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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美國法精神障礙抗辯的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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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國的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抗辯之立法模式，主要有四種
樣態，分別為：姆納頓法則、不可抗拒之衝動準則、無能力判斷
道德是非、模範刑法典模式。然而，堪薩斯州採取了不同於上述
的立法模式，反倒修法將精神障礙抗辯從罪責抗辯事由中移除，
刑事被告僅可在主觀要件認定與量刑裁量時主張。美國聯邦最
高法院在 2020 年的 Kahler v. Kansas 案中，針對刑法中的精神
障礙與心智缺陷抗辯規定，是否受到聯邦憲法第 14 修正案的正
當法律程序保障為主要審理爭點，並對精神障礙抗辯的立法模
式作出相關的分析討論。

關鍵詞：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抗辯、阻卻罪責事由、姆納
頓法則、正當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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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美國法中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抗辯 (insanity defense) 之規定，
散落於各州法中且各州的立法模式皆有所不同。根據美國聯邦最高
法院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 (Stephen Breyer) 在 Kahler v. Kansas 1
一案 (以下簡稱 Kahler 案) 的不同意見書裡，將美國各州現行的精
神障礙與心智缺陷抗辯之立法模式，主要區分成四種樣態，分別為：
姆納頓法則 (M’Naghten rule)、2 不可抗拒之衝動準則 (M’Naghten
plus volitional incapacity)、 3 無能力判斷道德是非 (Moral incapacity)、模範刑法典模式 (Model Penal Code)；除了上述四種立法模式
外，新罕布夏州與北達科他州分別採取獨特的立法模式。 4
首先，姆納頓法則乃英美法系中，最具爭議性但卻重要的精神
障礙與心智缺陷抗辯之指導性判例 (leading case) (Erickson & Erickson, 2008: 89)。本案雖為 1843 年的英國判例，但對美國法的發展
亦具有重大指標與影響，至 1851 年時，美國大多數的州法及聯邦
法 皆 採 納 姆 納 頓 法 則 為精 神 障 礙 與 心 智 缺 陷 抗辯 的 定 義 與 標 準
(Erickson & Erickson, 2008: 91)。M’Naghten 案中針對精神障礙與心
智缺陷抗辯所建立的原則如下：
「法官應告知陪審團，所有人皆被推
定為精神正常且應為自己行為所負責，除非被告舉證其已達精神障
礙抗辯之程度。被告應清楚地證明，其於行為時，因精神疾病而處
1 140 S. Ct. 1021 (2020).
2 國內學者有將其翻譯為「馬克諾頓法則」。參見林志潔 (2009)。
3 國內學者有將其翻譯為「不由自主準則」(Irresistible impulse test)。參見林輝煌

(2006a)。

4 Kahler v. Kansas, 140 S. Ct. 1021, 1051-1059 (2020) (Breyer, J., dissenting)；需特別

注意，此處美國法的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抗辯的模式分類 (四類)，係布雷耶大法官於
Kahler 案不同意書所述，美國刑事法學界中仍有更為細緻且不同的分類模式 (如頁 11
所提的「杜倫法則」)，但現今美國實務上主要的判斷模式，即為此處所載的四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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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缺乏理性缺陷之狀態，以致被告不知其所為行為之性質，或雖知
其性質，但卻不知其所為乃不正當者。」 5 簡言之，姆納頓法則具
有兩項標準，一為被告可主張其行為時，因精神疾病而處於「不知
行為本身及行為特質」(not to know the nature and quality of the act)，
二為被告於行為時，因精神疾病而處於「不知其行為之是非對錯的
狀態」(not know he was doing what was wrong)。時至今日，美國仍
有 17 個州與聯邦體系，採取姆納頓法則的立法模式。 6
第二，不可抗拒之衝動準則於現今美國法的適用中，僅作為姆
納頓法則的補充條款 (林輝煌，2006b: 6-7)。舉例而言，喬治亞州
在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的立法即採取此種模式：喬治亞州刑法典第
3-2 條以姆納頓法則之立法模式：
「判斷被告的犯罪行為 (作為、不
作為或過失) 是否構成犯罪時，如果其欠缺心智能力來區分該行為
的是非對錯，則不得認定該人之行為該當犯罪。」 7 第 3-3 條則以
不可抗拒之衝動準則作為補充條款：
「判斷被告的犯罪行為 (作為、
不作為或過失) 是否構成犯罪時，若該人係因精神疾病、受傷或先
天性缺陷而為犯行，且該人是由於該精神狀態而受幻想強迫，使其
難以抗拒為犯罪行為時，則不得認定該人之行為該當犯罪。」 8 簡
言之，若被告因罹患某種控制性的精神疾病，使得被告無法抵擋而
不得不為此行為時，則被告不負刑事責任。然而，不可抗拒之衝動
準則在實務與學說上遭到許多質疑與批評後，已被美國大多數州所
放棄，現今美國僅剩三個州採取不可抗拒之衝動準則的立法模式。 9

5 M’Naghten’s Case, 8 Eng. Rpt. 718, 722-723 (1843).
6 Kahler, 140 S. Ct. at 1051-1054 (Breyer, J., dissenting).
7 Ga. Code Ann. §16-3-2 (2019).
8 Ga. Code Ann. §16-3-3 (2019).
9 Kahler, 140 S. Ct. at 1054-1055 (Breyer, J., diss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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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美國法中的無能力判斷道德是非之判斷標準，美國聯邦
最高法院在 Clark v. Arizona 10 一案 (以下簡稱 Clark 案) 中，確立
了該立法模式的合憲性。該案裡，亞利桑那州的立法機關將姆納頓
法則中被告可以透過「不知行為本身及行為特質」之規定刪除，僅
留下被告可主張，其行為時精神疾病而處於「不知其行為之是非對
錯的狀態」
。該州規定如下：
「除精神失常外，任何人都可能被判有
罪；如果在實施犯罪行為時，該人患有精神疾病或嚴重程度的缺陷
導致該人不知道犯罪行為是錯誤時，可為無罪之抗辯。」11 現今美
國共有 10 個州，採取無能力判斷道德是非之立法模式。 12
第四，模範刑法典模式的立法模式則採取了不同於姆納頓法則
的立法文字。美國模範刑法典第 4.01 條規定:「行為人於行為時，
因精神疾病或心智缺陷，以致其欠缺辨識其行為違法或遵照法律規
定而行為之能力時，行為人對該犯罪行為不需負責。」 13 該法於
1961 年經美國 ALI (American Law Institute) 協會提出時，美國僅有
一州採納定訂定相關標準 (Erickson & Erickson, 2008: 96)；然而現
在，美國已有 13 個州與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採取模範刑法典的
立法模式。
除了上述四種美國主流的立法模式外，Kahler 案中則牽涉到另
一種類型的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抗辯之立法樣態。相較於前述的四
種立法模式，各州承認的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抗辯的要件或舉證，
可能各有優劣或不同；然堪薩斯州採取更為極端的立法模式，該州
立法機關直接將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抗辯的成立與否，完全視為刑

10 548 U. S. 735 (2006).
11 Ariz. Rev. Stat. Ann. §13-502 (A) (2010).

12 Kahler, 140 S. Ct. at 1055-1056 (Breyer, J., dissenting).
13 Model Penal Code Section § 4.01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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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構成要件中「主觀犯意」(mens rea) 之證明或抗辯主張，而不採
前述美國主流的四種立法模式。14 且除了本案的堪薩斯州採取此種
立法模式外，另有四個州的立法機關亦廢除了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
抗辯之規定，包含：阿拉斯加州、 15 愛達荷州、 16 蒙大拿州
18

及猶他州。

17

以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Kahler 案中，針對刑法中的精神

障礙與心智缺陷抗辯是否受到聯邦憲法第 14 修正案的正當法律程
序條款 (Due Process Clause) 所保障——對堪薩斯州未賦予刑事被
告透過精神障礙抗辯為無罪抗辯之可能的刑事立法，認定該州法之
規定並不違反美國憲法之決定。19 本案判決中，除了承認各州對精
神障礙抗辯的立法具有一定相當之空間外，更衍生出對此抗辯的政
策存廢討論。
Kahler 案判決結果出爐後，雖然受到許多專家學者的注意，但
因美國 COVID-19 疫情的影響，引發的討論與關注並不如預期 (Ricardo & Kurus, 2020: 20)。綜觀相關針對 Kahler 案判決結果的評論
與文獻，可歸納成三個主要切入癥結點來分析評論，分別是美國聯
邦憲法第 14 修正案的正當法律程序、第 8 修正案的禁止施加殘酷
且異常的懲罰條款，以及憲法第 14 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20 本案最高法院僅處理正當法律程序的部分，
後續爭點仍有待未來相關判例討論與立法發展來解決。
相對於美國法中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抗辯百花齊放的立法發

14 Kahler, 140 S. Ct. at 1038.
15 Alaska Stat. §§12.47.010 (a), 12.47.020 (2018).
16 Idaho Code Ann. §§18-207 (1), (3) (2016).
17 Mont. Code Ann. §46- 14-102 (2019).
18 Utah Code §76-2-305 (2017).
19 Kahler, 140 S. Ct. at 1037.

20 See infra pp. 26-28 (四、Kahler 案之判決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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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我國僅在 2005 年時針對精神障礙抗辯作出一次立法修正。現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
行刑法第 19 條對精神障礙抗辯之規定為：
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者，不罰。」此一立法模式係參酌德國立法例，將精神障礙抗辯區
分成「生理上原因」與「心理結果」兩個要件。21 生理上原因為「精
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此一立法方式採概括總稱的精神障礙及
心智缺陷，而不採列舉規定的立法方式，以將此一部分的專業判斷
交由醫學專家來認定 (張麗卿，2003: 83)。心理結果則為「不能辨
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該要件之判斷在確
認責任能力的生理原因之後，由法官判斷被告行為時因生理原因所
生影響責任能力的心理狀態 (張麗卿，2003: 83)。換言之，行為人
是否具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雖可倚賴醫學專家的鑑定結果來認
定，但其是否因該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進而影響其辨識能力與控制
能力，則必須由法官綜合所有證據進行判斷 (法思齊，2016: 61)。
綜觀我國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的立法態樣，係採取「認識能力」
欠缺 (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以及「控制能力」欠缺 (欠缺依其
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兩種成立方式 (林書楷，2020: 199)。而我國精
神障礙抗辯的「認識能力」以及「控制能力」兩項判斷標準，與美
國法中模範刑法典模式之欠缺「辨識其行為違法」或「遵照法律規
定而行為」之能力等判斷模式十分相似。因此，在精神障礙抗辯的
解釋適用上，美國法的相關研究應可作為我國精神障礙抗辯的參
考。此外，在立法選擇上，美國法的精神障礙抗辯亦發展出多種立

21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174 號判決：「刑法第 19 條有關行為刑事責任能力之規

定，係指行為人於「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生理原因，致其辨識行
為違法之能力 (學理上稱為「辨識能力」) 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學理上稱為「控
制能力」)，因而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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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模式，不同立法模式所遭遇不同的問題與解方，亦可作為我國比
較法研究的標的。
本文將從美國法中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抗辯的歷史脈絡與發
展為切入點，並針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針對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抗
辯的最新案例—— Kahler 案為個案的介紹與分析，就相關正反意見
為討論研究後，統整歸納出美國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抗辯的最新發
展。對同樣面臨精神障礙抗辯修法討論的台灣，針對美國 Kahler 案
的比較研究即具重要參考性。我國立法者已提出相關修法草案，試
圖針對刑法第 19 條的精神障礙抗辯作出實質性修改，屆時我國將
同樣面臨精神障礙抗辯是否屬於我國憲法正當程序程序所保障之
一環等爭議問題。此爭議問題對於台灣而言，已非遠在天邊、不接
地氣的比較研究，反倒可供我國在研究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抗辯
上，探討是否存在不同刑事立法模式之可能，甚至廢除精神障礙抗
辯作為阻卻罪責事由之立法模式，以及若我國採取此一立法模式，
是否會如同美國 Kahler 案受到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之挑戰？又是否
有違反我國其他憲法基本權之可能等爭議問題。

貳、美國法中精神障礙抗辯的歷史脈絡與發展
美國法中，刑事被告要主張自己無罪的抗辯方式主要有三種
(Kadish et al., 2016: 869)。第一，被告可主張其行為並不符合該法
律條文所規範之任一構成要件，亦即該犯罪的構成要件欠缺而無
罪。22 第二種與第三種抗辯模式則不同於第一種，不針對被告的行
為與構成要件是否相符提出反駁。第二種抗辯模式為「正當化事由」
(Justification) 抗辯，即便被告的所作所為該當刑法所規定之犯罪構

2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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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要件，但該個案中被告之行為亦不違法，因爲法律對違法行為的
定義並不完整，法律所定義的犯罪禁止規定在一般情況下成立，但
在個案中的被告所為之行為則應為合法 (Kadish, 1987: 258)。例如：
正當防衛 (self-defense) 及居住防衛權 (defense of habitation)。第三
種抗辯模式為「免除罪責」(excuse) 抗辯，在被告承認其行為構成
犯罪構成要件下，不同於「正當化事由」的抗辯模式，被告不主張
自己的行為在個案情況下為合法正當，而係主張被告的自由選擇能
力具有瑕疵或障礙，因而法律不宜認定被告有罪。23 例如：受脅迫、
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以及非自願醉酒等抗辯。除此之外，另有學
者提出第四種刑事抗辯的樣態「公共政策目的抗辯」， 24 主張該抗
辯之被告並不否認其行為的違法性，而係依賴於其他重要的公共政
策 利 益 ， 以 透 過 推 翻 被告 的 罪 責 而 得 以 使 公 共利 益 進 一 步 發展
(Robinson, 1982: 203)。此類抗辯包含：刑事責任的外交豁免；司法、
立法與行政人員之豁免、污點證人豁免；認罪協商或其他協議豁免
及無就審能力豁免。25 而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抗辯隸屬於「免除罪
責」抗辯之分類下，不僅可作為刑事起訴的無罪抗辯外，亦可排除
有罪答辯、審判、量刑與執行的抗辯 (Kadish et al., 2016: 1018)。
精神障礙抗辯之概念提出，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紀的《希
伯來聖經》(Hebrew Scripture)，該文本將精神障礙患者的行為比作
兒童行為，即便兩者的非法行為都被認為是不道德的，但因他們皆
無法權衡其行為的道德含義和後果，因此就像我們對待犯法的幼
兒，不該如同成年人犯下罪行般視之為犯罪，亦不該懲罰患有嚴重
精神障礙之人 (Hafemeister, 2019: 212)。雅里斯多德 (Aristotle) 在
23 Id.
24 國內有文獻將此翻譯為「非除罪抗辯」。參閱林家伃 (2019: 42)。
2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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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巨著《尼各馬科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 亦寫到：「失禁的
人 (incontinent man) 依照其慾望而為，但不具有選擇。相反，鎮靜
的 人 (continent man) 依 其 選 擇 而 為 ， 而 非 依 其 慾 望 而 為 」

(350BC/1999: 37)。 26

將精神疾病之人描述成一種內在的渴望、無

法控制的動力，猶如野獸一般 (Hafemeister, 2019: 213)。

一、英美法精神障礙抗辯之起源
早期的英國法中，已有法院判決出現精神障礙抗辯之概念。公
元十三世紀時，即有英國的法院首先使用「野獸」(wild beast) 一詞
來形容患有精神疾病的刑事被告；然而當時並無以精神障礙事由而
為無罪抗辯的規定或判例，該患有精神障礙之被告只有由執政的國
王或王后赦免其無罪之可能 (Hafemeister, 2019: 213)。該精神障礙
抗辯的判斷原則，係在公元 1256 年由英國法官亨利．布萊克頓
(Henry de Bracton) 所提出的野獸法則 (Wild Beast Test)； 27 而該法
則繼續發展至 1724 年，才由崔西 (Robert Tracy) 法官於 Rex v. Arnold 28 一案中予以教條化 (dogmatized) (Platt, 1965: 3)。本案事實
為被告愛德華．阿諾德 (Edward Arnold) 因產生幻想，誤認自己被
受害人昂斯洛伯爵 (Lord Onslow) 打傷，因而開槍反擊並導致昂斯
洛伯爵死亡 (Morris, 1968: 589)。案件中，辯方提出許多被告於行
為時陷於精神障礙狀態之證明，而崔西法官對陪審團提出了重要的
指示：
「一個完全被剝奪了理解和記憶，並且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

26 “The incontinent man acts with appetite, but not with choice; while the continent man

on the contrary acts with choice, but not with appetite.”

27 國內有文獻指出「野獸法則」係於 1742 年由英國 Tracy 法官所提出，應屬誤認。參

閱吳忻穎、林晉佑 (2020: 79)。

28 16 How. St. Tr. 695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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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不過是嬰兒、野蠻人或野獸而已，這樣的人絕不該是受刑事
懲罰的對象。」29 上述崔西法官在案件中對陪審團的指示，被廣泛
的引用為認定精神障礙抗辯的「野獸法則」(Erickson & Erickson,
2008: 88)。最後，即便審判中有許多的證據表明被告阿諾德患有嚴
重的精神疾病，被告仍被判有罪並被判處死刑；該決定性的因素是
阿諾德仍有表現出理性的跡象，例如，他仍可以寫字與購買槍支
(Morris, 1968: 590)。
公元 1800 年 Rex v. Hadfield 30 一案中，辯方挑戰了精神障礙
抗辯的「完全喪失記憶和理解」認定標準。本案事實為被告詹姆斯．
哈德菲爾德 (James Hadfield) 趁國王與王后在國家劇院演奏國歌
時，企圖射殺國王喬治三世 (King George III)，因而面臨審判 (Hafemeister, 2019: 214)。被告哈德菲爾德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並且了解謀
殺是錯的，然而他的精神障礙抗辯主張是他產生了幻想，幻想他的
使 命 是 在 基 督 第 二 次 降臨 之 前 擺 脫 有 國 王 喬 治三 世 存 在 的 世 界
(Erickson & Erickson, 2008: 88)。檢察官的起訴則主張根據「野獸
法則」標準，指出被告既非白癡也不是瘋子，因為哈德菲爾德並未
「遭受絕對的理性剝奪」(afflicted by the absolute privation of reason)
(Morris, 1968: 590)。辯方則針對精神障礙抗辯作更進一步的解釋，
認為即便一個人可以知道是非、可以理解他將要實行的行為性質，
甚至可以在計劃和執行該行為時表現出清晰的設計和遠見；然而，
該行為係基於他的精神狀況不良所導致時，仍不應追究其刑事責任

29 Rex v. Arnold, 16 How. St. Tr. 695, 764 (1724).

“[A] man that is totally deprived of his understanding and memory, and doth not
know what he is doing, no more than an infant, than a brute, or a wild beast, such a
one is never the object of punishment.”
30 27 How. St. Tr. 1286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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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is, 1968: 590-591)。辯方亦於審判中透過醫師作為證人，證明
被告係因早年頭部受傷，導致其出現幻想，進而出現違法行為，最
終被告成功透過精神障礙抗辯獲判無罪 (Hafemeister, 2019: 214)。
然而，當時英格蘭對因精神障礙而無罪之人的後續處分並無規範，
由於擔心哈德菲爾德會因無罪而被直接釋放，當時的國會迅速通過
「1800 年刑事瘋人法」(the Criminal Lunatics Act of 1800)，規定可
無限期拘留因精神障礙而無罪釋放者；之後，哈德菲爾德被終身拘
留在伯利恆皇家醫院 (Bethlem Royal Hospital) (Hafemeister, 2019:
214)。本案的重要性有二：第一，本案中精神障礙抗辯已被視為被
告無罪抗辯之理由，且被告不需要完全且持續處於喪失理性作用之
狀態，即得主張此種抗辯；第二，本案對精神障礙的認定標準，不
再取決於被告是否為「野獸」
，也不在於被告是否有能力區分是非對
錯，而係基於被告行為時，他正處於精神錯亂的影響 (Morris, 1968:
591)。
1843 年的 M’Naghten 案是英美法系中，首次有上訴法院針對精
神障礙抗辯案件審理並訂下明確的判斷標準 (Hafemeister, 2019:
215)。本案事實為被告 Daniel M’Naghten 在 1843 年 1 月 20 日開槍
射殺時任英國首相的私人秘書 Edward Drummond；被告因處於精
神疾病而深信首相 Robert Peel 想置他於死地，於是策劃整起謀殺計
畫，但因誤認被告為首相而射殺 (Dalby, 2006: 18-24; Quen, 1968:
43-48)。一審審判中，被告主張他因精神疾病產生幻覺而犯罪，但
因為當下他喪失辨別其行為的是非對錯之能力，因此不應該要求他
負擔刑事責任，陪審團亦採納該精神障礙抗辯判被告無罪。31 而後，
上訴審針對此一判決，以及相對應的精神障礙抗辯爭點提出了五個

31 M’Naghten’s Case, 8 Eng. Rpt. 718, 719-720 (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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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為討論，其中法院對問題二與問題三的回答體現了精神障礙抗
辯的具體要素。上訴法院提出的問題二為：
「當一個人因精神錯亂而
為犯罪行為，且被指以殺人罪 (舉例) 為起訴時，法院應向陪審團
提出哪些適當的問題，以及是否將精神障礙作為抗辯理由之一」
「法院應如何對陪審團描述上述的
(Andoh, 1993: 94)？問題三則為：
問題及其犯罪行為發生時的心理狀態」(Andoh, 1993: 94)。而英國
上 訴 法 院 對 這 兩 個 問 題， 建 立 開 天 闢 地 且 影 響至 今 的 重 要 標 準
(Shea, 2001: 352)，該回應為：
所有情況下，陪審員都應被告知每個人都被推定具有理智，
並有足夠的理性對自己的罪行負責，除非被告舉證推翻該推
定；而以精神障礙作為抗辯理由時，被告需要清楚地證明他
在實施該行為時，因精神疾病而欠缺理性，以至於被告不知
道他所從事行為的行為本身及行為特質，或者被告知道自己
在做什麼，但不知道自己做錯什麼。 32

值得注意之處為本判斷標準中的「錯誤」
，並非被告對法律上違法與
否的認知，而係對該行為的道德上錯誤。33 因此，在 M’Naghten 案
所建立的精神障礙抗辯標準下，被告將有兩個途徑可主張此抗辯。
(一) 被告必須因患有精神疾病，而該精神疾病使被告不知道其行為
的性質和質量；(二) 或是被告對其行為的本質能具有認知，但因精
神疾病而使他不知道該行為是錯誤的 (Andoh, 1993: 94; Snouffer,
1970: 41)。

32 Id. at 722-723.
33 People v. Schmidt, 216 N.Y. 324, 332 (N.Y.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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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神障礙抗辯的繼受與發展
現今美國的精神障礙抗辯模式因州而異，除了繼受英國法中姆
納頓法則的認定方式外，亦隨著時間發展，出現了不同精神障礙抗
辯的認定法則，主要有五種認定模式曾出現在美國法中 (Hafemeister, 2019: 225)。第一種模式即是繼受自英國法的姆納頓法則，亦即
被告因精神疾病而處於「不知行為本身及行為特質」
；或被告於行為
時，因精神疾病而處於「不知其行為之是非對錯」的狀態 (Livermore
& Meehl, 1967: 800)。在姆納頓法則下，符合上述兩個標準之一的
被告，將可主張精神障礙抗辯為無罪主張，例如：被告以為其使用
的槍枝是香蕉並沒有殺傷人的可能；被告以為被害人是超人，因此
從槍枝射出的子彈並不會射傷被害人而會反彈；被告以為自己在擠
壓葡萄柚，而非被害人的脖子；或者被告以為被害人是惡魔，因此
並不認為他在殺人 (Hafemeister, 2019: 225)。現今，美國採用姆納
頓法則為立法的州，並不會完全照單全收，某些州只採取兩種標準
之一，例如：亞利桑那州的立法模式僅採取無能力判斷道德是非之
判斷標準。34 若統計參考姆納頓法則概念為立法的州，美國目前仍
有超過半數的州採取此一精神障礙抗辯的認定標準。
第二種模式「不可抗拒之衝動準則」出現在十九世紀下半葉，
因當時美國的醫學研究發展對精神疾病有了嶄新的理解與認知，進
一步影響了法律對精神障礙抗辯的定義與判斷標準。當時的醫學界
描述了一種衝動性的精神疾病 (impulsive insanity)，並聲稱此種精
神疾病並不會影響人的理性認知能力，但會使病患無法控制自己的
行為。主張罹患此類型精神疾病的患者不該承擔刑事責任之人，發
現姆納頓法則無法適用在此類型案例上，應在個案上將此類精神疾
34 Ariz. Rev. Stat. Ann. §13-502 (A) (2010).

518 歐美研究

病患者的情況一併考量，並作為精神障礙抗辯認定的一種樣態。
Parsons v. Alabama 35 案中，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就採納了「不可抗
拒之衝動準則」作為「姆納頓法則」中兩項標準的補充認定標準。
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認為，刑事責任需包含兩個要素「一般知識下
的區別能力」(capacity of intellectual discrimination) 與「自由意志」
(freedom of will)，且兩者缺一不可；而精神障礙若影響到行為人的
自由意志，且剝奪行為人對是非對錯的選擇能力時，即便行為人已
有察覺，仍不應使其該當刑事責任。 36 之後，美國共有 18 州採納
「不可抗拒之衝動準則」作為「姆納頓法則」的補充標準 (Erickson
& Erickson, 2008: 91-92)；但在後續發展中，遭受到許多批評後而
遭棄用，至今只剩 3 州採取此一標準。不少批評認為「不可抗拒之
衝動準則」在實務上難以應用且欠缺科學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便於 1982 年發表的「針對精神障
礙抗辯的聲明」指出：「不可抗拒之衝動 (irresistible impulse) 與未
被抗拒的衝動 (an impulse not resisted) 的區別難度，可與區別暮光
(twilight) 與黃昏 (dusk) 相比擬。」37 換言之，不可抗拒之衝動在
實務上非常難以區別或證明。
第三種判斷標準為杜倫準則 (Durham rule) 或稱「疾病產物準
則」(product test)，此標準首次出現於 1870 年代的新罕布夏州
(Dziepak & Kaufman, 1997: 68-69)，並在 1954 年被華盛頓哥倫比
亞特區法院於 Durham v. United States 38 案 (以下簡稱 Durham 案)
中採用。該準則認為精神障礙抗辯的認定乃事實問題，應交由陪審
35 81 Ala. 577 (Ala. 1887).
36 Parsons v. Alabama, 81 Ala. 577, 588 (Ala. 1887).

37 See Insanity Defense Work Group,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n, Office of Public Affairs,

Washington, DC (1983: 681-688).

38 214 F. 2d 862 (D.C. Cir.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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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裁決而非由專家證人認定，而該判斷標準乃直接簡要地判斷被告
的行為是否是其「精神障礙或缺陷」(mental disease or defect) 的「產
物」(product) (Hafemeister, 2019: 227-228)。Durham 案中巴澤隆法
官 (Bazelon, J.) 表示：「如果被告的不法行為是精神疾病或精神缺
陷下的產物，被告則不需承擔刑事責任。」39 本案事實為被告蒙特．
杜倫 (Monte Durham) 因為侵入他人住居竊盜而遭逮捕並起訴，之
後被告被判定精神不健全而被送入醫院，並於入院六個月後經醫院
證明，被告已有足夠心智能力具就審能力 (mentally competent to
stand trial)，於是進行審判程序；而初審法院認定並無證據證明被告
訴人之精神障礙，因而判被告該當侵入住居盜竊罪。40 上訴法院則
推翻初審法院的判決，並採取被告行為是否為其精神疾病或精神缺
陷的產物之判斷標準，認為審判中專家證人至少四次表示被告於犯
罪時陷於精神障礙狀態，且被告母親亦有提出相關證詞，因此認定
被告可主張精神障礙抗辯。 41 然而，「杜倫準則」適用上產生諸多
爭議，1972 年時，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Brawner 42 案中，廢棄了自己採用的「杜倫準則」改採「模範刑法典
模式」
。Brawner 案法官指出「杜倫準則」在定義上未能對「產品及
精神疾病或缺陷」等重要判斷標準給出明確的定義，使得「杜倫準
則」在適用上產生很大的問題，43 導致精神障礙抗辯的適用變得過
於氾濫 (Hafemeister, 2019: 228)。時至今日，僅剩新罕布夏州以及
美屬維京群島採用「疾病產物準則」作為精神障礙抗辯的認定標準
(Garvey, 2018: 141)。
39 Durham v. United States, 214 F. 2d 862, 874-875 (D.C. Cir. 1954).
40 Id. at 864-866.
41 Id. at 866-868.
42 471 F.2d 969 (D.C. Cir. 1972).

43 United States v. Brawner, 471 F.2d at 977-979 (D.C. Cir.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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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種判斷標準為「模範刑法典模式」
，亦稱 ALI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模式，並在 1962 年於美國模範刑法典第 4.01 條增
定：
「行為人於行為時，因精神疾病或心智缺陷，以致其欠缺辨識／
理解 (appreciate) 其行為違法或遵照法律規定而行為之能力時，行
為人對該犯罪行為不需負責。」44 模範刑法典模式乃兼採「姆納頓
法則」以及「不可抗拒之衝動準則」之內涵，並在定義及用字上採
取更為明確的方式表述。
首先，模範刑法典模式將姆納頓法則採用的知道 (to know) 用
，
語，改以了解 (to appreciate) 其行為的犯罪性或可責性（參見表 1）
以明確表達精神障礙抗辯在乎的是法律上的錯誤而非道德上的錯
誤 (Erickson & Erickson, 2008: 96)。其次，模範刑法典模式以行為
表 1 姆納頓法則與模範刑法典模式差異對照表

判
斷
標
準

姆納頓法則

模範刑法典模式

Whether the accused “was labouring under such defect of reason,
from disease of the mind as not to
know the nature and quality of the
act he was doing; or, if he did
know it, that he did not know he
was doing what was wrong.”

A person is not responsible for criminal conduct if at the time of such
conduct, as a result of mental disease or defect, he lacks substantial
capacity either to appreciate the
criminality [wrongfulness] of his
conduct or to conform his conduc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law.

差
to know
異

to appreciate＋criminality [wrongfulness] of his conduct

新
Ｘ
增

he lacks substantial capacity

44 Model Penal Code Section § 4.01 (1961).

論美國法精神障礙抗辯的新發展

521

人欠缺實質能力 (he lacks substantial capacity) 之用語，作為排除行
為人需證明其完全陷於精神錯亂狀態之要求。而針對「不可抗拒之
衝動」(irresistible impulse) 部分，則採用「遵照法律規定而行為之
能力」(to conform his conduc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law) 明確描述
之 (Erickson & Erickson, 2008: 96)。後來，模範刑法典模式漸漸受
到美國各州的接納與採用，甚至多達美國半數的州皆以此為精神障
礙抗辯的認定標準 (Hafemeister, 2019: 230-231)；直到約翰．欣克
利 (John Hinckley Jr.) 案發生後，社會大眾譁然且反彈，使得聯邦
與各州紛紛對精神障礙抗辯的成立做出改變與反思 (Garvey, 2018:
141-142)。
第五種判斷標準為聯邦法於 1984 年通過的精神障礙抗辯改革
法 (The Insanity Defense Reform Act of 1984)。1984 年聯邦「精神
障礙抗辯改革法案」通過前，聯邦法院系統並沒有絕對統一的精神
障礙抗辯標準，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的各個巡迴法院均可自由採用其
自己的標準；但除了其中一個聯邦上訴法院外，其他所有聯邦上訴
法院均以「模範刑法典模式」為精神障礙抗辯的判斷標準 (Hafemeister, 2019: 231)。催生聯邦精神障礙抗辯改革法案的關鍵因素，
就是欣克利案的發生；該案中被告因精神障礙抗辯而無罪的判決結
果，引發美國嚴重的民怨與不滿，進而導致聯邦體系與許多州對當
時的精神障礙抗辯規定產生質疑 (Hafemeister, 2019: 231)。欣克利
案發生於 1981 年 3 月 30 日，被告欣克利開槍刺殺時任美國總統隆
那．雷根 (Ronald Reagan)，且被告於審判中主張精神障礙抗辯而讓
陪審團為無罪判決。45 當時聯邦法院的精神障礙抗辯採「模範刑法
典模式」，因此本案被告需證明他因精神疾病而欠缺理解其行為違

45 United States v. Hinckley, 672 F.2d 115 (D.C. Cir.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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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才能構成精神障礙抗辯並主張無罪 (Fuller, 2000: 699)。被告律
師在法庭中主張，欣克利因為於 1976 年夏天在電影院看了 15 次好
萊塢明星茱蒂．佛斯特 (Jodie Foster) 主演的電影「計程車司機」
(Taxi Driver)，因而十分迷戀茱蒂．佛斯特，並進而模仿該片的劇情，
幻想可以因刺殺總統而得到茱蒂．佛斯特的喜愛。電影「計程車司
機」的劇情大致描述計程車司機特拉維斯比．克爾 (Travis Bickle) 的
故事，他打算暗殺一名總統候選人，並在片中救了茱蒂．佛斯特所
扮演的十二歲妓女 (Sallet, 1985: 1547-1548)。欣克利因此幻想著電
影裡的劇情，希望透過刺殺總統來吸引茱蒂．佛斯特的注意，即便
他根本與茱蒂．佛斯特並不認識且毫無關係。因此，本案陪審團在
1982 年 6 月 21 日的裁判中，接受欣克利的主張並判決被告因精神
障礙抗辯而無罪 (Not Guilty by Reason of Insanity; NGRI)。然判決
結果引發美國人民史無前例的憤怒與鋪天蓋地的反彈；判決宣布後
的第二天，
《美國新聞》(ABC News) 進行了對此判決的民調，共有
四分之三的美國人對此判決感到「正義尚未能實現」(Hans & Slater,
1983: 202)。
在約翰．欣克利判決結果出現後，聯邦參議院和眾議院隨即著
手進行精神障礙抗辯的修法程序，並在經過兩年的聽證會與辯論
會，通過聯邦 1984 年精神障礙抗辯改革法案 (Finkel, 1989: 403)。
「精神障
美國聯邦法典第 18 章第 17 條「精神障礙抗辯」(a) 規定：
礙抗辯乃積極性抗辯，適用於任何根據聯邦法所起訴之犯罪，係指
被告行為時因嚴重的 (severe) 精神疾病，導致被告無法理解 (appreciate) 其行為的本質與違法性。除上述情形外，任何心理疾病或
心智缺陷皆不構成抗辯理由。」46 聯邦的精神障礙抗辯改革法案主

46 18 U.S.C. § 1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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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的修改有四點。第一，立法者在法條中特地加上了「嚴重的」
之描述，雖然法條中並未對此作出更明確細節的定義，但立法者透
過該用語，試圖限縮精神障礙抗辯的適用可能，以排除輕微的精神
疾病患者以此抗辯逃避刑責。第二，立法者在聯邦法的立法中，排
除了不可抗拒之衝動準則之相關文字描述。第三，聯邦法的精神障
礙抗辯成立要件，將姆納頓法則模式中兩個可以成立的證明方式合
而為一，被告需證明其因精神疾病而無法認知到事情本質或該行為
的違法性，才可以成立精神障礙抗辯，藉此加重主張精神障礙抗辯
被告的舉證責任。第四，聯邦法的精神障礙抗辯改革法亦不採取模
範刑法典模式中，被告僅需證明其缺乏「實質能力」(substantial capacity) 的標準；相反的在聯邦法的標準中，被告必須證明其完全喪
失「理解其行為的本質及該行為的違法性」的能力 (Hafemeister,
2019: 231-232)。

三、精神障礙抗辯的法理與批評
美國精神障礙抗辯發展至今，仍然具有高度爭議性，各種支持
與反對的意見層出不窮，因此有許多不同的精神障礙抗辯立法模式
在美國各州大鳴大放。回顧美國法中支持精神障礙抗辯立法的主要
有三個理由。第一，現行美國刑事司法建立在以「人」為規範主體
的制度，而是否具有「自由意志」(free will)，則是作為「人」的判
斷前提之一 (Monahan, 1973: 725-726)。基於刑事司法體系的目的
與前提，精神障礙抗辯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以排除不具自由選擇
能力的行為人免受刑事處罰的制裁 (Kadish, 1968: 280)。第二，刑
事司法體系的目的，係透過刑罰對具「道德可責性」(moral culpability) 的行為人為處罰，且該犯罪行為僅在被告自由意志下所為時，
才具有刑罰可責性 (Hafemeister, 2019: 221)。如同早期英國法中「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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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法則」的理論基礎，行為人因精神疾病喪失自由意志或認知能力
下所為的行為，與野蠻的野獸所為的行為或嬰兒所為的行為無異，
因而對喪失自由意志的行為人施加刑罰並無意義 (Morse, 1985:
782)。第三，有學者主張精神障礙抗辯對公民社會建立個人責任感
有關鍵意義；該論述主張公民 (citizen) 能夠透過精神障礙抗辯的存
在，區隔正常人在自由意識下能為個人的行為負責任，與缺乏自由
選擇能力的個人行為是截然不同的 (Monahan, 1973: 720-725)。
另一方面，精神障礙抗辯立法的反對見解主要亦有三個理由。
第一，從刑法目的理論出發，刑事懲罰中具有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的應報效果；但患有精神疾病的刑事被告卻可逃過刑事懲罰，且可
能削弱刑法的威懾效果，同時被告也不會歷經刑事司法的矯正體
系，而可能直接復歸社會 (Hafemeister, 2019: 221)。針對上述弱化
刑事司法體系的批評，現今精神障礙抗辯案件的判決結果係精神疾
病患者可能因精神障礙抗辯而無罪，而美國有些州改而採取「有罪
但被告符合精神障礙抗辯」(guilty but mentally ill; GBMI) 的判決結
果 (Hafemeister, 2019: 253)。GBMI 的判決結果可有效緩和社會上
對精神疾病患者可藉其精神疾病逃過刑事責任的謬思，亦可明確將
GBMI 的被告從監獄體系轉向醫療觀護體系 (Morse, 1985: 803804)。第二，精神障礙的判斷困難性，使人們普遍認為犯人會藉由
裝瘋賣傻獲得無罪判決，而對精神障礙抗辯產生一定懷疑或不滿。
許多反對精神障礙抗辯立法者認為，除了精神疾病的認定困難外，
該狀態亦有可能透過訓練而偽裝，而司法體系要花費大量的成本來
識別，且往往欠缺絕對的判斷標準 (Hafemeister, 2019: 222)。第三，
精神疾病問題的普遍性，也導致精神障礙抗辯的適用及認定上產生
困難。根據美國心理健康協會 (Mental Health America) 在 2019 年
所發表的調查報告指出：「2017 年美國成年人患有精神疾病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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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 18.57%」(Reinert et al., 2020)。現代社會下許許多多人都可能
被認定患有心理疾病，若廣泛適用精神障礙抗辯將使得刑事司法形
同虛設。

參、Kahler v. Kansas 案件評析
本案係 2006 年的 Clark 47 案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再一次針
對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抗辯的問題為審理。

一、案例事實與爭點
本案被告 Kahler 因開槍殺害其四名家庭成員，遭到堪薩斯州
政府的刑事起訴。被告在審判程序開始前即主張「堪薩斯州刑法中
的精神障礙抗辯規定，有違憲法正當法律程序 (due process)，因為
堪薩斯州法的規定讓受精神疾病影響而無法分辨是非的刑事被告，
仍須承擔刑事責任而被定罪。」48 而堪薩斯州法對精神障礙與心智
缺陷抗辯的規定，僅限於被告行為時，因精神疾病而缺乏該當犯罪
構成要件所必要的精神狀態，才可成立。49 換言之，堪薩斯州的精
神障礙抗辯規定，已被替換為被告是否因精神障礙而使其欠缺該犯
行之故意或意圖的抗辯事由，而與傳統隸屬於阻卻罪責事由的精神
障礙抗辯，以及美國大多數州法所採納的標準姆納頓法則大相逕
庭，也就是說兩者在刑法的體系與要件之實質意義上截然不同。
本案的一審法院不採納被告所提，堪薩斯州精神障礙抗辯之規
定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的主張，陪審團也判決被告有罪，被告於量刑
47 Clark v. Arizona, 548 U.S. 735 (2006). 該判決之簡介與評析可以參酌林志潔 (2009:

639-666)。

48 Kahler, 140 S. Ct. at 1023.
49 Kan. Stat. Ann §21-5209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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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亦提出精神障礙抗辯作為減刑主張，仍遭陪審團判處死刑。 50
Kahler 同樣以堪薩斯州的精神障礙抗辯立法違憲為由上訴。堪薩斯
州最高法院則認定，各州採取的精神障礙抗辯立法模式皆為美國法
律體系的基本原理，而憲法中的正當法律程序並未強制各州立法機
關必須採取特定的精神障礙抗辯立法模式，因此判決原告敗訴。 51
之後，聯邦最高法院針對本案被告主張堪薩斯州法廢除精神障礙抗
辯之立法，是否違反憲法第 14 修正案的正當法律程序，為審理本
案的主要爭點。 52

二、多數意見
本案的多數意見書係由凱根大法官 (Elena Kagan, J.) 所主筆。
首先，聯邦最高法院對各州的刑法規範是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違
憲審查，採取高標準審查，53 並根據判決先例的審查標準，各州法
中刑事責任的要件或抗辯規定，只有在「該規定違背了根植於我國
傳統的正義原則或違背我國民眾良知中已視為根本原則時」，54 才
會構成違反聯邦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55 換言之，在判斷該規範是
否屬於「歷史慣例」(historical practice)，法院主要係從習慣法法源，
包含早期英國法及美國法的案例為評估；56 該刑事責任構成要件足

50 Kahler, 140 S. Ct. at 1023.
51 Id. at 1027.
52 Id. at 1027.
53 Id. at 1027.

54 Leland v. Oregon, 343 U.S. 790, 798 (1952).
55 Kahler, 140 S. Ct. at 1027.

56 Montana v. Egelhoff, 518 U.S. 37, 43-45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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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歷史悠久且莊嚴，並根深蒂固於美國法律制度的核心價值觀中，
才足以剝奪各州立法機關選擇其他立法模式的權力。 57
多數意見書引用 Powell v. Texas 58 (以下簡稱 Powell 案) 判決
先例之見解為論述基礎，主張決定犯罪構成要件的制定權限機關，
主要仍為州政府。59 Powell 案中，被告因在公共場所喝醉而遭判處
刑罰，係因當時德州刑法第 477 條規定：「在公共場所或私人住宅
以外之處喝醉酒的人，可處以一百美元以下罰金。」 60 該案被告
Powell 則提出其患有慢性酒精中毒症 (chronic alcoholism) 並以此
為免責抗辯，被告並主張德州第 477 條之規定，係違反憲法第 8 修
正案「禁止施加殘酷且異常的懲罰」(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條款。但 Powell 案的多數意見認為：「刑事的犯罪行為、主觀犯意、
精神障礙抗辯、錯誤、正當化事由抗辯，以及被脅迫抗辯等理論，
從古至今皆為緩和刑法所包含的多重目的而存在，包括不斷發展的
刑法目的論，與時俱進的宗教、道德、哲學，以及醫學上對人的本
性的觀點。」61 換言之，應將犯罪構成要件的價值判斷交給各州政
府決定。
布萊克 (Hugo Lafayette Black, J.) 大法官在 Powell 案的協同意
見書中，更一針見血地指出，聯邦憲法原則對各州刑法規範或要件
為介入審查時，應更加謹慎且三思。因為美國聯邦憲法係於 1798 年
制定，當時時空背景下，美國憲法僅管轄北美十三州；然而現今美
國領土不僅擴及阿拉斯加，更延伸至太平洋上的夏威夷。62 若法院
57 Kahler, 140 S. Ct. at 1028.
58 392 U.S. 514 (1968).

59 Kahler, 140 S. Ct. at 1028; Powell v. Texas, 392 U.S. 514, 533 (1968).
60 Tex. Penal Code Ann. § 477 (1952).
61 Powell, 392 U.S. at 536 (plurality opinion).
62 Powell, 392 U.S. at 547 (Black, J., concur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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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意識到，倚靠人類的經驗才是立法的最佳途徑 (the experience
of human beings is the best way to make laws)，反倒一昧希望透過聯
邦權限拘束各州各地 (binding rules upon every small community in
this large Nation)，如同希冀於建立柏拉圖式守護者 (a board of Platonic Guardians)，期望能以此保護所有可能成為酗酒受害者的人們，
乃不切實際的。63 各州各地若能根據自己的地方規則，來處理各自
特殊的地方事務，那麽各地將會更加寧靜有序。本案中，我們 (聯
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們) 如同被要求告訴最遙遠的夏威夷群島，他們
不能運用當地的規定來保護在海灘上的醉酒男子；阿拉斯加當地也
無權按照自己的方式，決定什麼是最好的方法，來處理在當地在凍
土地上醉酒的人。64 換言之，由於美國領土範圍廣闊、人民組成多
元，我們應該相信生活在各州各地的人民，皆有足夠智慧建立各地
的法律規則，以管理當地事務。 65 因此，Powell 案中，聯邦最高法
院認為決定刑事構成要件的權力，仍應掌握在各州政府手中。 66
針對精神障礙抗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亦曾多次採取同一見
解，精神科醫師及專家對精神疾病 (mental illness) 的判斷仍存在諸
多爭議，比如應如何適當的診斷或治療精神疾病患者，都存在著十
分嚴重的分歧。 67 如同前述的 Clark 案中，該案被告亦主張亞利桑
那州並未採取完整的姆納頓法則，屬於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的規
定，但聯邦最高法院拒絕被告的主張，不認為姆納頓法則為美國憲

63 Id.
64 Id.

65 Id. at 547-548.
66 Kahler, 140 S. Ct. at 1028 (citing Powell v. Texas, 392 U.S. 514, 536-537 [1968] ).
67 Kahler, 140 S. Ct. at 1028 (citing Ake v. Oklahoma, 470 U. S. 68, 81 [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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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正當法律程序所要求的最低門檻，亦非各州必須採取的精神障礙
抗辯最低保障。 68
回到 Kahler 案中被告 Kahler 的抗辯理由書，其強調堪薩斯州修
法廢除精神障礙抗辯 (abolished the insanity defense)，乃無視堪薩斯
州已實行百年的歷史慣例，且該精神障礙的歷史慣例係承繼於英國
習慣法 (English common-law)。 69 被告進一步引述 Leland v. Oregon 70 案 (以下簡稱 Leland 案) 中，精神障礙抗辯的無能力判斷道
德是非的判斷標準，乃根植於人民傳統和良知中的正義原則，因此
被視為基本原則。據此，被告主張堪薩斯州廢除精神障礙抗辯的立
法模式，有違聯邦憲法第 14 修正案的正當法律程序。
最高法院則對被告 Kahler 的抗辯做出兩點反駁。Kahler 主張
精神障礙抗辯在歷經數百年來法官與陪審團的運用下，早已構成減
輕刑事責任的歷史慣例。71 再者，Kahler 主張堪薩斯州針對精神障
礙抗辯的立法規定，有偏離或違反此一歷史慣例。多數意見對此的
反駁有二：第一，堪薩斯州法第 21 章第 5209 條 (Defense of lack of
mental state) 中仍有精神障礙抗辯之規定，若被告因精神疾病而欠
缺構成該犯罪所必需之精神狀態時 (lacked the culpable mental state
required)，可作為對該行為之無罪抗辯。 72 具體而言，被告可透過
相關證據來證明其因精神疾病而欠缺認知能力而無從具有該當犯
罪的故意。73 因此，被告主張堪薩斯州並未提供刑事被告任何精神

68 Clark v. Arizona, 548 U. S. 735, 748 (2006).
69 Kahler, 140 S. Ct. at 1029.
70 343 U. S. 790, 798 (1952).
71 Kahler, 140 S. Ct. at 1030.

72 Kan. Stat. Ann §21-5209 (2012).
73 Kahler, 140 S. Ct. at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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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抗辯之可能，即便該精神障礙抗辯模式並非被告所要求的精神
障礙抗辯模式，但該主張仍不成立。 74
第二，堪薩斯州允許被告在量刑階段，提出與其精神健康有關
的證據作為量刑的參考。75 因此，在堪薩斯州患有精神障礙的刑事
被告，即便主張其不該被刑法所懲罰或怪罪 (blameworthy)，不論理
由為何 (包含：精神疾病使他無法明辨是非對錯、他並不知其行為
係違法行為、他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抑或者其他原因)，在堪薩斯
州的刑事責任認定上，並不採納此項精神障礙抗辯，而係留到量刑
階段才對此項要件為減輕罪責或減輕刑罰 (mitigate culpability and
lessen punishment) 的判斷；76 或者可透過精神疾病等證據，向法官
請求將被告的刑期，改送入精神病院 (mental health facility) 為治
療。77 法院以此認為在堪薩斯州的精神障礙被告，通常會如同其他
州的精神障礙被告得到相同類似的待遇，且堪薩斯州並非廢除精神
障礙抗辯，僅係透過量刑的渠道來處理此類問題。 78
多數意見認為，Kahler 案被告若要成功反敗為勝，即必須證明
美國聯邦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各州皆應採取特定的精神障礙
抗辯立法模式，亦即被告在案件中所主張的「因精神疾病所導致被
告無法認知其行為係不道德的」(mental illness prevented a defendant
from understanding his act as immoral)，而堪薩斯州法中欠缺此項精
神障礙抗辯規定，乃違反正當法律程序。79 然堪薩斯州的立法者認

74 Kahler, 140 S. Ct. at 1030-1031.
75 See Kan. Stat. Ann §§21-6815 (c) (1) (C), 21-6625 (a) (2011).
76 Kahler, 140 S. Ct. at 1031.
77 See Kan. Stat. Ann §22-3430 (2014).
78 Kahler, 140 S. Ct. at 1031.
7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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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若患有精神疾病的被告仍具有足夠的認知功能 (enough cognitive function)，以形成殺人的故意 (intent to kill)，即便該精神障礙
被告已誤認其殺人行為乃道德上合理時 (even if he believed the
murder morally justified)，依照該州法律該名被告仍應承擔刑事定罪
責任，該精神障礙抗辯並無法使被告完全脫罪，僅能透過量刑程序
來減輕被告的刑事責任。80 堪薩斯州立法者表示，比起讓陪審團就
其刑事責任之「全有全無」(between all and nothing) 的認定方式，
量刑階段的裁量者能對主張精神障礙抗辯的被告之刑事責任進行
更加細微的評估。81 因此，即便堪薩斯州做出與其他州不同的立法
模式選擇，被告 Kahler 仍必須依照 Leland 案的標準，證明堪薩斯
州所採取的精神障礙抗辯模式，係「根植於美國傳統的正義原則或
美國民眾良知中已視為的根本原則」。 82
最終，最高法院認定被告並無法證明堪薩斯州的精神障礙抗辯
立法模式，乃破壞根植於美國的歷史慣例以至於違反正當法律程
序，持平而論，精神障礙抗辯於英美法的發展中，相關的歷史記錄
乃複雜甚至混亂的。83 多數意見書中爬梳了精神障礙抗辯於英美法
中的歷史脈絡與發展，從野獸法則、強調認知能力的 Rex v. Arnold
案、強調被告喪失分辨是非能力的 Rex v. Hadfield 案、建立認知能
力喪失和道德能力喪失兩種抗辯模式的姆納頓法則、再到 Clark 案
的無能力判斷道德是非模式等等。84 精神障礙抗辯的發展流變係隨
著時間與相關精神科學的發展，不斷演變；如同美國精神醫學學會

80 Id.
81 Id.

82 Kahler, 140 S. Ct. at 1032.
83 Id.

84 See Kahler, 140 S. Ct. at 1032-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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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指出：
「精神錯亂是一個存在許多不確定的問題」(insanity is a matter of some uncertainty)， 85 形塑精神障礙抗辯的立法，往往涉及充
滿爭議的道德和法律責任之權衡選擇。法院認為如同先前 Leland
案、Powell 案與 Clark 案等判例所建立的標準，不應堅持對精神障
礙抗辯的立法模式採取任何單一標準。 86 如同 Powell 案中最高法
院的見解：「制定憲法原則將減少甚至是消滅掉此項各州百花齊放
且具有成效的立法實驗，將此項在法治與精神病學間不斷發展且富
有成效的對話，凍結成僵硬的憲法原則模式。」87 以及 Clark 案中，
最高法院認為精神障礙抗辯如此混亂與分歧的領域裡，關於醫學檢
驗與法律見解該如何處理的問題，正當法律程序在回答這些問題上
並無任何實質幫助。 88
在精神疾病與刑事責任的認定上，涉及大腦的運作檢查、刑法
本身的目的、自由意志的概念和責任的意義。在充滿著許多不確定
性要素的情況下，精神障礙抗辯的立法模式乃是一種艱難的價值選
擇，理應隨著不同的時空背景，伴隨著新醫學知識的湧現，以及法
律和道德規範的發展而為修訂，這應該是屬於各州政府的權責範
圍，而非聯邦憲法所應處理之事。89 因此，最高法院多數意見認為
堪薩斯州的精神障礙抗辯規範，並未違反聯邦憲法的正當法律程
序，因而維持原判，被告敗訴。

85 See Kahler, 140 S. Ct. at 1037 (citing Insanity Defense Work Group, Statement on the

Insanity Defense, 140 Am. J. Psych. 681, 685 [1983] ).

86 Kahler, 140 S. Ct. at 1037.
87 Powell, 392 U.S. at 536-537.

88 Kahler, 140 S. Ct. at 1037 (citing Clark v. Arizona, 548 U.S. at 752-753 [2006] ).
89 Kahler, 140 S. Ct. at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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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意見
Kahler 案的不同意見書係由布雷耶大法官所提出。布雷耶大法
官認為憲法的確給予各州相當廣泛的空間可制定各州各自的刑法
與刑事程序，包含針對犯罪構成要件給予不同的定義，以及刑事抗
辯要件的不同成立標準。90 本案中堪薩斯州的立法模式已不僅僅是
在對精神障礙抗辯的成立要件為「重新定義」(redefined)；相反的，
堪薩斯州的精神障礙立法模式，已將英美法中歷經數個世紀的精神
障礙抗辯的核心價值消滅殆盡，該核心價值係指被告因精神疾病欠
缺必要的意識能力時，被告的行為不應在道德上受到譴責 (morally
blameworthy)。 91 換言之，精神障礙抗辯在英美法中超過七百年的
歷史發展下，使得布雷耶大法官認為堪薩斯州的立法模式，已違反
根植於美國傳統上的正義原則與美國刑法本身長期固有的基本原
則，因此認定堪薩斯州的精神障礙抗辯立法係違反美國聯邦憲法的
正當法律程序，應屬違憲之立法規定。
首先，布雷耶大法官藉由兩個相似的案例，凸顯本案件的關鍵
爭議。
案件一：被告開槍殺害了一個人，審判中的證據顯示被告係因
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而錯認被害人是一隻狗。
案件二：被告開槍殺害了一個人，審判中的證據顯示被告係因
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不同之處在於，被告認為一隻
狗命令他去殺害被害人。 92

90 Kahler v. Kansas, 140 S. Ct. 1021, 1038 (2020) (Breyer, J., dissenting).
91 Id.
9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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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英美法傳統上對精神障礙抗辯的理解，上述兩個案例的被告皆
不會科以刑事責任；然而，依照堪薩斯州精神障礙抗辯之規定，案
件二的被告會遭刑事定罪，而案件一的被告則不該當犯罪。93 然若
以最廣為採納的傳統精神障礙抗辯定義「姆納頓法則」來看，上述
兩個案例皆不會該當入罪。姆納頓法則具有兩項判斷標準，第一個
判斷標準為：被告是否仍知悉他在做什麼 (亦被稱為「喪失認知能
力」)；第二個判斷標準為：即便被告知道他在做什麼，但被告喪失
對該行為的是非對錯的認知能力 (亦稱「無能力判斷道德是非」)。94
據此標準認定，案件一的被告因精神疾病導致錯認被害人是一隻
狗，乃喪失認知能力而符合姆納頓法則的第一個判斷標準；案件二
的被告雖仍有能力認知到自己所為之行為，但被告行為係受到一隻
狗的命令為之，由此可知，被告已喪失判斷該行為是非對錯的能力，
符合姆納頓法則的第二個判斷標準。由上述案例的分析，可以得知
堪薩斯州的精神障礙抗辯立法與美國普遍上傳統姆納頓法則有所
差異。
早期堪薩斯州在精神障礙抗辯的規定上亦採取姆納頓法則， 95
並且維持該見解持續至 1990 年代。 96 直到 1995 年，堪薩斯州立
法機關跟隨了愛達荷州、蒙大拿州及猶他州的腳步，成為第四個在
州法中廢除精神障礙抗辯的州；更明確的意涵應為廢除精神障礙抗
辯作為刑事阻卻罪責事由之規定，而採取精神障礙作為透過證明被
告欠缺主觀上的故意或意圖時，被告才能以此達到無罪抗辯的效果
(Rosen, 1998: 253-254)。根據堪薩斯州法的規定，前述案例一，被

93 Id.
94 Id.

95 State v. Nixon, 32 Kan. 205, 206 (Kan. 1884).
96 State v. Baker, 877 P.2d 946 (Ka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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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可以聲稱其因精神疾病而欠缺具有殺害被害人的故意，因其誤認
被害人是一隻狗，然而案例二的被告卻無法以精神疾病作為無罪抗
辯事由，因被告的行為具有殺人的故意及意圖，因此無論被告精神
疾病的狀態在被告的犯罪行為中扮演何種角色，被告皆無法以此免
除刑事責任。 97
值得一提的是，布雷耶大法官並未主張「姆納頓法則」即為美
國聯邦憲法所要求的精神障礙抗辯立法標準，他認為「姆納頓法則」
的兩項判斷標準，僅僅是對精神障礙抗辯的基本核心內涵的一種描
述方式，該內涵本質為「精神疾病可能會損害一個人的心智能力，
其行為所應負的責任，不應大於嬰兒或野生動物；亦即此種類型的
人，不該成為適用刑法規範的主體。」98 因此，即便姆納頓法則作
為 (英美法) 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精神障礙抗辯描述方式，亦非唯
一的描述方式，且未來也可能會有其他表述的方式出現，而堪薩斯
州精神障礙抗辯立法模式的問題在於，它完全從法律中去除了這項
基本原則。 99
其次，布雷耶大法官針對本案的多數意見以「精神障礙抗辯在
美國法中，十分多元性的歷史發展下，無法對堪薩斯州的精神障礙
抗辯規範歸納出一個統一的原則，且被告無法證明堪薩斯州的立法
模式乃違反該歷史慣例或根植於傳統和人民認知的正義原則
([P]rinciple[s] of justice so rooted in the traditions and conscience of
our people as to be ranked as fundamental) 」 100 之見解，持反對意

97 Kahler, 140 S. Ct. at 1039 (Breyer, J., dissenting).
98 Id.
99 Id.
100 Kahler, 140 S. Ct. at 1030 (majority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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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101 布雷耶大法官從英國習慣法、早期美國法與近代美國法中的
精神障礙抗辯發展流變為分析，精神障礙抗辯的精神係從古流傳至
今，核心價值根深蒂固，至今絕大多數美國各州皆肯認精神障礙抗
辯作為被告免責的一種法定抗辯要件。
多數意見認為不同意見書乃專挑對反對意見有利的部分
(cherry-picking)，針對過往英美法判例或傳統對精神障礙抗辯的理
解，多強調「道德是非認知能力 (moral understanding) 」部分，而
刻意忽略以「故意與主觀犯意」的認定模式。102 布雷耶大法官對此
表示反對，認為雖然多數意見正確地指出許多習慣法資料皆提及
「瘋子欠缺對其行為的主觀犯意或故意」(the insane lack mens rea or
felonious intent)，然而對上述資料提及的「主觀犯意」究竟該當何
義？ 103 早期習慣法中，主觀犯意的定義較現代更為寬鬆與模糊，係
包含刑事處罰所必須的「一般道德可責性」(general moral blameworthiness)；抑或可作為一個人具可責性的同義詞。104 然而，現代美國
法中對主觀犯意的定義已相對精準且明確，係指「心神狀態或疏忽
的狀態，並在與犯罪行為一同出現時，被定義為刑法上的犯罪。」105
因此，研究過往英美法文獻的「主觀犯意」時，我們不能簡單的假
設該詞彙等同現代用法的意思，這是不合時宜的理解，相反的，我
們應該更謹慎地透過上下文含義，以瞭解該詞義的實際涵意。 106

101 Kahler, 140 S. Ct. at 1039 (Breyer, J., dissenting).
102 Kahler, 140 S. Ct. at 1033 (majority opinion).

103 Kahler, 140 S. Ct. at 1042 (Breyer, J., dissenting).
104 Id. (citing Sayre, Mens Rea, 45 Harv. L. Rev. 974, 988 (1932) & 3 Encyclopedia of

Crime and Justice 995 [2d ed. 2002] ).

105 Id. (citing 3 Encyclopedia of Crime and Justice 995 [2d ed. 2002] ).
10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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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而言，Rex v. Arnold 107 案中，被告阿諾德被指控開槍殺害昂斯
洛伯爵 (Lord Onslow)，但被告係處於精神障礙的狀態下為之。本
案的崔西法官對陪審團指示：「若一個人被剝奪了理智，因而喪失
了為該行為的故意時，他將不會該當犯罪」。因而 Kahler 案的多數
意見認為，Rex v. Arnold 案採取現代精神障礙抗辯的「主觀犯意標
準」(modern mens rea test)。 108 然而，綜觀整個判決，崔西法官已
在上述陪審團指示的前一段文中解釋，被告開槍的故意已經被完整
的證明，僅存唯一的爭點就是被告是否可以因爲他的精神疾病而免
責。109 崔西法官亦明確指出，「陪審團須判斷被告是否知道他在做
什麼，以及是否能夠區分他在做好事還是壞事，並且理解他的所作
所為」。110 由此可知，即便早期的英國習慣法案例對精神障礙抗辯
的描述用語較不精確，但其核心概念還是相對明確，亦即要對被告
科以刑事責任，除了犯罪故意外還須考量更多，非僅著重在犯罪的
主觀要件上，仍須取決於被告的精神狀態，以及判別道德是非的能
力。 111
早在美國建國之初，前述英國習慣法的精神障礙抗辯與對刑事
責任認定的基本原則，就被美國承繼並納入美國法中。 112 1843 年
英國創立姆納頓法則後，美國亦快速採納該法則並維持至今，且成
為多數州認定精神障礙抗辯成立與否的判斷標準。 113 採納姆納頓
法則後，美國各州仍繼續試驗不同的精神障礙抗辯標準，例如某些

107 16 How. St. Tr. 695 (1724).
108 Kahler, 140 S. Ct. at 1033 (majority opinion).

109 Kahler, 140 S. Ct. at 1042 (Breyer, J., dissenting).
110 Id. at 1043 (citing Rex v. Arnold, 16 How. St. Tr., at 765).
111 Id. at 1044.
112 Id. at 1044-1045.
113 Id. at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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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進一步採取不可抗拒之衝動準則。114 然而，這些州採取更多元的
判斷標準，皆是往「擴大」精神障礙抗辯成立可能性的方向發展，
而非限縮精神障礙抗辯成立可能性。舉例而言，不可抗拒之衝動準
則即是在姆納頓法則下無法主張精神障礙抗辯之人，可以擴及其雖
可以理解自己的行為為何，但因為精神疾病而不具備克制自己行為
的能力之人。 115 直至今日，美國共有 45 個州，以及華盛頓特區和
聯邦體系採取承認精神障礙抗辯的立法模式，即便各州的立法可能
各有差異，但各州仍保留了英美習慣法傳統對精神障礙抗辯的核心
價值。 116
針對多數意見認定堪薩斯州並非在刑事罪責的認定上，實質廢
除精神障礙抗辯，僅僅是在不同階段作出評價考量。117 布雷耶大法
官指出，堪薩斯州最高法院所做的判例中，並非採取多數意見的看
法。 118 堪薩斯州最高法院在 State v. Bethel 119 案中表示：「堪薩斯
州法在判定被告是否有罪的階段，並不考慮被告的故意是否具固有
的不法性。」120 回到本案的多數見解主張的判斷標準，各州在刑事
定罪要件的裁量權行使上，是否破壞根植於美國的歷史慣例以及傳
統，以至於違反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布雷耶大法官認為，美國的
歷史及傳統上對精神障礙抗辯的要求，遠高於將個人的犯罪成立與
否取決於被告主觀犯意要件是否成立之上。121 據此，布雷耶大法官
114 Id. at 1045.
115 Id. at 1045.

116 Id. at 1045-1046.
117 Kahler, 140 S. Ct. at 1031 (majority opinion).

118 Kahler, 140 S. Ct. at 1047 (Breyer, J., dissenting).
119 275 Kan. 456 (Kan. 2003).

120 Kahler, 140 S. Ct. at 1047 (Breyer, J., dissenting) (citing State v. Bethel, 275 Kan. 456,

472 [Kan. 2003] ).

121 Id. at 1047-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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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堪薩斯州的精神障礙抗辯立法模式，已嚴重偏離美國長期且統
一的精神障礙抗辯傳統。 122 以布雷耶大法官在不同意見書開頭舉
出的兩個案例為例，我們如何判斷這兩個案例中的被告存在何種道
德非難性的差異？況且，在一般大眾的認知中，上述兩個案例中的
被告皆不該因他們的行為而負刑事責任，更遑論比較兩位被告道德
非難性的高低。因此，堪薩斯州廢除「姆納頓法則」中第二項「被
告因精神疾病而喪失判斷是非對錯的能力」的標準，此一結果違反
了美國刑法基礎中根深蒂固且廣為接受的道德原則。 123
最後，布雷耶大法官在不同意見書中回應了代表堪薩斯州的州
副檢察總長 (Solicitor General) 於訴訟中提出的四個主張。第一，堪
薩斯州主張各州應有權決定各種刑事犯罪的成立要件或抗辯要件，
並且擁有一定寬泛的裁量權。在 Clark 案中，亞利桑那州的立法模
式廢除了姆納頓法則中的第一項「被告因精神疾病而喪失認知他們
行為本質的能力 (喪失認知能力)」判斷標準，那為何堪薩斯州不能
立法廢除姆納頓法則中的第二項判斷標準呢？ 124 布雷耶大法官認
為，Clark 案的情況與本案不同，不可作為類比，因為亞利桑那州的
立法模式，並未實質消除精神障礙抗辯的傳統核心價值，但堪薩斯
州的立法模式卻是完全抹煞精神障礙抗辯的存在。125 第二，堪薩斯
州附議本案的法庭之友 (Amicus curiae) 的見解，認為精神障礙抗辯
的認定與判斷，對於陪審團來說實在太過困難。126 對此，布雷耶大
法官也承認精神障礙抗辯的認定十分具有難度，而這就是各州擁有

122 Id. at 1048.
123 Id. at 1048.
124 Id. at 1049.
125 Id. at 1049.
126 Id. at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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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泛裁量權的原因，可以自由且完善對精神障礙抗辯為重新定義。
況且，陪審團對精神障礙抗辯的適用做判斷制度，已在英美法國家
中實行數百年，至今仍有 45 州持續該制度，因此實際上的困難並
不足以作為堪薩斯州消滅精神障礙抗辯作為刑事防禦權核心之理
由。127 第三，堪薩斯州主張它並未廢除精神障礙抗辯或消滅該抗辯
的核心部分，而僅是改變判斷精神障礙抗辯的程序階段，被告仍可
在量刑階段提出精神障礙狀態之證據。128 布雷耶大法官表示，美國
精神障礙抗辯的傳統，係將精神障礙狀態的被告排除在犯罪成立之
外，而堪薩斯州在量刑階段的處置，並不能減輕患有精神疾病的被
告受刑事定罪的污名化與相關附帶後果。129 第四，堪薩斯州主張只
要被告仍有能力採取具有犯罪故意的行為，他們就應該受到譴責，
並應對其反社會行為負責。 130 而布雷耶大法官認為堪薩斯州的主
張，明顯違背了美國的刑法基本原則或法律傳統。 131

四、Kahler 案之判決評析
聯邦最高法院做出 Kahler 案的判決結果後，學者針對此案的評
論幾乎一面倒地站在反對或質疑的立場，而這些反對的論點主要係
從三個不同的憲法基本權為論述基礎，分別是美國聯邦憲法第 14 修
正案的正當法律程序、第 8 修正案的禁止施加殘酷且異常的懲罰條
款，以及憲法第 14 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

127 Id. at 1049.
128 Id. at 1049.
129 Id. at 1050.
130 Id. at 1050.
131 Id. at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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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堪薩斯州的精神障礙抗辯規範是否違反美國聯邦憲法第
14 修正案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乃最多學者提出質疑與不同看法之
處。著名美國刑法大家 Joshua Dressler 教授即對 Kahler 案提出強烈
的反駁，認為堪薩斯州的精神障礙抗辯立法模式，已完全剝奪如同
本案被告 Kahler 般之人，以證明其患有精神疾病而應免除其行為責
任之機會，明顯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條款 (Dressler, 2020: 418419)。Joshua Dressler 教授指出，本案凱根大法官所主筆的多數意見
係從可能的結果反推，完全誤解精神障礙抗辯的歷史成因及主要功
能。多數意見書認為，堪薩斯州仍然允許被告得於量刑階段提出相
關證據，且法官於量刑階段具有裁量權可減輕或免除該精神障礙被
告之刑罰，因此認定堪薩斯州之規定仍屬合乎正當法律程序條款之
精神障礙抗辯 (Dressler, 2020: 417)。多數意見雖承認精神障礙抗辯
係英美習慣法之歷史慣例，但卻曲解最根本的精神障礙抗辯內涵乃
減輕刑事責任 (Dressler, 2020: 418)。此處之重點係「責任」(responsibility)，精神障礙者與不具行為能力的嬰兒相同，分別因精神疾病
或年齡，而不應認為他們的行為係法律上與道德上不法 (Dressler,
2020: 419)。據此，Joshua Dressler 教授認為，堪薩斯州之精神障礙
抗辯法制並未具有阻卻違法抗辯 (affirmative defense) 之規範，屬虛
假的抗辯且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之規範 (Dressler, 2020: 419)。也
有學者從刑法的基礎理論出發，主張堪薩斯州的精神障礙抗辯規範
與刑法基本原則有違，因而有違正當法律程序之虞。Andrew Ingram
教授認為道德可責性 (moral culpability) 仍是習慣法體系國家課以
刑事責任的基本前提，尤其體現於現仍保留傳統意義上精神障礙抗
辯的州法中 (Ingram, 2020)。
不同於上述之見解，亦有學者支持 Kahler 案的多數意見，認為
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並未要求刑法提供精神障礙抗辯 (Larkin &

542 歐美研究

Canaparo, 2020: 91)。Paul J. Larkin 教授認為，本案牽涉憲法上正
當法律程序之範圍，係僅限於對行政和司法行動施加「程序」上的
限制，抑或擴張包含限制立法機關的「實質」立法權 (Larkin &
Canaparo, 2020: 110)。Chapman v. United States 132 案中，聯邦最高
法院主張，正當法律程序僅規範起訴方如何舉證犯罪構成要件，而
不是限制國會應如何立法定義犯罪成立的構成要件。 133 在被告接
受由憲法保障所進行的刑事審判程序，且證明被告有罪達超越合理
懷疑的程度之前，人人皆享有自由的基本權保障，政府不能懲罰他。134
換言之，只要在不違反美國聯邦憲法第 8 修正案的禁止施加殘酷且
異常的懲罰條款，以及聯邦憲法第 5 修正案中的平等保護條款的前
提下，政府可以對任何人施加任何具有法律授權的處罰。 135 因此，
在正當法律程序的適用範圍侷限的情況下，Paul J. Larkin 教授認為
Kahler 案的結論是正確的，因為無論從文義解釋或判例適用上，皆
無法證明堪薩斯州所訂定之精神障礙抗辯規範有違正當法律程序
(Larkin & Canaparo, 2020: 152-153)。
其次，即使 Kahler 案中並未處理美國聯邦憲法第 8 修正案的禁
止施加殘酷且異常之懲罰條款問題，仍有文獻以此為討論本案之重
點。Fredrick E. Vars 教授認為，堪薩斯州精神障礙抗辯之規定，使
患有精神疾病之被告不僅可能受到刑事處罰，還有受判處死刑之可
能，已屬構成違反美國聯邦憲法第 8 修正案的禁止施加殘酷且異常
的懲罰條款 (Vars, 2020: 99)。Joshua Dressler 教授亦認為，對患有

132 500 U.S. 453 (1991).
133 Chapman, 500 U.S. at 464-465.

134 Id. (citing Bell v. Wolfish, 441 U.S. 520, 535 & n.16, 536 [1979] ).
135 Id. (citing McMillan v. Pennsylvania, 477 U.S. 79, 92 n.8 [1986]; Jones v. United States,

463 U.S. 354, 362 n.10 [1983]; Meachum v. Fano, 427 U.S. 215, 224 [19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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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使得其行為欠缺道德可責難性之人課以刑事懲罰，即便是
監禁一天，都構成過度處罰，違反美國聯邦憲法第 8 修正案 (Dressler, 2020: 421-422)。另有支持多數意見之見解認為，聯邦憲法第 8
修正案所含攝之範圍僅限於處罰，而本案所爭執之部分乃刑事實體
法中的精神障礙抗辯，直觀上難以將聯邦憲法第 8 修正案之規定與
精神障礙抗辯相連結；更何況在體系定位上，定罪與量刑本處不同
階段，因此學者認為，此處應無本項憲法權利之適用 (Larkin &
Canaparo, 2020: 132-133)。整體而言，由於本案最高法院並未處理
此一議題，此一爭議仍需留待未來相關案例發展，才可解決此處之
紛爭。
再者，有文獻提及 Kahler 案中的精神障礙抗辯之規定，可能有
違美國聯邦憲法第 14 修正案的平等保護原則。此論點雖然僅有少
數學者提及，但卻是十分有趣且曾有州最高法院針對個案進行處理
的爭點，值得一提。猶他州的精神障礙抗辯與堪薩斯州規定模式相
當，皆是將精神障礙抗辯僅限於被告行為時，因精神疾病而缺乏該
當犯罪構成要件所必要的精神狀態，才可主張。136 猶他州最高法院
曾在 State v. Herrera 137 案中，針對此類型的精神障礙抗辯立法模式
是否違反美國聯邦憲法第 14 修正案的平等保護原則做出審理。在
Herrera 案中，主張精神障礙違憲的被告認為，猶他州所採取限縮主
觀要件才可提起的精神障礙抗辯，僅憑罹患精神疾病被告幻想的內
容差異，而做出不當的差別對待，並舉了如同 Kahler 案少數意見中
布雷耶大法官所提殺狗案的例子：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被告Ａ因產
生嚴重的幻覺，誤認被害人為物而殺人；另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被

136 Utah Code Ann. § 76-2-305 (1) (2021).
137 895 P.2d 359 (Utah Sup.Ct.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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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Ｂ因產生幻覺，誤以為他將被殺，為了自衛反擊而殺人。138 上述
案例基於猶他州精神障礙抗辯規範，僅有Ａ可以據此主張無罪，Ｂ
僅能在量刑階段作為減輕或免除其刑的證據考量。然而，猶他州最
高法院認為本案所做出的差別對待仍屬合理、合憲，係因上述被告
Ａ及被告Ｂ在主觀認知中，Ａ不知他在殺人但Ｂ知道自己在殺人。139
因此猶他州最高法院認為，該州之精神障礙抗辯乃有合理之理由而
為差別對待，不違反美國聯邦憲法第 14 修正案的平等保護原則。 140
最後，本文贊同 Kahler 案多數意見的見解，並從三個角度切入
分析 Kahler 案中多數意見與少數意見的論述差異與價值折衝之處，
作為歸納與統整本判決後之個人看法。第一，美國聯邦體系與州體
系分權問題，多數意見主張州政府應擁有相當空間、裁量權，可以
針對各州刑事規範要件、抗辯要件為裁量，而非聯邦可恣意介入或
掌控全局。英國經濟學家舒馬克 (Ernst Friedrich Schumacher) 在其
鉅著《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 曾探討過「規模」的問題，他
指出雖然現代社會追求「大規模組織」的傾向已然形成，小從一般
企業 (例如：通用汽車)，大到國家之間組成的聯盟 (例如歐盟)；但
從人民真實需要的「自由」與「秩序」來看，人們仍需要小的自治
單位以確保許許多多的自由，才能跟大的、全世界的許許多多組織
進一步溝通協調 (Schumacher, 2010: 68-69)。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
米爾頓．傅利曼 (Milton Friedman) 教授亦針對政府與人民權利問
題，在經濟學經典《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提
出兩大原則。第一個原則是「政府的權力必須受到限制」，政府的
功能係在保障人民的自由安全，但人民仍須謹慎政府過度限制人民
138 State v. Herrera, 895 P.2d 359, 368 (Utah Sup.Ct. 1995).
139 Id. at 368-369.
140 Id. at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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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利與自由。第二個原則是「政府的權力必須分散」，如果勢必
動用到政府的權力時，若可由縣市政府著手處理，則不該由州政府
插手規範；若可由州政府處理，則聯邦政府不應介入 (Friedman,
2002: 2-3)。該邏輯係奠基在人民選擇權利上，若該州做了Ａ管制措
施，但凡有居民不滿意該措施，人民都還有搬離至其他州生活的選
擇權利。簡言之，若聯邦、州與地方皆可管轄與管理的事務，理應
交由更小的自治單位管理。本文認為，基於保障人民選擇權及各地
自主裁量權的觀點，將刑事犯罪成立要件與抗辯要件的規範裁量
權，保留給各州的立法機關決定，是較保障人民利益且保障各州權
力的處理方式。
第二，針對美國憲法中正當法律程序保障範圍，是否包含提供
刑事被告透過精神障礙抗辯而無罪之主張，多數意見與少數意見則
完全持相反看法。針對正當法律程序對刑事要件的審查標準，多數
意見與少數意見並沒有爭議，皆同意透過精神障礙抗辯是否已足夠
構成歷史慣例，亦即精神障礙抗辯的規定是否已足夠歷史悠久且莊
嚴，並根深蒂固於美國法律制度的核心價值觀。若精神障礙抗辯已
構成美國法中的歷史慣例，則當然受美國聯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之
要求，各州皆應保留該刑事立法以保障被告權利。然而，兩方的差
異見解在事實的認定，雙方各自從英美法歷史發展的脈絡中，各自
解釋精神障礙抗辯規定的流變。多數意見主張，精神障礙抗辯之意
涵係與時俱進，並無絕對唯一的立法模式，應不構成歷史慣例。少
數意見主張，精神障礙抗辯在其發展中存在眾多判斷標準，但其核
心價值不變，應已構成歷史慣例。針對正當法律程序之爭議，問題
既不在判斷標準，也不在各自解釋的歷史事實，而是正當法律程序
的不明確性，使得法院需透過衍生解釋才能概括案件爭議。畢竟，
美國憲法中並未載明刑事要件應如何訂定，因此當正當法律程序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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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實體法規定時，容易落入各說各話。本文認為，多數意見跟少數
意見的論述脈絡與論理皆言之有理，然以本案最高法院所認定之正
當法律程序判斷標準，係以「精神障礙抗辯」是否已足夠構成歷史
慣例，並根深蒂固於美國法律制度的核心價值觀為論斷，本文贊同
本案多數見解之結論與看法。本案爭論之檢驗標的，係針對堪薩斯
州刑法將「精神障礙抗辯」從「可責性」的抗辯體系中移除，並於
量刑階段才考量此一要素並進而為「免刑、減刑或強制治療等保安
處分」等處置。然從前述討論可得知，英美法中的精神障礙抗辯發
展體系，本就是發散且並行的多點開花發展模式，並沒有自始自終
或長期累積形成一種固定模式。因此，難以將多元發展的刑事抗辯
要件，透過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強行限制或限縮此一發展模式。從
最高法院多數意見的論理來看，只要精神障礙抗辯仍存在於刑事體
系之中，且可以實質提供精神障礙被告實質的救濟主張空間與管
道，那麼各州的立法者將精神障礙抗辯置於刑事論罪體系的何處，
皆可認定為立法者的立法自由。簡言之，刑事法規體系中精神障礙
抗辯的訂定，應屬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然其規定於哪一位階或具
備何種效果，則應屬立法形成自由。
第三，針對堪薩斯州法採取的精神障礙抗辯廢除論，在立法論
的學術討論上，仍具有諸多爭議。堪薩斯州的精神障礙抗辯立法模
式，之所以從姆納頓法則大幅轉向成廢除精神障礙抗辯之「罪責免
責事由」，主要原因係出於社會大眾的不滿。公眾對精神障礙抗辯
的憤怒，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 Hinckley 案判決結果。根據其他相關
的民調指出，有高達九成的民眾支持廢除精神障礙抗辯，其中州立
醫院的醫療人員有 54％贊成，相關心理治療專業人員亦有 49％表
示贊同，因為他們認為太多人透過精神障礙抗辯而逃離刑事處罰
(Rosen, 1998: 253-254)。前紐澤西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瑟夫．

論美國法精神障礙抗辯的新發展

547

溫特勞布 (Joseph Weintraub) 就是大力鼓吹廢除精神障礙抗辯的
代表之一。溫特勞布大法官指出將瘋子與壞人一分為二的區分，並
不能反映現代精神病學發展上的認知，反倒使所有的罪犯脫離了傳
統上刑罰所課以的「可責性」(Platt, 1974: 454-455)。除了法庭上精
神障礙認定與現代精神病學的認定可能有所落差外，審判中精神病
患的證詞還可能前後反覆且矛盾，使得精神障礙抗辯的適用與認定
產生極大困難 (Platt, 1974: 454-455)。
然而，在刑法的可責性判斷上，從邊沁 (Jeremy Bentham) 功利
主義出發，精神障礙抗辯之人所做的行為，係不具透過刑事處罰來
嚇阻其發生的可能性，因此對精神障礙之人為刑事處罰乃不必要的
邪惡 (Unnecessary evil) (Kadish, 1987: 258)。如同刑法論罪體系中
「罪責免責事由」的體系定位，精神障礙抗辯的刑事立法目的，是
為了免除喪失自由意志及選擇能力之人，需爲他所為的犯罪行為所
負擔刑事責任而定 (Brady, 1971: 640-642)。據此，在刑事立法論的
選擇上，堪薩斯州驟然將精神障礙抗辯從罪責免責事由移除，將導
致刑事體系過於擴張至無自由意志之人，即便在量刑階段為考量，
仍將刑事責任的苛責範圍不當擴大。

肆、我國精神障礙抗辯的發展與借鏡
美國法的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抗辯之歷史發展與流變，尤其在
刑事政策的立法選擇與法律的解釋適用之兩種層面，應能提供我國
精神障礙抗辯發展的參考與反思。近年來，我國法院以精神障礙抗
辯為由宣告行為人無罪一事，往往引發我國社會的高度不滿與譴
責，有學者認為此係基於我國社會中存在著「殺人者死」的文化要
素，十分重視刑罰應報效果 (李念祖，2020: 1-2)。例如 2019 年的
鐵路殺警案，嘉義地方法院一審判決以「精神障礙抗辯」為由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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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無罪。141 判決結果出爐後，民眾對法院是否濫用精神障礙抗辯
的質疑層出不窮，甚至產生對刑事司法體系的不信任。由於精神障
礙抗辯而受無罪判決的刑事案件，往往受到社會與媒體的重視與關
注，我國近年來針對精神障礙抗辯的修法討論與提案，也因而逐漸
浮上檯面。
因此，本文透過美國法精神障礙抗辯的比較研究，以期提供我
國在刑事立法層面更多不同可能性，包含精神障礙抗辯是否仍應作
為罪責抗辯事由；或我國可參考美國「有罪但被告符合精神障礙抗
辯」的立法模式；抑或我國可參考美國堪薩斯州的立法模式，將其
從阻卻罪責事由之位階廢除，而改以於量刑考量。其次，針對我國
精神障礙抗辯的修法若涉及實質廢除或削減，是否會遭遇 Kahler 案
所爭執的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之爭議？此部分亦可透過美國法
的比較研究，提供我國在開啟刑法第 19 條的討論前，對精神障礙
抗辯的潛在憲法爭議有更多的思考與反應空間。

一、修法的浪尖上
2020 年以來，我國立法院委員針對精神障礙抗辯的修法提案，
共有六位委員分別提出刑法第 19 條之修正草案，且已有五個版本
進入一讀程序。各委員提出的修法版本中，大多都提到社會上諸多
精神障礙抗辯的兇殺案，包含 2019 年的鐵路殺警案 (王長鼎，
2020)、2016 年的王景玉案 (黃怡菁、陳柏諭，2020)、2018 年的吸
毒弒母案 (林孟潔，2020) 等，作為修改刑法第 19 條的修法動機與
目的之一。

141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08 年重訴字第 6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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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正在立法院審議的六個修法版本中，分別從不同面向與角度
對我國現行的精神障礙抗辯提出修正 (參見表 2)，大致可區分成三
種模式。第一，修法草案從鑑定程序的規範明確化著手。謝衣鳳委
員版本認為，精神疾病患者殺警案之所以造成社會譁然，其中備受
質疑的重要理由是該案法官在對被告為精神鑑定時，僅委託一位醫
學專家鑑定，造成社會對鑑定程序公正性的質疑，與對該案結果的
不信任。因此，謝衣鳳委員針對刑法第 19 條的修法版本中，透過增
訂第 3 項，將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罪者，應由司法機關送請精神鑑定，且鑑定應由「二位以上」專科
醫師分別所組成的團隊為之。第二，修法草案從類型化「限制」適
用精神障礙抗辯的情形。例如，溫玉霞版主張應將精神障礙抗辯之
適用排除「隨機殺人者、殺害執行公務者」；萬美玲版主張應將精
神障礙抗辯之適用排除「施用毒品、酗酒者」；葉毓蘭版主張應將
精神障礙抗辯之適用排除「自行服用酒精、非法藥物或毒品者」。
採取此種排除特定類型的精神障礙被告之修法模式，主要係出於擔
心精神障礙抗辯讓有心刻意犯罪的被告，透過毒品、酗酒等模式脫
罪，雖然我國刑法中已在刑法第 19 條第 3 項訂有「原因自由行為」
之規定，然提案立委可能出於擔心法院在實務上的認定困難，轉以
明定排除自我施用毒品及酗酒等被告適用精神障礙抗辯之可能。除
了溫玉霞委員版的修法理由較為獨特，係擔心精神障礙抗辯成為
「脫罪巧門，因此有杜絕之必要，以安社會、民心」，而排除「隨
機殺人者、殺害執行公務者」。該修法理由可能著重於「應報目的」，
而特別將犯罪情節重大的類型，特別排除此類被告的精神障礙抗辯
適用可能性。萬美玲版本與葉毓蘭版本皆在修法理由中明確表示，
「如因施用毒品或酗酒後犯下刑事案件反而無罪，未來恐將成為有
心人士之脫罪工具」，因此為例示排除適用精神障礙抗辯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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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20 年立法院刑法第 19 條修法提案統整
法條文字

現行法

修法說明

第 19 條
I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
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者，不罰。
II 行 為 時 因 前 項 之 原
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
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
其刑。
III 前二項規定，於因故
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
不適用之。

謝衣鳳版 142 (109 年 5 前三項規定不變，但增
訂第 4 項：
月 15 日一讀)
IV 第 1 項及第 2 項犯最
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
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之罪者，應由司法機關
送請精神鑑定，鑑定應
由二位以上專科醫師分
別所組成團隊為之。

對於精神疾病患者殺警
被判無罪，監護處分僅五
年，造成社會譁然，其中
備受質疑之一，就是精神
鑑定只委託一位醫師所
組的團隊進行，因此增訂
第 3 項，犯最重本刑為死
刑、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
上有期徒刑之罪者，應由
司法機關送請精神鑑定，
鑑定應由二位以上專科
醫師分別所組成的團隊
為之。

142 立法院第十屆第一會期第十三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草案)，院總第 246 號委員提

案第 24728 號 (立法院，20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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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正鈐版 143 (109 年 5 I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
月 29 日一讀)
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者，或顯著降低者，得減
輕其刑。
II 前項規定，於因故意
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
適用之。

一、第 1、2 項併為一項。
二、鐵路警察李承翰去年
7 月遭自強號乘客鄭姓男
子刺死案，合議庭審理
後，認定鄭嫌行為時有精
神障礙，不能辨識行為違
法，依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判決無罪。此宣判
引起人心浮動，顯見第 1
項規定不符時宜。

溫玉霞版 144 (109 年 9 前兩項規定不變，修正
第 3 項：
月 2 日一讀)
III 前二項規定，於因故
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
隨機殺人者、殺害執行
公務者，不適用之。

(一) 本條修正理由：修正
第 3 項並曾增訂第 2 及第
3 款：隨機殺人者、隨機
殺害執行公務者，不適用
本條得減輕其刑之規定。
(二) 修正理由：
1. 隨 機 殺 人 及 殺 警 案 都
是極其殘暴，罪證明確，
罪無可逭，但是審判法官
皆糾結在刑法第 19 條所
規定的精神狀態問題，也
幾乎都因此將本來的死
刑犯改判無期徒刑，甚至
判決無罪。也就是說法官
認定罪犯行為時有精神
問題，但是如果精神有問
題就可以任意殺人而免
死或無罪，那這個社會豈
不就防不慎防，所以這種
司法判決成為犯罪溫床，
有樣學樣，能不不遏止？

143 立法院第十屆第一會期第十五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草案)，院總第 246 號委員提案

第 24860 號 (立法院，2020b)。

144 立法院第十屆第二會期第二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草案)，院總第 246 號委員提案第

24979 號 (立法院，202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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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者，何謂精神異常？
何謂因精神妨礙而不能
辨識行為違法？根本就
是形成脫罪巧門，因此有
杜絕之必要，以安社會、
民心，所以必須修正刑法
第 19 條，明確規定，隨
機殺人者或殺害執勤公
務者，不適用免刑或減刑
之規定。
萬美玲版 145 (109 年 9 前兩項規定不變，修正
第 3 項：
月 25 日一讀)
III 前二項規定，於因施
用毒品、酗酒、故意或過
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
之。

一、前 (107) 年發生吸毒
後砍下母親頭顱並從住
處拋下之駭人弒母案，該
案犯嫌原一審判決為無
期徒刑，然於今 (109) 年
8 月 20 日二審高院，卻
認定梁男當下因吸毒而
「無辨識能力」，依刑法
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改判
無罪，此判決一出，立即
引起各界譁然，更擔心將
導致日後吸毒、酗酒後，
殺人恐皆無罪之疑慮。
二、查，本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明定，犯罪人於行為
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
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
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
而行為之能力者，可不罰
或得減刑，本是為保障精
神疾病患者之條款，然若
因吸毒或酗酒而導致不

145 立法院第十屆第二會期第二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草案)，院總第 246 號委員提案第

24985 號 (立法院，202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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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辨識行為，相關專科醫
師恐亦難認定。
三、再者，施用毒品本屬
犯罪行為，酗酒亦屬不良
習慣，如因施用毒品或酗
酒後犯下刑事案件反而
無罪，未來恐將成為有心
人士之脫罪工具，實屬不
當外，更不符社會大眾之
期待。
四、綜上所述，爰於本條
文第 3 項增訂「施用毒
品」、「酗酒」皆不適用
第 1 項及第 2 項有關不罰
或減刑之規定。
葉毓蘭版 146 (109 年 10 前兩項規定不變，修正 一、本條增訂第 3 項第 1
第 3 項：
款至第 4 款。
月 6 日一讀)
III 前二項規定，於下述 二、當事人因自行服用酒
情形之一，或因故意、過 精、非法藥物或毒品等，
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 屬可預期使其行為辨識
能力降低或喪失者，且酒
之。
一、自行服用酒類或其 精、藥物或毒品使用易因
他相類之物。
個人控制力降低而產生
二、自行服用毒品、麻醉 相關暴力、糾紛或衝突亦
藥品或未遵照醫師、藥 屬可預期之事，概念屬可
師指示使用藥物、麻醉 受相關研究支持之抽象
藥品，或其他相類作用 危險，概念屬自醉行為
之物。
者，與原因自由行為不全
然相當，爰參考「中華民
國刑法第 185 條之 3」明
定相關行為不應受第 1
項、第 2 項之豁免。

146 立法院第十屆第二會期第三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草案)，院總第 246 號委員提案第

25079 號 (立法院，202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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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惟部分藥物、麻醉藥
品等之使用，屬醫療行
為，故於醫囑合法使用範
圍內，應予以排除。
四、參酌「中華民國刑法
第 88 條、第 89 條」相關
規定，對藥酒癮者觸法亦
無免除其責任規定，僅對
酒癮成癮並有再犯之虞
者，或毒癮者施以禁戒。
顯見過去立法者對毒癮
或酒癮者應無免除罪責
設計。
張廖萬堅版 147 (109 年 修正第 1 項，其餘不變：
I 行為時因病理之精神
10 月 21 日提出)
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
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者，不罰。

一、修正第 1 項：參考德
國刑法之立法例，德國現
行刑法第 20 條規定：行
為人於行為之際，由於病
理之精神障礙、深度的意
識障礙、心智薄弱或其他
嚴重的精神異常，以致不
能識別行為之違法，或不
能依此辨別而行為者，其
行為無責任。同法第 21
條規定：行為人於行為之
際，由於第 20 條所列各
原因，致其識別行為之違
法或依其識別而行為之
能力顯著減低者，得依第
49 條第 1 項減輕其刑。
爰此，修正第 1 項，即增
加「病理」二字，明確化
犯罪行為不罰或減輕其
刑之條件，需有生理性符

147 立法院第十屆第二會期第六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草案)，院總第 246 號委員提案第

25322 號 (立法院，202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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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疾病或診斷，並且必
須影響到，個人執行行為
的自由意志。
二、第 2 項與第 3 項未修
正。
資料來源：作者蒐集立法院關係文書後自為整理。

第三、係將精神障礙抗辯的法律效力調整成「減輕其刑」，而排除
「無罪抗辯」之可能。鄭正鈐版的修法草案中並未有十分明確的理
論基礎或十分有力的修法理由，僅認為因鐵路警察李承翰遭自強號
乘客鄭姓男子刺死案，鄭嫌因符合精神障礙抗辯而獲判無罪，案件
宣判引起人心浮動為由，提案修法。張廖萬堅委員的修法草案，僅
在條文文字中增加「病理之」為精神障礙發生原因之描述，並未有
實質的擴張或限縮精神障礙抗辯的適用。

二、潛在的違憲爭議
立法機關因應社會重大案件的發生，因而討論或修改相關刑法
規定並非史無前例。本文前述提及的美國欣克利刺殺雷根總統一
案，即引發美國聯邦體系針對精神障礙的刑事案件作出相關修法。
如今，台灣因發生多起精神障礙患者犯下的重大刑事案件，引發媒
體與社會重大關注，立法委員身為民意代表自然會受到來自社會大
眾的壓力，進而提起相對應的修法方案。本文認為 Kahler 案的判決
討論與結果，可提供我國在開啟對精神障礙抗辯修法討論中，一個
前提性問題的參考。亦即，我國刑法第 19 條的精神障礙抗辯是否
屬於憲法正當程序所保障被告的權力之一？若是，則隸屬立法權的
立法委員無權實質刪減或廢除精神障礙抗辯，因此鄭正鈐委員的修
法草案，將精神障礙抗辯的「阻卻罪責事由」地位刪減成「減輕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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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事由」，可能有違憲之風險。若精神障礙抗辯並非我國憲法正當
法律程序所保障的刑事被告權利之一，則立法委員理當可提出各種
草案版本為討論並修法。
我國憲法本文對刑法規範是否屬於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並未
有明文規定。綜觀我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對刑法規範宣告違憲之相
關標準與釋憲解釋，亦難找到相關對刑事實體法的犯罪構成要件、
阻卻違法事由或阻卻罪責事由等，以憲法正當法律程序為審查標準
的實際案例。我國大法官針對刑事實體法為審查並宣告違憲 (或部
分違憲) 的案例，僅出現在「通姦罪」、 148 「檢肅流氓條例」、 149
「肇事逃逸罪」150 等情況，且各別的違憲理由皆係違反「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蔡聖偉，2020: 67-68) 或「法律明確性原則」(王兆
鵬，2008: 121-125) 等憲法原則。至今，我國仍未有任何刑事實體
法的規定或要件，受到大法官以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進行合憲性的
審查。
我國憲法雖未如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及第 14 條，直
接載明「正當法律程序」於憲法本文中，但正當法律程序早已是我
國憲法之原則，此乃學界及法律實務界的共識。151 例如，司法院大
法官釋字第 384 號解釋，大法官認為「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須
以法律規定，其內容更需實質正當，並符合憲法第 23 條所定相關
之條件」，即為一例 (周函諒，2020: 133)。關於正當法律程序的實
質內涵，不應單以文義觀之，以為僅關注「程序」，應從整體觀之，
正當法律程序的內涵乃在「保障人民之生命、自由與財產，免於遭

148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91 號解釋。
149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36 號解釋。

150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77 號解釋。
151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63 號解釋，許志雄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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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國家權力 (含立法、行政及司法) 恣意暨不合理之侵害 (湯德宗，
2003: 169-170)。」基於上述對正當法律程序的核心意涵之理解，湯
德宗大法官對正當法律程序進一步區分為「程序上正當程序」與「實
質上正當程序」。所謂程序上正當法律係「政府限制人民『生命、
自由或財產』時，應經如何程序方為正當的問題」；而所謂實質上
正當程序則包含「法律規定之內容需是達成合法目的之合理手段，
且該手段須為對人民權利限制最少者」(湯德宗，2004: 457)。
我國目前對刑事實體法的責任要件，是否屬於憲法正當法律程
序所保障之範圍，仍欠缺相關論述或實際案例。而本文討論的 Kahler
案即為重要的比較法參考依據。因為，美國已不是停留在刑事政策
的立法選擇之層次討論，而係在堪薩斯州的立法機關做出將精神障
礙抗辯屏除於阻卻罪責事由的立法決定後，被告進而挑戰此一立法
決定是否有違反聯邦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我國雖僅處於對
刑法第 19 條為修法討論的階段，仍有可能面臨如鄭正鈐委員提出
的修法版本，實質刪除精神障礙抗辯作為阻卻罪責事由，並進而引
發違憲爭議。本文認為，152 依我國大法官對正當法律程序的理解與
解釋，應可透過「實質正當程序」概念，將精神障礙抗辯的阻卻罪
責事由之定位，作為刑事法中實體正當程序要件的一環。該論述基
礎除了可參考 Kahler 案的不同意見書中布雷耶大法官所為的相關論
述外，亦可透過我國刑事體系下對刑罰的理解，以刑事司法的目的

152 另外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參考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Kahler 案對刑法要件的正當法

律程序判斷標準：「檢驗『精神障礙抗辯作為刑法阻卻罪責抗辯』是否已足夠構成
『歷史慣例』，並根深蒂固於我國法律制度的核心價值觀為論斷」。然而，此種模
式可能存在著諸多不可行的潛在要素；第一，此種模式尚未出現在我國任何的大法
官釋字體系中；第二，也可能欠缺相關法律依據；第三，我國現代法律體系建立較
晚，無法像美國一般可以繼受自英美法多達千年的發展。因此，僅將此種可能性列
於註釋，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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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精神障礙患者之被告並無法透過刑事司法體系的刑罰達到刑罰
本身的目的，諸如預防犯罪之目的、矯治目的等 (林山田，2008: 5154)，作為我國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保障刑事程序中，應訂有精神障礙
抗辯的正當化事由。因此，現今我國立法院審議的刑法第 19 條修
正草案，若有實質刪除或消減精神障礙抗辯的修法版本，皆有可能
有違反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之風險。本文建議，立法者若要針對刑
法第 19 條精神障礙抗辯提出修法草案，應特別注意其草案是否有
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之虞。第一，應特別注意是否「實質改變」
精神障礙抗辯的體系定位，如鄭正鈐委員的修法版本可能實質刪除
精神障礙抗辯作為「無罪抗辯」的體系定位。第二，即便提出改變
體系定位的修法版本，亦不代表必定違反正當法律程序，若該委員
能在立法理由中陳述清楚該修法，仍符合「實質上正當程序」之保
障意涵，亦即符合「法律規定之內容需是達成合法目的之合理手段，
且該手段須為對人民權利限制最少者」，亦可作為避免陷入有害正
當法律程序的泥淖。

伍、結論
美國法的精神障礙抗辯在 Kahler 案後，更確立了去中心化的
立法發展。美國各州擁有相當廣泛的裁量權限下，各州都能思考並
制 定 出 適 合 各 州 的 精 神 障 礙 抗 辯 規 範 與 立 法 (Hathaway, 2009:
310)。現今美國法中四種精神障礙抗辯的主要立法模式，與 Kahler
案後確立的模式，在精神障礙抗辯的立法論、刑事政策面，都可以
帶給台灣不同於歐陸法系的比較法參考。尤其在堪薩斯州將精神障
礙抗辯的阻卻罪責事由廢除後，改採主觀故意時的考量及量刑時的
量刑判斷要素，更可提供我國在研究精神障礙抗辯的修法時，不同
角度的立法思考與參考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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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Kahler 案判決結果，本文認為多數意見在聯邦與州的權力
劃分上，具有一定的理論基礎與正當性。然從刑事立法論的角度出
發，少數意見對精神障礙抗辯作為阻卻罪責事由在刑法體系中的重
要意義，仍做出擲地有聲的論述。本文贊同 Kahler 案對正當法律程
序的解釋與適用，但在立法論上，針對精神障礙抗辯的刑事政策與
立法選擇上則不贊同堪薩斯州的立法模式。立法論上，堪薩斯州廢
除「精神障礙抗辯」阻卻罪責事由地位，改在主觀故意時和量刑裁
量時判斷，刑事立法層次上的選擇仍有疑義。若將精神障礙抗辯從
阻卻罪責事由移除，將不當擴大刑罰適用可能性，且將有對喪失自
由意志之人為不當刑罰之風險。本文認為，聯邦最高法院承認堪薩
斯州具有精神障礙抗辯的立法裁量權，乃是正確且可以接受的判決
論理與結果，然堪薩斯州做出這樣的立法判斷與選擇，仍有破壞刑
法論罪系統與不當擴大刑罰適用的問題。
最後，本文希望透過對美國聯邦法院 Kahler 案的判決分析研
究，提供我國英美刑法更多不同面向的比較法研究。尤其我國現正
處在對精神障礙抗辯進行修法的浪尖上，此一修法的討論是對社會
需求的回應，亦是化解民眾因對刑事司法體系的不了解而產生不信
任之機會。因此，我國立法委員針對刑法第 19 條提出諸多修法草
案版本，修法討論固然可喜，然我國立法者在對精神障礙抗辯的修
法界線，可能與憲法正當法律程序有潛在衝突，於此應可透過美國
法，以及 Kahler 案的比較研究，了解精神障礙抗辯與憲法正當法律
程序的交錯，並可預先提醒立法者有關精神障礙抗辯修法之違憲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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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four main legislative models governing the insanity defen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Naghten rule, M’Naghten plus volitional incapacity, Moral incapacity, and Model Penal Code. Recently,
Kansas adopted a novel legislative model under which the insanity defense is no longer available as an excuse with respect to guilty, but can
only be raised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subjective elements and sentencing. The U.S. Supreme Court took the Kahler v. Kansas case in 2020,
focusing on whether the insanity defense is protected by the due process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and further discussing the nature of different legislative models for the insanity de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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