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3546 

狀態 NC089FJU00194007 

助教

查核  

索書

號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法律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86666064  

研究

生(中) 
蕭仁豪 

研究

生(英)  

論文

名稱

(中) 

共犯之中止與共犯關係之脫離 

論文

名稱

(英)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甘添貴 

指導

教授

(英)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不公開 

校外

全文
不公開 



開放

日期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同意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2001.08.11 

檔案

說明 
電子全文 

電子

全文 
01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89 

出版

年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中) 
共犯 中止犯 脫離 共同正犯 教唆犯 幫助犯 

關鍵

字(英)  

摘要

(中) 

現行法對於共同正犯之中止及狹義共犯之中止，並未明文規定，若共同

正犯或共犯中之一部分人為中止行為，且符合中止犯之要件時，刑法第

二十七條是否有適用？且中止犯之要件嚴格，是否還有其他方式使參與

共同正犯或共犯關係人罪得其所？日本學者在探討共同正犯或狹義共犯

之中止時，提出脫離理論，以解決過度評價已脫離之人的行為，而在脫

離者同時具備「任意性」之要件下，予以準用或類推適用中止犯之規

定。 而本文嘗試，從整體犯罪過程，自陰謀、預備階段起至著手後，以

共同正犯及教唆犯、幫助犯為主體，分別探討其中止犯成立問題及脫離

者之責任問題。在衡平原則及類推解釋下，使共同正犯及教唆犯、幫助



犯於著手前之中止亦得受到減輕或免除其刑之寬待。對於脫離共同正犯

及脫離共犯關係之人，僅處罰行為人脫離前所構成之罪責，以免造成過

度處罰，而違反行為與責任同時存在之要求。且脫離理論之主觀要求非

如中止犯嚴格，更能鼓勵共同犯罪之人停止犯罪，並抑制現今過度擴張

共犯關係之界線，使共同犯罪之人個別罪得其所。 本論文之內容結構安

排，第一章 緒論，提出本文欲探討之相關問題，並就「中止犯」、「脫

離」「共犯」先為定義。且說明本論文之探討順序，就主體而言，先探

討共同正犯後探討教唆犯及幫助犯，並就各主體區分陰謀、預備至未遂

等階段。第二章 共犯相關理論與中止犯理論，介紹共犯相關理論，即共

同正犯之本質、共犯之處罰依據；並對中止犯理論、脫離理論加以介

紹。第三章 共同正犯之中止與共同正犯關係之脫離，本章介紹陰謀、預

備之共同正犯成立與否及其中止問題，並探討到共同正犯著手後之中

止。第四章 教唆犯與幫助犯之中止及脫離，本章分為教唆犯與幫助犯之

中止犯及教唆犯與幫助犯之脫離二節，探討在現行條文未規定下，教唆

犯及幫助犯之中止犯如何適用法律，及脫離理論適用之問題。第五章 結

論，在探討完前述問題後，歸結說明中止犯與脫離之關係，並對共同正

犯、教唆犯與幫助犯之中止犯與脫離之法效果為簡短之說明。中止犯乃

個人減輕或免除刑罰事由，而脫離乃是對共犯關係之排除行為，對其脫

離前之行為仍應負刑事責任。  

摘要

(英)  

論文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 2 第一項 問題

之提出 2 第二項 概念界定 4 一、對於『中止犯』之定義 4 二、對於『脫

離』之定義 5 三、對於『共犯』之概念 9 第三項 研究順序 9 第二章 共

犯相關理論與中止犯理論 11 第一節 共犯相關理論 11 第一項 共同正犯

之本質 12 一、犯罪共同說 13 二、行為共同說 13 三、共同意思主體說

14 第二項 狹義共犯處罰根據 16 一、責任共犯說與不法共犯說 16 二、

因果共犯說 18 第三項 小結 20 第二節 中止犯理論 21 第一項 中止犯處遇

之理論基礎 21 一、刑事政策說 22 二、法律說 24 （一）違法性消滅減少

說 24 （二）責任消滅減少說 24 三、結合說 25 四、小結 26 第二項 共犯

之中止與外國立法例 28 第三項 脫離理論於日本學說之探討 31 一、日本

學說之討論 31 （一）欠缺意思聯絡說 32 （二）因果關係遮斷論 33 

（三）機能的行為支配說 34 二、共犯關係脫離之效果 35 三、檢討 37 第

三章 共同正犯之中止與共同正犯關係之脫離 43 第一節 共同正犯於著手

前之中止與脫離 43 第一項 共同正犯於陰謀、預備階段之中止 43 第一款 

陰謀罪與預備罪之共同正犯 44 第一目 陰謀罪與預備罪之法律性質 44 第

二目 陰謀罪與預備罪之共同正犯成立問題 49 第二款陰謀罪、預備罪與

中止未遂 60 第一目 預備與陰謀之中止未遂 61 第二目 共同正犯於此階

段中止犯適用問題 74 第三款實務見解 76 第一目 預備與陰謀罪之共同正

犯 76 第二目 陰謀罪與預備罪之中止未遂適用問題 78 第四款小結 82 第

二項 共同正犯於陰謀、預備階段之脫離 84 第一款共同正犯此階段脫離

狀況 84 第一目 共同正犯著手前之脫離要件 84 第二目 共謀共同正犯成

立問題 88 第三目 共謀共同正犯之脫離 91 第二款小結 94 第二節 共同正



犯於著手後之中止與脫離 99 第一項 共同正犯於著手後之中止 99 第一款

共同正犯之著手與中止行為 100 第二款共同正犯全體或一部中止 103 第

三款 實務見解 106 第四款 小結 108 第二項 共同正犯於著手後之脫離 109 

一、共同正犯全體脫離 110 二、共同正犯一部份脫離 111 三、小結 116 

第四章 教唆犯與幫助犯之中止及脫離 121 第一節 教唆犯與幫助犯之中

止 121 第一項 教唆犯之中止 122 第一款教唆犯之中止概念 126 第一目 正

犯著手前教唆犯之中止 126 第二目 正犯著手後教唆犯之中止 137 第三目 

實務見解 139 第二項 幫助犯之中止 142 第一款幫助犯之中止概念 144 第

一目 正犯著手前幫助犯之中止 145 第二目 正犯著手後幫助犯之中止 154 

第二款 實務見解 157 第三項 小結 159 第二節 教唆犯與幫助犯之脫離 163 

第一項 教唆犯之脫離 164 第一款正犯著手前教唆犯之脫離 166 第二款正

犯著手後教唆犯之脫離 168 第二項 幫助犯之脫離 168 第一款正犯著手前

幫助犯之脫離 169 第二款 正犯著手後幫助犯之脫離 172 第三項 小結 173 

第五章 結論 177 一、脫離理論與中止犯 177 二 、中止犯成立階段與法

律之適用 178 三、脫離理論之成立可能階段與法律之適用 180 參考文獻

185  

參考

文獻 

Ⅰ、中文部分 書籍： 1、甘添貴，刑法總論講義，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叢

書，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再版。 2、甘添貴，刑法之重要理念，瑞興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五年六月。 3、甘添貴，刑法案例解評，瑞興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八年元月初版。 4、林山田，刑法通論

（上），1999 年一月六版再刷。 5、林山田，刑法通論（下），1998 年

二月增訂六版。 6、林山田，刑事法論叢（一），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

系法學叢書（二十五），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五月初版。 7、罪與刑∼林

山田教授六十歲生日祝賀論文集，民國八十七年十月。 8、林山田、鄭

逸哲、黃朝義、許玉秀、余振華、鄭善印、林東茂、柯耀程著，刑法七

十年之回顧與展望紀念論文集（一），元照出版公司，2001 年 1 月初版

第一刷。 9、周冶平，刑法總論，民國七十年一月六版。 10、林錫湖，

刑法總論，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初版。 11、洪福增，刑法判解研究第二

卷，刑事法雜誌社發行，民國五十六年 11 月出版。 12、柯慶賢，刑法

專題研究，三民書局經銷，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初版 133 頁。 13、柯耀

程，變動中的刑法思想，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 9 月初版。 

14、陳子平，共同正犯與共犯論，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九年十

月。 15、陳子平，共犯處罰根據論，三民書局總經銷，民國八十一年三

月。 16、陳清景、林崑城、施茂林、張傳栗編著，刑法總則問題，民國

七十一年 10 月初版。 17、陶龍生，刑法之理論與實際，三民書局，民

國五十七年出版。 18、黃常仁，刑法總論─邏輯分析與體系論證─，民

國八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19、楊大器，刑法總則釋論，民國六十七年七

月十二版。 20、楊建華，刑法總則之比較與檢討，三民書局經銷，民國

八十七年三月三版。 21、趙秉志主編，新刑法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社，1999 年 7 月第 4 次印刷。 22、蔡墩銘，現代刑法思潮與刑事立法，

國立台灣大學法學論叢（六），民國六十五年十月。 23、蔡墩銘主編，

甘添貴副編，刑法爭議問題研究，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八十八年八

月，初版二刷。 24、蔡墩銘、許玉秀教授主持，刑法第四章緒論及第二

十八條至第三十一條 註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



告， 25、蔡墩銘，刑法總則爭議問題研究，民國 77 年。 26、蔡墩銘，

刑法精義，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9 年 11 月一版二刷。 27、韓忠

謨，刑法原理，民國八十一年四月。 28、刑事思潮之奔騰－韓忠謨教授

紀念論文集－，財團法人韓忠謨教授法學基金會出版，2000 年 6 月初版

一刷。 29、蘇俊雄，刑法總論Ⅱ，民國八十六年七月。 30、法學教室

（1）公法學篇 月旦法學雜誌 別冊，元照出版公司，2000 年 1 月初版第

一刷。 31、刑事法律問題研究彙編（一），司法院第二廳，司法週刊雜

誌社，民國七十六年六月。 碩士論文： 1、王榮聖，預備罪之研究，國

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四年一月。 2、王詠寰，

從犯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八年。 

3、李永瑞 正犯與共犯區別理論之研究 私立東海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 民國八十八年七月 4、何賴傑，間接正犯與教唆犯之區別，國立台

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年六月。 5、姜貴昌，共謀共同

正犯論，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六年六月。 6、

邱群傑，共同正犯之研究以聚眾犯為研究中心，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

碩士論文，民國八十八年六月。 7、陳世雄，未遂犯之研究，中國文化

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三年六月。 8、許澤天，共犯之

處罰基礎與界線，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七年

六月。 9、曾淑瑜，刑法上過失犯之因果關係，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九年六月。 10、潘怡宏，未遂犯之研究-以未

遂犯之可罰性基礎與一般成立要件為核心，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五年六月。 期刊論文： 1.王和雄，從共犯從屬性說

與獨立性說論教唆之未遂與未遂之教唆，法學叢刊 17:2 民國 61 年 4

月。 2.甘添貴，中止犯之基本理念，中興法學 22 民 75.03 。 3.李元簇，

預備犯之研究，刑事法雜誌第一卷第四期。 4.李茂生，共犯關係之脫

離，月旦法學雜誌 別冊 法學教室公法學篇。 5.林山田，論中止未遂，

政大法學評論第二十八期，民國 72 年 12 月。 6.洪復青，恐嚇取財罪之

「恐嚇」與共同正犯中一人之「中止」，刑事法雜誌第 8 卷第 2 期。 7.

洪復青譯，瀧川幸辰著，從犯與幫助行為之中止，刑事法雜誌第三卷第

五期。 8.柯耀程，共犯成立基礎與處罰基礎，法學叢刊 41:2=162 民國 85

年 4 月。 9.陳子平，我國近代教唆犯．幫助犯論之發展過程，刑事法雜

誌 41:3 民國 86 年 6 月 。 10.陳子平，論共謀共同正犯，警大法學論集 

第二期，民國 86 年 3 月。 11.黃惠婷，在構成要件形式上完成後之共同

正犯與幫助犯成立之可能性，刑事法雜誌 41:2 民國 86.04。 12.黃惠婷，

教唆犯成立要件的探討，刑事法雜誌 41:5 民 86.10 。 13.黃惠婷，論在犯

罪預備階段之共同正犯與幫助犯，刑事法雜誌 40:6 民國 85 年 12 月。 

14.黃惠婷，我國與德國刑法共犯理論的發展，刑事法雜誌 40:3，民國 85

年 6 月 。 15.翟唳霞，中止犯之初步研究，刑事法雜誌 39:2 民 84.04 。 

Ⅱ、日文部分 書籍： 1、大谷實，刑法總論重要問題（下），立花書

房，昭和 61 年 8 月 20 日。 2、三原憲三編著，ゼミナ－ル刑法（總

論），成文堂，1998 年 6 月 10 日 初版第一刷發行。 3、下村康正、八

木國之編法學演習講座（8）刑法總論（重要問題と解說），法學書院

發行，昭和 47 年 3 月 30 日再版發行。 4、大越義久，共犯論再考，成

文堂發行，平成元年 8 月 1 日。 5、大塚仁，刑法論集（2），有斐閣發



行，昭和 53 年 12 月 20 日初版第三刷。 6、大塚仁、河上和雄、佐藤文

哉 編，大コンメンタ－ル刑法第 3 卷，青林書院，1992 年 1 月 30 日 初

版第 2 刷發行。 7、川端博，刑法総論 25 講，青林書院，1990 年 10 月

20 日初版第一刷發行。 8、川端博，刑法講義總論Ⅰ〔上卷?中卷〕，成

文堂，平成 7 年 4 月 10 日初版第 1 刷發行。 9、山口厚，問題探究 刑法

總稐，有斐閣，1999 年 2 月 25 日發行。 10、井上英治，（二版）刑法

總論の論證研究 100 選，法曹同仁，1998 年 2 月 25 日第 2 版第 1 刷發

行。 11、內田文昭，刑法概要中卷（犯罪論（2）），青林書院，平成

一一年四月十五日初版第一刷發行。 12、中山研一、西原春夫、藤木英

雄、宮澤浩一編 ，現代刑法講座 第 3 卷 過失から罪數まで，成文堂，

昭和 57 年 8 月 1 日初版二刷發行。 13、正田滿三郎， 刑法における犯

罪論の批判的考察，一粒社股份有限公司發行，昭和 37 年 10 月 25 日一

版一刷。 14、平野龍一、福田平、大塚仁編，判例演習（刑法總論）

〔增補版〕，有斐閣，昭和 56 年 6 月 30 日增補再版第十二刷發行。 

15、西原春夫、藤木英雄、森下忠編 刑法學 3《總論の重要問題Ⅲ》，

有斐閣發行，昭和 53 年 3 月 15 日初版第刷發行。 16、西原春夫、宮澤

浩一、阿部純二、板倉宏、大谷實、芝原邦爾，判例刑法研究 4 未遂、

共犯、罪數，有斐閤，昭和 56 年 2 月 28 日初版第一刷發行。 17、団藤

重光，刑法綱要總論，創文社發行，1989 年 5 月 9 日改定版第 15 刷。 

18、芝原邦爾（編），別冊法學教室─刑法の基本判例，有斐閣，昭和

六三年四月一○日發行。 19、佐伯千仞，共犯理論の源流，成文堂，

1987 年初版發行。 20、岡野光雄，刑法演習Ⅰ[總論]，成文堂發行，平

成 4 年 8 月 1 日初版 3 刷。 21、阿不純二、內田文昭、川端博、板倉

宏、香川達夫、曾根威彥，刑法基礎講座（第四卷）﹍未遂、共犯、罪

數論，法學書院發行，1992 年 11 月 20 日初版第一刷。 22、阿部純二、

川端博，刑法問題セミナ－刑法 1 總論，一粒社，1992 年 5 月 12 日第

一版第一刷發行。 23、香川達夫，共犯処罰の根拠，成文堂發行，昭和

63 年 3 月 1 日初版第 1 刷。 24、前田雅英，刑法總論講義 第 3 版，東

京大學出版會，1999 年 2 月 5 日第 3 版第 4 刷。 25、掘內捷三、町野

朔、西田典之編，判例によるドイツ刑法（總論），良書普及會，昭和

62 年 4 月 10 日初版第一刷發行。 26、曾根威彥，刑法の重要問題（總

則），成文堂，平成 6 年 7 月 10 日第二刷發行。 27、福田平、大塚

仁，基礎演習 刑法〈基礎演習リズ〉，有斐閣，年月日第一版第一刷發

行。 28、齊藤誠二，預備罪研究，風間書局，昭和 46 年 6 月 15 日發

行。 29、齊藤信宰，刑法講義（總論），成文堂發行，1993 年 5 月 10

日初版刷發行。 30、齊藤信治，刑法總論（第三版），有斐閤，1998 年

4 月 30 日第三版第一刷發行。 31、刑法講座 第 4 卷，日本刑法學會，

有斐閣發行，昭和 42 年 4 月 10 日初版第 7 刷發行。 期刊論文： 1.內藤

謙，共犯の從屬性、獨立性，法學教室 第 115 期，1990 年 4 月。 2.內藤

謙，犯罪共同說と行為共同說，法學教室 第 116 期，1990 年 5 月。 3.竹

內正，共犯の離脱，別冊ジュリスト刑法判例百選Ⅰ總論（第二版），

頁 184、185。 4.西田典之，共犯の中止について─共犯からの離脱と共

犯の中止犯─，法學學會雜誌第一○○卷二號，1983 年。 5.原田國男，

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說（共犯關係未解消之事例），法曹時報 第四十二卷 



第六號，1990 年 5 月，頁 268∼290。 6.板倉宏，共犯と中止，別冊ジュ

リスト第 57 號、刑法判例百Ⅰ選總論，頁 200。 7.齊藤誠二，殺人預備

罪の共同正犯，別冊ジュリスト第 57 號、刑法判例百Ⅰ選總論，頁

180。 8.堀內捷三，預備の中止，別冊ジュリスト刑法判例百選Ⅰ總論

（第二版），頁 156、157。 9.熊谷烝佑，共犯の離脱，別冊ジュリスト

第 57 號、刑法判例百Ⅰ選總論，頁 202。  

論文

頁數 
192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0000001  

資料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異動

記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