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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間接共犯之形態與正犯、共犯之界限   

第一節  共犯與正犯概念 

 

第一項  共犯之定義 

 

共犯有最廣義、廣義及和狹義之分(如下列圖示)，最廣義共犯指兩個以上之

行為人共同實現構成要件之情況，又可以分為任意共犯(zufällige  Teilnahme)

和必要共犯(notwendige Teilnahme)。任意共犯指單獨一人可自行完成構成犯

罪，亦可透過二人實施犯罪，如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妨害性自主及第二百二十二

條第一項第一款輪姦罪、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竊盜罪及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

款結夥竊盜罪等。必要共犯則指犯罪構成要件只有複數之人(二人以上)才能實施

犯罪，如刑法第一百五十條聚眾施強暴脅迫罪、第二百三十九條重婚罪，又分為

對向犯及聚眾犯。對向犯(Begegnungsdelikte, 對立之犯罪)指二人以上之行為

人互相對向行為為要件之犯罪，如重婚罪、賄賂罪等。 聚眾犯或眾合犯 

(Konvergenzdelikte) 即指犯罪之成立非有相同目的之多數人加入不可者或需

要向同一目標之多眾人的共同行為，在刑法上多以「聚眾」表示
212，又分為集合

性、眾合犯、集團犯213。又集團犯因群眾心理之特徵，按照參與之形式、程度，

對參與者之處罰分為不同等級，如我國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條聚眾不解散罪、日本

刑法第一百零六條騷擾罪等，其處罰分為首謀及在場助勢之人而異其處罰214。 

                                                 
212 大塚仁，前揭書，頁 260。 
213 野村稔，刑法總論，成文堂，平成十六年四月十日，頁 379，集團犯係需要指向同一目標的多

眾人的共同行為。 
214 有認集團性犯罪，應否定共犯 規定之適用，有認集團性犯罪，仍應貫徹自己責任原則，應肯

認共犯之成立，請參，野村稔，前揭書，刑法總論，頁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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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共犯，指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狹義共犯則專指教唆犯和幫助犯

215，亦稱加工犯216。刑法分則關於各犯罪構成要件之規定，原則係以一人單獨犯

罪之場合即以單獨犯為基準設其規定，惟仍得以二人以上之人通心協力為一體而

行，則稱為為共犯217。又刑法對於構成要件之規定係以單獨犯實行行為為基準而

設其規定，則狹義之共犯亦稱「構成要件之修正形式」，又有「刑罰擴張原因」

之稱 218。本文之共犯專指狹義共犯即教唆犯及幫助犯。 

 

圖示 

 

 

 

 

 

 

 

 

 

 

 

 

 

 

                                                 
215 大谷實，前揭書，頁 418；野村稔，前揭書，頁 377-378；植松正，前揭書，刑法概說Ｉ總論，

頁 349。 
216 野村稔，前揭書，頁 378；植松正，前揭書，頁 349。 
217 植松正，前揭書，頁 349。 
218 林錫湖，刑法總論，初版，八八年八月，頁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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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共犯與正犯之區別 

 

第一款  學說見解 

 

正犯(Taterschft)係和狹義共犯（教唆犯、幫助犯）相對立之概念，共犯與

正犯之區別，學說上有下列三說：(一)主觀說；(二)客觀說；(三)折衷說，折衷

說又分為行為支配說、綜合說二說。 

(一)主觀說：以因果關係之條件說為基礎 ，作為原因之所有條件都是同等的，

以因果關係作區分，出於實施「自己」之行為意思而進行行為的是正犯；出

於影響「他人」之行為的意思而實施行為的是共犯。 

主觀說又分為下列目的、故意二說 

１、目的說( Zwecktheorie)：又稱利益說(Interessentheorie)，側重行為

人之意念，是否為正犯，以行為人主觀想法為判斷基準，即行為人以自己

之目的或利益而實施行為者，為正犯；如為他人之目的或利益而實施行為

者，為共犯。 

２、故意說：行為人以正犯意思(animus  auctoris )實施行為者為正犯；行

為人以參與意思(animus  socii)實施行為者為共犯。 

 

（二）客觀說(實質說)：不以行為人之意思，而以行為外觀(客觀)意義為標準，

法實證主義持這種見解，依其著重點不同，尚可分為下列實質客觀說和

形式客觀說 ： 

 

１、實質客觀說：不依法律規定，而就行為之實質決定之，凡共犯之行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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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之完成有影響者，為正犯；僅有輕微之影響者，則為共犯219。亦有

以因果關係中之原因說為基礎，依原因力程度不同，區別原因與條件 ，

對結果發生具有原因的人是正犯；僅提供條件的人是共犯。  

２、形式客觀說：又可分為構成要件說、時間說 

（１）構成要件說：正犯與從犯之區別應依構成要件事實定之，實施符合

構成要件之行為者是正犯，又在法律上和正犯同等之形態，即將他

人作為利用工具之間接正犯亦是正犯。又實施構成要件以外之行

為，即實施修正構成要件行為之教唆行為和幫助行為，對正犯有影

響的是共犯。所謂實施構成要件行為者，即實行行為，所謂實施構

成要件以外之行為，即非實行行為。德國李斯特(Franz  von  

Liszt)是形式客觀說之擁護者220，依此說，任何把風行為，皆為幫

助犯，而非正犯。 

 

（２）時間說：其區別以實行犯罪之時間為定，他人實行犯罪之際而為加

功者，對於犯罪已有直接關係，為正犯；有間接關係，則為從犯；

換言之，在他人實施犯罪之際為幫助行為者，縱未參與，亦為正犯，

惟於實行犯罪前為幫助者，始成立從犯221。 

 

(三)折衷說： 

１、目的行為支配說(finale Täterrschaft)：調和主觀說與客觀說，依目

的實現意思而為之目的行為支配，為正犯之特徵，從而倘可認其行為

係目的行為支配者乃正犯，否則為共犯，意即有目的利用實現構成要

件之意思，根據一定行為支配、控制因果關係，即根據有無此種行為

支配區分正犯和共犯，有者為正犯，無者為共犯，是謂行為支配說。

                                                 
219 韓忠模，前揭書，頁 282-283。 
220 蔡墩銘，前揭書，刑法精義，頁 315-316；林東茂，刑法綜覽，學林，二○○三年一月，頁

171。 
221 韓忠模，前揭書，頁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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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又可細分為下列三種：行為支配、意思支配、功能支配。 

(１)、行為支配：著手構成要件之人(直接正犯與同時犯)，屬於行為支配，

與客觀說意見相同。反之，則為共犯。 

(２)意思支配：幕後主使者，掌握事件全程之間接正犯，屬於意思支配，

教唆者無法對於被教唆者強烈意思支配，所以不是正犯。 

(３)功能支配：先有犯罪意思之聯絡，分擔非構成要件之行為，是功能上

支配，為正犯，如發號施令之幫派老大，屬於功能支配，此種支配及

意思支配之說法，與主觀說互為呼應 222。 

此說為晚近德國刑法學界所採，正犯犯罪之支配者，不僅須有支配

者，且須有支配之能力，亦即行為人對於犯罪之全部過程，須居於支配之

地位，方足以言正犯。至於從犯不具備此種能力，只從屬於正犯支配而成

立犯罪223。 

 

２、綜合說：將行為人主觀說與形式客觀說予以單純之結合， 只要行為人出

於自己犯罪，抑或所實施為構成要件之行為 ，為正犯；如行為人出

於為他人犯罪之意思，且所實施之行為為構成要件以外之行為，始可

認為共犯。 

 

 

第二款  實務見解 

實務見解採折衷說之目的行為支配說及形式客觀說，如最高法院二十四年七

月決議(一)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參與犯罪構成要件之行為者為正犯。(二)以幫助

他人犯罪之意思而參與犯罪構成要件之行為者為正犯。(三)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

                                                 
222 林東茂，前揭書，頁 171-172。 
223 高仰止，前揭書，頁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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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而參與，其所參與之行為，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行為者，為從犯。(四)以自

己犯罪之意思而參與，其所參與之行為，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行為者，為正犯。

224  

 

第三款  本文見解 

主觀說和客觀說，因二說基礎之因果關係說自身不正確的，因此不能贊同

225。主觀說之判斷基準不確定，正犯概念有時過寬，有時過窄。形式客觀說，正

犯概念縮小，即限制正犯之適用範圍，對行為人比較有利 ，依法實證主義者 ，

比較能實現法治國原則，但其缺點為過度相信感官經驗可以察覺之事物，無法回

答不能被感官察覺之間接正犯，亦不能圓滿說明某些共同正犯之特徵226，例如有

些組織犯罪，幫派首腦居於幕後主使角色，僅因其未參與構成要件之實施，而只

能論以幫助犯，其不合理之處甚明。    

本文採目的行為支配說，為區別共犯與正犯之基礎理論，輔以形式客觀說之

構成要件說。如親自實施構成要件(直接正犯)或者將他人視為工具加以利用，在

法律上評價如同自己親自實施者，如間接正犯均屬正犯。所謂共犯係不自己親自

實施或未將他人利用工具視同自己實施，而是透過教唆或幫助正犯之方式參與正

犯之行為，簡言之，即透過正犯之實行行為參與犯罪。 

屬於正犯和共犯之中間狀態是共同正犯，惟共同正犯究竟是正犯或共犯即成

問題，蓋共同正犯可能全部之人都實施構成要件之實行行為，抑或部分人實施構

成要件之實行行為，其他之人非實施構成要件之行為，即為共犯行為 ，故共同

正犯同時兼具正犯和共犯之特徵227。 

                                                 
224 蔡墩銘，前揭書，刑法精義，頁 314-318。 
225 大谷實，前揭書，頁 421-422。 
226 林東茂，前揭書，頁 171。  
227 大谷實，前揭書，頁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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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擴張正犯概念與限制正犯概念 

 

第一款  擴張正犯概念 

以實施構成要件行為之正犯固無問題，惟刑法及特別刑法之構成要件並非專

為正犯之規定，是對正犯概念有擴張正犯概念與限制正犯概念二種學說對立。擴

張正犯概念(extensive  Täterbegriff，或稱統一正犯概念、單一正犯概念)，

為解決法益侵害之直接實行者為傳統之正犯概念 所不能解決之問題而設計之概

念，所有參與構成要件該當結果之人，不設任何條件，無論為直接或間接、積極

或消極，均不失為以某種方法對於法益予以侵害者，犯罪係直接單獨由自己親自

實施，抑或以教唆或幫助方法利用他人實施，性質上並無差異，凡對於事實之實

現有參與任何原因者皆應為正犯，故倘無共犯規定，一切之共犯均應依正犯(實

行行為者 )予以處罰，即單一正犯概念。惟因現行法就教唆、幫助設有特別規定，

故於此範圍內，不過將此二者從正犯概念予以排除而已。故此說，毋庸特別設計

間接正犯之概念，其行為當然屬於本來之正犯，因而教唆犯、幫助犯乃刑罰縮小

原因，而成為縮小之共犯概念228。故刑法一切共犯，本質上均為正犯229。唐律不

認造意與隨從是行為態樣，在本質上有何不同故採統一從犯概念。簡言之，廣義

之共犯，即應統一認為正犯，即主張統一正犯概念或包括正犯概念，其理論出發

點在於一切之起因者，特色在對共犯不異其處罰，就所有參與犯罪者，均應成為

正犯，科以同一之刑罰230，故亦稱單一正犯概念。 

 

                                                 
228 林錫湖，前揭書，頁 368。 
229 蔡墩銘，前揭書，刑法精義，頁 304-305。  
230 蔡墩銘，前揭書，唐律與近代刑事立法之比較研究，頁 208；蔡墩銘，前揭書，刑法精義，頁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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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法上，立法例認為給予所有犯罪之成立提供條件的人都是正犯，不重視

教唆犯、幫助犯等類型，使用了統一正犯之概念(Einheitstäterbegriff)，乃至

包括的正犯者概念（umfassenderTäterbegriff），如挪威刑法第五十八條、丹麥

刑法第二十三條、意大利刑法第一百一十條、巴西刑法第二十五條以下，奧地利

刑法第十二條231及一九六○年之 蘇聯刑法232等。 

 

第二款  限制正犯概念 

限制正犯概念(restriktiver  Täterbegriff )，以正犯限於以實行構成要

件之行為為出發點。刑法及特別刑法只規定正犯行為，不包括教唆犯與從犯，簡

言之，即縮小正犯之適用。教唆或幫助行為，既非構成要件行為，除非刑法或特

別刑法有特別規定存在，實不可予以任意處罰，故刑法特別規定設有共犯一章，

以處罰共犯行為。故此種意義之正犯概念，向外甚為狹窄，幫助犯或教唆犯固非

屬正犯，就如間接正犯亦拒絕承認其為正犯，則正犯之認定趨向嚴謹，則共犯之

認定自然隨之寬廣，是限制正犯概念與擴張共犯概念互為消長之關係233。從而共

犯規定不失為刑罰擴張原因，即本來僅適用於正犯之刑罰法規，將其擴張適用於

非實行構成要件之行為，據此，正犯概念頗為狹隘，而原應屬於正犯者，亦可能

歸入於共犯概念之內，是其結果無異擴張(大)共犯之範圍，限制正犯之概念234。 

比較法上，一般區分正犯和狹義共犯，即採限制正犯概念之立法例，有日本

刑法第六十一條以下、德國刑法第二十五條以下，法國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之四

以下，波蘭刑法第二十六條以下，瑞士刑法第二十四條以下，希臘刑法第四十五

條以下，羅馬尼亞刑法第一百二十條以下、俄羅斯刑法第三十三條、大陸地區刑

法第二十七條至第二十九條等。 

                                                 
231 大塚仁，前揭書，刑法概說(總論)，頁 262。 
232 蔡墩銘，前揭書，刑法精義，頁 314。 
233 林錫湖，前揭書，頁 368。 
234 蔡墩銘，前揭書，刑法精義，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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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本文見解 

擴大正犯之範圍，以致形成單一正犯概念，即無必要探討共犯及間接共犯之

必要。又擴大正犯概念，則共犯視為正犯，勢必破壞構成要件之認定，且未有輕

重之分，無視侵害法益之輕重及在犯罪所扮演之角色，有害於人權之保障，殊屬

不當，故宜採限制正犯概念235。我國自大清新刑律、暫行新刑律、舊刑法、現行

法、九十四年二月二日公布之刑法總則，除對共同正犯之規定外，並明文規定教

唆犯及幫助犯，故屬限制正犯概念之立法例。   

 

 

第四項  教唆犯與幫助犯之區別 

 

教唆犯係創造犯意或專以誘使他人使其產生犯意，即被教唆者原無犯罪之意

思，因受教唆而啟發犯罪。如被教唆人原已有犯意，而教唆行為僅係堅定其犯意

者，應屬於幫助犯，而非教唆犯(參最高法院十八年上字第一一二之八判例、二

十一年上字第五○四號判例)。幫助犯係對本有犯意之人加以協助，無論意思或

行為要件，與教唆犯迴異236，且依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後段明文規定有片面幫助

犯，係採取行為共同之理論，亦與教唆犯採犯罪共同說之共犯理論，即教唆犯與

正犯須有共犯之意思連絡，不肯認片面教唆犯有別237。又幫助犯為共犯從屬性，

正犯不成立犯罪，幫助犯亦不成立幫助犯。教唆犯則不因被教唆者未至犯罪而不

處罰(參現行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重在共犯獨立性而非從屬性。二者之

                                                 
235 蔡墩銘，前揭書，刑法精義，頁 305-306。 
236 朱石炎，略論教唆犯，法令月刊，二七卷九期，一九七六年九月，頁九；高仰止，教唆犯論，

收錄，現代刑法基本問題，三民，七十年一月，頁 253。 
237 柯慶賢，刑法專題研究，頁一九五、二○五，台北：三民，八七年三月，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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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區別係正犯有無產生犯意而定，對已有犯意之正犯予以協助係幫助犯，對無

犯意之正犯使其產生犯意係教唆犯。教唆犯與幫助犯區別如下238： 

 

 分類 教唆犯 幫助犯 

一 名稱又稱  造意犯 從犯 

二 行為時，正犯是否已

有犯意 

正犯為無犯意之人 正犯為已有犯意之人 

三 行為時間 限於事前 事前、事中均可，不承

認事後幫助 

四 處罰 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 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五 刑罰 與正犯同一構成要件

之法條 

與正犯同一構成要件之

法條 

六 正犯未遂是否處罰 仍處以未遂犯論處 幫助犯不成立犯罪 

七 不作為可否為之 限於作為犯 作為、不作為均可 

八 有無承認片面犯(即

與正犯是否以犯意

連絡為必要) 

無 有 

九 罪責(可罰性) 較重 較輕 

十 法條引據不同 刑法第二十九條 刑法第三十條 

十一 行為在正犯著手實

施前或後 

著手前 大都在著手後，著手前

之幫助亦可 

十二 從屬性否 從屬性兼獨立性 從屬性 

 

 

                                                 
238 鄭健才，刑法總論，台北：三民，八○年九月，頁22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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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無形幫助犯與教唆犯之區別 

 

具體事例上，無形從犯之幫助行為或與教唆犯不易區別，然概念上教唆犯之

本質係教唆無犯罪意思之人使之產生犯罪實行之犯意，即製造他人新的犯意239。

無形幫助犯係對犯罪實行者即正犯，以精神上激勵、忠告對犯罪實行行為加以援

助，其堅定意志，使他人犯罪之實行容易，與教唆犯之本質不同，二者之界限甚

明，不致混淆240。前開區別，向為實務見解所肯定，如最高法院十八年上字第一

一二六號判例「教唆他人使其實行犯罪之行為，若被教唆人先已具有犯意，則為

訓導指示之從犯。」241 

 

 

第二節  間接共犯之定義及形態 

第一項  間接共犯之定義 

 

正犯有直接正犯與間接正犯之別，理論上共犯應亦有直接共犯及間接共犯之

區分，惟一般直接共犯係指教唆犯、幫助犯，間接共犯究何所指？對正犯之教唆

或幫助，通說認為因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分別有規定，即所謂直接共犯。

惟對於教唆犯或幫助犯予以教唆或幫助，應否視為共犯，學者見解未趨一致，現

行法亦乏明文規定。如就引起犯罪事實之因果關係而論，共犯係與犯罪結果發生

                                                 
239 齊藤信宰，前揭書，頁 366。 
240 森下忠，前揭書，頁 231；齊藤信宰，前揭書，頁 370-371；下村康正，刑法總論，台北：三

民，八○年九月，頁 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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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66。 
241 其他相同之判例，如最高法院二一年上字第五○四號、二四年上字第八九○號、三十年上字

第一六一六號判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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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直接發生關連，但仍有與犯罪事實發生有間接發生關連，是就因果關係之延長

言，教唆他人使之教唆或幫助正犯，抑或幫助他人使之幫助或教唆正犯犯罪，其

均為教唆或幫助正犯犯罪，僅為直接或間接之別，是此種共犯殆不失為一般所稱

之共犯，即屬間接共犯242。間接共犯有無可罰性及可罰性之範圍，則為本論文主

要探討之內容。 

教唆犯及幫助犯之狹義共犯與正犯產生關係，稱為「直接共犯」；反之，如 

非直接與正犯產生關係，係透過共犯始與正犯產生關係，如幫助幫助犯(間接幫

助犯)、幫助教唆犯、教唆教唆犯、教唆幫助犯等即屬「間接共犯」(如下列圖示)。 

數人對正犯犯罪之加工，有直接或間接影響之區分，而間接共犯對於犯罪結

果之發生，不若直接共犯之影響，居較不重要之地位，故我國一般教科書對此種

間接共犯未予論述，或僅偶而一提，致對其概念或本質，有欠明瞭，不為人注意

243。  

                                                 
242 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頁98。 

243 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頁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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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犯 幫助 教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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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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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 

 

 

圖示：間接共犯之形態  

 

 

 

 

 

 

 

 

 

 

 

 

 

第二項  為何稱「間接共犯」 

 

日本一般通說對幫助幫助犯以間接從犯或間接幫助犯稱之，對教唆教唆犯則

以「間接教唆犯」稱之。西德學說與實務則將教唆幫助犯、幫助幫助犯、幫助教

唆犯稱「間接幫助犯」，與教唆教唆犯合稱「連鎖共犯」244，即連鎖共犯限於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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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我國

大部分學者稱為「共犯之共犯」246，亦有稱「準共犯」247或「間接共犯之形態」248。 

                                                 
244 許玉秀，前揭文，間接幫助犯，頁 163。 
245 張麗卿，前揭書，頁 328；韓忠模，前揭書，頁 290-292，甘添貴、謝庭晃，前揭書，捷徑刑

法總論，頁 284-286。 
246 張麗卿，前揭書，頁 328；韓忠模，前揭書，頁 290-292；蘇俊雄，刑法總論Ⅱ(犯罪總論)，

台灣大學，西元一九九七年七月，頁 455-457；甘添貴、謝庭晃，前揭書，頁 284-286；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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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於幫助幫助犯(間接幫助犯)、幫助教唆犯、教唆教唆犯、教唆幫助犯

以「間接共犯」稱之，不使用「共犯之共犯」用語，主要基於下列八個原因： 

一、「間接共犯」一詞，已有學者使用249，非本文所獨創。 

二、間接共犯係透過直接共犯而對正犯間接予以加工得名，邏輯上並無可疑。間

接正犯係相對於直接正犯而言，以其對犯罪發生之間接作用為名，兩者邏

輯相同250。是刑法理論已有「間接正犯」相較與「直接正犯」，則理論上共

犯亦應有「直接共犯」及「間接共犯」相對應251。 

三、「間接」一語借用間接正犯之概念，間接正犯係透過利用不知情之他人實現

自己犯罪意思。間接共犯透過狹義共犯(直接共犯)與正犯發生關係，稱為

「間接共犯」，殆無疑義，且不致引起誤解。何以不稱「間接從犯」252，蓋

「間接從犯」不能涵蓋「教唆教唆犯」，故本文不採。 

四、刑法對於狹義共犯之教唆犯或幫助犯，亦有稱為「準共犯」或「共犯之共犯」，

惟上述用語，不若「間接共犯」通曉明白，是此名稱實屬有據而淺顯易懂253。

且間接從犯或間接幫助之概念，刑法學上已有共同之理解，雖然此處「間

接共犯」之新解，並非無理，然而捨共識而立新解，既無糾正錯誤之用，

反致科學語言分歧，有害同業溝通，未必妥當254。 

五、日本一般教科書將幫助從犯稱為「間接從犯」，教唆教唆犯稱為「間接教唆

犯」，而教唆犯及從犯一般係指狹義共犯，足見以「間接共犯」一語稱之，

尚無違共犯定義。 

六、「共犯之共犯」一詞較「間接共犯」饒舌，字數比「間接共犯」多，實屬累

                                                                                                                                            
民，刑法總論，空中大學，九二年八月，頁 406-407；黃仲夫，前揭書，頁 191-194。 

247 謝瑞智，刑法總論，文笙，2005年 4 月，頁 269。 

248 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頁100-102。 
249 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頁201-202；謝瑞智，前揭書，頁269。 
250 許玉秀，前揭文，頁 169。  
251 謝瑞智，前揭書，頁 269。 
252 有學者認「間接從犯」指利用無責任能力人或無故意之人幫助他人犯罪之情形而言，此一定

義顯然自「間接正犯」之概念而來，參，鄭健才，前揭書，頁 229。 
253 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頁202。 
254 此部分，參，許玉秀，前揭文，文中之意旨推論而來，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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贅。間接共犯係透過共犯與正犯發生犯罪之連結關係，故「準共犯」之用

語，不易顯現「間接」二字之字義。 

七、新修正之刑法總則，將原第三十條規定「幫助他人犯罪者，為從犯。」 修

正為「幫助他人實行犯罪行為者，為幫助犯。」即將幫助無責任能力人，亦

為幫助犯，則將幫助幫助犯、幫助教唆犯、教唆幫助犯、教唆教唆犯及利用

行為不成立犯罪之人幫助他人犯罪，統稱「間接共犯」，更能收包容統一之效

255。 

八、刑法理論已有「間接正犯」相較與「直接正犯」，則理論上共犯亦應有「直

接共犯」及「間接共犯」相對應。 

 

 

第三項  間接共犯之形態 

 

第一款  概說 

間接共犯之行為態樣雖無異於狹義共犯，但因狹義共犯包括教唆犯及幫助

犯，是直接共犯與間接共犯之形態並非完全相同，如教唆犯之共犯，可能為教唆

犯之幫助，亦有可能為教唆犯之教唆，是二種共犯行為交錯之結果，間接共犯之

形態自較直接共犯，實繁雜且多樣256。 

間接共犯指犯罪主體多數之重疊情形257，依共犯採廣義、狹義有別，如採廣

義之共犯，則基本間接共犯之形態應有七種，分別為共同正犯之共同正犯、共同

正犯之教唆犯、共同正犯之幫助犯、幫助幫助犯、幫助教唆犯、教唆教唆犯、教

                                                 
255 此部分，參，許玉秀，前揭文，文中之意旨推論而來，頁 169。 
256 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頁 100。 
257 鄭健才，意外的共犯之共犯，法令月刊，四一卷七期，一九九○年七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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唆幫助犯等七種258。狹義共犯則有幫助幫助犯、幫助教唆犯、教唆教唆犯、教唆

幫助犯等四種。 

上述間接共犯依其形態係指犯罪主體多數重疊，即前一組主體多數(共犯)

與後一組主體多數(共犯)相銜接，非相混合，故如甲、乙二人一同或分別教唆或

幫助殺人，係混合問題，非銜接問題259，非在本文討論範圍內。 

 

第二款  行為態樣 

一般學者通說則採狹義共犯之見解，則間接共犯之形態主要為下列四類(如

上列圖示 )： 

一、教唆教唆犯：包括教唆教唆犯(即間接教唆犯)、再間接教唆犯、再間

接教唆犯以上之教唆犯。 

二、教唆從犯：包括從犯之教唆、幫助從犯之教唆犯、從犯之教唆教唆犯、

幫助教唆犯之教唆犯 

三、幫助幫助犯：包括幫助從犯(即間接幫助犯)、再幫助從犯、再幫助從

犯以上之幫助犯 

四、幫助教唆犯：包括教唆犯之幫助、教唆教唆犯之從犯、教唆犯之幫助

從犯、教唆從犯之從犯260。 

間接共犯之形態，依其行為態樣是否相同予以分類，又可分為下列同種行為

之間接共犯、異種行為之間接共犯二種261： 

(一)同種行為之間接共犯：間接共犯上下層共犯實施之共犯行為，客觀行為形

態不分軒輊，質言之，不同層次之共犯於其縱之關係，均實施態樣相同之

                                                 
258 鄭健才，前揭文，意外的共犯之共犯，頁 3。 
259 鄭健才，前揭文，頁 3。 
260 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頁105-106。 
261 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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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犯行為，例如圖示被教唆者再教唆他人(教唆教唆犯)、被幫助者再幫助

他人(幫助幫助犯)均屬之。 

(二)異種行為之間接共犯：間接共犯與上下層共犯實施之共犯行為，客觀形態

彼此相異，例如在間接共犯範圍內有間接幫助犯之教唆犯、教唆犯之幫助

犯、再間接教唆犯之從犯等262。 

 

 

第三節  間接共犯與正犯、共犯之區別 

 

第一項  間接共犯與正犯之區別 

 

間接共犯係透過直接共犯與正犯產生犯罪之連結關係，間接共犯層級愈遠與

正犯之關係愈弱。至間接共犯與正犯之區別如下： 

 

(一)相同點： 

１、先後次序：(1)間接共犯部分：可能先有間接共犯始有正犯，如間接

教唆犯；亦有可能先有正犯始有間接共犯，如幫助幫助犯。(2)正犯

部分：教唆犯係即先有教唆犯始有正犯；幫助犯則為先有正犯，始

有幫助犯。 

２、均依同一構成要件之法定刑處斷。 

 

(二)相異點： 

１、間接共犯係透過直接共犯即他人與正犯發生犯罪之連結關係，正犯則

                                                 
262 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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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親自實施犯罪構成要件行為或利用、參與他人為構成要件行為。 

２、成立之範圍：間接共犯，有第一層間接共犯(亦稱再間接共犯)，遞層

之間接共犯，理論上無限制遞加層級；正犯則無層級概念。 

３、可罰性：間接共犯之可罰性，一般言較正犯為輕微。 

４、間接共犯係刑法理論及實務所主張，比較法上只有日本刑法第六十一

條第二項明定間接教唆犯依教唆犯論處及第六十二條第二項明定教

唆從犯依從犯論處。大清新刑律、暫行新刑律、舊刑法曾明文規定教

唆教唆犯、教唆幫助犯、幫助教唆犯之間接共犯。其他國家、地區及

我國現行法及新修正刑法總則均無間接共犯之立法。正犯則為大多數

大陸立法例所採，如德、法、日及我國等。  

 

第二項  間接共犯與(直接)共犯之區別  

 

教唆犯及幫助犯之狹義共犯與正犯產生關係，稱為「直接共犯」，即一般所

稱之「共犯」；反之，如非直接與正犯產生關係，係透過共犯始與正犯產生關係，

則屬「間接共犯」，故二者之主要區別在共犯參與方式之不同263。至於兩者之相

同、相異之處如下： 

 

一、相同點： 

(一)、犯罪主體均屬共犯。 

(二)、有可能犯罪主體為同類之共犯，即幫助犯與幫助幫助犯，或者教唆犯

與教唆教唆犯。 

二、相異點： 

(一)、直接共犯係共犯本身直接與正犯產生關係；間接共犯係透過直接共犯與

                                                 
263 謝瑞智，刑法總論，文笙，2005年 4 月，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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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犯發生關係，即與實行犯罪之正犯間，隔有其他共犯，且通常各共犯相

互間之關係，至少有三個行為者之對立，以間接幫助犯為例：１、間接幫

助犯與直接幫助犯發生共犯關係；２、直接幫助犯與正犯發生共犯關係；

３、間接幫助犯幫助直接幫助犯後，直接幫助犯有可能自己實行犯罪，亦

有可能再實施幫助他人犯罪264。 

(二)、間接共犯與正犯之關係，一般言比直接共犯較為疏遠。 

(三)、直接共犯為實體法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規定之犯罪形態。間接共犯則

係刑法理論及實務所主張之犯罪形態。 

 

 

第四節  間接共犯之層級及可罰性範圍 

 

第一項  間接共犯之層級 

 

教唆或幫助共犯稱為第一層間接共犯，然而事實上可能發生間接共犯之形

態，其層級理論上可無限擴及，得繼續引伸，即間接共犯有無限之連鎖形態265，

如對第一層間接共犯之教唆或幫助，謂之再間接共犯（或第二層間接共犯），即

以再間接教唆犯、再間接幫助犯稱之，更可向上推及，第二層或第三層間接共犯

之教唆或幫助，以此往上時，遞加其數字，惟其在法律上有無處罰必要，則屬值

得探究之問題266。 

                                                 
264蔡墩銘，間接共犯之形態，收錄氏著，刑法基本問題研究，台北：漢苑，民國六十五年，頁 204 
2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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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墩銘，

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頁 100。 
266 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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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間接共犯(共犯之共犯)之形態，係以幫助幫助犯、幫助教唆犯、教

唆教唆犯、教唆幫助犯等四種間接共犯267為主(即採狹義共犯之見解)，另亦探討

再間接幫助犯及再間接教唆犯等二種再間接共犯。除上述以外之間接共犯及其層

級，則不在本文討論範圍之內。 

 

第二項  間接共犯之可罰性範圍 

  

對前開間接共犯之形態，其可罰性範圍是否不必限制其範圍，即有無處罰再

間接從犯或再間接教唆犯以上之間接共犯？則有下列三說： 

(一)肯定可罰性，即無限制處罰範圍之必要，主要原因有二： 

一、因果關係之連鎖，認間接共犯之行為在客觀上已與犯罪結果有現實之因果

關係聯絡，與直接共犯應受同一之法律評價268。 

二、基於共犯獨立性說：共犯理論採主觀主義之學說，則對間接共犯之可罰性

無限制必要，蓋共犯獨立性說，共犯為惡性之共同表徵，胥具有固有之反社

會性格，足可構成獨立之犯罪，因而共犯之行為苟與犯罪結果有因果關係，

不問直接或間接，均可毫無限制承認間接共犯，是間接從犯或間接教唆犯以

上之從犯或教唆犯，即間接共犯遞層之範圍，毫無限制必要269。 

 

(二)否定說：除非法律有明文規定，原則上不承認間接共犯之可罰性，主要原因

有二： 

一、基於共犯從屬性理論，蓋教唆犯或從犯乃從屬性之犯罪，則間接共犯（共

犯之共犯）無異係從屬犯之從屬犯，故除非法律有明文特別規定，從屬 

                                                 
267 張麗卿，前揭書，頁 328；韓忠模，前揭書，頁 290-292，甘添貴、謝庭晃，前揭書，頁 284-286。 
268 と正田滿三郎，間接共犯 預備犯，法曹時報一五卷一號，一九六三年一月，頁 22。 
269 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頁 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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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再承認從屬犯，於理殊有未通，是不應予以承認270。 

二、從因果關係之中斷言：因果關係因有責任能力人之行為而生中斷之效

力，是第二行為者之共犯行為，因有第三行為者之共犯行為而中斷，第

一行為者之共犯行為，亦因第二行為者之共犯行為而中斷，就刑法上相

當因果關係以觀，實不應對已生中斷效力之行為，追問其責任271 

 

(三)折衷式限制說：蓋肯定說之無限制可罰性之層級及否定說限制可罰性之層

級，各走極端，似不足採，完全否定間接共犯之範圍，固非確當，惟無限

制地承認其範圍，漫無限制，未必盡妥，亦無必要，且依現時所採共犯理

論之情況下，間接共犯之形態雖不得一概抹煞，但亦不可無相當之界限，

俾免牽涉過廣，株連無己，雖欲維持社會秩序，於社會反有滋擾，不足為

訓，自應對此間接共犯視其形態及性質而定其範圍272。因如未對間接共犯

加以處罰，似與刑法制定之目的有違，且其仍具有一定之可罰性，故應承

認間接共犯之可罰性，惟考慮因果關係連鎖之層次，設定相當之界限，限

定刑事可罰性之範圍，俾免牽連過廣，使可罰性極簿弱之多層間接共犯行

為，亦受刑罰制裁，致株連無辜，徒滋苛擾，是間接共犯可罰性之範圍至

多限於再間接共犯之範圍273，遞加其上之層級則不具可罰性。 

 

第三項  本文見解 

 

本文認間接共犯的可罰性之層級範圍(後詳述再間接共犯有無可罰性)，只要

具有可罰性，即應予以處罰，始符合理論一貫，並不因間接幫助犯或間接教唆犯

                                                 
270 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頁 105。 
271 西村克彥，前揭書，共犯の類型，收錄氏著，共犯論序說，頁 105。 
272 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頁 105；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收錄氏著，

刑法基本問題研究，頁 205。 
273 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頁 105-106；王詠寰，前揭文，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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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異，而非謂間接共犯與其可罰性受其範圍之限制。雖有謂間接共犯未限制層級

範圍，會有漫延範圍無限制，處罰擴及無限之議，應限定間接共犯之層級處罰限

於一定之範圍，如其可罰性僅及於再間接共犯，之後「再再間接共犯」或往上遞

加之間接共犯則因與正犯之關係較疏遠，可罰性甚小，不應處罰。然此屬證據能

力及證據力問題，與可罰性之範疇無涉，非涉間接共犯之處罰是否正確之問題。

至間接共犯之層級往上遞加，可罰性甚少，認處罰不合理，則屬立法政策考量問

題，與可罰性無涉。 

間接幫助犯與間接教唆犯之層級範圍之限制是否得作相同之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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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

認間接教唆犯較間接幫助犯之可罰性大，只要是間接教唆犯，無論其層級範圍範

圍為何，仍應給予處罰，不應受限，蓋以因果共犯論，若無其最原始之教唆犯，

即無後續之間接教唆犯、教唆犯，以至於最後實施之正犯，是正犯之實施犯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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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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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或往上遞加

之層級，均應加以處罰，始合理。 

雖有認間接共犯之層級往上追加，可罰性甚小，如處罰不合理，則此屬立法

政策之考量，與是否具有可罰性無涉。本文認至少宜就間接共犯如幫助幫助犯及

教唆教唆犯之層級加以明文規定，並在立法理由對往上遞加之間接共犯層級是否

具可罰性詳加說明，俾提供學者或實務一個論理解釋或其他法律解釋之依循原

則。否則因法無明文規定，學說見解分歧，莫衷一是，恐非似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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