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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間接幫助犯    

第一節  幫助幫助犯 

 

第一項  概說 

 

幫助幫助犯(如下列圖示)稱間接幫助犯或稱間接從犯(Mittelbare 

Beihilfe)274，又稱連續幫助或輾轉幫助275或連鎖幫助276或廣義從犯277，即被幫助

者非正犯而係從犯之情形，屬間接共犯(有學者將「間接共犯」稱「共犯之共犯278」)

之形態。以下列圖示為例乙幫助丙竊取丁所有之物品時，甲對乙之幫助行為再予

幫助，丙為實施之正犯，乙為直接幫助犯(即所謂幫助犯)，甲為幫助幫助犯。 

 

圖示 

甲    →      乙   →   丙(正犯)   →    丁(被害人) 

  幫助         幫助 

 

有認刑法間接正犯係指利用無犯罪故意、無違法性或無責任能力之人為利用

工具(道具)以實施犯罪，故認「間接從犯」，係指利用無責任能力或無故意之人

                                                 
274 另有學者認間接幫助犯(從犯)，係指利用無責任能力或無故意之人幫助他人犯罪之情形，參

鄭健才，前揭書，刑法總論，頁 229。 
275 甘添貴、謝庭晃，前揭書，捷徑刑法總論，頁 284。 
276 蘇俊雄，前揭書，刑法總論Ⅱ(犯罪總論)，頁 457。 
277 施茂林、劉清景、林崑城、張傳栗合編，刑法總則問題，宏律，七一年十月，頁 271。 
278 張麗卿，前揭書，頁 328；韓忠模，前揭書，頁 290-292；蘇俊雄，前揭書，頁 455-457；甘

添貴、謝庭晃，前揭書，捷徑刑法總論，頁 284-286；段重民，刑法總論，空中大學，九二年

八月，頁 406-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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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他人犯罪之情形而言，但幫助從犯係共犯之共犯問題，稱為間接從犯並不正

確279。日本學者團藤重光認「間接幫助」是相對「間接正犯」而言280。學者平野

龍一博士則認「間接幫助」一語，易生誤解，應稱「幫助之幫助」或「順次(sukzessiv)

幫助」281為宜。本文則因九十四年二月二日公布新修正刑法總則第三十條第一項

已將「從犯」改稱「幫助犯」，故本文不稱「間接從犯」，而以「間接幫助犯」

282或「幫助幫助犯」稱之。 

惟如甲基於幫助犯意，讓不知情之乙把刀送給殺人者丙之場合，則甲本身即

以間接正犯形式實行幫助犯，係為幫助犯283，非屬間接幫助犯284。各國大抵對於

直接幫助犯均有明文處罰，惟上列圖示間接幫助犯甲是否具有可罰性，其行為態

樣是否屬幫助行為而成立幫助犯？殆因外國及我國立法例因法無明文規定，致見

解紛歧，謹分別就比較法、我國之學說及實務見解予以論述。 

  

第二項  間接幫助與直接幫助、共同幫助之區別 

 

第一款  間接幫助與直接幫助之區別 

如上列圖示間接幫助犯甲係透過直接幫助犯乙與正犯發生犯罪之連結關

                                                 
279 鄭健才，前揭書，頁 229。 
280 團藤重光，刑法綱要總論，創文社，昭和五九年，頁 389；船山泰範，間接幫助，別冊ジュリ

スト，一九九七年四月，一四二期，頁 170。 
281 平野龍一，ぃわゆる間接幫助の可罰性，犯罪論の諸問題(上)總論，有斐閣，昭和五七年八

月，頁 179。 
282 日本學者原田保及船山泰範均使用「間接幫助犯」，參原田保，共犯─間接幫助，別冊ジュ

リスト，一六六期，二○○三年四月，頁 168-169 及船山泰範，間接幫助，別冊ジュリスト，

一九九七年四月，一四二期，頁 170-171。我國學者許玉秀亦使用「間接幫助犯」，刑法的

問題與對策，春風煦日，一九九九年八月，參頁 161。 
 
283 野村稔，前揭書，刑法總論，頁 427。 
284 團藤重光，前揭書，頁 389；大塚仁，前揭書，刑法概說(總論)，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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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直接幫助犯乙未透過第三者，係直接與正犯發生犯罪之連結關係，故間接幫

助犯與直接幫助犯之區別如下： 

（一）相同點： 

一、犯罪主體均屬幫助犯。 

二、如認間接幫助犯之行為態樣係屬幫助行為，具可罰性，為幫助犯，則間

接幫助犯與直接幫助犯及實行行為之正犯均依同一構成要件之法定刑處

斷。 

 

（二）相異點： 

一、是否與正犯直接發生犯罪之連結關係言：間接幫助犯透過直接共犯(即透

過第三者)與正犯發生關係，直接幫助犯則未透過他人而直接與正犯產生

關係。 

二、與正犯之關係言：間接幫助犯與正犯之關係，一般言較直接幫助犯為疏遠。 

三、實體法有無規定言：間接幫助犯係刑法理論及實務所主張，直接幫助犯則

為實體法第三十條規定之犯罪形態，比較法如德國刑法第二十七條、日本

刑法第六十二條、法國第一百二十一條之七等規定。  

 

第二款  間接幫助犯與共同幫助犯之區別 

間接幫助犯(幫助幫助犯)係透過直接幫助犯與正犯產生關係。共同幫助犯

係二人以上之共同實施幫助犯意幫助被幫助者(即正犯)實施犯罪285，故共同幫助

犯可以「直接幫助」或「間接幫助」之方式與正犯發生犯罪之連結關係，即可不

必透過第三者而直接幫助方式與正犯產生犯罪之連結關係，亦可以間接幫助方式

透過直接幫助犯與正犯發生犯罪之連結關係。 

                                                 
285 大谷實，前揭書，刑法講義總論，頁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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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犯係促成或便利正犯犯罪之實行，使正犯為違法行為之場合。共同幫

助者全部因物質或精神之影響力結合意思使正犯形成幫助犯罪之犯意，應負幫助

犯之責任，基於結合成一意思主體，如由其中一人使幫助犯形成幫助犯罪之意

思，全部幫助犯應負幫助犯之責任286。間接幫助犯與實行行為之正犯依同一構成

要件之法定刑處斷。故間接幫助犯與共同幫助犯之區別如下287： 

（一）相同點： 

一、犯罪主體均屬幫助犯。 

二、如認間接幫助犯具可罰性，為幫助犯，則間接幫助犯與共同幫助犯及實

行行為之正犯均依同一構成要件之法定刑處斷。 

 

（二）相異點： 

一、犯罪主體之人數：間接幫助犯可為一人或二人以上均可，人數不限；

共同幫助犯人數則至少應在二人以上。 

二、是否透過第三者與正犯產生犯罪之連結關係：間接幫助犯要透過直接

幫助犯與正犯發生犯罪之連結關係。共同幫助犯則不一定透過第三

者，可直接或透過他人之方式即透過直接幫助犯與正犯間發生犯罪之

連絡關係。 

三、幫助行為是否均可以直接或間接方式為之：共同幫助犯得以直接幫助

或間接幫助方式為之。間接幫助僅能以間接方式為之。 

  

第三項  比較法 

 

                                                 
286 莊子邦雄，刑法總論，青林書院，平成九年(西元一九九六年)，頁 450。 
287 日本如屬共同幫助犯則應引用刑法第六十一條，我國則因實務不承認共同幫助犯，故不必引

用刑法第二十八條。 



 83

第一款  德國 

德國刑法未明文規定幫助幫助犯是否應處罰，惟學者認幫助幫助犯係幫助

犯之一種形態288。實務見解(最高法院刑事判決錄五九卷第三九六頁)289並不因無

明文規定，而不處罰，且將幫助幫助犯認屬於正犯之幫助犯(BGH6,361;8,137)290。 

 

第二款  日本 

日本刑法第六十一條第二項明文規定教唆教唆犯(即間接教唆犯)，係教唆

犯一種，但對幫助幫助犯則未有明文規定，因此幫助幫助犯是否具有可罰性，致

衍生爭議，主要有下列肯定、否定二說？謹就學說及實務見解分述如下：  

 

一、學者見解 

有下列肯定、否定二說： 

(一)、肯定說，認間接幫助犯具可罰性，為從犯，主要有下列七個理由： 

一、論理解釋：日本刑法第六十二條第二項僅規定教唆從犯依從犯論處，

對幫助幫助犯雖法無明文特別規定，依論理解釋之擴張解釋，應當作

為從犯對待，始合理291。 

二、幫助犯之處罰根據─因果共犯論：幫助犯之處罰根據在於使正犯之實

                                                 
288 引自，平野龍一，前揭文，ぃわゆる間接幫助の可罰性，頁 179。 
289 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頁 109。 
290 Vgl .Hans-Heinrich Jescheck&Thomas Weigend,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Allgemeiner  

Teil,5,   s 697,Duncker&Humblot,Berlin,1996; Martiz,   DriZ,1955,s299.，許玉秀，

前揭文，間接幫助犯，頁 163。 
291 木村龜二，前揭書，刑法總論，頁 424；青柳文雄，刑法通論Ｉ總論，頁 381；大谷實，前揭

書，頁 474；牧野英一，日本刑法上卷，頁 480；山中敬一，前揭書，刑法總論Ⅱ，頁 864；

前田雅英，前揭書，刑法總論講義，頁 437；莊子邦雄，前揭書，頁四五二；小野清一郎，

新訂刑法講義總論，昭和二五年，頁 213；井上正治，刑罰學(總則)，昭和二六年，頁 237；

山口厚，前揭書，頁二七三；泉二新態，日本刑法論(總論)，昭和二年，頁 709；柏木千秋，

刑法總論，昭和五七年，頁 299；小野清一郎、伊達秋雄、中野次雄、植松正，刑法，第三

版，有斐閣，西元一九九三年八月，頁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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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行為容易實施，不僅直接使正犯之實行行為易於實施之直接幫助，

即使是間接幫助亦是對正犯易於實施為助力，實質上亦是對正犯之實

行行為提供幫助，僅於充足該一要件即為已足，不問方式為直接幫助

或間接幫助，均是幫助犯之一種292，同是對正犯之實行行為提供幫助，

僅係直接與間接之差別，且理論上和連鎖教唆之可罰性應無不同293。

又間接幫助犯對惹起正犯構成要件該當事實及因果關係(因果共犯論)

言，有必要處罰294。 

三、共犯獨立性立場：採用共犯獨立性，間接幫助犯主觀上具惡性，故具

可罰性295。 

四、共犯從屬性：從屬性言，其幫助行為非對正犯之實行行為為幫助，且

幫助幫助犯雖非刑法第六十二條第一項幫助正犯之從犯，但依共犯從

屬性立論，間接幫助正犯之實行，考量幫助幫助犯之犯罪行為十分可

能存在，亦可成立從犯296。 

五、符合修正構成要件該當的實行行為：幫助犯係修正之構成要件，刑法

第六十二條法文曰「正犯」包括幫助犯在內，故間接幫助行為亦是符

合修正構成要件該當的實行行為，因此對幫助犯為幫助係屬幫助犯，

應予處罰297。間接幫助與間接教唆不同，為對正犯之實行間接幫助，

考量間接幫助犯理論及實務存在可能，此種間接幫助犯亦是有可能存

在，故間接幫助犯是可罰的298，因此否定說認間接幫助犯不具可罰性，

欠缺根據。但因間接幫助犯和正犯間之關係不明確，不應輕易認定間

                                                 
292 廖正豪譯，澤登俊雄，犯罪論（八）（九十三）再間接教唆犯，二八卷四期，七十三年八月，

頁 78。 
293 大谷實，前揭書，頁 474；內藤謙，刑法原理，岩波書店，西元一九九七年，頁 132。 
294 山口厚，前揭書，頁 273。 
295 此說理由之說明，請參照前田雅英，前揭書，頁 437；前田雅英，刑法演習講座，日本評論社, 

西元一九九八年三月，頁 120；船山泰範，前揭文，間接幫助，頁 171。 
296 此說理由之說明，請參照前田雅英，前揭書，頁 437。 
297 阿部純二，廖正豪譯，犯罪論（八）（九十五）間接幫助犯，二八卷四期，七十三年八月，

頁 78。 
298 木村光江，刑法，東京大學出版會, 西元一九九七年，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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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幫助犯，應持謹慎之態度299。 

六、對正犯之影響力：只要認識實行行為者犯罪之決意，透過幫助行為間

接地使正犯之實行行為容易實施之情形，應解為幫助犯300。是對正犯

之協助不分直接或間接幫助，即對正犯之幫助，縱使係間接的，亦可

成立從犯301。 

七、與教唆犯理論一貫性：教唆之方法不問直接或間接，即對正犯之教唆

不限於直接方法(方式)，間接方式(方法)亦可，故幫助幫助犯亦不應

分直接或間接方式，同理，均應予以處罰302。 

 

(二)、否定說，認間接幫助犯不具可罰性，主要有下列七個理由： 

一、 限縮解釋：刑法第六十二條規定幫助正犯者為幫助犯，解釋上幫助犯幫

助之對象應限於「正犯」，不包括「幫助犯」，即直接幫助之場合，並不

包括間接幫助303。 

二、 幫助對象及文義解釋言：幫助幫助犯其幫助對象係「幫助犯」而非「正

犯」，因刑法明文處罰幫助正犯之幫助犯，但對間接幫助犯(從犯之幫助)

並無明文處罰之規定，依文義解釋，因此不應處罰間接幫助犯，始符合刑

法規定之旨趣304。 

                                                 
299  大谷實，前揭書，頁 474。 
300 大谷實，前揭書，頁 474。 
301 小泉英一，刑法總論，昭和四八年，頁 208；佐藤司，刑法總論講義，信山社，平成一二年，

頁 167。 
302 平野龍一，刑法總論Ⅱ，有斐閣，昭和五四年，頁 352。 
303 朝倉京一，前揭書，頁 324。 
304 團藤重光，前揭書，頁 389；香川達夫，前揭書，刑法講義(總論)，頁 402；吉川經夫，刑法

總論，法律文化社，西元一九六三年，頁 264；川端博，刑法講義總論，頁 572；植松正，前

揭書，刑法概說Ｉ總論，頁 384；西原春夫，刑法總論，頁 354；野村稔，前揭書，頁 427；

曾根威彥，前揭書，刑法總論(增訂三版)，頁 293；佐久間修，刑法講義(總論)，成文堂，平

成九年，頁 383；佐伯千仞，前揭書，刑法講義(總論)，頁 364；森下忠，前揭書，刑法總論，

頁 232；鈴木茂嗣，前揭書，刑法總論(犯罪論)，頁 201；高窪貞人、奈良俊夫、石川才顯、

佐藤芳男等四人，刑法總論，頁 203，青林書院，西元一九九三年；西村克彥，前揭書，共犯

の類型，收錄氏著，共犯論序說，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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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罪刑法定原則，例外規定從嚴解釋：相對刑法對教唆犯及幫助犯均明文

規定處罰，對教唆教唆犯及教唆幫助犯二者例外規定是否處罰，法律明文

規定加以處罰，但對幫助幫助犯未有處罰之明文規定，依罪刑法定原則之

內容有關類推解釋之禁止及例外從嚴解釋，故應不具可罰性，而採否定

說，以保障人權305。 

四、 幫助行為言：幫助行為非幫助正犯對實行行為之幫助行為，故不是基本

構成要件內容的實行行為，故亦無承認幫助幫助犯之餘地，且幫助幫助犯

解釋為具可罰性，並無根據 306。 

五、 危險性小：處罰幫助幫助犯，如同處罰危險犯之危險犯，危險性甚小，

因此認間接幫助犯具可罰性，難認允當307。 

六、 可罰之價值言：因刑法上教唆與正犯是同等之可罰價值。從犯是正犯二

分之一之可罰價值(第六十一條、第六十三條)，理論上教唆幫助犯依第六

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依準從犯處罰，故係與從犯同一可罰價值，但幫助從犯

不過是從犯二分之一可罰價值(即間接幫助犯可罰價值為正犯之四分之

一)，故刑法對教唆從犯有特別規定處罰，但對間接幫助犯則沈默未予規

定，因其可罰價值小，不足成為刑法上之問題，例如可罰性較小之場合如

教唆犯或幫助犯係處罰拘役或罰金之罪，則教唆犯或幫助犯原則上不處

罰，可資佐證(第六十四條)。是刑法就幫助幫助犯因其可罰性太小，即較

教唆犯及從犯之情狀輕微，就現行法言，應解為不處罰，始符合刑法之旨

趣308。 

七、 有害法之安定性：無限地追及正犯背後之關係，從犯罪成立之範圍無限

定言309，有害法之安定性，如有處罰必要，應透過立法明定，但現行法尚

乏明文規定應否處罰間接幫助犯，又幫助犯之反社會性較小(第六十三條

                                                 
305 香川達夫，前揭書，頁 402；船山泰範，間接幫助，別冊ジュリスト，一九九七年四月，一四

二期，頁 171；福田平，刑法總論，四版，有斐閣，西元二○○四年十一月，頁 287。 
306 大谷實，前揭書，頁 474；大塚仁，前揭書，刑法概說(總論)，頁 213。 
307  野村稔，前揭書，頁 427。 
308 瀧川幸辰，犯罪論序說，有斐閣，昭和二二年，頁 249-250；西原春夫，刑法總論，頁 354。 
309 吉川經夫，前揭書，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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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照)， 解為不處罰始合於立法之意旨310。 

 

(二)實務見解 

實務判例對間接幫助是否具有可罰性，採肯定見解， 最早見於大審

院之判例(大判昭一○年二月十三日刑集一四卷八三四頁)311。較近案例則

為甲將色情猥褻畫面之錄影帶借與乙，預期乙或乙之友人會將該錄影帶

借與不特定人或多數人觀看，後乙轉借其友人丙，丙將該錄影帶公然陳

列。一審判決認乙為幫助犯，甲為正犯丙之直接幫助，控訴者(公訴人)

認為甲非正犯之直接幫助，判決有欠允當，但對判決結果無影響，因而

放棄上訴。但被告之辯護人則認甲為幫助幫助犯(即間接幫助)予以處

罰，違背憲法第三十一條罪刑法定主義為由，提起上訴。最高裁判所認

上訴無理由駁回，並認甲將色情猥褻畫面之錄影帶借與乙，預期乙或乙

之友人會將該錄影帶借與不特定人或多數人觀看，後乙轉借其友人丙，

丙將該錄影帶公然陳列與數十名人觀賞，丙係正犯，乙為丙之幫助犯，

甲係正犯丙之間接幫助犯，原判決認為成立從犯之判斷係妥適的。即使

介入知情之乙轉借猥褻錄影帶，甲之出借錄影帶原本就是不可缺少之援

助，換言之，甲之行為不僅單方幫助乙之行為，且幫助丙之實行行為(最

判昭四四．七．一七第一小法庭決定刑集二三．八．一○六一)312。 

 

前開判例雖認幫助(間接)幫助犯屬幫助犯，但對何以係幫助之行為

態樣，未詳細論述。大判大正四．三．一五刑錄二一．三○一則有較詳

細之說明，甲持手槍及子彈與乙，乙進而讓與丙，丙將之輸出，判例認

「所以處罰從犯，在於其使正犯更易犯罪之實行，故不問其幫助行為係

                                                 
310 西村克彥，共犯の類型，收錄氏著，共犯論序說，昭和三六年，法政大學，頁 103-104。 
311平野龍一，前揭文，ぃわゆる間接幫助の可罰性，頁 176 
312平野龍一，前揭文，ぃわゆる間接幫助の可罰性，頁 176；大塚仁，前揭書，刑法概說(總論)，，

頁 311；西田典之、山口厚、佐伯仁志，判例刑法總論(三版)，有斐閣，一九九八年三月，

頁 432；廖正豪譯，澤登俊雄，犯罪論（八）（九十三）再間接教唆犯，二八卷四期，七十

三年八月，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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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正犯行為為直接或間接幫助，均可成立，是苟知悉正犯之犯罪行為而

使其容易實行者，其間有因果關係存在，不因其幫助已否發生效果而有

所歧異，因此，對於正犯為間接幫助犯之行為按從犯規定予以處罰，應

屬相當313。此判決見解從幫助犯及幫助幫助犯與正犯之「因果關係」論述，

實屬的確。 

 

另相同實務見解有大判大正四．三．一五刑錄二一．三○一；大判

大一四．二．二○刑集四．七三；大判昭一○．二．一三刑集一四．八

三；大判昭一一．一一．一二刑集一五．一四三一等，其中大判昭一○．

二．一三刑集一四．八三．大判昭一一．一一．一二刑集一五．一四三

一．大判大一四．二、．二○刑集四．七三及東京高判昭三八．三二八

下集五．三＝四．一九二等判決均以因果關係之有無論述間接幫助犯314。

間接幫助犯依從犯之處罰，其理由在於不問直接幫助或間接幫助對正犯

之實行行為為幫助行為，只要使正犯容易實行上均有因果關係，故應成

立幫助犯（前述大判昭一○．二．一三刑集一四．八三．大判昭一一．

一一．一二刑集一五．一四三一．大判大一四．二．二○刑集四．七三）。

幫助幫助犯為幫助行為時，對正犯是誰並非必要知悉（前開大判昭一○．

二．一三刑集一四．八三）315 

 

第三款  大陸地區 

大陸地區刑法第二十九條僅明文規定處罰直接幫助犯，對間接幫助犯則乏明

文規定，故學者認為如依罪刑法定原則作為刑法之基本原則時，應當嚴格按照刑

                                                 
313團藤重光，註釋刑法２Ⅱ(總則三)，有斐閣，昭和四四年，頁 819。 
314 團藤重光，前揭書，頁 389-390；大塚仁，注解刑法，增補二版，青林書院，昭和五九年，頁

442。 
315 大塚仁，前揭書，注解刑法，頁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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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規定加以解釋，不應離開刑法之規定作無限擴大解釋，幫助幫助犯因法無明

文規定處罰，故應不具可罰性，始合理316。 

 

第四項  我國 

 

第一款  學說見解 

我國對幫助幫助犯是否處罰因乏明文規定，致學說有下列肯定、否定二說： 

(一) 肯定說：國內學說通說
317認間接幫助犯為幫助犯，具可罰性，

主要有下列四個理由： 

一、法文義解釋：現行法第三十條曰「幫助他人犯罪為幫助犯」，曰「幫

助『他人』」，非曰「幫助『正犯』」，其中「他人」，得解為非僅

指「正犯」而言，應包括「幫助犯之共犯」318，即幫助「幫助犯」(間

接幫助犯)亦含括在內。有謂所謂「他人犯罪」，應理解為教唆或幫助

他人使之成為具有構成要件該當、違法性及有責性之犯罪，但毋寧應

解為「教唆或幫助他人以犯罪者」，方能正確表達共犯者本身係屬犯

罪人的涵義，即條文上所謂教唆或幫助他人犯罪者，是指教唆犯罪或

幫助犯罪的共犯者本身，而非被教唆或幫助的正犯者，因為只有共犯

者的可罰性，始為刑法總則共犯規定重點，亦即刑法共犯規定是共犯

                                                 
316 馬克昌，比較刑法原理，武漢：武漢大學，西元二○○二年十月，頁 723。 
317 林山田，刑法通論（下），增訂八版，西元二○○二年十二月，頁 141；黃仲夫，刑法精義，

二○○五年三月，頁 194；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元照，二○○三年五月，頁 387；周治

平，刑法總論，台北：三民，民國五四年，頁 453；陳樸生，實用刑法，台北：三民，六二年

一月，頁 182；鄭健才，前揭書，頁二三四；褚劍鴻，刑法總則論, 台北：三民，民國七十八

年，頁 285、288；高仰止，前揭書，頁 419；梁恆昌，刑法總論，台北：三民，民國七十五年，

頁 156；楊大器，刑法總則釋論，大中國，十八版，八七年三月，頁 217；林錫湖，前揭書，

頁 425；柯慶賢，刑法專題研究，台北：三民，八七年三月，頁 195、205；王吉玫，共犯之研

究，法律評論，三五卷五期，一九六九年五月，頁 10。 
318 楊建華，前揭書，頁 262；甘添貴、謝庭晃，前揭書，頁 284；孫德耕，前揭書，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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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犯罪規定，而非正犯者之犯罪規定。綜上述，法文中之「他人犯

罪」，只是強調藉由實施構成要件之正犯行為，方能穩固共犯行為與

分則構成要件之聯繫性，而不具有決定共犯不法之意義。是「他人犯

罪」，只要理解為該當不法構成要件（至少未遂）就已足夠，至於正

犯本身行為是否具有違法性、罪責與共犯之成立無關319。 

二、對正犯之助力加工性質言：幫助幫助犯在刑法上如何評價，應視此

形態對正犯之作用力如何而定，幫助行為只要促成或便利正犯犯罪

之實現，其方法究為間接幫助，或為直接幫助並無關係，間接幫助

雖是對他人之幫助行為(即指幫助犯)予以幫助，對正犯而言，都屬

於概括、整體幫助行為之一環，最後仍是有助於正犯犯罪之實現，

因此對正犯之助力加功性質言，幫助幫助犯本質原屬幫助行為，為

幫助犯320，即幫助方式不論直接或間接，依刑法第三十條「幫助他

人犯罪者為從犯」之規定，均有助於正犯犯罪，僅其幫助方法係直

接或間接而已，是間接幫助犯可直接論以幫助犯321。 

三、共犯從屬性及本質言：幫助犯加工於幫助犯，間接幫助犯仍應從屬

正犯，故本質屬幫助犯322，應以正犯為成立要件，若無正犯存在，

無由成立幫助犯，屬刑法不加處罰之行為323，故仍應以正犯犯罪為

必要。刑法第三十條第二項只規定「從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

輕之」，足見刑法從犯無幫助犯，只有正犯存在前提下(即正犯構

                                                 
319 許澤天，共犯之處罰基礎與界線，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一九九八年六月，

頁99-100、128。 

 
 
320 蔡墩銘，刑法精義，頁 365；陳樸生，前揭書，頁一八二；許玉秀，前揭文，間接幫助犯，收

錄氏著，刑法的問題與對策，頁 166。 
321 黃榮堅，前揭書，頁 387；甘添貴、謝庭晃，前揭書，頁 284；劉清景、施茂林等著，前揭書，

頁 271。 
322 鄭逸哲，刑事法學及其方法(一)法學三段論法下的刑法與刑法基本句型，瑞興，二○○三年

九月增修二版，頁 373、375。  
323 陳樸生，前揭書，頁一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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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犯罪為成立要件)始有從犯324，且其行為既遂，仍以正犯之實行

行為準325，故如前例乙幫助丙竊取物品時，甲對乙之幫助行為再予

幫助，則間接幫助犯甲及幫助犯乙均為正犯丙之從犯，不能論甲為

從犯乙之從犯。 

四、因果關係(共犯因果論)言：幫助幫助犯，刑法雖未明文規定處罰，

然不可視為不罰，蓋就其使正犯容易犯罪及與結果間之因果關係而

論，間接幫助犯(間接從犯)與直接幫助犯(直接從犯)殊無區別必要

326。 

 

(二) 否定說，認幫助幫助犯，不具可罰性，主要有下列四個理由： 

一、文義解釋：幫助幫助犯之幫助對象並非對「正犯」，而係「幫助犯」，

且幫助幫助犯係對從犯為幫助行為，而非對正犯為幫助行為，且幫

助犯他人犯罪之幫助犯，假使所謂他人犯罪，亦包括他人實施犯

罪、教唆犯罪及幫助犯罪之各種情形而言，則所謂幫助犯者，不其

竟有教唆犯之從犯及從犯之從犯與正犯之從犯鼎立乎，於義殊有未

妥，且以幫助幫助犯與教唆教唆犯對照言之，教唆教唆犯之所應處

罰者，因其係犯意之創造者。教唆之順序雖先，而惡性之深無異也。

幫助幫助犯不過間接予以助力而已，層遞愈遠，距離愈遠，其助力

及於犯罪之結果發生亦愈微，如間接幫助犯亦認係從犯，則株連無

己，於法理嫌其太苛，於社會慮其滋擾，與現代刑事政策之本旨不

相符合，故不應處罰327。 

二、法歷史解釋(立法沿革)言，暫行新刑律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幫

助從犯者，準從犯論。」即幫助從犯亦是從犯之從犯，舊刑法刪除，

                                                 
324 蘇俊雄，前揭書，頁四五七；梁恆昌，前揭書，頁一五六；張灝，中國刑法之理論及實用，

台北：三民，六九年，頁 249。 
325 陳樸生，前揭書，頁 182。 
326 周冶平，前揭書，頁 453；趙琛，刑法總論，十五版，七一年十月，頁 136-137。 
327 潘恩培，刑法實用，四三年，頁 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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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刑法亦無此一規定，足證立法係有意排除幫助幫助犯為幫助

犯。惟理論上應有從犯的從犯，不過從犯既是從屬犯，從屬犯又有

從屬犯，如無法律明文規定，應予以否定其可罰性328。 

三、違罪刑法定原則： 按幫助幫助犯，理論上依主觀說當然成立共犯，

惟我國刑法上因其情形特殊，尚不能認成立共犯，因刑法對於從犯

認其有從屬性，故關於幫助幫助犯，無準用共犯之規定或準共犯(教

唆或幫助)之處罰，即不得加以處罰，此觀刑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

定從犯處罰之標準，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不曰「得按其所

幫助之罪減輕其刑」，可知從犯係對於正犯而言，幫助幫助犯罪僅

係幫助「幫助犯」實施犯罪之意，而非幫助「正犯」實施犯罪，故

應否認間接幫助犯為從犯 329。 

四、處罰範圍過廣：共犯之處罰，範圍不宜過廣，以免株連不已，按幫

助幫助犯，較之教唆教唆犯及幫助之教唆，對於犯罪之關係，尤為

疏遠，不僅無處罰之必要，且罰之恐易滋紛擾，暫行新刑律雖有處

罰幫助幫助犯之明文規定，舊刑法加以刪除，現行刑法亦無如暫行

新刑律之規定，應解為同此旨趣，不具可罰性330。 

 

第二款  實務見解 

實務見解採肯定說，並認幫助(間接)幫助犯具可罰性，以正犯成立犯罪為成

立要件，即認間接幫助犯係正犯之從犯，而非屬從犯之從犯，最高法院二十八年

七月二十五日總會決議 (三)「教唆之幫助與幫助之教唆及幫助之幫助，均屬犯

罪之幫助行為，仍以正犯構成犯罪為成立要件。」即揭示此旨。又上述實務見解

採嚴格從屬形式，認為幫助犯之成立係以被幫助者具有構成要件該當、違法性、

                                                 
328 胡長清，中國刑法總論，大東，四二年八月，頁 103。 
329 韓忠模，前揭書，頁 291-292。 
330 韓忠模，前揭書，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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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責性為必要，惜幫助幫助犯之行為態樣為幫助行為及何以具可罰性之理由根據

為何，實務未充分說明331。 

 

第三款  本文見解     

本文贊同幫助幫助犯之行為態樣為幫助行為，應依幫助犯論處，主要有下列

八個理由： 

一、理論言：幫助幫助犯與直接幫助犯，同屬對正犯之幫助：間接幫助實與

直接幫助同係對正犯之幫助，只要有助於正犯犯罪，應可論以幫助犯，

並不因直接或間接方式(方法)而有異。 

二、法文義詮釋：解現行法第三十條第一項曰「幫助他人犯罪為幫助犯」，

非曰幫助「正犯」，而曰幫助「他人」，法文中「他人」，得解為被幫

助犯非僅指「正犯」而言，應包括「幫助犯」在內。 

三、使正犯之實行行為易於實施：幫助犯之處罰根據在於使正犯之實行行為

容易實施，不僅直接使正犯之實行行為易於實施之直接幫助，即使是間

接幫助亦是對正犯易於實施為助力，實質上亦是對正犯之實行行為提供

幫助，故應亦是幫助犯之一種。況現行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後段曰「雖他

人不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即承認片面幫助犯，同理，正犯對間接幫

助者可能不知情，但依片面幫助犯之法理，同樣係使正犯之實行行為易

於實施，應屬幫助行為，而成立幫助犯。  

四、 因果關係(共犯處罰根據之因果共犯論)：幫助幫助犯與直接幫助犯同是

對正犯之實行行為提供幫助，並使正犯犯罪獲得便利，且其與結果間之

因果關係而論，直接幫助與間接幫助殊無區別必要332，蓋就因果關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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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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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元照，2005年 4 月，頁 191。 
332 周治平，前揭書，頁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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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以觀，對正犯之幫助行為，精神幫助可能正犯感受未如物質幫助，

但無論係精神幫助或物質幫助，通說咸認係屬幫助行為，而成立幫助犯。

同理，直接幫助或間接幫助均係對正犯之幫助行為，不能無罰，即一切

幫助犯，不問其形態如何，皆應處罰，始合理333。 

五、我國實務最高法院決議採此說。 

六、外國法支持：日本實務、德國通說及實務見解、瑞士學者及實務咸認間

接幫助犯為幫助犯334。 

七、法歷史解釋(立法沿革)：暫行新刑律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幫助從犯

者，準從犯論。」足可佐證幫助幫助犯係屬從犯。台灣刑事法學會所提

出之刑法總則版本第三十條第三項「教唆幫助犯或幫助幫助犯者，以幫

助犯論」，後因法務部與台灣刑事法學會學者協商會議時，有不同意見，

法務部認「幫助幫助犯者，以幫助犯論」，此部分以幫助犯之理論應可解

決，無庸贅列，益可佐證幫助幫助犯縱無明文處罰規定，亦應具可罰性335。 

八、間接幫助犯從共犯獨立性言，係可罰的；以共犯從屬性言，幫助行為雖

非對實行行為為幫助，幫助對象係「幫助犯」，而非「正犯」，但間接

幫助係幫助「幫助犯」，理論上仍可能存在，故間接幫助犯依幫助犯處

罰，堪認允當336。 

            

第五項  間接幫助犯有無構成雙重減輕事由 

 

                                                 
333 蔡墩銘，前揭書，唐律與近代刑事立法之比較研究，頁 220-231。 
334 許玉秀，前揭文，頁 164。 
335 行政院審查「中華民國刑法總則修正草案」暨「中華民國刑法施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法務部，九十二年二月，頁 38。 
336 前田雅英，前揭書，頁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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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比較法 

德國學說337及實務界338對於間接幫助犯處罰，皆認為不因間接幫助犯係透過

直接幫助犯而與正犯發生犯罪之連結關係，而應雙重減輕(doppelte 

Herabsetzung  des  Strafrahmens)，即與直接幫助犯不必有別339。德國曾有學

者主張對順次幫助在法律上應減輕二次340。日本有學者認就法言，對正犯之順次

幫助，無須雙重減輕，法律上減輕一次即可341。 瑞士有學者主張間接幫助犯應

雙重減輕342。  

 

第二款  我國學者見解 

有學者主張幫助幫助犯即使係對幫助犯之幫助，亦不得為二次減輕其刑，因

其係對正犯為幫助，而非對幫助犯為幫助343。 

 

第三款  本文見解 

本文認為間接幫助犯與直接幫助犯均屬幫助行為之形態，縱使間接幫助犯係

透過直接幫助犯與正犯發生犯罪之連結關係，亦不必雙重減輕，基於下列四個理

由： 

一、僅幫助方式有別：幫助（間接）幫助犯與直接幫助犯，僅幫助方法(式)

                                                 
337 Roxin,. Strafrecht：Allgemeiner teil，27Rn.61，München;Beck;1994；引自，青柳文雄，

前揭書，頁 385。 
338 RG14,318[320]; 23,300[3060 ] ;59,396. 
339 參， 引自，許玉秀，前揭文，間接幫助犯，頁 164。 
340平野龍一，前揭文，ぃわゆる間接幫助の可罰性，頁 179。 
341 平野龍一，前揭文，ぃわゆる間接幫助の可罰性，頁 179；植松正，新刑法教室Ｉ總論，二○

○四年十二月，頁 228。 
342 參，引自，許玉秀，前揭文，間接幫助犯，頁 164。 
343 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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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一為直接幫助犯，一為間接幫助犯，故不必雙重減輕。 

二、無法律依據：刑法第七十條規定「有二種以上刑之加重或減輕者，

遞加或遞減之」，如被告自首，且為未遂犯，依刑法第六十二條、

第二十五條規定均得減輕其刑，如同一被告合於該等規定之情形，

則雙重遞減。然直接幫助犯雖法有明文規定得減輕其刑，但幫助幫

助犯，非屬法律明文規定減輕其刑，是雙重減輕其刑並無法律依據。 

三、外國法支持：德國通說及實務見解，日本學者通說均採此見解。 

四、視具體個案減輕其刑即可：幫助幫助犯之犯罪情節及其他背景，與

直接幫助犯如無特殊情節差異，例均無前科(累犯)，原則上，幫助

幫助犯屬情節較輕微，自得視具體個案之情節酌量減輕其刑即可，

而不必雙重減輕其刑344。 

 

第六項  結論 

 

一、 幫助幫助犯部分：本文贊同幫助幫助犯並非二個獨立幫助犯之組合345或

混合346，係屬於幫助行為之一種行為態樣，具可罰性，主要基於法文義詮

釋、論理解釋、歷史解釋、實務見解、外國法制等理由。但幫助幫助犯是

否具可罰性，因法無明文規定，致學說紛歧。本文認為避免爭議，依罪刑

法定原則，如立法政策上認具可罰性，宜透過立法明定，而非委諸最高法

院決議，況該決議時間為民國二十八年，之後最高法院未見判例或判決闡

釋有關見解，該見解是否屬的論，容有審究必要。  

 

二、 幫助幫助犯有無構成雙重減輕事由部分：本文認為幫助幫助犯與直接幫

                                                 
344 許玉秀，前揭文，間接幫助犯，頁 169。 
345 蘇俊雄，前揭書，頁 457。 
346 鄭健才，前揭文，意外的共犯之共犯，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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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犯均屬幫助行為之形態，縱使間接幫助犯係透過直接幫助犯與正犯發生

犯罪之連結關係，因無法律依據，故不必雙重減輕。 

 

三、 幫助幫助犯如無雙重減輕其刑，則其刑度是否一定較直接幫助犯為輕：

本文認幫助幫助犯之犯罪情節與直接幫助犯如無特殊差異，一般言，可罰

性較直接幫助犯小，故其處罰較直接幫助犯為輕，但間接幫助犯仍有可能

較直接幫助犯之處罰為重者，如圖示之乙幫助丙殺丁，正思考以何方式提

供幫助時，間接幫助犯甲受託，代為購買大批軍火槍枝與乙，經乙轉交與

丙，此時，因槍枝為致命武器，如射中人體重要部分即斃命，則如無甲交

付槍枝，則丙未必能殺死丁，故此時直接幫助犯之作用力完全建立在間接

幫助犯甲之作用力之上，故幫助幫助犯甲雖較直接幫助犯乙與正犯犯罪之

關係為疏遠，但其犯罪之情節未必較直接幫助犯為輕347，即幫助幫助犯處

較直接幫助犯為重之處罰，容有可能，難謂違法。 

 

正犯如犯屬輕微之罪，法定刑為拘役或罰金，幫助幫助犯之可罰性

甚小，此時幫助幫助犯是否得不處罰？按我國刑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

「從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故正犯縱使係犯拘役、罰金之罪，

間接幫助犯依法亦應予以處罰。此與日本規定法定刑為拘留或罰金輕微

之罪，與教唆犯同，如無特別規定，就不處罰從犯(刑法第六十四條)，

二者規定明顯有別。 

四．幫助幫助犯之屬性及處罰與共犯獨立性與從屬性有無關連：從共犯從屬

性之立場而言，共犯之共犯無異從屬犯之從屬犯，則在從屬之外更有從

屬，於理殊有未通，且法理上非當然存在。又法無明文，故不應予以處

罰。唯有採共犯獨立性之觀點，共犯之共犯方得基於其行為自體成立犯

罪，無待法律準用共犯之明文規定348。國內有學者認幫助幫助之屬性和

                                                 
347許玉秀，前揭文，間接幫助犯，頁 168。  
348許玉秀，前揭文，間接幫助犯，頁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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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與共犯之從屬性或獨立性之立場無關349，蓋前開由從屬性之立場

著眼，解釋如無誤，則西德刑法上之共犯有其從屬性，同時又承認共犯

之共犯，即連鎖共犯之存在，豈非於法理有悖？其實，從屬之從屬，純

屬形式邏輯之推理，我刑法上不可能有此概念。教唆行為和幫助行為，

一如我國實務見解，乃是相對於正犯行為之形態。教唆犯係對正犯為教

唆行為之犯罪形態，幫助犯係對「正犯行為」為幫助行為之犯罪形態，

此種正犯和教唆犯、幫助犯存在構造上關係，乃是評價共犯獨立性或從

屬性之依據，係探討對正犯之造意和便利行為是否以正犯成立犯罪為必

要之前，首先應確定之問題。 

 

因此決定幫助幫助犯，或者幫助教唆犯、教唆幫助犯、教唆教唆犯，

宜先確認是否具可罰性，如不具可罰性，則該行為性質即無探討之必要；

反之，如具可罰性，則該行為究屬教唆行為抑或幫助行為，即具重要性，

次有確認行為形態之後，始有討論共犯獨立性或者從屬性之餘地。不能

反面思考，先從共犯獨立性或從屬性之立場，決定幫助幫助犯或幫助教

唆犯、教唆幫助犯、教唆教唆犯之性質，究係教唆犯或幫助犯350。蓋我

國大部份學者論述間接幫助犯或幫助教唆犯、教唆幫助犯、教唆教唆犯

是否具可罰性，往往由共犯從屬性或共犯獨立性立場著眼，應非的論。

是前開學者認首就幫助幫助犯是否具可罰性加以探討，如具可罰性，始

就該行為形態屬幫助行為或教唆行為論以教唆犯或幫助犯，實頗具參考

價值。 

 

 

                                                 
349許玉秀，前揭文，間接幫助犯，頁 164-165。  
350 許玉秀，前揭文，間接幫助犯，頁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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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唆幫助犯  

 

第一項  概說 

 

教唆幫助犯(如下列圖示) ，教唆他人對正犯為幫助之行為，即指教唆沒有

幫助正犯犯意之人，使之幫助犯罪，進而對正犯之實行行為提供幫助行為351，亦

稱幫助犯之教唆犯或稱幫助之教唆352，或稱「準從犯」353，如丙竊取物品，乙以

幫助犯罪意思，參與構成要件之行為提供行竊工具，則丙為正犯，乙為幫助犯，

如乙提供行竊工具，非出於本意，係出於甲之教唆始生幫助犯意，則甲為教唆幫

助犯。 

 

甲      →          乙    →     丙 

教唆犯            幫助犯       正犯 

丙為正犯，乙為幫助犯，甲為教唆幫助犯      

教唆幫助犯首要探討是否具有可罰性，如不具可罰性，則毋庸討論究屬教唆

犯或幫助犯；反之，如具可罰性，則次要確認之問題為教唆幫助犯之行為態樣係

屬教唆行為或幫助行為，而分別論以教唆犯或幫助犯。 

以下從比較法及我國法分別探討教唆幫助犯是否具有可罰性，如具可罰性，

該如何處罰？ 

 

                                                 
351 大塚仁，前揭書，刑法概說(總論)，頁 301。 
352 張天權學者稱教唆幫助犯為準從犯，見氏著，中華民國刑法總論，四九年八月初版，頁 484。 
353 謝瑞智，前揭書，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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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比較法 

 

第一款  德國 

德國刑法未明文規定教唆幫助犯，惟實務並不因無明文規定而不處罰，學者

通說認其有可罰性354，且將教唆幫助犯(最高法院刑事判決錄五九卷第三九六

頁)355與幫助幫助犯、幫助教唆犯均認是屬於正犯之幫助犯(BGH6,361;8,137)，

且同屬系列幫助犯(Kettenbeihilfe)356。 

 

第二款  日本 

一  學說見解 

日本通說見解以刑法第六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教唆從犯者，按照從犯論處」，

因教唆從犯係法律明文規定為從犯，具可罰性357，其非自己直接實施幫助行為，

係利用成為規範障礙之人的行為，將其行為當作自己犯罪行為的場合，因此應當

作為為從犯處理358，且教唆犯係以正犯為教唆對象，故教唆從犯應論以從犯，而

非教唆犯359。從間接教唆處罰之共通理由，教唆從犯亦應加以處罰360。日本學者

木村龜二認日本刑法第六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教唆從犯準從犯論處，法文曰「教唆」

                                                 
354 香川達夫，共犯處罰的根據，成文堂，西元一九八八年，頁 43。 
355 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頁 109；佐藤司，刑法總論講義，信山社，平成一二年，

頁 163。 
356 Vgl .Hans-Heinrich Jescheck&Thomas Weigend, a.a.o. s 697,; Martiz,  a.a..o,s299. 
357中山研一，口述刑法總論，成文堂，二○○五年三月，頁 310；前田雅英，前揭書，刑法總論

講義，頁 437；佐藤司，前揭書，頁 163；小泉英一，刑法總論，昭和四八年，頁 197。 
358 野村稔，前揭書，頁 421；內藤謙，前揭書，頁 132；森下忠，前揭書，頁 232；佐藤司，前

揭書，頁 163。 
359 下村康正，前揭書，頁 121。 
360 香川達夫，前揭書，刑法講義(總論)，頁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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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尚無幫助意思者使其產生幫助決意，如上列圖示之丙擬殺丁，甲對沒有幫助

意思之乙教唆使其產生幫助犯意，甲使乙產生幫助犯意，對甲而言，只是自己的

幫助行為的手段，因此應為幫助犯361。 

二  實務見解 

實務見解對教唆從犯亦與實定法即刑法第六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同，認係從

犯。例如Ｂ欲殺甲，Ｃ建議Ａ贈送Ｂ酒錢，以強化Ｂ之殺人之殺意，Ｂ為正犯，

Ａ接受此一建議並實行，Ａ成立幫助犯，Ｃ成立殺人罪之幫助犯之教唆犯(大判

大七、一二、一六刑錄二四、一五四九)362，此種場合，如無Ｂ之殺人行為，Ａ

就不能成立，Ｃ為幫助犯之教唆犯亦不成立，因此幫助犯之教唆犯從屬於正犯行

為及其幫助犯363(大判大七、一二、一六刑錄二四、一五四九)。 

 

第三款  大陸地區 

教唆他人幫助正犯，與幫助正犯之實行行為相同，所以對教唆幫助犯，按照

從犯處罰，此由日本刑法第六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教唆他人幫助正犯犯罪，判處

從犯之刑罰」，惟有認教唆幫助犯之場合，儘管從創從犯罪與幫助犯罪者來看，

比較符合教唆犯之特徵，但是將它置於和實行犯之關係上，主觀上行為人有幫助

實行犯實行犯罪之故意，客觀上使幫助者產生幫助決意，只不過是行為人實現其

幫助故意之手段罷了，因此應論以幫助犯，可資佐證364。有謂教唆犯在共同正犯

犯罪作用中起次要作用，教唆他人幫助他人犯罪，或在教唆者之威嚇下接受教

唆，然後教唆他人犯罪的，應比照從犯處罰365。 

                                                 
361 木村龜二著，犯罪論的新構造(下)，有斐閣，一九六八，頁 372。 
362 大塚仁，前揭書，刑法概說(總論)，頁 301。 
363 大谷實，前揭書，頁 466；野村稔，前揭書，頁 421。 
364 馬克昌，前揭書，比較刑法原理，頁 722；劉淩梅，幫助犯研究，武漢大學，西元 2003年 7

月，頁 157。 
365 高銘暄主編，馬克昌副主編，中國刑法學，北京：人民大學，西元一九九四年二月，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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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我國 

 

第一款  學說見解 

甲教唆乙使之幫助丙實施竊取物品行為，甲為教唆幫助犯，即對沒有幫助正

犯之幫助犯乙，使其產生幫助正犯丙之決意，並實行幫助行為，惟學者對教唆幫

助犯(幫助犯之教唆犯)是否為從犯抑或教唆犯，見解不一，如何處罰，有下列二

說： 

 

(一)從犯說，此為通說見解，主要理由有下列七個理由： 

一、文義解釋：刑法第三十條所謂幫助他人犯罪，包括教唆幫助犯之情形在

內，但以正犯構成犯罪及其行為達於可罰之程度為成立要件366。又教唆「幫

助犯」，而非教唆「正犯」，故其性質或本質仍為從犯，處罰尚不失其從

屬性，正犯不成罪，從犯不能獨立處罰，因而教唆從犯之人，亦不能成立

犯罪367。蓋本法對教唆犯雖採獨立處罰主義，第二十九條日教唆他人犯罪

者，為教唆犯，必其所教唆者，為他人之實行或其延展行為。從犯係幫助

他人犯罪，並非實行行為之人，故幫助教唆犯，非屬教唆犯，乃從犯也368。 

二、論理解釋：教唆犯之可罰性雖獨立，處以所教唆之罪，然教唆從犯畢竟

尚為從犯，不能與教唆教唆犯罪相提並論369，依客觀說立場370，故如從犯

不成罪，教唆亦可免責，且依刑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只有正犯才有從

                                                 
366 孫德耕，刑法實用總則編，三民，五一年三月，頁 149 
367 孫德耕，前揭書，頁 149。 
368 陳樸生，前揭書，頁 180。 
369 鄭健才，前揭書，頁 235。 
370 蘇俊雄，前揭書，頁 456。 



 103

犯，所以教唆幫助犯仍應按從犯而非教唆犯處罰371。又教唆幫助犯在本法

並特別規定，則事實上教唆他人幫助，究應如何處罰，在採客觀說時代，

苟無特別規定，又不能依正犯處罰，固係解釋上極為困難之問題，本法因

採獨立主義之結果，依刑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教唆他人犯罪者為教唆犯」，

應屬教唆犯，然就教唆從犯之性質言，若就科刑而論，則依條第二項之規

定「教唆犯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之」，應依從犯之例處斷372，故處罰上尚

不失其從屬性，苟正犯不成立犯罪，從犯不能獨之處罰，因而教唆從犯之

人，亦不成犯罪，因教唆犯之可罰性，雖已獨立，處以所教唆之罪，然教

唆從犯畢竟尚為從犯，應依從犯之例處斷，從犯不成犯罪，教唆幫助犯亦

可免責373。 

三、對正犯之助力加工性質言：教唆幫助犯在刑法上如何評價，應視此行為

形態對正犯之作用力如何而定，教唆幫助行為係對幫助犯之造意行為，使

幫助犯形成幫助意思便利正犯犯罪，對正犯而言，雖非直接提供助力，卻

間接予以援助，對正犯而言，都屬於概括、整體幫助的行為之一環，最後

仍是有助於正犯犯罪之實現，因此就對正犯之助力加功性質言，教唆幫助

犯應為幫助犯374。蓋幫助(間接)幫助犯係幫助犯，教唆幫助犯正亦是間接

幫助之情形375。 

四、共犯之本質：教唆幫助表面上是教唆尚無幫助犯犯意的被教唆者犯罪，

但實際上就正犯而言，因正犯早已具有犯意，所以無論是教唆者或被教唆

者，均非創造正犯犯意之人，就共犯本質言，教唆幫助犯應論以幫助犯，

                                                 
371 許玉秀，前揭文，頁 23；陳樸生，前揭書，頁一八二；張麗卿，前揭書，頁三二九；褚劍鴻，

前揭書，頁二八五、二八八；俞承修，刑法總則釋義，民國二十八年，頁 237；蔡墩銘，前揭

書，頁二五○；梁恆昌，前揭書，頁一五六；高仰止，前揭書，頁 417，鄭健才，前揭書，頁

234-235。 
372 施茂林、劉清景、林崑城、張傳栗合編，刑法總則問題，宏律，七一年十月，頁 270-271。 
373 俞承修，前揭書，頁 237。 
374 許玉秀，前揭文，間接幫助犯，頁 166。 
375 黃榮堅，前揭書，頁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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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教唆犯376。 

五、適用之刑罰：教唆幫助犯為教唆犯者，但依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

「教唆犯依其所教唆之罪處斷之」，則適用之結果，仍應依幫助犯之例處

罰之，故主張雖異，結果並無不同377。 

六、援用比較法：日本現行刑法第六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教唆從犯以準從犯論，

我國現行法雖未設明文，解釋上亦應相同之處理378。 

七、法歷史解釋：晚清時期，任修律大臣沈家本曾以「日本法系本屬於支那

法系，而今取法於德、法諸國，其國勢乃日益增強⋯唯日本特為東亞之先

軀與當時沈氏修訂大清新刑律之時空背景息息相關379，是有謂民初「暫行

新刑律」與日人岡田朝太郎及晚清修律大臣沈家本淵源最深380，「暫行新

刑律」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教唆或幫助從犯者，準從犯論」381及舊刑法

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教唆從犯者，以從犯論」，現行法雖已刪去，但

依法歷史解釋，應當與舊刑法同一適用，應按幫助犯之例處斷382。  

(二)、教唆犯，主要有下列四個理由： 

一、文義解釋及共犯獨立性：因教唆犯不以教唆正犯為限，教唆共犯亦應包

括教唆犯範圍之內，且基於教唆犯採獨立處罰立場之當然解釋，即使教唆

                                                 
376 甘添貴、謝庭晃，前揭書，頁二八四；鄭逸哲，刑事法學及其方法(一)法學三段論法下的刑

法     與刑法基本句型，瑞興，二○○三年九月增修二版，頁 373、375。 
377 楊大器，前揭書，頁 208，218-219。 
378 林錫湖，前揭書，頁 414。 
379 黃源盛，前揭文，頁 214、224。 
380 黃源盛，前揭文，民初暫行新刑律的歷史與理論，頁 75。 
381  立法理由為「從犯之刑比正犯之刑減一等，此本中國現行律例之原則。(清舊律)然從犯仍有

應科原刑者，如顛覆巨鑑，非一人之力所能及。當其圖謀之際，從犯之人，忽給以水雷(即事

前供給器具之從犯)，其情節不得謂輕於正犯。各國刑法上多以從犯比正犯之刑減一等或得減

一等381。然恆有不過以一二無足輕重之語言者。情節究輕。倘照減一等或得減一等，亦未適

合，故本案特定減一等或二等之例。」，故事先幫助之處罰採「得減」而非「必減」之理由，

乃認為事前幫助之危險性有時未必輕於正犯，請參，陳子平，前揭文，頁 141。 
382 王吉玫，共犯之研究，法律評論，三五卷五期，一九六九年五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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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犯，亦應依其加功行為之形態論處教唆犯383，與舊刑法第四十四條規

定「教唆從犯者，以從犯論」者不同(舊刑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 ，蓋教

唆幫助者，乃實施以「幫助他人」為教唆內容之教唆行為384。又教唆從犯

係教唆犯之一種，但其處罰應以所教唆之內容(即幫助犯罪)為準，即應依

從犯之例處斷，則雖其處罰以從犯為標準，但依主觀說立場385，其獨立之

可罰性並不因而有變更，是教唆幫助犯，仍應獨立加以處罰386。教唆幫助

犯本法雖未特別規定，然本法採共犯獨立主義之結果，於第二十九條第二

項規定教唆犯依其所教唆之罪處斷，則教唆從犯亦應依從犯之例處斷，惟

從犯得按正犯之刑減輕，教唆犯有無減輕之必要 ，亦可由法官斟酌情形

定之。復因第二十九條規定教唆犯並非以教唆正犯為限，教唆從犯亦應包

括之387。 

二、法論理解釋之擴張解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曰「教唆他人犯罪者，

為教唆犯」，法文之「他人」，解釋上非僅限「正犯」，應包括「共犯」

即 幫助犯，且不曰「教唆他人實施犯罪行為」或教唆「正犯」，以明教

唆而成為教唆犯者，雖原則上固注重實施犯罪，惟並不以實施犯罪為限，

即法文曰「他人」不應專指「正犯」為限，自應包括教唆犯、從犯等共犯，

故雖未顯言，自非單指正犯，應可兼及於共犯即包括教唆從犯388，意即教

唆幫助犯，理論上亦屬教唆他人犯罪，無不賅括於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

「教唆他人犯罪在內」389。然何以實例卻使幫助之教唆屬於幫助行為，不

                                                 
383 蔡墩銘，前揭書，刑法精義，頁 366。 
384 韓忠模，前揭書，頁 291；黃仲夫，前揭書，頁 193；潘恩培，刑法實用，頁 113；趙琛，刑

法總論，十五版，七一年十月，頁 134；林彬，刑法總則，頁 218，四八年四月； 蔡墩銘，

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收錄，氏著，刑法基本問題 ，頁 208；此說之說明，參張麗卿，

前揭書，頁 329。 
385 蘇俊雄，前揭書，頁 456。 
386 韓忠模，前揭書，頁 291 
387 俞承修，前揭書，頁 237。 
388 潘恩培，前揭書，頁 108、113；邱永貴，教唆犯之研究，司法官訓練所二○期學員論文集，

西元一九七三年，頁 595。 
389朱石炎，前揭文，頁 9；郭君勳，案例刑法總論，台北：三民，七十四年，頁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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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係教唆犯，法律條文與實務上之適用法律，不無歧異之感390。 

三、教唆之方式：教唆幫助犯，法無明文可依教唆犯獨立處罰，因暫行新刑

律第二項及舊刑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均規定教唆從犯，為準從犯或以從犯

論，現行法加以刪除，則教唆從犯，應為直接教唆，而非間接教唆，其教

唆者，係教唆從犯幫助他人犯罪，從犯縱不聽從其指揮，而教唆犯仍應獨

立成罪，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391，是依現行法認教唆從犯非屬從犯而應為

教唆犯392。 

四、行為態樣：教唆從犯不罰則已，若要處罰，則非罰其對從犯或從犯之幫

助，而宜罰其對從犯之教唆，縱此種共犯實施教唆之結果，無異使正犯間

接獲得幫助，惟就其行為態樣觀察，其受犯罪形態之評價為直接之教唆行

為，實過於間接之幫助行為，二者仍有輕重之不同，況對於從犯實施教唆

或幫助非不可想像之狀況，與其重視間接參與正犯之行為，寧應著眼於行

為者直接實施之犯罪行為，此在罪責之認定上較為單純，且非無據，斯應

採成立教唆犯之見解393。   

 

第二款  實務見解 

實務認教唆幫助犯為幫助犯。暫行新刑律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教唆或幫

助從犯者準從犯。」法律明文規定處罰教唆幫助犯，且論以幫助犯。最高法院二

十八年七月二十五日民刑總會決議「「教唆之幫助與幫助之教唆及幫助之幫助，

均屬犯罪之幫助行為，仍以正犯構成犯罪為成立要件。」足以佐證394，又上述實

務見解採嚴格從屬形式，認為幫助犯之成立係以被幫助者具有構成要件該當、違

法性、有責性為必要，教唆幫助犯之行為態樣為幫助行為之理由為何，惜未充分

                                                 
390蔡墩銘，間接共犯之形態，刑事法雜誌六卷二期，五一年四月，頁 110。 
391趙 琛，刑法總論，四八年一月，頁 134。 
392林 彬，刑法總則，頁 218；張天權，前揭書，頁 485。 
393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頁 208。 
394 最高法院二十八年七月民刑總會決議。  



 107

說明395。 

 

第三款  本文見解 

教唆幫助犯，我國學者有不同見解，本文則贊同為從犯，主要有下列七個理

由： 

一、對正犯之助力加工性質言，共犯惹起說(共犯因果論) ：教唆幫助犯在刑

法上如何評價，應視此形態對正犯之作用力如何而定，教唆幫助行為係

對幫助犯之造意行為，使幫助犯形成幫助意思以便對正犯便利，對正犯

而言，雖非直接提供助力，卻間接予以援助，對正犯而言，都屬於概括、

整體幫助的行為之一環，最後仍是有助於正犯犯罪之實現，因此就對正

犯之助力加功性質言，教唆幫助犯應為幫助犯，教唆犯所教唆者為正犯

之從犯，是其不啻幫助正犯犯罪，故教唆從犯，仍應論以從犯。又因教

唆從犯與幫助幫助犯皆為對正犯之助力性質，同屬整體幫助行為之一

環，同係引起幫助犯之幫助犯意，應與幫助犯相同處罰，始合理。 

二、論理解釋之限縮解釋：第二十九條教唆犯所教唆之對象限於「正犯」及

「教唆犯」（即間接教唆犯，詳後述第五章間接教唆犯），未包括「幫

助犯」，教唆幫助犯，而非教唆正犯，故其性質或本質仍為從犯，處罰

尚不失其從屬性，正犯不成立犯罪，從犯不能獨立處罰，因而教唆從犯

之人，亦不能成立犯罪，教唆犯之可罰性雖獨立，處以所教唆之罪，然

教唆從犯畢竟尚為從犯，從犯不成罪，教唆亦可理由免責。 

三、文義解釋：依刑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只有「正犯」才有從犯，教唆犯

無幫助犯，故教唆幫助犯仍應按從犯處罰。 

四、我國實務支持此說396，蓋教唆幫助犯本質上屬對實施正犯之幫助，是以

                                                 
395 陳子平，前揭文，正犯與共犯，頁 191。 
396 最高法院二十八年七月民刑總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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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無實施正犯，則無教唆幫助犯之間接共犯成立可言，是此係有條件承

認其為教唆幫助犯之見解，並非一有教唆幫助行為，即成立共犯關係397。 

五、歷史解釋(立法沿革)言：晚清時期，任修律大臣爾後受尊為「中國法制

近代化」之父沈家本曾以「日本法系本屬於支那法系，而今取法於德、

法諸國，其國勢乃日益增強⋯唯日本特為東亞之先趨，為足以備呈明之

採擇」為由，揭櫫仿效日本繼受歐陸法制經驗之決心，而大量引進歐陸、

日本諸國法律制度與各類新法。當時在沈氏主導上大量翻譯外國法律、

著作，其中日本法學之譯著約佔百分之四十八，而尤側重刑事法典，若

加上刑事法學之譯著，則約佔全部譯著總數百分之六十一，此與當時沈

氏修訂大清新刑律之時空背景息息相關398，是民初「暫行新刑律」與日

人岡田朝太郎及晚清修律大臣沈家本淵源最深，該時期受日本法系之影

響不言而喻，益徵有疑義時，不得不探究該條文淵源 。又暫行新刑律第

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教唆或幫助從犯者，準從犯論。」民國八年提出

刑法第二次修正案理由書，第三十七條規定「幫助正犯者為從犯。教唆

從犯者以從犯論。從犯之刑減正犯之刑二分之一。但於實施犯罪行為之

際為直接或重要之幫助者，正犯之刑。」399及舊刑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教唆從犯者，以從犯論」，是就立法沿革，教唆幫助犯曾訂有明

文依從犯論處，故教唆幫助犯論以從犯，應屬有據。 

台灣刑事法學會所提出之刑法總則版本第三十條第三項「教唆幫助

犯或幫助幫助犯者，以幫助犯論」，後因法務部與台灣刑事法學會學者

協商會議時，有不同意見，法務部認「教唆幫助犯，以幫助犯論」，此

部分以幫助犯、教唆犯之理論應可解決，無庸贅列400，是從修法過程之

修正理由，亦係將教唆幫助犯論以幫助犯。至新修正之刑法總則，將共

                                                 
397 蘇俊雄，前揭書，頁四五六。 
398 黃源盛，前揭文，晚清法制歷代化的動因及其展開，頁 214、224。 
399 刑法第二次修正案理由書，八年二月二十五日，修訂法律館印本，頁 23。 
400 行政院審查「中華民國刑法總則修正草案」暨「中華民國刑法施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法務部，九十二年二月，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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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從屬性改採限制從屬性，則教唆幫助犯皆以正犯者之行為具有構成要

件該當、違法性為已足，則前述最高法院總會決議認「以正犯構成犯罪

為成立要件。」之見解將無法適用401。  

六、解釋有疑義，利益歸於被告：教唆幫助犯如具可罰性，究應論以教唆犯，

或幫助犯，學說有二種立場，惟就共犯論，高階之教唆犯吸收低階之幫

助犯，故有爭議，依解釋有疑義，利益歸於被告，應從較輕之幫助犯論

處。 

七、外國法有此立法例402：日本刑法第六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第四項  教唆幫助犯有無構成雙重減輕事由 

 

第一款  比較法 

德國學說403及實務界404將教唆幫助認係間接幫助犯，對於間接幫助犯處罰，

皆認為無需雙重減輕(doppelte Herabsetzung  des  Strafrahmens)，即與直接

幫助犯不必有別405。瑞士有學者持不同見解，主張教唆幫助犯之間接幫助犯應雙

重減輕406。  

                                                 
401 陳子平，前揭文，正犯與共犯，頁 192。 
402俄羅斯學者認教唆幫助行為為一種幫助行為，請參，薛瑞麟，俄羅斯刑法研究，政法大學，西

元二○○○年十月，頁 216。 
403 Roxin,. Strafrecht：Allgemeiner teil，27Rn.61，München;Beck;1994；轉引自，青柳文

雄，前揭書，頁 385。 
404 RG14,318[320]; 23,300[3060 ] ;59,396. 
405 許玉秀，前揭文，間接幫助犯，頁 164。 
406 許玉秀，前揭文，間接幫助犯，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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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我國 

有學者主張教唆幫助犯如屬從犯，因幫助幫助犯不得二次減輕，教唆幫助犯

亦不得為二次減輕407。但如主張教唆幫助犯係教唆犯，則因教唆犯依刑法第二十

九條本無減輕其刑之例，遑論二次減輕其刑。如屬情節輕微，即可依一般量刑斟

酌酌量減輕，適用上毫無窒礙408。  

 

第五項  小結 

 

一、教唆幫助犯部分：教唆幫助犯具可罰性，且基於法文義解釋、論理解釋之擴

張解釋、教唆犯之本質、共犯之惹起說(共犯因果論) 、實務見解、歷史解

釋、援用比較法制等理由，本文認該行為態樣應屬於幫助行為而為幫助犯之

一種，應依幫助犯論處，故本文將教唆幫助犯與幫助幫助犯均屬間接幫助犯

之一種，列為同章「間接幫助犯」探討。 

 

二、學說爭議如何解決：教唆幫助犯究有無可罰性，實務見解最高法院二十八年

七月二十五日民刑總會決議認教唆幫助犯係幫助犯，惟該最高法院決議

後，即未見最高法院判例或判決，是否意味實務見解至今仍未改變，仍待

觀察。惟學說如前述既有爭議，殆因刑法未如暫行新刑律第三十一條第二

項規定「教唆或幫助從犯者，準從犯論。」及舊刑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教唆從犯者，以從犯論」之明文規定所致。以日本立法例刑法第六十

二條第二項規定教唆幫助依從犯論處為例，因有該明文規定，從此學者對

教唆幫助犯不再有其他相異之見解。我國對教唆幫助犯因法無明文規定是

                                                 
407 蔡墩銘，前揭文，間接共犯之形態，頁 209。 
408 許玉秀，前揭文，頁 168-169。 



 111

否具可罰性，致衍生爭議，為避免有不同之解釋危及法律之安定性，並為

嚴守罪刑法定原則，如認教唆幫助犯具可罰性，屬幫助犯，或教唆犯，殊

有參考日本立法例之必要409，或者參考暫行新刑律、舊刑法加以明文規定

為宜，以杜爭議410。 

 

三、教唆幫助犯有無構成雙重減輕事由及處罰部分：本文認為教唆幫助犯為間接

幫助犯一種，與直接幫助犯均屬幫助犯，如同前述幫助幫助犯之理由，不必

雙重減輕。有下列三個理由：一、幫助方式有別：教唆幫助犯為間接幫助犯

之一種，與直接幫助犯，僅幫助方法(式)有別，一為直接幫助犯，一屬間接

幫助犯，故不必雙重減輕。二、無法律上依據，即非屬法定雙重減輕事由：

刑法第七十條規定有二種以上刑之加重或減輕者，遞加或遞減之」，如被告

自首，且為未遂犯，依刑法第六十二條、第二十五條規定均得減輕其刑，如

合於規定，則雙重遞減，然直接幫助犯得減輕其刑，但間接幫助犯，非屬法

律明文規定減輕其刑，是無雙重減輕其刑之法律依據。三、視具體個案定其

刑度：教唆幫助犯之犯罪情節及其他背景，與直接幫助犯相較並無特殊犯罪

情節差異，例如無前科(累犯)，一般言，依幫助犯之例酌量減輕其刑即可411。

但具體個案仍有可能教唆幫助犯較直接幫助犯處罰為重者，如圖示之丙殺

丁，甲基於教唆幫助乙之犯意，代為購買大批軍火槍枝後，交付無幫助犯意

使之產生幫助犯意之乙，經乙轉交與丙，此時，因槍枝為致命武器，如射中

人體重要部分即斃命，則如無甲交付槍枝，則丙未必能殺死丁，故此時直接

幫助犯之作用力完全建立在教唆幫助犯甲之作用力，教唆幫助犯甲雖較直接

幫助犯乙與正犯犯罪之關係為疏遠，惟教唆幫助犯之犯罪情節未必較直接幫

助犯為輕412，即教唆幫助犯容或比直接幫助犯處較重之處罰，殆有可能。我

國刑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從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故正犯

                                                 
409 黃村力，刑法總則比較研究，台北：三民，民國八十四年，頁 227。 
410 楊建華，前揭書，頁 262。 
411 許玉秀，前揭文，間接幫助犯，頁 168。 
412 許玉秀，前揭文，間接幫助犯，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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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係犯拘役、罰金之罪，教唆幫助犯亦應予以處罰。此與日本規定法定刑

為拘留或罰金輕微之罪，如無特別規定，就不處罰從犯(刑法第六十四條)

之規定明顯有別。 

 

 

第三節  新修正刑法總則對間接幫助犯之影響 

 

第一項  新修正刑法總則對幫助幫助犯之影響 

 

台灣刑事法學會所提出之刑法總則版本第三十條第三項「教唆幫助犯或幫助

幫助犯者，以幫助犯論」，後因法務部與台灣刑事法學會學者協商會議時，有不

同意見，法務部認「教唆幫助犯，以幫助犯論」，此部分以幫助犯、教唆犯之理

論應可解決，無庸贅列，故刑法總則時未將之明文規定413。由此證明立法者當係

認為最高法院二十八年民刑庭總會決議仍有適用，否則因教唆犯及幫助犯之共犯

從屬性改採限制從屬性，而有改變見解時，似宜另立法明定。惟並未明文規定，

則教唆幫助犯行為態樣仍為幫助行為，屬整體幫助行為之一環，同為幫助犯。 

新修正之刑法總則，將共犯從屬性改採限制從屬性，則教唆幫助犯皆以正犯

者之行為具有構成要件該當、違法性為已足，則前述最高法院總會決議認「以正

犯構成犯罪為成立要件。」之見解將無法適用414。  

 

 

                                                 
413 行政院審查「中華民國刑法總則修正草案」暨「中華民國刑法施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法務部，九十二年二月，頁 38。 
414 陳子平，前揭文，正犯與共犯，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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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新修正刑法總則對教唆幫助犯之影響 

 

台灣刑事法學會所提出之刑法總則版本第三十條第三項「教唆幫助犯或幫助

幫助犯者，以幫助犯論」，後因法務部與台灣刑事法學會學者協商會議時，有不

同意見，法務部認「教唆幫助犯，以幫助犯論」，此部分以幫助犯、教唆犯之理

論應可解決，無庸贅列，故刑法總則時未將之明文規定415。由此證明立法者當係

認為最高法院二十八年民刑庭總會決議仍有適用，否則因教唆犯及幫助犯之共犯

從屬性改採限制從屬性，而有改變見解時，如前所述，似宜另立法明定。惟並未

明文規定，意味教唆幫助犯行為態樣仍為幫助行為，屬整體幫助行為之一環，同

為幫助犯。 

新修正之刑法總則，將共犯從屬性改採限制從屬性，則教唆幫助犯皆以正犯

者之行為具有構成要件該當、違法性為已足，則前述最高法院總會決議認「以正

犯構成犯罪為成立要件。」之見解將無法適用416。  

                                                 
415 行政院審查「中華民國刑法總則修正草案」暨「中華民國刑法施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法務部，九十二年二月，頁 38。 
416 陳子平，前揭文，正犯與共犯，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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