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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我國刑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教唆他人犯罪者，為教唆犯。教唆犯，依其所教

唆之罪處罰之。」第三十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幫助他人犯罪為幫助犯。」通說及

實務見解將「幫助犯」或稱「從犯」，「教唆犯」或稱「造意犯」，對教唆犯及幫

助犯則依共犯從屬性採共犯極端從屬性，然並無間接共犯之明文規定，惟實務上

仍見有關間接共犯之判決。大清新刑律、暫行新刑律、舊刑法分別明文規定幫助

幫助犯、教唆幫助犯、教唆教唆犯等三種間接共犯，現行刑法及九十四年二月二

日公布，九十五年七月一日施行之新修正刑法(下或稱新修正之刑法)，均無間接

共犯之明文規定，係因無明文規定必要，或明文規定有窒礙難行，抑或立法有掛

一漏萬之弊，不得不委諸實務判決闡釋，實有加以探究必要。我國雖有間接正犯

之論文，惟乏間接共犯之論文，是擇「間接共犯」作為論文題目。   

比較法1上，僅日本刑法第六十一條規定「人を教唆して 犯罪を實行させた

者には、正犯の刑を科する。教唆者を教唆した者につぃても、前項と同樣とす

る。 」(教唆他人實行犯罪者，科以正犯之刑。 教唆教唆犯，依教唆犯論處。)

第六十二條規定「正犯を幫助した者は、從犯とする。從犯を教唆者した者には、

從犯の刑を科する。」2(幫助正犯之人為從犯。教唆從犯者，按照從犯論處。)

故其刑法總則分別規定教唆教唆犯及教唆幫助犯，其他類型之間接共犯如幫助幫

助犯、幫助教唆犯及再間接共犯則乏明文規定。日本有學者認為使教唆犯、幫助

犯與間接幫助犯、間接教唆犯有所區別，應將教唆犯、幫助犯之規定稱為「純教

                                                 
1 比較法，將在後述之文獻檢討中詳細論述。 
2 菊田幸一編，刑事六法，東京：明石書店，西元一九九八年四月，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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唆犯」及「純幫助犯」3。 

所蒐集之比較法制，除日本法制有間接共犯外，其他之立法例上，均無明文

規定間接共犯，歐陸之德國、法國均有教唆犯、幫助犯之規定，但無間接共犯之

明文規定，再其他比較法亦均乏間接共犯或再間接共犯之規定，此係理論上不存

在，或理論上存在，實務案例不可能，或理論及實務均不可能存在，抑或理論及

實務均有可能存在，或如同間接正犯無法以明文規定，容或有其他理由，實有研

究必要。 

甫於九十四年二月二日公布之刑法，業已將現行刑法(Strafrecht)之教唆

犯、幫助犯由極端從屬性改採限制從屬性4，法律僅明文規定何謂教唆犯及幫助

犯，與承認片面幫助犯及教唆犯、幫助犯之處罰。至有無不作為犯之共犯、不作

為共犯、共犯之因果關係、錯誤、共犯之承繼、過失共犯、過失犯之共犯、間接

共犯等爭議問題，則乏明文規定。新修正之刑法總則與現行刑法何以均乏間接共

犯之明文規定，理由為何？如無明文規定，究該如何解釋，始合乎法理？是否有

賴實務運作，或從比較法制規定一窺其究。國內相關之專文探討較少，致引起筆

者研究之動機，遂擇「間接共犯」為論文題目，透過比較法及法學研究方法深究

間接共犯。 

查詢最高法院自八十五年一月一日起至九十四年七月三十一日止有關教唆

犯、幫助犯之判決分別有一百八十九件、九百四十件5，益可佐證教唆犯、幫助

犯在刑事法上仍有存在必要，且似無必要採統一(單一)正犯概念，仍應採區別正

犯概念。再參酌英、美仍有教唆犯及幫助犯之實務判決，大陸法系之德、日、法

等國對教唆犯、幫助犯仍均有法律明文規定，且實務並有教唆犯、幫助犯相關之

判決，又德國、日本仍有間接共犯相關之判決，足見共犯及間接共犯在刑法理論

                                                 
3 西村克彥，共犯論序說，共犯の類型，昭和三六年，法政大學，頁 95-96、101。 
4 九十四年二月二日公布之新修正刑法總則有關第二十九條教唆犯及第三十條幫助犯，已將過去

所採共犯極端從屬性形式改採限制從屬性形式 ，請參，中華民國刑法及刑法施行法全文暨修

正條文對照表，法務部印，九四年二月，頁 87-88。 
5 資料來源為九十四年八月十六日至司法院裁判書查詢系統查詢得知之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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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實務上仍具一定之重要性及必要性。 

筆者自八十年六月一日起擔任檢察官迄今約十四年(不包括受訓期間一年六

個月)，其間曾擔任法務部檢察司調辦事檢察官，曾參與法務部主管之法規刑法

及司法院刑事訴訟法之研修會議，稍知刑法總則修法趨勢及修法過程，一直都將

刑法共犯章節列為修正重點。再晚任教大學法律系講授「刑事課程」，曾對共犯

一章相關爭議問題加以研究，由立法沿革知大清新刑律、暫行新刑律及舊刑法對

部分間接共犯(共犯之共犯)有規定，但現行法則未有明文規定，原因為何？該如

何解釋適用始允當？迭生疑義，希藉此論文深入研究。筆者曾將研究心得「論幫

助犯」6、「過失幫助犯與過失犯之幫助犯」 7、「幫助犯之共犯」8及「間接幫助

犯」9、「共同幫助犯之研究─兼評最高法院八十七年度台非字第九七號判決」10等

有關共犯及間接共犯之研究發表於法學刊物，希對間接共犯等相關問題之研究提

出研究結果。甫於九十四年二月二日公布之刑法總則已將教唆犯、幫助犯由共犯

獨立性改採共犯從屬性，對間接共犯之可罰性及其可罰範圍有無影響？非無討論

餘地。 

本文援用外國立法例及實務見解對間接共犯加以討論，惟外國法例，並非即

可不成一變全部移植我國，除應深入了解該法律的實質內涵、本國與外國的國

情、社會、政治及文化的差異外，更應體認法律文化思想係受各國的歷史、民情

及由此培育出的國民性格所決定，倘未以此為基礎，力圖一切以外國法為根基，

來推動本國法，將產生扞格不入之現象11。   

現行法及九十四年二月二日公布之刑法總則對間接共犯仍乏規定，此究屬立

                                                 
6
 林錦村，論幫助犯，法令月刊五五卷三期，九三年三月。 
7
 林錦村，過失幫助犯與過失犯之幫助犯，司法周刊一一九○期，九十三年六月二十四日。 
8 林錦村，幫助犯之共犯，法學叢刊九四卷四期(一九六期)，九十三年十月。 
9 林錦村，間接幫助犯，法令月刊五六卷六期，2005年 6 月。 
10 林錦村，共同幫助犯之研究─兼評最高法院八十七年度台非字第九七號判決軍法專刊五一卷七

期，九四年七月 
11 土木武司著，刑事訴訟法要義，序言，有斐閣，平成十年五月；王兆鵬，〈當事人進行主義爭

辯之評議〉，《刑事法雜誌》四三卷四期，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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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疏漏、不完備或有意疏漏，易引起爭議，筆者試提出檢討與建議，以供將來修

法之參考，或者未修法（因修法有時延滯甚久）時，現行法該如何解釋，始合乎

法律制定之目的及精神，惟解釋法律文義不得不從比較法觀點(尤其日本法制) 

論述，尤其我國近代刑事實體法大量援引日本法制，如刑法第二十九條教唆犯及

第三十條從犯(幫助犯)之用語，即援用日本刑法法條之用語，可資佐證，故本文

所討論之問題，大都援用日本法制、學說及實務加以論述，但外國法得否援用於

我國及如何援用始符法理、立法之意旨及適合我國國情，本文亦兼論及，並提出

筆者之看法。 

至盼本文對我國間接共犯之理論建構及疑義問題之釐清有所助益，且間接共

犯之可罰性及其處罰是否與共犯相同？共犯在訴訟法之問題，亦兼論及，使本論

文兼具理論與實務價值，此乃本文之研究目的(Ziel)。 

 

 

第二節  研究範圍 

 

共犯有最廣義、廣義及和狹義之分，最廣義共犯可以分為任意共犯和必要共

犯。任意共犯指單獨一人可自行完成構成犯罪或可透過二人實施犯罪。必要共犯

則指犯罪構成要件只有複數之人才能實施犯罪。廣義共犯，指共同正犯、教唆犯

(Anstifter)、幫助犯(Beihilfe)；狹義共犯則專指教唆犯和幫助犯12，亦稱加工

犯13。 

                                                 
12 大谷實，刑法講義總論，日本東京：成文堂，平成一二年五月新版(西元二○○○年)，頁 418；

野村稔，刑法總論，成文堂，平成十六年四月十日，頁 377-378；植松正，刑法概說Ｉ總論，

昭和五九年，頁 349。 
13 野村稔，前揭書，頁 378；植松正，前揭書，頁 349；植松正，新刑法教室Ｉ總論，二○○四

年十二月，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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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單一正犯概念(亦稱統一正犯概念，我國唐律亦已採取統一正犯概念14)15之

立法例，如奧地利之立法例，則不在本文討論範圍之內，蓋如採單一正犯概念，

無共犯之問題，遑論間接共犯。間接共犯(共犯之共犯)指非直接與正犯產生關

係，係透過共犯始與正犯產生關係，有學者稱為「間接共犯」16，一般學者則稱

「共犯之共犯」，論述則限於幫助幫助犯(間接幫助犯)、幫助教唆犯、教唆教唆

犯、教唆幫助犯等四種17，本文則以「間接共犯」稱之(何以間接共犯稱之，參後

述第三章第二節間接共犯之定義及形態)。 

通說對共犯採狹義共犯之見解，故間接共犯之形態主要為下列四類(如下列

圖示 )。至其層級理論上則可無限及擴及，即狹義共犯之「間接共犯」有無限之

連鎖形態18，如第二層間接共犯之教唆或幫助，即以再間接教唆犯、再間接幫助

犯稱之，往上層級時，則遞加其數字19。 

 

圖示：間接共犯之形態   

            

 

 

 

 

 

                                                 
14 蔡墩銘，唐律與近代刑事立法之比較研究，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五十七年三月，頁 207-208；

戴炎輝，清律例上之共犯（上），法學叢刊一八卷一期，一九七三年一月，頁 4。 
15 有謂唐名律例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諸共犯罪者，以造意為首、隨從者減一等」，區別其

處罰，當係採區別之正犯概念，而非統一正犯概念，且以不分首從之處罰為其例外，請參，廖

正豪，前揭文，唐律現行刑法有關共犯規定之比較，頁 25。 
16 蔡墩銘，間接共犯之形態，刑事法雜誌六卷二期，五一年四月，頁100-102。 
17 張麗卿，刑法總則理論與實用，二○○一年八月，頁 328；韓忠模，刑法原理，民國七十一年，

頁 290-292；甘添貴、謝庭晃，捷徑刑法總論，瑞興，九三年四月，頁 284-286；段重民，頁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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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19 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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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研究範圍主要討論幫助幫助犯、幫助教唆犯 、教唆教唆犯、教唆幫助

犯等四種間接共犯，並兼討論再間接幫助犯及再間接教唆犯二種再間接共犯在

內，其餘之再間接共犯類型，則不在本文討論範圍之內。本論文除對間接共犯之

實體法加以研究外，亦對所涉及刑事訴訟法(即程序法)有關之問題一併討論，如

無正犯情形下，共犯可否論罪，或正犯無罪，共犯可否成立犯罪等問題一併討論，

以使本文之範疇兼及刑事實體法及程序法。 

本文認間接共犯之加重結果犯、過剩、中止及脫離等問題，與共犯之加重結

果犯20、過剩21、中止22、脫離23等處理之法理並無不同，故本文不再贅述。至其餘

                                                 
20 共犯之加重結果犯，請參 

(一) 日文文獻：中山研一、淺田和茂、松宮孝明，しヴィジォン刑法１共犯 ，成文堂，

一九九七年十一月，頁 200；平野龍一，前揭文，結果的加重犯にっぃて，收錄氏著，犯

罪論の諸問題(上)總論，有斐閣，昭和五七年八月，頁 122；大谷實，前揭書，頁 490-491；

大塚仁，前揭書，刑法概說(總論)，324 頁；木村龜二，前揭書，刑法總論，頁 416；木

村龜二，前揭書，刑法總論，頁 416；橋本正博，結果加重犯的共犯 ，載刑法基本講座四

卷，法學書院，一九九二年，頁 159-160。 

(二) 中文文獻：請參，蔡墩銘，前揭書，刑法精義，364 頁；韓忠模，前揭書，頁 290；

陳樸生，前揭書，實用刑法，頁 275；陳樸生，刑法專題研究，頁 81 頁；潘恩培，前揭書，

頁 107；翁國樑，中國刑法論，五九年十二月，正中書局，頁 159-160；林東茂，前揭書，

頁 174。 
21 共犯之過剩，請參： 

(一) 德文文獻：德國將幫助犯之過剩(脫離)分為二種，一種為量之過剩(qualitative  

Exzeß)，幫助犯不對正犯之過剩行為(Exzeß)負責，只當幫助犯之故意行為與正犯之行為

相符合，幫助犯始承擔責任，如正犯實施之行為超出了幫助犯幫助故意之範圍，幫助犯只

對幫助故意所涉及之犯罪部分負責；另一種為質之過剩(quantitative  Exzeß)，例如幫

助他人實施強劫，正犯卻實施強姦行為，幫助犯對強姦行為不負責任，對搶劫負未遂責任。

他人他人傷害，正犯卻故意殺死人，幫助犯只依傷害致死負責，請參，Hans-Heinrich 

Jescheck&Thomas Weigend ，aaO , S.690. 

(二)日文文獻：團藤重光，前揭書，刑法綱要總論，頁 329-330；木村光江，前揭書，頁 164。 

(三)中文文獻： 

書籍部分：請參，韓忠模，前揭書，頁 290；陳樸生，前揭書，實用刑法，頁 275；俞承

修，前揭書，頁 234；林東茂，前揭書，頁 174；鄭逸哲，前揭書，頁 376；梁恆昌，前

揭書，頁 157。 

碩士學位論文部分：請參，吳秋宏，加重結果犯之未遂，中國文化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

論文，八六年十二月；俞清松，加重結果犯之研究，政治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六

九年六月葉靜屏，加重結果犯，台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八六年六月；趙彥清，

結果加重犯的歸責基礎，政治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八八年七月。 
22 共犯之中止，請參，Jescheck/Thomas, a.a.o. Ｓ.548。日文文獻：團藤重光，前揭書，刑法

綱要總論，362 頁；山中敬一，前揭書，255 頁；大谷實，前揭書，頁 494；大塚仁，前揭書，

刑法概說(總論)，頁 329；瀧川幸辰，前揭書， 犯罪論序說，頁 247；野村稔，前揭書，頁

435-436。 

中文文獻：韓忠模，前揭書，頁 299-300；林山田，前揭書，頁 139；蔡墩銘，前揭書，刑法

精義，頁 354；林東茂，前揭書，頁 174。 

我國新修正刑法總則：九十四年二月二日公布、九十五年七月一日施行之刑法第二十七條規



 7

                                                                                                                                            
定修正為「已著手於犯罪行為之實行，而因己意中止或防止其結果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結果之不發生，非防止行為所致，而行為人已盡力為防止行為者，亦同。前項規定，於正犯或

共犯中之一人或數人，因己意防止犯罪結果之發生，或結果之不發生，非防止行為所致，而行

為人已盡力為防止行為者，亦適用之。」22明示揭示中止犯及準中止犯均有適用，其法律效果

係減輕或免除其刑，與德國、奧地利之不罰有別 。並規定共同正犯及共犯對中止犯、準中止

犯亦有適用，但僅符合中止犯要件之個人有適用，至於未符要件之其他共犯，則無適用。是間

接共犯有無中止犯之適用，亦當作相同處理。立法理由如下： 

(一)、按行為人已著手於犯罪行為之實行終了後，而於結果發生前，已盡防止結果發生之

誠摰努力，惟其結果之不發生，事實上係由於其他原因所致者，因其防止行為與結果

不發生之間並無因果關係存在，固與以自己之行為防止結果發生之中止犯不同，惟就

行為人衷心悛悔，對結果之發生已盡其防止能事之觀點而言，並無二致。為鼓勵犯人

於結果發生之先儘早改過遷善，中止犯之條件允宜放寬，爰參考德國現行刑法第二十

四條(１)之立法例，將現行規定改列為第一項，並增列「結果之不發生，非防止行為

所致，而行為人已盡力為防止行為者，亦同。」等字樣，使準中止犯亦能適用減免其

刑之規定。 

(二) 、又我國自暫行新刑律、舊刑法以迄於現行刑法，對於從犯及共犯中止未遂，雖無明

文規定，惟實例及解釋則予承認。如大理院六年非字第六七判例「共謀行劫，同行上

盜，經抵事主門首，心生畏懼，即行逃回，事後亦未分得贓物者，既已於著手強盜之

際，以己意而中止，則對夥犯入室後拒傷事主，自不負責。」及司法院院字第七八五

號解釋「共同正犯、教唆犯、從犯須防止結果發生，始能依中止犯之例處斷」。關於

從犯及共犯亦成立中止犯，固已為各國立法例、實例所一致承認，惟僅因己意中止其

犯罪行為即足成立中止犯，抑須進而防止結果之發生，始成立中止犯，則實例態度並

不一致。德國刑法第二十四條(２)規定「因己意而防止犯罪之完成」，即從後說。日

本實例(日本大審院昭和九年二月十日第二刑事部判決)亦採後說。我國實務上見解初

認僅「以己意而中止」即可依中止犯之例處斷，嗣後則進而認為「須防止結果發生之

效果發生」，始可依中止犯之例處斷。按中止犯既為未遂犯之一種，必須犯罪之結果

尚未發生，始有成立之可言。從犯及共犯中止之情形亦同此理，即僅共同正犯之一人

或數人或教唆犯、從犯自己任意中止犯罪，尚未足生中止之利益，必須經其中止行為，

與其他從犯以實行之障礙或有效防止其犯罪行為結果之發生或勸導正犯全體中止。此

項見解既已為實務界所採，殊有納入刑法，予以明文化之必要。再者，犯罪之未完成，

雖非由於中止者之所為，祗須行為人因己意中止而盡防止犯罪完成之誠摰努力者，仍

足認定其成立中止犯，乃參照上開德國刑法條文，增訂第二項規定，以杜疑義。 

 

外國刑法規定共犯之中止部分： 

(一)、奧地利一九七四年刑法，將單獨正犯與共犯之中止未遂合併規定於一項，即刑法第

十六條第一項規定「行為人自願捨棄實行，或自願 防止結果之發生者，不受未遂犯

之處罰 ；如數人共犯時，行為人自願阻止實行，或自願防止結果 發生者，不因參

與未遂行為而受罰。」是其對於中止未遂之法律評價與德國採取相同不罰之政策，請

參，蕭志豪，共犯之中止與共犯關係之脫離，輔仁大學法律碩士論文，九○年八月，

頁 29。 

(二)、瑞典：依據西元一九九九年五月一日修改之刑法典，中止犯第二十三章第三條規定

「自願中止實施犯罪，或以其他方式防止犯罪 既遂的，不負未遂、預備或陰謀的責

任。犯罪即使既遂，如果具有必須非法利用才達到目的的方法，自願防止 利用 該

方法犯罪的，可以不負犯罪既遂的刑事責任。」即中止犯及準中止犯均有適用。陳琴

譯，謝望原審校，瑞典刑法典，北京大學出版社， 2005年 3 月，頁 45。 
23(一)日文文獻：請參中山研一、淺田和茂、松宮孝明，前揭書，しヴィジォン刑法１共犯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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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無不作為間接共犯、有無共同間接共犯、間接共犯之錯誤等相關問題，亦不

在本文討論之範圍。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研究主題係以間接共犯為研究範圍，主要參考日本法制為比較分析、討論之

對象，兼及德國法制，故研究方法非僅以一種為研究方法，兼採下列幾種研究方

法： 

一、 法學方法之法律詮釋法及論理解釋 ：任何法律規定之文字應以文義詮釋

解釋為最基本之研究方法，本文亦是。如法律未明文規定，經由規範目的

衡量，藉論理解釋，可能擴張法文適用之範圍(擴張解釋)或限制其範圍(限

縮解釋)24。蓋由比較法上及我國共犯及間接共犯之法律規定，仍可經由詮

釋及論理解釋探究間接共犯是否具可罰性、可罰性範圍及該如何處罰。  

二、 歷史研究法：以法歷史研究方法探討自大清新刑律、暫行新刑律、舊刑法

有關間接共犯之立法沿革，探求立法者制定法律所作價值判斷及其所欲實

踐之目的，以推知立法者之意思25。現行刑法及甫於九十四年二月二日公

布修正刑法總則均乏有關間接共犯之立法，則間接共犯該如何解釋及適用

始允當。 

三、 比較法研究法：我國刑法乃繼受外國法制，故不得不比較參酌外國立法及

判例學說，作為我國法律所未規定之間接共犯究該如何解釋，以實踐其規

                                                                                                                                            
164-165、173；大谷實，前揭書，頁 499；大塚仁，前揭書，刑法概說(總論)，頁 332；

香川達夫，前揭書，共犯之處罰根據，頁 163；前田雅英，前揭書，頁 465；大谷實，前

揭書，頁 499。 

 (二)中文文獻：請參，蕭志豪，共犯之中止與共犯關係之脫離，輔仁大學法律碩士論文，九○

年八月；李茂生，共犯關係之脫離，收發錄月旦法學教室刑事法學篇，台北：元照，西元二 

○○二年三月初版，頁 91。 
24 韓忠模 ，法學緒論，八七年，頁 87；楊仁壽，法學方法論，三民，七八年五月，頁 134-136。 
25 楊仁壽，前揭書，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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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目的，且非僅比較條文，更須比較其判例學說，始能窺法文之本意，以

符時代所需。無可諱言，現行刑法係繼受日本及德國，尤其間接共犯部分，

主要以日本法制分析間接共犯及再間接共犯，藉由其實務及學者論著分

析，作規範性之介紹、比較，並輔以德國、大陸地區、英美法制，援引外

國法作為我國法制所未規定間接共犯之參考，使法文欠明瞭之處，得到釐

清，求得法文之應有意義26。  

四、 文獻分析法：對間接共犯及共犯之相關文獻，包括立法例、實務見解及法

學論著予以收集、歸納、分析，參以法論理解釋、目的解釋、體系解釋為

研究方法作深入之分析及闡釋。 

本文從日、德、法、大陸地區、美、英等國有關共犯及間接共犯之立法例、

實務見解及法學論著，以比較法、法歷史、法文義詮釋、法文獻為法學研究方法，

輔以法論理、法目的解釋等法學研究方法對我國現行法制及甫於九十四年二月二

日公布之刑法總則修正所未規定間接共犯之相關問題，對我國實務運作後可能產

生之問題，透過法學研究方法探討可否援用外國法制，如何援用始適合我國國

情，提出本文之檢討及建議。  

 

第四節  外國刑法規定與參考文獻 

 

第一項  外國刑法規定現況說明 

 

本文所蒐集之外國刑法規定係以大陸法系德、日等國為主，另參酌與台灣地

區文化、歷史密切的中國大陸地區及其他國家之立法規定。比較法，僅日本刑法

                                                 
26 楊仁壽，前揭書，頁 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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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規定教唆教唆犯及教唆從犯如何論處，即第六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教唆者を

教唆した者につぃても、前項と同樣とする。 」(教唆教唆犯，依教唆犯論處。)

及第六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從犯を教唆者した者には、從犯の刑を科する。」27(教

唆從犯者，按照從犯論處。)。惟日本對其他間接共犯如幫助幫助犯、幫助教唆

犯、再間接教唆犯及再間接幫助犯等則乏明文規定。 

歐陸之德國於西元一九九八年十一月十三日公布、一九九九年一月一日生效

之刑法典在第二十六條規定教唆犯(Anstiftung)，§26 Als  anstifter wird  

gleich  einem  Täter bestraft,  wer  vorsätzlich  einem anderen  zu  

dessen   vorsätzlich begangener  rechtswidriger  at  bestimmt  

hat .(教唆。教唆故意地確定對他人故意實施違法行為者，教唆犯與正犯同樣處

罰) 

第二十七條規定幫助犯(Beihilfe)(1)Als  Gehilfe  wird besraft, wer 

vorsätzich einem  anderen zu dessen  vorsätzich begangener 

rechtswidriger Tat Hilfe  geleistet  hat.(2)Die Strafe für den Gehilfen 

richtet sich nach der   Strafdrohung für den Täter .Sie ist  nach 49Abs. 

1 zu mildem. 「(１)故意地對他人故意實施的違法行為予以幫助，是幫助犯。(２)

幫助犯的處罰參照正犯的處罰，並依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予以減輕其刑。」28是

德國僅有教唆犯、幫助犯之明文規定，對間接共犯則乏明文規定，委諸實務判決

闡釋29。 

法國於西元一八一○年刑法典第五十九條規定共犯分為正犯與從犯二種，並

將從犯作為獨立犯罪類型。第五十九條規定重罪或輕罪之從犯，應處以正犯相同

之刑。第六十條第一項規定「凡以饋贈、期約、利用權勢、奸詐、教唆或指使他

人犯重罪或輕罪者，應以該重罪或輕罪之從犯論。」第六十二條規定「故意隱匿

                                                 
27 菊田幸一編，前揭書，刑事六法，頁 49。 
28  Strafgesetzbuck， German，DTV，2000， S20。. 
29 請參，許玉秀，間接幫助犯，收錄氏著，刑法的問題與對策，春風煦日，一九九九年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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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搶奪、詐欺或犯重罪或輕罪取得財物之全部或一部者，亦以從犯論。」30將從

犯視為一獨立共犯型態，同時採取共犯從屬性理論，與德國、日本、我國之規定

相同，但此時期之刑法將隱匿犯(即事後幫助)和教唆犯列入從犯，而且對教唆犯

及從犯未依其本質及特性而異其規定，採取平等原則，難認允當。 

法國西元一九九三年新刑法典第一百二十一條之七第一項規定「Est 

complice  d‘un  crime  ou  d‘un  délit  la  personne  qui  sciemment, 

par  aide  ou  assistance , en  a  facilité  la  préparation  ou  la  

consommation.  」31 (知情而故意給予幫助或協助，為準備或完成重罪或輕罪提

供方便者，是重罪或輕罪之共犯。)。法國則將教唆犯稱為 provoquer(教唆則稱

provoqué)，幫助犯稱auxiliaire，新刑法典第一百二十一條之七第二項規定「Est 

également complice  la  personne qui  par  don,promesse,menace,ordre  , 

abus  d‘autorité  ou  de  pouvoir  aura  provoqué  à  une  infraction  

ou  donné  des  instructions  pour  la  commettre」32(以贈禮、許諾、威

脅、命令、濫用權勢或權力，挑動犯罪或教唆實行犯罪者，亦為共犯。)33即將幫

助犯與教唆犯均稱共犯。共犯之處罰，第一百二十一條之六規定「Sera puni  

comme auteeur  le complice de  l‘infraction, au  sens de  l‘article 

121-7.」  34(第一百二十一條之七之共犯，以正犯論處。)」。35對教唆犯、幫助

                                                 
30  請參，馬克昌，刑法理論探索，北京：法律出版社，西元一九九五年，頁 431。 
31 Code  Pénal 2000， Dolloz,1999, 頁 79；卡斯東、斯特法尼等著，羅結珍譯，前揭書，北

京：政法大學，西元一九九八年六月，頁 696。 
32 Code  Pénal 2000， 前揭書, 頁 79；卡斯東、斯特法尼等著，羅結珍譯，前揭書，頁 696。 
33 Code  Pénal 2000,  前揭書，頁 79。 
34 Code  Pénal 2000,  前揭書，頁 79. 
35法國刑法典第一百十一條之一規定「刑事犯罪，依其嚴重程度，分為重罪、輕罪及違警罪。」

是其刑事犯罪依犯罪之嚴重程度分為重罪、輕罪及違警罪三種，第一百二十一條之七第一項規

定幫助或協助犯只限於重罪及輕罪，故違警案件不處罰幫助或協助犯，但共同正犯或教唆犯始

終是要受到懲處。惟違警罪中之幫助或協助犯，如係犯新刑法典第六百二十三條之二第三項、

第六百二十四條之一第三項等罪，應受懲處。
如果
正犯行為不是法律規定之犯罪行為，從犯依

共犯從屬性，亦不應處罰。其違警罪、輕罪、重罪之區別，依規定以犯罪嚴重程度而區分，至

其具體之區分則以法定刑為據。違警罪，依刑法典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一二、第一百三十一條之

一三規定，係指罰金數額不超過一萬法郎，累犯不超過三萬法郎；輕罪依第一百三十一條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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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之處罰則與我國、德國相同依正犯之罪處罰。但尚乏間接共犯之規定。 

其他國家如俄羅斯36、大陸地區37、瑞士38、泰國39、瑞典40等國刑法均有規定

                                                                                                                                            
規定科處罰金至少二萬五千法郎，最高十年有期徒刑或監禁；重罪依刑法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一

規定科處有期徒刑十年以上至無期徒刑或終身拘押。請參考卡斯東、斯特法尼等著，羅結珍譯，

前揭書，頁 182-183、302.692.699-703；Code  Pénal 2000, 前揭書，頁 118、120、127、

996、999。  
36 俄羅斯於西元一九九六年五月廿六日通過，一九九七年一月一日生效之聯邦刑法典第七章第三

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組織犯 、教唆犯和幫助犯與實行犯，都是共犯。」教唆犯則在同條第四

項規定「以勸說、收買、威嚇或其他手段唆使他人進行犯罪的，是教唆犯。」。至何謂幫助犯，

則於該條第五項規定「以建議、指點、提供信息、資金或犯罪工具或者排除犯罪障礙從而幫助

實施犯罪的人，以及事先許諾藏匿犯罪人、犯罪手段或工具， 湮滅罪跡或隱匿犯罪贓物的人，

以及事先許諾購買或銷贓的人都是幫助犯。」參見，黃道秀、馬政秀、張廣賢、李國強譯，俄

羅斯聯邦刑法典，北京：法制出版社，西元一九九六年十一月，頁 15。 
37  高銘暄主編，馬克昌副主編，中國刑法學，北京：人民大學，西元一九九四年二月，頁 199。 
38 瑞士依西元二○○三年三月十八日修訂之刑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教唆犯「故意教唆他人實施重罪

或輕罪的，是教唆犯，對教唆犯之處罰與從犯相同。」第二十五條規定幫助犯「故意幫助他人

實施重罪或輕罪的，可減輕處罰。」有關處罰之特殊規定於第二十六條規定「裁判時應考慮到

正犯、教唆犯和幫助犯所具備的從重、減輕或免除刑罰的特殊 之個人關係、特徵和情況。請

參，徐久生、莊敬華譯，瑞士刑法典，中國正方出版社，西元二○○四年一月，頁 8。 

39 泰國教唆犯於刑法第八十四條規定「利用聘用、強迫、恐嚇、雇用、利誘、煽動或者其他方法，

使他人犯罪的，稱為教唆犯。受教唆人實行其犯罪的，教唆犯 應當按照 正犯處罰。受教唆

人未實行犯罪行為，不論是因沒有同意、還沒有著手或者其他原因，教唆犯應當依該罪法定

刑三分之一處罰。」是其對教唆犯之範圍相較我國為廣，且教唆未遂依教唆之罪之法定刑三

分之一處罰，亦與我國規定迴異。幫助犯則於第八十六條規定「在他人犯罪前或者犯罪時，

以任何方法幫助或者便利其犯罪的，即使他人不知道該幫助便利情況的，亦是從犯，應當依

該罪法定刑的三分之二處罰」(明文規定片面幫助犯)，即幫助犯指事前幫助和事後幫助，不

包括事後幫助，此與我國規定相同。至其處罰則按從犯之法定刑的 三分之二處罰，則與我

國及一般國家之規定相異。請參，吳光俠譯，泰國刑法典，北京：中國人民大學，西元二○

○四年一月，頁 19。 

40 瑞典依據西元一九九九年五月一日修改之刑法典，先規定刑法處罰之規定 係就正犯加以規

定，次於刑法總則共犯規定刑法處罰之條文亦適用於教唆犯及幫助犯，其有關共犯規定於第

二十三章第四條「本法典對犯罪規定的處罰，不僅適用於實施犯罪的人，而且亦適用於對以

建議或行為幫助犯罪的人。依照其他法律、行政立法性文件 應當處監禁的任何 其他犯

罪，同樣適用本規定。誘使他人犯罪，自己沒有實行的，以教唆犯罪或幫助犯罪處罰。每一

共犯應當根據可歸於其故意或過失來評判。法律對經理、債務人或其他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犯

罪規定的刑罰亦適用於犯罪的共犯。法律有特別規定的，不適用本項規定。」第二十三章第

五條規定「對被脅迫、欺騙或者濫用其年輕、單純或從屬狀態以致犯罪的共犯，或者處於次

要地位的共犯，比照為犯罪規定的其他情形，減輕處罰；對案件輕微的情形，不處罰。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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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唆犯及幫助犯。西班牙41、澳門42雖規定幫助犯，但未明文規定教唆犯。歐陸之

義大利刑法43僅規定教唆犯，卻無幫助犯之規定。至奧地利刑法則採單一正犯概

念 44，故未明文規定教唆犯及幫助犯。 

 

歐陸之挪威於西元一九九四年修正之刑法屬特殊之立法例，刑法總則編並未

                                                                                                                                            
有特殊身份的共犯科處刑罰的，同樣適用本規定。」請參，陳琴譯，謝望原審校，瑞典刑法

典，北京大學出版社，2005年 3 月，45-46 頁。  

41 西班牙刑法典將共犯分為正犯和從犯二種，並以二分法之立法方式，先就主犯(即正犯)予了規

定，次就從犯規定，謂除正犯以外稱從犯。刑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主犯和從犯應當承擔犯罪

和過失罪的刑事責任。」第二十八條「獨自、夥同他人以及將他人作為工具利用其事實犯罪

的，為正(主)犯。 

以下行為亦被認定為正(主)犯。 

１． 直接誘使他人或者多人實施犯罪的 

２． 以一種完成犯罪事實不可或缺的行為與他人合作完成犯罪行為的。 

           第二十九條「所謂從犯，是指不滿足規定，但在行為發生接受或發生時，實現或者同時

以行動合作參與完成犯罪事實的行為人，而不包括 在規定的情節 之內的。」第六十三條

「從犯既遂或者未遂的，按照法律對相同犯罪的主(正)犯規定的刑罰，降低一級處罰。」

請參，潘燈譯，西班牙刑法典，北京：政法大學，西元二○○四年一月，頁 12， 

42  澳門幫助犯刑法第二十六條規定「一  對他人故意作出之事實，故意以任何方式提供物質上

或精神上之幫助者，以從犯處罰之。二 科處於從犯之刑罰，為對正犯所規定之刑罰經特別

減輕者。」42其刑法有關幫助犯之成立須幫助犯與被幫助者均為故意犯，如二者之一為過失

犯，則無適用，則與復國刑法第二十七條之立法例相同。又幫助犯之幫助行為明文規定包括

有形幫助和無形幫助二種，與台灣地區相同，惟其並無有關教唆犯之法律規定。從犯之處罰，

因不法與罪責內涵相較從犯為輕，故按正犯之刑罰減輕之。 請參，政法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澳門政府法律翻譯辦公室編譯 ，澳門刑法典，西元一九九七年九月，北京：法律出版社， 頁

18；林錦村，論幫助犯，有關德國、日本、法國、俄羅斯、大陸地區、澳門幫助 犯之立法

例，法令月刊五五卷三期，九三年三月，請參頁 5-9。 
43 歐陸之義大利依西元一九三一年七月一日生效之刑法僅規定教唆犯，卻無幫助犯之規定，第

一百十五條僅規定教唆犯「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如果兩人以上為實施犯罪的目的而達成協議，

並且該犯罪沒有實施，不得僅因協議犯罪而對任何人予以處罰。但是，在實施某一重罪而達

成協議的情況，法官可以適用保安處分。在教唆他人實施犯罪的情況，如果教唆已被接受，

但犯罪沒有實施，適用同樣規定。如果教唆沒有被接受，並且屬於教唆某一重罪，對教唆人

可處以保安處罪的情況，如果教唆已被接受，但犯罪沒有實施，適用同樣規定。如果教唆沒

有被接受，並且屬於教唆某一重罪，對教唆人可處以保安處分。」，即認教唆犯不處罰未遂

之教唆 。請參，黃風譯，意大利刑法典，北京：政法大學，西元一九九八年十月，頁 38-39, 
44 請參，徐久生譯，奧地利刑法典，北京：中國正方出版社，西元二○○四年一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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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有共同正犯、教唆犯和幫助犯(共犯)等規定，僅於第二編重罪及第三編輕罪

如同我國刑法分則編之立法例，並在各種罪名先就正犯之構成要件予以規定，再

就教唆犯或幫助犯有無適用該正犯即分則構成要件分別明文規定，如刑法第二百

五十八條規定「嚴重竊盜罪，處罰金或者六年以下有期徒刑。幫助或教唆的亦

同 」，則屬立法上之特例45。英美法系有一級正犯與二級正犯規定，並有事前從

犯與事後從犯，與我國、大陸法系之德國、日本、法國之規定有異46。 

                                                 
45 挪威一般公民刑法典之刑法典與歐陸其他國家之刑法典立法體例有明顯不同，歐陸其他國家之

刑法典立法體例大抵均在總則規定共犯，挪威依據西元一九九四年六月六日修改之刑法典，

共有三編，四十三章，436 條，第一編總則編並未規定有共同正犯、教唆犯和幫助犯(共犯)

等規定，僅於第二編重罪及第三編輕罪即如同我國刑法分則編之立法例，先規定各種罪名就

正犯之構成要件規定，再者，幫助者亦同，例如第九章第九十八條「採取非法手段企圖改變

憲法的，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監禁。幫助的，亦同。」其他如第一百零五條（賄選罪）、

第二百五十七條（普通竊盜罪）、第二百五十七條普通竊盜罪）等均屬之。或者幫助或教唆

者亦同，如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三項規定「犯侵占罪的，處罰金或者三年以下有期徒刑 。幫

助或教唆的亦同。」，第二百五十八條規定「嚴重竊盜罪，處罰金或者六年以下有期徒刑。

幫助或教唆的亦同 」，又如第二百五十六條第一項侵占罪之立法例。亦有僅就正犯之構成

要件規定，對教唆或幫助均未規定，如第二百六十八條強盜罪「犯強盜罪的，處五年以下有

期徒刑。嚴重的強盜罪，處十二年以下有期徒刑。」請參，馬松建譯，趙秉志審校，挪威一

般公民刑法典，北京大學出版社，2005年 1 月，26-27、51 頁。 

46英國西元一八六一年「從犯與幫助犯法」(Accessories  and Abettors Act 1861)有關輕罪的

幫助犯(Abettors in misdemeanours)規定「任何人幫助、教唆、出謀劃策或者促成任何應起

訴之犯罪，依據普通法、已通過的制定法或者待通過的制定法構成犯罪的，作為正犯(主犯)

進行起訴、審理、和處刑。」(Whosoeyer shall aid ,abet,counsel.or procure the commisson 

of any indictable offence ,whether the  same be  an an  offence at commen law or  by 

virtue of any Act passed  or  to  bepassed,shall be  liable to be tried,indicted ,and 

punished as a principal offender)西元一九七七年刑事法第六十五條第四項第十二款加以

修正46，即未分幫助犯與正犯，均以正犯加以處罰。請參，謝望原主譯，英國刑事制定法精要，

北京：人民公安大學，西元二○○三年八月，頁 1、369。 

     英美刑法分一級及二級正犯，一級正犯指自己實施或假借不知情(An  innocent  agent)

之他人實施犯罪行為而言。二級正犯，則指他人實施犯罪行為時，確實在場或推定在場

(Actually  or  constructively  present)，幫助或鼓勵他人即一級正犯犯罪者而言，故無

事前及事中幫助犯，與大陸法系明顯有異。一級正犯與二級正犯承擔責任係採一級或二級正犯

個人責任之獨立性，與大陸法系明顯有異。至兩者之區別為一級正犯係親自實施或假借他人實

施，二級正犯指幫助或鼓勵方法參與犯罪，即其一級正犯與我國直接正犯、間接正犯同，至其

二級正犯與我國幫助犯相似。又英美正犯與幫助犯之區別，係以犯罪行為時是否在場為斷，無

論一級正犯或二級正犯之犯罪實施時均要在場，如實施犯罪時不在場，誘導、示意、命令或激

勵正犯實施犯罪，為事先從犯；如明知為實施重罪而故為窩藏、搭救、慰藉或協助者，為事後

從犯，是英美法承認有事後從犯(nachfolgende Teilnahme )，此與大陸法系國家有別。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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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各國共犯或間接共犯之立法例，可知間接共犯在立法例上欲作概括性及

鉅細靡遺之規定，各國咸感困難，比較法上，僅日本刑法第六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間接共犯中之教唆教唆犯，依教唆犯論處，及第六十二條第二項明文規定教唆從

犯按照從犯論處，但對幫助幫助犯、幫助教唆犯、再間接教唆犯及再間接幫助犯

等則乏明文規定，致該國學說紛歧。其他國家或地區則均乏間接共犯之明文規定。 

 

第二項  我國間接共犯之立法沿革 

 

第一款 唐律 

我國舊律關於共犯亦設有規定，惟律以「誅心」為首，不以「實行」

為必要，以致實際上僅有造意犯與從犯之分，無所謂共同正犯之觀念，且

於某種犯罪不分首從之法。古代具有教唆含義之詞語，有「謀議 」、「使」、

「教令」、「教」、「教誘」、「詐教誘」、「和令」、「意」、「造意」、「教唆」等

十種47。現行法之狹義共犯，乃舊律所謂「共犯罪」，此已見於漢書及魏志。

造意者，張斐律注之較名(定義)謂「唱首先言，謂之造意」(晉書、刑法志)。

魏律有「諸共犯罪，皆以發意為首」之條 (魏書、刑罰志)，發意即與造意

同其義。至於隨從或從，乃聽從造意而共犯者。後魏律又有「知人掠盜之

物而故買者，以隨從論」(魏書、刑罰志)。唐律(名例、共犯罪造意為首條)，

就造意及隨從，規定為「諸共犯罪者，以造意為首、隨從者減一等」，此名

                                                                                                                                            
國正犯與從犯之區別依大法官會議釋字 第一○九號解釋及實務見解以有無自己犯罪意思為

斷，如係以自己犯罪意思，參與犯罪而參與構 成要件以外，或者以幫助他人犯罪意思參與構

成要件之行為均係正犯，是從犯或正犯係以主觀犯意為判斷標準，則與英美有別。再就從屬性

而論，英美二級正犯之存在以有一級正犯之存在前提，即從屬於一級正犯存在。請參，Wayne   R. 

LaFave , Criminal  Law,4 th , West Publishibg  ,2003，p664-666；Peter W. Low,    

Criminal  Law, Rev 1st,West Publishibg ,1990，p236-237；儲槐植，美國刑法，北京：北

京大學，西元一九九六年三月，頁 55。 
47 魏東，教唆犯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2002年 12 月，12-18。 



 16

例為宋刑統及明律所沿習。而清律仍明律之舊48。我國法律發達甚早，尤以

有關犯罪與處罰之法律，更係始於三代之前，戰國李悝造法經六篇，漢有

九章律，惟唐朝以前之法律，均屬斷簡殘篇，稽考不易，迨於唐朝，始有

完整刑罰體系之留存，此即唐律49。 

唐律十二篇，分名例律、衛禁律、職制律、戶婚律、廄庫律、擅興律、

賊盜律、　訟律、詐偽律、雜律、捕亡律、斷獄律，自刑法一般原理原則

至各種犯罪以至處罰之程序，均有明確之規定，但唐律中有關共犯之規定，

非出諸其所獨創，且並非僅限於刑法總則規定之名例律而已，即在其他衛

律例以下各律，亦不乏共犯之相關規定，總則規定之名例，雖僅有三個條

文，即名例律第四二至四四條，然而所包括者至廣，其中亦有現代刑事立

法所無之規定，此種規定，與現行刑法除特殊之共犯(必要共犯)外，僅於

總則第四章規定「共犯」一章 ，條文自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一條，並不相

同，唐律對共犯向分首從，與現行刑法區分為共同正犯、教唆犯及幫助犯

不同50。 

唐律名例律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曰「諸共犯罪者，以造意為首 ，隨

從者減一等。若家人共犯止坐尊長侵損於人者，以本人首從論」51，故唐律

對共犯向分首從，與現行刑法區分共同正犯、教唆犯與幫助犯並不相同52 。

舊律罪分首從，而以造意為首，故教唆之處罰實較實施正犯為重，在邏輯

上要非不可通，蓋造意者之首犯，不一定須有身體之參與，是以首犯並非

學說上所謂主犯(正犯)，造意者為首犯為原則，但尚有其他例外，例如名

                                                 
48 戴炎輝，清律例上之共犯（上），法學叢刊一八卷一期，一九七三年一月，頁 4-5。 
49 廖正豪，唐律現行刑法有關共犯規定之比較，刑事法雜誌，二三卷三期，一九七九年六月，頁

25。 

 
50 蔡墩銘，唐律與近代刑事立法之比較研究，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五十七年三月，頁 206；

廖正豪，唐律現行刑法有關共犯規定之比較，刑事法雜誌，二三卷三期，一九七九年六月，頁

25。 
51 俞承修，前揭書，頁 212。 
52 廖正豪，前揭文，唐律現行刑法有關共犯規定之比較，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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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四二─二與四二─三「若家人共犯，足坐尊長。⋯⋯侵損於人者，以凡

人首從論；即共監臨、主守為犯，雖造意，仍以監主為首 ，凡人以從論」

53。至隨從者之從犯，雖減造意一等，但不限於所實施者為構成要件外或前

構成要件之行為，因之，並非現代各國刑法中所稱之從犯或幫助犯54。至滿

清暫行新刑律始樹立從屬主義之原則，使與正犯負同一責任。 

唐律規定「諸共犯罪者，以造意為首」55，是唐律，無論造意者抑或隨

從者應負之責任，兩者所受之法律評價，原無不同。唐律在特定情形，依

別種標準分別首從，實則不認為造意與隨從之行為態樣，在本質上有何不

同之故。是唐律已採取統一正犯概念56，非僅擴張正犯概念而已，統一正犯

概念特色在對共犯不異其處罰，就所有參與犯罪者，不問為現行法上之共

同正犯或幫助犯，均為正犯，科以同之刑罰，律上所謂「隨從」或「從者」，

祇要分擔犯罪行為(所謂加工)之一部，即為正犯，此與現行法上幫助犯之

概念不同，是時所謂幫助犯，原則上亦為正犯，對必要共犯亦規定各參與

人受同一處罰，並將其排斥適用一般共犯之規定，與正犯科以同一之刑罰，

不過因其惡性較輕，故減「造意」一等。至現行法上之共同正犯，因非「造

意」者，即被降為隨從。簡言之，對於因共同行為所發生之構成要件結果

之全部結果，造意者得全罪(各本條所規定之基本刑)，隨從者減一等。明

清律，亦復如此 57。我國舊律從犯之意義，指造意犯以外之實施者而言，

與現行所謂幫助犯或從犯之文義異，且唐律之首犯與從犯並無固定之界

限，恆依具體情形而變，首犯之不限於造意者，由此而得明證58。其與現行

法正犯與幫助犯有明顯有區分而異。 

                                                 
53 蔡墩銘，前揭書，唐律與近代刑事立法之比較研究，頁 207-209。 

54 蔡墩銘，唐律與近代刑事立法之比較研究，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五十七年三月，頁 208。 
55 俞承修，前揭書，頁 227。 
56 有謂唐名律例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諸共犯罪者，以造意為首、隨從者減一等」，區別其

處罰，當係採區別之正犯概念，而非統一正犯概念，且以不分首從之處罰為其例外，請參，廖

正豪，前揭文，唐律現行刑法有關共犯規定之比較，頁 25。 
57 蔡墩銘，前揭書，唐律與近代刑事立法之比較研究，頁 207-208；戴炎輝，清律例上之共犯（上），

法學叢刊一八卷一期，一九七三年一月，頁 4。 
58 蔡墩銘，前揭書，唐律與近代刑事立法之比較研究，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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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唆犯及間接正犯因性質上類似，故唐律對此二者並無明確區分，且

唐律中亦無間接正犯及教唆犯之用語，僅有「教令」一語，例如名例律第

三十條第三項規定「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不加刑⋯⋯即有人教

令，依其教令者⋯⋯」。依前開唐律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則造意係指共

謀犯罪人之中，其最先倡議之人，原則上亦須參與犯罪行為之實行，例外

始不參與實行，而非指對無犯罪意思之人，使其發生犯罪之決意，故與教

唆犯不同，且現行法之教唆犯並未進而實施犯罪行為，否則即為共同正犯，

是如進而實施犯罪，教唆犯與共同正犯競合，則依共同正犯論處，故唐律

所規定之造意犯並非教唆犯，實至灼然59。  

 

第二款 大清新刑律 

清律「共犯罪」之概念，猶如唐律，包括現行刑法上之共同正犯及幫

助犯。舊律在正犯與從犯不作區別，蓋基於「擴張正犯」之概念，現行法

上之正犯及幫助犯，清律與唐律相同，均屬正犯。惟造意者唱首先言，故

居於領導地位，其惡意較深，故謂之為「首」或「首惡」，科以其所犯罪之

全刑。反之，隨從者乃聽從於人，其惡性較淺，故減其所犯罪之全刑一等。

共犯罪者，除造意者一人以外，其餘之人，不問其為現行法上之共同正犯

或幫助犯，均屬於舊律上之隨從。惟清律例於特殊共犯罪，對所謂「從犯」，

視其在整個共犯罪上之地位輕重，區別為二種以上時，其地位較輕者，則

接近現行法上之從犯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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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廖正豪，前揭文，唐律現行刑法有關共犯規定之比較，頁 30-31。 

 
60  戴炎輝，前揭文，清律例上之共犯（上），頁 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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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是有謂民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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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大清新刑律總則十七章，分則三十六章，共計四百十一條，

另附 「暫行章程」五條63。 

第六章規定共犯罪，教唆犯規定第三十條「教唆他人使之實施犯罪之

行為者 為造意犯，依正犯之例處斷。教唆造意犯者，準造意犯論。」明文

規定教唆犯及教唆教唆犯，立法理由謂第一項為直接教唆犯依正犯處斷，

第二項教唆造意犯乃間接之造意犯，即「間接教唆犯」，例如甲教唆乙，轉

教唆丙殺人。按第二項之規定，甲、乙、丙俱應同論。若以為乙係聽教唆

者。不著其定名，則乙之為正犯。轉生疑義，且恐有倖逃法網者矣。則第

二項萬不可少之規定也。第三十一條規定「於實施犯罪行為之以前幫助正

犯者為從犯。得按正犯之刑減一等或二等。教唆或幫助從犯者，準從犯論」

64第二項明文規定教唆從犯及幫助幫助犯之間接共犯依幫助犯論處。 

 

                                                 
61 黃源盛，晚清法制歷代化的動因及其展開，中興法學三二期，八○年，頁 214、224。 
62 黃源盛，民初暫行新刑律的歷史與理論，刑事法雜誌四一卷六期，八六年十二月，頁 75。 
63  黃源盛，前揭文，民初暫行新刑律的歷史與理論，頁 66。 
64  立法理由為「從犯之刑比正犯之刑減一等，此本中國現刑律例之原則。(清舊律)然從犯仍有

應科原刑者，如顛覆巨鑑，非一人之力所能及。當其圖謀之際，從犯之人，忽給以水雷(即事

前供給器具之從犯)，其情節不得謂輕於正犯。各國刑法上多以從犯比正犯之刑減一等或得減

一等64。然恆有不過以一二無足輕重之語言者。情節究輕。倘照減一等或得減一等，亦未適合，

故本案特定減一等或二等之例。」，故事先幫助之處罰採「得減」而非「必減」之理由，乃

認為事前幫助之危險性有時未必輕於正犯，請參，陳子平，我國近代教唆犯．幫助犯論之發

展過程，刑事法雜誌四一卷三期，民國八六年六月，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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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民國元年暫行新刑律 

大清新刑律雖制訂完成且公布，卻未及施行，清朝即亡，民國肇建，

由於立法大業非倉促可，當時國民政府乃將大清新刑律中與民國政體相抵

觸之條文加以刪除，而於民國元年四月三十日以「暫行新刑律」之名稱公

布施行，是為民國第一部刑法典65，總則及分則與大清新刑律章同，總則為

十七章 ，分則為三十六章 ，惟實際上刪去一章，僅為三十五章，條文共

計三百九十二條，嗣又附「補充條例」十五條。共犯規定於第六章，教唆

犯規定第三十條「教唆他人使之實施犯罪之行為者為造意犯，依正犯之例

處斷。教唆造意犯者 ，準造意犯論。」明文規定教唆教唆犯依教唆犯論處。

幫助犯之條文則在第二十九條後段規定「於實施犯罪行為之際幫助正犯

者，準正犯論」66。第三十一條規定從犯「於實施犯罪行為之以前幫助正犯

者為從犯。得按正犯之刑減一等或二等。教唆或幫助從犯者，準從犯論」67。

此時立法明文規定「教唆教唆犯，準用教唆犯處罰」及「教唆幫助犯及幫

助幫助犯，準用從犯之論處」共三種間接共犯之規定。 

 

 

 

                                                 
65  黃源盛，民國四年(修正刑法草案)遮遺，刑事法雜誌四二卷六期，八七年十二月，頁 53。 
66 立法理由應在於認為於正犯實施行為時幫助正犯者，其危險性較實事前幫助者為大，遂將其

與正犯同等看待，請參，陳子平，前揭文，國近代教唆犯．幫助犯論之發展過程，頁 143。 
67  立法理由為「從犯之刑比正犯之刑減一等，此本中國現行律例之原則。(清舊律)然從犯仍有

應科原刑者，如顛覆巨鑑，非一人之力所能及。當其圖謀之際，從犯之人，忽給以水雷(即事

前供給器具之從犯)，其情節不得謂輕於正犯。各國刑法上多以從犯比正犯之刑減一等或得減

一等67。然恆有不過以一二無足輕重之語言者。情節究輕。倘照減一等或得減一等，亦未適合，

故本案特定減一等或二等之例。」，故事先幫助之處罰採「得減」而非「必減」之理由，乃

認為事前幫助之危險性有時未必輕於正犯，請參，陳子平，前揭文，國近代教唆犯．幫助犯

論之發展過程，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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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民國十七年舊刑法 

民國三年禮聘原「大清新刑律」草擬者即日本法學博士、東京帝國大

學教授岡田朝太郎參與修訂工作，歷時八月，至民國四年二月，全編告成，

計總則十七章，分則三十八章，凡四百三十二條，史稱「第一次刑法修正

草案」，第六章規定共犯罪68。復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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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規定教唆教唆犯依教唆犯論處。幫助犯

則第三十七條規定「幫助正犯者為從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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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是第二次修正草案明文規定教唆教唆犯及教唆幫助犯二種間接

共犯。 

後以「暫行新刑律」不適時用，遂命王寵惠提出草案，復經伍朝樞等

審查改定，而於民國十七年三月公布、同年九月施行，此即「舊刑法」70。

舊刑法第四十三條規定「教唆他人使之實施犯罪之行為者為教唆犯。教唆

教唆犯，亦同。教唆犯處以正犯之刑。 」第四十四條規定「幫助正犯者，

為從犯。教唆從犯者，以從犯論。從犯之刑，減正犯之刑二分之一。但由

於實施犯罪行為之際，為直接及重要之幫助者，處以正犯之刑。」第四十

六條規定「知正犯之情而幫助正犯者。雖正犯不知共同之情，仍以從犯論。」

71明文規定教唆教唆犯依教唆犯論處及教唆幫助犯依從犯論，惟刪除暫行新

刑律幫助幫助犯準用從犯之論處，是舊刑法僅有教唆教唆犯及教唆幫助犯

二種間接共犯之規定。 

 

                                                 
68 黃源盛，前揭文，民國四年(修正刑法草案)遮遺，頁 53、58。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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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陳子平，前揭文，我國近代教唆犯．幫助犯論之發展過程，頁 113。   
71 陳子平，前揭文，我國近代教唆犯．幫助犯論之發展過程，頁 143 至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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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  民國二十四年制訂之現行刑法 

「舊刑法」因其中不乏內容被認為有窒礙難行與疏漏之處而再加以修

改者，民國二十四年元月元日重新公布新刑法、同年七月一日施行，此即

「現行刑法」。教唆犯於第二十九條規定「教唆他人犯罪者，為教唆犯。教

唆犯，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之。被教唆人雖未至犯罪，教唆犯仍以未遂犯

論。但以所教唆之罪有處罰未遂犯之規定者，為限。」幫助犯在第三十條

規定「幫助他人犯罪者，為從犯。雖他人不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從犯之

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72已無明文教唆教唆犯依教唆犯處罰、教唆

幫助犯及幫助幫助犯準用從犯或依從犯論處之規定，即已無間接共犯之明

文規定，遑論再間接共犯之規定。 

 

第六款  刑法修正草案 

行政院、司法院於九十一年十一月七日會銜送請立法院審議之刑法修

正草案教唆犯並無修正，至幫助犯於第三十條增列73第三項「被幫助之人雖

因未滿十四歲或因第十九條第一項之情形而不罰，幫助仍依其所幫助之罪

處罰之。但得減輕其刑。」將共犯由極端從屬性改採限制從屬性74。 

 

第七款  九十四年二月二日公布(九十五年七月一日施行)之刑法總則 

教唆犯第二十九條規定「教唆他人使之實行犯罪行為者，為教唆犯。

                                                 
72 陳子平，前揭文，我國近代教唆犯．幫助犯論之發展過程，頁 113。 
73 行政院、司法院於七十九年二月十三日函請立法院審議之「中華民國刑法修正草案」第三十條

修正草案內容與九十一年十一月七日行政院、司法院函請立法院審議之修正草案內容相同。 
74 立法院司法委員會編製，，九十二年五月廿六日印，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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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唆犯之處罰，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之。」75幫助犯第三十條規定「幫助他

人實行犯罪行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不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

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76，將「從犯」用語改以「幫助犯」稱之，

與現行法同，並無間接共犯之明文規定。 

 

                                                 
75 修正立法理由如下：一、關於教唆犯之性質為何，實務及學說之見解至為混亂，惟依現行教唆

犯之立法理由「教唆犯惡性甚大，宜採獨立處罰主義。惟被教唆人未至犯罪，或雖犯罪而未

遂，即處教唆犯既遂犯之刑，未免過嚴，故本案規定此種情形，以未遂犯論。」似可得知係

採共犯獨立性說立場。 

二、教唆犯如採共犯獨立性說之立場，實側重於處罰行為人之惡性，此與現行刑法以處罰

犯罪行為為基本原則之立場有違。更不符合現代刑法思潮之共犯從屬性思想，故改採德國

刑法及日本多數見解之共犯從屬性說中之「限制從屬形式」。依限制從屬形式之立場，共犯

之成立係以正犯行為（主行為）之存在為必要，而此正犯行為則須正犯者（被教唆者）著

手於犯罪之實行行為，且具備違法性（即須正犯行為具備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始足

當之，至於有責性之判斷，則依個別正犯或共犯判斷之，爰刪除現行條文第三項失敗教唆

及無效教唆之處罰，並修正要件為「教唆他人使之實行犯罪行為者，為教唆犯」，亦即被教

唆者未產生犯罪決意，或雖生決意卻未實行者，教唆者皆不成立教唆犯。 

三、修正後之教唆犯既採共犯從屬性說之立場，因此，關於教唆犯之處罰效果，仍維持現行

法第二項「教唆犯，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之」之規定，在適用上係指被教唆者著手實行，且

具備  違法性後，教唆者始成立教唆犯。而成立教唆犯後之處罰，則依教唆犯所教唆之罪

（如教唆殺人者，依殺人罪處罰之）。至於應適用既遂、未遂何者之刑，則視被教唆者所實

行之構成要件事實既遂、未遂為斷。 
76 修正立法理由如下： 

一、關於現行幫助犯之性質，實務及學說多數見解，認係採共犯從屬性說之立場，然第一項

關於幫助犯之規定，與現行條文第二十九條第一項體例相同，在解釋上，亦滋生共犯獨立性

說與從屬性說之爭。依學界通說既認幫助犯應採共犯從屬性說之「限制從屬形式」，使教唆

犯及幫助犯之從屬理論一致，爰修第一項之文字，以杜疑義。 

二、「從犯」一語，常有不同解讀，關於教唆犯之理論，既改採從屬性說中「限制從屬形式」，

已如前述，則「從犯」一語宜修正為「幫助犯」，以符本意。爰將第一項前段之文字，修正

為「幫助他人實行犯罪行為者，為幫助犯」，並明示幫助犯之成立，亦以被幫助者著手犯罪

之實行，且具備違法性為必要。至於被幫助者是否具有「有責性（罪責）」，皆不影響幫助犯

之成立。因此，如被幫助之人未滿十四歲，或有第十九條第一項之情形而不罰，依幫助犯之

限制從屬形式，仍得依其所幫助之罪處罰之。 

三、由於幫助犯之不法內涵輕於正犯、教唆犯，在處罰效果上，仍維持「得減輕其刑」之規定

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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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款 小結 

從教唆犯、幫助犯及間接共犯之立法沿革，大清新刑律三十條第二項

規定「教唆造意犯者 ，準造意犯論。」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教唆或幫

助從犯者，準從犯論」。暫行新刑律第三十六條第二項規定「教唆教唆者，

亦同。」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教唆或幫助從犯者，準從犯論。」就教

唆教唆犯、教唆幫助犯或者幫助幫助犯等三種間接共犯定有明文，與大清

新刑律相同，僅對幫助教唆犯之間接共犯未作規定。 

舊刑法階段，先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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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犯則第三十七條規定「幫助正犯者為從犯。教

唆從犯者以論。」，對教唆教唆犯、教唆從犯二種間接共犯均明文規定。舊

刑法第四十三條規定「教唆他人使之實施犯罪之行為者為教唆犯。教唆教

唆犯，亦同。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教唆從犯者，以從犯論」77，與暫行

新刑律比較，均有教唆教唆犯及教唆幫助犯二種間接共犯之規定，但刪除

幫助幫助犯之規定，同暫行新刑律亦無幫助教唆犯之規定。現行刑法又將

教唆教唆犯及教唆幫助犯予以刪除，至此對間接共犯已無明文規定，新修

正刑法總則亦無間接共犯之規定。 

是我國大清新刑律、暫行新刑律及舊刑法曾有教唆教唆犯、教唆幫助

及幫助幫助犯之規定，現行刑法已刪除，乏明文規定，非謂間接共犯，無

規定必要，僅難以規定，而讓諸理論之補充或實務判決闡釋而已，實務上

更無法避免討論此問題78，是最高法院曾著有判例79或決議80。我國間接共犯

                                                 
77 蔡墩銘，間接共犯之形態，刑事法雜誌六卷二期，五一年四月，頁109。 
78 鄭健才，前揭文，頁 3 
79 最高法院19年上字第1907號判例要旨「據原審認定事實，甲欲將其子乙殺死，託由丙覓丁轉

覓戊，再由戊轉覓己將乙刺斃，如果屬實，則丙丁上訴人等之犯罪行為，實係輾轉教唆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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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日本言，因法無明文規定，見解益徵歧異。以下謹就間接共犯之立法

沿革以圖表示之   

 

圖表：間接共犯之立法沿革 

 

刑法名稱  條文規定內容 間接共犯之規定及處罰 備註 

唐律 唐律名例律第四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曰「諸共犯罪者，

以造意為首，隨從者減一

等。若家人共犯止坐尊長侵

損於人者，以本人首從論」

無明文規定  唐 

大清新刑律 第三十條「教唆他人使之實

施犯罪之行為者為造意

犯，依正犯之例處斷。教唆

造意犯者 ，準造意犯論。」

第二十九條後段規定「於實

施犯罪行為之際幫助正犯

者，準正犯論」；第三十一

明文規定間接共犯有教唆

教唆犯、教唆幫助犯、幫

助幫助犯三種。處罰方

面，教唆教唆犯依教唆犯

處罰，教唆從犯及幫助從

犯依從犯處罰。 

清 

                                                                                                                                            
丁上訴人為教唆教唆犯，丙上訴人為再間接教唆犯，如無丙等之間接教唆，則己刺斃乙之犯罪

行為，將無由發生，其間顯屬因果關係之延長，第一審對於上訴人等之所為，依據刑法第四十

三條、第二百八十二條第一項處斷，原無不合。」；最高法院29年上字第3380號判例要旨「從

犯係幫助他人犯罪，教唆犯係教唆他人犯罪，均非自行實施犯罪之人，此觀於刑法第二十九條

第一項、第三十條第一項之規定甚明，故刑法上之教唆犯，並無幫助犯，其幫助教唆者，仍應

解為實施犯罪（即正犯）之幫助犯，如幫助教唆殺人而被教唆人並未實施者，在教唆犯固應以

殺人未遂論科，而幫助教唆之人，仍因無實施正犯之故，不成立殺人罪之從犯。」 
80最高法院 28 年七月二十五日決議 (一)「教唆之教唆仍屬教唆犯，但以所教唆之人已向他人教

唆其實行犯罪為成立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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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從犯「於實施犯罪行

為之以前幫助正犯者為從

犯。得按正犯之刑減一等或

二等。教唆或幫助從犯者，

準從犯論」。 

暫行新刑律 第三十條「教唆他人使之實

施犯罪之行為者為造意

犯，依正犯之例處斷。教唆

造意犯者，準造意犯論。」

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教

唆或幫助從犯者，準從犯

論。」 

明文規定間接共犯有教唆

教唆犯、教唆從犯、幫助

從犯三種。處罰方面，教

唆教唆犯依教唆犯處罰，

教唆從犯及幫助從犯依從

犯處罰。 

晚清 

第二次刑法

修正草案理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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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犯第三十七條規定「幫

助正犯者為從犯。教唆從犯

者以論。」 

間接共犯有教唆教唆犯、

教唆從犯二種。處罰方

面，教唆教唆犯依教唆犯

處罰，教唆從犯依從犯處

罰。 

民國八年 

舊刑法 舊刑法第四十三條規定「教

唆他人使之實施犯罪之行

為者為教唆犯。教唆教唆

犯，亦同。」第四十四條第

二項規定「教唆從犯者，以

從犯論」 

明文規定間接共犯有教唆

教唆犯、教唆從犯二種。

處罰方面，教唆教唆犯依

教唆犯處罰，教唆從犯依

從犯處罰。 

民國十七年

現行刑法 第二十九條規定「教唆他人無規定 民國廿四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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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者，為教唆犯。教唆

犯，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

之。被教唆人雖未至犯罪，

教唆犯仍以未遂犯論。但以

所教唆之罪有處罰未遂犯

之規定者，為限。」第三十

條規定「幫助他人犯罪者，

為從犯。雖他人不知幫助之

情者，亦同。 從犯之處罰，

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刑法之修正

草案 

 

第二十九條「教唆他人犯罪

者，為教唆犯。教唆犯，依

其所教唆之罪處罰之。被教

唆人雖未至犯罪，教唆犯仍

以未遂犯論。但以所教唆之

罪有處罰未遂犯之規定

者，為限。」「第三十條「幫

助他人犯罪者，為從犯。雖

他人不知幫助之情者，亦

同。 從犯之處罰，得按正

犯之刑減輕之。被幫助之人

雖因未滿十四歲或因第十

九條第一項之情形而不

罰，幫助仍依其所幫助之罪

處罰之。但得減輕其刑。」

無規定 民國九十一

年 

新修正刑法 第二十九條規定「教唆他人無規定 民國九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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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則 使之實行犯罪行為者，為

教唆犯。教唆犯之處罰，

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

之。」第三十條規定「幫

助他人實行犯罪行為

者，為幫助犯。雖他人不

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

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

刑減輕之。」 

 

年二月二日

公布 

    

 

第三項  參考文獻之來源與範圍 

 

本文所蒐集之參考文獻，除透過網際網路購買日、英、美、加及大陸地區等

國法學學術論著專書外，並以國內台灣大學、政治大學、國家圖書館、司法官訓

練所等圖書館及期刊為基礎，輔以司法院公報刊載之判決，與由司法院網站查詢

最高法院、台灣高等法院等法院之判決，蒐集有關共犯及間接共犯之論著及判決。 

蒐集資料時，發現日本之所以在亞洲法學執牛耳之地位， 實當之無愧，蓋

由其早期之著作，對很多共犯及間接共犯之理論及相關問題即曾探討，並有很深

入之論述，較諸台灣當時之法學著作，實屬優之。又其教科書之著作對相關問題

之頗析，引經據典，論述甚詳，令人不得不佩服，斯有謂經濟、政治、國力強弱

與其法學發展息息相關，實屬有據。 

日本有很多刑法之注釋書，早於昭和四四年(西元一九六九年)團藤重光編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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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註釋書，該註釋書，非團藤重光一人之著作，而係集合多數法學先進編纂而成，

且內容非常豐富，對相關問題爭點、學說看法、相關文獻、實務判決等頗多著墨，

對後學者研究刑法頗有助益，故後來亦有相關注釋書出版，如大塚仁著「注解刑

法」81；前田雅夫、松本時夫、池田修、渡邊一弘、大谷直人、河村博等著「條

解刑法」82。相較台灣，至今尚未有刑法相關註釋書出版，頗值台灣法學界深思，

殷盼台灣法學者能集思廣益，發揮團隊精神，早日出版刑法典註釋書，如有人完

成，在台灣刑事法學界將擁有一定之歷史地位。 

筆者亦發現大陸地區出版翻譯甚多外國刑法典，如法國、泰國、義大利、奧

地利、西班牙、瑞士、瑞典、挪威、丹麥及俄羅斯等刑法典，並有將刑法博士論

文加以出版，可知大陸地區近來因持續改革開放，尤其加入ＷＴＯ之後，為與世

界接軌，派遣多人赴西方先進國家及第三世界留學進修取經，積極蒐集研究其他

先進國家及第三世界國家之立法例及經驗，汲取後兼及其中國社會主義特色，並

加以實踐，在法律上有顯著進步，並有積極之企圖心，實值台灣地區法學界深思

並及早因應，否則將被迎頭趕上。 

筆者受限無法通曉泰文、義大利文、西班牙等外文，致無法深入了解該等翻

譯著作有關共犯及間接共犯規定之詳細內涵和該等國家實務、學說之見解，致無

法比較，是其中憾事。

                                                 
81 大塚仁，注解刑法，增補二版，青林書院，昭和五九年。 
82 前田雅夫、松本時夫、池田修、渡邊一弘、大谷直人、河村博等著「條解刑法」，弘文堂，平

成 14年 6 月（西元 2002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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