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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人的念頭其實是隨時隨地在變動的。相信許多人都曾與作者有類似的經驗：

走進超級市場，買了一堆生活日常用品，洗髮精、沐浴乳、牙膏、貓罐頭等，推

著購物車前往收銀台準備排隊結帳，在走入收銀台前突然想起，家中的貓大爺不

喜歡牛肉口味的罐頭，於是又將貓罐頭放回貨架後才去結帳；或者就在結帳的同

時才想到，家裡浴室架子上還有兩瓶新的洗髮精沒有用過，於是告訴收銀小姐洗

髮精不要了，收銀小姐雖然很不耐的瞪了你一眼，但是仍然重新修正輸入金額，

並且替你把洗髮精放回收銀台旁的退貨籃中；甚或者正在結帳的同時，才想起出

門前媽媽交代要買的醬油沒有拿，於是趁著收銀小姐忙於輸入金額之際，趕快跑

到陳列醬油的貨架上隨手拿一瓶，交差了事－不管是不是媽媽所慣用的指定品牌

－，在收銀小姐完成輸入金額的動作之前，跑回收銀台並且把那個不知什麼品牌

的醬油放入自己的購物籃中，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繼續結帳，即便排在後方的外

省籍老先生已經用不知哪一國的國語對自己表達久候多時的不滿，但最後收銀機

所打出來的發票仍然會很忠實的不包括洗髮精或貓罐頭，或者包括醬油的價錢在

內。如果將上述「超級市場一日遊」的例子用刑法概念加以理解，則作者進入超

級市場推動購物車時，可能是購物行為的著手時點，把所有日常用品交給收銀小

姐結帳時可能是行為終了的時點，提著大包小包購物袋離開收銀台時，則可能是

結果發生的時點－購物行為的既遂。雖然在這個例子中各個時點認定的基準學說

上或多或少還有爭議，不過起碼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確定的，即－買多少東西，付

多少錢－不論是在結帳前將貓罐頭放回貨架、在結帳時告訴收銀小姐洗髮精不要

了抑或者臨時把醬油放入購物籃內，作者最後所支付的金額都只限於購物袋中實

際存在的物品，換句話說，有意識購物行為的範圍決定了最後支付金額的多寡，

並且，也都被認為屬於「一個」購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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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概念的釐清 

 

 

正如善變或健忘的作者一般，刑法上的行為人也可以是善變或健忘的，行為

人的念頭也是隨時隨地在變動的，一個可以想像例子是這樣的：假設有個性好古

物的雅賊向來以蒐集古代詩詞書畫為樂，他得知歷史博物館目前正有一個詩詞書

畫大展，於是在展覽開幕典禮當天早上購票入場，尋找值得下手的目標，走入大

廳後，他發現本次展覽的主角－白居易琵琶行真跡，於是他決定在當天晚上潛入

把這價值連城的真跡偷回家裡慢慢品味。趁著離開博物館之前觀察現場的保全措

施，他發現博物館的後門沒有警衛看守，於是他計畫當天晚上攜帶自己精心打造

的萬能鑰匙由博物館後門潛入，等拿到琵琶行真跡之後，循著原路在夜色的掩護

之下離開。 

在上面這個例子當中，根據這位雅賊先生的犯罪計畫，他所必須認識的對象

包括：(1).時間必須在夜晚、(2).帶著萬能鑰匙、(3).用萬能鑰匙打開博物館的後

門、(4).偷走琵琶行真跡、(5).從原路退回。可是當他來到博物館時卻可能出現預

料之外的情況，例如發現後門已經增加了白天所沒有的警衛，所以只好臨時決定

效法聖誕老人改由煙囪侵入；或者進入以後卻被警衛發現，只好臨時決定將警衛

打昏後拿走琵琶行真跡；或者進入博物館以後才發現有更值錢的東西，所以放棄

原本計畫拿的客體而拿走某樣更值錢的東西等，凡此種種的情形，都是在實際實

踐犯罪計畫時所可能發生的，如果以最嚴格的標準來看，凡是在實際行動的當時

有其中一樣與原本的計畫不相同，原本的犯罪計畫就已經改變，一個犯罪計畫改

變的同時，就代表著故意所認識的對象也跟著改變。簡單的說，如果故意所要認

識的對象應該包括行為主體、客體、手段、因果關係、行為時的特殊情狀等要素，

那麼只要其中一項有所改變，就可以被認為是一種犯意變更。這種認定犯意變更

的方式，為部分德國學者所採取，不過是否有必要採取這種嚴苛的標準，本文認

為仍有討論的空間，以下先說明德國學說上的犯意變更，其次說明我國實務見解

所認定的犯意變更，最後說明本文所討論的形態以及本文何以如此認定的理由。 

 

一、德國學說上的犯意變更－行為客體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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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lenkamp認為：所謂「犯罪實施中改變犯意（也就是犯意變更）」，可以

理解為在構成要件行為完成後，故意個別實現在具體的行為客體上，具體選擇的

客體不同於最初所認識到的客體，但屬於同一個構成要件概念。由這個定義已經

可以知道，Hillenkamp認為犯意變更的難題，首要在於多行為犯，在多行為犯可

以也必須提出這個問題，是否因為時間上先行的行為部分，似乎受在品質上和完

成犯罪的那個部分行為的故意不同的故意所支配，可能因而使得實施部分構成要

件行為所實現客體的改變仍然具有刑法上的重要性。在單行為犯，無論如何也會

產生兩種分歧的情形，就是最先預計實現的犯罪計畫和實際上複合（多重內涵）

的意思，雖然說只有直接支配行為舉動的意思才是重要的。例如一個小偷，發現

兩台靠在商店門口比鄰而放的自行車而決定偷一台，但是他卻因為喜歡另一輛車

的顏色而跳上去，而騎走這一輛，無疑地他應該成立德國刑法第二百四十二條之

罪，他起初對第一台自行車的具體意欲並不重要，有決定性的，僅僅是在拿走第

二台自行車的瞬間所落實的故意1。 

這樣的理解在學說與判決上，引起了一個在德國舊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一

項第二款的爭議，而在這種難題上面，也經常與德國刑法第三百七十條第一項第

五款有關。但是卻不可以因此讓人看不清楚這一點：這裡所涉及的絕不僅僅是特

別構成要件的問題，而是在所有多行為犯上一個故意的問題；不過 Hillenkamp

同時認為，犯意變更的現象不是會限制在多行為犯上。相反地，這種現象更會出

現在這類構成要件上：即除了行為人的行為以外，還需要被害人的配合行動，例

如在恐嚇取財罪。犯意變更的問題如所述不能縮限到德國舊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條

構成要件上面這個事實，即在多行為犯，所有行為部分必須包括在單一且同一個

故意當中。例如為了拜訪情人而侵入住宅的行為人，不會成立加重竊盜罪，如果

他－沒有遇到情人－湊合著拿起她所存的金錢。這個規則必然造成這種結論，在

行為人以故意竊取一個具體客體而入侵，然而卻決意帶走另一個客體的案例，僅

僅構成加重竊盜未遂和普通竊盜既遂，當然這是基於這樣的前提：不同客體的具

體化造成兩個不同的故意2。如果兩個不同客體的具體化造成了兩個不同的故

意，那麼可以想見的是，在犯意變更的情形下基於兩個不同的故意，將會被理解

                                                 
1 Hillenkamp, Die Bedeutung von Vorsatzkonkretisierungen bei abweichendem Tatverlauf, 1971, S. 5. 
2 Hillenkamp, Die Bedeutung von Vorsatzkonkretisierungen bei abweichendem Tatverlauf, 1971, S.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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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兩個行為，換句話說，犯意變更在最後評價的結果將會被評價為數罪，一個

侵入住宅竊盜的行為人，放棄了原本計畫的客體改而竊取其他的客體時，前面的

行為將會被評價為一個竊盜未遂，後面的行為將會被評價為另一個竊盜既遂。 

Roxin從客觀不法的角度，對於犯意變更有一種截然不同於 Hillenkamp 的詮

釋方式，他認為所謂的犯意變更（Vorsatzwechsel），正確的來說應該被稱為「行

為客體的變換」（Tatobjektswechsel）其實是涉及到行為人在行為持續期間有意地

將他的攻擊客體由一個轉換到另外一個，這樣的情形在以前的德國刑法第 243

條還是一個獨立的加重構成要件時，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如果某人為了竊取貴

重的戒指而侵入住宅，後來卻帶走了另一個物品，那麼在這裡出現了一個問題，

行為人是否構成一個侵入住宅未遂以及一個單純竊盜罪（einfach Diebstahl）的既

遂罪（或者甚至構成德國舊刑法第三百七十條第一項第五款的輕微竊盜

（Mundraub）罪）或者只構成一個單純的侵入住宅竊盜罪？如果行為人以輕微

竊盜罪的故意著手，但是後來卻拿走一個不屬於輕微竊盜罪的物品，那麼對於以

下這件事情就是可以爭論的：是否構成一個不罰的輕微竊盜未遂以及一個單純的

竊盜既遂，或者並非如此，而是根據第二百四十三條構成一個侵入住宅竊盜既

遂？判決認為故意的變化始終是不重要的，如同帝國法院自從 1886 年起的判決

向來所主張的，竊盜的故意限縮在特定的客體上是不重要的，即便這個故意擴

大、縮小或者認識到另一個客體，它始終是原來、同一個故意3。例如在共同拜

訪些許餐廳之後，被告向他的同行者 G 索取 5 馬克，他為了計算計程車費用，

並且如他所知的，不會要求歸還。G 拒絕付款，被告在街上用拳頭將 G 擊倒在

地並且從 G 的後褲袋中抽出錢包，為了取得他所渴望的金額。然而在他打開錢

包時發現，錢包裡有很多錢，他決定拿走裡面全部的東西，他收下了大約 700

馬克的紙幣並且離去。對於這個竊盜故意而言，帝國法院和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

認為，是否竊盜故意一開始就限定在特定客體上並不重要。竊盜故意仍是同一個

故意，縱使這個故意在關於同一個行為的竊盜客體的範圍內縮小、擴張或甚至變

更。所以如果以竊盜意圖(故意)侵入住宅，即犯一個加重竊盜罪，即便他侵入時

只想偷一個特定的東西，在侵入住宅之後卻拿走另一個東西。4 

                                                 
3 Roxin, ATI, 3. Aufl., 1997, §12, Rn. 159.; RGSt 14, 313. 
4 BGHSt 22, 350。不過此判例的後段同時強調，如果行為人是因為偷特定東西的無效未遂，終究
放棄他原本的竊盜意圖（故意）而重新決定竊取其他東西，那麼則要作不一樣的認定。這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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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lenkamp說明這樣的情形產生了一個不是限於竊盜的一般的故意問題，並

且可以被當作一種有認識的打擊錯誤（bewußter aberratio ictus）。如果人們同意

這種想法，根據這裡所代表的觀點，那麼人們原則上將必須贊同判決，至少自從

藉由廢除輕微竊盜的構成要件，所有的不法所有客體在法律上必須同樣被對待：

如果 A為了搶奪 B的手提包而推倒在公園的 B，但是卻在後來才發現一個貴重

的耳環，並且在 B 喪失知覺的情況下拿走耳環，在客觀的評價上終究還是實現

了一個指向貴重物品的犯罪計畫。Roxin認為 Hillenkamp在這裡應用犯意變更的

概念是錯誤的，這涉及到一個客體的變換剛好在同一個故意的範圍之內，這並非

約莫是一個強盜未遂加上一個竊盜既遂，而應該認為是一個強盜的既遂。這種解

決方法是從犯罪計畫理論（Tatpalntheotie）中自然而然所產生的。對通說而言，

打擊錯誤所成立的永遠是一個未遂，難以解釋的是，為什麼在確定具體客體之後

一個有認識的偏離對於故意歸責沒有影響，根據犯罪計畫理論這不是完全不可能

的5。 

 

二、國內實務上的犯意變更 

 

最高法院 64年台上字第 2175號判例認為：「上訴人既先與某婦多次相姦，

其後又因戀姦情熱，而和誘某婦脫離家庭同居姦淫，其後之和誘同居姦淫行為，

顯係另行起意，除其和誘後之相姦行為與和誘行為有牽連關係，應從一重之和誘

罪處斷外，其和誘前之相姦行為，即應與和誘罪併合處罰，原判決竟認其先後相

姦（包括和誘前後）係基於概括犯意，應依連續犯論以一罪，與和誘行為具有牽

連關係，應從一重之後者處斷，自難謂無違誤」。此一判例僅言「『顯係』另行

起意」，並沒有針對「為何是另行起意」提出說理，就結論上觀察，此一判例似

乎認為只要是不同構成要件之間的變動即屬於另行起意的範圍；但是最高法院

24年上字第 4673號判例卻又認為：「強盜與竊盜，僅係取得財物之手段不同，

而於圖為不法所有，以非法方法取得他人財物之點，兩者並無差異。原審認定上

                                                                                                                                            
在這裡也必須被應用；因為雖然根據德國刑法第 249 條以下強盜罪被認為是獨立的犯罪構成要
件，但實質上仍包括竊盜的要素和竊盜故意。被告在使用暴力之後沒有新的取物故意，而只有他
現一開始就有的以暴力從同伴身上拿走錢而把故意擴及於較多錢的意圖故意；他的故意從而僅僅
是擴張而已。 
5 Roxin, ATI, 3. Aufl., 1997, §12. Rn.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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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等原有之犯意固在行竊，但於侵入住宅後，尚未竊得財物，因被事主發覺，

即起意行強，進而強取鑰匙，並將事主抓傷而劫取財物，其圖為不法所有取得他

人財物之犯意，仍相一貫，僅於中途『變更』其竊取手段為強取而已，其應成立

強盜罪已無可疑。至夜間侵入，雖係本於竊盜之犯意而成，但因以後所用之手段，

已由竊盜而變為強盜，則竊盜時之行為，即其強盜行為之一部，除在外把風之犯，

對於強盜無意思聯絡，不算入結夥外，不能以其前段之行為，為加重竊盜未遂，

後段之行為為普通強盜既遂，而從一重處斷」。則似乎又認為在不同構成要件之

間仍有犯意變更存在的空間。 

由上面兩個判例觀察不難瞭解，在關於犯意變更的問題上，國內實務見解欠

缺明確的問題意識，哪一種種情況下可以認定為犯意變更、哪一種種情況下應認

定為另行起意並無明確標準，同樣是不同的構成要件，在和誘與通姦的情形即認

為屬於另行起意，但是在強盜與竊盜之間卻又肯定犯意變更存在的空間，不過如

果僅就 24年上字第 4673號判例觀察，則國內實務所理解的犯意變更，似乎是所

指構成要件行為的變更，而非如德國學說以行為客體的變更為主要的討論對象。 

 

 

第二節  本文所理解的犯意變更 

 

 

一、犯意變更－構成要件的變更 

 

德國學說所討論的犯意變更並不是本文所指的犯意變更，正如 Roxin所言這

只是一種在同一個故意的範圍內，行為客體的變換而已，它是屬於同一個構成要

件之下的變更。簡單的說，德國法所討論的犯意變更是以最嚴格的標準為基礎。

但是啟人疑竇的是，在同一構成要件之下，可能變更的卻不只是行為客體而已，

行為的主體、手段、因果關係、行為時的特殊情狀等要素在可能變更的範圍，為

什麼其他變更卻不被認為是一種犯意的變更？更令人感到疑惑的是，什麼叫做

「有認識的打擊錯誤」？在通說的理解之下，一個行為人舉槍瞄準甲，但是卻因

為槍法欠佳而誤中乙，通說認為對甲成立殺人未遂，對乙則成立過失致死，二者

依想像競合處理，行為人在開槍的同時是否認識到可能會誤中乙這一點並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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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對於最後歸責比較重要的的毋寧是「行為人是否想要打中乙」這一點，換句

話說，對於誤中的客體是否有認識並不是刑法應該關心的重點，重點是行為當時

有沒有「欲」的要素，一般來說，打擊錯誤是故意未遂與無認識過失想像競合，

但是沒有人規定打擊錯誤不可以是故意未遂與有認識過失的想像競合，有沒有認

識對於打擊錯誤是顯然是不重要的，更何況在犯意變更的情形，行為人的認識根

本沒有錯誤可言，最後造成的結果不但被行為故意認識的範圍所及，更是行為人

所樂見的。本文認為 Hillenkamp 以有認識的打擊錯誤解釋犯意變更的問題，正

好暴露出他對於故意理論－故意所應該認識的對象是什麼－的誤解。事實上，德

國學說見解對於客體錯誤與打擊錯誤的理解一直是實分糾纏的，為什麼在客體錯

誤的時候通說採取法定符合說，到了打擊錯誤卻採取具體符合說？為了解決這個

棘手的問題，德國學者競相提出許多的解決方案，這其中當然也包括 Roxin 與

Hillenkamp在內，可謂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倒是國內學說見解在這一個問題

的解決上領先了德國的觀點，更能合理說明打擊錯誤與客體錯誤在結論上的差

異，依照此說的觀點6，其實客體錯誤是行為人對於行為客體的錯誤，錯誤發生

在行為人對行為客體的誤認；打擊錯誤則發生於行為實施的過程，是一種因果流

程的偏離，在客體錯誤，只要檢驗行為人所認識的對象是否符合構成要件的評

價；在打擊錯誤則必須檢驗行為人方法上錯誤所造成的結果，是否是行為人能認

識的且必須認識的，也就是檢驗因果流程的偏離是否超乎行為人應該認識且能夠

認識的範圍，簡單的說，構成要件所要求的在打擊錯誤與客體錯誤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一個要求的對象是行為客體，另一個要求的是因果流程，二者都是等價理

論，也就是法定符合說。相反的，Roxin以犯罪計畫說處理錯誤的問題與德國實

務從帝國法院迄今的見解，對於故意理論的認識反而可能是比較正確的。 

站在這個基礎上出發，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很清楚的結論：不論主體、客體、

手段、因果關係、行為時的特殊情狀等要素變更，只要是在同一構成要件之內，

也就是故意所應該認識的範圍之內，對於歸責原則上都不會發生影響，因為刑法

要求行為人認識的範圍只及於構成要件所描述的事實，並不需要具體化到個案當

中所有的細節以及對象。如果構成要件內的變更對於歸責不會發生影響，當然就

沒有特意討論的價值，因此本文認為國內實務見解對於犯意變更的理解雖然不是

                                                 
6 許玉秀，妨害性自主與打擊錯誤，收錄於刑法的問題與對策，1999，頁 29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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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的清晰，但卻可能是比較正確的，或者說比較有討論實益的。換句話說，有

必要提出來加以討論的犯意變更，必定使以構成要件作為基礎的變更類型，也就

是不同構成要件之間的變更。 

 

二、問題的提出與犯意變更應有的效果 

 

既然犯意變更是指在不同構成要件之間變更的情形，那麼在不考慮裁判上一

罪的前提下，數個構成要件行為理論上應該構成數罪，如果犯意變更有討論的價

質，那麼它在評價上一定會產生一個有別於數罪的結果－論以一罪，簡單的說，

這也就是犯意變更與另行起意最大的區別所在。但是這樣的說法只是最後的結論

而已，真正重要的在於，我們是憑著什麼樣的理由認為犯意變更可以只被評價為

一罪？因為犯意變更與另行起意其實同樣都是一個客觀現象先後合致於兩個構

成要件，而被認為有兩個構成要件故意，兩個構成要件故意加上兩個構成要件行

為怎麼可能只成立一罪？ 

其實，犯意變更這個概念從字面上來看，至少包含兩個問題。第一、所謂的

「犯意」是什麼？第二、所謂的變更又是什麼？第一個問題無可避免的又必須和

行為開始與終了扯上關係，換句話說，什麼樣的犯意才是刑法所關心的犯意？只

有這種犯意發生變更時，才是我們必須加以正視的。如果我們認為所謂的犯意就

是「犯罪的故意」，而犯罪的故意又等於對於構成要件認識與意欲，那麼所謂的

犯意顯然不只是存在於行為當時而已，行為開始之前、行為正在進行中或行為結

束之後，行為人對於構成要件同樣都可以具有認識和意欲，那麼從哪一個時點開

始到哪一個時點為止的認識和意欲是刑法必須關心的對象？以及為什麼刑法特

別關心這一個時點到那一個時點之間的認識和意欲，都是第一個階段應該處理的

問題，簡單的說，第一個應該解決問題就是－什麼叫做行為時？。 

現在讓我們回到在超級市場購物的例子，作者剛進入超級市場時，本來只打

算買貓罐頭，但是在結帳之前又跑去拿了一罐醬油，那麼買貓罐頭與買醬油到底

是一個行為或是兩個行為？在這裡比較中肯的說法可能是：在客觀現象上，作者

有一個買貓罐頭的故意和一個買貓罐頭的行為，加上一個買醬油的故意和一個買

醬油的行為，因此，買貓罐頭可以是一個行為、買醬油也可以是一個行為，但是

在評價上它們都會屬於同一個購物行為的一部分，能夠被單獨評價的，只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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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行為而已。由此我們不難發現，如果有兩個故意和兩個構成要件行為存在，

但是結論上卻可以只論以一個故意和行為的話，那麼這兩個構成要件行為之間，

在評價上必然有類似於買貓罐頭和購物行為之間的關係存在，也就是前者的行為

是屬於後者行為的一部分關係，評價了後者就足以包括了前者的情形。不過什麼

又是「一部分關係」？這個一部分關係在犯意變更的問題上代表著什麼樣的意

義？這就涉及到第二個問題，也就是什麼是「變更」的問題，所謂的變更是否以

「一部分關係」為必要？這樣的問題意識反映在刑法上，將會變成刑法分則中的

構成要件相互之間的變更，是否以具有所謂的「一部分關係」為必要？由此又衍

生出了第三個問題，如果變更的確是以一部分關係為必要，那麼為什麼某些刑法

分則的構成要件相互之間具有一部分關係，有些卻不具有這種一部分關係？換句

話說，刑法分則是如何建構的？為什麼以這種建構方式會使某些構成要件之間產

生一部分關係，某些構成要件之間卻沒有一部分關係？據以決定刑法分則建構的

標準是什麼？而這種決定一部關係的參考標準又是什麼？ 

換一種情形來看，假設今天愛貓成痴的作者原本只打算購買 A 牌的貓罐頭

一罐，進入超級市場後，因為擔心家中貓大爺體弱多病，為了選擇品質優良、物

美價廉的罐頭，於是在超級市場的貨架旁直接將 A 牌貓罐頭打開，為貓嘗味，

吃了一口之後認為風味欠佳，有害貓體，此時作者能否對收銀小姐表示，由於試

吃結果顯示社會大眾反應不良，於是改買 B牌的罐頭並且對於已經打開的 A牌

貓罐頭拒絕付款？類似的問題反映在刑法上，那麼我們可以問的是：如果行為所

造成的利益侵害先於購物行為終了而發生時，那麼對於種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形我

們應該如何處理？利益侵害時點先於或後於行為終了的時點，對於犯意變更的問

題可能什麼樣的影響？ 

 

三、研究步驟與文獻處理 

 

基於上述所提出的問題，本文以下將於第二章的部分先行探討犯意的概念，

以便確定哪一種犯意的變更才是刑法應該關心的變更；第三章說明刑法分則的建

構過程，希望能從刑法分則的建構過程中尋找到限制或許可犯意變更的關鍵性要

素、一部關係的真義以及犯意變更可以論以一罪的理由；第四章再對部分學說上

的爭議問題，運用前二章分析所得到的觀點，提出作者自己的結論；最後於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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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回顧前四章的觀點並且提出總結。在文獻的處理上，由於我國實務見解所指的

犯意變更與德國文獻所理解的犯意變更，在概念上並不是相同的問題，而國內學

說對實務界所認識的犯意變更又欠缺詳細的論述，相關的觀點在中文及德文文獻

上亦不多見，因此作者將以自己不成熟的觀點解決上述的問題，希望藉此為犯意

變更找出一個固定的界線，而非以個案認定的方式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