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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構成要件錯誤

第一節 構成要件錯誤的類型

壹、從客觀構成要件衍生出的名詞

構成要件錯誤所涉及的是對於客觀構成要件之事實與行為人主觀上

的認識發生不一致的情況。只要是有關客觀構成要件要素之事實，即有

發生錯誤之可能。因此，從客觀構成要件的角度出發，導致構成要件錯

誤中所涉及的名詞，包括了主體錯誤、客體錯誤（等價客體錯誤與不等

價客體錯誤）、行為錯誤、打擊錯誤、因果歷程錯誤等等。

貳、構成要件錯誤的核心在哪裡？

一、縱使不講「構成要件錯誤」，題目是否一樣可以解出來？

任何一個犯罪行為的審查，本來就必須先從 T（構成要件）這一層來

判斷，所以，必然會依照第 13 條的標準，審查構成要件故意是否具備。

只是學者在這種構成要件故意審查上，若發生對於構成要件所要求的

事實部分，發生主客觀不一致情況，為了彼此間溝通方便，就把這種

情形稱之為「構成要件錯誤」。

二、構成要件錯誤」的真正核心，也就是考點在哪裡？

承上述，「構成要件錯誤」的真正核心，只有一個，就是依據刑法第

13 條的檢驗標準討論主觀上的構成要件故意是否具備！忘掉名詞一

樣能夠判斷出來答案。所以，讀書的順序上，並不是一直背等價的

客體錯誤、不等價的客體錯誤、打擊錯誤等名稱，然後硬背法律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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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在某些情況下，某些構成要件錯誤的名稱完全沒有意義。例如

甲錯拿乙的筆而帶走，甲主觀上以為是自己的筆，所以當然不具竊

盜罪的故意。但就甲主觀上沒有認識到自己是在破壞他人持有這個

環節來說是「行為」錯誤。但就他人的動產來說，又是「客體」錯

誤。到最後，真正有意義的還是行為人主觀上沒有認識到所有客觀

構成要件所要求的事實，所以「知」不具備，不該當故意。

三、構成要件故意與構成要件錯誤的關係

其實就是一體兩面的關係。主客觀相比對之後，「知」具備，「欲」

也具備，行為人主觀上當然就具備構成要件故意。

對於構成要件所要求的事實，主客觀相比對之後，發現確實有不一

致，「知」不具備，行為人主觀上不具備構成要件故意。學者為了溝

通方便把這種情況叫做構成要件錯誤。

參、解題技巧

一、名詞不是理由

當構成要件錯誤是考點時，最糟的答案就是「本案為等價之客體錯誤，

依法定符合說，行為人主觀上仍具備故意」。整個答案裡都是名詞，而

這些名詞本身不是判斷是否具有故意的檢驗標準，更不是理由，只是

教授們相互間方便溝通用而已。（事實上，已有教授在法學雜誌上發表

文章，質疑這類的名詞為何變成顯學，其實也等同在告訴考生，只給

名詞不給理由，沒分。）

二、是否有相對應才是理由

更況且，法定符合說本來就是主客觀相對應的概念，所以要把真正有

沒有相對應的理由寫出來才有高分，例如「縱使甲把丙誤認為乙，但

甲面對丙時，認知到丙是人，也認知到丙會因為他的殺人行為導致死

亡，主觀上對於殺人罪客觀構成要件所要求的事實均有認知」。如果硬

要寫名詞，也應該在理由交代完之後再寫，否則複習時永遠都會被名

詞打亂思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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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則最容易被忽略的法條

在一堆錯誤的名詞中，第 13 條大概是總則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法條，這

裡所指的是，很多人往往先丟這是什麼錯誤，然後直接給結論，第 13

條所提供的故意檢驗標準在答案中往往被忽略，所以記得，除非考點

太多，否則請在答案中提及第 13 條所提供的檢驗標準。

1
甲為便衣警察，某日在街頭見婦女遭乙搶奪皮包，遂奮勇追逐乙。乙

不知甲係便衣警察，以為甲僅是路人，乙撿起路邊木條回頭朝甲揮打，

甲不慎被打中手臂受傷。姑且不論乙之搶奪罪名，試問乙打傷甲的行

為能否論以刑法第 135 條第 1 項妨害公務罪？ 【99 四等政風】

擬答 約 350 字

分數 題號 （作答請從第 1 行開始書寫，並請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乙拿木條揮打甲的行為，是否成立妨礙公務罪？

本罪以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為要

件。客觀上，甲為警察，具公務員身分，甲當時逮捕現

行犯亦為執行職務之行為，而乙拿木條朝甲揮打，是對

甲施以有形強制力之強暴行為，因此，乙上述行為該當

本罪之客觀構成要件。

惟乙主觀上是否具備本罪之構成要件故意？

刑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

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因此，故意必

須具備「知」與「欲」兩要素。又所謂「知」，須以行

為人所認識或想像者符合所有客觀構成要件為必要。

本案中，乙不知甲係便衣警察，以為甲僅是路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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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客體錯誤、打擊錯誤

2
甲欲狙殺乙，埋伏於乙屋外待乙歸來；昏暗中，丙造訪乙，被甲誤為

乙，甲開槍射丙，丙中彈，送醫後並無大礙，惟不料當時除射中丙外，

由於子彈飛出，竟又射中在二十公尺外之丁，致丁死亡，問本案甲之

刑責應如何論處？ 【100 退除役】

擬答 約 850 字

分數 題號

主觀上對於甲是公務員以及甲正在執行職務之事實，

並無認識，因此，乙並無妨礙公務罪之故意。

結論：

乙不具備故意，而本罪又不罰過失犯，因此，乙不成立妨

礙公務罪。

（作答請從第 1 行開始書寫，並請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甲開槍射丙的行為，對丙成立刑法第 271 條第 2 項殺人未

遂罪：

丙未發生死亡的結果，甲之行為不成立殺人既遂罪，而

殺人罪有處罰未遂犯之規定；惟甲主觀上是否具有殺人

之故意？

刑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

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因此，故意必

須具備「知」與「欲」兩要素。又所謂「知」，係指行為

人主觀上認識或想像者符合所有客觀構成要件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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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甲開槍射丙時，亦即行為當時，（認知到自己

對丙開槍的殺害行為，也認知到開槍射擊所鎖定之特

定客體，也就是丙是個「人」，亦想像到丙這個人會因

其開槍射擊的行為導致死亡，其所想像者與殺人罪客

觀構成要件之事實均屬一致，並無錯誤發生，甲在此

等認知下，仍想要甲所瞄準的丙發生死亡結果而對其

射擊），其主觀具殺人故意。

本案即所謂等價的客體錯誤，國內亦有以法定符合說

之理論，認為甲主觀上仍具殺人故意，結論與上述相同。

客觀上，甲已向丙開槍射擊，無論依形式客觀說或主

客觀混合說之標準，均已為殺人之著手。該當本罪。

又無阻卻違法事由，具罪責，成立本罪。

甲本欲殺乙的部分，對乙不構成犯罪：

此部分僅屬單純的犯罪計劃，甲對乙既無客觀上的行為，

在法律評價上即無殺乙的故意存在。

甲開槍射中丁的行為，對丁成立刑法第 276 條過失致死罪：

刑法第 14 條規定：「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

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客觀上若非甲開

槍，丁不會發生死亡之結果，因此，甲上述行為與丁的

死亡之間，具有因果關係。又甲對丙開槍的行為，有可

能射擊到在附近的丁，對丁的生命而言係製造不被容許

的風險，而有客觀注意義務的違反，此一結果的發生與

行為間，乃客觀上所能預見，而具常態關聯性，因此，

該結果係由甲所製造的風險所實現。

主觀上，甲行為當時所欲射殺的特定客體為丙，而非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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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重點

為何對丙的刑責部分，先討論第 1、2 點，而第 3 點才放入等價的

客體錯誤的名詞？

Ans：
先依真正的檢驗標準來做判斷，否則很容易陷於這種答案：「本案

為等價的客體錯誤，行為人主觀上仍具有構成要件故意」，根本沒

有真正理由的交代。

第 1、2 點，分別是抽象檢驗標準、理由的交代。

打擊錯誤的名詞為何沒寫？

Ans：

這一題包括江湖人稱的等價的客體錯誤，打擊錯誤（射擊丙卻誤中

丁），但對丁的部分，解題重點是，甲開槍當時要射擊的對象是丙，

而不是丁，所以對丁並沒有殺人的故意。打擊錯誤的名詞沒寫也能

解得出來答案。縱使要寫，也請在判斷甲對丁是否具有故意之後再

寫（就跟對丙的刑責概念一樣）。

3
甲欲狙殺乙，埋伏於乙屋外待乙歸來；月夜中，丙訪乙被甲誤認為乙，

甲開槍射丙，不料因誤差而中屋內之乙，乙死亡，問甲之罪責如何？

【89 調查局調查工作組】

因此，甲對丁並無殺人之故意，而該當過失。

又無阻卻違法事由，具罪責，成立本罪。

競合：

甲一個殺人之行為，成立上述兩罪，其所侵害之法益不同，

應依第 55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罪即殺人未遂罪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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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約 850 字

分數 題號 （作答請從第 1 行開始書寫，並請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甲開槍射丙的行為，對丙成立刑法第 271 條第 2 項殺人未

遂罪：

丙未發生死亡的結果，甲之行為不成立殺人既遂罪，而

殺人罪有處罰未遂犯之規定；惟甲主觀上是否具有殺人

之故意？

刑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

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因此，故意必

須具備「知」與「欲」兩要素。又所謂「知」，係指行

為人主觀上認識或想像者符合所有客觀構成要件之要素。

本案中，甲開槍射丙時，亦即行為當時，（認知到自己

對丙開槍的殺害行為，也認知到開槍射擊所鎖定之特

定客體，也就是丙是個「人」，亦想像到丙這個人會因

其開槍射擊的行為導致死亡，其所想像者與殺人罪客

觀構成要件之事實均屬一致，並無錯誤發生），（甲在

此等認知下，仍想要甲所瞄準的丙發生死亡結果而對

其射擊），其主觀具殺人故意。

本案即所謂等價的客體錯誤，關此，國內亦有以法定

符合說之理論，認為本案中甲主觀上仍具殺人故意，

結論與上述相同。

客觀上，甲已向丙開槍射擊，無論依形式客觀說或主

客觀混合說之標準，均已為殺人之著手。該當本罪。

又無阻卻違法事由，具罪責，成立本罪。

甲因誤差射死乙的行為，對乙成立刑法第 276 條第 1 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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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致死罪：

有認為甲既然本來想殺乙，最後乙也發生死亡之結果，

甲仍對乙成立故意殺人既遂罪。

但管見認為，行為人是否具備故意，應以行為當時作為

判斷，而依題示，甲開槍射丙，也就是甲行為當時，想

要射殺的特定客體為丙，並非乙，因此，對於乙並無殺

人之故意存在。至於甲最早想要狙殺乙的想法，只是單

純的犯罪計畫，於刑法評價上，對乙並無故意存在。

刑法第 14 條規定：「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

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是以，行為當時，

乙不會發生死亡的結果，因此，甲的開槍行為與乙的死

亡之間具有條件理論下的因果關係。此外，甲對丙開槍

的行為，有可能射擊到在附近的乙，對乙的生命而言係

製造不被容許的風險，而有客觀注意義務的違反，此一

結果的發生與行為間，乃客觀上所能預見，而具常態關

聯性，因此，該結果係由甲所製造的風險所實現。該當

過失。

甲主觀上並無殺乙的故意。客觀上，若非甲開槍射丙，

無阻卻違法事由，具罪責，成立過失致死罪。

競合：

甲一個殺人之行為，成立上述兩罪，其所侵害之法益不同，

應依第 55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罪即殺人未遂罪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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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甲之鄰居乙飼有一隻娃娃狗，因該狗每晚亂吠使甲不能入睡，甲因而

懷恨在心，欲殺該娃娃狗。某日見花園內樹叢下有動物走動，甲以為

是乙所飼養之娃娃狗，乃拿起木棍用力猛擊，惟事實上被打中者係乙

之幼子丙，丙因而當場死亡。試問甲之刑責應如何論處？

【101 調查局特考三等】

擬答 約 530 字

分數 題號 （作答請從第 1 行開始書寫，並請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甲持木棍將丙打死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之

殺人罪：

依提示，甲行為當時主觀上所欲擊殺之對象，係娃娃狗而

非丙，對構成殺人罪之事實並無認識或預見，亦無意使其

發生，甲對丙不具備殺人故意，不成立本罪。

甲持木棍將丙打死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276 條第 1 項之過

失致死罪：

刑法第 14 條規定：「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

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

甲主觀上並無殺丙之故意。而客觀上，若非甲持木棒猛

擊丙，丙不會死亡，甲的之行為與丙的死亡結果之間具

有條件理論下之因果關係，且甲在沒有看清楚攻擊對象

的情況下即拿起木棍用力猛擊，甲的行為當屬製造不被

容許的風險，而有客觀注意義務之違反，而本案中甲貿

然拿起木棍用力猛擊與丙死亡的結果之間，具備客觀預

見可能性，因此，此一死亡之結果是在甲製造的風險中

實現，具客觀可歸責性，客觀構成要件該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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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重點

如果只寫打擊錯誤是得不到高分的，因為打擊錯誤的重點是對哪個特

定個體具有故意，而對哪個特定個體並不具有故意。事實上打擊錯誤

是很簡單的事，舉個例子來說，甲想要從樓上丟水袋丟乙，丙在乙附

近，甲丟的時候沒丟準而丟到丙。甲對乙有故意沒有問題。但打擊錯

誤的重點在於「甲對丙沒有故意」。

5
在南部服役之甲，因放榮譽假，深夜突然返回台北，一踏入家門，見

其妻乙與情夫丙正在床上為性行為，一時氣憤難忍，遂持廚房之尖刀

擬砍殺丙，但未中丙而誤中其妻乙，乙右手成殘，丙則毫髮無傷，趁

機溜走。問本案甲之刑責宜如何論處？

擬答 約 850 字

分數 題號

無阻卻違法事由，具罪責，成立本罪。

甲想殺乙之娃娃狗的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354 條之毀損罪：

本罪以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

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要件。

本例中，乙之娃娃狗並未死亡，客觀構成要件不該當，

故甲不成立本罪。又，毀損罪無處罰未遂之規定，無檢

討毀損未遂之必要。

結論

甲成立過失死罪。

（作答請從第 1 行開始書寫，並請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甲砍殺丙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273 條第 2 項義憤殺人之未

遂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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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罪以當場基於義憤，著手於殺人行為而不遂為要件。

所謂「義憤」係指被害人先有不正行為，且在客觀上有

無可容忍，足以引起公憤之情形。又此項義憤係在犯罪

之現場所激起者，始足以當之。依題示，乙、丙正在床

上為性行為，是以，丙先有不正行為，而為甲當場發現，

且屬客觀上無可容忍，足以引起公憤之情形。

甲砍殺丙並未發生死亡之結果，甲之行為不成立殺人既

遂罪，惟甲主觀上具有殺人之故意，客觀上亦已著手於

殺人行為，故該當本罪。

又刑法第 23 條規定：「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

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罰。但防衛行為過當者，

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丙與乙正在為性行為，對甲而言，

固屬現在不法之侵害，甲砍殺丙亦能有效排除該侵害，

但甲之防衛行為顯然在當時所可採行之防衛手段中，並

非侵害性最小之手段，而踰越必要性，不成立正當防衛，

而具違法性。

在罪責部分，甲主觀上基於防衛意思，所為踰越必要性

之防衛行為，屬防衛過當，因此，符合刑法第 23 條但書

防衛過當之規定，而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甲持刀砍殺丙卻誤中乙的行為成立過失重傷害罪：

本罪以過失重傷害為要件。又刑法第 14 條規定：「行為

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

者，為過失」。

乙右手成殘係屬永久、完全喪失一肢之機能，而具有刑

法第 10 條第 4 項第 4 款毀敗一肢以上之機能之重傷害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