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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与责任的区分：
实践技术与目的理性之间的张力

陈 　 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导言

在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故乡德国，犯罪论体

系之争已然刀光剑影暗淡、鼓角争鸣远去。1 无

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在大学教育中，绝大多数的

学者都将现代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不加质疑地奉为

起点和前提。与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的情况不同，

德国当代的教科书市场上，以科学探索为导向、

富于理论建构色彩的体系书已难得一见，充斥市

面的大多都是叙述体系高度雷同、纯供学生复习

备考之用的简明教科书。2 犯罪论构造的问题，

俨然已经走到了“历史的终结”。人们对于体系

研究的热情逐渐衰退，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

现代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在共犯论、错误论等重要

领域所持的基本立场，已经获得了现行《德国刑

法典》的确认，这似乎降低了教义学进一步探讨

体系建构问题的空间和意义；又如，在前人的理

论积累已相当丰厚、已有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的

情况下，年轻学者要想在犯罪论体系方面实现突

破和创新，所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相对较高。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当代

在德国，随着由鲍曼（Baumann）、韦伯（Weber）等学者合撰的《刑法总论》2016 年最新版彻底皈依现代综合型犯罪论体

系，古典犯罪论体系至少在教科书层面上已归于绝迹。

由于这类教科书的功能仅在于将考试或者实务所需的知识点进行总结，故有的学者将其比作“食谱”。参见［德］沃斯·金

德豪伊泽尔：《适应与自主之间的德国刑法教义学——用教义学来控制刑事政策的边界？》，蔡桂生译，载《国家检察官学

院学报》2010 年第 5 期，第 1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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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学在整体上更为注重解决现实问题的实效。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论题式的思考或曰问题

思考，在法学研究中的实际地位渐渐超过了传统

的体系思考；法学教育也愈加重视培养能够直接

满足实务市场需要的法律工匠。3 在这一背景下，

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体系，人们不再热衷于体系

的改造或者建构，而更愿意将精力和时间投放到

具体、细致的个别问题之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对于体系的探索之所以不能停歇，一

方面是因为体系是科学本身的需要。一门纯粹的

实践技术，可以满足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只要能够见招拆招式地应对眼下出现的问题即可。

但是，一门科学的理论却远不能止步于此，它需要

具有全局意识和前瞻功能，需要将单个的问题解决

方案连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整体，从而即使当下

每个解决方案获得更深层次的正当性，也为未来可

能出现的问题提供可靠的破解思路。另一方面也是

因为法治国内在的需求，因为体系的存在大体保证

了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和裁判结论的可预测性。

在中国刑法学界，犯罪论体系之争在 21 世

纪的头十年曾经达到一个高潮。4在最近的十年间，

尽管大规模针锋相对的公开论战已难得一见，但

这并不意味着不同方案之间的较量已归于平息。

事实上，体系之争只是逐渐从宏观层面下沉到了

具体问题的层面，由原先的集中“会战”转变为

了分散各处的“巷战”。随着德日刑法理论更大

规模的引进，阶层式犯罪论体系正以“润物细无

声”的方式，在过失犯论、共犯论、违法性认识

错误、出罪事由等诸多具体领域的研讨中发挥着

潜移默化的作用。5

目前，人们对于阶层式犯罪论的结构特点已

经熟知，对于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的演变历程也

有了较为准确的了解。未来，关于犯罪论体系的

研究，除了需要更为紧密地与具体问题相联系之

外，6 可能还需要以更为敏锐的目光去关注和发

掘体系变动所反映的内在规律。人们一般认为，

犯罪论体系既是供司法者认定犯罪的实务操作程

式，又是供刑法学进行科学探索的分析框架。因

此，犯罪论体系应当能够同时满足教学法和刑法

目的理性两方面的需求。但是，考察阶层式犯罪

论体系百余年的发展史，我们却发现，在该体系

建构和演变的过程中，教学法和刑法目的理性似

Vgl. Duttge, Anliegen und Grundfragen einer Strafrechtswissenschaftstheorie, in: Koriath/Krack/Radtke/Jehle (Hrsg.), 

Grundfragen des Strafrechts, Rechtsphilosophie und die Reform der Juristenausbildung, 2010, S. 37, 39. 日本刑法学也存

在大致相同的趋势。参见黎宏：《平野龙一及其机能主义刑法观——〈刑法的基础〉读后》，载《清华法学》2015 年第 6 期，

166—167 页；［日］井田良：《走向自主与本土化：日本刑法与刑法学的现状》，陈璇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

（第 40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73，377—379 页。

在这十年间出现的代表性文献包括但不限于：黎宏：《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载《法学研究》2006 年第 1 期；李立

众：《犯罪成立理论研究——一个域外方向的尝试》，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梁根林主编：《犯罪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07 年版；周光权：《违法性判断的独立性——兼及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改造》，载《中外法学》2007 年第 6 期；高铭

暄：《论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合理性暨对中国刑法学体系的坚持》，载《中国法学》2009 年第 2 期；马克昌：《简评三阶

层犯罪论体系》，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 19 卷），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27 页；赵秉志、王志祥：《中

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历程与未来走向》，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 19 卷），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64 页；

张明楷：《以违法与责任为支柱构建犯罪论体系》，载《现代法学》2009 年第 6 期；陈兴良：《四要件：没有构成要件的犯

罪构成》，载《法学家》2010 年第 1 期；付立庆：《犯罪构成理论：比较研究与路径选择》，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

甚至在某些判例当中，法官也有意无意地使用了阶层式犯罪论体系语境下专有的概念。例如，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2015）绍柯刑初字第 959 号刑事判决书，在论证杨某成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时指出：“杨某对其与中轻公司行为的违法

性存在认识错误，不影响其犯罪故意的认定，亦不阻却其责任。违法性认识并非犯罪故意的一般认识内容，违法性认识错误

并不能阻却犯罪故意的认定。违法性认识可能性是责任阻却事由，行为人对其行为违法性存在认识可能时，行为人的违法性

认识错误并不能阻却责任；只有行为人对其行为违法性的认识错误不可避免时，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错误才能成为责任阻却

事由。”判决书在违法性认识错误的问题上明确采取了责任说的立场，将违法性认识的不可避免性定性为“责任阻却事由”，

这一观点正是以不法和责任的区分为前提的。

已有学者围绕共犯、过失犯等具体问题，以颇为细密的笔触阐发了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实践优势。参见《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6 期刊发的“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实践检验”专题研讨系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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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尚未实现完全的兼容，二者始终存在某种程度

的冲突。关注这一冲突，并对其深层次的成因展

开分析，这对于我们更为深入和全面地了解阶层

式犯罪论体系的利弊来说是不无裨益的。

二、不法与刑罚目的：从黑格尔学派到人的

不法论

学界公认，如果单纯从简练清晰、易于理解

的标准来加以衡量，贝林 - 李斯特体系（Beling-
Lisztsches System）是值得称道的。7 既然如此，

那么在其后的一百余年间，为什么这一体系还会

经历多次的改造和变迁，甚至还有学者主张应从

根本上将其废弃呢？韦尔策尔（Welzel）对不法

所进行的主观化改造原本是以其目的行为论为基

石，但在目的行为论渐渐被人们抛弃之后，为什

么这种主观化的改造非但没有随之偃旗息鼓，反

而在德国刑法学界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呢？这就

说明，我们一方面需要首先确定用于评判体系优

劣的标准，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犯罪论体系的外

在变化把握其发展的内在规律。

拉德布鲁赫（Radbruch）曾经对“体系”的

不同含义进行过精细的研究，他把体系区分为以下

五类：（1）推论性体系。该体系根据大前提和小

前提推导出结论。（2）分类性体系。该体系从类

概念出发，通过往上添加各种要素逐步推导出愈加

狭窄的种概念。（3）范畴性体系。该体系不是单

纯根据形式逻辑，而是主要根据事物自身的物本逻辑，

对其进行形式与素材、范畴与质料的划分。（4）合

目的性体系。该体系是依据特定的目的与手段建构

起来的。（5）教学法体系。这种体系旨在创建一

种简洁明晰的叙事方式，从而使相关的知识易于为

人们所理解和掌握。拉德布鲁赫强调，应当特别注

意教学法体系与科学体系之间的差别，即前者纯粹

是一种叙述方式，仅凭它无法获得新的知识；后者

则具有认识论上的价值，只有它才能在某一思想和

专业内部实现科学所要求的统一性。8 例如，在大

多数案件中，先从某种法益受损的结果入手，或者

将作为和不作为区分开来，有利于初学者清晰地把

握犯罪的不同类别以及与之相应的案例分析思维，

也有利于提高司法认定的效率和准确度。9 因此，

从教学法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将客观的法益损害结

果视为犯罪事实调查的首要环节，也有必要先讲

授作为犯的成立条件，后介绍不作为犯的特征。

但是，从刑法领域内的目的理性来看，在犯罪论

体系中将客观法益损害独立为一个实体性的范畴

是否具有必然性，从规范上来说是否应当把作为

和不作为的犯罪成立条件截然割裂开来，却值得

进一步推敲。反过来说，从目的理性的视角出发，

犯罪论体系的建构本应“不绕道经过一般的不法

概念，而是一步到位地从刑罚目的出发推导出可

罚不法的概念”，甚至应当“径直选择将可罚不法

的特殊要素作为犯罪概念的起点”。10 但这样的体

系是否易于人们渐进式、分步骤地理解和认定犯

罪，却又不无探讨的余地。

贝林 - 李斯特体系作为教学法意义上的体系

无疑是成功的，但它能否成为一个严格科学意义

上的体系，特别是能否成为一个在刑法专业领域

内合乎目的理性的体系，却一直存在争议。11 在

Vgl. Welzel, Die deutsche strafrechtliche Dogmatik der letzten 100 Jahre und die finale Handlungslehre, JuS 1966, S. 422. 

Vgl. Radbruch, Zur Systematik der Verbrechenslehre, FG-Frank, 1930, S. 158ff.

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完全脱离主观要素去认定客观事实，未必能够满足犯罪认定的实际需要。Puppe, Der Aufbau des 

Verbrechens, FS-Otto, 2007, S. 394。

Radbruch, Zur Systematik der Verbrechenslehre, FG-Frank, 1930, S. 160.

即便是对阶层式犯罪论体系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也并不否认古典的阶层式犯罪论体系具有易于理解和方便实务操作的优势。

例如，黎宏教授虽然主张我国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但又认为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对传统的犯罪构成体系加

以完善：其一，贯彻客观优先的阶层递进理念，确保关于客观法益损害的判断优先于关于主观罪过和责任能力的判断；其二，

承认一种不以行为人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而仅以行为人的行为大致符合了犯罪构成客观方面（包括客体）为内容的犯罪概念。

参见黎宏：《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载《法学研究》2006 年第 1 期，第 46—48 页。其实，经过黎宏教授完善后的

这种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已经和贝林 - 李斯特的古典犯罪论体系相差无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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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论的发展史上，学者们针对贝林 - 李斯特体

系，乃至对不法和责任的区分所提出的种种批判，

实际上也正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

犯罪论体系的建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不法

的本质、如何界定不法范畴的使命。梳理德国刑

法学中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前世今生，我们可以

察觉到不法概念演变的一条轨迹，即目的理性在

不法范畴当中经历了从地位显赫到退居二线、从

隐身幕后再到重获尊崇的过程。

（一）刑事黑格尔学派：以刑罚目的为指针（一）刑事黑格尔学派：以刑罚目的为指针

19 世纪 40 年代到 60 年代，黑格尔学派在德

国刑法理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12 黑格尔学派的

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犯罪理论的建构始终与犯

罪的特定法律后果，即刑罚紧密相联系。

众所周知，黑格尔（Hegel）将不法划分为

无犯意的不法、诈欺和犯罪三类，13 他率先基于

损害赔偿和刑罚这两者在目的上的差异，对民事

不法与刑事不法作出了区分。既然刑罚的目的不

同于民事损害赔偿，它并非旨在修复个别、具体

的损害，而是试图显示法的有效性；那么，刑法

领域内的不法在结构上也必然不同于民事不法，

能够体现刑事不法实质的不是它所造成的物质性

损害，而是它在精神交流层面所具有的一个专属

特性，即行为人通过其行为表达出了他对法的否

定和蔑视态度。要想与法的效力展开交流，首先

需要具备交流的能力；要想对法表示“否定”和“蔑

视”，首先需要具备认知和理解法的能力。因此，

刑事黑格尔学派的代表性人物默克尔（Merkel）主

张，不法与行为人的责任能力须臾不可分离。14 当

然，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默克尔倡导统一的不法

理论，所以他认为责任与不法的不可分离性是所

有不法共通的性质。但是，这一点显然与民法领

域中不法的现状相冲突。鉴于此，宾丁（Binding）

支持不法多元论的立场。他认为，怎样界定民事不

法，应该“放手让民法学者们走他们的路”，15 至

于刑事不法的内容，则必须结合刑法自身的特有

使命和刑罚的正当性条件才能确定下来。国家有

权要求公民服从其命令，这是维护社会和平秩序

的需要；因此，国家启动刑罚权的前提条件是，

某人通过违反服从的义务而破坏了和平。由于服

从的义务只能指向那些有能力遵守该义务的人，

故尽管从一般法理论的角度来看的确存在脱离责

任的不法，但这种不法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刑

法意义的范畴。

（二）客观不法论：与刑法目的理性的脱钩（二）客观不法论：与刑法目的理性的脱钩

早在 1867 年，耶林（v. Jhering）便在民法

领域中开创了客观的不法理论。据此，一旦行为

人没有法律根据地占有了他人的财物，不论他在

主观上对此是否负有过错，这种占有状态本身就

足以成立不法，所有权人也都相应地对行为人享

有返还请求权。16 进入 19 世纪末，在自然主义思

潮的冲击下，黑格尔学派以刑罚目的为指导建构

犯罪论的思路渐趋式微。人们不再热衷于依据犯

罪的本质和刑罚的正当性根据去建构犯罪论，而

是迫切地试图仿照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设计出

一个界限分明、层次清晰的犯罪认定模式。在这

一背景下，以李斯特和贝林为代表的刑法学者，

将发端于民法的客观不法概念全盘移植到了刑法

领域，由此为不法和责任的正式分离奠定了基础。

贝林 - 李斯特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刑法中的不法

概念不再与有关刑罚目的的思考直接挂钩，17 也

不再具有充分反映刑法专属任务的功能。以自然

科学为榜样建立起来的这个体系，契合了人们以

有序、明晰的思维步骤去认知和判断犯罪的需要，

从而在程序法和教学法方面拥有无可争辩的实践

优势。事实上，贝林在其自述中也明确指出，促

Vgl. Pawlik, Das Unrecht des Bürgers, 2012, S. 32.

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63 页以下。

Vgl. Merkel, Die Lehre von Verbrechen und Strafe, 1912, S. 42. 

v. Gemmingen, Die Rechtswidrigkeit des Versuchs, 1932, S. 28.

Vgl. v. Jhering, Das Schuldmoment im römischen Privatrecht, 1867, S. 4.

Vgl. Frisch, Franz v. Liszt-Werk und Wirkung, in: Koch/Löhning (Hrsg.), Die Schule Franz von Liszts, 2016, 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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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其提出“构成要件”概念并对违法性和责任加

以区分的，主要是教学法方面的考量。18 同样地，

对于李斯特来说，用于指导犯罪论体系建构的，

也并不是科学理论的依据，而是教学法和实践技

术方面的考虑。19

在随之而来的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下，人们逐

渐认识到：“犯罪不仅仅是界限分明的具体要素

的简单堆砌。”20 在超越单纯操作技术的刑法学

理论当中，不法和责任双峰并峙的格局要想真正

稳固下来，二者就必须各自拥有坚实的思想基础。

于是，目的理性的思考方式开始复苏，人们也尝

试突破单纯的分类概念和技术理性的思维，力图

为阶层式犯罪论体系寻求实质性的指导原理。为

此，黑格勒（Hegler）提出了“社会损害性”与

“非难可能性”的二元理论。按照这一观点，不

法涉及的问题是，行为是否给社会中的利益造成

了不可容忍的损害；责任关注的问题则是，能否

就法益损害行为对行为人发出责难。21 梅茨格尔

（Mezger）也认为，只有从法益受损者一方的视

角出发去界定不法概念，才能对不法和责任进行

清晰和确切的划分。22 这种以法益侵害作为不法

根基的学说，其影响颇为深远，直到今天依然得

到学界的广泛认可。23 但是，这种观点与其说是

依据目的理性推导出了不法与责任相区分的犯罪

论体系，不如说是在先已肯定不法与责任分立的

前提之下再“度身定做”地创制出了二元化的理

论根据。因为，法益侵害并不是一个为犯罪行为

所独有的要素，民事侵权行为乃至无须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的意外事件行为都会给法益造成损害。

由此可见，与行为人视角以及归责能力要素

相断绝的客观不法论，难以展现刑法自身的目的

理性。正是这种缺失，成为促动后世学者不满足

于单纯教学法上的成就，毅然对犯罪论构造进行

调整和改建的最具根本性的原因。也可以说，在

接下来的数十年间，人们对古典犯罪论体系所进

行的种种改造，主要并不是为了提高体系的清晰

程度和实用效率，而是为了尽可能地为不法的范

畴注入刑法专属的目的考量。

（三）人的不法论：刑法目的理性的有限回归（三）人的不法论：刑法目的理性的有限回归

当今在德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现代犯罪论

体系，是以“人的不法论”为基石的。众所周知，

人的不法论的要义在于，主张把故意、过失等主

观要素从原先的责任阶层前移至不法阶层，使之

成为主观的不法要素。但是，不法的主观化绝不

仅仅涉及个别要素所处位置的挪动，它体现着不

法领域内刑罚目的和刑法价值理性的逐步回归。

韦尔策尔借助目的行为论在不法阶层引入主观要

素的做法，看似运用的是一种存在论的思维，

其背后却体现着刑法上规范价值的考量。因为，

韦尔策尔之所以主张只有受目的操纵的举动才

能进入刑法的判断视域，就是由于他意识到由民

刑二法不同的价值取向所决定，刑法中的违法性

概念不宜照搬民法上的客观（或曰结果）违法性

论。24 这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保证刑法能够有效地

发挥一般预防的功能。也正是因为人们认识到：

“合理的违法性论必定与能够充分发挥其效果的

刑罚论相勾连；反过来，离开对刑罚相关问题的认

识，要清晰地解释犯罪的违法本质就是不可能的事

情”，25 所以在目的行为论日渐衰微的情况下，人

的不法理论才能够依然享有广泛的支持。

Vgl. Planitz (Hrsg.), Die Rechtswissenschaft der Gegenwart in Selbstdarstellungen, Bd. 2, 1925, S. 12ff.

Vgl. Pawlik, Das Unrecht des Bürgers, 2012, S. 7.

Gössel, Alte und neue Wege der Fahrlässigkeitslehre, FS-Bengl, 1984, S. 24.

Vgl. Hegler, Die Merkmale des Verbrechens, ZStW 36 (1915), S. 28ff, 184ff.

Vgl. Mezger, Die subjektiven Unrechtselemente, GS 89 (1924), S. 247.

Vgl. Schünemann, Die Funktion der Abgrenzung von Unrecht und Schuld, in: ders./De Figueiredo Dias (Hrsg.), Bausteine 

des europäischen Strafrechts, 1995, S. 160.

Vgl. Welzel, Studien zum System des Strafrechts, ZStW 58 (1939), S. 506f.

周光权：《法治视野中的刑法客观主义》，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24—3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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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克辛（Roxin）的目的理性犯罪论当中，

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人的不法理论试图重新

在不法概念与刑罚目的之间建立起紧密关联的尝

试。以韦尔策尔体系为基本框架，罗克辛试图为犯

罪论的每一阶层都配置特定的刑事政策机能，力图

使各个阶层都能反映刑法上特定的价值目标。在刑

罚论的问题上，罗克辛主张，刑罚的目的仅在于一

般预防，但责任原则为预防刑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

的界限。26 不法构成要件的刑事政策机能恰好就对

应于这两个方面。具体来说，不法构成要件阶层具

有双重功能：一是实现一般预防的效果。通过从主

客观两方面完整地反映罪刑规范所描述的犯罪类

型，构成要件向国民宣示了什么行为是得到容许

的、何种举动是受到禁止的。二是贯彻责任原则的

要求。由于在客观构成要件阶段就要考虑结果能否

在客观上归责于行为人的问题，这就可以把那些偶

然发生的、处在人的控制能力范围以外的损害自始

排除出可罚的范围。27

（四）小结（四）小结

在过去的一百五十余年间，刑法领域内不法

理论建构的指导思想，似乎走过了一个往复循环

的历程。现代犯罪论体系与 19 世纪中叶刑事黑

格尔学派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试图以刑罚目的

作为体系建构的指针；但与此同时，现代犯罪论

体系的整体框架又脱胎于古典体系的母体，这导

致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自然主义的遗传烙印。由此

决定，在现代犯罪论体系的内部，始终存在两股

力量的相互角逐，一个是在刑罚目的促动下实现

突破的冲动，另一个则是自然主义基因时时发出

的强大制约性影响。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

归责标准的二元化。

三、归责论视角：归责标准二元化的困境

犯罪论构造的布局与搭建，始终是围绕归责

判断这个中心展开的。28 归责判断又主要涉及两

个核心问题：第一，需要进行归责的对象，即素

材或者质料，究竟是什么？（归责对象问题）第二，

应当根据何种标准进行归责？（归责标准问题）29

关于前一个问题，需要进行归责的无疑是某种不

被法秩序所容许的法益侵害状态，对此争议不大。

关于后一个问题，人们能够达成的共识是，只要

坚持责任主义，那么无论是从报应还是从预防的

角度来看，只有当行为人本人具有避免结果的能

力却未能调动这种能力，以致发生了无法为法秩

序所容许的法益侵害结果时，我们才能对行为人

发出谴责，进而将结果归责于他。关键的问题在

于，当我们判断能否就损害结果对行为人发出谴

责时，是应当一步到位，还是应当分作两步进行？

阶层式犯罪论体系在其演变的过程中，对此给出

了不同的回答。

（一）双层归责判断的出现（一）双层归责判断的出现

在古典犯罪论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由于不

法与责任是严格按照“客观外在事实—主观内心

状态”的标准来加以划分的，故以评价规范为基

础的不法阶层只能确定纯客观的法益侵害事实，

而法益侵害事实能否归责于行为人的问题则全部

归属于以决定规范为基础的责任阶层。换言之，

不法所能够确立的不过是归责的对象，它与归责

标准的确立和适用完全隔绝。故而在彼时，不法

当中并不存在真正的归责判断，刑法中只存在位

于责任阶层的、以行为人能力为基础的一元化的

归责标准。

如果不法只能展现某种法益侵害的存在状

态，那么它至多只能成为犯罪判断的一个“引子”

或者“前奏”，距离刑法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实在

是过于遥远。正是基于对这种状况的不满，人们

开始寻求为不法阶层植入归责标准的要素。

霍尼希（Honig）于 1930 年提出，在保持

Vgl. Roxin, Strafrecht AT, Bd.1, 2006, § 3 Rn. 37ff. 

Vgl. Roxin, Strafrecht AT, Bd.1, 2006, § 7 Rn. 61ff.

Vgl. Kindhäuser, Der subjektive Tatbestand im Verbrechensaufbau, GA 2007, S. 450.

Vgl. Pawlik, Das Unrecht des Bürgers, 2012, S.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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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犯罪论基本框架不动摇的前提下，需要在传

统的不法阶层与责任阶层之间增设一道过滤层，

即“客观归责”。具体来说：在众多与结果具有

条件关系的事实因素中，只有那些能够为人的意

志活动所支配与操控者，只有那些可以被视为行

为人所创造的“作品”者，才能成为刑法构成要

件所关注的对象。所以，在先于责任阶层的不法

判断之中，就需要在条件因果关系的基础上进一

步考察结果是否具有“客观上的追求可能性”

（objektive Bezweckbarkeit des Erfolgs）， 从 而

将那些无法为一般人所预见和控制的偶然事件剔

除于客观构成要件的范围之外。30 这样一来，客

观构成要件在因果关系之外又多了另一个独立的

判断步骤，即以客观的追求可能性为标准的客观

归责判断。大约与霍尼希同期，恩吉施（Engisch）

对古典的过失犯论进行了反思。他提出，注意义

务违反性并不是专属于责任阶层的问题；早在构

成要件符合性阶段，就应当考虑行为是否违反了

客观的注意义务。31 随着人的不法理论成为主流

学说，随着现代客观归责理论在构成要件阶层落

地生根，在当今德国通行的犯罪论当中，不法的

使命早已不再是单纯确定法益损害事实。认为故

意、过失的前移造成了不法的主观化，这只是看

到了问题的表象；透过归责视角，我们才能洞悉

不法主观化这一现象的本质在于，不法突破了归

责对象的范围，开始参与分担确立归责标准的任

务。

（二）“一般人”归责标准的疑问（二）“一般人”归责标准的疑问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本来，归责

判断的大本营在责任阶层，对于责任原则和一般

预防功能的集中贯彻也存在于责任阶层；可是，

既然现在不法阶层也需要承担归责判断的任务，

甚至如罗克辛所言也需要满足责任原则和一般预

防的要求，那么怎样才能防止不法和责任归于重

合呢？

人们想到的办法，是将两种归责判断所依据

的标准进行区分。具体来说，不法阶层中的归责

是“客观的”，它以一般人的避免能力作为判断

的基准；责任阶层中的归责则是“主观的”，它

以行为人的避免能力作为认定的依据。这样一来，

似乎就既能够使不法与刑法的目的理性相贯通，

又能够有效地维持不法和责任的界分。

于是，我们看到：尽管韦尔策尔在创立人

的不法理论时，曾强调“违法性始终都是对某个

与特定行为人
4 4 4 4 4

相关联之行为的禁止”，32 可是，

在归责标准二元化的背景下，人的不法理论中的

“人”却逐渐背离了“特定行为人”的形象，而

走向抽象化、一般化和客观化。韦尔策尔在其后

期的作品中强调，人的不法理论所说的不法依然

具有客观性，只不过这里的客观性已不同于古典

犯罪论，它指的是判断标准，而非判断对象的客

观性：“说违法性是客观的，只是意味着它是一

种普遍性的价值判断；但它的对象，即行为却是

客观（外部世界）与主观要素的统一体。”33 据此，

虽然不法和责任都需要考虑“人”，但前者关注

的是社会一般人，后者聚焦的才是个案中的行为

人。最能集中体现归责标准二元化的，莫过于以

下两者：（1）双层过失犯论的盛行。本来，如

果彻底贯彻人的不法理论，那么在判断过失犯的

不法时，就应当以行为人本人的能力为标准去认

定他是否违反了注意义务。34 可是，为了防止不

法与责任发生混同，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不法

阶层中关于行为是否违反注意义务的判断，应以一

般理性人作为标准；至于具体行为人本人的能力如

Vgl. Honig, Kausalität und objektive Zurechnung, FG-Frank, Bd. Ⅰ , 1930, S. 174ff.

Vgl. Engisch, Untersuchungen über Vorsatz und Fahrlässigkeit im Strafrecht, 1930, S. 278, 344ff.

［德］韦尔策尔：《目的行为论导论——刑法理论的新图景》（增补第 4 版），陈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9 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前引注 32，第 24 页。

韦尔策尔在其教科书的第一版中就持这样的观点。Vgl. Welzel, Das Deutsche Strafrecht, 1947, § 20 Ⅲ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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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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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则只能留待责任判断去考虑。35（2）社会相当

性的优先地位。客观归责理论认为，只要某一行

为在客观上符合了行为人所属社会领域中规则的

要求或者满足了特定社会角色的期待，那么不论

具体行为人是否具有避免法益侵害的能力，不论

行为人主观上对结果的发生是故意还是过失，均可

成立被容许的风险，直接排除不法的成立。36“一

旦行为人处在被容许之风险的范围以内，那么即

便他对已经发生的风险实现结果持积极追求的态

度，也不能认为他实施了有目的的杀人行为。”37

这样一来，社会相当性就取得了独立于甚至优越

于人的不法要素的地位。

然而，归责标准二元化看似收到“两全其美”

的效果，却难以经得起时间和深入思考的检验。

它旋即产生了一系列更为棘手的问题：

1. 故意犯与过失犯的不法归责标准为何存在

差异

在人的不法理论中，对于故意犯而言，作为

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的故意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事实

认识错误，从来都是以具体行为人本人事实上的

认识作为判断依据的，并没有所谓“一般人”存

在的空间。然而，到了过失犯领域，不法中的归

责判断却需要与行为人自身的能力相隔离，转而

求助于一个抽象化的社会人。这种不一致的根据

何在？

值得一提的是，当代德国刑法学通行的教科

书，大都习惯于首先以故意犯为对象阐述犯罪论

体系，其后才以特殊形态的方式另行叙述过失犯

的不法与责任要件。对故意犯和过失犯适用不同

的归责标准，似乎是与这种体系安排相适应的。

但问题就在于，通说所采取的这种叙述方式明显

受到了目的行为论的影响，带有浓重的本体论印

记。从事实的存在结构来说，故意犯与过失犯、

作为犯和不作为犯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

目的行为论的软肋就在于，它难以对所有犯罪的

行为性作出统一的说明。于是，目的行为论者就

只好先以故意作为犯为“正宗形态”叙述不法与

责任的“标准”内容，然后再分别就过失犯、不

作为犯这些“异类”补充说明其特殊内容。以这

种叙述方式所组建起来的犯罪论，似乎更多的是

一种对缺乏内在关联的多个犯罪形态的罗列和堆

砌，而不是在统一原则指导下形成的有机整体。

2. 客观归责究竟何以能够“客观”？

“客观归责”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古典自然

主义思维与现代目的理性思维相互杂糅的典型。

一方面，客观归责论试图在不法构成要件领域中

嵌入归责标准的要素，从而使其直接参与犯罪论

核心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该说又试图维护贝

林 - 李斯特体系所留下的主客观相分离、“先客

观后主观”的遗产。事实上，一般人归责标准的

出现，与近代以来刑法学追求客观主义的传统密

切相关。38 自从行为刑法原则成为法治国刑法的

基石之一以来，人们普遍对客观的范畴抱有好感，

认为“客观”代表着公正、不偏不倚，对贴上了

主观标签的范畴却怀有本能的警惕和排斥，觉得

“主观”总是与专断、任意相挂钩。这便是为什

么现代客观归责理论的倡导者们虽然意识到了在

不法当中引入归责判断的必要性，却又竭力将之

标榜为与行为人能力无关的客观构成要件的一个

重要动因。罗克辛在阐述客观归责理论的优势时

所说的以下这段话，就能集中地反映这一点：“客

观归责理论再度将重心置于客观构成要件之上，

并且把那些在目的行为论以及因果犯罪论看来应

由主观构成要件或者责任来完成的任务，交给了

客观构成要件。”39 然而，这种将古典的“客观”

传统与现代的“归责”思维相融合的做法，不但

Vgl. Sternberg-Lieben/Schuster, in: Schönke/Schröder, StGB, 30. Aufl., 2019, § 15 Rn. 118.

Roxin, Gedanken zur Problematik der Zurechnung im Strafrecht, FS-Honig, 1970, S. 149.

Roxin, Gedanken zur Problematik der Zurechnung im Strafrecht, FS-Honig, 1970, S. 149.

Vgl. Duttge, "Erlaubtes Risiko" in einer personalen Unrechtslehre, FS-Maiwald, 2010, S. 147.

Roxin, Finalität und objektive Zurechnung, GS-Armin Kaufmann, 1989, S.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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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产生预期的“杂交优势”，反而既失去了古

典体系原有的清晰性，又无法真正满足归责判断

的需要。

首先，本来不法构成要件的核心内容是结果

归责，而结果归责所要解决的正是某一法益侵害

结果能否算在某个具体而现实的行为人账上的问

题。罗克辛在谈到客观归责的含义时曾明确强调，

客观归责所要确定的是“行为对象所遭受的侵害

能否被视为被告人
4 4 4

的作品从而归责于他
4

”。40 既

然如此，归责判断所倚重的避免可能性就理应紧

紧围绕被告人本人，而没有理由转而求助于一个

虚拟的一般人。换言之，一个损害结果之所以可

归责于甲，只能是因为甲根据其自身的能力本可

以避免该结果的发生，而不能是因为某个纯粹假

想的、与案件毫无关联的局外人乙可以避免结果

的发生。

其次，正因为归责本质上必须与个人相关联，

所以“一般人”归责标准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

遭遇捉襟见肘的窘境，从而需要动用一个毫无客

观性可言的“特别认知”要素。韦尔策尔就已经

提出，行为人所具有的特别能力或者特别认知应

该纳入不法的判断之中来。41 有的学者还认为，

在判断注意义务的违反性时，若行为人的能力高

于一般人，则应以行为人为准；若行为人的能力

低于一般人，则应以一般人为准。42 这就意味着，

不法中的归责标准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任意在主

观和客观之间变换，忽而是抽象一般人，忽而是

具体行为人。如果说在客观归责中，始终存在追

求刑事归责目标的实现与坚持客观范畴优先的传

统这两者之间的张力，那么特别认知问题正是二

者矛盾最为集中和尖锐的体现。对于引入特别认

知所诱发的体系性冲突，客观归责论的支持者当

然也有所认识。他们所采取的辩护策略大体有以

下二者：

（1）重新解读“客观”的含义。其一，客

观归责的客观性是指其结论的客观性。“客观的

构成要件之所以被称为是客观的，并非因为客观

构成要件的归责以完全客观的因素为其基础，而

是因为归责的结论，即对杀人、伤害、损害财物

等的认定是客观的，它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

故意损害财物等等应当相互区别开来。”43 其二，

客观归责只是将主观要素作为选取客观事实的标

准，但并未将其本身纳入客观构成要件。一般人

的认识和行为人的特别认识确实属于主观范畴，

但客观归责论并未将这种主观要素直接引入到危

险判断的基础资料之中，而是以其为标准确定能

够成为判断资料之客观事实的范围，故最终成为

危险判断资料的并非主观认识本身，而同样是客

观存在的事实。44 其三，与行为人的情绪性或态

度性的主观事实不同，行为人对某一事实的认识

其实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主观心理要素。因为：

一则，认识所涉及的并非内心情感或意见，而只

是外部的现实客观世界；二则，认识与能力是紧

密相连的，即行为人的认识越多其能力也就相应

越大，而能力正是一种客观和外部的事物。45

可是，经过以上这种种改造之后，“客观”

的本来含义早已面目全非。以行为人特别能力来

决定风险是否受到容许，这既没有脱离内心要素，

Roxin, Strafrecht AT, Bd. Ⅰ , 4. Aufl., 2006, § 11 Rn. 1.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Vgl. Welzel, Das Deutsche Strafrecht, 11. Aufl., 1969, S. 132.

Vgl. Kretschmer, Das Fahrlässigkeitsdelikt, Jura 2000, 272; Roxin, Strafrecht AT, 4. Aufl., 2006, § 24 Rn. 57ff; Sternberg-

Lieben/Schuster, in: Schönke/Schröder, StGB, 30. Aufl., 2019, § 15 Rn. 139.

Roxin, Finalität und objektive Zurechnung, GS-Armin Kaufmann, 1989, S. 250. Ähnlich Roxin, Strafrecht AT, Bd. Ⅰ , 4. 

Aufl., 2006, § 11 Rn. 57.

Vgl. Frisch, Straftat und Straftatsystem, in: Wolter/Freund (Hrsg.), Straftat, Strafzumessung und Strafprozeß im gesamten 

Strafrechtssystem, 1996, S. 183; ders., Zum gegenwärtigen Stand der Diskussion und zur Problematik der objektiven 

Zurechnungslehre, GA 2003, S. 732.

Vgl. Greco, Das Subjektive an der objektiven Zurechnung: zum "Problem" des Sonderwissens, ZStW 117 (2005), S. 54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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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一个以一般人为标准展开的判断，无论从

哪个角度出发都难以将其算作一个客观的范畴。

既然源自于古典体系的“客观优先”传统被视作

一份不应放弃的财富，那么客观归责论就应当一

以贯之地遵循人们对“客观”的通行理解，而不

能一方面在开始时信誓旦旦地声言“客观归责论

已使不法判断的重心转移至构成要件的客观面”，

但另一方面随即又试图对客观的含义作相对化甚

至是解构性的处理。46

（2）突出刑事政策目的的重要性。有学者

认为，既然不法当中的客观归责判断是为了划定

刑法上容许与禁止之间的界限，进而实现一般预

防的刑事政策效果，而行为人的特别能力对于这

项任务的完成必不可少，那就应当毫不犹豫地将

其纳入不法的归责判断之中。47 但是，只要斯言

一出，就表明论者在保留传统和应对现实二者必

居其一的时刻倒向了后者，也宣告了归责标准二

元化试图维系古典体系遗产的努力实际上已经归

于失败。

有必要指出的是，现代客观归责理论对“客

观”近乎洁癖一般的追逐，恐怕在一定程度上误

解了刑法中客观主义的真实含义。客观主义在

贯彻法治原则方面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其一，国家刑罚权的发动应当受到法益侵害

要件的制约，某一行为在客观上具备现实的法益

侵害危险，这是它成立犯罪的先决条件。该要求

旨在防范思想刑法和主观归罪的危险。其二，所

有据以定罪量刑的主客观要件，都必须经过真实

可信的证据材料证明是现实存在的。该要求旨在

杜绝国家恣意出入人罪的现象。只要坚持了这两

点，客观主义就得到了应有的贯彻。至于说哪些

要件应当与行为人相分离从而归入客观部分，哪

些又应当与行为人的因素相关联从而归入主观的

阶层，这完全取决于以刑法目的理性为指导的归

责原理。因此，并不是客观要件囊括的内容越多、

主观要件涵盖的要素越少，就越符合客观主义；

不应把客观要件内容的多寡以及出罪判断时间的

早晚，作为评判某一犯罪论构造优劣的指标。既

然如前所述，无论是从一般预防的需要还是从责

任原则的要求来看，结果归责都必须以行为人本

人的避免能力为依据，那就不能仅仅为了沽取“客

观”之名而不惜以刑法上的归责原理遭受扭曲为

代价，生造出一个对于刑法目的理性的实现毫无

助益的一般人标准来。

3. 归责判断的清晰简明性何在？

人的不法理论所塑造的现代犯罪论体系时常

被人们诟病的一点在于：主观要素的前移引发了

罪过形式重复判断的问题，即在构成要件故意和

过失之外，还存在所谓责任故意和过失。48 如果

运用归责视角去审视这一现象，我们就会发现：

故意、过失的双重体系地位，并非简单地意味着

主观要素的空间性位移，而是代表着归责结构的

深刻变化。具体来说，故意、过失的前移，使原

先古典体系的“归责对象（不法构成要件）—归

责标准（责任）”结构，变成了现在的“归责对

象（客观构成要件）—归责标准 1（主观构成要

件）—归责标准 2（责任）”。随着主观罪过检

验次数的增加，归责判断的繁冗度明显提高；当

不同批次的检验结论不一致时，人们就需要为如

何处理不同结论之间关系的问题额外投入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49

归责标准二元论曾经提出过一个论据，认为

在不法已由古典时期“物的不法”转变为现在“人

的不法”的情况下，只有使不法中的“人”走向

详细论述参见陈璇：《刑法归责原理的规范化展开》，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91 页以下。

Vgl. Roxin, Finalität und objektive Zurechnung, GS-Armin Kaufmann, 1989, S. 251; Greco, Das Subjektive an der objektiven 

Zurechnung: zum „Problem“ des Sonderwissens, ZStW 117 (2005), S. 537.

参见高铭暄：《关于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思考》，载《法学》2010 年第 2 期，第 60—61 页；张明楷：《行为无价值

论与结果无价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2—93 页。

详细论述参见陈璇：《刑法归责原理的规范化展开》，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68—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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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化和客观化，令其成为有别于责任中具体行

为人的社会一般人，才能够维持不法与责任这一

现代大陆法系刑法理论最弥足珍贵的成果。50 可

是，这种论证实在有本末倒置之嫌。因为，实现

合理的归责判断是目的，犯罪论体系的建构只是

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只能使体系的建构

去适应归责判断的关切，而不能让归责判断屈从

于体系建构的需要。理论体系正如履，归责需要

好比足，衡量前者优劣的最重要的标准在于它是

否“合脚”；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当考虑更履

以适足，而非削足以适履。

（三）小结（三）小结

正是由于以人的不法论为基础的现代犯罪论

体系，试图在教学法和目的理性这两点之间寻求

折中和平衡，所以如果站在不同的两极看向该体

系，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评价。重视实践操作的

学者或许会抱怨该体系走得太远，破坏了不法与

责任原本清晰的界限；然而，看重目的理性的学

者却会觉得该体系所进行的改革还不够彻底，就

像有学者评论的那样：“建立在‘当代’（‘刑

事政策’）刑法构想基础上的，至多只是一个半

吊子的人的不法理论。”51

四、规范论视角：举动规范与不法的“交流性”

在刑法理论中，“规范性判断”是一个出现

频次极高的语词，但其所指代的含义却不尽相同。

有时它是笼统性地指称实质性的价值判断；有时

它则专指以规范理论为基础展开的思考。自宾丁

（Binding）将罪刑条款和其背后的规范区分开来

之后，德国刑法学长久以来都存在从规范论中寻

找分析思路、发掘论证依据的传统。贝林和李斯

特以后的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每一步发展，也无

不贯穿着规范论的思维。可以说，规范论视角是

目的理性思考的一个重要载体。于是，值得思考

的问题是：规范论的思维究竟能否与阶层式犯罪

论体系实现真正的契合，从而为不法和责任的界

分提供支持？

（一）评价规范与行为规范能否截然分离（一）评价规范与行为规范能否截然分离

率先为不法与责任的分立提供规范论支撑，

或者说较早尝试使规范论思想与阶层式犯罪论体

系相兼容的是梅茨格尔。法律的规制逻辑是先予

以评价后发出指令。只有经过评价认定某一客观

事态“不好”“不受欢迎”之后，才有必要进一

步考虑法律如何才能引导人们去避免这种“不

好”“不受欢迎”的事态。因此，评价规范先于

决定规范。既然某种事态的好坏与行为人的主观

能力和心理态度无关，主观能力和心理态度是法

律调整人们行动时才应考量的因素，那么在犯罪

判断中，当然也应该将客观的不法与主观的责任

区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层。52

不可否认，从表达方式上来看，评价与决定

的确存在差别；从思维逻辑上来说，也的确是评

价在先、决定在后。但是，“一个评价，只有当

它武装成命令的时候，它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法规

范。仅凭单纯的评价规范，法根本无法发挥它所

拥有的调控共同体中的人类生活的功能。”53 既

然评价规范是一种有效的规范而不是一种没有约

束力的纯粹思维判断，那么它在作出“他人财物

受损不是一件好事情”这一评价的同时，就必然

包含着“不要去毁损他人的财物”这一命令；同理，

决定规范在发出“不得损害他人财物”的指示时，

也不言而喻地包含着“他人财物受损不是件好事”

的评判。正如伦齐科夫斯基（Renzikowski）所言：

“针对‘我能否朝我的邻居开枪射击？’这个问题，

不论是回答说‘你不能杀人！’还是回答说‘某

人被他人杀害是件坏事’，二者从实际功能来看

Vgl. Schüenmann, Moderne Tendenzen in der Dogmatik der Fahrlässigkeits- und Gefährdungsdelikte, JA 1975, S. 513.

Duttge, Personales Unrecht: Entwicklungslinien, gegenwärtiger Stand und Zukunftsfragen, in: Jehlr/Lipp/Yamanaka (Hrsg.), 

Rezeption und Reform im japanischen und deutschen Recht, 2008, S. 204.

Vgl. Mezger, Die subjektiven Unrechtselemente, GS 89 (1924), S. 241.

Engisch, Einführung in das juristische Denken, 12. Aufl., 2018, S.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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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任何差别。”54 由于评价规范与决定规范

本质上是行为规范这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并不

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实体，所以这种规范的二分法

就难以成为证立不法与责任分立的可靠根据。55

由此可见，梅茨格尔不过是为了给法益损害

的客观状态披上规范的外衣，而为其定制出了一

个所谓纯粹客观的评价规范，真正使不法具有独

立意义的依旧是法益损害状态本身。

（二）规范论与不法阶层的独立性（二）规范论与不法阶层的独立性

本来，承认法益损害的独立意义，是保证

不法与责任能够得以清晰界分开来的一个必要前

提。56 即便在不法已经大幅主观化的今天，为了

维系不法与责任分立的框架，许多德国学者依然

承袭新古典犯罪论的说法，主张“社会损害性原

则或曰法益保护原则”与“责任原则”的二元对

立乃不法与责任分立的基础。57 随着规范论视角

的引入，既然在刑法领域内，具有效力的规范不

可能脱离发出命令、指引行为的内容，那就说明

刑法中不法也必须以决定规范作为其基础。这就

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一，强化了不法的精神

交流属性。规范的效力能否实现，取决于两个“端

口”之间的联结情况，即国家发出了何种命令与

公民对该命令作出了怎样的回应。于是，不法的

规范本质就体现为，行为人通过其行为对规范发

出的命令给予了拒绝性的应答。有效的精神交流，

是以双方主体具有理解和交流的能力作为前提

的；同理，要对规范命令发出否定性的回答，行

为人也必须具备正确理解规范命令内容的能力。

这样一来，行为人的能力似乎就成了刑法中不法

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换言之，一旦国

家与行为人之间的这种“对话”成为不法的组成

部分，那么不法就难以摆脱行为人的心理状态，

而不可能局限为一种客观的法益损害事实。其二，

强化了不法的超个人性。如前所述，古典犯罪论

中的不法概念滥觞于民法领域。一个纯客观的法

益损害事件本身，可以体现加害人与受害人二者

之间的冲突，却不能说明国家动用刑罚介入其中

的必要性。然而，当我们将不法行为看成是对规

范的违背时，不法就具有了超脱于个体法益的社

会意义。规范论视角所带来的这两方面影响，都

不可避免地将对法益损害的独立意义造成冲击，

这显然不利于维护不法与责任的区分；只要从举

动规范的视角出发，主张决定规范对于不法的基

础性地位，只要认可不法的精神性和交流性特

征，似乎就必然存在不法和责任走向同一的趋

势。58

弗里施（Frisch）认为：传统刑法学所奉行

的是“物质性的”犯罪概念，因为它始终强调“犯

罪是一种可把握的具体事件，它始于某一任意的

动作、终于某一特定法益的损害”。59 这种将行

为导致某种法益遭受损害的事实看作犯罪实质的

观念，根植于法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他进一步

提出：应当实现从物质性犯罪观向精神性犯罪观

的转变。因为，从刑罚论的角度出发，“对行为

人处以刑罚之所以是合法的，原因在于，他本人

对法的效力提出了质疑，从而（有责地）引起了

规范遭受侵蚀的危险”；根据犯罪论必须与刑罚

论相适应的原理，犯罪概念的起点在于，“行为

人的举动偏离了构成要件的举动规范，而该构成

要件正是行为人应受到处罚的依据所在……只有

当行为人具有理解和遵守规范的能力时，才能认

为存在一个对举动规范的效力提出了质疑的违规

行为”。60 既然不法是违反了举动规范的行为，

而违反举动规范又是以行为人具有向规范命令作

Renzikowski, Restriktiver Täterbegriff und fahrlässige Beteiligung, 1997, S. 239.

Vgl. Pawlik, Das Unrecht des Bürgers, 2012, S. 264.

Vgl. Swoboda, Die Lehre vom Rechtsgut und ihre Alternativen, ZStW 122 (2010), S. 28.

Vgl. Schünemann, Strafrechtsdogmatik als Wissenschaft, FS-Roxin, 2001, S. 24, 27.

Vgl. Jakobs, Der strafrechtliche Handlungsbegriff, 1993, S. 43f; ders., System der strafrechtlichen Zurechnung, 2012, S.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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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应答的能力作为其前提，那么按照弗里施的逻

辑进行推论，不法似乎就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责任

要素。然而，弗里施在其新近的论文中却专门否

认了这一推测，他依然坚持不法与责任相区分的

基本构造，从而试图对传统的“物质性”犯罪概

念和现代“精神性”的犯罪概念进行折中与调和。

他写道：“尽管犯罪拥有重要的、对于刑罚的正

当性来说不可或缺的精神性方面，但如果认为这

就是犯罪的全部，如果完全抛弃传统的观念，那

是错误的。”61 之所以应当维持不法相对于责任

的独立性，理由有二：其一，从人们的日常语言

习惯来看，犯罪必然包含了被害人法益遭受损害

这一事实，这便是不法；如果纯粹地从精神和规

范层面去界定犯罪，而无视被害人法益受损的现

实，那么这种犯罪概念无论对于外行人还是对于

法律人来说，都是难以理解的。其二，不法与责

任的划分对于程序法来说亦不可放弃，因为法院

只有首先确定了行为人所实现的不法，然后才能

进一步展开追责判断。62

很明显，弗里施是想通过肯定法益损害事实

的重要性从而维护不法的独立地位。不过，他所

提出的这些理由恐怕只能说明，一个脱离了责任

的不法范畴的存在，可能更有利于人们理解、认

识犯罪行为；然而，在精神性犯罪概念的背景下，

这种不法范畴在刑法当中是否真的具有可以与责

任相提并论的地位，似乎还缺乏更有说服力的论

证。事实上，与弗里施的以上论述相仿，不少学

者在谈到对不法和责任加以区分的依据时，也都

不约而同地求助于人们日常的思维习惯，或曰

“社会心理学的依据”。例如，张明楷教授指出：

“区分行为本身是否正当（违法）以及应否谴责

行为人（责任），可谓人的天性，连儿童也能够

把握这一点。两三岁的儿童在桌上吃饭时将碗掉

在地上打碎了，当父母问‘怎么回事’时，出于

相同情景下的所有儿童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说‘我

不是故意的’、‘我是不小心的’。儿童此时绝

对不会辩解说将碗掉在地上打碎是正确的、正当

的，而只是辩解自己没有责任或没有故意责任，

希望父母不要谴责自己。”63 将不法与责任的区

分与人们的日常思维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明该构

造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但还不足以证明对

不法与责任进行区分的做法具有必然性。因为，

法学专业内的各项原理和论证分析思路，并非必

然要与普通人的朴素直觉和思维习惯相契合。例

如，在遇到刑事案件时，一般人大都习惯于首先

将注意力放在嫌疑人的主观罪过与内心善恶上；

但刑法学的判断出于贯彻行为刑法原则的考虑，

却恰好需要“反其道而行之”，坚持从客观到主

观的思考顺序。又如，法律外行人眼中的“故意”

大体上就是指希望结果发生的直接故意，但这并

不妨碍法律将放任结果发生的心态也列入故意之

中。可见，与人们的直觉或者天性相符合，这可

以成为区分不法与责任的补强型理由，却并非关

键性的论据。

（三）规范论视角的两个问题（三）规范论视角的两个问题

第一，遵守规范的能力是否属于举动规范本

身的内容？

如果说不法的成立内在地包含了责任能力

的要素，那就意味着欠缺责任能力者的任何侵害

行为都不违反规范。于是，规范指向者具有遵

守规范的能力，就成为任何举动规范的必备内

容。换言之，“‘应为’（Sollen）从逻辑上

来说就包含了为实现该命令所必要的‘能为’

（Können）”。64 例如，既然毫无辨认和控制

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杀人不违法，那便说

明举动规范的内容并不是“不得杀人”，而是“有

Frisch, Straftheorie, Verbrechensbegriff und Straftatsystem im Umbruch, GA 2019, S. 195.

Vgl. Frisch, Straftheorie, Verbrechensbegriff und Straftatsystem im Umbruch, GA 2019, S. 195ff.

张明楷：《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4—135 页。

Kindhäuser, Zur Logik der Zurechnung. Anmerkungen zum Straftatmodell Joachim Hruschkas, Jahrbuch für Recht und 

Ethik, Bd. 27, 2019, S.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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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能力者不得杀人”。然而，这样一来，就出

现了规范的“自我指涉性”（Selbstbezüglichkeit）
问题。因为，从逻辑上来说，规范必须首先确定

一个独立于自己的事件，然后才能命令人们去为

或者不为这一事件；所以，规范的内容要具有明

确性和可辨识性，就必须指向外部，而不能指向

规范本身。可是，如果举动规范包含了能力要素，

而能力又是指遵守举动规范的能力，那么举动规

范就成了它自己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举个例子，

假设杀人罪构成要件是以举动规范 1 为基础的，

那么举动规范 1 的内容就是：具有遵守举动规范

1 之能力的人，不得剥夺他人的生命。很明显，

举动规范在此出现了一个永无止境的自我循环，

规范的内容也因为这个无尽的自我循环而无法得

到确定。因此，如果要否定不法与责任的区分，

恐怕首先就需要解决规范逻辑上的“自我指涉”

问题。

第二，精神性的犯罪概念是否会不当地扩张

刑罚的处罚范围？

坚持不法与责任区分论的学者提出，如果完

全立足于行为人与规范之间的精神交流去建构犯

罪论体系，那么当学者对某一法规范展开学理批

判，甚至提出立法动议废止该规范时，都可以认

为他对法规范的效力提出了质疑，故也应将其认

定为犯罪。65 可是，正如法益侵害论并非认为一

切侵害了法益的行为都应当入罪一样，规范违反

说也并非主张一切对规范表达不满的言行都要一

律归入不法。在一个贯彻民主原则的社会共同体

当中，当某项规则因得到多数成员的赞同而生效

后，一方面，所有成员均应以该规则为准据调适

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只要是在遵守规范要求

的前提下，少数成员依然享有保留自己的意见、

对该规则的合理性提出不同看法的权利。因此，

一旦某一举动规范经民主程序成为社会中有效的

行动指令，那就不容许任何公民以自己现实的行

为去为规范明令禁止之事，但公民完全可以通过

参与民主的立法程序，对改进、完善规范提出自

己的批判性意见。法治社会中，能够给规范的实

际效力造成损伤的，只是违反规范要求的现实行

为，而不是对规范合理性发出质疑的声音。民主

协商、学理讨论过程中的任何言论，都不可能构

成法律意义上的质疑法规范效力的行为。

五、结语

一直以来，中国刑法学者在评判犯罪论体系

的优劣时，缺少对实践技术和目的理性这两方面

标准进行有意识的区分。学者们大都承认先客观

后主观的层层递进思维，是犯罪检验模式应当具

备的属性；66 在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引入到国

内之后，学者们又众口一词地赞同犯罪论体系的

建构应当以刑罚的目的作为指针。在此过程中，

人们仿佛默认教学法和目的理性这两个视角可以

天然地实现兼容，对于两者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

却缺乏必要的关注。本文的研究初步显示：第一，

不论是从归责判断还是从规范理论的视角来看，

在不法与责任相区分的犯罪论体系内部，追求实

践操作的清晰有序与寻求刑罚目的的融贯实现，

这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不

法与责任的分合之争也与此密切相关。第二，现

代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为消除该冲突而建立的“一

般人—行为人”的二元归责标准，看似既维护古

典体系的传统反契合以刑罚目的为导向改革犯罪

论的需要，但实际上却既失去了古典体系原有的

简明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归责目标的实现。

因此，如何从根本上消解二者之间的张力，应当

成为未来我国犯罪论体系研究关注的课题。

Vgl. Greco, Wider die jüngere Relativierung der Unterscheidung von Unrecht und Schuld, GA 2009, S. 642; Hilgendorf/

Kudlich/Valerius (Hrsg.), Handbuch des Strafrechts, 2019, § 27 Rn. 10.

即便是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的支持者们，也不仅不反对阶层递进的思维方式，反而千方百计地试图证明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

同样具有位阶有序、层层递进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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