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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歸責基礎：不法連帶，責任個別7

共同正犯之連帶性，係指不法連帶而責任個別，即任何共同正犯行為符合

構成要件該當性及違法性之行為，皆視為各共同正犯之行為，而使各共同正犯

（不管參與全部、一部行為或共謀共同正犯）均成立該犯罪。惟共同正犯各人

之責任則應分別而論，除刑法第57條所定之犯罪情狀應分別審酌，而為不同之

量刑外，若各共同正犯有各自之刑罰減免事由，亦不相涉。

貳、成立要件

刑法之共同正犯除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先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

實行犯罪行為之共謀共同正犯外，以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為要件8；亦即

共同正犯的成立，只須具有犯意聯絡犯意聯絡和行為分擔行為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

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9。

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

部，彼此協力、相互補充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

共同負責，此即「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之理。因此，共同正犯在客觀上透過分透過分

工參與實現犯罪結果之部分或階段行為，以共同支配犯罪「是否」或「如何」工參與實現犯罪結果之部分或階段行為，以共同支配犯罪「是否」或「如何」

實現之目的實現之目的，並因其主觀上具有支配如何實現之犯罪意思具有支配如何實現之犯罪意思而受歸責10。

一、客觀要件：行為分擔行為分擔

共同正犯之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其行

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皆有參與為必要，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

意思所為，仍應負共同正犯之責11。

7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9號判決、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判決。
8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566號判決。
9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609號判決。
10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444號判決。
11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336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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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觀要件：犯意聯絡犯意聯絡

1 包含直接或間接意思聯絡：
 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
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

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12。

2 包含明示與默示意思聯絡：
 意思聯絡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
無不可13。

3 包含事前與事中意思聯絡：
 無論事前或事中皆同，因出於共同犯罪的意思，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
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

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14。

4 包含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之意思聯絡：
 不論「明知」或「預見」，僅係認識程度的差別，間接故意應具備構成犯
罪事實的認識，與直接故意並無不同，共同正犯對於構成犯罪事實既已

「明知」或「預見」，其認識完全無缺，進而基此共同的認識，「使其發

生」或「容任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彼此間在意思上自得合而為

一，形成犯罪意思的聯絡。換言之，行為人分別基於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

實行犯罪行為，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只不過法院就行為人責任及量刑

審酌時，宜考量其故意的性質、態樣不同，而異其評價而已15。

上榜模板

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

彼此協力、相互補充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

同負責，此即「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之概念。

12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444號判決。
13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336號判決。
14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013號判決。
15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587號判決、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01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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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共謀（同謀）共同正犯

 記下來！記下來！

釋字第109號解釋

? 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

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先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施犯罪之行為者，是

否均為共同正犯？

! 解釋文

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

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先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施犯罪之行為者，均

為共同正犯。本院院字第一九○五號、第二○三○號之一、第二二○二

號前段等解釋，其旨趣尚屬一致。

! 理由書

共同正犯，係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

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

全體均行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

者，固為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

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

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

負其責任負其責任。本院院字第一九○五號解釋，係指事前同謀，事後得贓，推

由他人實施，院字第二○三○號解釋之一，係謂事前同謀，而自任把

風，皆不失為共同正犯。院字第二二○二號解釋前段所謂警察巡長與竊

盜串通，窩藏贓物，並代為兜銷，應成立竊盜共犯，如係以自己犯罪之

意思，並參與其實施，則屬竊盜共同正犯。上述三號解釋，雖因聲請內

容不同，而釋示之語句有異，但其旨趣，則無二致。應併指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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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義16

所謂「共謀（同謀）共同正犯」，係指以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推

由其中部分之人實行，而未參與實行之共謀者而言。故參與共謀者，其共

謀行為，應屬犯罪行為中之一個階段行為，而與其他行為人之著手、實行

行為整體地構成一個犯罪行為。

 記下來！記下來！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4號判決
17
 

1. 犯意聯絡之型態

 刑法第28條所規定之共同正犯，祇要行為人彼此之間，具有犯意聯絡、行為

分擔，即可成立；此犯意之聯絡，不僅限於明示，縱屬默示，亦無不可，且

無論事前或事中皆同，因出於共同犯罪的意思，分工合作，一起完成，即應

就其等犯罪的全部情形，共同負責。

2. 謀議行為亦屬行為分擔

 又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均經參與為必要；如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

事先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施犯罪之行為者，亦為共同正犯，對於全部

行為所發生之結果，亦同負責任（司法院釋字第109號解釋理由參照），此即

學理上所稱之「共謀共同正犯」，故參與共謀者，其共謀行為，應屬犯罪行參與共謀者，其共謀行為，應屬犯罪行

為中之一個階段行為，而與其他行為人之著手、實行行為整體地構成一個犯為中之一個階段行為，而與其他行為人之著手、實行行為整體地構成一個犯

罪行為罪行為。

上榜模板

所謂「共謀共同正犯」，係指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

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應認為係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

之結果，負其責任（釋109參照）。

16 釋字第109號解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判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4
號判決。

17 標題與編號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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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共謀（同謀）共同正犯v.實行共同正犯18

共謀（同謀）共同正犯 實行共同正犯

相同
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

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均成立共同正犯

相異

未參與實行行為，係推由實行共

同正犯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

→	由於共謀共同正犯其並未參與

犯罪之實行，故須以嚴格之證

據證明其如何參與謀議及參與

共同謀議之範圍如何。

已參與實行行為

二、於刑法分則之運用

1 結夥三人以上犯竊盜罪（刑§321Ⅰ④）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款所稱之「結夥三人以上」情形，應以在場共同實
行或在場參與分擔實行犯罪之人為限，不包括同謀共同正犯者在內，且係

以結夥犯之全體俱有犯意之人為構成要件，若其中一人或數人缺乏犯意，

則雖參與實行之行為，仍不能算入結夥之內19。

2 三人以上犯詐欺罪（刑§339Ⅰ②）
 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立法理由20，該款所謂「三人以上共同犯

之」，不限於實施共同正犯，尚包含同謀共同正犯在內。

專　題

參與構成要件以外行為之人，能否論以共同正犯？

觀察釋字第109號解釋理由書可知，該解釋不僅說明「共謀共同正犯」的地

位是「正犯」，同時也說明「參與構成要件以外行為之人」亦可成立「正

犯」，分析如下：

18 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421號判決、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381號判決。
19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327號判決。
20 「多人共同行使詐術手段，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其主觀惡性較單一個人行使詐術為重，
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仿照本法第222條第1項第1款之立法例，將『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列為第2款之加重處罰事由。又本款所謂『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不限於實施共同正犯，
尚包含同謀共同正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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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109號解釋理由書

解釋理由書 說明

共同正犯，係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

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

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

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

全體均行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

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

者，固為共同正犯

共同正犯之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

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必要

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

同正犯

實行構成要件行為之人，在主客觀擇

一標準說的見解之下（客觀），屬共

同正犯

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

成要件以外之行為

→	院字第2030號解釋：事前同謀，而

自任把風

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如把

風行為），在主客觀擇一標準說的見

解之下（主觀），屬共同正犯

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

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

→	院字第1905號解釋：事前同謀，事

後得贓，推由他人實施

此即「共謀共同正犯」，在主客觀擇

一標準說的見解之下（主觀），屬共

同正犯

不過，為什麼「參與構成要件以外行為」的人，實務會認為是共同正犯？

我們固然可以從主客觀擇一標準說之見解，認為參與構成要件以外行為之人，

由於主觀上仍是以自己犯罪意思參與犯罪，所以是共同正犯；但更好的理由，

或許可參考學說上「功能性犯罪支配」的概念來詮釋，亦即正犯之認定標準，

在於是否對於整體犯罪過程有支配，若有，即屬正犯。而在參與構成要件以外

行為的情況下，只要能確定該構成要件以外行為對於犯罪的實現具有不可或缺不可或缺

之地位之地位，與其他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人，同樣具有「功能性犯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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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地位，此時便可同論該罪之共同正犯21。

 記下來！記下來！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875號判決
22
 

1. 共同正犯之歸責基礎：共同行為決意

 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

彼此協力、相互補充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

同負責。

2.基於共同行為決意而為犯罪之分工，縱僅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若具有功

能支配，則仍成立共同正犯

 共同正犯在客觀上透過分工參與實現犯罪結果之部分或階段行為，以共同支

配犯罪「是否」或「如何」實現之目的，並因其主觀上具有支配如何實現之

犯罪意思而受歸責，不以實際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或參與每一階段之犯罪

行為為必要。縱使僅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把風、聯繫、接應），

倘足以左右其他行為人是否或如何犯罪，而對於犯罪之實現具有功能上不可倘足以左右其他行為人是否或如何犯罪，而對於犯罪之實現具有功能上不可

或缺之重要性者，與其他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人，同具有功能性的或缺之重要性者，與其他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人，同具有功能性的

犯罪支配地位，而為共同正犯犯罪支配地位，而為共同正犯。

上榜模板

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如把風、接應行為），倘足以左右其他行為

人是否或如何犯罪，而對於犯罪之實現具有功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者，即

與其他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人，同具有功能性的犯罪支配地位，而

論以共同正犯。

21 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141號判決、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258號判決、高等法院
107年度上易字第2160號判決。

22 標題與編號為筆者所加。



共同正犯

Chapter 4 參與犯
4-13

專　題

相續共同正犯

「相續共同正犯」又稱為「承繼共同正犯」，係指於其他共同正犯之犯罪

行為著手實行後、犯行終了前，才加入為共同正犯之人23。

關於相續共同正犯的考點，主要聚焦在：若其他共同正犯所實行的犯罪已

經既遂，惟犯行尚未終了，此時能否承認相續共同正犯的存在？分析如下。

爭　點

若其他共同正犯所實行的犯罪已經既遂，惟犯行尚未終了，此時能否承認相續

共同正犯的存在？

上榜模板

一、 實務認為，對於介入前先行為者之行為，若有就既成之條件加以利用而

繼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應負共同正犯之全部責任24。

二、 惟學說認為，若其他共同正犯之犯行已既遂，則該人即不可能再加入為

共同正犯。原因在於，一旦犯行既遂，在其未參與先前行為的情況下，

若還能認為該人曾共同實行犯罪，無異於將共同犯罪計畫之決意回溯認

定，據以形成其成立共同正犯之歸責基礎，甚不合理25。

參、共同正犯之逾越

原則上，共同正犯所要負責的範圍，就是原先犯意聯絡的範圍，而所謂

「一部行為全部責任」，當係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始有刑事責任擴張可言。

倘若實際之犯罪實行，與原先的犯罪計畫有所出入，而此一誤差在經驗法則上

通常為其他共同正犯難以預見或估計，即屬「共同正犯逾越」，其他共同正犯

對於逾越的部分無須負責；反之，倘若此一誤差在經驗法則上得以預見或預

23 林書楷，刑法總則，2016年9月，頁347。
24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381號判決。
25 蕭宏宜，未遂與犯罪參與，2015年7月，頁114-115；林書楷，刑法總則，2016年9月，頁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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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即非屬共同正犯逾越。蓋在原定犯罪目的下，只要不超越社會一般通念，

賦予行為人見機行事或應變情勢之空間，本屬共同正犯成員彼此間可以意會屬

於原計畫範圍之一部分，當不必明示或言傳26。

上榜模板

共同正犯須對其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者，以就其行為有犯意之

聯絡為限，亦即僅以犯意聯絡之範圍，始有「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之適用。

若他犯所實行之行為，超越原計畫之範圍，而為其所難預見者，則僅應就其

所知之程度，令其負責任，未可概以共同正犯論27。

肆、共同正犯脫離與中止

一、共同正犯脫離28

複數行為人以共同正犯型態實施特定犯罪時，除自己行為外，亦同時利用

他人之行為，以遂行自己之犯罪，從而，共同正犯行為階段如已推進至

「著手實施犯行之後著手實施犯行之後」，脫離者為解消共同正犯關係，須完成以下行為，

始能脫離：

1 須停止放棄自己之行為，向未脫離者表明脫離意思，使其瞭解認知該情
形。

2 由於脫離前以共同正犯型態所實施之行為，係立於未脫離者得延續利用之
以遂行自己犯罪之關係，存在著未脫離者得基於先前行為，以延續遂行自

己犯罪之危險性，因此，脫離者自須消滅犯行危險性，解消其先前所創造脫離者自須消滅犯行危險性，解消其先前所創造

出朝向犯罪實現之危險性或物理、心理因果關係效果，始毋庸就犯罪最終出朝向犯罪實現之危險性或物理、心理因果關係效果，始毋庸就犯罪最終

結果（既遂）負責結果（既遂）負責29：

26 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4534號判決、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673號判決、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第4757號判決。

27 最高法院50年度台上字第1060號判決、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830號判決。
28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352號判決。
29 之所以如此要求，係因複數行為人遂行犯罪時，較諸於單獨犯型態，由於複數行為人相互
協力，心理上較容易受到鼓舞，在物理上實行行為亦更易於強化堅實，對於結果之發生具
有較高危險性，脫離者個人如僅單獨表示撤回加功或參與，一般多認為難以除去該危險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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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解消心理因果關係：解消未脫離共同正犯之攻擊意思。

2. 解消物理因果關係：撤去犯罪工具。

上榜模板

共同正犯之一人欲於著手實行後脫離共同正犯關係，除須停止放棄自己之行

為，向未脫離者表明脫離意思，使其瞭解認知該情形外，尚須解消其先前所

創造出朝向犯罪實現之危險性或物理、心理因果關係效果，始毋庸就犯罪既

遂負責。

二、共同正犯中止犯、準中止犯

1 成立前提：犯罪結果不發生
 共同正犯應就全部犯罪結果共負責任，故正犯中之一人，其犯罪已達於既
遂程度者，其他正犯亦應以既遂論科30。詳言之，中止犯仍為未遂犯之一

種，必須犯罪之結果尚未發生，始能成立31。

2 類型32：

1. 中止犯：

⑴ 經由中止者之中止行為，造成其他共同正犯實行犯罪之障礙

⑵ 中止者勸導共同正犯全體中止，且確實中止其犯行

⑶ 中止者有效防止犯罪行為結果之發生

 甘心小提醒

在此要注意，倘若行為人僅消極停止其犯罪行為，並未為防止結果消極停止其犯罪行為，並未為防止結果

發生之積極作為發生之積極作為，僅其已經實行之犯罪行為，因其他因素未能發生

預期犯罪結果者，仍屬障礙未遂，非中止未遂
33
。

2. 準中止犯：

 犯罪行為結果之不發生，雖非防止行為所致，而行為人已盡力為防止

行為者，始能依中止未遂之規定減輕其刑。

30 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883號判決。
31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575號判決。
32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87號判決。
33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57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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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27條第2項規定：「前項規定，於正犯或共犯中之一人或數人，因己

意防止犯罪結果之發生，或結果之不發生，非防止行為所致，而行為人已盡

力為防止行為者，亦適用之。」換言之，若參與者未能阻止他人續行犯罪，

而致犯罪結果發生，即無法成立中止未遂，仍應對於全部犯罪結果負責
34
。

伍、任意共同正犯v.必要共同正犯35

一、任意共同正犯

一般而言，原得由一人單獨完成之犯罪，而由二人以上，基於彼此間犯意

之聯絡，共同實行而分擔犯罪行為，稱為「任意共同正犯」。

二、必要共同正犯與對向犯

須有二人以上，共同參與實行，始能成立犯罪者，稱為「必要共同正

犯」。而參與犯罪之數人，係均朝同一目標實行者，為「聚合犯」（如公

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參與犯罪結社罪），其彼此間非但有犯意聯絡，並

有行為分擔，自亦屬共同正犯。

相對來說，二個以上之行為人，彼此相互對立之意思經合致而成立犯罪之

「對向犯」（如賄賂罪、賭博罪、重婚罪），因居於相互對立之對向關

係，行為者各有其目的，各就其行為負責，彼此之間無所謂犯意之聯絡或

行為之分擔，本質上並非共同正犯。

實例演練 	
．93警特三等行政警察

何謂共謀共同正犯？我國實務對其採取何種態度？試分別說明之。（25分）

題型分析

本題是基礎觀念題，測驗共謀共同正犯的意義，以及我國實務對於共謀

共同正犯究竟認定為正犯或共犯。答題時請務必寫出「釋字第109號解

釋」這個經典的見解（畢竟刑法涉及大法官解釋的地方不多，有碰到的

通常都很重要！），才能得到不錯的分數喔～

34 蕭宏宜，未遂與犯罪參與，2015年7月，頁210。
35 最高法院81年度台非字第233號判決、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5028號判決、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576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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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擬答

實例演練 	
．97身心三等一般行政

甲乙共謀行竊A宅，由甲入內行竊，乙在屋外把風，問甲、乙之罪責各為

何？（25分）

題型分析

本題涉及參與「構成要件以外行為」之人應如何論罪的問題，考試上

最常見的就是「把風行為」，應從「功能性犯罪支配」的角度出發，

思考把風行為是否在整體犯罪計畫中具有不可或缺之地位，始能論以

共同正犯。

參考擬答

1	共謀共同正犯之意義

	 按所謂「共謀共同正犯」，係指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所謂「共謀共同正犯」，係指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

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應認為係共同正犯，使之對於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應認為係共同正犯，使之對於

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釋字第109號解釋參照）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釋字第109號解釋參照）。

2	實務對於共謀共同正犯之態度

	 我國實務對於正犯的認定，係採「主客觀擇一標準說主客觀擇一標準說」，只要行為

人主觀上係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或客觀上參與構成

要件行為之實行，即成立該罪之正犯。基此，由於共謀共同正犯係

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故在實務見解下，共謀共同正犯

亦屬正犯，仍須對於全部之犯罪結果負責。

1	甲侵入A宅行竊，可能成立刑法（下同）第321條第1項第1款加重竊

盜既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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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客觀上，甲竊取A之財物，係未經A之同意，破壞A對於財物之

持有支配，進而建立自己對於財物之持有支配；主觀上，甲對於

上述客觀事實有認知與意欲，具竊盜故意，亦有違反民事財產秩

序，而僭居為A財物所有權人之不法所有意圖，構成要件均該當。

2.	又甲未經A同意無故進入A宅，係破壞A之住居自由，該當「侵

入」之要件，故甲之行為該當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加重條件。

3.	甲無阻卻違法與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2	乙於甲侵入A宅行竊時在屋外把風，可能成立第321條第1項第1款、

第28條加重竊盜既遂罪之共同正犯

1.	依題意，乙在屋外把風，並非實行竊取行為，能否與甲同論加重

竊盜既遂罪之共同正犯？分析如下：

⑴	按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如把風、接應行為），倘足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如把風、接應行為），倘足

以左右其他行為人是否或如何犯罪，而對於犯罪之實現具有功以左右其他行為人是否或如何犯罪，而對於犯罪之實現具有功

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者，即與其他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者，即與其他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

為之人，同具有功能性的犯罪支配地位，而論以共同正犯為之人，同具有功能性的犯罪支配地位，而論以共同正犯。

⑵	查本題乙在屋外把風，足以影響甲能否順利完成竊取行為，對

於整體竊盜犯行之實現具有功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與甲同

具有功能性犯罪支配地位，而論以本罪之共同正犯。

2.	乙無阻卻違法事由與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3	結論

	 甲成立加重竊盜既遂罪，乙亦成立加重竊盜既遂罪之共同正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