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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傳統中國的法理思想與法律規範，向有因犯罪情狀而得減輕

刑罰的理念與實際。而為了因應案情的懸殊，在司法實踐面乃出

現「原情定罪」的審判原則，以清代「秋審」制來說，監候秋審

的案件按其所犯性質、情節，區分成情實、緩決、可矜、可疑、

留養承嗣等五類，其中「可矜」者，乃罪名屬實，但情有可原，

可免死減等。

時至今日，我國現行刑法第 59 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

恕，認科以 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被稱為

「法官之淚」的這條規範溯源何自？與傳統中國法制有無關聯？

清末民初繼受歐陸刑法以來，原情定罪的審判原則有何衍化？如

何落實到刑事立法與司法實踐當中？它的歷史價值與時代意義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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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凡此諸問，很值得探究，乃趁著擁有珍稀立法史料與裁判

文書之便，本文從法史學的觀點，以民初大理院（1912-1928）

的相關判例為軸心，旁及立法經緯及當代刑法，逐一細說，以明

「原情定罪原則」深刻的傳統價值與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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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unishment from Being Pitiable to 
Being Reduced at Discretion  

-The Principle of Yuan Qing Din Zui on the
Basis of Legal Cases of the Dali Yuan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Yuan-Sheng Huang **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the law which 

consider to reduce the sentence of punishmen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of crime always consist in jurisprudence and legal 

system.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crime and the guilty of cases, the 

principle of “Yuan Qing Din Zui”（原情定罪） was used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For example, in Qing Dynasty, a person who be 

sentenced to death penalty would be determined to be executed or 

not by a judicial procedure which is called “Autumn Review”（秋

審）.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the conclusion of the Autumn 

Review trial was divided to five categories: actual reality, 

suspension, compassion, doubt, and put a defendant to probation and 

let him to take care his parents. Among these categories, a defendant 

could be reduced the sentence of punishment if he was sentenced to 

** Professor, College of Law, Fuzhou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Law, College of 
Law,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Ph.D., College of Law,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81



4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4 卷．第 1 期 

the “compassion” . 

Today, the article 59 of the Criminal Code in Taiwan concerning 

“A punishment may be reduced at discretion if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ommission of the offense are so pitiable that even the minimum 

punishment is considered too severe” be called” the judge’s tear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following points: What is the 

source of the article 59 in Taiwan? Is it related to the law in 

traditional China? What is the change of “Yuan Qing Din Zui” during 

the period of time from late Qing Dynasty to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nd, how is this principle be practiced by legislation or 

judiciary? Further, the object of this article tries to illustrate the 

traditional value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Yuan Qing 

Din Zui” on the basis of legal cases of “Dali Yuan”（大理院）

(1912-1928) and legislative archives, especially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history of crimi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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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從一則案例談起

陳○惟係陳○○與丁○○之子，緣陳○○長年對丁○○、陳

○惟及其胞弟陳○○實施家庭暴力行為。民國 105 年（2016）7

月 23 日晚上 11 時許，陳○○前往丁○○所經營之羊肉店內，當

著陳○惟及弟弟面前，辱罵丁○○「偷藏錢」、「討客兄」等語，

並表示要與丁○○離婚，且要將其趕離住處。嗣渠等先後返回住

處後，陳○○於翌日凌晨 2、3 時左右，又在住家客廳狂罵妻

子，陳○惟見狀，出言為其母辯解，陳○○遂心生不滿，父子爆

發激烈爭吵並徒手互毆，陳○惟憤而持桌上菸灰缸砸向父親頭

部，再持利剪刺其左頸動脈致死，事後向警方自首。

檢察官以被告陳○惟常年目睹其母遭被害人陳○○施暴，自

身亦屢遭家庭暴力，身心長期承受重大壓力，事發出於保護母親

之動機、素行良好、犯後主動自首及坦承犯行之態度等事由，認

被告所為實情堪憫恕，縱依法定 低刑度猶嫌過重，應依法減

刑。而於民國 106 年（2017）3 月 28 日偵結起訴被告涉犯殺害

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嫌，並建請法院審酌上情，依刑法第 59 條減

輕其刑1。 

屏東地方法院判決指出：陳○○長期家暴，兒子陳○惟原本

在外地工作，不捨母親開刀住院後仍得顧店持家，乃返鄉幫忙並

照顧母親，卻因經常目睹父親施暴，為保護母親才弒父，雖構成

刑法第 272 條第 1 項：「殺直系血親尊親屬者，處死刑或無期徒

刑。」之罪，除依第 62 條前段「自首」減刑外，另因情堪憫

恕，依第 59 條「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再減輕其刑。從無期徒

1 參閱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07/25/2016），屏東地檢署偵辦陳姓被告殺父

案件新聞稿，http://www.ptc.moj.gov.tw/HitCounter.asp?xItem=440287（

後瀏覽日：05/3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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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降為十五年有期徒刑，再酌減其刑，量處七年六個月；本案經

提起上訴後，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認為原判洵屬允當，駁回上

訴2，惟本案仍可再上訴。 

天下有不是的子女，也有不是的父母，同屬弒父行為，惡逆

乎？可矜乎？上揭案例，為人子者的行為是否「情堪憫恕」？宜

如何量刑？揆諸我國現行刑法第 59 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

恕，認科以 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被稱為

「法官之淚」的這條規範溯源何自？與傳統中國法制有無關聯？

清末民初繼受歐陸刑法以來，原情定罪的審判原則有何衍化？如

何落實到刑事立法與司法實踐當中？它的歷史價值與時代意義各

為何？凡此諸問，很值得探究，歷來卻少見有專論出現3，乃趁

著擁有珍稀立法史料與裁判文書之便4，本文擬從刑法史學的觀

點，以民初大理院（1912-1928）的相關判例為軸心，旁及立法

經緯，逐一細說。

貳、傳統中國刑案中的情罪平允

世間事，千樣百態；犯罪情節，離奇變幻；為了濟刑罰之

平，早在西周時就有因犯罪情狀而得加減刑罰的思想，如《尚

書‧呂刑》云：

2 參閱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05/08/2018），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7
年度上訴字第 118 號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案件新聞稿，http://ksh.judicial. 
gov.tw/chinese/news_1.aspx?s=829&y=0&pa=10054&n=0&pt=%E6%96%B0
%E8%81%9E%E7%A8%BF（ 後瀏覽日：05/30/2018）。  

3 有關現行刑法第 59 條之實務運作，可參閱：林國賢（1985），〈關於刑法

第五十九條之適用問題〉，《法令月刊》，36 卷 1 期，頁 9-11。郭豫珍、劉

文仕（ 2006），〈刑罰酌減條款在審判實務上的運用〉，《警察法學》， 5
期，頁 363-398。  

4 黃源盛（2011），《民初大理院與裁判》，頁 83-133，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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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

重諸罰有權。 

此為周穆王（992B.C-992B.C）之語，周初即或有此法制。

所謂「上刑適輕下服」，乃指犯重罪之刑，其情狀適輕，特處輕

刑。反之，「下刑適重上服」，是指犯輕罪之刑，其情狀適重，特

處重刑。至於「輕重諸罰有權」，乃指要反覆斟酌案情，權度刑

罰之輕重，使能各得其宜5。用白話講：審判時要仔細察查，依

照法理，假如犯了重罪而宜於減輕，那就減輕；倘若犯了輕罪而

宜於加重，也可酌情加重；刑罰的輕重，要依時、依地、依案情

之不同而不同，該輕則輕，該重則重，隨時制宜，因案制宜，一

定要公正而合乎情理6。 

漢武雖獨尊儒術，法制面行的是「陽儒陰法」之道，自漢魏

晉以降，尤其，從唐律以迄大清律例，歷代法典幾乎都採取一罪

一刑的「絕對法定刑制」，在此立法方針下，為了因應案情的懸

殊，在司法實踐面乃出現「原情定罪」的審判原則。以清代的

「秋審」制為例，秋審，號稱大典，每年一度舉行，是對在押死

刑犯人的特別覆核緩刑的制度；此制遠淵於漢代「錄因」制度，

直接沿襲明代的「朝審」而來；監候秋審的案犯按其所犯性質、

情節，區分成情實、緩決、可矜、可疑、留養承嗣等五類，其中

「可矜」者，乃罪名屬實，但情有可原，可免死減等。

5 關於「上刑」「下刑」，有一種奇說，刑罰執行部分在身體之上半部者為

「 上 刑 」； 在 身 體 之 下 半 部 者 為 「 下 刑 」， 如 此 說 ， 則 死 墨 劓 三 刑 為 上

刑，剕宮二刑為下刑。鄭玄、賈公彥、吳澄諸人唱之。參閱蘆野德林，

佐伯復堂譯註（1998），《無刑録（上冊）》，頁 14-16，東京：信山社。另

參閱徐朝陽（1969），《中國刑法淵源》，頁 239-241，台北：台灣商務。  
6 參閱屈萬里註譯（1986），《尚書今註今譯》，頁 182-183，台北：台灣商

務。另參吳璵註譯（1997），《新譯尚書讀本》，頁 176、182，台北：三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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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來，在判案過程中要求准情酌理，乃至情罪平允，這

是職司審判者的一大誡命，也是期許。至於有關「原情定罪」的

案例為數甚多，囿於主題與篇幅，底下僅就唐清兩代，各擇一個

案例，並稍作析解。 

一、唐代「康買得救父殺人案」 

（一）事實 

唐穆宗長慶 2 年（822）四月，年僅十四歲的康買得，因見

其父康憲被善於角抵的張莅所拉，氣將絕，遂用木鍤擊張莅頭

部，見血死，有司判以死刑。刑部員外郎孫革奏： 

京兆府雲陽縣人張莅，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憲徵之，莅

承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救其父。以

莅角觝力人，不敢撝解，遂持木鍤擊莅之首見血，後三日

致死者。準律，父為人所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減凡

鬥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即買得救父難是性孝，非暴；

擊張莅是心切，非凶。以髫丱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

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以

權之，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

以訓，諸罰有權。今買得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

宥，伏在聖慈。臣職當讞刑，合分善惡。僅先具是由陳

奏，伏冀下中書內下商量。敕旨： 

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

若從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7 

                                                       
7 引自《舊唐書‧刑法志》。另見《唐書‧孝友傳》及《古今圖書集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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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 

1.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頒訂於公元 651 年的唐律並無如當

今所謂「正當防衛」得予阻卻違法的一般性規定，僅按個別情

形，於各犯罪類型中予以免除或減輕其刑而已8。詳言之，為禁

止私力報復，唐律以要求公力救濟為原則，不許以私力防衛自

己。但於〈鬥訟律〉「祖父母為人毆擊」條明文：「諸祖父母、父

母為人所毆擊，子孫即毆擊之，非折傷者，勿論。折傷者，減凡

鬥折傷三等。至死者，依常律。」。〈疏議〉曰：「祖父母、父母

為人所毆擊，子孫理合救之，當即毆擊，雖有損傷，非折傷者，

無罪。」在此情形，並不言及無違法性，此實因子孫目睹父祖被

毆擊，激於孝心，理合救之9，頗合乎「親親之義」，所以異於常

犯，為曲體人情而阻卻其責任，故律列專條，另立罰例。 

2.惟防衛行為的限度，只限於毆，若折傷以上，祇予減刑，

至死者，依常律，所謂「依常律」，係不減三等之意。又〈疏

議 〉 曰 ：「 毆 前 人 （ 即 攻 擊 人 ） 致 死 ， 合 絞 ； 以 刃 殺 者 ， 合

斬。」，子孫為救祖父母、父母而毆擊他人罪，除毆人致死者依

常律外，其餘之處罰均輕於常犯，由此可見唐律維護人倫、原情

定罪的立法原則10。本案，倘依律，康買得對攻擊其父之人，用

木鍤予以反擊而致之於死，應處絞刑。 

3.頗具人情味的是，由於康買得當時年僅十四，激於救父心

                                                       
倫彙編‧氏族典》，卷 306，冊 363，頁 23。類似之案例在《新唐書‧列

女傳》載：「山陽女趙者，父盜鹽，當淪死，女詣官訴曰：『迫肌而盜，

救 死 爾 ， 情 有 可 原 ； 能 原 之 邪 ？ 否 則 請 俱 死 。 」 有 司 義 之 ， 許 減 父

死。」  
8 參閱仁井田陞（1959），《中囯法制史研究 刑法》，頁 216，東京：東京

大學出版會。  
9 參閱戴炎輝（2010），《唐律通論》，頁 110-113，台北：元照。  
10 參閱劉俊文（1996），《唐律疏議箋解》，頁 1585-1589，北京：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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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有司奏請寬減其刑。 終，唐穆宗念其「尚在童年，能知子

道」，依「原情之義」，特命減死一等，判處流刑結案11。 

二、清代「縱妻犯姦案」

（一）事實

清承舊制，立法仍採取絕對法定期刑，以《刑案彙覽》嘉慶

22 年（1817）福建司現審案為例： 

提督咨送屈大姦佔陳張氏一案。除屈大照「強佔」擬流

外，其陳張氏係本夫陳五縱容與人通姦，例應離異。 

惟陳五縱妻犯姦，係畏姦夫強暴，情固出於勉強。並據陳

五供稱，如僅將子女給伊領回，伊係隻身窮苦，不能撫

養。子女幼小，將來必至失所，情亦可憫，原情酌斷，應

將張氏併子女俱給陳五領回完聚。12

（二）分析

1.本案，屈大照強佔人妻，依律應處流刑。至於陳五縱容妻

子與人通姦，依大清律例〈刑律〉「縱容妻妾犯姦」條律本文規

定 ：「 凡 縱 容 妻 、 妾 與 人 通 姦 ， 本 夫 、 姦 夫 、 姦 婦 ， 各 杖 九

十。」，依例，應離異。本條的「律後註」說：「凡本夫縱容妻妾

與人通姦者，妻妾固有淫行，本夫不禁制而反縱容，則敗壞風化

之罪，與姦夫、姦婦無異，故各杖九十。13」，惟考量陳五縱妻

11 有關本例，可參考桂齊遜（2007），《國法與家族之間－唐律有關家族倫理的立

法規範》，頁 176-177，台北：龍文。 
12 引自祝慶祺等編（2003），《刑案匯覽三編》（第三冊），頁 100，北京：北京古

籍。
13 沈之奇撰，懷效鋒、李俊點校（2000），《大清律輯註（第下冊）》，頁 916，北

京：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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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姦，「係畏姦夫強暴」，情處於勉強，且自身生活困頓，不能撫

養幼小子女，有司並未嚴格按照律例下判。

2.刑部原情酌斷，認為「應將張氏併子女俱給陳五領回完

聚」，不但未予處刑，甚至免其離異。如此判決，能考慮到依律

例判處後所可能造成的社會問題，出於人道矜憫，合乎人情，流

露出寬仁的智慧。

參、晚清民初原情定罪的立法衍化

洎乎晚清，西法東漸，清末民國的刑典直接或間接繼受了日

本法與德國法，中華法系從此走入歷史。在光緒 28 年以迄宣統

3 年（1902-1911）的變法修律過程中，固有禮法文化與近代法律

思潮不斷碰撞與融合，不過，正如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1840-

1913）所言：「無論舊學、新學，大抵總不外情理二字……不能

捨情理而別為法也。」14其後法典也幾經修正，這條「酌量減輕

其刑」的規範，在一片冰冷的法海中出現了一股暖流。

一、清末的刑事立法

由於這個時期法規範數度變化，為清晰計，先表列於下：

晚清刑律與欽定大清刑律有關酌減修文

法規年份

與名稱
條號 條文內容 備註

1905 年 
刑律草案

第 59 條 
凡犯罪之情況，有可矜憫

者，得酌量減輕本刑一

等。

本草案由國

人章宗祥與

董康合力草

擬。第 60 條 凡犯罪，雖同時依本條有

14 引自沈家本（1985），《歷代刑法考》，頁 2240，北京：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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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或減輕者，仍得酌量

減輕其刑。

1907 年刑律草

案

1910 年修正刑

律草案

第 54 條 
凡審案犯人之心術及犯罪

之事實，其情輕者，得減

本刑一等或二等。

本草案由日

籍顧問岡田

朝 太 郎 所

擬，該條仿

自日本 1880
年 「 舊 刑

法 」 第 89
條第 1 項及

第 90 條。 

第 55 條 
凡於法律雖有加重或減輕

之時，仍從前條之規定，

得減輕其刑。

1911 年 
欽定大清刑律

第 54 條 
審案犯人之心術及犯罪之

事實，其情輕者，得減本

刑一等或二等。

第 10 章的

章名由原來

1907 年 的

「 酌 量 減

輕 」 改 為

「酌減」。

第 55 條 
依法律加重或減輕者，仍

得依前後之例減輕其刑。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上揭 1905 年的刑律草案係光緒 31 年（1905）由章宗祥

（1879-1962）與董康（1867-1947）聯合纂擬，屬於近代中國法

律史上首部由國人自己主導的刑法草案15，率先引進歐西刑法典

中的「酌量減輕」制度，其中，第 59 條：「凡犯罪之情況，有可

矜憫者，得酌量減輕本刑一等。」第 60 條：「凡犯罪，雖同時依

本條有加重或減輕者，仍得酌量減輕其刑。」「案語」中云16： 

謹案刑法判犯罪之輕重，本依危害之程度而定。第犯罪之

15 本草案目前只見〈總則〉部分，至〈分則〉是否曾經擬定？完稿與否？其詳仍

有待查考，詳參黃源盛纂輯（2010），《晚清民國刑法史料輯注（上冊）》，頁 3-
4，台北：元照出。 

16 引自黃源盛纂輯，同前註 15，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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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變幻莫測，有大可惡者，有大可恕者，恆出於法律

預想之外，勢不能預設範圍，以為待對。故予裁判官以特

權，得以臨時之意見，酌量處分，此各國之通例也。中國

典刑欽恤，肇自〈虞書〉，疑讞務寬；頒從漢景，自唐迄

明，遵循勿失。本朝秋審更設矜緩之條，方諸往代，尤為

詳慎，蓋平宥之理，古今中外，同此一致。而現行律例，

未輯明文者，以有比附加減在也，現在比附之法，既議刪

除，凡法重情輕者，亟應另設專條，以資援引。茲擬凡犯

罪有可矜憫者，准予減等，聽承審之員，隨時酌量行之，

若按法律，雖同時已俱有加重減輕之理由，衡情尚有可矜

憫者，自應仍適用此例也。

傳統中國法制並無如近代嚴格意義的「罪刑法定主義」，而

採行所謂的「比附援引」之法；上述「案語」中提及中國刑典雖

向重矜恤思想，且言平宥之理；然由於當時正熱烈討論刪除「比

附援引」舊制，對於「情輕法重」的案件，預另設專條以對，是

勢所必然。

光緒 33 年（1907）八月至十一月間，在日籍修律顧問岡田

朝太郎（1868-1936）與沈家本的攜手下，於 1907 年完成刑律草

案的擬訂，該草案係自繼受歐陸法的近代中國第一部體系完整的

刑法草案，其中第十章的章名為「酌量減輕」，附加「說明」17： 

酌量減輕，不問所犯何罪，審判官可原諒其情狀，以其職

權減輕其刑，於學說名審判上之減輕。

該草案第 54 條規定：「凡審案犯人之心術及犯罪之事實，其

17 引自黃源盛纂輯，同前註 15，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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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輕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本條係仿自日本明治 13 年

（1880）「舊刑法」第 89 條而來18。立法理由謂： 

為裁抑犯罪，制定分則以下各條，然同一犯罪，情節互

異，若株守一致，則法律之範圍過狹，反致有傷苛刻，故

予裁判官以特權，臨時酌量犯人之心術與犯罪之事實，減

一等或二等也。

又於同條之「注意」欄中舉例說19： 

審按犯人之心術者，例如於屋外犯五圓以下之竊盜罪，實

因迫於貧困，情可矜憫之類是。審按犯罪之事實者，例如

竊取物品僅一枝花，情甚輕微之類，是二者之情事雖不

同，其應減則一也。

不難發現，本章「酌量減輕」的核心仍圍繞著所謂的「矜憫

思想」，這也成為往後立法與司法不斷援用的一大法理依據。

宣統 2 年（1911）正式頒布的欽定大清刑律（俗稱：大清新

刑律）第十章的章名從「酌量減輕」改為「酌減」，第 54 條與第

55 條的文字僅更改數字，其餘內容與 1907 年的刑律草案完全相

同。

18 日本明治 13 年「舊刑法」第 89 条：「①重罪軽罪違警罪ヲ分タス所犯情状原

諒ス可キ者ハ酌量シテ本刑ヲ減軽スルコトヲ得②法律ニ於テ本刑ヲ加重シ又

ハ減軽ス可キ者ト雖モ其酌量ス可キ時ハ仍ホ之ヲ減軽スルコトヲ得」；第 90
條：「酌量減軽ス可キ者ハ本刑ニ一等又ハ二等ヲ減ス」。參閱高橋治俊、小谷

二郎共編，松尾浩也增補解題（1990），《增補刑法沿革綜覽》，頁 14，東京：

信山社。
19 引自黃源盛纂輯，同前註 15，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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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國時期的立法與修法

從清朝到民國，國體由專制皇權而民主共和，刑法任務由

「治民治吏之具」到「法益保護」；值得一提的是，民國初期，

政爭連年，百政頹靡，新舊法制如何銜接，連續乎？斷裂乎？有

必要關注。

民國以來有關酌減修文

法規年份

與名稱
條號 條文內容 備註

1912 年 
暫行新刑律

第 54 條 
審按犯人之心術及犯罪之

事實，其情輕者，得減本

刑一等或二等。

本二條係承

自 1911 年

欽定大清刑

律第 54 條

及第 55 條

而來。
第 55 條 

依法律加重或減輕者，仍

得依前條之例減輕其刑。

1915 年 
修正刑法草案

第 55 條 
第 1 項 
第 2 項 

審案犯人之心術，犯罪之

損害及其他情節，得加重

或減輕本刑一等或二等。

依法律加重或減輕者，仍

得依前項加減本刑。

本 條 第 1
項，酌減之

要件除心術

外，另有犯

罪之損害及

其他情節。

又 除 「 酌

減」外，另

增 列 「 酌

加 」 之 規

定。

1918 年 
刑法第二次修

正草案

1919 年 

第 62 條 
第 1 項 
第 2 項 

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之

輕重，為法定刑內科刑之

標準。應特別審酌之事項

如左：

第十章章名

改為「刑之

酌科」，仿

瑞士及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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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訂刑法第二

次修正案 
一、 犯罪之心術。 
二、 犯罪之原因。 
三、 犯罪之目的。 
四、 犯人所受之刺激。 
五、 犯人本身之關係。 
六、 犯人生活之狀況。 
七、 犯人平日之品行。 
八、 犯人之知識。 
九、 犯罪之結果。 
十、 犯罪後之態度。 
科罰金時，除前項規定各

情形外，並應審酌犯人之

財產關係。 

立法例，增

訂第 62 條

有關科刑時

應審酌之事

項。 

第 63 條

（1919 年

移列至第

77 條） 

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

酌減本刑。 

本條係仿自

日本刑法第

66 條20。 

1928 年 
中華民國刑法 
（刑法） 

第 76 條

第 1 項 
第 2 項 

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形

為法定刑內科刑輕重之標

準，並應分別情形注意左

列事項： 
（一）犯罪之原因。 

（二）犯罪之目的。 

（三）犯人所受之刺激。 

（四）犯罪之心術。 

（五）犯人與被害人平日

之關係。 

（六）犯人之品行。 

（七）犯人智識之程度。 

（八）犯罪之結果。 

（九）犯罪後之態度。 

「舊刑法」

係承自 1919
年改定刑法

第二次修正

案，除第 77
條 之 規 定

外，另仿德

國、瑞士立

法例訂定第

76 條科刑審

酌事項之標

準。 

                                                       
20 日本現行刑法第 66 条：「犯罪の情状に酌量すべきものがあるときは、その刑

を減軽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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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罰金時應審酌犯人之資

力。

第 77 條 
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

酌減本刑。

1935 年 
中華民國刑法

第 59 條 
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

酌量減輕本刑。

本 條 承 自

1928 年「舊

刑法」第 77
條。

2005 年中華民

國刑法
第 59 條 

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

科以最低之刑猶嫌過重

者，得酌量減輕本刑。

本條係針對

1935 年刑法

修正而來。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民國初締，國事如麻、政治動盪，新律自難短期重加擬訂，

乃將 1911 年欽定大清刑律中有關牴觸國體部分刪除，其餘如

舊，更名為暫行新刑律，於民國元年（1912）頒行。其中第 54

條規定：「審按犯人之心術及犯罪之事實，其情輕者，得減本刑

一等或二等。」當時立法理由的「補箋」中稱21： 

日本刑法以「情狀可原」四字，為酌減之標準，不免失之

含糊，故往往有以客觀的事實解釋之誤。本條分別心術與

事實，較為明顯。心術者，遠因之謂；事實者，犯罪行為

之謂，二者不得混同。例如竊取，有決心於姦淫賭博者，

有決心於家貧養親者，此事實同而心術異。又如為貧困而

竊取貴重之物，或竊取輕賤之物，為報仇而殺一當道之巨

卿，或殺一市井之無賴，此心術同而事實異。酌減係出於

審判官矜憫之忱，故學者有謂之「審判官之淚」者，但不

21 引自黃源盛纂輯，同前註 15，頁 40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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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逾法定範圍，而以私意減輕之。

上述暫行新刑律第 54 條的「補箋」提及，之所以解釋「心

術」與「事實」，是為了避免如同日本刑法的「情狀可原」四字

用語模糊所增設，心術即遠因，「事實」即犯罪行為，並以同是

竊盜罪與殺人罪為例，說明二者間之區別。此等立法顯然受到岡

田朝太郎的意見所影響，岡田曾說：「酌量減輕為裁判官之職

權，故曰裁判之減輕。有一要件，須犯罪情節有可原諒者。情節

可分二層觀察，一從主觀的審按犯人之心術；一從客觀的審按犯

罪之情節，以定應否減輕之標準。」22從而乃將主觀之犯人之心

術與客觀之犯罪事實訂為明文。

民國 4 年（1915），修正刑法草案第十一章的章名從「酌

減」更改為「酌加酌減」，第 55 條第 1 項規定：「審按犯人之心

術、犯罪之損害及其他情節，得加重或減輕本刑一等或二等。」

第 2 項：「依法律加重或減輕者，仍得依前項加減本刑。」此草

案除「酌減」外，增列「酌加」之規定，其理由謂23： 

本案分則改原案之自由裁量，誠恐審判官無酌奪之餘地，

難為公平之審判，故特設酌加一等或二等之規定，藉濟其

窮。或疑酌加之法為各國通例所無，竊謂有酌減而無酌

加，乃沿博愛時代之遺習，並非根據學理，既許酌減，何

獨不准酌加？如濫用此種權限，是在用人之當否，法固不

任咎也。 

又第二項即原案之第五十五條，實前項之附屬規定，應修

22 參閱岡田朝太郎（2013），《大清刑法（總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另參

閱郭衛（1929），《刑法學總論》，頁 302-303，出版地：上海法學編譯社。 
23 引自黃源盛纂輯，同前註 15，頁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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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一條，並將「減輕其刑」句改為加減本刑，以歸一貫。 

暫刑新刑律〈分則〉各種犯罪類型，其法定刑，高低相懸，

三等之自由裁量既改為一等，恐審判官無酌量之餘地，故特設酌

加一等或酌減一等或二等之規定，藉濟其窮。又謂「酌加」之

法，雖為各國通例所無，然有酌減而無酌加，乃沿博愛時代之遺

習，並非根據學說，既許酌減，何以不許酌加？此外，有關酌減

之要件除列心術外，另有犯罪之損害及其他情節，與之前的欽定

大清刑律與暫行新刑律之「犯罪事實」的要件稍有不同。另將原

第 55 條修併為一條，列為第 2 項，文句未改為加減「本刑」，也

與前揭法典規定有異。

民國 7 年（1918）刑法第二次修正案第十章章名更改為「刑

之酌科」，第 63 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減本

刑。」、第 64 條：「依法律加重或減輕者，仍得依前條之規定酌

減本刑。」，此次修正案之要點有二：(1)酌加已於分則各罪規

定，故刪除「酌加」規定。(2)酌減之條件由前之「心術」、「犯

罪事實」或「犯罪之損害」改為「犯罪之情狀可憫恕」。(3)保留

前次草案「本刑」之用語。立法理由云24： 

夫犯罪而有惡性者，科以法定之刑可矣，犯罪而無惡性

者，其情節至不一，端科以法定之刑，或過於酷，故得酌

減。例如姦所殺死姦夫與圖財害命，依法律條文，其為殺

人罪雖同，而所應科之刑則異，故凡行為雖屬犯罪而情節

確有可原者，裁判上則有酌減之例，行政上則有特赦之

權，蓋以此也。更證以各國刑法典之體例，犯罪因特別情

節而應加重者，皆於分則各罪規定之，例如原案分則各罪

24 引自黃源盛纂輯，同前註 15，頁 652-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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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之情節至為繁密，有因犯人身分者（第一百四十條）、

有因被害人身分者（第一百八十三條）、有因犯罪目的者

（(第一百零一條)）、有因犯罪人數者（第三百六十八

條)）、有因發生一定之結果者（第一百三十三條）、有因被

害法益者（第一百八十六條）、有因犯罪之方法者（第二百

八十三條)、有因以犯罪為常業者(第二百七十條)、有因職

務上犯罪者（第一百三十五條）、有因犯罪之程度者（第一

百四十條），其餘各條之加重，類多以此為準，是應加重各

情節。既科以加重之刑，似不當於總則中再設酌加之規

定，故本案擬將修正案酌加之條文刪去，並增入科刑之標

準，改章名為刑之酌科。 

此次修正案尚增訂一條與裁量減輕規定 密切相關之規定，

即同章第 62 條第 1 項：「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形之輕重，為法定

刑內科刑輕重之標準。」「應特別審酌之事項如左：一、犯罪之

心術。二、犯罪之原因。三、犯罪之目的。四、犯人所受之刺

激。五、犯人本身之關係。六、犯人生活之狀況。七、犯人平日

之品行。八、犯人智識之程度。九、犯罪之結果。十、犯罪後之

態度。」（第 2 項）、「科罰金時除前條規定各情形外，並應審酌

犯人之財產關係。」本條之所以如此立法，理由中說25： 

刑期及罰金定高低相懸之額，俾法官得酙酌情節科以適當

之刑，為近世刑法不易之理，原案（1915 年修正刑法草

案）於各罪科刑之範圍，其高度與低度相懸三等，即此意

也。然因範圍太廣，故施行以來，法官援用或未盡得當，

25 引自黃源盛纂輯，同前註 15，頁 653-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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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改為一等，刑又未免失之太狹，本案於科刑各條擬

參採原案，并於法定刑範圍內示法官以用刑之標準。 

科刑得當誠非易事，惟經驗日久，能細心推勘情節且具有

判斷力，及不偏蔽之法官能之，故最近瑞士及德國刑法準

備草案皆於總則中特設專條，臚舉科刑時應審酌事項，以

指導法官之留意。瑞士草案第四十七條規定法官於科刑時

須審酌犯人之犯意與犯罪之動機、犯罪以前之品行及犯人

地位之關係，德國草案及委員會刑法草案採用其制，而情

節更加詳晰，本案略施其意，規定本條。 

從立法理由中的說明，本條係仿自瑞士草案及德國刑法準備

草案之例，在〈總則〉中設專條臚舉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以引

導法官的留意。此條規定將欽定大清刑》及暫行新刑律裁量減輕

事由之主觀要件「犯人之心術」納入法定刑之審酌標準，而有關

犯罪之原因、目的、結果等，又幾乎都與「犯罪之事實」有關，

乃將裁量減輕之客觀要件「犯罪事實」也納入該法定刑內之審酌

事由。

民國 8 年（1919）改定刑法第二次修正案第 77 條條文內容

同前第二次修正案，即第 63 條：「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減

本刑。」、第 78 條：「依法令加重或減輕者，仍得依前條之規定

酌減本刑。」，本條較特殊者，以前係依「法律」，此次改為依

「法令」，為何如此修訂，理由不明。而第 76 條則規定：「科刑

時應審酌一切情形為法定刑內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應分別情形注

意左列事項：一、犯罪之原因。二、犯罪之目的。三、犯罪時所

受之刺激。四、犯人之心術。五、犯人與被害人平日之關係。

六、犯人之品行。七、犯人智識之程度。八、犯罪之結果。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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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後之態度」（第一項）「科罰金時並應審酌犯人之資力」（第

二項），仍包含犯罪行為人犯罪之主客觀因素。

民國 17（1928）年三月公布之「舊刑法」第 77 條：「犯罪

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減本刑。」第 76 條有關法定刑內科刑之

審酌事由，其內容與民國 8 年改定法定刑第二次修正案相同，足

見「舊刑法」關於這個部分完全採納該修正案的內容。而在第

77 條的立法理由中，仍提到「情狀」一詞包含了心術及犯罪事

實的觀念，而可憫恕者則以因報讎而殺人或因貧寒而行竊者為

例，從而即使條文中已未見有心術及事實的用字，但從立法沿革

來說，犯罪動機與犯罪情節輕微兩者有其一，再加上犯罪之情狀

可憫恕者，即可以成為酌量減輕其刑的對象。

民國 24 年（1935）一月一日公布之現行刑法：關於裁量酌

減部分第 59 條：「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本刑。」第

60 條：「依法律加重或減輕者，仍得依前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

刑。」，關於科刑之輕重標準，第 57 條：「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意左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一、犯罪之動機。

二、犯罪之目的。三、犯罪時所受之刺激。四、犯罪之手段。

五、犯人之生活狀況。六、犯人之品行。七、犯人之智識程度。

八、犯人與被害人平日之關係。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十、犯罪後之態度。」與民國 17 年「舊刑法」的內容大同小

異。

綜上所列，以有效施行之刑法法典論，欽定大清刑律及暫行

新刑律，對於裁量減輕部分均以「犯人之心術」及「犯罪之事

實」為要件；至民國 17 年之「舊刑法」始改為「犯罪之情狀可

憫恕者」為要件；另外，增訂科刑應審酌之一般標準，現行刑法

仍沿襲「舊刑法」之規定，惟於民國 94 年（2005）第 59 條修正

為：「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 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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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減輕其刑。」比較特殊的是，在「舊刑法」頒布施行前的欽定

大清刑律及暫行新刑律係仿自日本，只有「酌減」之規定。衡諸

各國立法例，歐陸法系國家之日本、法國則僅有「酌減」之規

定，德國、瑞士僅有「酌科」之明文，何以我國自「舊刑法」以

迄「現行刑法」兼具「酌科」與「酌減」兩者？

肆、民初大理院關於酌減案例探析

自清末繼受歐西法律思潮，於 1911 年頒布第一部近代刑法

典後，未及施行，清廷鼎覆，接著，北洋政府軍閥為政，此期

間，新舊思想交替，政潮洶湧、生靈不安。在那樣的年代，如何

落實近代罪刑法定主義的精神？又是如何論處情堪矜憫的特殊個

案？經統計，從 1912 至 1928 年間， 高司法審判機關「大理

院」審理有關「酌減」的判決為數不少，其中，判例計八則，有

全文可稽者六則，以下依當時所適用的暫行新刑律第 54 條：「審

按犯人之心術及犯罪之事實，其情輕者得減輕本刑一等或二

等。」為據，分別歸納為六個類型，另佐以析解，以明酌減規定

的運用實況。

一、酌減事由必須與本案具有關連性者

例如，大理院 2 年非字第 23 號判例26： 

（一）事實

吉林高等審判廳認定事實，田振文與王孫氏向有姦情，6 月

21 日又至王家續姦，王孫氏謊稱已為伊夫叔田俊查知，行將不

利於振文。後經振文訪明所言不確，於前清宣統 2 年五月初不記

日，至其家詈罵，用手槍擊傷王孫氏左足面，洞穿腳心；鄰居朱

26 參閱黃源盛纂輯（2014），《大理院刑事判例輯存 總則編（第 3 冊）》，頁 1435-
1438，台北：犁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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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出而攔阻，亦遭槍擊，倒地殞命。案經檢察官起訴，由吉林高

等審判廳判決，處被告一等有期徒刑確定。總檢察廳檢察長以原

判有通姦罪未經有告訴人告訴，訴追條件不具備；另以吉林失火

延燒，省屬監獄官將田振文提解出城，田中途安靜守法，不得為

減輕之理由等違背法令的情形，提起非常上告。 

（二）分析 

1. 本案，田振文欲槍殺王孫氏，但一擊不中，僅傷及王孫

氏足部，依暫行新刑律第 311 條，成立殺人未遂罪。之後，攜槍

逃走，鄰居朱海攔與理論，田振文因圖逃脫，又槍斃朱海，另成

立殺人既遂罪。大理院肯認原判決，對於田振文槍擊二人係犯數

罪，應予併罰，不應僅論一個殺人罪。 

2. 另大理院指出，被告田振文在未決監，遇火災未曾逃

走，且途中安靜守法，此等事由，明顯與本案不具有相當關聯

性，尚不足以構成暫行新刑律第 54 條：「審按犯人之心術及犯罪

之事實，其情輕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之法定要件，駁回

本件非常上告。 

二、酌減以處以法定刑之最輕刑猶嫌過重者 

例如，大理院 2 年非字第 23 號判例：  

（一）事實 

詳如上例。 

（二）分析 

酌減，必須減至法定刑範圍之外，如酌減後之刑，仍不軼出

法定刑之範圍，即與酌量減輕之意旨不合。本案，大理院認為：

「查加減例，應於各 重本刑加之，或 輕本刑減之，始能收加

減之實效。原判敘明減輕一等，處以一等有期徒刑十年，仍在第

三百一十一條（殺人罪）選擇刑範圍以內，此其違法之點。」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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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適用暫行新刑律第 54 條之前提要件，須以宣告 低度法定

之刑猶嫌過重者，方得援引。

三、酌減以犯罪本人之心術及其犯罪事實情輕者為限

例如，大理院 11 年上字第 607 號判例27： 

（一）事實

依訴訟記錄，已死倪士顯看瓜臥棚地上有挖掘踐踏痕跡，及

倪士顯因受傷身死，俱經原縣分別勘驗明確，填單附卷。上告人

等於如何聽從許劈柴糾邀上盜，許劈柴等在臥棚內如何毆打倪士

顯、扒出銅元，如何將倪士顯架出，上告人等又如何聽從分按頭

腳、將倪士顯殺害，並如何分受銅元等情，已在初審及覆審先後

供認不諱。雖在原審主張縣供出於刑求，但屬空言，毫無憑證。

其提出之反證，復經傳訊倪得順、倪小小、倪喜亭所供各節，亦

不足以資證明。是上告人等強盜殺人事實，無可遁飾。

（二）分析

1.本案，大理院對於案情，認定上告人等強盜殺人事實證據

確鑿，又查無其他特別情輕法重事由，僅係聽糾同行，尚難謂為

可原；且暫行新刑律第 54 條酌減條件，係以犯罪本人之心術及

其犯罪事實情輕者為限，不以比較其他共犯情節輕重為標準。原

審以上告人等犯罪情節，比之起意首犯持械下手者較輕而為之酌

減，殊有未當。

2.次按倪士英在縣初供即稱：「五個賊人各拿洋槍、木棍、

器械，進地放了一槍，闖至臥棚內」，又在原審前次審理中指

供，上告人等當時所持器械歷歷如繪，上告人等所稱徒手在地旁

等候是否可信，亦堪推鞫。至上告人等在覆審所稱：「許劈柴使

27 黃源盛纂輯，同前註 26，頁 1454-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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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棒把民們毆打，倪得公們聲稱如再違抗，把民們一併殺害，逼

民無奈，民們按住頭腳，他們毆打的」云云，又為初判審中兩次

供所未曾提及，究竟實情如何，果否達於不得已之程度，原審亦

未審究明晰，仍不無發還更審之原因。

3.依以上論結，大理院認為原判應即撤銷，本案發還山東高

等審判廳，更為審判。

四、酌減以犯人心術及事實二者有一情輕可原者即可

例如，大理院 6 年上字第 432 號判例28：

（一）事實

殷文卿向無職業，寄住外婆李婁氏家內，在火官殿說書。史

黃氏之子史梅村在福興齋紅紙店當學徒，曾往聽說書數次，因相

認識。民國五年舊曆九月間，殷文卿乘間將史梅村邀至家內住宿

三日，謂漢口地方學生意甚好，約其多湊川資同赴漢口。梅村遂

往其姑丈周笠夫家，假史黃氏名義紿取首飾衣服多件，隨文卿搭

輪赴漢。抵漢後，住棧房遊耍數日，川資耗去大半，文卿復挈梅

村至南縣三仙湖曾宏勝飯鋪居住。嗣因川資告罄，文卿即將梅村

拋棄在該處學習唱書，私自回家。旋被史黃氏查知，將文卿扭赴

警署，轉解長沙地方檢察廳偵查起訴。

（二）分析

1.本案，第一審法院依暫行新刑律第 349 條「以詐術和誘未

滿二十歲之男子罪」，判處殷文卿三等有期徒刑三年。第二審法

院認為被告與被害人史梅村二人均係年幼，誘往唱書，畢竟與一

般誘拐者有間，尚屬偶發的犯罪，認定犯罪行為人心術依其情節

不無可原，乃依該律第 54 條，於第 349 條之本刑範圍內減一等

28黃源盛纂輯，同前註 26，頁 1445-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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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斷，處以四等有期徒刑一年。

2.檢察官以為史梅村充當學徒，並非無業之人，起初被殷文

卿誘往漢口，後來又被拋棄於南縣三仙湖某飯店內，若非史母設

法找回，勢必流離失所，核其犯罪情節重大，不能因係偶然犯罪

而適用第 54 條酌減。何況，該條酌減的原因必須心術與事實兩

者都在情輕之列方屬合法，此觀諸條文內規定「及」字，其義甚

為明顯。原判決所謂偶發犯罪，不過原其心術尚屬情輕，若衡以

事實則不盡然，第一審判決處殷文卿以三等有期徒刑，實屬情罪

相符；第二審判決並無撤銷改判之必要，乃竟酌予減輕，檢察官

認為原判決宣告刑罰裁量失當，而提起第三審上告。

3.大理院則以：「查刑律第五十四條之規定，審按犯人心術

及犯罪事實，其情輕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等語。按諸該條法理

及文字解釋，凡犯人心術或犯罪事實二者之中有一情輕可原，即

合於該條減輕之條件。固無須心術、事實二者同時情輕，審判官

始有裁量減等之職權。」。 終大理院認為，本案第二審判決於

法並無不合，檢察官之上告，其解釋法律殊屬錯誤，為無理由，

應行駁回。

五、第三審法院得依職權逕為酌減之認定

例如：大理院 6 年上字第 109 號判例29：

（一）事實

楊喜根於民國三年，寄居蒲城東鄉保乃凹，至民國五年春

間，因天道亢旱，搬居黃龍山務農，適有同鄉素不相識之田姓常

在黃龍山結夥張姓，各拿快槍，浪蕩為匪。楊喜根往地工作，家

留少妻李氏，田姓持槍將楊喜根之妻李氏霸姦，其妻雖已告知其

29 參閱黃源盛纂輯，同前註 26，頁 1441-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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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而楊喜根因孤身無援，無奈伊何。田姓仍不時前往伊家姦

宿，致迫楊喜根夫妻不能安居度日，遂商通將其半歲幼子有全，

拜田姓為乾父，冀圖不再欺侮起見，田姓猶不滿，竟對李氏云；

要將其夫楊喜根致死，令李氏與伊作妻。李氏不忍拋棄本夫，即

對楊喜根言明，楊喜根畏懼，與妻子仍回保乃凹寄居。迨至陰曆

九月十三日，楊喜根往黃龍山收穫所種包穀，中途撞遇田姓，遂

未前進。就於是月十六日晚同回到楊喜根家中，楊喜根同田姓一

處睡宿，其妻李氏染病臥床，田姓乘楊喜根睡熟，竟將李氏姦

淫，楊喜根忽醒，李氏告知復姦各情，以致楊喜根氣忿，乘田姓

在床睡熟，登時砍傷田姓額顱等處，經房主王德懋聽知，將田

姓、楊喜根一併送縣，行至中途，田姓因傷身死，報經蒲城縣知

事檢驗屬實，提起公訴。

（二）分析

1.本案，楊喜根因田姓霸佔其妻而生殺害之心，楊喜根已供

述明確，又徵諸田姓被殺部位、殺傷的深度等證據，認定被告係

故意殺人，而非傷害致死，大理院對於覆判庭論以暫行新刑律第

313 條「傷害致死罪」，認為引律錯誤，乃撤銷原判決，改依第

311 條「殺人罪」論處。又認為被告是因為田姓霸姦其妻，一時

情急氣忿始起意殺害，其情不無可原，乃依第 54 條，於刑律第

311 條之主刑範圍內，減二等，改判有期徒刑三年。 

2.有爭議的是，第三審法院為法律審，原應以第二審判決所

確認之事實為基礎，第二審判決中倘無情輕法重犯罪情狀之記

載，第三審法院能否依職權逕行適用暫行新刑律第 54 條酌減之

規定？大理院顯然採肯定之見解，認為酌減與否的犯罪情狀係屬

裁判事實，與犯罪事實及法定刑加重或減免原因之法定事實不

同，無須再加辯論。第三審憑原判決之記載或卷內可稽的一切訴

訟資料，為綜合的考察後，即可認定其犯罪情狀是否足堪憫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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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為酌減，這是屬於法官的自由裁量範圍。

3.申言之，暫行新刑律第 54 條裁判上的酌減，性質上是屬

於刑罰裁量的範圍，與犯罪事實及法定刑罰加重或減輕原因之事

實之認定不同，應屬法院得依職權認定的情狀事項；且若事實審

法院對此項實體法上所賦與法院得為裁量的事項，有未予考量或

其認為情無可恕，但是基於不當的理由時，第三審法院亦得依職

權逕行認定30。 

六、不符合酌減規定者

例如：大理院 10 年非字第 16 號判例31： 

（一）事實

山東臨淄縣署認定事實略稱：「翟修、董周於民國七年舊曆

七月十五日，夥同房來福及張如南等闖入房家六端莊內，強擄房

夢齡、房昌齡、房冠瀛、苗氏、房柏齡、房冠軍、房冠賢、房冠

儒、房小業、顧氏、房姑仔、范小漢、齊氏、李仔、于用仔十五

人出莊後，將房夢齡放回，其餘十四人一併架走，行至五路口，

經警隊全數救回。是月二十二日，有警隊由白兔邱拿獲購運槍彈

女匪李氏即張如南之苟合妻，並匪夥閻相順在鄭家辛莊住宿，張

如南聞信糾人圍莊搶奪，翟修、董周夥同前往，經警隊迎擊，逃

逸。八年舊曆六月二十一日，翟修、董周夥同金寶仔等強擄朱台

莊人朱新起、朱鎖住二人，二十七日又夥同強擄趙家莊崔林一

名，均經警追剿救回。七月十一日，又夥同金寶仔等前往單家莊

搶架，將該莊莊長單重華之子單繼武揪住，令指財主門戶，行至

30 另參大理院 5 年上字第 91 號判決亦云：「釁起彼造，又非下手殺人之犯，兩審

處以無期徒刑，並未越法定範圍，而原其心術及犯罪事實尚有酌減之餘地，本

院自得予以改判。」參閱黃源盛纂輯，同前註 26，頁 1439。 
31 參閱黃源盛纂輯，同前註 26，頁 1449-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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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祥門首，因單繼武不走，金寶仔喝令董周下手，董周轉令由

翟修放槍，將其轟傷肚腹身死，各散。閏七月初四日，又夥同金

寶仔等，搶得雙廟子莊張修智銀錢、布疋等物，經警隊查獲送

縣。 

（二）分析 

1.本案，翟修等被告屢次擄人勒贖，並曾以強盜之目的施強

暴盜取，擄人勒贖以擄人行為之既遂為既遂。又強擄本屬強盜之

一種，強盜未遂當場殺人者，應含其強盜及殺人之行為，論以強

盜殺人罪。被告人等犯強盜殺人及擄人勒贖，聚眾強劫被逮捕人

等重大犯罪至二十一罪之多，事證明確，科刑時是否得援引暫行

新刑律第 54 條予以酌減？大理院判決指出：「按律，逮捕人雖均

係夥同別犯實施，然既已夥同實施，以事實言，何情輕之有？歷

次夥同實施，尤見其甘心為匪，以心術論，更無情輕之可言。」

至於鎗斃單繼武時，被告翟修曾經下手，董周亦曾當場指揮，於

法既均為共同正犯，而因單繼武不肯充當眼線，即肆行鎗斃，

「以事實論、以心術論，尤無判為情輕之理。乃原審僅因其並非

匪首，謂與悍匪有間，且於殺人一事，謂係聽從匪首指揮，而於

所犯之事實及其心術全未審核，濫引刑律第五十四條減等科斷，

殊屬違法。」 

2.按暫行新刑律第 54 條有關酌減之規定，審判上雖得自由

裁量，然亦須以合於法定要件者為限。本案，大理院除認原判決

誤解中止犯之意義，係屬違法外，同時指出：「刑律第五十四條

原為犯罪之情輕者而設。情輕與否，應就犯人心術及犯罪事實切

予審核，條文之規定本極顯明，不容背領要而濫行援引。」此等

理由，少見嚴厲之指正，揭示對酌減之運用，須審慎為之，切勿

輕率援引，論證有力，說理清晰，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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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酌減的歷史、理論與比較立法例

有人類的地方，就會有犯為行為的發生；有犯罪就要有刑罰

的制裁，此古今中外皆然也。不過，由於犯罪的情狀千殊萬別，

刑罰之限度不一，若拘泥一致，對於堪以矜宥之人或有失入之

病，為示「憫恕之心」，為求「全法原情」之道，乃有「酌減」

法例之設。惟近現代以來究該如何落實於刑事立法，揆諸各國立

法例，並非一致。

一、酌減是否須明文的思辨與立法史的發展

「酌量減輕」，或稱「酌減」，有無必要明文於刑典之中，在

二○世紀初頃，從文獻上看來，有正反兩種不同意見，主張無須

規定的理由大致如次32: 

其一，犯罪的情狀不一，倘情狀可憫，量刑時僅在法定刑的

限度內科以輕度刑即可；至於有些案件或有必要減至法定刑之

外，那也無須明文，若硬性規定，將使兩者之間，無從區別，蓋

雖係同一犯罪情狀，不同的審判者，往往出現分歧的見解。

其二，得減輕情狀的事由，是要發生於行為之前？抑或存在

於行為之後？認定往往因人而異，必至任何事情皆可認為得減輕

情狀，殆無從為之限界。又減輕情狀，常不以存於行為人自身的

舉動為必要，科刑之量處，經常為無關犯罪行為的事物所左右，

如須明文規定，將會有導至「得科以不由行為本身直接實現之

刑」的結論。

其三，是否減輕情狀的考慮，一般而言，大都存在於多數重

罪的犯罪類型，而非一切重罪。輕罪僅止於很少的範圍，違警罪

32 此說為瓦亨費德所主張，參閱德意志刑法教科書，頁 264-265，轉引自謝光第

（1927），〈酌量減輕情狀〉，《法律評論》，219 期，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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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完全不認有酌量情狀之必要，法理上殊不一貫。

其四，在司法實務的運用上，有時會遇到無甚深理由得減之

某罪，權變地承認它得減；反之，一目瞭然毫無疑義得減輕情狀

的案件，也常有某審判官以為不值一顧，而另一審判官於同一之

犯罪為相反之認定者，如此一來，審判結果不統一，並不公允。

至於贊成「酌減」有必要明文的說法，其理由不外乎33： 

其一，法律雖曾預測罪責的程度，於規定刑罰之際，詳為擬

訂，然世事千端萬緒，豈能絲毫無忽？況其繁雜，又大抵存於行

為人的身分；卽罪責程度也因人而異，各不相同，決無萬人共通

的絕對罪責。

其二，法院雖得於刑罰之 高限與 低限之間，參酌罪責之

程度，然終不出同種同量之刑，殊不足以適合個案絕對正義的觀

念，況於不有 低限之無期徒刑與死刑乎？

其三，行為人之故意、意思自由、辨別理性，有不完全者、

有非全部者、有完全喪失者，此等情形，法律上固已設有減輕之

規定，然其程度之淺深，千差萬殊，法律規定豈能精密無遺？此

所以有賦與審判官以酌量權之必要。然此所謂「酌量權」，乃其

情形已為法律所確定且制限者，審判官但就其所受理的案件，認

證其情狀之存在與否。反之，酌量減輕情狀，乃法律所不制限

者，行為人違犯時，得否減輕其罪責？審判官應從其良心與理智

而判斷之，通常得以容許酌量之情狀，大抵存於敗德或加害之小

者
34
。  

33 此說為波安納德所倡，謝光第，同前註 32，頁 7-8。 
34 例如察犯人之動機，有因受惡劣教育，或自幼模範不善，而陷於罪惡者；有素

行善良，足以掩其犯時之非議者；有以其犯後悔悟，足予減輕者，此皆所謂敗

德之小者也。又如竊盜事件，有被竊之物，較諸被害人所有財產，不過九牛一

毛者；殺人未遂案件，有實行端緒被阻，被害人絲毫未受傷者，皆所謂加害之

小者也，敗德之小者與加害之小者，俱得加以酌量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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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採用酌量情狀制，可使刑法具有三種優良特質：聰

明、公正、寬仁。

揆諸法制歷史，十九世紀以來，歐陸興起「罪刑法定主義」

的風潮，而為了緩和法定刑的制限過於僵化，乃有所謂「酌減」

的立法例。此制始見於法國 1810 年的法蘭西刑法，當時僅以輕

罪為限，重罪不與焉。具體來說，其因犯罪而生之損害額，以不

超過二十五法郎，且可予原情輕減者，審判官得將禁錮及罰金，

減至法定 低限以下，並得以罰金代禁錮。及至 1824 年，始擴

充第 463 條之制，及於重罪事件，凡犯某項重罪的被告，若非遊

民或累犯，得以輕罪刑代身體刑，惟此種酌量輕減之權，在重罪

裁判所而不在陪審。1832 年，法國鑑於之前的法律不夠周詳，

乃大加改良，賦予陪審得宣告一切重罪事件減輕之權。又刑法所

規定之一切輕罪及違警罪，也可無限制酌量減輕。其後，1863

年對於輕罪案件，曾制限審判官的減輕權，但此種限制，存立未

久，於 1870 年 11 月即行撤廢。 

立法例上，刑罰之減輕，如賦予法官得自由裁量權者，稱之

為「職權主義」；倘悉以法律規定，不許法官自由裁量者，稱之

為「法定主義」。因為刑罰之加重，涉及人權的保障，為符罪刑

法定主義之原則，立法例上多採法定主義；至於刑罰之減輕，係

對行為人有利，立法例上有採職權主義者。綜觀十九世紀末二○

世紀初當時世界各國有關酌量情狀的法制，大要列表如下35： 

類型 內容 採行國家 

一般酌量

情狀制 

酌減與否，並不設限，悉聽

審判官之衡量。 

法國、比利時、盧森堡、匈

牙利等。 

35 參閱謝光第，同前註 32，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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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帶法定

制限之特

別酌量情

狀制 

酌減須與法律所預定之犯罪

種類相符者，始得由審判官

宣告之。（採職權主義） 

葡萄牙、德意志、西班牙、

澳大利亞等。 

無須酌量

情狀制 

在法定範圍內，其刑之量

定，已付與審判官絕對權，

無再特設酌量減輕制度之必

要。（採法定主義） 

英吉利、葡萄牙等。 

從法理上言，刑法之所以規定「酌減」的主要理由，無非在

於犯罪的情狀不一，為求罪情相當而免刻舟求劍，法定刑度雖有

彈性，然情輕法重之情形在所難免，若科以 低度刑猶嫌過重

者，即得酌量減輕其刑至法定 低刑度之外。此項緩和法定刑限

制的立法例，以上述 1863 年法國刑法第 463 條的修正為嚆矢；

其後，德意志、瑞士、奧地利、日本等國刑法草案36，以及義大

利刑法第 132 條第 2 項，皆有酌量減輕之規定。其中，尤以明治

13 年（1880）日本「舊刑法」第 89 條第 1 項：「無論重罪、輕

罪、違警罪，所犯情狀可原諒者，得酌量減輕本刑。」，之後，

日本刑法第 66 條：「犯罪情狀可憫諒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37，此兩條立法例是晚清民國繼受的主要法源之一。具體說來，

我國係採職權主義，將酌減規定在〈總則編〉，並採「得減制」38。  

36 德國草案第 74 條、瑞士草案第 61 條、奧地利草案第 103 條、日本草案（明治

34 年改正案）第 78、79 條、義大利刑法第 132 條第 2 項。參閱小野清一郎

（1933），《中華民國刑法 總則》，頁 284，東京：中華民國法制委員會。 
37 參閱三田奈穗，〈明治期における酌量減輕導入－に関する一考察〉，成蹊大学

アジア太平洋研究センター，42 号，頁 161-172。日本現行刑法第 66 條仍有酌

量減輕之規定：「犯罪の情状に酌量すべきものがあるときは、その刑を減軽

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意即：「有應審酌犯罪情狀之情形時，得減輕其刑。」參

閱余振華主編，甘添貴總主編（2018），《日本刑法翻譯與解析》，頁 71，台

北：五南。
38 相對於此，德國刑法雖亦有設置廣泛授權法官為減刑裁量的規定，惟並非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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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情定罪的傳統價值與當代意義

前面說過，由於傳統中國舊律採取一罪一刑，並採「絕對法

定刑」的立法技術，同屬一罪，未見有伸縮選擇其間的相對法定

刑設計，惟個案情狀千差萬別，想要以單一的法定刑來規範無窮

的人事，戛戛乎其難矣哉！為此，審判者究竟要如何盡其准情酌

理之責？量刑要如何允執厥中？也就成為下判時的要務。

泛泛說來，傳統中國司法由於受到儒家思想深刻的影響，司

法實踐的終極理念，並不祇是強調機械式地適用法律為已足，而

是想透過司法以維護建立在情理基礎之上的和諧社會秩序。換言

之，在司法實踐中，普羅百姓所 關心的，並不是成文法是否得

到嚴格意義上的適用，而是重視判決的結果能否情理兼到？能否

情法兩盡？蓋唯有順應情理、符合法理的裁判，才能使當事人心

服，也才能使公眾信服，從而實現衡平司法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39。 

實際上，在傳統中國「差序格局」40的社會整體結構和「陽

儒陰法」的社會治理模式下，司法實踐帶有濃厚的的道德性智慧

判斷傾向，有時為了體現個案的實質正義，往往將司法的技術性

知識穿插於相關的論證當中。儘管須依法裁判，而我們卻也很容

國與日本所用之概括授權酌減的立法方式，而是按其得以憫恕的行為情節、保

護法益、期待可能性、緊急避難之陳述、虛偽陳述之適時更正、傷害相抵、在

危險嚴重發生前努力防止危害之擴大等等因素，分別在第 23 條第 3 項、第 83a
條第 1 項、第 113 條第 4 項、第 157 條、第 158 條、第 233 條、第 311 條第 2
項、第 315 條第 6 項、第 316a 條第 2 項等條加以規定，委由法官依裁量減輕

其刑。參閱蘇俊雄（2000），《刑法總則（第三冊）》，頁 441，台北：作者印行。 
39 參閱顧元（2005），《衡平司法與中國傳統法律秩序》，頁 92，北京：中國政法

大學出版社。
40 費孝通用「差序格局」一詞形容傳統中國社會關係和家庭關係，主要是指家庭

關係中的「差別」特性，差別是漸次的，構成一個錯落有制、差別明朗的關係

網路，或也可稱為「身分秩序的等差性」。主要參閱費孝通（1985），《鄉土中

國》，頁 21，上海：三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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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發現，在具體個案中確實存在著相對的差異性，「准情酌

理」、「原情定罪」仍是個案裁判實質正義的 終理想目標。

理論面，傳統中國社會所強調的「情理法」兼顧的綜合法律

觀41，無論是「情」，還是「理」，都不是一種個別性因素，而是

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合理性因素。祇不過，這種普遍意義的合理

性因素，在具體的個案中，相對於一般的規範而言，它通常是一

種需要予以特殊考量的例外。因此，對於審判而言，所謂「情法

兼到」、「情理兩盡」，無不蘊含著一種人性的需求，以彰顯司法

的人文社會關懷。可以說，傳統中國法，不論是立法或司法面都

寓有濃濃的泛道德理想，對於人與法和人與社會的意義， 後都

集中到道德層次，表現出一種基於道德所擁有的共通原理和內在

價值。

其實，不分中外，德國學者賴德布魯夫（Gustav Radbruch，

1978-1949）在談到「仁慈與法」的問題時也曾指出42：

1.正義與仁慈──這是法律職業的根本問題。

2.與根據平均計算的法律不同，個案的正義之具有效力，是

由仁慈所決定的。

3.在仁慈那裡，面對法的全面的理性化要求，和親可愛的偶

然性必定提出自己的要求。

原情定罪之所以作為刑輕刑重的標準，本係用以達到「刑罰

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43的理想境地，這本是輕重有

權、隨案制宜思想的運用。理想上，司法要實現正義，一方面，

既要依法裁判，以實現一般法律層面的形式正義；另一方面，又

41 參閱霍存福（2001），〈中國傳統法文化的性狀與文化追尋—情理法的發生發展

及其命運〉，《法制與社會發展》，2001 年 3 期，頁 1-180。 
42 Gustav Radbruch 著，舒國瀅譯（2011），《法律智慧警句集》，頁 33-34，北京：

中國法制出版社。
43 引自《尚書‧呂刑》，參閱屈萬里註釋，同前註 5，，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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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存有一顆「悲憫之心」，以實現個案情理層面的實質正義。中

國古代自漢朝董仲舒(179B.C-104B.C)高度運用「經權思想」，採

用「春秋折獄」以來44，「天理、國法、人情」三位一體構成了

中國司法傳統中 重要的司法理念，所謂「志善而違於法者免，

志惡而合於法者誅」45，就是這種法理的依據，在司法裁判方式

上，「法不外乎人情」，抑或「原情定罪」，就傳統法律價值而

言，追求情理法兼顧是相當明顯的特徵，這使得傳統社會司法案

件有其溫情的一面。

以本文前述中的唐代「康買得救父殺人案」來說，唐穆宗在

敕令裡，針對康買得的犯案情節所做出的結論，便是「原情定

罪」的典型案例。明代思想家邱濬（1420-1495）評斷本案時

說：「論罪者必原情，原情二字，實古今讞獄之要道也。」46此

語相當中肯。再以前面所提的《刑案彙覽》中的「縱妻犯姦案」

看來，為避免司法人員的擅斷和恣意，法律也對法吏的裁量權作

出一定的限制，要求做到所謂的「罪刑法定」，但在傳統中國的

法制運作中，審理案件時，所追求的首要目標並非僅是斤斤於適

用成文法而已。已確立的法規範所標誌的祇是一種價值預設，在

具體案件中，當事人所犯的情節可能外溢於先前法規範的預設，

若「守法意而拂情」，則破壞整個社會對合理行為的期待。「斷訟

務精於律」，精在能「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偽論。」透過

變通適用律文，「重視情理對法律的過濾和檢驗」，期使做到既合

法又不悖情理，方能找到一種衡平的感覺。

再回頭來面對當下，如果說，法史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要通

44 有關董仲舒「春秋折獄」的相關論述，詳參黃源盛（2009），《漢唐法制與儒家

傳統》，頁 7-173，台北：元照。 
45 引自桓寬（1955），《鹽鐵論‧刑德》，頁 700，台北：三民。 
46 參閱邱濬（1979），《大學衍義補》，頁 16-17，京都：中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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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之變，是要明中外之異，進而要究當世之法，那麼，探討晚

清民國百多年來的「酌減」立法衍化與司法實踐究竟給了我們什

麼樣的啟示？

就現今言，依法治國家權力分立的原理，法官行使刑罰的裁

量權，仍必須遵守罪刑法定的原則，而量刑結果所選科或酌科之

刑、所確定的刑度，也不得逾越法定刑的範圍。基於罪刑法定的

要求，立法者對各種犯罪行為的法律效果，包括其刑罰之 高與

低刑度的標準，原則上也均予明確規定。惟犯罪個案的情節各

殊，雖然各種類型的構成要件具有「抽象性」，且多數的法定刑

係採「相對刑」立法方式，而有 高與 低刑度彈性規定，以便

於斟酌裁量；但是，這種法定刑的規定，原則上僅能因應常態

性、典型性的犯罪行為。若遇有客觀上之犯罪情狀有可堪憫恕的

事實，儘管只科處法定刑之 低刑度仍嫌過重的情形，此際，法

官對該法定刑之 低刑度規定，如未擁有修正權，則法律恐將去

人情於不仁，形成苛律，而與現代刑法的刑事政策指導原理亦有

未洽47。 

為了使法官在具體案件的審理上，對犯罪之情狀有可憫恕之

事實者，得按情理而有適當的科刑，刑法乃特別明文賦與法官得

酌量減輕各該法定刑之權，民國以來稱其為「酌量減輕」或稱

「酌減」。問題是，自民國 17 年（1928）的「舊刑法」第 76 條

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形為法定刑的科刑輕重標準，並例示

應注意的事項；另於第 77 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賦與法

院以酌減之權。民國 24 年（1935）的「現行刑法」第 57 條與第

59 條的內容，雖有少許文字上的異動，但大致上沿襲上述規

定。雖然「酌科」與「酌減」與「適當刑罰」的裁量均有關係；

但是前者為「量刑」的標準，而後者則為「酌減」的依據，兩者

47 參閱，蘇俊雄，同前註 38，頁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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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不能混淆48。不過，法理上及實務上還有幾個問題尚待進

一步釐清。

其一、酌減權之概括授權的法律明確性問題

刑法酌減立法的意旨，係就犯罪情狀在客觀上可憫恕者，以

其犯罪實害極其輕微，而立法時又不能就萬變之事實情狀，預為

規定，故予法院就具體個案有酌減之權，庶不致為法定刑中 低

度所限，而致有失當之虞。就此而言，係屬於一種「情輕法重」

的概括授權規定。本條立法，尤其對「從嚴立法」的刑事政策，

具有補救的意義49；惟現行刑法第 59 條的概括授權規定本身，

乃屬一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是否符合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刑法法理

中的授權明確性原則？是否會造成立法與司法權限分際的模糊？

論者甚至提出是否有合憲性的問題之嫌50。 

為貫澈刑法保護法益與維護司法公平性的功能，我國刑法於

94 年（2005）修正為：「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 低度刑

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修法理由說51： 

一、按科刑時，原即應依第五十七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

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惟其審認究係出於審

判者主觀之判斷，為使其主觀判斷具有客觀妥當性，宜以「可憫

恕之情狀較為明顯」為條件，故特加一「顯」字，用期公允。

二、依實務上見解，本條係關於裁判上減輕之規定，必於審

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

48 參照 高法院 62 年第一次刑庭庭長會議決議（四）。 
49 例如刑法規定「唯一死刑」的犯罪類型，其「法定刑」甚嚴，若有情輕法重的

情形，裁判時是否可援引刑法第 59 條酌減其刑之規定，以避免過嚴的刑罰？

大法官釋字第 263 號的解釋，即係引據刑法第 59 條之規定為理由，而認為刑

法唯一死刑之罪的規定，尚未違背憲法第 23 條所揭示的「比例原則」。 
50 參閱蘇俊雄，同前註 38，頁 440-441。 
51 參閱黃源盛纂輯，同前註 15，頁 1298。 

119



42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4 卷．第 1 期 

宣告法定 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乃增列文字，將此

適用條件予以明文化。

其二、刑法第 59 條與第 57 條之適用應如何定其分際？ 

如前所述，我國現行刑法第 57 條在規定科刑時應審酌犯罪

行為人犯罪時的一切情狀，並例示應注意的事項，係科刑輕重的

標準，而同法第 59 條規定則係一種降低法定刑 低刑度的授權

規定。這兩者適用上固有區別，惟實務上兩條規定的分際如何，

仍有頗多爭議，有求取見解一致的必要52。此外，刑法第 59 條

與第 57 條之適用，其間應如何定其分際？又第二審判決未認定

酌減其刑之事實，第三審法院可否依職權逕行認定？實務上也出

現不同看法，本文認為：

（一)）刑法第 57 條係純從犯罪之情狀為觀察，而第 59 條

則進而更將犯罪之情狀與法定刑作綜合之觀察，必俟作此綜合審

察後，認為依法定 低度刑科處仍嫌過重者，始有第 59 條之適

用；否則，祇屬第 57 條之審酌範圍，而與第 59 條無涉；從而可

知，所謂「憫恕」，乃不忍以某種法定 低度刑相加之意，非僅

言憫恕其犯罪本身
53
。 

（二）所謂「犯罪之情狀」與「一切情狀」云云，並非有截

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

第 57 條所列舉之十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

憫恕之事由（即判例所稱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

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 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以

為判斷。故適用第 59 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 57 條所列

52 參閱 高法院 70 年第六次刑庭決議。另參閱 高法院 45 年台上字第 1165
號、51 年台上字第 899 號判例。 高法院刑事庭長會議也作出決議，認為適用

第 59 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 57 條所列舉各款事項之審酌，惟其程度

應達於確可憫恕，始可予以酌減。
53 參閱鄭健才（1991），《刑法總則》，頁 344-345，台北：作者印行。 

120



從可矜可憫到酌減─民初大理院判決中的原情定罪 43 

舉十款事由之審酌，惟其程度應達於「顯可憫恕」，始可予以酌減。 

（三）關於第三審法院撤銷原判決自為判決時，依法應有刑

法第 57 條之量刑權，已無疑義。至於第三審法院可否逕行適用

刑法第 59 條酌量減刑之規定一節，雖有爭議，但按之刑法第 59

條與第 57 條同屬審判官自由裁量的職權範圍，於依法自為實體

上之判決時，仍以採肯定說為宜，此本文前揭大理院 6 年上字第

109 號判例早已有表示。因審酌犯罪情狀是否可憫恕之事由，在

第三審法院應憑原判決所記載（包括事實理由）及卷內可信之一

切資料，加以綜合判斷，此與須經事實審調查辯論程序所認定之

法定事實（為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及法定刑罰加減之原因事

實），尚有不同，前述大理院判例自行認定被告犯罪情狀可以憫

恕，而自為酌減，其理由意即在此。惟第三審審酌卷內一切資

料，認為犯罪情狀可以憫恕，判決酌減其刑，而原判決則認為犯

罪情狀無可憫恕之處者，第三審判決應詳敘其理由，並說明原判

決認為情無可恕如何不當，方為理由完備。

其三、酌減其刑的酌量標準問題

刑法第 59 條酌減其刑的規定，係由審判官在裁判上以犯罪

情狀可憫恕為理由，依職權所為的刑罰減輕。然何謂「犯罪之情

狀可憫恕」？在法條上並未如刑法第 57 條具體列舉考量基準的

情況下，我國實務上似乎比較偏向於僅考慮客觀情狀，而不及於

主觀情狀，而有謂以「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

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為其判斷

標準；惟除此客觀上情狀以外，是否應包括行為人的主觀情狀，

在學理上不無討論之餘地54。理論上，按事物之本質言，犯罪行

為人主觀上如有惡意者，即不能作為可憫恕的理由；以此推論，

54 參閱蔡墩銘（1998），《刑法總則問題爭議研究》，頁 377 以下，台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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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犯罪情狀足堪憫恕者，實有限於惡性以外的事項為必要。

以本文一開頭的「弒父案」來說，被告長期處於被害人即父

親實施家庭暴力的環境下，除忍受並持續幫忙母親共同操持家計

外，對父親亦無有任何不當的言行。案發當時正逢被告與母親工

作返家，目睹母親於疲憊不堪之際，仍受父親言語辱罵，故與被

害人理論後，憤而以煙灰缸攻擊被害人頭部，嗣經被害人揚言報

復，始以剪刀刺擊被害人肩頸部，是被告於案發時雖遭被害人言

語挑釁刺激，然其犯罪手法未免過於猛烈。不過，被告犯後立即

透過其胞弟陳○○報警自首，並坦承本案之客觀事實，犯後態度

尚稱良好，且對於造成被害人之死亡深感愧疚，顯然深切體認剝

奪被害人生命法益之不當，益見被告犯後有深刻悔意。
55

倘以古

議今，本案不論依唐律或大清律例率可入「可矜」之列；而當下

依法、依理，依情，本案被告難言有重大非難性之惡性，據刑法

第 59 條酌減其刑，頗有准情酌理與原情定罪之古風。 

陸、結論

傳統中國法制，由於刑事立法技術上採所謂的客觀具體原

則，缺乏概括抽象性；也由於採一罪一刑的絕對法定刑，刑度過

於僵化，無法彈性適用，因此，對於情法衝突的案例，乃不時出

現可矜可憫的畫面。自古以來，一方面，司法官員被要求要依律

裁斷，另一方面，又面臨著複雜的人情世故，為了通情而不曲

法，便須藉助種種巧門，此時，司法實踐中需要酌量靈活、即時

進行法律適用上的調整，刑事司法的衡平價值之所以能夠成為一

種社會的時尚，實有其時代的需求在。

晚清以來，紹承傳統中國法制中的「可矜可憫」理念，又與

歐西的近代法思潮相銜接。不論 1911 年的欽定大清刑律、民國

55 該案之犯罪事實及判決情形，詳參同前註 1 及註 2。 

122



從可矜可憫到酌減─民初大理院判決中的原情定罪 45 

元年（1912）的暫行新刑律、民國 17 年（1928）的「舊刑法」

乃至民國 24 年（1935）的「現行刑法」均有所謂「酌減」的規

定，歷次條文內涵雖有少許文字上的變動，但賦予法官個案救濟

權的目的並無二致。困擾的是，問世間「情」為何物？不論「情

有可原」也好，「情罪平允」也好，「準情酌理」也罷，都涉及到

一個「情」字。所謂「情」，其實也隱含有「心」之意，一般係

指活生生的平凡人之心，即所謂的人同此心的「同理心」，帶有

濃厚的倫理色彩。至於「原情」，本指審酌行為時之情況、情節

等事實關係，是在追溯犯罪的根本原因，是在斷案過程中要考察

的案情和人情。而一提到「人情」，好像是很偏私而與法治精神

相牴觸；其實不然，所說的「情」是經驗法則上的事理，是衡諸

事物的普遍道理。簡言之，人情乃「常情」之情，而非「情面」

之情，一切醇風美俗及常理、事理，都是情的表現。

但問題或許就出在這，當法意與人情不得兩兼時，因情屈法

乎？循法悖情乎？「人情」既無一定的的標準；又無絕對的根

據，而屬於一種人與人間的情感作用。當面對著各個不同的具體

案件，其解決之道，往往有賴司法者「發自良心的一念之間」，

致其結果有因人而異者，有因事而不同者，有時不免破壞了法律

的安定性。不管如何，理想上，有關「酌減」之設，審判官須就

犯罪行為人之心術、犯罪之事實詳加考察，以職權決定其可否減

輕，務期用刑適合犯情，能達科刑之目的。不必要之刑罰既不可

用，圖得個人「博愛」之虛名，亦所不可。故日本刑法學者泉二

新熊（1876-1947）曾說：「職權的裁量，同時為職權之內容，是

酌量減輕，乃職權上之裁量，非個人之博愛，亦非認許審判官有

寬大之擅斷權也。」56，旨哉斯言！ 

56 轉引自王選疏（2013），〈刑法總則〉，李秀清、陳顧主編，《朝陽大學法律科講

義第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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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在大理院時期，酌減規定之適用，僅須考量犯人之心術

及犯罪事實是否可憫的裁量問題，並無如民國 17 年（1928）「舊

刑法」及 24 年（1935）「現行刑法」另有科刑時應行注意事項的

標準規定，運用起來相對單純；而時勢造就局面，民國初肇，法

制變革未久，傳統司法裁判中雖有「可矜可憫」案例可供參考，

但於民初司法近代化尚屬粗糙的情況下，「酌減」該如何順暢運

用？頗費思量，難得的是，大理院的判例對於酌減規定的適用樹

立了諸多原則，如酌減的事由必須與本案具有關聯性，不具關聯

性的事由不得作為酌減考量之因素；酌量減輕，以宣告法定 低

度之刑猶嫌過重者，始有適用；酌減條件，應該以犯罪本人的心

術及其犯罪事實情節的輕重相衡，不應以和其他共犯情節的輕重

作比較；凡犯人的心術及事實二者之中有一種情輕可原者，即合

於酌減的要件，不必二者都具備；第三審得直接適用暫行新刑律

第 54 條酌減的規定，檢察官亦得以事實審對於酌減裁量錯誤為

由上訴第三審。

我向來認為，法律關係畢竟是人與人間的關係，既不能將人

視為物，又不能將人升為超人，也就不能逆人之情、拂人之性，

撇開人情而專事法律，又怎能滿足人性的需求？「酌減」就是在

法律規範之下，求其適乎人情，合於人性而已。晚清民國百年來

的刑事立法，很顯然的表現出要求情法兩兼的法律觀。而證諸酌

減在民初大理院時期的司法實踐，似乎也尚能體現出嚴謹而務實

的「靈活運用」能事，尤其能顧及國人心目中「情法」兼到的法

律生活感情，誠屬不易。影響所及，直到國民政府時期乃至

1949 年之後的台灣刑事立法與裁判，一路跟進。這段幾乎被遺

忘的立法與司法史事，自有其深刻的傳統價值與時代意義在，很

值得我們再回眸一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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