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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我国刑法采取不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单一正犯( 或单一行为人) 体系，不存

在共犯从属性说赖以存在的犯罪参与体系之基础。《刑法》总则第 29 条第 2 款明文规定处

罚教唆未遂; 刑法分则将许多教唆行为、帮助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将某些犯罪的教唆行

为、帮助行为明文规定为与实行行为同等对待，表明我国刑法没有采取共犯从属性说。实

行从属性原则不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它会不适当地缩小教唆犯和帮助犯的处罚范围，有

可能放纵一些特别危险的教唆犯罪和帮助犯罪的发生。德、日刑法学中有关要素从属性的

几种不同学说是以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为基础的，一些观点认为我国传统的通说采取了极

端从属性说，肯定了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显然是忽视了我国传统刑法学与德日刑法

学以及我国刑法与德日刑法的重大差异。我国不采取共犯从属性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虽

然不采取共犯从属说存在扩大教唆犯和帮助犯处罚范围的风险，但是这种风险可以通过完

善立法和司法的途径来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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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由于受德国、日本刑法学的影响，我国不少刑法学者认为，应该用德、日
的共犯从属性说来解释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相关规定。如对我国《刑法》第 29 条

第 2 款中的“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只能解释为被教唆的人已着手实行被教

唆的罪，但没有既遂。因为如果按照传统通说的解释，把被教唆的人尚未开始实施预备

行为、甚至拒不接受教唆也包含其中，明显不符合共犯从属性说。① 但是，这些学者往往

没有看到我国刑法与德、日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存在重大差异，我国刑法并没有像

德、日刑法那样采取共犯从属性说，因此，解释的结论自然应该有差异。有鉴于此，笔者

撰写本文，对此展开论说。

一、共犯从属性说概述

在数人参与犯罪的场合，将参与犯罪的人分为正犯与共犯，并分别采取不同的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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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处罚原则的立法体系，刑法理论上称之为正犯与共犯相区分的“区分制”( 二元参与

体系) 。在这种“区分制”中，共犯自然是与正犯相对的概念。其中，共犯又有广义与狭

义之分，广义的共犯包括共同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狭义的共犯则仅指教唆犯与帮助

犯。② 共犯从属性说中的“共犯”显然是从狭义而言的，即认为教唆犯与帮助犯具有从

属于正犯的特性③。
在采取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制”的德国、日本等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一般认

为，正犯是直接或亲自实现不法构成要件或利用他人作为犯罪工具而实现不法构成要

件的行为人，故在实施犯罪上具有独立性。而共犯则是诱发他人的犯罪故意，或者协助

他人犯罪，“乃是行为人参与由他人支配的构成要件的实现，经刑法总则的特别规定，而

成立的犯罪，故共犯必须依存于一个正犯的主行为，始足以成罪，若无他人成立正犯而

有主行为的存在，则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因为无所依附，则无由成立共犯。因此，共犯

具有从属性的本质”④。
从某种意义而言，共犯从属性说是采取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制立法体系的理论

根基。持此说的论者大多认为，刑法之所以要采取区分制，归根到底是因为在数人参与

犯罪的情况下，只有正犯才是实现符合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的核心人物，共犯则只是一

个配角。因此，对正犯与共犯应当区别对待，即对正犯处罚重，共犯处罚轻。刑法应以

处罚正犯为原则，以处罚共犯为例外，⑤也就是对共犯的处罚应该有所限制。另外，从共

犯的处罚根据而言，作为通说的因果共犯论认为，之所以处罚共犯，是因为其与他人引

起的法益侵害之间具有因果性，也就是说，共犯是以其他犯罪参与者为媒介而间接地实

施了法益侵害行为，这正是共犯从属于正犯的根据所在⑥。
一般认为，共犯从属性包括实行从属性、要素从属性和罪名从属性三层含义。所谓

实行从属性，是指共犯要具有可罚性，正犯必须已着手实行犯罪。所谓要素从属性，是

指共犯要具有可罚性，正犯在犯罪成立要件中，必须具备哪些要素的问题。所谓罪名从

属性，是指共犯的罪名、处罚条文是否应从属于正犯的罪名、处罚条文的问题。关于要

素从属性，理论上有不同的解释，德国刑法学者 M·E·迈耶将其区分为夸张从属性说、
极端从属性说、限制从属性说和最小从属性说四种。其中，夸张从属性说认为，共犯的

可罚性除了必须从属于正犯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之外，还必须从属于正

犯者的( 刑罚加重、减轻、阻却) 身份; 极端从属性说认为，必须从属于正犯的构成要件该

当性、违法性、有责性; 限制从属性说认为，必须从属于正犯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

最小从属性说认为，只要从属于正犯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即可。“以前的通说观点将实行

从属性、极端从属性、罪名从属性这三者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而采取从属性说。这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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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根本性思维是所谓‘可罚性借用理论’。亦即共犯本身并不单独具有犯罪性、可罚

性，而是通过借用正犯的犯罪性、可罚性，才具有可罚性; 而且，共犯的可罚性只有在正

犯着手实行犯罪而( 至少) 构成未遂之后，且正犯行为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
责性之时，方可得以认定; 并且，由于正犯的可罚性是由罪名、处罚条文来决定，共犯当

然应从属于正犯的‘犯罪’的理由也在于此。”⑦但现在由于与犯罪共同说相对的行为共

同说成为强有力的学说，而行为共同说认为，完全存在否定罪名从属性的可能。⑧ 另外，

随着时代的变迁，限制从属性说虽然是现在的通说，但也存在向最小从属性说转化的趋

向。⑨ 不过，日本的“判例、通说一贯采取实行从属性说”瑏瑠。
众所周知，在犯罪参与问题上，德国和日本是采取正犯与共犯相区分的立法体制，

它们的刑法同样都采取了共犯从属性说。其中，《德国刑法》第 26 条规定，“故意教唆他

人故意实施违法行为的是教唆犯”; 第 27 条规定，“对他人故意实施的违法行为故意予

以帮助的，是帮助犯”。这两条规定被公认为是采取了限制从属性原则。瑏瑡 日本刑法第

61 条中的“教唆他人使之实行犯罪的”、第 62 条中的“帮助正犯的”规定，足以说明教唆

犯和帮助犯的成立以正犯的存在为必要，也意味着日本现行刑法关于教唆犯和帮助犯

的规定，是以共犯从属性说为理论根基的瑏瑢。

二、我国刑法的规定与共犯从属性说相抵牾

( 一) 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参与体系与共犯从属性说不相容之宏观表现

我国刑法与德国、日本刑法不同，并没有采取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制，而是采取

不做这种区分的“单一制”( 即单一正犯或单一行为人体系、一元参与体系) 。瑏瑣 因而，无

法律规定的共犯从属性说赖以存在的犯罪参与体系之基础。不过，目前我国多数学者

持不同主张，认为我国采取的是与德、日相同的区分制的犯罪参与体系。瑏瑤 在笔者看来，

这是由于受德、日刑法学的影响，并且忽视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与德、日刑法的重大

差异，从而导致的一种误认。只要认真做一下比较分析，就不难看出两者的差异，得出

不是采取同一犯罪参与体系的结论。
第一，德国刑法在总则第二章第三节用“正犯与共犯”的名称，在第 25 条、第 2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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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 27 条分别对正犯、教唆犯和帮助犯的概念( 或成立条件) 及处罚原则做了明确规

定，其中，正犯是犯罪的核心人物，正犯之刑是处刑的基准，对教唆犯是比照正犯之刑处

罚，对帮助犯则是比照正犯的处罚予以减轻。日本刑法也是采取类似的立法形式。但

是，我国刑法在总则第二章第三节用的名称是“共同犯罪”，并且第 25 条明确规定:“共

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这一规定表明，二人以上只要是基于共同故意，

实施了侵害刑法所保护的利益( 法益) 的行为，就构成共同犯罪，成为共同犯罪人。也就

是说，所有参与共同犯罪或为共同犯罪创造条件的人，都是共同犯罪人，即统一在共同

犯罪人这一概念之下。并且，所有参与犯罪的人构成犯罪即成为共同犯罪人的条件，都

是完全相同的。而德国、日本等采取区分制的刑法所规定的共犯( 教唆犯和帮助犯) 的

成立条件与正犯( 实行犯) 的成立条件是不同的。我国《刑法》在第 25 条规定共同犯罪

的概念( 或成立条件) 之后，接着在第 26 条、第 27 条、第 28 条分别对共同犯罪人中的主

犯、从犯、胁从犯作了规定，即原则上根据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

小，确定为主犯、从犯或胁从犯，给予轻重不同的处罚。并非是像德、日刑法那样，根据

参与行为形式( 即正犯、教唆犯、帮助犯) 的不同，给予轻重不同的处罚。
第二，如果是采取德、日刑法那样的区别对待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制，不可能对正犯

( 实行犯) 特别是帮助犯的定罪和处罚不作明确规定。因为既然正犯( 实行犯) 处于定

罪和处罚的核心位置，刑法就不可能不作规定。况且，在共同犯罪案件中，最有必要区

别对待的是帮助犯。如前所述，德、日刑法对教唆犯的处罚与正犯相同，但对帮助犯则

是比照正犯的刑罚予以减轻。因此，就必须对正犯和教唆犯特别是帮助犯的定罪与处

罚做出明文规定。而我国刑法有关共同犯罪的规定中，并没有出现“正犯”( 或“实行

犯”) 、“帮助犯”的概念。我国《刑法》第 27 条虽然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

作用的，是从犯。”也有学者认为，这里的起“辅助作用”者，就是帮助犯，因而不能说我

国刑法没有规定帮助犯。瑏瑥 但在笔者看来，除了帮助犯的帮助行为发挥的作用大多属于

“辅助作用”之外，也不排除有实行犯( 正犯) 或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发挥的仅仅只是辅

助作用的情形; 况且，在特殊情况下，帮助犯还有可能起主要作用而成为主犯，瑏瑦所以，不

能将二者等同。
第三，我国刑法除了规定主犯、从犯、胁从犯之外，还在《刑法》第 29 条对教唆犯专

门作了规定，根据该条的规定，教唆犯是指教唆他人犯罪的人。有学者认为，这为正犯

与共犯的区分提供了法律根据。也就是说，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行为是正犯行为，

在逻辑上并不包括教唆等共犯行为在内。因此，我国刑法采纳的并非是单一制而是区

分制。瑏瑧 但是，在笔者看来，认为我国刑法对教唆犯专门作了规定，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这或许是一种误解。众所周知，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刑法是采取单一制，瑏瑨但《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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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 115 条、《奥地利刑法》第 33 条都有处罚教唆犯的规定。由此可见，刑法对教唆

犯及其处罚原则作专门规定，并不能成为其采取的是区分制而不是单一制的法律根据。
至于说“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行为是正犯行为，在逻辑上并不包括教唆等共犯行为

在内”，这仍然是用区分制的观念来解释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行为，与我国的

立法实际不符。事实上，我国刑法分则有许多条文将教唆行为、帮助行为规定为独立的

犯罪; 另外，刑法分则规定的许多具体犯罪行为，也并非仅限于实行行为，而是还包含教

唆行为、帮助行为、甚至预备行为。对此，笔者将在下文作进一步的阐述。
第四，不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单一制，是对作用于同一犯罪事实的所有行为人，不论

其是单独完成犯罪、还是与他人共同完成犯罪或加功于他人的犯罪，均视之为同等的参

与者，称之为“正犯”或“行为人”、“犯罪人”，瑏瑩而不区分其究竟属于何种参与形式，也不

根据参与形式来确定处罚原则。瑐瑠 我国刑法有关共同犯罪的规定完全符合单一制( 或单

一正犯) 这种犯罪参与体系的特征。瑐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行意大利刑法是采取单一

制的典型立法例，而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与意大利刑法的相关规定十分相似。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我国刑法采取的是不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单一制。

有论者认为，单一制( 即单一正犯体系) 与共犯从属性并非是对立的关系，“即便承

认单一制，也可能承认限制从属性。”瑐瑢既然如此，这是否意味着即便能肯定我国刑法采

取的是单一制，也不足以否定我国刑法采取了共犯从属性说呢? 笔者认为，由于前提条

件不成立，当然也就不可能由此推论出上述结论。众所周知，在德、日刑法学界，“统一

正犯体系与共犯从属性被认为是相互排斥的。”瑐瑣因为“不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单一正犯

概念，亦即各个参与者均独自为自己的行为与所造成的结果负责。在如此的概念下，自

无所谓的从属他人的犯罪行为或刑事违法行为问题。”瑐瑤也就是说，既然单一正犯体系将

作用于同一犯罪事实的所有行为人均视之为同等的参与者，而不区分正犯与共犯，也不

根据参与形式( 即是正犯还是共犯) 来确定处罚轻重，合乎逻辑的结论自然应该是不存

在共犯从属性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如果说“所有行为主体在参与形式上，均为等价，则

不应再附属于其他行为主体，否则其为行为主体等价的资格，即受到质疑。”瑐瑥。
( 二) 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参与体系与共犯从属性说不相容之微观分析

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不仅无共犯从属性说赖以存在的犯罪参与体系之基础，而

且刑法的许多具体规定也与共犯从属性说水火不相容。
第一，我国《刑法》第 29 条第 2 款明文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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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按照我国的通说，“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

罪”，是指被教唆的人没有按教唆犯的意思实施犯罪( 包括被教唆者拒绝了教唆者的教

唆) 的情形。瑐瑦 既然被教唆的人没有着手实行犯罪，甚至根本不接受教唆，教唆犯都有可

能构成犯罪，这就完全不符合共犯从属说的基本要求。该条规定“因而成为坚持教唆犯

从属性说的重大障碍”瑐瑧。
第二，我国刑法将许多教唆行为、帮助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这也表明我国刑法

没有采取共犯从属性说。众所周知，我国刑法对教唆、帮助行为单独设处罚规定( 或规

定为独立的犯罪) 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形: 一是不处罚实行行为，仅处罚教唆、帮助行为。
例如，我国《刑法》规定有引诱、容留卖淫罪( 第 359 条) 、教唆他人吸毒罪( 第 353 条) 、
容留他人吸毒罪( 第 354 条) ，却没有规定卖淫罪、吸毒罪，对实施实行行为的卖淫者、吸
毒者则只能依据相关的行政法规给予行政处罚。二是实行行为、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

均处罚，但对教唆、帮助行为规定比实行行为更重的刑罚。例如，《刑法》第 322 条规定

的偷越国( 边) 境罪的最高法定刑为一年有期徒刑; 第 321 条规定的运送他人偷越国

( 边) 境罪的最高法定刑，普通犯为五年有期徒刑，加重犯为十年有期徒刑。后者( 即运

送他人偷越国〈边〉境) 显然只是帮助犯，但却比作为实行犯的前者( 偷越国〈边〉境) 处

罚重得多。三是将帮助行为单独规定为犯罪，并适用与实行行为所构成的犯罪完全相

同的法定刑。例如，《刑法》第 285 条第 3 款规定的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

的程序、工具罪，明显是将这种特定的帮助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规定

为独立的犯罪，并适用与实行犯罪相同的法定刑。四是实行行为与教唆、帮助行为均予

以处罚，并且原则上对实行行为的处罚更重，但对教唆、帮助行为单独设处罚规定。例

如《刑法》第 103 条第 2 款 ( 煽动分裂国家罪) 、第 120 条之一 ( 资助恐怖活动罪) ，等

等瑐瑨。
如前所述，按照区分制和共犯从属性的理论，实施教唆、帮助行为的共犯具有从属

于实施实行行为的正犯的特性，并且只有在正犯已着手实行犯罪的条件下，共犯才具有

可罚性。如果没有正犯，共犯也就不可能存在。上述刑法规定只处罚实施教唆、帮助行

为者( 共犯) ，而不处罚实施实行行为者( 正犯) 的情形，显然不符合共犯从属性说。另

外，既然正犯是犯罪的核心人物，共犯从属于正犯，对正犯的处罚重于共犯就是当然的

结论，上述刑法规定对帮助犯的处罚与实行犯相同、甚至还重于实行犯的情形，也明显

与共犯从属性说相冲突。不仅如此，从刑法理论而言，只要刑法规定教唆、帮助从事某

种活动构成独立的犯罪，并有单独的法定刑，无论其对实行行为是否另行处罚及处罚轻

重如何，均与共犯从属性说相悖。因为既然仅实施教唆、帮助行为就有可能构成犯罪，

至于实行犯是否已着手实行犯罪，并不影响犯罪的成立，这就意味着对作为共犯从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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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实行从属性已不做要求了。况且，一般认为，采取区分制的刑法分则是以实行行

为为模式的，对教唆、帮助行为予以处罚，是由刑法总则来作规定，对其构成要件予以修

正，因此，刑法分则根本无需将教唆、帮助行为特别地规定为独立犯罪。但持共犯从属

性说的论者为了自圆其说，提出了所谓“拟制的正犯”的概念，认为刑法将教唆、帮助行

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实际上是将这类教唆、帮助行为拟制为正犯的实行行为。瑐瑩 既然

如此，当然也就不必受共犯从属性说的限制了。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圆满的解释，

然而，刑法中的正犯行为( 实行行为) 与共犯行为( 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 有其特定的内

涵，将明显属于共犯的教唆行为、帮助行为拟制( 或升格) 为正犯的实行行为，自然是混

淆或模糊了两类不同行为的界限，这与区分制主张严格区分正犯与共犯的观念无疑是

相冲突的; 并且，将刑法条文中的“教唆”( 如教唆他人吸毒) 、“资助”( 如资助恐怖活动)

的行为解释为直接“实行”了犯罪也明显不符合事实，不能被民众所接受。由此可见，

“共犯成立决定于实行行为着手的共犯从属性观念，无论与我国刑法对犯罪预备普遍处

罚的政策性选择，还是与我国共犯处罚条件的制度逻辑，均有不相容之处”瑑瑠。
第三，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将某些犯罪的教唆行为、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同等对待，

这也表明不是采取共犯从属性说。例如，《刑法》第 205 条第 3 款规定:“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
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第 240 条第 2 款规定:“拐卖妇女、儿童

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前

一条中的“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显然是教唆、帮助虚开发票的行为; 后

一条中的“接送”、“中转”则是帮助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将这类教唆、帮助行为与实

行行为同等对待，只要一经实施就有可能构成犯罪，而不以被教唆、被帮助的人已着手

实行犯罪为成立条件，这无疑也是与共犯从属性说相冲突的。
第四，我国《刑法》第 29 条第 1 款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

中所起的作用处罚。”这一规定同样不是采取共犯从属性说，与德国、日本刑法中教唆犯

的规定有重大差异。如《日本刑法》第 61 条规定，“教唆他人使之实行犯罪的”，为教唆

犯。从这一规定不难看出，只有在被教唆人实行了犯罪的条件下，教唆犯才能成立。这

当然是采取了共犯从属性说。但我国上述法条中的“教唆他人犯罪”，并不仅限于被教

唆的他人实行了犯罪的情形，还包括他人在预备犯罪中( 尚未着手实行) ，甚至教唆他人

教唆犯罪、教唆他人帮助犯罪、教唆他人预备犯罪，均有可能构成教唆犯; 还有可能与被

教唆的他人构成共同犯罪。这显然与共犯从属性说不符。从我国台湾地区 2006 年修

订刑法时修改教唆犯的相关规定就不难得出这一结论。台湾地区原刑法第 29 条第 1
项中的“教唆他人犯罪者”与我国《刑法》第 29 条第 1 款中的“教唆他人犯罪的”含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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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相同，修订刑法时考虑到“原刑法第 29 条第 1 项‘教唆他人犯罪者，为教唆犯’之规

定，系采共犯独立性说立场，因此，教唆犯之成立，仅以教唆者有教唆之故意( 主观要件)

与教唆之行为( 客观要件) 为已足，不以被教唆者之正犯行为存在为必要。”“现行刑法

已将规定内容修改为:‘教唆他人使之实行犯罪行为者，为教唆犯。’……无论从规定内

容或修正理由，皆可明确理解，乃改采共犯从属性说立场，教唆犯之成立，除须有教唆之

故意与教唆之行为外，尚须有正犯行为之存在始可”瑑瑡。
顺便指出，我国刑法学界对于教唆犯的属性，过去曾在较长时期存在“从属性说”、

“独立性说”与“二重性说”之争。其中，“二重性说”是通说，认为教唆犯既有独立性，又

有从属性。教唆行为是一种独立的犯罪行为，教唆犯因其教唆行为而受处罚，这体现了

教唆犯的独立性; 教唆犯又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被教唆的人，因为被教唆的人实行犯罪

且实现犯罪结果是教唆行为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被教唆人的行为，犯罪结果就

不可能发生，教唆犯的目的就不可能达到。瑑瑢 而“独立性说”与“从属性说”大多只强调

“二重性说”中的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大致梳理一下这方面的争论，不难发现与德、日
刑法学中的共犯从属性说、独立性说讨论的不是同一问题，或者说是在不同含义上理解

的“从属性”与“独立性”。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述，“教唆犯必须通过被教唆人的犯罪决

意、并且去实现他所教唆的犯罪行为，才能实现自己的犯罪意图，这是各国刑法所规定

的教唆犯的特点，而非教唆犯的从属性。”瑑瑣笔者也不否认我国刑法规定的教唆犯具有这

样的特点或特性，只不过不认为我国刑法采取了近些年来被我国学者所引进的前述德、
日刑法学中所指的那种共犯的从属性。

三、不采取共犯从属性说是明智的选择

我国刑法采取单一正犯( 或单一行为人) 体系，不采取共犯从属性说，除了不存在必

须区分正犯与共犯的难题之外，还具有对共同犯罪案件定罪更为科学、处罚更为合理、
操作更为简便的优越性。瑑瑤 由于篇幅所限，笔者不展开论述。在此仅通过对德、日刑法

学界公认的共犯从属性说中的实行从属性论与要素从属性论的分析，并与我国相关的

立法和司法情况做简要比较，来说明我们的选择是明智的。
( 一) 摆脱了实行从属性论的困境

如前所述，共犯从属性说的核心是认为共犯具有实行从属性，即只有在正犯已实施

实行行为的条件下，作为教唆犯、帮助犯的共犯，才可能构成犯罪或受刑事处罚。但是，

这种观念与现代各国均处罚重罪预备犯的刑法规定不协调。因为教唆犯的特点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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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教唆人的行为实现犯罪，达到既定的犯罪目的，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本身就是在为犯

罪做准备，属于犯罪的预备行为。如果是教唆他人犯重罪，不论被教唆的人是否接受教

唆以及是否去实行犯罪，对已实施教唆行为的教唆犯，均有作为预备犯处罚的必要性，瑑瑥

否则，就与处罚重罪预备犯的刑法规定不符。例如，德、日等国刑法均规定处罚杀人罪

的预备犯。如果行为人为杀自己的仇人，在准备刀具时案发，就有可能构成预备杀人

罪; 假如行为人花重金雇某人，将有巨大杀伤力的定时炸弹放到人员众多的剧院去爆

炸，但被拒绝，如果按共犯实行从属性说，由于被教唆的人不接受教唆，未着手实行犯

罪，就不处罚这种教唆者，这显然不合理，因为后者的危险性明显大于前者。正因为如

此，许多采取共犯从属性说的刑法均有处罚教唆未遂的例外规定，德国刑法第 30 条第 1
款就是适例。

但是，刑法明文规定处罚教唆未遂，即处罚被教唆的人没有实行被教唆之罪的教唆

犯，这无疑是在立法上表明共犯从属性( 或实行从属性) 说无法贯彻到底，需要有特殊例

外。这也是采取共犯从属性( 或实行从属性) 说的刑法陷于两难困境瑑瑦时所采用的一种

迫不得已的补救措施。那么，刑法未设处罚教唆未遂之规定的国家或地区，是否就有可

能将实行从属性论贯彻到底? 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因为被教唆者接受教唆后，在预备

犯罪的过程中案发的，被教唆者完全有可能成为某种重罪的预备犯，按刑法的规定自然

应受刑罚处罚; 如果仅以被教唆者尚未着手实行犯罪，就对有可能情节更为严重的教唆

者不予处罚，则明显不具有合理性。正因为如此，在没有类似德国刑法处罚教唆未遂之

规定的日本，尽管其刑法第 61 条明文规定，“教唆他人使之实行犯罪的”才处罚，也不得

不对“实行”做变通的解释，“认为‘实行’中包括预谋、预备，所以，不管是独立预备罪、
阴谋罪，还是从属预备罪、阴谋罪，都成立教唆犯”，瑑瑧从而使共犯从属性说的缺陷得到一

定程度的弥补。我国台湾地区 2006 年将“刑法”原第 29 条第 3 项“被教唆人虽未至犯

罪，教唆犯仍以未遂犯论”的规定删除，虽为贯彻共犯从属性说扫清了法律上的障碍，但

不少学者意识到这一修改“会制造法律漏洞”，瑑瑨因而不得不采取与上述日本学者类似

的补救办法，即主张处罚预备罪的教唆犯。瑑瑩 由此可见，即便是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处

罚教唆未遂的国家或地区，要求被教唆人着手实行被教唆的罪才处罚教唆犯的共犯从

属性( 或实行从属性) 说，事实上也不可能贯彻到底，而不得不把部分预备行为解释为实

行行为，以此来弥补其缺陷。但这种解释十分牵强，且削弱了实行行为的定型性。
在我国大陆，前述持共犯从属性说的论者也意识到，被教唆人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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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预备犯时，如果因被教唆的人没有着手实行犯罪而不处罚教唆犯，就明显不具有合

理性，为此，不得不提出“教唆者唆使他人犯罪，他人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的，如果需要

处罚预备犯，则对于教唆犯同时适用《刑法》第 29 条第 1 款与第 22 条”。瑒瑠 但是，这显然

与只有被教唆的人着手实行了被教唆的罪才能处罚教唆犯的共犯从属性( 或实行从属

性) 说不符。另外，还应当看到，在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刑法中，由于原则上不

处罚预备行为，只是对少数预备行为在刑法分则中单独设有处罚规定。理论上又有独

立预备罪与从属预备罪之分，一般认为，独立预备罪有实行行为。瑒瑡 这也是在日本等国

刑法学界一方面采取共犯从属性说，另一方面又承认预备罪的教唆犯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是，我国刑法是在总则中原则规定处罚所有故意犯罪的预备行为，在分则中并未对预

备犯单独设处罚规定，犯罪预备行为与犯罪实行行为有明确的界限，不存在像日本等国

那样把预备犯解释为有实行行为的可能性。因此，如果承认被教唆人构成预备犯时，教

唆犯也应受刑罚处罚，那就肯定未贯彻共犯从属性( 或实行从属性) 说瑒瑢。
即便是承认预备罪的教唆犯，也并不能使实行从属性论有可能放纵犯罪的问题从根

本上得到解决。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集团犯罪、有组织犯罪、特别是恐怖犯罪频繁发

生，教唆恐怖犯罪的危害性是难以想象的，必须防患于未然，显然不能等到被教唆者接受

了教唆并已开始实施为犯罪做准备的行为( 即构成预备犯) 时才处罚教唆犯。假如某人用

重金收买对方，将大量汽油泼撒在乘客众多的公交车上放火，但对方拒绝并及时报了警，

如果按共犯从属性说，肯定不能处罚教唆者，而这无疑会放纵危险犯罪的发生，与国民的

基本要求不符。再说，由于采取共犯从属性说的国家或地区的刑法均仅对教唆未遂例外

地设处罚规定，对帮助未遂并无处罚规定，理论上的通说也认为帮助未遂( 即被帮助的人

没有实行犯罪) 的场合，帮助犯不成立，对帮助者无处罚的必要性。笔者也不否认，在通常

情况下，对这种帮助者确实无处罚的必要性。但也有特殊例外的情形。例如，将自己培养

的可能引起众多民众死亡的新型病毒提供给意图实施恐怖犯罪的人员，但对方后来放弃

了犯罪或着手实行散布病毒的行为在行为前案发。按德、日等国的实行从属性论，显然无

法处罚这种帮助者，这无疑不利于防范这类特别危险的犯罪发生。
另外，还应当看到，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新型犯罪( 如网络犯罪) 具有不同于传统

犯罪的特殊性。“发生在现实社会中的传统犯罪，其预备行为和帮助行为在危害性上远

远小于实行行为，因此刑法规定对其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发生于网络空间中的

传统犯罪，其预备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往往远超实行行为，其帮助行为的危害性往往远超

正犯的实行行为。”“网络空间中某些犯罪的帮助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已经远超正犯行为

的危害性，比如公开传播犯罪工具、对他人侵入行为实施技术帮助等。由于此类行为的

巨大的社会危害性，依靠传统的共犯理论已经无法对其实施有效制裁。”瑒瑣如果还固守共

192

论我国刑法不采取共犯从属性说及利弊

瑒瑠

瑒瑡

瑒瑢

瑒瑣

前引①，张明楷书，第 378 页。
参见前引瑑瑧，［日］大谷实书，第 328 页。
参见刘明祥:《“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之解释》，载《法学研究》2011 年第 1 期。
于志刚:《网络犯罪与中国刑法应对》，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 年第 3 期。



犯具有实行从属性的观念，那么，对网络犯罪中的这类有巨大危害性的帮助行为就无法

处罚。由此可见，共犯从属性( 或实行从属性) 说已不适应现代社会同复杂犯罪作斗争

的需要。
正是由于实行从属性说存在放纵教唆、帮助犯罪的问题，而一些国家或地区采取的

处罚教唆未遂和处罚预备罪的教唆、帮助行为的补救措施又与实行从属性说相冲突，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近来有学者提出，“实行从属性说的全部含义仅仅在于，不能将教唆未

遂认定为未遂或既遂形态，至于是否可以犯罪预备进行处罚，则完全取决于各国的刑法

规定及一定时期的刑事政策。换言之，处罚教唆未遂与实行从属性说并不存在必然的

冲突。”瑒瑤在笔者看来，实行从属性说固然认为，只有正犯已着手实行犯罪，才可能对教唆

者或帮助者以未遂犯论，对被教唆者没有犯被教唆之罪的教唆未遂，不能认定为犯罪未

遂。但这显然是指犯罪行为形态的从属性，是实行从属性含义的一部分，而不是其全

部，甚至不是其核心含义。如前所述，实行从属性说认为，共犯( 教唆犯和帮助犯) 是通

过正犯的行为侵害法益的，因而处于从属( 或依附) 的位置，对共犯的处罚应该予以限

制，从某种意义而言，实行从属性就是为限制共犯的处罚范围而提出的，即只有在正犯

已着手实行犯罪的条件下，共犯( 教唆犯和帮助犯) 才可能成立，才能对其动用刑罚。如

果将实行从属性的这一核心含义抽掉，那么，实行从属性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了。
但是，按照单一正犯理论和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即便是在数人参与

( 或涉及数人) 犯罪的场合，也与单独犯罪一样，根据行为人自己实施的行为及其心理状

态来评价其是否构成犯罪。教唆者、帮助者也不例外，不存在从属于他人之行为的问

题。在被教唆的人、被帮助的人没有实行犯罪、甚至不构成犯罪的场合，对教唆者、帮助

者单独定罪处罚，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从而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实行从属性论带来的弊

病。如前所述，我国刑法有仅处罚教唆、帮助行为而不处罚实行行为的规定，如有教唆

他人吸毒罪、容留他人吸毒罪，但没有规定吸毒罪; 还有不少教唆、帮助行为被规定为独

立犯罪的情形，如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煽动分裂国家

罪、资助恐怖活动罪等。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这类教唆、帮助行为，即使被教唆者、被帮助

者没有实施相应的实行行为，甚至根本不接受教唆或帮助，均有可能构成犯罪。这对有

效打击这类犯罪有重要意义，无疑也是符合现代社会惩治犯罪、保护法益之需要的。
( 二) 克服了要素从属性论的弊病

1． 德、日的要素从属性论的弊病

要素从属性讨论的是共犯从属的程度问题，即在承认共犯具有实行从属性的基础

上，进一步讨论共犯的成立应从属于正犯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中的哪些

要素。由于学者们认识不一，从而形成夸张从属性说、极端从属性说、限制从属性说和

最小从属性说等几种不同的学说。以前德、日的通说是极端从属性说，瑒瑥认为共犯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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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必须从属于正犯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也就是说，只有在正犯构成犯

罪的条件下，共犯( 教唆犯和帮助犯) 才能成立，才有可罚性。应当肯定，这与共犯从属

性说本来的含义是吻合的。因为在数人参与犯罪的场合，之所以采取区分正犯与共犯

的区分制，就是因为正犯是犯罪的核心人物，是打击的重点; 共犯是处于从属( 或依附)

地位者，是附带处罚的对象。有学者形象地称正犯是“主要犯罪类型”( 或“一次责任”
类型) 、共犯为“次要犯罪类型”( 或“二次责任”类型) 。瑒瑦 如果正犯不构成犯罪，作为共

犯的教唆者、帮助者就失去了依附的对象，从而也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但是，这种共犯

从属性说除了违反近代刑法的个人责任原则之外，其基本理念也根本无法贯彻。
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有的人唆使、帮助无责任能力的人实施危害行为( 如杀人、放火

等) ，由于实行者无责任能力，不构成犯罪，按极端从属性说，教唆者、帮助者也就不可能

构成教唆犯、帮助犯。如果不处罚这类教唆者、帮助者，显然是放纵了比普通的教唆犯、
帮助犯情节更为严重的罪犯。为了弥补这一处罚漏洞，不得不提出间接正犯的概念，将

教唆、帮助无责任能力人实施危害行为者认定为间接正犯。既然是正犯，也就不要求有

从属的对象存在。这虽然解决了无从属对象的难题，但却带来了新的问题。因为正犯

与共犯是根据客观的行为形式来区分的，根据区分制和共犯从属性理论，共犯之所以从

属于正犯，是因为正犯是通过自己实施的行为直接侵害法益，而共犯则是通过正犯实施

的行为来间接侵害法益，这也是二者要区别对待的重要原因所在。而间接正犯明显不

具有正犯的本质特征，相反与共犯在行为表现以及引起危害结果发生上并无差别。因

此，将间接正犯作为正犯而不作为共犯看待，并无令人信服的理由。况且，在教唆者、帮
助者误以为对方有责任能力的场合，如果认定为间接正犯，无疑有客观归罪的嫌疑，也

就是以客观上属于利用无责任能力者作为犯罪的工具为定罪理由，而没有考虑到间接

正犯在主观上还必须认识到对方无责任能力，并有将其作为犯罪工具加以利用的意思;

另外，还可能出现处罚过重的问题。例如，行为人看到有人在追杀自己的仇人，为了防

止其逃脱，而将庭园门关上，使仇人因无法逃到庭园外而被杀害。事后查明，杀人者为

无责任能力人，但帮助者不知情。对帮助者，如果定性为间接正犯，不仅与正犯的认定

标准不符，而且处罚过重。毕竟行为人只实施了帮助杀人的行为，与直接用刀杀人还是

有较大差异的。只有认定为帮助犯，按德、日刑法的规定，予以减轻处罚，才比较合理。
但按极端从属性说，正犯不具备有责性时，帮助者也就不能成为帮助犯。正是为了弥补

极端从属性说的缺陷，学者们提出了不要求正犯具备有责性的限制从属性说，即共犯的

成立只要求正犯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的要素。目前，限制从属性说是德、日等

采取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国家的通说，并且德国刑法还明文规定采取此说。
但是，限制从属性说也有缺陷。此说来源于客观主义刑法观有关共同犯罪的一个

基本原理: 即“违法具有连带性，而责任则是个别的”。瑒瑧 应当肯定，对“责任是个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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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刑法理论界早已形成共识，笔者也不持异议，并且采取限制从属性说的现行《德国

刑法》第 29 条对此有明文规定。而“违法具有连带性”这一论断的合理性却令人生疑:

第一，即便是按照德、日的刑法理论，违法性的判断也是一种具体的价值判断，法官

在对某一行为进行具体的价值判断时，不可能不考虑行为人是在何种条件下实施的行

为等个体情况，而个体的内部因素以及所处的外部环境往往会有不同，因此，价值判断

的结论完全可能是因人而异。正如黄荣坚教授所述，“不法性根本无法从属，所以价值

判断的条件永远在行为人( 包括教唆犯或间接正犯) 本身”。瑒瑨 况且，“任何犯罪之不法

构成要件都可以利用他人的行为事实来实现，但是所利用的是他人的行为事实，而不是

他人行为的不法性( 法律评价) 。”瑒瑩“如果认为违法性判断属于对非法事实的评价问题，

那么，在存在数名参与者的场合，就完全有可能对各个参与者作出不同的违法评价。”瑓瑠

所以，共犯是否违法应当根据共犯是在何种条件下实施的行为( 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

以及有无阻却违法事由来做判断，而不能以正犯的行为是否违法来做连带性的推断。
第二，与区分制和限制正犯概念相关的间接正犯概念的提出，也表明共犯不具有违

法的从属性。因为德、日等国家和地区的“通说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是自己犯罪 ( 不

法) ，那么他的行为构成犯罪的管道就在于从属于其他人的犯罪( 不法) 。依此推论，如

果正犯的行为并非不法，那么正犯后面的行为人( 不管叫做教唆犯、帮助犯或是间接正

犯) 都无从从属而不应该构成犯罪。然而矛盾就在于，通说一边讲从属原则，一边却又

认为，所谓利用他人欠缺犯罪构成要件该当性或是利用他人欠缺违法性的行为依然构

成间接正犯!”“逻辑上来说，间接正犯概念证明了一个原则，亦即不法的判断永远是要

就个人的情形独立判断，不法的判断是根本无法从属的”瑓瑡。
第三，在通常情况下，普通犯罪的教唆、帮助行为的危害性( 或违法性) 程度大多低

于实行行为，但是，有些特殊类型的犯罪 ( 如利用网络犯罪) 、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犯罪

( 如计算机犯罪) 有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即教唆、帮助行为的危害性( 或违法性) 程度

远远大于实行行为，这也是各国刑法将某些教唆行为、帮助行为规定为独立犯罪的一个

重要原因。例如，我国刑法规定有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引诱、教唆、容留他人吸毒

罪，但并未规定卖淫罪、吸毒罪，也就是仅处罚共犯 ( 教唆者、帮助者) ，但不处罚正犯

( 实行者) ; 日本等国刑法规定有教唆自杀、帮助自杀罪，但并无自杀罪，这也是仅处罚共

犯行为、不处罚正犯行为的立法例。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共犯的违法性并不从属于正

犯。否则，无法合理解释为何在正犯的行为不违法、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共犯的行为

却违法并构成犯罪? 或许持限制从属性说的论者会做出这样的解释: 卖淫者、吸毒者、
自杀者的行为本身也违法，只是违法的程度轻，不必动用刑罚( 有可能受行政处罚) 。但

是，既然共犯的违法性是从属于正犯，是由于正犯的行为侵害法益而连带侵害法益(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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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违法连带性) ，怎么可能共犯的违法性程度还高于正犯? 共犯成立犯罪，正犯反而

不构成犯罪呢? 这是否意味着，在这种场合共犯上升为主导地位，正犯反而处于从属性

地位了呢?

第四，在数人参与犯罪的场合，完全可能出现实行者( 正犯) 或者教唆者与帮助者

( 共犯) 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等阻却违法性的行为，而对方的行为具有违法性、构成犯罪

的现象。例如，甲发现乙意欲杀丙，且正持刀扑向丙，为保护丙的生命安全，甲教唆丙杀

乙，但丙在并无防卫意思的情况下( 正好也要去杀乙) ，杀死了乙，构成偶然防卫。在此

案例中，丙的行为虽然碰巧产生了正当防卫的效果，但由于无防卫的意思，反而有杀人

犯罪的恶意，自然是具有违法性。而实行杀人的丙之行为的违法性，显然并不能连带作

用于甲，不能由此认定甲构成杀人罪的教唆犯。瑓瑢 因为从甲的行为来看，虽然表面上是

教唆杀人，但实质上是出于防卫的意思提醒丙正当防卫，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因

而应作出与实行杀人的丙不同的评价，认定其行为不违法、不构成犯罪。又如，“A 对警

官 B 谎称 C 实施了盗窃正在逃窜，B 信以为真，逮捕了 C。即便 B 的行为作为逮捕准现

行犯的行为而属于正当行为，但 A 仍应构成逮捕罪的间接正犯或教唆犯，而具有违法

性。”瑓瑣这是正犯( 实行者) 的行为合法而共犯( 教唆者) 的行为违法的实例，同样说明是

否存在正当防卫等违法阻却事由，是一个不同于客观事实的评价问题，因而完全可以对

每个参与者做出不同的违法评价。也就是说，有可能存在利用合法行为的违法行为，因

此违法性不应当是连带的，不具有从属性瑓瑤。
如果是站在违法二元论的立场来坚持限制从属性说，而违法二元论大多承认主观

违法要素，那么，共犯就不仅应当从属于正犯的客观不法，而且还应当从属于正犯的主

观不法。由于犯罪故意被视为主观的违法要素，这样一来，共犯还要从属于正犯的犯罪

故意就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德国刑法》第 26 条、第 27 条明确要求教唆犯和帮

助犯( 共犯) 的成立以正犯具有故意为必要，日本刑法虽然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但通说

认为必须有这样的要求。瑓瑥 不过，在德、日也有不少著名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要求共

犯从属于正犯的犯罪故意，不仅存在理论上的缺陷，而且在实践中会形成处罚漏洞。瑓瑦

例如，某人误以为被害人的妻子想杀害其丈夫，向其提供了毒药，妻子以为是为其丈夫

治病的药，给丈夫服下这种毒药后，导致其死亡。毒药提供者( 共犯) 有帮助杀人的故意

和行为，但实行毒杀者( 正犯) 并无杀人的故意，只是过失致人死亡。如果要求共犯对正

犯的故意具有从属性，也就是只有在正犯有犯罪故意的条件下，共犯才能成立，那么，本

案例中“毒药提供人就必须保留在不受刑事惩罚的位置上，虽然他故意地造成了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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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亡，并且，在客观上，他参与的部分甚至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大。这是一个明显不公

的结果。”瑓瑧不过，由于日本刑法没有像德国刑法那样对故意的从属性做明文规定，为了

避免出现处罚漏洞，日本的通说不得不运用认识错误的理论来予以弥补，认为在这种场

合，教唆者、帮助者是以共犯的故意引发了间接正犯的事实，这属于横跨共犯和间接正

犯的认识错误问题，应当运用错误论的原理来解决，即教唆者、帮助者虽然无利用对方

的意思，从而无法成立间接正犯，但由于教唆者、帮助者的客观行为和主观内容在狭义

共犯的范围内是重合的，因而应按较轻的教唆犯、帮助犯论处。瑓瑨 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述，

如果认为在教唆者、帮助者误以为正犯具有故意的场合，教唆者、帮助者最终能够成立

共犯，那就说明共犯的成立并非以正犯有故意为必要。也就是说，所谓运用共犯与间接

正犯的认识错误理论来解决的方案，实际上已经否定了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瑓瑩。
如果否定了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那实际上也就从另一个侧面否定了共犯的

从属性。因为共犯从属性说认为，在数人参与犯罪的场合，正犯是犯罪的核心人物、处
于主要地位，共犯从属于正犯，处于次要位置。如果说在正犯构成过失犯罪的场合，教

唆、帮助其犯罪的共犯却成立更重的故意犯罪，这岂不是颠倒了主次关系? 又怎么能认

为这种共犯从属于正犯呢? 不言而喻，将故意杀人的犯罪人解释为从属于过失致死的

犯罪人是不合情理的，也不可能被民众所接受，只有肯定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才

符合共犯从属性说的本来含义。仅就教唆犯而言，“所谓教唆是指使人产生犯罪决意，

所以，过失犯的教唆这种事情是不存在的”。瑔瑠 但正如前文所述，肯定论又会导致处罚漏

洞等新问题的产生。这正是共犯从属性说所面临的两难处境。
正因为限制从属性说也存在种种缺陷，为弥补其缺陷，德、日等国刑法理论上出现

了共犯仅从属于正犯的构成要件该当性的最小从属性说。在日本，此说虽不是通说，但

却是一种很有影响的学说。最小从属性说认为，共犯的成立，既不要求正犯具备有责性

的要件，也不要求正犯具备违法性的要素，更不要求正犯主观上有犯罪故意，而仅仅只

要正犯实施了构成要件的行为即可。在笔者看来，最小从属性说确实弥补了极端从属

性说、限制从属性说等几种要素从属性说的缺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司法实践中恰

当认定和处罚犯罪的需要，但是，按最小从属性说，共犯从属于正犯的特性基本上已消

失，共犯从属性也就名存实亡了。众所周知，教唆犯、帮助犯只有通过被教唆、被帮助的

实行犯去实施构成要件的行为，才能实现对法益的侵害，达到预期的犯罪目的，这是共

犯( 教唆犯和帮助犯) 的特点或特性，并非是共犯的从属性。即便是持共犯独立性说者，

也不否定共犯具有这样的特性。最小从属性说实际上是将共犯成立必须具备的这一基

本特性等同于共犯的要素从属性，因此，与其说是弥补了其他要素从属性说的缺陷，维

持了共犯的要素从属性，倒不如说是默认了共犯的成立不要求具有从属性。因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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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立既然需要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个要素，在这三个要素中，有

两个要素都不存在了，并且德、日的通说认为，对违法性和有责性要做具体的价值判断，

而对构成要件符合性仅仅是做抽象的类型判断。所谓共犯的从属性，又明显是一种价

值判断( 法律评价) ，脱离了犯罪成立的具体价值判断要素，仅仅根据其抽象类型判断的

要素，是不可能得出共犯具有从属性之结论的。况且，在中国和日本，持共犯从属性说

的论者大多持行为共同说，瑔瑡认为共犯不存在对正犯罪名从属的问题( 罪名独立性说) ，

只要构成要件的行为共同即可，并且并非要行为完全共同，而是只要有部分共同。这样

一来，共犯对正犯构成要件行为的从属性事实上也就不存在了。
2． 我国不可能采取要素从属性论

我国有持共犯从属性说的论者认为，“关于共犯的要素从属性问题，我国传统刑法

教义学鲜有论及，但从通说关于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及教唆犯构造的分析和论述来看，

实际上采行的是正犯具有责任能力之极端从属性的立场。”瑔瑢因为通说认为，一个有刑事

责任能力的人，教唆或者帮助一个幼年人或者精神病人实施危害行为，不构成共同犯

罪。对教唆者、帮助者单独以犯罪论处，被教唆者或者被帮助者不构成犯罪。瑔瑣 这与极

端从属性说的处理结论相同，不具有合理性。瑔瑤 但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误解。如前所

述，德、日刑法理论中共犯的要素从属性，讨论的问题是共犯的成立应当以正犯具备犯

罪成立要素中的哪些要素为条件，由此产生的所谓夸张从属性说、极端从属性说、限制

从属性说和最小从属性说显然是以犯罪的成立应当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

责性三个要素( 即三阶层犯罪论) 为前提的，而我国传统刑法学采取的是四要件的犯罪

论体系，德、日刑法学中所谓共犯的要素从属性根本无存在的条件或基础，因而认为我

国传统刑法学的通说采取了极端从属性说，无疑是忽视了我国传统刑法学与德日刑法

学以及我国刑法与德日刑法的重大差异。
事实上，我国的上述通说，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的规定。按照我国《刑法》第 25 条的规

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 26 条、第 27 条、第 28 条接着规定对共同

犯罪中的主犯、从犯、胁从犯如何认定和处罚。从这几条的规定不难看出，共同犯罪人都

必须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 共同犯罪中的“犯罪”是指具备犯罪成立的所有要件，即构

成特定犯罪的情形。但有持共犯从属性说者认为，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是违法形态，共

同犯罪中的‘犯罪’首先是指违法层面意义上的犯罪。而完全意义上的犯罪包含符合构成

要件的违法与责任两个层面，所以，对共同犯罪应当采取行为共同说。换言之，共同犯罪

是指数人共同实施了刑法上的违法行为，而不是共同实施特定的犯罪。”瑔瑥也就是说，“不仅

有责任能力者与无责任能力者可以构成共同犯罪，数个无责任能力者共同侵害法益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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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也可以认为成立共同‘犯罪’，只不过因为都无责任能力而不承担刑事责任而已。”瑔瑦但

这种解释显然与我国刑法的规定不符。因为刑法先明确规定何谓共同犯罪，接着规定对

共同犯罪人如何处罚，明显是从“完全意义上”( 即成立犯罪的意义上) 使用“犯罪”一词

的。从法律语言表达的逻辑关系来看，先说犯罪及其成立条件，尔后接着说对犯罪如何处

罚，那么，前面所说的“犯罪”就必须是符合该犯罪成立的所有条件的，这也是后面所说的

要给予处罚的前提。不可能对不符合犯罪所有成立条件( 仅符合部分条件) 者给予后面的

刑事处罚; 也不可能对构成共同犯罪者均不予以处罚。因此，认为“数个无责任能力者共

同侵害法益的”也成立共同犯罪，这明显不具有合理性。况且，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无责

任能力的被教唆者、被帮助者实施危害行为的，不受刑事处罚; 这种被教唆者、被帮助者自

然不可能成为主犯、从犯或胁从犯，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不可能与教唆者、帮助者构成共同

犯罪。至于对教唆、帮助无责任能力人杀人的教唆者、帮助者单独按故意杀人罪定罪处

罚，如前所述，与我国刑法的规定和我们所主张的刑法理论完全一致，并且比按德、日的要

素从属性论来解释有更明显的优越性。
我国有持共犯从属性说的论者还认为，由于我国的通说主张，“二人以上共同过失

犯罪以及二人以上实施危害行为，罪过形式不同的，均不成立共同犯罪。所以，对非故

意犯协力、加功的场合，就不可能成立共犯，从而肯定了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瑔瑧但这不

具有合理性。相反，否定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并且在共犯的要素从属性问题上，采取

“限制从属性说是妥当的”。瑔瑨 笔者以为，这同样是不正确的认识。如前所述，共犯对正

犯故意的从属性，这是德、日刑法学中主观违法性论者的主张，并且德国刑法对此有明

文规定。虽然我国的通说处理相关案件的结论与德、日的故意从属性说相同，但正如前

文所述，我国传统的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与德、日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有重大差异，这决

定了我国传统的通说不可能采取德日的要素从属性说，而故意从属性是要素从属性中

与限制从属性说相关的问题。并且还应当看到，在日本，肯定故意从属性有可能出现处

罚漏洞或处罚不均衡的问题，因而许多学者否定故意的从属性，以弥补肯定论的不足。
而否定故意从属性的优势，又是以日本刑法采取区分制并对共犯的处罚轻于正犯为条

件的。例如，某人误以为对方有杀人的故意而提供帮助，但对方的行为属于过失致人死

亡。如果坚持共犯的成立以正犯有故意为条件，对这种帮助者，要么就是不当犯罪处

罚，要么就是以间接正犯论处。作前一种处理会放纵犯罪，作后一种处理又违反间接正

犯的认定规则，并存在处罚过重的问题。如果共犯的成立不以正犯有故意为条件，对上

述案例中的帮助者，就可以按杀人罪的帮助犯来定罪处罚。根据日本刑法的规定，对帮

助犯应按正犯之刑予以减轻处罚，这比按故意从属性说来处理案件确实合理一些。
但是，我国《刑法》与日本刑法不同，我国《刑法》第 29 条第 2 款对教唆未遂设有从宽

892

中国法学 2015 年第 2 期

瑔瑦

瑔瑧

瑔瑨

前引瑓瑥，钱叶六书，第 192 页注释［2］。
前引瑓瑥，钱叶六书，第 208 页。
前引瑓瑥，钱叶六书，第 212 页。



处罚规定，加上我国刑法原则上处罚所有的犯罪预备行为，对帮助未遂的，可以按预备犯

定罪，给予较轻的处罚。因此，在误以为对方有故意而予以教唆或提供帮助的场合，否定

双方成立共同犯罪( 这与肯定故意从属性说的结论相同) ，不会出现像日本那样对教唆者、
帮助者无法定罪处罚，或者按间接正犯因无法享受法定从宽待遇而处罚过重的问题。因

为被教唆者、被帮助者没有故意，仅构成过失犯罪时，对教唆、帮助者单独按其所教唆、帮
助的故意罪定罪，视为被教唆的人、被帮助的人没有犯被教唆、被帮助之罪，即认为教唆

者、帮助者的犯罪行为停顿在了预备阶段，构成预备犯。由于《刑法》第 29 条第 2 款对“被

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 即教唆者单独构成预备犯) 设立了处罚规定，对之应适用该

规定处罚; 对帮助者单独成立预备犯的，由于《刑法》没有类似第 29 条的专门规定，应适用

《刑法》第22 条第2 款的规定处罚。又由于第29 条第2 款、第22 条第2 款均规定只是“可

以”( 并非“应当”) 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给我们以较大的选择余地，即可以根

据案情来合理处理案件: 如果案情重大或特殊，故意教唆或帮助的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教唆者或帮助者不必从轻的，可以与普通的单独犯罪既遂一样处

罚; 如果只是通常的教唆未遂、帮助未遂，则分别适用上述法条予以从轻、减轻处罚，对帮

助未遂者甚至还可以免除处罚。这样处理案件，不仅能保证罪刑相应，而且简单明了，便

于操作执行。处理的结果与在日本按否定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说所产生的效果大致

相同，即能够避免出现处罚漏洞或处罚轻重不合理的问题，并且与我国刑法的规定和我们

所主张的刑法理论相符。相反，如按德、日的否定故意从属性说，将误以为对方有杀人的

故意而教唆、帮助其杀人的案件，认定为双方构成共同犯罪，由此来肯定教唆犯、帮助犯的

成立，瑔瑩这不仅与我国《刑法》第 25 条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不符，而且对案件的恰当处理起

不到好的作用，反而会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如前所述，由于我国刑法采取不区分正犯与

共犯的单一正犯( 或单一行为人) 体系，在数人参与犯罪的场合，不是根据参与的形式将行

为人分为正犯、教唆犯、帮助犯，并分别给予轻重不同的处罚，因此，将行为人认定为是实

行犯( 正犯) 还是教唆犯或帮助犯，并不能直接决定对其应如何处罚。按照上述论者的主

张，在我国认定为共同犯罪的教唆犯、帮助犯之后，还得进一步确定是主犯还是从犯才能

予以处罚。以上述误以为对方有杀人的故意而教唆、帮助其杀人的情形为例，教唆者、帮
助者构成故意杀人罪，被教唆者、被帮助者成立过失致死罪，如果按上述论者主张的行为

共同说，认定双方构成共同犯罪，那么，双方之中谁是主犯谁是从犯? 如认定犯故意杀人

罪的教唆犯、帮助犯为从犯( 这是共犯从属性说的当然结论) ，犯过失致死罪的被教唆者、
被帮助者为主犯，这与我国《刑法》第 26 条、第 27 条关于主犯、从犯的规定不相符，也与国

民的法律意识不一致。
3． 不采取要素从属性论的优越性

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和单一正犯( 或单一行为人) 理论，每个犯罪参与者，不论是实

行行为者还是教唆行为者或帮助行为者，都不存在谁从属( 或依附) 于谁的问题，如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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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犯罪一样，仅根据行为者个人实施的危害行为和所持的犯罪心理来定罪处罚，不考

虑参与犯罪的其他人是否定罪以及是定故意罪还是过失罪。因为“所谓多数人参与犯

罪，其刑事责任的认定还是应该回到犯罪的基本定义，针对个人行为做个别的判断。在

犯罪构成的认定上，没有所谓的共同，也没有所谓的从属。”瑖瑠就前述教唆、帮助者误以为

对方有杀人的故意而予以教唆、帮助，但对方并无杀人的故意的情形而论，由于教唆者、
帮助者主观上有杀人的故意，客观上有杀人( 即教唆、帮助杀人) 的行为，瑖瑡因而构成故

意杀人罪。对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者( 正犯) ，由于其主观上无犯罪故意仅有过失，显然

只可能定过失致死罪。又如，对前述教唆、帮助他人杀人，但被教唆者、被帮助者因具备

正当防卫等阻却违法的条件而不构成犯罪的情形，基于同样的理由，按故意杀人罪对教

唆、帮助者定罪处罚; 反过来，被教唆者、被帮助者有杀人的犯罪故意和行为，但教唆者、
帮助者的行为具备正当防卫等阻却违法之条件的，也应该对每个人的行为分开来做评

价，即被教唆者、被帮助者构成故意杀人罪，教唆者、帮助者无罪。这样处理案件，与我

国刑法的规定和我们所主张的解释论完全一致，并且可以从根本上避免出现共犯从属

性说所导致的上述种种弊病。
总而言之，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共同犯罪仅限于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教唆者、

帮助者有故意，被教唆者、被帮助者无故意的，双方不可能构成共同犯罪。在有数人参

与犯罪的场合，根本不存在所谓共犯( 教唆犯和帮助犯) 从属于正犯的问题，对每个参与

者都是分别单独考察，看其是否有责任能力，是否实施了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行为( 包

括实行行为、教唆行为、帮助行为或预备行为) ，主观上是否有犯罪故意或过失，确认其

是否构成犯罪。在有二人以上构成犯罪的场合，进一步判断二人( 或多人) 之间有无共

同故意与共同行为，以此来确定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在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再确定

谁是主犯谁是从犯，并根据刑法的规定给予轻重不同的处罚。如果其中有人构成犯罪，

但与他人并不构成共同犯罪( 如一人构成故意杀人罪，另一人构成过失致死罪) ，则应按

其所成立的犯罪分别定罪处罚。这样处理案件，完全符合认定和处罚犯罪的基本规律，

并且既简单明了，又便于司法人员掌握执行。

四、不采取共犯从属性说的风险及其控制路径

毋庸置疑，采取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制和共犯从属性说，确实有利于限制教唆犯

和帮助犯的处罚范围; 而采取不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单一制，不采取共犯从属性说，则存

在扩大教唆犯和帮助犯处罚范围的风险。如前所述，共犯从属性说的核心是强调共犯

的成立以正犯实行犯罪为必要，据此就可以将教唆未遂、帮助未遂的情形排除在刑事处

罚的范围之外。但按我国刑法的规定，由于分则中的具体犯罪行为并不限于实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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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教唆行为、帮助行为，这就意味着实施所有教唆行为、帮助行为，在不具备阻却违

法或阻却责任的条件时，都有可能受刑事处罚。这虽然能有效弥补共犯从属性说导致

的处罚漏洞，有利于保护法益，但是，如果理解有误或适用刑法不当，就会扩大打击面，

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应当注意的是，采取单一制、不采取共犯从属性说只是存在扩大教唆犯、帮助犯处

罚范围的可能性，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不采取共犯从属性说，在被教唆人或被

帮助人未实行犯罪的场合，对教唆未遂者与帮助未遂者也处罚，就必定会导致处罚范围

扩大化。瑖瑢 因为我们主张对每个参与者是否定罪处罚，均要与单个人犯罪一样，考察其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教唆未遂与帮助未遂的场合，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比

教唆既遂、帮助既遂时低，如果达不到犯罪的严重程度，根据我国《刑法》第 13 条“但

书”的规定，自然就不必以犯罪论处。可见，不采取共犯从属性说，并不存在将本来不应

该定罪处罚的教唆未遂者与帮助未遂者予以定罪处罚的必然性，而是要根据其社会危

害性的程度来判断其应否定罪处罚，从而也就不存在一定会扩大处罚范围的问题。
当然，对不采取共犯从属性说有可能扩大教唆犯和帮助犯处罚范围的风险，也应当

引起足够的重视，并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避免。首先是要借鉴德、日刑法学中共犯从属

性说的合理成份，对被教唆者、被帮助者尚未着手实行犯罪的情形，除了教唆、帮助的是

严重犯罪之外，一般不以犯罪论处。这是因为这类教唆、帮助行为在犯罪形态上还处于

预备状态，离侵害法益的结果还有较远的距离，我国《刑法》虽然原则规定，对所有的预

备犯罪行为均予以处罚，但是，由于《刑法》第 13 条“但书”的规定表明，所有的犯罪其

社会危害性都必须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因此，对犯罪预备行为的处罚范围事实上是有限

制的，即仅处罚重罪的预备行为，轻罪的预备行为大多达不到犯罪所要求的严重危害社

会的程度，一般不予以处罚。而教唆、帮助他人实施轻罪，对方又尚未着手实行犯罪的，

那就意味着教唆者、帮助者的行为停顿在了预备阶段，通常达不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程

度，将其排除在刑事处罚范围之外就是当然的结论。
教唆、帮助他人实施重罪，但被教唆、被帮助的人没有犯被教唆、被帮助之罪( 即教

唆、帮助未遂) 的，对教唆者、帮助者应当定罪处罚。这属于教唆犯、帮助犯单独成立犯

罪的情形。如前所述，我国《刑法》第 29 条第 2 款对单独的教唆犯设立了处罚规定，但

对单独的帮助犯并未作规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不仅是那些倡导区分制和共犯从属

性说的论者认为，对这种帮助犯不能定罪处罚; 而且有持单一制、否定共犯从属性的论

者也持同样的主张，以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就不能处罚。瑖瑣 但是，在笔者看来，虽然在通

常情况下，帮助行为的危害性远低于实行行为，如果被帮助的人没有犯被帮助的罪，其

社会危害性程度往往较低，大多没有处罚的必要性。但也有例外的情形。例如，掌握高

科技的人帮助他人采用高新科技手段实施大规模杀害众多民众的恐怖犯罪，仅仅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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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意外的原因，被帮助的人才没有实行被帮助之罪的。对这种帮助犯，无论是从其主

观恶性以及行为的客观危险性来看，还是从保护重要法益或防止严重犯罪的发生来论，

无疑都应当定罪处罚。并且国外也有处罚帮助未遂的立法例。至于说我国《刑法》第

29 条第 2 款明文规定处罚教唆未遂，但刑法并没有处罚帮助未遂的规定，这是否意味着

对帮助未遂予以处罚是处罚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笔者的回答是否

定的。因为为他人实行犯罪提供帮助，以便利其完成犯罪，这是一种为犯罪创造条件的

预备行为。我国《刑法》第 22 条规定，原则上处罚所有的犯罪预备行为。因此，处罚严

重犯罪的预备行为，不仅不违反《刑法》第 22 条的规定，而且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

贯做法。相反，对上述帮助恐怖分子用高科技手段大规模杀人的行为，仅仅因被帮助者

没有实行被帮助的罪就不予以处罚，则显然是将有处罚必要性的严重犯罪的预备行为

排除在外，与《刑法》第 22 条的规定和有罪必罚的法制原则相悖。
还应当注意的是，《刑法》第 29 条第 2 款之所以对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之罪的

教唆犯设处罚规定，在笔者看来，是因为立法者认为对这种有引起犯罪发生高度危险性

的犯罪预备行为要予以重罚，因而作出特别规定，即对这种预备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但不可以免除处罚。瑖瑤 对教唆犯予以特别对待，给予较重的处罚，在采取不区分正犯

与共犯的单一制立法体系的刑法中并非罕见。例如，《奥地利刑法》第 33 条规定的七种

“特别的从重处罚事由”中，“教唆他人实施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就是其中之一。只不

过，按我国《刑法》第 29 条第 2 款的规定处理案件，会带来与被教唆的人接受教唆但停

顿在预备阶段( 即双方构成预备犯) 的情形相比显得处罚轻重不合理的问题。瑖瑥 值得庆

幸的是，由于刑法对被帮助的人没有犯被帮助之罪的，没有设类似第 29 条第 2 款的规

定，对这种帮助犯罪的预备犯，按第 22 条第 2 款的规定处罚，倒不会出现与教唆犯相似

的处罚轻重不合理的现象。但是，为了避免引起争议，《刑法》还是有必要对帮助未遂设

立类似第 29 条第 2 款那样的规定，只不过要增加可以“免除处罚”的内容，即“如果被帮

助的人没有犯被帮助的罪，对于帮助犯，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同时，还

要对第 29 条第 2 款作相应的补充，修改为“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

唆犯，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从而解决上述处罚轻重不合理的问题。
此外，还应当看到，按共犯从属性说，帮助犯处于从属性地位，对帮助犯的处罚只可能

比正犯轻( 德、日刑法规定，按正犯之刑减轻处罚) ，不可能与正犯相同，更不可能重于正

犯。在通常情况下，这样处理无疑是恰当的。但正如前文所述，也有例外的情况。上述帮

助恐怖分子用高科技手段大规模杀人的情形，假如恐怖犯罪如期完成，杀死了众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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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引起瘟疫发生，帮助者与被帮助者无疑构成共同犯罪，帮助者所起的作用显然还要大于

被帮助者，按共犯从属性说，对帮助犯的处罚轻于被帮助的实行犯，显然不妥当。按我国

《刑法》的规定，将帮助犯认定为主犯，给予与被帮助的实行犯相同、甚至比实行犯更重的

处罚，这无疑是恰当的，这正是我国刑法采取单一正犯体系、不采取共犯从属性说的优势

所在。但是，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这种立法也存在不足。由于我国刑法是根据共同犯

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即是“起主要作用”还是“起次要作用”来区分主犯与从犯，

加上没有客观的判断标准，认定时难免带有主观随意性，很可能出现判断失误或执法不公

的现象。就共同犯罪的帮助犯而言，在司法实践中，完全有可能出现将本来应该作为从犯

认定、给予较轻处罚的帮助犯认定为主犯给予较重处罚的现象。为了有效防范这种风险，

一方面要让司法人员充分认识到帮助行为的危害性在通常情况下会明显小于实行行为，

因而对共同犯罪的帮助犯一般只能认定为从犯; 另一方面还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设这样的

规定:“帮助他人实施犯罪的，除对犯罪的完成具有决定作用的情形外，以从犯论处。”瑖瑦从

而在立法上规范或限制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瑖瑧。

Abstract: China’s Criminal Law does not distinguish between crime and accomplice of
single crime ( or a single person) system，on which there is no joint crime properties existing in
the foundation of crime to participate in the system． The second paragraph of article 29 of the
Criminal Law says that the attempted solicitation shall be punished as well． Many teaching
behaviors and solicitation behaviors are ruled as independent crimes and will be equally
punished as the practical behaviors，showing that China’s Criminal Law did not take
accomplice properties theory． Practicing the principle of property does not have the theoretical
rationality of the theory for it may inappropriately narrow down the scope of instigator and
helpers，which is likely to indulge the occurrence of the particularly dangerous instigated crime
and accomplice crime． The properties of several different theories of Germany and Japan
Criminal Law are based on three classes of crime theory system． Some people say that China’s
traditional theory take the angle of extreme properties and affirmed the properties of accomplice
of crime intentionally，which apparently ignored the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criminal jurisprudence in China and in Germany and Japan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of
Criminal Laws in China，Germany and Japan． Therefore，it is a wise choice that our country
doesn’t take the theory of properties of accomplice crime． Although not taking the properties of
accomplice crime carries the risk of expanding the punishment scope of the instigator and
helper，the risk can be improved and effectively controlled with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ways．

( 责任编辑: 白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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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瑦

瑖瑧

这里的“对犯罪完成具有决定作用”是指如果没有帮助犯所提供的特定帮助行为，犯罪就不可能完成或重大危害结果就

不可能发生。上述帮助恐怖分子用高科技手段大规模杀人的情形就是适例。
参见前引瑏瑣，刘明祥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