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競合論之歷史 

序 言 

區分想像競合與實質競合（數罪併罰）的思想根源，可追溯

至中古世紀。此為「犯罪競合問題是現行刑法中最古老之一部

分」的理由1。 

此外，在現今區分行為單數（一罪）與行為複數（數罪）意

義的競合論，則可追溯至普通法時代的刑法學2。在這個時代中，

德國學者 Johann Christoph Koch 不但擺脫了當時刑罰競合的想

法，更區分行為單數與行為複數乃至於連續犯，而且針對行為單

數、行為複數與連續犯分別以吸收主義、加重主義與單一主義加

以處理，至此成為競合論的發展基礎3。亦即 Koch 認為，「行為

人犯一罪或數罪，其顯示出數個犯罪之間是否具有同一或不同的

性質。在這種情形中，可以看出是由一行為或數行為所生的犯罪

競合。若是由數行為所生的犯罪競合，則可稱為反覆實行的犯

罪。這種反覆實行的犯罪，又可區分為對同一或不同客體所為。

倘若是對同一客體所為，則為連續犯；若是對不同客體所為，則

                                                      
1  參照本書第二章第一節四，有關歷史解釋與 1962 年草案之說明。 
2  Jecheck/Weigend, 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AT, 5. Aufl. 1996, S. 709. 
3  Koch, Institutiones juris crimiamlis, 1791, S. 26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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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反覆犯罪（Delictum vel vnicum quis commisit, vel plura. Si hoc, 

vel illa plura delicta sunt eadem vel diuersa delicta. Si hoc, 

concurrentia delicta dicuntur, quae vel ex eodem facto descendunt, vel 

ex diuresis factis. Si illud, repetita vocantur delicta. Repetita delicta 

circa, idem obiectum sunt repetita, vel circa diuersum obiectum. Si 

prius, delicta repetita vocantur continuata; si posterius, reiterata.）。

Koch 所言可說是現代競合論之濫觴。因此，本章主要的目的，是

針對直至 Koch 為止，有關競合論的歷史加以概述4，並透過這個

歷史概略補充至日本先前的研究當中5，藉以清楚地了解競合論背

後的思想。 

第一節 羅馬法 

在羅馬法中，已經有區分訴的競合（Kragenkonkurrenz）與訴

的併合（Kragenkumulation）之概念，並可對應至現今的行為單數

與行為複數。然而，在羅馬法中尚未出現犯罪的原因屬於一罪

                                                      
4  Vgl. Schaffstein, Die allgemeinen Lehren von Verbrechen, 1973, S. 212 ff.; Geerds, 

Zur Lehre von der Konkurrenz im Strafrecht, 1961, S. 5 ff.; Dahm, Das Strafrecht 

Italiens im ausgehenden Mittelalter, 1931, S. 237 ff. 此外，有關拉丁文的翻譯，雖

然得到多方面協助，但特別是 Schaffstein 教授晚年在筆者於哥廷根大學留學時

教導筆者許多，再者，亦從 José Llompart 教授得到莫大之協助，謹此附記。 
5  有關競合論（罪數論）的研究，有小野清一郎，『犯罪構成要件の理論』，

1953 年，第 351 頁以下；伊達秋雄，『想像的併合罪の研究』，年代不詳，第

13 頁以下。本書基於這些研究，試圖對其加以補充。其他參照虫明 滿，『包

括一罪の研究』，1992 年，第 118 頁以下；村崎精一，「刑法における法条競

合論」，金澤大学文学部論集・法学編第 14 号，1966 年，第 29 頁以下；山火

正則，「包括一罪の研究（一）」，神奈川法学第 9 卷第 2 号，1974 年，第 53

頁以下。 



 
 
 
 
 
 
 

 

 

 

 第一章 競合論之歷史  003

（「同一犯罪（idem crimen）」）或數罪之爭論6。Geerds 教授7

對此部分逐一加以解釋。羅馬法的觀點在今日來看，是透過民事

訴訟上的訴權來解決刑法上的競合問題，以一個「法律違反」做

為一個訴權的基礎，換言之，即承認對個別法律違反所形成的個

別訴權。從而，在賦予法律效果（刑罰）的觀點上，法律違反的

性質與數量極其重要，至於是由一行為或數行為所生的法律違反

則已經無關緊要。再者，由於一行為有可能包含兩個犯罪，故沒

有進一步區分想像競合與實質競合的必要。關於此點，可以看見

在羅馬法中，揭示了不包括地解決競合問題的理由與 Geerds 的看

法。從而，針對行為的法律效果，除了併科死刑與無期徒刑之宗

教犯罪以外，併科罰金的情形亦屢見不鮮。在此，已經可看透支

配著這個時代的競合論原則，即為「僅依犯罪數決定刑罰（quot 

criminal, tot poenae）」8。而且，縱使由「私法上的刑法」移往

「公法上的刑法」之方向前進，但這個原則仍然被繼續維持9。 

然而，即便承認有複數訴權，若是屬於倫理上的不同類型

時，仍可以對這些複數訴權競合後加以執行，但若是屬於倫理上

的相同類型時，除了罰金會成為問題以外，一方的訴權亦會排除

                                                      
6  Schaffstein, a.a.O. (4), S. 212. 
7  Geerds, a.a.O. (4), S. 5 ff. 
8  然而，在這個時代，Geerds 認為犯罪並非意味著行為，而是以法律違反來理

解，縱使一行為違反數法律，仍認為是數刑罰（訴權）；再者，縱使違反數法

律，因承認一個刑罰（訴權），故上述原則將無法一般性地加以評價。舉例而

言，某法律為科處死刑的刑罰，他法律為科處終身強制勞動與流放（剝奪和

平，Friedlosigkeit）的刑罰，則後者被排除；此外，在法律規定規定「持有武

器」的集合概念之情形中，上述原則亦不妥當。另一方面，德國一般見解認為

（vgl. Höpfner, Einheit und Mehrheit der Verbrechen, 1901, I-8, 19, 21.），儘管

Geerds 對於該原則進行如此的批判，但對各個權利侵害產生各個獨立的訴權，

「僅依犯罪數決定刑罰」的併科原則仍舊支配著當時的刑法學。 
9  有關其理由，依照小野博士之理解（前揭註 5，第 351 頁），這是因為羅馬帝

國刑法的威嚇主義之傾向，使上述原則更為便利。 



 
 
 
  
 
 
 

  罪數論之研究  004 

他方的訴權。Geerds 瞭解這個情形而認為，「訴權競合之揭示雖

然具有法條競合的外觀，但即便穿上了訴訟法的外衣，對羅馬人

而言，仍然屬於未知的概念10」。 

第二節 古代德國法 

與羅馬法相同，在古代德國法（日耳曼法）中，雖然亦可發

現贖罪金與被害人的自力救濟，但「比起羅馬法，日耳曼法中的

『結果』，對可罰性與答責性而言，具有決定性的意義11」。儘管

近代法中的公刑法尚未呈現該樣貌，但犯罪概念或制裁已經相當

明確，而在身體傷害的情形中，已經將各種傷害認為是不同的犯

罪，並對各種身體傷害分別科處贖罪金，且認為竊取數個財物視

為數個竊盜、殺害孕婦視為侵害二個法益。再者，身體刑亦可併

科死刑或贖罪金。在此種意義之下，日耳曼法已經比羅馬法更為

貫徹併科主義。以確立「個人」概念以及規範個人對個人關係的

私法制度為中心之羅馬法，是以法律違反做為犯罪的基本單位，

而強調超越個人的全體之日耳曼法，從上述文脈中即可理解是以

結果為犯罪的基準。 

然而，縱然是日耳曼法亦無法對併科主義一以貫之。若是對

被害人傷害致死，則僅須支付人命金而不須支付傷害贖罪金。又

在科處死刑之情形中，一般已排除贖罪金，除了因放火致人死亡

以外，同時造成物的損害之情形亦同；在出血傷害與內出血傷害

的情形中，僅有出血傷害為賠償金之對象；多數的構成要件，例

如竊盜一群家畜、損害二顆門牙等情形，將發生的複數結果包括

                                                      
10  Geerds, a.a.O. (4), S. 9 f. 
11  Geerds, a.a.O. (4), 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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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視為一個獨立犯罪。唯有如此，Geerds 不得不屈從 Höpfer 教授

所主張「各種犯罪對應個別刑罰12」（僅依犯罪數決定刑罰）的見

解以及一般的理解。豈止如此，例如在 Fridah 法等當中，因數個

毆打造成數個傷害的情形，僅能以造成最大的傷害為贖罪金的對

象，日耳曼法是否比羅馬法更嚴格地貫徹併科主義，仍不無疑

問13。 

無論如何，在日耳曼法中，犯罪結果是否由一行為所引起的

問題，亦即區分行為單數與行為複數，已經沒有討論的意義，從

而並未認識到這個問題。 

縱使在接續之時代中，仍然未有新的動向，此時所稱的競合

理論尚不存在14。然而，科以單一刑事制裁的範圍已經開始擴大。

依照 Sachsenspiegel 法的規定，若科處身體刑則排除贖罪金；同時

造成身體傷害與器物毀損的情形，前者為賠償金的對象，數額大

的賠償金優於數額小的賠償金。再者，在科處死刑或喪失和平

（Friedloslegumg，流放刑）的情形中，逐漸地不科處其他刑罰，

厥為擴大吸收主義的新制度。這種趨勢，可窺見屬於國家公刑罰

的刑法之發展過程15。亦即，如同 Geerds 的指摘，這個時期由於

國家和平立法（Landfriedensgesetzgebung）之頒布，可以顯著地看

見從私刑法朝向近代刑法基礎的公刑法（刑事的公刑法或國家的

公刑罰）（peinliches öffentliche Strafrecht）之變遷，與此相關聯

者為刑事罰上之贖罪金，已經逐漸失去其意義。 

                                                      
12  Höpfner, a.a.O. (8), I -19, 21. 
13  Geerds 認為（Geerds, a.a.O. (4), S. 18.）多數犯罪行為科處一個刑罰之例，日耳

曼法較羅馬法更頻繁出現。然而，對此問題，一般的理解與 Geerds 的見解正好

相反。 
14  Geerds, a.a.O. (4), S. 19 ff. 
15  參照小野清一郎，前揭註 5，第 353 頁。此為佐證這個時期的特色，開始以死

刑或身體刑之刑罰取代自力救濟與流放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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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Schaffstein16認為，縱使是中世紀的德國刑法，雖然尚

未明確競合形式的分類，但可認為已經開始萌芽。在同時處罰數

犯罪的情形中，部分情形已採取刑之併科（Kumulation），而部分

情形已採取刑之加重（Asperation），以及在科處死刑與流放刑的

情形中，其他刑則由死刑與流放刑所吸收。 

第三節 義大利法學 

在 13 世紀繼續發展的義大利法學17，其法的思考比起羅馬法

更接近日耳曼法，雖然仍重視結果，但在有關處罰的觀點上，則

與日耳曼法不同，已朝向無限制的併科主義發展18。若對多數人侮

辱，則對個別不同人的侮辱均處罰之19；身體刑僅能以人的肢體數

量為限處罰之。對扒手的處罰，若盜取二個錢包則剁手、盜取三

個錢包則挖眼、盜取超過三個錢包則處以絞刑。這種處罰方式貫

徹了「僅依犯罪數決定刑罰」的原則。然而，即使這種嚴格的併

科主義逐漸走到了盡頭，「明白這個道理的義大利法學者亦開始

涉獵競合論」。亦即，如同依循都市國家的市民之倫理意識，當

代義大利法學家傾注全力在罪數觀念的研究上，使市民免於過於

                                                      
16  Schaffstein, a.a.O. (4), S. 212. 
17  Geerds, a.a.O. (4), S. 22 ff.此外，Dahm, a.a.O. (4), S. 237 ff. 
18  依照 Dahm (a.a.O. (4), S. 237 ff.)的觀點，在這個時代中，毆打數、投石數、傷害

的動物數等，以結果數與行為數決定刑罰至為重要。舉例而言，投第一個石頭

為重罰、投第二個石頭為輕罰；傷害的部位究竟是手足或牙齒，在計算刑罰時

至為重要。雖然這些基準相互結合後以決定刑罰，但這些結合的各種類型，可

對應為今日的想像競合與實質競合。這些類型的一般化可視為競合論的發展。 
19  依照 Dahm (a.a.O. (4), S. 243)的觀點，多數說法為侵害同一內容、同一法益的情

形，科處一個刑罰，而侵害內容不同的情形，則科處數個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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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苛之刑的併科20。 

對此，舉例而言，有關「對人以外的客體之犯罪（delicta rem 

extra personam）」，縱使是一行為違反數法律，若以一個目的為

之，或是數個犯罪行為是以同一結果為目的、或對同一人為之，

已經有科處一個刑罰的對策出現，並非先前訴權競合的處理方

式，從而誕生了實體法上法條競合的想法。再者，深入對連續犯

的要件加以檢討，復又不同於「僅依犯罪數決定刑罰」之原則，

而肯認「重刑罰吸收輕刑罰（ poena major absorbet poenam 

minorem）」之想法。同時，脫離依個別構成要件來處理犯罪競合

的對策，致力於確立競合理論的一般原則，其結果，開啟了區分

同種競合、異種競合、想像競合與實質競合的思考，更逐漸滲透

當初認為數罪的想像競合應該比實質競合更為寬容的思想21。 

在此之後，15、16 世紀的義大利與西班牙已開始詳細地檢討

競合問題。 Clarus 教授將數個犯罪區分為「不同時間（ ex 

intervallo）」所實行的事例，與「同時對同一目的（ eodem 

tempore etfacta sunt eundem finem tendant）所實行的事例，在對應

實質競合的前者中，按照併科主義應分別處罰個別犯罪22；成為想

像競合原型的後者，則由重罪吸收輕罪。再者，Farinacius 教授一

方面確認「對數個犯罪應科以數個刑罰（delicta plura pluribus 

punienda sunt）」的原則，但在以下事例中，卻不維持該原則。 

①以二尖叉為工具使多數人負傷的情形（依照 Clarus 的見

解，仍應依個別的傷害罪分別處罰），以「一個犯罪（unicum 

crimen）」為理由，應科處一個加重刑罰。 

                                                      
20  小野清一郎，前揭註 5，第 354 頁。 
21  Dahm (a.a.O. (4), S. 239 f.)又指出，在竊盜犯毀損贓物（例如書籍）的情形中，

由於「處罰其新行為[按：毀損行為]之意義並不存在」，故不應併科毀損器物之

刑，但在此可看出不可罰的後行為之對策。 
22  Schaffstein, a.a.O. (4), S. 212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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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連續時間內的犯罪（ delicta successive ex intervallo 

commissa）」（連續犯）的情形中，僅存在一個犯罪23。 

③在「以同一目的且同時實行（quae ad eundem finem et 

eodem tempore commissa sunt）」的犯罪中，又區分為「複數犯罪

係朝向主要犯罪之同一且必然的目的（plura delicta tendunt ad 

eundem finem necessarium principalis delicti）」的事例，例如不先

行傷害則無法實現殺人的事例（法條競合）24，與「複數犯罪未朝

向同一且必然的目的，且不一定包含在主要犯罪當中（ plura 

delicta non tendunt ad eundem finem necessarium nec necessario 

comprehendunt sub principali dekicto）」（想像競合）之事例。前

者為科處「主要犯罪（delictum principale）」的刑罰，後者則對所

犯最重之罪科處加重刑罰25。 

承上所述，義大利法學至 16 世紀後，有對實質競合採取併科

主義（有時採加重主義）、對連續犯採取加重主義（單一刑主

義）、對想像競合採取吸收主義之區別26。這個過程，可謂是擺脫

併科主義後，開啟了視為犯罪論的競合論之歷史。Dahm 教授總括

這個時代的論點如下。這個時代，雖然有究竟是以實行行為數

（即犯罪行為的性質）為基礎，或以視為目的之結果數與性質為

                                                      
23  Dahm (a.a.O. (4), S. 243, 247)又認為，因時間的間隔所生的結果，並非連續犯而

應為實質競合，無論如何，連續犯的競合形式，愈發於實務中紮根而且一般

化。 
24  再者，依照 Dahm (a.a.O. (4), S. 240 f.) 的觀點，如同這種朝向一個目的，在其

過程中必然的發展過程之結果，亦有被最終目的之結果所吸收的一般原則。然

而，針對以傷害為理由之先行訴追是否限制以殺人為理由之後訴追，見解並不

一致。此外，在侵入住居與竊盜的情形中，前者並非必然與後者有密切關係，

因此併科其刑。 
25  Dahm (a.a.O. (4), S. 247)認為，在 Fori 法當中，以一行為造成數傷害為一處罰，

縱使在連續行為之情形中，以不同的傷害手段實行時，仍應數次處罰。 
26  Vgl. Dahm, a.a.O. (4), S. 37 ff.; Mezger, Strafrecht Teil, 1954, S. 232 f. 此外，加重

主義可定位為併科主義與吸收主義的折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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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兩種立場，但無論是學說或實務均一致採取併科主義。因

此，就原則而言，首先按照結果數，其次按照可罰的行為數併科

刑罰。然而，為了緩和由刑罰的併科所導致過於嚴苛之刑罰，學

說上針對結果複數的情形，提出從實質競合（併科主義或加重主

義）區分法條競合（排斥關係）與想像競合（吸收關係），而針

對行為複數的情形，提出從實質競合區分出連續犯（單一刑主義

或加重主義）的對策。這種妥協的解決方式，被之後的實務所接

受。然而，在之後的實務中，造成了一方面仍殘留嚴格的併科主

義，但另一方面學說上又限制併科主義的局面。無論如何，在此

種義大利法學當中，早已形成近代罪數論的原型。 

第四節 德國普通法學以後 

在德國普通法學初期階段，即使尚未有現在的法概念，但已

經可區分犯罪的單一性與多數性，亦即區分想像競合、數罪併罰

以及法條競合，復又承認連續犯27。再者，一般而言，在這個時代

                                                      
27  Schaffstein, a.a.O. (4), S. 213 f. 在 Carolina 刑法典中並不存在有關犯罪競合的一

般規定，各犯罪構成要件以竊盜（第 163 條）為例，僅規定「在應數次處罰的

情形中，應按照最重之刑罰科處其刑」。此外，在這個時期中，刑法學者對競

合論的關心雖然不高，但以下兩位學者的競合論應值得注意。首先，Reusner 教

授主張「任何人皆不能以同一犯罪為理由而成為多數法律的（有罪）被告，此

種見解實屬正確（Certi autem iuris est, neminem ob idem crimen pluribus legibus 

reum fieri posse），但犯罪若為多數時，則情況不同（si plura sint delicta）」，

個別犯罪應個別處罰之。所謂有個別可罰性且「非連續犯罪（ discontinua 

delicta）」的情形，是指「並非同時，在不同的時間以不同的理由對不同之人犯

罪（non eodem, sed diverso tempore et diversis in causis ac personis）」的情形。

依照 Reusner 教授的想法，可以看出其意圖區分想像競合與實質競合。此外，

Damhouder 教授認為，若某人持有禁止的武器並襲擊他人而使人負傷，應以傷

害為理由僅科處一次刑罰」。Damhouder 教授認為「亦有同時犯第一與第二個

犯罪，而與第三個犯罪合為一個犯罪之故（quod infractio primorum duor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