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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适用

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问题研究

邵 维 国*

摘 要:我国刑法分则条文在描述犯罪客观要件时,如果使用了“非法、违反国家规定、违反规章

制度、违反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森林法、土地管理法”等字样,那么这些条文所规定的犯罪类型就

是行政犯;而上述“非法”所指向之法、国家规定、环境保护法等,就是行政犯前置法。由于我国传统的

犯罪故意学说没有把违法性认识错误区分为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与刑法规范认识错误两种类型,

因此导致对违法性认识错误的主张因立论根据不同而争议不断。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与刑法规范

认识错误有很大的区别。前者属于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问题,若其不可避免,则能阻却犯罪故意;

而后者是对刑法规范本身的认识问题,即使其具有不可避免性,也不能阻却犯罪故意,只可减免责任。

犯罪故意要件符合性应分解为形式符合与实质符合两个层次。其中,行为人对行政犯前置法有认识

可能性是实质符合的重要根据。判断行为人对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能否避免,需运用可行的判断

标准和简便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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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2018年“两高”关于涉气枪案批复对犯罪故意理论的发展

虽然天津市的“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①已过热议期,但是我们现在来冷静地总结以往的观点,

从基本理论层面分析此类案件的出罪机制,似乎更具正本清源之意义。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以公安

部2007年10月29日发布的《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学鉴定判据》为依据,认定赵春华持有的气枪系刑

法意义上的枪支。该判决的依据是公安部制定的国家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属部门规章。该规章规定,

可能导致眼球伤害的玩具枪和气枪,都属于刑法意义的枪支。② 由于此标准过于严格,因此导致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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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潘佳锟、王梦遥、武琳悦:《“天津大妈”非法持枪案改判缓刑》,http://www.bjnews.com.cn/inside/2017/01/

27/4,2019-12-01。

目前,我国人民法院认定枪形物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规定之枪支的重要标准之一是1.8焦耳/每平

方厘米的枪口比动能。这一标准是根据人体最薄弱的部位之一———眼睛———能受到伤害的动力强度而规定出来的。



法院据以作出赵春华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的判决。但是,这一判决不为公众所接受,甚至引发广泛的

社会争议。公众普遍同情赵春华,认为其不应被判有罪。对此,刑法学界也普遍认为此判决不合情

理,应当从理论上寻找将该类行为出罪的路径。公众高度关注此案引起了最高司法机关的重视。

2018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

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以指导人民法院今后应如何审理此类案件。该批复规定,对于非法

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持有、私藏、走私以压缩气体为动力且枪口比动能较低枪支的行为,在决

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不仅应当考虑涉案枪支的数量,而且应当充分考虑涉案枪

支的外观、材质、发射物、购买场所和渠道、价格、用途、致伤力大小、是否易于通过改制提升致伤力,以
及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动机目的、一贯表现、违法所得、是否规避调查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坚
持主客观相统一,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按照上述要求,法官在审理涉气枪案件时,除在客观违法性的认定上要克服唯数量论外,还要在

犯罪故意的认定上根据行为人的“主观认知”来判定涉枪案件的性质。这里的“主观认知”,显然不仅

指行为人对于涉案枪支之事实本身(是否属于公众理解的枪支、数量、发射的弹丸等)的认知,还应当

包括对该事实之法律评价的认知,即对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28条非

法持有枪支罪之“非法”的认知。此“非法”之法,就是行政犯前置法,是刑法援引之行政法律、法规。
笔者认为,批复作出这样的要求,已经把行为人对行政犯前置法的认知程度提升到犯罪故意成立标准

的高度。批复这样规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求办案人员要根据证据,判断行为人对行政犯前置法有

无认识可能性,以防止客观归罪。
我国关于犯罪故意的刑法学通说是:“违法性认识不是故意的要素。认定犯罪故意,不要求行为

人明知其行为及结果的违法性;但是这也有例外情况。例如,某种行为一向不为刑法所禁止,后来在

某个特殊时期或某种特定情况下为刑法所禁止,如果行为人确实不知道法律已禁止而仍然实施该行

为的,就不能说他是故意违反刑法,这种情况下难以认定行为人具有犯罪的故意”。① 可见,我国刑法

学通说只是将违法性认识作为认定犯罪故意的例外情况看待。正是因为我国刑法学通说没有安排违

法性认识在犯罪故意中的应有地位,所以导致法官不敢冒险来判定其审理案件的行为人的心态是否

属于我国刑法学通说所指的例外情况。由此看来,法官对“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所做出的不为公

众所理解的有罪判决,非其本人认识能力之不及,实乃理论之不济。
我们能否根据上述批复的精神,把某种类型的违法性认识作为犯罪故意的实质要素来理解呢?

笔者认为不仅能够如此,而且应该如此。其实,违法性认识错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行政犯前置法认

识错误,另一种是刑法规范认识错误。前一种类型的违法性认识,应当是犯罪故意的实质要素。根据

1997年《刑法》第14条的规定,犯罪故意的认识要素可分为事实性要素和价值性要素。本条“明知自

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之“危害社会”,就是价值性要素,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危害

性。因此,在判断行为人的心理态度是否符合犯罪故意要件时,除要判断其是否认识到犯罪客观要件

的事实以外,还要重点判断其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认识。一般而言,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标准有两个:
一个是违反道德(损害他人的权利或社会利益),另一个是违法。由于道德具有稳定性,因此对快速变

动社会中大量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评价,主要通过判断行为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来得出结论。据

此,把行为人对行政犯前置法的认识作为行政犯故意的实质要素具有合理性。详言之:第一,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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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刑法》第14条的规定;第二,符合当今社会急剧变化从而使得人们离开法就无法判断自己行

为性质的现实;第三,能使法官在判断故意要件符合性时,必须考察行为人对行政犯前置法有无认识

可能性,以实现实质正义;第四,法官出于刑法学理论的要求,对与“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类似的案

件做出罪处理时不会畏首畏尾。下文将全面、深入地揭示上述结论的理论和实践根据。

二、我国违法性认识与犯罪故意关系的争议及解决前提

(一)违法性认识与犯罪故意关系的争议及产生的原因

对于违法性认识与犯罪故意之间的关系,我国刑法学界存在巨大的争议。持“责任要素说”者主

张,违法性认识不是故意的要素,而只是故意之外的一种责任要素。① 而持“故意要素说”者则主张,

违法性认识是犯罪故意的要素,欠缺违法性认识,就不能构成犯罪故意。② 也有学者从另一个方面来

论证此种观点,认为社会危害性认识不应作为故意成立的条件,相比之下,违法性认识更应成为故意

的必要条件。③ 而持“量刑情节说”者主张,应放弃违法性认识在犯罪论体系的位置之争,只要解决好

违法性认识的技术问题就行,重点是解决在何种情况下不予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才是合理的。④

显然,这一学说是“责任要素说”的变通说法。其实质是把欠缺违法性认识作为犯罪成立之后的一种

从宽量刑情节,特别是免予刑罚处罚的情节。

上述争议的产生,归根到底,是不区分违法性认识错误之不同类型所致。其实,违法性认识错误

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另一种是刑法规范认识错误。

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刑法分则条文中“非法、违反国家规定、违反环境保护法、

违反规章制度、违反矿产资源法、违反森林法、违反土地管理法”等字样所指向的法律、法规,根本无法

知道或产生重大误解的情况。例如,1997年《刑法》第128条援引了“枪支管理规定”,并将违反此规

定作为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的前提条件。此“枪支管理规定”,就是行政犯———非法持有枪支罪———

的前置法。

刑法规范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基础性价值———社会危害性———已有认识,只是对

该行为能否构成犯罪产生认识错误的情形。例如,官员的情妇向他人索贿,误认为自己不是国家工作

人员因而不构成犯罪;丈夫在离婚诉讼期间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自认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其行

为不成立强奸罪;教师误认为自己有体罚学生的权利,在体罚过程中致学生伤害也不构成犯罪。⑤ 上

述行为人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理解确有错误,都误认为不构成犯罪,但是,他们无疑都已

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具有侵害他人权利或社会利益的性质,即他们都具有社会危害性认识。

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与刑法规范认识错误存在如下重大区别:(1)导致发生认识错误的原因不

同。前者的行为人,因其行为并不直接侵害他人权利或社会利益,故若其不查找相关法律、法规,则无

法认识到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后者的行为人,已经知道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为其行为明显侵

害他人权利或社会利益,只是根据别的理由,误判了其行为能否构成犯罪。如上述案例中的教师,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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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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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车浩:《法定犯时代的违法性认识错误》,《清华法学》2015年第4期。



为其有权体罚学生,即使体罚导致伤害也不构成犯罪。(2)应承受道义谴责的程度不同。前者的行为

人根本没有认识到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而应承受的道义谴责程度很低;而后者的行为人已经认识

到自己行为具有损害他人权利或社会利益的性质,即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应承受的道义谴

责程度相对要高一些。(3)与犯罪故意的关系不同。因为行为人对行政犯前置法的认识状况属于对

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所以该认识是行政犯故意的实质要素,司法机关认定犯罪故意时必须查明这一

要素。如果司法机关能够认定行为人对行政犯前置法确有认识错误,从而致使其缺乏社会危害性认

识,那么应认定该错误阻却犯罪故意。① 而后者却不是犯罪故意的要素。在后者的情况下,由于行为

人已经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其即使对评价自己行为的刑法规范有误解,也不能阻却犯

罪故意。这表明后者只是独立于犯罪故意之外的责任要素。(4)能否阻却犯罪成立不同。前者的行

为人如果不可避免地陷入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那么就不成立犯罪故意,从而能在犯罪主观要件上

阻却犯罪成立。而后者却不能阻却犯罪成立,只能在构成犯罪的前提下,视情节从轻或减轻刑罚。当

然,若其确系不可避免,则也可免除刑罚。
正是由于我国以往各种犯罪故意学说没有区分违法性认识错误的上述两种类型,因此导致各种

学说立论根据不同,进而导致他们的主张相去甚远。如果弄清了上述两种违法性认识错误的类型,那
么就会得出如下统一的结论: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可能阻却犯罪故意,而刑法规范认识错误不能阻

却犯罪故意。
(二)将行政犯前置法认识作为行政犯故意的实质要素是争议解决的前提

行政犯前置法与案件事实的联系十分紧密,前者是后者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形式化标志。行

为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反行政犯前置法,才能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所以,行政犯前

置法认识应是行政犯故意的实质要素。
首先,从立法看,根据1997年《刑法》第14条的规定,犯罪故意的认识要素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对

行为自然事实的认识;二是对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即对行为价值的认识。对行为事实的准确认

识,仅是正确评定行为价值的前提。行为人只有对自己行为之价值———社会危害性———有认识,并

决意实施该行为,才应承受道义谴责。据此可以肯定,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故意,必须建立在对行为

之社会危害性有认识的基础上。而在行政犯的场合,行为人对前置法的认识状况,直接决定了其对行

为社会危害性认识的有无。
其次,从理论上分析,虽然立法规定犯罪故意的认识要素之一是社会危害性而不是违法性,但是

社会危害性与违法性之间具有里与表的关系。一般而言,能直接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当然就已

经认识到行为可能具有违法性;但在涉及行政犯的案件中,由于行为人不能直接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

害性,因此就需要谨慎地判断其行为是否违法,并通过查询相关法律、法规来判断其行为的性质。这

时行政犯前置法就成为判断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依据。
当今社会急剧变革,导致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内涵和判断标准不断发生变化。原本属于犯罪的行

为,可能由于时势变迁而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从而应作非罪化处理;反过来,原本无社会危害性的行

为,出于社会治理的需要,新颁布的法律却规定该行为违法。一般而言,违法的标识度比社会危害性

的识别度更具稳定性和明确性。于是,认识到行为的违法性便成为认识社会危害性的前提。正是从

这种意义上讲,陈兴良教授认为:“社会危害性认识只不过是我国刑法使用的特定用语,其法理上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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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应当是指违法性认识”。①

无独有偶,虽然意大利刑法学理论对犯罪故意的认识要素是否应该包含对社会危害性的认识也

有很大的争议,但是肯定的观点是强有力的。②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主张,根据《意大利刑法典》第43
条第1款的规定,应当得出肯定性的结论: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构成犯罪故意的必备要素。③

该学者进而认为,《意大利刑法典》第47条第3款规定的非刑事法,实质上是指犯罪构成中的规范性

因素,对这样的非刑事法律认识错误,会使行为人误将构成犯罪的事实视为另一种性质的事实,从而

引起对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错误。④ 这里所谓刑法典中的非刑事法,就类似于我国刑法学理论中所

说的行政犯前置法。这种前置法是行为事实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表征。

最后,就缓解法秩序统一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冲突而言,将行为人对行政犯前置法的认识纳入行政

犯故意的实质要素之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因我国刑法未明文规定“不可避免的违法性错误可以

减免刑责”的条文,从而可能给国民带来实质不公正的风险。其缓解路径如下:在行政犯的场合,行为

人对其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往往需凭借其对前置法的认识来得出结论。如果其对行政犯前置法认

识产生错误,且这种错误具有不可避免性,从而导致其不能获得社会危害性认识,那么其心态就不能

被认定为行政犯的故意。

三、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能否避免的判断在犯罪故意成立体系中的地位

前文已经得出如果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具有不可避免性,那么就能阻却犯罪故意成立的初步

结论,但此结论尚缺乏深入的体系性论证。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把握犯罪故意要件形式符合

判断与实质符合判断的关系;其次,必须把对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能否避免的判断纳入犯罪故意要

件实质符合判断之中。
(一)犯罪故意要件形式符合判断与实质符合判断

1.犯罪故意要件形式符合判断

犯罪故意要件形式符合判断,是指仅仅判断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自然事实是否有认识的评价活

动。这里所谓“自然事实”或称“裸事实”,是指暂时撇开价值属性的事实。换言之,在这一阶段,评价

者先不要考虑行为人是否认识到行为事实的违法性或社会危害性。据此,如果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

自然事实有认识,并且希望或放任这一事实可能导致的结果发生,那么就表明其心态在形式上符合犯

罪故意要件。例如,1997年《刑法》第236条规定,强奸罪的客观要件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

强奸妇女”。在判断行为人的心态是否具有强奸罪的故意时,在形式符合判断阶段,司法者只需要判

断行为人是否认识到:其行为是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违背妇女意志的手段而与之性交的行为,其行

为对象是妇女。如果行为人认识到这些事实并且仍然决意实施这样的行为,那么就表明其心态在形

式上符合强奸罪的故意要件。

犯罪故意要件形式符合判断的要旨有两点:一点是必须先撇开行为事实的价值属性(是否危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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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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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违法性认识研究》,《中国法学》2005年第4期。

参见[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页。

该条款规定:“当行为人对于因作为或者不作为而引起的、法律据以确定重罪是否成立的损害结果或者危险结果

有所预见并且希望成为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后果时,重罪是故意的或者有意的。”

参见[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页。



会、是否违法等),另一点是先不要考察行为人法律意识如何、法律认知能力如何。判断行为人对其行

为的自然事实是否有认识,主要查明行为人对如下要素是否有认识:(1)行为的自然性质。所谓行为

的自然性质,是指行为在物理意义上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例如,拿刀杀人、持枪抢劫别人的东西等。
(2)行为对象。这包括行为所针对的是什么人或何种物。例如,拿刀杀的是什么人,抢劫的是他人的

什么财物等。(3)行为结果。该结果既指行为的自然结果,也指行为人预期的结果。例如,杀人可导

致被害人死亡的结果,盗窃可导致他人财物丢失、行为人因此而占有该财物的结果等。(4)其他要素。
这主要是指行为的时间、地点、方法等。

在认定犯罪故意时,之所以设定形式符合判断的阶段,并要求司法者必须首先完成这一阶段的判

断任务,然后才能进行犯罪故意要件实质符合判断,是因为这样设置更加有利于准确地评估价值。在

认识的阶段上,把事实与价值暂时分离,可以使评价者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的思维路径,从而提升认

识事实和评估价值的精准度。当然,这种分离只是为了特别明确不同阶段的评价任务而刻意设定的,
其目的是让评价者先把自然事实搞清楚,然后才能评估价值。如果不把自然事实与价值属性暂时分

离、分别考查,那么评价者很可能会“眉毛胡子一把抓”,理不清思路和考察对象,容易犯错误。

2.犯罪故意要件实质符合判断

犯罪故意要件实质符合判断,是指在完成犯罪故意要件形式符合判断之后再判断行为人对自己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否明知的评价活动。1997年《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

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是犯罪故意。”据此,认定行为人的心态成立犯罪故意,
必须认定其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具有明知。

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自然事实就能认识到该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如

果行为人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仍决意实施,那么就说明其具有主观恶性。但是,在特殊情况下,
情况却并非如此。例如,1997年《刑法》第341规定,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客观要件是

“非法猎捕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多年来,某地农民一直抓当地产的青蛙来卖钱,以
补贴家用。这种行为过去一直没有受到法律的禁止。在相关环境法规将这种青蛙规定为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以后,当地农民仍然抓这种青蛙卖钱,这时他们的心态是否成立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罪的故意呢? 笔者认为,这要看他们是否认识到抓这种青蛙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要判断这一

点,法官需要判断他们对于1997年《刑法》第341条规定之“非法”有无认识可能性。由于农民以前一

直抓这种青蛙而没有受到法律的禁止,当地群众普遍认为抓这种青蛙是社会允许的,并且这些农民地

处农村,不具有认识相关环境法规的可能,因此,这些农民的心态在实质上不符合犯罪故意要件。这

个事例说明,判断行为人心态是否符合犯罪故意要件,仅做出形式符合判断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行

为人对行政犯前置法有无认识来判断其心态是否在实质上符合犯罪故意要件。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

自然事实有认识,仅是其行为成立犯罪故意的基础;而其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才是成立犯

罪故意的实质要件。但是,在此例中,行为人对社会危害性是否有认识,取决于其对刑法所援引的环

境保护法是否有认识可能性。只有认定行为人知道或可能知道刑法所援引之环境保护法,才能判定

其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认识。
(二)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能否避免的判断属于犯罪故意要件实质符合判断

在社会新常态下,如果行为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损害他人权利或社会利益,那么其就有义务努

力去查明这一点。如果其能这样做,那么就表明其是一个有规范意识的人。社会是否允许某种行为,
往往是通过相关法律规范等来表达的。法无禁止,即为社会所允许。所以,违法是社会不允许的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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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而社会不允许又是社会危害性的表达形式。德国法学家李斯特最早提出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

性的范畴,并认为对行为的法律评价有两种研究方法:形式违法性是指违反国家法规、违反法制要求,
而实质违法性是指社会危害性。① 形式违法是社会危害性的表征或标准。如果行为人对自己行为之

违法性具有认识可能性,那么其就能够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其既然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社

会危害性仍然实施行为,就表明其具有主观恶性,其心态成立犯罪故意。在判断行政犯故意是否成立

的过程中,应当重点查明如下两点:(1)着重查明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无明知;(2)如果

对前项既得不出肯定结论,也得不出否定结论,那么就应着重判断行为人对与自己行为相关的行政犯

前置法有无认识可能性。如果具有这种可能性,那么就能认定行为人具有行政犯故意;如果不具有这

种可能性,那么就应认定行为人犯罪故意不成立。
对于直接损害他人权利或社会利益的行为,行为人只要认识到行为的自然事实,就能认识到该行

为的社会危害性。但是,社会变革日新月异,国家的行政立法如雨后春笋般出台,导致违法和犯罪的

情况日益复杂化,普通公民用已有的知识和素来养成的道德观念,难以判断其行为是否有社会危害

性。在特殊情况下,尤其是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并不直接侵害他人权利或社会利益时,其极有可能因为

对行政犯前置法的无知或误解,而不知道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此时,仅依靠“不知法不免责”的原则

难以维持司法公正。例如,前文所述之赵春华,虽然其认识到自己持有的是社会公众理解的枪支,也
知道该枪支发射的子弹类型和枪支数量,但是其对这些枪支的杀伤力是否达到公安部规章所规定的

标准、是否属于国家管控的枪支并不知晓。根据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和当时的客观环境推断,其不可能

认识到公安部规章的相关规定。这种对规章(行政法)的无知,导致其不可能认知持有这样的枪支具

有社会危害性。对社会危害性不可避免之无知心态,在实质上就不符合犯罪故意要件。
(三)对行政犯前置法认识状况加以判断的功能

1.能预防因法条概括性而导致的形式与本质脱离从而刑及无辜

任何对于规范或概念的语言描述都同时具有限定性和概括性是人类语言的规律。刑法对于犯罪

故意要件的规定(描述)也不例外。我们先来分析其限定性。1997年《刑法》第14条规定的限定性表

现在:该规定将“没有认识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或者“虽然认识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但反对该结果

发生”的心态,刚性地排除在犯罪故意要件之外,从而把犯罪故意要件的范围进行了限定。我们再来

分析其概括性。1997年《刑法》第14条的规定,很可能把在文字含义上符合犯罪故意要件的类型但

在实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认知的心态,也划入犯罪故意要件的范围。例如,某猎人一直在山中以猎

杀一种动物作为其生活来源。在其观念中,其猎杀动物与农民种庄稼是一样的。在某一个时间,国家

的行政法律规范把其经常猎杀的动物种类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目录。根据1997
年《刑法》第341条的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构成非法猎

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从文字含义分析,猎人对于其捕杀野生动物的行为具有明知的认识

要素,也具有希望的意志要素,在形式上符合犯罪故意要件,但是我们再进行犯罪故意要件实质符合

判断就会发现,由于猎人并不知道国家行政法律规范的存在,不可能认识到其猎杀的动物是国家重点

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进而不可能认识到其行为是违法的,更不可能知道其行为具有社会危害

性,因此其心态在实质上并不符合犯罪故意要件。此事例说明,根据犯罪故意要件实质符合判断的要

求,将类似案件的行为人不可能认识到行政犯前置法的情况作为阻却犯罪故意的事由,具有实质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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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义。

2.能避免因行政刑法激增而带来的法与道德分离从而罚及无恶

当今社会技术创新日新月异并因此带来社会急剧改变,导致新问题不断涌现。国家为治理和管

控社会,不但在国家层面制定了大量的行政法律、法规、规章,而且通过采用扩大地方立法权限的方式

来推动地方用法治手段管理社会。这不仅会导致国家行政法律、法规、规章、地方性立法数量的激增,

而且也可能导致不同地区行政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日益增多。人们一如既往地生活,可是管理他们

的法律、法规却激烈变动甚至发生冲突。这极易造成法与道德分离的结果。例如,行为人在甲地区实

施某种行为,该地区的行政法律规范对此类行为并无规定,而法无规定便是允许。后来,他到乙地区

实施同样的行为,而根据该地区的行政法律规范,其行为却是违法的。行为人在不可能知道乙地区行

政法律规范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素来养成的道德意识仍然实施相同的行为,却违反了乙地区的行政法

律规范。于是在该案例中就产生了法与道德分离的问题。由于我国刑法规定的许多犯罪之成立,是
以严重违反行政法律规范为前提的,因此行政法律规范的变动间接地带来犯罪成立条件的变动。在

此种情况下,如果行为人因不知或误解相关行政法律规范而被处以刑罚,那么就等于其主观无恶却被

定罪。这显然不合情理。不知法不免责,在法制建设的初期能较好地改善法制环境,给潜在的违法行

为人以较大的威慑,但是,到了社会急剧变动带来行政刑法规范激增的当今时代,再机械地适用此原

则,可能会给大多数被动适应社会变动的普通公民带来主观无辜却被判刑的巨大风险。因此,刑法学

理论应当在犯罪故意要件符合性判断中,设立一个实质地审查行为人有无社会危害性认识的阶段。

这一阶段的审查任务之一,就是查明行为人对行政犯前置法有无认识可能性。如果查明其无认识可

能性,或者说其认识错误不可避免,那么就应当认定其心态不成立犯罪故意。

四、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不可避免阻却行政犯故意的外国法借鉴

(一)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模式

不少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典都设专条对违法性认识错误加以规定。大体说来,主要有如下几种

模式:

第一,将非刑事法认识错误与刑法规范认识错误分别规定的模式。即对两者用不同的法条加以

规定,以明确它们之间的界限。此种模式的立法,明确将非刑事法认识错误列为故意的要素(要件),

而对刑法规范认识错误则另外看待,将其作为故意之外的独立责任要素。例如,1998年《德国刑法》

第15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行为时对法定构成要件缺乏认识,不认为是故意犯罪,但要对其过失犯

罪予以处罚”。根据该规定,因非刑事法认识错误导致对法定构成要件缺乏认识,能阻却犯罪故意。

该法第17条规定:“行为人行为时没有认识其违法性,如该错误认识不可避免,则对其行为不负责任。

如该错误认识可以避免,则依第49条第1款减轻处罚。”①德国学者认为,该条规定的事项,属于刑法

规范认识错误,不能阻却犯罪故意,但当其不可避免时,可免除责任;当其可避免时,可减轻处罚。其

理论根据是刑法规范认识错误涉及违法性意识。虽然对其到底是故意的要素还是独立的责任要件存

在很大的争议,但是独立的“责任要件说”仍是通说。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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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立法例还有《意大利刑法典》。该法典第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以对刑事法律的不知为理

由要求宽宥。”但是,1988年3月24日,意大利宪法法院以第364号判决宣告此条规定违反《意大利宪

法》第2条、第3条、第25条第2款、第27条第1款、第3款以及第73条第3款。其理由是:对于刑事

法律不可避免的不知是应当免责的。而该法典第47条第3款则规定:“对于刑事法律以外的法律发

生认识错误,当该错误导致对构成犯罪的行为发生错误时,排除可罚性。”①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帕多

瓦尼认为,该款的规定主要是解决因非刑事法认识错误引起行为人对于犯罪事实的认识发生错误的

问题。此时,对于非刑事法的认识属于对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是犯罪故意的要件。如果对非刑事法

认识错误导致对犯罪事实的认识错误,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成立犯罪故意;但是,刑法规范认识错

误没有排除犯罪故意的效力,②它只是表明对行为人的可责性降低。当这种认识错误不可避免时,或
可免除责任。

第二,用同一法条的不同段落分别规定非刑事法认识错误与刑法规范认识错误之模式。例如,

1994年《瑞典刑法典》第9条规定:“误解行为被允许而实施犯罪行为,由于在宣布刑法规定时的错误

而引起误解,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行为明显可原谅的,不处罚”。③此条第1段规定的事项宜理解为非

刑事法认识错误,而第2段规定的事项则是刑法规范认识错误。
第三,仅规定非刑事法认识错误可减免刑责的模式。《奥地利刑法典》第9条规定:“(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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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

行为人及任何人而言,很容易认识行为不法,或者如果行为人虽然不了解有关规定,但根据其职业、工
作或其他情况,有义务认识该规定的,则其法律上的认识错误应受指责……”④2004年生效的《芬兰刑

法典》第4章“免责事由”第2条规定:“如果犯罪人错误地认为其行为是合法的,而且如果该错误基于

以下原因而被认为是明显可恕的,则应被免除刑事责任:(1)法律的公布有瑕疵或有错误;(2)法律内

容不明确;(3)官方的错误意见;或者(4)与此类似的其他原因。”⑤在上述《奥地利刑法典》的法条中,
因“职业、工作或其他情况有义务认识”之法,显然是指行业规定、职业规范、特别之行政取缔法等非刑

事法。在上述《芬兰刑法典》的法条中,“法律的公布有瑕疵或有错误”“法律内容不明确”“官方的错误

意见”等情况涉及的法,亦明显是指非刑事法。该模式的立法表明,行为人只有在非刑事法认识错误

的情况下,因该种错误导致其对自己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无法判断,才减免刑责。
第四,采证明责任倒置的模式。即让行为人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法律的误解系不可避免。例如,

《法国刑法典》第122-3条规定:“能证明自己系由于其无力避免的对法律的某种误解,认为可以合法

完成其行为的人,不负刑事责任”。⑥但是,该条款对被误解之法到底是非刑事法还是刑法并未加以

区分。
第五,仅规定对违法阻却事由之认识错误才减免刑责的模式。例如,《韩国刑法》第16条规定:

“误认为自己的行为依法令不构成犯罪,如其误认确有正当理由者,不予处罚”。⑦《瑞士联邦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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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刑法典》,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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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刑法典》,陈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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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刑法典》,罗结珍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韩国刑法》,[韩]金永哲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第20条规定:“行为人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有权为该行为的,法官以自由裁量减轻处罚(第46条)或

免除刑罚。”①在上述两个法条中,将“依法令实施行为”“有权实施行为”理解为违法阻却事由似乎更

合理一些。

第六,明确规定不知法不阻却故意但可视情节减轻处罚的模式。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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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根据情节减轻处罚。”②不过,在司法

实践中却出现了不少从“违法性不要说”向“违法认识可能性说”转变的判例。③ 从1965年开始,日本

的下级法院不断根据“限制故意说”或“责任说”作出“在违法性错误上,具有相当理由的场合,就不成

立犯罪”的判决。此后,日本最高法院在1978年和1987年的两个判决中都肯定了在具有相当理由

的场合,若没有违法性认识则不成立犯罪的见解。④

(二)英美国家的判例和理论指引的趋势

英国的判例和理论把违法性认识错误分为如下3种情况,并赋予不同的法律效果。

第一,自然犯的行为人对刑法规范的认识错误。这种错误不是辩护的理由,因为了解行为是法律

禁止的,通常不是犯意的一部分。⑤ 如果行为人用这种不知法的理由进行辩护,反倒对他不利。较有

影响的判例如下:一名巴格达人被控在英国港湾停泊的船上实施同性恋犯罪,他辩解不懂英国法律,

同性恋在他的国家是合法的。但是,他的辩解没有被作为辩护理由。一名法国人在英国进行了一场

决斗,但他并不知道英国法律禁止决斗。即便如此,他仍被判处犯谋杀罪。上述案例中的行为,都有

共同的基础,即它们当时在大多数国家看来都是不合道德规范的行为。亦即上述案例中的犯罪都是

自然犯。⑥

第二,法定犯的行为人对前置法的认识错误。这种错误如果有正当理由,那么可以作为辩护理

由。其理论根据是,对于不太严重的犯罪,由于其社会危害性很小,因此人们会自然而然地不把这样

的行为视为犯罪。这类行为往往没有什么道德的成分,而与现代社会出台了大量缺乏道德内涵的立

法有关。例如,一个人因不懂法而超价销售货物,不能说其违反道德规范。在英国,对道德上无过错

的人定罪,必须证实定罪的正当性。因而,证实这种正当性的各种规则应运而生。⑦

第三,将对民法的认识错误与对刑法的认识错误区别对待。“犯罪行为的定义可能是这样的,以
至于因为存在与蓄意和轻率相关的某一要素的法律错误,导致行为人主观并不能构成蓄意和轻

率。”⑧对于这样的案例,行为人对法律的认识错误不管合理与否,均可构成辩护的理由。例如,行为

人被控蓄意或轻率损害他人财产罪,而行为人真诚地相信财产是自己的。这种认识错误就能否定蓄

意和轻率,成为辩护的理由。1974年,英国法院对“史密斯案”⑨就是这样判决的。这也就是说,当行

为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其有权实施这样的行为,其主张有正当理由,并且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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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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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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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联邦刑法典》,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日本刑法典》,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参见周光权:《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页。

参见[日]大谷实:《刑法总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页。

参见[英]J·C·史密斯、[英]B·霍根:《英国刑法》,李贵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页。

参见[英]J·C·史密斯、[英]B·霍根:《英国刑法》,李贵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参见[英]J·C·史密斯、[英]B·霍根:《英国刑法》,李贵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英]J·C·史密斯、[英]B·霍根:《英国刑法》,李贵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参见[英]J·C·史密斯、[英]B·霍根:《英国刑法》,李贵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行为人无权实施这样的行为才构成犯罪时,其有权实施行为的主张可以作为辩护的理由。当然,这项

原则仅仅适用于犯罪的定义中。即这样的原则仅适用于“刑法援引之民法上的概念”,而不适用于刑

法概念。假如甲通过诈骗从乙处获得财物并交给知道事实真相的丙,丙处理赃物属于犯罪。其不能

以不知道处理盗窃之赃物属于犯罪为由进行辩护。因为盗窃是一个刑法概念而不是一个民法

概念。①

虽然美国司法界一直坚守不知法不宽恕的信条,但是在法律变动频繁的现实情况下,一律以此信

条为准则可能对个别情况特殊的行为人而言极不公正。所以,美国也通过一些有影响的判例来纠正

这一做法。这些判例实际上是不知法不宽恕原则的例外。

第一,对官方法律解释合理信赖而免责的判例。作出此类判决的法官认为,如果被告人的犯罪行

为是基于对规定犯罪的法律负有解释、执行和实施职责的个人和公共组织对相关法律作出的错误解

释或说明而实施的,那么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换言之,基于对官方解释的合理信赖而产生的法律认

识错误是一种辩护理由。②

第二,确立“兰伯特规则”的判例。195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兰伯特案”③时确立了一项

规则,该规则被认为是不知法不宽恕原则的一种宪法性例外。“兰伯特案”的大致情况是,被告人兰伯

特是洛杉矶居民,已经在洛杉矶市居住7年。兰伯特过去曾被判处犯伪证罪。按照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法律的规定,该罪是一项重罪。美国洛杉矶州的一项地方法规要求,被判处过重罪的人,如果在洛

杉矶居住5天以上,那么必须向警察局注册。违者将被判处最高6个月监禁,单处或者并处500元罚

金。兰伯特从来没有注册过,因为她不知道该项法律的存在。她因为违反注册规定被起诉,一审法院

对兰伯特提供的她不知道存在这项法律的辩解不予认可,判决她有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对兰

伯特的定罪违反美国宪法的正当程序,并撤销了有罪判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裁决中认定,不知法

不宽恕的普通法原则应当受到正当程序条款的限制。正当程序原则要求国家以公平、适当的方式公

布法律,使得公民能够在行为前知晓禁止性法律的存在和内容,即所谓“公平警告”或者“公平告知”。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按照正当程序原则,如果对被告人定罪,那么政府就必须证明被告人事先知

道她负有向警察局注册的义务,否则不能定罪。

第三,对司法判决合理信赖而免责的判例。法院在对其他案件作出的判决中,可能涉及对法律含

义的解释,有时作出裁决的法院会认为先前的裁决错误,而于事后将裁决撤销,下级法院的错误裁决

也可能被上级法院撤销。所谓对司法裁决合理信赖,是指如果被告人的行为是因为合理信赖法院的

错误裁决,造成对法律错误理解而实施的,那么就应当成为辩护理由。④

(三)对大陆法系国家立法和英美法系国家判例趋同价值取向的借鉴

上述归纳的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模式蕴含着如下3个基本趋同的价值取向:

第一,刑法规范认识错误是独立的阻却或减少责任的要素,根据错误产生的原因和程度可分为两

种情况,进而其法律效果也不相同:若系不可避免,则可免除责任;若系可避免,则可从轻或减轻刑罚,

但不能免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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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应纳入事实错误之列,若其不可避免,则可阻却犯罪故意。
第三,无论违法性错误是属于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类型,还是属于刑法规范认识错误类型,只

要具有正当理由就可作为减免刑责的事由或情节,只是减免刑责的根据不同。前者以否定犯罪故意

成立为根据,后者以降低对行为人意志的责难程度为根据。
英、美两国的一些较有影响的判例和理论认为,特定情形下的违法性认识错误是辩护理由,可以

导致被告人无罪。判例指引的趋向是,法律的错误具有不同的类型,应当加以区别对待。美国甚至通

过典型判例确立了不知法不免责的宪法性例外原则。英国也出现了将法律错误分为“民法的认识错

误”与“刑法的认识错误”进而赋予其不同法律效果的判例,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相比之下,我国刑法典并没有设立因违法性认识错误而减免刑事责任的专门条款。这样的立法

状况与上述法治发达国家的立法和判例所指引的价值取向相去甚远。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对于犯罪的

认识虽然有差异,但是其趋同性的认识结论总是具有深刻道理的。为了使我国的犯罪故意理论与法

治先进国家立法和判例所指引的共同价值取向趋同,在未出台新的刑法修正案以增加专门条款的情

况下,较好的办法是将犯罪故意要件符合性判断分解为形式符合判断与实质符合判断,并按先后顺序

进行判断。在前一阶段,应仅判断行为人对行为的自然事实有无认识;而在后一阶段,要特别考察行

为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认识。凡是审理涉及刑法分则条文用“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等字样描述犯

罪客观要件的行政犯案件,司法者都必须考察行为人对行政犯前置法有无认识可能性。因为这一认

识状况能直接决定行为人有无社会危害性认识。

五、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不可避免的判断标准和方法

(一)判断标准

我国刑法并未设立对违法性错误可以从宽处罚的条款。在司法实务中,违法性错误至多是一个

在司法习惯上很少适用的酌定情节。在此种情况下,如果不对违法性错误加以分类,只笼统地研究其

能否避免,那么实践意义不大。但是,如果我们把违法性错误分成两类并根据其实际作用而确定其功

能,那么其中的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不可避免能阻却犯罪故意;刑法规范认识错误不可避免不能阻

却犯罪故意,只可酌情从宽处罚。在此基础上,再研究两者不可避免的判断标准和方法,就具有重大

的实践意义。
从操作层面上说,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能否避免的判断标准应当是:行为人是否具有努力查找

相关法律、法规的态度及认识相关法律、法规的能力。即其核心是行为人的“态度”和“能力”。在行政

犯的场合,如果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事实有认识,只是对自己行为是否违法并不知晓,那么其就应当

积极查明相关法律、法规。如果其不做这样的努力,那么就表明其对社会漠不关心。这样的态度,在
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早期是可以原谅的,但在当今科技高度发达且广泛应用的

时代就不可原谅了。因为在当今社会,稳定和秩序是建立在复杂的技术规则和多如牛毛的行政法律

规范基础之上的。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时时刻刻都要注意社会对自己行为的限制范围与许

可程度,努力了解法律可能对自己行为的评价。如果行为人对其行为是否违法漠不关心,那么这种态

度本身就表明其具有主观恶性,在其他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就可以认定其具有犯罪故意。
但是,由于行政犯与自然犯的界限并不清晰,因此用法定化、形式化的标准来确定行为人应努力

查明其行为可能涉及的法律、法规的范围就显得十分必要。显然,用行政犯前置法来界定这一范围比

较妥当。如果刑法分则的条文在描述犯罪客观要件时,使用了“非法、违反国家规定、违反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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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违反规章制度、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违反森林法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等字样,那么这些

字样所指的就是“行政犯前置法”。这些行政犯前置法,并不是刑法规范本身,而是刑法规范适用之对

象———行为事实———所应具备的价值属性,属于行为事实的范畴。对这些前置法产生认识错误,可能

引起构成要件事实的错误,即可能导致行为人误把本来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看作没有社会危害性

的行为。因此,对行政犯前置法的认识应当是犯罪故意的实质要素。
紧接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认定行政犯前置法错误能否避免? 德国学者罗克

辛认为,违法认识可能性,亦即违法认识错误的可避免性,取决于3个条件:(1)行为人必须本来有机

会对自己行为可能具有的违法性进行思考或者询问。(2)在存在这个机会时,行为人必须完全不去努

力查明真相,或者这种努力必须非常不充分,以致从预防的角度看,不能认为排除责任是正当合理的。
(3)行为人不顾自己当时已经具有的机会,仅仅在一个过分狭窄的范围内来努力认识法。①

依照上述逻辑,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不可避免的判断标准应当是:(1)行为人没有机会或客观

条件去认识相关法律、法规;(2)行为人已经充分努力查找、咨询相关法律、法规(态度),但受自身能力

或客观条件限制,仍无法取得正确认识(能力)。
(二)判断方法

对于直接侵害权利或利益的行为,只要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的行为事实,就会明知该行为的社会

危害性。但是,对于无法直接判定是否侵害权利或利益的行为,如果刑法将其规定为犯罪时使用了

“非法、违反国家规定”等字样来描述犯罪客观要件的,那么法官在审理涉嫌这类犯罪的案件时,就必

须查明行为人是否有能力知道行政犯前置法。有学者认为,违法认识可能性只是一个结论,而判断违

法性认识错误之不可避免性,才是获得这一结论的技术路径。②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不可避免呢? 笔者认为,明示特例是最简单有效的方

法。在公民文化水平和法律意识不断提升、获取法律信息越来越便捷的今天,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

虽不可避免,但毕竟是少见的特殊情况。③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用列举的方法来标明这些特殊情况。
一般而言,下列特殊情况能导致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不可避免:(1)不知道法规的存在。由于通讯

不发达、所处地区过于偏僻,或者由于法律规范信息传递上的瑕疵,如法律文件发布不可抗力的延迟,
或者由于航海、出国等原因没有看到该法规,行为人可能不知道法规的存在。虽然现代资讯非常发

达,法律的发布一般都能及时传达到公民,但是无论教育程度如何发达,社会上总会存在文盲。规定

此种特例能够防止将这类人的行为不合理地入罪。(2)司法、行政官员的错误指导。这种指导必须是

代表政府的正式指导。值得注意的是,律师的错误指导一般不能作为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不可避

免的原因。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防止律师与当事人进行私下交易。律师的指导与司法、行政官员代

表政府出具的意见不同。在出具法律意见时,律师是代表私人的;而能够导致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

不可避免的司法、行政官员的意见,必须是代表政府的,其应通过法定的程序,如打报告、经批准等,同
时其还要具备法定的形式要件,如盖公章等。(3)法律规范突然改变。行为人根据失效的法规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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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25页。

参见车浩:《法定犯时代的违法性认识错误》,《清华法学》2015年第4期。

在刑事司法和学术研究领域,定罪量刑的特殊情况往往更需要予以特别关注。可以说,刑法的规则就是研究行为

可能不构成犯罪之例外情况的规则。由于刑法是最严格的法律,因此它需要对定罪的特殊情况倍加关注,以严格防止由于

定罪的制度和原则不周延而将无辜人的行为入罪。



为,从而对改变后的法规产生违法性认识错误,属于不可避免的情形。① (4)法律规范的区域冲突。
不同的国家给同类行为制定的规范并不一定相同。法律规范体系完全不同的外国人,进入中国时间

过短,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违法一无所知。② 另外,我国具有地方行政立法权的城市急速扩容,这也很

有可能导致不同区域的地方行政法规发生冲突。如果某个地区的地方行政法规允许实施某类行为,
而另一地区的行政法规却视其为违法,行为人只知道前一个地方的行政法规,便确信其在后一行政区

实施相同的行为并不违法,那么此时就应当判定其违法性认识错误是不可避免的。(5)错误裁判的指

引。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判定行为人基于对错误判决的信赖而产生的错误,是一种违法性认识错误不

可避免的原因。③ (6)以前类似的行为一直被官方默许。行为人自己实施或他人以前曾经实施过类

似的行为并没有受到官方的禁止,从而坚信自己实施类似的行为是社会允许的。④

六、结语

1997年《刑法》第14条规定的犯罪故意要件,由认识要素和意志要素组成。其中,认识要素包括

两个层次:一是对行为性质、结果、方法等自然事实的认识,二是对行为事实之价值———社会危害

性———的认识。根据评价规则,判断行为人的心态是否符合犯罪故意要件,需经过两个步骤:一是故

意要件形式符合判断,即判断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自然事实是否有认识;二是故意要件实质符合判

断,即判断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认识。直接侵害具体权利或利益行为的社会危

害性是明显的,而是否侵害权利或利益并不明确的行为,如果刑法分则条文规定此类行为构成犯罪的

客观要件,使用了“非法、违反国家规定、违反环境保护法、违反规章制度、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违
反森林法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等字样,那么这些字样指涉的法就是行政犯前置法。如果行为人

对这些行政犯前置法的认识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表明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认识,因而其心态不

是犯罪故意。判断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不可避免的标准,是行为人努力查找、咨询法的态度和认识

法的能力。这一标准的具体操作,可以采用明示特例的技术路径。
以往的犯罪故意学说没有特别注意研究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若系不可避免则能阻却犯罪故意

的情况,而只是笼统地研究违法性认识错误在体系中的位置,因而导致各种学说因立论基础不同而主

张殊异。其实,刑法规范认识错误与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的属性和功能都不相同。前者不能阻却

犯罪故意但可减免责任,是中外刑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而后者是对行为事实的认识问题,应归属

于对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范畴,是犯罪故意的实质要素。对此,1997年《刑法》第14条已有明文规

定。由于行政犯前置法认识错误能够导致社会危害性认识阙如,因此如果其不可避免,那么就能阻却

犯罪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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