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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犯意變更的限制 

 

 

第一節  何謂「變更」？ 

 

 

一、「變」的無限性與有限性 

 

所謂的變，也就是「變化」（或譯為模態 modus）之意，依照 Spinoza 在其

倫理學中的解釋，它是指實體的感受，或存於他物而藉他物明瞭之物（定義 5）

1。舉個簡單的例子說明，如果我們說「某甲『變』胖了」，那麼對甲而言，所謂

的「變」就是甲由瘦到胖的一種感覺；對他人而言，則是以變胖之前的甲和變胖

以後的甲相互比較後，而得到的一種結論。因此精確的說，所謂的「變」指的其

實是一種過程，或者比較之後的結論。而對 Spinoza而言，自然中沒有任何偶然

的東西，一切事物都受神的本性的必然性所決定，而以一定方式存在和動作（命

題 29）23。如果說一切的事物都是必然的，那麼最終的結果就是有軌跡可循的，

如果結果是有軌跡可循的，那就表示「變」的結果是受制於客觀條件的，換句話

說，只有在特定的條件之下，才可能產生特定的結果。不過問題在於日常生活中

許多結果的客觀條件卻不是我們所能完全掌控的，因為我們可以繼續追問下去，

如果結果會受制於客觀條件的狀態，那麼導致變更結果的客觀條件狀態又是如何

形成的？尤其在導致變更的客觀條件不只一項時，這個問題將顯得更加複雜，

Spinoza 的觀點在純粹概念的層次上可能是沒有問題的，然而卻不免有事後諸葛

                                                 
1 錢志純著譯，斯賓諾莎哲學導論，1989，頁 30。 
2 Spinoza 原著，賀麟譯，倫理學，1991，頁 29。 
3 對於 Spinoza 所謂的「神」究竟係所何指？向來為哲學研究者所爭論的要點之一，一般均將之
理解為「神即自然」，在此意義之下 Spinoza 應為無神論者，但 Spinoza在他的第 73封書信中說：
「有些人以為神學政治論是根據此一原則，即神與自然係唯一且同一之誤，這完全是荒謬的說
法」；見錢志純著譯，斯賓諾莎哲學導論，1989，頁 39。惟本文仍從一般文獻的理解，將此處的
「神」理解為自然。 



 -   - 34 

之嫌。 

事實上，雖然最後的結果必然受制於客觀的條件，但是每一個導致變更的客

觀條件也可以同時是其他客觀條件所導致的變更的結果，而其他客觀條件又可能

同時是另外的客觀條件所導致的結果，如此一直追問下去可能會永無止境，並且

涉及到許多無法控制的因素。舉例來說，煤和鑽石的基本元素相同，同樣是 C60，

但是鑽石卻因為時間和壓力的關係變得光彩奪目，堅硬無比。鑽石之所以能為鑽

石，正是因為客觀的環境因素－時間和壓力－所導致。暫時僅就壓力的部分討

論，我們可以問為什麼鑽石礦山附近的壓力會比其他地區來的更大？可能的原因

是因為鑽石礦山的附近曾經有過火山活動的痕跡，因為火山的活動與地表下的高

熱造成壓力升高；那麼為什麼剛好在鑽石礦山的地區曾經有火山的活動？可能是

因為地球的板塊運動以及地球初形成時鑽石礦山一帶的地表特別脆弱；那為什麼

會有板塊運動？又為什麼剛好在這一帶的地表厚度特別脆弱？而其他地區地表

卻比較堅硬？前者的答案是因為萬有引力，後者的答案是因為火山形成的地方往

往是板塊與板塊的邊緣相互碰撞的部分；那為什麼會有萬有引力？為什麼地球是

由七個大板塊組合在一起的？而不是五個或六個大板塊？或者原始大陸為什麼

會分裂成現在這個樣子而不是其他的樣子？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們可以沒有盡頭

地追問下去，這其中涉及到太多我們無法掌控的因素，這些無法掌控的因素造就

了所謂的「偶然」。對山頂洞人而言，5+7＝12 當然可能是一種偶然，因為沒有

一個山頂洞人可以預知下一次 5+7 會不會等於 13！除非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控

制所有客觀條件，否則我必須很遺憾的說，人生其實是受無數個偶然所支配的！ 

當一切客觀條件都能完全掌控時，結果的發生固然屬於必然，但是如果有其

中一項條件為人力所無法完全掌握時，結果的發生就可以是偶然，偶然同時代表

著不確定性，這種結果的不確定性，將隨著我們對客觀條件掌控能力的減少而逐

漸增加，以致於成為完全無法預測，一個完全無法預測的結果，就是一個無限可

能的結果。以擲骰子為例，對一般人而言，骰子出現一點或六點的機率都是六分

之一，這樣的結果是偶然的，但是不論怎麼擲，就不可能出現七點這個結果而言

卻是必然的，而這一個必然是建立在我們充分的理解一顆骰子只有六面這個前提

之上，結果只可能是一到六點其中的一種；假設今天我們根本不知道一個骰子有

幾面，那麼誰也無法保證下一次出現的點數會不會是六千點或是五千五百點，擲

骰子的結果可以是無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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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本節一開始的問題，什麼是「變更」？依照本文的理解，如果我們對於

客觀條件完全無法掌控，那麼所謂的變更將是「無限可能結果的歷程」；如果我

們對於客觀條件的掌控程度較高，那麼所謂的變更就會是「受制於客觀條件有限

結果的歷程」，隨著我們對條件掌控的精確，對變更的理解也將隨之更為精確，

變更結果的有限性或無限性取決於我們對於客觀條件掌控的能力4。 

     

二、犯意變更的有限性 

 

令人感到比較幸運的是，犯罪行為的變更在評價上卻是有限的，變更結果是

我們可以預測的。因為刑法是一個規範的、評價的體系，在罪刑法定原則的支配

                                                 
4 這裡必須強調的是「偶然、必然」和「有限、無限」可以是兩組不同的概念，但也可以一如本
文的觀點認為二者是可以相互連結的。例如 Spinoza 雖然認為一切的事物都是必然的，但也同時
認為實體是無限的（命題 8）。這裡必須先介紹一些與倫理學有關的背景知識。氏首先在倫理學
的一開始就設定了十個定義與七個公理，在這些前提之下得出眾多的命題，與實體無限有關的概
念包括下列定義與公理。 
定義 1：「自有」或「自因」（causa sui），指本質即包含存在之物，或者它的本性只能被設想為存

在之物。 
定義 2：「自類有限」（in suo genere finita），指可以為同性質的另一事物所限制的東西。 
定義 3：「實體」（substantia），指在自身內並透過自身而被認識的東西。 
定義 4：「屬性」（attributus），指理智自實體所認識之物。 
定義 5：「模態」（modus）或譯為變化，指實體的感受或存在於他物而藉他物明瞭之物。 
命題 1→根據定義 3與定義 5，得出「實體的本性必定先於他的變化」。 
命題 2→根據定義 3，如果實體是透過自己被認識，那麼「兩個不同屬性的實體之間，必然沒有

共通點」 
命題 3→根據命題 2，如果兩個實體間沒有共通點，那麼「一個實體不可能藉由另一個實體而被

認識」。 
命題 4→根據定義 3與定義 5，得出「二個或多數不同之物的區別所在，不是由於實體屬性的不

同，就是由於他的變化各異」，因此除了實體的屬性和模態之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用
來區別多數事物之間的異同。 

命題 5→既然二個實體都是透過自身而被認識，而兩個實體之間又沒有共同點，這表示不同之處
無法相互明瞭，因此如果有一個以上的實體存在，當然不可能為人所認識，如果有兩個
相同的實體存在，則因彼此完全相同也不可能被人所認識，所以得出「世界上只能有一
個實體」。 

命題 6→因為兩個實體間沒有共通點，所以得出「一個實體不可能為另一個實體所產生」。 
命題 7→因為實體是最先存在而且是唯一的存在，所以實體必定是「自因」的，因此得出「存在

是實體的本性」。 
命題 8→既然實體為獨一無二的自因，所以得出「實體的一切必然無限」。 
以上參考錢志純著譯，斯賓諾莎哲學導論，1989，頁 31-32；Spinoza 原著，賀麟譯，倫理學，
1991，頁 3-7。依照一般的理解，倫理學中所指的「實體」即「神」，而「神」即「自然」，自然
既然是唯一的，那麼它也就是無限的。本文將 Spinoza 的無限理解為「縱向」的無限，雖然他認
為原因到結果之間是必然的，但是他卻沒有告訴我們這個結果不能再產生下一個結果，在這種情
形下必然和無限可以不是相衝突的概念，因為這是一種時序上不斷前進的無限；而本文所理解的
無限則是在特定時空上變化結果的「橫向」的無限，是指一個原因可能在單一時點上產生無限的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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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特定的時代只有特定的行為才會列在處罰的範圍之內，又因為法無明文規

定的行為不得加以處罰，所以刑法同時是一個封閉的體系，也因此，犯罪行為的

變更先天上就有一定的侷限性，亦即除了刑法分則各罪章中所明示的行為之外，

不得對其他任何一種行為加以處罰。而犯意既然是犯罪行為的主觀面，更精確一

點的說，其實也就是犯罪行為的故意，在行為可能變更的範圍受到先天限制的情

形下，犯意可以變更的範圍自然也受到相同的限制，從而犯意變更的最大範圍，

充其量也就是在刑法分則各個構成要件相互之間而已，不可能發生我們無法掌握

的變更結果。 

既然我們認為變更是有軌跡可循的，變更的結果又必然受制於客觀條件的狀

況，那麼犯罪行為的變更自然也會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並且有可以尋找的軌

跡，犯意的變更當然也會受到同樣的限制，在一個封閉的評價體系中，不應該有

無法掌控的因素存在，在探尋犯意變更可能範圍的問題上，以 Spinoza「只有必

然、沒有偶然」的觀點加以理解並不會發生問題，換句話說，那些限制犯罪行為

變更的客觀條件應該也是我們可以計算、掌控的。但是僅僅得到這樣的結論顯然

是不夠的，因為刑法分則從§100 開始到§363 為止，總共有 263 個條文，其中

§§119、219-1、229-1、236、245、287、308、314、319、324、334、343、357、

363 等是告訴或請求乃論的規定；§135 是公務員加重的規定、§167 是特定身分

者是湮滅證據減輕免除其刑的規定、§172 是誣告、偽證行為人自白減輕免除其

刑的規定、§200是偽造變造貨幣沒收的規定、§205是偽造有價證券沒收的規定、

§219是偽造變造文書沒收的規定、§220是準文書的定義、§244、§301是送回被

誘人減刑的規定、§264、是公務員包庇鴉片罪的加重規定、§265 是鴉片罪的沒

收規定、§270是公務員包庇賭博罪的加重規定、§295是遺棄罪的加重規定、§323

是準動產的定義、334-1加重竊盜準用於搶奪強盜海盜罪的規定、§351是親屬贓

物罪的免刑規定；再加上修正後新增的§§185-1、-2、-3、-4、186-1、187-1、-2、

-3、189-1、190-1、201-1、224-1、226-1、227-1、231-1、296-1、315-1、-2、-3、

318-1、339-1、-2、-3、348-1以及已經刪除的 223等規定，那麼可能的變更型態

將會高達（236-31+25）×（236-31+25）＝52900種之多（這其中還沒有詳細計算

各條間既遂、未遂、預備、陰謀或強暴、脅迫、詐術等因不同的行為階段或手段

所構成不同的罪名）。假設在這五萬多中的可能變更的範圍之內本來就沒有任何

限制，那麼本文理應將五萬多中可能的類型一一列出、逐一檢討，但是這樣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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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顯然不能為好逸惡勞的作者所接受。想要推翻上述的假設，就必須在所有可能

的變更類型中，找出一種不能變更的情形。不過這樣子的方式對於尋找犯意變更

的客觀限制並沒有幫助，最多只能證明刑法分則中的所有犯罪類型不是可以完全

任意變更的，或者得出某種特定犯罪行為不可能變成某種特定犯罪行為結論；另

一種可能比較有效率的方式是，從犯罪行為類型化的軌跡開始，找出各種不同犯

罪類型形成的理由，根據各種犯罪類型形成的理由去預測它可能的變化範圍。簡

單的說，如果今天我們要問竊盜行為可不可以變成強盜行為，那麼應該被提出來

的「不是竊盜行為可不可以變更成強盜行為」這個問題，而是根據立法者創造竊

盜行為的客觀條件繼續發展的結果，最大的變更範圍到哪裡為止？它可能變成什

麼樣子的犯罪行為？確定最大的範圍之後，再來決定強盜行為可不可能被包括在

這個最大的範圍之內。而當我們在問某個犯罪行為的最大變化範圍如何這個問題

時，又必須先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叫「犯罪行為」？以竊盜罪的例

子來看，我們首先應該確定的就是什麼叫「竊盜行為」？第二個問題是各種犯罪

行為區分的標準是什麼，在這個例子中，就是據以區分竊盜行為與其他行為的標

準是什麼的問題。要知道「犯罪行為是什麼」的目的，在於弄清楚變化的主體是

什麼，如果連變化主體的特性都不知道，那當然無法預測變化的最大可能範圍；

但是僅僅知道這一點是不夠的，因為變化主體的特性只能讓我們確定「這是什麼

東西」這一件事情而已，因此瞭解各種犯罪類型區分的標準對我們來說仍然是必

要的，知道各種犯罪類型區分標準的目的，正是在於尋找主體變化的最大界線，

也就是從界線設定的地方回頭尋找主體的最大變化範圍到底在哪裡。 

 

 

第二節  法益理論－犯罪行為就是侵害法益的行為 

 

 

Liszt 著名的格言指出：目的性思考藉由法益掌握了刑法的起點。利益保護

的思想在西南德意志學派新康德主義的追隨者和目的論的解釋上甚至被認為是

一致的5。事實上，Liszt的這句話已經點出了直到目前為止大多數人對於犯罪行

                                                 
5 Amelung, Der Begriff des Rechtsguts in der Lehre vom strafrechtlichen Rechtsgüterschutz, in: Die 
Rechtgutstheories, 2003, S.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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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認知－處罰犯罪行為是因為我們要保護法益，所以犯罪行為就是一個侵害法

益的行為。不過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法益可以作為我們理解犯罪行為的基礎？

而如果法益的確是作為我們理解犯罪行為的基礎，那麼法益的概念又是怎麼來

的？ 

 

一、建築在社會契約理論上的原始法益概念 

 

根據 Beccaria的看法，無論是何等人，不會僅僅為了公共的利益，而無償地

將自己應分得之固有自由捐輸出來，如此的幻想只有在小說裡面才可能存在。每

個人都是只為自己的利益而形成這個地球上的種種結合關係，若有可能的話，每

個人都是想以拘束他人的契約使自己不受拘束，但是僅以無人管理之原始的自然

所提供之生活手段是無法滿足人類的慾望，所以若欲滿足人類日漸增加而且日益

複雜化之慾望，人類必須要相互結合而開拓自然，原始人類正是如此地結合起來

的，社會即如此誕生6。 

一個社會一旦誕生，則有必要與之對抗的人們即會另外相結合，因此，又會

有一個社會產生。如此個人與個人間永遠的戰爭狀態，就是這樣地延續成社會與

社會的戰爭狀態。不受拘束而獨立的人類，其相互結合之條件會形成法律。疲於

持續不斷之戰爭狀態，倦於因未必得以確實地繼續維持而變為空泛之自由的享

受，人們想到要將一部分屬於自己的自由捐輸出來，以確保所剩下的自由。這個

每個人所捐出的持有份之總和，形成了一國之主權。而所謂之主權者，不外是合

法地接受這些自由的寄託而受任的管理人。然而僅是為如此之寄託尚不足夠。我

們必須要保護此寄託不受任何人之侵害。因為所謂的侵害者，不僅是不斷地想要

取回自己所捐輸的持有份，更有想侵犯他人持有份之專制主義傾向。於此，我們

需要一種契機，這個契機有足夠的力量得以壓制想令社會陷入往昔混亂狀態之專

制主義式精神，而且得直接對感性有所作用。這個契機也就是為對付違背法律的

人所設置的刑罰7。 

為了自身的利益，人們可能是願意捐輸出自由的，不過每個人所願意捐輸的

部分都只以為了讓其他的人同意自己能任意地處置所剩下的部分為限，換句話

                                                 
6 Beccaria原著，李茂生譯，犯罪與刑法，1993，頁 6。 
7 Beccaria原著，李茂生譯，犯罪與刑法，1993，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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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能捐多「少」，就捐多「少」。而這個少部分之自由的應分攤部分之總和，即

為刑罰權的基礎。逸脫於這個基礎之刑罰權行使，全部都是刑罰權的濫用，是不

正常的事。縱或這是事實上的權力，其亦不是基於法之權力8。簡單的說，人類

是基於自己理性的範圍，決定了刑罰理性的範圍，超過人類理性範圍的刑罰，就

是不合理的刑罰。 

用比較生活化的方式理解，刑法就像一個收取保護費的黑道大哥，人類就像

在夜市討生活的流動攤販，攤販們願意以犧牲部分自由的方式（交付保護費）換

取其他大部分－保障營業賺取利潤不被侵害－的自由，那些交付出去的自由是刑

法的酬勞，刑法收受酬勞之後有義務保障那些交付保護費的攤販，能夠在夜市營

生不受干擾，夜市營生的利益變成了被保護的利益。雖然將刑法比喻成一個流氓

或許不太妥當，但是這其中的道理的確和在夜市中收取保護費的流氓，或者古代

荒山野地中收取過路費的山賊沒有兩樣，在這種方式理解下的刑法，的確以法益

作為存在的合理基礎。 

 

二、現代刑法的法益概念 

 

在現代的刑法理論之下，法益概念地位的重要性毋寧已經發生動搖，在部分

學說的眼裡，法益已經不見得再是理解犯罪行為的基礎，我們處罰犯罪行為也未

必是為了保護法益，保護法益可能只是其中一個附帶的效果而已。例如 Welzel

就將法益保護視為純屬一種反射，刑法的任務是保護基本社會倫理的觀點（行為）

價值，並且在此之中包括個人法益的保護9。Jakobs 則認為國家刑罰的任務在於

透過訓練承認規範而產生一般預防的作用，他甚至認為，至今為止在討論刑法在

於保護法益（或犯罪行為是侵害法益）的這個問題上，對於法益的處理標準通常

沒有被突顯出來，並且因此對於刑法規範與保護法益目的之間的內在關連提出質

疑10，不過他的訓練法律忠誠的看法終究和Welzel的看法是相似的11。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情形產生，主要的原因在於法益概念本身在概念上就不是

清楚而可以完全掌握的，並且只能作為理解實體刑法的一部分。第一個質疑認為

                                                 
8 Beccaria原著，李茂生譯，犯罪與刑法，1993，頁 7。 
9 MK-Joecks, 2003, einleitung, Rn. 31. 
10 Jakobs, AT, 2. Aufl., 1991, Kap. 1, Abschn. 2, Rn. 7. 
11 MK-Joecks, 2003, einleitung, Rn.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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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益概念有精神化的傾向。只有在核心領域，法益是一個「具體事實上現存的某

種事物」。就算我們將法益的概念集中在個人與物上，最後只能得到一個我們在

法律上能得到的「利益」，在個人法益與超個人法益的描述上也有困難，尤其是

在集體法益－已經達到一個幾乎沒有不能超越的抽象程度。「法益已經變成一個

變化無常的東西，它在那些堅持還要相信它的人手中立刻變成不同的東西」。在

十九世紀的思想開端，人們事實上認為，從對特定物的價值評估會產生重視的需

求，這種重視的需求有一天會累積成法益。因此我們不妨認為，利益的成形並非

透過自然的生長過程，而是透過規範、的社會的理解（溝通），透過社會的價值

經驗逐漸成形12。這種將法益概念集中在個人與物上的想法，只能對於在個人法

益的理解上有所幫助，集體法益只能在間接上與個人的利益有相關的範圍內，才

會被承認。因此，偽造文書罪保護的不是交易的安全，而是在交易中全體的參與

者，環境犯罪則是將環境當作人類生存的前提13。 

即便如此，有些人仍然認為法益是不可放棄的並且是有價值的功能元素（單

位）。也有人將法益理解為「法律上被保護的利益」，也就是法律上有保護需求的

利益或者是有價值的狀態。一種可能一致的理解是，刑法上禁止或誡命的客體無

論如何不可能只是違反道德的情形。只要刑法包括一系列的犯罪構成要件，在其

中只有特定的，在社會中深刻向下紮根的價值信念被當作受保護的利益，就不會

沒有問題。所提到的例如對宗教信仰的謾罵（德國刑法第一百六十六條）、對亡

者不悅的詆毀（德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九條）以及引起公眾的不悅（德國刑法第一

百八十三條 a），因為認為對這些已經深植於社會體制中的文化規範的各種抵觸，

隱含民眾對這些規範在未受控制的自力救濟中讓他們有效的危險－如果國家沒

有處罰規定的話，使得這些規定變得合理。當然這樣的規範可能只是例外，否則

在立法者逾越他的權限範圍並且相較於持其他信念的人，會造成普遍的道德約束

和不寬容14。 

用法益理論去解釋若干刑法的領域，將會導致刑法的某些部分不是從個人的

角度，而是從社會的角度去解釋的問題。要問的是，人類共同生活以及透過刑法

規範確保他們的安全的最低條件是什麼？這是屬於啟蒙時代社會和國家契約理

                                                 
12 MK-Joecks, 2003, einleitung, Rn. 36. 
13 MK-Joecks, 2003, einleitung, Rn. 32, 26. 
14 MK-Joecks, 2003, einleitung, Rn.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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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一直到目前系統化理論所要回答的。這裡所存在的問題是，刑法的規範必須滿

足哪一些條件，以便它能提供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15。對此 Rudolphi嘗試著，將

動態的社會關係整合到法益概念中。則法益和它存在的機會即相互混在一起。正

確的應該是，除了法益之外，行為的社會侵害性對於應罰性也是一個重要的因

素。從利益到社會損害性的過渡時期不能說出什麼，因為社會損害性也必須固定

在損害上並且有這樣的問題－在什麼東西上面有多少的損害才會形成社會損害

性。因此儘管有這些問題和缺點，還是應該堅持法益理論16。這是因為法益保護

理論最重要的優點，正是在於它並不是只為了法律的運用者，而也為是為了立法

者提供了行為的指導。刑法立法者的決定透過保護的範圍與技術被公正的評價，

透明且易於明瞭。這個決定建立了特定應該懲罰的與能夠精確決定的內在關連。

犯罪行為從這個基礎理論到今天在違反義務的程度上，立法者由憲法賦予他形成

自由的範圍內，選擇確定的保護方法17。 

基於上述的理由，目前多數學說仍然認為，儘管法益理論有這些瑕疵，但卻

沒有理由整個摒棄這個理論。如果我們不經由法益而藉由透過社會損害性確定犯

罪，將會有失去立足點的危險。無論如何，具體的（個人）法益的保護以有許多

規定為基礎，這樣的認識使得對規範的解釋成為可能。就算在超個人法益或集體

法益，無論如何總也是在保護個人利益18。因此，儘管法益理論在當代部分學說

不斷的質疑之下已經產生動搖，但法益的概念仍然是無法被放棄的，法益的概念

對於架構整部刑法典有著絕對的重要性以及不可替代的意義。 

 

 

第三節  刑法分則的建構方式 

              －各種犯罪類型的區分標準 

 

 

一、刑法分則的初步類型化基礎 

 

                                                 
15 MK-Joecks, 2003, einleitung, Rn. 35. 
16 MK-Joecks, 2003, einleitung, Rn. 37. 
17 MK-Joecks, 2003, einleitung, Rn. 30. 
18 MK-Joecks, 2003, einleitung, Rn.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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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法益是構成要件結構的基石，並且有著絕對的重要性以及不可替代的意

義，那麼在構成要件種類的形成上，法益當然也是一個決定性的分類觀點，因此，

刑法分則中全部條文的排列遵循著這樣的基本思想，即藉由對法益的分組及分等

級，解釋應當被保護的價質的分類和體系化，分則各章節本身也是根據總是可以

考慮的法益的觀點所建立的。法益可以分為個人法益（例如生命自由和財產）與

集體法益（Universalrechtgüter）（例如保護國家機密、道路交通安全、貨幣的真

實性），在個人法益中，高度個人的法益又建立了一個次族群（例如身體的完整

性）19。換句話說，在刑法分則的所有構成要件中，法益的確是構成要件行為初

步類型化的基礎。 

以個人法益為例，個人法益包括生命法益、身體法益、自由法益、財產法益、

信用與名譽等五種法益，這五種基礎類型是在法律未形成前即已存在，也可以說

是「社會人」的本質，它們是藉由人類歷史發展下的共通處歸納而來，因此它們

不需要依賴實證法即可為人所認知，在人類共同生活以來，不論是何種生活或生

產型態的社會（游牧、部落、魚獵、農畜）或是何種統治狀態下的社會（神權、

君權、專制、民主），對於這些事物，都可被認為具有社會重要性（Sozialrelevanz）
20。現行法之下，生命法益採取的是絕對保護原則，此不外是因為我們認為人的

生命是最重要的，因為生命的價值就在於其本身，並不是從其他物所推導出來，

生命是一切的基礎，如果不談人的生命，那麼也無所謂自由的行動或是擁有自己

的東西等等，亦不可能再存在有健康或名譽；除了生命法益之外，身體或健康法

益依其機能的評價強度，則僅次於生命法益，因而此種法益的威脅強度，對於社

會人而言，僅次於生命法益受到攻擊的威脅強度。至於自由法益則不論是行動自

由、秘密通訊自由、言論自由或是性自主的決定自由等，是在人類社會生活下必

須予以承認的法益，即社會理解的機能下的結論，而自由法益亦有先驗的、不變

動的性質，至於奴隸社會下則只是已存的自由因外界的介入而有障礙存在，並不

因而可以藉此否認自由法益的先驗性質。此外名譽是人類在營社會生活時所必

須，不但具有超歷史性，亦是個人所必須的重要法益；居於最末者，則是財產法

益，為營社會生活，如無財產將有其困難及不便，而財產法益亦是在人類社會生

                                                 
19 Jescheck/Weigend, AT, 5. Aufl., 1995, S. 259. 
20 陳志龍，法益與刑事立法，1990，頁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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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下所為之理解21。在這五種最基本的型態中，生命和身體法益又因為具有部分

同一的基礎而被認為屬於高度個人法益，其他三種類型則因為必須建立在生命身

體法益受到保護的前提上才有討論的價值，而被認為屬於低度個人法益，這樣的

區分方式大體上為目前的通說22所接受。 

 

二、基礎類型的獨立與非獨立變化 

 

原則上，刑法分則的刑罰規定指示著特定內部的內在關連，有基本犯與（加

重的或減輕的）變化的關係，基本犯是原始構成要件（Ausgangstatbestand），變

化（犯）則是對在原始構成要件中確定的基本形式，非獨立的藉由附加要素的再

塑造。這裡要與之區分的是獨立的犯罪（eigenständige Verbrechen），它與其他犯

罪雖然有犯罪學的內在關連，但卻呈現出一個獨立的變化，它變化的結果，在刑

法體系中又不同於其他的犯罪，例如竊後搶劫（räuberische Diebstahl德國刑法第

二百五十二條）和盜用電力罪（德國刑法第二百四十八條 c）即是竊盜犯罪群中

獨立的犯罪。雖然獨立的犯罪在受保護的法益和行為的描述上與其他犯罪有一定

類似的地方，但對於一個基本構成要件而言，卻不存在有特徵的聯繫，新的構成

要件脫離了原本的基本構成要件，成為一個獨立的、有自己不法內涵的法規範。

例如竊後搶劫罪包含了竊盜、強制和強盜的要素23。 

在構成要件群（Tatbestandsgruppen）的建構上，立法者是否選擇將取道這一

種或另一種方法，屬於他們的裁量範圍並且在此只能透過可以被考量的構成要件

去查明。如果透過增加新的構成要件要素，由基本犯中形成新的可罰構成要件，

這個新的構成要件即如同基本犯的特別規定，此處涉及到的是非獨立的變化。在

這裡，有罪判決的前提條件是，行為人實現了基本犯的構成要件要素以及變化構

成要件規定，被適用的只有變化後的構成要件，附加的要素可以表明基本犯的不

                                                 
21 陳志龍，法益與刑事立法，1990，頁 111-112。 
22 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三版，2002，頁 15；陳志龍，法益與刑事立法，1990，頁 111-112；
褚劍鴻，刑法分則釋論（上），增訂三版，2002，頁 10-11；黃仲夫，刑法精義，2001，頁 315；
蔡墩銘，刑法各論，修訂四版，1999，頁 20-21；甘添貴，體系刑法各論第一卷，1999，頁 12。
上述學者對個人法益的區分或有將秘密獨立出來而與五大法益類型並列，或有將名譽與秘密法益
泛稱為人格法益或名譽信用法益，惟大體上仍不脫此五種類型的範圍。 
23 Jescheck/Weigend, AT, 5. Aufl., 1995, S. 269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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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內涵或罪責內涵的加重或減輕，並可以據此區分加重的變化和減輕的變化24。 

除了透過增加加重要素可能形成的基本構成要件的非獨立變化外，還有一種

這樣的方法，對特別嚴重的情節加重處罰（例如與德國刑法第 266條 2項有關係

的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一項），這種加重處罰可以透過例示的方式（Regelbeispiele）

做出進一步的規定，這裡涉及量刑的規定。同樣的，立法者也可以對較輕微的犯

罪規定較輕的刑罰。例如竊盜罪的基本犯是單純竊盜罪（einfache Diebstahl德國

刑法第二百四十二條），從中可以派生出對特別嚴重的情形以例示加重處罰的規

定，是加重的攜帶凶器竊盜和結夥竊盜（Bandendiebstahl德國刑法第二百四十四

條）、還有加重的結夥竊盜（schwere Bandendiebstahl德國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 a）
25。 

 

三、分則體系完整的建構流程 

 

綜合上述的說明我們不難發現，刑法分則的建構方式，是由立法者首先將應

該予以保護的法益分為數種類型，然後根據各種被認為應該加以保護的法益，建

立出基本的犯罪類型，再由這些基本的犯罪類型演化出其他派生的犯罪類型。觀

察有關個人法益的處罰規定，我們應該可以認為所有的構成要件行為，都是由生

命、身體、自由、財產、名譽五種最基本的法益類型變化而來，由這五種基礎的

法益出發，以對同種法益的不同侵害方式為分類標準，建立初步的犯罪類型，最

後再參酌行為的情狀、行為主體、特殊客體加強保護的必要性或者主體與客體間

的特殊關係等其他因素，建立各種加重或減輕的犯罪類型。 

以財產法益為例，我國刑法從第 320條以下，以和平秘密的方式侵害他人財

產法益的竊盜罪為最基本的類型，如果行為人是以暴力的方式取得財產的支配或

占有時則構成搶奪罪；當施暴力的程度達到壓制被害人的自由意志時則構成強盜

罪；如果是以和平但使被害人陷於錯誤的手段達到侵害他人財產法益的目的則構

成詐欺罪等，諸如此類的區分建立各種獨立的犯罪類型。在各該犯罪類型之下，

又因為行為的情狀、手段、或其他種種因素的不同程度的變化，又可以再分為兩

大類：第一種是「非獨立的構成要件」類型，這種構成要件類型是根據行為時的

                                                 
24 Jescheck/Weigend, AT, 5. Aufl., 1995, S. 268. 
25 Jescheck/Weigend, AT, 5. Aufl., 1995, S.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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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行為時客觀的特殊情狀、與行為時的主觀情狀等等加重或減輕要素演化而

來，只不過增加這些加重或減輕要素的結果，並沒有脫離基本構成要件所保護的

法益範圍，換句話說，變化的結果仍然可以被包括在基本構成要件所處罰的目的

範圍內，以竊盜罪為例，依照行為時的客觀情狀或手段可以另外構成加重竊盜

罪；因行為人與被害人間的特殊關係可以另外成立較輕微的親屬相盜罪；以行為

人是否以竊盜為常業作為分類要素，又可能構成常業竊盜罪。第二種則是「獨立

的構成要件」類型，亦即如果加上上述諸種要素變化之後的結果，顯然已經逸脫

原來的基本構成要件的處罰目的，則變化之後的犯罪構成要件將被認為已經取得

一個屬於自己的、獨立的不法內涵。例如準強盜之於竊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刑法分則中有關個人法益的部分，其實是利用「種」

與「屬」的關係，建立在許多「部分同一」的概念之上，先在個人法益中區分處

五種不同的法益，這五種被區分出來的法益對於「侵害法益」而言具有「種」與

「屬」的部分同一關係；再由被區分出的五種不同的法益，以不同的侵害方式區

分出各種不同的基本犯罪類型，各種被區分出來的基本犯罪類型，與特定法益之

間同樣具有「種」與「屬」的部分同一關係，因此刑法分則其實是以放射狀的方

式，由中心向外擴散建構而成的。 

 

 
 

 

 

個人法益 

 
身體法益 

生命法益 

自由法益 

財產法益 

名譽法益 

殺人 
過失致死 
‧ 

傷害 
重傷 
過失致傷 
‧ 
‧ 
‧ 

強制 
侵入住宅 
恐嚇危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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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犯意變更的第一層限制 

 

 

一、部分同一性是變更的基礎 

 

Arthur Kaufmann在檢討「存在的類推」時認為：「每個個別的存在物在他們

的存在方式上，同時是一致的也是差異的，亦即，他們雖然分享自這一個存在（在

存有學的理解，不用說──這個存在就是上帝），但是係以不同的方式分享。或

者這麼說，這個存在是單一的存在，但並非以相同的方式賦予許多的存在物，亦

即它只是類似地被實現在世間的事物上。因為存在與存在的內容是以依照比例的

『層級』（或譯為階層）方式被實現在宇宙中，如此構成存在的『階級秩序』。因

此，存在物之間類推的前提是，存在物的一致性與差異性，統一性與多樣性，如

果沒有一致性，亦即在事物完全的異質性與無關係性的情況下，將不會有比較的

可能性，因而也不會有認識的可能性。如果在一個最終的，無聯繫的多數中彼此

缺少多樣性，每個存在物將是自己分離存在的，且彼此之間絕不會有任何聯繫，

也不會有任何精神的、思想的聯繫。但如果所有的存在物都變成同一而沒有差異

性，將只是一種沒有認識價值之事物的不斷重覆而已26」。 

簡單的說，類推的前提是「可以比較」，可以比較的前提是二物之間具有「部

分同一性」，完全不同的東西沒有足資比較的基礎，完全相同的東西沒有比較的

意義。比較的目的是在於解釋或區別，也就是將兩樣東西解釋在同一個概念之

下，或者區別兩樣東西分別屬於不同的概念。從而，兩物之間是否可以比較，關

鍵即在於所謂的「部分同一性」是如何決定的，其實也就是據以比較的基準是什

麼的問題。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果我們問：「公車跟電影那一個比較甜」？這樣

的問題顯然是不具意義的，因為公車是用來代步的，電影是用來娛樂、觀賞的，

兩樣東西和吃起來甜不甜根本八竿子打不著，在甜不甜這件事情上，將因為不具

部分同一性而欠缺比較的基礎；如果我們換一個方式問：「坐一趟公車和看一場

電影哪一個比較貴」？那麼在貴不貴這件事情上，二者已經具有部分的同一性－

都要花錢，差別在於花的多或少，這兩件事情才變成是可以比較的，坐公車屬於

                                                 
26 Arthur Kaufmann原著，吳從周譯，類推與事物本質－兼論類型理論－，1999，頁 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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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花的比較少的概念，看電影屬於錢花的比較多的概念。 

如果「在事物完全的異質性與無關係性的情況下，將不會有比較的可能性，

因而也不會有認識的可能性」這樣的說法成立的話，那麼這種部分同一的概念將

不會只是在處理類推的問題上有其用處而已，它應該存在於一切事物的認識上。

依照作者對 Arthur Kaufmann原意的理解，一切事物的認識或解釋本來就是一種

類推，也就是說，部分同一的要求應該是我們據以認識一切事物的方法或條件，

在判斷事物的變更上當然也是如此。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兩物之間如果連部分同

一性都沒有，那麼表示這是兩個完全不相關的事物，兩個完全不相關的事物當然

就欠缺比較的基礎，我們如何能夠針對兩個欠缺比較基礎的事物決定是否發生變

更？如果兩物之間完全相同，老實說也沒什麼好比較的，這種沒有認識價值之事

物的不斷重覆當然也不會有變更的問題；至於兩物之間究竟是否發生變更，則端

視這個部分同一性的比較基礎設定在哪裡。換句話說，要知道是否發生變更，當

然也必須在特定的條件之下有兩個可以相互比較的東西存在，而如何知道某個東

西是否已經改變了？那必定是以特定的條件為基礎，這個特定條件設定的結果必

須使被比較的兩個物之間能夠聯繫起來，並且在這個條件的設定之下能夠滿足部

分同一性的要求，既不能是毫無關連，也不能是完全重合，將這個同時或先後存

在的兩樣東西相互對比以後，才能得到「某一個東西是否和另一個東西」一樣或

不一樣的結論。 

只不過僅僅是在同一時空中有兩種不同的物體存在，我們固然可以將這兩樣

東西擺在眼前，細細的研究、慢慢的比較，然後得出兩種物體具有不一樣特徵的

結論，但這並不是所謂的「變更」，因為這兩樣東西是在同一時空之下存在，並

不是哪一個變更成哪一個的問題，而是二者本來就具有我們可以區別的特徵。變

更必然是指在特定標準之下，事物現在的狀態跟現在之前的狀態相較已經可以被

分辨或區別，也就是說，比較的主體和據以比較的對象絕不可能存在於同一個時

空當中，此時從頭到尾都只有一個主體的存在，只是隨著時間的經過而發生了改

變，至於發生改變的原因可能千變萬化，諸如胖子變成瘦子、瘦子變成胖子，變

胖或變瘦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壓力、營養不良、生病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是這些

各式各樣的原因並無礙於我們在結論上對變更結果的認識，也因此，時空上具有

一貫性的要求當然成為變更的必要條件。 

必須特別強調的是，依照作者的理解，所謂的部分同一關係並不僅是指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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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部分重疊而已，應該還包括一物為另一物所完全涵蓋，而另一物較原本之

物有更多其他要素的情形，也就是我們一般所指的包含關係，因為以包含者的角

度來看，被包含者對於包含者自己而言同樣也具有部分同一性，包含者是站在被

包含者的基礎上，藉由那些被包含者所沒有的要素而被認識。簡單的說，所謂的

部分同一關係應該包括下面兩種類型。 

 

 

【類型 1】                              【類型 2】 

 
 

二、犯意變更的第一層限制－部分同一性的要求 

     

回到本節探討的主題上，我們要如何決定哪些行為可以構成犯意變更？哪些

行為不可以構成犯意變更？本文認為僅僅把比較的基準鎖定在抽象的「犯意」二

字上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任何的故意犯罪行為都會有犯意，當我們將犯意抽象化

到「對於構成要件的認知與意欲」的程度時，則這樣的每個犯意都處於完全同一

的狀態（都對法定的構成要件有認識和意欲），不可能因此產生部分同一的比較

標準，這種對犯意的理解方式，將只會是同義的不斷重複而已，在必須辨識犯意

是否變更的前提要求下，這樣的結論顯然不具任何的意義。 

就評價的角度而言，重要的不是抽象的犯意概念，而具體事實發生時我們應

該根據什麼樣的標準做出合理的認定，事實上，不同的犯罪行為本來就會有不同

的故意，竊盜的故意是以和平的手段取得他人財產的支配的認識與意欲，殺人的

故意是以任何手段有效終結他人生命的認識與意欲，如果將具體的客觀要素抽離

時，我們無法分辨殺人的故意和竊盜的故意到底有什麼不同，因此比較的基準當

然是從客觀面決定的，討論犯意的問題時，必須要加入行為的客觀要素才有可能

部
分
同
一
關
係 部分同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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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究竟是「『哪一種行為』的犯意」，以及有無變更。換句話說，所謂的犯意變

更其實是「行為的犯意的變更」，而不是「行為人的犯意的變更」，因為犯意是行

為人的主觀面，行為人的主觀面只有在和客觀要素相互結合的情況下才有意義。

如果討論犯意變更的目的在於對行為人主觀上犯意，做出客觀適當的評價，而評

價犯意的出發點又必須由客觀的面向出發，那麼據以評價犯意的標準當然就是刑

法分則上各種的構成要件行為，也就是說，不可能存在那種刑法分則中所不承認

的犯意，這同時也就代表了我們對於犯意的評價必須受到刑法分則結構的限制，

犯意的變化當然也就會受制於刑法分則的變化，也就是依照建立刑法分則的軌跡

決定，從而表面上看起來，犯意變更的限制似乎就應該等於刑法分則進化的過

程，但實際上真的是如此嗎？ 

如前所述，在侵害個人法益的犯罪類型中，高度個人法益與自由、財產、名

譽法益被通說定義為不同的法益種類，既然被定義為不同種類的法益，那麼看起

來他們彼此之間應該是相互獨立的概念；如果概念之間彼此真的是獨立的，那麼

在這幾個概念之間，理論上來說似乎也就欠缺部分同一性要求；如果真的欠缺部

分同一性的要求，似乎也就表示著不同種類的法益之間應該不具相互流通的可

能，那麼基於這些不同種類的法益所建構出來的各種分則中的構成要件行為之

間，當然也就沒有相互變更的可能。基於上述的假設，不同犯罪構成要件之間的

犯意變更，它的最大範圍似乎應該只存在於同種法益之間而已。就此而言，國內

早期學說見解27認為「犯意變更只能存在於兩個『罪質』相同的構成要件之間」

的觀點似乎是正確的，換句話說，雖然同種法益之間未必能成立犯意變更，但是

犯意變更必然以同種法益為限，非同種法益之間不可能論以犯意變更，行為人的

故意在兩種不同種類法益的犯罪行為間變更的結果，應該論以另行起意。不過本

文認為這樣的觀點存在著下面兩個問題。 

 

(一).不清楚的罪質概念 

 

「罪質」這個概念，是早期實務見解為了解決連續犯同一罪名的問題所提出

                                                 
27 林山田，刑法通論（五版），1995，頁 119；但不知何故，該書於六版之後即將原本說明犯意
變更的部分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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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28：「刑法第 56條所謂同一罪名，係指其連續數行為所侵害之法益『性質相

同』，即在法律上屬於同一罪質者而言」。由上述實務見解觀之，所謂的罪質其實

就是指「同種法益」而言，只不過以如此的方式認定連續犯的成立，顯然過於浮

濫，隨後大法官會議第 152號解釋在連續犯的認定上即廢棄罪質的概念，改以觸

犯構成犯罪要件相同之罪名作為認定是否成立連續犯的標準。國內則有學者認

為，在討論連續犯的同一罪名時，罪質說之所以遭到廢棄，原因在於判斷罪質是

否相同的標準不明，「罪質」是早期判例依直覺所提出來的概念，它本身是一個

有待判斷的對象，而無法成為判斷的依據29，在檢討犯意變更的可能範圍時，罪

質的概念同樣不能發揮限定的效果。 

本文認為，即便是將罪的質概念理解為同種法益，在不同種類的法益之間是

否真的欠缺部分同一性或者相互流動的可能，或許也不是那麼絕對的，這得看我

們是站在什麼角度說這樣的話。如果從不法的量度來看，這五種法益相互之間將

會處於一種流動的關係，既非完全無關亦非完全重疊，而是典型的部分同一關

係；從個人法益發展及確立的過程來看，也應該得到同樣的結論。即便是從實際

案例來看，這種區分的標準也未必一定符合現實，例如以公然侮辱的方式達到傷

害他人心理的效果，或者是以打斷被害人一條腿的方式達到妨害自由的效果，這

些都是現實中可能發生的情形，也都是刑法應該處罰的行為。尤其是在複合性法

益的情形，似乎更無法以法益是否屬於同一種類作為區分的標準，典型的例子如

強盜罪，它既侵害了財產法益也侵害了被害人的自由法益，只不過由於行為人最

終是以侵害他人的財產法益為主要目的，因此強盜行為仍然被立法者歸類為一種

侵害財產法益的犯罪行為，但是如果認為強盜罪是侵害自由法益的行為，而將之

歸類為侵害自由法益的犯罪似乎也沒什麼不可以。不過這裡可以繼續追問下去的

是，為什麼我們是以行為人侵害的目的作為犯罪行為分類的標準？為什麼我們不

以其他的東西作為分類的標準？例如以行為的手段作為分類的方式？並且可以

再問的是，利益的區分真的是那麼清楚的嗎？一個侵害財產法益的犯罪行為，同

時也可以是一個妨害他人處分財產自由的行為，一個侵害生命法益的殺人行為，

同時也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妨害他人行動自由的行為（因為人一旦喪失生命，當然

                                                 
28 院字 2185號解釋參照。 
29 許玉秀，刑法註釋研究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1996，計畫編號：NSC-84-2414-H-004-013-C4，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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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自由行動），一個妨害自由、私行拘禁的行為，同時也可能是一個侵害身

體法益的行為，立法者又是以什麼樣的標準去決定一個行為到底侵害的是自由、

財產、生命或身體上利益的行為？ 

在這裡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發現，某種犯罪行為被歸類為侵害某種法益的類型

似乎不是絕對的，換句話說，現行法對於各種犯罪行為的分類方式是可以被質疑

的。不過，在我們開始質疑既有的結果之前，我們應該先回頭去瞭解，為什麼據

以建立刑法分則的法益種類，會被立法者以這樣子的方式被區分出來？ 

 

1.法益類型化的基礎－理想典型的經驗與分析 

 

認為刑法分則是一種根據不同法益種類而形成的制裁體系的觀點基本上應

該是可以成立的，依照我們前面對於刑法分則形成過程的探討，分則中的各種基

本犯罪類型的確是以法益作為基礎，問題在於這些類型是怎麼來的？ 

提到「類型」的問題，就不得不先從 Max Weber 開始說起，他是社會科學

領域中使用類型概念的第一人。Weber 在解釋「理想典型」的概念時表示：「這

種概念本身就像是通過著重分析事實中的某些組成部分，而達到一種理想的完美

境界。它與經驗資料的關係僅在於以下的事實：凡是根據抽象概念提出的這類以

市場為條件的關係被發現，或者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存在於事實中的時候，我們能

夠參照理念型（ideal-type）把這種關係的特點在實用的角度上講清並使之可以理

解。這個步驟對於啟發式和說明的目的來說是必須的。理想的典型概念有助於發

展我們研究工作中的歸因技能：它沒有「假設」，但它對假設的建立可以提供指

導方法。這不是對事實的描述，其目的在於對這樣的描述給予並不含糊的表達手

段。因此正是這個以貿易經濟為基礎的歷史上某個現代社會的「觀念」，對我們

來說是根據建立中世紀的「城市經濟」（city economy）概念中被用作一種原創性

概念完全一樣的邏輯原理發展而成。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建立的這種「城市

經濟」的概念不是作為所有觀察到的城市中實際存在的一般經濟結構，而是一種

理念型的經濟結構，一個理念型結構是由片面強調（one-sided accentuation）一

個或幾個觀點和由許多散在的、無聯繫的多少存在的以及偶然又不出現的具體個

別現象的綜合而形成的，這些現象是根據那些片面強調的觀點，整理成為統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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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概念30」。 

回到刑法上關於法益類型區分標準的問題上，個人法益之所以能夠被區分為

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五種類型，其實和Weber建立城市經濟概念的方

式是相同的，它們同樣是立法者根據對於歷史經驗事實上的理解與分析，得出五

種不同「法益理想典型」。換句話說，面對各種各樣的犯罪事實，依照五種不同

的「片面強調」的方式，立法者因此得出五種不同的理想典型，而這五種不同的

片面觀點，則是分析歷史經驗所得到的結果，用最白話的方式表達：這五種利益

侵害的形式－生命、身體、自由、名譽及財產－也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可以輕易

經驗或者知覺的，據此建立的法益概念是「理念」上的犯罪結構，而不是實際存

在的犯罪結構。這種理想典型的建立有助於我們對於法益概念的掌握與理解，根

據不同的法益類型掌握不同犯罪行為的不法特質，據此所建立的刑法分則體系，

理論上應該有著同樣的優點。雖然立法者已經建立了上述的分類方式，但是這並

不代表這五種劃分的方法是絕對的，因為就犯罪事實的實際層面觀察，沒有人規

定非要區分為這五種利益侵害的類型不可。 

事實上，觀察一件事情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依照不同的觀察角度可以得

出不同的分類標準。至今學說上針對個人法益曾經出現的分類方式，還有人之人

身法益與人之物的法益的區分，前者指生命、自由名譽等法益，後者指財產或所

有權等其他種類的法益31。其他可以想像的區分方法還可能包括自由法益與自由

以外的法益、財產法益與財產以外的法益、身體法益與身體以外的法益、名譽與

名譽以外的法益、生命與生命以外的法益等等類型。除此之外，從自由法益的角

度來看，侵害財產法益的行為，當然也可以是侵害被害人處分財產的自由；毀損

他人名譽的行為，當然也可以是侵害被害人處分自己名譽的自由；侵害生命、身

體的行為，當然也可以是損及了被害人的生存或身體發展的自由，那麼有必要被

承認的只是自由法益而已，其他利益侵害的情形，可以被認為只是對於自由法益

侵害程度高低的問題。如果從一切事物都可以換算成金錢的觀點來看32，除了財

                                                 
30 Max Weber原著，黃振華、張與健譯，社會科學方法論，1991，頁 102-103。 
31 林山田，刑法各罪論，2002，頁 14。 
32 將一切事物以金錢的標準予以換算，在歷史上並非不曾出現過的，就連人命也是有價碼的。
咸豐九年（西元 1859年）農曆 9月 18日上午，咸豐皇帝在北京玉泉山青音齋召見福建布政使張
集馨，問起福建平民械鬥的情形，僅摘錄對話如下： 
帝問：「械鬥是何情形？」 
張答：「… 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糾數十莊小姓而與大姓相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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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之外，名譽、身體、自由甚至生命，都因為可以換算成財產價值的關係，因而

與財產法益之間變得可以相互流通而具有部分同一關係的可能，被承認的法益可

以只是財產法益，其他的侵害利益的情形，可以只是侵害財產法益程度多寡的問

題。 

上述種種的分類方式都可以是可能的區分標準，不過不管是哪一種分類方式

都應該有分類的實益存在，否則據此標準所區分的類型就只是為分類而分類的益

智遊戲而已。例如依照國籍的不同，我們可以將站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所有的人，

區分為本國人和外國人，區分本國人和外國人的目的可能在於確定本國人和外國

人不同的權利義務，外國人不需要服兵役，但是卻也沒有憲法上所保障的參政權

或者其他權利；在台灣的本國人當中，又可以再依照祖籍的不同或者以渡海來台

定居時間的早晚，區分為本省人和外省人，不過在這裡可以追問的是，這樣的區

分有什麼樣的實益？如果區分本省人和外省人沒有任何實益的話，那麼對於本省

人和外省人的區分就是一種沒有意義的區分方式。 

首先可以確定的是，只將個人法益做人之人身法益與人之物的法益的這種區

分方式，委實看不出實益何在，如果企圖以人之人身法益與人之物的法益作為刑

法分則的建構基礎，那麼顯然僅僅是區分出這兩種類型是不夠的，在這兩種類型

之下還應該要有更細緻的分類才是；同樣的道理，依照不同的標準，我們還可以

將個人法益區分為自由法益與自由以外的法益、財產法益與財產以外的法益、身

體法益與身體以外的法益等等，只不過此類二分化的區分方式同樣也看不出有何

意義。而那種將一切事物可以換算成金錢的觀點，在現代刑法的意義下已經不具

任何意義，無待詳論。至於以侵害自由法益作為所有法益的基礎處類型，似乎是

一種可以採取的方式，換句話說，只要不對法益做種類的區分，自然可以迴避區

分標準如何決定的困擾。只不過如果以這種方式理解自由法益，那麼在「自由」

的大帽子之下，我們可以把一切侵害法益的行為都當作一種侵害自由法益的行

                                                                                                                                            
帝問：「地方官不往彈壓麼？」 
張答：「臣前過惠安時，見械鬥方起，部伍亦甚整齊。大姓紅旗，小姓白旗，槍砲刀矛，器械具 

備。聞金而進，見火而退。當其鬥酣時，官即禁諭，概不遵依… 。」 
帝問：「殺傷後便如何完結？」 
張答：「大姓如擊斃小姓二十命，除相抵外，照數需索命價，互訟到官… 。」 
帝問：「命價每名若干？」 
張答：「聞雇主給屍親三十洋元，於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以上見道咸宦海見聞錄，咸豐九年，頁 266；轉引自吳思，血酬定律，2003，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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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由的概念將可以包山包海、無所不包，不論是對哪一種法益的侵害，它們

和以這種方式理解的自由法益都可以處於部分同一關係，因為在這種情形之下，

自由法益將會變成所有法益類型的上位概念，也就是據以推演出其他法益類型的

「種概念」，這就如同將「法益」當作其他法益類型的種概念一般，不論是生命、

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法益，終究也還是「法益」。然而這種對於法益的理解

方式，在處理實際的問題時並沒有幫助，因為如果我們承認法益的概念存在的目

的，主要在於確保刑罰的理性，避免過度的刑罰或者避免對於無法益受到侵害的

行為科以刑罰，那麼面對不同的犯罪行為理應科以不同的刑罰效果，將所有法益

都理解為自由法益或者其他種類的法益時，同樣必須面臨區分刑罰效果的問題，

這和單一正犯概念所面臨的問題完全一樣，如果同樣要科以不同的刑罰效果，表

示實際上已經認同不同犯罪類型所造成的利益侵害效果是有差異的，這同時也代

表著，侵害被害人的生存或身體發展的自由和侵害被害人的財產處分自由必須有

不同的刑罰效果，與其鴕鳥地將它們混在一起表面上不作區分，不如務實地正視

區分的問題。 

總括地來看，本文認為將個人法益區分為五種不同的類型，雖然不是唯一或

者絕對的區分方式，但是這樣的區分並不是毫無理由的，這種區分方式有使我們

更容易掌握法益概念的優點存在，並且有助於概念的清晰與說明，而這正是我們

採取理想典型分類的理由，也是立法者在建立刑法分則時所採取的策略。不過這

並不代表著其他的分類方式在未來沒有生存的空間，因為經驗與分析是會隨著時

空的演進而改變的，五百年前的某種經驗也許是正確的，但是沒有人可以擔保五

百年後這樣的經驗是不是仍然正確，因此我們無法排除法益可能有其他更有效或

者其他好處的分類方式，也許上述各種曾經被本文認為欠缺實益的分類方式，在

若干年之後卻被認為是一種更勝於現行通說見解的分類方式，只不過不論是哪一

種分類方式都必須要有分類的實益才有意義，法益的分類方式當然也必須符合這

樣的要求。 

雖然理想典型的分類方式有著上述的優點，然而不可諱言的是，這種分類方

式也同時附帶著忽略實際層面的危險。從理想典型法益類型建構的過程我們可以

發現，五種法益的區分方式只可能在片面強調的理想典型中存在，因為實際層面

的犯罪事實未必都只是單純的侵害特定種類的典型法益而已，透過片面強調所建

構理想典型的結果，當然就代表著有部分特徵是實際存在但是卻被忽略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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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確定的是，複合性法益的存在是理所當然的，只不過這種複合性法益在

理想典型的觀點下會被劃歸在特定的類型之中，換句話說，在這種片面強調的概

念之下所觀察到的不是實際存在的一般犯罪結構，而是一種理念型的犯罪結構，

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某些實際存在的犯罪結構中，法益的內涵本來就不可能是單

純的，只不過在建構或者刑法分則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把它當成一種「理念上單

純」的典型概念。 

 

2.理想與現實的落差－法益或罪質不能成為決定性的區辨依據 

 

跳脫出理想典型的範疇，讓我們回到實際的層面來看。在實際的犯罪結構中

被侵害的法益往往會因為行為人使用手段的不同，而造成與理想典型產生落差的

結果，例如同樣是對於財產法益的侵害，行為人可以用許多不同的方式達到他的

目的，用和平秘密的手段＝竊盜；用使被害人陷於錯誤的手段＝詐欺；用妨害自

由的手段＝強盜；用違背承諾的手段＝侵占、背信；問題在於當我們在評價一個

犯罪行為時，並不是僅以侵害行為的最終目的作為唯一評價的依據，而是對行為

人所使用的手段、行為當時的情狀以及被害法益的性質綜合的予以評價。舉例來

說，強盜行為的本質雖然是以侵害財產法益為目的，但是由於侵害法益方式的關

係，卻使得自由法益也必然隨之受到侵害，在評價強盜行為時，我們不可能捨自

由法益的侵害不論，從而強盜罪所保護的法益變成了一種複合式的法益，是一種

實際犯罪結構當中必然存在的現象，也正是因為這種理想與現實落差的結果，導

致罪質概念變得模糊不清而成為有待界定的一個概念，因此如果企圖以同一罪質

作為犯意變更的限制標準，結果當然是失敗的。不過這樣的結果也同時告訴我們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即便是被歸類為不同種類法益概念之下的構成要件行為

相互之間，就構成要件行為的整體加以觀察，可能因為侵害法益的「手段」的關

係，使得它們所保護的法益仍然有部分同一的可能！ 

簡單的說，之所以要處罰犯罪行為，是因為犯罪行為侵害法益，而正因為所

有的犯罪行為都有侵害法益，所以不可能以是否侵害法益作為第一階段部分同一

區分標準，那麼看起部分同一的標準似乎應該設定在要處罰犯罪行為的前提下的

第一個分類方式，也就是法益的種類，不過根據我們對於實際的犯罪結構觀察所

得到的結論，不同種類的法益之間未必不可能有部分同一關係的存在，在不同種



 -   - 56 

類且不具有部分同一性的法益之間，要求具有部分同一關係作為犯意變更的基

礎，看似一種自相矛盾要求，實際上卻可能因為侵害法益所使用的手段，而成為

一種現實面可能存在的現象。基於上述的觀點，本文贊同法益或者罪質無法成為

犯意變更與另行起意決定性的區辨界線。 

 

(二).錯誤的參考標準 

 

1.「種」概念的部分同一不能作為變更基礎的部分同一性要求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 

 

除了法益的內涵在實際層面上並不單純的問題外，本文認為傳統學說見解還

犯了另一個參考標準上的錯誤，也正是因為依循這個致命的錯誤，導致傳統學說

見解得出犯意變更的最大範圍只能在同種法益之間存在的結論。何出此言呢？ 

其實立法者既然根據經驗與分析的片面強調，建立的不同的法益理想典型，

那麼在同種理想典型的概念之下，我們顯然無法用據以區分理想典型的標準，去

分別同一理想典型之下不同的犯罪類型。因為理想典型法益的種類是依照片強調

的方式得來的，對每一個在同種法益之下的犯罪類型而言，所侵害的法益都應該

是完全相同的理想典型，從而區別不同犯罪類型的標準，必定是理想典型法益以

外的其他要素，也就是那些在立法者建立理想典型時，因為片面強調的要求所被

犧牲的其他特徵。換句話說，在實際的犯罪結構中，某種特定的犯罪行為雖然被

歸類成侵害特定理想典型法益的行為，並且可能同時侵害了其他法益典型（當然

也未必一定會同時侵害其他的法益典型），但是在片面強調的方式之下，不論其

他的特徵是否同時侵害了其他的法益，它們在理想典型之下都會被忽略，而這些

被忽略的部分卻可能是在同種法益之下與其他犯罪行為相互區別的主要特徵。不

過在這裡可以提出的問題是：不同的犯罪行為有不同的特徵，在理想典型片面的

要求下，被忽略的特徵可能不只一種，那麼我們又要用哪一個被忽略的特徵作為

同種法益之下不同基本犯罪類型的區分標準呢？其實這個問題在前一節的論述

內容中已經約略可以看出端倪，答案是：－侵害法益的形式，也就是行為人侵害

特定法益理想典型時所使用的手段。當然在這裡我們仍然可以繼續追問下去，同

樣是被理想典型忽略的特徵，為什麼侵害法益的形式可就被當作同種法益之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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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基本犯罪類型的標準，而其他被忽略的特徵就不能被當作分類的標準？ 

對於這個問題可能的回答是：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侵害個人法益的犯罪結構不

難發現，不論是哪一種犯罪的現象，基本上都是由行為人、被害人、因果關係和

侵害的形式或－也就侵害的手段，或者還加上行為時的特殊情狀組合而成，其中

關於被害人的部分，在利益侵害的問題上通常是最核心的關鍵，因為在個人法益

的類型中，被害人通常就是利益的持有者，有利益侵害之後我們才可能根據經驗

與分析，透過片面強調的方式來確定什麼樣的利益或者哪一種利益受到侵害，但

是被害人的功能也僅限於如此而已，他在同種法益之下對於各種基本犯罪類型分

類的問題上並沒有幫助；不過在某些情況下，被害人與行為人間所具備的特定關

係可能導致法律效果的加重或減輕，例如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的殺害直系血親罪

親屬罪或者第二百七十四條的生母殺嬰罪，即屬此種情形。從這一點來看，在同

種法益之下，這種被害人所具備的特定身分關係在某程度上似乎能夠作為在同種

法益之下分界自己與其他犯罪類型的區分標準，不過問題在於要發生加重減輕的

效果之前，必然以有基本類型的存在為前提，因此這種身分關係雖然在做與基本

犯罪類型相區別的加重減輕類型時能夠發揮分界的效果，但是在建立同種法益中

各種侵害行為基本類型的問題上，並無法發揮功能，從而在同種法益之下區別各

種基本犯罪類型的關鍵，也不可能以這一種身分關係為依據。 

行為人雖然是侵害的發動者，是行為應該被歸責的對象，他跟利益的侵害固

然有直接的關係，但他卻不是利益受到損害的主體，因此原則上他與利益侵害的

分類方式沒有直接的關連。不過在少部分的情形下，行為人則可能因為自己與被

害人之間所具備的特定身分關係，作為利益是否受到侵害的判斷標準或者發揮加

重減輕的法律效果，前者例如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一項的侵占罪，必定以行為

人具備特定的信賴身分或關係為必要，只不過這種行為主體的身分關係只能作為

利益是否受到侵害與否的判斷標準，連判斷到底是哪一種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效果

都無法發揮，更遑論作為在同種法益之下區分不同種類基本犯罪類型的標準；而

後者與能夠區分加重減輕效果的被害人的身分關係是一體的兩面，如果特定被害

人的身分關係無法作為同種法益之下區分不同基本犯罪類型的標準，那麼這種行

為主體的身分關係當然也無法發揮如此的效果。至於因果關係的判斷對於在每一

種犯罪類型的判斷上都是相同的，當然無法作為區別同種法益之下不同基本犯罪

類型的依據，而行為時的特殊情狀更是必須等到基本犯罪類型被區分出來以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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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討論的價值，因此最後剩下來能夠區別的標準只剩下侵害法益的形式－也就是

行為手段而已。 

如果同意本文上述對於同種法益之下區分各種基本犯罪類型的標準，取決於

侵害法益的形式－也就是行為手段的看法，那麼傳統學說見解認為犯意變更的最

大範圍以同種法益為限的看法，可能就很有問題。為什麼這麼說？其實在同種法

益的犯罪類型中，我們雖然不能否認將侵害法益的形式和被侵害的法益結合觀

察，可以得出法益是部分同一要求的那個同一部分的結論，但是以這樣的角度設

定部分同一性的要求顯然是有問題的，因為變化的主體並不是法益本身，而是同

種法益之下個別的犯罪行為。我們當然可以認為竊盜罪和強盜罪都是在財產法益

的大概念之下，加上不同侵害法益的形式變化而來，從而就侵害財產法益的部分

而言，竊盜罪與強盜罪之間具有部分同一性，但是我們並無法因此而得知竊盜罪

可能再產生哪一種的變化或者變化成哪一種形式，要知道竊盜罪是否可能變更成

強盜罪，必須參考的不是竊盜罪與強盜罪之間在同種屬性下的那個同一的部分

（在這裡就是財產法益），而是在那個據以區別竊盜罪與強盜罪的標準中－行為

人侵害法益時所使用的手段－有沒有部分同一的可能。簡單的說，竊盜罪和強盜

罪都是由侵害財產法益這個大概念衍生出來的兩種不同犯罪類型，我們可以認為

竊盜罪是從侵害財產法益變來的，但是我們不能由此推論得出竊盜罪可以變更成

強盜罪，而在傳統學說的觀點之下能夠得到的結論，最多應該就僅止於侵害財產

法益的行為可能衍生出竊盜與強盜行為兩種不同的類型而已。 

舉個簡單的例子，雖然我們認為人類和黑猩猩都是從猴子變來的，猴子是人

類與黑猩猩之間存在的部分同一關係，我們可以因此得出猴子會變成黑猩猩或人

類的結論，但是我們卻不可能因此得出人類可以變成黑猩猩的結論，人類將來可

能變成什麼，只能由人類本身特有的要素加以觀察，因為變化是一種單向的歷

程，這種隨著時間單向往前歷程的變化結果，只能由特定時點上個體所具備的所

有特徵向未來推進，不可能反過來由現在的時點向過去溯源，再以向過去溯源所

得到的某個特定的時點為基礎，朝著另外一個方向推測變化的結果。換句話說，

部分同一的要求應該如何設定，並不是取決於二者在同一「種」概念的共通部分，

而是取決於二者在同一種概念之下，據以區分自己與他人的要素間是否具有部分

同一關係存在的可能。為了方便解釋這一段看起來有些複雜的陳述，請參考以下

【圖 1】與【圖 2】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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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智商提高+站立行走＝人類 

 

猴子 

 

智商提高+非站立行走＝黑猩猩 

時間 

 

 

【圖 2】 

和平秘密的手段＝竊盜 

 

財產法益 

 

強暴脅迫至不能抗拒＝強盜 

時間 

 

根據【圖 1】所顯示的情形，我們可以知道人類與黑猩猩都是從猴子變化而

來，所以猴子可以是人類與黑猩猩之間「部分同一」的種概念，換句話說，人類

和黑猩猩同時都具有猴子所具備的特徵，猴子隨著時間的變化可能變成人類或者

黑猩猩，這個時候變化的主體是「猴子」而不是人類或者黑猩猩；如果以人類作

為變化的主體來觀察，人類將來可能變成什麼，只能以人類本身所具有的特徵來

觀察，在這裡據以區分人類和黑猩猩的要素是「站立行走」與「非站立行走」，

人類是否可能由站立行走變成非站立行走，只能有人類自己的特徵加以觀察，我

們不能回溯到人類與黑猩猩都是由猴子變化而來，而得出人類可以變成黑猩猩的

結論。基於相同的理由，在【圖 2】強盜罪與竊盜罪變更的情形，我們當然必須

承認侵害財產法益這一點是強盜罪與竊盜罪共通的部分，可以是強盜罪與竊盜罪

的部分同一性質，但是這個「部分同一」的部分卻是強盜罪與竊盜罪的「種」概

念的部分同一，如果要問竊盜行為將來可能變成什麼，必須由竊盜行為作為主體

變化的主體 

變化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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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觀察，而不是以「財產法益」作為觀察的主體，更不可能因為強盜罪與竊盜

罪都具有侵害財產法益的共通特質，而認為強盜行為可以變成竊盜行為，或者反

過來認為竊盜行為可能變成強盜行為。 

綜上所述，在立法者心智正常的情況下，允許犯意變更的情形毋寧是較少數

的特殊形態。國內早期學說見解似乎忽略了變更限制的參考標準應該取決於變更

主體特有的要素這個基本要求，混淆了「過去」與「現在」的觀點，犯意變更的

限制重點應該著重於現在的部分，而不是過去從何而來，變更的主體不應該被混

淆，不能夠拿兩種變更後的結果相互印證得到種概念的部分同一要求之後，就認

為兩種結果之間有相互變更的可能。套一句經典校園民歌「橄欖樹」中的歌詞－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或許正是最好的註解！ 

 

2.貫徹傳統學說觀點應有的結論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已經可以發現，傳統學說見解只有在同種法益之下採取

「種」概念的部分同一作為犯意變更限制的最大範圍，那麼為什麼不在區分法益

的類型時貫徹相同的觀點？可能的答案是，如果貫徹傳統學說見解的參考標準，

那麼犯意變更將會變的毫無限制，為什麼這麼說？ 

傳統學說見解把同種法益結合侵害法益的形式觀察，而將同種法益認為是部

分同一的那個同一性的要求，那麼理論上在同種法益之下的任何犯罪類型都可以

不受限制的變更；在這裡如果我們貫徹這樣的觀點，把這個問題提高到更高的層

次去討論，那麼在不同種類的法益侵害行為之間，將可以把「侵害法益」這一點

當作部分同一性要求的那個同一的部分，那麼結果將會是即便在不同種類的法益

之間，同樣具有「侵害法益」這個特質的部分同一性，而由此導出的結論應該是

犯意可以在不同種類的法益之間毫無限制的變更才對，將兩個層次合併觀察的結

果，犯意變更將會是沒有任何限制的，這樣的結論顯然無法被接受。傳統學說見

解在區分法益的類型時沒有貫徹這樣的觀點，或許正是察覺到了犯意在不同種類

的法益之間毫無限制的變更是不合理的，果真如此，那為什麼又在同種法益的犯

罪類型中採取這種可能是有問題的參考標準？ 

 

(三).理性的參考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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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們已經知道部分同一的要求是變更的基礎，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在

犯意變更的處理上，我們應該把這個部分同一性的參考標準放在哪裡？正如同公

車與電影的問題一般，兩件事情如果要有交集的話，當然必須站在合理的參考標

準之上才有可能，從刑法分則的建構過程我們可以發現，這個參考標準應該隨著

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標準才對，正是因為每一個發展的階段都有不同的合理參考

標準，刑法分則才能逐漸向外擴張與演化；從前面的說明我們也已經知道，種概

念的部分同一性不能作為合理的參考座標，因此剩下來唯一的標準，就是在種概

念之下，據以區別自己和他人之間的那一條界線上，二者之間是否具有部分同一

性的可能？ 

 

1.侵害非同種法益的犯意變更 

 

綜合上述的說明，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理想典型的分類方式雖然會造成忽

視實際層面的缺點，但卻可以使數種典型概念相互之間變得清晰且界線分明，如

果我們貫徹理想典型觀點的結果，那麼理論上來說，數種典型概念之間當然就沒

有部分同一性存在的可能，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如果貫徹理想典型的觀點，將實

際犯罪結構中那些「非片面強調型」的特徵徹底忽略，乃至於當作根本不曾存在

的話，各種理想典型的犯罪結構相互之間，將會是獨立並且毫無關連地存在的，

它們之間不可能存在著部分同一性的要求。簡單的說，片面強調的特徵是經由經

驗與分析被立法者所提出，既然這些特徵能夠被獨立的提出來，就這表示各種不

同的理想典型相互之間具有足以區別的界線，以這些特徵為基礎片面強調所建立

的概念，將會忽略其他可能具有共同性質的特徵，從而在這些理想典型的概念之

下，只要是那些非屬於片面強調的特徵－不管這些特徵是不是各種理想典型相互

之間共同的特徵－都是不重要的，因此在理想典型下如果以「據以區別自己和他

人的標準，觀察二罪之間是否符合部分同一性的要求」作為犯意可能變更與否的

判斷標準，將會得到沒有犯意變更存在可能的結論。 

不過當我們在評價實際層面的犯罪結構時，我們不可能對那些非典型的特徵

視而不見，這些非典型特徵的性質在侵害理想典型法益的類型概念之下，卻可能

同時導致其他典型法益受到侵害，換句話說，單純評價被侵害的典型法益是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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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的，各種理想典型法益之間之所以會有部分同一的情形存在，並不是因為那些

據以建構各種理想典型的特徵所導致的，而是在實際層面上行為人為了侵害特定

的典型法益時，因為他選擇的手段所附帶發生的結果。因此，本文認為在侵害非

同種法益的犯罪類型之間，只有從實際的犯罪結構上觀察，犯意變更才有存在的

空間。如果基於部分同一性為犯意變更基礎要求的觀點，在判斷侵害非同種法益

的犯罪行為之間是否可能存在著犯意變更的情形時，應視侵害典型法益所使用的

手段是否同時造成其他典型法益侵害的結果，若有，則不同種類的法益之間仍然

存有犯意變更的可能。 

不過在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非同種法益的犯罪類型之下的犯意變更，畢竟是

在兩個保護非同種法益的構成要件之間的變更，因此如果在他種侵害法益的基本

類型中，在使用的手段上沒有相類似的可罰規定，那麼犯意變更仍然不可能存

在。簡單的說，侵害某種特定法益時所使用的手段雖然同時侵害到其他種類的法

益，但是如果其他種類的法益依照行為手段分類的結果，欠缺此種侵害方式的

話，那就表示立法者在此一類型的法益中，並不認為以這種手段可能構成犯罪，

如果同樣的手段在其他法益類型當中不被認為是一種侵害，那麼即便在侵害某種

特定法益時所使用的手段同時產生可能侵害到其他法益的效果，也不能論以犯意

變更。舉個簡單的例子，強盜行為的構成要件是，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

或他法使被害人不能抗拒而侵害被害人的財產法益，而因為行為人使用手段的關

係，將同時導致被害人的自由法益受到侵害。那麼一個侵害自由法益的行為可否

變更為強盜行為，則應視立法者在區分侵害自由法益的基本犯罪類型時，是否建

立了一種特定的犯罪類型，並且這種特定的犯罪類型在使用的手段上是否與強盜

行為所使用的手段具有部分同一關係而定。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在討論非同種法

益之間的構成要件行為是否可能成立犯意變更的問題時，應該檢驗的步驟有二：

(1).行為人侵害典型法益所使用的手段，是否同時侵害到其他種類的法益典型，

二構成要件所保護的法益是否具有部分同一關係？(2).在侵害所使用的使段上，

是否亦具有部分同一關係？若二者答案皆為肯定，則即便在保護非同種法益的構

成要件行為間，仍然有成立犯意變更的可能。 

准此，本文認為犯意變更的範圍並不當然以同種類的法益（或同一罪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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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也不必悲觀到如文獻上所指，只能依個案認定33，而是有一定的軌跡可循的，

犯意變更的限制應該取決於數構成要件相互之間，在侵害法益的手段（或者形式）

上有無符合部分同一性的要求。 

 

2.侵害同種法益的犯意變更 

 

相較於侵害非同種法益的犯罪類型，在侵害同種法益的犯罪類型時，就顯得

比較單純些。因為在同種法益之下，據以區分自己和其他基礎犯罪類型的標準，

正是侵害法益的形式，也就是行為的手段，從而區分不同基本犯罪類型間是否有

成立犯意變更可能的標準，就是以二者間的行為手段是否具有部分同一性為基

礎，而且正因為變更的範圍在同種法益之內，行為手段是否同時造成其他法益類

型的侵害，也就不是會是關心的重點。 

 

3.同一構成要件行為下的犯意變更 

 

同一構成要件之下，理論上不應該有犯意變更的問題存在，因為同一構成要

件中不論行為人是以何種方式侵害法益，都已經被立法者評價為相同的行為，例

如在強盜行為當中，不論行為人是以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只要能達到使

被害人無法抗拒的地步，在評價上都會被認為是強盜行為；而同一構成要件之

下，對於不同的侵害程度，如既遂、未遂、陰謀、預備等情形，由於行為人主觀

上侵害法益的故意原則上是完全相同的，只是在客觀行為的狀態上有程度的區分

而已，因此不論是在行為手段的選擇或者行為侵害法益的程度上，都談不上犯意

變更與否的問題。 

 

 

第五節  犯意變更的效果－單純一罪－ 

       兼論犯意變更的第二層限制 

 

                                                 
33 許玉秀，刑法註釋研究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1996，計畫編號：NSC-84-2414-H-004-013-C4，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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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本文在緒論時所提及的，犯意變更如果有討論的價值的話，那麼在評價

的效果上當然必須與另行起意有所區別，因此，如果另行起意被認為是數罪的

話，那麼犯意變更當然要被評價為一罪才有意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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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為什麼我們在兩個構成要件間具

有部分同一關係的情形時，就把兩個故意當成從頭到尾只有一個故意，只不過是

故意有所變更而已；當兩個構成要件之間欠缺部分同一關係時，我們卻認為行為

人具有完整的兩個故意而應該論以數罪？換句話說，根據故意與行為同時存在原

則，如果一個現象被認為有兩個故意，則必然有兩個行為，如果在結論上我們要

認為某些情形只需論以一罪，其他情形卻必須成立數罪，那麼非得要有一個合理

的解釋才行，否則任何行為人都有資格發出不平之鳴。簡單的說，一個根本並且

核心地問題是：為什麼具有部分同一關係的兩個構成要件之間一旦發生犯意變更

的情形，就可以只論以一罪？ 

 

一、雙重評價禁止的要求 

 

(一).三種可能的解決方案34 

 

讓我們先看下面這個例子。 

【例1】 甲男見乙女一身珠光寶氣，遂尾隨乙女至暗巷下手行搶，乙女因遭搶而

                                                 
34 就這種交錯關係的部分同一類型來說，理論上還有另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法。仔細觀察強盜與
強姦行為，我們可以發現妨害自由行為正是二者間「部分同一」的部分，因此理論上來說似乎可
以用妨害自由的行為夾結強盜未遂與強姦既遂，而以想像競合處理，並且此種處理方式更能符合
充分評價的要求，換句話說，以想像競合處理的結果，在論罪上不會偏重任何一邊，在結論上也
不會有雙重評價的效果。不過依照通說見解，夾結效果有一個重要的限制，亦即夾結之罪不能輕
於被夾結的其他兩罪，文獻上甚至有認為，只要被夾結的兩罪之中有一罪重於夾結之罪，就不能
成立想像競合。Vgl. Jescheck/Weigend, AT, 5. Aufl., 1995, S. 721 f. 之所以會有如此的限制，主要
原因在於如果夾結之罪輕於其他兩罪時，行為人將可能因為多觸犯了一條輕罪反而受到更優惠的
評價，此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不過這裡可以追問的是，如果夾結效果是正確的觀點，那麼為
什麼在一個輕罪夾結兩個重罪的時候卻會出現問題？為什麼在輕罪夾結兩個重罪的時候不能貫
徹這樣的觀點？這裡出問題的如果不是想像競合的概念，就是立法者對於輕罪的不法內涵認識錯
誤。不過這個問題已經涉及到想像競合根本概念，不在本文的主要論述範圍之內，因此本文於此
仍然從通說見解，在【例 1】的情形不應以想像競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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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聲呼救，月黑風高，見到乙女花枝亂顫、秀色可餐，甲男感到分外興

奮，乃放棄搶奪珠寶之行為轉意強姦乙女得逞。 

 

上述的例子是一個強盜行為與舊法強姦行為的變更類型，根據本文之前對於

犯意變更所加諸的限制，二者間雖然侵害的法益並不相同，但是在侵害自由法益

的部分具有部分同一關係，並且在使用的手段上亦具有部分同一關係，從而這個

例子看起來似乎屬於一種犯意變更的典型。對於這樣一個看似典型的例子可以想

像的解決方案有下面三種：第一、一個強盜未遂加上一個趁機姦淫既遂的數罪並

罰；這種解決方式首見於國內學者甘添貴教授大作「體系刑法各論」一書，其內

容略謂：「行為人實施強制手段壓抑被害人之反抗後，始以取得財物之犯意，而

奪取財物者，例如著手強制性交後，始生犯意，而將婦女之皮包奪去；或因口角

鬥毆，將被害人打倒在地後，始生犯意，而將其手錶攜走遠颺是。在此情形，行

為人係利用強制結果之抑制反抗狀態，而取得其財物，其強制手段與財物奪取行

為間，就行為人之意思而言，並無直接之因果關係，可否成立強盜罪為學者所聚

訟。… … ○2 有認為強盜罪之特質，乃在於以強暴脅迫作為財物奪取之手段，故於

強暴脅迫後，始生奪取財物之意思者，既未再實施強暴脅迫之行為，自無從成立

強盜罪；其單純利用被害人不能抗拒之狀態者，僅能以竊盜罪論科者。唯倘以強

制性交罪與強盜罪之規定相較，行為人利用被害人不能抵抗之狀態，而予以強制

性交者，並無強制性交罪之適用，僅能成立趁機性交罪。同理，利用被害人不能

抵抗之狀態，始生犯意，而奪取其財物者，行為人既未以強脅行為作為奪取財物

之手段，故僅能依竊盜罪予以論處」35。由於此係教授引述日本學者曾根之見解，

教授本人對此並未發表評論，是否代表教授亦贊同此一觀點則不得而知。第二、

只論以一個強姦既遂；第三、一個強盜未遂加上一個強姦既遂的數罪並罰。 

先就第一種解決方案－強盜未遂+趁機姦淫－來說，對於變更前的行為只論

以一個強盜未遂，變更以後則只論以一個趁機姦淫罪，此時妨害自由的行為雖然

沒有違反禁止雙重評價的問題，但是卻造成強姦罪構成要件的曲解。強姦罪與趁

機姦淫罪最大的區別，即在於被害人處於不能抗拒的狀態是否是由行為人所造成

的，為什麼在犯意變更的情形時，這個不能抗拒的狀態明明是由行為人自己所造

                                                 
35 甘添貴，體系刑法各論第二卷，2000，頁 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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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但是在結論上行為人卻只需要負趁機姦淫的刑責？把一個明明是強姦的行

為硬是當成一個趁機姦淫的行為，顯然有評價不足的嫌疑。 

就第二種解決方案－只論以一個強姦罪－來說，看起來似乎是比較完美的，

因為最後所發生的結果是一個強姦罪的結果，而妨害自由的行為只在強姦罪中被

評價過一次，因此不會有違反雙重評價禁止的問題。但是對於這個解決方案我們

仍然可以有這樣的質疑：就強盜罪的角度來看，行為人著手於犯罪的實施時，客

觀上所為的是強盜罪的構成要件行為，為什麼最後這個曾經著手過的強盜行為可

以消失殆盡不予評價？如此不是同樣造成評價不足的情形嗎？的確，這樣的質疑

本文認為是相當有力的。事實上，一個曾經著手於構成要件的行為，並不會因為

行為人在著手之後放棄或變更原來的犯意，使得曾經存在的未遂行為可以隨著被

放棄的犯意自動消失。簡單的說，一個曾經存在的東西雖然可能因為時間或其他

的原因導致它的消滅，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忽略這個東西「曾經存在」，如果最後

我們在評價上可以不將這個「曾經存在」列入評價的範圍，則對於為什麼可以不

將這個曾經存在列入評價範圍這個問題，應該被詢問的對象不是「存在」，而是

「評價」，也就是說，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結果並不是因為存在體系上發生問題，

關鍵性的因素在於評價體系是怎麼去評價這個存在。如果評價體系可以將一個曾

經存在的客體忽略或者視而不見，那麼評價體系必須對這樣的結論提出合理的說

明。 

在這裡一個可能的猜想是：犯意變更之所以能夠被論以一罪，會不會是因為

變更前的行為和變更後的行為其實有一部分是共通的，以致於只要對變更後的行

為加以處罰就可以評價到變更前的行為已經實現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未遂的那一

部分），所以才不需要另外對變更前的行為已經實現的那一部分予以評價，換句

話說，是否只有在評價變更後的行為，就等於已經評價了變更前的行為時，變更

前的行為才可以因此不被獨立評價，變更前的行為為並沒有因此而消失，只是換

了一種方式被列入評價的範圍而已。 

 

(二).事實長存、犯意消逝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假設某甲天性喜好紫色系列的服裝，每天上學都穿著金

光閃閃的紫色西裝四處閒逛，大家都稱某甲為「紫色甲」；某日甲心血來潮改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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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的西裝四處閒逛，此時甲還是原來的那個甲，不會因為他穿上了紅色的外

衣，就變成不是甲。如果用刑法上的具體事實來看這個問題36，那麼「將一個人

綁在鐵欄杆上」這樣的事實，在刑法上的評價會是什麼必須取決於行為人主觀的

心態而定，如果行為人的目的是在於不讓被害人參加國家考試，讓自己少一個強

而有力的競爭對手，那麼「將一個人綁在鐵欄杆上」的行為，在刑法上會被評價

為一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的行為；如果行為人的目的不是在於使被害人無法參加

國家考試，而是以被害人性命相脅，向其家屬要求金錢，那麼「將一個人綁在欄

杆上」的行為，在刑法上就會被評價為一個意圖擄人而勒贖的行為。現在撇開行

為人主觀上的心態不管，只就行為人所使用的手段加以觀察，將一個人綁在鐵欄

杆上的客觀事實就是一個將一個人綁在鐵欄杆上的事實，這樣子的事實就和甲一

樣（不管他是穿什麼顏色的西裝），是不會改變的，這個事實只會隨著行為人不

同的主觀心態在規範上被評價為不同的事實，那麼當行為人的主觀面由剝奪他人

行動自由轉換成意圖擄人而勒贖的時候，我們需要將前面的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

為單獨評價嗎？ 

為了證實這個猜想，我們不妨先看看下面的例子。 

 

【例2】 甲持武士刀向乙尋仇，本來計畫連砍三刀洩憤，但卻在砍到第二刀的時

候回想起遭乙欺負的過往種種，深感往事不堪回首，遂決定置乙於死

地，進而連砍二十八刀致乙氣絕身亡。 

【例3】 甲持武士刀向乙尋仇，連砍二十八刀致乙氣絕身亡。 

如果我們貫徹變更前曾經超過著手而達於未遂的行為，不會因為變更後而自

動消失的觀點，那麼在【例 2】的情形，我們理應將這種現象評價為一個傷害既

遂和一個殺人既遂，二者數罪並罰，不過令人感到懷疑的是：一個計畫連砍二十

八刀殺害被害人的行為和一個原本只打算砍三刀傷害他人，但是卻在砍到第二刀

時決定再加二十六刀殺害被害人的行為，這二個行為在客觀上所製造的風險有什

麼不同嗎？答案是：沒有！以更細緻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通說見解認為殺人行

為當然包括傷害行為，這當然也就表示殺人的故意當中必然包括傷害的故意，那

麼為什麼我們在論罪的時候不將殺人的犯意與傷害的犯意區分出來，在【例 3】

                                                 
36 本例及取材自鄭逸哲，「同事異名」與「異事同名」－以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意圖勒贖而擄人
和擄人後意圖勒贖為例，收錄於刑事法的基礎與界線，洪福增教授紀念專輯，2003，頁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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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論以二十七個傷害既遂再加上一個殺人既遂數罪並罰？ 

其實傷害行為之所以不另外論罪，主要是因為傷害的行為客觀上屬於殺人行

為的一部分，在客觀上最終造成被害人死亡結果的情形下，傷害的行為欠獨立評

價的必要，硬是將傷害行為抽離出來獨立評價的結果，反而會違反雙重評價禁止

原則的要求，造成過度評價，只針對殺人行為加以處罰，就足以將傷害行為包括

的評價在內了。一個連砍二十八刀的殺人行為和一個砍兩刀傷害的人後，再加二

十六刀的殺人行為，客觀上所造成的危險是相同的，與連砍二十八刀的行為相

較，行為人主觀上犯意變更的結果，也沒有比直接計畫砍二十八刀的行為人更加

危險或可惡，變更後的犯意也沒有超過客觀上所造成的結果，我們實在沒有適當

的理由可以告訴犯意變更的行為人，你的行為比較可惡，你製造的風險的比連砍

二十八刀的行為人還高，所以你應該罰得更重。簡單的說，一個行為之所以可以

不被獨立出來處罰的前提，必然是評價可以忽略這個行為，評價體系之所以可以

忽略這個曾經存在的行為，又必然以這個行為已經在最終的評價之中被包含進去

了，亦即能夠有評價後者即足以完全包括前者的情形存在。 

從這樣的角度觀察舊法強盜行為與強姦行為的結構，那麼我們可以明顯發現

的是，單純評價變更後的犯意顯然無法出先包括變更犯意的情形。簡單的說，雖

然強盜罪的妨害自由行為剛好等於強姦罪中妨害自由的行為，強盜罪中那個妨害

自由的部分，正如同傷害行為與殺人行為一般，和強姦行為處於包含關係，但是

一個妨害自由的行為之所以會被認為是一個強盜行為，正是因為行為人在著手於

妨害自由的行為時，較一般妨害自由的行為多了一個取財的故意，單純妨害自由

的故意固然可以被包括在後來的強姦行為或強盜行為之中，不過如果是一個妨害

自由加上一個取財行為的故意，那麼僅僅評價後來的強姦行為顯然無法包括變更

前取財行為的部分，這是一種評價不足的典型情況。反過來看，一個著手於強姦

行為的行為人如果在行為當中變更他的犯意為強盜行為，那麼僅僅評價變更後的

強盜行為，同樣無法包括變更前的強姦犯意，能夠被強盜行為包括的，也只有強

姦行為中妨害自由的部分而已，對於性交的部分也同樣會有評價漏未評價的現象

出現，換句話說，與妨害自由行為同時存在的取財故意或者性交的故意，在評價

上是無法被包括或者被忽略的。 

因此本文認為，在【例 1】的情形，雖然強姦行為和強盜行為所侵害的法益

被認為是兩種不同的法益，在保護的方法益上面具有部分同一關係存在的可能，



 -   - 69 

並且在侵害的手段上也存在著部分同一關係，但是由於僅僅評價變更後的行為無

法完全包括變更前的行為，此時為了達到充分評價的效果，以方案三處理－強盜

未遂+強姦既遂－可能是比較合理的處理方式。 

不過對於上述的處理方式，並不是完全不能提出質疑的。舉例來說，假設有

一個生性猶豫而拿不定主意的行為人先著手於強盜罪的構成要件行為，行為當中

轉換成強姦的犯意，這個時候我們固然可以論以一個強盜未遂與強姦既遂的數罪

並罰，但是如果行為人在變更為強姦的犯意之後，又轉換回強盜的犯意，而轉換

成強盜的犯意之後又覺得強姦似乎比較好，所以又變更為強姦的犯意，此時如果

要貫徹著手以後未遂行為不會消失的觀點，那麼在這例子中，我們可能會得到兩

個強盜未遂加上一個強姦未遂再加上一個強姦既遂四者數罪並罰的結論；如果行

為人在第二次變更為強強姦的犯意後，於強姦既遂之前又變更為強盜的犯意，強

盜既遂之前又變更成強姦的犯意，那麼結論將會是三個強盜未遂加上三個強姦未

遂再加上一個強姦既遂，七罪數罪並罰。僅僅因為行為人三心兩意就無限制的增

加成立的罪名，推演到極端的結果，將會是行為當中犯意曾經變更幾次就會成立

幾個未遂罪名再加上最後結果的一個既遂，這樣的結論顯然無法被接受。 

對於以上的質疑，本文認為如果從評價後者足以包括前者的觀點來看這個問

題，那麼這樣的質疑本身可能就是有問題的。簡單的說，一個超過著手界線的構

成要件行為，就是一個未遂的行為，從這個時點向後觀察，任何一個動作都是未

遂行為的繼續狀態，一個行為只能夠有一次的著手，如果一個客觀現象中可以有

兩個著手時點存在，那麼這個客觀現象必然會被認為具是兩個行為。以上的概念

可以如下圖的方式說明： 

 

【圖 1】 

 

  A   B           強盜            強盜            強盜   
強盜著手 

 

 

 

強姦著手 

強姦          強姦            強姦            強姦         強姦既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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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 1】所顯示的情形中，行為人開始實現妨害自由的行為時，由於附帶

有取財的故意，因此在 A 點上當然會被評價為一個強盜行為的著手。當客觀狀

態進行到 B 點的時候，行為人轉換強盜的故意為強姦的故意，如果最後行為人

所實現的不是強盜行為而是強姦行為的結果時，由於此時僅僅評價變更後的強姦

故意顯然無法包括變更前取財故意，為了達到充分評價的需求，從 B 點開始必

須認定一個新的著手時點，並且從 A點開始到 B點之前所存在的強盜故意，不

可能因為 B 點以後變更為強姦的故意而被視為不見，換句話說，在客觀上在 A

點行為所製造的風險是一個典型的強盜行為的風險，而這個風險是從 B 點開始

才轉變成強姦行為的典型風險，雖然這個侵害法益的客觀現象是從 A 點開始發

生，但是我們卻不可能以在 B點發生變化為理由，回過頭去認為在 A點上所出

現的客觀現象是一個強姦行為的著手。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找出了兩個不同的

著手時點分別作為強姦行為與強盜行為的出發點。 

而在行為持續的過程當中，一個三心兩意的行為人當然可以在強姦與強盜之

間變來變去，但是這種變來變去的現象卻沒有理由造成論罪上的困擾，因為評價

變更後的強姦犯意雖然無法包括到前面的強盜故意，但是如果是以變更之後的強

盜故意作為評價的對象，當然就可以完全包括變更之前的強盜故意。把每一個變

更過的犯意都拿出來獨立評價一次，就好像在一個殺人行為中把每一次揮刀砍人

的行為都獨立出來評價一次一般，是違反雙重評價禁止原則的方法。簡單的說，

除了第一次的變更，由於評價變更後的行為無法完全包括變更前的行為，因此必

須以數罪處理之外，以後的犯意不論是在二者間來回變動多少次都是不重要的，

因為它們都可以被完全包括在分別屬於自己變更後的犯意之中。 

從這裡我們不難發現上述的質疑顯然忽略了下面這一件事情：那就是對於最

後的結果而言（不論是既遂結果或者是未遂結果），只要在符合包含類型的部分

同一關係的前提下，行為當中曾經在交錯類型的不同犯意當中來回變更過幾次是

不重要的，變更之前的行為只要和變更後的行為具有包含類型的部分同一關係，

而能夠被整體的包括在變更後的行為之中，變更前的行為就已經無法被分離出來

而獨立評價，如此就已經可以滿足充分評價的要求，換句話說，雖然存在上面客

觀狀態不會消失，但是在「評價上」犯意卻是可以者忽略的。兩個交錯類型的部

分同一關係的犯意雖然無法被相互包括，但是它們各自仍然可以包括屬於各自的

犯意，因此在交錯類型的部分同一關係之下，如果以變更前和變更後的行為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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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罰的方式處理，則不論行為人在行為的期間犯意發生過多少次的變動都是不重

要的，因此不可能出現隨著行為人的三心兩意而不斷增加罪數的結論。 

 

(三).交錯的部分同一類型不能成立犯意變更 

 

總括來講，如果選擇方案一，可能會扭曲構成要件；選擇方案二，顯然又會

造成評價不足的情形；只有在選擇方案三時，能夠合理的評價到所有的行為，至

於隨著行為人犯意的變化而不斷增加成立罪數的質疑，在評價變更後的行為已經

足以包括變更前的行為的觀點之下，這種質疑沒有存在的基礎，並且在數罪的處

理方式之下，對於變更後的行為也不需以曲解構成要件的方式加以解釋。簡單的

說，決定性的因素在於最後造成的利益侵害是在哪一種主觀心態之下造成的，如

果侵害法益的形式，亦即行為人侵害法益時所使用的手段，就變更前與變更後的

犯罪構成要件觀之，具有包含類型的部分同一關係甚至完全相同的話，那麼評價

變更後的行為就足以包括了變更前的行為，變更前的犯意在評價層面上因此變得

不再重要－雖然它曾經存在，也因此本文得到的結論是－交錯類型的部分同一關

係不能以犯意變更論以一罪，這種類型的部分同一關係在充分評價的要求之下，

必須被排除在犯意變更的範圍之外，也正是基於充分評價的需求，如果行為人的

犯意在兩個交錯類型部分同一關係的構成要件之間變換的結果，例如強盜行為與

強姦行為之間，此時必須以數罪處理，能構成犯意變更的部分同一類型，僅限於

包含類型的部分同一關係而已。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第三個方案應該是較為可行的處理方式。准此，國內有

學說見解37認為：「從另行起意與犯意變更的用語上來看，另行起意是原有的一

個犯意，對於這個犯意的實現並有被放棄，而另外又增加了一個犯意，至於這兩

個犯意是否針對相同的構成要件或相同的法益則不問；於實施犯罪時，放棄原有

的犯意以另一個新生的犯意取代原有的犯意，則為犯意變更，因為只有一個犯

意，所以只論一罪」。如果這裡所指的「取代」，係指變更後的犯意顯然能夠包括

變更前的犯意，從而站在評價需求的角度，只須針對變更後的犯意予以評價的

話，那麼本文認為此種觀點值得贊同。 

                                                 
37 許玉秀，刑法註釋研究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1996，計畫編號：NSC-84-2414-H-004-013-C4，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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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犯意變更的第二層限制－單向的變更 

 

如果在變更前的犯意在評價上可以被認為已經消失，或者忽略它的曾經存

在，那必然表示著評價後面的犯意就已經包括了評價前面的犯意，這同時也表示

了變更後的不法內涵必然高於變更前的不法內涵；如果變更前的不法內涵高於變

更後的不法內涵時，顯然單獨評價犯意變更後的不法內涵並無法包括變更前的犯

意，在這種情形之下無法被評價為一罪。 

例如行為人本來以傷害的犯意砍殺被害人，砍到第三刀的時候瞬間轉念要置

被害人於死地，此時僅僅評價變更後的殺人犯意就足以包括了變更前的傷害犯

意，當然是一種犯意變更的典型；如果反過來，行為人本來以殺人的犯意砍殺被

害人，砍殺到第三刀的時候決定放下屠刀，給被害人一條生路，此時成立的是殺

人罪的中止行為，應該構成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的中止未遂。這裡可以提出問題

的是，殺人的中止行為和傷害行為，就最後所造成的結果而言有什麼不一樣？本

文認為事實上它們是一樣的，二者同樣都是對於身體法益的侵害，唯一的差別在

於殺人中止行為的行為人「曾經」想要置被害人於死地，而傷害行為的行為人自

始至終不曾有置被害人於死地的故意存在，僅僅將之評價成一個傷害行為時，顯

然無法把「曾經存在」的殺人故意包括的評價在內，換句話說，這種變更前的故

意是規範無法將之忽略，或者當作不曾存在的故意，因此在評價上不可能對於曾

經存在的殺人故意視而不見，從而殺人的故意無法因此轉換成傷害的故意。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犯意變更只能是一種單向的變更，在類似殺人與傷害行

為的包含關係類型時，只能從傷害行為變更成殺人行為，也就是從不法內涵較低

的行為到不法內涵較高的行為的變更，如果從高度不法內涵的行為變更為低度不

法內涵的行為，例如從殺人變更成傷害的行為時，由於先前的殺人犯意必須評價

在內，因此只能以中止未遂處理，不能僅單純論以傷害一罪，也因此，不可能有

從殺人行為變更成傷害行為的犯意變更類型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