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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間接教唆犯 

第一節  幫助教唆犯 

  

第一項  概說 

 

甲幫助乙教唆丙實施竊取物品行為，丙為正犯，乙為教唆犯，甲為幫助教唆

犯(如下列圖示)。幫助教唆犯係指幫助無犯意之他人使其教唆他人犯罪，亦稱教

唆犯之幫助犯或稱教唆之幫助。 

 

甲     →          乙    →     丙 

幫助犯          教唆犯       正犯  

甲為幫助教唆犯     乙教唆犯  

 

學者對幫助教唆犯是否具可罰性，有可罰說(積極說)、不可罰說(消極說)

二說。可罰說又分為教唆犯說、從犯說二說417。其不同見解，殆因法律無明文規

定所致，幫助教唆犯應否處罰？如肯認，究應如何處罰，以下謹就比較法、我國

法分別論述。 

 

                                                 
417  請參，森下忠，前揭書，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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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比較法 

 

第一款  德國 

德國刑法雖未明文規定幫助教唆犯，學者認幫助教唆犯，非幫助「正犯」犯

罪行為，即教唆行為非正犯之實行行為，故幫助教唆犯應非從犯418，且其事實上

之幫助行為的本身就是直接對教唆為幫助行為，對正犯之行為並無助力加功之作

用，非屬幫助犯419。惟實務並不因無明文規定，而不處罰此種間接共犯，且將幫

助教唆犯與幫助幫助犯認同是屬於正犯之幫助犯(BGH6,361;8,137)
420。但有認幫

助教唆犯，非對正犯之幫助，乃基於教唆犯之幫助，並未幫助正犯之實行，應為

教唆犯421。 

 

第二款  日本 

 

一  學說見解  

 

本文則依一般學者論述認幫助教唆犯(教唆犯之幫助犯)有下列從犯、

不處罰二說： 

(一) 從犯說，有下列三個理由： 

一、共犯從屬性：幫助教唆者仍應解為實施正犯之幫助犯，係從犯，從屬

於正犯，如無正犯存在，即無由成立幫助犯，屬刑法不加處罰之行為

                                                 
418  許玉秀，前揭文，間接幫助犯，頁 164。 
419 S choenke/ Schroeder/ Cramer,  StGB,23  Aufl ,1988 ，27 Rdn.18。 
420 Vgl .Hans-Heinrich Jescheck&Thomas Weigend,a.a..o, s 697 ; Martiz,   DriZ,1955,Ｓ

299. 
421 鈴木茂嗣，前揭書，頁 201；轉引自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2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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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二、對正犯之助力：幫助教唆犯，不外係幫助正犯達成犯罪之決意，係正

犯之間接幫助犯，與間接幫助犯同樣理由，係屬對正犯之實行為間接

的幫助，故幫助教唆犯亦是可罰的，應以從犯處罰423。同理，間接教

唆犯之從犯，乃對正犯之實行構成要件行為為法益之侵害、危險，從

屬於犯罪之成立，亦是可罰的424。 

 

三、惹起說(共犯因果論)：幫助教唆犯具可罰性，與間接幫助正犯之實行

之間接幫助同樣理由 ，對幫助教唆犯亦有第六十二條第一項之適用

425。即基於同樣理由，對間接教唆犯之幫助犯亦應採肯定見解，即同

是從屬於正犯的實行行為及對法益之侵害、危險，具有可罰性，而成

立犯罪426，只要對正犯之犯罪行為之幫助具有因果關係即可427。 

 

(二)、不具可罰性428：主要有下列三個理由： 

一、罪刑法定原則：相對刑法第六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教唆教唆犯依教唆犯論處

及第六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教唆從犯者，按照從犯之處罰。間接教唆犯及教

唆幫助犯有處罰之明文規定，幫助教唆犯與間接幫助犯、再間接從犯、間

接教唆犯之從犯均因法律無明文處罰規定，同理，故幫助教唆犯，解釋上

應解為不可罰始較妥適，以符刑法之意旨 429。蓋幫助犯限於幫助正犯實施

                                                 
422  大谷實，前揭書，頁 474；小野清一郎，刑法講義總論，頁 213；江家義男，前揭書，頁 403 
423 前田雅英，前揭書，頁 438；前田雅英，刑法演習講座，日本評論社, 西元一九九八年三月，

頁 120；森下忠，前揭書，頁 232；木村光江，前揭書，頁 157；褚劍鴻，前揭書，頁 285、288；

福田平、大塚仁，刑法總論，青林書院，西元一九九七年，頁 220。 
424 前田雅英，前揭書，刑法演習講座，頁 120；大谷實，前揭書，頁 474。 
425 前田雅夫、松本時夫、池田修、渡邊一弘、大谷直人、河村博，前揭書，條解刑法，頁 221。 
426 大谷實，前揭書，頁 474。 
427 前田雅英，前揭書，刑法總論講義，頁 438。 
428 通說認幫助教唆犯不成立共犯，即不處罰，參，蔡墩銘，前揭書，刑法精義，頁 366。 
429 大塚仁，前揭書，刑法概說(總論)，頁 301；板倉宏，前揭書，頁 313；船山泰範，間接幫助，
別冊ジュリスト，一九九七年四月，一四二期，頁 171。 

川端博，前揭書，頁 573；福田平、大塚仁，前揭書，頁 264；香川達夫，前揭書，頁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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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行為，幫助教唆犯，並非幫助正犯之行為，有違刑法基本罪刑法定

原則，故不應處罰430，蓋幫助犯之犯罪其可罰性相較共同正犯、教唆犯為

輕(幫助犯按正犯之刑減輕之)。又教唆教唆犯及教唆幫助犯均有法律明文

規定處罰，但對幫助教唆卻無類似之明文規定，如解為肯定處罰，頗有疑

問，依解釋有疑義，利益歸於被告，故應採不處罰為妥431。 

 

二、刑法例外規定從嚴解釋：刑法對教唆犯及幫助犯均明文規定處罰，對教唆

教唆犯及教唆幫助犯二者例外規定是否處罰，法律明文規定加以處罰，但

對幫助教唆犯未有明文規定處罰，故幫助教唆犯是否處罰，依刑法例外從

嚴格解釋之理論，應不處罰，始較允當，俾符合刑法制定之意旨432。 

 

三、法理：刑法第六十二條第二項雖規定「教唆從犯，依從犯論處」，與間接

幫助同樣理由，因對幫助教唆犯者並無處罰之明文規定433，依「明示其一，

排除其他」之法理，依現行法應解為係有意對幫助教唆犯不予處罰434。 

 

二  實務見解 

 

刑法第六十一條第二項及第六十二條第二項明文規定處罰間接教唆犯、教唆

幫助犯之規定為理由，判例承認對教唆之教唆(間接教唆犯)之從犯亦有適用刑法

第六十一條第二項、第六十二條，而論以從犯(大判昭一二年三月十日刑集一六

                                                                                                                                            
吉川經夫，前揭書，頁 264。 

430 福田平，刑法總論，四版，有斐閣，西元二○○四年十一月，頁 287；高窪貞人、奈良俊夫、

石川才顯、佐藤芳男等四人，前揭書，頁 203；板倉宏，新訂刑法總論，剄草書房，西元一九

九八年，頁 313。 
431 山口厚，刑法總論，有斐閣，西元二○○一年，頁 273-274。 
432 香川達夫，刑法講義(總論)，三版，成文堂，平成八年，頁 402；鈴木茂嗣，刑法總論(犯罪

論)，成文堂，西元二○○一年三月，頁 201；森下忠，前揭書，頁 232。 
433 板倉宏，前揭書，頁 331；山口厚，刑法總論，有斐閣，西元二○○一年，頁 274。 
434 團藤重光，前揭書，頁三九一；大塚仁，前揭書，刑法概說(總論)，頁 311；大塚仁，前揭書，

注解刑法，增補二版，青林書院，，昭和五九年，頁 443；香川達夫，前揭書，頁 402；吉川

經夫，前揭書，刑法總論，頁 264；川端博，前揭書，刑法講義總論，頁 573；植松正，前揭

書，刑法概說Ｉ總論，頁 384；西原春夫，前揭書刑法總論，頁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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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二九九頁) 435，則幫助教唆犯亦應相同處理436。 

第三款  大陸地區 

學者有採否定可罰說，與日本學者否定說之理由同，認刑法如採取罪刑法定

原則作為刑法之基本原則時，應當嚴格按照刑法之規定加以解釋，不應無限擴大

解釋，幫助教唆犯因法無明文規定處罰，故應不具可罰性437。 

惟有認應具可罰性，且應論處以教唆犯，謂幫助教唆犯之場合，對於正犯之

實行犯言，幫助者之行為是一種教唆行為而非幫助行為，同時在主觀上，幫助者

亦有教唆之故意，因此係教唆犯而非幫助犯438 。 

 

 

第三項  我國 

 

第一款  學說見解 

幫助教唆犯是否具可罰性，因法無處罰之明文規定，致有肯定說(可罰性)、

否定說(不具可罰性)二種，肯定說又可分有教唆犯及幫助犯二說，是幫助教唆犯

是否具可罰性，如具可罰性，該如何處罰，學說共有三說，以下分別論述： 

 

(一)具可罰性，應論以教唆犯，主要有下列四個理由： 

                                                 
435 鈴木茂嗣，前揭書，頁 201；前田雅夫、松本時夫、池田修、渡邊一弘、大谷直人、河村博，

前揭書，條解刑法，頁 221；前田雅英，前揭書，刑法演習講座，頁 120；大塚仁，前揭書，

注解刑法，頁 443。 

436 學者大塚仁認間接教唆犯之從犯應解為不可罰，大塚仁，前揭書，刑法概說(總論)，頁311。 
437 馬克昌，前揭書，比較刑法原理，頁 723。 
438 劉淩梅，幫助犯研究，武漢大學，西元 2003年 7 月，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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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正犯之助力加工性質言：幫助教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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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教唆犯係對於教唆犯為便利幫助之行為，即幫

助教唆造意，對正犯而言，係參與使正犯之形成犯罪意思之行為，就作用力

大小而言，容或居於次要地位，然其作用之性質仍屬造意，而非對正犯行為

之便利協助，因此應論以教唆犯，而非幫助犯。且處罰幫助教唆犯之行為，

應無株連不已，易滋紛擾或法理太苛之慮，與現代刑事政策之本旨更無相悖

之處 439。 

 

二、屬間接教唆犯之一種：幫助教唆犯之教唆行為非正犯之實行行為，故幫助

教唆犯應非從犯440，且其事實上之幫助行為的本身是直接對教唆為幫助行

為，對正犯之行為並無助力加功之作用，非屬幫助犯441，固然直接可以論以

教唆犯(既遂或未遂)，如事實上之幫助行為並非直接的教唆行為，而是其他

的幫助方式，亦一樣應論以教唆犯(既遂或未遂)，因為直接教唆及間接教唆

都是教唆，只是教唆之方式(法)有別。幫助教唆犯係一種間接教唆，故亦應

論以教唆犯442。 

 

三、就正犯之犯意產生：幫助教唆犯，表面上是幫助已有教唆犯意的教唆者犯

罪，實際上，就正犯而言，仍為創造正犯犯意之人，應論以教唆犯為妥443。 

 

四、論理解釋：刑法第三十條所謂「他人犯罪」，亦包括他人實施犯罪、教唆

犯罪及幫助犯罪各種情形而言，則所謂從犯者，不其竟有教唆犯之幫助犯、

幫助犯之幫助犯及正犯之幫助犯鼎立乎，於義殊有未妥444。 

 

                                                 
439 許玉秀，前揭文，頁 166、168。 
440 許玉秀，前揭文，頁 166。 
441 S choenke/ Schroeder/ Cramer,  StGB,23  Aufl ,1988 ，27 Rdn.18。 
442 黃榮堅，前揭書，頁 373。 
443 甘添貴、謝庭晃，前揭書，頁 283。 
444 此部分之說明，轉引自，參周治平，前揭書，頁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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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可罰性，採幫助犯說，理由有下列六個理由： 

一、文義解釋：刑法之教唆犯並無幫助犯之規定，且依刑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

定「從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而非謂「得按其所幫助之罪減

輕」，教唆犯既係獨立之犯罪，應包括於刑法第三十條之「犯罪」含義內

445，足見幫助教唆犯只有正犯存在才有成立從犯，故幫助教唆者仍應解為

實施正犯之幫助犯，係從犯，從屬於正犯，如無正犯存在，即無由成立幫

助犯，屬刑法不加處罰之行為446。又刑法第三十條所謂「幫助他人犯罪」，

其中法文「他人」，不限「正犯」，亦包括「共犯」即教唆犯及幫助犯在

內，故幫助他人犯罪，包括幫助教唆之情形在內，即幫助教唆犯屬犯罪之

幫助行為447，以正犯構成犯罪及其行為達於可罰之程度為成立要件448，且

以正犯之實行為前提，使其從屬於正犯而視為從犯449，此見解在現行刑法

之解釋尚屬得當450。 

 

二、對正犯之作用：幫助教唆犯，不外係幫助正犯達成犯罪之決意，推理上係

正犯之間接幫助犯451，與間接幫助犯同樣理由，係屬對正犯之實行為間接的

幫助，故間接教唆之從犯(幫助教唆)亦是可罰的，故應依從犯加以處罰452。 

三、論理解釋：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幫助他人犯罪者為從犯，並不曰

「幫助正犯」，故幫助正犯者，固屬從犯，即幫助教唆犯者，亦不失其為從

犯。蓋本法對教唆犯雖採獨立處罰主義，第二十九條曰教唆他人犯罪者，為

教唆犯，必其所教唆者，為他人之實行或其延展行為。從犯係幫助他人犯罪，

                                                 
445 周冶平，前揭書，頁 476。 
446 林山田，前揭書，頁 141；蘇俊雄，前揭書，頁 457；陳樸生，前揭書，頁 182；張麗卿，前

揭書，頁 329；鄭健才，前揭書，頁 234；高仰止，前揭書，頁 417，梁恆昌，前揭書，頁

156；楊大器，前揭書，頁 208、218；林錫湖，前揭書，頁 415；孫德耕，前揭書，頁 149。 
447 施茂林、劉清景、林崑城、張傳栗合編，前揭書，頁 271；黃仲夫，前揭書，頁 193-194。 
448 孫德耕，前揭書，頁 149；張灝，中國刑法之理論及實用，台北：三民，六九年，頁 249。 
449 鄭健才，前揭書，頁 234； 
450 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頁108。 
451 蘇俊雄，前揭書，頁 457。 
452 前田雅英，前揭書，頁 438；森下忠，前揭書，頁 232；木村光江，前揭書，頁 157；褚劍鴻，

前揭書，頁 285、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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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實行行為之人，故幫助教唆犯，非教唆犯，乃從犯453。 

四、本諸因果連鎖(因果共犯論)言：幫助教唆犯具可罰性，依共犯從屬性理論

言，採成立正犯之從犯說為可採，即宜認其從屬於正犯而受罰，至其未遂，

亦以正犯是否完成犯罪為斷454，對間接教唆犯之幫助犯亦應採肯定見解，即

同是從屬於正犯的實行行為及對法益之侵害、危險，具有可罰性，即成立犯

罪455，只要對正犯之犯罪行為為幫助具有因果關係即可456。 

五、共犯從屬性及本質言：幫助教唆犯，就學理及本質屬幫助犯，成立正犯之

幫助犯，因幫助犯應從屬於正犯而受罰457。採此說，符合共犯從屬性，如幫

助教唆殺人，如被教唆人並未實施犯罪，教唆犯固論以教唆殺人未遂罪，幫

助教唆之人，因無實施正犯之故，被幫助者既不成立犯罪，幫助教唆者，因

從屬性，亦不成立殺人罪之從犯，即亦不構成犯罪458。 

六、繼受法制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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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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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淵源，是我國現行法有關幫助犯之立法例繼受日本，日本實務對幫助教唆犯 

亦採從犯說 (大判昭一二、三、一○集一六、二九九)，我國亦應解為幫助犯

                                                 
453 陳樸生，前揭書，頁 180。 
454 王詠寰，前揭文，從犯之研究，頁 66。 
455 大谷實，前揭書，頁四七四。 
456 前田雅英，前揭書，頁 438。 
457 鄭健才，前揭書，234 頁；鄭逸哲，前揭書，頁 373、375。 
458 最高法院二十九年上字第三三八○號判例；蔡墩銘，前揭書，中國刑法精義，頁 250。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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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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犯)說。 

 

(三)、不可罰說，理由有三： 

一、 違罪刑法定原則：按幫助教唆犯，理論上依主觀說當然成立共犯，惟我

國刑法上因其情形特殊，尚不能認成立共犯，因刑法對於從犯認其有從

屬性，故關於幫助教唆犯，無準用共犯之規定，依罪刑法定原則，即不

得加以處罰，此觀刑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從犯處罰之標準，不曰得按

其所幫助之罪減輕其刑，而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可知從犯係對於正

犯而言，幫助教唆犯罪僅係幫助實施犯罪之意460。 

 

二、 共犯處罰範圍過大：共犯之處罰，範圍不宜過廣，以免株連不已，按幫

助教唆，較之教唆教唆犯及幫助之教唆，對於犯罪之關係，尤為疏遠，

不僅無處罰之必要，且罰之恐易滋紛擾，故暫行新刑律並無明文處罰幫

助教唆犯，僅明文處罰幫助幫助犯及教唆幫助犯，舊刑法加以刪除，現

行刑法亦應同此旨趣461。 

 

三、 未符法理：幫助教唆犯，係從共犯從屬性立論，從屬之外，復有從屬，

於理殊未通，故不宜株連甚廣462。 

 

 

第二款  實務見解 

我國實例對幫助教唆犯認具可罰性(肯定說)，而採前開幫助犯說，即幫助教

唆犯係屬幫助行為而從屬於正犯之從犯。最早見於最高法院二十八年七月二十五

                                                 
460 韓忠模，前揭書，頁 291-292。 
461 韓忠模，前揭書，頁 292。 
462 邱永貴，前揭文，教唆犯之研究，頁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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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民刑庭總會決議「教唆之幫助與幫助之教唆及幫助之幫助，均屬犯罪之幫助行

為，仍以正犯構成犯罪為成立要件。」揭示幫助教唆犯為犯罪之幫助行為，以正

犯構成犯罪為成立要件。實務見解採嚴格從屬形式，認為幫助犯之成立係以被幫

助者具有構成要件該當、違法性、有責性為必要，教唆幫助犯之行為態樣為幫助

行為之理由根據為何，惜並未充分闡明463。 

最高法院二十九年上字第三三八○號判例要旨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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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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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資佐證464。 

較近之判決經查詢僅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八十五年度上更(一) 字第七二

二號判決對幫助教唆犯傾向認具可罰性，但其性質係屬教唆犯或幫助犯，惜未提

出進一步看法。 

 

第三款  本文見解 

我國及日本對幫助教唆犯未明文規定是否具可罰性及如何處罰，本文則認具

可罰性，為教唆行為之態樣，應論以教唆犯，主要有下列六個理由： 

一、對正犯之助力加工性質言：幫助教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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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教唆犯係對於教唆犯為便利幫助之行為，即幫

助教唆造意，對正犯而言，係參與使正犯形成犯罪意思之行為，就作用力大

小而言，容或居於次要地位，然其作用之性質仍屬造意，而非對正犯行為之

                                                 
463 陳子平，前揭文，正犯與共犯，頁 191。 
464 蔡墩銘，前揭書，中國刑法精義，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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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利協助，因此應論以教唆犯，而非幫助犯。且處罰幫助教唆犯之行為，應

無株連不已，易滋紛擾或法理太苛之慮，與現代刑事政策之本旨更無相悖之

處 465。 

二、屬間接教唆犯之一種：幫助教唆犯之教唆行為非正犯之實行行為，故幫助

教唆犯應非幫助犯466，應論以教唆犯(既遂或未遂)，如事實上之幫助行為並

非直接的教唆行為，而是其他的幫助方式，亦一樣應論以教唆犯(既遂或未

遂)，因為直接教唆及間接教唆都是教唆，而幫助教唆犯係一種間接教唆，

故亦應論以教唆犯467。 

三、行為本身言：幫助教唆犯就事實上之幫助行為的本身是直接對教唆為幫助

行為，對正犯之行為並無助力加功之作用，非屬幫助犯468，應論以教唆犯。 

四、正犯之犯意產生：幫助教唆犯，表面上是幫助已有教唆犯意的教唆者犯罪，

實際上，就正犯而言，仍為創造正犯犯意之人，應論以教唆犯為妥469，且與

教唆犯相同處罰，始合理。 

五、文義及論理解釋：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所謂「幫助他人犯罪」，法文之「他

人」，專指「正犯」及「幫助犯」，不包括「教唆犯」，蓋「他人」如包括

他人實施犯罪、教唆犯罪及幫助犯罪各種情形而言，則所謂幫助犯者，不其

竟有教唆犯之幫助犯、幫助犯之幫助犯及正犯之幫助犯鼎立乎，於義殊有未

妥470，故幫助教唆犯非屬幫助犯，應為教唆犯。 

六、法歷史解釋(立法沿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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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犯，當係立法者有意排除幫助教唆犯為幫助

犯，因此應為教唆犯。 

 

                                                 
465  許玉秀，前揭文，頁 166、168。 
466  許玉秀，前揭文，頁 166。 
467  黃榮堅，前揭書，頁 373。 
468 S choenke/ Schroeder/ Cramer,  StGB,23  Aufl ,1988 ，27 Rdn.18。 
469 甘添貴、謝庭晃，前揭書，頁 283。 
470 此部分之說明，轉引自，參周治平，前揭書，頁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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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幫助教唆犯之範圍 

 

前已論述幫助教唆犯，如具可罰性，層級之範圍是否受有限制或無限制？如

幫助間接教唆犯(幫助教唆教唆犯)是否仍具可罰性？或幫助間接教唆犯與幫助

教唆犯之可罰性及其處罰是否相同，如具可罰性，幫助教唆犯之範圍有無受限？

以下謹就日本法制、我國分別論述。 

第一款  日本 

學者對幫助教唆犯之可罰性範圍是否受有限制，有下列否定、肯定說二說 

一、否定說：認幫助教唆犯不應限制可罰性範圍，蓋幫助教唆犯具可罰性，幫助

間接教唆犯(即間接教唆犯之從犯)亦是從犯471。且以幫助教唆犯具可罰性之

相同理由，亦肯定幫助間接教唆犯（間接教唆犯之幫助犯），因此情形對正犯

之實行行為法益之侵害、危險係從屬於正犯之犯罪成立，故可罰性範圍，不

應受限制472。 

 

二、肯定說：幫助教唆犯之可罰性受限制，不能逸出幫助教唆犯之範疇，蓋幫助

間接教唆犯與再間接從犯相同理由，幫助教唆犯、間接教唆犯之從犯因法律

無明文處罰規定，如處罰，有違罪刑法定原則，故解釋上可罰性範圍應受到

限制473。 

 

                                                 
471 前田雅夫，前揭書，頁 438。  
472 大谷實，前揭書，474 頁。 

473 川端博，前揭書，573 頁；團藤重光，前揭書，416 頁；福田，前揭書，264 頁；大塚仁，前

揭書，282 頁；香川達夫，前揭書，356 頁；吉川經夫，前揭書，2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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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我國 

文獻對幫助教唆犯之範圍是否受有限制，較少討論。僅學者蔡墩銘認幫助教

唆犯包括教唆教唆犯之從犯、教唆犯之幫助從犯及教唆從犯之從犯，幫助教唆犯

應限定其範圍，範圍亦不宜過廣，以免失平，故仍以在間接共犯之範圍內，承認

成立從犯為當474。 

第五項  幫助教唆犯有無構成雙重減輕事由 

 

第一款  比較法 

德國學說475及實務界476對於幫助教唆犯之處罰，認幫助教唆犯係屬間接幫助

犯，與間接幫助犯同樣處罰，皆認為無需雙重減輕(doppelte Herabsetzung  des  

Strafrahmens)，即與直接幫助犯不必有別477。瑞士有學者主張間接幫助犯應雙

重減輕478。  

 

第二款  我國 

有學者主張幫助教唆犯如為幫助行為而屬幫助犯，亦不得為二次減輕479。但

如主張幫助教唆犯係教唆犯，則因教唆犯依刑法第二十九條本無減輕其刑之例，

                                                 
474 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208 頁。 
475 Roxin,. Strafrecht：Allgemeiner teil，27Rn.61，München;Beck;1994。 
476 RG14,318[320]; 23,300[3060 ] ;59,396. 
477 許玉秀，前揭文，頁 164。 
478 許玉秀，前揭文，頁 164。 
479 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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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屬情節輕微，依一般具體個案斟酌酌量減輕其刑，不至有不公允之情形480。 

 

第六項  本文見解 

一、幫助教唆犯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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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說對可罰性有肯定及否定二說，肯定可

罰性又分為教唆犯、幫助犯二說。肯定可罰性，教唆犯及幫助犯二說之爭

點在於第三十條第一項幫助他人犯罪，其中法文「他人」，係專指「正犯」，

或專指「正犯」及「幫助犯」，未含「教唆犯」，或兼指「正犯」及「共

犯(即教唆犯與幫助犯)」。本文則以幫助教唆犯對正犯之加工性質、對正

犯之作用、本諸因果連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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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從法歷史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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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犯，而應為教唆

犯。故幫助教唆犯屬教唆行為態樣，而屬間接教唆犯之一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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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幫助教唆犯可罰性之範圍：本文對幫助教唆犯認具可罰性，而為教唆犯，認

性質上屬間接教唆犯之一種，則此問題如同是否承認再間接教唆犯？依本文

對再間接共犯章節論述有關再間接教唆犯之一貫見解，對再間接教唆犯認屬

教唆犯，則對於幫助教唆犯之範圍亦應不受限制。 

 

三、幫助教唆犯有無構成雙重減輕事由及其處罰部分：本文認為幫助教唆犯有無

雙重減輕，與幫助教唆犯究屬幫助犯或教唆犯有別，以下分別論述：(一)

                                                 
480 許玉秀，前揭文，間接幫助犯，頁 16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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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開結論一所述，本文對幫助教唆犯採教唆犯，則因教唆犯依刑法第二十

九條本無減輕其刑之例，如屬情節輕微，視具體個案審酌減輕其刑即可，毫

無窒礙481。(二)如屬幫助犯，則性質為間接幫助犯，與直接幫助犯均屬幫助

犯，僅幫助方法有別，與前述間接幫助犯相同理由，亦不必雙重減輕。 

    我國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教唆犯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之。」第

三十條第二項規定「從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故正犯縱使係犯

拘役、罰金之罪，則幫助教唆犯如具可罰性，不論係為教唆行為或幫助行為

而論以教唆犯或幫助犯，依前開教唆犯或幫助犯之規定都應予以處罰。此與

日本規定教唆犯或幫助犯，其正犯之法定刑為拘留或罰金輕微之罪，如無特

別規定，就不處罰教唆犯或幫助犯(刑法第六十四條)之規定明顯有別。 

 

 

第二節  教唆教唆犯 

 

第一項  概說 

 

教唆犯(Anstiftung)以其所教唆之對象是否直接對實施之正犯為之，區分為

直接教唆犯 Anstiftung 與間接教唆犯 Mittelbare Anstiftung。前者(即直接教

唆犯)係指教唆正犯直接實施犯罪而言，例如下列圖示之乙教唆丙殺丁，丁為被

害人，丙為正犯，乙則為直接教唆犯。後者(即間接教唆犯)指教唆被教唆者，使

之再轉行教唆他人(即正犯)犯罪而言，即指透過其他具有刑事責任能力且有教唆

犯罪故意之第三人之中介，將教唆他人犯罪的教唆內容間接傳遞他人之情況，亦

                                                 
481 許玉秀，前揭文，間接幫助犯，頁 16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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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教唆教唆犯，又稱間接教唆犯、教唆之教唆、相繼教唆482、雙重教唆483、順次

教唆484或教唆犯之教唆犯，亦稱連鎖教唆或輾轉教唆 485。本文則以「間接教唆犯」

或「教唆教唆犯」稱之，例如下列圖示之甲教唆乙教唆丙將丁殺死，則丁為被害

人，丙為正犯，乙為直接教唆犯，甲則為間接教唆犯。有謂間接教唆，應正確地

限定與間接正犯相對應之情形，例如教唆犯罪之書信委託不知情之人送交給被教

唆者之情形486，惟此定義與我國及日本通說見解有異，本文不採。另有謂輾轉教

唆(Kettenanstiftung )與教唆教唆犯異，輾轉教唆係指教唆他人使之實施犯

罪，被教唆者已生犯罪之決意，但自己未於當時實行犯，反轉而教唆第三人實施

犯罪，例如甲教唆乙殺丁，乙本欲親自殺，卻發覺丙與丁有嫌隙，遂教唆丙殺丁，

此時甲為輾轉教唆487，本文亦認屬間接教唆犯。 

外國立法例僅日本刑法第六十一條第二項明定教唆教唆犯依教唆犯論處。我

國有關間接教唆犯之立法最早見於大清新刑律第六章第三十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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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文規定教唆犯及間接教唆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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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暫行新刑律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教唆教唆

犯者，亦同。」及舊刑法第四十一條後段「教唆教唆犯者，亦同。」均屬明文規

定間接教唆犯為教唆犯。現行法已刪除大清新刑律、暫行新刑律及舊刑法規定，

該如何解釋，始允當，以下則就比較法、我國學說及實務見解論述間接教唆犯(如

圖示之甲)有無可罰性及應如何處罰。 

圖示：     甲(間接教唆犯)  →   乙(直接教唆犯) 

↓ 

                               丙(正犯)   →    丁(被害人) 

                                                 
482 鄭健才，前揭書，刑法總論，頁 234。 
483 劉清景、施茂林、林崑城、張傳栗合編，前揭書，頁 270。 
484 川端博，前揭書，頁 561；齊藤信宰，刑法講義(總論)，成文堂，西元一九九一年，頁 255。 
485
 林山田，前揭書，刑法通論（下），；甘添貴、謝庭晃，前揭書，頁 283；林錫湖，前揭書，

頁 415。 
486 團藤重光，前揭書，刑法綱要總論，頁 411，註 21。 
487 張麗卿，前揭書，頁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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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間接教唆犯之類型  

第一款  以被教唆者是否自己實施犯罪為標準 

通說認間接教唆犯之形態以上列圖示之被教唆者乙是否自己實施犯罪，分為

下列二種犯罪態樣488： 

(一)、教唆者教唆被教唆者去教唆第三者實施犯罪，例如圖示甲教唆乙使之

教唆丙實施犯罪，則丁為被害人，丙為正犯，乙為直接教唆犯，甲則

為間接教唆犯。 

 

(二)、教唆者教唆被教唆人實施犯罪，被教唆人雖已生犯罪之決意，但未親

自實施正犯之犯罪行為，而又轉行教唆第三者實施犯罪行為(大判大

三．一一．七刑錄二○．二○四六；最判昭二八．六．一二．刑集七．

六．一二七八；大判昭六．一二．一八刑集一○．七九三；大正一一．

三．一刑集一．一○一)489，例如圖示甲教唆乙搶奪丁之財物，乙未搶

奪，轉而教唆丙使之下手行搶490。有認此種行為態樣依間接教唆之規定

論處491。有謂此種教唆為「輾轉教唆」(Kettenastiftung )與教唆教唆

犯異，輾轉教唆係指教唆他人使之實施犯罪，被教唆者已生犯罪之決

意，但自己未於當時實行犯罪，反轉而教唆第三人實施犯罪，例如甲教

唆乙殺丁，乙本欲親自殺丁，卻發覺丙與丁有嫌隙，遂教唆丙殺丁，此

時甲為輾轉教唆492。 

                                                 
488 森下忠，前揭書，刑法總論，頁 227。 
489 大塚仁，前揭書，刑法概說(總論)，頁 301；曾根威彥，前揭書，頁 290；下村康正，刑法總

論，北樹，昭和五九年，頁 117。 
490 郭君勳，案例刑法總論，台北：三民，七十四年，頁 495。 
491 林錫湖，前揭書，頁 415。 
492 見，韓忠模，前揭書，頁 292；張麗卿，前揭書，刑法總則理論與實用，頁 329；段重民，前

揭書，頁 407。 



 132

第二款  以間接教唆犯與中介之直接教唆犯者是否具有共同犯罪為標準 

教唆犯透過其他具有刑事責任能力且有教唆犯罪故意之第三人之中介，將教

唆他人犯罪的教唆內容間接傳遞他人之情況，間接教唆者與中間傳遞之教唆犯是

否具有共同教唆犯意聯絡言，又可分為下列「中介共犯性」及「中介非共犯性」

二種間接教唆犯493： 

(一)中介共犯性之間接教唆犯494 

指教唆教唆犯與作為傳遞內容中介的第三人構成共同教唆之情況，具

有下列二個特點： 

１、第一教唆犯沒有直接教唆被教唆者(正犯)，而是透過第二教唆犯將內容

傳遞被教唆者，因此間接教唆犯對被教唆者(正犯)具有間接性。 

２、間接教唆犯與教唆犯構成共同教唆，因為他們有共同之教唆故意，亦是

前後連貫的教唆行為，因間接教唆犯與教唆犯構成共同教唆，中介者之教

唆犯相對於間接教唆犯而言，具有共犯性495。 

 

(二)、中介非共犯性之間接教唆犯 

指教唆教唆犯與作為傳遞內容中介的第三人不構成共同教唆之情

況，具有以下二個特點 

１、客觀上，間接教唆犯係透過教唆犯傳遞與被教唆者(正犯)，因此間

接教唆犯對被教唆者言，具有間接性。 

２、主觀上，間接教唆犯並沒有透過教唆犯將教唆內容傳遞與被教唆者，

亦無與教唆犯形成共同進行被教唆者之共同犯罪故意，而是(直接)

教唆犯單獨對被教唆者直接進行教唆行為，因此間接教唆犯與教唆

                                                 
493 魏東，教唆犯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2002年 12 月，頁 159。 

494 亦有學者認提出「轉託性」之間接教唆犯，屬於中介共犯性之間接教唆犯，請參，吳振興，

論教唆犯，吉林，西元一九八六年，93-94 頁。 
495 魏東，前揭書，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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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對被教唆者，並沒有共同故意或者意思聯絡，亦無共同犯罪行為，

即對被教唆者言，間接教唆犯與教唆犯對被教唆者之犯罪行為言，

不具有共同犯罪之性質，即是非共犯性496。 

 

 

第三項  間接教唆犯與直接教唆犯、共同教唆(gemainsame 

Anstiftung；Mitanstiftung)之區別 

 

第一款  間接教唆犯與直接教唆犯之區別 

如上列圖示甲為間接教唆犯係透過他人即直接教唆犯乙與正犯丙發生犯罪

之連結關係，乙為直接教唆犯則不必透過他人而直接與正犯發生犯罪之連結關

係，是二者之區別主要在其與正犯關係之不同及教唆對象是否直接對正犯為之 

497，以下則就間接教唆犯與直接教唆犯之區別述之： 

 (一)相同點： 

一、犯罪主體均屬教唆犯。 

二、如認間接教唆犯係屬教唆行為，具可罰性，為教唆犯，則間接教唆犯與

直接教唆犯及實行行為之正犯均依同一構成要件之法定刑處斷。 

 (二)相異點： 

一、與正犯之連結關係及教唆對象：間接教唆犯透過直接共犯即他人與正犯

發生犯罪之連結關係，即非與正犯直接發生犯罪之連絡關係；直接教唆犯

                                                 
496 魏東，前揭書，頁 159-160。 

497 褚劍鴻，前揭書，刑法總則論，頁 274；郭君勳，前揭書，頁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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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不必透過他人而直接與正犯產生關係。 

二、名稱、方式(法)不同：一稱間接教唆，一稱直接教唆，足以顯示教唆方

式(法) 有別，日本有學者則將直接教唆犯稱為「純教唆」，間接教唆則

稱為「再教唆」498。 

三、與正犯關係之疏密：間接教唆犯與正犯之關係，一般言比直接教唆犯較

為疏遠。 

四、間接教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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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地區及我國均無間

接教唆犯之立法，僅學說及實務判決論及；至直接教唆犯則為實體法第

二十九條規定之犯罪形態，比較法如德國規定第二十六條、日本規定第

六十一條第一項。  

 

 

第二款  間接教唆與共同教唆之區別 

間接教唆犯係透過直接教唆犯與正犯產生關係。共同教唆係二人以上之共

同實施教唆犯意教唆被教唆者實施犯罪499或共同地進行教唆行為500，故共同教唆

犯係共同教唆犯與正犯間之關係，不必透過第三人者即直接教唆犯與正犯產生意

思之連絡，亦可透過第三人者即直接教唆犯與正犯產生犯罪意思之連結關係。共

同教唆對正犯犯罪實行之決意有意思之結合，使正犯為違法行為之場合。共同教

唆者全部因精神之影響力結合意思使正犯形成犯罪之犯意，應負教唆犯之責任，

基於結合成一意思主體，如由其中一人行使使正犯形成犯罪之意思，全部教唆犯

應負教唆犯之責任501。間接教唆犯與實行行為之正犯依同一構成要件之法定刑處

                                                 
498 西村克彥，前揭書，共犯の類型，收錄氏著，共犯論序說，頁 95-96。 
499 大谷實，前揭書，頁 463。 
500 大塚仁，前揭書，刑法概說(總論)，頁 297。 
501 莊子邦雄，刑法總論，青林書院，平成九年(西元一九九六年)，頁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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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故間接教唆犯與共同教唆犯之區別如下502： 

 

(一)相同點： 

一、犯罪主體均屬教唆犯。 

二、間接教唆犯如具可罰性，為教唆犯，則間接教唆犯與共同教唆犯及實行

行為之正犯均依同一構成要件之法定刑處斷。 

三、均不必引用刑法第二十八條為論罪依據：我國實務見解及多數說均認共

同教唆犯不必引用刑法第二十八條為論罪之依據，即共同教唆犯各自負

教唆之責任。間接教唆犯因不必二人以上，故亦不必引用第二十八條為

論罪之依據。 

 

(二) 相異點： 

一、人數：間接教唆犯可為一人或二人以上，人數不限；共同教唆犯人數則

應至少在二人以上。 

二、是否透過第三者與正犯產生犯意之聯繫：間接教唆犯係透過直接教唆犯

與正犯發生犯意之連絡；共同教唆犯則不必透過第三者，可直接與正犯

間發生意思之連絡。 

三、是否可以直接或間接方式為之：共同教唆犯得以直接教唆或間接教唆方

式為之；間接教唆僅能以間接方式為之。503 

四、是否引用刑法第二十八條為論罪依據：我國對共同教唆犯及間接教唆犯

不必引刑法第二十八條為論罪之依據；外國法如日本法及實務見解均承

認有共同教唆犯，如採此說則要引用刑法第六十條(如同我國刑法第二

十八條)為論罪之依據。   

 

                                                 
502 日本如屬共同教唆則應引用刑法第六十一條，我國則因實務不承認共同教唆犯，故不必引用

刑法第二十八條。 
503 魏東，前揭書，教唆犯研究，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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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比較法 

 

第一款  德國 

教唆犯可以正犯的教唆之教唆犯形式 Anstiftung zur Anstiftung 出現，

即連鎖教唆 Kettenanstiftung504。間接教唆犯(Mittelbare Anstiftung)相對於

正犯而言，並不出現，而只是將第三人即直接教唆犯視為犯罪工具(Werkzeug)505   

 

第二款  日本 

一  學說見解 

 

學者對此並無相異見解，通說咸認刑法第六十一條第二項已明文規定教唆

教唆犯依教唆犯論處506，主要係以因果共犯論為處罰之根據，間接教唆行為對

正犯犯意之產生心理精神影響層面有因果關係，即間接教唆犯因教唆行為和正

犯之實行行為間有因果關係507，因此具有可罰性508。又前開圖示甲教唆被教唆

犯乙實行犯罪，如被教唆犯乙自己不為實行，更進而教唆他人丙實行犯罪，仍

屬於間接教唆之一種。其特點在於甲實現自己犯罪意思透過規範障礙之乙、丙

二人行為之中介，只要乙、丙實施犯罪行為，就可將甲準為自己直接實施犯罪。

但甲之間接教唆行為本身之危險性較通常直接教唆犯之危險性低，所以應該將

                                                 
504 Vgl.D.Meyer  Jus  1973,755ff; Eser,StrafrechtⅡNr.44A  Rdn.3ff. 
505 BGH8,137［139］m. Anm,Gallas. 
506 平野龍一，刑法概說，東京大學，西元一九七八年，頁 123；中山研一，前揭書，頁 310；佐

伯千仞，前揭書，頁 359；松宮秀明，刑法總論講義，二版，成文堂，西元一九九九年一月，

頁 261；森下忠，前揭書，頁 227；朝倉京一，前揭書，頁 324。 
507 莊子邦雄，前揭書，頁 450。 
508 大谷實，前揭書，頁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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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唆教唆犯作為正犯實現犯罪之例外形態509。是第六十一條第二項教唆教唆犯

而非教唆正犯，故教唆教唆犯是同條第一項教唆犯之一種例外規定510。  

 

間接教唆犯是否以正犯確定為必要？通說均認間接教唆犯因具有可罰

性，由於間接教唆犯使正犯之實行行為得以進行，但間接教唆犯之場合，教唆

犯之當時實行者即正犯是否確定，對間接教唆犯之成立沒有影響511，即只要有

間接教唆行為即可，至於直接教唆犯所教唆之對象是否已確定不影響，只要其

有教唆他人之實行犯罪為已足。   

 

(二)實務見解 

 

實體法上第六十一條第二項明定教唆教唆犯，即間接教唆犯依教唆犯論

處512，又實務見解肯認間接教唆犯為教唆犯，如大審院大正三年一月七日．

大判大三．一一．七刑錄二○．二○四六(嬰兒殺害之教唆事件 )，最判昭

二八．六．一二刑集七．六．一二七八（教唆放火罪之實行，教唆第三者教

唆實行）513及大判昭六．十二．十八刑集一○．七九三(暴行教唆事件)，大

判昭三七．四．一五刑錄一○．八○一(證書奪取之教唆事件)514等實務見解

均承認間接教唆犯為教唆犯。 

間接教唆犯時，正犯是否確定？實務認間接教唆犯之當時實行者即正犯

是否確定或限定，對間接教唆之成立沒有影響(大判明治四三、一二、九刑

錄一六、二一三九、二一四二，暴行毆打事件，教唆教唆人毆打，當實行毆

                                                 
509 野村稔，前揭書，刑法總論，頁 420。 
510 木村光江，刑法，東京大學出版會, 西元一九九七年，頁 154。 
511 團藤重光編，前揭書，注釋刑法，有斐閣，西元一九八一年，頁 793；木村龜二，前揭書，刑

法總論，頁 418；曾根威彥，前揭書，頁 290；內藤謙，前揭書，頁 131。 
512 香川達夫，前揭書，刑法講義(總論)，頁 396。 
513 山中敬一，前揭書，刑法總論Ⅱ，頁 842。 
514 西原春夫、大谷實、宮澤浩一、阿部純二、板倉宏、芝原邦雨，刑法判例研究４未遂、共犯、

罪數，有斐閣，昭和五六年(一九八一年)，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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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者之正犯是否限定或確定，對毆打罪之間接教唆犯罪成立沒有影響)515， 

 

 

第五項  我國 

 

第一款  學者見解 

對是否承認間接教唆犯為教唆行為而具可罰性，論以教唆犯，學說有肯定、

否定二說 

(一)肯定說，主要有基於下列六個理由： 

一、歷史解釋：暫行新刑律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教唆造意者，準造意犯論。」

及舊刑法第四十一條「教唆他人使之實施犯罪之行為者，為教唆犯。教

唆教唆犯者，亦同。」均明文規定教唆教唆犯即間接教唆犯亦是教唆犯

之一種，適用教唆犯之處罰，本法雖未明文規定，但現行法原則上固注

重實施犯罪，惟不以實施犯罪為限，教唆實施犯罪為教唆犯，教唆教唆

犯，亦係教唆犯，乃法理上應所當然，自應包括之，故刪之以免詞贅516。 

二、法文義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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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法文曰「他人」非單指正犯，

兼及教唆犯等共犯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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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司法院二五訓一二五號訓令)519。雖大清新刑

律、暫行新刑律及舊刑法明文規定間接教唆犯為教唆犯，現行法雖刪

                                                 
515 團藤重光，前揭書，註釋刑法２Ⅱ(總則三)，頁 794。 
516 潘恩培，刑法實用，四三年，頁 108；王振興，刑法總則實用(第二冊)，三民，民國七十八年，

頁 100。 
517 黃仲夫，刑法精義，九二年十月，頁 191；楊建華，前揭書，頁 262。 
518 韓忠模 ，刑法原理，台北：台灣大學，民國七十一年，頁 291。  
519 孫德耕，前揭書，頁一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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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但學者通說認為現行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教唆他人犯罪

者，為教唆犯。」，解釋上教唆者之教唆行為並不以直接教唆行為為限，

即使教唆他人為教唆行為而為間接教唆行為，即教唆被教唆人教唆他人

犯罪者之即間接教唆犯(教唆教唆犯)，亦是教唆犯520。簡言之，第二十

九條第一項法文「他人」，包括直接教唆犯。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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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亦不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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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刪除，足見教唆者，不以現

實教唆他人實施犯罪為限(舊刑法第四十三條參照)，涵義甚廣。 

三、間接教唆犯之本質：教唆犯加工於教唆犯，即間接教唆犯之行為與直接

教唆犯同係以教唆他人實施犯罪為主旨，雖係以間接方式進行教唆，本

質上及概念上仍屬教唆犯521。惟有一前提即以所教唆之人已向他人教唆

其實行犯罪為成立要件522(但有認「所教唆之人已向他人教唆其實行犯

罪為成立要件」，似有畫蛇添足之舉) 523。 

四、教唆犯採共犯獨立性，而非從屬性：暫行新刑律及舊刑法對教唆犯係採

共犯從屬犯，故對間接教唆犯不得不特別規定教唆教唆犯是教唆犯，因

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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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法以教唆犯既參考多數立法例採共犯獨立

主義，故將此一規定刪除，但教唆教唆犯當然有存在可能，且現行法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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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教唆犯當然亦是教唆

                                                 
520 鄭逸哲，刑事法學及其方法(一)法學三段論法下的刑法與刑法基本句型，瑞興，二○○三年

九月增修二版，頁 376；梁恆昌，刑法總論，台北：三民，民國七十五年，頁 149；劉清景、

施茂林等著，前揭書，頁 270。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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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墩銘，刑法精

義，頁 365。 
522 陳樸生，實用刑法，台北：三民，六二年一月，頁 276；孫德耕，前揭書，頁一四二；趙琛，

前揭書，頁 134；柯慶賢，刑法專題研究，台北：三民，八七年三月，頁 168。   
523 甘添貴，前揭書，頁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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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因教唆犯為惡性之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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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無論直接教唆或間接教唆犯均為獨立行為，自為當然解釋，不待

如暫行新刑律或舊刑法之明文規定524，或無待法律有準用規定525，故無

特別規定之必要，遂予以刪除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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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即間接教唆與直接教唆依現刑法並無不同528。 

五、因果共犯論（因果關係延長之理論）：教唆行為只要具有教唆他人從事

攻擊法益(從事犯罪)之主行為，即只要其目的係在促使被教唆者唆使正

犯從事犯罪者，即為已足，而構成教唆犯，間接教唆犯即具有此本質529，

是苟與犯罪事實不法構成要件有因果關係者，一樣在實現不法構成要件

530，即均可成立共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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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按前開圖示之甲乃最先教唆者與中間之教唆犯

乙，實則如無最先甲之教唆，即無最終丙之犯罪實施，其間顯有因果關

係，故無論由中間者自己實施犯罪，或由第三者實施犯罪，最先之教唆

者所負刑責，均不因之而生差異，即與前開間接教唆犯之形態所應負之

刑責相同，故均稱為間接教唆犯532。蓋追溯犯罪之因果，間接教唆犯乃

最原始教唆者，即使正犯產生犯罪決意之人，可謂係犯罪之發動者或根

源者，間接教唆犯不處罰，於人民之法感有違。如上列圖示甲教唆乙使

之教唆丙實施犯罪，正犯丙未親自實施犯罪，則丙不成立殺人罪責(但

                                                 
524 俞承修，刑法總則釋義(上)冊，上海法學翻譯社，三五年十一月，頁 225、227。 
525 郭君勳，前揭書，頁 495。 
526 胡長清，刑法總論，頁 98。 
527 褚劍鴻，前揭書，頁 275；甘添貴，前揭書，頁 283；林錫湖，前揭書，頁 415；鄭健才，前

揭書，頁 234。 
528 史錫恩，中國刑法論，五五年六月，頁 78。 
529 林山田，刑法通論（下），增訂八版，西元二○○二年十二月，頁 116。 
530 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元照，二○○三年五月，頁 370。 
531 俞承修，刑法總則釋義(上)冊，上海法學翻譯社，三五年十一月，頁 225；柯慶賢，前揭書，

頁 168。 
532 韓忠模，前揭書，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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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成立其他罪名，如預備殺人、公共危險等罪)。如乙之教唆行為已

傳達至丙，則甲、乙二人均負殺人未遂罪責。如乙之教唆行為未傳達至

丙(如信函中途遺失)，則乙不成立任何罪責，而甲之教唆行為縱然已到

達乙，亦不負任何罪責，因教唆犯之成立，必須教唆行為已到達於被教

唆之正犯可瞭解狀態533。 

六、衡平法則：現行法無明文規定，但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解釋上不以被教唆

人本人犯罪為限，仍應包括間接教唆犯在內，否則，如最先(第一)教唆

者，因轉教唆的行為而不罰，僅處罰直接教唆犯，殊屬失當534。 

 

(二)、否定說：主要有下列四個理由： 

一、從屬復有從屬，未符法理：教唆犯是從屬犯，從屬犯係附屬於正犯存在，

因此教唆教唆犯沒有存在可能，因從屬犯再有從屬犯，於理未通，法理

上亦非當然有其存在535。 

二、論理解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教唆他人犯罪」，其中法文「他人」，

專指「正犯」，不含「教唆犯及幫助犯」，故規範對象僅限直接教唆(即

第二教唆犯)，自不宜擴張解釋536包含間接教唆犯，蓋間接教唆犯(即第

一教唆犯)，其本身已因輾轉行為關係，令他人轉使其他之人犯罪，惟

被教唆之人並未實施犯罪，而失去其教唆行為，故間接教唆犯不認為係

共犯，應不為罪537。 

三、罪刑法定原則：因法律明文規定處罰者始得加以處罰，間接教唆犯法既

無明文規定處罰，不應處罰，以免有違罪刑法定原則及侵害被告人權。 

                                                 
533 黃村力，刑法總則比較研究，台北：三民，民國八十四年，頁 229。 
534 張天權，中華民國刑法總論，四九年八月初版，頁 470。 
535 此說說明，引自胡長清，刑法總論，頁 97-98 
536 請參最高法院九十年台非字第二四號、八十七年台上字第三七七八號判決、八十六年台上字

第四六五七號、八十五年台上字第二三九九號、八十年台上字第四六六九號。   
537 此說說明，引自張天權，中華民國刑法總論，四九年八月初版，頁 469 及周冶平，前揭書，

刑法總則表解，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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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歷史解釋：既已刪除暫行新刑律及舊刑法規定明文處罰教唆教唆犯依

教唆犯論處之規定，依刑法之嚴格解釋以保障被告人權，故應否定其可

罰性。 

第二款  實務見解 

見解實務採肯定說，即明文承認間接教唆犯。 

一、舊刑法時期：如下列最高法院判例 

(一)、最高法院 17年上字第 473 號判例要旨「查某甲與某乙素不相識，此

次夥劫海輪，純由某丙之唆使，業據某甲一再述明，如果某乙對於某甲

無直接教唆情事，僅因人之囑托，轉令某丙主使某甲同往行劫，則某丙

為本案教唆犯，某乙應為教唆教唆犯，至某乙給與某甲五元為上盜川

資，雖不免有幫助正犯之行為，但果能證明某乙為教唆教唆犯，則其事

前幫助行為，亦應為教唆行為所吸收，原審於某乙等之犯行尚未詳求，

遽認為教唆兼共同正犯，已嫌含混。」此判決肯認有間接教唆犯，而具

可罰性。. 

(二)、最高法院 17年上字第 485 號判例要旨「某甲等之逮捕並傷害某乙，

純由於某丙之主使，而某丙之主使，又出於上訴人之教唆，已灼然無疑，

如果訊明上訴人對於某甲等無直接教唆情事，則上訴人為教唆教唆犯，

更屬顯然，原審於上訴人之犯行，未予切究，遽認為實施正犯，顯有未

當。」判決相關當事人關係如下：上訴人（間接教唆犯）→丙（教唆犯）

→甲（正犯）→乙→（被害人），該判例肯認間接教唆犯，非屬從犯之

一種。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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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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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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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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判例乃民國十七年舊刑法時期之實務見解 ，舊刑法有間接教唆犯之

可罰性之明文，因此肯定 間接教唆犯之可罰性，並無疑義，惟此判例

要旨肯定「連鎖教唆犯」之可罰性，論述以「共犯因果論」為處罰根據，

認間接教唆犯有因果關係之延長(伸)538，重視其間之因果關係，即教唆

犯並不是因為「正犯之行為」與結果之間有因果關係而對結果承擔刑事

責任，而是由於「共犯自己之行為」與結果間有因果關係從而表現一定

惡性，才受到處罰 539，是間接教唆犯、再間接教唆犯、第二層間接教

唆犯均屬教唆犯，而具可罰性。 

二、現行刑法時期：下列判例、判決及決議明示間接教唆犯為教唆犯： 

(一)、最高法院 27年上字第 224 號判例要旨「（二）受託代雇殺人兇手，亦

係教唆他人犯罪，應負教唆之責。」明示代雇殺人之人為教唆教唆犯，

負教唆犯之責任。 

(二)、最高法院八十九年度台上字第六九二八號判決「依據卷內資料，並無

任何證據證明張○○與紀○○、王○○等人實施搶劫運鈔車之犯行係出自於

被告之教唆，或不詳姓名之人所教唆（被告係教唆教唆犯）」（似亦肯認

間接教唆犯有可罰性）。 

(三)、最高法院二十八年度七月二十五日民刑庭總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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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 陳子平，正犯與共犯， 收錄蔡碧玉、柯耀程、張麗卿、余振華、陳子平、靳宗立、蔡惠芳、

鄭善印、劉秉鈞、曾淑瑜、林東茂等著，2005年刑法總則修正之介紹與評析，臺灣刑事法學

會，元照，2005年 4 月，頁 188。 
539 大塚仁，前揭書，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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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本文見解 

本文肯定間接教唆犯具可罰性，行為態樣為教唆行為，屬教唆犯之一種，主

要基於下列七個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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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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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唆教唆犯之可罰性，無待法律明文規定，自有加以處罰

之必要540。 

復按教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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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即使非直接教唆犯誘使正犯產生犯罪決意之人，實則係

犯罪之發動者或根源者，如無最先之教唆，即無最終正犯之犯罪實施，基於

因果共犯論(惹起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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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唆(間接)教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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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是直接教唆犯固應予以處罰，從因果關係之延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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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 俞承修，刑法總則釋義(上)冊，上海法學翻譯社，三五年，頁 225；柯慶賢，刑法專題研究，

三民，八七年，頁 168。 
541 蔡墩銘，刑事證據法論，五南，八六年十二月，頁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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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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教唆犯係創造他人犯意之人，則間接教唆犯當然有存在可能，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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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間接教唆犯亦應如此，皆

得獨立犯罪，成立教唆犯5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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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且否定說反對教唆教唆犯，認教唆教唆犯不具可罰性，惟

未提供一個明確依據之準則，論據顯失當。 

 

三、法文義及論理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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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不能據此推論不

處罰教唆教唆犯，蓋如前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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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新刑律、暫行新刑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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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故無規定必要，非謂法律無明文規定，即排

除處罰，是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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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他人成立教唆犯，非不可視為「他人犯

罪」，且第三項亦不曰「被教唆人未至實施犯罪行為，而曰「被教唆人未至

                                                 
542 王詠寰，從犯之研究，臺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七九年 6 月，頁101。   
543 周冶平，刑法總則表解，台北：中華書局，民國五四年，頁 74。 
544 孫德耕，刑法實用總則編，三民，五一年，頁 142；趙琛，刑法總論，四八年一月，頁 134；

柯慶賢，前揭書，頁 168。   
545 楊仁壽，法學方法論，三民，七八年，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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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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是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解釋上不以被教唆人

本人犯罪為限，即該項規定係概括規定教唆犯，而非列舉規定，解釋上自應

採論理解釋之擴張解釋(最高法院七十 九年度台上字第一九二一號判決參

照)，包括教唆被教唆人教唆他人犯罪者即間接教唆犯在內，即只要教唆之

行為在促使正犯實行犯罪已足，不問其教唆方法係直接或間接(指教唆教唆

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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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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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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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後主使者，可能係一幫派首腦，教唆幹部從事犯罪行為，

該幹部再教唆手下實施犯罪行為，故該間接教唆犯實係整個犯罪之指揮者及

樞紐者，如無其指揮或教唆，則無後續傳遞教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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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法於理

於情未合。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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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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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
 韓忠模 ，前揭書，頁 291；周冶平，前揭書，刑法總則表解，頁 74。  

547
 張天權，中華民國刑法總論，初版，四九年，頁 470。 

548 褚劍鴻，刑法總則論，三民，民國七十八，頁 275；林錫湖，刑法總論，初版，八八年，頁

415。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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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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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認教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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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立法沿革觀之，應作相同解釋。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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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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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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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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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我國實務、學說及比較法支持：我國實務及學者多數說咸認教唆教唆犯具可

罰性，比較法上亦有此立法例552及判例，如日本第六十一條第二項明文規定

處罰教唆教唆犯，益可佐證採此說實屬有據。英國西元一八○一年 The King 

V. Higgins ，被告涉嫌教唆他人行竊財物，審判中辯稱渠並無任何外在之

犯罪行為，應不受追訴處罰，法官則以被告指使他人犯罪，其教唆行為已將

犯意徵表於外，顯非單純之內心意思可比，而判定被告有罪，該判決之立場，

與大陸法系各國之刑法處罰教唆犯之理由相同，因教唆犯惡性重大，應予處

罰553。 

 

                                                 
550 廖正豪，前揭文，頁 29。 
551 胡長清，中國刑法總論，大東，四二年，頁 98。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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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書，頁 216。 
553 Jerome Hall  & Gerhard  O. W. Wueller,  Case  and  R eadings on Criminal  Law 

and procedure, 2nd. (1965) P.107，轉引自 ，朱石炎，前揭文，頁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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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項  間接教唆犯之處罰 

 

第一款  日本 

 

日本刑法第六十一條第二項明文規定教唆教唆犯依教唆犯論處，即間接教唆

犯同樣依教唆犯處罰，依日本刑法第六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教唆犯比照正犯處罰，

惟前提以正犯之實行行為存在為必備要件554。所謂「比照」，是指儘管不是正犯，

但應適用正犯處罰之同一法條(基本構成要件)之法定刑範圍內加以處罰(大判明

四三．一二．九刑錄一六．二一三九；最判昭二五．一二．一九集四．一二．二

五八六)555 但非意味教唆犯之處罰要從屬於正犯之處罰556，是教唆犯之刑度，與

正犯不必有關連，即教唆犯與正犯有關刑之量定係個別獨立存在，不受影響，是

正犯與教唆犯對刑之加重或減輕事由，係獨立在別個別考慮，非必有關連557，具

體個案，例如正犯初犯，教唆犯係再犯(累犯)，此時教唆犯之量刑較正犯為重為

法之所許，即為一例558，實務亦採同樣見解，如大判明四三．一二．九刑錄一六．

二一三九。 

又教唆他人實施之法定刑為拘留或罰金輕微之罪，與從犯同，如無特別規

定，就不處罰教唆犯(刑法第六十四條)( 最判昭四三．一二．二四集二二．一三．

一六二五)559。又教唆犯是否以處罰處罰正犯為必要，實務見解採否定見解，即

間接教唆犯不以處罰正犯為必要(大判明四四．一二．一八刑錄一七．二二一

                                                 
554 香川達夫，前揭書，頁 395；青柳文雄，前揭書，頁 385。 
555 大塚仁，前揭書，刑法概說(總論)，頁 300；木村龜二，前揭書，刑法總論，頁 418；香川達

夫，前揭書，頁 396；朝倉京一，前揭書，頁 324 。 
556 大谷實，前揭書，頁 467；大塚仁，前揭書，刑法概說(總論)，頁 300。 
557 川端博，前揭書，頁 562。 
558 香川達夫，前揭書，頁 396-397；前田雅夫、松本時夫、池田修、渡邊一弘、大谷直人、河

村博，前揭書，條解刑法，頁 213。 
559 大塚仁，前揭書，刑法概說(總論)，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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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60。實務亦認教唆犯之處罰，不以正犯被起訴、處罰為必要(大判昭四．八．

二六集八．四一六)561。至實行之正犯是否確定，對間接教唆犯之成立不影響(大

判明四三．一二．九刑錄一六．二一三九)562。 

 

 

第二款  我國 

(一) 責任 

間接教唆犯是否應負刑責，首應探討該行為態樣是否具有可罰性。如

不具可罰性，當不處罰，自不待言。多數說及實務認間接教唆犯具可罰性，

為教唆犯，與直接教唆犯之層次雖有異，其同為教唆犯，二者責任並無差

別，即依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教唆犯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即依其

所教唆之內容處罰563 。惟在間接教唆犯之場合，必須被教唆者之教唆犯已

轉向他人(正犯)為教唆者，教唆者方克成立犯罪。反之，若被教唆者並未

轉向他人教唆犯罪者，則教唆者尚不成立犯罪。例如甲教唆乙代僱兇手毀

丙之容貌，乙並未實施，則乙固不成立犯罪，甲亦同564。 

(二) 既未遂 

間接教唆犯是否既遂，原則上以被教唆人之實行(施)行為即實施者是否既

遂為準565。惟如上列圖示甲之教唆因乙之轉教唆，獨立成罪，即使乙未轉教

唆，被教唆者丙未著手，不成立犯罪，甲仍以未遂犯論； 如乙已轉教唆，而

丙未著手殺，其結果亦同。如乙已轉教唆，且丙已將丁殺死，則甲亦隨之而

為教唆既遂566。當然若教唆教唆犯尚未向教唆犯為實施教唆時，當然無犯罪

                                                 
560 大谷實，前揭書，頁 467；大塚仁，前揭書，刑法概說(總論)，頁 300。。 
561 前田雅夫、松本時夫、池田修、渡邊一弘、大谷直人、河村博，前揭書，條解刑法，頁 213。 
562 大塚仁，前揭書，注解刑法，頁 432。 
563 韓忠模，前揭書，頁 291。  
564 王振興，前揭書，頁 99。 
565 韓忠模，前揭書，頁 291；陳樸生，前揭書，頁 276； 潘恩培，前揭書，頁 108。 
566 鄭健才，前揭書，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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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言，如圖示之甲教唆乙之函件既未到達乙之手，尚難論以未遂犯論567，實

務見解最高法院三十九年台上字第一二三號判例亦揭示此旨。 

 

 

第七項  小結 

 

一、間接教唆犯之可罰性：間接教唆犯較間接幫助犯具可罰性，且無論基於共犯

之處罰根據責任共犯說、不法(違法)共犯論或因果共犯論(惹起說)，均具可

罰性，是本文肯認其可罰性。又大清新刑律、暫行新刑律、舊刑法規定因將

教唆犯採共犯從屬性說，故均明文規定間接教唆犯為教唆犯，以免爭議。現

行刑法傾向共犯獨立性，自毋庸規定，遂將大清新刑律、暫行新刑律、舊刑

法有關間接教唆犯之明文規定刪除。但九十四年二月二日公布之新修正刑法

第二十九條對教唆犯又有傾向共犯從屬性，似應參考大清新刑律、暫時新刑

律、舊刑法之立法例明文規定為宜。按間接教唆犯是否具有可罰性既有可能

不同解釋，如學者通說及實務見解均肯認可罰性，則依罪刑法定原則，宜參

考日本刑法第六十一條第二項明定教唆教唆犯依教唆犯論處之立法例，以杜

爭議。 

 

二、間接教唆犯之處罰部分：按間接教唆犯如不具可罰性，則不處罰。反之，如

肯認可罰性而為教唆犯之一種，則其處罰亦與教唆犯同，即引用法條應適用

正犯處罰之同一法條(基本構成要件)之法定刑加以處罰568。教唆犯之刑度，

與正犯不必有關連，原則上如無特殊事由時，正犯量刑較教唆犯為重，但如

正犯初犯，教唆犯係再犯(累犯)，此時教唆犯之量刑較正犯為重，殆非無可

                                                 
567 蘇俊雄，前揭書，頁 455。 
568 大塚仁，前揭書，刑法概說(總論)，頁 300；木村龜二，前揭書，頁 418；香川達夫，前揭書，

頁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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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569。蓋教唆犯與正犯對刑之加重或減輕事由，係個別獨立存在，非必有關

連性。我國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教唆犯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故正犯

縱使係犯拘役、罰金之罪，間接教唆犯亦應予以處罰，此與日本規定法定刑

為拘留或罰金輕微之罪，教唆犯與從犯同，如無特別規定，就不處罰教唆犯

(刑法第六十四條)之規定明顯有別。又間接教唆犯不以處罰正犯為必要。 

    

 

第三節  新修正刑法總則對間接教唆犯之影響 

 

第一項  新修正刑法總則對幫助教唆犯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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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宜立法明定。惟並未另訂明文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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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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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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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69 香川達夫，前揭書，頁 396-397。 

 
570 陳子平，前揭文，正犯與共犯，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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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新修正刑法總則對教唆教唆犯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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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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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足證修正後，並未影響教唆教唆犯之行為態樣及可罰性。 

從此次修正未將教唆教唆犯明文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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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新修正之刑法總則，最高法院二十八年度七月二十五日民刑庭總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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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仍有適用？前開民刑庭總會決議雖認教唆教唆犯亦屬教唆犯，惟卻

認間接教唆犯之成立以被教唆者教唆他人實施犯罪行為為要件，其根據為何，未

詳細論述，然若貫徹惡性之共犯獨立性說立場，有認應不以該要件為必要572。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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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 陳子平，前揭文，正犯與共犯，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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