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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性认识不宜作为故意的要素∗

———兼对“故意是责任要素说”反思

蔡桂生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作者简介:蔡桂生,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讲师,法学博士、博士后。
∗本文系 2017 年度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刑法中归责判断的法理研究”(项目编号:2017030104)的阶段性成果。
①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51 页以下。
②参见[日]川端博:《刑法总论二十五讲》,余振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1 页以下;周光权:《行为无价值论的中国

展开》,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44-175 页。

摘 要:违法性认识不宜作为故意的要素,它只是责任的要素,如此安排符合依法治国的公共利

益。 之所以有人将违法性认识作为故意的要素,乃是受制于“结果无价值论”之视域,而忽略了学说

梳理,进而遗漏了日本刑法乃至苏联刑法之母国(德国)的史料。 在立法技术逐步成熟的当下,将违

法性认识排除出故意的范畴,能够满足社会发展对于刑事政策的需求。 它在法政策上明确宣示:惯

犯、激情犯之类的法冷漠者不得借口“不知法律”而豁免故意犯罪的刑罚。 这不仅保障了崇法、守法

者的合理信赖,对欺诈者产生威慑,而且激活了刑法条文本身的教育功能,贯彻了刑事诉讼中公民教

育的目的,减轻了国家普法的成本。 至于“不知法者,仍有故意”所存在的疑问,在既有的刑法理论

上,均已经得到了妥当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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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刑法学界,有观点主张“故意是责任的要素”,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①然而,这种观点是存

在争议乃至值得商榷的。 目前的情况是,只有少数文献对此进行了争鸣和反思,②针对该观点的系统

反思更为稀少。 之所以我国学者对“故意是责任要素说”的反思力度较弱,或者说这些反思似乎仍然

不够深入,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片面参考日本平野龙一等人“结果无价值”之论述,而不重视

学说梳理。 这也使得相关的论著出现了史料上的明显局限。 鉴于不采所谓“结果无价值”论的德国

刑法乃系大陆法系之鼻祖,其在欧亚大陆法律传统中有着不可忽略的深远影响,故在我国刑法学融合

近代法制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不应囿于平野等人“结果无价值论”之视域,而更应同样参酌

或结合日本刑法乃至苏联刑法之母国(德国)的文献或史料,以丰富我国刑法学之法治思想与历史认

知。 尽管“故意是责任要素说”之观点看似可以在其人为设定的条件下予以推行,但笔者仍然认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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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并进一步对其加以检讨。 将主观方面纳入构成要件的内容,除了符合构成要件(或犯罪构

成)的语词本义外,还在于其可以在涉及“违法性认识”的案件中附带地产生政策性的意义,即不知法

者,仍有故意,这使得声称“不知法者”难以欺诈性地以此借口出罪。 在依法治国的社会背景下,将故

意安排为构成要件要素,使得“不知法者”只能在不可避免地缺乏违法性认识的条件下排除责任,而
不能排除故意,在法政策上有助于保障崇法、守法者的合理信赖,营造尊重法律的社会风气。 下文便

结合相关史料,详细阐述将违法性认识排除出故意,进而将故意安排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理由,以将相

关理论推向深入。

一、理论渊源:从“故意说”到“责任说”

在刑法学中,缺乏违法性认识,是指缺乏对于现行有效的刑事法律的认识。 在区分不法和责任的

犯罪认定方案之中,缺乏违法性认识不能排除不法;只有在不可避免地缺乏该认识时,才排除当事人

的责任。 之所以不可避免地缺乏违法性认识(或不法意识)属于排除责任的事由,而非排除故意的事

由,是与有关学说的历史相关联的。 在违法性认识的学说史上,早期的违法性认识是和故意合为一体

的,它是故意的组成部分。 如果被告人没有违法性认识,也就否定其故意的成立并直接出罪,此即

“故意说”(Vorsatztheorie)。③ 该说在实践中会导致令人难以接受的后果:越是对法律冷漠,对法律敌

视的人,甚至认为杀人、盗窃不违法的人,越是无法认定为故意,进而无罪。 反之,越是知道法律、遵纪

守法的人,越容易成立故意。 这种鼓励“法盲”的做法,和工业社会中依法治国的公共利益是格格不

入的。 与此同时,这种做法还会导致对于惯犯、激情犯和确信犯的不当“优待”。 惯犯是规范意识麻

木的人,不是没有违法性意识就是违法性意识比较低,采“故意犯”将使得对惯犯不是不处罚就是从

轻处罚,但这样就不能说明为何刑事司法实践对惯犯要加重处罚。 在激情犯和确信犯的场合,当事人

要么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要么很难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在规范上的不当,采“故意说”也容易

导致对其不科处故意犯之刑罚。④ 鉴于“故意说”的以上缺陷,便有人提倡将违法性认识从故意中独

立出来:缺乏违法性认识时,不宜连带否定故意的存在。 例如,在目的论体系论者那里,他们就将违法

性认识从故意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责任的组成部分(即“责任说”,Schuldtheorie),而故意则因此被

视作构成要件的内容。 如此安排的意义在于,法冷漠者无法借口不知法律来否定自己的故意了。 可

见,将违法性认识独立出来,在法政策上更有利于刑事法律的贯彻和执行。 除以上考虑之外,之所以

仅在不可避免地缺乏违法性认识时才可排除责任,也是因为社会公众通过立法程序将刑法制定出来,
当事人作为社会公众的一份子,就不能主张自己不知道刑法。 刑法作为基本法律和法制宣传工作的

重点,也就可以期待每个人都知道刑法的内容(尤其是自然犯罪和当事人工作之领域的经济犯罪)。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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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我国刑法学中“违法性认识必要说”的代表著述,参见贾宇:《论违法性认识应成为犯罪故意的必备要件》,载《法律科学》1997 年第

3 期;陈兴良:《违法性认识:中国刑法语境下的探讨》,载冯军主编:《比较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5 页以

下。 当然,在犯罪发生学层面,精神病人等无责任者无法作出违反刑法规范的意义表达,这就使得“不存在无责任之不法”得以成

立,也使得故意与违法性认识一体化。 Vgl. Pawlik, Das Unrecht des Buergers, 2012, S. 257 ff. 但是,在本文和通常语境中讨论的审查

技术和教学法层面,区分出以刑罚为后果的有责任者和以保安处分为后果的仅有不法但无责任者,是完全可能的。 在该种审查技

术和教学法层面,采纳“责任论”具有相应的法政策意义,是显然且合乎逻辑的事。 采纳该种理论,在自然主义色彩浓厚且对法冷漠

问题感到棘手的我国犯罪论中,同样符合时代的要求。
参见[日]大谷实:《刑法总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09 页。
在刑法之外的民商经济法那里,未必可以推定当事人知道法律。 这些领域的条文相对复杂,而且它们也不像刑法那样,属于需要以

国家刑罚权作为强力手段贯彻的保障法,因此,在刑法领域,可推定当事人知晓法律,而在民商经济法领域,则难以做这样的推定。
不过,只要民商经济法的事项被犯罪化,比如在行政犯领域,当事人就不能再以不知刑法为由随意出罪(有正当理由除外),否则便

违反了立法者取缔这类犯罪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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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他从刑事律师和法官这样的专业人士处或者从可靠的(比如官方指定的)专业刑法书籍中得

到了不违法的肯定性确认后,才可主张其缺乏违法性认识属于不可避免之事,因为社会是存在基本的

分工的,法律职业人士比普通公民通常具备更多、更专业的法律知识,在有证据证明其咨询刑法专业

人士或阅读刑法书籍而知晓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之后,当事人从事的行为即便在事实上违反了刑法

(有不法,其行事是错误且不值得他人效仿的),但也难以施加责难,进而可给予宽恕或原谅,只要当

事人提供了具备说服力的理由。 出于该种考虑,不可避免地欠缺违法性认识便成为排除责任的事由,
而不再是故意的要素。

二、德国刑法之立法例和判决的承认

1975 年,德国立法机关对《德国刑法典》总则加以修改,将未认识到自己行为违法性的情形,作为

排除责任的事由,而将未能认识到自己行为符合构成要件的情形,独立地认定为排除故意的事由。 此

即《德国刑法典》第 16 条和第 17 条。 《德国刑法典》第 16 条规定:“当事人在行为时没有认识到法定

的构成要件所规定的情状,那么,该行为不具有故意。 但对过失犯罪仍然要予以处罚。”该法第 17 条

规定:“若当事人实施行为时,未能认识到行为的不法,且该认识错误无法避免,那么,其行为不具有

罪责(即责任———引者注)。 若当事人可以避免该认识错误,则可以根据第 49 条第 1 款减轻处罚。”⑥

这就在立法上明确了:缺乏违法性认识时,采“责任说”,弃“故意说”。 在当时德国理论界讨论“故

意”究竟属于构成要件要素还是责任要素的背景下,立法机关的这一修法,自然就对这场争论间接地

做出了回答:应当避免法淡漠者援引“不知法”以排除故意,从而不受处罚;即便他真的“不知法”,也
只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才(例外地)排除责任。⑦

立法机关的定论,在实际效果上促成了针对欺诈者的威慑,使法淡漠者在刑事诉讼中的处境更为

严苛,从另一面维护了人们崇法、信法的法治信赖。 与此同时,在刑法法理上,如此立法也更明确地使

得教唆、帮助法淡漠者实施不法行为的情形,没有疑问地成立共同犯罪。 反过来说,倘若遵循德国刑

法旧例,将故意和违法性认识并列地视为责任的要素,此时虽然也可通过主张“不知法律”不会排除

责任上的故意要素,但只会独自地排除责任的认定。⑧ 不过,在刑法这种尤其需要保障公民预见性的

基本法律中,如此安排确实容易引发误会:“既然缺乏违法性认识能排除责任,而故意又是责任的要

素,‘不知法’不就没有故意吗?”或者引发这样的误会:“缺乏故意可排除责任,不受处罚;‘不知法’
也能排除责任,那么,‘不知法’不也应免除处罚吗?”倘若刑法意思容易引起如此误会,将有悖于公共

利益且大幅增加国家普法工作的成本。 愈是无知,愈是不关心法律,就在法律上愈容易获得优待,这
与依法治国的方向已经完全背道而驰了。 变动一下故意的位置,即可在明显减轻误会的前提下,将故

意和违法性认识明确区隔开。 如此变动,也就促成了刑法理论上的犯罪论体系从古典方案向综合方

案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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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德]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04 页。 (由于该书系笔者所译,笔者于此处引用

该法条中文翻译时,将原译文中的“行为人”改为“当事人”,以能更准确表述原意。)与此类似的立法例,还有《奥地利刑法典》第 8
条和第 9 条。 《奥地利刑法典》第 8 条规定:“行为人错误地认为一事实排除行为的违法性的,不得以故意行为处罚。 行为人的认识

错误因过失造成,且该过失行为应当受刑罚处罚的,以过失行为处罚。”该法第 9 条规定:“行为人因法律上的认识错误而未认识到

行为不法,如果该错误认识不可避免,则对其行为不负责任。”《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徐久生译,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4 页。
参见上注,金德霍伊泽尔书,第 504 页。
日本刑法学犯罪论体系之中有这样的安排。 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80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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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故意位置的这一改动,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德国法上的相关史料。 1956 年,德国联邦法院刑

二庭即已采纳“责任说”的立场。⑨ 到 20 世纪 60 年代,该国立法机关开启了将违法性认识剥离出“故

意”的立法进程。 1962 年,德国的《刑法草案》即规定了类似于现行《德国刑法典》第 16 条和第 17 条

的条文,并提供了如下理由:“草案采纳罪责论。 尽管故意论有一点是对的,即有意实施不法者和未

认识到不法而实施相应行为者之间存在不同(即有违法性认识和无违法性认识两种情形存在不

同———引者注),但是,那些未认识却有可能认识到不法、尤其是有‘知’和‘欲’地实现了可罚行为之

构成要件的人,和连自己在做什么甚至都不知道的人这两者之间,至少也存在同样显著的区别(即应

当区分缺乏但有可能认识到违法性的情形和无事实性认识的情形———引者注)。 在缺乏可能的不法

意识的条件下有意地实现构成要件(即有事实性认识却无违法性认识———引者注),在理论上可视作

故意和过失的中间形态。 倘若需在法律上将该中间形态作为故意、过失之外的第三种形式,那将使得

刑法变得过于复杂。 这(第三)种形式要么必须成为故意的内容,要么融入过失之中。 假使采纳后一

方案,则会出现难以克服的困难。 人们要么必须将过失犯罪的处罚推广到目前只以故意形式加以处

罚的犯罪上,以避免处罚漏洞;要么必须创设一个关于法律过失的堵截式构成要件。 ……对于这种过

失行为的参与,也会变得可以处罚。 同时,还会出现过失的盗窃、过失的诈骗这样一些没有生命力的

东西。 再者,学术上几乎无人支持纯粹的故意论;有人支持的,只是所谓罪责阶段论(Schuldstufenthe-
orie),即在出现法冷漠和法敌对的场合下,(特别地)不再将不法意识作为故意的组成部分。 即使在

这种情形下会出现令人满意的结果,但这种做法使得该理论(即罪责阶段论———引者注)失去了内在

一贯性和说服力。”由此可见,《德国刑法典》第 16 条和第 17 条并不属于技术性的誊录错误,而是立

法者主动写入法典的产物。 它使得“连自己在做什么甚至都不知道的”人的“构成要件错误”与有

“知”和“欲”地实现了可罚行为的人仅仅发生“违法性认识错误”的情形得到了明确的区别。 前者应

该直接得到无罪处理,而后者只在难以避免之时才能无罪。
1975 年,德国宪法法院进一步确认了《德国刑法典》第 17 条的合宪性:“在这两种刑法学说(故

意论和责任论———引者注)之间,刑事立法者希望以何者作为法律规则之基础,完全取决于立法者自

己。 宪法法院并无必要对立法者之决定再行考察,究竟其所选之方案是否属于可想到的‘最为正义’
的方案。 ……除非立法者接受的区分不再具有实质的说服力,以至于维持该立法区分可视作一种恣

意,才需对立法者的决策加以考究。 立法者之所以要为可避免的构成要件错误和禁止错误分别创设

不同的规则,主要是出于刑事政策上的考虑:较之于不法性上的认识错误,对于事实情况的认识错误

应受更缓和的评价。 于 1962 年官方《刑法草案》释义中,即可见之。 ……如此决定,属立法者职权范

围内之事,不可视为恣意。 ……亦不可认为第 17 条违反了罪责原则。 罪责原则要求任何刑罚均以罪

责作为其前提。 依正义之观念,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须合理地予以划定。 若在设置刑罚法规时需考

虑罪责的程度,那么,此点已体现于第 17 条第 2 款中,因为依照该款,(可谴责地)缺乏不法意识的作

案人,可依《刑法典》第 49 条第 1 项处以比故意行为的刑罚威吓更轻的刑罚。”德国宪法法院的这一

判决,进一步稳定了这两个条文在德国刑法体系中的位置。 根据这些史料,“不知法律者不能排除故

意,而只能在不可避免之时才排除责任”的认识,在德国语境下已经得到了明确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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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HSt 9, S. 375.
Entwurf eines Strafgesetzbuches, 1962, Drucksache IV/650, S. 135.
BVerfG,Beschlu vom 17. 12. 1975- 1 BvL 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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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修法”时代:综合的责任要素论的最后抵抗

1975 年后,德国刑法学究竟应如何安排故意的位置这一争议性问题,在其正式修法采“责任说”、
弃“故意说”的影响之下,终于告一段落。 德国的刑法总论教科书也纷纷改弦更张,不再将故意作为

责任的要素,而是将之作为构成要件的内容。 在近 30 年的德国,除鲍曼、韦伯、米奇合著的《刑法总

论》坚持将故意仅视作责任的内容之外,其他论著均不再将故意理解为责任要素。 上述鲍曼等人的

教科书为何持该主张? 其提供的理由如下:“目的行为论的罪责概念的结论是,罪责不存在于行为

人,而是在评价者(即法官)的脑袋里。 其实罪责概念不是只能评价性地存在,它总是还需要事实-内
容性的要素。 ……将罪责单纯地理解为价值评价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认为,人们处罚行为人不是因

为他人(法官———引者注)脑袋里如何评价,而是因为行为人自己恶意或草率行事。 当然,罪责判断

是纯评价性的,但行为人的罪责却离不开其心理因素。 ……在审查罪责能力和免除罪责事由时也不

例外。 例如,在认定免除罪责的紧急避险时,先得确定行为人所处的紧急情形,后将该紧急情形评价

为具有免除罪责性,这样,被评价的东西和评价就不是分置于不同的犯罪要素中。 ……刑法典中的罪

责概念包含的是评价的对象(即罪责事实)和评价本身(即可责难性),故罪责概念是综合的。”

针对这种将故意视为责任中事实内容的“综合责任概念”,可以作出如下回应。 首先,构成要件

的内容关乎当事人对于入罪的不法事实的理解,为保证一般预防的功能,它是当事人在认识到相关事

实时,必须予以避免的内容;而正当化事由和免除责任事由皆属于出罪性质的抗辩事由,是当事人说

明自己无法遵守行为规范时所提出的出罪依据。 入罪事实关乎法律的普遍贯彻,出罪事实则是由法

官认定的予以正面评价和不加以谴责的相反情形。 以故意具有事实性的内容为由,将故意安排在责

任阶层,有忽视入罪事由与出罪事由两者在功能上的区别之嫌。 其次,责任阶层的欠缺责任能力、存
在排除责任事由等内容,固然要考虑评价对象问题,但这些出罪性质的内容,可以由法官相对独立地

判断,如同正当化事由一样,而不需如入罪性质的内容那样要借助具有一般预防功能的构成要件予以

定型化、类型化。 再次,将故意安排在构成要件,虽由目的论体系者所倡导,但目的行为论以后的体系

皆承认主观构成要件,社会行为论者也是如此,故承认主观构成要件,与是否贯彻目的行为论本身

并无必然关联。 主观构成要件只是表明,在构成要件上需借助主观部分来确定相关事实的不法意义。
最后,该论者支持所谓的“新古典的体系” (即认为故意只属于责任的要素)却在“力图”犯罪上,违

反其体系逻辑去承认构成要件故意为主观不法要素。 该论者指出:“只有着手实现构成要件时同时

产生的故意,亦即‘确定的’决意,是符合构成要件的。 力图故意和客观上符合构成要件的力图行为

是同步的。”“正如既遂犯那样,故意在力图犯时也是主观构成要件的最起码的组成部分。”这无异

于该论者推翻了自己的论述和结论。 令人瞩目的是,到 2016 年,该教科书也不再坚持故意为责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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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l. Roxin, Strafrecht AT I, 2006, § 10, Rn. 62, Fn. 196. 在上世纪 70 年代,施密特霍伊泽尔教授也主张故意和过失作为可责难性评

价的基础,是在责任中加以讨论的。 Vgl. Schmidhaeuser, Strafrecht, AT, Lehrbuch, 2. Aufl., 1975, S. 154 f., 179, 364, 391. 然而,这种观

点未得到普遍支持。 所以,在目前立法框架下,不可能要求德国学者将构成要件故意和构成要件过失撤回到责任阶层。
Baumann/Weber/Mitsch, Strafrecht AT, 11. Aufl. 2003, § 18, Rn. 18- 21.
认为不借助构成要件故意,便根本无法确定行为的不法内容,便会使行为失去意义,即为社会行为论者的观点。 Vgl. Wessels/
Beulke, Strafrecht AT, 2012, Rn. 139.
“力图”大致相当于我国刑法中的“未遂”,但是,德国刑法学中的“力图”(英文为 attempt),只是尝试、试图之意,尚未言及结果,与
之不同,我国刑法中的“未遂”则指结果未出现,试图或尝试已经失败。
参见前注,Baumann/Weber/Mitsch 书,第 12 节,边码 5;第 26 节,边码 24。
前注,Baumann/Weber/Mitsch 书,第 26 节,边码 24。
前注,Baumann/Weber/Mitsch 书,第 12 节,边码 5;第 26 节,边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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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而是将其改为构成要件的要素。 至此,德国理论界已经不存在将故意视为责任要素的支持

者。

四、“不知法者仍有故意”在我国的认识现状

“不知法者仍有故意”这一原则,在我国的语境下,不仅存在刑法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在现实的

社会生活中,也已有相关案例表明了贯彻这种认识具有时代意义。 以下笔者先介绍 20 世纪和 21 世

纪我国刑法理论在该问题上的认知,然后论述我国司法实务中对于该问题的处理。
首先,进入 21 世纪以后,我国刑法学界已经有人注意到刑法释义学中“责任说”的优势,并进行

了有见地的论述。 与此同时,将对于刑法规范的认识排除出故意的认识范围,也属于 20 世纪以来

国际上的刑事立法例和我国刑法草案中的常见做法,例如,《法国刑法典》第 122-3 条,《奥地利刑法

典》第 8 条、第 9 条,《日本刑法典》第 38 条第 3 款皆有类似规定。 在我国,1928 年《中华民国刑法》
第 28 条、195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草稿)》(第 13 次稿)第 18 条、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草案》(第 22 次稿)第 16 条、我国台湾地区现行“刑法”第 16 条亦采“责任说”。 因此,不宜断然

地认为,我国《刑法》第 14 条、第 15 条中的故意,就是有违反法律之含义的责任的形式。 “故意、过失

是责任要素说”的观点声称,德国刑法学中的故意是“形式的故意”,与我国《刑法》规定不符。 这同

样是建立在误解之上的,因为《德国刑法典》第 16 条中的故意是以认识到法定构成要件的(事实性)
情况为其内容的,这只是不要求当事人从规范上认识到违法性而已(此为《德国刑法典》第 17 条的内

容),并未否定当事人对于社会危害性(或法益损害)的认识。 鉴于违法性认识在理论上和解释上的

重要意义,我国学者也建议在修改我国《刑法》时,参考联邦德国刑法所采取的立法解释,在有关故

意、过失的条文之后,明确设置专条规定:“行为人由于不可避免的原因不知或误解了其行为的违法

性时,不负刑事责任。 在能够避免时,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其次,我国刑法学中,现今“故意是责任要素说”仍主张,我国《刑法》第 14 条、第 15 条属于实质

的故意、过失概念,故不宜否定故意、过失是责任的形式,换言之,故意和过失是表明非难可能性的两

种责任形式。 行为人具有故意时,就会唤起违法性认识;行为人具有过失时,就意味着可能唤起违法

性认识。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我国《刑法》第 14 条、第 15 条中“实质”内容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
准确地说,是法益损害),这与对规范意义上的刑法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区别,我国学者早已明确地

指出:“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表现为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这显然是只要

求行为人明知其行为及行为结果的危害性,而没有再要求行为人明知行为及结果的刑事违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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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l. Baumann/Weber/Mitsch/Eisele, Strafrecht AT, 12. Aufl. 2016, S. 248 ff.
参见周光权:《违法性认识不是故意的要素》,载《中国法学》2006 年第 1 期;于洪伟:《违法性认识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 2007 年版,第 192 页。
《日本刑法典》第 38 条第 3 款规定:“即使不知法律,也不能据此认为没有犯罪的故意,但可以根据情节减轻刑罚。”我国有观点认

为,日本刑法之该款不妨碍日本刑法通说采“故意说”。 参见前注③,陈兴良文。 然而,这并不符合日本刑法学之实情。 在日本,不
仅多数判例采“违法性认识不要说”,而且释义学之主流也采“责任说”参见[日]野村稔:《刑法总论》,全理其、何力译,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11- 314 页;前注②,川端博书,第 61 - 64 页;前注④,大谷实书,第 309 页以下;前注⑧,西田典之书,第 210 页以下;
[日]松宫孝明:《刑法总论讲义》,钱叶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37- 138 页。 至于大塚教授声称,该款属于“嵌入的

错误”(即“涵摄错误”)不影响故意(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2 页、第

392 页、第 398 页、第 518 页),乃是误解了《日本刑法典》第 38 条第 3 款之文义。
参见前注①,张明楷书,第 248 页。
参见冯军:《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28 页。
参见前注①,张明楷书,第 248- 249 页。
从 “社会危害性”到“法益损害”的用词转换,参见陈兴良:《社会危害性理论:一个反思性检讨》,载《法学研究》200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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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认识因素要求为明知刑事违法性,要求行为人明确知道其行为和结果触犯刑法哪一条文,
应怎样定罪判刑,这就不现实、不合理……也容易使有些人钻空子,借口不懂法律来实施犯罪并逃避

罪责。”由于现行我国《刑法》第 14 条在文字表述上原封不动地继承自 1979 年我国《刑法》第 11 条,
故我国《刑法》修订前后关于“故意”的理解,可以认为是连续而统一的。 当时刑法学者针对 1979 年

我国《刑法》中的“故意”就指出:“如果要求犯罪故意不仅具有社会危害意识,而且具有违法意识。 这

既缺乏法律根据,实践中也有不妥之处。 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故意的定义并未要求行为人具有违法意

识,而且,我国刑法对类推的规定进一步证实了违法意识不应是犯罪故意的要件。 可见把违法意识视

为故意的认识内容是不现实的,强调违法意识,意味着否定类推故意犯罪的可能性。 所以只要行为人

具有社会危害意识,即使其没有违法意识,也成立犯罪故意。”尽管在前述观点中,人们尚不是从“责

任说”的角度,将违法意识排除出故意范围,但该观点已经明显地表达出了“不知法,仍有故意”的认

识。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有观点提到,在“大义灭亲”和“为民除害”等案件中,当事人缺乏针对社会危

害性的认识,但有违法性认识,仅凭后者就可以认定当事人的主观恶性,从而在没有社会危害性认识

的条件下成立故意犯罪。 这种观点不无问题。 “大义灭亲”等案件中,当事人对于“结束他人生命”
以及违反“禁止杀人”之禁令是明知的,他们并没有希望他人来一般性地效仿他们的行为,此即针对

生命法益遭受损害或者行为之“错误”存在认识(若有第三人帮助其“大义灭亲”,无疑应当成立杀人

之帮助犯),他们只是提出“特殊理由”以寻求个别性的“免罪处理”,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犯了法”,
只是他们执着于“大义”,以为“大义”乃是超越禁止杀人之禁令的更高律令,这是类似于“良心犯罪”
的超法规的排除责任事由问题。 前述观点没有考虑到,这种案件可以在肯定不法的前提下,只减轻其

责任,并不会造成无罪,因此,出于对“不当出罪”的担忧,退而认为此时仅凭借“违法性认识”,无需

“社会危害性(或法益损害)的认识”,就可以借助主观恶性成立故意犯罪,殊不知在该类案件中,当事

人其实既有针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或法益损害)”的认识,又有实定法规范意义上的“违法性认

识”,完全不需在否定“社会危害性(或法益损害)的认识”的情况下,仅凭“违法性认识”入罪。
最后,法律虽是人为制定的,但它更是社会客观形势的产物。 我国现行《刑法》之所以未规定违

法性认识的条款,是因为立法之时“考虑到实际工作中很难辨别犯人是否知道法律,而且,这一规定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 22 稿)第 16 条‘对于不知法律而犯罪的,不能免除刑事责任;但
是根据情节,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引者注)也容易成为犯人推卸责任的借口,因此,第 33 稿

删去了这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 33 稿)出台于 1963 年,当时主要担忧的乃是该条

后一分句“根据情节,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会沦为当事人推卸责任的借口,然而,这其实是由于

“立法技术不成熟”的缘故而因噎废食了,由于无法找到限制当事人推卸责任之借口的恰当方法,而
在“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支配下,放弃了本该规定的前一分句“对于不知法律而犯罪的,不能免除

刑事责任”。 时至今日,刑法理论的发展已经推动“刑法上的错误论”之立法技术走向逐步成熟。 我

们已有“只有不可避免地发生对法律的认识错误时才可排除责任;认识错误可以避免时,得减轻处

罚”这种旨在严格限制当事人推卸责任之借口的方案,可以用来替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

22 稿)第 16 条中曾经引发人们担忧的后一分句(“根据情节,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因此,在采纳

该种方案以严格限制当事人推卸责任之借口的前提下,现在完全可以从容地认定“不知法律而犯罪

的,不能免除刑事责任”或者“不知法者仍有故意”,从而将违法性认识排除出故意的范围。 并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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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08 页(赵秉志教授执笔)。
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 2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6 页(姜伟教授执笔)。
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64- 265 页(赵秉志教授执笔)。
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74 页(王晨先生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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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气枪案”、“癞蛤蟆案”等当事人表示不知案情性质从而质疑主观故意的所谓“奇案”频出的时代,
也有必要将“不知法”的欺诈性借口予以适度排除。 在当事人缺乏正当理由时,对其“不知法”的欺诈

性借口予以排除,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当前的“积极的刑法观”有契合之处。 假使如“故意是责任要素

说”那般,坚持将故意划入责任的范畴,而在本体论层面,违法性认识又经常被认为与故意具有一体

性,那么,法律就容易发出如下的错误信号:没有不法意识就没有故意,进而也就不需要承担刑事责

任。 这对于国家法令的贯彻和实施是非常不利的。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如下案件即为适例。
2015 年 12 月 8 日晚,被告人吴某乘坐的由他人驾驶的汽车,与王某某驾驶的汽车发生交通事

故。 双方下车查看情况时,吴某用手打了王某某一巴掌,致后者右耳挫伤、右耳震荡伤。 王某某立即

报警。 处警民警向双方了解情况后,将双方带至派出所继续调查。 因吴某涉嫌殴打他人,值班副所长

傅某、民警吕某某等人要求吴某到公安局巡特警大队配合调查,吴某即给其父亲打电话声称派出所欺

负他,并用手机逐一拍摄民警、协警的警号,同时以“除非将其拷翻抬走”等言语拒绝配合民警的执法

活动。 随后,民警吕某某等上前对吴某进行强制传唤,吴某突然挣脱控制,往大厅外跑去,在场警察于

大厅外将其按倒在地,并抬至警车附近,其间,吴某用手甩打、用双脚蹬踢民警、协警,致后者手部等处

受伤。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吴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不清楚自己的行为有无

触犯法律。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构成妨害公务罪,指出:“被告人没有以暴力方法妨害公务的主观故

意。 被告人吴某因交通事故后打人一巴掌被传唤至诸暨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后认为被打的人能走,
其不能走致情绪激动,不听从派出所警察口头传唤,在警察强制传唤时有挣脱的动作,但没有以暴力

方法妨害公务的行为和故意。”

该案被告人在对甩打、脚踢民警和协警有明确认识的条件下,却提出了缺乏主观故意的辩解,很
明显是在运用“缺乏违法性认识”的欺诈性借口以谋求故意的排除。 如果立法或判例将违法性认识

从故意中剥离,进而降低“不知法”在出罪中的作用,即确定只有不可避免地欠缺违法性认识才可以

免除责任,那就可以阻止欺诈者或法冷漠者不合理地援引这种出罪事由。 这不仅是在法律政策上保

障守法、崇法者对法律的信赖,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2 条中“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之晓谕功

能的现实要求。 至于欠缺违法性认识可以避免时,也可以减轻处罚。 这并不会导致对当事人的苛求。

五、“不知法者仍有故意”带来的疑问及其解决

笔者于前文阐述了“不知法者仍有故意”之原则在刑法理论和实务上贯彻的理由。 当然,对于该

原则以及其带来的将故意安排为构成要件要素的法律效果,会有一些质疑的地方,归纳言之,主要有

如下几处。
第一,在司法实践中确实也存在当事人不知刑事法律的情况。 例如,某种行为一向不为刑法所禁

止,后在某个特殊时期或某种特定情况下为刑法所禁止,这时就有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违反了法

律。 我国理论界早已有观点指出,在此种情况下,应当承认“例外”,不能认定当事人属于故意违反刑

法,进而不成立故意犯罪(此即作为通说的“限制否定说”)。 然而,依据笔者的研究,这种“例外说”
或“限制否定说”其实是未对不法和责任加以区分所致,因此,这种观点未能注意到,此时可以通过

“不可避免地缺乏违法性认识”以排除责任,而且,这种“例外地”否认故意犯罪,也会不适当地导致教

唆者和帮助者的“共犯处罚漏洞”。 因此,只要区分不法和责任,就仍然可以在此种“例外”情形下,仍
然贯彻“不知法者,仍有故意”,承认当事人有故意的不法,而仅是例外地排除责任。 毕竟此时若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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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唆或帮助当事人实施犯罪,仍然是应当成立共同犯罪的。 换言之,“确实不知道违反了刑事法律”,
只能是对不知情者予以“宽恕”的事由(排除责任),而不是值得他人效仿的“正确的”事项(此时仍成

立不法)。 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国家不宜放任人们不学习法律、漠视法律,而且只要人们从事相应

的活动、业务,其实也是基本知道刑法所规定的事项的,否则他便不可能去从事这类业务。 “知法推

定”不是对于公民的苛求和“不教而诛”,也不是片面强调国家权威,从而轻视个人的价值,因为只要

有正当理由导致对法律的不知悉,也是可以被原谅和免除责任的。
第二,另一种可能构成“不知法者,仍有故意”之例外的情形,乃是针对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法

律认识错误。 例如,某甲误以为属于某乙的财物已经合法转让给自己,因而将之“拿走”的行为,便属

于针对所有权归属的法律认识错误,该种法律认识错误使得某甲没有认识到其行为对于财产法益之

损害,所以,应当成立排除故意的构成要件错误。 恰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通常将针对刑事法律的

“违法性认识错误”称作“禁止错误”,以免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刑事法律认识错误相混淆。

必须出现针对法益损害的认识错误,才能排除不法之故意;若对法益损害有认识,只是误以为自己在

刑法上有权实施该法益侵害,则是禁止错误,其排除的是责任。 对此,我国有学者也已区分非刑事法

律的认识错误和刑事法律的认识错误:“当行为人缺乏违法性认识并直接影响到他对自己行为的社

会危害性认识时,鉴于社会危害意识属于犯罪故意的基本要件,这种非刑事法律的错误可能影响行为

人的罪过心理,起码排除了犯罪故意……行为人关于刑事法律的认识并不是犯罪故意的认识要件,所
以,刑事法律的错误不影响行为人的罪过心理。”将该处的“社会危害意识”改为“法益损害意识”,
也就符合本文的观点。 至于 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第 19 批指导案例中的“王力军收购玉米被判非法

经营罪案”,王力军提出的“不知法”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不知收购玉米要办证(不知违反《粮食流通管

理条例》),另一种是不知自己的行为违反刑事法律。 原审法院也是认定其有罪而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两年(之后只是因为《粮食流通条例》原规定的收购粮食应办许可证条文失效而于 2017 年初

通过再审程序改判),原审有罪判决意味着法院否认了其“不知收购要办证”的说辞,而肯定有不法,
而后判处轻刑。

第三,有学者也许还会提出,贯彻“不知法者,仍有故意”会使得故意成为构成要件的要素,倘若

真的如此安排,那么在假想防卫等正当化前提事实认识错误的案件中,在检验并认定构成要件故意成

立之后,由于有主观的正当化要素,需要倒回头否定故意,才能排除故意犯罪的认定,这样,不是会出

现检验层次的紊乱(即所谓“回旋飞碟”问题)吗? 如果有针对该类认识错误者进行帮助和施加教唆

者,不是也难以成立共犯吗? 此种担忧实在是对犯罪论体系的演变史缺乏了解所致,其实该种检验层

次之紊乱,只会在新古典与目的论相结合体系中早期的所谓“限制责任说”那里才会出现,在该犯罪

论体系之后的“法律效果转用之责任说”那里,该检验层次紊乱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在正当化前提

事实错误的案件中,认识错误者仍然成立构成要件故意,针对其加以帮助或施以教唆者,仍然可以成

立共犯,认识错误者只是因为缺乏针对法律的敌对(或冷漠)意思而缺乏故意责任而已,如果他就误

以为有正当化前提事实存在过失,仍然可以肯定其针对法律存在疏忽(或草率)的意思,从而具备过

失之责任。 因此,正当化前提事实认识错误也不妨碍将故意视为构成要件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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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如果故意是构成要件的要素,那么过失是否也是构成要件要素呢? 对此,应当作肯定的回

答。 过失同故意一样,既具有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功能,也是区分不同种类之不法以及不法

之轻重程度的标准。 不过,由于过失涉及注意义务、认识能力和个别化理论等延伸性问题,对于这些

延伸性问题的全面处理,需另撰文加以论述。

六、结　 论

古今中外的法律,除非出现技术性的誊录错误,往往均是时势和社会发展的产物,具有各自相应

的社会背景与意义。 将缺乏对于危害事实的认知与缺乏对于违法性本身的认知加以区别对待,也同

样具有相应的功能和意义。 将违法性认识融入故意加以处理,当然有其利于“不知法”者出罪的一

面,但这种“不知法律即无故意”的安排,也容易为法敌对者和法冷漠者利用,成为其借助“不知法”实

施欺诈从而推卸刑事责任的借口,这与法治国家尊崇法律,主张运用法律实现秩序的初衷是背道而驰

的。 给予法冷漠者和法敌对者以此种优待,不仅易使排斥法律和不知法律的做法成为效仿对象,无助

于保障崇法、守法者的合理信赖,而且该种优待也与刑事司法实践追究惯犯、激情犯和确信犯之刑罚

乃至加重其处罚的做法存在抵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 (第 33 稿)删除“不知法律不免除刑

事责任”之规定,乃是立法技术不成熟所致。 如今,由于刑法理论的进步,重新确认“不知法者,仍有

故意”原则之立法技术已经成熟。 该原则在刑事立法上的贯彻,将推动人们在故意的犯罪论体系地

位上形成故意不再是责任的要素而是应当成为构成要件的要素的共识。 将故意安排为构成要件的内

容,使欠缺违法性认识仅在难以避免之时才成为排除责任事由(认识错误可以避免时,亦得减轻处

罚),不仅激活了刑法条文本身的教育功能,顺应了依法治国的时代需求,而且符合构成要件和犯罪

构成的术语本义,保障了文字表述的准确性,降低了不同知识背景者的理解难度。
针对“不知法者,仍有故意”之原则以及其带来的将故意安排为构成要件要素的法律效果,存在

“当事人确实不知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法律认识错误”以及“正当化前提事实认识错误带

来的检验层次紊乱”等疑问,但是,在区分不法和责任的条件下,“当事人确实不知法律”只能算是减

免责任而非排除不法之理由,它是宽恕、原谅之事由,而非值得他人效仿的“正确”的事由;在“规范的

构成要件要素的法律认识错误”问题上,仍然必须出现针对法益损害的认识错误,才能排除不法,该
种错误属于构成要件错误,与作为禁止错误的缺乏(刑事法律的)违法性认识仍然存在区别;至于“正

当化前提事实认识错误”所带来的检验层次紊乱的疑问,已经由“法律效果转用之责任论”予以解决,
此时仍然承认构成要件的故意,但缺乏故意之责任。 在故意属于构成要件的要素之后,过失也同样应

属于构成要件的要素。

(责任编辑:杜小丽)

Awareness of Unlawfulness Ought Not to be An Element of Intent
—Also Reflection upon the "Recognition of Intent as Element of Culpability"

Cai Guisheng
Abstract Awareness of unlawfulness ought not to be an element of intent. It is merely an element of

culpability. This i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public interest of law-based governance. The reason why some-
one thinks that awareness of unlawfulness is an element of intent is that he is subjected to the theory of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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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t-oriented wrongdoing" and neglects the theoretical combing and thus omits historical data of German
Criminal Law which is a model for the Japanese and even Soviet Criminal Law. In current situation that the
technic for legislation is better than before the exclusion of awareness of unlawfulness from the domain of
intent could meet the need of social development concerning criminal policy. It explicitly declares in the le-
gal policy that those perpetrators who are indifferent towards the legislation such as habitual offenders and
passion offenders could not use "ignorance of law" as an excuse to avoid the punishment of an intentional
crime. This does not only safeguard the reasonable trust of law-abiding citizens produce deterrence against
deceivers but also activates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the criminal provisions themselves which meets the
aims of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criminal process and reduces the cost of legal education burdened by the
state. The existing questions about the principle of "ignorantia juris non excusat" have already answered ac-
cording to current criminal theories.

Keywords Awareness of Unlawfulness the Theory of Intent and Theory of Culpability Element of
Criminal Type Crimin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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