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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檢討與建議 

第一節  間接共犯之本質 

 

間接共犯何以具有需罰（可罰）性？其處罰之理論根據為何？本文認間接共

犯仍屬共犯之一種，僅係透過直接共犯與正犯發生犯罪之連結關係，雖與共犯係

本身直接與正犯發生犯罪之連結關係有異，惟其應與共犯之處罰根據作相同之原

則處理。有關共犯處罰之根據，學說雖分歧，主要有責任參與說及不法(違法)

共犯說、惹起說(因果共犯論)等見解，惹起說又分為純粹惹起說、修正惹起說、

混合惹起說(折衷惹起說)三說，該等學說實有加以探討必要，因間接共犯是否有

可罰性，與共犯處罰之根據有密切關係，故其重要性不言而喻。惟一般學者，尤

其係國內學者對間接共犯是否具可罰性，與共犯處罰之根據理論是否有關連，較

乏討論。可喜的是，國內文獻陸續已有較多共犯處罰根據之討論。蓋共犯之處罰

根據，亦可援用至間接共犯之處罰依據，其對間接共犯之可罰性及可罰性的範圍

之決定有重要影響。 

本文採折衷惹起說，蓋間接共犯透過直接共犯間接對法益造成侵害，即間接

共犯對於構成要件所保護之法益為從屬性之侵害，而間接共犯之不法則由法益侵

害之固有要素與從正犯行為之不法所導出之從屬要素所構成
657。教唆犯教唆被教

唆者產生犯意實施犯罪，透過正犯之實行行為引起侵害法益之結果，乃屬間接地

和侵害法益有關。幫助犯透過正犯容易實施行為而間接參與侵害法益，是教唆犯

和幫助犯之共犯在侵害法益間接原因上，具有可罰性，間接共犯亦應作相同解釋。 

間接共犯之屬性與處罰，與共犯獨立性與從屬性之立場無關658。蓋共犯依從

                                                 
657 陳子平，前揭書，共犯論之研究(一)共犯處罰根據論，頁 75。 
658 許玉秀，前揭文，間接幫助犯，頁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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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及獨立性已無法清楚解說共犯何以需要處罰，且共犯何以需處罰已日漸揚棄

此種立場，改重視共犯之處罰根據著眼659，間接共犯亦應作相同解釋。有認以純

粹惹起說而言，不會與共犯從屬性原則抵觸，蓋共犯處罰之基礎與從屬性是兩個

可以分離之觀念，無必要為遷就共犯從屬性原則，遂謂共犯不法是由正犯不法所

決定的定位在從屬性的惹起說660。 有認從共犯從屬性之立場而言，間接共犯無

異從屬犯之從屬犯，在從屬之外更有從屬，於理殊有未通，法理上非當然存在，

法無明文，不應予以處罰。有採共犯獨立性之觀點，認間接共犯基於其行為自體

成立犯罪，無待法律準用共犯之明文規定661。 

本文認間接共犯應否處罰與共犯之處罰根據有關，而與共犯之從屬性或獨立

性無關。蓋前開見解如無誤，而與共犯之從屬性或獨立性有關，則德國刑法上之

共犯有其從屬性，同時又承認間接共犯即連鎖共犯之存在，豈非未符法理？按從

屬之從屬，純屬形式邏輯之推理，我刑法上不可能有此概念。教唆行為和幫助行

為，一如我國實務見解，乃是相對於正犯行為之形態，為構成要件之修正行為。

教唆犯係對正犯為教唆行為之犯罪形態，幫助犯係對「正犯行為」為幫助行為之

犯罪形態，此種正犯和教唆犯、幫助犯存在構造上關係，乃是評價共犯獨立性或

從屬性之依據，係探討對正犯之造意和便利行為是否以正犯成立犯罪為必要之

前，首先應確定之問題。 

本文認應先判斷間接共犯應依共犯(間接共犯)之處罰根據探討是否具有可

罰性？如具可罰性，次論述間接共犯之行為態樣究屬教唆行為或幫助行為，而論

以教唆犯或幫助犯，始合於邏輯及法理。 

 

 

                                                 
659 甘添貴，前揭文，教唆犯之故意教唆，頁 186。 

660 許澤天，共犯之處罰基礎與界線，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頁128。 

 
661 許玉秀，前揭文，間接幫助犯，頁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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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間接共犯 

 

第一項  概說 

 

本文認間接共犯指幫助幫助犯、幫助教唆犯、教唆幫助犯、教唆教唆犯四種，

並以間接共犯之行為態樣為標準作分類，本文認前揭間接共犯均具可罰性，其中

幫助幫助犯及教唆幫助犯因屬幫助行為態樣，是同列為間接幫助犯之一章探討。

幫助教唆犯及教唆教唆犯之行為態樣為教唆行為，故二者均屬間接教唆犯，本文

遂列同一章討論。 以下則就間接共犯之類型提出本文之論點。 

 

第二項  幫助幫助犯  

 

第一款  概說 

日本學者對幫助幫助犯是否具有可罰性，有肯定、否定二種見解，肯定說主

要以幫助幫助犯係間接幫助犯之一種，幫助犯應不分幫助方式，即不問直接幫助

或間接幫助，均屬整體幫助行為之一環，同屬於幫助犯之一種。否定說則以法無

處罰之明文規定，如處罰有違罪刑法定原則，不利被告之人權，故不應予以處罰。

實務則採肯定見解。我國亦分肯定、否定二種見解，實務最高法院二十八年民刑

總會決議則採肯定見解。 

本文贊同幫助幫助犯具有可罰性，因其行為態樣為幫助行為，應依幫助犯論

處，主要有下列六個理由： 



 180

一、共犯處罰根據─因果共犯論：幫助幫助犯與直接幫助犯同是對正犯之實

行行為提供幫助，並同係間接對法益侵害，及使正犯犯罪獲得便利及其

與結果間之因果關係而論，直接幫助與間接幫助殊無區別必要662，蓋就

因果關係之延長以觀，對正犯之幫助行為，精神幫助可能正犯感受未如

物質幫助強烈，但無論係精神幫助或物質幫助，通說咸認係屬幫助行

為，而成立幫助犯。同理，直接幫助或間接幫助均係對正犯之幫助行為，

不能無罰，合乎理論一貫，即一切幫助犯，不問其形態如何，皆應處罰，

始合理663。 

二、間接幫助犯之本質：間接幫助犯之本質在使正犯之實行行為易於實施，

與幫助犯同屬幫助行為，幫助犯之處罰根據在於使正犯之實行行為容易

實施，不僅直接使正犯之實行行為易於實施之直接幫助，即使是間接幫

助亦是對正犯易於實施為助力，實質上亦是對正犯之實行行為提供幫

助，故應亦是幫助犯之一種。況現行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後段曰「雖他人

不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即承認片面幫助犯，同理正犯對間接幫助者

可能不知情，但依片面幫助犯之法理，幫助幫助犯同樣係使正犯之實行

行為易於實施，應屬幫助行為，而成立幫助犯。 

三、法文義詮釋：現行法第三十條第一項曰「幫助他人犯罪為幫助犯」，非

曰「幫助正犯」，而曰「幫助他人」，法文中「他人」，得解為被幫助

犯非僅指「正犯」而言，應包括「幫助犯」在內。蓋「他人犯罪」者，

是指教唆犯罪或幫助犯罪的共犯者本身，而非被教唆或幫助的正犯者，

因為只有共犯者的可罰性，始為刑法總則共犯規定重點，亦即刑法共犯

規定是共犯者的犯罪規定，而非正犯者之犯罪規定，是「他人犯罪」，

只是強調藉由實施構成要件之正犯行為，方能穩固共犯行為與分則構成

要件之聯繫性，而不具有決定共犯不法之意義664。 

                                                 
662 周治平，前揭書，頁 453。 
663 蔡墩銘，前揭書，唐律與近代刑事立法之比較研究，頁 220-231。 
664 許澤天，前揭文，頁 99-10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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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之立法精神及論理解釋：依幫助犯規範之目的，只要其使正犯之犯罪

容易實行即可，即其幫助行為與正犯之實行犯罪有因果關係，即為所規

範之對象，是幫助犯之「他人」，依論理解釋之擴張解釋應包括「幫助

犯」在內。 

五、法歷史解釋(立法沿革)言，大清新刑律第三十一條第二項、暫行新刑律

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幫助從犯者，準從犯論。」是由歷史沿革，足

可佐證幫助幫助犯係幫助犯。 

六、我國實務最高法院決議採此說及有外國法支持：日本實務、德國通說及

實務見解、瑞士學者及實務咸認間接幫助犯為幫助犯665。 

 

第二款  新修正刑法總則有無影響 

新修正之刑法總則，將共犯從屬性改採限制從屬性，則幫助犯皆以正犯者之

行為具有構成要件該當、違法性為已足，則前述最高法院總會決議認「以正犯構

成犯罪為成立要件。」之見解將無法適用666。 

台灣刑事法學會所提出之刑法總則版本第三十條第三項「教唆幫助犯或幫助

幫助犯者，以幫助犯論」，後因法務部與台灣刑事法學會學者協商會議時，有不

同意見，法務部認「幫助幫助犯者，以幫助犯論」，此部分以幫助犯之理論應可

解決，無庸贅列。況立法修正理由對最高法院二十八年七月二十五日決議「幫助

之幫助，屬之幫助行為」之見解並無謂有變更必要，益可佐證，幫助幫助犯雖無

明文規定，亦應具可罰性667。 

本文認幫助幫助犯為幫助行為之行為態樣，未明文規定，係當然解釋，以共

                                                 
665 許玉秀，前揭文，頁 164。 
666 陳子平，前揭文，正犯與共犯，頁 192。 
667 行政院審查「中華民國刑法總則修正草案」暨「中華民國刑法施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法務部，九十二年二月，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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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因果論及論理解釋之擴張解釋為主要依據，即幫助幫助犯使正犯對法益之侵害

容易行使，其間有因果關係，故具可罰性。又法文第三十條第一項雖僅就直接幫

助犯規定處罰，而未規定幫助幫助犯是否具可罰性，惟從規範目的衡量，依法律

規定之文義過於狹隘，擴張法文之真義，以期正確適用668，故幫助幫助犯縱使修

正後之刑法總則，亦為幫助行為之行為態樣論處幫助犯，並無改變。再如同前述，

幫助犯之共犯從屬性由極端從屬性改為限制從屬性，是幫助犯僅以正犯構成要件

該當、違法性，以及著手犯罪行為之實行，即已足，至於有責性與否，並不影響

幫助幫助犯為幫助犯之一種。 

 

 

第三項  教唆幫助犯  

  

第一款  本文見解 

日本刑法第六十二條第二項明文規定教唆幫助犯依幫助犯論處，故學者間不

再有歧異見解，實務亦同。我國學者間雖認具可罰性，惟其行為態樣則有幫助行

為與教唆行為二種見解，本文則贊同行為態樣為幫助行為應論以幫助犯，主要有

下列五個理由： 

一、共犯處罰根據─共犯因果論：教唆幫助犯仍係透過正犯行為間接對法益

侵害，故應予處罰，因旨在使幫助犯對正犯予以協助，因此應論以幫助

犯。 

二、行為態樣─對正犯之助力加工性質言 ：教唆幫助犯在刑法上如何評價，

應視此形態對正犯之作用力如何而定，教唆幫助行為係對幫助犯之造意

                                                 
668 楊仁壽，前揭書，頁 134、145。 



 183

行為，使幫助犯形成幫助意思以便對正犯便利，對正犯而言，雖非直接

提供助力，卻間接予以援助，對正犯而言，都屬於概括、整體幫助的行

為之一環，最後仍是有助於正犯犯罪之實現，同係引起幫助犯之幫助犯

意，應與幫助犯相同處罰，因此對正犯之助力加功性質言，教唆幫助犯

應為幫助犯之教唆犯，所教唆者為正犯之幫助犯，是其不啻幫助正犯犯

罪，故教唆幫助犯，應論以幫助犯。 

三、法文義解釋：教唆「幫助犯」，而非教唆「正犯」，非屬刑法第二十九

條第一項規範範圍，故其性質或本質仍為幫助犯，處罰尚不失其從屬性，

正犯不成罪，幫助犯不能獨立處罰，因而教唆幫助犯之人，亦不能成立

犯罪，教唆犯之可罰性雖獨立，處以所教唆之罪，然教唆幫助犯畢竟尚

為幫助犯，從犯不成罪，教唆者亦可理由免責。復依刑法第三十條第二

項規範意旨只有正犯才有幫助犯，即幫助犯係相對正犯而成立，所以教

唆幫助犯仍應按幫助犯處罰。 

四、歷史解釋(立法沿革)言：晚清時期，任修律大臣爾後受尊為「中國法制

近代化」之父沈家本曾以「日本法系本屬於支那法系，而今取法於德、

法諸國，其國勢乃日益增強⋯唯日本特為東亞之先趨，為足以備呈明之

採擇」為由，揭櫫仿效日本繼受歐陸法制經驗之決心，而大量引進歐陸、

日本諸國法律制度與各類新法。當時在沈氏主導上大量翻譯外國法律、

著作，其中日本法學之譯著約佔百分之四十八，而尤側重刑事法典，若

加上刑事法學之譯著，則約佔全部譯著總數百分之六十一，此與當時沈

氏修訂大清新刑律之時空背景息息相關669，是民初「暫行新刑律」與日

人岡田朝太郎及晚清修律大臣沈家本淵源最深，該時期受日本法系之影

響不言而喻，益徵有疑義時，不得不探究該條文制定之淵源 。又暫行新

刑律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教唆或幫助從犯者，準從犯論。」民國八

年提出刑法第二次修正案理由書，第三十七條規定「幫助正犯者為從犯。

                                                 
669 黃源盛，前揭文，晚清法制歷代化的動因及其展開，頁 21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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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唆從犯者以從犯論。從犯之刑減正犯之刑二分之一。但於實施犯罪行

為之際為直接或重要之幫助者，正犯之刑。」670及舊刑法第四十四條第

二項規定「教唆從犯者，以從犯論」，是就立法沿革，教唆幫助犯曾有

明文依從犯論處，故教唆幫助犯論以從犯，應屬有據。 

五、我國實務支持此說671及外國法有此立法例672，如日本法制刑法第六十二條

第二項規定、學說通說、實務見解支持 。 

 

第二款  新修正刑法總則有無影響 

台灣刑事法學會所提出之刑法總則版本第三十條第三項「教唆幫助犯或幫助

幫助犯者，以幫助犯論」，後因法務部與台灣刑事法學會學者協商會議時，有不

同意見，法務部認「教唆幫助犯，以幫助犯論」，此部分以幫助犯、教唆犯之理

論應可解決，無庸贅列，故修正刑法總則時未將之明文規定673。由此證明立法者

當係認為最高法院二十八年七月二十五日民刑庭總會決議仍有適用，否則因教唆

犯及幫助犯之共犯從屬性改採限制從屬性，而有改變見解時，似宜另立法明定。

惟並未法律明文規定，亦無於修正立法理由說明，容認意味教唆幫助犯行為態樣

仍為幫助行為，屬整體幫助行為之一環，同為幫助犯。 

 

 

第四項  幫助教唆犯 

   

                                                 
670 刑法第二次修正案理由書，八年二月二十五日，修訂法律館印本，頁 23。 
671 最高法院二十八年七月民刑總會決議。  
672 俄羅斯學者認教唆幫助行為為一種幫助行為，請參，薛瑞麟，俄羅斯刑法研究，政法大學，

西元二○○○年十月，頁 216。 
673 行政院審查「中華民國刑法總則修正草案」暨「中華民國刑法施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法務部，九十二年二月，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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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本文見解 

我國及日本刑法對幫助教唆犯均無處罰之明文規定，致二國學說上對此問題

迭生爭議，日本學者有認為幫助犯，有認依罪刑法定原則，因法無處罰之明文規

定，故不具可罰性，應不處罰。我國學者對有無可罰性，則有肯定、否定二種見

解。否定說係以罪刑法定原則為主要論述依據之理由，且認如處罰將使共犯之處

罰範圍過於廣泛。肯定說又分為教唆犯、幫助犯二說。 

本文則就幫助教唆犯對正犯之加工性質、對正犯之作用、本諸共犯處罰根據

之因果連鎖(因果共犯論)、論理解釋、繼受日本法制、共犯從屬性及本質，認其

行為態樣應為教唆行為。復以法歷史解釋(立法沿革)言，暫行新刑律第三十一條

第二項規定「教唆從犯者，準從犯論。」及舊刑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教唆

從犯者，以從犯論。」但未明文規定幫助教唆犯屬幫助犯，當係立法者有意排除

幫助教唆犯為幫助犯，而應為教唆犯。故幫助教唆犯屬教唆行為態樣，應為教唆

犯，是本文將幫助教唆犯與間接教唆犯列為同章探討。 

 

 

第二款  新修正刑法總則有無影響 

 

新修正刑法總則未對此有明文規定，是否此部分以幫助犯、教唆犯之理論即

可解決，非無討論餘地。惟可知立法者當係認最高法院二十八年民刑庭總會決議

仍有適用，否則因教唆犯及幫助犯之共犯從屬性改採限制從屬性，而有改變見解

時，似宜另立法明定。惟並未另訂明文規定，或於修正立法理由說明似認幫助教

唆犯之行為態樣仍為幫助行為，屬整體幫助行為之一環，同為幫助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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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幫助教唆犯應為教唆行為態樣，理由已如前述，是新修正之刑法總

則，縱使共犯從屬性已改採限制從屬性，本文見解仍同，並不影響幫助教唆犯之

可罰性及行為態樣。至前述最高法院總會決議認「以正犯構成犯罪為成立要件。」

之見解將無法適用674，因修正後，正犯者之行為具有構成要件該當、違法性為已

足，至有責性與否，並無影響 。  

 

 

第五項  教唆教唆犯 

 

第一款  本文見解 

日本第六十一條第二項明文規定教唆教唆犯依教唆犯論處，實務判決亦同此

見解，學者間亦無歧異見解。本文認教唆教唆犯具可罰性，行為態樣為教唆行為，

主要基於下列六個理由： 

一、依共犯處罰根據之共犯因果論(因果關係延長之理論)：共犯為惡性之共同表

現，具有固定之反社會性格及非難性，可獨立構成犯罪，即教唆他人犯罪既

非不罰之行為，則教唆教唆犯亦非無危險性，苟與犯罪事實有因果關係者，

均可成立共犯，是間接教唆犯之可罰性，無待法律明文規定，自有加以處罰

之必要675。復按間接教唆犯乃最先教唆者，雖透過中間之(直接)教唆犯與正

犯發生犯罪之連結關係，實則如無最先之教唆，即無最終正犯之犯罪實施，

其間顯有因果關係，故無論由中間者自己實施犯罪，或由第三人實施者，均

無不同。 

基於因果共犯論(惹起說)，間接教唆者，乃最原始教唆者，即使非直接

                                                 
674 陳子平，前揭文，正犯與共犯，頁 192。 
675 俞承修，前揭書，頁 225；柯慶賢，前揭書，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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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唆犯誘使正犯產生犯罪決意之人，可謂係犯罪之發動者或根源者，依其因

果關連性，倘可認為後行為事實(即直接教唆犯)之發生係由於前行為(即間

接教唆犯)事實之發生，則前行為事實對於後行為事實之發生顯有因果關

係，從而彼此間有關連性676，是直接教唆犯予以處罰，間接教唆犯更不能無

罰，否則於理未通，且對人民法感有違。 

二、共犯處罰之根據─違法共犯論(不法共犯論)：共犯對犯罪結果之關係並不重

要，重要的是共犯引起他人之違法行為。Welzel 認共犯為社會所不能饒恕，

蓋其喚起為違法行為之決意，將共犯之可罰性與目的理論相結合，因而主張

共犯處罰之原因，並不在正犯行為引起犯罪結果（結果無價值），而在於正

犯行為是否具有行為無價值之違法性，共犯是因惹起正犯者之行為反價值之

故677。教唆犯係創造他人犯意之人，是如直接教唆被教唆者實施犯罪，固為

教唆犯。間接教唆犯當然有存在可能，無間接教唆犯，即無直接教唆犯，是

如處罰直接教唆犯，而未處罰間接教唆犯，於理未通。蓋我國教唆犯之處罰

不以正犯成立犯罪為必要，故直接教唆犯之可罰性，既不因正犯成立犯罪，

始予論罰，則間接教唆犯 亦應同原則處理，即不問直接教唆犯應否論以教

唆犯，皆得獨立犯罪，成立教唆犯678。但前提需以所教唆之人已向他人教唆

其實行犯罪為成立要件679。且否定說反對間接教唆犯，認間接教唆犯不具可

罰性，惟未提供一個明確依據之準則，論據顯失當。 

三、法文義解釋：拉丁法諺「明示規定其一者，應認為排除其他」，實則此項法

諺並非在任何情形之下均可援用，如法律條文顯有闕漏或有關法條尚有解釋

之餘地時，則此項法諺，即不復適用(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號解釋參照)，是

法律雖無明文規定教唆教唆犯以教唆犯論處，並不能推得不處罰教唆教唆

犯，蓋如有法律條文顯有闕漏或有關法條尚有解釋之餘地時，即無適用。暫

                                                 
676 蔡墩銘，刑事證據法論，五南，八六年十二月，頁 400。 
677 王詠寰，前揭文，頁 101。   
678 周冶平，前揭書，刑法總則表解，頁 74。 
679 孫德耕，前揭書，頁 142；趙琛，刑法總論，四八年一月，頁 134；柯慶賢，前揭書，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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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新刑律、舊刑法明文規定教唆教唆犯以教唆犯論，肇因對教唆犯採從屬性

說，現行法教唆犯改採共犯獨立性，自為當然解釋，即法雖無明文規定，惟

依規範目的衡量，教唆教唆犯較之法律規定之教唆犯，更有適用之理由680，

因其為教唆犯之教唆者(造意者)，故無規定必要，非謂法律無明文規定，即

排除處罰，是不得不探究其法律規定之文義。 

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曰「教唆他人犯罪」，非謂「教唆他人使之實施

犯罪」，要非指人之實行犯罪，即使他人成立教唆罪，非不可視為「他人犯

罪」，且第三項不曰「被教唆人未至實施犯罪行為」，而曰「被教唆人未至

犯罪」，是認教唆犯具相當獨立性，因此對之不復特設規定，足見教唆犯之

處罰，不以現實教唆他人實施犯罪為限(舊刑法第四十三條參照)，即不以正

犯之成立犯罪為準，其涵義甚廣，故教唆他人實施犯罪，固為教唆犯，即教

唆教唆犯，亦係教唆他人犯罪681。簡言之，第二十九條法文「他人」包含「教

唆犯」在內，且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解釋上不以被教唆人本人犯罪為限，是該

項規定係概括規定教唆犯，而非列舉規定，其可罰性非限縮682在「直接教唆

犯」，而應採論理解釋之擴張解釋，解釋上自應包括教唆被教唆人教唆他人

犯罪者即間接教唆犯在內，否則，如第一教唆者(即最原始之教唆者)，因轉

教唆行為而不罰，殊屬失當683。再縱使是間接教唆，即教唆被教唆者使之再

轉行教唆他人實施犯罪者，因其已使被教唆者產生教唆他人犯罪之犯意，仍

可成立教唆犯684。 

                                                 
680 楊仁壽，前揭書，頁 145。 
681 韓忠模 ，前揭書，頁 291；周冶平，前揭書，刑法總則表解，頁 74。  

682 實務見解揭示「可罰性限縮」，參見最高法院九十三年度台上字第四四九九號判決「貪污治罪

條例第六條第一項第五款，於八十五年十月二十三日 、九十年十一月七日先後修正公布；

八十五年十月二十三日修正時，其構成要件修正，將刑之可罰性限縮在圖私人不法利益；九

十年十一月七日修正為『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令，利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

自己或其他私人之不法利益，因而獲得利益者。』，除將刑之可罰性限縮在圖私人不法利益

外，其犯罪構成要件並以行為人『明知違背法令』為必要，並將圖利罪規定為實害犯」。 

683 張天權，前揭書，頁 470。 
684 褚劍鴻，前揭書，頁 275；甘添貴，前揭書，頁 283；林錫湖，前揭書，頁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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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歷史解釋：大清新刑律第三十條後段規定「教唆造意犯者 ，準造意犯論。」

暫行新刑律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教唆造意者，準造意犯論。」民國八年提

出刑法第二次修正案理由書第三十六條規定「教唆他人使之實施犯罪之行為

者為教唆犯。教唆教唆者，亦同。教唆犯處以正犯之刑」685及舊刑法第四十

一條後段「教唆教唆犯者，亦同。」均明文規定教唆教唆犯與教唆犯之處罰

相同，即認間接教唆犯亦是教唆犯之一種，適用教唆犯之處罰，現行法雖無

明文規定，惟探求立法沿革之解釋，應作相同解釋。 

五、教唆犯採共犯獨立性，而非從屬性：教唆犯旨在表現主觀惡性，教唆教唆犯

透過直接教唆犯與正犯發生犯罪之連結關係，雖較直接教唆犯與正犯之關係

較為疏遠，但同係不親自實施，但其使人產生犯罪之意思，惡性仍甚重大，

故古今刑法莫不設處罰之明文686。因此舊刑法為解釋此一問題，特於第四十

三條第一項規定「教唆教唆犯，亦同」所謂「亦同」，即指教唆教唆犯係教

唆犯，現行法雖將此一規定刪除，因舊刑法之教唆犯係採共犯從屬性，所以

不能不特別規定教唆教唆犯是教唆犯，現行法既已規定教唆犯係改採共犯獨

立性而不採從屬性，凡具有教唆之意思行為，不只單獨教唆犯應論以教唆

犯，則教唆教唆犯當然亦是教唆犯，故無特別規定之必要687，因此將舊刑法

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刪除，解釋上自無疑義，而應包括間接教唆犯。 

六、我國實務及學說多數說咸認具可罰性。又比較法上有此立法例688及判例，如

日本第六十一條第二項明文規定處罰間接教唆犯，且其實務及通說均認具可

罰性。益可佐證採此說實屬有據 

 

                                                 
685 刑法第二次修正案理由書，八年二月二十五日，修訂法律館印本，頁 23。 
686 廖正豪，前揭文，頁 29。 
687 胡長清，前揭書，頁 98。 
688 俄羅斯有學者認教唆教唆犯行為是一種教唆犯，轉引自，薛瑞麟，俄羅斯刑法研究，政法大

學，西元二○○○年十月，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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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新修正刑法總則有無影響 

新修正之刑法總則有關共犯章之修正，是否對教唆教唆之可罰性有無影響？

本文認並不影響教唆教唆犯之可罰性，仍為教唆行為之態樣，屬教唆犯之一種，

新修正刑法總則時，台灣刑事法學會所提出之刑法總則版本第二十九條第三項明

文規定處罰間接教唆犯「教唆教唆犯者，以教唆犯論」，後因法務部與台灣刑事

法學會學者協商會議時，有不同意見，法務部認「教唆教唆犯者，以教唆犯論」，

以教唆犯之理論足可解決，無庸贅列689。 

此次修正未將教唆教唆犯予以明文規定，謂依教唆犯之理論足可解決，似以

擴張解釋及當然解釋作為主要論述理由，蓋法律雖未明文規定教唆教唆犯依教唆

犯論處，但依其規範目的，教唆教唆犯較之法律所規定者(直接)教唆犯更有適用

之充分理由，且如限縮解釋教唆犯僅限處罰直接教唆犯，而不及教唆教唆犯，則

法律規定之文義失之過窄，不足以表示立法之真諦，宜擴張法文之意義，使其得

正確適用，故第二十九條第一項之教唆犯，應不限直接教唆犯，亦包括教唆教唆

犯在內。 

 

 

 

第三節  再間接共犯 

 

本文對於再間接共犯之探討僅限於再間接幫助犯、再間接教唆犯二種，至於

其餘間接教唆犯之幫助犯、間接幫助犯之教唆犯，則不在本文論述範圍之內。 

 

                                                 
689 行政院審查「中華民國刑法總則修正草案」暨「中華民國刑法施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法務部，九十二年二月，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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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再間接幫助犯 

 

本文認再間接幫助犯行為態樣亦係幫助行為，應具可罰性論以幫助犯，理由

為再間接幫助犯依共犯之處罰根據因果共犯論，雖是透過二幫助犯即間接幫助犯

及直接幫助犯與正犯發生關係，但再間接幫助犯與間接幫助犯就整體犯意言，已

形成共同目的對正犯施予幫助，同屬加工協助之性質，為整體幫助之一環，原則

上，其幫助之作用力雖較間接幫助犯輕微，仍係間接對法益侵害，故屬對正犯之

從犯，而有可罰性。 

是否承認再間接幫助犯遞層之連鎖幫助犯：再間接幫助犯與間接幫助犯、直

接幫助犯就整體犯意言，已形成共同目的即對正犯施予幫助，同屬加工協助之性

質，以一貫理論言，宜肯認其有可罰性。雖再間接幫助犯往上遞加之層級有無限

制被處罰之問題，惟此乃證據蒐集、證據力證明及立法政策考量之問題，如其因

與幫助犯及正犯之關係極為疏遠，可罰性甚小，如符合緩起訴處分或微罪職權不

起訴處分之要件，則得以緩起訴處分或職權不起訴處分即可解決此一問題。  

第二項  再間接教唆犯 

 

日本對是否處罰再間接教唆犯，學者間有肯定、否定不同見解，實務則採肯

定見解。我國亦有肯定、否定二種見解，本文則採肯定見解認其行為態樣屬教唆

行為，應論以教唆犯。有下列六個理由： 

一、符合罪責相當原則及偵辦實務案件所需：實務案例上，組織幫派犯罪或

者販賣走私毒品案件，或者教唆境外殺手至境內殺人，幕後主使者，可

能係一幫派首腦，教唆幹部從犯事犯罪行為，該幹部再教唆手下，其手

下可能再輾轉其他人實施犯罪行為，故該再間接教唆犯實係整個犯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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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者及樞紐者，如無其指揮或教唆，則無後續傳遞間接教唆犯有關犯

罪行為之實施，故其在犯罪網絡上，實居首要及重要地位，故如不具可

罰性，未符罪責相當原則，於法於理於情亦未合。 

二、共犯處罰根據之共犯因果論：如正犯之實行殺人，雖非由於直接教唆犯

或間接教唆犯而來，但其犯罪之胚胎或淵源，亦係由於再間接教唆犯而

來，其中顯有因果關係，即有因果關係之延長，自與直接教唆犯之本質

無差，同係間接侵害法益。間接教唆犯及再間接教唆犯，仍均應論以教

唆犯690。不可罰說，僅基於限制犯罪成立之立場而考慮，並未斟酌其教

唆之形態係屬間接的，而在如何程度內減低其可罰性，亦未顧及教唆行

為與正犯行為間之(相當)因果關係的要求是否基於證明力之評價關係

而自然限定追及背後關係之範圍等問題，難認允當，自以可罰性說為有

理691。 

三、論理解釋：就整體法律體系闡釋，藉相關法條之法意，闡明規範意旨之

解釋，經由條文之解釋，本諸論理解釋，如法律規定之意義失之過狹，

不足以表示立法之真義，擴張法文之意義，使正確適用，因此依論理解

釋之擴張解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應為原則注意規定，自應包括教唆教唆

犯及往上遞加之間接教唆犯在內。又教唆犯依現行法不以現實教唆他人

實施犯罪為限(舊刑法第四十三條參照)，足徵涵義甚廣，故教唆實行固

為教唆他人實施犯罪，教唆教唆犯，亦係教唆他人犯罪，推而言之，即

再教唆教唆(或再間接教唆犯)，以及三次(層)以上之多次再教唆教唆

(再間接教唆犯)，莫不包括之，而屬於間接教唆犯，即肯認連鎖教唆為

教唆犯之一種692。又轉行教唆之情事，理論上應不加限制，故除承認間

接教唆犯外，間接的間接教唆犯，亦無不可693，即輾轉教唆間接之層次

                                                 
690 王振興，前揭書，頁 99 
691 廖正豪譯，澤登俊雄，犯罪論（八）（九十三）再間接教唆犯，二八卷四期，七十三年八月，

頁 74。 
692 韓忠模 ，前揭書，頁 291；柯慶賢，前揭書，頁 168。 
693 褚劍鴻，前揭書，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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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無限制，即使二次、三次、四次、五次以上之再間接教唆者，亦不失

為間接之教唆，即不惟教唆教唆犯包括在內，即再教唆教唆犯，甚而更

遞次之教唆教唆犯，亦然，均為教唆犯，且刑責亦無不同694。 

四、共犯本質：教唆犯旨在表現主觀惡性，教唆教唆犯透過直接教唆犯與

正犯犯罪之連結關係，雖較直接教唆犯與正犯之關係較為疏遠，但同

係不親自實施，但其使人產生犯罪之意思，惡性仍甚重大，故古今刑

法莫不設處罰之明文。 

再間接教唆犯之行為與間接教唆、直接教唆犯同，僅其方式(方法)

有別，再間接教唆犯與正犯之關係較間接教唆犯疏遠，但其行為同係

以教唆他人實施犯罪為主旨，其教唆之方式，係間接教唆他人為教唆

行為，中間不論經過多少人，縱使非直接創造正犯犯意之人，但其係

最初創造犯意之起源者，具可罰性，毋庸置疑，不論發動教唆者對被

教唆者即正(主)犯是否認識，且可利用善意第三人為教唆工具，本質

上及概念上仍屬教唆犯695，蓋其本質具非難性，且其惡性及反社會性較

幫助幫助犯程度為高，是舊律分首從，而以造意為首，故教唆之處罰

實較實施正犯為高，故唐律規定「諸共犯罪者，以造意為首」696。 

五、歷史解釋：暫行新刑律第三十條及舊刑法第四十三條雖均明文規定處

罰教唆教唆犯，但法律僅規定處罰教唆教唆犯，於往上遞加之三重教

唆多層關係之教唆犯，仍不足以資賅括，尚難以法律明定，故不如刪

除成文規定而當然解釋697，或委由實務案例解釋再間接教唆犯具可罰 

性依教唆犯之例處罰。實證法上有可能滾雪球衍生無數次間接教唆犯

之犯罪類型，毋庸置疑。至法律體系可否承擔及如何舉證則係另一問

題。 

                                                 
694 梁恆昌，前揭書，頁 148；孫德耕，前揭書，頁 142；趙琛，前揭書，頁 134。  
695 蘇俊雄，前揭書，頁 455。 
696 俞承修，前揭書，頁 227。 
697 俞承修，前揭書，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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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我國實務(最高法院 19年上字第 1907 號判例)及多數通說肯認具可罰

性。復有外國法實務採此說，如日本第六十一條第二項明文規定處罰

間接教唆犯，實務及學說多數說咸認該間接教唆犯包括再間接教唆犯。 

 

第三項  新修正刑法總則有無影響 

 

新修正之刑法總則有關共犯章之修正，是否對再間接幫助犯及再間接教唆之

可罰性有影響？本文認並不影響再間接幫助犯及再間接教唆犯之可罰性，仍分別

為教唆行為、幫助行為之形態，為教唆犯、幫助犯之一種。新修正刑法總則時，

台灣刑事法學會所提出之刑法總則版本第二十九條第三項有明文處罰間接教唆

犯「教唆教唆犯者，以教唆犯論」及第三十條第三項「教唆或幫助幫助犯者，以

幫助犯論」，後因法務部與台灣刑事法學會學者協商會議時，有不同意見，法務

部認「教唆教唆犯者，以教唆犯論」及「教唆或幫助幫助犯者，以幫助犯論」，

似可不必贅列，以教唆犯、幫助犯之理論足可解決，無庸贅列698。 

從此次修正未將幫助幫助犯及教唆教唆犯明文規定處罰，謂依教唆犯、幫助

犯之理論足可解決，似以擴張解釋及當然解釋作為主要論述理由，以再間接教唆

犯為例，法律雖未明文規定教唆教唆犯依教唆犯論處，但依其規範目的，教唆教

唆犯較之法律所規定者直接教唆犯更有適用之充分理由，且如限縮解釋，則教唆

犯僅限處罰直接教唆犯，而不及教唆教唆犯及再間接教唆犯，則法律規定之文義

失之過窄，不足以表示立法之真諦，宜擴張法文之意義，使其得正確適用，故第

二十九條第一項之教唆犯，應不限直接教唆犯，亦包括教唆教唆犯及再間接教唆

犯在內。同理，第三十條第一項之幫助犯亦應不限直接幫助犯及間接幫助犯，亦

應包括再間接幫助犯，因屬整體幫助之一環，對正犯便利其犯罪之實行。 

                                                 
698 行政院審查「中華民國刑法總則修正草案」暨「中華民國刑法施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法務部，九十二年二月，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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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間接共犯之可罰性範圍 

 

間接幫助犯與間接教唆犯的層級之範圍是否受限制，得否為相同之解釋？一

般言，誠如前所述，只要具有可罰性，則應予以處罰，始符合罪責相當原則，而

不因係間接幫助犯或間接教唆犯有異。惟有認間接教唆犯較間接幫助犯之可罰性

大，是教唆教唆犯之可罰性不應受限層級。至幫助幫助犯應限於再間接幫助犯之

範圍始處罰，往上遞加即不應處罰699。有認於承認間接共犯之前提下，考慮因果

連鎖之層次，設定一相當界限，限定刑事可罰性之範圍，俾免牽連過廣，使可罰

性極薄弱之多層間接加擔行為，亦受刑罰科處，致株連無己700。 

有認間接共犯之層級往上遞加之可罰性甚小，加以處罰不合理，惟此屬立法

政策之考量，與是否具有可罰性無涉。按間接共犯如具可罰性，是否宜以立法明

定其可罰範圍？容成為問題，惟成文立法有掛萬漏一之弊，且有時成文立法技術

本無法就各種情況鉅細靡遺規定，乃其本質所必然，因此欲以法律明文規定間接

共犯之可罰性範圍，誠有困難，恐賴將來實務判決進一步闡釋。如同殺人罪，殺

人方法不一，欲以法律明文規定殺人方法，實屬至難。 

本文認間接教唆犯，無論其層級範圍範圍為何，仍應給予處罰，不應受限，

蓋就共犯處罰之根據因果共犯論言，若無其最原始之教唆犯，即無後續之間接教

唆犯、教唆犯，以至最後實施之正犯，其間顯有因果關係，即正犯之實施犯罪與

最初之教唆犯係連成一體，且最初之教唆犯係犯罪之淵藪、源頭，換言之，如 無

前行為(再間接教唆犯)之行為，即無後行為(直接教唆犯、教唆教唆犯)之事實，

均屬間接侵害法益，應具可罰性。間接幫助犯之可罰性範圍，同理，亦不應受限

制，如其具可罰性，不論直接幫助犯、幫助幫助犯或幫助幫助犯往上遞加之層級，

                                                 
699 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頁206。 
700 王詠寰，前揭文，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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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應加以處罰，始合乎理論一貫。法制面，至少宜就幫助幫助犯、幫助教唆犯、

教唆幫助犯及教唆教唆犯四種間接共犯之層級予以明文規定，對間接共犯往上遞

加之層級，提供學者及實務一個論理解釋或其他法律解釋之依循原則(依據)。否

則學說因法無明文規定，見解分歧，莫衷一是，恐非似宜。 

 

 

第五節  間接共犯有無立法明文規定必要 

 

第一項  比較法制之經驗 

 

比較法上，日本刑法第六十一條第二項及第六十二條第二項分別明文規定間

接教唆犯依教唆犯論處及教唆從犯依從犯論處，是學者見解對間接教唆犯及教唆

從犯不再有相異見解701，實務見解亦同。至間接幫助犯及幫助教唆、再間接教唆

犯、再間接幫助犯，實務雖有定見，但因乏明文規定，致學者間仍見解分歧，有

部分路甚呈均衡之勢。以再間接教唆犯是否具有可罰性為例，有認相對第六十一

條第二項法文曰「教唆者」，條文解釋依論理解釋之限縮解釋僅限指同條第一項

之直接教唆犯，再間接教唆犯因法無明文處罰規定，應不處罰，始符刑法罪刑法

定原則之旨趣。有認第六十一條第二項係注意原則規定，而非限縮解釋之依據，

應參考教唆犯之內涵及本質，並應探求項法律規定之目的及內涵，該法律規定之

文義失之過狹，尚難表明法文之意義，應擴張法文之文義，以論理解釋之擴張解

釋，始能正確適用法律，即該規定並非指再間接教唆犯及其往上遞加之教唆犯係

不可罰，故應包括間接教唆犯及再間接教唆犯(連鎖教唆)，故第六十一條第二項

解為連鎖教唆犯是妥當的，應包括再間接教唆犯在內。  

                                                 
701 陳子平，前揭文，正犯與共犯，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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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外國或地區之立法例均無間接共犯之明文規定，致無法一窺比較。德國

雖無明文規定，但實務並不因無明文規定而不處罰，故是否加以處罰，端賴實務

見解而定，然學者亦非無相左之見解。 

 

 

第二項  我國立法沿革 

 

大清新刑律、暫行新刑律、舊刑法曾明文規定間接教唆犯依教唆犯論處、教

唆或幫助幫助犯依幫助犯論處，其他之間接共犯類型及再間接共犯均乏明文規

定。現行刑法及新修正之刑法總則均乏間接共犯之處罰規定，故學者間見解不一。 

實務見解方面，舊刑法時期，最高法院 19年上字第 1907 號判例要旨肯認間

接教唆犯及再間接教唆犯為教唆犯之行為態樣，依教唆犯論處。現行法施行後，

二十八年最高法院民刑庭總會決議對幫助幫助犯、教唆幫助犯、幫助教唆犯認係

屬幫助犯，然實務僅就該間接共犯之類型應如何處罰之結論，但卻未說明其處罰

之可罰性根據及理由為何，亦未詳盡說明其行為態樣究屬幫助行為或教唆行為，

乃其中稍憾之事。蓋間接幫助犯、教唆幫助犯、幫助教唆犯、間接教唆犯就法律

處罰之邏輯論理，首應探討是否具可罰性，如具可罰性，次就該行為形態屬幫助

行為或教唆行為論以教唆犯或幫助犯，而非先以其究屬共犯從屬性或共犯獨立性

而析論其有無可罰性。 

 

 

第三項  新修正刑法總則有無影響 

 

前開實務見解對新修正之刑法總則是否仍有適用，不無疑問。若依新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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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唆犯及幫助犯採取限制從屬性，則無論間接幫助犯、教唆幫助犯皆以正犯之行

為具有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為已足，至於有責性與否並不影響教唆犯或幫助

犯之成立。是最高法院總會決議謂「以正犯構成犯罪為成立要件 」之見解將無

法適用702。至實務見解將間接幫助犯、教唆幫助犯、幫助教唆犯之間接共犯類型

理解為幫助行為之理由根據及其處罰之根據為何，未進一步闡明，有賴將來實務

判決進一步說明 。 

通說認為共犯採共犯從屬性說，此立場與修正之立場一致，但因未明文規定

間接共犯之可罰性，故關於間接教唆犯、連鎖教唆、間接幫助犯、教唆幫助犯及

幫助教唆犯、連鎖幫助之可罰性問題，學說上依然呈現肯定、否定說之對立， 如

有可罰性，究應論以教唆犯或幫助犯，成為爭議問題，似可預見。前開總會決議

或者判例是否仍有適用，依目前實務及多數見解，似仍有適用，但學說仍存在歧

異見解。 

此次刑法總則修正時，台灣刑事法學會所提出之刑法總則版本第二十九條第

三項有明文處罰間接教唆犯「教唆教唆犯者，以教唆犯論」及第三十條第三項「教

唆幫助犯或幫助幫助犯者，以幫助犯論」，後因法務部與台灣刑事法學會學者協

商會議時，有不同意見，法務部認「教唆教唆犯者，以教唆犯論」，似可不必贅

列，以教唆犯之理論足可解決。至「教唆幫助犯或幫助幫助犯者，以幫助犯論」，

此部分以幫助犯、教唆犯之理論應可解決，無庸贅列703，而未納入新修正刑法總

則規定704，似認依現行法律規定有關教唆犯及幫助犯之文義，以論理解釋及當然

解釋即可闡明，而不必新增條文，即認實務見解並無因刑法修正而有必要變更。 

日本學者對幫助幫助犯、幫助教唆犯與再間接幫助犯，及我國學者對間接共

犯，有認因法律無處罰之明文規定，依罪刑法定原則，不應處罰，有認具可罰性，

                                                 
702 陳子平，，前揭文，正犯與共犯，頁 192。 
703 行政院審查「中華民國刑法總則修正草案」暨「中華民國刑法施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法務部，九十二年二月，頁 37-38。 
704 陳子平，，前揭文，正犯與共犯，頁 189、19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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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見解分歧。大陸地區著名刑事法學者馬克昌認一國之刑法如採罪刑法定原則為

刑法之基本原則時，應嚴格依刑法規定之文義解釋，不應背離刑法的規定任意無

限擴大之解釋，是如法律無處罰之明文規定，不應處罰705。本文認罪刑法定原則

乃刑法之基本原則，此係基於保障人權而為法治國之基本重要原則及表徵，是如

見解分歧，至少宜就間接共犯此一層級予以明文規定，並在立法理由說明，以供

再間接共犯或往上遞加之層級在法律解釋之重要依據，以杜爭議，俾免損及法律

之安定性。 

 

 

 

第六節  間接共犯之立法建議  

 

日本對教唆教唆犯及教唆幫助犯均有處罰之明文規定，因此學說上對此並無

異議，實務亦依法律之規定判決。惟對於幫助幫助犯、幫助教唆犯、再間接幫助

犯及再間接教唆之可罰性，因無明文規定，學者間對是否具可罰性致有不同見

解。日本平成七年刑法改正案時，對共犯形態之複合，檢討連鎖共犯之可罰性時，

經討論認為從共犯全體整合性之觀點，欲明文規定限定其處罰（可罰性）範圍，

係不可能706，可供我國將來立法上之參考。 

大陸地區學者魏東考察有關外國教唆犯之立法趨向，參考日本刑法明確規定

處罰間接教唆犯之問題，因而認應明確規定間接教唆犯之刑事責任，因間接教唆

犯在本質上仍屬教唆犯一種，具有可罰性，故其建議立法上應在刑法明文規定「教

唆教唆犯，按照教唆犯處罰」，以免爭議707。 

 

                                                 
705 馬克昌，前揭書，比較刑法原理，頁 723。 
706 原田保，共犯─間接幫助，別冊ジュリスト，一六六期，二○○三年四月，頁 169。 
707 魏東，前揭書，教唆犯研究，頁 28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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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者難以預見到社會生活中出現大量錯綜複雜的、各種各樣的情況，因此

從法律之文義來看，是難以滿足一個處在永久運轉中的社會所有之需要。如認成

文刑法可以毫無遺漏的對各種情況加以明文規定，是天真之幻想，是苛刻之要

求。是成文刑法對各種情況均加以明文規定，殆無可能，仍有掛萬漏一之弊。按

罪刑法定原則係先進國家及各國刑法立法之重要原則，咸儘量避免漏洞，及儘量

避免有法律規定之不明確而造成解釋之漏洞，致有害法律之安定性，損及人權708。 

但罪刑法定原則所以成為刑法中之生命，因其本身即具有刑法之漏洞。因此

罪刑法定原則係刑法之重要原則，雖不許類推解釋，故其解釋只能在刑法解釋中

可能之含義內選擇適當之解釋，運用目的解釋、論理解釋、限縮解釋等法律解釋

加以詮釋，但如學者間對該法律未明文規定部分，因所採法律解釋方法之不同，

致見解分歧時，實有考慮是否必要予以明文規定，以免法律之不安定性，進而損

及法律之威信。 

我國現行法及新修正之刑法總則，因未如大清新刑律、暫行新刑律、舊刑法

對間接共犯之明文規定，故學者對間接共犯及再間接共犯有無可罰性見解不一。

實務雖對幫助幫助犯、教唆幫助犯、幫助教唆犯、教唆教唆犯及再間接教唆犯均

認具可罰性及應如何處罰，但對再間接幫助犯及往上遞加第三層、第四層間接共

犯是否具可罰性，未見實務判決闡釋，為免爭議，宜至少立法明文規定間接共犯

之可罰性及如何處罰，俾提供再間接共犯是否具可罰性，法律解釋上之參考依據。 

以下為立法論之建議： 

參考日本之立法例及大清新刑律、暫行新刑律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三十一條

第二項、舊刑法規定，試擬下列文字： 

第二十九條「教唆他人使之實施犯罪之行為者為教唆犯，依正犯之例處斷。

教唆或幫助教唆犯者，以教唆犯論。」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教唆或幫助幫助犯

                                                 
708 張明楷，刑法分則的解釋原理，北京：人民大學，西元二○○四年一月，頁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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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幫助犯論。」 

上開文字對間接共犯之類型均明文規定其可罰性，至再間接共犯是否具可罰

性是否以法律規定，容有保留。蓋如再間接共犯欲以法律明文規定，則往上遞加

之再間接共犯是否具可罰性及如何處罰，同理，亦賴法律明文規定，本文認實屬

累贅，且立法技術實無法對任何事情均鉅細靡遺規定，故只要對間接共犯予以立

法明定，至再間接共犯及往上遞加之間接共犯部分，是否處罰及如何處罰，只要

解釋該規定觀之法條規定及在修正立法理由說明「限縮解釋」或係「注意原則規

定」，進而提供一個法律解釋之規範目的，或以體系解釋，或論理解釋之限縮解

釋或擴張解釋為衡量判斷之基礎，至如何闡釋(明)則委諸實務判決闡釋或學說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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