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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现实化评价的类型构造

蒋太珂*

摘 要 必须回溯至结果归责评价的法理基础,才能克服危险现实化理论的结构性

缺陷。预防论和报应论提供了危险现实化理论的法理基础,两者统一于对现实因果流程

的支配或利用可能性。根据支配或利用因果流程方式的不同,危险现实化可被划分为直

接、间接以及混合的危险现实化。在直接的危险现实化中,作为预见对象的是实行行为的

危险性。行为主体预见到自然介入因素,可直接肯定间接的危险现实化;当介入因素是人

的行为时,只有决定行为选择的自由意思能被忽略不计,才可以肯定间接的危险现实化。

对非同一主体创设的混合的危险现实化,具有作为义务者能回避结果发生时,原则上应将

结果归责于介入行为;对同一主体创设的混合危险现实化评价,不受累积因果关系和疑罪

从无原则的影响。

关 键 词 类型构造 支配利用可能性 直接的危险现实化 间接的危险现实化 混合

的危险现实

传统结果归责理论重视行为主体的预见可能性或者因果流程的通常性。但是,仅凭

这两个范畴不能有效评价现实发生的因果流程。有鉴于此,通过综合考虑实行行为的危

险性、介入因素的异常性以及介入因素对结果的贡献,以决定将结果归责于哪一主体的

危险现实化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不但获得很多学者的支持,〔1〕也受到我国司法实务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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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中的法律逻辑及其拓展研究”(项目编号:18ZDA034)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90页;黎宏:《刑法学总论》(第2

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页;林亚刚:《刑法教义学(总论)》(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175页;李冠煜:“我国刑法因果关系论宜采取修正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政治与法律》2017年

第2期,第45页。



的青睐。陈美娟非法投放危险物质案、〔2〕朱建钢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 〔3〕的裁判理由解说,

都是以实行行为危险性较大、介入因素异常性较小、介入因素对结果的贡献较低为由,肯定实

行行为危险的现实化。但在实践中,还存在大量虽然实行行为危险性较大但介入因素异常性

同样较大的事实类型。我们显然不能再依靠前述典型事例所强调的要素之间的顺向协调关

系,评价此类事实类型。而且,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区分直接死因、间接死因或者辅助死因的裁

判思维,〔4〕显示出不考虑介入因素异常性而只重视不同要素间的因果力比较的倾向。如何

解释这些事例类型,是危险现实化理论必须直面的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刑法学界也发展出来各种不同的危险现实化评价模式。一些学者强调应

结合介入因素的类型对不同要素的结合方式进行具体分析,〔5〕但是并未说明在具体分析中

应根据何种规则协调这些不同要素。另有学者通过将特定事实类型同特定法效果关联的方

式,建构危险现实化评价的适用规则。在实行行为的危险性大时,原则上肯定因果关系;反之,

应否定因果关系;在中间情形,应进行综合评价。〔6〕区分直接的危险现实化和间接的危险现

实化的立场 〔7〕也属于这种理论进路。一方面,类型划分的标准以及类型谱系的周延性并非

不证自明。另一方面,以特定法效果为导向的类型建构,必然面临应基于何种理由赋予特定事

实类型以相应法效果的追问,难以回避“给予感觉性判断以表面真实性”的质疑。〔8〕

其实,导致以上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强调复数要素协调的危险现实化理论始终面临“以何

种逻辑结构将这些要素有机结合起来,以及司法者在认定犯罪时应该以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和

顺序去考虑这些要素”〔9〕的结构性难题。有鉴于此,笔者将首先分析危险现实化理论的具体

缺陷,并论证克服这些缺陷的关键是澄清危险现实化评价的法理根据;然后,通过分析检讨相

关学说,确定指导危险现实化评价的法理根据,以及影响危险现实化评价的实体性要素;在此

基础上,尝试结合对因果流程的支配或利用可能性标准,建构能够兼顾个案正义和类案平等的

危险现实化评价的具体类型。

一、危险现实化理论的困境及其出路

(一)危险现实化理论的评价构造存在之问题

首先,就哪些要素应被纳入危险现实化评价,危险现实化理论内部尚未形成共识。传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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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2
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参见聂昭伟:“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的因果关系判断”,《人民司法(案例)》2017年第11期,第50页。
参见蒋太珂:“‘死因’在死亡结果归责分配中的功能”,《法学》2018年第10期,第143-144页。
参见张明楷,见前注〔1〕,第190页;黎宏,见前注〔1〕,第102-105页。
参见(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第6版),曾文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页。
参见(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3版),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9-60页。
(日)松原芳博:《刑法总论重要问题》,王昭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3页。
车浩:《阶层犯罪论的构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9页。



当因果关系理论将影响结果归责评价的要素,限定为行为主体对介入因素的预见可能性。危

险现实化理论不但增加了影响结果归责评价的要素,而且强调应根据不同要素的强弱结合关

系而非全有全无关系,决定结果应被归责于谁。根据复数要素的协调关系决定法律效果的理

论构成方式,是一种动态的体系思考。动态体系思考重视个案正义,但“为了确保整个论辩过

程的可反驳性,它所要衡量的要素必须是限定的,而且各自的权重也必须是确定的”。〔10〕赞

同危险现实化理论的学者,对该问题远未形成共识。有学者认为,危险现实化的认定“止于经

验的通常性的框架之内……不应考虑行为(对结果实现)的贡献的大小程度”。〔11〕也有观点

指出:“介入情况的预见可能性在判断中几乎没有作用”。〔12〕还有观点指出,因果流程中的本

质环节间的结合在经验上的通常性,是危险现实化评价的核心。〔13〕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该

问题也存在不同理解方式。就前文提及的陈美娟投放危险物质案和朱建钢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案而言,裁判理由重视的是实行行为的危险性、介入因素的异常性以及介入因素对结果的贡献

等标准。在宋良虎等故意杀人案中,谁的行为引起了被害人的“死因”,或者说对于“死因”的形

成而言,谁的行为的物理性贡献最大才是评价重点,至于介入因素是否具有异常性,并未被纳

入权衡范围。〔14〕在饶玉林故意伤害罪案中,危险现实化又被等同于条件关系,若“两者之间

存在着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前者导致后者危险现实化的关系,应当肯定被告人的行为与被害

人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15〕正如美国法学家卡多佐所言,“在我们能够确定一种化合物

的比例之前,我们必须了解将予以混合的成分”。〔16〕以上事实足以表明,确定能够影响结果

归责评价的基本要素,是运用危险现实化理论解决结果归责问题的前提。

其次,无论是危险现实化还是对结果的贡献度都是一种比喻,〔17〕只表达了判断的结论,

无法成为对问题分析过程的说明。〔18〕只有澄清隐含于其后的各个要素的实质内涵,才能避

免危险现实化评价给人以表面真实之感的缺陷。构成要件结果规定是构建各种结果归责理论

的逻辑前提,〔19〕实行行为或者介入因素对结果贡献度的评价取决于构成要件结果的规定方

式。在陈某甲交通肇事案中,葛某某被陈某甲驾驶重型仓栅式货车撞倒后,又被刘某甲的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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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亘、班天可:“被误解和高估的动态体系论”,《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49页。
(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日)佐伯仁志:《刑法总论的思之道·乐之道》,于佳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第66页。
井上祐司:《行為無価値と過失犯論 》,成文堂1973年版,第190页。
参见陈兴良、张军、胡云腾主编:《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版,第46-48页。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洪刑一初字第70号刑事判决书。
(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页。
林陽一:《被害者の落ち度と因果関係》,増刊ジュリスト1291号,2005年版,第152页。
参见佐伯仁志,见前注〔12〕,第65页。
参见蒋太珂:“介入因素导致死亡时间提前时的归责分配”,《政法论坛》2017年第6期,第134页。



碾压致当场死亡。法院认为,“重型仓栅式货车碰撞摔跌所能形成的被害人颅脑损伤可致其死

亡;二次事故碾压的行为,只是促进被害人死亡的因素,故被告人陈某甲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

亡之间有必然因果联系。”〔20〕如果采取具体结果说的见解,该案中的死亡结果应被规定为在

某时某刻某分某地葛某某死亡。根据具体结果说,生命时刻对于死亡结果的规定具有绝对意

义。若没有第二次碾压行为,葛某某于具体时刻死亡的结果将不会出现。亦即,第二次碾压行

为对该具体结果的贡献最大。但是,在该案中,法院强调被害人是因“颅脑损伤”死亡,死亡结

果是“颅脑损伤”这种“死因”惹起的。因此,只有惹起“死因”的行为才是对死亡结果具有较大

贡献的行为,对死亡时刻仅发挥一些促进作用的因素,是可被忽略的不重要介入因素。由此可

见,对构成要件结果的不同理解,直接决定对结果贡献度的判断结论。此外,对结果的贡献度

是仅限于物理贡献还是也包括规范评价意义上的贡献度,也有待进一步澄清。如果着眼于物

理角度理解贡献度,在介入因素是不作为时,“在物理的相关性程度低的介入因素的场合,如果

无法否定这种场合的因果关系(危险的现实化),那么在不具有物理的相关度的不作为的场合

不否定因果关系(危险的现实化)就是理所当然的”。〔21〕然而,正如被害人自我答责原理显示

的那样,即使介入了被害人的不作为,在一定情形下,也可以阻却对造成死因的前行为人的归

责。因此,在物理性标准和规范性标准都有其合理性时,就需要寻求一个能同时统摄两者的上

位概念或者指导原理。

再次,“因果关联异常性、介入因素贡献性这两个规则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矛盾”。〔22〕

根据危险现实化理论建构的判断规则,“如果介入的是第三人故意行为,通常而言由被告人行

为必然引起的情形极少,并且故意的加害的异常性较高”,应当否定因果关系;〔23〕而“在行为

的危险性虽不起决定作用但也谈不上轻微的情形,如果能够压倒先行行为的介入因素不存在,

因果关系不会中断”。〔24〕很显然,危险现实化理论提炼出的判断规则存在内在冲突,以致针

对同一案件事实,根据危险现实化理论完全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以发生于日本的大阪

南港案为例。在该案中被告人的行为导致被害人内因性高血压桥脑出血,之后介入的第三人

的暴力行为导致桥脑出血扩大,最终被害人因桥脑出血死亡。根据第一个判断规则,一般人对

于介入的第三人的故意行为欠缺预见可能性,因此,不应将结果归责于第一行为人。根据第二

个判断规则,如果将死亡结果规定为桥脑出血死亡,第一个行为造成了“死因”,第二个行为并

未改变“死因”而只是导致死亡时间略微提前几分钟,因此,第一个暴力行为对结果的贡献较

大,结果应当被归责于第一主体的行为。在互相冲突的规则均具有一定程度妥当性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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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阜刑终字第397号刑事裁定书。
(日)山口厚:《从新判例看刑法》(第2版),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周光权:《刑法总论》(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5页。
前田雅英:《刑法総論講義案》,东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版,第198-199页。
同上注,第198页。



为了化解两者的冲突,必须限定每一个规则的适用范围,或者说发掘每个规则所应对应的具体

事实类型。可见,危险现实化理论虽然发展出了独立于传统预见可能性标准的因果力比较标

准,但并未明确意识到由此产生的归责评价标准间的内在张力。

最后,危险现实化理论的结构性缺陷使其无法发挥限制归责评价恣意的功能。传统相当

因果关系理论将预见可能性作为归责评价的核心要素,这意味着刑法上的原因概念“所包含之

特征已经被穷尽地列举,而且列举的特征属于在该概念之涵摄上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特

征”。〔25〕这种取向于概念思考的理论构成方式有助于将司法裁判中的自由裁量限定在最小

范围内,但可能会忽视个案公正性。与之相反,具有动态体系思考特色的危险现实化理论,“只

是一个需要根据衡平原则从个案到个案地加以具体化的指令,法官裁量的大门是敞开的。这

样,通过法官的自由裁量综合判断,各项价值判断通过相当性判断,于个案中可取得其应有的

影响力。”〔26〕但是,鉴于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结果导向的裁判倾向,只要出现了危害后果,

“对危险实现的判断看上去更容易认定因果关系”。〔27〕对致力于通过建构精确的评价标准以

防止裁判恣意的刑法学而言,这潜伏着很大危机。

(二)澄清归责评价的法理基础是解决危险现实化理论存在的问题之前提

危险现实化理论肇端于传统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危机。基于限制结果归责范围的考虑,

传统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确立了“行为人预见以及能够预见的范围决定因果关系的范围”〔28〕的

教义学规则。然而,我们并不会因为行为人对被害人的血友病体质欠缺预见可能性,就不将被

害人因头部遭受枪击而死亡的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开枪谋杀的行为;也不会因为行为人仅造成

被害人皮肤擦伤,进而诱发被害人的血友病体质以致被害人因流血不止而死,就轻易将该结果

归责于行为人。平等的平等对待,不平等的不平等对待,是法学评价应坚持的基本原理。在上

述两个事例中,行为主体都认识不到被害人的血友病体质。这说明区别评价的关键不在于行

为主体的主观认识,而在于行为主体的客观行为。亦即,在第一个案件中,即使不考虑被害人

特殊体质,我们仍然可以解释死亡结果的由来;在第二个案件中,如果忽略了被害人特殊体质,

我们将无法解释最终的死亡结果由何而来。换言之,异常介入因素能影响结果归责评价,是因

为该要素对现实发生的因果流程具有实质性影响。而且介入因素是否具有异常性的判断,也

受制于各种具体的事实。以经常伴随交通肇事的连续碾压为例。一般而言,“在被害人躺倒于

公路中央且丧失行动能力的危险状态下,被车辆碾压这一介入因素是先前伤害行为通常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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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叶金强:“相当因果关系论的展开”,《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第49页。
松原芳博,见前注〔8〕,第63页。
内藤謙:《刑法総論講義(上)》,有斐閣1986年版,第268页。



必然会产生的结果”。〔29〕但是,若第一次撞击将被害人撞到非机动车道上,后续车辆见前车

缓行,从右侧非机动车道超车时将被害人碾压,就应当认为介入的后续车辆的碾压具有异常

性。〔30〕因为,被害人躺在非机动车道上的通常危险是被行人踩踏或者被自行车、人力三轮车

等非机动车碾压,而非被机动车碾压。

前述事例足以说明,介入因素异常性、介入因素对结果贡献度的认定,必须结合具体的个

案事实,进行情境化的判断。但传统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是一种一般化判断,存在超越个案中的

具体事实解决归责问题的倾向,以致单凭预见可能性这种“‘全有或全无’规则对于提升程度处

于临界点上下的案件,却给予完全不同的评价,这在逻辑上和价值判断上均无法自圆其

说”。〔31〕为了克服这种形式化思考的危机,根据这些要素在具体个案中结合的强弱关系决定

归责分配的危险现实化理论应运而生。

危险现实化理论虽胜在更容易实现个案公正的实践优势,〔32〕但不应忘记,任何影响犯罪

成立的要素都有相应的法理基础,以担保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33〕危险现实化理论只

提示了影响结果归责评价的要素,并未澄清指导这些要素运用的法理基础为何。〔34〕影响结

果归责的要素虽然“有助于突出和采集权威的观点论证,但无助于评价这些观点和论证的影

响”。〔35〕尤其在各个要素发生冲突或者对这些要素的解读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因无相应的法

理基础的指导,危险现实化理论所倡导的要素的动态协调将“无助于在权衡中获得一个优先规

则”,〔36〕以致难以确立一个能够兼顾个案正义和类案平等的教义学规则。总之,“结果归责的

判断不终结于预见可能性、结果通常性的判断,而是终结于规范判断”,〔37〕只有回溯至指导因

果关系理论建构的法理基础,危险现实化理论的结构性矛盾才能得到真正化解。具体而言:

结果归责理论的法理基础是筛选影响结果归责评价的要素的价值指引。法理基础与构成

要素之间存在目的和手段关系。归责评价的法理基础是归责评价所欲实践的目的,而构成结

果归责评价的实体性要素则是实践该目的之手段。基于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协调关系,只有适

合结果归责目的实现的实体性要素,才有资格成为影响结果归责评价的要素。学界对构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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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编:《中国法院2017年度案例:刑法总则案例》,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年版,第31页。
参见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2017)苏1181刑初67号刑事判决书。
叶金强,见前注〔26〕,第50页。
前田雅英:“因果関係に関する理論と結論”,井田良ほか編:《川端博稀記念論文集(上卷)》,成文

堂2014年版,第9页。
林陽一:《刑法における因果関係理論》,成文堂2000年版,第112页。
山中敬一:《刑法における客観的帰属の理論》,成文堂1997年版,第85页。
(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修订版),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页。
同上注,第244页。
佐伯仁志,见前注〔12〕,第66页。



件构造的争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构成要件的概念,根据其承担任务、机能的不同,可能由林

林总总的内容所构成。”〔38〕如果重视构成要件的故意规制机能,构成要件要素应仅限于客观

构成要件要素;如果重视构成要件的犯罪个别化机能和责任推定机能,故意和过失等主观要素

也应被纳入构成要件。再如,有观点将阻止他人自杀的行为视为正当防卫。根据《刑法》第20
条第3款的规定,对严重的暴力行为,防卫人可以进行特殊防卫。正当防卫的规范目的是保护

他人的法益不被侵害,“阻止他人自杀的目的是挽救他人之生命而不是毁灭他人之生命。因

此,为了合理限制阻止他人自杀行为的限度,我们不应将阻止他人自杀的行为认定为正当防

卫”。〔39〕其实,存在于法理基础和构成要素之间的目的手段关系,在传统归责理论中也有所

体现。例如,条件说强调因果关系是客观的事实关系,为了避免假定替代原因对客观事实关系

判断的影响,条件关系的判断资料或者被限定为具体结果,或者被限定为真实发生的事实。传

统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旨在将偶然结果排除于归责范围,〔40〕“行为人预见以及能够预见的范围

决定因果关系的范围”〔41〕的教义学规则是实践该目的的重要方式。无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

离开结果归责法理基础的指引,确立影响结果归责的要素的过程,也将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局。

对影响结果归责评价的不同要素进行综合判断的实质是,赋予各个要素以不同的权重关

系,并根据不同权重关系赋予不同的要素组合类型以不同的法律效果。实行行为的危险性既

包括实行行为诱发介入因素的可能性,也包括实行行为直接导致结果的可能性。因此,构成危

险现实化评价的三个要素间的权重关系,可以被消解为介入因素异常性和介入因素对结果贡

献度间的权重关系。单就最终的权衡结论而言,或者是介入因素异常性规则做出让步,或者是

结果贡献度规则做出让步,或者这两个规则各自限制其适用范围。因为每一个要素都是实现

某种法理诉求或者价值的手段,“如果要在个案中确定某要素的权重,则确定可以衡量权重的

标准就是非常必要的。此种标准是由基本价值决定的”。〔42〕也就是说,“规则的适用,必须回

到原则,原则系理解规则的语境。适用或不适用某规则的裁判,均为基于原则考量的结

果”。〔43〕因此,离开了结果归责评价的法理基础,我们将无法确定,体现为不同要素权重关系

的不同要素组合类型,应否被赋予危险现实化的法律效果。

离开了指导结果归责评价的法理基础,将难以建构用于个案比较的类型。类型化的方式

“可以在一个不断扩大化的基础上去逐步摸索规范的意义范围及边界所在”。〔44〕为了限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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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金强:《信赖原理的私法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1页。
杜宇:“刑法解释的另一种路径:以‘合类型性’为中心”,《中国法学》2010年第5期,第183页。



法者运用危险现实化理论解决问题时必然伴随的裁判恣意性,将影响危险现实化评价的不同

要素可能构成的组合方案加以类型化是必要的。〔45〕类型比较是按照“对实质上相同的案例

同等对待,对实质上不同的案例不同对待的原则进行权衡比较”。〔46〕但何谓具有实质意义上

的相同性,何谓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相同性,并不是“将自己手上的案件的色彩与摊在他人桌

上的许多样品案件的色彩加以对比”,〔47〕而是“必须回归到该法律规整的目的、基本思

想”。〔48〕

二、危险现实化评价的法理基础及其基本类型

(一)结果归责理论法理基础的学说争议

随着因果主义思考方式的式微,倡导刑法与刑事政策相结合的目的论思考,逐渐支配了刑

法体系大厦的设计、施工。“因果关系的探讨,乃是服务于追究刑事责任的目的,后者直接支配

因果关系的判断框架”〔49〕的认识,也逐渐成为学界共识。围绕如何建构因果关系教义学的问

题,今日学界争议的焦点,已不再是应否以及如何区分归因认定和归责评价,〔50〕而是结果归

责评价应服务于何种目的以及如何配合该目的之实现。在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下,因果关系

论或者说结果归属理论隶属于构成要件论,因果关系理论应奠基于何种目的论思考之上的争

议,很自然地被转化为构成要件该当性评价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

犯罪是该当构成要件的违法有责行为。即使行为不法程度和行为人的责任程度再高,只

要行为不符合具体的构成要件,就不构成犯罪。也就是说,构成要件该当性评价具有限定刑事

处罚范围的功能。传统观点将构成要件限定处罚范围的功能同构成要件的定型性特征关联在

一起。职是之故,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定型性的因果关系,也成为学界的共识。亦即,在以结

果犯为中心的刑事立法模式下,合理的刑事处罚范围由具有定型性的因果关系理论来实现。

这种学术主张存在两个问题:

一方面,因为合理处罚范围的内涵并不清晰,因果流程的定型性和其所担保的合理处罚范

围之间是否具有内在关联,难以获得证实,甚至可能南辕北辙。定型性说所强调的因果流程通

常性,实指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或者说一般危险性。在很多情形下,因果流程定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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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页。

(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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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兴良:“从归因到归责:客观归责理论研究”,《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84-85页。



判断和实行行为性的判断并无二致,以致肯定了行为的实行行为性就能肯定因果流程的定型

性。这使得定型因果关系说在一些情形下不但不能限制处罚范围,反而存在将未遂犯作为既

遂犯处罚的可能。另一方面,因果流程定型性的判断依赖于判断资料,定型性判断因而具有相

对性。在洪志宁故意伤害罪的裁判理由解说中,定型性判断的相对性特点被展现得尤为明显。

法院指出,“被告人对被害人胸部拳击数下的行为一般情况下不会产生被害人死亡的结

果,被告人的拳击行为对致人死亡结果来说,是一个偶然现象。但被害人身患冠心病,在情绪

激动、剧烈运动及饮酒等多种因素下,对其胸部、头部打击就可能致其死亡。被害人身患冠心

病,被告人事先并不知情。但是这仅是一种表面的、偶然的现象。表面、偶然的背后,蕴含着本

质、必然。”〔51〕因此,定型性说只表达了判断结论而非评价标准,是在“多数场合中逃避分析而

将直观的结论加以正当化的标签”,〔52〕很难被用于指导个案。

实际上,即使支持定型性说的学者也并非从构成要件定型性这一形式特征,而是从构成要

件与违法性、有责性等实质评价范畴的关系的角度,说明支撑定型性评价的法理根据。立足于

构成要件是违法责任类型的学者指出,因为构成要件确定了对行为人进行非难的定型事实范

围,在因果关系的定型性判断中考虑行为主体的主观认识,是因果关系论的应有之义。〔53〕这

实质上是将结果归责评价的实质根据导向责任论,而责任的本质究竟是重视报应的道义责任

还是重视犯罪预防的社会责任论,最终将引导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理论的建构。也有观点认为

构成要件是违法行为类型,并结合行为无价值论的立场阐释违法性本质。在这样的理解下,具

有定型性的因果关系因严重脱逸了社会相当性,〔54〕对国民或者社会的冲击较大,因而具有一

般预防或者报应的必要性。〔55〕

将一般预防作为结果归责的法理基础的学者,或者立足于刑法谦抑性原理,或者以刑法规

范的行为规范属性作为立论根据。着眼于前者的学者指出,只有能够通过刑法加以抑制、预防

的条件,才是刑法上的原因。〔56〕侧重于后者的学者指出:“将某种结果归属于构成要件行为,

说明行为规范、禁止规范的效力是存在的,是不可动摇的,该规范是用来防止结果发生的合适

措施”,〔57〕也就是说,将导致结果的行为评价为犯罪既遂的目的是,通过这样的评价达到能回

避将来同种结果发生的一般预防的效果。〔58〕批评意见则指出:“通过禁止行为保护法益的犯

·225·

中外法学 2020年第2期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见前注〔2〕,第548页。
平野龍一:《刑法:総論Ⅰ》,有斐閣1972年版,第101页。
團藤重光:《刑法綱要総論》,创文社1990年版,第177页。
藤木英雄:《刑法総論》,弘文堂1975年版,第116-117页。
参见林陽一,见前注〔33〕,第114页。
参见平野龍一,见前注〔52〕,第141页。
周光权:“客观归责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中外法学》2012年第2期,第241页。
井田良:《刑法講義総論》,有斐閣2008年版,第117页。



罪抑制或者说一般预防,依其性质上只能在其行为做出时点发挥作用”。〔59〕亦即,如果将一

般预防作为指导结果归责的法理基础,是否做出不法评价只取决于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违反法

规范或者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实行行为性,此时,结果无价值将沦为对不法认定没有影响的

客观的处罚条件。在这种理解下,只要肯定了行为的实行行为性,就将得出“虽说行为后有了

异常的情况,但也没有理由否定处罚”〔60〕的结论。这显然违背了结果归责理论旨在合理限制

可被归责的范围的立场。〔61〕

鉴于一般预防理论被认为存在不能有效评价行为后的因果流程的缺陷,有学者提出,“刑

罚的目的在于预防,刑法的本质在于报应。因果关系正是从报应情感的视角出发,研究可将多

大范围的结果认定为由行为所引起,并进一步归责于该行为”。〔62〕为了避免报应论会导致有

结果就有报应的积极处罚观的指责,持报应论的学者强调指导因果关系理论建构的报应是一

种精炼的报应观。“在精炼过的报应思想看来,即便是判断客观性归责,也不应考虑经验法则

上罕见的危险与罕见的因果关系。”〔63〕然而,精炼的报应观只不过是从发生的结果归属于谁

是正义的这一角度考虑归责评价问题,如果不能说明精炼的报应观的具体内涵,我们很难从报

应的要求中推导出来将结果归于何人是正当的。〔64〕

(二)危险现实化评价的法理基础之确立

虽然前述学说都面临各种质疑,但这并不代表将刑罚论和因果关系论结合起来的理论进

路不可行。因为犯罪和刑罚本身就是相互对应的概念,〔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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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清晰地揭示犯罪的违法

本质就是不可能的事情”。〔66〕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实质的构成要件论,以及对刑法条文的解

释适用过程中的以刑制罪的理论构想,还有最近处理刑法与其他法域关系的相对从属性说,都

是该观念的体现。在这一理论脉络下,自然不能忽视乃至脱离刑罚的根据是回顾性的报应非

难还是预防必要性,去探求因果关系论的法理基础。〔67〕

既然将刑罚论与因果关系理论相结合的理论进路是可行的,剩下的问题只是,应如何将刑

罚论同因果关系理论结合在一起。归纳既有学说的争议点,实现刑罚论和因果关系理论的有

机结合,必须妥当解决如下几个问题:结果归责理论的法理基础应当能合理限定刑事可罚性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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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憲太郎:《因果関係と客観的帰属》,弘文堂2003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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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结果归责理论的法理基础必须契合结果归责评价的构造,亦即能够兼顾行为后的客观因果

流程;结果归责理论的法理基础应当为构成归责评价的实体要素提供理论说明。

如果将所有惹起结果的条件都视为刑法上的原因,法规范将不再能发挥行为规范机能,通

过违法性评价降低社会复杂性的目的也将落空。在此意义上,刑法的结果归责评价始终面临

着法益保护与自由保障的紧张关系。两者的平衡点在于将法益保护同结果回避或者因果流程

支配、利用可能性结合在一起。为了实现法益保护目的,必然要求行为人回避法益损害后果,

亦即,要求行为人不去利用一定的因果流程实施侵害法益的行为,或者要求行为人积极利用一

定的因果流程回避法益侵害后果的出现。无论是哪一种情形,法益保护目的的实现,都以行为

主体能够支配或者利用一定的因果流程为前提。对于行为主体不能够支配或者利用的因果流

程,无法通过法规范予以规制。在这个意义上,人类行动自由或者说人类能够支配、利用的因

果流程的范围也是法益能够得到保护的最大范围。这是任何规范性评价都应当正视的人类行

为的本质构造。正是这种对因果流程的支配或者利用可能性,为基于法益保护的犯罪预防和

基于人权保障的报应奠定了实体基础。

首先,“刑罚是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具有明显的副作用,如果刑罚手段只是部分有助于法益

保护目的的达成,就不应成为设置刑罚的理由。”〔68〕只有刑法规范能有效预防的结果,才可以

被归责于行为人。“人类利用支配因果流程的方式促使结果发生。刑法如果要抑制结果的发

生,只要禁止能够被利用的通常的因果流程即可。”〔69〕行为主体不能支配或者利用的因果流

程,即使在具体结果中现实化,也只能被评价为法规范无法预防的意外事件或者不可抗力。例

如,对于加害人未遵守交通规则将被害人撞成重伤,被害人在医院因发生火灾而被烧死的事

例,质疑一般预防会导致积极处罚观的论点将会指出,行为规范的功能是要求驾驶者遵守交通

规则谨慎驾驶,在驾驶者违反谨慎驾驶义务的情形下,一般预防的功能已经发挥完毕。因此,

贯彻一般预防的理念会导致上述事例被作为既遂处罚。这种观点忽视了一般预防理论所强调

的是“禁止造成某种侵害结果的行为规范,从事后处于裁判者地位的人看来,也是一个适合防

止结果发生的有效措施”。〔70〕在该事例中,现实发生的结果是被害人在医院中被火烧死,通过

遵守谨慎驾驶的规范,并不能防范这种结果,因此,不应当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

其次,一般预防的必要性不能逾越报应的界限。能成为报应对象的不是自然事件而是人

类行为的作品,只有区别人类行为的作品和自然事件,对行为人予以报应才有意义。况且责任

本质上终究是一种行为责任,作为报应对象的是行为时的意思。这种行为时的意思并不单纯

是外界因果事实在心理上的表象,否则我们将无法区分开毫无法的意义的主观期待和具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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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的犯罪故意或者过失。正如韦尔策尔指出的那样,作为故意基础的目的性体现为一种

能力,“即在一定范围内对因果介入事实产生的后果加以预见,进而有计划地操纵该因果介入

事实朝实现目标的方向发展的能力”。〔71〕《刑法》第16条从反面重申了这种思想。根据该条

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

者不能预见的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所谓不可抗力强调的是“在物理强制之下,行为人

丧失意志自由,不具有他行为能力的情形”。〔72〕不具有他行为能力本身就说明了不能回避导

致结果发生的因果流程。由于对结果的预见可能性是行为人履行结果回避义务的前提,法益

损害结果是意外事件,也说明了行为人对导致该法益损害结果的因果流程不具有支配或利用

可能性。因此,故意不法和过失不法的成立也以结果具有回避或者利用可能性为前提,如果行

为人对于结果不具有支配或利用可能性,根本就不可能对行为人进行报应。

最后,无论是报应论指导的归责评价还是预防论指导的归责评价,都以行为人对现实发生

的因果流程具有支配或利用可能性为前提。只有在结果中现实化的危险能够被行为主体支配

或利用,该因果流程才能通过法规范加以预防。与此同时,只有在因果流程可以被行为主体支

配或者利用时,基于一般预防目的的处罚诉求,才不会超越报应的限制。因此,能够影响结果

归责评价的要素,是那些可以影响行为主体支配或利用因果流程的要素。

(三)危险现实化评价的基本类型

实行行为危险现实化的过程,体现为由一系列具体的因果环节构成的整体因果流程在外

部物理世界的变动。如果行为主体对构成整体因果流程的各个具体因果环节都具有支配或者

利用可能性,我们可以直接肯定其对整体因果流程具有支配或者利用可能性。但对构成整体

因果流程的各个具体因果环节都具有支配或者利用可能性,并非行为主体对整体因果流程具

有支配或者利用可能性的前提。因为,现实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对整体因果流程中的一

些基本因果流程具有支配或者利用可能性,就能惹起法益侵害结果。试以杨春过失致人死亡

案和洪志宁故意伤害案为例,分析整体因果流程中的基本因果流程的构造。

在杨春过失致人死亡案中,被告人杨春因琐事与被害人吴雪琴争吵后,吴雪琴用右手抓住

汽车的副驾驶室车门阻止杨春离开。杨春见状后仍驾车向前低速行驶,致使吴雪琴跌地后遭

汽车右后轮碾轧,吴因腹部遭重力碾轧造成左肾破裂、多发骨折致失血性休克,经送医院抢救

无效于当日死亡。〔73〕在洪志宁故意伤害案中,洪志宁挥拳连击陈碰狮的胸部和头部,陈碰狮

被打后追撵洪志宁,追出二三步后倒地死亡。经鉴定,陈碰狮系在原有冠心病的基础上因吵架

时情绪激动、胸部被打、剧烈运动及饮酒等多种因素影响,诱发冠心病发作,冠状动脉痉挛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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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汉斯·韦尔策尔:《目的行为论导论》,陈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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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骤停而猝死。〔74〕以上两个案件涉及导致死亡结果发生的因果流程。任何死亡结果都以

“‘死因’的形成为媒介。换言之,行为规范对生命法益的保护的真正支点在于禁止实施能导致

或者能引起‘死因’的行为。而所谓的危险的现实化,本质上也就是形成‘死因’的危险被现实

化”。〔75〕对杨春过失致人死亡案而言,杨春的碾压行为足以形成致使被害人死亡的“死因”。

在洪志宁故意伤害案中,洪志宁的行为只能引起他人疼痛或者擦伤,只有与被害人特殊体质相

结合的时候才能诱发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死因”。

通过分析以上两个案例,可以将导致结果的基本因果流程归纳为两种基础类型。第一种

类型是A—B—D型的因果模式。行为人A利用因果流程B直接促成结果D。这属于行为人

能够直接支配该种因果流程的直接支配型。杨春过失致人死亡案属于这种类型。第二种类型

是A—B—C—D型的因果模式。行为人创设的因果流程B并不能直接导致结果D,而是通过

诱发因果流程C的方式,间接促成结果D。洪志宁故意伤害案属于该种类型。前者是直接的

危险现实化的类型,后者是间接的危险现实化的类型。

直接的危险现实化和间接的危险现实化代表了危险现实化的两个基本类型。除此之外,

像前文提及的陈美娟投放危险物质案,陈美娟的投毒行为既创设了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物理性

危险,同时也诱发了医生的医疗过失,因此同时兼具直接的危险现实化与间接的危险现实化的

某些特征。本文称这种中间类型为混合的危险现实化类型。

三、直接的危险现实化之类型构造

实行行为创设的物理性危险性直接地在结果中被实现,是直接的危险现实化的典型特征。

在直接的危险现实化的事例中,导致结果发生的物理性危险由实行行为创设。结合因果流程

的利用或者支配可能性的标准,将结果评价为行为人创设的风险的直接的现实化,必须满足以

下要件。

(一)行为主体应予预见的对象是实行行为创设的物理性危险

行为主体能预见到现实发生的因果流程,是其能利用或者支配该因果流程的前提。在此

意义上,“行为人预见以及能够预见的范围决定因果关系的范围”。〔76〕但人类不是上帝,不可

能预见到所有的因果流程。若因行为主体不能预见到某些具体的因果细节,就直接否定其对

导致结果发生的整体因果流程具有支配或者利用可能性,既不符合日常经验认知,也不利于实

现充分保护法益的目的。只要行为人能预见到基本的因果流程,一般就可以肯定其对导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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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发生的整体因果流程具有利用或者支配可能性。因此,确定直接的危险现实化中的预见对

象的关键是,明确与利用或支配可能性判断具有密切关系的基本因果流程。

根据传统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行为人对介入因素具有预见可能性,就应肯定行为和结果之

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其理由在于,“相当因果关系的相当性(客观可能性),是以预见和知识

为基础的主体对因果的支配可能性”。〔77〕这种做法是将介入因素视为基本因果流程的一部

分。但是,至少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很多判决并不要求行为主体认识到具体的介入因素,而是

将行为主体应予预见的对象限定为对法益侵害结果具有重要影响的事项。例如,在陶某某故

意伤害、过失致人死亡案中,裁判理由指出:“上诉人陶春丽作为一名具有正常认知水平的成年

人,在明知扼颈会致人窒息死亡的情况下,在与被害人吵打过程中用双手扼住被害人颈部直至

被害人失去意识才松手,导致被害人机械性窒息死亡。被害人陶某自身急性乙醇中毒和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只是起到了加速死亡进程的作用。”〔78〕又如,在杨宝申故意伤害致人

死亡案中,被害人被刀捅伤后又被扔到湖中,司法鉴定指出:“死者主要死亡原因应是肺损伤,

直接死因应系出血引起的创伤性休克。如果在被抛尸入水后存在溺水,也系死者在濒死期溺

水,溺水仅属辅助死因。”〔79〕法院也是据此认定杨宝申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

在第一个案件中介入了被害人特殊体质这一要素,在第二个案件中不能完全排除被害人被扔

入水中时处于濒死状态的可能性。但是,从法院的裁判理由可以看出,当介入因素对于现实发

生的死亡结果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时,只要行为主体能预见到实行行为的危险,就应肯定

其对现实发生的法益损害后果具有犯罪故意或者过失。也就是说,在直接的危险现实化中,那

些对现实发生的结果具有较大作用力的因果流程,才是行为主体应予预见的对象。

传统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和司法实践对于基本因果流程的范围的分歧,只是一种表面上的

分歧。以曾经发生于日本的美军士兵逃逸案为例。甲将被害人撞到了车顶上,甲未注意到此

事继续驾车行驶。副驾驶席上的乙注意到此事,将被害人从车顶上拽下。被害人跌倒在沥青

路面上,脸部、头部等处受伤,由此引发了脑蛛网膜出血以及脑颅内出血,第二天被害人在医院

中死亡。法院认为,甲不能预见到乙的介入行为,因此否定交通肇事行为和被害人死亡结果之

间具有因果关系。其理由在于“在该案中,造成被害人死因的伤害是由最初的被告人的汽车冲

击产生的,还是由于同乘者将之从车顶拽下,跌落到地面后产生的,并不能确定”。〔80〕因此,

法院判处甲和丙的死亡结果不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建立在推定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是由介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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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的行为造成这一前提之上。因此,传统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将“行为主体对介入因素的预见可

能性”等同于“行为主体对整体因果流程的利用、支配可能性”的做法,“甚为依赖因果关系中断

之概念,作为判断之基础”。换言之,传统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妥当运用,必然以预见对象被限

定为对法益损害结果具有实质影响的因素为前提。

将预见对象限定在对法益损害结果具有实质影响的因素是正当的。一方面,从形式逻辑

的角度看,介入因素引起的因果流程只是现实发生的因果流程的一部分。行为主体对介入因

素欠缺预见可能性,只代表其不能利用或者支配介入因素产生的因果流程,而非当然代表行为

人不能支配或者利用导致结果发生的整个因果流程。另一方面,从实质的角度看,将结果归责

于行为人的行为是为了避免将来产生同种结果。那些对法益损害不具有实质作用的因素,无

论行为主体对之是否具有利用或者支配可能性,都不会对法益状态产生影响。既然如此,为了

肯定行为主体对导致结果发生的因果流程具有支配或利用可能性,必然要求行为主体对结果

具有实质影响的因素具有预见可能性。在直接的危险现实化的事例类型中,导致结果发生的

物理性危险是由实行行为创设,因此,需要行为主体预见的对象是实行行为所具有的物理性危

险,而非其所可能诱发其他因素介入的危险状态。

(二)实行行为创设的物理性危险必须达到忽略介入因素结果同样发生的程度

一些学者认为,在直接的危险现实化中对结果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是,“欠缺之或导致结

果绝对不会发生”的要素。〔81〕“欠缺之或导致结果绝对不会发生”是“如果没有A行为,就不

会发生B结果”这一条件关系判断公式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在很多涉及被害人特殊体质的

案件中,裁判理由就指出“被害人死亡系自身疾病与外力打击共同作用所致。如果没有各被告

人共同拳打脚踢,就不会导致被害人在此刻死亡”。〔82〕在这些案例中,导致结果发生的物理

性危险是由介入因素引发的,其属于间接的危险现实化的事例,而非直接的危险现实化的事

例。因此,将“欠缺之或导致结果绝对不会发生”的要素视为对结果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的观

点,会导致很多本应属于间接的危险现实化的事例,也被纳入直接的危险现实化的范畴,使得

本应被评价为犯罪未遂的案件反而可能被评价为犯罪既遂。

在直接的危险现实化中,对结果具有重要影响的事实应当限定为,实行行为的危险性单独

能导致结果发生的情形。这是调和自我负责原则与法益保护原则冲突的内在要求。

根据自我负责原则,“在非共同犯罪的场合,每个人只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既不能为他人

行为负责,也不能要求他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83〕既然自我负责原则是刑法归责的基础原

则,在没有例外规定的情形下,该原则就应当被严格地贯彻。对于前文提及的陈某甲交通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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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井聡子:《暴行の被害者が逃走中に高速道路に進入して交通事故死した場合の因果関係》,ジ
ュリスト1306号,2006年版,第191页。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刑终7号刑事判决书。
车浩:“假定因果关系、结果避免可能性与客观归责”,《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第147页。



案,第一次碾压行为形成了“颅脑损伤”这一“死因”,第二次碾压促进被害人死亡结果在时间上

的提前。如果形式地坚持自我负责原则,对于陈某甲交通肇事案等非共犯关系的复数因果竞

合的情形,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既不应当被归责于实行行为人,也不应当被归责于介入者。很显

然,前述处理方式不利于实现充分保护被害法益的目的。

既要坚持自我负责原则又要实现充分保护被害法益的目的,就必须设法调和两者的冲突。

直接的危险现实化强调“如果实行行为的危险直接实现于结果,就可以不考虑介入因素的性

质,直接肯定因果关系。在该情形下,由于可以评价为,是实行行为创造了引起结果的决定性

原因,是在实行行为的影响下发生了结果,因而可以无视介入因素的介入。”〔84〕规定构成要件

结果时可以无视介入因素,意味着即使不存在介入因素,实行行为的危险会导致同样的法益损

害后果,或者说结果的同一性不会发生变化。既然如此,在规范评价层面,行为人是对自己行

为造成的结果负责,而不是对他人的行为造成的结果负责。因此,为了调和自我负责原则和法

益保护原则之间的冲突,实行行为对法益损害后果的危险性,必须达到能单独导致法益损害结

果发生的程度。

(三)判断行为人的行为能单独导致结果发生的要素、标准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结果总是各种条件相结合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离开了介

入因素后,实行行为不能单独导致结果发生。因为,实行行为能否单独导致结果发生的判断,

是在只排除了介入因素但其他的条件并未发生变化的前提下进行的判断。

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有疑问的案件都是以死亡为结果的案件。由于“死因”是死亡结果

的根据,一些学者认为,只要介入因素没有使“死因”丧失同一性,就意味着造成“死因”的实行

行为单独就能导致结果发生。然而,“除非产生了当代医学尚无法救治的所谓绝对性致死

伤……其他致死伤均属于所谓的相对性致死伤,经过及时有效地医疗救治,均存在或高或低的

死亡率的问题”。〔85〕因此,即使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死因”,也只意味着通常情况下该“死

因”能单独导致死亡结果发生,并不排除在一些情况下,能造成“死因”的实行行为的危险未能

达到单独就能导致结果发生的程度。

事实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判决,除了考虑“死因”外,还结合“死因”对死亡结果的

现实影响,判断实行行为的危险能否单独导致死亡结果发生。在汤某交通肇事致人死亡案中,

汤某的交通肇事行为导致被害人受伤并濒临死亡,治疗29天后被害人亲属要求出院,且未遵

医嘱到下级医院继续治疗,而是在家中护理。对于介入的被害人家属的不作为,法院指出:“被

害人的死亡的危险首先来自于被告人的危险行为,被告人的危险行为已经导致被害人重伤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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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桥爪隆:“刑 法 总 论 之 困 惑(一)”,王 昭 武 译,《苏 州 大 学 学 报(法 学 版)》2015年 第1期,
第120页。

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汕中法刑一初字第4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临死亡,而被害人亲属的行为对结果的影响并未超越肇事行为,在被害人重伤的基础上也未升

高被害人死亡的危险。”〔86〕在朱建钢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中,裁判理由指出:“被告人先前实

施的伤害行为已经致被害人严重颅脑损伤,被害人经手术治疗后意识消失,无任何自主表达与

活动能力,如此严重的伤害使得被害人基本没有治愈的可能,死亡结果的发生已经不可避

免。”〔87〕在第一个案件中,法院强调行为人给被害人造成的伤害已经达到被害人濒临死亡的

程度,而且介入的他人行为并未升高死亡结果的风险。在第二个案件中,法院强调被害人遭受

到严重颅脑损伤,如此严重的伤害使得被害人基本没有治愈的可能,即使治疗也只不过是在医

院中治疗至死亡。这两个裁判理由都表明了这样一个立场:在伤害行为造成的法益损害结果

使得生命法益状态无法逆转的情况下,介入因素对于死亡结果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从因果

流程支配可能性的角度,也应支持该种见解。因为,对于无法逆转的法益损害状态,他人根本

无法通过支配或者利用因果流程的方式予以改变。可见,作为归责评价对象的结果既不是由

具体时间和空间所界定的结果,也不是纯粹根据“死因”确定的结果,而是基于“死因”产生的生

命法益状态不可逆转这一结果。考虑到死亡本身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点,并且法益损害的本

质就是法益状态由好的状态向不好的状态的转变,应当认为司法实践的处理方式实际上也具

有妥当性。

四、间接的危险现实化之类型构造

“实行行为的危险性经由介入因素而间接地实现于结果”,〔88〕是间接的危险现实化。在

直接的危险现实化中,行为主体预见不到介入因素不影响其对因果流程支配或利用可能性的

判断。而在间接的危险现实化的评价中,行为主体对介入因素具备预见可能性,是肯定行为人

对因果流程具有支配或利用可能性的前提。

(一)行为人对介入因素具有预见可能性是成立间接的危险现实化的前提

间接的危险现实化的典型特征是,实行行为只是创设了诱发介入因素的危险状态,与结果

直接相关的物理性危险由介入因素创设。在前文中笔者已经反复指出,只有对结果产生实质

影响的因果流程,才需要行为主体加以预见。因此,在间接的危险现实化中,“对于介入因素是

否具有利用可能性,取决于对于介入因素的介入是否具有预见可能性”。〔89〕

预见到对结果产生实质影响的因素就能肯定危险现实化的规则,在直接的危险现实化评

价中毫无限制地得到适用,但在间接的危险现实化评价中应当受到限制。因为,在直接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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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精河县人民法院(2015)精刑初字第93号刑事判决书。
聂昭伟,见前注〔3〕,第50页。
桥爪隆,见前注〔84〕,第113页。
塩見淳:《法的因果関係(2)》法学教室379号,2012年版,第52页。



现实化中,实行行为创设的物理性危险能单独导致结果发生,其他介入因素(无论是人的行为

还是自然事实)最多只能对该因果流程做出一些修正而不能置换由实行行为引发的因果流程。

但是,在间接的危险现实化中,则存在一些不同。例如,“将剃须刀借给笨拙的友人,即便果如

所料,该友人在刮胡须时弄得脸上到处都是伤,不论借剃须刀的人是否预料到该友人会刮伤自

己的脸,也不能对其以伤害罪或者过失伤害罪加以处罚。”〔90〕可见,在间接的危险现实化的类

型中,当介入因素是人的行为的时候,如果该行为是介入者基于自由选择支配下实施的行为,

则导致结果发生的因果流程是由介入者所支配。〔91〕由于行为人和介入者之间不存在共同犯

罪关系,不能适用“部分承担全部责任”的原理,原则上结果只能被归责于介入者。因此,在间

接的危险现实化中,必须根据介入因素的性质,具体判断实行行为人是否能够利用现实发生的

因果流程。

(二)介入因素是自然事实时的间接的危险现实化认定标准

一些学者指出,“介入情况是不受人的行为影响的自然现象时,与一直以来的相当性判断

一样,归属的标准是一般人或行为人的预见可能性,不可能预见到自然现象介入的情况下,不

应当将结果归属于行为人的行为。”〔92〕这种观点原则上应当得到支持。因为,自然界的运行

遵循的是因果律,只要行为人能够预见到作为介入因素的自然事实,并且具备相应的经验知识

和知晓相应的科学法则,就可以预见到利用该因果流程会产生何种结果。此时,行为人如果仍

然积极追求或放任该结果,就说明行为人对引发法益损害结果的因果流程具有利用或者支配

可能性。因此,在介入因素是自然事实时,认定间接的危险现实化的关键是,行为主体对于介

入因素是否具有预见可能性。对于行为主体预见可能性的判断,应当遵循如下原则。

应当结合具体情境判断行为主体对结果是否具有预见可能性。例如,对介入被害人特殊

体质的案件,有观点指出,行为人或者一般人对被害人的特殊体质欠缺预见可能性,就应否定

相当因果关系或实行行为危险的现实化。在刘旭被控过失致人死亡案中,裁判理由就指出:

“被告人刘旭在事发当时无法预料到被害人张立发患有心脏病并会因心脏病发作导致死亡结

果的发生,对于被害人张立发的死亡,被告人在主观上既无故意也没有过失”。〔93〕但更多的

司法裁判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被害人的具体疾病,而是结合被害人的年龄、身体状况、

所涉及的特殊体质的性质、打击部位等具体的情境,判断行为人对介入因素是否具有预见可能

性。例如,在马某故意伤害案中,裁判理由就指出:“被告人马某明知被害人年老体弱,仍然对

其实施殴打,虽然被害人外部伤害程度轻微,但外伤、剧烈活动、情绪激动等外界因素为其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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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宫孝明:《刑法总论讲义》(第4版补正版),钱叶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

59-60页。
辰井聡子,见前注〔81〕,第190页。
佐伯仁志,见前注〔12〕,第60页。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2005)刑字第24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人死亡的诱发因素,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94〕在张栓成过失致人死亡案中,裁判理由指

出:“本案被害人是老年人,老年人易被诱发疾病,这是个常识性问题,因此行为人负有注意或

预见的义务。如果本案被害人是年轻人,即如发生与本案类似的结果,法官也可以认定行为人

不负预见的义务。”〔95〕

以上结合具体事实进行综合判断的司法实践是一种情境判断。在情境判断中应当考虑哪

些要素,与特殊体质的性质密切相关。例如,即使被害人骨质疏松体质对其骨折有重要影响,

但只要行为主体预见到被害人是老年人仍然实施暴行,就可以肯定其对因果流程具有利用可

能性,因为骨质疏松是一种加龄性变化。〔96〕如果诱发被害人死亡结果的是血友病,就不能因

为被害人是老年人而直接肯定行为人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因为人的年龄和

血友病体质没有直接关联性。换言之,情境判断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必须是与介入因素具有关

联性或者能表征介入因素存在的事实。只要行为主体能认识到这些事实,就可以肯定其对现

实发生的因果流程具有利用或支配可能性。不仅对于被害人特殊体质案件要结合具体情境进

行判断,其他类型的自然因素介入的案件是否应被评价为间接的危险现实化,也应当结合具体

情境进行判断。日本刑法学者西田典之就指出:“A将B打晕在地,其间B被波布咬死。如果

地处冲绳地区的原始丛林,则可肯定其相当性;但如地处东京闹市区的上野公园,则应否定其

相当性。”〔97〕对于同样被波布咬死的事实,仅因为发生地点不同,就给予不同评价,正是基于

情境考虑的结果。

预见可能性的判断还应当具有流动性。对于什么事情具有预见可能性是行为主体的一种

能力。行为主体的预见能力随着时代背景、社会状况的变化而改变。即使现在想不到的事情,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强,很多以前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也

能获得解释,很多以前不能被利用的因果流程也逐渐能被利用。〔98〕例如,在前文提及的刘旭

被控过失致人死亡案中,心脏病被认为超出一般人预见能力的特殊体质,但在王军过失致人死

亡案中,立足于现代社会是“高强度、高压力的社会”的背景,裁判理由则指出:“王军作为一名

正常成年男子……能够认识到在高强度、高压力的社会环境中,类似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等

各种疾病普遍存在于各个年龄段和各个工作群体中。其殴打被害人时,对行为可能直接造成

危害结果或者间接诱发危害结果具备认知能力。”〔99〕再如,劝人下雨天在山坡上散步并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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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海阳市人民法院(2013)海刑初字第190号刑事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卷》(第4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

年版,第1774页。
参见颜茂昆主编:《中国案例指导》(总第2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10页。
西田典之,见前注〔11〕,第80页。
参见辰井聡子,见前注〔67〕,第128页。
魏颖、杨妮:“违反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人民司法(案例)》2017年第32期,第32页。



望于被害人被雷击死亡,即使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般也不应当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因

为,如果不能借助一定的科技设备,单纯地期望他人被雷击中,只是毫无事实基础的主观臆想,

而非有刑法意义的敌视乃至轻视法秩序的态度。但是,如果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行为人完全

可以通过计算机的运算精确地确定落雷的时间和地点,此时可以认为,这种对于结果的预见不

是一种主观臆想,而是体现敌视乃至轻视法秩序的态度的具有刑法意义的结果预见可能性。

(三)介入因素是人类行为时的间接的危险现实化认定标准

如前所论,由于人类可以选择遵循应然的自由律进行行动,而自然因果事项只能遵循必然

的自然律。因此,在非共犯的情况下,如果介入因素是人类的行为,并且该结果也是介入者自

由支配或利用因果流程的产物,原则上只能将结果归责于作为第一次答责者的介入者。反之,

如果由介入因素引发的结果并非是其自由选择的产物,或者做出相应选择的自由程度较低以

致难以将之评价为基于自由选择的结果时,由于基本上可以无视这种自由意志选择的意义,介

入的行为人的活动与介入自然因素时具有高度的类似性。此时,行为人的介入行为处于实行

行为人创设的风险的延长线上。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实行行为人和介入者之间不存在共犯关

系,仍然存在肯定行为主体对介入因素具有利用可能性的余地,进而肯定介入行为直接引起的

结果是实行行为创设的危险的间接的现实化。具体而言:

1.如果介入的行为主体不能预见或者难以预见到相应的因果流程,可以肯定间接的危险

现实化。

对因果流程的预见可能性是行为人采取结果回避措施的前提。如果促成危险直接现实化

的介入者根本无法收集到相关情报,其就无法履行结果回避义务,其行为引发的法益损害后

果,应被认为是非基于自由意志选择的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因此,行为主体的预见能力越

强,越可以期待其实施结果回避措施;行为主体的预见能力越弱,其采取结果回避措施的可能

性就越低。正因为如此,传统观点认为,在介入过失行为的情况下,通常可以肯定行为主体对

介入行为具有利用可能性,进而肯定间接的危险的现实化;如果介入的是第三人的故意行为,

一般应否定行为主体对介入行为具有利用可能性。但是,既然预见可能性的程度与自主选择

可能性密切相关,过失程度必然影响介入行为的性质。根据预见可能性的程度,我们可以将介

入行为主体的预见能力分为:根本不能预见或者难以预见到法益损害结果的情形,以及能轻易

预见到或已经预见到法益损害结果的情形。

在介入者能轻易预见或者已经预见到法益损害事实并且能够轻易回避法益损害结果的情

形,介入者没有采取结果回避措施的行动仍应被认为是基于自由意志进行的选择,而非仅处于

实行行为人创设的风险的延长线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有类似的判决。在汤林伟交通肇事

案中,朱彦将王某1、王某2撞倒在非机动车道内,造成该路段拥堵。约14秒后,被告人汤林

伟驾驶小型轿车,在前车缓行的情况下,从右侧非机动车道超车时,分别碾压到王某1和王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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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驾车逃逸。法院认为,被告人汤林伟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构成交通肇事罪。〔100〕从间接的危

险现实化的角度看,由于汤林伟能轻易预见到到将机动车开往非机动车道上超车,会造成交通

事故,并且其仅需要停车等待就可以轻易回避该交通事故。因此,在汤林伟交通肇事案中,应

否定法益损害后果是朱彦创设的危险的间接的现实化。

在介入的行为主体较难预见或者根本预见不到法益损害后果的情况下,应当肯定法益

损害结果是实行行为创设的危险的间接的现实化。因为,此时介入行为主体难以基于客观

事实产生反对动机,或者说介入者的自主意思对其行为的选择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在某交

通肇事案中,李某将被害人撞倒在道路上后,某驾驶的中型普通客车又从被害人身上碾压

过去,致使被害人死亡。一审和二审法院都认为,“死因”是某的第二次碾压行为形成的,某

应对事故负主要责任。〔101〕从间接的危险现实化评价的角度看,该裁判结论是有疑问的。

从被害人倒地到第二次车辆碾压,其间的间隔时间较短,且事故发生于照明情况不好的晚

上,对于上诉人某提出来的“从自己车反方向驶来了一辆大货车,这辆大货车开着远光灯,

非常刺眼,当时感觉什么都看不见,紧接着就听到咯噔一声轮子压到什么东西的声音”的辩

护,法院在裁判理由中未予置评。〔102〕但是,上述这些因素对于被告人判断路况,并在此基

础上采取结果回避措施都是必要的。因此,在该案中,如果被告人某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

难以预见到被害人的存在,那么,该法益损害结果就不是其利用或者支配因果流程的实现,

此时,应当将结果归责于第一行为人李某。因为,介入者某所创设的直接的物理性危险处

于李某创设了的风险的延长线上。

2.介入的行为主体虽然能预见到相应的因果流程,但在其欠缺物理上回避可能性或者

说履行结果回避义务较为困难的情况,应当肯定间接的危险现实化。

在李某交通肇事案中,路上行人无名氏被李某过失撞倒并碾压后,又被陈某驾驶的小

型普通客车二次碾压。在刑事诉讼中,二次碾压者陈某只作为证人出庭,法院认为,被告人

李某构成交通肇事罪。〔103〕在邱某某交通肇事案中,被告人邱某某将黄某撞倒在公路后,同

样引起了后续的洪某、詹某的连续碾压行为。但是,法院仍只将死亡结果归责于黄某,洪

某、詹某仅被作为证人。〔104〕在这两个判决中,法院虽然没有指明陈某、洪某、詹某作为证人

的实质理由,但他们的证言都指出,虽然他们都采取了结果回避措施,但在当时情况下已经

不能回避损害结果发生。换言之,对这两个案例,从间接危险现实化评价的角度看,法院将

结果归责于前实行行为人的实质根据在于,介入者虽然能预见到相应的因果流程,但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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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上回避可能性或者说采取回避结果发生的措施较为困难。因此,法益损害结果并非介

入人基于自由意志选择的产物,而是处于前实行行为人创设的风险的延长线之上。

3.介入的行为主体心理上的期待可能性较低的情形应肯定间接危险的现实化。

如果介入者是基于精神上的压迫而做出选择,当这种精神压迫已经能严重影响介入者

的行动选择时,由介入者引发的法益损害后果,可以被视为实行行为创设的风险的间接的

现实化。在赵金明等不作为杀人案中,法院将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归责于赵金明的理由,“一

是被害人在狂奔和跳堤摔倒的情况下仓促下水,没有做下水前必要的准备活动;二是案发

时系夜晚,被害人下水的河段不安全因素较多;三是逃生的恐惧心理将大大影响被害人正

常的思维判断和体能发挥。”〔105〕在被告人蔡星光、樊建波等非法拘禁致人死亡案件中,裁判

理由强调“在被害人被长时间非法拘禁、逼债,身心十分脆弱的情况下,各被告人对被害人

的人身安全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故各被告人的非法拘禁行为是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

因,与被害人的自杀死亡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106〕必须注意的是,介入者进行合理选择

的期待可能性是否较低的判断是一种情境判断,应综合考虑实行行为人创设的危险的紧迫

程度,被害人当时是否还有其他选择,选择其他方式的容易度,以及行为人选择其他方式可

能要付出的代价等等。如果介入者当时没有其他选择可能性,或者其他选择方式难以实

现,或者其他选择方式将给介入者带来极大的不利益,仍可肯定介入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实

行行为人创设的风险的间接的现实化。

五、混合的危险现实化的类型构造

混合的危险现实化是指,那些兼具直接的危险现实化与间接的危险现实化某些特征的

危险现实化类型。其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直接的物理性危险和间接的危险由不同主体创设

的混合的危险现实化,以及直接的物理性危险和间接的危险由同一主体创设的混合的危险

现实化。

(一)非同一主体创设的混合的危险现实化

像宋良虎故意杀人案等存在不作为的介入因素的情形,属于非同一主体创设的混合的

危险现实化的典型事例。宋良虎撞伤吴培英后将其送往医院,在途中,宋良虎抛弃被害人

及其丈夫,驾车逃逸。被害人吴培英后因创伤失血性休克合并颅脑损伤死亡。被害人吴培

英被遗弃时,当地派出所民警在接到报警后虽及时赶到现场,但因被害人之夫董建叶提出

要回家取钱,民警未直接将被害人送往医院抢救,故延误救治时间约两小时。被害人吴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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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最终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在该案中,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物理性危险的“死因”由宋良虎的

交通肇事行为造成,因此,该案具有直接的危险现实化的特征。被害人之夫提出要回家取

钱,民警未直接将被害人送往医院抢救,故延误救治时间约两小时,在一定程度属于放任直

接的危险现实化,这又具有间接的危险现实化的某些特征。只不过在前文提及的典型的间

接的危险现实化中,直接的物理性风险是由介入行为创设,是实行行为人利用了介入因素

创设的物理性危险,从而促成结果发生;而在非同一主体创设的混合的危险现实化的类型

中,直接的物理性危险是由实行行为人创设,是介入行为放任这种物理性危险,从而导致结

果发生。

对于这种混合的危险现实化,有学者指出,如果只强调介入因素的物理性贡献的话,

“那么在不具有物理的相关度的不作为的场合不否定因果关系(危险的现实化)就是理所当

然的”。〔107〕至少对宋良虎故意杀人案,一、二审法院均认为,宋良虎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既

遂。然而,正如被害人自我答责原理显示的那样,在经过输血治疗被害人就能获得救治而

被害人因拒绝医疗而死亡的情形,就不应再将结果归责于对被害人造成伤害的实行行为。

“表面上是因为被害人自我答责阻却将结果归责于被告人的行为,但其实质根据在于,在能

肯定被害人自我答责的情形,意味着被害人可以独占性地支配‘死因’产生之后的整个因果

流程,或者说被害人能够回避该因果流程。这种支配或者回避可能性,在规范评价层面将

被告人排除于归责领域。”〔108〕因此,在被害法益尚未恶化到不可挽救的程度的情形,如果介

入者采取作为并不困难,就不应再将结果归责于实行行为。

直接的物理性危险和间接的危险由不同主体创设的混合的危险现实化,与直接的危险

现实化最大的区别,在于实行行为人创设的物理性危险导致的法益恶化的程度。在前文提

及的朱建钢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中,介入的第三人的不作为之所以不影响结果归责评价,

其实质理由在于“被告人先前实施的伤害行为已经致被害人严重颅脑损伤……使得被害人

基本没有治愈的可能,死亡结果的发生已经不可避免”。〔109〕因此,朱建钢故意伤害致人死

亡案属于应当将结果归责于朱建钢的直接的危险现实化。而在宋良虎故意杀人案中,如果

不延误治疗被害人将不会死亡的话,该案就属于混合的危险的现实化的类型。当然,在宋

良虎故意杀人案中,如果考虑到中国现实国情,若存在“如果丈夫不回家取钱,医院未必给

予积极救治”的可能性,则可以肯定宋良虎的行为不但创设了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物理性危

险,同时也诱发了他人不作为介入的可能性,因此,属于下面即将讨论的同一主体创设的混

合的危险现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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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一主体创设的混合的危险现实化

在纯粹的间接的危险现实化中,实行行为人只创设了诱发介入因素的危险状态,在结

果中现实化的物理危险并非由实行行为创设而是由介入因素创设。但在一些涉及被害人

特殊体质的案件中,一个实行行为不但创设了能直接导致结果发生的物理性风险,也能通

过诱发某种风险的方式促成法益损害结果发生。该类案件属于直接的物理性危险和间接

的危险由同一主体创设的混合的危险现实化。

在被害人具有特殊体质的情况下,如果行为人实施了较为严重的暴行,暴行就能独立

导致结果发生,同时该暴行程度也足以通过诱发被害人特殊体质以形成导致被害人死亡的

“死因”。因此,行为人虽只实施一个实行行为,但该实行行为创设的直接的物理性危险及

其诱发的间接风险都在结果中现实化。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中,陈美娟投放

危险物质案属于该类型的典型事例。陈美娟用注射器将半针筒甲胺磷农药打入瓜藤上所

结的多条丝瓜中。陆兰英及其外孙女黄金花食用了丝瓜后,出现上吐下泻等中毒症状。随

后两人被送到医院抢救。其中,黄金花经抢救后脱险;陆兰英在被送往医院抢救后,因甲胺

磷农药中毒引发糖尿病高渗性昏迷低钾血症,医院对此诊断不当,而仅以糖尿病和高血压

症进行救治,陆兰英因抢救无效于次日早晨死亡。裁判理由指出:“本案被告人的投毒行为

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出现医院诊断失误这一介入情况并非异常,该介入情况对死亡结果

发生的作用力较小,被害人本身的投毒具有导致被害人死亡的较大可能性,因此,仍然应当

认定被告人的投毒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110〕根据裁判理

由的解释,在该案中,导致被害人中毒死亡结果的物理性危险是由陈美娟向丝瓜中注射毒

品的行为所创设;由于当地医疗水平低,发生医疗失误的可能性较高,因此,陈美娟投放危

险物质引发被害人身体中毒后被误诊的几率很高,亦即,其投毒行为也创设了诱发医生医

疗失误的间接的危险。

同一主体创设的混合的危险现实化的类型,可以解决造成死亡结果的原因不明的事

例。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连续碾压类交通肇事类案件中,经常面临的难题是,不能确定

究竟是第一次碾压行为造成了致命伤还是第二次碾压行为造成致命伤。一些学者认为,

“在两个暴行竞合引起了死亡结果,但到底是第一暴行还是第二暴行引起了死亡结果,查

不清楚的……,只能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否定先前的实行行为和结果具有相当因果

关系”。〔111〕但是,对于此类案件,虽然存在适用无罪推定原则的空间,但不应一律否定实

行行为危险的现实化。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对于第一次碾压行为而言,应推定被害人的

致命伤是第二次碾压行为造成的。此时,如果可以肯定第二次碾压行为处于第一次碾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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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创设的风险的延长线上,就可以将结果归责于第一次碾压行为。基于无罪推定原

则,对于第二次碾压行为而言,应推定被害人的致命伤是第一次碾压行为造成的。因此,

即使不清楚是哪一次碾压行为导致了生命法益的绝对恶化,我们仍可以将死亡结果归责

于第一次碾压行为。

同一主体创设的混合的危险现实化的类型,还可以解决部分因果流程累积的事例。

在前文提及的陈美娟投放危险物质案件中,被害人陆兰英和外其孙女黄金花都吃了被投

毒的丝瓜,但黄金花被抢救过来而陆兰英反因误诊而中毒死亡,或者说,在陆兰英和其外

孙女同样因中毒被送往医院治疗,其孙女并未因为误诊而死亡,陆兰英反而因误诊而死

亡。这说明,陈美娟投放的危险物品未必达到足以导致他人中毒死亡的剂量。亦即,投

毒行为单独就能导致死亡结果的可能性不高,而是必须与被害人的特殊体质或者医疗过

失相结合,才能最终促成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各个单独要素都不能惹起法益损害结果,

但结合起来就能导致法益损害结果,属于因果流程累积的事例。一般而言,除非在共同

犯罪的情况下,对于“两个以上相互独立实行的行为,虽然都曾经不能单独引起结果,但

是由其合并在一起才引起结果的情形”,复数主体的行为都仅构成犯罪未遂。〔112〕但是,

在直接的物理性危险和间接的危险由同一主体创设的混合的危险现实化的类型,即使既

有证据不能澄清对死亡结果而言,究竟是医疗过失占主导原因还是特殊体质占主导原因

或者中毒占主导原因,亦或是三者共同惹起死亡结果,依然可以肯定陈美娟应当对被害

人的死亡结果负责。因为,无论哪种情形导致了被害人的死亡结果,都能肯定实行行为

人对该整体因果流程具有利用可能性。

六、结 论

以上的分析和论证,再次印证了“结果归责的判断不终结于预见可能性、结果通常性的

判断,而是终结于规范判断”的论断。〔113〕因此,对于结果归责评价而言,确定指导结果归责

的法理基础以及影响结果归责的要素,并将这些要素组合方式类型化、具体化,是运用危险

现实化理论解决归责评价问题不可或缺的两个阶段。

在承认刑罚论对因果关系理论的建构具有指导意义的前提下,对于第一个阶段而言,

重要的是确定刑罚论和因果关系论结合的具体方式。预防论划定了法益保护的最大范围,

报应论提供了行为主体负责的正当根据,两者统一于对现实因果流程的支配、利用可能性

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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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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页。
佐伯仁志,见前注〔12〕,第66页。



对于第二个阶段而言,重要的是建立能够兼顾个案正义和类案平等的归责评价类型。

根据人类利用因果流程方式的不同,危险现实化可被划分为直接的危险现实化、间接的危

险现实化以及混合的危险现实化。这些不同的危险现实化类型,对于预见可能性的对象、

实行行为危险性的程度以及介入因素异常性的判断标准,都有不同的要求。

以上三种类型划分,只确定了危险现实化评价的框架,对其内容,仍然需要通过进一步

的具体化的方式予以充实。具体而言,应继续关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典型的事例,并

将司法裁判处理典型事例时考虑的因素抽象出来,再结合指导结果归责理论建构的法理基

础,判断这些要素对归责评价是否重要。如果相关要素对归责评价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就

需要进一步考虑,应当如何将这些要素与既有的理论范畴结合起来,建构可以指导司法实

践的更为具体的危险现实化类型。

Abstract:Inordertoovercomethestructuraldeficienciesofthetheoryofriskactualization,itisnec-

essarytoreturntothelegalbasisoftheErfolgszurechnung.ThePreventionTheoryandtheRetribution

Theoryprovidethelegalbasisofthetheoryofriskactualization.Andboththeoriesareunifiedinthepos-

sibilityofdominatingandutilizingtheactualcausalprocess.Accordingtothedifferentwaysinwhichac-

torsusecausalprocesses,riskactualizationcanbecategorizedintodirect,indirectandmixedtypes.In

thedirectriskactualization,theobjecttobeforeseenistheriskofthebehavior.Theindirectriskactuali-

zationmaybedirectlyaffirmedwhenthebehaviorsubjectforeseesnaturalinterveningfactor.Whenthe

interveningfactorishumanbehavior,theindirectriskcanbeaffirmedonlyifthefreewilltodecidethe

choiceofbehaviorcanbeneglected.Forthemixedriskactualizationcreatedbydifferentbehaviorsub-

jects,whenthepersonwithobligationcanavoidtheresultbyactivelyfulfillingtheobligation,theresult

shouldbeattributedtotheperson.Astothemixedriskrealizationcreatedbythesamebehaviorsubject,

theresultshouldbeattributedtothebehaviorsubjectinspiteofcumulativecausationorsuspicionof

crime.

KeyWords:TypeStructure;PossibilityofDominationorUtilization;DirectRiskActualization;Indi-

rectRiskActualization;MixedRiskAct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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