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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12 年施行的暫行新刑律第 13 條第 3 項規定：「犯罪之事

實與犯人所知有異者，依下列處斷：第一、所犯重於犯人所知

或相等者，從其所知；第二、所犯輕於犯人所知者，從其所

犯」。相同的規定也出現在 1915 年的刑法修正草案中，直到

1918 年的刑法第二次修正案始遭刪除。於該草案第 18 條的理

由中提到：「原案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所犯重於犯人所

知或相等者，從其所知；所犯輕於犯人所知者從其所犯兩例，

按第一例與分則因發生特別結果（如犯某罪因而致人死傷者，

處以某刑）而加重本刑各條，未免抵觸。第二例規定處罰不以

犯意而以犯罪之行為為準，乃屬刑律當然之解釋，似不必著為

條文，故本案擬刪去原案第三項（以下略）」1。1932 年修訂刑

法草案初稿中，原擬將該規定改為「犯罪事實重於行為人所知

者，從其所知處斷；輕於行為人所知者，從其所犯處斷」，並

重新置入法典中；但後來討論時，又再度以「此乃法理上當然

結論，無庸以明文規定」，將之從草案中刪除2。 
暫行新刑律的這一項規定，前身是大清新刑律的第 13 條

第 3 項，而在後者的「沿革」項中，雖然指明該規定乃承襲唐

 

1 全文見黃源盛，晚清民國刑法史料輯注（上），2010 年，523 及 630
頁。 

2 參見黃源盛，古今暗合乎？唐律中關於錯誤的法理及其運用，載於：黃

源盛主編，唐律與傳統法文化，2011 年，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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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與明律3，但其中的具體文字則應是繼受自日本。日本刑法預

備草案第 10 條曾經規定：「可以為罪之事實與犯人所知有異之

場合，其罪質相同時，依左列之例處斷：一、所犯較所知為重

時，從其所知。二、所犯較其所知為輕時，從其所犯。（第 1
項）前項場合，其罪質相異時，從其所犯以故意之罪論；但應

以故意論之罪，較犯人所知為重時，不在此限，於此場合，以

其所知論（第 2 項）」4。這個規則和日本學界所稱的「抽象符

合說」近似5，依照該說，當行為人所認識的犯罪事實與現實上

所發生的犯罪事實不一致，不問罪質如何，均屬抽象一致，故

仍得成立故意既遂之犯罪6；而所成立的故意犯罪，多數認為是

 

3 刑律草案（1907 年）「沿革」欄指出：「按《唐律》：本應重，而犯時不

知者，依凡論；本應輕者，聽從本。《明律》及現行律同」。關於唐律中

的這個規定與「所知•所犯」規則的比較，可參閱黃源盛，前註文，61
頁以下、71 頁以下。 

4 此譯文參考自周冶平，刑法研究（二），1967 年，199 頁。 
5 見蔡墩銘，刑法精義，2005 年，144 頁。但另亦有文獻主張該項規定是

採取「具體符合說」，如韓忠謨，刑法原理，1982 年，229 頁。事實

上，所謂的法定符合說、具體符合說及抽象符合說等，與「所知•所

犯」規則相同，如果沒有附帶理由，就只不過是一些結論的宣示或論斷

而已，而欠缺作為一個理論所必要的論證過程。類似批評已見黃榮堅，

刑法問題與利益思考，1995 年，207 頁之註 81；許澤天，刑總要論，

2009 年，223 頁之註 141。 
6 僅參閱余振華，刑法總論，2017 年，224 頁至 225 頁的整理。據日本學

者西田典之的觀察，日本學界現今已無人採取此說，參閱氏著，王昭

武、劉明祥譯，日本刑法總論，2012 年，249 頁。另亦可參閱川端博

著，余振華譯，刑法總論二十五講，1999 年，頁 78 以下；山口厚著，

傅立慶譯，刑法總論，2011 年，203、219 頁以下對於抽象符合說的批

判。 



 

 

 

 

 

 

指其中較輕的罪名7。 
我們若是不加任何限制，純從文義來理解這個「所知•所

犯」規則，那麼只要發生錯誤，就一律要從輕罪論處（除非所

知與所犯不分輕重）。早在大理院時期，便已可看到適用此規

則來處理的案例8。現行刑法典中雖然已無類似規定，但還是經

常可以在部分教科書9或是司法實務上10看到這個規則的身影，

 

7 此見韓忠謨，刑法原理，1982 年，227 頁；陳子平，刑法總論，2017
年，207 頁。但也有文獻在介紹此種立場時，認為在主觀所知重於客觀

所犯的情形，仍有成立「重罪既遂」的可能，如褚劍鴻，刑法總則論，

1992 年，213 頁（限於罪質相同的情形）；高仰止，刑法總則之理論與實

用，1994 年，272 頁（不問罪質是否相同）。 
8 如大理院統字第 1073 號解釋：強竊盜不知所犯係侵害兩人財產監督權

者應從其所知論罪。統字第 1732 號解釋：出售偽金丹即其中並無嗎啡

毒質者如明知為偽而冒作真者出售應成立詐財罪如不知為偽而誤作真者出售

雖所知係販賣嗎啡罪仍應依刑律第一三條第三項第二款從其所犯之詐財罪處

斷。 
9 尤其是早年的教科書，如林彬，刑法總則，1959 年，144 頁；周冶平，

刑法總論，1963 年，309 頁以下；同作者，刑法研究（二），1967 年，

192 頁以下；曾邵勳，刑法總則，1974 年，頁 122；趙琛，刑法總論，

1982 年，99 頁；韓忠謨，刑法原理，1982 年，229 頁；陳樸生、洪福

增，刑法總則，1989 年，128 至 129 頁；褚劍鴻，刑法總則論，1992
年，頁 215；高仰止，刑法總則之理論與實用，1994 年，頁 271。在現

今的教科書中，也可以看到相關的論述，如甘添貴，刑法各論（上），

2013 年，頁 39；同作者，刑法各論（下），2013 年，頁 330；黃仲夫，

簡明刑法總則，2011 年，頁 116 至 117；張明偉，學習刑法―總則編，

2008 年，163 頁；邱忠義，刑法通則新論，2007 年，頁 117 之註 141
及註 142；也有認此公式係屬讓人得以「快速先行獲致正確結論的方便

法門」，語見鄭逸哲，軍法專刊，57 卷 4 期，143 頁；同作者，台灣法學

雜誌，189 期，101 頁。 
10 這個規則在我國司法實務上被援用的頻率相當高，就以最高法院的判決

為例，光是 2011 年到 2013 年兩年的時間，提及此規則的判決便有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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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個規則被認為是「法理所當然，即便未予明定，解釋上

仍可作如是觀」11。本文將會綜整實務上（以最高法院為主）

援用此規則的判決，並且進一步用犯罪論審查體系來分析這些

案例，以確認這個規則是否確實如前述的刪除理由所言，是刑

法上的「當然解釋」。由於本文的重點是檢視「所知•所犯」

規則的正當性，所以接下來的討論都是以現今刑法學界的通說

為基礎，以避免失焦。依照現今學界通說，故意既遂犯的不法

是由行為不法與結果不法共同組成，兼含了客觀面與主觀面的

元素，欠缺其一便阻卻故意既遂犯的成立（最多只能成立該罪

的未遂或過失），這就是所謂的「二元不法理論」12。其中主觀

不法要件的部分，則是以行為人的心理認知（想像）作為基

礎；倘若行為人於行為時沒有認識到構成要件該當的不法事

實，便會阻卻故意13。接下來，我們就在這些理解基礎上，檢

視司法實務上運用所知所犯規則來處理的案例。 

 

則之多。本文以「犯罪之事實與犯人所知有異」、「所犯重於犯人所知」、

「所犯重於所知」、「所犯輕於犯人所知」、「所犯輕於所知」、「從其所

知」、「從其所犯」、「暫行新刑律」等關鍵詞，於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

統中找出相關判決後加以過濾，再挑選出其中較具類型代表意義者進行

整理與分析。以下判決文中的底線強調部分，均為本文所加，合先敘

明。 
11 語見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988 號刑事判決。 
12 僅參閱林山田，刑法通論（上），2008 年，247 頁及 306 頁；林鈺雄，

新刑法總則，2018 年，143 頁、229 頁以下；Wessels/Beulke/Satzger, 
AT, 2018, Rn. 136 ff., 275。 

13 這就是所謂心理性的故意概念，為我國與德國實定法及學界通說所採取

的看法。與此相對，少數學者則主張應跳脫心理事實，從規範的角度來

決定行為人是否應承擔較重的故意責任（規範性的故意概念）。 



 

 

 

 

 

 

貳、無爭議的類型 

一、排除擇一故意的情形 

如前所述，「所知•所犯」這個規則是針對「犯罪之事實

與犯人所知有異」的情形，也就是一個專門要處理行為人發生

錯誤的規則。既然是要適用於發生錯誤的案件，那麼當行為人

主觀上對於各種可能的相關罪名均具有間接故意時，自然就不

再有適用該規則的餘地，像是以下的情形： 
 

【例 1】 毒梟 A 提供甲臺灣與越南間的來回機票，要甲前往
越南與當地藥頭接洽取貨，再將毒品攜帶回台，事

成可再領取二十五萬元，甲接受委託，前往越南取

得四盒密封之咖啡盒，未開封查看便放入行李箱，

回台入關時遭查獲，咖啡盒中含有海洛因七包，甲

於法院審理中抗辯其既未開封檢視，自無法判斷所

挾帶之毒品為海洛因（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1110號刑事判決）。 

 

對此，最高法院於判決中指出： 

認識為犯意之基礎，無認識即無犯意可言……故不論

行為人為「明知」或「預見」，皆為故意犯主觀上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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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所異者僅係前者須對構成要件結果實現可能性有

「相當把握」之預測；而後者則對構成要件結果出現

之估算，祇要有一般普遍之「可能性」為已足，其涵

攝範圍較前者為廣，認識之程度則較前者薄弱，然究

不得謂不確定故意之「預見」非故意犯主觀上之認

識。又我國暫行新刑律第十三條第三項原規定：「犯罪

之事實與犯人所知有異者，依下列處斷：所犯重於犯

人所知或相等者，從其所知；所犯輕於犯人所知者，

從其所犯」，嗣後制定現行刑法時，以此為法理所當

然，乃未予明定。從而客觀之犯罪事實必須與行為人

主觀上所認識者有異，始有「所犯重於所知，從其所

知」之適用；倘與行為人主觀上所認識者無異，即無

適用之可能。易言之，客觀之犯罪事實與不確定故意

之「預見」無異時，即不符「所犯重於所知，從其所

知」之法理，自無該法則適用之餘地。本件原判決既

認定上訴人等主觀上應得預見該託運之毒品係海洛

因，且其等運輸該海洛因亦不違背其等本意，而本案

查獲之犯罪事實亦係運輸海洛因，則查獲之犯罪事實

與上訴人等主觀上之認識即無差異，自無「所犯重於

所知，從其所知」之適用。上訴意旨執以指摘，顯有

誤會14。 

 

14 類似的論述已見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3847 號刑事判決：刑法錯誤

理論中「所知輕於所犯，從其所知」之法理，所謂「所知」與「所

犯」，仍應在客觀上有相當之證據，足以證明行為人主觀上所認識之



 

 

 

 

 

 

這段說明相當正確15，再次申明暫行新刑律第 13 條第 3 項

第 1 句對於該規則所設立的適用前提：「犯罪之事實與犯人所

知有異者」，這個前提要求也可適用於所有其他的錯誤處理規

則。詳言之，刑法上的錯誤是指行為人對於應積極認知的對象

欠缺相應的想像16，而處於懷疑心態下的行為人，其主觀上則

是同時對於不法事實的存在與不存在均有所想像，像是本案中

的被告，既然其有認識到所攜帶之物品為（任何一種）毒品的

可能性（可能性想像），自然就不再會有成立錯誤的餘地17。在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7628 號刑事判決中也是涉及到類

似的情節18，上訴人於第三審上訴理由中甚至辯稱：「況所謂帶

 

犯罪構成事實與客觀上所發生之犯罪事實不一致，或行為人不知其行

為為法律所禁止，或將其誤認為法律所允許，始有其適用，如「所

知」與「所犯」並無不一致，則無阻卻故意或影響故意責任之可言。 
15 唯一可挑剔的，就是其中「上訴人等主觀上應『得』預見該託運之毒品

係海洛因」這句話。詳言之，「得預見」（預見可能性）只能夠建構「過

失」的非難；如果所討論的是「故意」的責任，那麼行為人就必須對於

不法事實「有預見」。至於預見的程度，當然可再分成「明知」與「認為

可能」，後者也就是所謂的「可能性想像」（Möglichkeitsvorstellung）。 
16 與此相對，日常用語中所稱的錯誤，無論是德語還是漢語，都是指某人

對於相關事物產生「積極的不實想像」（eine positive Fehlvorstellung）。
關於錯誤這個概念本身，見 Walter, Der Kern des Strafrechts, 2006, S. 
232 ff.，徹底詳盡的分析，則可參閱 Gössel, Über die Bedeutung des 
Irrtums im Strafrecht, 1974, S. 7 ff.。 

17 相同結論亦見余振華，刑法總論，2017 年，175 至 176 頁，惟其主張行

為人應認識到客體為刑事法規設有明文的違禁物、該物係屬具成癮

性的有害物質。 
18 該案事實大略如下：案外人 A 詢問被告是否願意從廣州帶物品回台，一

次約得酬新台幣二十萬元，有說到違法，並提及黑話「帶號子」。隨後，

甲帶回縫入海洛因的壁毯，返台入關時遭查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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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一節，該東西亦可能係『高單價之鑽石、古董或文物，毒

品或違禁品僅是被告乙心中臆測之選項之一』，依所知所犯相

較及罪疑唯輕原則，原判決竟擇最重之幫助運輸第一級毒品罪

相繩，而不採乙之辯解，採證認事顯非適法，並有判決理由欠

備之違誤」。依其所主張的內容，其實已經從抗辯變成自白，

因為該段陳述已明白表示被告心中並不排除所攜帶之物品為毒

品的可能性。 
如上所述，行為人若是對於客觀上的「所犯」具有故意，

便不再合於錯誤的概念。如果行為人心中考慮的不法可能性有

數種（例如，行為人不確定自己賣給別人的藥物是否確實如其

所宣稱地含有毒品成分，因而除了認為自己有可能是在販賣毒

品外，也不排除實際上是在詐欺的可能性），那麼關鍵的問題

就會從「能否成立故意既遂犯」轉變成「在固有的故意既遂犯

之外，應否就主觀上的另一個的故意再論未遂的責任」19。這

個問題也就是學說上爭論已久的「擇一故意」（ dolus 
alternativus）。所謂的擇一故意，是指行為人主觀上針對了兩

個以上的構成要件，但同時也認識到至多只可能實現其中一

者，只是不確定會是哪一個20。例如，盜獵者朝向帶著狼犬緊

 

19 如果客觀上的事實（所犯）並沒有實現任何的犯罪構成要件，那麼問題

自然就會轉變成：是否所有（擇一）的想像均會建構未遂的責任？ 
20 僅參閱林山田，刑法通論（上），2008 年，295 頁。這種心態有可能涉

及到不同的行為客體（例如：盜獵者朝向帶著狼犬緊追在後的林務員開

了一槍，認為這一槍會擊中林務員或是狼犬），亦有可能僅針對單一的行

為客體（例如：行為人見到花園草叢中有動靜，心想不是鄰居的小孩就

是鄰居養的狼狗，但無論是哪種情形，都可以給痛恨的鄰居一個教訓，

於是便對草叢開槍射擊）。在本文的討論脈絡下，所涉及的是後一種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