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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野”到“融合”

刑事违法判断的相对独立性

简 爱*

摘 要 “法律融合”的背景下,数个法领域很可能对同一行为做出了调整与规制,在一定

条件下应当允许违法的判断“和而不同”。违法判断相对性的立论依据在于,刑法具有相对独

立性,并不从属于民法、行政法,因而也不能以民事不法、行政不法作为刑事违法判断的当然前

提。法秩序的统一不是违法概念的形式统一,而是各法领域目的的统一。针对“刑民交错”“刑

行衔接”案件的法律适用应当抛弃“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转用法律竞合和法律冲突的思维。

刑事违法判断首要考虑的是刑法自身目的的实现,以其他部门法相关规定为参考(而非参照),

行为的有效性并不能否定犯罪成立。较之于缓和的违法一元论,违法相对论不仅能兼顾刑法

目的的实现和法秩序的统一,符合刑法的谦抑理念,并且在判断过程上更为清晰、高效。

关 键 词 相对独立性 法秩序统一 违法相对论 缓和的违法一元论

一、问题背景:从“法律分野”走向“法律融合”

历史上五大法系都曾经历过“诸法合体”的时代,彼时法律作为主权者掌控和规制民众行

为的规范,是最高权力的象征。集权模式下法律以维护主权者的利益为目的,法律体系内部鲜

少出现矛盾、冲突,划分具体法律部门的必要性尚不明显。而进入到近现代,法律发展的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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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带动了法律体系的空前发展,法律部门分工精细、构造复杂,可以说

各国均由“诸法合体”时代完全进入了“法律分野”时代。
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根据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不同设置了若干法律部门,如刑事、

民事及行政法律等。每一个法律部门即一个相对独立的法领域,各司其职。所谓独立是指,各
法领域在其调整范围内发挥定纷止争、维持秩序的作用;所谓相对是指,各法领域并非截然分

立,彼此之间仍相互联系、影响,由此便形成了一国完整的法律体系。随着立法的精细化发展,
数个法领域很可能同时对同一行为类型作出了规制,具体体现为“刑民交错”“刑行衔接”的现

象逐渐增多,“民生刑法”“行政刑法”等概念也受到学界一定关注,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是

“法律分野”向“法律融合”的过渡。
刑法与其他法领域的互动日趋频繁是“法律融合”的一大显著特征,主要体现为法律概念

共有和规范竞合这两点。首先,规范以语言为载体,任何法律都是通过语言而固定成为法律规

范,刑法自然也不例外,在部门法空前发展的今天,已经很难只通过法律概念本身来判断其运

用的法领域。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对于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占有”“婚姻”“著作权”等共有法

律概念进行判断时,是否允许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刑法作出不同于其他法领域的解释。其

次,一个案件应该适用何种法律,这取决于该案件的事实到底为哪一个法律部门所规范。当刑

法与其他法律规范发生“交叉”“重合”时,一个案件事实可能同时符合了数个法律规范。由此

产生的问题是,具体事例是否可以同时适用刑法、民法与行政法,或者当数个法律规范评价产

生矛盾时,应该如何处理。此时规范的选择适用就成为刑法理论研究和刑事司法实践不得不

面对的难题。

对于上述问题,在过往的研究中多采取厘清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的界限来判定是否适用刑

法的路径,但在“法律融合”的背景下,这并非是唯一的、合理的路径。以刑法与民法的关系为

例,罗克辛曾指出,“刑法与民法在概念上的明确区别,是19世纪法学的重大成就。但在今日,

我们认为此项严格区别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刑法与民法的再接近实有必要。”〔1〕这是因为,作
为法秩序组成部分的刑法、民法既要秉持从“法律分野”时代传承而来的各自的法目的,又需兼

顾作为整体法秩序的一部分而在一定限度内保持统一的要求。因此,这样的“再接近”并非是

法治历史发展的倒退,而是成文法时代为了更好地适应、调整复杂的社会生产关系要求我们对

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探索。
从刑法的角度来看,法律概念共有和规范竞合所带来的问题均可以归结为在确保整体法

秩序协调、统一的前提下,如何进行刑事违法判断,即判断某行为是否符合构成要件,是否有违

法阻却或违法减轻事由的问题。针对前者,对法律概念的解释会直接影响到被评价的行为是

否符合构成要件,继而决定了该行为是否具备构成要件所昭示的违法性;针对后者,判定一个

行为违反刑法时是否需要考虑,或者何种程度上考虑该行为在民事法律上的评价是不得不面

对的问题。进一步需要思考的是,当行为在刑事、民事法律上的评价不一致时,刑法是与民法

是该“共同进退”还是“一决胜负”? 一般而言,“一旦冲突发生,为重建法律和平状态,或者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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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何帆:《刑民交叉案件审理的基本思路》,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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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必须向另一种权利(或有关的利益)让步,或者两者在某一程度上必须各自让步。于此,司
法裁判根据它在具体情况下赋予各法益的‘重要性’,来从事权利或法益的‘衡量’。”〔2〕若是

肯定这一点,那么在刑法和民法的违法判断之间,妥协一方让步的依据是什么? 其间衡量的标

准又是什么? 以上这些问题的立足点在于,如何看待刑法在全体法秩序中的地位,以及如何认

识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

二、理论基础:刑法的相对独立性

(一)“法秩序统一”的两种概观:实然与应然

早在1935年,德国刑法学者恩吉施率先提出“法律秩序的统一”这一概念,其认为法秩序

统一意味着法律体系内部矛盾的消除。〔3〕现如今,“法律秩序的统一”被公认为是刑法解释

学的当然前提,〔4〕但是关于“统一”的理解尚存不小的差异。这是因为,“对规范论者而言,秩

序基本上是指某一具体状态合乎(该具体状态以之为准据的)一般性规范。然而,这种‘合致

性’(Entsprechen)却是一个极为难解、且被常加讨论的逻辑问题,因为愈纯粹的规范论思维,

对于规范与实际、应然与实然、规则与具体情事,会做出愈严格的划分。”〔5〕

对法秩序统一的理解主要存在实然与应然两种概观。如果认为现实中各个法领域之间衔

接良好,不存在漏洞、矛盾与冲突,那么法秩序原本就是完整而统一的。此种理解为实然意义

上的法秩序的统一,即认为法秩序统一是探讨的前提、起点。但亦有观点认为,既然法律是应

对多元利益纠纷的产物,那么利益与利益之间的冲突必然会引发法律体系内部的冲突,立法者

与司法者应当寻找解决规范冲突的方案,以使得法秩序达致协调、统一。此种理解为应然意义

上的法秩序的统一,即法秩序统一是探讨的目标、终点。

应当看到,无论是实然意义还是应然意义上的法秩序统一,最终都是为了构筑一个和谐的

法律体系,确保各法领域能够良好运行。但是,对法秩序观察视角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刑事违法

判断的标准确立与方法选取。违法判断之于全体法秩序的意义在于,在某法领域内判定行为

违法一定程度上就等于该行为在全体法秩序内的价值评价,并且本质上违法是能够引发特定

法律效果的。〔6〕从实然意义上的法秩序统一出发,各法领域之间原本就是协调一致的。所

谓的规范冲突仅是一种表象,只要为可能产生冲突的规范确定支配、从属关系,那么处于从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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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景辉:“合规范性:规范基础上的合法观念———兼论违法、不法与合法的关系”,《政法论坛》

2006年第2期,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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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法律的违法判断遵从处于支配地位法律的违法判断也就能够完全避免规范冲突,因此各

法领域之间及各法领域内部是一种静态的平衡。从应然意义上的法秩序统一出发,各法领域

之间并不总是逻辑自洽和价值融贯的,而是原本就存在冲突。既然冲突是“先天性”的且难以

消除,那么就不应期望彻底消除规范冲突,恰当的做法应是在各法领域间寻求动态平衡,竭力

减小这种冲突对法秩序造成的冲击,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法秩序的统一。

以实然意义上的法秩序统一为视角考虑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时,多将民法、行政法

置于支配地位,将刑法置于从属地位。持该种观点者会认为刑法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只是依

附于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部门,并作为其他部门法的补充而存在。〔7〕刑事古典学派的代

表人宾丁(Binding)就是这种极端从属性的支持者。在我国,同样有学者将刑法作为补充法、

从属法,继而认为“无论是犯罪圈的划定还是刑事责任的追究,既要在形式上受制于其保障的

前置法之保护性规则的规定,更要在实质上受制于其与前置法之保护性规则共同保障的调整

性规则的规定。”〔8〕这种观点虽然也认可刑法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总体上更倾向于刑法

相关判断需遵从民法、行政法,所以也可以被归为刑法从属性阵营,只不过较极端从属性稍缓

和一些而已。

就从属内容来说,一般包括了法概念、法保护范围(对象)和违法判断的从属性。〔9〕这意

味着,刑法从属性观点不仅主张对同一法概念的解释,刑法不得超出民法、行政法的界定,只允

许做出小于或等于民法、行政法概念的解释,而且在法保护范围(对象)这一点上,刑法受制于

民法、行政法的保护范围,对于不受民法、行政法保护的对象,刑法也不能够给予保护。至于违

法判断,我国学者多借用德日刑法学教科书中的经典命题来区分严格的违法一元论、缓和的违

法一元论和违法相对论。〔10〕由于从属性观点认为刑法必须遵从民法、行政法的违法判断,而
这正契合了严格的违法一元论的主张,各法领域违法判断借此实现完全一致。相比之下,“认
可部分情形下违反民法、行政法的行为不是刑事违法”的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则在从属性的基础

上肯定了不同法领域的违法具有一定差异性。因此可以说,严格的违法一元论以刑法对其他

部门法的极端从属性为基础;而我国多数学者所提倡的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主要是以缓和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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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

3-4页。
田宏杰:“行政犯的法律属性及其责任———兼及定罪机制的重构”,《法学家》2013年第3期,第51页。
参见(日)恒光徹:“刑法の二次規範性と補充性”,《法学論叢》1983年第113卷第5号,第35-44页。
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 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

页;(日)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215页。多数学者认为,各理论的

对违法性判断的态度可大致通过对以下两个问题的答案进行检验:①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不被民事法、行政

法所允许时,是否当然地具有刑法上的违法性? ②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为民事法、行政法所允许时,刑法是否

承认其为正当? 一般认为,严格的违法一元论对①②两个命题同时给予肯定;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对命题①予

以否定,但对命题②则持肯定态度;违法相对论则对两个命题均持否定回答。实际上这样的归纳容易造成误

解。违法相对论意在否定不同法领域之间违法判断的关联性,而并非是反对缓和的一元论的判断结论。此

外,有学者提出还存在一种“违法多元论”,违法相对论与多元论之间在“相对性”的理解上存在差别,并非同一

理论,有甄别必要。参见王昭武,见前注〔4〕,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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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从属性作为立论基础。

概括而言,实然意义上的法秩序统一立场多与刑法从属性配合来统筹各法领域的违法判

断,即通过“违法一元论”解决规范冲突,维护整体法秩序。应然意义上的法秩序统一立场并不

刻意回避法领域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是将目光投注于法解释学的路径,试图将规范冲突对法秩

序统一的破坏程度降到最低,多采用个别判断与利益衡量的方法来解决规范冲突。

(二)刑法的独立性与刑法目的的相对性

20世纪初期,经资产阶级革命加冕的民法一直呈现扩张的姿态,这其中固然有执政者和

法学家对旧时代公权力膨胀带来的铁血烙印的忌惮,但更多是源于生产力的高速发展需要一

个更为宽松的环境。这一阶段,私法受到极大重视的同时,刑法应当谦抑成为共识。随着近现

代法律体系的确立、逐步完善,刑法学者率先反思如何实现刑法自身的目的。

首先是1925年希佩尔(Hippel)在其刑法教科书中提出“刑法的独立性”,后得到迈耶

(Mayer)、麦茨格(Mezger)、弗兰克(Frank)等人的支持,并由布伦斯(Bruns)推动了这一概念

的发展,将其充分运用在财产法益的解释中。日本刑法学者前田雅英、山口厚等人同样在其体

系化教科书中延续了刑法独立性的思维进行理论构建,团藤重光、木村光江、佐伯仁志等人在

分析具体问题时也注意到了刑法与其他法律保护目的的区别。可以说,时至今日,肯定刑法在

法律体系中具有独立地位的观点得到绝大多数的学者认可,而肯定刑事违法判断的相对性本

质上正是刑法独立性、刑法目的相对性的体现。

一般认为,“所谓的刑法的独立性,指刑法的概念、构成、功能都具有独立性,不属于其他法

律领域,自成思想体系。”〔11〕与刑法从属性相较,刑法独立性强调对法概念的解释,刑法保护

范围(对象)的划定及刑事违法性判断中应当更多地关照刑法本身。这是因为,“各式各样的法

律均有目的,而各法概念以符合其法目的的解释为必要,民法的目的在于,在私人之间的财产

关系中实现均衡,而处罚违法行为意在犯罪预防的刑法,二者目的是不一样的。”〔12〕例如,民
法和刑法对侵犯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都进行了规定,与侵权法重视对侵犯权利的救济、恢复相

比,刑法更侧重对行为的惩罚、预防。反过来,也正是基于法目的的差异,因而有必要通过维持

刑法的独立性来实现刑法自身的目的。

由于法概念的相对性是被广泛承认的,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对概念进行相对解释背后的

动因是什么。多数情况下对语词的解释直接影响到法保护范围(对象)、违法的判断,可以说,

一旦认可概念的相对性就无法回避保护范围的相对性和违法的相对性。原则上,在不同部门

法间或者同一部门法的体系中,相同的法律概念应保持一致的理解。但是,个别情形下可根据

法律目的对法律概念在原义的基础上做扩大或缩小的解释,这是因为,“任何法律均有其意欲

实现之目的,解释法律应以贯彻目的为主要任务,故法律目的为何? 解释之初,首须予以掌

握。”〔13〕既然允许刑法对同一概念做出不同于其他法领域的理解,那么直接的效果就是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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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日)木村龟二编:《刑法学词典》,顾肖荣等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5页。
(日)山下純司、島田聡一郎、宍戸常寿:《法解釈入門》,有斐阁2013年版,第109页。
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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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目的有意识地甄选了受保护的法益,即在保护对象上与民法、行政法有所区别。进而,

作为对行为的否定评价的违法判断标准也就存在差别。

例如,刑法中对“占有”的理解显然不同于民法中的“占有”。与民法上的占有相比,刑法上

的占有更注重客观的支配状态,短暂的控制也属于占有,民法上的占有强调特定物在特定人的

控制之下,这种控制是稳定、连续地、有效的控制。如果能够肯定刑法上的占有仅限于直接占

有而不包括间接占有,就可以得出间接占有者不构成侵占罪的结论。信用卡诈骗罪中的信用

卡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中定义的 “信用卡”在范围上也并不一致,对
“信用卡”的理解,刑法解释又超出了行政法规所规定的范围,将借记卡也纳入信用卡的范围加

以保护。侵犯著作权罪中的“著作权”与《著作权法》中的概念也并不完全对应,除了《著作权

法》中的著作权,对图书出版者的出版权等邻接权的侵犯也可适用《刑法》第217条。

刑法之所以作出了不同于其他法领域的解释,是因为刑法并不是(作为二次规范)对违反民

法、行政法的行为进行处罚,而是依据刑法本身来判定相关法益是否值得保护、是否受到侵害。

由此可以看出,刑法的独立性与刑法目的的相对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承认刑法的独立性

和目的相对性,那么在刑事违法的判断上就不能再以民事不法、行政不法为前提,也就推翻了刑

事违法判断与其他法领域违法判断间的因果关联性,以上正是违法相对论的立论基础。
(三)从刑法的相对独立到刑事违法判断的相对独立

由上可知,违法判断方法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对刑法属性认识不同。时至今日,刑法兼具

从属性和独立性逐渐形成共识,是“独立性>从属性”还是“独立性<从属性”成为争议焦点。

但毫无疑问的是,对刑法补充性的强调,保障法、事后法的定位就决定了学者们在塑造刑民关

系观时会将刑法对民法的从属性摆在第一位,潜意识地树立起“民法优先”的思维。

首先,要看到刑法从属性的提出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公法与私法的分化始于17世纪,在
此之前,西方法学研究以及相关法律创造活动主要是围绕私法来展开的。并且,属于公法领域

的刑法受集权制的影响曾一度处于停滞状态,刑法虽然存在,但并未企及民法的成熟度。因

此,对刑法的理解多遵从于发达的民法。随着相关政治、经济、社会基础的奠定,各部门法逐步

完善,刑法已然拥有了独立存活的土壤。这种独立性体现在,“虽然故意杀人、强奸行为也会产

生民事赔偿问题,某种程度上民事规则也在发挥保护作用,但这样的作用与刑法规制相比只是

退居其次的”〔14〕,此时其他法律对该行为的规制并不是刑事立法者最为期待的。并且,只要

认识到,对其他法律认定的违法行为予以刑罚处罚所依据的仍是刑法而非其他法律这一点,就
应当积极地肯定刑法独立性>从属性。

其次,以“保障法”“补充法”来解读刑法从属性存在一定误区。尽管刑法基于制裁手段的

严厉性对其他部门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实现给予保障,但这并非是从属性的体现,而是

体现了部门法以不同的手段对调整对象予以规制。所谓的“保障法”“补充法”更多的是针对各

法领域调整范围(立法层面)而言的。任何一部法律都不可能包办所有的法律关系,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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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简爱:“一个标签理论的现实化进路:刑法谦抑性的司法适用”,《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3期,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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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调刑法具有补充性的同时应当认为所有法律都有补充性,而这样的共性不足以作为刑法

从属性的依据。

最后,法秩序统一的要旨也是刑法“相对独立”限度内所需考虑的,并且需要强调的是,这
种“相对”并不等于“从属”。就刑法独立性而言,强调的是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地位之平等,刑
法、民法、行政法分别是从不同角度出发,相互配合共同构建法秩序,并不是说刑法相关概念的

解释、违法判断与其他部门法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刑法的独立是一种相对

的独立,而非绝对的独立。

尽管多数场合根据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也能够得出和违法相对论一样的结论,且缓和的违

法一元论也注意到了违法不仅是有无问题,还存在着程度之分,但是二者在立论基础和判断逻

辑上有着显著的不同,最大的区别体现在违法相对论并不以民事不法、行政不法为刑事违法判

断的前提以及决定性依据,因此缓和的违法一元论总体上还是坚持刑法的从属性>独立性。

综合来看,由刑法从属性支撑的违法一元论(严格、缓和)肯定了刑法对民法、行政法的从

属(若非P则非Q),在违法判断中就会将民事不法、行政不法作为判断刑事违法的前提,这样

的观点不能够为刑法独立性所接受。但是,在进行刑事违法判断时完全不考虑民事不法、行政

不法又势必走向另一个极端,有导致法秩序内部不统一之虞。如何平衡刑法独立性和法秩序

统一性这二者的关系,违法相对论给出的方案为:刑事违法判断以刑法规范为主线,确保刑法

自身目的的实现,以民事、行政相关规定为参考(而非参照),确保法秩序统一。

三、违法判断的相对性并不排斥法秩序统一

需要注意的是,使违法相对论受到批评的并非是其强调刑法相对独立的立论基础,而是在

提倡判断的相对性时可能导致针对于同一行为(事案),在刑法与民法、行政法之间有着不同的

评价,而反对者认为评价的不一致会导致法秩序的不统一。因此,法秩序统一的内涵、法秩序

与违法的关系亦是刑事违法判断过程中需要直面的重要问题。
(一)法秩序统一当归结于法目的层面的统一

对法秩序统一的观察除了实然、应然的不同视角,针对其中“统一”的理解也尚有争议。既

然“矛盾”是“统一”的对立面,关于“统一”的追问也就可以转化为“什么是法秩序所不能容忍的

矛盾”这一问题。恩吉施在论述法秩序的统一时归纳了法律秩序内部可能存在的五种矛盾类

型。〔15〕

第一种为制定法技术的矛盾,该种矛盾主要是指同一法律术语在不同的法领域中的阐释

不尽相同,也即前文提到过的法概念的相对解释。现在看来,制定法技术的矛盾不能被称之为

矛盾,而恰恰是违法相对性的体现。第二种为规范矛盾,主要体现为不同法领域对同一行为作

出了不同的指令或者评价。恩吉施认为对同一行为,如果“同时显得是被要求的和不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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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恩吉施,见前注〔3〕,第199-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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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者是被禁止的和不被禁止的,或者完全是被要求的和被禁止的”〔16〕,一般国民就无法预

测行为的后果,从而法律的指引作用也无法得到发挥。第三种为价值矛盾,该种矛盾主要体现

在立法者基于某种考量,而使得处罚与评价相分离的情形,如对侵害了重要法益的行为反而规

定了比对侵害了不那么重要法益的行为更轻的处罚。国内有学者提出“以刑制罪”理论,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消除价值矛盾的路径,即主张“跳出单纯的、教条的、绝对的从构成要件出发来处

理案件的传统思维模式,从量刑妥当性的基点为出发点,反过来考虑与我们裁量的相对妥当的

刑罚相适应的构成要件是哪个,从而反过头来考虑该定什么罪。”〔17〕第四种为目的论矛

盾。〔18〕该种矛盾是指立法者拟定了某一措施来达到某一具体目的,但是由于没有颁布为贯

彻该措施所需要的其他规范,而导致原来的目的不能达成。如法律条文中常出现的“依照”“比

照”,其后所言及的规范并未为该法律条文的实施提供依据,从而导致该法律条文的目的无法

实现。在法律体系日益健全的今天,目的论矛盾较为罕见,其出现与立法技术密切相关。如果

真的出现目的论矛盾,也应当予以接受,这是因为该种矛盾归根结底是立法上的问题,而不在

解释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第五种为原则矛盾,恩吉施对原则矛盾的描述并不明确,仅指出了

该种矛盾出现的原因是“可能处于相互冲突中的不同基本思想均参与了对法秩序的安

排。”〔19〕例如,处罚原因自由行为与责任主义(即“实行行为与责任能力必须同时存在”原则)

之间的矛盾,如果能够给出足够充分的论证理由,例外将优先于原则适用。法领域内部原则与

原则的冲突是更高一层次的价值矛盾,对于价值矛盾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同样适合该种原则

矛盾。对于刑法与其他法领域之间的原则矛盾,刑法学者们则倾向于通过合宪性解释的教义

学分析路径来确定法律适用。

由上可以看出,五种矛盾中只有制定法技术的矛盾(即法律概念的相对性)被认为是法秩

序所容许的,目的论矛盾虽然只能被迫接受,但由于其出现频率极低,所以不是需要重点关注

的对象,至于价值矛盾和原则矛盾则更多依赖于一定的解释技巧和适当的解释方法来消除。

因此,恩吉施认为作为存在本体的法律必须排除规范矛盾,也即视法秩序的统一为存在论的统

一。但在违法相对论的支持者看来,这样的理解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这种存在论的统一仅仅是形式逻辑上的统一,只有统合各法领域多元目的的统一才

是实质的统一。例如,关于紧急避险行为,各国刑法均认可其作为违法阻却事由,但是日本民

法明确规定避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在我国同样可能承担不利后果。〔20〕表面上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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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20〕

参见恩吉施,见前注〔3〕,第200页。
参见梁根林:“现代法治语境中的刑事政策”,《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160页。
此处恩吉施所言的“目的论矛盾”和下文的“目的论统一”中的“目的”并非同一指代,后者用语的含

义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可,此处为保证原作者语义的完整呈现并未做替换。
恩吉施,见前注〔3〕,第205页。
《民法总则》第182条第2款规定:危险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可以给予

适当补偿。虽然本条相对于《民法通则》明确了紧急避险人对受害方应给予“补偿”而非“赔偿”,但必须承认的

是无论是补偿还是赔偿,紧急避险人都因其行为承受了不利于已的后果,在这个意义上民法并不鼓励这种“损
人利己”的行为,自然也就不能说该行为是在民法上是完全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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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和民法提供了冲突的行为指引,但是从规范目的出发,能够认为这时候公民对于“是既不

违反民法也不违反刑法而甘受损害,还是避免现在的损害而承担民事责任”这两种结果具有选

择权。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如果认为此时有行为选择的可能,则应当给予当事人选择的权

利,并且法律也预设了行为选择的后果,有限地肯定目的论的合理性,接纳部分规范矛盾就是

可能的。〔21〕

其次,存在论的统一忽略了法目的天然具有的差异性,各法领域的分立是建立在对利益多

元化的把握之上的,法目的和法效果的多元化应当被充分尊重。法目的对刑法解释的引导常

体现为概念的相对解释,进而作用于违法判断。例如,根据《婚姻法》对婚姻的定义,事实婚姻

不被认可。按照从属性的观点,刑法上的婚姻概念必须和民法保持一致,因此,经过结婚登记

的A后与他人维持事实婚姻关系的,就不能构成重婚罪。但实际上,刑法学者对重婚罪的解

释通常都将事实婚姻视为“婚姻”,这就是采取了刑法相对独立性及违法相对论立场。这种概

念的相对解释与刑法的保护范围、违法判断之间的关系可见一斑。但归根结底,这种差异在于

对“统一”认识的出发点不同。违法一元论所主张的是“民法不保护的,刑法也不应当予以保

护”,因此就容易得出在刑法上不能够承认事实婚姻概念的结论,以维护这样一种存在论上的

统一。违法相对论则从各法领域内法目的有所不同为思考起点,民法对婚姻概念的限定目的

在于维护婚姻登记制度,而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婚姻关系,禁止事实婚姻干扰合法缔结的婚姻

关系。民法上不认可,但刑法上可以给予处罚,二者的法目的并不冲突。这样的矛盾由于不属

于目的论矛盾,也就能够为法秩序所容忍。

最后,所谓存在论上的统一,实则以“应然的法秩序统一”为构建基础,必须保证法秩序内

部对不同的利益关系明确地分而治之且不存在任何规范矛盾,这意味着对立法有着超乎寻常

的“高标准”要求。退一步而言,即使存在论的统一得以现实化,也仅仅是一种静态的平衡。而

各法领域的矛盾更多地是在运用中被检验出来的,这是因为各利益主体在竞争中相互妥协、共
存,在动态中实现平衡,此即目的论意义上的法秩序统一。〔22〕要看到的是,这种动态平衡并

非一成不变,一旦目的的差异变为目的的对立时,则说明利益之间无法调和,目的冲突就会影

响到整体法秩序的统一。因此,只要不是目的论的矛盾,不同的概念解释和违法判断均属于法

秩序能够容忍的矛盾。
(二)法秩序的统一不等于违法概念的统一

总体来看,一元论的基础在于将“法秩序的统一”代换为“违法性的统一”(法秩序统一®违

法性统一),并且由此反推违法相对论的基础为“违法可以不统一®法秩序无需一致”。退后一

步,姑且不论根据违法相对论是否就难以达到法秩序统一的效果,无论是上述推导思路,还是

国内学者一直以来用以检验刑事违法判断立场的“经典命题”,在逻辑设定上都存在着无法回

避的重大缺陷。

如下,命题Ⅰ、Ⅱ为严格的违法一元论的逻辑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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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参见京藤哲久,见前注〔4〕,第204页。
参见京藤哲久,见前注〔4〕,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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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 其他法领域 (合法R)+ 刑法 (符合构成要件T)→合法R

  II 其他法领域 (违法-R)+ 刑法 (符合构成要件T)→违法-R

由上两个命题可以看出,严格的违法一元论除了在违法判断的结论上保持完全一致之外,
在整体法秩序中对行为的评价仅做二元区分,即“合法—违法”。值得思考的是,作为禁止规范

的刑法拥有最严厉的制裁手段———刑罚,与其他部门法对公民权利提供积极肯定的保护模式

(告诉公民何者可为)相比,刑法多采取的是消极否定的保护模式———判定行为违法还是不违

法(告诉公民何者不可为),却很少会在刑法上使用“合法”这一词汇。并且,我们在阶层犯罪论

中一直讨论的是“阻却违法”,更不会认为被阻却了刑事违法性的行为在整体法领域内都是合

法的。既然在刑法理论中对违法阻却事由做开放性处理,允许有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那么

无论是严格的违法一元论还是相对论都会在事实上认可一个在其他法领域中完全合法行为在

刑法上也是合法的。简言之,法秩序的一致体现为合法概念统一,而非违法概念统一。
过往在对违法判断方法论的讨论中,经常出现将合法与违法相对应、将合法等同于不违法

的情形。但从法理学角度来看,与法律规范相一致者为合法,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者的行为才

是违法,二者并非同一语境下的对应概念。〔23〕通常所指的合法与违法实为依据相应规范目

的对行为进行评价的结果,而私法体系中恰恰存在第三种评价,即不合法。不合法是在法律上

对一种行为不提倡甚至反对的态度,但是由于其不具有对整体社会的伤害性(或者伤害程度较

低),而法律对其持一种不保护或容忍的态度。例如,民事行为虽然不合法但可能为保护相对

人的利益而被判定有效。命题Ⅰ的问题在于,刑法讨论的是是否违法,不违法不等于合法,其
外延要大于合法。并且,在刑法中行为不违法并不等于在全体法秩序中就是合法的。例如,刑
法与民法上对正当防卫的限度规定不一致,一个行为因成立刑法上的正当防卫而不具备刑事

违法性,但完全有可能在民法上被评价为防卫过当,构成民事不法并需要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由此可认为,与不合法相对的未必是违法(R与-R的对应关系不是矛盾关系而是反对关

系)。〔24〕对于违法的判断,一元论对命题Ⅰ的设定存在偏差。如果仅是就违法的讨论,为保

持概念上的对应性,将命题Ⅰ改为如下可能是更为合适的。

  III 其他法领域 (不违法R)+ 刑法 (符合构成要件T)→ 不违法R

但是,这样一来又会导致任何一个行为进入构成要件符合性审查之前都还要经过其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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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参见陈景辉,见前注〔6〕,第59页。
参见姚小林:《法律的逻辑与方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两个以上的概

念外延之间完全不存在重合关系,具体包括矛盾关系和反对关系两种形式。矛盾关系,即两个以上的概念同

时包含一个属概念之中,并且它们的外延之和小于其属概念的外延,如“合法与非法”就是矛盾关系;反对关

系,即两个以上的概念同时包含一个属概念之中,并且它们的外延之和小于其属概念的外延,如“合法”与“违
法”就是反对关系,因为合法与违法之间还存在既不违法也不合法的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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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审查一遍,完全无视刑法的独立性的结果。并且,命题Ⅲ也不能够经受实践的检验。例

如,具有请求权的民事主体以威胁、恐吓、暴力等方式向他人索债,视具体情况而定是有被评价

为犯罪的余地的。又如,在其他法领域内并未对杀人、强奸等行为直接做禁止性规定,在判定

这些行为符合相应犯罪的构成要件之前,也无须考虑民法是怎么规定的。

由于命题Ⅱ主张的“其他法领域的违法行为也是刑法上的违法行为”明显与实定法的现实

情况不符,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并未继受命题Ⅱ的结论,但依然延续了这种判断思路。即先判断

是否具有民事不法、行政不法这样的一般违法性,再判定刑事违法性。作为严格的违法一元论

的坚守者,日本学者木村龟二认为这只是在违法性与法律效果之间存在偏差而已,以法律效果

来创造、设定违法性是没有意义的。〔25〕总体上,木村龟二和缓和的违法一元论者都承认民事

不法、行政不法并非都是犯罪,但是为保障这种行为在全体法秩序中得到的评价是统一的,也
需要刑法上认可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一般违法性),至于这种行为不会受到刑法处罚,只是规范

评价的效果而已。但是,在相对论者看来,违法需要实质的判断,以违反了某种实定法规范这

种形式上的违法论来判断刑事违法是不行的。〔26〕刑法上的违法行为是值得刑罚处罚的行

为,所以法效果是违法性的反映,抛开处罚去讨论违法也就没有了依据。在不考虑责任层面问

题的情况下,违法本身也就是刑法评价的结果。

如上所述,在逻辑错误、目标设定偏离的命题(前列命题Ⅰ)上对违法相对论进行解构,将
“允许”理解为“合法”,认为违法相对论主张在其他法领域合法的行为在刑法上也可被评价为

违法,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解读。需要再次明确的是,刑事违法判断核心是违法与不违法,在
整体法秩序中一个行为是否被允许和该行为是否合法不是绝对对应的。应当说学者在著作或

论文中的语词表述不存在问题,但是在后续的讨论中,多数刑法学者都将命题中其他法领域的

“允许”(容许)等同于“合法”,这就忽视了在其他法领域中行为的有效性和违法性可能是分开

评价的。

(三)违法判断相对性中的“相对性”

除了以上从外部对“法秩序统一”理解差异造成的误会外,还存在将“相对性”内部含义曲

解的情形。这体现为,缓和的违法一元论者将“相对”判断理解为“对立”判断,指责违法相对论

无视法秩序的统一。其一是,将违法相对论的讨论与可罚的违法性概念进行捆绑,并将其与违

法多元论作区分;其二是,对违法相对论与缓和的违法一元论没有进行有效甄别。

1.违法相对论与违法多元论

一般认为,“违法多元论”是违法相对论的另一种称呼,二者指向对象实为同一理论,即肯

定刑事违法判断与其他法领域违法判断的差异性,认为整体法秩序内违法的判断应当是相对

的、多元化的。但是,王昭武认为我国学者将违法相对论简单地等同于违法多元论,不仅抹杀

了本来意义上的违法相对论这一学说的存在本身,且将学说对立简单地等同为缓和的违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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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参见(日)木村亀二:《可罰的違法性論と判例》,《法学セミナー》1986年9月第150号,第34页。
参见(日)前田雅英:《刑法総論講義》,东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版,第323-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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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论与违法多元论之间的对立,是罔顾学说分类基础的做法。〔27〕首先,在其理解中,缓和的

违法一元论、违法相对论、违法多元论均主张违法判断的相对性,但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是否明

快、直接地进行相对判断),即违法多元论>违法相对论>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其次,以上各学

说对待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态度有所不同,即除了违法多元论不认可可罚的违法性概念外,其
余两种学说均采用了可罚的违法性理论。

但实际上,不仅是我国刑法学者,绝大多数日本刑法学者也都是在将违法多元论等同于违

法相对论的语境下展开讨论。如曾根威彦曾在文中注明:“违法多元论亦被称之为‘违法相对

性论’,由于违法一元论未必就否定‘违法的相对性’(缓和的违法一元论),本文中将使用‘违法

多元论’的语词。”〔28〕前田雅英在其教科书中指出,“在各法领域中违法性不同的思考方法被

称之为违法多元论或违法相对论”,〔29〕同样是将二者视为同一理论。

关于各学说对违法相对性和法秩序统一的态度,以山口厚为例,其在教科书中仅列举分析

了严格的违法一元论、温和(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及违法多元论三种立场,其中有“贯通各法域

对违法性进行统一的评价在实务上并没有什么重要性”(违法性的统一),“该行为在刑法之外

的法域中被禁止这一点,即便能够奠定在该法域中制裁该行为的基础,在判断刑法上的违法性

阻却的时候,也是没有意义的”等表述,〔30〕但是,其强调的是其他法领域内肯定行为违法的判

断对刑法上肯定该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这一结论并不重要。相对的评价并不意味评价的对

立,不一致的评价结果如果不会在法秩序内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就不会对法秩序的统一性产

生冲击,其本意并不是以违法的相对性来完全否定法秩序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统一。从这点

来看,违法相对论与违法多元论并无性质上的差异。

在王昭武看来,各学说对可罚的违法性态度存在差异,缓和的违法一元论承认可罚的违法

性,采取“一般违法性+可罚的违法性”路径;违法相对论也承认可罚的违法性,但否认一般违

法性的概念;违法多元论则反对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同时否定一般违法性的概念。在其所引用

的原文中,日本学者半田祐司对违法多元论的定义也仅是从否定一般违法性着手,强调刑法独

立的违法性及判断。〔31〕由此可归结出,王昭武所言的违法多元论实则为不承认可罚违法性

的违法相对论,具体结论并未超脱出违法相对论的范围,而其本人所主张的“法秩序统一性视

野下违法判断的相对性”(违法统一性+可罚的违法性)也更接近缓和的违法一元论的路径。

因此,关于为违法判断问题的焦点仍在于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与否定可罚的违法性的违法相对

论这两种判断方法之间,这一点同样能够在中日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观察到。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结果无价值论学者如平野龙一、山口厚等虽不认可基于社会相当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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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31〕

参见王昭武,见前注〔4〕,第173页。
(日)曾根威彦:“違法の統一性と相対性”,载内藤謙、芝原邦爾、西田典之编:《刑事法学の課題と

展望———香川達夫博士古稀祝賀》,成文堂1996年版,第123页,注释(2)。
前田雅英,见前注〔26〕,第87页。
参见(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2版),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页。
参见(日)半田祐司:“違法の統一性と違法多元論について”,《三原憲三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成

文堂2002年版,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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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相对论的可罚的违法性理论,认为在刑法违法判断中提出“行为虽然违法,但是不具有可

罚的违法性”,这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但仍就藤木英雄提倡的违法相对论中依照刑法目的

直接进行实质判断的内涵予以肯定。〔32〕这主要是因为可罚的违法性这一概念并不能直接提

供刑法上可罚与不可罚的判断标准,既然如此,不如直接从刑法自身挖掘刑事违法的标准,进
行实质的、综合的判断。如下图所示,佐伯千仞构建的是以违法的一元论为前提的可罚的违法

性论,而藤木英雄构建的则是以违法相对论为前提的可罚的违法性论,其中借助社会相当性来

判断行为是否可罚。

理 论 代表学者
可罚的违

法性概念
判断路径

严格的

违法一元论
木村龟二 不认可 其他法领域违法的行为在刑法上都是违法的

缓和的

违法一元论

宫本英修

佐伯千仞
认可

1.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可罚的违法性)—有责性

2.正当化事由—减轻事由(针对“量”之轻微型)

—可罚的违法阻却事由(针对“质”之相异型)

违法相对论① 藤木英雄 认可
(基于社会相当性的可罚的违法性)构成要件

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

违法相对论② 前田雅英 不认可
反对单纯的形式判断

主张违法需实质判断

可以说现在在日本,赞成以违法一元论为基础的可罚的违法性论是多数。〔33〕但是由于当

代刑法学者普遍认可在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中就考虑法益损害的程度,所以抛却了可罚的违

法性概念的违法相对论②似乎是更有资格作为与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一争高下的理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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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参见(日)平野龍一:《刑法総論Ⅱ》,有斐閣1976年版,第218页;山口厚,见前注〔30〕,第174-178页。
参见(日)前田雅英:《可罰的違法性論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版,第340页。
在我国已有不少学者结合本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刑法的违法判断方法进行了研究,虽对法秩序应当

维持何种程度上的统一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总体而言,与日本当前的研究现状有一定相似之处,争议焦点集中于

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与违法相对论之间。这其中,以于改之、王昭武为代表的学者虽然也在其著述持“相对”判断

的观点,但在其立论基础上更多地秉承刑法的从属性大于独立性,并认可可罚的违法性概念,因此在结论上更倾

向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如均认为对于民法、行政法上不予保护的利益,就不能认定侵害该利益的行为具有刑事

违法性,参见于改之:“法域冲突的排除:立场、规则与适用”,《中国法学》2018年第4期,第84-104页;王昭武,
见前注〔4〕,第170-197页。此外,田宏杰虽未参与一元论与相对论的讨论,但其创设的“前置法定性+刑事法

定量”的行政犯定罪模式与缓和的违法一元论有着高度的契合(参见田宏杰,见前注〔8〕,第51-62页)。较为明

确地持违法相对论(不认可可罚违法性概念)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有张明楷、王骏等。参见张明楷:“避免将行政违

法认定为刑事犯罪:理念、方法与路径”,《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第37-54页;王骏,见前注〔4〕,第131-147
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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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违法相对论与缓和的违法一元论

由于严格的违法一元论忽视了各法领域都有其特定的规范目的,并在法律效果上具有差

异性,有学者主张在贯彻违法统一性的同时也要兼顾这种差异性,〔35〕由此缓和的违法一元论

被提出。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之所以被冠以“缓和”二字,是因为其虽秉承了违法判断的统一性,

但也认可不同法领域间的违法有“质”和“量”的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说,缓和的违法一元论本

质上也属于相对判断,亦注重刑法的独立性和法目的的差异性。同样,相对论的支持者也不宜

指责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完全忽视“相对性”。

具体来说,缓和的违法一元论者所说的违法判断的“相对”体现在其认为刑事违法比一般

违法多了“可罚的违法性”,但并未给出可罚的违法性的判断标准与过程,就其整体判断路径来

看,更多地强调刑事违法从属于民事不法。以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基本观点为例,“在法域竞合

的情形下,要认定某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该行为首先应具有一般违法性,民事违法性或者行

政违法性是认定刑事违法性的前提。”〔36〕在其看来违法具有共通性,“一般的违法性”这个上

位概念必不可少。作为刑法评价的对象必须先具有一般的违法性后才能进一步判断是否违反

刑事法。依照该观点,当各法领域目的的特殊性与法秩序的统一性产生矛盾时,目的特殊性必

须让位于法秩序的统一性。而违法相对论者虽然也认为违反任何一法领域的行为同时都会对

全体法秩序产生冲击,但这并不表示必须存在“一般违法性”概念,这是因为,对行为的约束和

制裁最终都是落实在具体的法领域中的,单纯地宣示具备一般违法性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反

而还会使得刑事违法判断的过程复杂化。

通常违法相对论所言“相对”是指,肯定不同法领域之间违法的差异性,进而主张违

法判断应当相对独立地进行;否定不同法领域之间违法的共通性和违法判断结论的必然

关联性。因此,不能简单地以不同法领域之间就同一行为的不同评价结论来断定所使用

的违法判断方法。违法相对论与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判断的结论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基本

是一致的,这一点已是共识。〔37〕对于前述命题Ⅱ、Ⅲ的判断,相对论意在否定不同法领

域之间违法判断的关联性,而并非反对判断的结论。两种学说的共同点在于都认可违法

的相对性,区别仅在于:第一,违法相对论较缓和的违法一元论更为直接、明快地承认违

法的相对性;第二,违法相对论有意识地否定其他法领域违法判断与刑事违法判断之间

的绝对关联性。这体现在既不需要运用一般违法的概念作为判断前提,又不需要运用可

罚的违法性概念来与其他法领域的违法相区别,可以说在判断效率和准确性上要高于缓

和的违法一元论。第三,缓和的违法一元论由于先行判断一般违法,在构成要件符合性

的考察中就纳入了民事价值取向,违法相对论在肯定刑事违法的构成要件符合性阶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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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如佐伯千仞认为,违法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者处于不同的阶段,不同法领域有不同的

目的,所要求的违法性的质和量也有所不同。参见(日)佐伯千仭:《修订刑法讲义》(总论),有斐阁1974年,第

176页。
王昭武,见前注〔4〕,第183页。
参见王昭武,见前注〔4〕,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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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民事不法,而是在违法阻却(减轻)事由中考察民事价值取向并作出衡量。
长久以来,对违法相对论的批判都集中在其排斥法秩序统一,但这一点是站不住脚的。首

先,这种误解主要来源于形式化地理解法秩序的统一,法秩序的统一不等于违法概念的统一,
而应当归于法目的层面的统一,注重刑法的法目的实现的相对论较之于一元论反而能够全面

关照到各法领域目的的统一。其次,相对论意在强调刑法要“相对独立”地进行违法判断,而非

追求“对立”的判断。在澄清违法相对论和缓和的违法一元论的问题焦点的基础上,何种理论

更适合司法实践,这有待于从理念到方法上的重新检视。

四、实践转向:由“刑民区分”走向“刑民竞合”

(一)“刑民区分”的方向性偏差

各法领域都有其相对明确的调整范围,一般情况下案件的定性是较为容易的。但是也要

看到,各法律部门之间虽各有分工,仍不免出现“重合”的地带,由此便会产生具体案件的法律

适用疑难。以刑法适用为例,过去有刑法学者将同时涉及刑事法与民事法、刑事法与行政法规

范的案件称为“刑民交错”“刑行衔接”,并以此为研究对象,试图在刑法与民法、行政法之间画

一条清晰的界限来确定具体事案的法律适用。
但事实上,所谓“刑民交错”“刑行衔接”仅仅是现象,规范的选择适用才是研究的最终目

的。“当两个法律规范相冲突时,并不存在真伪问题,它们只是分别提供了不同的法律理由,我
们所要做的是确定和权衡不同的法律理由,找到实际情况中各种可能方案中最优的一种,即哪

一个更合理的问题。”〔38〕具体而言,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产生冲突,到底是应当遵从其他部

门法的指引还是依照刑法的内部价值和逻辑自行判断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刑民交

错”“刑行衔接”案件的法律适用归根结底还是违法判断的问题。
传统理论之所以提出“刑民之分”,某种程度上是先入为主地认为民事不法与构成犯罪的

刑事违法在性质上全然不同、彼此排斥。因此,只要确定了刑民界限就能在法律适用上各归其

位。但是,这里面往往陷入了一个认识误区,即把“刑民之分”等同于罪与非罪之分。为什么一

个行为是犯罪行为的同时就不能是侵权行为? 既然故意伤害的行为构成犯罪,行为人应当给

予被害人赔偿,那么依据的不是民法上的侵权责任又是什么呢? 另一方面,虽然刑事违法和行

政不法能够重合、衔接的观点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但是不是就意味着二者之间有着“出行

入刑”的必然关联? 是不是只要判定行为具有相应的行政不法,在情节和数量上达到法律规定

的要求,即可用刑法规制而无需另行对其刑事违法的有无进行考察? 此外,“刑民区分”的思考

方式带来的最大问题恐怕还在于极易导致司法实践的僵化思考,案例如下。
[玉石抽奖案]2011年被告人邹某甲等人经事先商量,以塑料、玻璃制品冒充缅甸玉,采用

事先抽掉中奖项目,“摸奖卖玉”的方式,两次共骗得受害人的现金4500元。经法院审理,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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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雷磊:“法律规范冲突的含义、类型与思考方式”,载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七卷,山东人

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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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被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39〕

类似案件,还经常发生在大型商场内部、旅游景区附近,商家通过操纵中奖概率引诱顾客

购买标价虚高、品质低劣的玉石类产品,并声称一经出售概不退换。〔40〕即使在顾客报案后,

也通常会视其为消费纠纷,鲜少做刑事立案处理。类似的还有诱导老年人购入大量对身体无

益的“保健品”的案件。多年来关于刑民区分标准的探讨,不论是学者还是实务人员都对交叉

案件的定性潜意识地采取了“民事排除刑事”思维,案件一旦被定性为消费纠纷就限定在民事

法律的管辖范围内,接受这种结论者不在少数。消费者与商家的纠纷适用《合同法》《消费者保

护法》固然没有问题,但是在本案中商家虚构中奖概率、虚标售价、品质证书造假,诱导顾客,让
其以为自己捡到了大便宜,也就是产生了认识错误,基于这样的认识错误而处分了自己的财产

(付款购买假珠宝),商家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由此可以看出,“民事优先”思维

看似遵守了刑法谦抑性原则,实则却是不当地限缩了刑法的规制范围。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将

刑事关系、民商事关系一并考虑,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民事不法并不排斥刑事违法,也不必然

构成刑事违法,同时具有民事不法和刑事违法的行为需受到民商事法律和刑法的共同规制。

随着“刑民交错”“刑行衔接”现象愈加复杂化,虽有诸多区分标准被提出,但仍然缺乏能够

一以贯之的有效判断方法,因此现阶段清晰地划定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界限无疑是过于

理想化的。但如果转变观念就会发现,刑民之分并非如同预设的那么重要,法律责任的竞合完

全存在可能性和相当的合理性。当然,并不能因此否认“刑民之分”研究的价值,先前的研究对

刑民、刑行关系的全方位观察仍旧为这一课题的拓展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空间。

回归法教义学视角,法律规范的适用是择一还是并用是以不违背法秩序统一为前提进行

考量的,只要明确法秩序统一的底线是违法判断的不对立而非完全一致这一点,行为什么时候

进入刑法评价的视野,罪与非罪的界限如何明确化、清晰化等问题就可以在刑法范围内独立地

展开。以此观之,恐怕“彻底划清刑法与民法乃至行政法的界限”本就不应当是努力的方向。

(二)刑事违法与民事有效性判断相分离

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中,违法判断的立场更直观地演变为另一个问题:对于此类案件的法律

适用,刑法、民法、行政法的适用有无位阶性? 如果认为有位阶性,刑法是否需要遵从其他法领

域违法的判断? 一定程度上,缓和的违法一元论能够充分反映传统的分析路径,即以民事不法

为认定刑事违法性的前提,倾向于刑事违法判断从属于民事不法的判断。违法相对论虽然也

会考虑行为在民法上的评价,但由于其并不认可民事关系和刑事违法之间的绝对关联性,因此

更倾向于相对独立地进行刑事违法判断,法秩序的统一性体现在对违法判断过程合理性反向

检验的工具上。通过不同视角分析[帅英骗保案],对违法判断方法的实践立场可窥见一二。
[帅英骗保案]1998年、2000年帅英两次为母亲投保“康宁终身保险”,保险合同约定“凡

7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者均可作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身故后,保险公司将赔付基本保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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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浙江省绍兴县人民法院(2012)绍刑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
由亚男:“万金之躯‘抽奖玉’实为卑微之身”,载《济南日报》2017年2月28日,第A06版;韩雯雯:

“商场抽奖暗藏玄机标价千元珠宝吊坠仅值几十元”,载《承德晚报》2017年3月1日,第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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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的保险金。但1998年帅英母亲实际年龄已达77岁,并不符合投保要求。2003年其母身故

后,帅英获得27万保险金。此后,渠县分公司根据举报进行理赔调查,发现其母的户口早在在

投保前就已经从1921年1月7日修改成了1944年11月7日(改小了23岁),并曾在体检时

找他人代为体检。〔41〕

本案焦点集中在对帅英行为的定性上,检方认为帅英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符

合《刑法》第198条第1款的规定,〔42〕因此以保险诈骗罪对帅英提起公诉。而帅英的辩护律

师则认为,第一,根据《保险法》第12条和第54条第1款规定,〔43〕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为人

的寿命和身体,也就是人的生存状况和健康状况,帅英虽伪造年龄,但年龄并非保险标的;第

二,保险法对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设置有两年的除斥期间,若超出两年的,保

险公司不可单方解除合同且该保险合同继续生效,因此主张该案仅适用保险法,帅英无罪。

针对帅英骗保案,以于改之、王昭武、邓子滨、李兰英等为代表的学者及多数实务人员首先

从保险合同的效力认定着手,〔44〕认为既然《保险法》规定了不可抗辩条款,那么在符合该条件

的情况下,合同必然有效,有效的合同受到民事法律的保护,此逻辑下:有效=合法。回归到刑

事违法判断,根据命题Ⅰ,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在其他法领域被认定为合法,就不构成犯罪。

在本案中,如果采取传统观点,认为保险法肯定了虚构年龄投保行为经过两年期间就是合

法的,也即允许虚构年龄投保(仅是附加了时间条件而已),那么这就会与刑法禁止虚构标的的

禁令相违背。这样看来似乎可以认为,民法与刑法之间针对经过两年以上的虚构年龄投保行

为的评价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实际上,出于维持法秩序动态的平衡的考虑,对该行为不

能只单纯考察保险法设置该条款的目的,更要对比,此种目的是否与刑法设置保险诈骗罪的目

的相冲突。

在违法相对论看来,此时保险法与刑法的目的并不冲突,并且在违法判断上,刑法和民法

也不存在着冲突。首先,旧《保险法》第54条的法律效果是保险人不得单方撤销保险合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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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44〕

参见何海宁:“难倒法官的骗保案”,载《南方周末》2005年4月14日,第A6版。
《刑法》第198条第1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
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①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②投保人、被保险

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③投保人、被保险人或

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④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

保险金的;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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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保险法》第12条: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旧

《保险法》第54条第1款: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年龄限制的,
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并在扣除手续费后,向投保人退还保险费,但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逾2年的除外。

参见于改之、吴玉萍:“刑、民冲突时的法律适用———以帅英骗保案为中心”,《法律适用》2005年第

10期,第63页;王昭武,见前注〔4〕,第184页;邓子滨:《斑马线上的中国》,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60页;李
兰英:“契约精神与民刑冲突的法律适用———兼评<保险法>第54条与刑法第198条规定之冲突”,《政法论坛》

2006年第6期,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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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其他问题该保险合同是有效的。该条的设置意在防止保险人滥用其优势地位,均衡其与投

保人之间的利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保险法就此追认了该虚构年龄投保的行为是合法的行

为。其次,民事合同有效并不代表虚构年龄投保的行为在民法上就是合法的,更不代表该行为

在全体法秩序内都是被允许的。这是因为,合同长时间处于效力待定状态不利于民事活动的

进行,因此需要尽可能地促使合同成立、有效。最后,关于保险诈骗罪的目的,张明楷认为,“刑
法设立第198条是为了保护保险人的利益,当然要防止投保人滥用保险法第54条骗取保险人

财产;当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时,即使保险合同依然有效,也不影响其行为构

成保险诈骗罪。”〔45〕从其主张来看,强调针对不同法律关系,应当依据民商事法律与刑法各自

的性质与目的进行解释,即是典型的相对性思维的体现。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因行为构成刑事犯罪而判定合同无效,或者

在认定合同有效后因此判决不构成刑事犯罪的做法。但是,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对一系列涉

及犯罪的合同纠纷处理结论却显示出相反的论调。〔46〕根据合同有效否定构成犯罪的观点极

易为缓和的违法一元论者所采用,这看似是维护了法秩序的统一,保持了评价上的一致,但实

际上忽视了民法和刑法各自法目的的差异性。就合同缔结而言,双方意思自治下利益的最大

化是通过有效合同的履行来实现的,维护社会秩序并不是其主要目的,并不能因其中一方违反

管理性强制规定就宣布合同无效,因为这样一来反而有可能让相对人承担了不利的后果。《民
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对《合同法》第52条第5款作了细化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因此,法
官在判定合同是否有效时,需要着重考察的是,何种强制规定是效力性强制规定,而不是合同

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例如,某甲与多人缔结了高息借款合同,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某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的同时,法院判定借款合同有效,仍需履行。从相对论立场来看,这是顺理成章的,这是因为

其并不以行为在民法上的评价作为刑事违法判断的前提。某甲的行为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的构成要件,而合同有效并不意味着金融秩序没有受到侵害,也不代表着该行为获得正当性

而能够阻却违法。同样,刑法中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作为管理性强制规定也并不对

合同效力的认定产生约束力。可以说在类似的案件中,即使考虑相关的民事关系,也并未对行

为构成犯罪的结论产生任何影响。
总体而言,民法并不十分关注行为是否违法,甚至侵权责任也没有一概以“违法”为要件。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民事行为的“有效性”与一般意义上行为的合法性的区别解读,同样体现

了违法相对论与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对其他法领域的观察视角的不同。
(三)违法判断的相对性符合刑法谦抑理念

从违法相对论的结论来看,其他法领域禁止的行为不一定是刑法上的犯罪行为,而其他法领

域许可的行为也有可能是刑法上的犯罪行为,前者能够较为直观地体现谦抑理念,而后者则常常

被指责为“不谦抑”。但是,这种结果上的“不谦抑”不能够说明在判断思路上的不谦抑。由于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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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楷:“实体上的刑民关系”,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5月17日,第B01版。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11期,第45-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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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目的为法益保护,那么就应当以有效的法益保护为出发点,以合理限缩刑罚为路径,方才能

实现刑法效益最大化。在此过程中,法官的评价对象为刑罚适用的必要性和相当性。谦抑性在

刑法解释中的运用体现为,结合法益的重要性及自我保护可能性具体地、个别地衡量对一定行为

施以必要、相当刑罚的思考方式。因此,如果能够充分论证法益保护的必要性就可以肯定刑罚必

要性的存在,即使所得结论不利于被告人,也不能认为整体的判断过程不谦抑。

2013年底通过的《公司法》第三次修正案确立了公司认缴制度,即公司的登记制度由注册

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同时针对公司设立还取消了最低资本注册制度和验资程序,
由此引发了是否要对刑法中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罪、抽逃出资罪去罪化的争论。有学者

明确提出,“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抽逃出资罪的保护法益落空,刑法必须紧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

公司法的新规定,尽快将该两罪修正废除。”〔47〕同时,实务部门对相关案件的处理也大相径

庭,如下两个案例,既有法院因法律修改准予检察院撤回起诉的,也有法院以相关罪名定罪的。
[冉某抽逃出资案]栾城县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7月17日以被告人冉某某犯抽逃出资罪

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栾城区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3月2日以法律修改为由作出撤回起

诉决定书,之后栾城区人民法院准予撤回起诉。〔48〕

[肖某虚报注册资本案]2012年11月,作为丹阳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的肖某为显示丹阳公

司实力,决定采用虚假手段对公司进行增资(原注册资本600万)。肖某委托他人负责代办验资、
变更登记等所有手续,后通过操作,将1412万元转入肖某等人招商银行账户,并以增资款的名义

转入丹阳公司增资验资账户。在成都市新津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丹阳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600万元变更为2012万元的同日,该1412万元增资款经丹阳公司基本账户转出。〔49〕

在公司法修改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于2014年4月24日通过了《关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158条、第159条的解释》,将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三罪的

适用对象限定为依法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的公司。这看似最终由立法解释为该争议划上

了句号,但能否据此肯定,这样的去罪化彰显了刑法的谦抑性,恐怕还存在巨大的疑问。
以卢建平为代表的废除修改论秉持了缓和的违法一元论立场,认为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

资入罪的时代条件、价值条件和法益保护条件均发生了变化,虚假出资行为缺乏入罪的条件,
只有予以非犯罪化才能够符合刑法谦抑理念。刑法相关规定已经与新公司法和公司资本制度

的改革形势不相适应,也到了必须修改的地步。〔50〕按照该观点,认缴登记制度取消了验资的

特定程序,工商登记机关也无义务去核查,因此,肖某的虚假增资行为最多只需要承担《公司法

司法解释三》规定的相关民事义务及责任,而无刑法规制的必要。
但是,在违法相对论的立场来看,从实质解释论的角度对刑法进行新的解读,当前还不宜

将这三罪予以废除。理由在于,刑法设立相应罪名所依据的并非是民事法律,而是有其规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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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荣功:“经济自由与刑法理性:经济刑法的范围界定”,《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

3期,第49页。
参见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2013)栾刑初字第95号刑事裁定书。
参见成都市新津县人民法院(2014)新津刑初字第61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卢建平:“公司注册门槛降低对刑法的挑战———兼论市场经济格局中的刑法谦抑”,《法治研

究》2014年第1期,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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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目的存在,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的法益仍具有需保护性,相应的违法行为

也自然具有刑事处罚的必要性。这是因为,此三罪的核心法益为公司资本制度,那么对资本制

度的三项原则(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的违反则就有可能侵害法益。第一,认缴制度

下资本确定原则仍然存在,资本认缴制和实缴制两种模式在股东的出资义务上不存在根本对

立,“无论资本的认缴还是实缴,都不会改变股东出资义务的存在。”〔51〕认缴制下虽不要求股

东立即给付资产,但其相应的出资额是确定的,且应对缴纳出资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第二,
根据《公司法》第3条规定,股东以认缴的出资或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责任,那么依然存在资

本确立原则,认缴制度下股东也仍然有资本充实和资本维持的义务。此外,对于债权人而言,
实缴资本的有无和多少不仅是衡量对方公司经营规模和公司诚信度的标准,还是规避风险的

重要考虑因素,〔52〕这不仅是商法构建资本制度所考量的重要因素,同样也作为资本三罪的法

益而为刑法所保护。
在[肖某虚报注册资本案]中,无论民事法律是否修改,肖某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即是违反

了法定的出资义务,其以此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完全符合虚报注册资本罪的

构成要件。从实质解释的立场出发,肖某既然已经将增资款打入公司账户,那么该笔资金即属

于公司财产,将数额巨大的资产转出则已经违背了资本确定和资本维持原则,民事法律的修改

也不能阻却刑事违法。与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罪所不同的是,由于抽逃出资的行为只可

能发生在股东出资之后,所以抽逃出资罪只能以实缴制为前提,[冉某抽逃出资案]以法律变更

为由准许撤诉也就是合理的。
当立法解释“一刀切”地规定三罪只能适用于实缴登记制的公司时,此种做法无疑忽略了,

刑法的违法判断需要相对独立于民商事法律。违法相对论的出发点是刑法对公司资本信息公

示制度这一法益保护的必要性,认缴制并非可以不缴纳注册资本,而是不需要一次性缴全认定

的注册资本,一旦到期未缴纳就涉及到“虚报”,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就有被侵害的危险,此时刑

法的适用有其必要性,相对判断的结果也符合刑法的谦抑性。
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以刑法的补充性、二次规范性为理论基础,看似在思维和结论上符合刑

法谦抑性,实则极易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法益保护原则,不仅可能导致不当地限缩处罚范围,还
有可能因前刑法判断导致刑事违法的判断过程趋于复杂或者判断准确性下降。“无论是反复

强调‘刑法的补充性’原则,还是只在民法、行政法不足以保护法益的场合才适用刑法的原则,
都不过是将保护民众安全推卸给其他法领域来管辖而已,实际上是拒绝配合寻求保护的民

众。”〔53〕如果不能就不适用刑罚的合理性、正当性予以说明,刑法的不适用就并非真正的谦

抑。违法相对论在说理上的优越性以及更缜密的逻辑链条则能够有效避免上述的质疑。在部

分案件中违法相对论的运用有可能扩张犯罪的成立范围,但这不仅没有违背谦抑性,反而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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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资本制度变革下的资本法律责任———公司法修改的理性解读”,《法学研究》2014年第5
期,第21页。

参见李军:“认缴制下对‘资本三罪’的修订或重新解读———‘废用论’外的另一条可行路径”,《政治

与法律》2015年第9期,第55页。
(日)井田良:“社会の変化と刑法”,载三井誠等编:《鈴木茂嗣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成文堂2007

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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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有效法益保护”的刑法谦抑理念相契合。

五、结 论

综合本文的分析、论证,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违法相对论以刑法的独立性为立足点,更符合刑法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定位。
刑法的独立性决定了刑法自身的目的是对行为评价的根本出发点,刑法既不是其他部门

法的补充法,也非单纯为保障其他部门法而存在。这就要求刑事违法的判断必须以刑法自身

为核心,相对地独立于其他部门法的违法判断。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以民事不法、行政不法为刑

事违法判断的前提及决定性依据,在判断方法上总体坚持了“从属性>独立性”,这既忽略了刑

法目的实现,也不符合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独立定位。

2.法秩序统一的内涵不是“违法”概念的统一,而是法目的之间的统一。
关于违法判断方法的争论主要体现在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与违法相对论之间,分歧主要在

于对法秩序统一的认识不同。在缓和的违法一元论看来,法秩序的统一是前提,法秩序的统一

必然体现为“违法”概念的统一,但实际上,这种从形式上对法秩序统一的解释,其意义更多地

是约束立法者之行为。在违法相对论看来法秩序的统一是法律解释的目的而非前提,应当肯

定“违法”概念在不同法领域存在差异,尽量通过解释消除矛盾,而非否认矛盾。由于违法不是

对规范的违反而是对规范目的的违反,所以各法领域中的违法判断均需要结合本法领域的目

的分别进行判断。因此,违法相对论从法目的的统一来理解法秩序的统一,不仅符合立法现

实,更能够在解释论层面上充分发挥刑法的功能。

3.“刑民交错”“刑行衔接”案件中法律适用应当抛弃“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转用法律竞

合和法律冲突的思维。
关于“刑民交错”“刑行衔接”案件的法律适用,传统分析路径过度关注于刑事违法与民事

不法、行政不法的界分标准,但实际上,此三者之间并非互相排斥之关系。当一行为受多个部

门法规制时,各部门法的评价结果并不违反法秩序的统一,可以同时适用多个部门法,并且在

不违反“一事不二罚”原则的前提下,行为人也应承担多重法律责任;当各部门法评价结果可能

产生冲突时,有必要通过对法目的之间的利益衡量进行法律选择。

4.违法相对论在判断效率和准确性上要高于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且符合谦抑性理念。
相较于缓和的违法一元论,摒弃了“一般违法性”和“可罚的违法性”概念的违法相对论在

判断路径上更为简明,其主张,①民事法律、行政法律法规对同类型行为的规制不是阻止刑法

介入社会生活的理由,民事不法、行政不法也并非刑事违法判断的前提;②民事不法、行政不法

并不能为刑事违法的判断提供明确、充足的标准;③民事、行政行为的有效性与刑事违法的认

定无必然的关联性。在判断过程中,违法相对论并非全然不顾及行为在其他部门法上的评价,
而是在综合考虑民法、行政法的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处罚的必要性和相当性做出判断。即使

违法相对论的结论可能扩大处罚范围,也仍符合刑法谦抑理念所倡导的对法益的有效保护。
从“诸法合体”“法律分野”到“法律融合”时代的更迭,对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不宜延

续过去要么完全混合或要么彻底分立的路径,对“刑民交错”“刑行衔接”的讨论也应适时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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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着力于不同法领域之间违法判断关系的考察。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刑法作为部门法

既具有独立性,也在法目的上有别于民法、行政法,刑法自身的目的实现是刑事违法判断的核

心。另一方面,法秩序运行过程中的一致性不容忽视,无论是刑法理论研究者还是刑事司法实

务人员的主要工作都是尽可能地明确行为类型的法律适用,并兼顾现有法律体系的稳定性、有
序性,排除法秩序所不能够容忍的矛盾。有着合理立论支撑的违法相对论能够较好地均衡刑

法目的实现与法秩序统一这两点,是值得提倡的。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突破的课题是,如
何将违法相对论与犯罪构成理论结合起来,使得具有指引意义的理论转化为可指导实践具体

操作的方法。

Abstract:Inthecontextof“legalfusion”,itislikelytoappearthatseverallegalfieldsadjustandreg-
ulateoneactsimultaneously.Undercertainconditions,“harmonyindiversity”shouldbeallowedinthe

judgmentoftheillegality.Thetheoreticalbasisoftherelativejudgmentoftheillegalityconsistsin:is

groundedinthatthecriminallawisrelativelyindependent,whichisandnotsubjecttothecivillaworthe
administrativelaw.Therefore,thejudgmentofcivilillegalityandadministrativeillegalityiscertainlynot
thepremiseofthejudgmentofcriminalillegality.Theunityoflegalorderisnottheunityoftheformsa-
mongtheconceptsofillegality,buttheunityofthepurposesofeachlegalfield.Theapplicationoflawin-
volvedinthecase,whichcontains“theintersectionofcriminallawandcivillaw”or“theconnectionof
criminallawandadministrativelaw”,shouldabandonthe“oneortheother”dichotomousthinkingmeth-
odandadoptthethoughtoflegalconcurrenceandlegalconflict.Therealizationofthecriminallaw̓sown

purposesshouldbegivenprecedenceinthejudgmentofthecriminalillegality.Theprovisionsofother
branchesoflawcouldbethereference,ratherthanthegrounds,andthevalidityofanact(underother
branchesoflaw)couldn̓tdenyitscriminalillegality.Comparedwiththemoderatemonismoftheillegali-
ty,therelativeillegalitytheorycannotonlycombinetherealizationofthecriminallaw̓spurposeswith
theunityoflegalorder,butalsoaswellasaccordswiththemodestyandrestraintprincipleofcriminal
law.Inaddition,itismoredistinctandmoreefficientintermsofthejudgmentalprocess.

KeyWords:RelativeIndependence;UnityofLegalOrder;RelativeIllegalityTheory;ModerateMon-
ismoftheIlleg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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