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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中牵连关系的形态及其实质分析
张二军
（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要： 牵连犯作为一种罪数形态，在刑法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刑法理论中对牵连犯的判断是以
牵连关系为标准，牵连关系在理论上不仅存在两种基本形式，而且也存在多种观点分歧。 事实上，牵连
摘

关系与犯罪构成要件之间联系密切。当数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属于同一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牵连时，
应认定为一罪，应按从一从重的处断原则处罚; 反之，如果数行为属于数个不同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牵
连，则构成数罪，应实行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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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刑法理论中牵连关系形态的各种观点
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牵连犯及其处断原则 ，对牵连关系形态是从刑法理论上进行探讨的 。目前，
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牵连关系形态存在以下观点 ：
第一种观点认为，牵连关系存在两种形态。该观点是借鉴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对牵连关系形态的
分类，也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的通说，认为牵连关系有两种基本形态，只不过名称不同而已。 如有的称牵
连关系的两种形态为： “一是因方法行为触犯其他罪名的牵连关系 ，二是因结果行为触犯其他罪名的牵
［1］
连关系。” 有的认为牵连关系的两种形态是“目的行为与方法行为的牵连关系，目的行为与结果行为
［2］
［3］
之间的牵连关系” 。有的称其为“方法与目的型的牵连关系，原因与结果型的牵连关系 ” 。 尽管这
些论述对两种牵连关系形态的称谓有所不同 ，但其所表达的内涵则是一致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牵连关系存在三种形态。此种观点认为，尽管我国刑法理论中认为牵连关系两种
形态的观点是学界的通说，但随着对牵连犯理论研究的深入，也有学者认为牵连关系具有三种形态，即
“1． 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牵连形态 ； 2． 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牵连形态； 3． 兼具上述两种牵连的复杂
［4］
牵连形态” 。也有学者认为牵连关系三种形态是 ： “（ 1） 过程行为与目的行为的牵连； （ 2） 手段行为与
［5］
目的行为的牵连； （ 3） 结果行为与原因行为的牵连。” 从牵连关系三种形态的观点能够分析出 ，这种观
［6］
点是在牵连关系两种形态的基础上 ，另外增加了复杂的牵连关系形态形成的 ① 。
第三种观点认为牵连关系仅有一种形态 。此种观点为庄劲博士所倡，认为牵连关系的形态只有一
［7］
种，即只有“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牵连的形态 ，而不包括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形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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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刑法理论中牵连关系不同形态的分析
由于我国刑法理论认为牵连犯的形态与牵连关系的形态是一致的 ，且通说认为牵连关系有两种基
本形态，所以，本文对牵连关系的两种基本形态不过多展开 ，主要评析刑法理论中存在的其他观点。 首
先，对牵连关系一种形态而言，该说立于犯罪客体重合性的主张，认为牵连犯只有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
一种形态，从而否定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存在的牵连关系形态 。认为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的
［8］
牵连形态“要么属于吸收犯，要么属于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的牵连，要么属于典型的数罪 ” 。 此种观
点值得注意的是论者将牵连犯的形态与牵连关系的形态持一致的立场 ，所以得出只有手段行为与目的

行为一种牵连关系的形态。笔者认为，如果将牵连犯的形态等同于牵连关系的形态 ，那么这种观点是值
得肯定的，否则，则存在着将牵连关系形态缩小的态度 。这从论者将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的牵连关
系，或者认定为吸收犯，或者属于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之间的牵连 ，或者属于典型的数罪的论证中即可
分析出。事实上，牵连犯的形态与牵连关系的形态是不一致的 ，同时也说明了牵连关系形态的内容更丰
富。其次，牵连关系三种形态的观点，同样立于牵连犯的形态与牵连关系的形态是一致的主张 ，认为牵
连关系除了具有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 、目的行为与结果行为两种基本形态外，还包含其他一些牵连形
态。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 其一，是兼具两种基本牵连关系形态的复杂牵连形态，即是指“犯罪分子所
实施的三个犯罪行为分别具有手段与目的 、原因与结果的关系。 例如，犯罪分子侵入他人住宅盗窃枪
［9］
［10］
支，然后予以私藏” 。也有学者认为复杂牵连形态是“三重牵连的类型 ” 。 其二，有学者认为存在
过程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如甲入户强奸，其入户的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行为作为强奸之过
［11］
程行为” 。

由牵连关系三种形态的观点能够分析出 ，所谓复杂的牵连关系或者三重的牵连类型也是客观存在
的现象。论者是指牵连犯的复杂形态，由于我国刑法理论中将牵连犯与牵连关系认为是一致的，所以，
一般也认为是牵连关系的一种复杂形态 。但笔者认为对复杂的牵连关系形态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
上面所举的入室盗窃现象，盗窃到枪支并私藏的行为，就具有以下情形： 其一，如果行为人是出于盗窃一
般财物而入室盗窃，偶然盗窃到枪支然后私藏的，这种情形的非法侵入住宅与盗窃行为构成牵连关系，
但私藏枪支的行为则另外构成犯罪 。其二，如果行为人的目的就是入室盗窃枪支，然后私藏的行为，这
种情形是非法侵入住宅与盗窃枪支的行为构成牵连关系 ，由于私藏行为与盗窃枪支行为侵犯的客体具
有一致性，所以应按照吸收犯处断。而过程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其实是一种手段行为与目
的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
三、我国刑法理论中牵连关系形态梳理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牵连关系具有两种形态 ，但随着对牵连关系研究的深入，对牵连关系的形态
也提出了新的观点。目前，存在以下几种关于牵连关系形态观点 ： 其一是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牵连关
系； 其二是目的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 ； 其三是复杂的牵连关系； 其四是其他罪数形态中存在
的牵连关系； 其五是数罪之间存在的牵连关系 。对各种形态阐述如下：
( 一) 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
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是指行为人以犯一罪的犯意而实施犯罪 ，但行为人使用的手
段行为触犯其他罪名的情形。从此种牵连关系的含义中，能分析出其特点有： 其一，行为人实施了两个
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即目的行为与手段行为。目的行为是行为人实施犯罪最终想要达到的结果 ，手段
行为是行为人为达到目的行为而采取的手段或者方法 、措施。显然，手段行为是为目的行为所要追求的
犯罪结果提供条件的，所以手段行为在前，目的行为发生在手段行为之后。 其二，行为人实施的手段行
为、目的行为都是出于犯罪故意。对于此种牵连关系，刑法理论中常举的例子是入室盗窃行为，行为人
的目的行为是盗窃财物，采取的手段行为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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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
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是指行为人出于犯某罪的故意而实施犯罪行为 ，但行为人犯
某罪的结果行为却触犯其他罪名的情形 。其特点有： 其一，行为人实施了两个客观构成要件行为，即原
因行为与结果行为，这里的原因行为也称为目的行为，是行为人意图追求的犯罪结果，结果行为是原因
行为的犯罪结果所触犯的其他罪的犯罪结果 。此种牵连关系中，原因行为在前，结果行为在后。 其二，
此种情形的牵连关系同样要求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主观要件是出于故意 。刑法理论中经常列举的例
子如盗窃枪支并私藏的行为，行为人的原因行为是出于盗窃财物的目的却盗窃到枪支 ，然后将枪支私藏
的行为。
( 三) 复杂的牵连关系
复杂的牵连关系，也称为三重牵连，有学者指出： 三重牵连的犯罪“是行为人实施了三个犯罪行为，
一个本罪行为，两个他罪行为，而且一个他罪行为先于本罪行为实行 ，表现为手段行为； 一个他罪行为后
于本罪行为实行，表现为结果行为，加上本罪行为，所以叫三重牵连的犯罪。质言之，无非是手段牵连犯
［12］
罪与结果牵连犯罪的结合” 。由此可见，复杂的牵连关系的特点是存在数个犯罪行为 ，数个犯罪行为
之间存在数个牵连关系，分别是方法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 、目的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的牵连
关系，而这两个牵连关系同样也是在犯某罪的主观故意支配下实施的 ，而且前后两个牵连关系具有客观
上的联系。刑法理论上常举的例子，如行为人入室盗窃却盗窃到枪支 ，然后私藏枪支的行为。
( 四) 其他罪数形态之间的牵连关系
其他罪数形态中存在的牵连关系 ，也是近年刑法理论上对牵连犯这种罪数形态内容的进一步丰富 。
主要涉及复合犯罪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 、想象竞合犯中存在的牵连关系、转化犯中的牵连关系及吸收犯
中存在的牵连关系等。
1． 复合犯罪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这种情况指某一犯罪的客观方面是复合行为，而在犯罪过程中，
数个复合行为之间形成的牵连关系 ，如我国有人认为，“对于为抢劫而预谋故意杀人或者在抢劫过程中
［13］
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行为 ，属于牵连犯，应按从一重罪处罚” 。
2． 想象竞合犯中的牵连关系，这种情形是将实践中发生的想象竞合犯罪现象作为牵连关系的情形 ，
［14］
“
如将 某甲为做家具赚钱，盗窃了铁路上的枕木，足以使火车发生倾覆的危险 ” 认为是刑法理论中的
牵连犯。也有学者认为： “刑法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的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应
［15］

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属于牵连犯的表现形式。”
3． 转化犯中的牵连关系，这是将刑法中的转化犯认为是牵连犯的情形 。如有学者认为： “行为人非
［16］

法拘禁他人的犯罪行为与非法拘禁时殴打他人致人重伤或死亡的犯罪行为具有牵连关系 。” 认为这
里的非法拘禁行为是目的行为，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是结果行为 。
4． 吸收犯中的牵连关系，这是将吸收犯中具有吸收性质的数行为认为是牵连关系的情形 ，如“对于
侵入他人住宅而盗窃、强奸或杀人，有学者认为属于牵连犯； 但有学者认为这是具有牵连关系的吸收
［17］
犯” 。
( 五) 数罪之间的牵连关系
数罪之间的牵连关系源自 1988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的两个补充规定 ，即《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
罪的补充规定》与《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 》第三条第三款
规定： “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构成其他罪的 ，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其第五条第二款规定： “因受
贿而进行违法活动构成其他犯罪的 ，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第八条第三款规定： “因行贿而进行违
法活动构成其他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 》第十条第二款规定：
“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以走私罪和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 （ 指 1979 年刑法———笔者注 ） 规定的
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罪 ，依照数罚并罚的规定处罚。”这两个补充规定中的上述四种情形，
刑法理论上认为具有牵连关系，也正是这两个补充规定中的四种情形拉开了我国刑法理论中牵连犯处
断原则多元化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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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牵连关系不同形态的实质
( 一) 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牵连关系的内涵及其实质
对于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牵连关系的内涵与实质应从以下方面来理解 ：
第一，对手段与 手 段 行 为 的 理 解，根 据 汉 语 意 思，手 段 是 指“为 达 到 某 种 目 的 而 采 取 的 具 体 方
［18］
法” 。从手段的汉语意思中能够分析出 ，手段行为应是指行为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具体方

法的过程，因为方法或者手段是静态的，而方法行为则是动态的，而且方法行为本身要求它必须持续一
个过程，才能完成所采取的方法。这里的手段与方法是在同一意义时使用的 ，也就是说手段或方法行为
都是为目的行为服务的，为目的行为所利用与控制。
第二，对目的与目的行为的理解，在汉语意思中，目的的含义是指“需要达到的地点或境地； 想要得
［19］
到的结果” 。那么目的行为应是指为了达到想要得到的结果 ，而必须实施的客观行为的过程。 同样，

目的是行为人意图追求的结果，是静态的，而要达到这种结果所采取的目的行为则是动态的，同时这种
动态的行为必须持续一定的过程才能达到行为人所追求的目的 。
第三，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可从以下方面来理解 ： 首先，方法行为不同于犯罪方法，
［20］
犯罪方法“是指犯罪实施的方式、手段、步骤和途径等” 。特定的犯罪方法是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 ，除
此之外犯罪方法对构成犯罪没有影响 ，而是影响量刑。因此，犯罪方法除极个别属于犯罪成立的客观要
件外，基本上属于客观构成要件之外的要素 。而牵连关系中的方法行为则不同，它存在于牵连关系中，
而牵连关系需要具备数个行为，是相对于目的行为而存在的行为 。按照刑法理论的通说，牵连关系是为
犯某罪，而其方法行为触犯其他罪名的情形 。而这里的犯某罪显然属于实施某罪客观要件的行为 ，而方
法行为则属于触犯其他罪名的构成要件的客观行为 。因此，在方法行为与目的行为的牵连关系中 ，两者
的牵连关系成了不同罪名的构成要件客观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 。 其次，目的行为不同于犯罪目的。 犯
［21］
罪目的“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希望达到的危害结果的主观反映 ” 。犯罪目的是行为人的主观心

理态度在客观上的反映，犯罪目的的实现随着行为人所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而在客观上反映出来 。 如
果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没有在客观上展开 ，那么它属于人的思维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讲，犯罪目的是
静态的。而牵连关系中的目的行为，是行为人为了犯某罪而实施的某种罪的客观要件行为 ，是犯罪目的
在客观上展开的行为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最后，在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中，手段
行为是为目的行为利用的行为，手段行为是为目的行为服务的。因此，手段行为既可以是一个，也可以
是多个，而目的行为则只有一个，多个手段行为都是为目的行为服务的 ，为最终实现目的行为服务。
第四，方法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牵连关系的实质 。按照刑法理论的通说，方法行为或目的行为是出
于犯某一罪的目的支配下的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 ，而且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是在这一犯罪目的支配下
实施的数个行为。由于刑法中的行为有多种解释，如有“犯罪行为”、“危害行为”、“客观要件行为 ”等，
同时，刑法中某一具体犯罪的成立，是根据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来评价的，如果行为人的行为符合一个
犯罪构成，则成立一罪，符合数个犯罪构成则成立数罪。然而，犯罪构成要件客观上的行为，有的是由单
个危害行为构成，如故意杀人罪，行为人用刀将他人杀死的行为； 有的是由数个危害行为构成，比如抢劫
罪，行为人实施暴力、威胁、胁迫等方式使被害人不敢反抗、不能反抗、不知反抗的情况下，然后劫取他人
的财物，这里就存在两个行为，暴力行为与取财行为。在抢劫罪的犯罪构成中，行为人的目的行为是劫
取财物，手段行为是暴力，二者之间显然具有在一个犯罪目的支配下的牵连关系①。 因此，通过分析能
够发现，行为人出于犯一罪的目的，所实施的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 ，其实是在一个犯罪
构成内的数个客观行为要件之间具有的牵连关系 。尽管单独来看，手段行为、目的行为确实也符合刑法
分则某一具体犯罪的犯罪构成客观行为要件 ，然而，在具体的犯罪构成客观行为要件中，如果将其在某
①

对于这种情形，刑法理论中常举的例子是入室盗窃行为，显然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是方法行为，盗窃是目的行为，但是盗窃罪犯罪

构成的行为要件中并没有限制，可以是在公开场合实施，也可以入室实施，无论哪种盗窃方法行为都符合盗窃罪的客观行为要件，显然
这种情形是在一个犯罪构成要件内的客观行为中的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的一种牵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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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犯罪目的支配下的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截然分开为单独行为要件 ，则具体的复数构成客观要件行为
的犯罪显然不能成立。故笔者认为，所谓的在犯某罪的犯罪目的支配下的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 ，实际上
是同一个犯罪构成要件内的复数客观行为要件之间的牵连关系 ，这样界定不仅符合具有这种牵连关系
的数个客观行为事实，而且也符合国内外的司法实践。
( 二) 原因与结果行为之间牵连关系的内涵及其实质
1． 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牵连关系的内涵 。
在分析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之前 ，首先应分析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的关系 ，然
后从中寻找二者之间的牵连关系的实质 。而要分析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的关系，首先应从因果关
系方面来入手，因为现在理论上有人认为： “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具有的牵连关系，这种牵连关系
［22］
表现为因果关系” ，从而认为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牵连关系是一种前因后果的关系 。对此，笔者认
为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作如下理解 ：
首先，牵连关系中的原因行为、结果行为与哲学中的原因、结果范畴不同。 牵连关系中的原因行为
与结果行为首先是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中的行为要件 ，而且是两个行为要件。在这两个客观行为要件中，
从形式上来分析，如果将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二者分开单独来看 ，都符合刑法分则某一具体犯罪构成。
然而，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所以在客观上能够联系起来 ，其原因在于原因行为的犯罪目的，是由这一
犯罪目的而将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在客观上联系起来的 。所以，行为人在犯某罪的犯罪目的支配下而
实施数个行为，其中有的为原因行为 （ 即目的行为 ） ，有的为结果行为。 尽管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
的客观联系并非属于因果规律，但由于是在犯某罪的犯罪目的支配下实施的数个行为 ，故行为之间具有
原因与结果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 。而原因与结果属于哲学上的一对范畴，“因果范畴揭示的是事物引
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因果关系是包括时间先后次序在内的一种现象必然引起另一种现象的本质联
［23］
系” 。然而，尽管“因果联系是普遍的，任何事物都是原因和结果的统一 ，并不能由此得出任何联系都
［24］
是因果联系的结论” 。因此，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具有的牵连关系 ，与不受人们主观意志支配的

因果规律的因果关系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其次，原因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关系的界定。 这里的原因行
为也称为目的行为，原因行为或者目的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如何称谓更恰当 ，笔者认为以哪种称谓符合
学界约定俗成的共识为合适。用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称谓尽管也表现为数个行为 ，由于理论上多将
二者用因果规律来概括，会使人们认为它们之间尽管客观上有联系 ，但在主观上却没有联系。而用目的
行为与结果行为来概括，表现为目的行为是在行为人犯某罪的犯罪目的支配下而实施的 ，这个目的行为
是行为人犯某罪的客观化的过程 ，而结果行为是犯罪目的行为客观化过程中出现的某种客观危害行为 。
所以，笔者认为用目的行为与结果行为来表述更符合学界的共识 ，也符合对牵连犯概念约定俗成的表
述。最后，结果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关系的厘定 。尽管结果行为与犯罪结果都是客观存在的现象 ，但二
者却存在着明显区别。结果行为是某一犯罪构成客观行为要件的内容 ，结果行为本身就符合刑法分则
某一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它是在犯罪目的支配下通过行为要件在客观上展开的过程 。 结果行为是在
具体的牵连关系中存在的，其存在具有相对性，是相对目的行为而存在的，由于结果行为是一个过程，所
以是动态的。而犯罪结果是行为人通过实施犯罪行为所要追求的最终目标 ，而这种目标一旦达到，就会
处于停止状态，所以犯罪结果是静态的。
2． 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牵连关系的实质 。
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是由于行为人出于一个犯罪目的 ，实施一个目的行为，在实施目的行为过程
中，其结果行为触犯其他罪名的情形 。而这里的结果行为按照学界的共识 ，通常认为它是在实施目的行
为的犯罪目的支配下实施的。如果从这一点来分析，能够看出结果行为是目的行为的犯罪目的在客观
展开过程中出于其他目的而在客观上的延伸 。 正是由于出现了其他的犯罪目的行为人才实施结果行
为，而此种结果行为却符合了不同于目的行为的犯罪构成要件 。由此能够分析出，目的行为与结果行为
二者在犯罪构成客观行为要件上是有显著区别的 ，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犯罪构成客观行为要件。 而将
目的行为与结果行为联系起来的主线则是目的行为的犯罪目的 ，目的行为的犯罪目的一旦达到，目的行
为在客观上的展开过程就会停止 ，出于对目的行为的犯罪结果的支配，而另外产生了其他的犯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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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犯罪目的与目的行为的犯罪目的是不同的 ，目的行为的犯罪目的与另外产生的犯罪目的的结果
行为则仅具有客观上的联系。故目的行为与结果行为二者牵连关系的实质是不同犯罪构成要件 ，在它
们犯罪目的客观化过程中不同犯罪构成客观行为要件之间的联系 。
( 三) 牵连关系其他形态的实质
牵连关系的其他形态有复杂的牵连关系 、其他罪数形态中存在的牵连关系以及数罪之间的牵连关
系，这几种牵连关系的实质如下：
1． 复杂牵连关系的实质。
如上分析，由于复杂的牵连关系是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及目的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存在三个犯罪
行为，三个犯罪行为由于是在一个主观罪过支配下而在客观展开过程中存在的一种联系 。 对于此种情
形，理论上常举的例子是非法侵入住宅盗窃枪支并私藏的 ，对于这种情形的牵连关系可作如下分析： 其
一，行为人明知有枪支而入室盗窃枪支并私藏的行为 。在此种情形下，非法侵入住宅与盗窃枪支之间由
于存在一个罪过支配下实施的数个行为 ，故它们之间存在牵连关系； 而盗窃枪支后私藏的行为同样也是
在一个盗窃枪支罪过支配下实施的 ，而且盗窃枪支与私藏枪支之间由于侵犯的客体具有重合性 ，所以属
于吸收关系。其二，行为人入室盗窃一般财物，却意外盗窃到枪支并私藏的，在这种情形下，行为人主观
上具有两个罪过，而且不是在一个最终犯罪目的支配下实施的两个行为 ，故符合两个犯罪构成。由此可
见，所谓的三重牵连关系其实要么属于吸收关系 ，要么属于数罪，尽管三个行为之间具有一定的客观联
系，但由于三者之间缺乏主观上的联系 ，故不属于牵连犯中的牵连关系。
2． 其他罪数形态中牵连关系的实质 。
其他罪数形态中的牵连关系主要是指一些复合犯罪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 、想象竞合犯中存在的牵
连关系、转化犯中的牵连关系以及吸收犯中存在的牵连关系等 。在这几种形态中，由于一些学者将想象
竞合犯与转化犯造成的数个结果之间的客观联系认为具有牵连关系 ，但由于想象竞合犯是在一个客观
行为下造成的数个结果，与牵连犯所具有的数个客观行为之间的联系具有明显不同 。所以，将客观上一
个行为造成数个结果之间的想象竞合犯认为具有牵连关系 ，会导致扩大牵连犯的范围。同样，转化犯不
属于牵连犯的情形就更明显了。复合犯罪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是指在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犯罪中 ，
由于其构成要件要求具备数个客观行为 ，而数个客观行为是在一个犯罪目的支配下实施的 ，但由于法律
将数个客观行为要件规定在一个犯罪构成中 ，因此，尽管数个复合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因为法律规
定只构成一个罪，所以，复合犯罪行为之间尽管具有牵连关系 ，但却不构成牵连犯。 吸收犯的数行为之
间的牵连关系，按照论者的观点，其实是涉及吸收犯与牵连犯的界限问题。 按照笔者的观点，吸收犯具
有一种形式，即重行为吸收轻行为，而且要求重行为与轻行为之间具有侵犯客体与对象的同一性 。 所
以，论者指出的入室盗窃、强奸等情形，由于数个犯罪行为之间不具有侵犯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同一性 ，故
不属于吸收犯，而是属于牵连犯的情形。如学界有人认为： “伪造货币并出售或者运输的，构成牵连犯，
［25］
择一重罪从重处罚。” 笔者认为这种情形应属于吸收犯 ，理由同样在于行为侵犯客体与犯罪对象之间
的同一性。因此，将侵犯客体与犯罪对象具有同一性的吸收犯认为是牵连犯的情形同样扩大了牵连犯
的范围。
3． 数罪之间牵连关系的实质。
此种牵连关系是行为人出于数个犯罪故意 ，客观上实施了数个犯罪行为，且数个犯罪行为之间具有
一定的联系，符合数个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形。如上所述，这种情形理论上多是指 1988 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颁布的两个补充规定中的四种情形 ①，其他如 1997 年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 ，即“有前款
第四项、第五项所列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②。 类似情形刑法规定的还
①

其一，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以走私罪和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 指 1979 年刑法———笔者注） 规定的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

法执行职务罪，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其二，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构成犯罪的，依照数罚并罚的规定处罚； 其三，因受贿而进行违
法活动构成其他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其四，因行贿而进行违法活动构成其他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第（ 五）
② 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第（ 四） 项规定： “投保人、
项规定： “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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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对此，不少学者认为这些情形应属于数个行为之间具有的牵连关系 。 但笔者认为，尽管它们之
间具有一定的关系，却不属于牵连犯。 因为在此种情况下，行为人是把一个犯罪作为另一个犯罪的手
段，本身就是数罪，而且是实质的数罪。所以，对数罪之间的牵连关系应按照数罪处理，其原因在于： 其
一，符合刑事立法的规定，法律明文规定对这些行为实行数罪并罚 ； 其二，这些行为本身具有数个罪过，
符合数个独立的犯罪构成； 其三，对这些行为实施数罪并罚能够做到罪刑相适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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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Form and Nature of Implicated
Offense in Chinese Criminal Law
Zhang Erjun
（ Law School，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Henan 450002）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rime form，the implicated offense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riminal
law theory． Implicated relation is the standard to determine implicated offense in the criminal law theory，at the
same time，implicated relations have not only two basic forms in theory，but also there exist many different
views about them． In fact，implicated relation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a crime． When a
number of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cts belong to the same elements of crime，it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crime that will be pun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inflicting a heavier punishment for a serious crime of punishment principle of punishment． Conversely，if a number of acts are implicated in different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crime，they should constitute several crimes combining punishment for several crimes．
Key words： implicated offense； implicated relations； crime form； crime constitution；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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