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立法模式（二）：多軌立法模式
日本在面對團體犯罪或數人犯罪時，鑑於傳統正犯概念的侷限性，
因此實務先提出共謀共同正犯概念加以因應。該概念起初並未受到學界
重視，但在二次戰後卻引起學界強烈反對，本文將先介紹學界對於該概
念的爭執。
針對日本除刑法以外的其他特別立法，將可約略區分為戰前及戰後
兩時期。戰前除有共謀共同正犯的創設外，日本政府尚制訂治安維持法，
以對付犯罪結社。但因該法後來遭到濫用，也使日本在戰後的各次相關
立法中，各界始終無法接受「犯罪結社罪」。
戰後日本通過破壞活動防止法，但因該法在現行已未被適用，因此
目前該法僅在文獻中受到討論，鮮有實際案例。但對於團體犯罪，仍然
存續於社會的情形，90 年代開始，日本陸續訂立暴力團對策法及組織性
犯罪處罰法加以因應。兩種立法採用完全不同的思維，因此本文將分別
介紹。至於共謀罪則是在本世紀初，日本政府宣稱為履行聯合國公約的
義務，所擬定的條文。但也因引起極大的爭議，因而至今仍停留在國會
審議階段。本文在行文上，因考慮到各法規與實務見解的發展錯綜複雜，
因此對於上述的概念及特別法以時間為排序，加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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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實務創設的共謀共同正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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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處理團體或數人犯罪的問題，實務早在 20 世紀初期即發展出
共謀共同正犯概念；直至戰後始引發學界廣泛的注目。因此在介紹時，
al
v
i
將先介紹實務的適用情況，再介紹學界的回應，並分述如下：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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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日本實務界的「共謀共同正犯」概念
日本實務界對於共謀共同正犯的概念，一開始是基於在部分犯罪，
真正下手實施者，並非真正操控全局之人，往往只是小角色。如果持續
堅守「客觀實行行為」的嚴格解釋，將導致不公平的現象。為處理組織
性犯罪，實務界的對策為創設共謀共同正犯理論 574 。但其適用上，卻可
區分為四個時期 575 ：

574

佐伯仁志，組織犯罪への実体法的対応，收錄於岩波講座，現代の法(6)「現代社会と刑事法」，
岩村正彦等編，1998 年 9 月，頁 236 以下。
575
國內對此介紹者：何賴傑、黃朝義、李茂生，徐自強擄人勒贖殺人案評析，月旦法學雜誌 102
期，2003 年 11 月，頁 220 以下；陳子平，論共謀共同正犯，警大法學論集，2 期，1997 年 3 月，
頁 404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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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舊刑法時代－共謀共同正犯草創期
此時期約為明治、大正初期，共謀共同正犯只限於「智能型」的犯
罪。在智能型的犯罪，如：詐欺、偽造文書、侵佔等犯罪中，有積極的
企畫、準備等積極的活動，卻未直接分擔實行行為者，只要有謀議或共
謀，皆可論以共同正犯。此時期的判例多採「共謀者一體的行為論」。明
治時期實務著重於「對犯罪實行行為密接且必要的行為」的認定，尤其
是把風與背後的助長聲勢等行為是否為實行行為，屢有爭議；至大正時
期，多數的判例認定把風行為並非實行行為，但是將重點移轉到是否有
「共謀」；有共謀者，即為共同正犯。但仍然堅守智能型與實力型二分化
的模式。

【典型案例】明治 44 年 10 月 6 日 576
該判決揭示了共謀共同正犯與教唆犯的不同：
「數人共謀為了遂行犯罪而策劃其方法，而由共謀者其中之一擔任
實行之時，擔任實行之人乃是基於共同的犯意為了自己與他共謀者去實
行犯罪，他共謀者也使該人去遂行自己的犯罪，此即該當於所謂刑法六
十條之兩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者。與單純只教唆他人使其生犯意，進而
導致犯罪之實行的情形，在是否以共同犯意為基礎、有無實行手段上有
所不同，故原判決衡諸事實而認為與共同正犯的情形相當，其所論並無
不法。」

第二款 共謀共同正犯形成期
此時期大約為明治末期到大正時代，其將共謀共同正犯的適用擴張
於傷害、殺人等實力型犯罪，此類型的判例出於大正 11 年 4 月 18 日，
強調「精神加工」的重要性，並認為此乃將背後者論以共同正犯的實質
依據。例如：數人基於共通的利害關係，而在相互教唆的型態下為犯罪
決議的企畫，並決定實際擔當者；或在組織的基礎上為犯罪的計畫，並
實行指揮下屬的情形等等。
雖因強調背後者「精神加工」的重要性，而導致共謀共同正犯的擴
張。但此時共謀共同正犯並非無限制的擴張，而是考量到一定範圍的事
實。但是在判決中，對於論以共同正犯的實質根據部分，並不問犯罪的
性質、態樣，亦未具體探討背後者與實行者間的具體任務關係。往往僅
以「數人為犯罪的共謀，若其中部份之人為實行行為，則全體皆不能免
於共同正犯之責」，等寥寥數語帶過。

576

大判明 44、10、6 錄 17 刑集 16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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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大正 11 年 4 月 18 日 577
案例事實：
該判決是關於恐嚇罪的案例，被告人 X 為新聞社的社長，計畫以登
載新聞來恐嚇取財，而僅由其部下 Y 去為惡害告知與收取財物。
判決文：
「刑法六十條所謂共同實行犯罪之人，不一定僅為實行犯罪之全部
或一部構成要件之人。在數人共謀犯罪的實行，使其中一人擔任犯罪實
行以代替他共謀者，並使該人遂行共同犯意之其他共謀者，依犯罪之性
質，也應該被包括在內。而所謂智能犯，其構成要件之遂行不僅以身體
的加功為必要，大多的情形也要求有精神的加功，因此若把共同正犯的
範圍僅限於身體上的加功者，反而不當排除對犯罪的遂行也有很大助力
的精神上加功者。依原判決所示，被告 X 提議並計畫恐嚇罪之實行，而
由共謀者 Y 擔任實行行為，其並非為身體上的加功，而是精神上的加功，
以此而為不法使他人交付金錢之行為，當然不能僅論以恐嚇罪的教唆或
從犯，或依恐嚇罪所構成的贓物收受罪。」
影響：
該判決雖然仍區分智能犯與實力犯的差別，但強調精神上加功的重
要性，並認為共謀具備此等精神上加功，在昭和 11 年 5 月 28 日大審院
聯合部判決前，該判決具有權威的地位。因論者藉此判決認為，精神的
加功不只是在於智能犯，在實力犯中，只要是以組織共謀的方式行之，
均有精神加功的可能性 578 。而該判例之見解最後被昭和 11 年 5 月 28 日
大審院聯合部判決取代。

第三款 共謀共同正犯理論擴張期－共同意思主體說
本時期在昭和 11 年 5 月 28 日判決出現以後，開始探討共同正犯的
本質，並以共同意思主體說為認定之基礎，但是此時期亦為學者開始注
意到共謀共同正犯的類型，並對於共謀的概念其定義的曖昧性所造成的
不當擴張，有強力的批判 579 。

【典型案例】昭和 11 年 5 月 28 日（大森銀行案） 580
案例事實：

577
578
579
580

大判大 11.4.18 刑集 1 卷 233 頁。
藤木英雄，共謀共同正犯，收錄於氏著，可罰的違法性の理論，1967 年，頁 313-314。
大塚仁等編，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法. 第 5 巻，1999 年 2 版，頁 263。
大（連）判昭 11.5.28 集 15 卷 7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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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判決事實，是當時擔任共產黨地下組織的資金部長的被告人 X，
為了獲得資金而提案計畫襲擊銀行，指揮部員與其他手下，而這些人也
奉命行事。由於強盜罪是屬於前述實力犯的範疇，故對於 X 是否成立共
同正犯發生爭執。
判決文：
「共同正犯的本質為兩人如同一心同體，互相相倚相援，以各自的
犯意共同實現特定的犯罪，其共同者對於既成的事實要負擔全部責任之
理由，乃基於達到其共同實現之手段不一定要一律或一起下手遂行犯
意，也可能是凝集謀議後由一部份人實行，其態樣雖有所不同，然就兩
者同心協力作用方面其並無差異，因此原則上都足以認定其為共同正
犯。但依照各條特別的規定也存在著相異的解釋亦不須多言；然而竊盜
罪及強盜罪的共同正犯關係與傷害罪及放火罪相同均應遵從上述原則，
不存在例外的特質。即兩人以上為犯竊盜或強盜罪之謀議而其中有人付
諸實行的話，其他人作為自己犯意的實現也必須被解為負共同正犯之
責。縱如同所論 581 ：本院之前的判例一開始是區別了智能犯與實力犯，
並採取了在智能犯中，未負擔實行的共謀者仍可為共同正犯，實力犯則
否的見解。近來如同放火罪或殺人罪等等的實力犯儘管繼續宣明上述的
原則趣旨 582 ，然在竊盜罪及強盜罪的認定上，卻採取了例外的見解，並
不以實行分擔者始能成立共同正犯的要件。故原判決對被告人所論之事
實認定，處斷為竊盜罪及強盜罪的共同正犯之見解頗為允當。」
判決之影響：
依照該判示，即使在竊盜罪或強盜罪等過去被認為是實力犯的案
例，該判決亦認為可成立共謀共同正犯。本判決被認為乃是反映了草野
豹一郎教授的共同意思主體說，從此以後實務上確定了共謀共同正犯可
以適用於所有類型，在戰後仍被最高裁判所所繼承 583 。

第四款 共謀共同正犯限制期－間接正犯類似說
此時期最高裁判所對於過去的共同意思主體說，進行修正。改以「將
他人的行為作為自己犯罪行為的手段」作為共謀共同正犯的處罰基礎。
尤其以昭和 33 年 5 月 28 日的練馬事件判決，最為經典。一方面實務相
較於過去，對於共謀共同正犯適用範圍有所限制；另一方面部分學者亦
藉由此判例，認識到判例對於共謀共同正犯，轉而改採肯認的立場。

581
582
583

筆者推測是被告人所論。
指成立共同正犯。
川端博等編，裁判例コンメンタール刑法，第一卷，2006 年初版，頁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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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昭和 33 年 5 月 28 日－練馬事件 584 （間接正犯類似說）
案例事實：
案例事實：該判決乃是昭和 26 年（1951）所發生的一個案件，當年
12 月東京都的練馬地區，發生製紙公司內部的爭議，被告 X 及 Y，對於
公司第二組的組長 A 及前來調解的警察署巡察 B 不滿，因此計畫對 A 及
B 施加暴行。從具體的執行指導到聯絡，決定由 Y 來擔任。至 26 日深夜，
Y 集合 Y1 與 Y2 兩個群體後，準備分頭行動襲擊 B 與 A。只是碰巧當日
遍尋不著 A，因此經臨時聯絡 Y 後，Y 決定 Y2 群體改將目標鎖定為 B。
並由 Y1 群體引誘 B 至馬路上，Y1、Y2 兩群人於是一擁而上以鐵管等鈍
器襲擊 B，使得 B 因為腦傷當場死亡。
判旨：現場雖未參加的 X 與 Y，仍然成立共同正犯，第一審的裁決
維持。維持之理由為，共謀共同正犯乃是二人以上，為了特定犯罪的實
行，在共同的意思下結為一體，相互利用彼此的行為，並轉變為實行各
自的意思，由此謀議的內容所實行的犯罪事實，因而能被加以確認。數
人間並不以一個共謀的成立為必要，只要關於同一犯罪，數人間「輾轉
共謀」的情形，亦與集體共謀的情形相當。
評析：
雖然本判例有「共同意思下結為一體」等論述，但是由：1.「由謀議
的內容，互相利用他人的行為，轉而形成各自的意思」及 2.「未直接實
行行為者，將他人的犯罪行為作為自己的犯罪手段，與實行行為者無
異」。可發現其意圖擺脫共同意思主體說，改以「與間接正犯類似的犯罪
態樣」作為共謀共同正犯之根據，對於往後的共謀共同正犯理論，具有
劃時代的意義 585 。
而關於共謀之認定，並非意思聯絡＋共同犯行的認識，尚須達到「存
在數人間彼此相互利用，以他人之行為為各自犯意的實現」為必要 586 。

【典型案例】昭和 52 年 6 月 30 日－朝露駐屯地自衛官殺害事件 587
判決文摘要：
單純的意思聯絡與共同犯行的認識並不足以認定，必須對於其他共
同者對特定的犯罪有明確的指示、命令、提案，並且該其他共同目的者
亦予以贊同。各自的意思因為對於特定的犯罪有同一個目的，而得以將
584

昭和 33 年 5 月 28 日最高裁判所大法廷判決(刑集 12 巻 8 号 1718 頁)
藤木英雄，共謀共同正犯，收錄於氏著，可罰的違法性の理論，1967 年，頁 318-319。
586
板倉宏，共謀共同正犯－その基礎づけと成立要件，日本大學法科大學院法務研究創刊號，
2005 年 3 月，頁 55 以下。
587
東京高判昭 52.6.30 判例時報 886 号 104 頁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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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認定為一個共同的意思；更進一步確定練馬事件判決的精神。

【典型案例】昭和 57 年 7 月 16 日－大麻走私案 588
案例事實：
A 請求被告，請其實行由泰國輸入大麻的行為，被告雖然想要得到
大麻，但是因自己仍處於緩刑期間而拒絕了擔任實行的工作，但卻一方
面請求熟人 B 幫忙，代替自己去輸入大麻，另一方面也跟 A 約定事成之
後要給他一部份的大麻，因此被告提供予 A 部份資金。
判決文：
在判決文中認為依照上述事實，成立謀議應無疑義，然值得注意的
是一向反對共謀共同正犯的團藤重光法官在此改變見解，改採有限度的
贊成共謀共同正犯概念。
團藤重光意見書：
團藤重光在學界時，對於共謀共同正犯向來採取反對的立場 589 。但
是在本案中，其卻指出社會作為規範的基礎，因此刑法領域並不能完全
無視於社會的變動。而判例會對於共謀共同正犯有根深柢固的看法，乃
是基於社會的必要，此時若只是單純的加以反對，並無濟於事。當然基
於罪刑法定原則，並不能輕易地放棄構成要件的解釋，但是在刑法第 60
條的規定下，共謀共同正犯仍然有解釋的空間。正犯者，乃實現基本構
成要件事實者；在單獨正犯乃是實行「實行行為」者。在共同正犯方面，
自身為「實行行為」者，當然為正犯；而基於自己的意思利用他人為實
行行為者，當然亦為正犯。因此只要對於基本構成要件事實有所支配者，
也就是關於構成要件的實現使自己成為主要之人，即為正犯 590 。
在本件案例中，可以發現被告有很多次大麻吸食經驗（根據紀錄大
概一年多前吸食了八十次大麻，可以想像對大麻已經有依存性）
。因計畫
大麻秘密輸入者 A 的拜託，成為實行擔當者，其與 A 約定事成之後要分
到一部份的大麻並提供資金來看。由此可知被告是為了自己而犯罪的，
雖然僅此並不足以賦予正犯性的基礎，然而也是一個認定被告人為犯罪
主體的重要指標。進一步而言，被告雖然因為仍在緩刑期間而拒絕了 A
的請求，然而其找了 B 代替，B 是比被告還小五六歲的少年，本來要與
被告一起出國，但是因為颱風的關係而中止，B 因為好不容易有出國的機
會而非常的想出國，被告利用了這一點而告訴 B：「有一個不用旅費也可
以去曼谷的機會」
，使 B 二話不說就答應去泰國，並參加了本件犯罪計畫
及實行大麻輸入行為。由此觀之被告並不只是單純的共謀者，而是與 A
588
589
590

最高裁昭和 57 年 7 月 16 日最高裁判所第一小法廷決定(刑集 36 巻 6 号 695 頁)。
團藤重光，刑法綱要總論，初版，1957 年，頁 302 -303，。
團藤重光，刑法綱要總論，改訂版，1979 年，頁 34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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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基於本件犯罪計畫，足以認定使 B 如其所意而行動並實行犯罪。
總合考量到以上的關係，被告人在大麻輸入罪之實現上應該也可以看成
是犯罪的主體，就團藤的見解來看，被告也不能免除共同正犯的責任。

第二項 日本實務案件分析
關於共謀共同正犯客觀要件為二人以上，為犯罪的謀議，共謀者之
一部為犯罪之實行；主觀的構成要件為共謀者具有正犯的意思。以下將
分別分析日本實務於運作時，對於各要素的判斷及其所面臨的難題：

第一款 共謀
對於共謀的定義，實務傳統上採取練馬事件的定義，也就是「由謀
議的內容，互相利用他人的行為，轉而形成各自的意思」。但是共謀並不
限於集合全體的共謀者於一定的場所，依據數人順次聯絡而形成的犯罪
意思，亦可成立順次共謀。而順次共謀最典型的情形乃是：A與B達成犯
罪遂行的合意後，B又與C達成相同的合意，此時A、B、C之間在B的媒
介下，A、C兩個團體間達成犯罪共同遂行的合意；此種情形大多出現於
以組織為背景的犯罪情況 591 。
但在認定共謀方面，並不以犯罪行為的日時、場所、手段等具體的
內容明確地特定為必要；只要對於「大綱的謀議」有所參與即足 592 。就
以詐欺為例，只要對於欺騙對方金錢有意思聯絡，不以詐術的方法等有
具體的謀議為必要 593 。關於共謀者間的地位，並不以具備法的優越地位
為必要；但亦不以其各自的職務具有社會上實質對等的地位為要件。縱
使地位不對等，亦不影響共謀的成立。
共謀要件的定位為何？究竟是否以有參加具體「謀議的行為」為必要
的客觀說？還是承認共謀為主觀要件，其僅是對主觀犯行的認識與意思
聯絡？分述如下：
第一目 客觀謀議說
由練馬判決中：「共謀共同正犯乃是二人以上，為了特定犯罪的實行，
在共同的意思下結為一體，相互利用彼此的行為，並轉變為實行各自的
意思」
。基於謀議的內容所實行的犯罪事實來看，似乎必須要求有特定的
謀議行為，實務與學說均有此看法認為共謀必須要有「特定的謀議行為
594
」。
591

大塚仁等編，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法. 第 5 巻，1999 年 2 版，頁 307 以下。
仙台高秋田支判昭 29‧5‧11。
593
東京高判昭 35‧9‧19。
594
岩田誠，最判解刑事（昭和 33 年度），頁 405，轉引自島田聡一郎，刑事判例研究(83)暴力団
組長である被告人が,自己のボディガードらのけん銃等の所持につき直接指示を下さなくても
共謀共同正犯の罪責を負うとされた事例--最一小決平成 15.5.1，ジュリスト 1288 期，，頁 157，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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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謙教授認為所謂的共謀並非只是主觀的要件，而也是相對於實行
共同正犯的「共同實行分擔」的客觀要件，因而共謀共同正犯的成立，
必須要證明到有「外在明確的謀議行為」
，以此做為共謀共同正犯對於犯
罪不可或缺的因果貢獻。甚至比練馬判決更進一步主張，認為除了要證
明共謀的存在外，還必須要完整證明共謀的時日、場所、各人的任務分
擔等等 595 。
第二目 主觀謀議說
下級審法院與學說在現場共謀的案例探討中，亦時有反對聲浪，認為
共謀共同正犯的共謀與實行共同正犯之共謀均只是指「犯罪共同遂行的
合意」
，因此縱無法證明有明確的謀議行為，但只要由其他事實可以發現
有緊密的意思聯絡即可認為有共謀 596 。過去實務見解雖多採取練馬事件
的基準認定「共謀」，但是亦可見少數案例採取採取主觀謀議的看法：最
高裁昭和 24 年 11 月 10 日判決，認為：雖兩人事前並無明示強盜意思聯
絡，然而於兩人以其他方式已經暗中互相瞭解要進行強盜時，也可認為
兩人共謀強盜。」；最高裁昭和 25 年 6 月 27 日判決認為：甲乙談判時小
弟們群集於樓下，雖沒有明確表示當談判破裂就要展開鬥毆，然而其均
有此預期且暗中已完成共謀，之後發生的傷害致死該當人等仍構成共同
正犯。
學者藤木英雄教授認為：共謀共同正犯歸責的基礎，是在於共謀行為
的結果，亦即犯罪的共同合意，該合意使各共犯者確定共同實現意思，
當實行者實現其犯罪意思時，也等於他共犯者實現自己的犯罪意思，他
共犯者於是把他人的犯罪當成自己的犯罪，而有共謀行為雖是合意的必
經過程，但共謀行為並非歸責的必要條件，因而認為不以證明具備共謀
行為為必要，重點是在於有犯罪的共同合意 597 。
西田典之教授則認為：客觀上判斷重要的任務不一定非要證明到有謀
議行為不可，只要從其他各種跡象可以確定其有重要任務即可 598 。而最
高裁判所於平成十五年桑田事件判決中似有表態，認為在桑田事件這種
事先已有犯罪組織、警護體制的情形，加上被告又直接親臨現場，因而
在這樣的情形下承認不需證明到有謀議行為，僅有主觀的意思聯絡即
足，然此判決基準也有過度擴張共同正犯範圍的危險，該判決是否可被
運用到其他案例？此點尚待實務進一步表態。

2005 年 4 月；內藤謙，刑法講義總論（下）二，頁 1371-1372，2002 年 10 月初版。
595
內藤謙，刑法講義總論（下）二，2002 年 10 月初版，頁 1374-1375。
596
如：東京高判昭和 40‧6‧7。小林充，共同正犯と狭義の共犯の区別－実務の観点から，法
曹時報 51 卷 8 号，1999 年 8 月，頁 12-13；藤木英雄，共謀共同正犯，收錄於氏著，可罰的違
法性の理論，1967 年，頁 375。
597
藤木英雄，共謀共同正犯，收錄於氏著，可罰的違法性の理論，1967 年，頁 343-344；371-376。
598
西田典之，刑法總論，頁 350，2006 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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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小結
由以上兩說皆不否認共謀這個要件，然而為何會有所謂主觀或是客觀
謀議說的差異？就學說看來，主觀謀議說所陳述的只是：有共謀行為一
定可以證明共謀，然而若用其他的證據能證明有共謀這件事也無不可。
而客觀謀議說則是：不僅把共謀當成主觀要件，更進一步的把共謀行為
當成客觀要件，因此共謀行為不僅是拿來證明主觀面，也同時被拿來當
成客觀面的要件，因而要求非要證明有「共謀行為」不可 599 。
縱然客觀上要求重要任務，亦會如上述學說所說，為何重要任務只限
於共謀行為？依照本文的觀察，這裡已產生實體法與訴訟法中連動的情
形，主觀的謀議說明顯地連結訴訟法的證明問題，認為證明「共謀」的
成立雖然重要，但也不見得一定要以謀議行為證明，例如：其他預備階
段的言行等皆可 600 。
而採取客觀謀議說如內藤謙教授雖未明示兩者間的連結，然而在訴訟
法上也有為保護被告防禦權，所以檢察官必須要明確提示共謀成立之時
點、場所等等的想法 601 。
這樣的想法與內藤謙教授對於共謀之證明在訴訟法上的看法不謀而
合，內藤教授背後是不是基於此構想，雖然不能確定，然而在此可以觀
察到訴訟法與實體法互相影響的情形。默示共謀的爭議本文以為重要的
實益在於訴訟法上的問題，蓋縱支持默示共謀的學者，也不會認為不需
要證明共謀，只是在證明的程度上，要如何才能達到有罪門檻的問題而
已。然若採取要證明到共謀的時、日、場所的學者，則會因默示共謀連
共謀行為都無法證明，因而邏輯上必須採取否認的立場 602 。

599

蓋縱使承認共謀共同正犯，也不可能認為只要有共謀的主觀事實即可成立共謀共同正犯，仍
會要求外在要有行為，松原芳博，共謀共同正犯と行為主義，收錄於鈴木茂嗣古稀祝賀論文集（上）
，
頁 527，2007 年 5 月。
600
藤木英雄，共謀共同正犯，收錄於氏著，可罰的違法性の理論，1967 年，頁 343-344、366、
375。
601
大塚仁等編，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法. 第 5 巻，1999 年 2 月，頁 365；亀井源太郎，正犯と
共犯を區別するということ，頁 146-147。此處牽涉日本學說對於訴因的爭議，部分實務界及學
者土本武司採取「特定說」
：認為共謀共同正犯中，實行者與非實行者行為有互相補強的機能，
因此不以對於共謀的內容有嚴密且具體的明示為必要，轉引自亀井源太郎，正犯と共犯を區別す
るということ，頁 145。但實務界對訴因亦有採取「
（被告）防禦權說」
：認為訴因的程度必須達
到使被告的防禦權能夠完全行使的程度，轉引自最判昭 58. 9. 6 集 37 卷 7 號 930 頁－日大鬥爭事
件。
602
就此點而言山中敬一教授迴避是否承認默示共謀的爭議，直接以共謀行為的事實證明問題加
以檢討，本文予以肯認。見山中敬一，判例研究 銃砲刀剣類所持等取締法違反(けん銃等所持)
の共謀共同正犯の成否--(最高裁平成 15.5.1(第一小法廷)決定 平成 14 年(あ)第 164 号)判例集未
登載，關西大學法學論集 53 卷 3 號，2003 年 9 月，頁 202-205；松原芳博，共謀共同正犯と行
為主義，收錄於鈴木茂嗣古稀祝賀論文集（上）
，2007 年 5 月，頁 543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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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部分共同者實行
共謀共同正犯中部分共謀者，為實行行為；但部分共謀者，未為任
何犯罪行為，是否可以成立共同正犯？過去實務甚至有認為，共謀後當
其他共謀者趁夜外出強盜，但被告卻在家裡睡覺，依然可以成立共同正
犯的案例 603 。但目前多數實務見解認為縱使未有任何實行行為的共謀
者，只要有「密接的援助行為」，仍然成立共同正犯。
此外，只有在共謀者的認識與實行者的行為，兩者沒有差異時，始
可成立共謀共同正犯。但是認定兩者間一致與否的基準，則以法定的犯
罪類型範圍 604 內，是否一致為準。至於加重結果犯的部分，將另為文討
論。

第三款 共謀者的正犯意思
此為與前述共謀密不可分的要件，在實務上將轉化為「共謀者意思
內容」的問題。作為共同正犯的主觀要件，共謀者必須具備正犯意思。
其實質界線乃是基於自己的犯罪意思或基於他人的犯罪意思。若基於他
人的犯罪意思，或幫助、教唆的意思，皆不能成立共同正犯。但是正犯
意思的認定並不僅以共謀者的供述為限，亦需由其客觀的舉動，作綜合
判斷。
而在此所謂的「共謀」，不只需要知悉他人的犯罪行為，尚須對於到
場把風等行為有所應諾。此種承諾，始可認定其與他人具有共同犯行的
認識，而成立共謀 605 。不過知悉犯罪情事並未有任何積極的犯行分擔，
僅僅是單純的旁觀者，並不能成立共同正犯。實務上亦有被告在被告知
他人有放火的決議後，聞風而逃，並沒有阻止放火行為，法院認定不能
成立共同正犯 606 。但是在竊盜之前對於他人之竊盜計畫有所知悉，並對
之有種種的協助，進而談論事後的利益分配，則可認定其具備竊盜的共
謀 607 。

第三項 日本學界意見簡介
對於共謀共同正犯直到戰後，始受到學界的密切注意。該國文獻在
整理共謀共同正犯概念時，多以肯定說及否定說加以區分。但本文認為
肯定說與否定說僅是結論，並非論理的過程，因此以學者在研究時所採
取的基本立場：「團體路徑」及「個人路徑」作為介紹日本學界概況的分
603
604
605
606
607

最判昭 24‧11‧15。
仙台高裁昭和 31‧9‧29。
名古屋高裁昭和 29‧10‧28。
名古屋高裁昭和 31‧2‧10。
最判昭 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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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至於日本早期學者主要是以形式客觀說的立場加以反對，較難歸類
於上述的分類，因此獨立介紹。上述三者之論證過程如下：

第一款 團體路徑－共同意思主體說
本說由草野豹一郎首先提倡，本說著重於特殊的社會心理現象，首
先異心別體的個人，在實現一定的犯罪共同目的下，將形成二人以上同
心一體超個人存在的共同意思主體。蓋因二人以上具有共同目的，將產
生特殊的社會心理現象，而使原本個人單獨不會產生的行為，卻在數人
共同時產生。因此在兩人以上共同犯罪之情形，較之單獨犯罪危險性大
增，而更加恐怖。就以日本刑法分則 208 條 608 及 106 條 609 為例，即是立
法者斟酌該種特殊社會心理現象下的產物。而所謂的共同意思主體，並
非自然發生，必須兩人以上對於一定的犯罪有所協議始能成立。但是僅
止於共謀，並非共同意思主體的活動。必須根據共謀，而共謀者中之一
人，為犯罪的實行著手時，始可認定為共同意思主體的活動，並將之視
為共謀者之著手 610 。
若其中至少有一人為犯罪實行的著手，將被認定為共同意思主體全
體的行為。將造成行為分擔的共謀者之行為，立即成為未有任何行為分
擔的共謀者之行為。這種最終論以共同主體各構成員的個人責任，就如
同類推民法上的合夥一般，共同意思主體的行為將使各個人負起全面的
責任 611 。其責任依照共同加工的程度而有不同，且一身專屬的刑罰加重
減輕事由，並不受其他共同者之影響。換言之，重視社會中的共同現象，
而採取與個人心理不同的團體心理作為規範的運作模式。

第二款 個人路徑
第一目 間接正犯類似說
自練馬事件以來，學說中因為對於傳統共同意思主體說，無法清楚
608

第二百零八條（暴行罪）
加暴行於人而未至傷害者，處以兩年以下懲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或拘留或科料（科料為罰金的
一種，用以指日幣 1000 圓以上未滿一萬圓的輕微財產刑，見山口厚，刑法總論第二版，2007 年
4 月，頁 392。
609
第一百零六條（騷亂罪）
聚眾為暴行或脅迫之人，為騷亂罪，依照如下區別處斷：
1.首謀者處以一年以上十年以下之禁錮或懲役。
2.指揮他人或率先於他人助勢者，處以六個月以上七年以下之懲役或禁錮。
3.附和隨行之人，處以十萬元以下罰金。（懲役與禁錮均為自由刑的一種，差別在於前者有強制
工作而後者則無，見山口厚，刑法總論第二版，2007 年 4 月，頁 391。）
610
草野豹一郎，刑法改正上の重要問題，1950 年，頁 315-316，。
611
草野豹一郎，刑法講義第二分冊（未定稿）
，頁 156－158、162－164。轉引自立石二六，
「共
謀共同正犯論」の現在，現代刑事法 28 期，2001 年 8 月，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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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共同意思主體與實行者之間的關連性，而有所不滿，因此發展本說
以呼應限制共謀共同正犯之呼聲。觀諸共同正犯之正犯性，各共同正犯
者各自都要具備一個正犯的標示－實行自己的犯罪 612 。
然而如何認定參與者是否為實行犯罪之人？該說認為並非以形式客
觀說的標準認定，而應該以該行為的主觀與客觀面去做通盤的理解 613 。
共謀者在與他人的合意上，對於結果的實現相互利用，且對於共同
實行相互認識。該合意並非只是單純的交談，尚須在參加者間對於犯罪
應該遂行，有成立確定的意思合致。而實行者，乃是基於此種合致，在
自己的意思下遂行犯罪。此種意思合意的內容對於其它的合意者，形成
心理拘束。其爾後的行動亦受到其約束，實行者是否實行，並無法由自
己的自由意思加以決定，也就是不容許因為自己的意思而放棄實行的意
思；實行者在這樣的情形下，有如其他共犯者的道具一般 614 。
一方面基於自己的意思參加謀議，並且基於自己的意思方向而實
行，根據該合意即得以:
1. 確定自己的犯罪意思。
2. 基於與他人的合意，而使自己不能獨斷地推翻該意思。
在此限度內，該謀議已與教唆不同，而與間接正犯有本質上的相通
之處 615 。
因此「彼此利用他人之行為，謀議的內容乃是實行各自的意思，縱
使未有直接實行行為，已可將他人的行為視為自己的犯罪手段加以實
行」。因具備此等「彼此相互利用的關係」，故得將他人的行為視為自己
的犯罪手段，並以此論斷個人責任，為其與共同意思主體說不同之處 616 。
而利用他人的行為實現犯罪，與間接正犯被認定為正犯的原理並無不
同。換言之，將自己並未擔當的犯罪部分，作為自己犯罪實現的利用，
此與間接正犯的論證有相似之處。
本說繼續維持共謀共同正犯具有客觀上的實行行為為特色，但由間
接正犯的構造加以說明共謀者的正犯基礎。畢竟實行行為並非僅依循形
式的構成要件，而是依據實質的標準。因此本說的基本出發點，除了維
612

藤木英雄，共謀共同正犯，收錄於氏著，可罰的違法性の理論，1967 年，頁 324-325。
藤木英雄，共謀共同正犯，收錄於氏著，可罰的違法性の理論，1967 年，頁 330-332。藤木
教授認為親自實行絕非正犯的唯一標準，縱使反對共謀共同正犯者亦不會以「是否完全親自實行」
為標準；應該以實質的觀點，亦即以其行動價值的意義來論斷是否具有正犯性，藤木英雄，前揭
書頁 333。
614
藤木英雄，共謀共同正犯，收錄於氏著，可罰的違法性の理論，1967 年，頁 335－337；類似
見解，川端博，刑法總論講義，第一版，1995 年 11 月，頁 546-548。
615
藤木英雄，共謀共同正犯，收錄於氏著，可罰的違法性の理論，1967 年，頁 337。
616
藤木英雄，判例百選總論，頁 172 以下；轉引自大塚仁等編，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法. 第 5
巻，1999 年 2 版，頁 333。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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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限縮的正犯概念外，亦在個人責任原理上，尋求共謀共同正犯的正犯
性基礎 617 。

第二目 重要任務說
一、學說簡介
學者平野龍一認為只要有重要的任務分擔（任務分擔）的效果，並
不以每個人均有實行行為為必要，只要最後的實行行為是以共同意思為
基礎的方向發展即可，其他共謀者雖未為實行行為，但可以將其正犯行
為從屬於實行行為，可將其稱為共同正犯的從屬性，在共謀共同正犯中，
實行行為與判斷是否為正犯行為實屬二事 618 。
亦有學者基於日本刑法第 60 條之規定，認為單純的謀議並非實行行
為，雖無構成正犯的實質理由；但是在社會觀念下，當對於實行者居於
壓倒性的優勢地位時，對其施以強烈的心理拘束下，雖然尚未達到如同
道具的程度，但自規範及實質的觀點，得在此限制的範圍內論以共同正
犯。甚而為避免繼續使用共謀共同正犯之用語，引起只要有共謀即足論
以共同正犯的誤解，因此將共謀行為可論以共同正犯之部分稱為「優越
支配共同正犯」 619 。

二、 重要任務學說的後續發展
重要任務說近年來，持續受到平野龍一弟子的發揚光大，承繼平野龍
一的見解，由共同正犯的實質處罰基礎加以分析：
1.重要任務說
首先觀察共同正犯與單獨正犯的差異，單獨正犯確實必須以實行行為
賦予其正犯性的基礎；然而共同正犯是否與單獨正犯的「正犯」意義相
同？依「一部行為全部責任」的日本刑法六十條共同正犯的條文來看，
雖然也看的到「共同實行」，但此處「共同實行分擔」是否可以獨立作為
正犯處罰基礎？進而認為共同正犯只是單獨正犯的複合體？答案應該是
否定的。共同正犯不能被解釋成單獨正犯的複合體，譬如以強盜為例，
甲乙兩人共同犯罪，一個施暴，一個搶錢，毫無疑義的應該會成立強盜
罪的共同正犯；若只是單獨正犯的複合體，甲只能成立妨害自由，乙只
能成立搶奪而已，無法解釋為什麼共同正犯只有一部行為，卻要負全部
責任 620 ？
617
618
619
620

大塚仁等編，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法. 第 5 巻，1999 年 2 版，頁 335。
平野龍一，刑法總論二，1975 年初版，頁 403。
大塚仁，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法. 第 5 巻，1999 年 2 版，頁 291 以下。
西田典之，共謀共同正犯について，收錄於平野龍一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上）
，1990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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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正犯與單獨正犯雖然都是正犯，但還是必須要正當化「一部行為
全部責任」的法理，對此只有從行為人對其他共同行為人的行為所生結
果的物理與心理的因果性去尋求，譬如：甲乙共謀殺害丙而一起開槍，
只有甲打死丙。就乙對殺人行為的實行雖然僅達未遂，然而因為乙與甲
的共謀行為強化了甲的殺意，心理上促進了其殺害行為的實施，因此乙
的行為對丙的死亡結果有心理的因果性，因此共同正犯的一部行為全部
責任的法理，藉由他人的行為作為媒介而擴張自己的因果性。因此對他
人行為結果負責這點，其實與教唆、幫助並無不同，但明顯的與單獨正
犯是屬於不同的形式 621 。簡言之：
（1）在檢討共謀共同正犯時，先確定所有的行為人是否都是可罰的
共犯 622 ，亦即先探討共犯處罰根據的因果性界限 623 。
（2）共同正犯雖然亦為正犯，但是在檢討共同正犯的處罰基礎時，
不能完全使用單獨正犯的正犯性原理加以檢驗。因為單獨正犯的正犯性
原理 624 ，並不足以解釋「一部行為，全部責任」。
（3）形式客觀說的實行行為分擔，也不過只是日本刑法六十條的一
種可能解釋而已 625 。
觀察該學者在此的論證，可發現其企圖釐清共同正犯的正犯性，並
非以「形式的實行行為分擔」為斷！此外，共同正犯屬於共犯的一種，
在互相利用、互相補充方面，與狹義的共犯相同 626 。
（4）至於如何區分共同正犯與狹義共犯？其認為應改以重要的任務
分擔（任務分擔）為標準，但任務分擔並非因果性。換言之，以因果性
說明共犯性，而以任務分擔始能說明正犯性 627 。畢竟對於犯罪的實現的
實行行為，乃是正犯的基礎，而只有具備「實行行為」相當的任務分擔
情形，始可論以共同正犯。也因此本說亦被稱為「準實行共同正犯」。該
學說乃是基於共犯＝犯罪結果的因果性；實行行為＝結果發生的具體危
險，而作為共謀者是否屬於正犯的判準。
月初版，頁 364-365。
621
西田典之，共謀共同正犯について，收錄於平野龍一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上）
，1990 年 9
月初版，頁 366。
622
在此之共犯為「廣義共犯」，即包括共同正犯與幫助教唆，見西田典之，共謀共同正犯につい
て，收錄於平野龍一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上）文，頁 367。
623
西田典之，共謀共同正犯について，收錄於平野龍一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上）
，1990 年 9
月初版。，頁 367。
624
即實行構成要件行為者為正犯。
625
西田典之，共謀共同正犯について，收錄於平野龍一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上）
，1990 年 9
月初版，頁 367。
626
西田典之的發言，見鼎談‧共同正犯論の課題と展望，現代刑事法第二十八期，2001 年 8 月，
頁 26。
627
西田典之，共謀共同正犯について，收錄於平野龍一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上）
，1990 年 9
月初版，頁 366 與頁 375 分別都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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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何謂重要的任務分擔？其認為可以由暴力團體或其他組織性犯罪
情形的共謀者與實行者的主從關係；犯罪計畫的立案、實行方法或分擔
任務的指示、謀議的主宰等等去觀察任務的重要性；犯罪的準備階段與
實行階段所完成的任務的重要性等下位基準去判斷 628 。在此脈絡下，本
學說相較於支配說，其可適用的範圍較為擴大，已能解釋對等型的共謀
共同正犯 629 。
在上述的脈絡下，多數學者並未完全揚棄「實行行為」作為正犯判
斷的基準，只是不斷地將「實行行為」概念作實質化的探討，因而還有
以下的其他方案。
2.共謀共同正犯應區分為兩種類型：支配型與對等型
在支配型的部分，以間接正犯類似說即可說明；在對等型的部分，
雖然未達到優越支配的程度，但是在共謀的情形達到不易相互背叛的心
理拘束，且因使實行者有背後尚有靠山的想法，而實行變得簡單，甚至
再加上客觀的幫助行為，則可評價為實行行為 630 。
3.重要因果貢獻
重新對於實行行為概念加以詮釋，將實行行為由原先的為構成要件
行為，轉變為重要的因果貢獻，作為正犯認定的基準 631 。
4.指揮監督權及利益
具體判斷標準上以：
（a）是否居於組織的上位者，而具備指揮監督權
限及（b）利益是否歸屬於共謀者，作為共謀者與實行者間是否具有相互
利用、補充關係的輔助判斷標準 632 。

三、批評
1.模糊的區分界線
若依照平野教授的解釋，由於何謂重要任務分擔是不清楚的，並
無法清楚說明正犯與共犯的區分界線，似乎只是把共同正犯與狹義共
犯當成量刑的加重減輕事由 633。甚而折衷見解所提出的：支配型的共
628

西田典之，共謀共同正犯について，收錄於平野龍一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上）
，1990 年 9
月初版，頁 375-376。
629
板倉宏，共謀共同正犯－その基礎づけと成立要件，日本大學法科大學院法務研究創刊號，
2005 年 3 月，頁 64 以下。
630
前田雅英，刑法總論講義，2006 年 4 版，頁 441。
631
山口厚認為：共同正犯之基準為「構成要件實現不可或缺的因果貢獻」
，見山口厚，問題探究
刑法總論，1998 年 4 月初版，頁 280。
632
板倉宏，共謀共同正犯－その基礎づけと成立要件，日本大學法科大學院法務研究創刊號，
2005 年 3 月，頁 67 以下。
633
村井敏邦，共謀共同正犯（否定説の立場から），刑法雜誌 31 卷 3 號，1991 年，頁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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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正犯採用行為支配說或是間接正犯類似說；對等型的共同正犯採用
共同意思主體說，使上述對二說的批評都適用於此，亦未見高明之處
634
。
2.共同正犯的定位問題
將共同正犯歸入狹義共犯（教唆、幫助）的範疇，而認為共同正
犯與單獨正犯，並非基於相同的正犯性基礎。可謂放棄共同正犯與其
子概念的共謀共同正犯之正犯性基礎 635。這樣的想法是把共同正犯與
狹義共犯在結果惹起的因果性上等同視之，至於共同正犯與狹義共犯
的區別，則以所謂的「重要的任務」作為標準。
但以上論述只能說明共同正犯的「共犯性」，卻無法說明正犯性
。而折衷見解雖以重要的心理因果性為區分基準；心理因果性雖對
於直接實行者有心理的鼓舞作用，然其僅具間接性的作用 637，且心理
因果性本身的定義並不明確，因此仍不能認為其屬於不可或缺的貢獻
638
。
636

3.正犯性根據不明？
縱使之後西田教授似乎以「因果性」劃定共犯性範圍，以「任務分
擔」確認正犯性範圍。
但不論是因果性與任務分擔，都在探討行為人的行為與構成要件實
行行為的關係。因此因果性與任務分擔其實都是在說明共犯者與實行行
為的關係。
西田教授認為：與形式實行行為相當的「重要的任務分擔」亦可認
為是共同正犯，因而擴大共同正犯範圍。但村井教授認為西田教授的見
解不但擴張了共同正犯，也留下區分界線實在過於曖昧的難題，等於把
「共
「重要與否」的判斷都繫諸於法官裁量 639 ！此外，也可能無法解答：
謀者－實行者」較「教唆者－實行者」間的關係稀薄，為何共謀者得論
以正犯的疑義 640 。
634

淺田和茂，共謀共同正犯の拡散，收錄於民主主義法学・刑事法学の展望：小田中聰樹先生
古稀記念論文集下巻，2005 年 12 月，頁 151。
635
平良木登規男，共謀共同正犯について，收錄於刑事法学の総合的検討：福田平大塚仁博士古
稀祝賀（下）
，頁 470。
636
淺田和茂，共謀共同正犯の拡散，收錄於民主主義法学・刑事法学の展望：小田中聰樹先生
古稀記念論文集下巻，2005 年 12 月，頁 153。
637
橋本正博，
「共謀共同正犯概念再考」
，神山敏雄古稀祝賀論文集第一卷，2006 年 6 月，頁 394。
638
橋本正博，
「共謀共同正犯概念再考」
，神山敏雄古稀祝賀論文集第一卷，2006 年 6 月，頁 399。
639
村井敏邦，共謀共同正犯（否定説の立場から），刑法雜誌 31 卷 3 號，1991 年，頁 351。村
井教授雖未在文章中明示其採何種見解，但從其發言記錄得推測其認為：共同正犯必須要有「形
式實行行為」
，見共謀共同正犯理論の総合的研究－討論の経緯，刑法雜誌 31 卷 3 期，頁 362，
1991 年。
640
村井敏邦，共謀共同正犯（否定説の立場から），刑法雜誌 31 卷 3 號，1991 年，頁 346。
137

四、小結
由上述重要任務說的論述可以發現，西田教授的見解是以【模組 I】
作為思考模型。以因果性作為劃定外圈的基準，先確認共犯的範圍；再
以重要任務區分正犯與狹義共犯。但是對於何謂重要任務？僅以「與實
行行為相當的任務分擔」作基準。雖然就「實行行為」實質化的立場，
本文予以贊同，但必須質疑的是：重要任務與因果性的差異為何？如果
重要任務與因果性相同，則【模組 I】的假設即不能成立，反而會成為【模
組 II】。觀察【模組 II】後，可發現因果性及重要任務都只能劃定共犯的
處罰，而無法作為區分正共犯的基準。
至於前田教授的區分說，何謂對等型？何謂支配型？皆未加以說
明，在具體案例的操作上，完全不具實益。山口教授以重要因果貢獻作
為區分正共犯界線的想法，其實與西田教授的重要任務說並無相異之
處，仍然是【模組 I】
，只是標籤不同罷了！故只有明確地定義出因果性、
重要任務及傳統實行行為的概念，才能建立起新的操作模式！
A=因果性 B=重要任務

C=傳統意義的實行行為（形式客觀行為）
模組 I

A=B

A

B
C

模組 II

C

第三款 形式客觀說
傳統上日本多數學說對共謀共同正犯，基於「實行行為」的嚴格解
釋立場，因而採取全盤否定的立場。反對的理由，列述如下：

第一目 日本刑法第 60 條之文義解釋
刑法第 60 條「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者，為正犯。」因此該說認為
應該嚴格解釋條文文字，必須要共同為實行行為，也就是各人必須分擔
一部份實行行為者，始可稱為共同正犯。僅對於實行者有所影響者，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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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影響的態樣而區分為教唆與幫助，並非不處罰 641 。本說最大的優點在
於明確地區分共同正犯與教唆、幫助。

第二目 規範障礙
共同正犯與一般正犯一樣，每個人彼此間互為規範的障礙 642 ；亦即
利用他人的行為作為自己的犯罪實現，此時基於相互實行的犯意聯絡，
始可突破規範的障礙，而對於各人不足的部分加以補充，而將他人的行
為計算入自己的行為。也就是共同正犯是融合了單獨正犯的部分與教唆
犯的部分，藉由犯意聯絡對另一人教唆，來使行為人對另一共同行為人
的行為負責。因此基於刑法第 60 條之規定，共同正犯至少需自己實行一
部份的實行行為，再加上對於他人有所教唆，始可突破其他行為人的規
範障礙。因此不能只以共謀，即成立刑法 60 條的共同正犯加以處罰，應
論以教唆犯方才適當 643 。

第三目 反對動機
正犯的行為，乃是「若無此行為即無發生構成要件之危險」。而共謀
共同正犯中的共謀的行為及提供武器行為，難謂已有發生構成要件的危
險。
以反對動機的立場觀察，只是給武器的人，並沒有直接面對「禁止
殺人」規範。只有以該武器殺人者，始有「這樣會殺死人，所以不要用」
的反對動機出現與心理衝突 644 。僅有共謀行為者，亦因未直接面對如此
的反對動機及心理衝突，故不足論以正犯。

第四目 無論以正犯的實益
在此種共謀共同正犯的案例之中，論以教唆犯則刑度已可與正犯相
符，教唆犯可以說是「準」正犯，以此處理黑幕已屬妥當 645 。

第五目 混淆解釋論與立法論
肯定說的基礎在於現實上對於組織等情況，真正的大人物並沒有實
641

木村龜二，刑法總論增補版（阿部純二增補）
，2004 年 3 月，頁 407；吉川經夫，刑法總論，
1963 年 6 月，頁 253-254；福田平，刑法總論，頁 269 以下，轉引自大塚仁等編，大コンメンタ
ール刑法. 第 5 巻，1999 年 2 版，頁 346 以下；淺田和茂，共謀共同正犯の拡散，收錄於民主主
義法学・刑事法学の展望：小田中聰樹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下巻，2005 年 12 月，頁 153。
642
筆者註：相當於客觀歸責中的「回溯禁止」與「自我負責」
。
643
野村稔，
共謀共同正犯，收錄於刑法理論の現代の展開，総論II，
1990 年 12 月初版，
頁 238-239。
644
金尚均，共謀共同正犯における正犯性について，龍谷法学 38 卷第一号，2005 年 6 月，頁
43-44。
645
三井誠，
「共謀共同正犯」
，判例演習講座刑法I，頁 280 轉引自大塚仁等編，大コンメンター
ル刑法. 第 5 巻，1999 年 2 版，頁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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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實行行為，往往只有參與謀議；但此時若因此認定要以共同正犯加以
處罰，始符合正義，那麼將落入立法論的問題，而非解釋論的範圍。

第四項、小結－殘留的問題
日本傳統以來，認為正共犯的區分，以「實行行為」作為界線。所
謂的實行行為，乃是「實行構成要件行為」，該論述相當於德國的形式客
觀說的思考。而從早期肯定說及否定說的爭論，即可發現肯定說認為「形
式的實行行為」，不再能作為正共犯區分的唯一界線。但囿於第 60 條的
文義，因此多數的看法主張將實行行為實質化，亦即並非一定要為形式
客觀構成要件行為，始為實行行為！而必須將實行行為重新解釋！
也因此肯定諸說，大多圍繞在「實行行為」實質化的基礎及界分標
準。但是仔細分析，可發現共同意思主體說，只是提出廣義共犯的處罰
基礎，但是並沒有具體提出正共犯的界線問題，因此在實務操作上，有
可能導致「單一正犯化」的情形 646 ！至於間接正犯類似說，雖然具體說
明共謀行為的性質，及其處罰基礎；但是仍然無法釐清共同正犯與教唆
犯、心理幫助犯的關係！至於重要任務說，不論是西田模式或山口模式，
都在【模組I】的架構下，企圖做出更精緻的劃分方式，但是以「重要」
任務、重要因果貢獻等用語，作為區分的操作工具，將會產生何謂「重
要」的前提問題，顯然至今仍無法提出令人滿意的基準！

646

松宮孝明，刑法總論講義，2004 年 3 月三版，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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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戰前治安維持法的陰影
治安維持法雖早已廢除，但因該法曾有被執政當局濫用的歷史，仍
使許多老一輩的日本人記憶猶新。至今該法所產生的陰影仍然存在，也
是日本在戰後制訂相關規範時重要的立法背景，因此本文特別介紹之！

第一項 制訂背景及內容
日本對於組織性犯罪相關的法律，可以往前追溯至戰前的治安維持
法。該法乃是在 1925 年施行，該立法背景乃是 20 年代，秘密結社活動
及過激社會運動相當發達的時代。雖然該法僅僅 7 條，其第 1 條第 1 項
即規定：
「建立或加入以變更國體或否認私有財產制度為目的的結社，處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第 2 項規定：
「未遂犯罰之。」647 只要對於變更國
體或否認私有財產制的目的的結社，建立或加入皆為犯罪，即可知其有
犯罪結社處罰法的性質。其對於建立或加入特定目的的結社入罪化，相
同地具有同樣目的而為協議、煽動或提供利益等行為，亦加以入罪化。
但上述規定並非針對一般犯罪結社；變更國體的結社所指乃是無政府主
義者，否認私有財產制度的結社乃是指共產主義者 648 。
而在 1928 年該法以飭令的方式加以修正，主要乃是對於結社的建立
者為刑的加重，並增設「目的遂行罪」。
而在 1941 年帝國議會對於治安維持法進行全面的修正，將該法擴充
為第 1 章：實體罪刑；第 2 章：刑事程序；第 3 章：預防拘禁及附則。
對於第 1 章的修正部分：1.對於以變更國體為目的的結社為支援之團體
（外圍團體）入罪化；2.新設結社準備罪；3.新設類似宗教團體的取締規
定；4.新設犯罪集團結社罪。
但是終戰後，基於波次坦宣言：日本政府對於民間民主主義傾向的
發展障礙一律加以去除。並且確定言論、宗教及思想的自由乃是基本人
權。因此聯軍總司令部乃廢止治安維持法 649 。

第二項 治安維持法的教訓及影響
治安維持法在日本的法制史上被評價為惡法乃是確定的。其被評價
647

該法於 1928 年 6 月修訂：「1.建立以變更國體為目的的結社，或者對於該結社成員有指導任
務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 5 年以上有期徒刑。知情而加入該結社或為遂行結社目的行為者，處 2
年以上有期徒刑。2.加入以否認私有財產制度為目的的結社，或為遂行結社目的行為者，處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3.前 2 項之未遂犯罰之。」
648
奧平康弘，治安維持法小史，竹磨書房，1977 年，頁 10 以下；轉引自張凌，日中比較組織
犯罪論，東京成文堂，2004 年 1 月，頁 94 以下。
649
1945 年 10 月 15 日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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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惡法的理由主要有 3：
（1）以為持治安為名，而處罰政治目的的政治結
社，並且可論以死刑或無期徒刑，過於殘酷；（2）治安維持法從針對政
治結社開始，擴大到一般集團和類似宗教的結社，並且無法區分政治結
社、犯罪結社及一般結社；（3）治安維持法無限制地擴大適用，而造成
大量的鎮壓事件發生。
也因為治安維持法的擴張適用至今對於日本國民仍留有鮮明的印
象，因此對於犯罪結社罪的用語始終有著抵抗感。這也是至今日本不論
是普通刑法或者是特別刑法皆無犯罪結社罪，且一般人或法學者亦對此
抱持高度慎重之原因。事實上，政治目的的結社與犯罪目的結社是不同
的，雖然以恐怖主義為目的的結社及以暴力犯罪為目的之結社，在論以
犯罪結社上並非無處罰之正當性，但是在立法的同時，仍然不能無視社
會的情感 650 。

650

宮澤浩一，「暴力團對策法の刑事法および刑事政策上の意義」，收錄於日本弁護士連合会民
事介入暴力对策委員会編，
「注解暴力団对策法」，民事法研究会，1997 年，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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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已休眠的破壞活動防止法

651

本法至今仍是日本有效的立法，至今已幾乎不用。本法乃是戰後日
本對團體犯罪的第 1 個特別立法，因其立法目的的狹隘，造成往後日本
頻繁地制訂特別法，因此本文特別介紹本法，以利理解何以往後日本立
法當局有再制訂特別法之必要性！

第一項 制訂背景及目的
戰後日本，鑑於與聯合國的和平條約即將生效，佔領法規即將失效
的背景；且考慮到必須有一定的團體規制，而對團體中成員一定的行為
為法律上的禁止或處罰，而在 1952 年 7 月 4 日成立，21 日施行「破壞活
動防止法」 652 。該法乃是基於佔領下的佔領軍總司令部的指示而制訂，
主要針對左翼過激集團；但立法過程卻引起學界、在野黨及媒體的違憲
議論，成為一大政治問題，但是仍然在國會混亂的審議過程中通過。
破防法的制訂背景乃是：當時日本國內部分團體的成員從事危險暴
力主義的破壞活動。對社會治安潛藏著一定的危險，有必要解決將來進
一步激化的危險；而治安維持法廢止後當時日本國內對此之規範呈現真
空狀態 653 。所以對團體組織行使暴力行為，基於防止國家社會基本秩序
「本法對於行使暴力主
破壞的危險而制訂此法 654。因此該法第 1 條明訂：
義的破壞活動作為團體活動的團體為必要的規制措施，並整補關於暴力
主義的破壞活動，以確保公共安全。」

第二項 破防法的主要規定
第4條3項
本法所指之團體，乃是以達成特定共同目的的多數人的繼續結合體
或是連合體。但該團體的支部、分會等其他下級組織，符合上述要件者，
亦為規範的對象 655 。

651

日語：破壊活動防止法，制訂於昭和二十七年（西元 1952 年）七月二十一日。
設楽裕文，組織犯罪破壞活動防止法－予備、陰謀、教唆、せん動について，法學紀要 37
期，1995 年，頁 181 以下。
653
関之，「破壞活動防止法解說」，新警察社，1952 年，頁 1；轉引自張凌，日中比較組織犯罪
論，東京成文堂，2004 年 1 月，頁 99 以下。
654
関之，「破壞活動防止法解說」，新警察社，1952 年，頁 2；轉引自張凌，日中比較組織犯罪
論，東京成文堂，2004 年 1 月，頁 99 以下。
655
この法律で「団体」とは、特定の共同目的を達成するための多数人の継続的結合体又はそ
の連合体をいう。但し、ある団体の支部、分会その他の下部組織も、この要件に該当する場合
には、これに対して、この法律による規制を行う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とする。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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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條規定
基於政治上主義或政策的推進、支持或反對的目的而為刑法第 108
条 、第 109 第 1 項、第 117 條第 1 項前段、第 126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
第 199 條或第 236 條第 1 項之陰謀、預備或教唆之行為者，抑或是基於
上述罪名被實現的目的而為煽動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656 。
第 40 條規定
基於政治上主義或政策的推進、支持或反對的目的而對下列之罪陰
謀、預備或教唆之行為者，抑或是基於上述罪名被實現的目的而為煽動
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1）日本刑法第 106 条；
（2）日本刑法第 125 条；
（3）對於檢察官、行使職務的警察、上述的補助者、看守、護送依
法拘禁者或基於法律規定而從事調查者，攜帶凶器、毒物或多眾共同為
95 條之罪者 657 。

第三項 解析
暴力主義的破壞活動乃是對於國家權力進行實力的抵抗，並以暴力
革命為目的而為諸行為，該極限乃是所謂的內亂；而包含內亂罪、外患
罪、外患援助罪、外患誘致、騷擾罪、現住建造物放火及使用爆裂物等 658。
關於「團體」的定義，本法 4 條 3 項規定中，所謂的「特定共同目
的」乃是指對於現在的社會秩序、國家的基本組織革命的目的 659 。
656

政治上の主義若しくは施策を推進し、支持し、又はこれに反対する目的をもつて、刑法第
百八条 、第百九条第一項、第百十七条第一項前段、第百二十六条第一項若しくは第二項、第
百九十九条若しくは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項の罪の予備、陰謀若しくは教唆をなし、又はこれら
の罪を実行させる目的をもつてするその罪のせん動をなした者は、五年以下の懲役又は禁こに
処する。
657

政治上の主義若しくは施策を推進し、支持し、又はこれに反対する目的をもつて、左の各

号の罪の予備、陰謀若しくは教唆をなし、又はこれらの罪を実行させる目的をもつてするその
罪のせん動をなした者は、三年以下の懲役又は禁こに処する。
一

刑法第百六条 の罪

二

刑法第百二十五条 の罪

三

検察若しくは警察の職務を行い、若しくはこれを補助する者、法令により拘禁された者

を看守し、若しくは護送する者又はこの法律の規定により調査に従事する者に対し、凶器又は
毒劇物を携え、多衆共同してなす刑法第九十五条 の罪
658

浅田光輝，
「治安裁判と破防法」，新泉社，1978 年，頁 4、5；轉引自張凌，日中比較組織犯
罪論，東京成文堂，2004 年 1 月，頁 99 以下。
659
関之，「破壞活動防止法解說」，新警察社，1952 年，頁 208；轉引自張凌，日中比較組織犯
罪論，東京成文堂，2004 年 1 月，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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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該團體的限制：公安審查委員會對於以暴力主義的破壞活動作
為團體活動的團體，充分地認定其將來仍有繼續反覆為暴力主義的破壞
活動，得對之行下列之處分：「下令限制團體活動的處分」及「對團體為
解散之處分」。
本法主要的特徵乃是：（1）今日對國家社會為破壞活動或以行使具
高度危險性的團體組織力量的活動為對象。為防止破壞活動，首先有必
要對於組織本身為滅殺其活動力 660 。因此明確地以持有政治目的的團體
活動而為暴力主義破換活動為規範對象。（2）破防法與一般的刑事法規
不同，乃是對以團體或個人的政治目的活動為對象；但非以行為的實行
為對象，而是以行為前的預防規則 661 。因此該預防規則乃是基於國家行
政權的保安措施，並對現行刑法或其他刑罰法規等司法措施不足之處加
以補充。（3）對於行使暴力主義的團體活動，並非直接適用刑事罰，而
是以行政規制的方式加以處分，具有日本特色。蓋因近代刑法乃是採用
個人責任主義原則，對於將破壞的團體活動作為處罰對象違反個人責任
主義，但又不能容許該等團體對於犯罪的放任。因此在堅持個人責任主
義的刑法及現實破壞活動團體的規制問題，以行政手段作為矛盾的解決
方案 662 。

第四項 破防法的實務運作情形
因本法兼具有政治性及團體性要件，因此在適用上產生困難。至今
適用的裁判僅有寥寥數件，對於破壞團體以本法開啟規制程序者更是絕
無僅有 663 。

660

関之，「破壞活動防止法解說」，新警察社，1952 年，頁 3；轉引自張凌，日中比較組織犯罪
論，東京成文堂，2004 年 1 月，頁 100。
661
浅田光輝，
「治安裁判と破防法」
，新泉社，1978 年，頁 4；轉引自張凌，日中比較組織犯罪論，
東京成文堂，2004 年 1 月，頁 101 以下。
662
對此仍有批判破防法形同「戰後治安維持法」而為治安刑法的批評：浅田光輝，
「治安裁判と
破防法」，新泉社，1978 年，頁 4、8；轉引自張凌，日中比較組織犯罪論，東京成文堂，2004
年 1 月，頁 101。
663
暴力団对策法研究会編，暴力団对策法の解說，民事法研究会，1992 年 5 月，頁 2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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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暴力團對策法簡介

664

雖然已有上述諸特別法，但是 80 年代末期起，經過合縱連橫的暴力
團，卻日漸猖獗。警政單位及立法者有感於暴力團遊走於法律灰色地帶
的習性，因此特別制訂暴力團對策法加以因應。但是暴力團對策法並非
純粹的刑事規範，因此本文透過日文文獻的整理，對該法的背景、特徵
及實際操作狀況加以理解。至於各方的批評意見及適用狀況，亦將彙整
日本的各方意見，俾利重新檢視我國立法者在立法過程中所提出的方案
及所引用的資料！

第一項 立法背景
景

日本各界對於之所以會訂立暴力團對策法，乃是基於以下的立法背
：

665

（1） 當時山口組、稻川會及住吉會 3 個暴力團體的勢力佔暴力團
勢力的幾近半數，伴隨著寡佔化的現象，而不斷吸納其他小團體，而擴
大活動領域。
（2） 暴力團寡佔化後，威力大增進而以暴力介入民事事件以擴大
資金來源，雖然市民及企業受到廣大的波及，而現存的刑事法令卻無法
有效的取締。
（3） 隨著暴力團寡佔化的過程，頻頻發生使用槍械的暴力團對抗
抗爭事件，而給附近的居民及商店街極大的危險及不安。
（4） 暴力團公然在市街上設立事務所，公然地活動，並於海外活
動，而引發外國的批判聲浪。

第二項 暴力團的意義及特徵
由於日本傳統上存在：（1）支持暴力團活動的資金；（2）強韌的人
的組織構造；（3）暴力團的社會中具特殊精神思想；（4）利用暴力團的
國民層。因此日本的法體系與其他外國法體系截然不同，並未將加入暴
力團等反社會組織行為入罪化。採取只能就各個具體的犯罪行為科以刑
罰的「行為法主義」，也因此成為與外國不同，而對於暴力團等公然組織
在法律上不能否定其存在的主要根據 666 。

664

日語：暴力団員による不当な行為の防止等に関する法律，制訂於平成三年（1991）5 月 15
日。
665
暴力團对策法研究会編，暴力團对策法の解說，1992 年 5 月，頁 4-8。
666
飯柴政次，組織犯罪对策マニュアル，有斐閣，1990 年，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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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暴力團」用語，其本身並非法律用語 667，而是昭和 30 年代以
降的民間用語。在此之前，日本民間多稱呼其為「やくざ」、
「博打うち」、
「的屋」等等。而在立法草案中，並非使用「暴力團」，而是以「暴力的
組織」稱之 668 。
暴力團對策法首次將「暴力團」作為特定的反社會團體加以規定，
可謂劃時代的法律。而本法第 2 條 2 號對於暴力團的定義乃是：
「該團體
的構成員（包含該團體的構成團體的構成員）對於實行集團性、常習性、
暴力性的不法行為有助長危險的團體。」
。至於暴力團的要件則於本法第
3 條中明訂，可分為：
（1）實質目的要件；
（2）犯罪保有者的比率要件；
（3）團體內部階層的要件。而暴力團乃是組織性犯罪的一種型態，而其
「犯罪組織」的性質更強 669 。

第三項 暴力團的指定
由於暴力團本身，其定義並不明確而非立法規制對象。日本立法者
在本法的規制對象為「指定暴力團」，為其立法上的一大特色。至於指定
的要件可以區分為實體要件及程序要件。因此本款將分別介紹一般暴力
團及廣域暴力團的實體要件後，再介紹其程序要件 670 ：

第一款 一般暴力團的指定實體要件
暴力團對策法第 3 條規定，公安委員會在一般暴力團具備下列 3 個要件
時，即可指定暴力團，將之納入列管對象：
（1）實質目的：該暴力團的暴力團員利用暴力團的威力，而獲取維持生
計、形成財產或遂行事業的資金；暴力團員利用暴力團的威力或該暴力
團容任暴力團員利用其威力。
（2）該暴力團的幹部在暴力團員的人數中有前科者的人數比例；或暴力
團的全暴力團員人數中有犯罪前科的比例，上述兩者其中之一超過政令
對暴力團以外的集團所定的前科比例（該政令所訂的比例，乃是由國民
中任意抽出的集團前科者比例；其超過政令所定的比例的機率在十萬分
之一以下）
（3）該暴力團的代表或居於營運支配地位者的統治下由階層所形成的
團體。
上述 3 要件的解釋如下：
667
668
669
670

暴力團对策法研究会編，暴力團对策法の解說，1992 年 5 月，頁 2、47。
暴力團对策法研究会編，暴力團对策法の解說，1992 年 5 月，頁 393、402。
飯柴政次，組織犯罪对策マニュアル，有斐閣，1990 年，頁 6。
暴力團对策法研究會彙編，暴力団对策法の解說，1992 年 5 月，頁 393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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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質存立目的
此要件探討暴力團的實質存立目的，其構成員、各個暴力團員利用
該暴力團的威力，而使其資金獲得活動較易。
「威力」乃適足以壓制人的意思之勢力。例如：提示印有暴力團名
稱的名片等行為。
本要件不問形式上的目的，而必須就實質上的目的加以認定。蓋因
暴力團總是倡導「俠義道」，其規約或剛領總是揭示以政治運動、勞工運
動、宗教運動或其他社會運動為目的。因此應該就活動實態，亦即實質
上的目的來判斷。且該目的不以「唯一的目的」
、
「主要的目的」為必要，
否則容易容任脫法行為，使本法的目的不達。就以暴力團一方面從事政
治活動，另一方面利用該暴力團的威力而輕易的從事資金獲得活動，亦
671
符合本款 。

2.前科者比例
本要件以該暴力團的幹部或全體暴力團員中，有前科的比例，超過
暴力團以外的一般集團，亦超過政令所定之比例。
此要件乃是著眼於暴力團的構成員比起一般國民，有極高的暴力犯
罪前科的實際情形。而犯罪前科人數比例，在暴力團員不當行為防止相
關法律施行令中，應就集團人數而仔細地訂定，例如：在三人的團體中，
若有 3、4 人的情形，比例為 66％；1000 人的情形，比例為 4.11％。此要
件乃是縱使暴力團團員全體中有犯罪前科者的比例未達施行令的比例，
但就暴力團的幹部有前科比例者，滿足亦可。
「幹部」依照施行規則乃是：暴力團的代表者、居於支配該暴力團
的營運地位者、得命令、指示該暴力團的活動關係事項且屬於未超過全
672
體構成員五分之一的地位階層者 。

3.階層性要件
「階層性」乃是因為暴力團體的構成員並非對等，支配者及被支配
者地位懸殊。就其內部組織而言，首領乃是嚴格的金字塔型組織中的頂
點，構成員各自的身分及任務乃是基於上下身分關係而決定，支配與被
671
672

暴力團对策法研究會編，暴力團对策法の解說，1992 年 5 月，頁 68 以下。
暴力團对策法研究會編，暴力團对策法の解說，1992 年 5 月，頁 7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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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者地位懸殊，乃是真正的階層性組織。所以對於較自己上位者稱之
為「大哥」（兄貴），較自己下位者稱之為「小弟」（舍弟）。上位者的權
威乃是絕對的，其命令之事不論善惡，皆須無條件遵守。此要件乃是著
眼於實際暴力團其特有的組織構造 673 。

第二款 廣域暴力團的指定要件
暴力團對策法第 4 條規定：「公安委員會，暴力團符合下列各款之一者，
得指定該暴力團為指定暴力團之聯合體：（1）以下各款為該暴力團：i. 構
成該暴力團的各暴力團，全部或大部分乃是指定暴力團；ii.該暴力團的各
暴力團員全部或大部分是指定暴力團的代表者；iii. 構成該暴力團的各暴
力團全部或大部分為指定暴力團或上述兩款的暴力團；或該暴力團的團
員全部或大部分為指定暴力團之代表者或上述兩款暴力團的代表者。
（2）不問形式上的目的，構成該暴力團的暴力團或該暴力團的代表者
企圖為暴力團的互相扶助，或以支援暴力團的暴力團員活動為其實質目
的。」
指定暴力團的指定及指定暴力團的聯合體的指定制度有別。蓋因近
來暴力團的寡佔化及廣域化現象越加顯著，各個暴力團逐漸成為廣域暴
力團的一翼。在廣域暴力團中的暴力團，上部團體與下部團體間亦有階
層性的系列構造。而下部團體的暴力團構成員基於利用上部團體的威力
（自己所屬的下部團體的暴力團，即使未被指定為第 3 條之暴力團），
而容易獲得資金。因此對於聯合形式的暴力團亦有規範的必要。
依據立法明文，聯合體所構成的各暴力團，或暴力團的代表者，並
不以全部皆為指定暴力團為必要；縱使並非受第 3 條所指定之暴力團或
非受指定暴力團之代表者存在之情形亦可。但是利用聯合體的威力而為
本法一定的行為者，縱使非受指定之各個暴力團之團員，亦受本法規制。
另一方面，利用聯合體的威力，不過是利用未受指定的自己所屬暴力團
威力者，並非規制對象。縱使是被指定為聯合體暴力團，但是各下部暴
力團未被第 3 條或第 4 條指定為暴力團，下部暴力團即非此處之暴力團。
至於針對第(2)個要件，就該聯合體的存立目的，旗下（日語：傘下）
暴力團的團體活動時，聯合體給予直接援助或援助其他旗下暴力團，以
及對於各個暴力團員的活動的支援目的，其是否具備本目的，與第 3 條
同，為實質之判斷 674 。

673
674

暴力團对策法研究會編，暴力團对策法の解說，1992 年 5 月，頁 71 以下。
暴力團对策法研究會編，暴力團对策法の解說，1992 年 5 月，頁 71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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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程序要件－指定手續及公示
公安委員會進行指定程序時，包含事前的公開意見聽取，事中的確
認以及事後的公示。分述如下：

第一目 事前的意見聽取
暴力團對策法第 5 條，即明訂：第 1 項－公安委員會在進行指定程
序時，必須踐行公開的意見聽取。但妨礙個人秘密保護時，不在此限。
第 2 項－前項意見聽取時，公安委員會對暴力團的代表者或應代表
暴力團者，應於相當期日前通知其指定的理由及意見聽取的處所及期
日。且該意見聽取的期日及處所應該加以公示。
第 3 項－意見聽取進行時，暴力團的代表者或應代表暴力團者或其
代理人，得對該指定陳述意見，並得提出有利的證據。

第二目 確認
確認程序，依據暴力團對策法第 6 條的規定：第 1 項－公安委員會
於指定前，必須將該暴力團符合要件的證明書類、意見聽取調查書或其
副本交由國家公安委員會確認其是否符合暴力團對策法第 3 條或第 4 條
之要件。第 2 項－國家公安委員會在認定該暴力團是否符合第 3 條及第 4
條之要件時，依據國家公安委員會所定之規則，應聽取審查專門委員會
的意見。

第三目 指定的公示
依據第 7 條之規定，指定後該指定暴力團的名稱及國家公安委員會
所訂的的規則應公示於政府公報。並應通知該指定暴力團的代表者。

第四項 暴力團「指定」的法律效果
暴力團被指定後，公安委員會可禁止指定暴力團為暴力的要求行
為。且對違反者，更可發佈其他相關規制措施，將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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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防止暴力的要求行為
在指定暴力團之後，其法律效果中核心的規範乃是禁止暴力要求行
為。我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立法過程中，由黃國鐘等委員提案的「灰色地
帶行為」入罪化之思考，經由本文第二章抽絲剝繭檢驗後，可發現其源頭，
亦參考日本暴力團對策法第 9 條等相關規範。因此本文特別於此介紹之：

第一目 禁止暴力要求行為
依據暴力團對策法第 9 條之規定：指定暴力團等的暴力團員，其所屬的
指定暴力團等或其系列上位指定暴力團等，不得為下列各款所列之威力
展示行為：
（1）對他人，與其相關而未宣傳之事或與其相關而未為公眾所知之事，
以不公示為手段，要求金錢或其他財產上利益（以下稱金錢等）之供應。
（2）對他人，不問是以捐助金、贊助金或其他名目，過份地為金錢等
贈與要求。
（3）對關於承攬、委任、委託契約相關勞務提供的業務的邀約方或收
受方，儘管其拒絕，仍然要求其接受：該業務的全部或一部；或收受與
該業務相關之材料或相關物品；或接受所提供的勞務。
（4）對於勢力範圍（雖無正當權力來源，但設定其所認定的區域為自
己的權益對象範圍。下款及第 12 條之 2 第 3 款亦同。）內的營業者，不
問名目，以容任其營業作為代價，而要求金錢等供應。
（5）對於勢力範圍內的營業者，在其營業處所要求：購入日常業務所
需之物品、與其日常業務相關的歌謠秀或其他演出的入場券、舞會卷或
其他證券或證書；或接受保全等其他與日常業務相關的有償勞務提供。
（6）以金錢為目的之消費借貸債務上，訂定超越利息限制法第 1 條第 1
項所訂之上限額度利息的支付，或其他因不履行而預定之賠償額度超越
利息限制法第 4 條之規定，而對於債務人要求履行者。（6 之 2）受他人
委託（除有行為人有密切關係者，或公安委員會規則所定之人以外。），
以有償或有償約定，於金錢等目的之債務中，對於債務人以粗野或粗暴
的言行，或以使其困擾的方法為訪問或電話，而要求其履行（除前款以
外者）。
（7）對於他人，要求免除債務之全部或一部，或延期履行。
（8）對從事金錢貸款業務者以外之人，過份地要求借貸金錢；或對於
從事金錢貸款業務者，雖其拒絕，仍要求金錢借貸；或對於從事金錢貸
款業務者，要求其對於貸款利率或其他金錢貸款條件為特別有利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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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證券公司雖拒絕，仍要求有價證券的信用交易，或對於證券公司
要求寄存金錢額度或其他有價證券的信用交易，較該證券公司所示之條
件為顯著有利條件。
（10）對股份有限公司或該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要求為股份的買取
或相關媒介、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執行董事、監察人或股東雖拒絕，
但仍要求買取該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或對於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等，
要求買取的價格或其他買取的條件，較該董事等所示的事項，為顯著有
利的條件。
（11）對基於正當權利來源而供居住或事業用途的建築物或基地擁有
者，在其反對後仍要求轉讓之。
（12）關於土地或建物，佔據其全部或一部，在該土地或土地之周邊，
以表示姓名或其他方法，故意宣示其對於土地等的所有或佔有（以下稱
「支配的誇示」）；對於該土地的所有者之債權人，或使用收益權人、
擔保債權人，為取得該權利，儘管上述權利人拒絕，仍要求停止土地相
關支配誇示的對價、轉讓費等其他類似名目的金錢等供應。
（13）受他人（除有行為人有密切關係者，或公安委員會規則所定之人
以外。）委託，在有償或有償約定下，對於交通事故或類似事故的原因
者，談判交涉該事件所生的損害賠償，並要求以該損害賠償作為金錢等
的供應。
（14）對於他人，購入商品、購入有價證券所表彰的權利或接受其所提
供的勞務，儘管無瑕疵，卻仍表示有瑕疵；或交通或其他類似事故中，
儘管無損害卻表示有損害；或誇大上述瑕疵或損害的程度，而要求損害
賠償或其他類似名目金錢等的供應。或勸說接受商品或有價證券或相類
似的交易，並彌補該價格較商品指數、有價證券指數、有價證券店頭指
數高或地所造成的損害，並以損害賠償或相類似的名目而過份要求金錢
等的供應。

第二目 禁止暴力要求行為之分析檢討
一、暴力要求行為
暴力要求行為，乃是違反第 9 條之行為。亦即暴力團員展示其所屬
的指定暴力團或系列上位指定暴力團的威力，而為第 9 條所列舉的行為，
此等暴力的要求行為為本法所規制的對象。其要件包含：主體為指定暴
力團的構成員、要求的行為態樣乃是展示暴力團威力而為第 9 條所列舉
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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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定暴力團構成員之行為
非指定之暴力團員及一般人並非本條適用的對象。傳統上司法對於
不法行為的反應乃是：若構成日本民法第 709 條侵權行為，被害者可對
行為人行使損害賠償請求，並可請求其中止該行為之假處分。在適用本
法時，上述司法上的途徑依然可以繼續行使。因此本法與傳統司法對應
平行的中止命令的情形，所在多有。
至於指定暴力團的準構成員（暴力團周邊，利用暴力團的威力、援
助暴力團或與暴力團有密切關係的非構成員）及包含於準構成員的企業
小弟，亦非本法之適用範圍。雖然以政治團體或股份有限公司設立的團
體，容易脫免暴力團的認定；但是該團體若滿足指定暴力團的實質要件，
依然可以指定該團體為指定暴力團，本法仍有適用可能。再者，例如暴
力團構成員為政治團體圓的行為，被實質認定為指定暴力團的行為時，
本法可以加以對應 675 。

三、展示指定暴力團威力之行為
展示指定暴力團員的威力乃是展示與暴力團間關係的一切行為。例
如：告知對方自己屬於指定暴力團等之行為；提示印有指定暴力團等名
稱之名片；提示有指定暴力團等之徽章標誌行為；指定暴力團等的事務
所內，強調此處乃是暴力團等的事務所之行為；要求對方來指定暴力團
等的事務所；對於對方已經知悉自己為指定暴力團員時，仍然使對方再
次確認之行為；指定暴力團等勢力地盤附近，表達「這裡為我的地盤」
等，使對方推知自己為指定暴力團員。
「展示所屬暴力團等或其系列上位指定暴力團等的威力」：例如暴
力團 C 組的組長是 B 組的構成員，B 組的組長是 A 組的構成員，A、B、
C 其中有一個是指定暴力團等，C 組的暴力團員提示印有 C 組或其系列
上位 A、B 組的名片而與對方威壓感的行為，即屬之。
而因本法對於暴力的要求行為採取行政規制。「威力」與「威力妨
礙業務」是不同的概念。刑事處罰的構成要件要素與行政措施命令的構
成要件要素，不論在規範意旨及目的上，應該獨立解釋。而本條的威力，
乃是使市民困惑的程度即足。但是展示威力行為縱使並不構成犯罪，亦
不構成民法上不法行為，亦不妨礙本法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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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團对策法研究會編，暴力團对策法の解說，1992 年 5 月，頁 8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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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 9 條所揭示的各行為態樣
（一）封口費（口止め）的要求行為
本款的態樣可以分為：A.企業或團體的經營內容不正、業務差錯、
職員醜聞等，一旦予以公佈將嚴重損及企業、團體的社會信用或形象，
對於該種事實的宣傳或公布要求封口費的情形。例如：漏稅、銀行記帳
錯誤、餐廳發生食物有毛髮、蟲的混入，而落人口實的情形。B.以販賣商
品或承包的工事相關不實之事而使對方困擾的情形。例如：商品與目錄
不符、產品自傷或產品腐壞等事落人口實，告知對方要在對方店門口高
舉布條為謝罪廣告或發表糾舉等情形。C.私人道德上的醜聞。
「對他人」，包含自然人及法人或其他團體。「與其相關之事」，
並不限於人的固有秘密，其配偶、親族、友人、使用人等相關事實，皆
為與其相關之事。
該事實不以真實存在之事實為必要。縱使全部或一部乃是虛構的事
實，但以之為他人相關具體事實加以宣傳或公示令當事人忌憚，即屬與
他人相關之事。但以有具體性的謠言，亦該當之。且不宣傳的把柄事實，
亦包含全部已為公眾所知之事。非公知之事乃是尚未廣為一般人盡皆知
之事。宣傳、公示包含利用雜誌、報紙、廣告單、宣傳車等手段等。
「金錢或其他財產上利益」，不論是金錢、財物以外的財產上利益，
或積極的利益、消極的利益皆屬之。亦不問是一時的利益或永續的利益。
債權的取得、債務的免除或履行延期、勞務提供的接受等，皆屬財產上
的利益。
「要求供應」乃是向對方要求金錢等的供應之意思表示，即使對方
未回應該意思表示，亦屬之。即使相對方接受相當的對價給付，也違反
本款禁止供應要求 676 。
（二）不當捐助金等的要求行為
行為態樣包含：A.暴力團組織政治結社或社會運動團體，或偽裝組
織之。以該政治活動或社會運動的名目要求捐助金、贊助金的例子甚多。
例如：返還領土、消滅毒品等，而要求贊助金。B.發行幾乎沒有內容的機
關誌、公司情報等，以該購買讀物的名目索取高額的購買讀物費用。就
以 1989 年日本警察廳對於企業進行調查，有 82％的企業曾經被要求購買
機關誌或在機關誌刊登廣告；有 66％的企業曾經被要求贊助金等金錢。
此外，暴力團以其他公司名義要求，例如：儘管 A 公司已經贊助，但對
於貴公司我們仍然懇請幫忙等名義，要求贊助金的情形甚多。
676

暴力團对策法研究會編，暴力團对策法の解說，1992 年 5 月，頁 9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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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人」，與前款同，包含自然人、法人等其他團體。
「贈與」，給予而對價給付為完全無價值的金錢等，自不待言；但
是對價給付為幾乎無財產價值者，亦屬之。
「過份地」（みだりに）：乃是不正或欠缺社會妥當性的方法、內
容。雖然限於贈與，對公共活動或事業的贊助、個人救濟為目的的贊助、
宗教上的捐獻等亦包含之。至於對方是否回應其要求，則在所不問。
（三）不當轉包等的要求行為
本款的態樣包含：A.以妨礙工程等業務為藉口：在建築業的承包業
務中，對於定作人或承攬人因工程遲延而導致業務遂行障礙，乃是最困
擾之事。但是暴力團員屢屢以工程等業務的妨礙作為參加承包的手段。
例如封鎖通往工地的道路，儘管構成威力妨礙業務罪，但是不允許暴力
團員的要求，以「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唷？」等巧妙的手法表達妨礙工
程的行為，而要求參加轉包。B.以鄰里對策、補償問題為藉口：建築工程
中，噪音、震動、塵埃、車輛通行及日照問題等附隨問題繁多。以「讓
在下承包，即可妥善解決上述問題」為藉口，向承攬人為參加轉包的要
求。C.以向監督機關告發為藉口：民間企業必須臣服於監督機關的指導監
督權，因此一般而言民間企業較監督機關弱。但是暴力團員觀察到民間
企業的弱點，而以業者些微的差錯為由，表示「向監督機關檢舉也可以」，
巧妙地威脅而要求參加轉包。D.其他：在公共工程的情形，以「救濟弱
者」、「任務的重新分配義務」等，作為威脅的藉口。
要求的相對方包含「承攬、委任、委託契約的提出方或接受方」。
提出方或接受方對於要求參加承包予以「拒絕」，為構成要件。拒
絕包含直接、斷定的拒絕及間接、委婉的拒絕，皆為此處之拒絕。
「求其接受該業務的全部或一部」：對於該業務的提出方或接受方，
要求全部或一部業務的接受，此謂要求參加承包的行為，在建築業中這
是典型的案例；「收受物品」：建築工程中的使用骨材、砂石的材料等；
「接受所提供的勞務」：包含雇用工人、工地現場設置自動販賣機等。
至於要求繳納的物品的價格、勞務的對價是否正當，則在所不問。
（四）監督費（みかじめ料）的要求行為
暴力團對於聲稱為自己勢力範圍內的營業者，特別是自風俗營業者
的問候費、場地費、保護費、保全費等名目，取得監督費。依照警察廳
在 1988 年的調查結果，此種監督費的收入，以居於暴力團的非法活動年
度總收入中，居於毒品、賭博之後，達到第三位，成為有力的資金源之
一。在監督費的要求行為中，除提供保全業務以外，特設本款對於要求
監督費的行為予以規制。
對於「勢力地盤（繩張）內」的營業者為本款之要求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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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力地盤乃是：儘管不具有正當權力，但是設定自己的權益對象範
圍區域。暴力團或其他類似團體的勢力所涉的一定地區中，為穩定地保
持獲取不當資金的支配權，為本款行為的情形，即可解圍勢力地盤內。
「營業」：乃是繼續的營利活動，亦即獲取利益為目的而反覆為同
種行為的繼續實施。而本款的營業範圍更廣，經營事業即可，不管其是
否以營利為目的。此外該營業亦不限於同一場所。例如：攤販等移動的
營業場所或建築業僅於一定期間內在該場所營業之行為，皆包含之。經
營者為個人或法人，亦在所不問。
金錢等的供應要求，亦不問名目。但是監督費中的保全費，並提供
對價的勞務者，則為第 5 款探討的客體，非本款之適用範圍。
（五）保全費等的要求行為
本款的態樣包含：A.在營業所內要求購買日常業務用品：對於餐廳、
飲食店、咖啡店、酒館等，要求裝飾用的鮮花、人造花、繪畫、毛巾出
租等，為其典型業務。B.營業所內要求有償接受保護的勞務或其他日常業
務相關的勞務：暴力團的「繩張」乃是暴力團得以安定的儲存金錢的對
象和場所，甚至是排他利權等的支配權。例如賭博業中專業的賭徒為
「島」；攤販或職業的「江湖郎中（的屋）」稱之為「庭場」。；而暴
力團中，繩張依據文字有「生命線」之意。因此對於勢力範圍內的營業
者，發生與顧客的糾紛或暴力團同業的問題時，透過肢體加以解決，亦
即以鎮壓作為保護費名目的不當要求。C.要求保全費的藉口：暴力團員要
求保求費用，乃是在暴力團的勢力地盤內有新店鋪開張時，即可見到店
面的裝飾花圈，開幕後仍可見到。
本款以「繩張內」為要求行為為其要件。本款所謂的「營業」，營
利或非營利在所不問。營業者亦不區分法人或個人。「營業所」乃是一
般而言商人的營業上活動中心的一定場所。本款則不限於此，亦包含事
務所、作業場等。
「接受保全等其他與日常業務相關的有償勞務提供」則是指保護
費、看護費等名目的金錢要求。亦包含購入日常業務物品，縱使有提供
實際物品或保護，指定暴力團的要求行為仍然該當本款的違法行為。
至於「要求行為」，不只是在營業所的直接訪問，亦包含以電話在
特定場所見面等。使營業者困擾、長時間糾纏、不安等手段，而為心理
壓迫。將對方叫到自己的事務所、相對方休息的餐廳等，亦該當之。
（六）催收高利債權行為
金融業，乃是暴力團合法資金源活動的代表。縱使是以合法的企業
型態，暴力團組織的威力背景而為資金源活動行為的情形甚多，而隱藏
暴力團。本款乃是超過利息限制法所規定的制限額。至於未超過同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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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制限額的消費借貸上的暫勿支付要求、催收建築工程貸款、買賣貸
款等則非規制對象。
「要求履行超過利息制限法第 1 條所定之利息支付」：依據日本利
息制限法第 1 條第 1 項之規定：本金未滿 10 萬元－年利率 20％；本金
10 萬元以上，未滿 100 元－年利率 18％；本金 100 萬元以上－年利率 15
％。
同法第 3 條之規定視為利息之金錢：酬謝金、貼現金、手續費、調
查費等，不問何種名義，債權者收受本金以外之金錢，除契約的締結或
債務的返還費用以外，皆屬之。
「因不履行而預定之賠償額度超越利息限制法第 4 條之規定，而要
求債務人履行」：依據日本利息制限法第 4 條之規定，債務不履行的賠
償額對於本金的比率：本金未滿 10 萬元－年利率 40％；本金 10 萬元以
上，未滿 100 元－年利率 36％；本金 100 萬元以上－年利率 30％。
本款進至高利債權的催收。但亦包含指定暴力團員本身為債權者本
人、債權人的代理人。相對方為債權的受讓人亦同。但借換債亦包含之；
債務人亦包含保證人。
（七）不當的債務免除要求行為
要求免除全部或一部的債務或延期清償，不限定債務的種類。亦不
限於明示的要求行為；默示的情形亦包含之。
（八）不當的借貸要求行為
1.對經營金錢借貸業務以外者，要求過份的金錢借貸要求。所謂的「經營
金錢借貸業務者」較貸款業相關規制法第 2 條第 2 項之以登錄貸款業者
廣，無登錄業者及銀行，亦包含之。「過份地」與本條第 2 及 7 款的解
釋相同，指定暴力團員項金錢借貸業者以外之人為借貸之要求，據調查
大部分是過份地要求。
2.對已拒絕之金錢借貸業者為借貸要求：向金錢借貸業者要求借貸，本非
規制對象。但業者承諾與否乃是其自由，儘管其反對仍展示指定暴力團
的威力而要求借貸的行為，則有必要加以規制。
3.對金錢借貸業者要求較公示條件優渥之借貸利率或其他條件：包含貸款
的利率、擔保物的種類及評鑑、返還時期或擔保人的需要與否。禁止要
求為特別有利條件的金錢借貸要求。
（九）不當信用交易要求行為
本款乃是在 1993 年修正時所追加的類型，禁止的行為態樣則可分
為：證券公司已拒絕，但仍要求其為信用交易，及要求信用交易的條件，
較該證券公司所示之條件為顯著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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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公司」：包含外國證券公司，蓋因基於外國證券業者相關法
第 2 條第 2 款之規定，外國證券公司亦可為信用交易的受託對象。其成
為暴力團的不當信用交易要求行為的被害人，與國內的證券公司相同。
「有價證券的信用交易」：並不包含期貨交易、指數交易及選擇權。
本款的有價證券的信用交易乃是基於證券交易法第 49 條 1 項所規定的信
用交易，並不包含其他上述交易。至於對期貨交易等，並未成為規制對
象，乃是本款謙抑性的表現，直到現在，僅確認暴力團有介入有價證券
的信用交易，卻仍無法確認其已介入有價證券的期貨交易等。
「顯著有利條件」：例如追加保證金不足時，仍要求繼續交易；或
未支付利息等，仍要求交易 677 。
（十）不當的股份買取要求行為
1.因相對方不同而有不同要件：對於公司的要求，必須達到「過份地」程
度；對於監察人等，必須「儘管其拒絕仍為要求」。與單純禁止特別有
利條件不同。
對於公司的要求情形：原則上必須使相對方為違反商法的行為要
求，始屬不當。但例外地，商法上允許自己取得股份的情形，要求的內
容是否不當，以「過份地」為要件。另一方面，對於董事、監察人及股
東的情形，與第 8 款相同，以「儘管其拒絕仍為要求」及「特別有利條
件」為要件。
2.特別有利條件：主要包含下述三種情形：要求以顯著高於市場價格的價
值買取該股份；以提供子公司未公開發行的股份作為買取的對價；掌握
到增資情報的暴力團員，要求以較低的價值參加增資。
3.對於公司及其董事的股份買受斡旋在先，希望對於公司、交易及資本
等，能行使影響力，或獲取實質的名義。例如：成為公司的穩定股東、
該公司的創立股東、成為該公司的往來客戶、成為該公司的分公司、成
為該公司的關係金融企業、成為該公司的從業人員等。
（十一）不當的建物及土地的讓渡要求行為
「基於正當權利來源而提供居住或事業用途的建築物或基地者」：
「基於正當權利來源」乃是基於法律或事實上行為而具有法律上正當原
因。但是建築物或其基地的使用者，必須具有所有權、租賃權或地上權
等正當的使用、收益的法律上權限。至於無正當權利來源而不法佔有建
築物、基地者，則無本款之適用。而在土地、建築物租賃契約紛爭中，
出租人解除契約，在法院尚未判定該解除是否有效之前，承租人仍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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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權力來源。「提供居住或事業用途的建築物或基地者」：必須是建築
物或其基地。但是非建築物之空地、停車場等則非屬之。
「反對後仍要求轉讓」：只要違反建築物或其基地之使用者默示的
意思表示即足。並不以暴力要求行為的相對方明確為拒絕的意思明示為
必要。在默示的情形，須對雙方的關係及事件的經過情形綜合考量。而
要求轉讓行為乃是參酌指定暴力團員所為、指定暴力團的態度屬於轉讓
要求行為。要求的方法，不論使用面談、郵件、電話、傳真皆屬之。本
款的情形不論是要求行為者自己的意思或者是接受他人委託而為之，皆
在所不問。
（十二）拍賣等妨礙行為
本款的要件為：
1.誇示支配權：刻意表示該土地的所有或占有，使對於土地的轉賣及轉讓
正常進行有所期待的抵押權人等，擔心轉讓過程因受到暴力團介入而頻
生困擾的行為，至於其手段則在所不問。只要指定暴力團員使土地的關
係人得以理解之客觀行為即該當之。
2.佔據：在一定的場所駐留，不允許他人進入。只要占有該土地，特意表
示該土地的所有或占有等相關權利，即屬之。例如：在土地上蓋建築物、
封鎖建築物出入口，妨礙抵押權人進出、聚集數暴力團員於該土地上等。
3.以自己的名義對外表示：佔據只是誇示支配權的方法之一。至於威力展
示行為、在該土地上放置暴力團的名稱或圖騰，以此誇示支配權。而僅
放置暴力團員的姓名、暴力團關係企業的名稱及電話，依據表示的時間、
地點、大小及土地的利用狀況，使關係人皆瞭解者，即該當之。
4.其他該土地上的使用或收益權利：包含地上權、永佃權、租賃權等。
5.以表見或形式的民事上權利要求金錢等情形：儘管就暴力團利用民事上
表見、形式的權利，而要求金錢等加以規制，但暴力團員實質上濫用此
等表見上的權利而為要求，在誇示支配權下要求代償非常容易認定，但
對未來的民事判決發展，仍值得進一步助益。
6.轉讓費或其他類似名目：包含塗銷租賃權的費用、退出費、搬入的材料
費、代替自己土地的所有者支付欠款等 678 。
（十三）交通事故等的調停及伴隨而來的損害賠償要求行為
受他人委託：接受自己以外他人的委託。該他人包含法人及其他團
體。而本條各種暴力的要求行為，包含：基於自己的意思及接受他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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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而為之兩種情形，本款亦同。但是暴力團員本身為被害人時，則非本
款適用範圍。縱使其為偽造停止營業證明書、未有重大損失卻長期住院
等不當行為，亦非本款適用範圍。但是暴力團員將上述方法教給被害人
時，亦需加以注意。但須注意國家公安委員會規則所定之人，而與行為
者有密切關係者，不在此限。依照本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之規定為：行為
者的配偶、直系血親或同居親屬。直系血親包含法定血親，亦包含養子
及養父母。同居親屬包含六親等內的血親及三親等以內之姻親。指定暴
力團員為上述親屬為之，若亦屬本款之適用範圍，則與人情、道義不符。
在有償或有償約定：有償包含接受金錢、物品或招待等。至於無償
行為則非本款適用範圍。蓋因暴力團員實際上乃是由加害者方的損害賠
償金收取利益。更不用說該行為已經是違反律師法的犯罪行為。
交通事故或類似事故的原因者：交通事故以外的其他事故乃是妨礙
正常事物運行所產生之事，因此勞動災害事故、醫療事故、校園事故皆
屬之。且事故的發生原因不以本人為限，包含汽車提供責任者、僱用人
之責任者等。
談判交涉該事件所生的損害賠償，並要求以該損害賠償作為金錢等
的供應：談判交涉乃是未通知法院或交通事故處理中心等紛爭解決機關
而為損害賠償談判。其方法包含面談、電話、信件、傳真等向對方要求。
若要求不將金錢等支付給行為人為，而要求支付給委託人等要求情形，
亦屬之。不只是損害賠償金的請求，內付金的請求亦屬之。不論對於事
故的原因者、其代理人、律師或保險員為此要求，皆包含在內。
與下款之關係：相對於第 14 款，完全未損害的少數情形。而本款乃
是針對事故所生損害之情形所為的規制。
（十四）以商品瑕疵為藉口為金錢等要求行為
本款乃是針對各種要求金錢等行為之概括禁止條款。簡言之，對於
未達刑法的犯罪程度行為，禁止基於各種原因為金錢等要求。
購入商品、購入有價證券所表彰的權利或接受其所提供的勞務，儘
管無瑕疵，卻仍表示有瑕疵：購入乃是以買賣等有償方式取得之物。動
產或不動產皆在所不問。接受所提供的勞務乃是接受為他人所為的勞務
或服務行為。勞務的提供者與受領者之間不以有契約關係為必要。至於
瑕疵乃是商品或勞務未有任何欠缺，亦即具備本來之性質及機能以及當
事人的設想狀態。
交通事故中，儘管無損害卻表示有損害：交通事故或其他類似事故
與前述第 13 款同；但本款乃交通事故發生時，未有任何人身損害或財產
損害卻以之為藉口的情形。
誇大上述瑕疵或損害的程度：亦即本有微小的瑕疵或損害，但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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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詞。
對他人，要求損害賠償或其他類似名目金錢等：他人包含自然人、
法人或其他團體。損害賠償或類似名目，包含解決費、手續費、車馬費
等名目要求金錢等。其方法不論是文書或言詞皆可。
與第 13 款之關係：本款乃是無相應的損害或損害極輕微之情形。第
13 款乃是必須以受他人委託為要件，本款則不論受他人委託或行為人自
行為之都包含在內。且不論是要求支付金錢給自己，或要求支付予委託
人皆屬之。

第三目 違反的法律效果－中止命令及再發防止命令
被指定之暴力團，若違反第 9 條等相關規範，其法律效果為何？即為本
法與一般刑法最大的分野。本法對於違反之「暴力團」，於第 11 條規定，
得發佈中止命令及再發防止命令，其規範如下：「1.公安委員會，對於指
定暴力團員的暴力要求行為，認定已危害相對人之生活平穩或業務遂行
平穩時，對於該指定暴力團員，得命令中止該暴力要求行為，或命令確
保中止該暴力要求行為的必要事項。2.公安委員會，對於指定暴力團員的
暴力要求行為，認定其反覆為暴力要求行為或類似的暴力行為時，得對
該指定暴力團員，於一年期間內，命令防止該暴力要求行為的一切必要
事項。」
有關於中止命令及再發防止命令的規範方式，因我國現行檢肅流氓條例
中，並無相同或類似之規範方式，因此以下將特別介紹之：

1.中止命令之要件
依據第 11 條 1 項之規定，公安委員會對於指定暴力團員的現行暴力
要求行為，認為有害於相對方的生活平穩時，得發中止命令。其要件如
下：
（1） 暴力的要求行為：具體的情形包含：如現行犯般現在正在為暴力
要求行為的言行；暴力要求行為的言行雖一時中斷，但被預測將再為相
關的暴力要求行為的言行；暴力要求行為的相對方正在依要求提供全部
的金錢等或提供部分；基於暴力要求行為而被約定繼續性地提供物品或
勞務，該約定仍存在者。
（2） 有害於生活的平穩：業務以外的家庭生活或其他生活，於對付指
定暴力團員所付出的時間、勞力、金錢、不快感及家庭的不安感等，妨
礙通常應有之方式者，皆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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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害於業務遂行的平穩：商店、公司等的事務所或其他業務的通
常進行，於對付指定暴力團員所付出的時間、勞力、金錢、不快感及事
業伙伴、使用人的不安感等，妨礙通常應有之方式者，皆屬之。
中止命令的內容：為確保中止暴力要求行為的必要事項。例如：在
違反第 9 條第 1 款時，所公示的文書，命令廢棄該文書；或違反第 9 條
第 5 項時，所簽訂的物品購買契約或交付金錢的契約，命令破棄該契約。
但若緊急的中止命令書送達不及時或相關複雜的必要事項，得以口頭為
之。

2.再發防止命令之要件
依據第 11 條 2 項之規定，公安委員會對於指定暴力團員的暴力要求
行為經過後，認為有反覆為類似暴力行為之虞者，得為再發防止命令。
其要件為：「類似的暴力要求行為」，並不以與已行之暴力要求行為同
一款的暴力要求行為為必要，必須考量相對方及行為態樣，具體地認定
是否有反覆行為之虞。雖然反覆所為的暴力要求行為乃同一款時，較易
認定，但在具有類似性質的行為，亦可加以認定。例如：在勢力地盤內，
對相對方為 9 條 2 款、4 款、5 款的要求行為，具有類似性。
「命令的期間」：一年以內之時間為期，限於該期間內具體的對應
暴力要求行為的危險性。例如：對於商店內的年節裝飾強制購買，命令
的期間乃是以過年時期為合理期間 679 。

第二款 加入強要行為的禁止
第一目 強制加入行為的禁止（第 16 條）
1. 指定暴力團員，不得強制或勸誘少年（未滿二十歲者。以下亦同。）
加入指定暴力團等。亦不得妨害少年脫離指定暴力團。
2. 除前項規定外，指定暴力團員不得以威迫的方式，強制、勸誘他人加
入指定暴力團等。亦不得妨礙他人脫離指定暴力團。
3. 指定暴力團員，不得：威迫他人或其親族、雇用者或其他依國家公安
委員會規則所定，具緊密關係者支付脫離組織費用等；或強制其提供緊
密關係者的住所、居所或其他緊密關係者的情報；或勸誘使其他緊密關
係者加入指定暴力團等；或為國家公安委員會規則所定，妨礙緊密關係
者脫離指定暴力團等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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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之「少年」，乃是指未滿 20 歲者，與少年法的定義相同。亦即
以年齡為基準，未滿 20 歲的男女皆為少年。
少年的定義法律制度中不以一統為必要。在兒童福利法及勞動基準
法中，因為不同的規範目的而有不同的基準。此外在民法中，雖然原則
上，亦以年齡為基準，在未成年人已結婚時則為成年；但其在暴力團對
策法中，仍為少年。此外外國人縱使在其本國法中已達成年，但未滿 20
歲，仍為本法之少年。
「加入」乃是成為指定暴力團等的構成員。加入的有無，以是否完
成「入會儀式」（盃事）的事實為例。但縱未完成入會儀式，繼續性地
為構成員通常的行為，登載於構成員名簿中，更不用說身為構成員必須
接受的來自指定暴力團利益。雖然沒有參加成為構成員的活動，但以明
示或默示的方法表明會繼續為構成員通常的行為，亦屬此處之加入。相
反地，僅一時的擁有組事務所的電話號碼、一次被委託為債權催收等，
並非加入，縱使屬於準構成員的階段，亦非加入。
「強制」（強要）：乃是以強迫的方式為無理的要求。刑法上的強
制罪乃是對於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為加害的脅迫，或以暴行
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礙其行使權利。而刑法上的強制罪相較，不
以暴行、脅迫為要件，未達協迫的程度亦可。不以對生命、身體、自由、
名譽、財產為必要。至於勸誘則為勸導引誘，勸誘的方法有多種。
關於少年，與成人的要件不同，強制、勸誘中，不以脅迫為必要。
蓋因少年是非辨別能力未成熟，在思慮未周的情況下加入的可能性很大。
「脫離」（脫退）乃是逃脫指定暴力團等。亦即不再成為構成員。
「妨礙」乃是妨礙脫離指定暴力團等的行為。對於提出脫離申請的構成
員施加暴行，使其斷念乃是典型案例。至於使其斷念的行為不論是有形、
無形皆屬之。而對於構成員申請脫離，指定暴力團等的代表直接加以拒
絕，亦屬妨礙。至於口頭上同意其脫離，卻遲遲不交付脫離認可書，則
不屬之。
第二項的適用主體乃是少年以外之人，亦即成人。本項以「威迫」
為要件。在前項少年的情形，不以脅迫為必要，乃是因為成人與少年不
同，具有是非辨別能力，而能基於自己的意思加入或脫離，因而對於指
定暴力團等的行為規制有所不同。
「威迫」乃是使人不安，而壓抑其意思。達到使相對方意思被壓抑
的程度。「威迫」的程度較「施加威力」、「使用威力」強；較「強制
邀請」、「展示威力」弱。

第二目 違反的法律效果
對於違反第 16 條之規定，本法於第 18 條有類似於第 11 條之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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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其規範如下：「1. 公安委員會，對於指定暴力團員行為違反第 16 條
之規定，認定造成相對方困擾時，對於該指定暴力團員，得命令其中止
該當行為，或命令中止該當行為其他必要之事項（該行為違反同條第 3
項之規定時，該行為使密接關係者加入指定暴力團等或妨礙其脫離指定
暴力團等之必要事項，亦包含之）。2. 公安委員會，對於指定暴力團員
行為違反第 16 條之規定，認定有反覆違反同條規定之虞者，對於該指定
暴力團員，得於一年期限內，命令：違反同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的相
對方；或違反同條第 3 項規定行為而強制、勸誘密接關係者加入指定暴
力團等；或妨礙其脫離該指定暴力團等，防止必要事項。3. 公安委員會，
對於指定暴力團員違反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之行為，且該行為使少年加入
該指定暴力團等，或無法脫離該指定暴力團；或被認定不能脫離違反該
少年之意思；或該少年的保護者請求該少年脫離時，對於該指定暴力團
員，得命令使該少年脫離該指定暴力團等必要之事項。」
（一）意旨及態樣
本條乃是對於第 16 條行為的實效性規定，第 1 項規定公安委員會對
於指定暴力團違反 16 條之規定而達到使相對方困擾時，得發佈中止命令。
第 16 條的行為，必須使對方感到困擾為必要。困擾不僅是強制、勸
誘相對方加入的情形，亦包含拒絕加入有擔心被報復的恐懼。
第 1 項是基於指定暴力團員現在為強制、勸誘加入或妨礙脫離的狀
態所設之規定；第 2 項乃是包含過去及未來的狀態所為之規定。
（二）解析
「違反第 16 條之規定，認定有反覆違反同條規定之虞」乃是以對相
對方為強制加入行為，對再為強制加入等行為所設之規定。指定暴力團
員對某人為強制加入行為，將來有對他人為同樣行為可能者，不在本條
適用範圍。至於對於同一個相對人，手段是否改變在所不問。「之虞」
乃是有反覆發生的蓋然性而言。例如：該指定暴力團員再次打電話要求
相對人會面、未直接接觸相對人，但夠過第三人傳話等。至於僅有在同
一職場、住所附近等，皆不足以認定；必須具體感受有反覆為強制加入
等行為的指標產生。
妨礙脫離亦同，必須有反覆妨礙脫離的蓋然性。例如：相對方已經
妨礙相對人自暴力團脫離，結果相對人持續有脫離的意思時，將對該相
對人及其他構成員的脫離施加暴行以妨礙其脫離。
公安委員會得定一年以內之期間，對該指定暴力團員，訂定必要事
項而發佈再發防止命令。該期限經過後，若仍有再為強制加入等行為之
虞者，得再一次發佈再發防止命令。
第 3 項則是針對指定暴力團員強制、勸誘加入指定暴力團等或妨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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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指定暴力團等脫離，即使使該少年不能脫離，公安委員會得定一定
之要件發佈命令使該少年脫離。本項限於少年乃是因為少年意思表達的
能力尚未成熟，被認為無法抵抗指定暴力團員的強制、勸誘或妨礙。為
了少年的健全成長，公安委員會擔當起照顧的義務，使少年得脫離指定
暴力團等。
本項分為下列 2 個要件：
a. 違反少年的意思：對少年強制其加入就威迫要件而言，與成年人
部分並無不同。但在勸誘加入情形，少年的自由意思佔相當大的部分。
但在認定是否反於少年意思時，加入及不脫離，相當高地壓抑少年的意
思。
b. 少年基於自己的意思，想要停止參加指定暴力團等，而向保護者
請求脫離：在少年人身被指定暴力團拘束時，保護者得向法院請求救濟。
縱使未達傷害的程度，亦可發佈命令。至於少年本身有相當意願留在暴
力團中，保護者卻請求脫離時，亦得發佈命令。雖有過度干預少年意思
的批評，但保護者在監護教育權的立場上，得違反少年的意思。加入暴
力團乃是少年惡化的最大表徵，為了阻止保護者必須行使正當權利。

第三款 刑事處罰部分
本法易被誤解為純粹的行政法，但暴力團對策法亦有刑事制裁。但
其與一般刑事規範不同之處在於：處罰的依據在於違背中止命令及再發
防止命令。
就以暴力團對策法第 47 條為例，該條規定：「該當以下各款者，處
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金：違反依第 12 條所
下之命令者；1 之 2. 違反依第 12 條之 2 所下之命令者；1 之 3. 違反依
第 12 條之 4 第 1 項所下之命令者；1 之 4. 違反依第 12 條之 6 所下之命
令者…。」
由上述規定可知，暴力團對策法並非純粹行政法之規範，亦附有刑
事處罰的規範作為最後手段。但其發動之要件，則以違背暴力團對策法
12 條等規定後，使發動制裁。與一般刑事法的構成要件不同。因此被指
定為暴力團，並非違背刑法的構成要件。只有違背指定暴力團的相關命
令後，始加以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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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辯護士聯合會對暴力團防制法的批判680
對於暴力團對策法，日本辯護士聯合會於通過前，及通過後各發表
一份聲明。但因通過前的草案經過大幅修正，因此本文僅探討通過後對
於實體規制部分。

第一款 指定暴力團的要件
從草案的「暴力性組織」改為「暴力團」，該用語的變更使人無法輕
易理解，且對於暴力團的定義雖然相同，但該用語在解釋上仍然充滿曖
昧性。此外，暴力團的要件，就目的及行為態樣並沒有顯著差異。就組
織的特徵部分：暴力團在犯罪前科的人數比率上，較一般性集團高，但
未表明確定的數字。且對於代表者統制下具備階層性的團體，亦未為一
定的評價！

第二款 暴力不法行為範圍
暴力不法行為附表的範圍，必須嚴格的檢討。法案中所謂的暴力不
法行為，限於暴力團特有的犯罪，應該防止其對象團體過於擴張。但對
於附表排除掠取、誘拐罪章及贓物罪相關罪章，則令人無法理解！

第三款 關於暴力要求行為的禁止
禁止暴力團於勢力範圍內，要求金錢或保全，真的有限定的意味嗎？
再者，為防止暴力要求行為的中止命令，除中止以外，尚包還其他
必要事項的確保，而具有廣泛的裁量權。對於該必要事項雖然能夠機動
的對應事態，但是仍必須為一定的例示，以避免遭到濫用。

第六項 學界的回應及反思
由於暴力團的特色在於利用團體的威嚇力以從事不法的經濟活動，
因此日本暴力團對策法乃是以「利用團體威嚇力的經濟活動」本身，作
為規制對象；而不採取義大利刑法典 416 之 2 的模式。就日本國內而言，
本法對資金獲得活動的相關規範，在組織性犯罪對抗的對策史上，已具
備劃時代的意義 681 。
再者，法律並非對一般暴力團員的行為科以處罰，而是透過公安委
員會的指定，將主要規範對象限於被指定之暴力團；透過中止及再發防
止命令，使被禁止的對象行為亦被特定。透過這雙重檢驗，有效地在罪
680

暴力團对策法研究會彙編，暴力団对策法の解說，1992 年 5 月，頁 409 以下。
宮澤浩一，暴力団对策法の刑事法及び刑事政策上の意義，收錄於日本弁護士連合会民事介
入暴力对策委員会編，「注解暴力団对策法」，民事法研究会，1997 年，頁 248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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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定的脈絡下，迴避了傳統組織性犯罪立法中常常發生的問題：
「組織
的定義」及「禁止行為明確性」。
就結社自由的合憲性而言，本法的規範對象並非針對暴力團本身，
而是以指定暴力團構成員的特定違法行為作為禁止的焦點，在合憲性的
檢驗，相對容易獲得通過 682

682

佐伯仁志，組織犯罪への実体法的対応，收錄於岩波講座，現代の法(6)「現代社会と刑事法」，
岩村正彦等編，1998 年 9 月，頁 245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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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組織性犯罪處罰法的核心思考
組織性犯罪處罰法的制訂，乃是由於在 20 世紀末期日本面對一連串
的團體兇惡犯罪，包括宗教恐怖主義犯罪及集團經濟犯罪。因此日本立
法者特別制訂本法，以對抗所謂的「組織性犯罪」。但本法因性質上為刑
事法，為貫徹罪刑法定原則的法明確性原則，除了對「組織」加以定義，
亦需行為人加入組織後，利用組織為表列的犯罪行為始課以較嚴厲的處
罰。換言之，本法並未提前處罰的範圍，而是對於利用組織而為表列犯
罪行為，重新制訂法定刑。但對何謂組織性犯罪的問題，卻未直接定義，
僅透過上述的立法方式加以規制。本文在介紹時，考量到日本的組織性
犯罪處罰法，國內目前並無相關文獻，因此整理日本目前對該立法的制
訂過程及規範的立法技術的介紹及分析資料，並觀察該國律師界及學界
對該法的批評，以利進一步理解該法的適用狀態。

第一項 立法過程
自 1996 年 10 月 8 日，法務大臣在法制審議會上提出對應組織性犯
罪的刑事法整備諮問（諮問 42 號）。而刑事法整備的重要性如下：（1）
有鑑於暴力團取得的麻醉藥劑及槍械，並以之為獲得或維持不正權益的
各種犯罪；奧姆真理教此等大規模組織型態的兇惡事件犯罪及公司法人
等惡性違反商事法的大規模經濟犯罪等，頻頻發生的組織性犯罪，對於
日本國民的平穩生活構成威脅，也對健全的社會經濟發展構成不良影
響。（2）就國際潮流而言，組織性犯罪及國際犯罪組織問題，已成為近
來先進國家領袖會議及聯合國會議上最重要的議題之一，而被要求為犯
罪收益及國際談判等對應措施。主要國家已對此進行法律制度的整理，
日本應該早日進行相關因應的刑事法動向整理。（3）就組織性犯罪的特
徵而言，目的實現的確實性較高，較易發生重大的犯罪結果，且犯罪後
罪證的湮滅及人犯的藏匿有較高的隱蔽性，且有大量的犯罪收益，並用
於組織的維持或犯罪的再投資。
（4）而現行的法定刑對此犯罪的不法性，
並無適切的評價，有需要對此為緊急的應變措施。
而日本政府在 1997 年 3 月 13 日於日本國會 142 屆常會中提出：
「組
織性犯罪處罰及其他相關犯罪收益法」、「通信監聽法」、「刑事訴訟部分
修正法案」等，於同年 5 月 8 日眾議院院會討論質詢後，於 6 月 1 日在
眾議院通過，於 8 月 12 日於參議院通過，並於該月 18 日公佈施行。該
法內容為針對組織犯作為正面規制的劃時代刑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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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團體的概念
本法的設計，乃是對「以犯罪為目的之團體」，為犯罪行為時，加重
處罰。邏輯上當然必須為「團體」之定義，始能作為加重處罰的開端。
因此在第 2 條即定義「團體」！

第一款 團體的定義
本法第 2 條 1 項的團體乃是：
「本法所稱之團體，乃是具有共同目的
的多數人繼續性結合體。其目的或實現意思的全部或一部行為是基於組
織（基於指揮命令，而使構成員服從於預先的任務分擔，一體行動的人
的結合體）而反覆行之」。典型的暴力團：以繼續性活動為目的，並具有
相當規模的組織化集團；也被包含在內 683 。至於團體的要件則有以下 4
點：

一、共同的目的
乃是結合體的構成員所共有，為保持或達成該目的而結合該構成
員；且其目的不以非法、不當為必要，公司依其對外的營利活動而獲利
亦屬之。

二、多數人（主體要素）
雖有論者解為 2 人以上 684 ；但是多數學者認為至少 2 人並無法形成
集團，且為了與共謀共同正犯區別，宜以 3 人為要件 685 。

三、繼續性及反覆性（存續要素）
以在一定的時間內存續為必要，一時性的集團及沒有共同目的的群
體都欠缺繼續性；但是除持續性要素外，尚須以一定行為的反覆性為必
要。

四、組織性
亦即該組織基於指揮命令而預先指定構成員為一定的任務分配，而為整
體行動的結合體。也就是需要具備指揮命令的上下關係、預先為一定的
683

三浦守、松並孝二、八澤健三郎、加藤俊治，組織的犯罪对策関連三法解說，法曹會，2001
年，頁 8 以下。
684
三浦守、松並孝二、八澤健三郎、加藤俊治，組織的犯罪对策関連三法解說，法曹會，2001
年，頁 68 以下。牧野英一，重訂日本刑法下卷，有斐閣，1937 年，頁 436 以下；轉引自張凌，
日中比較組織犯罪論，東京成文堂，2004 年 1 月，頁 113。
685
安平政吉，団體主義の刑法理論，嚴松堂書店，1935 年，頁 292 以下；轉引自張凌，日中比
較組織犯罪論，東京成文堂，2004 年 1 月，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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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分配的計畫性、為整體行動的行動緊密性，三種特徵加以顯明。
又上述對於團體定義的理由乃是：在具有共同目的的多數人繼續性
結合體中，反覆地繼續實現該目的行為的全部或一部；由此可知乃是由
依據組織而繼續活動的結合體性質著手，成為加重其刑的條件。亦即該
具有組織性的繼續結合體對於構成員能夠根據共同目的而加以統治，並
由組織內部的指揮命令關係而施以強大的內部統治力。此外就反覆性及
繼續性而言，反覆而繼續的活動被認為具有較易成功的性質，而有較高
的目的實現確實性、重大的傷害及產生不正利益的高蓋然性。因此基於
該繼續性的結合體的威力而保有不正利益情形，而對於社會有重大的惡害
686
。

第二目 團體的特徵
關於「團體」概念有以下特徵：
（1）組織性犯罪處罰法使用所謂的「組織性犯罪」用語，但條文中
卻因為定義「團體」概念，將「組織」的概念被當作次要的。而法條中
同時使用團體及組織兩個概念，為其特徵。也因此組織性犯罪處罰法有
團體犯罪處罰法的傾向。
（2）本法中不問犯罪目的為何，而以「團體」作為法律適用而言，
與外國對於組織性犯罪概念正面的認定不同，反而以團體及組織等一般
的概念加以認定。但因受限於刑法上團體及組織的概念不明確，而導致
實現上的困難。
（3）和破防法相比，本法對於團體概念的前段，基本上是繼承破防
法第 1 條的定義。但是後段相對於前段的解釋，需賦予新的內容。蓋因
破防法僅限於特定的團體，但本法擴大至「一般」的團體。此外本法強
調「反覆地繼續實現該目的行為的全部或一部」，而強調行為的特徵 687 。

第三項 加重處罰的範圍
在探討組織性犯罪處罰法中所訂的「團體」概念後，本法對於加重
處罰的規定主要規定於本法第 3 條，其規定如下：
「1.以該當下列各款之
罪之行為為團體活動（基於團體的意思決定，而其效果或利益歸屬於該
團體）
，以實行犯罪行為為目的之組織為手段，而犯該罪者依下列各款之
刑處之：
（1）刑法第 186 條第 1 項（常習賭博罪）
：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
（2）刑法第 186 條第 2 項（開設賭場營利罪）：處三月以上，七年以下
686

三浦守、松並孝二、八澤健三郎、加藤俊治，組織的犯罪对策関連三法の解說，法曹會，2001
年，頁 6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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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凌，日中比較組織犯罪論，東京成文堂，2004 年 1 月，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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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徒刑
（3）刑法第 199 條(殺人罪)：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五年以上有期徒刑；
（4）刑法第 220 條（逮捕或監禁罪）
：處三月以上，十年以下有期徒刑；
（5）刑法第 223 條第 1 及第 2 項（強制罪）：五年以下有期徒刑；（6）
刑法第 225 條之 2（擄人勒贖罪）
：處無期徒刑或五年以上有期徒刑；
（7）
刑法第 233 條（妨害信用及妨礙業務罪）：處六年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
五十萬元以下罰金；（8）刑法第 234 條（暴力妨礙業務罪）：處五年以下
有期徒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金；（9）刑法第 246 條（詐欺罪）：處
一年以上有期徒刑；（10）刑法第 249 條（恐嚇罪）：處一年以上有期徒
刑；（11）刑法第 260 條前段（建築物毀損罪）：處七年以下有期徒刑。
2.以獲得團體（基於團體的勢力而在一定地區、領域具備支配力，且該
團體之構成員以犯罪或其他不正行為而使團體或構成員，較易獲得繼續
性的利益）的不正權益或為維持、擴大團體的不正權益為目的，而為前
項（除 1、2、9 款以外）之各款的犯罪行為者，亦同。」

第一目 主旨 688
1.第一項加重之原因：
加重的理由如下：（1）通常就繼續性及計畫型而言，多數人在統一
的意志下，基於指揮命令，而為預先被指定的任務分擔，目的實現的可
能性提高許多。（2）容易產生重大的結果，而產生許多龐大不正利益之
事，特別是在惡質的違法性顯較非組織性犯罪高 689 ，而同時提高法定刑
的上限與下限。
2.第二項加重之原因：
所謂的「不正權益」，暴力團的劃定勢力範圍乃是典型，所謂保護費
的獲得等，基於團體構成員的犯罪或其他不正行為，該當團體或其構成
員基於團體的威力所生的支配力，而較易獲得繼續性利益。為維持或擴
大團體支配力，此等獲得不正利益的泉源或溫床，或使團體擁有此等支
配力的犯罪，被認為具備較高的違法性及反社會性，儘管已經入罪化，
但是法定刑並不妥適，而在第 2 項將相關罪名為加重類型的設計。
因組織性犯罪處罰法第 2 條定義的「團體」
，是否具有相當的危險性
690
是有疑問的 。關於加重處罰的有效性，以「實行犯罪行為為目的的組
688

三浦守、松並孝二、八澤健三郎、加藤俊治，組織的犯罪对策関連三法解說（二）
，法曹時報
52 卷 6 號，2000 年 6 月，頁 37 以下。
689
三浦守、松並孝二、八澤健三郎、加藤俊治，組織的犯罪对策関連三法の解說，法曹會，2001
年，頁 171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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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伯仁志，組織犯罪への実体法的对応，岩波講座，現代の法(6)「現代社会と刑事法」，岩
村正彦等編，1998 年 9 月，
，頁 24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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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及該當犯罪限於並非只是一時性的，而是「反覆繼續遂行犯罪為目
的的結合體」為要件。由此可知，單純只為一次的共犯，並不符合加重
的要件 691 。特別是在解釋組織性犯罪處罰法時，必須注意避免抵觸憲法
上保障結社自由。此外就立法論而言，仍然有結社罪可罰性的問題；若
以結社罪為前提，則將產生未到達結社程度組織的犯罪行為，皆不能以
本法第 3 條加重處罰的問題。也留下共同正犯規定及組織性犯罪處罰法
對於組織的犯罪加重處罰間，刑罰不權衡的疑義 692 。
3.本條的處罰對象為現行刑法上處罰的行為，而未因本條之新設而擴
大處罰對象。再者，本條針對團體的活動或團體不正權益相關者加重處
罰，處罰的對象乃是個別行為者，並非處罰組織性犯罪的團體，例如：
團體、組織、或無共犯關係的其他團體構成員。
4.在本條加重的對象犯罪中，包含上限是死刑或無期徒刑之罪。而實
際的量刑，常常是接近於法定刑的上限。因此關於此類型的犯罪，乍看
之下似乎並無提高法定刑上限的必要。但是法定刑具有法定構成要件該
當行為的評價機能，實際的量刑也是在法定刑的尺度依其違法性決定。
法定刑加重與否的問題，並不能因為現實上量刑集中於法定刑上限的部
分，而直接否定該爭議。但本條刑度的加重，乃是著眼於組織性犯罪類
型的違法性較高，為了明示其違法評價，使量刑能適切地對應其犯行，
而達到遏止犯罪的目的，與現實的量刑集中於法定刑上限的部分，並無
直接關連。

第三目 第 1 項
1.主體
本項之罪，並無主體限制，亦即不限於團體的構成員。亦即，對本
項之罪之行為為團體活動，並以實行犯罪行為為目的之組織為手段之
事，有所認識並犯之，即可加重其刑，不問其是否為該團體之構成員。
非團體之構成員，而對於表列組織性犯罪有所加功者，亦可論以共同正
犯、教唆犯、幫助犯。

2.行為
本項的行為必須符合下列三要件：
（a）該當表列犯罪行為
691

長井圓、藤井學，
「ドイツ刑法における徒黨犯罪の加重處罰根拠－組織的犯罪處罰法三条と
の比較的考察－」，神奈川法學 34 卷 1 號，2000 年，頁 196。
692
長井圓、藤井學，
「ドイツ刑法における徒黨犯罪の加重處罰根拠－組織的犯罪處罰法三条と
の比較的考察－」，神奈川法學 34 卷 1 號，2000 年，頁 200。
172

（b）團體的活動（基於團體的意思決定，而其效果或利益歸屬於該
團體）
團體的意義，如同第 2 條第 1 項之規定。
「團體的意思決定」乃是脫
離各個構成員的意思而成為團體的意思決定。但在判斷是否「基於團體
的意思決定而行為」時，並不以團體中是否具備「團體的意思決定機關」
為斷，而是從該團體中意思決定過程的實際情形，個別加以判斷。通常
團體的意思決定是對具體的行為，但是在僅有抽象、概括的內容決定時，
亦可加以認定。甚至包含未有積極決定程序，但是該團體的意思決定機
關加以默認的場合。
至於「效果或利益歸屬於該團體」部分，並不限於法律上利益，包
含事實上的效果及利益。且「歸屬」並不以法律權限歸屬為限，而包含
團體得以享受該事實上的效果及利益。例如：詐欺所得之資金歸屬於公
司，即屬典型。或者是對競爭對手為業務妨礙，而使公司獲得業績提升，
亦屬之。
（c）以實行犯罪行為為目的之組織為手段
「實行犯罪行為為目的之組織」乃是以實行犯罪行為為目的，而成
立組織；亦即以該行為之實行為目的，進而根據構成員的結合關係，而
形成組織。典型的情形乃是：為該犯罪行為而新創一個組織，作為犯罪
實行的部隊；但是並不以此為限。利用既存的組織，轉而為犯罪行為者，
亦屬之。但是在上司命令下屬製作虛偽文書以利向公司浮報差旅費，此
時該組織乃是為業務遂行之目的而存在，並非以犯罪實行之目的而結成
組織，該上司僅是利用以公司的業務遂行為目的的組織中指揮命令而
已，並非「實行犯罪行為為目的之組織」。
「利用組織」，利用組織的型態，即為組織中有複數的自然人，基
於指揮命令關係，服從於預先分配任務，而一體行動。

3.故意
此處之故意乃是對於犯罪成立的必要事項有所認識，亦即構成要件
該當行為、以該行為作為團體之活動及以實行犯罪行為為目的之組織為
手段，皆有認識為必要。

4.與刑法共犯的關係
此處犯罪加重類型，並非必要共犯，適用刑法中共犯規定的一般規
定。但必要時，不以此為限；例如：利用不知情的多數人所形成的組織
而為犯罪的情形，亦可以論以間接正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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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第 2 項
獲得、維持或擴大團體的不正權益為目的，而犯第 1 項之罪者，亦
加重其刑。
1.主體
本罪之主體，不以團體構成員為限。
2.團體的不正權益
團體的意義，在第 2 條第 1 項已有陳述。「不正權益」的預設典型
乃是：暴力團在劃定一定的勢力範圍內，利用其暴力背景，而使該團體
及其構成員對於餐飲店等持續收取保護費等。例如：同業公會常常以競
標前會談的內容而向各會員，亦即各業者收取不當高額利益。如果不加
入或不符從其意思決定，將該事業自特定領域排除，或者以各種業務妨
礙的方式，使其無法正常營運。此種同業公會的支配力，即屬不正權益。
所謂「團體的威力」，乃是以團體的背景，足以壓制人的意思的勢
力。「在一定地區、領域具備支配力」則為基於該勢力，在一定的地區
或領域中，有足以影響人的意思或行動的優越性影響力。「該團體之構
成員以犯罪或其他不正行為而使團體或構成員，較易獲得繼續性的利益」
中，所謂不正行為，並不以違反實質法秩序的行為為限。至於「繼續性」，
並不以對象同一為必要。例如：對於勢力範圍內的餐廳收取保護費的情
形，只要對於範圍內全部餐廳繼續性地收取保護費即足，不以被收取的
餐廳皆不變動為限。
3.目的
「獲得團體的不正權益」：使團體保有該新的不正權益為目的，亦
屬之。例如：暴力團設定向餐廳索取保護費的目的及以 A 市為勢力範圍
收取保護費的暴力團，設定以 B 市為收取同種類保護費勢力範圍的目的。
「維持團體的不正權益為目的」：維持既存不正權益為目的。例如：
暴力團 B 希望擴張勢力地盤至原來暴力團 A 的地區，暴力團 A 為防止喪
失或縮小原有的不正權益為目的而行動。
「擴大團體的不正權益為目的」
：以擴大既存不正權益的地區或領域
為目的。例如：原先僅以 1 巷的地區為勢力範圍，現在將 2 巷亦納入勢
力範圍；或者原先向餐廳索取的保護費為一個月 10 萬元，現在調高為 2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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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重刑化立法的批評
對於上述的立法政策，學界在正式通過前即有強烈的反對聲浪 693，其理
由如下：

第一款 法律明確性
以「團體」
、
「組織」
、
「不正權益」等不確定法律概念，作為創設刑的加
重類型，有為罪刑法定原則中的明確性原則。且在實務上，將可能使適
用對象不限於立法理由所設定之具高犯罪性的「暴力團」
。甚至是所有的
694
共犯事件，幾乎都可納入 。

第二款 加重基礎何在？
依據法務省的說明，僅因組織性犯罪結果重大，因此具備較高的行為不
法，作為加重其刑的基礎；但刑事責任的程度除了考量到行為的不法性
之外，尚須考量個別行為者的責任非難問題。例如：組織性犯強盜罪殺
人的情形，幫助犯的部分是否亦論以較重之罪？由日本實務的運作結果
觀察，顯然採取減輕的立場，而非加重 695 。由此可知，並非組織性犯罪
即一律需加重處罰，而是需斟酌個別行為人的狀態，例如：是正犯或幫
助犯，加以考量；而非一味加重 696 。在法定刑下限提高的部分，包含：
意圖營利經營賭場、殺人、擄人勒贖、詐欺、恐嚇等罪名。提高法定刑
下限與提高法定刑上限不同之處在於其限縮了量刑的裁量空間，卻將邊
緣者、末端者一併加以提高，顯然欠缺正當性基礎。尤其在殺人罪及擄
人勒贖罪部分，提高最低刑度，將導致剝奪緩刑的可能，在實際操作上
最為明顯 697 。
總之，立法者在第 3 條第 1 項基於「行為危險性」；第 2 項基於「團體
危險性」，作為加重的基礎。但就行為危險性而言，依據組織態樣行為的
危險性，與共謀共同正犯具有共通的特色，其值得加重的特殊基礎何在？
至於就結果及利益的關係部分，組織性犯罪相較於個別犯罪，容易產生
重大的結果及產生鉅額的不正利益；亦即以組織型態犯罪的團體，反覆
為同種犯罪，全體產生重大結果或鉅額利益的情形頗多。若以此為基礎，
693

淺田和茂，「組織的な犯罪」对策立法の問題奌，法律時報 68 卷 13 號，1996 年 12 月，頁 2
以下。
694
松宮孝明，組織犯罪对策と犯罪化、重罰化，收錄於「刑事立法と犯罪體系」
，2003 年 5 月，
頁 48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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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岡地判昭和 59‧8‧30，判例時報 1152 號，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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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宮孝明，組織犯罪对策と犯罪化、重罰化，收錄於「刑事立法と犯罪體系」
，2003 年 5 月，
頁 47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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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宮孝明，組織犯罪对策と犯罪化、重罰化，收錄於「刑事立法と犯罪體系」
，2003 年 5 月，
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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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第 3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皆以團體的活動作為犯罪的要件，與行
為的危險性無關。但若以團體的危險性作為加重的理由，卻未如同德國
對於徒黨加重型態對「團體」作出限定，將產生以下疑問：第 3 條第 1
項加重乃是以：該團體的活動以反覆為犯罪行為的危險性為基礎；但如
此一來，加重的對象應僅限於居於「團體管理者地位之人」，或至少對該
團體活動以反覆為犯罪行為具備意圖，否則加重的基礎將產生疑義 698 ！

第三款 身分犯立法模式？
非團體成員者，有可能在參與組織的犯罪行為時，將犯罪組織成員當作
是特殊犯罪主體，從而有刑法第 65 條第 1 項（相當於我國刑法第 31 條
第 1 項）身分犯適用的特殊解釋可能 699 。
（1） 對於現行法規法定刑度不適當的問題，欠缺實證基礎。
（2） 在認定犯罪團體而追訴被告個人責任的裁判及組織中複數被告
人與團體的關係是不同的。

第四款 增設預備罪的正當化基礎何在？
有學者認為對於既遂及未遂行為，如能確實的蒐證並加以處罰即足，不
需要以預備作進一步威嚇。更何況不論就擄人勒贖或殺人，普通刑法本
已處罰預備型態，因此真正的問題在於警察沒有認真回應已生的危害，
而非一再修正法律加重刑度即可解決問題。且在「沙林毒氣法」中已對
製造青酸瓦斯等行為有所規範，因此應加強行政規制的部分，對於不特
定殺人手段的殺人預備罪提高刑度，則欠缺正當化基礎 700 。

第五款 立新法的必要性何在？
現行刑法體系中，對於集團性暴力犯罪，已有暴力行為處罰相關法規
制；對於反覆為詐欺行為的經濟犯罪，亦可透過數罪併罰而累積至法定
刑上限 15 年。因此並無特別立本法之必要性 701 。

698

佐伯仁志，組織犯罪への実体法的対応，收錄於岩波講座，現代の法(6)「現代社会と刑事法」，
岩村正彦等編，1998 年 9 月，頁 249 以下。
699
松宮孝明，組織犯罪对策と犯罪化、重罰化，收錄於「刑事立法と犯罪體系」
，2003 年 5 月，
頁 49。
700
松宮孝明，組織犯罪对策と犯罪化、重罰化，收錄於「刑事立法と犯罪體系」
，2003 年 5 月，
頁 52。
701
松宮孝明，組織犯罪对策と犯罪化、重罰化，收錄於「刑事立法と犯罪體系」
，2003 年 5 月，
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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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共謀罪（Conspiracy）的創設？
Conspiracy 乃是英美刑事法體系下的產物，相同的概念不但未見於德
國的刑事立法中，亦未見於日本國內的各刑事特別法。但日本政府卻於
2003 年突然提出組織性犯罪處罰法的增修草案。該提案在傳統的日本刑
法體系植入「共謀」，並且並未如該法第 3 條限定表列的刑法分則，而是
一體適用於全部的刑法。不但在國會引起強烈的震撼，更引起律師界及
刑法學界強烈的反彈。該爭議不只是單純的法律解釋爭議，更牽涉到聯
合國國際公約的解釋、適用問題，及日本刑事法體系的走向。本法因引
起過多爭議，執政的自民黨屢次提出再修正案，但至今仍在國會審議階
段。本文有鑑於 Conspiracy 是否能有效融入現行的日本刑事法體系，將
是英美刑事法體系與傳統德國大陸法體系在互相銜接上的重要實證案
例。因此特別另闢本項加以介紹。

第一項 共謀罪草案
該法案首先是在條約簽署後的 2003 年一月，第 159 屆國會中所提出
，但是因該年底眾院解散改選，因此該法案遭到廢案。而在 2005 年第
164 屆國會中，該法案再度被提出。其所根據的理由乃是：「因應近來的
犯罪有組織化與國際化之趨勢，再加上日本簽署「國際（越境的）組織
犯罪防止條約」
（即UNCATOC）
，因此有必要對於組織性犯罪的共謀行為
及犯罪收益相關的規定加以整備，以適切對應組織性犯罪的惡質性及執
拗性 703 」
702

而坊間爭執最烈之共謀罪，其乃是組織性犯罪處罰法，將新增第六
條之二之規定：
（一）內閣最初始版本 704
702

眾議院相關資訊：http://www.shugiin.go.jp/index.nsf/html/index_gian.htm （查詢日期：2007 年
2 月 28 日）
703
159 屆國會之立法理由，轉引自宮本弘典，安全な社會，關東學院法學第 14 卷第 3‧4 合併號，
2005 年 3 月，頁 206。
704
內閣第一次提出法案版本—日本眾議院網址：
http://www.shugiin.go.jp/index.nsf/html/index_gian.htm （查詢日期：2007 年 2 月 28 日）
原文為：
（組織的な犯罪の共謀）
第６条の２
一、次の各号に掲げる罪に当たる行為で，団体の活動として，当該行為を実行するための組織
により行われるものの遂行を共謀した者は，当該各号に定める刑に処する。ただし，実行に着
手する前に自首した者は，その刑を減軽し，又は免除する。
（一）
死刑又は無期若しくは長期１０年を超える懲役若しくは禁錮の刑が定められてい
る罪５年以下の懲役又は禁錮
177

第一項：以該當下列各款之罪之行為為團體活動，該團體乃是為實
現該犯罪目的形成的組織，而對犯罪目的完成共謀者，依下列各款之刑
處之。但在著手實行前自首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一款：為死刑、無期徒刑或超過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款：為四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者：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項：前項各款所列之罪，基於實現本法第三條第二項之目的，
而完成共謀行為者，與前項相同。
（二）最新修訂版本 705
第一項：以該當下列各款之罪之行為為團體活動（其共同目的以實
行第一附表所列犯罪之團體為限）
，該行為乃是為實現組織之目的而完成
共謀者，依下列各款之刑處之。於共謀後有協助該等犯罪之行為時，依
下列各款之刑處之。但在著手實行前自首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一款：死刑、無期徒刑或超過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
第二款：四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者：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項：前項各款所列之罪，基於實現本法第三條第二項之目的，
而完成共謀行為者，與前項相同。
（二）長期４年以上１０年以下の懲役又は禁錮の刑が定められている罪

２年以下の懲

役又は禁錮
二、 前項各号に掲げる罪に当たる行為で，第３条第２項に規定する目的で行われるもの
の遂行を共謀した者も，前項と同様とする。
705

內 閣 提 出 法 案 之 最 新 版 本 — 日 本 眾 議 院 網 址 ：
http://www.shugiin.go.jp/index.nsf/html/index_gian.htm （查詢日期：2007 年 2 月 28 日）
第６条の２
一、次の各号に掲げる罪に当たる行為で，団体の活動（その共同の目的がこれらの罪又は別表
第一に掲げる罪を実行することにある団体に係るものに限る）として，当該行為を実行するた
めの組織により行われるものの遂行を共謀した者はその共謀をした者のいずれかによりその
共謀に係る犯罪の実行に資する行為が行われた場合において，当該各号に定める刑に処する。
ただし，実行に着手する前に自首した者は，その刑を減軽し，又は免除する。
（一）死刑又は無期若しくは長期１０年を超える懲役若しくは禁錮の刑が定められている
罪

５年以下の懲役又は禁錮

（二） 長期４年以上１０年以下の懲役又は禁錮の刑が定められている罪

２年以下の懲

役又は禁錮
二、 前項各号に掲げる罪に当たる行為で，第３条第２項に規定する目的＊2 で行われるも
のの遂行を共謀した者も，前項と同様と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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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日本國會議員之意見
針對本公約的內國法化過程，即有眾議員撰文 706 指出：國際刑事立
法過程中，因為欠缺民主參與的多元性，代表多為政府代表，因此多對
擴張政府權力的法案，表示歡迎。此外該議員亦指出在締約之時，乃是
在九一一事變之前，而當時在審議過程中，主要是針對黑手黨等兼具經
濟目的的犯罪，甚至直接在第二條中的定義排除政治、宗教及恐怖主義
目的的。由此可見，其並未針對國內一般性質的犯罪。此外出日本政府
於該公約商訂之時，曾提出反對意見，認為該廣泛的處罰範圍與日本國
內的法律基本原則相背。
而在公約的磋商過程中，日本政府從原先的反對，到後來轉為部分
贊成。尤其在於處罰對象犯罪上面，認為以刑度的輕重作為門檻，恐怕
失之過寬，因此贊成以表列的方式加以限縮。但在公約簽訂後，政府在
內國法的過程中，卻完全放棄上述立場，而使得有高達 619 種犯罪型態，
符合共謀罪的新設。
也因此議員們質疑，在立法指引第 55 段中，即明白表示除了（1）
共謀罪的新設；或（2）犯罪組織參加罪，兩種選項外，尚表明若在並無
上述兩種法律概念的國家，得以在採取有效行動之時，並不必然需採用
共謀概念或組織性犯罪參與概念之一。由此可見，在公約的解釋上，其
實存在第三種選擇的可能性 707 。而日本現行制度已經採行綜合的組織性
犯罪未然防止體系 708 ，所以並不需要在另外訂立本罪。
更何況在現行的法案版本，不論是內閣原先的版本或事後的修正版
本，對於組織性犯罪集團的定義，都殘留相當多的曖昧性，也因此在解
釋上其實仍留有無限寬廣的可能性 709 。也因此必須進一步明確定義「組
織性犯罪集團」
。再者針對所謂顯示行為的部分，為符合現行法律體系必
須改為預備或準備行為較為妥當 710 。
在野的民主黨甚至主張，若如執政黨所宣稱訂立廣泛的共謀罪乃是
公約的義務，那麼針對該部分行使「保留」。畢竟依照該公約第 34 條 2
項，在不違背公約的目的及主要精神下，是可以行使保留的權利。
此外共謀罪本質上並無具體的侵害，因此在證據的採取上，若採用
706

海渡雄一，近時の組織犯罪對策立法の動向と共謀罪新設の持つ意味，法律時報 78 卷 10 號，
2006 年 9 月，頁 20 以下。
707
海渡雄一、保坂展人，「共謀罪」とは何が，岩波書店ブックレットNO.686，2006 年 10 月，
頁 60 以下。
708
參閱前面日本辯護士連合會之陳述。
709
平岡秀夫，「共謀罪」など必要ない社會を，マスコミ市民，2006 年 6 月，頁 5。
710
平岡秀夫，「共謀罪」など必要ない社會を，マスコミ市民，2006 年 6 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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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首減免的措施，恐怕會形成監視社會，甚至鼓勵相互密告，恐怕會使
的社會互信完全破產。而在證據的獲取上，也會進一步擴大監聽、搜索
等強制處分型態，而法務大臣在國會中也同意並未對此加以考量，這恐
怕值得進一步思考立法的必要性。

第三項 日本學界之反思
對公約本身的適用，即有學者 711 指出：依照公約第五條第一項的立
法Guide第 49 段之指示，將第五條的立法區分為兩種選擇可能性。第一種
乃是針對common law體系之國家，將可考慮以共謀的方式加以入罪化；
而針對大陸法體系的國家，則可考慮用禁止犯罪組織等，相關的立法模
式。在此日本學者可以區分出以下幾種論述立場：

第一款 限縮的共謀罪肯定說
有學者指出 712 從上述的形式來看，日本似乎應該採行禁止犯罪組織
之模式；但是參照日本國現今共謀共同正犯的運作模式，似乎有訂立「共
謀罪」立法模式的空間。從現今共謀共同正犯，在日本實務的運作來看，
關鍵就在於共謀共同正犯的「犯罪的實行行為」與共謀罪所要求的「顯
示行為」是否相同？
由現今日本實務，若共謀共同正犯中之一人，已達到最終目的的犯
罪的未遂階段，成立上固無疑義。但是在實行前的預備或準備階段也需
要處罰的情形，譬如日本刑法第 163 條之 4 的支付用電磁記錄不正作出
準備罪，及 261 條之殺人預備罪，皆可成立共同正犯 713 。因此在日本不
論在實務界或是在學術界，重大犯罪的預備或準備行為，皆有被認定為
共同正犯的想法。至於在實質的預備罪方面，就以前述的支付用電磁記
錄不正作出罪而言，其僅是詐欺罪的預備階段，但是皆有成立共犯及共
同正犯的廣泛空間。
而對於「顯示行為」，在最新的版本中，對於共謀的犯罪實行有助益
的行為（資する行為），並不一定限於本身即為犯罪的行為。就如同在詐
領基金的官廳裡面，購買帳簿亦可被包含在內。但是對於作假帳不知情
之人，協助購買帳簿亦為有助益的行為？因此尚須客觀的事實狀況來推
認其認識及目的，因此在Guide第 53 段中即指出：必須確保能證明認識、
目的及意圖。在這樣的前提下，如果能夠將顯示行為作出合理的限定，
或許反而能夠將現行實務的廣泛共謀共同正犯加以部分限縮。因為一旦
顯示行為的認定從嚴，或許能將原本部分屬於共謀共同正犯的領域，納
711
712
713

伊東研祐，國際組織犯罪と共謀罪，ジユリスト 1321 期，2006 年 10 月，頁 73 以下。
松宮孝明，共謀罪の新設と刑法の機能，法律時報第 78 卷 10 號，2006 年 9 月，頁 45。
最小判昭和 37‧11‧8（刑集 16 卷 11 號 15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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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法定刑較輕的共謀罪範圍中。相反地，若將現行法所不能處罰的共謀
者納入處罰的範圍，則有成為「現代版的治安維持法」之虞 714 ！也因此
該學者對於採行禁止犯罪組織的立法模式，採取高度懷疑的立場，因為
若依照此立法模式所定立的「參加罪」
，將面臨保護法益為何的正當性難
題。

第二款 共謀罪否定說
有學者 715 則由現行刑法是以處罰既遂為原則，處罰未遂、預備及陰
謀為刑法介入的早期化。而日本對於未遂的處罰可以區分為：以條文的
忠實解釋為依據的形式客觀說（以構成要件該當行為的開始為基準）及
以未遂的處罰為根據的實質客觀說（以對於結果的發生有具體的危險為
基準）
。而現今學說上多選擇對於結果的發生有具體危險作為可罰的未遂
的要件 716 。而陰謀預備的處罰根據，亦為具有具體的危險為宜。而這乃
是長久以來的「行為刑法原理」及「法益侵害原理」的貫徹。
但是對於共謀罪的侵害法益為何？雖然立法當局並非認為其具有獨
自的固有法益，而認為其法益乃是對象犯罪的法益。但是在對象犯罪已
被實行的情形，為共謀者應被論以共同正犯之責；雖然在英美法中，共
謀本身被當作對於社會的危險，被認定為公共危險罪的一種，而有獨立
處罰的理由。但是在現今日本的刑法體系當中，如此的規定，卻反而會
造成許多輕重失衡的錯亂，如：發掘墳墓毀損屍體罪，並未處罰未遂的
型態，但是在本次法案中，卻反而要處罰共謀型態。此外，在組織性犯
罪處罰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以組織的營利目的為拐取之預備罪，法
定刑為 2 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共謀罪卻處以 3 年以下有期徒刑…等等，
皆造成複雜的罪數處理問題。更遑論過失犯及加重結果犯，是否納入共
謀罪的處罰範圍，至今仍未明朗 717 。
此外因為該學者，對於共預備罪是否有共犯型態，認為依據日本刑
法第 60 條及第 43 條，其文字「實行」應該為相同的定義，因此除了在
預備的從犯有特別規定者外，應採取否定的立場。也因此其認為共謀罪
不應該有共犯型態。但是有鑑於日本國內近來對於共謀共同正犯有濫用
的傾向，因此不贊成另定共謀罪，以免為禍更烈 718 ！
而根據內閣所提之法案，將有超過 600 條刑法分則或特別法，將成
714

松宮孝明，共謀罪の新設と刑法の機能，法律時報第 78 卷 10 號，2006 年 9 月，頁 48。
淺田和茂，共謀罪が犯罪論に及ぼす影響，法律時報第 78 卷 10 號，2006 年 9 月，頁 51 以
下。
716
國內相關介紹：陳子平，刑法總論（下），2005 年，頁 11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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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田和茂，共謀罪が犯罪論に及ぼす影響，法律時報第 78 卷 10 號，2006 年 9 月，頁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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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見解，見中山研一，
「共謀罪」法案の何が問われているのか，世界，2005 年 12 月號，
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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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共謀罪。對於傳統以處罰既遂為原則，處罰預備為例外之體系，將造
成形同在複數人犯罪部分，另立新體系的可能。而本次法案，之所以會
造成如此的衝擊，乃是其僅針對最高刑的部分（四年以上徒刑）做出限
制門檻，並未對最低刑度部分做出限制。因此學者即有認為除了應明訂
顯示行為之外，尚須將適用的犯罪對象正面積極列舉，始為妥適 719 。
總之，此次立法過程中，因為政府始終強調是基於保護國民及公約
簽訂之故，因此有進行立法之必要性。但是誠如部分學者所言，所謂的
刑罰乃是暴力的施加，其乃是對於人民基本自由權的一種抑制，因此在
現代法治國家，立法階段必須嚴格且明確的說明其必要性，且必須將立
法事實明確的闡述。但此次立法過程中，政府只將立法政策及國際上的
條約，當作立法事實，欠缺進一步的論述其必要性，如此欠缺論證的立
法，將使國家易於陷入刑罰積極主義之中，等同對於自由主義法治國家
的實質立法原則的放棄 720 。

第四項 日本辯護士聯合會之意見
日本弁護士連合會（相當於我國律師公會）
，即撰文反對此次改正案
721
的提出 ，其中對於共謀罪的部分，其反對理由摘錄如下：
第一：由條約的定立過程及日本現行法的角度，並不需要新設共謀
罪。
日本政府在條約的審議程序中，起初所提出的文書即指出，共謀罪
的新設在日本法制度的基本原則下，乃是不可能的 722 。該文件中指出：
將重大犯罪的準備或共謀犯罪化，與該國法的基本原則並不能並存。
因為在現行的刑法體系中，原則上是以法益遭到侵害或者是對於法
益產生危險之時，才由國家發動刑罰權。也因此日本是以處罰既遂為原
則，以處罰未遂為例外，只有限於極重大的犯罪為例外，始處罰著手之
前的預備。也因此當基於犯罪人之情感或良心，在著手前放棄，原則上
並不成立犯罪；著手後放棄，亦有中止未遂的減免。
第二：假設有進行國內法化之必要，限定於具備跨國（越境）性質
的組織集團性相關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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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中山研一，
「共謀罪」法案の何が問われているのか，世界，2005 年 12 月號，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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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本弘典，
「安全な社會」のパラドクス－「共謀」處罰化への動きをめぐって，關東法學院
法學第 14 卷第 3‧4 期合併號，2005 年 3 月，頁 202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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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弁護士連合会，共謀罪新設に関する意見書，２００６年（平成１８年）９月１４日。網
址：http://www.nichibenren.or.jp/ja/opinion/report/data/060914.pdf （查詢日期，2007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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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ncjin.org/Documents/Conventions/dcatoc/2session/5a3e.pdf 日本政府之說明參照第

七頁，第五點之部分。
（查詢日期：2007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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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法務省 723 與外務省 724 的說明，依照公約第 34 條第 2 項之解釋，
締約國必須要將共謀罪或參加組織罪，兩者中擇一犯罪化。而公約第五
條在國內法化之時，必須不限於「越境性」之犯罪。
但 是 參 照 公 約 的 立 法 指 引 （ LEGISLATIVE GUID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AND THE
PROTOCOLS THERETO，下稱立法指引）725，在第36段記載：依照公約
第34條第1項之規定，在立法過程中必須採行符合締約國內國法原則之方
法。
第 43 段記載：各締約國在內國法化之時，除了翻譯條約文字之外，
尚須注意條約的精神。尤其在創設新罪時，必須確保國內法的傳統與原
則。以避免法官在適用法律時，產生衝突或不確定的危險。
第51段 726 乃是最重要的部分，其指出：本條約第5條承認上述關於此
類刑事定罪的兩種主要模式是相同的。因此，提出第5條第1項(a)(1)款和
第1(a)(2)款兩種選擇是為了反映下述事實，即，有些國家採用共謀法，而
另外一些國家採用犯罪参與法。這些選擇使得在對組織性犯罪集團採取
有效行動的同時，不要求不存在相關法律概念的國家採用共謀概念，或
犯罪参加的概念。第5條還附以其他方式協助並便利組織性犯罪集團實施
嚴重犯罪者。因此除了選擇上述兩種立法方式以外，為了符合公約，尚
有其他選擇可能。
此外，因為日本現行處罰預備罪的條文有31種，處罰準備罪的條文
有6種，甚至處罰共謀罪的條文有13種，陰謀罪的有8種。合計共有58種
重大犯罪，有處罰未遂階段之前的行為。如：日本刑法第208之3條兇器
準備集合罪為例，乃是廣泛地對暴力犯罪的準備階段加以處罰；輕犯罪
723

http://www.moj.go.jp/KEIJI/keiji30-3.pdf 及http://www.moj.go.jp/KEIJI/keiji35-1.html （查詢日
期，2007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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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soshiki/kenkai.html （查詢日期，2007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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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nodc.org/pdf/crime/legislative_guides/Legislative%20guides_Full%20version.pdf （查
詢日期，2007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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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The Convention aims at meeting the need for a global response and at ensuring the effective

criminalization of acts of participation in criminal groups. Article 5 of the Convention recognizes the
two main approaches to such criminalization that are cited above as equivalent. The two alternative
options of article 5, paragraph 1 (a) (i) and paragraph 1 (a) (ii) were thus created to reflect the fact that
some countries have conspiracy laws, while others have criminal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de
malfaiteurs) laws. The options allow for effective action against organized criminal groups, without
requiring the introduction of either notion—conspiracy or criminal association—in States that do not
have the relevant legal concept. Article 5 also covers persons who assist and facilitate serious offences
committed by an organized criminal group in other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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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法第一條第29號，對於傷害他人身體之行為為共謀，成員其中之一有
預備行為，即可以對所有共謀者加以處罰；此外關於侵入竊盜方面，其
預備行為之情形，其共謀者亦可以特殊開鎖用具持有禁止法加以處罰；
而在第163條第4項對於支付用電磁記錄作出罪的預備行為加以處罰，第
163之5條更對其預備的未遂型態，加以處罰。
再加上日本現行實務承認共謀共同正犯的存在，因此對於未遂階段
以前的行為，日本現行體制已足以符合立法指引第62段「條約第五條之
兩種型態犯罪，都有別於其他涉及犯罪活動的既遂或未遂的犯罪」之要
求。
再者就條約的精神趣旨而言，條約中第三條及第一條（a）
，即強調跨
國性及組織性。但是本次改正案的立法文字，卻有適用到純粹國內案件
之虞。而這次改正案，不但超越「組織性犯罪集團」相關的犯罪，而且
條約中「以獲取金錢或物質的利益為目的」及「以實行重大犯罪及條約
規定之犯罪為目的，而採取協力行動」等限制，本次改正案中絲毫不見
蹤影。
因為條約中，針對犯罪集團的組織性加以討論，乃是排除在一般的
團體中，產生一時的犯罪目的之情形；而明確規定以獲取金錢或物質目
的，更是排除以政治或宗教為目的之團體為規制對象。但是本次改正案
無視於此，而有擴大到共犯的團體性事件之危險。
第三：對於條約第五條或許可以行使「保留」或者是解釋為：「限於
具備越境性質的組織集團性相關犯罪」。
誠如民主黨在第 164 屆國會議事中的主張，將共謀罪限於重大犯罪
及跨國性犯罪，若條約解釋上有困難，則可以行使「留保」
（我國翻譯為
「保留」）
。因為依據維也納條約第 19 條之規定：若留保與條約的旨趣及
目的有所衝突，則不能行使留保。但是依據本條約第一條、第二條、第
三條及三十四條第二項來觀察，則有解釋及行使留保的空間。
針對法務省的解釋：辯護士連合會認為在條約中，有關於越境性的
定義條文在第三條，組織性犯罪集團的定義條文在第二條，而在條約審
議過程中，定義乃是大問題，因此並無法如同政府所言，得出共謀罪的
立法必須排除組織性與越境性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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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犯罪結社罪的設立？
日本對於犯罪結社，目前雖然並無明文立法，但在學界確有正反兩
種不同的聲音。
學界反對的理由主要基於：

第一項 憲法結社自由權的顧慮
蓋因有規範犯罪結社罪的國家，例如：德國基本法第 9 條第 2 項、義大
利憲法第 18 條第 1 項，將建立及加入以犯罪為目的之團體的行為，明文
排除在憲法保障的結社自由範圍內；但日本憲法並無相關的明文規定！
且基於過去治安維持法鎮壓異議思想的歷史，更應該對此採取保留的立
場 727 。
雖然公法學界有認為非政治、思想主張的結社，並不受到憲法第 21 條
第 1 項保護，因此主要以經濟利益為犯罪行為目的的團體，亦不在保護
範圍內 728 。但如何區分，則顯然未清楚說明！

第二項 刑事政策的考量
縱使犯罪結社不受到結社自由所保障，但上述團體在實務上容易遁入政
治或宗教結社中，而免除法律的適用。但若不允許該脫法行為，將因適
用的範圍大幅擴大，有被濫用的危機 729 ！
且設立犯罪結社罪後，適用的對象除了秘密買賣毒品集團及竊盜集團以
外，是否能適用於日本的暴力團，仍有極大疑問。蓋因現行的日本暴力
團其構成員雖多從事犯罪行為，但暴力團的活動中，卻罕見嚴密的犯罪
行為。且在規範上難以區別具備集團性、常習性暴力不法行為的「暴力
團」及不為犯罪行為的「ヤクザ」間的區別。更何況，若處罰以犯罪為
目的之團體不以其利用組織的威力為必要，將如同義大利刑法典第 416
之 2 條之規定，將非犯罪的經濟活動為目的之情形，亦納入處罰範圍；
仍然有待考慮 7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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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小結－折衷的多軌立法模式
由 UNCATOC 簽訂的過程中可知，國際間對於如何處理團體犯罪，
可以分為兩種思考模式：第一種是 Common Law 體系下所採行的「共謀」
（conspiracy）模式，亦即針對具體犯罪的處罰型態，由傳統的既遂與未
遂（Attempt），提前至「共謀」；第二種是德國、法國為首的歐陸體系，
採行「犯罪結社」模式，亦即針對有高度歸屬感、內聚力，但以犯罪為
宗旨（目的）的結社，縱使尚未為具體犯罪行為，仍可對其成員加以處
罰。
日本則可以被視為典型的「中間國家」，實務上很早就開始使用「共
謀共同正犯」概念。雖然學界屢次激烈反對，卻歷久不衰，甚至近來獲
得多數學者的部分肯認。在立法層面上，因為治安維持法的陰影仍深植
人心，因此該國戰後普遍對於「犯罪結社罪」，心懷恐懼。但面對日漸升
高的反抗組織，仍採取特殊立法方式加以規制，只是將條文的適用範圍
有效限縮，以避免違憲爭議。但因該法的適用範圍限縮至基於政治目的，
因此可以說該法乃是針對當時特殊時空背景下的立法對策，在 80 年代後
即無相關案例，在該國學界已被視為「休眠」。至於暴力團對策法雖然在
最後有罰則，但該法本質上屬於行政法性質，在日本並無爭議。可以說
是對於所謂的幾近犯罪行為所作的特殊處遇，除了中止命令、再發防止
命令外，尚有事務所等相關管制。在該國黑道大多於街頭公然豎立招牌，
甚至登記營業的背景下，該法可以說是在日本特殊情境下的產物。至於
組織性犯罪處罰法，則為一部不折不扣的刑事法。
該法乃是針對以組織型態作為犯罪手段的規制。該法並非一部「犯
罪結社法」
，而是對於犯罪組織為特定列述的刑法分則，認為其具備法益
侵害較大、犯罪實現機率顯著升高及事後被發現的機率很低三種特殊情
狀，因此認定具備較高的不法性，而重新「量身定作」新的刑度設計。
與上述兩種模式顯然不同，卻可看出該國立法者想走出第三條路的努
力！
至於近來惹得滿城風雨的「共謀罪」草案，不但引起學界極強的反
彈，戰場更延伸到日本「國會」。該草案不僅是大幅擴張處罰範圍，更可
能導致刑事訴訟法強制處分部分的新骨牌效應，急速地擴張政府權力！
至於就國際立法模式的比較層面而言，不但不採取「犯罪結社罪」的立
法模式，而以「共謀」前置處罰範圍。可以說實質上已向 Common Law
體系靠攏！但因爭議過大，目前該草案仍然在日本眾議會中尚未通過。
後續發展，仍然值得注意！

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