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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從我們歷史上看刑罰的演進至新時代狹義數罪併罰，所有相關之探討，

無非想以較為完整的方式體現狹義數罪併罰之制度上的意義。並希望藉

由此一連貫性的探討，展望新時代狹義數罪併罰的運行更為符合「罪刑

相當原則」，更希望能獲得刑罰制度在新時代意義下，俱開河承流之啟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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