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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高大刑事法學講座系列(12) 

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比較刑法研究中心 

2018年度研討會 

 

刑法總則修正十年 

 

主辦單位 

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比較刑法研究中心、高大刑事法學講座 

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法務部、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 

 

 

協辦單位 

巍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致和法律事務所、昇恒昌基金會、瑋恩法律事務所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國立高雄大學法律系系友會、芳城市庭園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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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議程 

本次活動規時程劃如下： 

1. 2018 年 4 月 13 日（五）：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會議開幕式、專題 

   報告）  

2. 2018 年 4 月 14 日（六）：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專題報告、會議閉 

   幕式） 

  

 

2018 年 4 月 13 日(五)‧高大刑事法學講座系列(12)─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比較

刑法研究中心 2018年度研討會─刑法總則修正十年 

 
 
9:00-10:00 
 

開幕式 

趙涵捷 校長 (東華大學) 

徐揮彥 所長 (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吳俊毅 主任 (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比較刑法研究中心) 

陳明堂 政務次長(法務部) 

10:00-10:20 茶敘休息、合照 

10:20-10:30 
 

議題一 ：責任  

主持人：徐揮彥 所長 (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10:30-11:00 
 

1-1. 不法意識與禁止錯誤 

報告人：林書楷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與談人：陳俊偉(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11:00-11:30 1-2. 析論原因自由行為明文規範十年來的實務暨學理發展 

報告人：許恒達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 

與談人：古承宗(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花蓮 

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一號 人社二館 A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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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2:10 
 

綜合討論 

主持人：吳俊毅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與談人： 

薛智仁(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謝煜偉(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許恒達(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陳俊偉(世新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蕭宏宜(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林書楷(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黃士軒(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王效文(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黃國瑞(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12:10-14:00 午餐  

14:00-14:10 
 

議題二：未遂犯與重傷害立法定義 

主持人：王效文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古承宗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14:10-14:40 2-1. 刑法修正後不能未遂理論的再檢討： 

以「客觀危險理論」的判斷尺度與判斷基礎為核心 

報告人：謝煜偉(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與談人：許恒達(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14:40-15:10 2-2. 中止犯減免刑事責任根據的檢討： 

以我國刑法總則修正前後的學說、實務為中心 

報告人：黃士軒(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與談人：蕭宏宜(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15:10-15:40 2-3. 重傷害概念修正回顧與展望 

報告人：陳俊偉(世新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與談人：林書楷(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15:40-16:00 咖啡休息 

16:00-17:00 
 

綜合討論 

主持人：古承宗(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與談人： 

薛智仁(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謝煜偉(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許恒達(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陳俊偉(世新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蕭宏宜(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林書楷(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黃士軒(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王效文(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黃國瑞(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4 

吳俊毅(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17:00 第一天議程結束 

 

2015 年 4 月 14 日(六) ‧高大刑事法學講座系列(12)─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比

較刑法研究中心 2018年度研討會─刑法總則修正十年 

 
 

 

花蓮 

國立東華大學法律系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一號 人社二館 A205) 

 

 

9:00-9:10 議題三：參與犯與競合 

主持人：蕭宏宜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林書楷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9:10-9:30 3-1. 人的不法理論、行為規範與犯罪參與 

報告人：古承宗(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與談人：黃士軒(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9:30-10:00 3-2. 未遂教唆除罪化之反思與檢討 

報告人：王效文(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與談人：吳俊毅(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10:00-10:30 3-3. 集合犯的刑事政策意義 

報告人：蕭宏宜(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與談人：薛智仁(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10:30-11:00 3-4. 牽連犯刪除與想像競合-行為數的擴大解釋 

報告人：黃國瑞(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與談人：謝煜偉(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11:00-12:00 
 

綜合討論 

主持人：薛智仁(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與談人： 

謝煜偉(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許恒達(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陳俊偉(世新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蕭宏宜(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林書楷(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黃士軒(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王效文(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古承宗(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吳俊毅(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黃國瑞(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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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4:00 午餐休息 

 

14:00-14:10 
 

議題四：刑罰 

主持人：許恒達(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謝煜偉(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14:10-14:40 4-1. 反思緩刑之體系定位：邁向獨立考核刑之路 

報告人：薛智仁（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與談人：謝煜偉(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14:40-15:10 4-2. 2005 刑法假釋規定的 10 年總評 

報告人：吳俊毅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與談人：黃士軒(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15:10-15:30 咖啡休息 

15:30-16:10 綜合討論 

 主持人：謝煜偉(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與談人： 

薛智仁(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陳俊偉(世新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蕭宏宜(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林書楷(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黃士軒(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王效文(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古承宗(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吳俊毅(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黃國瑞(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許恒達(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16:10-16:30 會議總結 

吳俊毅(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王效文(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許恒達(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16:30 第二天議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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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狀況（含參與人數） 

1.參加學者名單(共 12 人): 

序號 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擔任工作 

1 徐揮彥 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副教授 主持人 

2 林書楷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 副教授 主持人、 

發表人 

與談人 

3 許恒達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教授 主持人、 

發表人、 

與談人 

4 吳俊毅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 教授 主持人、 

發表人、 

與談人 

5 王效文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教授 主持人、 

發表人、 

與談人 

6 謝煜偉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 副教授 主持人、 

發表人、 

與談人 

7 黃士軒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 助理教

授 

發表人、 

與談人 

8 陳俊偉 世新大學法律學系 助理教

授 

發表人、 

與談人 

9 古承宗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副教授 主持人、 

發表人、 

與談人 

10 蕭宏宜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 教授 主持人、 

發表人、 

與談人 

11 薛智仁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 副教授 主持人、 

發表人、 

與談人 

12 黃國瑞 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助理教

授 

發表人、 

與談人 

2.工作人員:兼任助理 1 位及工讀生 2 位(共 3 人)。 

3.參加本次研討會人數共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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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照片 

  

  

報告人與開會貴賓合影 開幕式 法務部陳明堂次長致詞 

  

開幕式 東華大學趙涵捷校長致詞 第一場會議(議題一) 

  

第二場會議 (議題二) 第三場會議 (議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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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會議 (議題三) 第四場會議 (議題四)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 

  

會議總結 學術交流晚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