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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特殊類型的檢討 

 

 

    經過前述的討論，針對犯意變更的限制標準，我們已經得出了一個大致的方

向，本章以下將以前述的限制為基礎，針對部分學說上較具有爭議的個案類型逐

一分析檢討。 

 

 

第一節  強盜、搶奪與竊盜的犯意變更 

 

 

一、竊盜與強盜不能成立犯意變更 

 

同樣屬於侵害財產法益之下的行為，依照侵害法益的方式，可以區分為許多

種態樣。就以竊盜、搶奪、強盜為例，竊盜是以和平秘密的方式侵害他人對財產

的支配及占有；搶奪則是以施加不法腕力使人不及抗拒，換言之，有以實力壓制

被害人的未必故意的方式侵害他人的財產；強盜則是以不法腕力壓制被害人，使

被害人不能抗拒而侵害財產法益的行為，從不法腕力的使用來看，對於財產法益

的侵害，竊盜、搶奪與強盜三者間呈現一種量的增加的狀態。實務見解1認為竊

盜可以變強盜，正是因為竊盜與強盜之間都是對於財產法益的侵害，因此已經具

有部分同一的變更基礎，再加上竊盜是以和平秘密的方式侵害財產法益，而強盜

是以暴力的方式侵害財產法益，差別僅是在於不法腕力從沒有到有的增加，竊盜

的不法內涵可以被包括在強盜的不法內涵中，因此竊盜變更為強盜時，依照犯意

                                                 
1 最高法院 25上 1520號判例參照；並參最高法院 87台上 4008號判決：「 ......強盜與竊盜，僅係
取得財物之手段不同，就意圖為不法所又，以非法取得他人之財物而言，兩者並無差異。原判決
認定上訴人侵入住宅之初，意在行竊，且已著手，惟尚未得財之際，即被事主發覺，乃變更竊盜
之犯意為強盜，進而實施強暴手段致使不能抗拒，著手劫財，則其圖為不法所有取得他人財物之
犯意始終一貫，僅於中途變更其竊取手段為強取而已，先前之竊盜行為，即為強盜行為之一部，
應僅成立一個強盜罪，不能以其前段之行為論以竊盜未遂後段之行為論以強盜未遂，而分論並
罰......。」，轉引自許玉秀主編，學林分科六法－刑法，2001.5，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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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的原則論以一罪即可。 

不過如果依照本文之前所建立－種概念不能作為部分同一的那個同一部分

－的觀點，那麼實務向來認為竊盜與強盜行為之間可以構成犯意變更的見解就很

有檢討的空間。竊盜罪跟強盜罪之所以能夠被區隔出來，並不是因為它們都侵害

了財產法益，而是因為強盜罪是以施加不法腕力的方式侵害財產法益，竊盜罪欠

缺這種使用暴力的要素所致，換句話說，據以區別竊盜和強盜的標準，不是財產

法益，而是「使用暴力與否」的問題，一個是有使用暴力，一個是沒有使用暴力，

這是一個有無的問題，並不  是一個或多或少的問題，在兩者據以區分的標準上

不可能存有部分同一關係，因此本文認為竊盜與強盜之間不可能存在犯意變更的

情形，行為人行竊之際因遭被害人發現，而改以施加暴力使被害人不能抗拒的情

形，應該以另行起意處理。其實真正與強盜行為有部分同一關係的並不是竊盜行

為，而是搶奪行為，搶奪與強盜相同，同樣是以對於被害人施加不法腕力的方式

而侵害財產法益，有差別的只是這個不法腕力施加的結果，是否已經造成被害人

自始不能抗拒的情形，在對於不法腕力的施加上，它們處於一種量的增加關關

係，也就是包含類型的部分同一關係，具有犯意變更的基礎。因此行為人著手於

竊盜行為後，因遭事主發覺改以強暴脅迫使被害人不能抗拒而取得被害人財產的

行為，由於竊盜行為與強盜行為在使用的手段上欠缺部分同一關係，無法論以一

罪的犯意變更，因此應該成立一個竊盜未遂與強盜既遂；若行為人以強奪的方式

強取被害人財產，但因被害人與之對抗，致使行為人轉意壓制被害人使其不能抗

拒時，則由於搶奪行為與強盜行為使用的手段上，呈現高度包含低度的部分同一

關係，因此僅論以強盜一罪即可，換言之，搶奪便強盜才是犯意變更的典型形態。 

除了上述的觀點之外，實務見解以竊盜作為侵害財產法益的最基礎形態，與

強盜行為之間具有不法腕力施加的層級關係的觀點還可能產生另外一個問題。如

果竊盜被認為是侵害財產法益的最基礎形態，因為與強盜行為之間是不法腕力的

增減關係而可以成立犯意變更的話，那麼在財產法益之下，竊盜行為將可以是其

他任何侵害財產法益行為的基礎而被論以犯意變更。因為既然竊盜是侵害財產法

益最單純的型態，那麼竊盜之於詐欺同樣也會是施詐術與否的層級關係，竊盜是

沒有施詐術使相對人陷於錯誤，詐欺是有施詐術使相對人陷於錯誤，那麼當行為

人行竊之際為被害人所發覺，行為人改為佯稱自己所有的仿冒名錶價值連城，願

與被害人交換被害人所有，座落於忠孝東路的豪宅一間時，是否也可以論以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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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更極端一點來看，竊盜行為是否也可以變更為恐嚇取財、擄人勒贖？這樣

的結論似乎難以令人接受。  

 

二、加重強盜與加重竊盜之間的變更？ 

 

不過在這裡還有一個必須處理的問題，因為立法者在依據侵害法益的形式建

立各該基礎犯罪類型之後，又根據行為的客觀情狀、被害主體的特性等因素，從

基礎犯罪類型中又建立了各種非獨立類型的加重或減輕構成要件，例如刑法第三

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了攜帶凶器的加重竊盜罪，第三百三十條第一項有

準用第三百二十一第一項的加重強盜罪，它們在侵害法益的形式上也有部分同一

－攜帶凶器－的特徵，那麼依照本文所建立的規則，是否在攜帶凶器竊盜的情形

時，因為這個部分同一的關係而可以變更成攜帶凶器強盜？ 

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有兩種不同的回答。第一種形式的答案，我們可以

認為既然普通竊盜與普通強盜罪之間就已經欠缺犯意變更的基礎，根據舉輕明重

的法理，加重竊盜與加重強盜之間當然也欠缺部分同一的要求，更不可能發生犯

意變更的情形。第二種比較負責的答案，則必須從第三百二十一條的本質著眼。

仔細觀察刑法第三百二十一第一項各款的規定，我們不難發現第三百二十一條第

一款到五款的加重事由中，除了第三款攜帶凶器與第四款結夥三人以外，其餘的

都是針對客觀情狀而來，在這些客觀情狀之下，被保護的法益暴露在較高危險的

狀態中，顯然立法者認為不論是強盜行為或竊盜行為，只要具備有第三百二十一

條的客觀情狀，行為所造成的危險必然是較高的（其實依作者的觀點倒也未必盡

是如此，在車站埠頭為強盜行為所造成的危險，對於行為人來說不定比被害人還

高些－被逮的機會高些）。加入這些加重的客觀情狀以後，並不會超出原本基礎

犯罪類型所涵蓋的處罰目的，我們無法以這些客觀情狀的要素作為犯意變更要求

部分同一的基礎，因為它不會涉及到基本犯罪類型本質上的變化。 

至於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三款的攜帶凶器和第四款結夥三人兩種加重條件，並

不是針對客觀情狀而來，而是因為行為人主觀的因素所致，雖然同樣會提高行為

所附帶的典型風險，但是加入這兩項行為人主觀的因素之後，並沒有使竊盜行為

發生本質上的改變，換句話說，這個時候的竊盜行為仍然是「以和平秘密的方式」

侵害他人的財產法益，並沒有因為結夥三人或攜帶凶器的關係，使得原來和平秘



 - 76 - 

密的方式變得不再和平秘密，加入這兩種加重要素的結果，並不會因此使竊盜行

為在本質上變得與強盜行為產生部分同一關係的可能，因此不可能使強盜行為和

竊盜行為之間，因為具有攜帶凶器或結夥三人的部分同一關係，造成竊盜與強盜

之間可以相互變更的情形。 

 

 

第二節  恐嚇取財與恐嚇危安的犯意變更 

 

 

根據本文於第三章分析的結果，犯意變更的部分同一性要求，在非同種法益

的情形下，應檢視兩項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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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嚇取財被認為屬於侵

害財產法益的犯罪，而恐嚇危安被認為屬於侵害自由法益的犯罪，從而二者是否

可能出現犯意變更的形態，則應以上述標準加以檢驗。 

依照文獻上的觀點2，恐嚇取財行為係以妨害他人意思決定的自由為手段，

而達到侵害他人財產法益的目的，因此本罪所保護的法益除了財產法益之外，尚

包括個人之決定自由，因此恐嚇取財的犯罪類型的確同時侵害到了自由法益。在

保護法益的要求上，恐嚇取財與恐嚇危安的確具備包含類型部分同一關係的要

求。 

其次應該觀察的即是二者在上侵害手段是否具有部分同一性的要求。刑法第

三百零五條規定：「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

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而刑法第三百四十

六條第一項則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

三人之物交付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根據上述的條文我們可以發現，這兩個構成要件所描述的行為手段都是「恐嚇」，

那麼第一個應該問的問題是，這兩個條文中的恐嚇是不是同一件事情？依照民國

八十年八月六日以前的實務見解3，第三百四十六條所謂的恐嚇係指：「以將來惡

                                                 
2 Wessels, BTII, 19. Aufl., 1996, § 17, Rn. 665 ff. 
3 向來的實務見解對於恐嚇和脅迫的區分，都是以將來的惡害或現在的惡害作為區分標準，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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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之通知被害人，使其心生畏怖之謂4」；而第三百零五條的恐怖係指：「以使人

心生畏怖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5」，從上述實務見解對

於兩個條文中恐嚇所做的定義，基本上我們可以認為二者是沒有差別的，換句話

說，二罪同樣是以恐嚇為侵害的手段，並且這兩個恐嚇指的是同一個概念。真正

有差別的部分是，在第三百零五條的構成要件中，明文限於對生命、身體、自由、

財產的恐嚇，而第三百四十六條的構成要件中對於恐嚇的對象卻沒有加以限制，

從而行為人如果以毀損他人名譽作為恐嚇的方式，仍然可能構成恐嚇取財罪，但

是卻不在第三百零五條構成要件的涵攝範圍之內，因此可以確定的是，二者在構

成要件限定的對象上是有差異的，但是基本的行為手段上則沒有差別，因此可能

具備部分同一性的要求，恐嚇危安罪與恐嚇取財罪之間可以存在犯意變更的情

形。 

當然，這種變更也只能是一種單向的變更，也就是只能從不法內涵較低的行

為變更為不法內涵較高的行為，之所以有這樣的結果，理由除了在於恐嚇取財的

法定刑度較恐嚇危安罪為高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恐嚇危安罪的對象只限於生

命、身體、自由、財產四種情形，而恐嚇取財罪並未限制以何種方式為之，當行

為人以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以外的惡害通知被害人時，將無法合致於恐嚇危

安罪的構成要件。因此在恐嚇取財與恐嚇危安罪之間，只能由恐嚇危安的行為變

更為恐嚇取財的行為，恐嚇取財的行為則不能變更為恐嚇危安的行為。 

 

 

第三節  繼續犯的犯意變更－以妨害自由與擄人勒贖為例 

 

 

首先可以確定的是，妨害自由被認為屬於侵害自由法益的犯罪，而擄人勒贖

                                                                                                                                            
民國 80年 8月 6日最高法院刑庭決議始變更見解認為，應以行為人的行為是否被害人不能抗拒，
作為區分恐嚇案脅迫的依據，至於惡害係現在或將來則不問，自此之後，實務判決皆改以 80年
的這個決議內容作為區分恐嚇和脅迫的標準。文獻上有認為實務見解此一變更係誤將既未遂的判
斷標準當成決定構成要件特質的標準，也就是錯把風險實現與否的標準誤認為有無實現的標準，
見許玉秀，妨害性自主與打擊錯誤，收錄於刑法的問題與對策，1999，頁 282。本文基本上贊同
變更之前的看法，不過重要的是，不論採取何種觀點，對於犯意變更的問題來說，不會因為對於
恐嚇見解的變更而有所不同。 
4 最高法院 46台上 266號判例參照。 
5 最高法院 52台上 751號判例參照。 



 - 78 - 

被認為是侵害財產法益的犯罪，但是因為行為人使用手段的關係，他同時也侵害

的了被害人的自由法益，換句話說，一個擄人勒贖的行為＝一個妨害自由的行為

加上一個恐嚇取財的行為，因此擄人勒贖不但在保護的法益上與妨害自由具有部

分同一關係，就連在行為手段上也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原則上我們應該可以認為

擄人勒贖於妨害自由之間可以成立犯意變更。 

不過根據在第二章的討論，我們曾經以確定行為的開始與終了時點的方式，

藉以特定行為時故意－也就是中故意的範圍，並且確認了所謂的犯意變更指的是

事中故意的變更。在面對繼續犯的犯罪類型時可能會出現的問題是：如果一個犯

罪行為已經既遂的話，還有沒有犯意變更的空間？更精確一點的說，繼續犯的犯

罪行為在犯罪既遂之後是否仍然可能出現犯意變更論以一罪的情形？既遂結果

發生的時點對於犯意變更會產生如何的影響？ 

 

一、行為終了與犯罪既遂的區分 

 

犯罪既遂與行為終了是兩個可以區別的概念，犯罪既遂可能和行為終了同時

發生，也可能先於或後於行為終了而發生。在一般的情形之下，犯罪既遂是緊接

著行為終了而發生的。例如詐欺行為，當行為人施詐術欺騙被害人，被害人於聽

信行為人的花言巧語之後回家將財產取出交付與行為人，行為人實施詐術完畢時

行為即已終了，當被害人將財物交付行為人時，犯罪行為始告既遂。在某些情形

下，犯罪既遂與行為終了幾乎是同時發生的，例如行為人持武士刀砍殺被害人，

盛怒之下連砍數十刀，直到被害人氣絕身亡時行為人罷手離去，此時殺人行為的

既遂結果即與行為終了同時發生。當然在某些情況下，犯罪的既遂會先於行為的

終了而發生，典型的例子如繼續犯的情形，例如一個妨害自由的行為當行為人將

被害人拘禁在斗室之中，被害人行動自由受到控制的時候，犯罪就已經既遂，但

是只要行為人一日不釋放被害人，妨害自由的行為就不斷的處於持續的狀態，必

須等到行為人將被害人釋放，使被害人回復行動自由的時候，才是所謂的行為終

了。 

根據文獻上的記載6，區分犯罪既遂和行為終了起碼具有下列三種意義：第

一、在犯罪既遂後、行為終了前的時間內，可以因為其他人的加入而成立事中共

                                                 
6 Jescheck/Weigend, AT, 5. Aufl., 1996, S.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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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第二、告訴期間和追訴時效也是從行為終了時起算；第三，如果行為人在此

期間實現加重構成要件要素，仍然應當歸責給行為人，就犯罪競合而言，在既遂

與行為終了之間發生的競合，可以構成想像競合。簡單的說，想像競合不要求在

相競合的構成要件中，作為前提條件行為的完全一致性，在相競合的刑法法規的

客觀構成要件中，只需具有「實行行為的部分一致性」即足以成立。根據德國通

說的看法，想像競合犯還可以在第一個構成要件行為既遂以後，終了以前，透過

實現其他構成要件成立，例如搶劫銀行和綁架人質以確保搶得財物的安全7。這

樣看起來，在繼續犯的犯罪形態中，犯罪即便已經既遂，只要行為還未終了，這

個在行為持續期間的故意仍然是所謂的事中故意，並且仍然是一個應該被刑法評

價的故意。難道說在這一段期間之內，如果行為人的犯意有所變更，只要變更後

的行為與變更前的行為在侵害法益的手段上具備部分同一性的要求時，仍然可以

成立論以一罪的犯意變更嗎？本文認為這樣的說法是有待商榷的。 

 

二、利益侵害的終局實現對犯意變更的影響－以妨害自由與擄人勒贖為例 

 

如同在超級市場的貨架旁直接將 A 牌貓罐頭打開的作者，即便最後改買 B

牌貓罐頭，但是對於已經打開的 A牌貓罐頭卻不可能拒絕付款，雖然打開 A罐

頭的時候，購物的行為還沒有結束，但是當作者最後走向收銀台結算的同時，在

通常的情況下，收銀小姐一定會要求同時給付 A牌與 B牌貓罐頭的價金。在這

裡可以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收銀小姐會堅持作者必須支付A牌貓罐頭的價金？

一個十分合乎一般人情感的答案是：因為罐頭已經被打開了，一個已經被打開的

罐頭不可能再賣得出去了。 

如果用刑法的概念來理解上述的情形，那麼我們可以認為不論行為終了與

否，只要犯罪已經既遂，即便既遂以後的犯意有所變更，仍然應以數罪處理。不

過在這裡我們可以問的是，在繼續犯的情形，即便犯罪既遂以後，行為人的犯意

在刑法上仍然是應該被列入評價的犯意，既然是一個應該被列入評價犯為的犯

意，為什麼這個犯意卻不能夠變更？本文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因為犯罪行為

已經既遂了。一個已經既遂的犯罪，表示利益的侵害已經終局的實現，一個利益

侵害終局實現的行為代表行為的犯意已經徹底落實，一個已經徹底落實的犯意沒

                                                 
7 BGHSt 26, 24 (27). 亦可見 Jescheck/Weigend, AT, 5. Aufl., 1996, S.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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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轉圜的餘地，一個已經終局實現的侵害沒有理由對它視而不見8。簡單的說，

一個受到終局侵害的利益必須由發動侵害的行為人自己承擔，這種已經終局實現

的利益侵害，和僅僅是部分實現的利益侵害最大的差異在於，部分實現的利益侵

害在評價上還有變化的可能與空間，可是一個終局實現的利益侵害，已經能夠被

賦予了一個完整的評價，除非有其他充分的理由，否則規範對於這樣的利益侵害

必須給予相當的回應，因此，在最後計算責任的時候，必須將已經終局實現的利

益侵害與其後所生的其他利益侵害分別計算。以妨害自由及勒贖為例，擄人勒贖

的行為基本上是一個妨害自由的行為加上一個恐嚇取財的行為，就妨害自由行為

與擄人勒贖行為的構成要件來看，擄人勒贖與妨害自由行為之間在侵害法益的手

段上，具備典型的部分同一關係，那麼理論上行為人於妨害自由之後變更犯意為

擄人勒贖時，應該論以擄人勒贖一罪而已，但是由於妨害自由的犯意所侵害的利

益侵害已經徹底落實，已經沒有轉圜的空間，因此妨害自由的行為理應獨立出來

被單獨論處。 

不過在這裡作者必須承認，如果以犯罪既遂以後已經可被獨立評價作為理

由，而認為在繼續犯在犯罪既遂以後的犯意變更必須論以數罪，這種答案並不具

有絕對的說服力。何出此言呢？如果我們以搶奪罪和強盜罪為例子來看這個問

題，在這種犯意變更的類型當中，變更前的犯意雖然還沒有被徹底落實，但是仍

然可以被獨立評價，這和犯罪既遂與否是沒有關係的。換句話說，一個未遂的行

為雖然不是一個徹底落實利益侵害的行為，但是它也可以作為一個獨立評價的單

位，並且從未遂到既遂也是一個持續進行中的狀態，而我們之所以在搶奪行為變

更為強盜行為時，以犯意變更的方式論以單純的強盜一罪，正是因為我們認為評

價變更後的犯意就足以包括變更前的犯意，那麼在同樣具有部分同一關係的繼續

犯的犯罪行為時，為什麼不貫徹這樣的觀點？既然擄人勒贖行為與妨害自由行為

之間具有部分同一關係，而單純評價擄人勒贖行為顯然也足以包括妨害自由的行

為，則行為人從妨害自由行為既遂開始，一旦犯意有所變更，直接論以擄人勒贖

罪即可，此時為什麼還要將變更前的犯意與變更後的犯意割裂評價？如此不是反

而造成過度評價的疑慮？ 

                                                 
8 同此觀點，見許玉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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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僅謂：「但在繼續犯，
在行為尚未終了前，如另犯以繼續犯為手段的他罪，因為繼續犯的犯罪行為已經既遂，則不能論
以犯意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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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論上述的質疑是否合理，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之一的確規定：「擄人

後意圖勒贖者，以擄人勒贖論」。本條的立法理由僅謂：「擄人後而起意勒贖者，

其情節與意圖勒贖而擄人相若。增設本條以意圖勒贖而擄人論之規定，俾能依本

法第三百四十七條及第三百四十八條之規定處罰」。光從這樣子的陳述雖然看不

出立法者認為妨害自由的行為可否變更為擄人勒贖的行為，但是從立法者另外規

定本條的觀點來看，顯然立法者並不認為妨害自由後變更犯意為擄人勒贖的情形

是可以一罪論的，否則本條的存在即變成一條沒有意義的贅文，從上述的觀點出

發，我們似乎可以得出在繼續犯的情形，如果犯罪行為已經既遂，即便行為人在

行為持續的狀態有犯意變更的情形，仍然應該論以數罪的結論，換句話說，利益

侵害實現時間點的早晚，的確會影響到犯意變更的可能性。也因此，妨害自由的

行為只有在行為既遂之前才有變更犯意為擄人勒贖的可能，一旦妨害自由已經達

到既遂狀態，此時即必須依照第三百四十八條的規定處理。 

最後可以提出的質疑是：依照德國通說的見解，繼續犯在犯罪行為既遂後、

行為終了前更犯他罪的情形，可以想像競合處理。根據這樣的原則，在妨害自由

行為既遂後、行為終了前，行為人如果變更犯意為擄人勒贖時，理應論以想像競

合，則為什麼本文在此處違背德國通說的觀點，對於擄人後意圖勒贖的情形不採

取想像競合的處理方式？ 

基本上，想像競合是一種備用手段，它只有在論以一罪時不足，論以數罪時

過度的情況下，才有適用的必要，換句話說，想像競合理論上不應該是一種常態，

當我們可以選擇一罪或數罪的結論，並且不會造成評價不足或過度評價的情形

時，沒有適用想像競合的必要。何況想像競合是實質上的數罪，這與犯意變更論

以一罪的前提是相互矛盾的，因此本文並不贊同以想像競合作為在繼續犯的犯意

變更時處理的方法。 

 

 

第四節  作為與不作為的犯意變更 

 

 

一、作為與不作為之間的存在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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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純正不作為犯的類型，由於犯罪構成要件只能以不作為的方式實現，因此

當然不存在作為與不作為之間相互變更的可能，作為與不作為之間的變更只有在

不純正不作為的情形下才有討論的必要。而不純正不作為犯的構成又以行為人具

有保證人地位為前提，因此作為變更成不作為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形態，唯一可能

存在且具有討論必要的是不作為變更成作為的情形。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想像

下面的例子。 

 

【例1】 甲乙二人相偕攀登聖母峰，途中不幸遭遇山難，乙身負重傷，甲為求首

先攻頂乃棄乙於不顧，行至半道卻擔心乙可能自行脫困下山並宣傳甲的

不義之舉，繼而折返原處將乙殺害埋屍後始安心離去。 

作為與不作為的形式區分標準，在於行為的侵害法益的方式，作為是以積極

的介入因果流程的方式侵害法益，不作為是以消極介入因果流程，任憑危險繼續

增加的方式侵害法益；但是並非任何人單純的不作為刑法都必須加以非難，刑法

對於不作為的行為人非難的基礎，必定是以行為人具有保證人地位為前提，因此

區分作為與不作為的實質標準應該是保證人地位的有無，具備保證人地位成為不

作為犯歸責的基礎。以如此的觀點而言，不作為犯具有保證人地位，作為犯不具

保證人地位，不可能出現部分同一的變更基礎，因此作為與不作為之間似乎不可

能出現犯意變更的情形。簡單的說，作為是以「做了什麼」的方式侵害法益，不

作為是以「什麼都不做」的方式侵害法益，由於侵害法益的「種」概念無法作為

部分同一的那個同一部分，而二者在侵害法益的行為方式，也就是手段上也欠缺

部分同一關係，一個沒有做什麼的事實和一個有做什麼的事實是兩相排斥的概

念，二者間不可能具有部分同一性的要求，因此當由不作為變更成作為時，應當

以另行起意處理。 

 

二、等價條款的影響 

 

    不過在通說見解之下，由於等價條款的要求，卻使得這個問題搖身一變成為

在同一構成要件之下被評價為相同的侵害法益形式，以致於沒有討論犯意變更的

必要。不作為必須與因作為而實現法定的構成要件相當，在具有特殊行為要素的

犯罪情況下，不阻止結果產生的特有的行為不法，可能與積極作為相當，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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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刑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等價條款（Gleichwertigkeitsklausel）的真義9。藉由等

價條款的宣示，使得我們對於不作為與作為之間的評價是相當的，那麼不作為的

未遂在評價上將會相當於作為的未遂，不作為的既遂在評價上也將會相當於作為

的既遂。而既然不作為的未遂就相當於作為的未遂，那麼不作為的未遂之於作為

的既遂，當然也就相當於作為的未遂之於作為的既遂。透過了等價條款兩個層次

的轉換，將會使得不作為未遂的構成要件與作為既遂的構成要件在評價上具有部

分同一關係的要求，進而造成不作為變更成作為的情形可以包括在犯意變更的範

圍之內，因此在【例 1】的情形甲離開後又回頭殺害乙的行為，看起來是可以論

以一罪的犯意變更的10。但是這種情形就如同行為人本來以脅迫的方式實施強盜

行為，到最後卻改以強暴的方式為之，在規範的評價上二者非屬於不同構成要件

之的變更，除非有中止未遂的情形存在，否則並沒有特別區別、討論犯意變更的

必要。 

 

 

第五節  幫助犯、教唆犯與正犯的犯意變更 

 

 

行為人先有幫助、教唆行為，後有正犯行為時，究竟應該將教唆、幫助與最

後的正犯行為分別論處，或者可以依照犯意變更的原則僅論以一罪為已足？這種

先有幫助、教唆，後有正犯行為的情形，就是一般理解所謂的「共犯競合」。共

犯競合依照最終正犯行為的不同可以區分為兩大類，第一種是在同一正犯行為之

                                                 
9 Jescheck/Weigend, AT, 5. Aufl., 1996, S. 629. 
10 不過在這裡還有一個頗為耐人尋味的問題。雖然根據德國刑法第 13條第 1項，不作為必須與
作為具有等價性始得加以處罰，但是在同條第 2項卻明白宣示了不作為可以減輕處罰。之所以認
為可以減輕，乃是因為不作為的責任內容通常較積極作為的責任為輕，透過積極的行為將犯罪決
意轉換成行為的行為人，通常體現了比僅違反避免結果發生的保證人義務，對構成要件該當結果
未加以避免的不作為行為人更加強烈的法敵對心理。換句話說，儘管保證人義務被違反，但在結
果犯的情況下，不作為犯的「行為不法」的確是比相應的作為犯要來的輕微，等價條款所宣示的
也只是「相當」，而不是「完全相同」。Vgl. Jescheck/Weigend, AT, 5. Aufl., 1996, S. 610. 
如果上述的說法屬實的話，那麼德國刑法第 13條第 1項等價條款的作用何在，就頗令人難以理
解，況且從同法第 13條第 2項減輕刑罰的規定觀之，不作為與作為之間似乎根本無法等價，無
怪乎學說上對等價條款頗有微詞，甚至認為等價條款根本就是「空話」一場。見許玉秀，保證人
地位的實質法理基礎，收錄於刑法的問題與對策，頁 94-95。 
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不作為與作為的區分標準就必須回到行為侵害法益的形式加以區別，如此
的結果一來不作為與作為之間將因為欠缺部分同一性而無法屬於犯意變更的可能範圍，在不作為
變更成作為的場合，論以另行起意的數罪並罰將會變成可能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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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先為幫助、教唆最後為正犯行為的情形，這是屬於狹義的共犯競合形態；第二

種是指行為人雖然已為教唆或幫助行為，但是最後卻自為另一個正犯行為的情

形，此種屬於廣義的共犯競合形態11。依照一般對於從犯與正犯的理解，幫助、

教唆行為與正犯行為相較，由於前者並未實施構成要件行為，因此對於法益所構

成的威脅顯然輕於後者，就我國刑法的規定觀之，雖然教唆犯的處罰並未如幫助

犯一般，得按照正犯之刑減輕之，但是就實際上對法益所造成的危害來說，正犯

畢竟才是那個親自實施構成要件行為、導致法益直接受到侵害的根本原因，如果

沒有正犯實現構成要件行為，教唆犯所提供的犯意再怎麼樣也只是空中樓閣而

已，因此即便在我國刑法對於教唆犯採取獨立性的處罰規定下，認為教唆行為對

法益所造成的威脅低於正犯行為亦不為過。依照上述的觀點，則幫助犯、教唆犯

與正犯之間似乎也是處於一種部分同一的關係，表面上看起來好像也有犯意變更

存在的空間，但實際上真是如此嗎？這箇中道理似乎無法以如此輕描淡寫的方式

一筆帶過，以下即依照本文前述建立的標準，針對兩種不同的共犯競合類型加以

分析。 

 

一、狹義的共犯競合－同一正犯行為之下的共犯競合 

 

(一).各種學說見解簡述 

 

1. 補充關係 

 

    依照德國通說的見解，構成要件之間的補充關係可以區分為明示的補充關係

與默示的補充關係前者是指法律明文規定優位法與備位法之間的關係，優位法是

基本規定，備位法是補充規定。至於默示的補充關係，則是從法律規定的目的及

其關連性上去推斷，亦即透過對法律進行目的性解釋（telelogische Auslegung）

而得出，它包含下述兩種型態，一種是對侵害同一法益的不同階段加以處罰的規

定之間，例如未遂犯和既遂犯之間，殺人罪和傷害罪之間都是補充規定；另一種

則是對同一法益的不同侵害程度加以處罰的規定之間，例如教唆犯、幫助犯和共

同正犯之間，作為犯和不作為犯之間，過失犯和故意犯之間，即是屬於這種下位

                                                 
11 許玉秀，共犯的競合，收錄於刑法的問題與對策，1999，頁 17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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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12。換句話說，在補充關係之下，如果以對於法益造成的危害程度或距離來

看，正犯因為著手於構成要件行為，對於法益所造成的危害最高，教唆犯及幫助

犯依照共犯從屬性原理，他們對於法益的侵害必須貼合在正犯的行為之上，正犯

如果沒有依照教唆的內容著手於侵害法益的構成要件行為，那麼教唆行為永遠也

不可能對法益造成危害；同理，正犯如果沒有著手於構成要件行為，幫助犯所提

供的幫助行為同樣無法發揮效果，因此教唆犯與幫助犯對於法益危害的程度顯然

是較輕微的。 

 

2. 吸收關係 

 

    所謂的吸收關係嚴格說起來並沒有一個精確的定義，學說上將有將吸收關係

區分為實害行為吸收危險行為、高度行為吸收低度行為；後者又可區分為後行為

吸收前行為、重行為吸收輕行為13等數種類型；另有學說將吸收關係分為重法吸

收輕法、實害法吸收危險法、全部法吸收局部法、狹義法吸收廣義法14等數種情

形；亦有學說區分為主行為吸收從行為、全部行為吸收局部行為、後行為吸收前

行為、重罪行為吸收輕罪行為15，或者區分為實害行為吸收危險行為、高度行為

吸收低度行為、重行為吸收輕行為、後行為吸收前行為、實行行為吸收加功行為

16等花樣繁多，不勝枚舉。而實務見解在處理共犯競合的問題上，所採取的理由

或者認為教唆、幫助和正犯行為屬於高度行為吸收低度行為17、或者認為屬於前

行為吸收後行為18、或者是實行行為吸收教唆行為19等，理由也是不一而足。 

 

3. 特別關係 

 

    這種主張來自於對想像競合和法條競合的區分有著與通說截然不同的看

法，這一說認為，一個犯罪事實同時實現數個具有包含關係的構成要件時，即成

                                                 
12 許玉秀，共犯的競合，收錄於刑法的問題與對策，1999，頁 180。 
13 高仰止，刑法總則之理論與實用，1994，頁 347以下。 
14 蔡墩銘，中國刑法精義，1990，頁 274以下。 
15 楊大器，刑法總則釋論，1992，頁 318以下。 
16 褚劍鴻，刑法總則論，1995，頁 344以下。 
17 最高法院 24上 3279號判例參照。 
18 最高法院 46台上 831號判例參照。 
19 最高法院 75台上 6313號判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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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條競合，同一犯罪事實同時實現數個有交錯關係的構成要件時，則應成立想

像競合20。因為法條競合的類型依照類型在概念邏輯上的意義重整，而各該類型

在概念邏輯上的意義同時也是法條之所以競合的理由，於是數個構成要件之間的

包含關係、交錯關係和異質關係就是法條所以發生競合的原因。那麼接下來的問

題是，為什麼數個構成要件類型之間有這些關係就會得出適用其中一個法條，排

斥另一個法條的結論？在包含關係的類型還可以說，用要素比較多的構成要件才

能充分評價犯罪事實，另一個包含較少要素的構成要件類型所彰顯的不法既然在

另一個包含較多要素的構成要件中均已被包含，適用包含較多要素的構成要件評

價犯罪事實即可，但在交錯關係和異質關係的情形，究竟應該適用哪一個構成要

件以及為什麼適用其中一個，另外一個就可以不被考慮，道理就不是那麼清楚

了，從而可以理解為什麼此種見解認為特別關係才是法條競合的唯一類型，並且

兩個部分交錯的構成要件理解為想像競合的理由21。在同一正犯行為下同時兼有

教唆或幫助行為時，由於正犯除了具備從犯的所有要素外，更存在有行為支配或

者共同正犯的意思要素，相對於從犯的規定，正犯可以包括所有從犯所具備的要

素，因此正犯與教唆犯、幫助犯之間，處於大包小的邏輯關係，而被認為屬於法

條競合的特別關係22。 

 

4. 包括一罪 

 

    所謂的包括一罪，係指行為人出於一個意思決定實施該當於同一構成要件且

具有密切關連性的數個行為而侵害同一法益。例如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公務員瀆

職罪包含期約、交付或收受等行為，第一百六十四條藏匿人犯或使人犯隱蔽，或

者是時空密接下的未遂與既遂關係。包括一罪與法條競合的區別在於前者係數個

行為該當於同一構成要件；而後者則為一行為或數個行為該當餘數個不同的構成

要件。而共犯競合正是行為人出於一個意思決定，實施該當於同一構成要件且具

有密切關連性之數個行為而侵害同一法益的情形23。 

                                                 
20 NK-Puppe, 1995, 2. Lfg., §52, Rn. 4, 5.；陳志輝，刑法上的法條競合，1998，頁 132-133。 
21 NK-Puppe, 1995, 2. Lfg., §52, Rn. 7. 
22 NK-Puppe, 1995, 2. Lfg., §52, Rn. 9.；陳志輝，刑法上的法條競合，1998，頁 137。 
23 甘添貴，罪數理論之研究（二）－包括一罪，軍法專刊 38卷 11期，1992.11，頁 14；同作者，
刑法總論講義，1988，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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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數罪 

 

    主張數罪者嚴守法條競合乃一行為侵害一法益觸犯數罪名的定義，因為從評

價的目的來看，如果侵害行為是數行為，則法益的侵害雖只有一個法益，若不予

以數次的處罰，無異於告訴行為人在一次的侵害之後，可以繼續侵害，鼓勵行為

人為惡務盡，因此此種類型的法益侵害，並不禁止雙重評價，相反地，更應該要

雙重評價才對24。從而教唆之後為幫助，或教唆、幫助之後進而為正犯行為，皆

屬數行為，縱然僅侵害一法益，仍應構成數罪；不過如有一行為同時該當數種共

犯形態時，可以從犯罪支配理論（Tatherrschaftslehre）的立場，將這些共犯類型

理解為對同一法益侵害的幾個不同程度的支配形態，如此一來，一行為同時該當

數共犯形態「自然」成為法條競合，應以法條競合中的補充關係加以處理25。 

 

6. 吸收犯 

 

    吸收犯的概念是我國刑法學說上，因為實務界使用眾多的吸收關係所創造出

來的概念，但是關於吸收犯的精確定義至今仍然莫衷一是，有認為吸收犯即是吸

收關係，二者無區分必要者，亦有認為吸收犯是指想像競合或牽連關係中的數個

犯罪事實之間，在法律性質上或日常生活見解上，一方面可以包括於它方犯罪觀

念中，遂逕行認定一方之罪而致他方於不論，亦不依想像競合或牽連犯之例處

段，故吸收犯在本質上與想像競合或牽連犯並無任何區別，但是卻顯與法律單數

不同，故仍有區別的必要26。不過多數學說見解似乎仍認為吸收犯並沒有存在的

實益，因為如果吸收犯與吸收關係只涉的是相同的概念，那麼以吸收關係處理即

為已足，沒有必要另外提出吸收犯的概念；如果吸收犯和吸收關係是不同的概

念，那麼吸收犯不是想像競合就是牽連關係，則適用後二者處理即可，吸收犯的

提出對於競合的判斷只是徒增困擾而已27。 

                                                 
24 黃榮堅，刑法問題與利益思考，頁 358、365。 
25 黃榮堅，禁止雙重評價與法條競合，台大法學論叢 23卷 1期，1993，頁 180、190。 
26 韓忠謨，刑法原理，1992，頁 380以下。 
27 林山田，刑法通論，八版（下），2002，頁 367；黃榮堅，刑法問題與利益思考，頁 344；甘
添貴，罪數理論之研究（三）－法條競合（七），軍法專刊 40卷 4期，1994.4，頁 2；陳志輝，
刑法上的法條競合，1998，頁 25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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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吸收犯這個概念曾飽受學說撻伐，但是國內仍有學者認為，吸收犯的概

念仍有存在價值，吸收犯既不是法條競合的類型，也不是想像競合或牽連關係，

而是單純一罪28。在實務眾多的吸收中，其中有一種「當然吸收」的情形，亦即

針對立法者在一個構成要件中已將另一個構成要件行為納入規範的情形，因為另

一個構成要件行為已經被包含地規定了，所以只適用包含規定成立一罪，被包含

者即可被排斥不用，例如放火罪中已當然包含毀損行為和毀損結果還有放火行

為，只論以放火的單純一罪為已足29，並非法條競合；殺人罪和傷害罪構成要件

之間，也不是具體規定和補充規定的關係，而是使生命喪失行為必然已包含使身

體受傷的行為，也應該是成立一罪的吸收犯30；又如擄人勒贖與妨害自由之間皆

屬之。教唆、幫助和正犯行為既然是數個行為而實現同一構成要件的情形，用吸

收犯的概念處理即可31。 

 

(二).各種學說見解問題互見 

 

先就通說見解來說，以補充關係解釋教唆犯、幫助犯與正犯之間的關係並不

是毫無疑問的，雖然通說號稱在默示的補充關係下，一種是對侵害同一法益的不

同階段加以處罰的規定，一種是對同一法益的不同侵害程度加以處罰的規定，但

是實際上幾乎完全是以法益侵害強度作為立論基礎，以致於有時候會忘記法條競

合是兩個以上構成要件之間的問題。因為在採取共犯從屬說的前提之下，不論是

教唆犯或幫助犯根本欠缺獨立的構成要件，這並不是一個行為同時合致於兩個構

成要件的問題，簡單的說，補充關係雖然以數構成要件之間對同一法益的侵害階

段和侵害強度作為判斷基準，但這卻是以一個行為同時合致於「兩個構成要件」

為必要，就這一點而言，採從屬說的通說將幫助犯、教唆犯和正犯列入補充關係

的範圍其實是頗為奇怪的結論32，這樣的質疑不僅只是存在於補充關係說而已，

對於吸收關係說、特別關係說甚至是數罪說都可以有相同的質疑。 

其次就吸收關係說而言，除了上述的質疑之外，吸收關係本身的概念內涵難

                                                 
28 許玉秀，共犯的競合，收錄於刑法的問題與對策，1999，頁 196。 
29 最高法院 29上 2388號判例參照。 
30 最高法院 23上 2783號判例參照。 
31 許玉秀，共犯的競合，收錄於刑法的問題與對策，1999，頁 197。 
32 同此觀點，見許玉秀，共犯的競合，收錄於刑法的問題與對策，1999，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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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界定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並不是只存在於我國學說及實務界而已，

即便是德國通說對於吸收關係概念也充滿著高度的不確定性，對於吸收關係是否

屬於法條競合的類型之一，也有著高度的爭議33。基本上，德國通說認為吸收關

係的典型案例是與罰的附隨行為，亦即只主要構成要件的實現通常或典型地會同

時實現另一個構成要件，被同時實現的就是與罰的附隨行為；另一種常被提到的

典型類型是與罰後行為，此種犯罪由於缺乏獨立、額外的結果非價，相對於主行

為已不再重要。依照德國學者 Hipple、Seier、Baumann、Weber、Fuchs等人的觀

點，「吸收」這個概念被認為是一個沒有清楚文字內涵、沒有輪廓難以個別判斷

的結構，是一個表達非常不精確的概念，也就是因為它的不精確，概念內涵較廣，

所以德國通說才將吸收關係當作法條競合的最後一個類型，用來網羅不屬於特別

關係和補充關係的案例34。 

國內則有學說認為35，我國實務見解並沒有釐清吸收關係的內涵，而且一向

理所當然地認為教唆行為高於幫助行為，正犯行為又高於前兩種行為，因此吸收

關係這種主張等於沒有提出理論依據。這樣的觀點本文贊同之，事實上不論是傳

統學說見解或是實務見解甚至是德國通說，對吸收關係的理解一直是不太清楚

的，我們根本沒有辦法精確地掌握什麼是吸收關係，如果將許多吸收關係的案例

理解為通說見解下的補充關係似乎也沒有什麼問題，與補充關係相較，吸收關係

因此更不能夠做為解決共犯競合的途徑。 

至於包括一罪，國內有則學者認為，這樣的主張是建立在兩個基本的理解上

面36： 

(1).構成要件的單複是以條號為計算標準，在同一個條號之下，即屬於同一

構成要件； 

(2).在密接的時空中，數次侵害同一法益，即屬單純一罪。 

在這兩點理解中，首先，第二點無法作為區分單純一罪與法條競合的依據，

因為成立法條競合的情形同樣也只有一個法益受到侵害37，至於行為單複數則不

問。在時空密接限制這一點要求上，共犯競合的情形也未必符合，因為教唆、幫

                                                 
33 陳志輝，刑法上的法條競合，1998，頁 105。 
34 陳志輝，刑法上的法條競合，1998，頁 104、106。 
35 許玉秀，共犯的競合，收錄於刑法的問題與對策，1999，頁 181。 
36 許玉秀，共犯的競合，收錄於刑法的問題與對策，1999，頁 187。 
37 甘添貴，刑法上的競合關係，台大法學論叢 20卷 2期，1991，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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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之後為正犯行為，其間相隔可能甚遠。其次以條號是否同一作為計算構成要件

的基礎也未必符合實際，因為構成要件規定的方式往往是立法者為了節省資源始

然，如果立法者將既遂與未遂分別規定在不同條文，那麼本來應該論以包括一罪

的情形，豈不是都會成立數罪38？如此的觀點本文贊同之。 

最後，本文認為以吸收犯將同一正犯行為下的共犯競合論以單純一罪的結論

固然正確，但是如果貫徹共犯從屬性原則的要求時，在這裡同樣會出現問題。首

先，共犯既然沒有獨立的構成要件存在，那麼在吸收犯中那個應該被當然吸收的

東西是什麼？是否真的應該被當然吸收？例如行為人甲先提供武士刀一把予

乙，供乙殺害丙之用，於乙著手殺害丙之際，甲加入乙的殺人行為，將丙架住使

之不能動彈而共同將丙殺害，此時固然可以認為甲有幫助殺人的行為在先，殺人

的正犯行為在後，但是依照共犯從屬性原則的要求，共犯行為必須從屬於正犯的

構成要件行為，此時甲本身既是共犯又是正犯，正犯使自己易於實現構成要件是

理所當然的，幫助行為在哪裡？那個所謂的幫助行為要如何從屬於自己的正犯行

為？如果從最狹義的構成要件定義正犯行為，以殺人行為為例，就那個「殺」的

動作才能被理解為構成要件行為的話，此時甲提供武士刀給乙的行為固然可以被

認為是一個幫助行為而從屬於乙的正犯行為，那麼對於甲架住丙便利乙揮刀殺人

的行為，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認為它屬於幫助行為？ 

其次，論者雖然主張吸收犯既不是法條競合的類型，也不是想像競合或牽連

關係，不過仔細觀察吸收犯說所舉的例子，實在不難發現所謂的「當然吸收」，

如果不是屬於德國通說法條競合中補充關係的情形，就是必然伴隨的吸收關係的

情形，況且吸收犯如果是單純一罪，那麼被吸收的構成要件倒底算什麼？是根本

沒有另外一個構成要件的存在？還是經過吸收以後只論以吸收其他構成要件的

構成要件？如果是前者，那麼被吸收的東西在哪裡？如果是後者，那與法條競合

的吸收關係又有何不同？這些都是尚待解答的問題。 

 

(三).同一正犯行為下不同參與形態的犯意變更？ 

 

如果要從犯意變更的角度來解決同一正犯行為下不同參與形態的共犯競合

問題，那麼第一個關鍵，就是尋找正犯與共犯有無符合部分同一性要求的可能，

                                                 
38 許玉秀，共犯的競合，收錄於刑法的問題與對策，1999，頁 187、188。 



 - 91 - 

不論是依照補充關係的觀點，或者是依照手段的部分同一性來看，幫助、教唆與

正犯行為將可能形成部分同一關係，那麼看起來在這種共犯競合的形態中，似乎

有犯意變更論以一罪的可能，不過實際上真的是如此嗎？ 

 

1.補充關係不足以作為部分同一的比較基礎 

 

犯意變更的基礎既然建立在部分同一性的要求，那麼兩個行為之間的犯意是

否可以相互的變更，將取決於二者間客觀上是否具有部分同一關係而定，依照本

文於第三章所提出的觀點，雖然這個部分同一關係必須以變更的主體作為觀察的

標準，而非取決於二者在種概念的部分同一部分，不過這種部分同一的要求卻是

透過對於構成要件的存在構造加以分析所得到的，因此可以確定的是，通說認為

正犯、教唆犯、與幫助犯之間處於補充關係的看法不可能作為決定犯意可否變更

的標準。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除了是因為共犯欠缺獨立的構成要件之外，更

重要的理由是因為補充關係幾乎是以法益侵害的程度作為唯一考量的依據。 

其實在同一構成要件之下，以侵害法益程度的差異區分既遂、未遂、預備這

種行為階段的確是正確的，因為在同一構成要件之下，各種行為手段既然被立法

者賦予相同的評下，那麼唯一能夠再作細部區分的，就只剩下對於法益侵害的程

度這個標準而已，換句話說，既遂與未遂在存在構造上本來就具有部分同一性；

但是共犯與正犯的區分上，補充關係的觀點卻是欠缺說服力的，因為幫助犯、教

唆犯與正犯之間之所以會被通說認定為是補充關係，主要是因為通說在此採取的

是目的性的解釋方式，目的性的解釋方式是從法律規定的目的及其關連性上去推

斷，這種解釋方式雖然可能將存在構造不同的兩件事情相互連結並且從中尋找出

特殊的關係，但是同時卻可能忽略了二件事情在存在構造上的差異。 

在這裡或許可以主張構成要件是一種規範的構造，從而質疑本文以存在構造

說明構成要件的性質顯然是不合理的。但是規範必然導因於存在，如果正犯與共

犯的構成要件被認為是不同的構成要件而有區分的必要，那必然表示著正犯與共

犯在存在構造上有所差異，單純的構成要件並沒有辦法代表什麼意義，構成要件

必須與存在構造上的事實相互結合才具有評價的可能。而犯意變更的部分同一性

要求，是以二個構成要件之間在據以區別自己和他人的標準上有無部分同一性存

在的可能，換句話說，這種部分同一性的要求是從構成要件形成的過程中分析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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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卻不是以目的性解釋為基礎得到的標準。 

同樣的問題不只是發生在共犯與正犯的犯意變更上，採取目的性解釋方式被

認定為補充關係的，除了共犯與正犯之外，還包括作為與不作為、故意與過失這

兩種情形，作為與不作為的情形在本章第四節已經有所討論，由於二者在存在構

造上的差異－作為是做了什麼、不作為是沒做什麼－，從而二者之間在存在的構

造上不具有犯意變更的基礎；而所謂的犯意變更是指行為時故意的變更，從而故

意與過失之間的犯意變更更是無庸討論，足見透過目的性解釋所得到的部分同一

關係，並不足以作為部分同一的基礎。也因此，在探求共犯與正犯可否成立犯意

變更的問題上，首先必須從存在構造上找尋部分同一的可能性，目的性解釋所形

成的部分同一關係並不足以作為犯意變更的基礎。 

剩下來的另一個可能，就是以手段的部分同一性，作為決定正犯與共犯之間

是否可能有犯意變更存在的標準，不過本文認為即便是以手段作為區分的標準，

正犯與共犯也正好不具備犯意變更部分同一性的要求！因為表面上看起來，在同

種法益之下不同構成要件行為之間的變更，是以手段的部分同一性作為比較標

準，但是這個比較標準背後運作的原理，卻是在據以區別自己和他人的標準上，

有無部分同一性存在的可能，而共犯與正犯之間不能成立犯意變更的主要理由，

正是因為我們為了區分正犯與共犯所設定的標準欠缺部分同一性的要求。 

 

2.正犯與共犯的區分標準 

 

正犯，其實就是指「真『正』的『犯』罪人」，那什麼又是真正的犯罪人？

就刑法上的意義來說，真正的犯罪人就是應該對犯罪結果負完全責任之人，因此

所謂的正犯其實就是「造成犯罪結果的人」，在尚未來得及用具體的例子回答誰

是造成犯罪結果的人之前，勢必得先回答「什麼是犯罪結果」這個問題。在罪刑

法定原則之下，「造成犯罪結果」就是「實現法定構成要件」，因此所謂「真正」

的犯罪人只能被理解為「實施法定構成要件之人」，要知道誰是實施法定構成要

件之人，當然也就必須先知到什麼是「法定構成要件」，也因此正犯概念的確立

當然必須從什麼是法定構成要件開始談起，一旦確定了正犯的範圍當然也就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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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定了什麼是「共犯」的問題39。不過問題在於構成要件只是一種形式的概念，

究竟具有什麼樣特質的行為才是構成要件行為？抓住被害人，讓被害人被砍殺的

人是否也屬於實現構成要件的正犯？ 

上述的疑問很自然的促成實質化的思考，一講到實質化思考的要求，法益就

成為一個最基礎的思考方式。以法益為中心的實質思考有兩個著力點，一個是誰

操縱、支配法益受害的因果流程？另一個是將構成要件的類型加以分類。之所以

分類構成要件類型，是因為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無論如何不可能脫離構成要件

而探討誰是正犯，而且法益是建構構成要件類型的核心要素，法益的種類和侵害

法益的方式，是構成要件類型的兩大建構要素，因此以法益為中心的實質思考，

會藉由構成要件進而確定正犯類型；之所以追究誰操縱、支配因果流程，是因為

無論區分正犯與否，在數人共同犯罪時，會有加功程度不同因而使的歸責程度不

同的情形，但最根本的原因則是「實現構成要件的法益侵害」表示符合法定構成

要件的侵害方法，才是決定法益受害的力量，掌握這種力量而侵害法益的人，便

是正犯40，也因此，這種決定法益受害的力量－犯罪支配，最終成為區分正犯與

共犯的標準41。 

換句話說，正犯之所以為正犯，是因為行為人對於犯罪結果的發生有實質的

影響，具有犯罪支配的要素，是整個犯罪過程中的核心人物；而共犯之所以為共

犯，正是因為行為人欠缺犯罪支配的要素，它們存在構造上的差異是顯而易見

的，不過這並不代表正犯與共犯在存在構造上沒有符合部分同一性要求的可能，

因為如果從有利於犯罪的實現或者使人產生犯意這一點來說，正犯的存在構造將

會＝便利構成要件的實現或產生犯意的手段+有犯罪支配；共犯的存在構造＝便

利構成要件的實現或產生犯意的手段+無犯罪支配，只不過「有利於犯罪的實現

或者使人產生犯意的手段」是正犯與共犯所共通的「種」概念，並不足以作為犯

意變更部分同一性要求的那個「部分同一」部分，真正據以區分正犯與共犯的標

                                                 
39 許玉秀，實質的正犯概念，收錄於刑法的問題與對策，1999，頁 4。 
40 關於功能性單一正犯概念的介紹，參考許玉秀，實質的正犯概念，收錄於刑法的問題與對策，
1999，頁 33。 
41 刑法史上關於正犯與共犯的區分，或者是要不要區分正犯與共犯的問題，並不如同本文一般
三言兩語可以交代完的，不過針對正犯與共犯犯意變更的問題來說，重要的是正犯與共犯存在結
構上的差異，而不是存在構造差異下的實質問題－犯罪支配的內容為何，關於犯罪支配詳細論述
的中文文獻，可參考許玉秀，實質的正犯概念，收錄於刑法的問題與對策，1999，頁 1以下；德
國文獻的代表著作可見 Roxin, Tä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 94 - 

準是在「實施有利於犯罪的實現或者使人產生犯意的手段時有無『犯罪支配』」

的要素，犯罪支配是有無的問題而不是或多或少的問題，正犯是有犯罪支配，共

犯是欠缺犯罪支配，在評價上不可能存在一種有一點支配又不太有支配的犯罪現

象，簡單的說，雖然在使用的手段上，二者具有部分同一的可能，但是據以區分

正犯與共犯的標準，卻是所使用的手段有無達到犯罪支配的效果，因此共犯與正

犯之間不可能存在犯意變更論以一罪的部分同一性基礎。上述的觀點即便在採取

功能性單一正犯概念之下，也應該有相同的結論，因為主張功能性的單一正犯概

念的學者 Kienapfel雖然將所有有助於最後犯罪結果實現之人全部當成正犯，但

是在這種正犯概念之下，卻仍然區分出促成正犯（Veranlassungstäterschaft）與支

援正犯（Unterstützungs täterschaft）兩種不同的正犯的類型42，實際上等於已經在

區分正犯與共犯。 

分析到目前為止，我們不難得出共犯與正犯之間不可能存在有犯意變更的結

論，換句話說，正犯是自己犯罪，共犯是使他人犯罪，照這樣子看起來，在同一

正犯行為下數種不同參與形態似乎應該被論以數罪，不過實際上的確是這樣嗎？  

 

3.貫徹共犯從屬性原則的要求－單純一罪 

 

相對於正犯而言，教唆犯和幫助犯的處罰是擴張刑罰事由，因此教唆犯和幫

助犯的處罰需要特殊的根據，從共犯的處罰根據可以看出，教唆犯和幫助犯的概

念應該如何與正犯和不處罰的領域進行劃分。 

根據早期的罪責共犯理論（Schuldteilnahmetheorie），共犯之所以受處罰，是

因為他使得正犯有罪責而受處罰，此外，他還共同實施犯罪行為。在德國此一理

論今日已經發生動搖，因為它是與德國刑法第二十九條相抵觸的。今天的國刑法

學界通說所採取的是以共犯從屬性為方向的促進（或原因）理論（Fördungs- (oder 

Verursachungs) lehre）。依照此一理論的主張，共犯的可罰基礎不在於使正犯腐

敗，而是在於實現構成要件，引起法益受到侵害，但是並非單獨的侵害法益，而

是和正犯共同造成法益受到侵害，亦即加功於正犯實現構成要件的行為。共犯的

不法內涵並不是自己違反了犯罪構成要件中所規定的法規範，他的責任只是在

於，當正犯違反法規範時他起了參與的作用，亦即共犯的不法在於促使正犯違反

                                                 
42 許玉秀，實質的正犯概念，收錄於刑法的問題與對策，1999，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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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在於「促成」或「支援」正犯的不法，換句話說，共犯的不法決定於正犯

的不法，共犯的不法是由正犯推導出來的，此理論是和德國現行法一致的43，我

國通說也採取相同的觀點。在堅持共犯從屬性原則的前提之下，幫助和教唆行為

欠缺獨立的構成要件，幫助、教唆與正犯行為之間，如果是加功於同一正犯行為

的情形時，並不是法條競合中的任何一種關係，因為法條競合是以兩個獨立的構

成要件為必要，共犯既然沒有獨立的構成要件而從屬於正犯，這表示實際上存在

的不是兩個構成要件之間的競合關係，因此根本不生法條競合的問題，也不是包

括一罪、數罪或吸收犯。不過接下來的問題是：如果在同一正犯構成要件行為之

下的教唆、幫助行為與正犯行為間，不是上述任何一種情形的話，那麼它們相互

之間又應該是什麼關係呢？ 

其實在行為人參與同一正犯的構成要件行為的前提下，可以想像的從犯形態

共有：自己教唆自己、自己幫助自己、教唆他人幫助自己、教唆他人教唆自己、

幫助他人教唆自己和幫助他人幫助自己等，六種可能的情形。首先可以確定的

是，自己教唆自己的情形是無法想像的。因為任何正犯都一定會有侵害法益的意

識，差別只不過在於這個侵害法益的意識究竟是自發性產生的或者是由他人所提

供的。如果犯罪的意識不是由他人所提供，則表示行為人的犯罪意識必然是由行

為人本身所生，換句話說，這個犯罪意識的提供者正是行為人自己，自己提供自

己犯罪意識是理所當然的，行為人自己提供自己犯罪意識並不足以獨立於正犯行

為之外另行處罰。因此，我們可以說教唆必然是對於教唆者以外之人為之，自己

對自己教唆不可能存在，或者應該說自己提供自己犯罪意識本來就是應該的。同

理，教唆他人教唆自己或者幫助他人教唆自己，對於正犯的作用同樣是在於犯意

的提供，要在自己沒有形成犯意的情形下教唆他人提供自己犯意，或者在自己沒

有形成犯意的情形下幫助他人提供自己犯意，也都是實際上無法想像的情況44。

而幫助行為指的是對正犯為有利於構成要件實現的行為，自己使自己有利於實現

構成要件行為的情形也是理所當然的，既稱不上幫助行為，也不足以作為獨立評

價的根據。幫助他人幫助自己，教唆他人幫助自己，對於正犯所發揮的加功作用，

同樣是有利於正犯實現構成要件行為，對於正犯本身而言也是理所當然的，難以

                                                 
43 Jescheck/Weigend, AT, 5. Aufl., 1996, S. 685 f. 
44 教唆幫助究竟成立教唆犯或幫助犯，學說上仍有爭議，詳見許玉秀，間接幫助犯，收錄於刑
法的問題與對策，1999，頁 16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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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這樣的情形必須從正犯行為當中抽離出來獨立評價，也因此幫助行為不可能

存在於正犯自己身上。 

退萬步言，姑且不論行為人可否自己教唆自己或自己幫助自己，可以確定的

是，凡是幫助或教唆必然有一個正犯對象，幫助行為必定是對於一個已經形成犯

意之人，提供有利於實現構成要件行為的助力，教唆行為必定是對於一個尚未形

成犯意之人，提供一個侵害法益的念頭。假設行為人甲已經形成要找仇家乙尋仇

的犯意，那麼此時甲要如何再提供自己或者要求別人提供自己一個殺害乙的犯

意？或者甲決定以武士刀殺害乙，那麼當甲為自己的殺人行為去購買武士刀時，

可能是一個預備殺人的行為，又如何能稱的上是一個幫助行為？如果甲根本沒有

形成殺乙的犯意，那麼甲又要如何提供自己一個殺人的犯意？或者在尚未形成犯

意的情形下，甲去購買武士刀，又如何能認為這是一個自己便利自己殺人的幫助

行為？ 

從上述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所謂的「共犯從屬性」原則，指的必然是從屬

於共犯以外的正犯，如果共犯本身就是正犯，那麼共犯只能從屬於自己，從屬於

自己的共犯不可能存在。這樣的觀點即便是以區分正犯與共犯的二元理論為基

礎，也應該得到相同的結論，因為在同一個正犯行為之下，共犯與正犯的概念應

該是互斥的，行為人不可能既是正犯又是共犯，否則正犯與共犯就沒什麼好區分

的了。既然共犯的不法內涵是由正犯的不法內涵推導而來，共犯的不法決定於正

犯的不法，那麼一個已經是正犯的人就不可能再被當成共犯，否則共犯的不法如

何能決定於正犯的不法？基於相同的理由，當共犯加入成為共同正犯的時候，則

因為共同正犯仍不失為「正犯」，自己的共犯行為不可能從屬於自己的共同正犯

行為，原本的從屬關係將因為後來正犯行為的介入而遭到破壞，之前的幫助或教

唆行為因為喪失從屬性的關係已經無從處罰，這種情況之下行為人根本就不可能

是共犯，而是道道地地的正犯，因此可以確定的是，不論是教唆或是幫助的行為，

都只能因為他人的正犯的構成要件行為存在而受到評價，對於刑法第二十九條及

第三十條第一項的「他人」應該做限縮解釋，換句話說，這個「他人」必須是共

同正犯以外的他人。「如果」我們貫徹通說對於共犯採取從屬性的觀點，那麼當

行為人對同一個正犯行為既有幫助或教唆行為，其後又有正犯行為時，先前的幫

助或教唆行為無法被獨立評價，能被評價的對象只限於評價最後的正犯行為而

已，原本的教唆或幫助行為已經不再是刑法上的行為，它們和正犯行為之間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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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也不是，對於這種同一正犯行為的數種不同加功形態的共犯競合，只會因為

最後的正犯行為成立單純一罪。 

最後，比較可以讓人質疑的是，如果接受本文上述的看法，則原本的教唆行

為或幫助行為要如何處理？事實上教唆或幫助的目的本來即在於促使或便利正

犯實現構成要件行為，當共犯加入同一構成要件行為成為共同正犯時，將會透過

原本自己所促成或便利的正犯行為而被歸責，換句話說，原本教唆或幫助行為的

效果會透過其他共同正犯的行為持續作用，共犯藉由加入成為共同正犯的過程，

也分享了這個侵害法益的持續作用，因此表面上來看，原本存在的教唆或幫助行

為雖然因為共犯加入成為共同正犯，致使從屬關係遭到破壞而成為無法被刑法評

價的行為，但是嚴格說起來，原本的教唆或幫助行為並不是被放棄了，只不過是

從其他共同正犯的身上獲得歸責而已，換句話說，評價了後面的正犯行為就已經

包括了前面的教唆或幫助行為，之前的教唆或幫助行為在存在層面上的確曾經存

在，只不過在評價結構上我們可以將之忽視或者當成已經消滅。 

到目前為止所討論的共犯競合的形態在結論上雖然也是論以單純一罪，但卻

不是因為犯意變更所導致的結果。因為自己教唆自己跟自己幫助自己不是獨立的

犯罪，稱不上「犯意」，既沒有犯意則不可能有所謂的變更，它之所以被論以單

純一罪，是因為只有唯一的正犯行為是可以評價的，這是一個新生成的犯意，教

唆或幫助行為必然限於對他人為之，而這個他人除了必須是教唆者及幫助者以外

之人之外，還必須限於教唆或幫助者本身非共同正犯的情形。本文因此認為在同

一正犯構成要件之下，不可能存在幫助犯變正犯或者教唆犯變正犯的犯意變更的

情形，自己教唆自己或自己幫助自己的行為根本不是共犯行為，而是正犯利於自

己實現構成要件的行為，不生競合問題、不生數罪問題，這種形態的共犯競合既

沒有犯意變更的可能，也沒有討論競合的必要。簡單的說，這裡並不是共犯變成

正犯的犯意，所以只論以一個正犯的犯意，而成立單純一罪 

 

二、非同一正犯行為之下的共犯競合 

 

在討論非同一正犯行為之下的共犯競合之前，讓我們先看看下面三個例子： 

【例1】 單獨正犯與教唆未遂競合 

甲教唆乙殺人，乙未形成殺人的犯意，或者乙尚未著手實行，或著乙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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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實行但未遂，甲因此又自為殺人行為。 

【例2】 單獨正犯與幫助未遂 

甲送乙萬能鑰匙一把供乙行竊丙宅，乙並未行竊丙宅，或者乙未使用萬

能鑰匙侵入丙宅，甲則逕自行竊丙宅。 

【例3】 單獨正犯與教唆或幫助既遂 

甲教唆或幫助乙行竊丙宅，甲自己又另行實施竊盜丙宅的正犯行為。 

 

(一).國內學說見解介紹 

 

國內有學說見解認為45，在【例 1】的情形依我國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

甲都成立教唆未遂罪。甲如逕而自行實施正犯行為，因為前面的教唆行為是對乙

的加功行為，甲的加功行為和正犯行為是對兩個不同構成要件行為的實施，一個

是正犯行為，一個是教唆的加功行為，應該成立數罪。【例 2】的情形則因甲的

幫助行為因為正犯行為不存在而無所附麗，甲只成立一個竊盜罪的正犯。如果乙

未使用萬能鑰匙侵入丙宅，則甲的行為為無效的幫助，無效幫助是否成立幫助犯

向有爭議，如果幫助行為對於正犯行為結果需有因果關係，則甲不成立幫助犯，

只會因為自己的正犯行為成立竊盜正犯，並沒有共犯競合的情形，如果認為幫助

行為與正犯行為結果間無須因果關係，則甲成立幫助犯，甲因此成立數罪。至於

【例 3】的情形，則因為甲對乙的加功已可構成竊盜罪，甲自己又另外再犯一罪，

也應構成數罪。 

 

(二).共犯與正犯間的犯意變更－本文的協同意見 

 

    如前所述，共犯與正犯之間的區分標準為犯罪支配的有無，在犯罪支配這一

點上並不符合部分同一關係的要求，共犯與正犯間當然因此也就欠缺變更的基

礎。不過與前述情形所不同的是，在非同一正犯行為之下的共犯競合類型中，行

為人於教唆或幫助之後所實施的構成要件行為，並非同一正犯的構成要件行為，

原本共犯的從屬關係不致因為後來的正犯行為遭到破壞，這也同時表示了之前的

教唆或幫助行為具有被獨立評價的可能，也由於後來的正犯行為不在犯意可能變

                                                 
45 許玉秀，共犯的競合，收錄於刑法的問題與對策，1999，頁 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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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的範圍之內，而必須論以另行起意的一個新的行為，前後兩個行為相加的結

果，結論上當然是論以數罪。因此不論是【例 1】、【例 2】或【例 3】的情形，

都應該以數罪論處。 

 

(三).幫助與教唆之間的犯意變更 

 

【例4】 甲女持武士刀一把，希望乙男以此武士刀殺害甲女之男友丙男，乙為搏

得甲女歡欣並除去情敵，遂應允殺丙。 

 

1.實務見解與學說觀點 

 

行為人如果對同一正犯行為既有幫助又有教唆行為時，實務見解均認為論以

教唆犯即可，至於為什麼只論以教唆罪即可，實務見解也是一本初衷的使用「萬

能的吸收」處理，例如「姦夫購砒交由姦婦下毒麵餅中毒死本夫… … 如姦婦原無

殺死本夫之意，因姦夫之一再教唆，又復送給砒霜，始行下手，則姦夫教唆於前，

幫助於後，幫助行為應為教唆行為所吸收… … 」46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實務

這種處理方式在前文已經有所檢討，於此不再贅述。倒是國內有學者為實務對此

問題向來所採取的觀點提出理由，論者認為47：「教唆與幫助行為基本上是兩個

不相容的行為態樣，但是提供正犯犯罪意思進而提供協助，也是為了實踐自己所

製造出來的犯罪意思，教唆之後的幫助與教唆的加功方向是相同的，如果沒有透

過教唆製造一個形成犯罪意思的人，幫助行為將無所附麗。在教唆犯（按：似為

正犯之誤植）尚未形成犯意時，幫助行為極可能是教唆行為的一部分，例如同時

提供毒藥促進犯罪決意，在教唆犯（按：似為正犯之誤植）已形成犯意時，幫助

行為則是加強教唆行為成果的加功行為，因此傳統實務和學說未加以說明為什麼

幫助是比教唆輕微的形態，固然只是一種直覺，卻不是不能找到學理依據的直

覺，論以教唆的確可以包含幫助」。依此觀點，則在【例 4】的情形，甲只須論

以教唆殺人一罪即為已足。 

 

                                                 
46 最高法院 22上 842號判例參照。 
47 許玉秀，共犯的競合，收錄於刑法的問題與對策，1999，頁 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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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文觀點 

 

在共犯從屬性原則之下，教唆犯與幫助犯雖然同樣從屬於正犯而泛稱為共

犯，不過的確是兩種不相容的行為態樣，其實也就是手段上不相容的態樣，教唆

行為是對一個尚未產生犯意之人提供犯意的行為，幫助行為是對一個已經產生犯

意的人提供便利實現構成要件的行為，換句話說，正犯是否已經形成犯意，是據

以區分教唆行為和幫助行為的界線。實務見解認為：「刑法上之教唆犯，以對於

本無犯罪意思之人，唆令決意實施犯罪，為其本質。如對於已經決意犯罪之人，

以幫助之意思，資以物質上或精神上之助力，而助成其犯罪之實施者，不過成立

從犯，固無教唆之可言48」，就這一點而言實務的理解應該是正確的。不過，也

正是因為這個存在構造上的差異，造成教唆與幫助行為之間欠缺部分同一性的要

求，至於同樣具有從屬性的特色只不過是教唆犯與幫助犯在種概念上相同的部

分，不足以作為部分同一性的基礎，因此理論上來說教唆犯與幫助犯之間應該沒

有犯意變更論以一罪的可能才對，那麼依照這種情況來看，對於教唆行為和幫助

行為似乎都應該論以數罪才是，本文認為這個基本原則是正確的，但是仍應視具

體情況而定。 

    教唆行為是使被教唆人產生犯意，幫助行為是對於一個已經產生犯意的人提

供便利構成要件實現的行為，因此可以想像的一個結論是，幫助行為和教唆行為

不可能在同一個行為當中並存。如果嚴格貫徹幫助行為必須對已有犯意之人為之

的觀點，那麼在被教唆人尚未形成犯意之前的幫助行為，根本稱不上是一個幫助

行為，以【例 4】的情形為例，甲女提供武士刀給乙時，乙尚未形成殺丙的犯意，

這個提供武士刀的行為根本稱不上是一個刑法上的行為，甲只不過是以一個提供

武器的方式實現他教唆犯罪的目的，在這裡能夠被評價的，只有一個教唆行為而

已，只能成立單純一罪。 

至於教唆以後復行幫助的情形，論者雖然主張「當被教唆人已形成犯意時，

幫助行為就是加強教唆行為成果的加功行為」，不過這卻是採取目的性解釋才能

獲得的結論，這種忽略存在構造的解釋方式並不足以作為犯意變更部分同一的解

釋基礎，因此在教唆之後復行幫助同一正犯的情形，由於教唆行為與幫助行為在

                                                 
48 最高法院 24上 890號判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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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構造上欠缺部分同一關係的緣故，既有先前的教唆行為，後又有另外的幫助

行為，理應論以數罪。 

在這裡必須強調的是，教唆以後復為幫助的情形，和教唆、幫助以後復為正

犯的情形是不相同的。在同一正犯構成要件教唆、幫助以後復為正犯的情形，原

本教唆或幫助的行為因為共犯從屬性格遭到破壞的關係，教唆或幫助行為已經不

復存在，稱不上是犯意，所以也沒有犯意變更的可能，唯一能被非難的行為只有

一個正犯行為而已，並且原本教唆或幫助行為加功的效果，會透過教唆者或幫助

者加入正犯的構成要件行為之後共同分享，因此在評價上並不會有不足的嫌疑；

但是在教唆後復為幫助的情形時，原本教唆行為的從屬性格，不會受到後面幫助

行為的破壞，即便後來的幫助行為有加強先前教唆行為的效果，由於二者在手段

上欠缺部分同一性的關係，先前的教唆行為仍然可獨立於幫助行為之外而存在，

換句話說，評價先前的教唆行為並無法將幫助行為包括在內，我們沒有辦法把一

個既存的行為視而不見，因此論以數罪可能是合理的結論。 

 

 

第六節  加重、減輕構成要件之間的犯意變更 

 

 

刑法分則中加重減輕的構成要件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類型，一種是因為被害

人與行為人間所具有的特定身分關係所導致的加重減輕類型，例如刑法第二百七

十二條的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與第二百七十一條的普通殺人罪的情形；另一種是

因為行為時的特殊情狀所導致的加重減輕類型，例如第三百二十一條的加重竊盜

罪與第三百二十條的普通竊盜罪的情形，以下本文即以此二種類型作為基礎分別

論述。 

 

一、身分關係的加重減輕類型 

 

在同種法益之下，據以區分不同基本犯罪類型的標準固然是行為手段，但是

在以分身關係作為區分基本犯罪類型與加重類型加重減輕構成要件之間，據以分

別二者的標準則是身分關係的有無，這種身分關係是客觀上本即具備的，理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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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不會因為行為人主觀犯意的變更而隨之變化，但是在極少數的情況下卻不是

完全不可能的。 

【例1】 某甲為謀繼承其父乙的龐大遺產，遂埋伏於乙每日散步必經之路，準備

趁乙不注意時持刀砍殺，某日甲藏匿於樹叢之中等待乙經過，忽見遠方

有一老人緩步行來，但由於黃昏時分視線不佳，甲未及辨識清楚即持刀

跳出樹叢砍殺獨行老人，怎料被砍之人大聲呼救，甲聽聲辨人才發現被

砍的對象是甲的叔父丙，為免丙向乙告狀，遂決定一不做二不休，將丙

砍殺致死。 

 

依照本文對於犯意變更所設定的檢驗標準，是否能夠成立犯意變更的主要判

斷標準，在於據以區分自己和其他構成要件的標準上，是否具有部分同一關係而

定。直系血親尊親屬的身分是客觀上存在的，這個客觀上所具備的身分關係，正

是據以區分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與百七十二條的標準，如果從行為人在殺人時所

使用的手段觀察，我們顯然無法知道第二百七十二條與二百七十一條有什麼不同

之處。也由於這種客觀身分是一種有無的關係，不是或多或少的關係，刑法上不

可能承認一種有一點像直系血親尊親屬、又有一點不太像直系血親尊親屬的身分

關係存在，因此，在【例 1】的情形，甲著手於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的構成要件

行為之後，轉變為二百七十一條的故意時，不能論以犯意變更，反而應該成立一

個殺直系血親尊親屬未遂與一個殺人既遂的數罪並罰。 

於此必須提醒的是，這裡的結論和犯意變更的第二層限制，亦即不法內涵的

高低是沒有關係的，因為不法內涵的高低是第二個決定的標準，之所以必須以低

度不法內涵變更到高度不法內涵的行為為限，主要是基於充分評價的要求使然，

要討論第二個限制標準之前，必須以符合第一個限制的標準為前提。而在【例 1】

的情形中，二百七十一條和二百七十二條在區分的標準上本身就欠缺部分同一關

係，同樣的殺人手段在此處只是種概念的部分同一關係而已，這種種概念的部分

同一關係不足以作為犯意變更所要求的「部分同一」。簡單的說，在二百七十二

條與二百七十一條的類型根本欠缺部分同一關係的要求，自然不需考慮到不法內

涵高低的問題。也因此，在與【例 1】相反的情形中，即便是行為人著手於普通

殺人罪的構成要件行為之後，於行為中發現被害人具有直系血親尊親屬的身分，

進而轉變為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的犯意時，同樣無法因為後者的不法內涵高於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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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而論以一罪的犯意變更，此時合理的結論仍然是一個普通殺人未遂與一個

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既遂的數罪並罰。 

 

二、行為時特殊情狀的加重減輕類型 

 

這種類型的加重減輕構成要件理論上不可能產生犯意變更的情形，因為這種

客觀情況不可能隨著行為人主觀犯意的變化而受到影響，可以想像的例子如下： 

【例2】 行為人甲於忠孝東路街頭見乙女珠光寶氣，一派有錢人架勢，遂打定主

意竊取乙女皮包中的現金，並且一路尾隨乙女至捷運車站，趁著人潮擁

擠時行竊得逞。 

 

於上述的例子中，甲雖然於街頭即已形成竊盜的犯意，並且尾隨乙女，不過

此時尚未達到著手的時點，換句話說，甲此時的犯意不是行為時的犯意，當甲於

捷運車站下手行竊的同時，此際主觀上的犯意才是著手以後，屬於刑法應該評價

的犯意，而且是一個加重竊盜行為的犯意，因此能成立的只有第三百二十一條的

加重竊盜行為，無所謂從普通竊盜變更為加重竊盜的情形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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