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牵连关系的类型

———基于刑事立法、司法解释规定的分析

王 彦 强 

内容提要：厘清牵连犯问题，有必要先区分 “规范的牵连犯概念”与 “事实的牵连

犯现象”两个范畴。在牵连犯现象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应将关注点从牵连犯存废之争

转向如何界定类型化牵连关系。对牵连犯现象进行归纳总结和类型化分析，是可尝试

的问题解决方案。通过样本分析发现，立法中唯一呈现出类型化特征的 “受贿犯罪与

徇私型渎职犯罪”类型，因受制于加重犯立法模式和司法解释数罪并罚的规定，难以

被推广运用。相较而言，司法解释提供了更丰富的分析样本，其大体可分为三种类

型：侵害法益同一型、必然性关联型和高伴随关系型。前两类分别因 “侵害同一法

益”和 “（准）想象竞合”特性而具有较牢固的从一重处断基础；而占比最多的高伴

随关系型，大多数也坚持了客观的、类型化牵连关系的基本立场。

关键词：牵连犯　牵连关系　从一重处断

　　在我国竞合论、罪数论中，恐怕没有哪个概念如牵连犯那样饱受争议。从是否承认、如何
界定牵连犯，到与其他竞合形态的界分，再到处断原则的选择，几乎都争议不断、几无共识。

由此，学理上出现了 “彻底取消牵连犯概念，或许才是解决问题之道”的主张。〔１〕但否定论

的主张并未得到立法和司法实务的响应。一则，在刑法修正案 （十一）中，立法者非但没有

删除饱受争议的刑法第 ３９９条第 ４款这一最具牵连犯特质的分则条款，反而仿效其规定，将
第２２９条第２款改为同样的竞合条款。二则，司法解释中符合牵连犯从一重处断特征的规定亦
不鲜见。三则，在任一案例数据库中输入关键字 “牵连犯”检索，都能命中 ３０００个以上的目
标文书，足见牵连犯概念在实务中的普及程度。如此情况下，轻言取消恐失妥当。

　　鉴于此，结合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揭示牵连犯的实际存在状况，并以此为基础，厘
清争议，形成相对稳定、类型化的学理解决方案，或许才是对待牵连犯概念应有的立场。本文

在厘清 “规范的牵连犯概念”与 “事实的牵连犯现象”两个范畴的基础上，以立法 （含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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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司法解释 （含指导性案例要旨）为样本，归纳分析其中存在的牵连犯现象，以期发掘

类型化牵连关系的一般教义学规则。

一、规范的牵连犯概念与事实的牵连犯现象

　　否定牵连犯的各种观点，大体可分为两种立场：一是否定牵连犯概念。该类观点认为，牵
连犯概念是多余的，其下指涉的情状，除部分是将实质竞合 （数罪）误认为牵连犯以外，其

余的实属想象竞合、不可罚的事前 （或事后）行为、吸收犯等。二是否定牵连犯从一重处断。

该类观点认为，既然所谓牵连犯存在数行为、侵害数法益，就应数罪并罚，数行为间所谓原因

与结果、手段与目的的特殊关联并不足以改变 “数行为数罪并罚”的裁量规则。〔２〕

　　两种立场，表面上看，前者否定牵连犯概念，后者仅反对牵连犯从一重的处断规则，但恰
恰相反，较之前者，后者对牵连犯理论的冲击更为致命。这涉及 “规范的牵连犯概念”与

“事实的牵连犯现象”之间的区别。前一立场否定的是规范的牵连犯概念，而不否认作为事实

的牵连犯现象；其认为牵连犯所指涉的情形用想象竞合、不可罚的事前 （或事后）行为等即

可处理，没有必要使用牵连犯概念。是故，此 “牵连犯概念不要说”可谓 “规范的牵连犯概

念否定论”。而后一立场根本否定作为事实的牵连犯现象，认为既然是数行为侵害数法益，就

理应数罪并罚，无论行为之间怎样关联，都不应特殊对待。因此，所谓 “牵连犯从一重处断

否定说”实为 “事实的牵连犯现象否定论”。

　　域外否定牵连犯的主张，多是站在前一立场。例如，德国刑法并无牵连犯规定，但 “基

于方法目的关系或者结果单一所衍生的竞合类型”仍是竞合理论必须解决的问题，德国学理

和判例通说将其视为法条竞合辅助关系或吸收关系，即不真正的法条竞合，按一罪处断。普珀

（Ｐｕｐｐｅ）就通过重新审视行为单数概念，将其视为一种衍生的想象竞合类型，从一重处断。〔３〕

在日本，现行刑法保有牵连犯一般条款 （日本刑法第 ５４条），而从改正刑法刍议 （１９４０年）
至改正刑法准备草案 （１９６１年）、改正刑法草案 （１９７２年）止，都曾推动删除牵连犯规定，
删除理由明确提及 “即使删除牵连犯规定，认为是想象竞合之情形亦相当多，并不会对被告

造成不利益”。〔４〕简言之，如果删除牵连犯规定，多数牵连犯现象将以想象竞合处置。我国

台湾地区的认识也大抵如此。例如，林山田就认为，牵连犯在本质上应属行为单数中的纯正竞

合，与想象竞合同样是一行为触犯数罪名而从一重处断的情形，可谓想象竞合的例示概

念。〔５〕许玉秀也认为，只要一个意思决定所启动的一个复合的因果流程，其中数个相互连结

的因果事实，彼此具有方法目的、原因结果关系时，即为一行为。〔６〕２００５年我国台湾地区刑

·０６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２〕

〔３〕

〔４〕

〔５〕
〔６〕

前一立场如前引 〔１〕，周光权书，第 ３８７页；前引 〔１〕，张明楷书，第 ４４０页。后一立场如储槐植、孟庆华：
《论有牵连关系的两罪也应实行并罚》，《中外法学》１９９０年第 ５期；黄京平：《牵连犯处断原则辨析》，《中国
人民大学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参见 ［德］ＩｎｇｅｂｏｒｇＰｕｐｐｅ：《基于构成要件结果同一性所形成不同构成要件实现之想象竞合》，陈志辉译，《东
吴法律学报》第１７卷 （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３１８页。
日本法务省刑事局编： 《法制审议会改正刑法草案の解说》，第 １１１页，转引自 ［日］只木诚： 《罪数论之研

究》，余振华、蔡孟兼译，新学林出版公司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７７页。
参见林山田：《刑法通论》下，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０５页。
参见许玉秀：《一罪与数罪之分界———自然的行为概念》， 《台湾本土法学杂志》总第 ４６期 （２００３年 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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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修订删除了牵连犯规定，其修订理由亦明确，牵连犯废除后的法律适用问题，得视其具体情

形分别论以想象竞合犯或数罪并罚。如此可见，无论是否承认牵连犯概念，该概念下的竞合、

罪数问题乃大陆法系刑法面临的共通问题，即都认为对 “行为之间存在原因与结果、手段与

目的特殊关联”的情况确有必要特殊对待 （从一重处断），不同的只是承认的范围以及以怎样

的称谓对待之。

　　本文看来，牵连犯概念不要说的观点并不否定对牵连犯现象的特殊处置，因而与传统观点
在处置后果上并无二致。是否承认规范的牵连犯概念，在取决于概念本身科学性的同时，也受

到刑法理论发展与传承等因素的影响。就此而言，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实务已经习惯牵连犯概念

的情况下，似有必要承认规范的牵连犯概念，使其成为想象竞合与实质竞合之间的缓冲。至于

是否承认事实的牵连犯现象，则更多受到本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状况、经验的影响。就此而言，

在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存在诸多明确规定、司法实务亦反复适用的现实情况下，应当承认因行

为间特殊关联而产生的 “数行为数罪不并罚 （从一重处断）”现象，即事实的牵连犯现象。

　　因此，本文既承认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事实的牵连犯现象，同时也主张使
用规范的牵连犯概念来界定和解释这类现象。一方面，规范的牵连犯概念的科学界定，有助于

准确鉴别牵连犯现象，有效避免将本属其他竞合形态的事例错误归类。另一方面，一般认为类

型化牵连关系乃牵连犯概念的核心，而类型化牵连关系的准确鉴别，恰恰有赖于对立法和司法

实践中牵连犯现象的类型化分析。因此，对事实的牵连犯现象进行类型化分析，也有助于科学

界定规范的牵连犯概念。诚如学者所言，考虑到牵连犯概念 “目前已经在我国理论界与实务

界存在较大影响力，从更务实的角度，将思考方向从是否取消牵连犯概念的争论，调整为如何

正确界定类型化牵连关系之讨论，对于具体问题的解决或许更具裨益”。〔７〕从立法和司法解

释中的牵连犯现象入手，归纳分析类型化牵连关系，以形成较明确的规范的牵连犯概念，正是

本文贯通二者的一次尝试。

二、立法中的牵连关系类型

　　由于我国刑法总则一直缺乏竞合、罪数问题的一般规定，考察牵连犯现象在立法中的表
现，就只能依靠对刑法分则、立法解释等规定的分析和归纳。首先，一般认为，牵连犯指代

“复数行为之间因为存在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等特殊关联，继而仅适用从一重处断”的竞

合现象。如此，那些外表看似牵连犯，但刑法分则、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规定数罪并罚的情

形，以及将手段 （或目的）行为、原因 （或结果）行为明确规定为目的 （或手段）行为、结

果 （或原因）行为构成之罪的加重犯的情形，都应排除在牵连犯概念之外。〔８〕因此，牵连犯

仅存在于明确规定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从一重处断）的条款中。〔９〕其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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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４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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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理论与实务均不重视牵连犯的明示机能，从一重处断被理解为仅依重罪一罪定罪处罚，因此，不能排除

直接规定 “以某罪论处”的牵连犯规定模式。



一重处断条款最常见的表述是 “有前款行为，同时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

定罪处罚”。尽管学理上将其解释为牵连犯从一重处断的规定亦无不妥，但考虑到这一表述更

多是对想象竞合的表征，难以直观表明对牵连犯的立场，因此，以该典型表述呈现的从一重处

断条款，原则上也排除在牵连犯的统计之外。

　　基于以上限制，并排除 “同种数罪累积处置不并罚”“连续犯以一罪处断”等情形，本文

指称的牵连犯的立法表现，仅指刑事立法和立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两个以上的行为构成数罪，但

因行为间存在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等特殊关联，而仅从一重处断 （或以一罪论处）的情

况。据此，刑法分则、立法解释中可视为牵连犯的条款主要有： （１）刑法第 １７１条第 ３款：
伪造货币并出售或者运输伪造的货币的，依照刑法第 １７０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２）刑法
第２０８条第２款：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又虚开或者出售
的，分别依照刑法第 ２０５条、第 ２０６条、第 ２０７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３）刑法第 ２２９条第 ２
款：有前款行为 （即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行为），同时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

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４）刑法第２５３条第２款：犯前款罪 （即私自开拆、

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而窃取财物的，依照刑法第２６４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５）刑
法第３９９条第４款：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前三款行为 （即徇私枉法、枉法裁判等）的，

同时又构成刑法第３８５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６）２００２年全国人大
常委会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收受贿

赂，与被执行人等通谋，利用职权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同时又构成刑法第

３８５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上述第１、２、４项只是孤例，有待下文结合司法解释规定再作分析，这里具有类型化分析
意义的是第３、５、６项。三者皆为受贿行为与渎职行为竞合从一重处断的规定，其中第３项还
是刑法修正案 （十一）规定的新条款，值得重视。

　　关于第３项、第５项是否属于牵连犯规定，学界存在不同观点。例如，张明楷认为，这两
项并不符合牵连犯的特征，不是牵连犯的规定，宜理解为将数罪拟制为一罪的罪数拟制规定，

属于特别规定、例外规定。〔１０〕孙国祥则认为，受贿后滥用职权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又触犯其

他罪名的，将其理解为想象竞合犯更为妥当。〔１１〕这两种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这里涉及对受贿罪 “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构成要素的属性认定。如果坚持主观

要素说 （为他人谋取利益仅是受贿人的主观目的或动机）或新客观要素说 （为他人谋取利益

是客观构成要素，但不要求有谋利的实际行为或结果，有谋利的许诺即可）的基本立场，〔１２〕

“为他人谋取利益”就不是受贿罪的实行行为，受贿罪的实行行为只有索取、收受财物的行

为。既然如此，在受贿以后滥用职权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又触犯其他罪名的情况下，受贿罪

（基本犯）的成立只需索取或收受财物的行为，而不及于滥用职权等成立渎职犯罪所需的 “为

他人谋取非法利益”的客观行为。因此，难以认为受贿罪 （至少其基本犯）与滥用职权等罪

之间具有行为的同一性、系一行为的想象竞合。

　　其次，既然收受贿赂又实施徇私枉法等行为属于两个行为，立法上从一重处断的理由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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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明楷指出， “按照对刑法第 ３９９条第 ４款的文理解释，只有当司法工作人员先收受贿
赂，然后犯徇私枉法等罪的，才以一罪论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收受贿赂成为司法工作人员

徇私枉法、枉法裁判的重大诱因，认定为一罪使得处罚较轻，也可以被人接受”。〔１３〕可问题

是，一方面，所谓 “收受贿赂成为徇私枉法等的重大诱因”，不就是承认收受贿赂与徇私枉法

等行为之间具有原因与结果的特殊关联吗？既然收受贿赂是徇私枉法等的 “重大”诱因，似

乎可以肯定二者具有通常关联，在刑法明确规定从一重处断的情况下，即属于 “根据刑法规

定，将原因与结果的关系类型化”（类型化说）。〔１４〕简言之，“重大诱因” “可以被人接受”

等表述，实际上就是类型化牵连关系的另一种表达。另一方面，如果受贿罪的 “为他人谋取

利益”是主观要素或 “新客观要素”，受贿罪 （基本犯）的成立就仅以实施索取、收受财物行

为 （第一个行为）为已足，而不要求行为人客观上为他人谋利 （第二个行为）。因此，受贿罪

的构成要件有着类似短缩的二行为犯的特征。对于短缩的二行为犯 （如绑架罪），成立犯罪

（既遂）不要求行为人客观上实施第二个行为 （如绑架罪中的勒索行为）。若行为人实施了第

二个行为，另构成其他犯罪的 （如向被绑架人的近亲属勒索财物，另构成敲诈勒索罪），通常

可评价为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不必数罪并罚。〔１５〕与之类比，行为人为了 （或许诺）为他人

谋取利益而收受他人贿赂，进而实施了为他人谋利的行为，另构成渎职犯罪的，也应评价为牵

连犯从一重处断。因此，将刑法第３９９条第４款视为牵连犯立法例，并无不妥。
　　最后，基于特别规定、例外规定的性质，学者主张严格限制刑法第 ３９９条第 ４款的适用，
认为 “先徇私枉法后，再收受作为不正当报酬之财物的”以及 “索贿后实施徇私枉法等行为

的”皆不得适用该款，应当数罪并罚。〔１６〕不过，这一结论可能有违体系解释和罪刑均衡的要

求。因为如果在受贿罪中事前受贿与事后受贿、索贿与收受贿赂之间没有实质区别，那么，在

第３９９条第４款的适用上亦没有区别对待的充分理由。〔１７〕至于索贿后犯徇私枉法等罪与收受
贿赂后犯徇私枉法等罪在不法和责任上的差异，也仅是受贿罪内部索贿与收受贿赂的差异，是

量刑时酌情之 “量”的差异，而非数罪并罚与从一重处断之 “质”的区别。

　　综上，前文第３、５、６项从一重处断条款，应视为牵连犯规定。具体而言，牵连关系发生
在受贿行为与 “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行为” “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枉法裁判、

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行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妨害执行判决、裁定行为”等三

类行为之间。该三类行为的共同点是，其行为职责内容都是需要相关人员具有较高法律素质、

政策水平和专业技能的裁量性事务。这与刑法中规定徇私要素的渎职类犯罪具有相同属性。诚

如学者所言，“凡是规定了徇私要素的渎职罪，其职责内容都是需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有较

高的法律素质、政策水平、技术能力的裁量性事务。很明显，刑法分则条文要求部分渎职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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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８〕，张明楷书，第１６５１页。
同上书，第６５１页。
同上书，第１１６１页，第１１６４页，第９６４页。
同上书，第１６５１页。
当然，只有在完全符合牵连犯的成立条件时，方能适用该款从一重处断。例如，在事后受贿的情形中，倘若行为

人在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时并没有 （事后）收受他人财物的主观意图，在谋利行为完成后，对方给予财物答谢，

即便行为人知道该财物是对先前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也因行为人在实施谋利行为时并无牵连意图，而不符合

牵连犯的成立条件，无法适用刑法第３９９条第４款。简言之，对于 “收受贿赂后徇私枉法”与 “徇私枉法后再

收受财物”的处置可能不同 （前者从一重处断，后者数罪并罚）的真正原因是，后者可能缺乏适用第３９９条第４
款的前提条件，即其不符合牵连犯的成立条件 （如缺乏牵连意图）。



于徇私动机，是为了将因为法律素质、政策水平、技术能力不高而造成差错的情形，排除在渎

职罪之外”。〔１８〕

　　据此，或许可以归纳出有关类型化牵连关系 （牵连犯）的第一个教义学规则，即受贿行

为与徇私型渎职行为〔１９〕之间存在类型化牵连关系，在主观牵连意图等条件亦具备的情况下，

应以牵连犯从一重处断。该教义学规则还可以从徇私型渎职犯罪的角度证成：在徇私型渎职犯

罪中，可以将徇私理解为成立此类犯罪的犯罪动机或目的要素，即主观超过要素；如此，徇私

型渎职犯罪亦属于短缩的二行为犯。如前所述，当行为人将仅作为犯罪动机或目的的第二个行

为外化为客观行为，另构成其他犯罪时，应统一评价为牵连犯从一重处断。可以说，受贿行为

与徇私型渎职行为之间的类型化牵连关系，乃是受贿罪与徇私型渎职犯罪二者皆具有短缩的二

行为犯的性质所决定的。

　　遗憾的是，尽管有学理上的充分证成，但上述教义学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却难以推行。一方
面，是司法解释的全面否定。２０１２年 “两高” 《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一）》第３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犯罪并收受贿赂，同时构成受贿
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渎职犯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２０１２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
例 “杨某玩忽职守、徇私枉法、受贿案”（检例第 ８号）要旨也明确限定：“对于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实施渎职犯罪并收受贿赂，同时构成受贿罪的，除刑法第３９９条有特别规定的外，以渎
职犯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２０１６年 “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１７条重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

受贿罪与渎职犯罪数罪并罚。”２０２０年 “两高”、公安部 《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的

指导意见》第１１条再次重申数罪并罚的立场。显然，司法解释认为刑法第 ３９９条第 ４款等类
似规定只是特别规定。司法解释 （包括指导性案例要旨）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适用效力，司法

解释的态度相当于否定了刑法第３９９条第４款从一重处断规则推广适用的可能。
　　另一方面，加重犯处罚模式进一步限制了适用范围。我国受贿罪的规定采 “基本犯 ＋加
重犯”模式，分别就 “受贿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受贿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

节”“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

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四种情形，配置了四档轻重有别、前后衔接的法定刑。根据司法解释，

认定 “其他较重／严重／特别严重情节”的重要情形之一即 “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

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 “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

特别重大损失”也主要指这种情形）。这实际上是将受贿行为之外行为人滥用职权等渎职行

为，作为受贿罪的加重情节，从而形成了一个结合受贿与渎职的加重受贿罪。尤其是这一加重

受贿罪还配置了最高可达死刑的重刑，这不仅可能重于受贿罪或渎职犯罪从一重处断的效果，

甚至超过了两罪并罚的效果。因此，当面对受贿后又实施渎职行为分别该当两罪的案件时，司

法者面临是依照加重受贿罪一罪处断，还是依照刑法第３９９条第４款、第２２９条第２款从一重
处断 （涉及其他渎职犯罪时数罪并罚）的选择适用难题。而且，受贿数额越大、损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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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８〕，张明楷书，第１６３２页。
“徇私型渎职行为”不限于刑法分则渎职罪章中的犯罪，针对 “需要专业工作人员具有较高法律素质、政策水

平、专业技能的裁量性事务”的违背职责行为，皆可称为徇私型渎职行为。



选择加重受贿罪一罪处断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在两种处置方式中择其重的必然结果。例如，

在赖小民案中，就受贿犯罪部分，法院认为：被告人赖小民受贿数额特别巨大 （共计折合人

民币１７．８８亿余元），情节特别严重，主观恶性极深；同时，赖小民具有主动向他人索贿和为
他人职务调整、提拔提供帮助收受财物等从重处罚情节；赖小民利用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的职

权，违规决定公司重大项目，越级插手具体项目，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危害国家金融安全

稳定，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最终，法院对被告人赖小民以受贿罪判处死刑。〔２０〕该案中仅以受

贿罪一罪判处死刑，这正是法院在 “以加重受贿罪一罪论处”和 “数罪并罚”两种方案中择

其重的结果。由此可见，立法与司法解释合力打造的具有结合犯性质的加重受贿罪，进一步挤

占了从一重处断条款的适用空间。

　　因此，只要数罪并罚的司法解释规定和加重受贿罪的处置模式没有改变，“受贿行为牵连
徇私型渎职行为”这一立法中唯一可能类型化的牵连关系 （牵连犯），就难以作为一般教义学

规则推广适用。

三、司法解释中的牵连关系类型

　　尽管法理上司法解释 （包括指导性案例要旨）的效力不及立法，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

解释的确发挥着相当的规范效力。因此，司法解释和立法中的牵连关系共同组成了我国牵连犯

的完整图像。据笔者统计，截至２０２２年４月，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中 “从一重处断” “以一

罪论处”类规定共１０９处。依据与前文相同的筛选标准，以较显性方式规定密切关联的数行
为构成数罪却从一重或以一罪处断的有３１处。排除一处无需赘述的受贿与渎职行为从一重处
断规定；〔２１〕另有４处 “数额不累计计算”规定亦具有数行为不并罚的属性，〔２２〕应纳入样本，

共计３４处。另外，前文提及的尚未讨论的３处立法规定也一并纳入本部分的分析，共得到有
效样本３７个。〔２３〕根据样本内容，的确可以发现某些类型化特性，大体可区分为以下三种。
　　 （一）侵害法益同一型：指向同一法益 （对象）具有阶段性的数行为

　　此类规定的类型化特征是：将侵害某一法益 （对象）的各阶段多个 （甚至全部）行为均

作为构成犯罪的实行行为，形成一个选择性罪名 （行为方式选择型）或多个罪名群；当行为

人针对同一对象实施前后阶段的数个实行行为时，尽管单独看各阶段行为已构成数罪，但因为

仅是对同一对象、同一法益的持续侵害，故仅以一罪论处，不予并罚 （数额不累计计算）。此

类共涉及１０处司法解释规定，且刑法第１７１条第３款、第２０８条第２款亦属此类，共计１１项
１２处规定。具体分布如下：
　　１．假币类犯罪 （３处）：（１）对同一宗假币实施了法律规定为选择性罪名的行为，应根
据行为人所实施的数个行为，按相关罪名刑法规定的排列顺序并列确定罪名，数额不累计计

算，不实行数罪并罚。对同一宗假币实施了刑法没有规定为选择性罪名的数个犯罪行为，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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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华融公司原董事长赖小民一审被判死刑》，《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１月６日第１１版。
即２００７年 “两高”、公安部 《关于依法严肃查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和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犯罪行为有关问题的

通知》第４条。
“数额累计计算”实际上就是同种数额犯数罪并罚的处置方式。参见庄劲： 《犯罪竞合：罪数分析的结构与体

系》，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６８页。
样本统计主要依据李立众编：《刑法一本通》，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该书出版后新颁布的司法解释则依据北大
法宝数据库。限于篇幅，下文不一一标注样本内容的具体出处。



重罪从重处罚；如伪造货币或者购买假币后使用的，以伪造货币罪或购买假币罪定罪，从重处

罚。（２）行为人购买假币后使用，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 １７１条的规定，以购买假币罪定
罪，从重处罚。（３）伪造货币并出售或者运输伪造的货币的，依照刑法第 １７０条的规定定罪
从重处罚 （刑法第１７１条第３款）。
　　２．发票类犯罪 （２处）：（４）盗窃、诈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其他发票后，又实施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犯罪的，按照其中的重罪定罪处罚，不实行

数罪并罚。（５）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又虚开或者出售的，
分别依照刑法第２０５条、第２０６条、第２０７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刑法第２０８条第２款）。
　　３．侵犯知识产权罪 （２处）：（６）实施刑法第 ２１３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又销售
该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２１３条的规定，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
处罚。（７）实施刑法第 ２１７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犯罪，又销售该侵权复制品，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２１７条的规定，以侵犯著作权罪定罪处罚。
　　４．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１处）：（８）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又出售或者提供的，公
民个人信息的条数不重复计算。

　　５．妨害司法罪 （１处）：（９）为帮助同一个犯罪的人逃避刑事处罚，实施窝藏、包庇行
为，又实施洗钱行为，或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行为，或者帮助毁灭证据行为，或者

伪证行为的，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并从重处罚，不实行数罪并罚。

　　６．毒品犯罪 （针对同一情形的２处规定）：（１０）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选择
性罪名，对同一宗毒品实施两种以上犯罪行为的，应当按照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并列确定

罪名，毒品数量不重复计算，不实行数罪并罚。

　　７．组织、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犯罪 （１处）：（１１）在组织卖淫犯罪活动中，对被组织
卖淫的人有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如上所示，此类型主要见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例
如，在假币类犯罪中，刑法将假币的取得 （伪造、变造货币和购买假币）、转移 （运输假币）

和行使流通 （出售、使用假币）全阶段各行为悉数作为犯罪处理 （甚至设置兜底的持有型罪

名）。假币类犯罪以货币的公共信用为保护法益，当行为人在同一目的支配下对同一对象 （同

宗假币）实施处于前后不同阶段的数行为时，其行为虽然该当各阶段的数个犯罪构成，但因

其只是对同一对象 （法益）的同一侵害过程的延续，既无其他新的法益被侵害，亦无对同一

法益新的二次侵害，若数罪并罚则失之过重。是故，立法和司法解释皆作出 “择一重罪处罚”

“数额不累计计算”等 “一罚”规定。倘若针对不同宗假币分别实施上述行为，抑或对同一宗

假币分别实施同一阶段的数个行为 （如出售、运输假币的同时，有使用假币的行为；抑或同

一宗假币，部分系伪造所得，部分系变造所得），则要数罪并罚 （数额累计计算）。因为此时

乃是数行为对不同 （或同一）对象之同种法益的数次侵害，理应并罚。对于走私、贩卖、运

输、制造毒品罪这一选择性罪名的适用，司法解释同样区分 “同一宗毒品”和 “不同宗毒

品”。对同一宗毒品实施两种以上犯罪行为的，按照所实施的行为的性质并列确定罪名，毒品

数量不重复计算，不实行数罪并罚；对不同宗毒品分别实施不同种行为的，则应对不同行为并

列确定罪名，累计毒品数量，不实行数罪并罚。〔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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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这里所谓 “不实行数罪并罚”，指的是不作分别定罪量刑后再予并罚的处理 （狭义的数罪并罚）。而依本文观点，

“累计毒品数量”本就是对数额犯同种数罪的并罚处置 （属于广义的数罪并罚）。



　　由此，或许可以归纳出第一个真正可推广的类型化牵连关系的教义学规则：处于前后不同
阶段、持续侵害同一对象 （法益）的数行为之间，一般存在类型化牵连关系；当行为人在同

一目的支配下对同一对象 （法益）实施处于不同阶段的前后数个行为，分别该当不同犯罪时，

应以牵连犯从一重处断。

　　适用这一教义学规则，首先要注意的是，这种类型化牵连关系往往具有立法或罪名确定上
的强烈暗示，即针对侵害同一法益的多种行为方式，设置多个条文 （罪名）或选择性罪名

（行为方式选择型，也包括拐卖犯罪这种构成要件中包含多种行为方式的犯罪）进行规制；而

且，从行为发生的角度看，这些行为之间具有明显的前后相继的阶段性特征。此可谓 “罪质

上的抽象的牵连性”，〔２５〕或者 “法律规范预为保留之整体性关系”。〔２６〕例如，发票类犯罪中，

伪造、非法制造、购买、盗窃、诈骗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行为，皆属于非法取得阶段的行为，出

售、虚开则系后续使用、处分阶段的行为；前后阶段行为指向的对象、侵害的法益并无差异，

前一阶段是达成后一阶段的通常手段，后一阶段则是前一阶段的通常结果。事实上，对于刑法

分则中同一条款涉及多种行为方式的情形，“两高”常常会基于 “罪数把握困难、有碍罪责均

衡 （数罪并罚导致罪刑失衡）”的考量，对同条 （款）多罪确定统一罪名。例如，对于刑法

第３４１条第１款，原先确定的罪名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运
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猎捕、杀害行为往往伴随有后续

的收购、运输、出售等行为，按照原罪名，若数罪并罚，极易导致罪刑失衡，故将上述罪名重

新统一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２７〕如此罪名修订，明示以一罪处断，可谓用心良苦。

　　其次，就具体案件的客观面看，从一重处断以 “行为人在一个具体的客观进程中针对同

一对象 （法益）实施分属前后阶段的数个行为”为限，即以 “具体犯行之间具体的牵连性”

为限。〔２８〕例如，在侵犯知识产权罪中，假冒注册商标，又销售该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或

者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又销售该侵权复制品的，仅以前行为之罪定罪处罚。在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 （含非法获取和出售、提供两个阶段的三种行为）中，非法获取后又出售或提供的，

信息条数不重复计算。反之，一方面，倘若行为人实施的前后阶段数个行为分别指向不同对

象，则因涉及不同的法益侵害，应当并罚。例如，假冒注册商标，又销售明知是他人的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的，或者侵犯著作权，又销售明知是他人的侵权复制品的，都应当数罪并罚。另

一方面，即便针对同一对象，但实施的是处于相同阶段的数个行为时，因为涉及对同一法益新

的二次侵害，亦应数罪并罚。例如，司法解释规定 “向不同单位或者个人分别出售、提供同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的条数累计计算”，就是因为同属处分阶段的出售、提供行为是对同

一对象 （法益）的数次侵害，故对信息数量累计计算 （相当于并罚）。

　　最后，就具体案件的主观面看，从一重处断，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牵连意图，即认识到
前后行为之间的特殊关联并加以利用，这常常表现为行为人为了同一目的而实施前后行为。例

如，前文第９项中的 “为帮助同一个犯罪的人逃避刑事处罚”即体现了这种牵连意图，其

“强调的是行为人基于一个帮助犯罪的人逃避刑事处罚的故意而实施的数个行为，各行为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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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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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４〕，只木诚书，第２７２页；［日］丸山治：《
!

念的竞合と牵连犯》，载 ［日］阿部纯二等编：《刑法

基本讲座 （第４
"

）》，法学书院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８９页。
柯耀程：《想象竞合与牵连关系》，《月旦法学教室》总第５５期 （２００７年５月），第８１页。
参见喻海松：《罪名司法确定的实践逻辑与理论探究》，《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１０期，第９２页。
参见前引 〔４〕，只木诚书，第２７２页；前引 〔２５〕，丸山治文，第２８９页。



为了实现同一目的，相互间联系密切，故不实施并罚更符合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这样规定，方

便基层法院处理此类案件，符合人民群众对法律的朴素认知和正义情感”。〔２９〕

　　事实上，“前后阶段发生的两个行为处于对同一对象、同一法益的同一次侵犯过程中”的
鲜明特征，使此种类型化牵连关系 （牵连犯）最容易达成学理共识。〔３０〕尽管学理上可能冠以

不可罚的事前 （或事后）行为、吸收犯等称谓，但对 “从一重处断”基本达成共识，毕竟

“在数行为仅侵害一个法益的情形下，缺乏实行数罪并罚的实质根据”。〔３１〕因此，即便缺乏立

法或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也有充分理由认为，在侵害同一法益 （对象）、具有前后阶段性的

数行为构成的数罪之间 （包括选择性罪名中可供选择适用的行为类型之间）存在类型化牵连

关系，进而在符合具体层面主客观要件的情况下，应当以牵连犯从一重处断。例如，非法制

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的实行行为之间，拐卖妇女、儿童罪

“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等行为方式之间，皆是如此。

　　 （二）必然性关联型：虽指向不同法益 （对象），但侵害 Ａ法益 （对象）之行为往往是

侵害 Ｂ法益 （对象）之行为的必经阶段或必要手段

　　此类规定的类型化特征是：尽管数行为指向不同对象、侵害不同法益，但数行为之间存在
着近乎 “必要手段”“必经阶段”的直接密切关联，即只有通过侵害 Ａ法益，才能顺利实现对
Ｂ法益的侵害，或者侵害 Ａ法益通常必然伴随着对 Ｂ法益的侵害。此类涉及 ６处司法解释规
定，另有一处立法规定亦属此类，共计６项７处规定。
　　１．盗窃罪与破坏电力设备、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破坏广播电视设施
等罪之间 （５处）：（１）盗窃电力设备，同时构成盗窃罪和破坏电力设备罪的；（２）盗窃油气
同时构成盗窃罪和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的 （针对同一情形的２处规定）；（３）盗窃公用电信设
施同时构成盗窃罪和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４）盗窃正在使用中的广播电视设施，同时构
成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的。以上均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３２〕

　　２．盗窃罪与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之间 （１处），即刑法第 ２５３条第 ２款：
（５）犯前款罪而窃取财物的，依照刑法第２６４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３．盗窃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等罪之间 （１处）：（６）采用破坏性手段盗窃公私财物，造成
其他财物损毁的，以盗窃罪从重处罚；同时构成盗窃罪和其他犯罪的，择一重罪从重处罚。

　　以上可见，这类规定仅见于盗窃罪与相关犯罪之间。对于正在使用中的电力、电信等公共
设备设施，通常只有通过实施具体的破坏行为，才能进而实施窃取行为。同样，要盗取邮件中

的财物，非私自开拆、毁弃邮件不可。“采用破坏性手段盗窃公私财物，同时构成盗窃罪和其

他犯罪的，择一重罪从重处罚”，可谓是对此类规定的归纳总结：当只有通过某种破坏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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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参见滕伟等：《〈关于办理窝藏、包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 （应用）》

２０２１年第２８期，第２９页。
参见庄劲：《从一重断还是数罪并罚———从牵连关系的限定看牵连犯的处断原则》，《甘肃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０７
年第１期，第１１４页。
张明楷：《协助组织卖淫罪的重要问题》，《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２１页。
学理上多认为这些是想象竞合规定，但司法实务中有将其理解为牵连犯的见解。例如，在付胜明等破坏电力设

备、盗窃案中，法院认为，原审被告人盗窃变压器，将变压器内线圈盗走，既对变压器造成了破坏，确实造成财

物损毁，又触犯了其他罪名，属于牵连犯，应择其一重罪处罚 （参见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鄂１１
刑终４２号刑事判决书）。的确，严格说来，上述情形包括 “破坏”“盗窃”两个阶段的两个行为，可以分别单独

成立犯罪，将其理解为牵连犯并不为过。



方能侵入目标物 （如捣毁防盗装置才能触及目标物）或者使目标物从原有存续状态中分离

（如割下佛像头部方能将其带走），从而窃取目标物，在前后行为分别构成犯罪时，择一重罪

处罚。若不具备这种关联，则不能择一重处断。如发现目标物不只一件，却仅盗取其中一件，

将其余悉数捣毁的，就应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 “实施盗窃犯罪后，为掩盖罪行或者报复等，

故意损坏其他财物构成犯罪的，以盗窃罪和构成的其他犯罪数罪并罚”。

　　在否定牵连犯概念的观点看来，因果事实在客观上存在方法目的、原因结果的关系从而彼
此相互连结为一个因果流程，流程中的各个因果事实彼此在生活经验中经常或始终融合成一个

整体，对各因果事实没有予以独立理解的意义。因此，只要一个意思决定所启动的一个复合因

果流程，其中数个相互连结的因果事实之间具有方法目的、原因结果或持续复制的关系时，即

为一行为，所触犯的两罪即为想象竞合关系。〔３３〕而本类型 “近乎必然性的关联”可以说正是

论者所谓 “彼此在生活经验中始终融合成一个整体”的情形。在我国，诸如盗窃电力设备从

而导致电力设备被破坏，盗窃整体性珍贵文物的一部分从而造成文物损毁等情形，学理上常视

为一行为的想象竞合。〔３４〕或许可以认为，正是 “近乎必然性的关联” “在生活经验中始终融

合成一个整体”的特征，使此类行为已经具备了 （准）一行为的特征，使其基本处在一个意

思决定所启动的一个因果流程整体之中。这种基于 “准一个意思活动”的一次规范意识突破

（牵连犯），〔３５〕与想象竞合 （典型的一个意思活动的一次规范意识突破）基本相当，相比于

“基于独立存在的、复数的意思活动而数次突破规范意识”的典型数罪，其责任较轻、非难可

能性较低，而这正是对想象竞合、牵连犯从一重处断的实质理由。〔３６〕因此，此类牵连关系或

许可称为 “想象竞合型牵连犯”。

　　在日本学界亦有所谓 “想象竞合型牵连犯”，用于指称行使伪造文书罪与诈欺、侵占等财

产罪之间的关系。其特征为，某犯罪作为其他犯罪的手段而实行，两罪实行行为如同想象竞合

般，在重要部分有所重叠。〔３７〕可是，既然两罪实行行为在重要部分有所重叠，依据行为重合

说 （实行行为重合说、主要部分重合说），该两个实行行为就应当是一行为，成立想象竞合，

而非数行为的牵连犯。例如，在行使伪造公文书罪与诈欺罪之间，行使伪造公文书的实行行为

就是诈欺罪实行行为中 “使用骗术”的部分，二者重合而为一行为的关系，可直接认定为想

象竞合。可见，日本学者所谓 “想象竞合型牵连犯”及其例证，实有混淆想象竞合与牵连犯

之嫌。不过，这从另一侧面表明，这种牵连犯类型与想象竞合已非常接近，二者难以明确界

分，这也为对其从一重处断奠定了坚实基础。

　　综上，可以总结出第二个类型化牵连关系的教义学规则———想象竞合型牵连犯，即尽管数
行为指向不同对象、侵害不同法益，但在生活经验上，侵害 Ａ法益的行为乃是实施侵害 Ｂ法
益行为的必要手段，抑或侵害 Ａ法益的行为必然导致侵害 Ｂ法益的行为，这种生活经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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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６〕，许玉秀文，第９２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８〕，张明楷书，第６４３页。
在日本，牵连犯属于 “可以按照一个意思决定看待”“可以准照于一个 ‘意思发动’”之所谓 “准一个意思活动

而实施行为”的情形。参见 ［日］山口厚：《刑法总论》，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 ４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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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４页。
参见前引 〔２５〕，丸山治文，第２９０页。
参见前引 〔４〕，只木诚书，第２７４页。国内学者亦主张，当行为人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他人身份证件骗取
他人财物时，属于典型的牵连犯，此时，前一行为同时是另一较重构成要件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前引

〔１０〕，张明楷文，第６１页，第６９页。



上的必然性关联即为类型化的牵连关系。当行为人对此有认识，并以一个意思决定启动此一因

果流程整体时，应认定为牵连犯，从一重处断。〔３８〕

　　 （三）高伴随关系型：数行为指向不同法益 （对象），但行为作为原因与结果关联、手段

与目的关联而伴随发生具有经验意义上的高概率性

　　除前述两类外，在其余的 “数行为从一重处断”司法解释规定中，数行为之间既非侵害

同一法益，也不具备必然性关联，但该数行为之间常常在经验意义上具有作为原因与结果关

联、手段与目的关联而伴随发生的高概率性。这些规定共计１６项１８处，包括：
　　１．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与煽动分裂国家等犯罪之间 （１处）：（１）实施破坏广播电视设
施犯罪，并利用广播电视设施实施煽动分裂国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

视或者宣扬邪教等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２．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与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犯罪之间 （６处）：（２）实施生
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 （针对同一情形的２
处规定）；（３）被告人的行为既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又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或生
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 （已变更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同

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４）犯罪行为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经营罪等罪的；（５）实施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
犯罪，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非法经营罪的；（６）实施生产、
销售伪劣种子行为，同时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等其他犯罪的。以上均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

处罚。〔３９〕

　　３．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之间 （１处）：（７）为从事非法放贷活动，实施擅自设立金融机
构、套取金融机构资金高利转贷、骗取贷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行为，构成犯罪的，择一重

罪处罚。

　　４．非法经营罪与逃税罪之间 （１处）： （８）在实施非法经营犯罪过程中，又涉嫌偷税
（即逃税）构成犯罪的，应以处罚较重的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５．绑架罪与抢劫罪之间 （针对同一情形的２处规定）：（９）绑架过程中又当场劫取被害
人财物，同时触犯绑架罪和抢劫罪两罪名，应择一重罪定罪处罚。

　　６．拐卖妇女罪与组织、强迫卖淫犯罪、强奸罪之间 （２处）：（１０）有关场所的经营管理
人员事前与拐卖妇女的犯罪人通谋的，对该经营管理人员以拐卖妇女罪的共犯论处；同时构成

拐卖妇女罪和组织卖淫罪的，择一重罪论处。（１１）拐卖妇女、儿童，又奸淫被拐卖的妇女、
儿童，或者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卖淫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处罚。

　　７．污染环境罪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之间 （１处）：（１２）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
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氨氧化物等污染物，

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８．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与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之间 （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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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前后行为之间存在必然性关联从而融合为一个整体，对此类情形直接认定为想象竞合或许亦不为过。不难看

出，此类情形可谓是一行为与数行为之间的模糊地带。

这些规定多为想象竞合与牵连犯的混合体。例如，就销售伪劣产品罪与非法经营罪而言，如果销售的伪劣产品属

于特许经营产品，则属于想象竞合从一重处断规定；就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等犯罪而言，如果

假冒注册商标贴附于伪劣产品予以销售，则属于牵连犯从一重处断规定。



（１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既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又对该组织进行包庇、纵容
的，应当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从重处罚。

　　９．妨害国 （边）境管理罪之间 （１处）： （１４）实施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境犯罪，同

时构成骗取出境证件罪、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出售出入境证件罪、运送他人偷越

国 （边）境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１０．破坏海洋资源犯罪与其他犯罪之间 （１处）：（１５）实施破坏海洋资源犯罪行为，同
时构成非法捕捞罪、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已变更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罪）、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境罪、偷越国 （边）境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

罪处罚。

　　１１．伪造、变造、买卖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等犯罪与逃税、诈骗、冒充军人招摇
撞骗等犯罪之间 （１处）：（１６）实施刑法第３７５条规定的犯罪行为，同时又构成逃税、诈骗、
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实际上，数行为之间的密切关联，符合前两种类型化要求的只是极少数，多数仅仅是通常
在较高概率上具有伴随关系。即各个因果事实彼此在生活经验中 “始终”融合成一个整体的

只是少数，“经常”融合成一个整体的才是常态。

　　首先，诸多典型的牵连犯例证事实上都属于高伴随型。例如，学理上多认为，入户盗窃、
杀人等侵入住宅继而实施侵害财产、人身法益犯罪的，是典型的牵连犯。日本学者也专门归纳

出侵入住居型牵连犯，以概括侵入住居罪与强制性交罪、杀人罪、伤害罪、窃盗罪、强盗罪等

的关系。据日本学者观点，按照其罪质，侵入住居罪成为其他犯罪的手段系属通例，其与其他

犯罪的罪数关系，在几乎全部判例上，均被理解为牵连犯。〔４０〕显然，侵入住宅型牵连犯不具

有 “侵害同一法益”或 “必然性关联”特征，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行为在社会生活经验中作为

手段与目的关联行为而伴随发生的高概率性：“侵入住宅罪在多数情况下是作为实现其他犯罪

的手段而实施的。”〔４１〕再如，伪造文书继而使用伪造的文书诈骗、招摇撞骗的情形，通常亦

理解为牵连犯。这同样是基于二者在社会生活经验上作为手段与目的关联行为而伴随发生的高

概率性：伪造文书之目的通常是行使，行使伪造的文书恰是诈骗、招摇撞骗等实行行为的内

容。正因如此，在日本的判例中，伪造文书与行使伪造的文书的关系乃手段与目的型牵连犯的

主要例证。〔４２〕我国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实施伪造、变造、买卖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

等行为，同时又构成逃税、诈骗、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１６项）。此规定的要旨完全可以推广至其他伪造文书、凭证、货币类犯罪与诈骗、招摇撞
骗等犯罪之间。事实上，关于伪造文书、货币等伪造犯罪，部分国家或地区的刑法明文将

“以行使为目的”规定为构成要素。即便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学理上将此作为成立伪造犯罪所

必需之不成文的主观超过要素，亦是通说或有力主张。因此，“本类型之特征为，目的犯与行

为目的犯罪之关系”，〔４３〕即短缩的二行为犯与实施第二个行为所构成的犯罪之间的关系。而

“目的与目的实现”“二行为犯的前后两个行为”，正是两个行为密切关联的重要表现。再如，

在妨害国 （边）境管理罪中，骗取出境证件等，就是为了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境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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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又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境的，符合 “目的犯与行为目的犯罪之关系”，因此司法解释规

定对其从一重处断 （第１４项）。据此推而广之，违规制造枪支继而销售的 （刑法第 １２６条），
走私淫秽物品继而传播、牟利的 （刑法第 １５２条），绑架他人继而勒索财物的 （刑法第 ２３９
条），拐卖犯罪中拐骗、绑架、收买、接送、中转继而出卖的 （刑法第 ２４０条），制作、复制
淫秽物品继而贩卖牟利的 （刑法第 ３６３条）等情形，只要刑法无特别规定，在具备牵连犯主
观牵连意图等要件时，就应以牵连犯从一重处断 （选择性罪名列举罪名但数额不累计计算）。

　　其次，既然是社会生活经验意义上的高伴随性、高概率性，其自然受制于社会生活的发展
变化。一方面，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比如新科技的推广运用，以前看似 “风马牛不相

及”的犯罪行为之间会发生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的密切关联。例如，破坏广播电视设施

罪与煽动分裂国家、煽动民族仇恨等犯罪之间 （第１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与污染环境
罪之间 （第１２项）。正是由于广播电视设施的普及、广泛高效传播信息的特点，使得破坏广
播电视设施成为实施煽动行为的不二选择。正是由于自动监测设施的普及和强制使用，使得行

为人要逃避监管排放污染物，就需要实施篡改伪造监测数据、干扰监测设施等破坏计算机信息

系统的行为。不过，在这两种情形中，前者侧重主观面的手段目的关联，因为客观上很难说破

坏广播电视设施是实施煽动行为的通常手段；后者则侧重行为客观面的密切关联性，因为随着

自动监测设施的普及和强制使用，篡改伪造数据、干扰设施运行客观上已成为逃避监管排放污

染物的通常乃至必要手段。显然，主观关联容易导致牵连关系无限扩张，不宜提倡。另一方

面，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也会使行为之间的关联关系发生变化。一则，可能进一步密切行为之

间的关联。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与侵犯知识产权罪 （主要是侵犯注册商标犯罪）从一重

处断规定 （第２项至第６项）为例，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的深入和完善，商品
和商标之间的密切联系不断深化，注册商标已成为商品的重要标识。在此情况下，不假冒注册

商标就难以实现伪劣商品的以假充真，因此，假冒注册商标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之间的手段

目的关系不断强化，大有发展为必然性关联之势。行为间密切关联的深化，更夯实了从一重处

断的理由。二则，亦可能消解行为之间的关联。例如，刑法原先规定，强奸后迫使卖淫的，仅

以组织、强迫卖淫犯罪处罚。如此规定或许是因为在组织、强迫卖淫过程中，通过强奸行为摧

毁被害人的性羞耻感、迫使其就范，是较常见的手段。但是，随着全社会性权利保护意识的增

强，强奸与组织、强迫卖淫之间的手段目的关联遭到否定，仅以组织、强迫卖淫定罪处罚难以

体现对强奸行为的否定评价，因此，刑法修正案 （九）以数罪并罚的规定取而代之。基于相

同理由，“拐卖妇女、儿童，又奸淫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儿

童卖淫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处罚”的规定 （第 １１项），恐怕也应改为数罪并罚，从而与
“拐卖妇女、儿童，又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实施故意杀害、伤害、猥亵、侮辱等行为” “拐

卖妇女、儿童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组织、教唆被拐卖、收买的妇女、儿童进行犯

罪的，或者又组织、教唆被拐卖、收买的未成年妇女、儿童进行盗窃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并有强奸、拘禁、伤害、侮辱等犯罪行为的” “收买被拐卖的妇

女、儿童后又组织、强迫卖淫或者组织乞讨、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等行为的”等情形的处

置保持一致。

　　再次，事实上，不论从一重处断，还是数罪并罚，都是司法解释针对高概率伴随发生的犯
罪现象作出的罪数处断规定，因此，仅有伴随发生的高概率性，但缺乏行为之间通常的手段目

的关联或者原因结果关联的，还不足以从一重处断。例如，在贩卖毒品罪与容留他人吸毒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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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或许向他人贩卖毒品后又容留其吸毒的，或者容留他人吸毒并向其贩卖毒品的，在司法实

践中经常伴随发生，但仅据此还难以认为贩卖毒品是容留他人吸毒的通常手段，抑或容留他人

吸毒是贩卖毒品的通常结果。因此，司法解释对这类情形都规定为数罪并罚。同理，对于绑架

过程中又实施抢劫行为的 （第９项），或许实际案件中这种情形的确经常伴随发生，但很难认
为二行为之间存在通常的手段目的关联或者原因结果关联。因此，恐怕尚不足以以这种发生概

率上的通常性作为择一重罪处罚的根据。或许有人认为，此乃一行为的想象竞合，即抢劫行为

发生在绑架行为持续过程中，二者主要部分重合，系一行为。但笔者认为，这种 “并发继续

犯与即成犯 （或状态犯）”的情形，所介入的即成犯 （或状态犯）的构成行为，只有当其主观

上是 “为了维持既存的违法状态”、客观上 “对继续犯构成要件之充足作出贡献”时，方能保

持与持续行为内容上的同一性，才能认为二者系一行为。〔４４〕据此，绑架过程中又实施抢劫行

为的，难以认为系一行为的想象竞合，理应还其数行为数罪并罚的本来面目。

　　最后，在高伴随关系型的例证中，手段目的型居多，原因结果型偏少。仅有以下几项可视
为原因结果牵连型：（１）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言，
包庇、纵容该组织似乎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分内事，故司法解释规定仅以重罪一罪从重处

罚 （第１３项）。（２）对于擅自设立金融机构而言，从事高利转贷、骗取贷款、吸收存款等业
务亦属惯常之事，故司法解释规定择一重罪处罚 （第７项）。（３）对于 “非法经营犯罪过程中

又逃税的，从一重处断”的规定 （第８项），或许也能以原因结果牵连来说明：经济行为是否
合法与是否征税是两个概念，无论经济行为的法律性质如何，经济行为发生后，就可能产生税

收法律关系，因此，经营行为不论违法与否，只要符合征税条件就应缴税纳税；据此，非法经

营行为在符合征税条件的情况下自然产生纳税义务，行为人不履行纳税义务，可视为非法经营

之原因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以手段目的关联为常态、以原因结果关联为例外，这基本符合我们

对牵连犯的认知。作为例外的原因结果型牵连关系要类型化为一般教义学规则，尚缺乏足够的

样本支持，对其应持谨慎态度，以明文规定为宜。

　　综上，高伴随关系型乃牵连犯的最常态。通过对此类型例证的梳理，可以总结出类型化牵
连关系 （牵连犯）的第三个教义学规则：当数行为之间存在作为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伴随发

生的高概率时，亦可肯定数行为之间客观的、类型化的牵连关系。这种高概率性，不 （仅仅）

是指在实际案件中经常同时或相继发生的现象，也不 （仅仅）是 “行为人常常将某一行为作

为另一行为的手段加以利用”这样的侧重于主观面的牵连关系，而是指在社会生活经验意义

上数行为之间通常具有手段与目的的密切关联，即客观的、类型化的牵连属性。这种牵连属性

也可能在刑法中通过构成要件的设置 （如短缩的二行为犯）予以明示。并且，这种社会生活

经验意义上的密切关联会因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由此会产生一些新的牵连关系，也会

消解一部分旧的牵连关系。

余 论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演绎推理、逻辑思辨的传统教义学方法依然是界定类型化牵连关系的
优先解题法，但本文作了另一种尝试，即在归纳总结牵连犯现象的基础上进行牵连关系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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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分析。本文研究发现，通过分析立法和司法解释中的牵连关系规定，的确可以总结出某些类

型化特征，从而形成一定的教义学规则，为类型化牵连关系及牵连犯成立范围的确定提供指

引。不可否认，基于此方法形成的教义学规则有其局限性：主要基于司法解释规定而形成的教

义学规则，其可靠性存疑；能否解释所有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现象 （部分数罪并罚条款似乎亦

具备该类教义学规则的类型化特征），同样存疑。但这正是归纳的方法论性质所使然。归纳方

法论下所形成的教义学规则，自然不是含义确定、界限分明的概念命题，而是基于趋同性判断

形成的类型轮廓。它提供的是一种原则性指引，指引规范制定者和司法适用者尽可能遵循规

则、谨慎创设例外。归纳方法指导下的类型化分析之于传统教义学方法，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当然，立法和司法解释规定中牵连关系的类型化分析，仅仅是归纳方法的一个维度，另一
重要维度是对裁判文书中牵连犯认定的类型化分析。如果说前者旨在从现象凝练规则，后者则

是为了检验牵连犯概念、原理在实践中的运用状况。例如，牵连犯概念是否为司法实务所熟

知。再如，法官在裁判文书中使用牵连犯概念，是仅限于对立法、司法解释规定作援引说明，

还是也将牵连犯从一重处断的一般法理适用于并无明文规定的其他情形。如果是后者，则可以

进一步追问，此种扩张适用是否形成了一定的类型化特征。诸等问题，均有待另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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