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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哪一種犯意才是應該被評價的犯意 

－行為時的犯意 

 

 

第一節  犯意評價的始點 

 

 

一、犯意評價的始點－著手 

 

犯意，也就是「『犯』罪行為的故『意』」，更精確一點來說其實就是「實現

構成要件的認識和意欲」（Wissen und Wollen der Tatbestandsverwirklichung）1。這

種實現構成要件的認識和意欲是如何產生的，並不重要，在麵包店偷麵包的人可

以是因為三天三夜沒有東西吃，也可以是一時高興而順手牽麵包，因為這只是一

種引起外在行為的內在原因，也就是動機的問題而已。對於刑法而言，重要的是

行為人認識自己偷麵包的行為，並且也有偷麵包的意欲，只要符合了對於構成要

件事實的認識和意欲的要求，就已經足夠了。為什麼這麼說？ 

事實上，分則中各種不同的犯罪構成要件所著重的，是對於客觀上利益侵害

結果的描述，或者對於利益可能造成危險的描述，換句話說，分則的構成要件其

實就是對於犯罪行為的法定描述方式，那麼客觀上對於利益造成侵害或危險與否

有直接相關的，是行為人的行為而不是動機，能造成客觀上的利益受到損害的也

只可能是行為，單純的動機不可能對於特定利益造成破壞或危險，客觀上的利益

也不可能因為行為人良善的動機而從原本的「有」損害變成「無」損害，否則俠

盜王子羅賓漢劫富濟貧的行為就會變成一種不可罰的行為。因此我們不妨認為，

在刑法分則各種不同犯罪的法定構成要件類型之中，除非有將行為人的動機特別

標明的情形，否則動機就不應該是決定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的主要依據。如果法定

                                                 
1 Wessels/Beulke, AT, 31. Aufl., 2001, § 7, Rn.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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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要件行為的描述並不包括動機，那麼這種引起外在行為的內在原因原則上就

不應該是刑法所要關心的重點，行為人的動機如何、良善與否並不會影響到故意

犯罪的成立，至多只會影響到量刑的輕重罷了2。  

既然與動機相較，對於刑法而言重要的毋寧是行為人基於他的「故意」而偷

麵包，這當然也就表示了這個偷東西的行為，必須是在行為人的故意支配之下所

為的，換句話說，這個偷東西的故意在時間點上必須從進入麵包店開始，直到偷

到麵包為止，始終持續的存在。學說上認為：「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有無構成要件

故意，其關鍵性的時間點乃在於行為的違犯當時。易言之，故意必須在行為當時

存在者，始有構成要件故意可言。至於與構成要件實現無關的所謂事前故意

（dolus antecedens），則不能據之以認定行為人具有構成要件故意。… … … … 行

為人的行為發生特定結果而造成對他人法益破壞之後，由於這個結果剛巧是行為

人本所樂觀其成者。在這時候，行為人在主觀心態上對於構成要件的實現，雖亦

具備意欲的內心情狀，有如事後始萌生的事後故意（dolus subsequens）。可是行

為人必須首先對於客觀不法構成要件的知與欲，其後以作為或不作為，而實現不

法構成要件，始有故意可言，不可能先實現不法構成要件而在事後始萌生故意。

因此，所謂的事後故意並不足以據之認定行為人具有構成要件故意」3。上面一

整段的論述只有告訴我們一件事，也就是事中故意才是所謂的「構成要件故意」，

而這個故意必須在行為當時存在，至於為什麼事中故意才是所謂的構成要件故意

或者為什麼行為當時必須有故意的存在，在這一段的陳述中並沒有辦法找到答

案。 

事實上，事中故意之所以成為刑法評價的主要對象，主要是因為刑法典上多

以著手為處罰的最低界線，因為著手就是一個行為的開始，一旦越過著手的界線

進入未遂的階段以後，就表示行為已經開始了，與行為同時存在的故意就被認為

是事中故意，是一個可以處罰的故意，從而在確定什麼時候可以稱之為著手，也

就是行為何時開始的問題上，就顯得格外的重要。不過我們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應該先解決另外一個前提性的問題，亦即為什麼刑法上的行為一旦開始就是

可罰的，或者為什麼行為人一旦著手以後就處於可罰的狀態？如果要回答這個問

題，則必須進一步探討另一個根本的問題，就是著手的處罰基礎－也就是未遂處

                                                 
2 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八版，2002，頁 237。 
3 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八版，2002，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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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基礎的問題。 

關於未遂的處罰基礎，較早期的理論認為，著手之所以可罰，僅僅因為導致

對於構成要件所保護的行為客體的危險，此亦稱之為客觀理論（objektive Theorie）

因為故意在所有行為階段（包括預備、實行與既遂）的特徵是相同的，著手的確

定界線相較於預備行為將在客觀領域上尋找，著手的可罰性不應求諸於行為人的

意願，而是在於有接近實現構成要件程度的結果的危險4。根據多數的見解，著

手的處罰基礎在於表現法敵對意思（betätigter rechtsfeindliche r Wille），有決定性

的並不是在於透過行為對被保護的行為客體有事實上的危險，而是透過故意開始

實現行為不法，此說被稱為純粹主觀理論（rein subjektive Theorie），從而導致著

手處罰領域延伸到預備行為，並且承認不能未遂原則上與普通未遂和既遂犯處罰

相同，惟此說已不再經得起考驗5。第三種理論－目前的通說－是由上述兩種理

論而來，稱之為印象理論（Eindruckstheorie），也就是我們一般所理解的，著手

的處罰基礎除了行為人主觀上有法敵對意思外，客觀上亦可能造成侵害法益的危

險6。國內有學說見解認為，自我國刑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未遂犯之處罰，以

有特別規定者，為限。」，第二十六條前段「未遂犯之處罰，得按既遂犯之刑減

輕之。」等規定，可得知現刑法並不認為所有的未遂行為均具應罰性，而且具有

應罰性的未遂行為，得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且第二十六條但書復肯定不能未遂

行為之可罰性，而認為我國刑法採取者乃主觀與客觀混合之未遂理論7。 

 

二、各種著手的認定標準－預備行為與未遂行為的界線 

 

如果肯定通說－主客觀混和的未遂理論的觀點，亦即事中故意才是刑法評價

的主要對象，那麼接下來的問題便是我們要如何確定事中故意的範圍？簡單的

說，在哪一種情況下，我們才會認為一個事前故意已經成為事中故意？這當然就

涉及到「著手」這個概念認定的標準，也就是行為開始的認定標準。簡單的說，

如果與構成要件行為同時存在的故意才是刑法要評價的事中故意，那麼從哪一個

時點開始可以被認為是構成要件行為這件事情上，將會涉及到處罰犯意的界線的

                                                 
4 Jescheck/Weigend, AT, 5. Aufl., 1996, S. 512 f. 
5 Jescheck/Weigend, AT, 5. Aufl., 1996, S. 513. 
6 Jescheck/Weigend, AT, 5. Aufl., 1996, S. 514. 
7 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八版，2002，頁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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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因此在我們討論犯意變更的問題之前，當然必須先將焦點集中在什麼才是

可罰的犯意這個問題上。 

 

(一).通說見解 

 

一般而言，個人所為的決定，原則上並不被列入刑法的考量，即便是預備行

為亦同，預備行為只有在例外的情況下才是可罰的。相較於此，根據德國刑法第

二十三條第一項，未遂在具體案例中通常卻是違法行為8。但是在何種情況下才

屬於未遂的階段？這一點就連在德國向來都有數種不同的看法。 

根據形式客觀理論（formal-objektive Theorie）行為實行的開始只有在開始於

嚴格意義的構成要件行為時，始能夠被認為達到著手的程度9；不過到底什麼才

是「嚴格意義的構成要件行為」，形式客觀理論並沒有提出一個明確的標準可供

參考。實質客觀理論（materiell-objektive Theorie）則認為根據自然的觀點，行為

已經顯現出與構成要件行為必要且有共同隸屬（Zusammengehörigkeit），而被計

算為未遂範圍內的一切活動，即可認為已達著手；或者已經引起一個對於被保護

行為客體的直接危險時，即可認為著手10。至於什麼是必要且屬於同一整體？或

者什麼是直接危險？實質客觀理論同樣沒有提出一個清楚的說明；一個更嚴重的

問題是，如果純粹採取客觀說的立場，以客觀狀況作為著手與否的判斷標準，將

會造成不能未遂無法找到著手時點的窘況11。相較於以客觀狀況作為判斷標準的

客觀理論，主觀理論（subjektive Theorie）則主張，犯罪行為是否已達著手的程

度，不應該在客觀面加以觀察，而應求諸於行為人主觀上的意思而定，不過主觀

理論卻也引起過份擴張了行為可罰性範圍的問題12。最後，德國通說所採取的是

主客觀混合理論（gemischt subjektiv-objektive Theorie），亦即以主觀理論為基礎，

以客觀理論為限制，將行為人主觀的想法與客觀上對於保護行為客體的攻擊相互

連接得到的標準，換句話說，如果行為人依其犯罪計畫開始實行與構成要件實現

具有密切關係的實行行為，而且在行為人主觀的想像中，這種行為如果繼續不中

斷地進行，將會導致構成要件的實現時，即可認為到達著手的狀態，若行為人的

                                                 
8 Wessels/Beulke, AT, 31. Aufl., 2001, § 14, Rn. 590 f. 
9 Wessels/Beulke, AT, 31. Aufl., 2001, § 14, Rn. 599. 
10 Wessels/Beulke, AT, 31. Aufl., 2001, § 14, Rn. 599. 
11 蔡聖偉，著手實行之認定，軍法專刊，39卷 11期，頁 27以下。 
12 Wessels/Beulke, AT, 31. Aufl., 2001, § 14, Rn.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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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只是使構成要件有實現的可能，或僅具有使構成要件易於實現的情形時，則

仍應屬於預備階段13。國內通說的基本立場與德國通說相同，並且認為「主客觀

混合理論乃以行為人主觀上所認識的事實，作為判斷的背景事實，故在不能未遂

的情形亦可找到著手實行的時點，並且加上客觀層面的限制。因此不至擴大未遂

犯的範圍。亦即折衷了主觀理論與客觀理論，又能避去兩個理論的缺點，應屬可

採的理論，而成為今日的通說」14。 

 

(二).本文的質疑 

 

依照本文的看法，通說所採取的主客觀混合理論，就限制未遂犯處罰範圍這

一點而言，並沒有解決任何的問題。首先就不能未遂的處罰來說，混合理論只是

延續了主觀理論的立場，既然不能未遂的行為在客觀上本來就不可能對構成要件

所保護的對象造成任何的危險，那麼企圖以客觀行為展現的狀態去界定不能未遂

的著手時點當然也是一種不能，換句話說，在不能未遂的情形，本來就只能依照

行為人主觀的想像來決定著手與否，混合理論並沒有提出任何新的看法，也無法

藉著將客觀理論的混入，而達到限制處罰範圍的效果。更值得玩味的是，如果認

為主觀理論的缺點，在於對一般犯罪行為的處罰範圍可能過於廣泛的話，則何以

在處罰不能未遂的行為時，這種缺點就可以被消弭於無形？僅僅因為在客觀上找

不到著手的時點，在不附帶任何理由的情況下，就認為原本處罰範圍過廣的理論

「不再過廣」，這顯然是對於不能未遂行為人的一種歧視（難道是因為行為人太

笨所以活該？）。 

其次，如果通說見解對於主觀及客觀理論各自的批評屬實的話，那麼單單把

兩個有問題的標準混合起來，不可能有辦法因此從中得出一個合理的標準，這就

像跑到景美夜市買一個仿冒的名牌皮包，再跑去士林夜市買一個相同名牌的仿冒

皮包，把兩個冒牌貨擺在一起，我們永遠不可能得出一個正牌貨，更不可能從中

得知真正的名牌長的是什麼樣子。 

主客觀混合理論主張以主觀理論為基礎，輔以客觀理論作為限制的標準，只

                                                 
13 Wessels/Beulke, AT, 31. Aufl., 2001, § 14, Rn. 599, 602.. 
14 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八版，2002，頁 401；林東茂，刑法綜覽，二版，2003，頁 182；
蔡墩銘，刑法精義，一版七刷，2002，頁 285；蘇俊雄，刑法總論 II，1997，頁 354；黃常仁，
刑法總論－邏輯分析與體系論證（下），1995，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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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是一種有點花俏但卻不頂聰明的方法。因為除了處罰不能未遂的情況以外，

絕大多數的情形仍舊是客觀理論在決定處罰的標準，但是在決定客觀限制範圍的

同時，我們同樣要認定什麼是「嚴格意義的構成要件行為」、「必要且屬於同一整

體」或者何謂「直接危險」，否則又如何能夠藉著客觀理論來限制主觀理論，以

解決處罰過廣的問題？如果這些說法在客觀理論的運用上被認為無法提出具體

的標準，那麼對於主客觀混合理論限制著手範圍的標準，我們可以有著同樣的質

疑；本文認為，假如主觀理論的缺點被認為是處罰範圍過廣、客觀理論的缺點是

限制範圍不夠明確，那麼主客觀混合理論必然會處於一種「在限制不明確的範圍

之下處罰過廣」的情形，何以認為通說見解能夠避免兩個理論的缺點，著實令人

費解。 

 

(三).國內學說的反省 

 

對於通說見解的質疑，並不是本文獨創的觀點，國內亦有文獻持與本文類似

的看法，或許是基於這個相同的質疑，也或許是為了創新而提出有別於傳統學說

的觀點，國內學者黃榮堅教授於其大作「論犯罪之行為時」一文中，由主觀不法

的角度出發，對著手有著迥異於通說的理解。黃文將著手定義為：「構成犯罪之

不法行為是行為人主觀上決定性的使不法構成要件完全實現的行為，亦即使利益

侵害完全實現的最後一個行為」15。得出此一結論的理由包括： 

1. 學說上各種理論的判斷標準差異過大，形式客觀理論標準過於僵化，可能疏

漏了已經具備可罰性的行為；主觀理論則將處罰範圍過於前置，以致延伸到

預備階段；結合二者的主客觀綜合理論同時繼承了上述二說的缺點，實際上

對於著手的判斷標準，仍是求諸於個別具體情況的認定16。 

2. 犯罪構成要件該當，必然存在了一個現象，此一現象具備了某一個法律所規

定的犯罪類型所要求的全部要件，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有如此通天的本領可以

將犯罪類型所要求的全部要件一一實現，而所謂不法構成要件該當的行為本

身，根本就沒有定型，行為人要採取什麼樣的動作來使構成要件完全實現，

完全決定於當時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全部因緣際會，任何一組犯罪構成要

                                                 
15 黃榮堅，論犯罪之行為時，收錄於刑罰的極限，1999，頁 272。 
16 黃榮堅，論犯罪之行為時，收錄於刑罰的極限，1999，頁 26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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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在這個世界上的任何一個時空背景裡，本來就已經或多或少的實現（存

在）了17。換句話說，依照黃文的觀點，客觀不法似乎不足以作為決定性的

因素。 

3. 構成要件所描述的犯罪是一連串現象的過程，而所謂不法，必須構成要件完

全實現才有所謂不法。只有一部分構成要件實現，沒有任何的不法可言。因

此所謂不法行為，應該就是使不法構成要件完全實現的那一個身體舉動。簡

單的說，不法是全有全無的概念，不法是無法部分不法的。所謂的不法行為，

絕對不是如通說所想的，行為人開始為構成要件所描述的行為，就已經是不

法行為了18。因此以行為人最後一個可以完成全部不法的行為作為著手的判

斷標準，似乎是合理的。 

4. 之所以選擇行為人主觀上最後一個行為作為著手時點的判斷基礎，有兩個技

術上的理由：(1).若非由行為人主觀所認知的事實背景為基礎來判斷，任何

未遂犯都不會構成未遂犯。因為任何客觀上並未全完實現不法構成要件的行

為，客觀上本來就不可能是犯罪行為（一個客觀上沒有射中被害人的所謂射

殺行為，事實上也就是純然對著空氣開槍的行為，不會是殺人行為）19。(2).

要實現犯罪構成要件的現實上的方式有無限多種，若非從行為人主觀所認知

的事實背景為基礎來做判斷，我們根本無法決定行為人現在的舉動和犯罪構

成要件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20。 

5. 除此而外，選擇行為人主觀上最後一個行為作為著手時點的判斷基礎還有一

個目的上的理由－犯罪預防。因為：(1).一個主觀上可以造成利益侵害的行

為，雖然在既往的特定事實裡，並沒有造成利益的侵害（開槍沒有射中），

但是相同的行為如果在實施一次，潛在的被害人運氣可能就沒那麼好了，為

了保護潛在被害人的利益，我們必須禁止下次的故意行為。(2).行為的未遂

（著手）標準，所謂已經直接對於所要保護的客體造成危險，則當行為人某

一個舉動（作為或不作為）一做下去，行為人對於全部不法構成要件的完全

實現，包括利益侵害的實現，就無法控制了21。 

                                                 
17 黃榮堅，論犯罪之行為時，收錄於刑罰的極限，1999，頁 264、266。 
18 黃榮堅，論犯罪之行為時，收錄於刑罰的極限，1999，頁 263-264。 
19 黃榮堅，論犯罪之行為時，收錄於刑罰的極限，1999，頁 269。 
20 黃榮堅，論犯罪之行為時，收錄於刑罰的極限，1999，頁 270。 
21 黃榮堅，論犯罪之行為時，收錄於刑罰的極限，1999，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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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省的再反省 

 

任何一組犯罪構成要件，本來就已經或多或少的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但是它

們之所以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並不是為了合致於犯罪構成要件而存在，這些

單純的存在並不會因此而被評價為不法！ 

 

以行為人最後一個可以完成全部不法的行為作為著手的判斷標準，真的是合

理的嗎？主觀理論以行為人的主觀作為著手判斷的基礎，雖然被通說批評為處罰

範圍過於廣泛，可能導致原本屬於預備範圍的行為遭到提前處罰；但是令人感到

懷疑的是，如果選擇行為人主觀上最後一個行為作為著手時點的判斷基礎，難道

就完全沒有問題嗎？如果以行為人主觀上最後一個行為作為著手的標準，那麼詐

欺罪的行為人將會在收取財物的那個行為時，才是所謂的著手，不論他之前對被

害人說的如何天花亂墜，都屬於不可罰的預備行為。在此一標準下，將使原本應

該加以處罰的未遂行為變成不在可罰範圍之內的預備行為，反而造成處罰的漏

洞，這樣的結論顯然不能被接受。事實上，這樣的懷疑剛好暴露了主觀理論的根

本問題－處罰的範圍繫於行為人的意願，也就是過於恣意。通說對主觀理論的批

評只說對了一半，簡單的說，行為人心裡在想什麼，除了他自己以外沒有人知道，

處罰的範圍如果不是由客觀的標準決定，那麼是否必需對某一個行為加以處罰，

無可避免地將會繫諸於行為人本身的意願，處罰的基準過於提前只是在主觀理論

之下其中的一種可能而已，選擇一個客觀的標準是刑法作為指導行為準則的決定

規範所無可迴避的問題。就客觀主義的立場而言，只有客觀上所顯現的事實狀

態，才是能夠被理解的，對於法益而言才有具體可以掌握的侵害或威脅存在，主

觀上的認知並不能做為評價的對象。簡單的說，對主觀主義而言，一切客觀不法

皆源自於行為人主觀上認知的表現，對客觀事實檢驗的目的其實是在於確認主觀

不法的存在。客觀主義注重的是法益受到侵害的狀態，其目的在於保護法益；而

主觀主義則是立於規範敵對意思的立場，對於行為人的法敵對意思加以非難，其

目的在於保護法規範。相對於保護法規範自身而言，保護法益顯然是實質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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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也就是基於這種決定規範23的性質與客觀主義的實質觀點，本文試圖為客觀

理論說幾句公道話。 

 

1. 犯罪構成要件的存在≠犯罪構成要件的實現 

 

    的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有如此通天的本領，將犯罪類型所要求的

全部要件一一實現，任何一組犯罪構成要件，本來就已經或多或少的存在於這個

世界上，但是它們之所以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並不是為了合致於犯罪構成要件而

存在，這些單純的存在並不會因此而被評價為不法。以殺人罪的構成要件為例，

必然是有某人的生命因為他人的行為而被終結時，有可能合致於殺人罪的構成要

件，殺人罪的行為客體雖然時時刻刻存在於我們的周遭，但這些潛在的被害客體

並不會因為存在而被認為具有不法，或是一部分的不法，這是一個簡單到不能再

簡單的道理，犯罪構成要件的實現，是集合許多的存在，加上行為人的行為才有

可能辦到，換句話說，被評價為不法的對象是行為人的行為，並不是那些客觀無

辜的存在。 

當然本文也不排除有人會反對上述的觀點，因為起碼就希特勒來看，猶太人

的單純存在就可以是不法的。 

 

2. 不法也可以是一部的不法 

 

    以全有全無描述不法的概念是否正確，那得看說話的人是用什麼角度觀察不

法而定。國內有學者認為不法和違法是一組有區別必要的概念，違法是行為與法

                                                 
22 許玉秀，走出主觀與客觀的迷思－一個（不（太）不）謙虛的嘗試，收錄於主觀與客觀之間，
1997，頁 12-13。 
23 決定規範與評價規範的觀念，是源自於 Binding的規範論（Normentheorie）。Binding從兩個方
向解釋刑法規範，一個是裁判者，一個是行為人。就刑法典約束有裁判權的法官而言，刑法規範
是一個制裁規則，它所制裁的行為必須包括誡命（命令）和禁止規範的法制序所不許可的，這樣
的制裁才是合法的，因為如此，刑法點即有指導公民如何行為的作用，換言之，刑法典已有一個
前置的、未明文的規範為前提，犯罪行為所觸犯的其實不是刑法典，而是刑法典所包含的那個誡
命或禁止。這個先於刑法典的實質規範有兩種性質，一方面他是評價規範，一方面是決定規範。
作為評價規範（Bewertungsnorm），它會將法所不願意看到的狀況認定為違法，而能作為評價行
為人的依據；作為決定規範（Bestimmungsnorm），它會事先提示受規範者一個行為準則，就像
提示一個無上命令（Imperative）一樣，因此也叫做行為規範（Verhaltensnorm）。參考許玉秀，
探索過失犯的構造－行為人能力的定位，收錄於主觀與客觀之間，1997，頁 194-195。 



 - 20 - 

律規範之間的純關係，亦即人類的行止與法秩序的對立衝突關係，行為與法秩序

之間不是對立衝突，就是相符合，不可能存在既相互衝突又符合的現象，亦無程

度上輕重不同的問題，換句話說，違法不是一種層升的概念，不存在程度差異的

階梯現象，不可能出現一種既違法又合法的行為；而不法所指的則是具有違法性

行為的本身，它可以是一種層升概念，不法則有程度輕重不同的現象，就整個法

律體系來說，有民事不法、行政不法、與刑事不法的層級，在刑事不法領域中，

亦存在各種不同程度的不法內涵的犯罪行為24。法定刑的高低正是反映著不法程

度的高低，既遂的不法高於未遂的不法，而未遂的不法又高於陰謀或預備的不法。 

    相較於上述的觀點，亦有學說認為，在一般的用語之下，不法和違法是處於

一種同義字的狀態，一個不法行為同時也是一個違法行為，我們說一個違法行為

其實也就是在說這個行為是一個具有不法內涵的行為，將違法行為說成不法行為

也沒什麼很大的問題，這只是一個習慣的問題，這就像我們會說一個人「很有

錢」，但卻不會說某人「錢很有」是一樣的道理25。簡單的說，不法同時具有兩

個面向，它既可以是有無關係，也可以是層級關係，它們之間的區別不過是在於

以什麼樣的觀點觀察而已。如果站在類似於上述違法的角度來說，那麼不法就可

以是有無關係。 

    接下來的問題便是，這裡所討論的不法，究竟是在描述有無的概念或是層級

的概念？如果由不法與罪責必須對應的觀點加以觀察26，那麼不法的確可以是層

級的概念，相對於故意既遂犯而言，故意未遂犯在主觀不法上的強度雖然與之相

同，但我們可以明顯察覺的是，未遂行為是客觀上結果沒有發生的行為，單就構

成要件行為實現風險的特質來說，未遂犯所實現的風險的確是較既遂犯為低，換

句話說，在客觀不法的量度上，未遂犯與既遂犯之間的確呈現一種量的差異，未

遂之於既遂的確是「一點點的不法」。也因此，本文同意「構成要件所描述的犯

罪是一連串現象的過程」這樣的觀點，但是所謂的不法，卻不必須是構成要件完

全實現才有所謂不法。只有一部分構成要件實現，就可以具有一部分的不法，也

就是未遂的不法。從而所謂的著手，就不應該如同黃文所認為的「完成構成要件

的最後一個行為」，反而應該是開啟不法評價的第一個行為，因此，一個詐欺的

                                                 
24 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八版，2002，頁 254-256。 
25 此種觀點是作者於大學時代修習許玉秀老師刑法總則課程，老師於上課時所提及。 
26 許玉秀，王玉全合著，從「所知所犯」論不法事實與罪責事實的區分，收錄於刑法七十年之
回顧與展望紀念論文輯（一），2001，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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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從開始實施詐術時起就可以被認為是不法的。 

 

3. 兩個技術上的理由 

 

黃文認為從所謂「客觀上的未遂行為必須結合行為人的主觀才有意義」以及

「構成要件的開放特性」兩個技術性的理由認為，應該由行為人主觀的想像決定

著手的標準。但是深究這兩個理由不難發現，所謂「兩個技術性」的理由其實都

指向了行為人的主觀認知，也就是行為人侵害法益的故意。任何客觀上並未全完

實現不法構成要件的行為，如果不加入行為人的主觀面予以考量，的確不見得就

是犯罪行為；更何況在開放性的構成要件中，行為的手段是沒有限制的，同樣是

一個在藥房購買毒藥的行為，如果不加入行為人主觀目的活動的考量，我們根本

可能不知道這毒藥買來是準備用來毒老鼠的毒餌或者是殺人的工具；一個客觀上

打破古董花瓶的行為人，如果不是出於故意的毀損行為，根本不會構成刑法上的

毀損罪，充其量不過就是一個打破花瓶的行為而已，對於刑法而言這樣的行為本

來就不代表著任何的意義，就這一點而言，黃文的考量的確有其見地，行為人的

主觀面對於故意犯罪的構成的確是重要的。 

照這樣子看起來，如果對於未遂犯的處罰界線採取行為人主觀的認定標準，

越過了行為人主觀上的那條界線就要處罰，沒有越過那一條界線就不必處罰，所

涉及的似乎是一個以行為人的主觀要素決定處罰與否的問題；而殺人、傷害、詐

欺、竊盜是以行為人是否具有故意作為要不要處罰的界線，因此所涉及的也是一

個以行為人的主觀要素決定處罰與否的問題。如果在各種故意犯罪類型的處罰

上，我們可以以行為人的主觀心態具備與否作為處罰與否的界線，那麼為什麼在

未遂犯的處罰上，我們不能以行為人的主觀心態作為處罰的界線？ 

其實能夠以行為人的主觀面作為處罰基礎的，純粹是故意犯罪行為應該被處

罰的理由，卻不是未遂行為處罰界線設定的理由，因為「要不要處罰」跟「什麼

時候開始處罰」是兩件不同的事情，未遂犯的處罰界線是屬於後者的問題。未遂

犯處罰界線標準的設定，涉及到行為對於法益造成威脅程度的問題，這個程度是

由行為客觀上所展現的特質來決定的，不是能由行為人主觀的想法來決定的。一

個把武士刀架在被害人脖子上的行為在客觀上所製造的風險，不會因為行為人主

觀上認為行為還沒有到達著手的程度就使得客觀上的風險因此降低；相反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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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在商店買刀的行為所製造的風險，也不會因為行為人主觀上認為行為已經達於

著手的狀態而變高，著手時所造成的風險高低，或者說行為到達什麼樣的風險程

度時可以被認為已達到著手的狀態，必須以客觀上的標準為基礎才能做出一個中

肯的評價。本文因此認為以行為人的主觀上的想像，作為未遂犯的處罰界線的觀

點顯然是欠缺說服力的。 

簡單的說，我們雖然不能否認在故意犯罪的類型當中，行為人的主觀面是構

成不法的要素之一，但是這並不代表在決定不法起點的同時，也必須以行為人主

觀上的想像為標準，行為人主觀上的想像無法作為行為製造風險高低的參考標

準，決定未遂犯處罰界線的標準應該是客觀的。 

 

4. 所謂的無法控制？ 

 

在黃文所提出第二個技術性的理由中，特別強調：「… 當行為人某一個舉動

一做下去，行為人對於全部不法構成要件的完全實現，包括利益侵害的實現，就

『無法控制』了」。令人感到疑惑的是，什麼叫做「無法控制」？依照犯罪支配

理論的觀點，正犯是核心人物，是對於最終結果有決定性影響力的人物，也就是

具有支配力的人物，一個對最終結果的發生有支配能力的人才是可以正犯歸責的

對象，一個有支配力的人就是一個有控制能力的人，對於一個行為人無法控制的

客觀現象，我們要如何把法益受到侵害的帳算到行為人的頭上？其實，如果行為

人自己所製造的風險已經不能由行為人自己控制時，表示這個風險「失控」了，

因為風險無法控制而可以被非難的，全然是過失犯的歸責基礎。 

事實上，對過失犯而言，一個可以被控制的風險就應該是一個被容許的風

險，一個被容許的風險對於刑法而言是不具有任何意義的，簡單的說，「被容許

的風險不是風險」，製造不被容許的風險並且對利益侵害的實現無法控制的，應

該是過失犯；在故意犯罪的領域以風險是否可以被控制作為討論的基礎是不具有

任何意義的，因為對任何故意犯來說，一切的風險都是在行為人計算範圍之內

的，換句話說，對於故意犯而言，風險應該是可以控制、並且都是在行為人的掌

握之內，這種風險是故意行為人在故意的射程範圍之內朝特定的方向，蓄意地侵

害特定的法益，這本來就是一種不被容許的風險，他不應該存在無法控制的問題。 

依照作者的猜想，黃文「無法控制」的真義似乎是指行為人無法中止犯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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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意思，是行為人無法控制結果不要發生的意思。這就像行為人開槍擊發子

彈，子彈一旦射出去，行為人就不可能控制它停在半空中或者自動轉彎，能夠控

制子彈的只有自然界中物理的力量，換句話說，控制的力量已經從行為人手中轉

換到大自然的手中，難道我們應該歸責的對象是大自然而不是行為人嗎？其實著

手之所以可罰，主要是因為行為已經對法益造成威脅，基於保護法益不受侵害的

要求，刑法才會對一個著手的行為予以非難。換句話說，基於保護法益的需求，

行為一旦具有侵害的高度可能就應該處罰，而不是等到這種高度侵害可能已經不

能由行為人任意中止的時候才可以處罰，黃文所提出的「無法控制」不是判斷著

手的標準，而是判斷未了中止行為的標準。未了中止行為的界線必然在著手的判

斷界線之後，如果依照黃文的觀點硬把未了中止行為的界線當作著手的界線，將

會導致未了的中止未遂就沒有存在的空間，任何行為人將沒有機會因己意自願中

止而成立未了中止未遂的可能。 

 

5. 基於預防考量應該獲得的結論－不是主觀說 

 

    如果考慮到預防的必要，所得到的結論更應該是採取以客觀呈現的事實狀態

作為判斷著手與否的標準。簡單的說，特別預防是針對矯治行為人偏差的立場，

對行為人施以教育以達再社會化的目的，而這樣的目的和著手的判斷標準理論上

是完全不相關的；因為教育行為人的目的只是為了使行為人能順利的回歸社會生

活，教育的目的不會也不應該因為行為人可罰行為出現的早晚而受到影響。相對

的，如果是基於一般預防的理由，那麼判斷的標準必然是客觀上所呈現的事實狀

態，因為只有客觀上曾經顯現而且存在的事實才能為一般人所知悉，針對客觀呈

現的事實加以非難，才能使知悉既存客觀事實的潛在行為人知所警惕。行為人主

觀上所認知的事實，即便經由客觀（一般人）理性的評價，對於一般預防達成威

嚇效果的目的而言，與直接針對客觀事實非難相較，它所能達成的效果顯然比以

客觀事實作為非難對象的效果為弱。換句話說，基於預防的考量所得到的結論，

反而應該是依行為客觀上所呈現的事實作為判斷的基礎，在此前提之下又如何可

能得出以行為人主觀上的犯罪計畫作為判斷著手與否的標準？令人費解。 

 

三、本文的觀點－以犯罪支配作為理解著手的基礎 



 - 24 - 

 

犯罪支配是一個開放性的概念，著手就是開始支配，要對「開始支配」下定

義之前，必需先定義什麼是「支配」，如果連支配都無法定義，那麼開始支

配當然就無法定義！ 

 

(一).開放性的概念（offener Begriff） 

 

Roxin在處理犯罪支配的問題時，很務實的將犯罪支配理解為一種「開放性」

的概念，他在他的「正犯與犯罪支配」一書中告訴我們：人們必須尋找一種方法，

協助自己使「犯罪支配」（Tatherrschaft）這個概念的內容豐富化，一方面使它千

變萬化的形象被合理評價，另一方面卻也能夠做出適度明確的解釋，此外人們必

須同意，在各式各樣反覆出現的基本形式中，順從一個普遍化的規則，同時卻在

特別的個案中呈現出適當的評價，抽離出一個抽象化的標準。這些各式各樣解釋

的目的，只是可能的，如果人們將犯罪支配理解為一個－如同我說的可能－一個

開放性的概念27。如果人們認為犯罪支配有 A、B、C 三種要素，那麼各式各樣

的案情將不在被迫沒有考量它的特徵的情形下從屬於同一個特徵，反而是這個特

徵將在反面的描述含意上調整偏離的個案情況。這個描述跟隨著另一個它本身一

直存在的要素總是不同的結構性的宣稱：一個盲目的彼此連結可能無法持續，因

為每一個環節的描述在已被標籤的想法上還進一步的去暗示犯罪支配於其本質

上綜合的中心意義。Roxin並且認為：起碼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一個已經本質而

貼近真實的描述可以是一個抽象化的定義，是一種只可能可以被公正評價的連結

意義，它與整個概念法學並不相關，並且因此可以迴避一個固定的正犯概念的所

有瑕疵28。 

Rxoin觀察各種犯罪的類型，將正犯區分成三種態樣：直接正犯、間接正犯

和共同正犯，三種正犯各自具有不同的正犯特質。直接正犯是行為人親自實施構

成要件，具有行為支配（Handlungherrschaft）；間接正犯則是行為人並未親自實

施構成要件，而利用自己的意思力量加以實現，具有意思支配的特性

（Willenherrschaft）；共同正犯則是利用實行階段的分工合作，亦即具有功能性

                                                 
27 Roxin, TuT, 7. Aufl. , 2000, §17, S. 122 f. 
28 Roxin, TuT, 7. Aufl., 2000, §17, S.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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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犯罪支配（funktioelle Tatherrschaft）29。 

將犯罪支配認為是一種開放性的概念其實是一種不得不然的結論，因為支配

的方式可能是無限的，刑法分則中多數的構成要件並沒有要求必須以一定的方式

才能達成，殺人可以下毒、可以用刀、可以用槍、可以支配他人去殺人，可以用

一切可能的方法，隨著各種不同案件發生的可能，要找尋到一個精確的定義的確

有實際上的困難，用貼近真實的描述取代不可能完全精準的定義，不失為比較實

際的解決方法。簡單的說，犯罪支配的概念，最初雖然是為了解決區分正犯與共

犯的目的而生，它同時也確立的一個歸責的基本要求，亦即只有具備支配力的人

才具備正犯適格，一旦確定了正犯是誰，那麼這也同時宣告了誰曾經著手於構成

要件行為（或者這群人中曾經有一個人為了其他可認為是正犯的人著手於構成要

件），誰才是不法行為的始作俑者。基於這樣的觀點，我們不妨把支配這個概念

理解為構成要件行為，從而開始實行構成要件行為就是開始支配，也就是著手。

要對「開始支配」下定義之前，必需先定義什麼是「支配」，如果支配是一個開

放性的概念，那「開始支配」當然也是一個開放性的概念，它只能被描述而不能

被定義，或者說只能以描述的方式被定義。隨著不同的正犯類型，就會有不同的

支配態樣，有著不同的支配態樣，就會有不同的著手態樣，也因此，著手的認定

標準必然隨著正犯類型的不同而有所變動。不過正如同犯罪支配理論一般，著手

仍然可以有一個描述性的指導原則存在，如果我們認為構成要件實質的保護對象

就是法益，構成要件行為就是一種支配法益受到侵害的行為，一個支配法益受到

侵害的行為，理論上必然是一個能夠掌握、控制法益的行為。 

 

(二).著手的標準－行為開始的時點 

 

到目前為止，不問國內外的實務或學說見解，在關於著手的認定標準上，總

是浮動，甚或是充滿著恣意的。例如點亮超車的大燈作為攻擊即將出發的運鈔車

的信號，就已經構成強盜的著手；可是在設置放火裝置的場合，卻必須取決於行

為人是否準備自己點火（預備）或者利用善意的第三人點火（此時即認為已經著

手）而定30。國內實務見解就強制性交行為的著手先是認為：「強拉被害人上車，

                                                 
29 Roxin, TuT, 7. Aufl., 2000, §17, S. 126 ff. 
30 RG 66, 141.; BGH Holtz MDR 1977, 807f. 亦可見 Jescheck/Weigend, AT, 5. Aufl., 1996, S.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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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往離市區遙遠之山上，予以輪姦，其妨害自由之行為，顯非已著手強姦行為之

實行，亦非強姦罪當然所包括，自應另負刑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之罪責」31；

但其後又變更見解表示：「若行為人意在姦淫而施用強暴脅迫之手段者，即使姦

淫尚未開始，仍不得謂非著手強姦」32。有關殺人罪部分的標準，亦是渾沌不明，

實務見解先是認為：「上訴人某甲意圖殺害某乙，雖已侵入其住宅，然甫至二門

即被防護團堵截，未能入內，是其所欲殺害之人，因尚未見面，亦即無從著手實

施，關於殺人部分，顯尚在預備之階段」33；隨後卻又認為：「既有殺人之犯意，

又有放置含有毒素之陸角牌乳劑於食物內之行為，雖因其放置毒品後即被發現，

尚未發生有人死亡之結果，亦係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應構成殺人未

遂罪」34等，諸如此類欠缺一貫章法的結論。本文認為，如果 Roxin對犯罪支配

是一種「開放性的概念」的理解沒有錯誤的話，那麼客觀理論最大的錯誤就可能

是，將著手定義為「嚴格意義的構成要件行為」、「必要且共同隸屬的行為」或者

是「對法益具有直接危險的行為」等，因為這些定義方式本身就是不精準而有待

解釋的。 

仔細觀察客觀理論對於著手的定義方式，我們不難發現這些說法都有一個共

同的特徵，就是它們對於著手的觀察都是從行為本身下手。這種以行為本身作為

核心的定義方式，並沒有辦法完全描述出行為所造成的狀態，我們只能從這樣子

的描述方式知道行為本身所具有的特徵，而且還是有待解釋不清不楚的特徵。客

觀理論忽略了未遂行為之所以可罰的主要理由，並不是因為未遂行為本身可罰，

而是因為未遂行為造成法益受到威脅的效果才可罰，換句話說，未遂行為的可罰

性主要繫諸於客觀上對法益所製造的危險，既然如此，那麼一種直接對於行為所

造成的客觀狀態的描述方式，自然會比透過以行為本身的特徵，間接定義行為造

成客觀狀態的描述方式要來的可靠，更為周全。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所謂的著手是：「被害法益客觀上處於一種可以被控制

的狀態」。這種客觀狀況可能是行為人主觀上最後一個行為造成的，但也可能是

行為人主觀上的第一個行為即足以造成。準此，點亮超車大燈作為強盜信號的行

為人，並不會因點亮大燈的行為造成被害法益處於可以被控制的狀態，能夠控制

                                                 
31 最高法院 70台上 1022號判例參照。 
32 最高法院 45台上 563號判例參照。 
33 最高法院 32上 217號判例參照。 
34 最高法院 59台上 2861號判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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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法益的行為，是行為人掏出武器脅迫被害人的行為，單純點燈的行為對被害

法益並不會有任何影響，因此點燈的行為仍應屬於預備階段。在特定地點放置點

火裝置的行為，如果僅是單純放置點火裝置而無人點火，則被害法益並不會處於

行為人可得控制的狀態，因此不論是行為人準備自己點火或者是利用無知的第三

人打開點火裝置，都應以點火時為著手。強拉被害人上車，開往離市區遙遠的山

上準備輪姦的行為，被害法益此時已經處於可任由行為人控制的狀態，應構成強

制性交的著手行為。在食物中下毒準備毒害他人的行為人，並不會因為下毒的行

為就使被害法益處於可以被控制的狀態，因為被下毒的食物可能是擺在冰箱裡三

個月都乏人問津的苦瓜，或者行為人下毒時被害人正在出國遠遊，要三個月以後

才會回來，這種行為方式對於生命法益所造成的危險仍然太過遙遠，況且食物在

被下毒之後並不會自己長腳跑到被害人的嘴裡，在這種情況下認為被害法益已經

處於可以被控制的狀態實在過於牽強；因此，本文認為，單純的下毒行為不應構

成殺人未遂，只有當被害人拿起下毒的食物準備大快朵頤的時候，被害法益才會

處於可以被控制的狀態，也因此，下毒在食物後即被發現的行為人，應該成立預

備殺人罪。攜帶凶器準備殺害他人的行為人，並不會在只進入二門而尚未進入屋

內的情況下，即可造成控制被害法益的狀態，亦不構成殺人未遂行為。綜上所述，

所謂的著手，不一定是行為人親自造成的，行為人可以利用他人（包括被害人）

的行為，使得被害法益處於可以被控制的狀態，換句話說，著手不以行為人親自

下手為必要，重要的是行為人的特定行為，是否能夠使被害法益處於可以被控制

的狀態。 

 

 

第二節  犯意評價的終點 

 

 

釐清了著手，也就是犯罪行為開始的時點以後，我們已經確定了從哪一個時

點開始，行為人所具備的故意可以被評價為事中故意。既然犯意變更是指事中故

意的變更，那麼與開始同樣重要的便是結束，換句話說，在我們已經確定開始的

前提下，只要能確定了行為終了的時點，也就同時確定了事中故意的範圍到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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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止，找到了頭尾，中間的東西就是我們尋找的事中故意。 

 

一、犯意評價的終點－行為終了 

 

一件事情有開始就有結束，差別只是在於結束的早晚而已，犯罪行為也是一

樣，如果說確定行為開始的目的，是為了找尋事中故意開始的時點，那麼確定行

為終了的目的，便是為了找尋評價事中故意的終點。關於行為的終了，早期德國

通說見解認為只能根據行為人主觀的想像予以決定，換句話說，既了未遂與未了

未遂的區別標準，只能以行為人主觀的標準加以區分，因為對於為了使行為既

遂，行為人還必須採取什麼樣的行動這個問題，只取決於行為人的行為計畫以及

他對行為過程的態度。如果行為人主觀上認為犯罪既遂所必須的行為尚未實施完

畢，則屬於未了未遂；如果行為人主觀上認為所有既遂所必須的階段都已實施完

畢，則構成既了未遂。如果行為人對於他的行為是否能夠導致結果的發生仍有疑

慮，或者他對結果沒有任何的認識，則仍應認為是既了未遂，如果在行為的最後

時刻仍然認為結果只是可能發生，也應構成既了未遂35。 

不過以行為人行為之初的主觀想像認定行為終了與否的看法顯然是有疑問

的，因為行為終了的標準如何認定，直接影響到的就是未了中止未遂成立與否的

問題。可以考慮的是下面這兩種情況：(1).行為人準備以一個行為實現構成要件，

但實施以後又認為，為了追求結果的實現，還必須實施進一步的行為；(2).雖然

行為人為了導致結果的發生作了數個計畫，但卻未充分利用其可能性而放棄自己

的行為。德國判例在對這些情形進行判斷時，首先以行為人最初的計畫為基礎，

只有當行為人在沒有實施最初計畫所有行為的情形時，才可以被認為是未了未

遂。依照這樣的思考，只實施一個危險性較小行為的行為人，通常不可能成立未

了未遂的中止，但是對於欠缺考慮的行為人卻可以成立未了未遂的中止36；換句

話說，一個危險性較低的行為不可能存在有己意中止的情形，無論如何必須有防

果行為的存在，對於危險性較高且步驟較多的行為，卻可能不需防果行為即可認

定為中止犯。因此，聯邦最高法院目前以中止的時刻為標準，是否成立中止，取

決於行為人是否認為在該時刻結果有無獨立發生的可能性，如果欠缺這樣的可能

                                                 
35 Jescheck/Weigend, AT, 5. Aufl., 1996, S. 541. 
36 Jescheck/Weigend, AT, 5. Aufl., 1996, S.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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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則只要行為人沒有繼續行為，仍可構成未了的中止未遂（BGH 31, 170 (175)）
37。 

簡單的說，因為未了中止未遂能否成立的關係，德國通說對於行為終了的認

定標準，已經從早期行為人行為之初主觀上所設定的標準，改變成以行為停止時

行為人主觀上是否認真的認為結果可能獨立發生為標準。白話一點的說，就是「對

於侵害法益的預定目的而言，做到這樣就已經足夠了」，如果行為停止時，行為

人有這種已經夠了的想法，那麼行為就已經終了。 

 

二、國內學者的觀點 

 

在與討論著手的標準時一樣，黃榮堅教授在行為終了的認定標準上也有不同

於通說的觀點。黃文認為：「既然犯罪行為的起點，亦即著手點，就是行為人主

觀認知，做了某一個動作之後無待乎行為人的其他動作，該當於不法構成要件的

利益侵害就會完全實現，那麼至少在行為人行為當時的主觀世界裡，侵害利益所

必須的身體動作，事實上也已經在著手的同時就已經完成了。結果是，犯罪行為

的起點事實上就是犯罪行為的終點。我們可以說，犯罪行為就是一剎那之間的事

情。此一所謂一剎那，指的是，這一個動作一做下去，利益侵害即將以該當於全

部法定構成要件的方式而實現。這一個動作不僅是使法定構成要件實現的必要條

件，而且是充分條件，所以就行為人的認知，也就是現實上使該當於不法構成要

件的利益侵害完全實現的最後一個動作38」。 

關於黃文上述對於行為終了的定義，本文認為可以分兩方面加以討論。先就

行為終了時點的判斷來說，我們不難發現黃文的觀點和通說見解幾乎是沒有差異

的，二者同樣是以行為人主觀上是否認為不需再為其他行為作為判斷標準。不過

令人感到神奇的是「犯罪行為的起點事實上就是犯罪行為的終點」這一句話。這

裡我們不禁要問，如果起點事實上就是終點的話，那麼起點在哪裡？一個時點如

果可以既是起點又是終點，那就表示這個時點既是開始，也是結束，開始和結束

聚集在同一點上，這代表了什麼意義？是開始了以後馬上結束或者是根本不曾開

始所以沒有結束？ 

                                                 
37 Jescheck/Weigend, AT, 5. Aufl., 1996, S. 542. 
38 黃榮堅，論犯罪之行為時，收錄於刑罰的極限，1999，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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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問題，主要的原因並不是出在行為終了的認定標準上，

而是導因於黃文對於著手有著與通說完全不同的觀點。換句話說，黃文將著手的

時點做了嚴格的認定，將一般認為已經達到未遂階段的行為，以利益的侵害尚未

達到無法控制的程度為理由，否定那些已經對法益造成威脅行為的可罰性，並且

將著手的標準設定在未了中止未遂的中止時點上。事實上，一個超過未了中止時

點的行為對法益所製造的風險或威脅，基本上已經和行為終了所製造的風險或威

脅極為接近，這個最後中止可能的時點與行為終了的時點往往只是一瞬間的事

情，也正是因為著手的時點過度向後推移的結果，以致於在著手的時點與行為終

了的時點之間，變成幾乎只是一剎那或一個動作的問題，可罰的構成要件行為被

壓縮到只剩下一個動作的空間，這個動作既是犯罪行為的開始也是結束，犯罪行

為的起點和終點被當成了同一件事情，在這種情況下，行為時故意的轉換自然變

成無法想像的一件事。但是面對犯意變更這種實際上可能發生的情況，卻又不得

不想辦法解決，無怪乎黃文會認為：「所謂故意之轉換，在概念上至少是兩個時

間單位的事情，亦即這一秒鐘是某一種故意，而在下一秒鐘轉變成另外一種故

意。因此在真正的行為時這短暫的一剎那之間，要有所謂故意的轉換，事實上是

很難想像的。學說上所說的種種所謂故意之轉換，我們承認事實上是有這樣的情

形存在，但是如果要說這是犯罪行為時的故意的轉換，我們認為至少是有語病的

39」。 

簡單的說，這一切的問題都是因為將著手時點過度延後所導致的結果，這樣

的處理方式，不但使得原本可罰的未遂行為被劃入不可罰的預備行為的領域之

外，並且造成犯意變更變成一種難以想像的情形。不過本文必須說，不管犯意變

更是多麼的難以想像，但是它確實存在。 

 

三、本文觀點－支持通說見解 

 

行為是結合客觀的舉止與主觀的認知和意欲所綜合構成的一個概念，客觀的

舉止必須在主觀意念的支配之下始有意義，而一個能夠發生作用的行為總有開始

與結束，因此行為的開始與行為的結束當然也受到行為人的故意所支配，也因

此，在行為終了的認定標準上，本文支持通說的觀點，亦即應以行為人主觀上的

                                                 
39 黃榮堅，論犯罪之行為時，收錄於刑罰的極限，1999，頁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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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為判斷標準。簡單的說，由於行為的終止時點是由行為人自己設定的，所以

觀察行為是否已經終了即不得不從行為人的主觀面予以觀察，因為一件事情是否

已經達成目的，必須視這個行為所造成的客觀狀態對行為人的意義而定，舉個簡

單的例子，如果寫作論文的目的是在於把該討論的問題敘述清楚，那麼就一個問

題是否已經被清楚的敘述了這一點而言，是見仁見智的。 

不過在這裡我們仍然可以提出一個小小的問題：為什麼在行為開始，也就是

討論著手的概念時，本文採取偏向客觀的標準，可是在行為結束時點的認定上卻

採取主觀的立場？其實這其中所涉及的就是本文之前一再提及的概念－決定規

範與實質觀點的要求。行為的開始雖然也是由行為人自己所設定的，然而基於決

定規範與實質觀點的要求，行為人所設定的時點對規範而言顯然不是那麼重要

的，如果再加上預防的需求，那麼建立一個客觀面的標準將更有其必要性。簡單

的說，行為的開始當然是由行為人所設定的，只是構成要件行為的開始必須是客

觀的。 

同樣是從行為人的主觀面觀察，那麼究竟應該以行為之初的犯罪計畫決定行

為是否終了或者應以行為中止時行為人的主觀心態觀察？在這一個問題上本文

贊同通說的見解，除了通說以防果行為為理由之外，本文認為更重要的一個理由

可能是犯罪計畫與客觀上實行犯罪的情形是有落差的，行為之初固然可以做出許

多周詳的計畫，但是計畫是否已經落實，則必須視執行計畫者行為時的主觀心態

而定，簡單的說，「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行為是否已經終了，如果以行為中止

時行為人的主觀心態為準似乎較為妥適。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確定了兩件重要的事情：一是犯罪行為的起點，二是

犯罪行為的終點。找的了行為的起點與終點以後，我們當然就可以特定出「行為

時」的範圍，特定出行為時的範圍，當然也就同時確定了事中故意的範圍，在討

論犯意變更的問題上，我們已經跨出了第一步，亦即－行為時的犯意才是我們應

該注重的犯意，也只有行為時犯意的變更，才是我們要討論的犯意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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