制」。以下簡單摘要52： 

(1) 少年保護：實質法治國的命題中，雖然少年因為欠缺充分的理性，而應受特別

保護，但國家不得灌輸或排斥特定的價值觀，而是培養其理性思考的能力，讓他自行

判斷與選定價值觀。故，要否成為同性戀，是少年的人格發展自由，國家不得灌輸異

性戀優於同性戀這種價值觀，更不得將少年的同性戀人格，視為損害或危險。 

(2) 破壞婚姻和家庭：憲法保護這兩種基本生活共同體的意旨，是保障它們的外在

條件，讓人們能自由選擇要否建立婚姻和家庭，以及自由決定經營方向。因此，保護

手段是扶助和福利；國家不得強迫人民進入婚姻和家庭，不得處罰偏離社會常態的婚

姻和家庭生活，當人民想離開時亦不得強迫留下，只要求繼續盡扶養義務。國家對婚

姻和家庭成員發動處罰的正當理由，與一般情形相同：侵害他人法益。而婚姻和家庭

在自由基礎下的任何發展結果－就算發展成亂倫，自由就不是侵害。所以：將亂倫導

致的婚姻和家庭破碎視為損害，違反親密關係自由建立與自由解散之意旨，也就違反

人性尊嚴。 

(3) 亂倫子女或家庭其他成員的人格發展：把未受強暴、脅迫、恐嚇之下自由發展

的人格視為損害，侵犯人性尊嚴。 

(4) 遺傳缺陷： (a) 將生來缺陷視為損害，侵犯人性尊嚴，與納粹的種族淨化政

策無異。(b) 若說亂倫所生出子女對生來不帶遺傳缺陷有利益，也就是對父母不亂倫有

利益，父母不亂倫又怎麼會有亂倫子女？對自己不被生下來的狀態有利益，這是邏輯

謬誤。 

(5) 妨害性自主：在成年人的亂倫時，違反無罪推定原則，甚至是有罪擬制。唯二

                                                 
51 見前文頁 155 以下(男同性性行為案)，157 以下(兄妹和姦案)，168 以下(大麻案)。 
52 以下皆見前文頁 159 以下，168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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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考慮的是： (a) 在涉及尊卑親屬時，適用一般的濫用權勢性交罪， (b) 若亂倫關係

中有未成年人，適用準強制性交罪。 

(6). 吸毒對他人和社會影響： (a) 如果影響是指他人的觀感，例如道德感情之類

的，是將他人的人格發展誤歸給行為人負責；「被害人」會對什麼事產生什麼情緒，正

是他的人格展現，應自我負責，因此禁止將自由情境的感情變化視為損害。 (b) 若影

響是指對吸毒者可能犯罪的這種不確定恐懼感，無客觀跡證就推定未來犯罪，有成為

行為人刑法之虞。 (c) 若影響是指引誘他人也成為吸毒者，這跟少年保護的論點一樣，

是將他人成為吸毒者的人生自由決定，視為損害，因此侵犯人性尊嚴。 (d) 若影響是

指毒品交易使犯罪組織滋長，這是要吸毒者為他人犯罪負責，違反罪責原則。 

3. (1) 本文對以上各種「（偽）法益侵害」的立場是：應該尊重「被害人」的人格

自由發展和基本權行使結果。行為人並未侵犯「被害人」的人格發展自由。在將「被

害人」的自由人格發展認定為「損害」時，國家侵犯「被害人」的人性尊嚴，同時也

過度限制行為人的自由，更因懲罰行為人的人生觀選擇，而侵犯他的人性尊嚴。 

(2) 在以上各種可能「影響」都被否定損害資格之後，若還堅持處罰，其實只剩

下維護道德或維護禁忌的理由。但這又回到原點：法治國尊重人民的人格自由發展，

只要不侵害法益，人民可以任意選擇價值觀和人生目標。維護道德和避免理性人民的

自我危害，不是刑法任務53。處罰同性性行為、吸毒、血親性交等等單純不道德的行為，

必導致「被害人」與行為人的人性尊嚴兩敗俱傷。 

 

第三項 應用－刑法的集體法益保護 

近年來，在德國文獻上常見以「集體法益」代替超個人法益的稱呼，以強調此類

法益是全體個人共享，而不是歸屬於玄妙的、有自己生命的超個人主體例如國家、社

會。集體法益大多都是社會上重要的制度54，目前刑法中，環境法益是非制度的集體法

益唯一例證。由於刑法分則大多數的條文在於保護集體法益，附屬刑法也幾乎都是，

如果法益理論要證明自身有用，便不能迴避拿集體法益來試刀。 

 

第一款 集體法益的價值面 

由於在基本法的架構之下，所有的法益都是人的法益。於是Hefendehl建議依照法

                                                 
53 見前文頁 164 以下，171。 
54 制度的定義與功能詳見前文頁 198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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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對人格自我實現的功能來做集體法益的體系化。首先將分為兩類上位功能，再區分

具體功能55： 

1. 為個人之自我實現創造自由空間的集體法益。在這個大功能之下，又可分為兩

種功能： 

(1) 對大眾直接呈現，對個人持續潛在的集體法益：這個類型就像個人法益，持續

在每一個當下都翼護著社會成員的生活，例如貨幣和文書制度。人們雖非一直在用，

但需要在任何想用的時候，這些法益都是安全可靠、可用的。 

(2) 提供社會干擾發生時的反應手段，例如司法或其他與公務員的接洽：一方面，

其實它們與國家的存在和運作關係較遠，反而與人民的生活較近──正是因為相信司

法的可靠保護，人民才敢與他人來往或締約；只是因為置於國家體系內，故傳統被稱

為國家法益。另一方面，人民「使用」這類法益的機會比前一類少得多，所以又沒有

那麼接近個人法益。 

2. 保護國家架構條件的集體法益：國家的任務是保障人民自由發展，為此也必須

保障上述自由空間。但必須先保護特定的國家架構條件，確保國家自身存在與運作能

力之後，才能實現這個任務。這個大功能又可從抽象到具體分為三個階層： 

(1) 保護國家的存續，例如內亂罪（德國 § 81 以下，我國 § 100 以下）。 

(2) 保護特定憲法機關的運作以及其意志形成、意志行使：例如強制憲法機關罪（德

國 § 105，我國無類似條文）。 

(3) 保護國家具體活動之執行不受干擾：例如對一般公務員的妨害公務罪（德國 § 

113，我國 § 135）、縱放人犯罪（德國 § 120，我國 § 162）。 

 

第二款 制度法益存在面的尋找 

1. (1) 制度保護的最大問題，是憲法上對法益存在面的要求。制度由規範構成，在

規範本身已因「不存在」而被否定法益資格的情況下，制度保護該如何詮釋為法益保

護，又不與憲法要求衝突？──關鍵就在為制度找出存在面56。 

(2) 制度或規範，內容總是「某人於某時某地，應使用某物，做出某事」。在人

事時地物的事實條件中，首先，時和地（時空）是不受人類影響的，依比例原則的「保

護合適性」要求，它們不需要保護，也就不能成為法益。其次，人、事、物當中，事

                                                 
55 以下見前文頁 195 以下。 
56 本款若無特別說明，皆詳見前文頁 198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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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的職掌和活動，往往要透過影響人再影響事，於是制度的真實面中通常成為侵害

對象的是人和物。 

2. (1) 在詳論制度保護之前，依Hefendehl之見，應先區分給人民使用的制度，例

如貨幣和司法，以及人民無法「狹義使用」的制度，例如國家存續和憲政運作。相較

於司法是要人民協力參與才能運作，後面這兩層面的國家是自己（靠著官僚體制）運

作著來保護人民57。 

(2) 這個區分的重要性在於：給人民使用的制度，人民必須對制度存有信賴，才能

安心使用。因此「對制度的信賴」也是這類制度的建構性元素之一，若無信賴，制度

就不可能運作，若要保護這種制度，就必須先保護對制度的信賴。反之，非給人民狹

義使用的制度，就算人民不信賴，還是能夠運作。 

(3) 「對制度的信賴」，與前面被否定的「對規範效力的信賴」，是不同的東西。

對規範效力的信賴，是信賴若規範被違反，制裁會發動，違反者會被矯正，其他人會

被恫嚇。這種信賴不是出自善意的真正信賴，它不是相信對方，而是相信制裁。反之，

對制度的信賴，是就算沒有制裁也相信對方的行為會合乎期待。 

(5) 對制度的信賴，是人類的心靈現象，也是真實的、可能受行為侵害、因此可能

保護的。不過信賴不是因為自身就具有保護價值，是因為信賴的對象－制度－對人格

自由發展具有重要功能，為了追求這功能，才保護功能的真實條件－信賴。所謂功能，

是指以真實產出為目標之功能。有些制度的產出較特定，例如司法產出公正的判決；

貨幣制度的產出就不特定，但也可以說它的產出無所不在，促進生活資源的交換，且

促進的程度重大到不可或缺。如果貨幣制度只是可有可無的傳紙條遊戲，對人格發展

無重大助益，就不可能成為法益。 

3. 嚴格概念上，制度的功能於行為人做出違反制度規範的行為時，尚未實現（存

在）；制度功能毋寧要靠著行為人遵守制度規範，且通常是遵守許多不同的規範後，甚

至與其他角色共同遵守許多規範，才能被實現。因此一般情形，「功能」本身不是直接

被保護的法益，而是被追求的未來；例外情形是，當行為規範的履行直接帶來制度的

產出時，例如枉法裁判罪。故一般情形，功能的追求是法益的價值面，對人類生活有

功能的制度才有價值。以功能為價值面，以制度角色（客觀的人）、制度資源（客觀的

物）、和制度信賴（主觀的存在），作為制度的存在面，Hefendehl依此建立起集體法益

的詮釋體系58。 

                                                 
57 見前文頁 194 以下。 
58 見前文頁 205 的體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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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行為與集體法益之間的關係 

這是刑法分則的工作，此處只略述，其重點是： 

1. 致力尋求制度中擔綱重要功能的角色（人），以及對制度運作而言不可或缺的

資源（可替換性的人力資源和物），它們才是可能被行為在存在面上侵害的對象59。 

2. 由於環境和制度都不是一個行為就能破壞的，所以集體法益很少實害犯，甚至

也很少危險犯，在這裡較多的犯罪類型，是Kuhlen在環境犯罪的討論中發展出來的「累

積犯」（Kumulationsdelikte）。其理論是，若行為若不受制裁，就很可能真的大量出現

同類型行為，最終累積導致環境破壞，或者制度信賴喪失、以致制度無法運作。在找

不到實害與危險時，以「累積效應」作為侵害因果關係之實質替代品（materielles 

Äquivalent，或譯為實質相當性）。這特別適合用於詮釋制度信賴法益與環境法益的構

成要件60。 

3. 「累積犯」在新近的刑法註釋書中已被許多學者採用，例如運用到貨幣制度的

信賴61。不過對於此概念仍存在反對意見，本文限於主題，亦未深入分析62，只暫且將

它理解為，從抽象危險犯中切出危險極微弱的部分，以便使抽象危險犯能有更明確的

危險程度下限。 

 

第四款 小結 

姑不論Hefendehl主張的體系正不正確，至少可以肯定，從功能出發的體系建構方

法是正確的。它避免了超個人「主體」概念可能帶來的，與個人無關的法益自我目的

詮釋：除了人類是自我價值之外，一切事物必須服務、「有用」、「有功能」於人性尊

嚴才能取得價值。並且更容易掌握各該法益在憲法上取得正當性的途徑：以法益功能

做規範目的審查，以法益構造與行為的關係做比例原則審查。 

藉助Hefendehl的專論《刑法中的集體法益》，制度法益的價值面和存在面補充了

雖非盡善、尚待深究、但初步堪用的認識，較能符合實質法治國對法益保護的要求63。 

 

 

                                                 
59 例如見前文頁 214 以下(執行公務的公務員，稅收)。 
60 見前文頁 211 以下。 
61 見前文頁 208 以下。 
62 由於「累積犯」首見於環境犯罪領域，或許可以期待國內新的環境犯罪文獻深入處理它。 
63 見前文頁 21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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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結論的結論 

本章的標題已經是「結論」，而且也確實提要完了前面各章的內容，包括法益理論

的釋義學史、憲政思想史、這兩種觀點的交互影響、成就、未解難題，以及當代對這

些成就的接納與否和難題的解決之道，甚至運用法益理論的諸命題做了刑法違憲審查

的案例解析。那麼接著，若按部就班，應該下個最後的標題叫做「評價與展望」，當

作整本論文的句點，也表達作者的立場。然而為何這裡看到的標題是「結論的結論」？

難道這整章關於法益理論的結論不是真正的結論？就學術意義而言，它們的確是貨真

價實的結論，有理有據。那麼從這樣的學術結論，還能得出什麼樣的結論？學術不就

是追求真理，正確的進用，錯誤的廢退？還能有別的結論嗎？ 

的確有別的結論。身為這本論文的作者，我有義務告訴各位，這個結論背後的殘

酷，以及結論可能帶來的殘酷。 

 

一、為什麼是這樣的結論、這樣的評價與展望？ 

這本跨越至少 250 年的刑法學史+政治思想史，寫到「結論」章時，我心裡有這樣

的畫面：如果有人權運動者問我，在當代最符合自由主義的犯罪定義，應該以什麼為

基礎？寫完這本論文的我可以很篤定告訴他：「法益理論」。如果有偏向法益理論的刑

法學者問我，法益論和規範論我支持哪一個？我會毫不猶豫地回答：「法益理論」。如

果他們開心地離去，以後揮舞著法益保護學說來批判立法者時，也許會更加得心應手，

我似乎也可以因為這本論文對於保障人權有所貢獻，而覺得與有榮焉。但若超脫學術

的層次，我高興不起來，因為這趟理論史的旅程，讓我充分認識到刑法釋義學的無能

與空洞。這不是說刑法釋義學沒有解決問題的能力，也不是說汗牛充棟的刑法學文獻

毫無內容，而是慨嘆，光靠釋義學不可能實現法律人保障自由人權的理想。 

這種情緒是在寫到新康德主義法益理論進入納粹時期的轉變，以及納粹學者的法

益理論時，開始沉悶地鬱結在心裡。2008 年 12 月 4 日，我在部落格寫了這樣的日記： 

 
法律人不可不知歷史 
 
  最近論文寫到德國第三帝國的部分，在搜尋一些學者的生平時，意外發現台北大學鄭

逸哲教授多年前的網站，裡面有一些關於納粹時期司法的文章和書的翻譯，看了後真是令

人震驚，這些事以前只是隱隱約約，有體系地寫成文章之後就像在你面前潑了一地鮮血。

 
  德國在二戰前後有一批法學大師，例如Karl Larenz、Erik Wolf，Hans Welzel等等。這

些人都是法哲學大家，Larenz攻民法，後兩位攻刑法。二戰之後他們的學生學成開始投入

學界、實務界，他們的理論也因此主宰了戰後德國數十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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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教授的這篇文章中，引用一位德國法律系學生，1995 年時以投稿文章提出的疑問：

為什麼這些為納粹政權在法律理論上面抬轎的大師，還能受到如此景仰？不是改朝換代了

嗎？整個國家的憲政基本思想不是洗心革面了嗎？為什麼他們在戰前提出的法學理論似

乎毫無困難就移用到新國家新法律上面？ 
 
  很多人，包括我也曾經有這個印象：他們一定是在那個時代，不得已、情勢所逼，才

會提出違背良心的言論。 
 
  然而事實是：他們大部分是自願的。在納粹掌權之前，法哲學和刑法理論就一步一步

朝納粹思想邁進，犯罪判斷重點從結果不法移轉到行為不法，甚至到心態思想不法，而思

想的指引就是納粹思想：國家、領袖、（納粹）黨、民族，侮蔑任一個就是在心態上和全

體德意志民族過不去，為了健全的民族情感，必須將這些思想上的叛教者驅逐或教育。 
 
  這是一個時代潮流，在德國一次大戰挫敗後，國力大衰，多元民主的國會政治又可說

毫無建樹之際，碰上了 1929 全球經濟大蕭條，期待一個大有為政府以及英明的領袖，如

英雄般拯救黔首於苦難。強調民族精神、國家經濟的納粹黨，在此時循著合法的國會選擇

成為執政黨，可說是水到渠成，勢之所致。當然希特勒惡貫滿盈，但他不是一個人憑著領

袖魅力或政治手腕就能屠殺千萬猶太人和斯拉夫人，是德國人民的選擇，是當時列強的縱

容，不折不扣的歷史共業。 
 
  上面這些學者，以及其他許多有納粹思想傾向的學者，他們大約出生於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剛好在求學的精華時段碰上這個環境，有志改革的年輕人最容易衝動，不管是從

共產、納粹、法西斯的例子都可見到。所以這之間許多今日看來笨得要死、違反當代基本

價值的言論，在彼時對他們來說是毫無疑問地奉為真理，他們真的堅信唯有建立一個這樣

的國家和社會生活型態，德意志民族才有救。 
 
  例如Erik Wolf說：（以下皆摘錄自：鄭逸哲，德國刑法學者與納粹司法） 
 
「真正的納粹主義革命特徵之一是：(納粹主義)運動使枯萎的法源民族性再度復甦，而且

開發新法源：領袖至上。再者，(納粹)運動全然顯示本身是種創造性的運動，它希望給正

義思想一種新的內容，也因此要求新的法理念。法的理念不再是傳統上抽象法律主體的形

式平等，而是民族法成員的榮譽作身分地位區分的思想 (…)」 
 
  例如Hans Welzel說： 
 
「建立民族在世界歷史上的地位的客觀創造物和作品、具體表現其本質的偉大代表人物的

成就和影響也均屬民族的榮譽，而且不能不崇拜。因此，在未來的刑法中，應該明文制定

刑罰規定，來處罰蔑視德意志民族及其代表人物的歷史成就。」 
 
  例如Richard Lange說： 
 
「和猶太人的性行為是侵害法益的，具德意志血統(的行為)人違反義務(Pflichtverletzung)、
違背忠誠而背叛種族。」 
 
  更多的就不再引述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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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這樣解讀：法學理論之所以能夠在國家體制轉變之後繼續套用，也許是因為

法學有相當的獨立性，不受政治影響，所以不管什麼時代都能秉持自身的方向。 
 
  這或許有點美化，事實也許是這樣：法學理論的可操作性太大，以致於任何意識型態

套進去都能有合理解釋。於是不管是多元民主，不管是一黨極權，同一套法學理論都可以

在那個時代適用，並且看起來似乎沒有受到扭曲！因為它本來就有朝這邊解釋的空間！！

 
  二戰後的德國基本法（憲法）設計了許多避免走回不民主、不理性的機制，但因為二

戰之後基本上全球經濟發展是順利繁榮的，沒有多少大衰退的機會，時窮節乃現，苦難見

真心，最近這波金融海嘯以及經濟泡沫消弭，各國又紛紛走上大有為政府的路，時代有沒

有進步？基本立場是否更加堅定？還是又要回到只要賺錢不管人權的管制？都有待時間

發展來檢驗。 
 
  而要提給我們法律人的警惕，尤其給學刑事法的人：我們手上的理論工具，如果我們

知道它的來由和歷史演進的話，會大大震驚於它的可操作性。持著這樣的理論，我們能否

捍衛自己的理想？適度的自由與人權，這條「適度」的線畫在哪裡？有沒有不可攻破的底

線？還是只要時代的風吹來，我們便像原野上的草一般彎腰屈伏，吹什麼樣的風就駛什麼

樣的舵，讓美好的話語終究只是美好的話語，在酒足飯飽、衣暖屋華之後，如下午茶般的

閑情雅致？ 
 
  很可怕的，法律人。承平時代也許無甚大礙，艱困時節用嘴砲殺人的力量也不小啊。

 

這些情緒決定了這本論文的方向。本來只打算把釋義學沿革寫完就好，那也大概

夠一百二三十頁了；但納粹歷史讓我下定決心，要把法益理論一路走來的政治牆頭草

姿態好好刻劃出來，並且凸顯，有實質法治國撐腰和沒有的法益理論，可以有多大的

差距。為此，我幾乎把德國這兩百多年的政治史讀了一遍，也一頭栽進之前並無涉獵

的基本權理論，然後拼湊出這一套可以大大滿足自由主義學者的法益理論。當然，我

可以肯定說這不是我杜撰的，每個論點都有憲法學文獻和判決作依據，自由主義者大

可勇敢主張；只是不能不注意，這套理論不論在我國64或在德國，都還沒有獲得全面實

踐，否則就不會有第六章那些批判。 

如果有人問我，為什麼支持這樣的法益理論，我會說，因為現在是實質法治國。

但這跟法益概念本身一樣，只是個形式的答案而已。如果去問Schaffstein和Dahm，為

什麼主張那樣的法益理論，他們會回答，因為那時是納粹政權。實質法治國或納粹主

義，當作形容詞套在法益理論頭上，就只是換張面具而已，若有什麼保障或戕害人權

的運用結果，功過都是來自憲政思想而非來自法益概念本身──所以刑法學者總是可

以看似客觀中立地說：「我只是在詮釋法律而已」。任何時代的刑法總是有與客體和結

                                                 
64 我國尤其見反自由主義而行的釋字 617：「為維持男女生活中之性道德感情與社會風化…刑法第二三

五條…並未違背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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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相關的罪名，法益在釋義學上扮演著客體與結果的概念，絕對有能力如川劇變臉，

面具換得天衣無縫。 

所以真正的結論，我支持法益理論嗎？我支持的其實是實質法治國，實質法治國

說，它只接受以法益理論為起點的犯罪理論，所以我支持法益理論。但我為什麼支持

實質法治國？是因為跟二戰後西德一樣，鑑於納粹教訓痛定思痛嗎？還是只因為我的

習法歷程在一個實質法治國裡，所以隨波逐流人云亦云？我能一直堅持實質法治國

嗎？國家與憲法有「防衛性民主」機制，但是一般人和法律人心中，可有防衛機制？

國家是人在操作，當人們全都換了腦袋，徒有防衛機制的憲法又能奈何？疾風知勁草，

現在說什麼都太早，但在那之前，還是期許自己繼續持實質法治國的理念來重新認識

刑法學，也希望法律人們共襄盛舉。虛偽嗎？有一點，虛浮的不安感，也許就像新康

德主義的價值相對論，在面對威瑪共和的多元社會時，所呈現的那種茫然、無方向。 

──這本論文也許只是政治正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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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益理論的評價與展望 

可以將當代法益理論的命題以及憲法上的證據，簡化為下面這張表，這些命題不

僅適用於德國，更適用於我國，因為我國也是以實質法治國為理想的憲政體系。 

 

【圖表 8】實質法治國的法益理論命題（例示） 

 命  題 證 據 

1. 刑法的任務是法益保護，犯罪以法益侵害為必要條件。 人性尊嚴的保護義務 
2. 法益是在和平共同生活中，個人自我實現的基本條件。 人格自由發展權 
3. 法益是人格自由發展的外部條件，不是人格發展的內容。 人性尊嚴的尊重義務 
 (1) 不得用刑法保護道德感情或宗教感情。 尊重感受者 
 (2) 不得處罰自我傷害的行為。 尊重行為人 
4. 法益是行為規範保護的客體。 規範不得為自我目的 
 (1) 規範本身、規範共識、規範效力和對規範效力的信賴，都

不是法益。 
 (2) 宗教、道德等等的行為價值觀，若與客體保護無關，便不

是刑法任務。若與客體保護有關，仍必須通過憲法審查。

 

5. 法益必須可受行為的因果侵害。 比例原則的合適性 
6. 所有的法益都是「人的法益」。 社會和國家為人類存在

7. 可以詮釋為個人法益者，就不得假設為集體法益。 個人先於集體 
8. 保護重要的社會制度也是法益保護。 人性尊嚴的保護義務 
9. 目的（法益保護）與手段（刑法）間的比例原則。 法治國當然之理 

 

法益概念若不甘於僅是遵從立法者的指示，而是想要反過來有指導、約束立法者

的力量，它就不能只做個釋義學概念，而必須承認自己帶有政治色彩，是刑事政策概

念。當代唯一有拘束力的政治思想，就是憲政理念。法益概念提出的任何命題，都必

須在憲法上有立足點，才可能發揮自由主義的功能，也才不會只是天馬行空的口號。 

雖然由於當代的實質法治國採納啟蒙思想，使得當代法益理論中體現了啟蒙命

題，尤其是 1789 法國人權宣言第 5 條：「法律僅能禁止社會損害的行為」，第 4 條：「自

由僅以他人能享有相同的自由為限制」。但刑法學為何沒有回到啟蒙的權利侵害理

論，而是繼續使用法益理論？因為權利是規範概念，法益是真實的概念。權利侵害理

論只有個人權利和國家權利，就此而言，法益為主體權利補充了實現的條件，尤其個

人法益與當時的個人權利、即現在的基本權有高度對應，國家法益與當時的國家權利、

也就是今日憲法中國家組織與運作的規定，也有高度對應。隨著國家理念的演進，國

家也必須保護一些非個人、非國家的社會現實，這正是權利侵害理論鞭長莫及之處。

但法益並非僅有真實存在面，它同時兼具規範價值面，法益的「法」字正表示，任何

被用刑法保護的東西都必須通過憲法檢驗。兼顧價值與存在，規範才可能實現而有意

義，這是法益理論勝過權利侵害理論的關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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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法治國的法益理論：價值面上要求，法益必須對人性尊嚴與人格的自由發展

有功能，這是基本權審查的「正當目的」階層。存在面上，法益必須可受行為的因果

侵害，侵害與刑罰必須均衡，這是「比例原則」的工作。價值與存在結合後，憲法定

義的法益，是人格自由發展（個人自我實現）的外在、真實、基本條件。這個定義的

功能不在於表列出特定的法益清單，因為人格發展的條件與時俱變；它的功能是供作

憲法法院的審查步驟，與刑法學者批判的施力點。例如Hefendehl草擬的集體法益體系，

就是按著價值與存在，正當目的與比例原則的順序，對刑法分則做檢驗，而非鐵口直

斷集體法益就是哪些東西。 

如果要對法益理論或更根本的刑法任務，做與本文的不同理解，例如： (1) 主張

法益就是抽象的利益或價值而不具存在面； (2) 或者主張除了法益侵害之外，單純行

為規範之違反也可以是「社會損害」而受刑法處罰； (3) 或者主張法益理論中否定的

那些東西其實是法益（規範、規範共識、規範效力、對規範效力的信賴、因規範效

力破壞而生的附隨損害、私人感情、道德、禁忌、自我危害、他人的人格自由發展、

遺傳缺陷…等等）； (4) 或者主張對個人的自我實現無功能之法益； (5) 或者主張個

人法益的加總是獨立的超個人法益（國民健康）…。 

凡類此主張者，皆須先駁倒實質法治國的諸原則和德國聯邦憲法法院的有權解釋

──這應該不是容易的事。所以可以堅定地結論：在實質法治國裡，刑法的任務是法

益保護，或者更確切說，法益保護是刑法正當性的起點，法益侵害是實質犯罪概念之

首位且必要元素。 

至於其他元素在犯罪體系中有何等地位，它們與法益的互動關係如何，歷來都是

刑法學的興趣所在；接下來的任務是，依照實質法治國的命題，判斷這些已有的研究

誰對誰錯。例如不能未遂的主觀說、客觀說、印象理論爭執，沒有法治國的判準不可

能分優劣；這把尺就是「法不誅心」，也就是法益保護理論，沒有客觀的損害可能性，

不許發動刑法。除此之外，刑法學充滿各種主、客、折衷說，是否因為法益理論的研

究結果，今後一概採客觀說？似乎也不見得，最明顯的就是主觀構成要件不可能放棄，

因為這與法益保護同樣來自法治國理念──自主原則的要求。可能的發展方向，初步

評估，應是客觀且主觀，而非客觀或主觀的折衷，否則就不可能同時滿足法治國刑事

立法限制人民自由的兩大要件：從自主原則的被害人面向，導出以法益保護為基礎的

社會損害原則，與從自主原則的行為人面向，衍生的罪責原則。但這只是初估，仍待

更多研究證實，以架構出一套更符合當代憲政思想的刑法理論。     【本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