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 正当行为和紧急避险 

第一节 正当行为的概述 

根据我国《刑法》第 13 条的规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最基本、最本质的

特征。某种行为之所以为刑法所禁止而构成犯罪，归根到底，就是因为这种行为能给社

会造成这样或那样的危害。如果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就谈不上为刑法所禁止。但社

会现象是复杂的，往往有这种情况，某些行为从它的外表看，似乎符合刑法规定的某个

犯罪的构成要件，而从价值判断看，实际上却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是对国家和公民有益

的行为，这种行为在刑法理论上称之为正当行为（亦称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的正当行为有二种：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除此之外，刑法理论

认为，正当行为还应包括履行职务的行为、正当的业务行为、执行命令的行为、经权利

人同意的行为等。  

一、正当防卫的概念和意义 

（一）正当防卫的概念 

《刑法》第 20 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

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

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这是刑法关于正当防卫概念的规定。正当防

卫(legitimate defence)，从客观方面看，是防卫人同犯罪或其他不法侵害作斗争以保

卫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这种行为是正义的，不仅

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是对社会有益的行为；从主观方面看，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为了

制止不法侵害，主观上不具有犯罪的故意和过失，主观上没有罪过。因此，正当防卫不

具备犯罪构成要件。 

（二）正当防卫的性质 

正当防卫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从复仇到私刑，从私刑到防卫，目前世

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立法都有正当防卫规定。[1]但对正当防卫的性质，理论上却有不同

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正当防卫是人的天然的自卫权，其源于人类的自卫本能，虽然国

家、社会成立以后，人们已将自我保护权移交给了国家，但在无法求得国家保护的紧急



情况下，自我防卫权便得到了恢复；第二种观点认为，正当防卫是法律上不予处罚的行

为。本质上是“以恶易恶”的行为。也就是说，防卫行为并不是合法的、正当的行为，

仅仅是不处罚而已；[2]在我国刑法理论中，通说认为，保护权利一般应是国家的权力

和义务，但在个人无法求助国家保护的特定情况下，便赋予公民以私力救济被侵害的权

利，因此，正当防卫是公民的一项权利。[3]  

（三）正当防卫的意义 

刑法规定正当防卫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每个公民都有正当防卫的权利，这就为及时有效保卫国家、

公共利益和每一个公民的利益提供了一种武器。特别是在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时期，鼓励

公民见义勇为，行使正当防卫权利，积极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有利于及时制止违法

犯罪行为，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保护国家、公共利益、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2.正当防卫的规定，有利于支持和鼓励公民积极同违法行为作斗争。正当防卫的规

定，意味着公民为了保卫合法利益，不仅可以消极地回避不法侵害，也可以采取积极进

攻的形式，通过损害侵害人的利益达到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使公民积极主动地同各种

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3.提倡正当防卫对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积极地加以反击，对预防犯罪有一定的作用。

正当防卫，实际上就是对犯罪分子事先一个警告，一种威慑，使其意识到如实施犯罪，

便会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击，使社会上的一些不稳分子不敢轻举妄动。 

应当指出，正当防卫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也是公民的一项道义上的义务。也就是说，

当违法犯罪分子实施不法侵害时，当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利益遇到不法侵

害时，作为一个公民，不能无动于衷，应当挺身而出，以维护国家、公共利益和公民的

合法利益，而不应该采取事不关己、见死不救的态度。如见死不救，应受到道义上的谴

责，有些有特定身份的人，还应受到党纪、政纪处理。对于负有特殊职责的人来说，正

当防卫还是法律上的义务。例如 1983 年 8月 10日《关于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中实行正当

防卫的具体规定》第 4条明确规定：“人民警察在必须实行正当防卫的时侯，放弃职守，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严重损失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后果轻微的，由

主管部门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二、正当防卫的条件 

正当防卫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但并不意味着公民可以不受限制地任意防卫。跟任何

权利的行使一样，正当防卫也有一定的范围与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成了滥用权利，

就会走向事物的反面。根据《刑法》第 20条的规定，正当防卫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防卫的起因条件 

根据刑法的规定，不法侵害是实施正当防卫的起因。即必须是在遇到不法侵害时，

才能实施正当防卫。正确地理解“不法侵害”，应注意以下问题：（1）不法侵害从性

质上看，具有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的特点，对合法的行为，如公安人员拘捕犯罪嫌疑人，

不能实行所谓的“防卫”；（2）不法侵害从侵害的对象看，既可能是针对国家社会的，

也可能是针对个人的，既可能是针对本人的，也可能是针对他人的，既可能是侵害人身

权利，也可能是侵害财产和其他权利；[1]（3）不法侵害从外延上看，主要是指犯罪行

为的侵害，但不限于此，没有达到犯罪程度的违法行为也属不法侵害之列。但应当注意

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不法侵害都能实施正当防卫，能予以防卫的不法侵害主要是那些带

有暴力性、破坏性等形成防卫紧迫感的不法侵害，有些行为尽管也是不法侵害，但由于

没有形成防卫紧迫感，不能进行防卫。例如，诽谤、诈骗等不法行为；（4）对无责任

能力的人的侵害行为能不能实行正当防卫？主要是指对精神病人和不满 14 周岁的儿童

实施侵害行为。这些人实施的侵害行为，客观上能够给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但不是非法行为，[2]他们动刀动棍，或者是出于病态、或者是由于年幼无知。对精神

病人或者幼童实施的侵害要与一般的不法侵害行为相区别，对一般的不法侵害，公民有

正当防卫的权利即使能躲避，也可以不躲避，积极实施防卫行为。但对精神病人和幼童

的侵害，应尽可能躲避，只是在无法避免、万不得已时，才允许实施一定的损害行为，

以制止他们的侵害，但这不是正当防卫，而是紧急避险； 

（二）防卫的时间条件 

防卫的时间条件，是指可以实施正当防卫的时间。刑法规定，必须是针对“正在进

行的不法侵害”，才能实施正当防卫。所谓“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是指不法侵害已

经开始而且尚未结束。这是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 

1.不法侵害已经开始。 



什么是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刑法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所谓不法侵害

已经开始，是指不法侵害行为的开始就是指不法侵害行为已经“着手”，此谓“着手

说”；另一种观点认为，不法侵害是否开始应和以侵害人是否进入侵害现场为准，此谓

“进入现场说”；第三种观点认为，不法侵害开始一般应以着手作为标准，但有时不法

侵害尚未着手，而对侵害客体的严重危险已迫在眉睫，不实行正当防卫就可能丧失防卫

的时机，也可以实施正当防卫，此谓“折衷说”，“折衷说”是目前刑法学界的通说。

[3]我们赞成“折衷说”，一般情况下，不法侵害已经开始，是指行为人已开始着手实

施某种危害行为。对犯罪行为来说，“着手”是指行为人已开始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

种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如故意杀人，行为人已经开始实施杀人行为了，无疑是杀

人行为已经开始。由于不法侵害的表现形式各样，因此，一种行为是否已经着手，应根

据该行为的客观特征作具体分析。有时不法侵害尽管没有“着手”，但不法侵害的实行

已迫在眉睫，合法利益即将受到侵害，也可视作不法侵害已经开始。 

2.不法侵害尚未结束。 

所谓不法侵害尚未结束，是指不法侵害行为尚在继续进行或者行为虽然结束但侵害

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尚在继续中，防卫人可以用防卫手段予以制止侵害行为或者即时即

地挽回损失。正当防卫不是对不法侵害者的报复惩罚，不是私刑，而是为了制止和抵御

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如果不法侵害已经结束，面临的侵害威胁已经消失，或者侵害结

果已经造成而无法当场排除，就失去了防卫的前提。应当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诉请司法

机关或有关部门处理，而不应当实施报复性的加害。 

如何认定不法侵害已经结束，刑法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1）以不法侵害的危险

状态是否排除为标准。认为正当防卫是否结束，应该以不法侵害的危险状态是否排除为

准，只有在危险状态排除之时(如侵害者业已逃避，或者凶器已被夺取)，防卫才能结束。

（2）以侵害行为是否停止为标准。认为侵害行为停止下来，即为不法侵害的结束，防

卫行为也应随之结束。（3）以不法侵害者是否离开现场为标准。不论不法侵害本身的

状况如何，行为人离开了犯罪现场，就应看作侵害结束，就不得对之进行防卫。（4）

以侵害状态是否继续为标准。认为犯罪造成的危害处在继续状态之中，是未结束，不在

继续状态中，就是结束。[4]通说认为危险状态排除说较为符合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

即不法侵害的结束是指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不法侵害已经停止或不法侵害造成



的结果已经出现，即使实施防卫行为，也不能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或即时即地挽回损失；

即使不实行正当防卫，也不会发生危害结果或者危害结果不致进一步扩大。[5] 

不法侵害已经结束，通常包括以下情况：（1）不法侵害行为已经实施完毕，危害

结果已经造成，被侵害的权利已经不能当场回复；（2）侵害者在侵害过程中自动中止

了不法侵害，自动有效地防止了危害结果的发生；（3）侵害者已经被制服，失去了继

续侵害的能力，已经实现了防卫的目的；（4）侵害人已经逃离了现场，行为人逃离过

程中并没有新的危害行为，被侵害的权利也不能当场回复。如果侵害人虽在逃离的过程

中，但还没有逃离现场，被侵害的权利仍有当场回复的可能性，则仍然可以实施正当防

卫。[6]也就是说，对已经结束的不法侵害，允许在一定条件下予以自救。[7]  

（三）实施防卫的主观条件 

成立正当防卫，行为人必须是出于防卫的意思而实施。所谓防卫的意思，即行为人

必须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

的不法侵害”、“制止不法侵害”而实施。也就是防卫的目的，是通过制止不法侵害，

保卫国家、公共利益和本人、他人的合法利益。 

1.防卫行为必须出于防卫的意思。如果事实上存在不法侵害，行为人不知道正在遭

受不法侵害而采取某种加害行为，不能视为是正当防卫行为。例如，张三想杀李四，李

四并不知道。但李四也想杀张三，一天张三携刀找李四，李四也在找张三。李四在张三

拔刀的一刹那，一棍打过去，把张三打死。客观上，张三确实正在进行不法侵害，但这

种情况，李四的行为并不是出于防卫的意思，因此，不能认为是正当防卫； 

2.防卫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合法利益。这种合法利益可以是广义的。包括国家、公共

利益，本人和他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 

（四）防卫的对象条件 

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进行，这是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正当防卫所造

成的损害，只能是不法侵害者的利益，而不能损害无辜的第三者，包括没有实施违法犯

罪的侵害人的亲属。对于共同犯罪，因为每个共同犯罪人都参与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

因此，防卫人对每个实施共同犯罪的行为人都可以进行防卫。[8] 

（五）防卫的强度条件 



正当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这是防卫的强度条件。也就是说，

一般情况下，正当防卫是质和量的统一，有一个量的要求。防卫行为只有在一定的量的

范围内，才是合法的、有益于社会的，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害，就会引起性质

的变化。 

尽管现实生活中的案件千差万别，但对于成立正当防卫来说，以上五个条件必须同

时具备，缺一不可。  

三、不构成正当防卫的几种情况 

（一）假想防卫 

行为人由于认识上的错误，在事实上不存在不法侵害的情况下，误认为有不法侵害

的发生，而对对方实施所谓正当防卫而造成无辜损害的行为。在刑法理论上称之为“假

想防卫”(imaginative defence)。假想防卫有三个特征：（1）不法侵害事实上不存在；

（2）行为人猜想、推测不法侵害将要和已经发生；（3）实施所谓的“防卫”，给对方

造成无辜损害。 

假想防卫应如何处理，首先，假想防卫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的危害结果

性质没有认识，没有犯罪故意，不属于故意犯罪。其次，极大多数的情况下，行为人对

自己行为可能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是应当预见，因此，行为人主观上一般表现为是疏

忽大意的过失，应负过失犯罪的责任；在少数情况下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行为人不

可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可作为意外事件处理。从司法实践

看，假想防卫构成犯罪实际上包括三种情况：一是行为人应当预见到不存在着不法侵害，

而由于行为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造成危害结果的情况。即行为人一开始实施所谓防卫

就具有了罪过，故行为人应对过失造成的结果负全部的责任；二是行为人由于不能预见

的原因引起了“防卫”行为，而在“防卫”过程中从使用的工具，打击的部位以及造成

的后果显属不当。即使按照正常防卫去判断，也已超过必要限度而过当。这种情况在刑

法理论上称之为是假想防卫过当[1]；三是行为人既是假想防卫，又是提前防卫。即行

为人不但对防卫的前提发生了错误的判断，而且即使在存在着不法侵害的情况下，行为

人也是提前防卫，这种情况，行为人的主观罪责应比前两种情况重。  

（二）防卫不适时 



“防卫不适时”(untimely defense)，是指行为人明知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或已经结

束，而实施的加害行为。包括“提前防卫”和“事后防卫”两种情况。行为人在不法侵

害尚未开始的情况下，预先对有犯意表示、犯罪预备而尚无马上着手实施犯罪的人加害，

不是正当防卫，这种情况在理论上称之为“提前防卫”，提前防卫造成危害结果的，应

当负刑事责任。在不法侵害结束后采取的报复损害行为，在理论上称之为“事后防卫”，

构成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三）相互殴斗 

所谓相互殴斗，是指双方均有殴击或者伤害对方的故意，甲想害乙，乙也想害甲，

这种案件虽然事实上总有一方先实施侵害，但后反击的一方并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受害，

不存在侵害者与被害者，一般不存在正当防卫的问题。但在相互斗殴的过程中，一方放

弃斗殴，躲避了，另一方不肯罢休，继续进攻追赶，则逃避的一方则应有防卫的权利。 

（四）防卫挑拨 

行为人不是出于防卫的意图，而是出于侵害的意图，故意挑起他人的不法侵害，然

后借口正当防卫对他人加以侵害的情况，在理论上称之为“防卫挑拨”(provocative 

defence)。在实践中，防卫挑拨有先用言语激怒对方，诱使对方先实施不法侵害，然后

借口正当防卫而对对方实施加害；也有的是先用轻微的加害行为侵害对方，诱使对方还

击，然后以正当防卫为借口而乘机报复，加害对方。防卫挑拨不是正当防卫，而是有预

谋的犯罪。  

（五）防卫设置 

为了预防可能遭到的不法侵害而事前采取一些防卫措施，设置一些足以产生防卫效

果的装备，当不法侵害到来时，期待这些设置产生防卫效果，以确保财产或人身安全。

例如为了预防盗窃、哄抢而在住宅的围墙上安装碎玻璃片或电网等。安设防卫装置在法

律上如何评价？我国刑法学界一部分学者认为，只有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才能实行正

当防卫，安装防卫装置没有这种前提，故不能认为是正当防卫，即使其效果发生时存在

着不法侵害，也不能认为是正当防卫。凡发生了危害结果的，应以故意犯罪论处。①也

有人认为防卫装置是正当防卫的一种形式。理由是，法律虽规定只能对正在进行的不当

侵害实施正当防卫，但为了预防未来的不法侵害，采取一定的措施，期待在不法侵害到

来时这些措施发生防卫效果，这并非是法律禁止的，后来发生的损害后果应视为正当防



卫过程中发生的。②我们认为，防卫装置的性质应作具体分析。一般认为，安设防卫装

置并不是法律禁止的行为，现实生活中，人们为了自身或财产安全，各种防卫装置比比

皆是。但任何行为都不是绝对的，防卫装置应当遵守以下条件才合法：（1）安装防卫

设置的目的，只能是为了预防或制止不法侵害行为，保护本人或他人的合法利益或公共

利益。不能为了报复他人、捉弄他人或者为了防止野兽侵害及获取野物而威胁他人的人

身安全。（2）防卫装置不能危害公共安全。防卫装置只能对不法侵害者造成损害，不

能给未实施侵害行为的人造成损害；（3）防卫装置对不法侵害者造成的损害不能超过

必要限度，就是说不能为了保护一般的权益而安设极端的防卫装置。③符合这些条件的

防卫装置，本身并没有什么危害性。不过，从性质上看，防卫装置安设本身，难谓是正

当防卫，必须是其“防卫装置”的效果发生于不法侵害出现之时，才认为是正当防卫。 

（六）防卫过当 

《刑法》第 20 条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

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根据刑法的这一规定，所谓防卫过当(excessive 

defence)，是指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防卫过当有以下特

征：（1）行为人的行为具有正当防卫的大部分特征。即行为人是出于防卫意思针对不

法侵害者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实施的行为；（2）行为人的行为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

（3）造成了重大损害。  

如何确定防卫的必要限度，刑法理论上，对“必要限度”的认定有三种观点：(1)

基本相适应说。该说认为，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指防卫行为在性质、强度、手段、后果

上与侵害行为的性质、强度及防卫利益等大体相当，防卫行为给不法侵害者造成的损害

可以略超过不法侵害可能造成的损害，但两者之间应大体相适应。(2)必需说。这种观

点认为，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指制止住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必需的行为的限度。必需

的行为是指防卫人在制止不法侵害的过程中，如不实施该行为就无法有效制止不法侵害。 

(3)适当说。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基本相适应说”和“必需说”的有机结合。该说认为，

基本相适应说与必需说并不是互相对立、彼此排斥的，观察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

关键要看是否为有效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但是，如何认定必需不必需，又脱离不了对

侵害行为的强度、所保护权益的性质以及防卫行为的强度作综合的分析研究。也就是说，

“必要限度”的确定，应当以防卫行为是否能制止住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为标准，同时

考虑所防卫的利益的性质和可能遭受损害的程度，要同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性质、程



度大体相适应。因此，应当结合危害的性质、手段、紧迫程度，以及防卫者自身能力的

大小及与侵害者人数的数量对比等，全面分析综合判断。能用较缓和的手段制止不法侵

害的，不允许采用激烈的防卫手段；能造成较小损害结果即可达到防卫目的的，就不应

给不法侵害人造成较重的损害结果。[2]适当说是目前刑法理论上的通说。  

我们认为，确定某一行为是否防卫过当，可从三个方面分析：（1）看防卫行为有

无超过必要限度。实践中，防卫案件是千差万别的，每类不法侵害以及同类不法侵害的

侵害程度不同，表现形式各异，作用对象有别，均会表现出各自的特殊的防卫需要和必

要限度。一般应从以下三方面分析必要限度的情况：一是防卫的客观条件。主要分析案

发时的时间、地点、环境等情况对防卫的影响；二是侵害方面的情况。主要是分析不法

侵害的性质、侵害人的人数和体力、所采用的手段、工具等方面的情况；三是防卫方面

的情况。主要从所保卫的权益的性质（是人身权利还是财产权利）、使用的防卫手段（与

侵害行为所使用的手段）、防卫手段的可选择性（是否有多种防卫手段加以选择）、人

数（参与防卫的人身是否有优势）、防卫者自身的情况（自身的体力、能力情况）等全

面分析。综合分析后，得出大致相当结论的，应视为在必要限度之内，防卫行为强于侵

害行为的，应视为超过必要限度。（2）看防卫行为有无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根据刑法

的规定，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还不一定是防卫过当，必须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才

可能是防卫过当。什么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以社会上的一般观念，认为防卫行为

强度与侵害行为强度没有过分悬殊地不相适应，就应认为是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

限度”的防卫行为主要有：?为了制止较轻的不法侵害，保卫较小的利益而采用的激烈

的防卫方法，例如，在争吵中，甲打了乙一巴掌，乙却掏出刀向甲刺去，用以防卫；‚

对单纯的侵害财产的犯罪，用杀害、重伤侵害人的方法防卫。对单纯的侵害财产的犯罪，

其防卫应比侵害人身权利的犯罪限制严一些，如侵害人实施盗窃行为，为了保护财产安

全，而将小偷打死；ƒ在明显能用较缓和的手段制止住不法侵害时，却采取激烈的防卫

手段造成不应有危害结果的情况。（3）看有无造成重大损害。防卫行为虽然超过了“必

要限度”，但如果没有造成“重大损害”，还不是防卫过当。何为“重大损害”，主要

是指在超过必要限度的情况下，造成侵害人死亡、重伤。  

刑法规定，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是因为，从客

观上看，行为人的行为虽然具备了犯罪构成的要件，但该行为毕竟是由不法侵害所引起，

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实施，所谓“事出有因”。从客观后果看，虽然造成了严



重后果，但在严重后果中，包含了正当防卫的结果，也就是说一部分结果是正当的、不

负刑事责任的；而从主观上看，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合法利益，比一般的犯罪来说，

其主观上的恶性要小得多。因此，刑法规定，对其应减轻或免除处罚。在对防卫过当构

成犯罪的行为人具体裁量减轻的幅度或免除处罚时，应注意考虑防卫所保护的权益的性

质、防卫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的轻重、防卫人主观上的罪过形式[3]、造成防卫过当的

原因等情况 。  

四、特殊防卫 

《刑法》第 20 条第 3 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

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

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根据这一规定，所谓特殊防卫，是指被害人遇到正在进行的

严重危及到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情况下，其防卫行为不受必要限度的制约，无论防卫

人采取什么样的防卫行为，也无论防卫人对不法侵害者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后果，都属于

正当防卫。[1]这是因为，象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往

往侵害的强度大，具有突发性，防卫人在紧急的情况下很难有时间考虑防卫强度，为使

防卫人免除后顾之忧，刑法规定了特殊防卫，这对与鼓励公民行使正当防卫权利，保卫

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刑法的规定，特殊防卫的行使，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特定的防卫范围。必须是针对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

到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这一条件说明：（1）特殊防卫所针对的不是一般的不法侵害，

它必须是遇到了犯罪行为的侵害的才能实施。这里的行凶显然不是指一般轻微的违法行

为的侵害，而是达到了犯罪程度的行凶。在刑法理论上，对“杀人、抢劫、强奸、绑架”

的范围，有不同理解：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确定的四种具体的犯罪的罪名，不构成这四

种具体犯罪罪名的不能成立特殊防卫。也有观点认为，这是指的四种犯罪的手段，不仅

对这四种明确的犯罪可以实施无限防卫，在其他犯罪中如有上述行为也可以实施无限防

卫，例如，在拐卖妇女过程中，强奸妇女的，虽不单独构成强奸罪，但妇女仍可行使无

限防卫权。我们认为，后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只要出现上述行为的就可以实施特殊防卫；

（2）这些犯罪行为的性质都是以暴力犯罪的出现。暴力犯罪，是指侵害人实施的是杀

害、伤害或其他对人身实施各种强制行为。对非暴力的犯罪不能实施特殊防卫。如行为



人实施的抢夺、盗窃等犯罪，就不能进行特殊防卫；（3）行为人所实施的暴力犯罪行

为必须严重危及人身安全。对没有严重危及到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不能实施特殊防卫。

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主要是指严重危及到生命、健康的安全，即防卫人有遭受到死亡或

重伤的可能。一般的轻伤害就不应属特殊防卫之列。从这一意义上说，特殊防卫实际上

也是有必要限度的，这一必要限度采取的适应说，即防卫行为的强度与侵害行为的强度

大体相适应。  

第二，特定的防卫时间。严重的暴力犯罪必须是正在进行，才能允许实行特殊防卫。

正在进行，是指暴力犯罪行为已经开始，并且尚未结束。夜间有人翻墙入室，在没有进

一步判断他是要实施暴力侵害（杀人、抢劫、强奸）或非暴力侵害（盗窃）时，是不能

贸然采取特殊防卫的。这里特别注意的是，不法侵害者虽然实施了刑法中列举的暴力犯

罪行为，但防卫人实施防卫行为后，已经将侵害人制服，侵害人失去了继续侵害的能力，

就不允许借口特殊防卫继续加害，直至将其致于死地，这显然是不适时的防卫。 

第三，防卫人必须出于保护人身安全的目的。这与一般的正当防卫不同，一般正当

防卫保护的利益非常广泛，包括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

利，特殊防卫保护的只能是的人身安全。因此，尽管面临严重的暴力犯罪行为，但如果

不是为保护人身安全，实施防卫行为时，就不能适用特殊防卫的规定。例如，某抢劫犯

持刀抢劫，抢劫时将被害人砍成重伤，抢劫犯抢得赃物后弃刀逃走。和被害人同行的其

他人为夺回赃物奋力追赶，并对抢劫犯实施了防卫行为。该防卫行为虽然针对暴力犯罪，

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因而不能适用刑法特殊防卫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