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美国 高法院判例法下的恣意性和死刑 

简介 

I. 主题和案件背景 

A. 恣意性和美国联邦 高法院 

摒除司法判决中的恣意性（或者至少摒除其表象）是任何司法制度的一个基

本目标，而且触及是什么决定了个案判决是“公平正义”的这一问题的核心。然

而，究竟是什么将恣意的判决和公平的判决区分开来，这是个相当有争议的问题，

尤其是在关乎生死的问题上。和中国一样，美国也不得不应对一个问题，即案情

相仿的类似案件不见得总是能得到相同的量刑结果。 

这个问题的争议在四十年前的死刑案件中高涨至顶峰。当时美国联邦 高法

院面临的情况是，在美国死刑制度下，境遇类似、可以被判处死刑的被告，如波

特法官（Potter）所言，获刑的规律性堪比被雷击中。1 当时，其中一个主要的

担忧是，量刑决定不够合理；取决于陪审团的一时兴起，而陪审团在作出量刑决

定时有权行使的自由裁量权几乎毫无标准可言。学术研究和当时媒体报道似乎认

为，比起可能存在的恣意量刑，更让人不安的是，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如同幽灵一

般，会引发基于种族或者社会经济因素的制度性偏见。 

本章和本书中所讨论的案例主要将详细介绍 高法院为解决死刑判决恣意

性这个问题持续不断作出的各种尝试。2 我们将看到，迄今为止，针对这一难题，

尚无一劳永逸的灵丹妙药。美国联邦 高法院提出的方案是要求各州加强构建复

杂的程序标准，3 并且作出调整，但同时允许各州自行设计和创立大相径庭的制

                                                 

1  弗尔曼诉佐治亚州（Furman v. Georgia），408 U.S. 238 (1972) （简称弗尔曼案）（斯图尔特

大法官（Stewart），附议意见）。附议意见（concurring opinion）指法官基于不同的理由对判决结

论表示赞同的意见。 

2  本书中所用的“死刑判决”一般指量刑决定。在美国，量刑决定有别于罪与非罪的认定。关

于罪和刑的“两段式”认定将在第二章中论述。美国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由法官而非陪审团作出量

刑决定。当被告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时，这种案件属于重要的例外。在很多实行死刑的州，由陪审

团而非法官先作出罪与非罪的认定，然后通过一个不同的程序作出重要的量刑决定。本章中对死

刑判决恣意性的分析主要针对的是量刑决定。 

3  美国多数刑事案件和多数死刑案件由州法院根据本州法律进行审理，而非由联邦法院进行审

理。因此，要影响全国的死刑程序，美国联邦 高法院必须制定为各州所遵循的法律规定，但是

每个州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付诸实施。见 www.uscourts.gov/EducationalResources/FederalCourtBasic
s/CourtStructure/ComparingFederalAndStateCourts.aspx 。另见韦恩·R·拉费弗等人著，《刑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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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体系，只要这些制度符合宪法的 低标准即可。由于 高法院试图平衡被告、

检察机关、州政府和被害人家庭间相互矛盾的利益和不同的正义观，这个 低标

准随时间推移被逐步提高。随着判例法的发展，对非法恣意案件构成要件的整体

理解也在不断发展。 

本章将考查各州早期为消除死刑的恣意适用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强制规

定任何被认定犯一级谋杀罪的被告必须被判处死刑。 终，联邦 高法院判定尽

管这个办法从某种角度看貌似公平，而且可能确实能够消除某些类型的恣意性

（尤其是事实类型相似的案件之间所存在的恣意性），在实践中，这是一个相当

粗糙，甚至残酷的机制，过分牺牲美国刑事司法体系固有的其他诸多价值：即对

个体和对个案具体情况的考量。 

B. 伍德森（Woodson）案背景；1972 年弗尔曼（Furman）案的判决结论是因

为处境相似的被告受到的刑罚并不相同，所以两个州的死刑程序具有过度

恣意性，未能满足宪法第八修正案对 “残酷和不寻常的处罚” 的禁止性

规定。 

1. 鉴于很多州颁布了类似的死刑程序法，许多人认为弗尔曼案的判决结果导致

死刑在美国彻底被废除了。 

伍德森（Woodson）案4 是 高法院在 1976 年 7 月 2 日作出判决的五个死刑

案件之一，另外四个案件也相当有名。5 通过这五个案件， 高法院审查了五

个特定的州的立法机关就弗尔曼诉佐治亚（Furman v. Georgia）案判决通过的立

法。弗尔曼诉佐治亚案的判决发布于 1972 年。在这个案件中，美国 高法院的

                                                 

讼法》，2000 年第三版第 3 至第 4 页。Wayne R. LaFave, et al., Criminal Procedure 3-4 (3d ed.
 2000)。 

4  伍德森诉北卡罗来纳州（Woodson v. North Carolina），428 U.S. 280 (1976) （简称伍德森案）。 

5  这五个案件——格雷格诉佐治亚州（Gregg v. Georgia）， 428 U.S. 153 (1976)； 普罗菲特

诉佛罗里达州（Proffitt v. Florida）， 428 U.S. 242 (1976)；朱瑞克诉德克萨斯州（Jurek v. Te-
xas），428 U.S. 262 (1976)；罗伯斯诉路易斯安那州（Roberts v. Louisiana）， 428 U.S. 325 (1
976) ——有时候被称为格雷格（Gregg）系列案件。这些案件均涉及已被判处死刑的被告在上诉

中对本州死刑法律的合宪性提出质疑。五个案件的律师隶属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
法律辩护基金，他们相互协调完成一审和上诉审，在 1976 年几乎同一时间对案件进行答辩并得

到判决。而后，美国联邦 高法院对这些案件同时签发调卷令，在相同时间就相同问题实施审查。

当时这些州实行不同的死刑制度，因此每个案件就死刑量刑决定提出的合宪性问题稍有不同。我

们选择伍德森案进行详细介绍，因为针对联邦 高法院所分析的三类涉及死刑案件恣意性和自由

裁量权的问题，该案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我们的分析集中于伍德森案，因此我们会用 “伍德森

系列案件”、“死刑系列案件”或者“1976 年死刑系列案件”指代这五个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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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多数意见（plurality opinion）认为，6 至少有两个州的死刑制度是违宪的，

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对“残酷和不寻常的处罚”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的禁止性规定。尽管严格说来弗尔曼案只涉及涉案的两个州的死刑

制度，但是这个判决普遍被认为在全美国范围内废除了死刑，撤销了大约六百

个死刑判决，因为其他州所适用的死刑程序和被 高法院否定的死刑程序并无

明显差别。7 

高法院在弗尔曼案中的判决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对死刑制度的批评，

即死刑制度充斥着过度的恣意性。这种主张针对的是整个制度：上诉人并未声称

在任何具体案件中必然存在违反正当程序的做法，而是认为根据第八修正案，处

境相似的被告并未受到相同的刑罚，这属于残酷和不寻常的处罚——的确，所判

刑罚从有期徒刑到死刑不等，差别悬殊且时常发生。 

2. 三分之二的州，并没有废除死刑，而是尝试遵循弗尔曼案的要求，通过新法

律强制判处处境类似的被告死刑以消除恣意性，从而消除自由裁量权的一切

回旋余地。 

伍德森案所审查的法条及其配套案例体现了各州力求使死刑制度与弗尔曼

案限制恣意性的要求保持一致的首次尝试，预示了现代美国死刑制度法理理论

在各种喧嚣声中的诞生。各州、各法院和美国公众纷纷试图理解弗尔曼案。一

些旁观者认为，弗尔曼案之后，多数州将宁愿索性废除死刑，而非迎难而上通

过新法律并在日后不可避免的诉讼中捍卫新法律。8 然而，在之后不到两年的

时间里，三分之二的州通过立法颁布了它们认为符合弗尔曼案指示的死刑案件

程序规则以限制恣意性。9 

导致各州死刑法规立法复杂化的是，恣意性存在于刑事司法各个阶段，而且

恣意性的各个根源具有迥然不同的性质。检察官、法官、陪审团，甚至州长在死

                                                 

6  译者注：相对多数意见（plurality opinion）不同于多数意见（majority opinion），指未达半数、

但是得到多个法官支持的意见。通常出现在上诉法庭的判决中。 

7  数据来源http://www.deathpenaltyinfo.org/sentencing-life-americans-embrace-alternatives-death-pe
nalty#fn30 。 

8  因为被告可以在上诉程序就定罪或量刑所依据的法律的合宪性提出疑问（可以是程序性或实

体性），不限于所定罪名或是量刑本身，美国各州通过的新的刑事程序法常常会引起各类复杂的

上诉和复杂的宪法诉讼。 

9  约翰·H·布鲁姆和乔丹·M·斯迪克著，《死刑故事》，路透社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0 页至

第 131 页脚注 6—8。Death Penalty Stories (John H. Blume and Jordan M. Steiker, eds., Reute-
rs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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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量刑决定中均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如果在案件中有选择性地适用，

这意味着总的后果是出现一套同案不同判的制度。律师和立法者都面临相同的难

题，即弗尔曼案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些主体的自由裁量权需要被削减到什么程度。 

在美国 高法院作出弗尔曼案判决之后，北卡罗来纳州及其他十八个州修

改法律，要求被判特定罪名的被告必须被判处死刑，使得陪审团不再对应判处被

告死刑还是其他刑罚这一问题享有决定权。10 这些州的理由是，对弗尔曼案的

判决结果 保险的解读是，假设一旦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机会，那就多少存在

恣意性风险，因此必须彻底消除这种可能性：有关这种立法尝试的相关讨论，下

文中的伍德森（Woodson）案很具有代表性。 

有关弗尔曼案的准确含义，普遍存在着深深的困惑。北卡罗来纳州的立法经

验是对这种困惑的具体写照。弗尔曼案判决一年后，北卡罗来纳州 高法院就当

地一个死刑案件——沃尔德（Waddell）案作出判决，11 认定北卡罗来纳州之前

的死刑法律违宪，因为“死刑案件中若存在自由裁量权，将违反联邦 高法院弗

尔曼案判决。”12 北卡罗来纳州 高法院由此通过沃尔德案修改了本州的死刑法

律，转而要求对一级谋杀罪均适用死刑。13 按照北卡罗来纳州 高法院在沃尔

德案件中的判决，北卡罗来纳州议会通过一项新的法律，明确规定被认定为犯有

一级谋杀罪的罪犯必须被判处死刑，“使得刑罚与现行判例法相符。”14 即便如

此，北卡罗来纳州检察总长亲口承认，这并不是一项“理想”的制度；倒不如

说，这是他们所认为的，从合宪角度来看 “保险”而且 有可能经受住联邦

高法院根据弗尔曼案判例法所进行的审查，因为这项法律尽可能地消除了制度

中的自由裁量权。15 

3. 然而伍德森系列案件判定，对处境相似的被告一律适用死刑的做法也同样违

反了宪法。 

                                                 

10  见前注，第 131 页脚注 8。 

11 （北卡罗来纳）州诉沃尔德（State v. Waddell），282 N.C. 431 (1973)。 

12 《死刑故事》第 161 页。 

13  北卡罗来纳州 高法院判定，允许陪审团在被告被认定犯有一级谋杀罪之后判处被告死刑以

外刑罚的条款违宪。北卡 高法院将此条款与整部法律分割开来，并且保持了该部法律其余部分

的完整性。 

14  《死刑故事》第 161 页。 

15  伍德森诉北卡罗来纳州（Woodson v. North Carolina），口头辩论，见 http://www.oyez.org/ca
ses/1970-1979/1975/1975_75_54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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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美国 高法院在伍德森案中判定，要求对被判一级谋杀罪的罪

犯均强制适用死刑的制度实质上也违反了宪法。该州的立法机关针对弗尔曼案

所作出的一刀切的做法过于粗糙，而且带有极度危险性，完全排斥对个体情况进

行周密详尽的考虑。 

就学习研究美国死刑制度而言，伍德森案是一个理想的出发点：多年来，

关于什么样的死刑制度能 有效地限制恣意性，以及制度中或具体个案中的自

由裁量权在何时上升到了违宪的程度，讨论从未间断，但是少有解决的方案。

在下面案例中，我们将看到法官和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仍有很大分歧。然而，就

什么类型的制度不会获得 高法院认可还是有一定共识的，这或许是理解认识

这个问题的 佳突破口；事实上 高法院看似已经这么做了：选择以否定的形

式，通过认定什么样的制度和程序是违宪的、需要被取消的，来构建现代美国

的死刑制度法理理论。 

C. 相关法律 

1. 美国联邦宪法第八修正案：不得要求过重的保释金，不得处以过高的罚款，

不得课以残酷和不寻常的处罚。 

2. 北卡罗来纳州一级谋杀罪法条——重罪谋杀罪条款和死刑条款，弗尔曼案之

后伍德森案之前（1974 年至 1976 年） 《北卡罗来纳州综合法典》第 14-17
节。 

第 14-17 节。一级、二级谋杀罪的定义：在实施或者准备实施纵火、强

奸或其他性侵犯罪、抢劫、绑架、入室盗窃过程中发生的谋杀，以及在

使用致命武器实施或者准备实施其他重罪的过程中发生的谋杀应被视

为一级谋杀 …… 应当判处死刑。 

3. 北卡罗来纳州关于重罪谋杀罪中共谋犯罪的普通法法律 

“在抢劫或入室盗窃的预谋形成之后，参与该共谋的任何一人在准备实

施该犯罪预谋的过程中实施了谋杀，则每一个共谋罪参与者均触犯一级

谋杀罪。” （北卡罗来纳）州诉福克斯 （State v. Fox）， 277 N.C. 1, 17 
(1970)。 

 

D. 关键利害问题 

对被判处一级谋杀罪的被告强制适用死刑是否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八修正

案？换言之，是否可以留出这样一种可能性，亦即由于采取个体情况具体分析，

犯有类似罪行的被告可能不会被判处相同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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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案件和分析 

伍德森诉北卡罗来纳州 （Woodson v. North Carolina），428 U.S. 280 (1976)（简

称伍德森（Woodson）案） 

A. 案件事实 

1974 年 6 月 3 日，案件发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事发之前，被告人詹姆

斯·伍德森（James Woodson）曾与其他三名男子商量抢劫当地一家便利店。案

发当晚 9点 30分，伍德森正在喝酒，另外两名同案犯卢比·瓦斯顿（Luby Waxton）
和莱昂纳多·塔科尔（Leonard Tucker）来到他所住的房车，殴打他并威胁道，

如果伍德森不参加当晚的抢劫，就要杀害他。 

随后，伍德森、瓦斯顿和塔科尔三人驱车来到瓦斯顿的房车，并在那里与强

尼·李·开罗（Johnnie Lee Carroll）会合。瓦斯顿随身携带一把手枪，塔科尔交

给伍德森一把来复枪，四人开车前往一家便利店。塔科尔和瓦斯顿进入店内，开

罗和伍德森在车里望风。 

在店里，瓦斯顿佯装买烟，当售货员把香烟递给他时，瓦斯顿近距离向其开

枪，随后从收银机里取出现钞，交给塔科尔。塔科尔向外冲去，与一名刚刚进来

的顾客擦身而过。塔科尔听见另外一声枪响，随后便看见瓦斯顿手持一卷钞票从

店里出来。四人同车离开。事后发现，售货员死亡，顾客受重伤。几日后，四人

被捕。 

塔科尔和开罗与检方达成辩诉交易，对较轻的谋杀罪名认罪，作为交换，他

们同意指证伍德森和瓦斯顿。庭审期间，瓦斯顿辩称，他没有开枪，开枪的是塔

科尔。伍德森辩称自己是被迫参与抢劫，而且仅在车内坐等，否认存在违法行为。 

陪审团认定伍德森和瓦斯顿均犯一级谋杀罪。根据北卡罗来纳州新通过的法

律，他们被自动判处死刑。伍德森和瓦斯顿就死刑判决提起上诉，理由是该强制

适用死刑的法律违宪。此外，他们还辩称，死刑本身就是美国联邦宪法所禁止的

“残酷和不寻常的处罚”。 

B. 法庭判决 

联邦 高法院以五票对四票，判定该北卡罗来纳州法律违宪，认为该法律存

在以下三个问题：首先，该法“明显背离了”死刑的“现代标准”。历史记录显

示，强制适用死刑的法律早已为公众所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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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该法并没有解决弗尔曼案所提出的问题，即如何消除量刑者自由裁量

权的恣意性或因自由裁量权所导致的带有歧视性的死刑判决。对既定罪名强制适

用死刑的法律，仅仅将自由裁量权从量刑转移到认定被告是否犯有死罪。 

再次，该法律未允许在死刑判决作出前对每一名被告的品格和个人记录予以

考虑，因此违反了联邦宪法第八修正案关于“对人的基本尊重”（the fundamental 
respect for humanity）的根本规定。 

C. 法庭分析 

1. “背离了现代标准” 

在伍德森案中，法庭认为强制适用死刑违反了美国联邦宪法第八修正案所

规定的政府行使刑罚权必须“在文明开化的标准的限度以内”，因为它与两百

年来逐渐形成的取消强制死刑的法理以及“死刑适用的现代标准”背道而驰。

该案的相对多数意见认为，当一种惩罚与美国“不断发展的文明标准”

（evolving standards of decency）相抵触时，即属于残酷和不寻常的处罚。判决

书首先回顾了美国早期死刑制度的历史，明确指出了这些标准。 

a. 历史分析：当存在强制死刑时，如果陪审团认为该刑罚过于严苛，陪审

团将避免认定被告有罪以避免适用死刑。 

法院发现，在联邦宪法制订之初，各州存在针对诸如谋杀、强奸和抢劫等犯

罪强制适用死刑的情况。然而，很多陪审团认为对某些犯罪行为实施死刑过于严

厉，因此即便被告实施犯罪行为的事实清楚，陪审团仍然会认定被告无罪而不是

判处其死刑。此现象被称为“陪审团否弃”（jury nullification）。鉴于这个趋势，

大多数州干脆修改了死刑法律，让陪审团可以在死刑和监禁刑之间作出选择。法

院作出如下推理： 

为了建立一个评价框架考查此案中各个因素的相关性，我们首先简要回

顾美国强制死刑制度的历史。当 1791 年第八修正案通过之时，所有的

州统一按照普通法实践，将死刑作为某些具体罪行唯一且强制的刑罚。

英国当时有两百多项罪名可适用死刑，尽管跟英国相比，美洲殖民地死

刑罪名的范围相对有限，但独立革命时期，各个殖民地对所有犯特定罪

行的人一律处以死刑，这些罪名为数不少，通常至少包括谋杀、叛国、

海盗、纵火、强奸、抢劫、入室盗窃，以及鸡奸罪。根据普通法，所有

杀人行为，只要是非无意识的、非被挑衅的、非正当的、或者非应被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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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责任的，16 均构成谋杀，且强制适用死刑。几乎从一开始，陪审员

们就反感强制死刑的严苛性。各州 初通过限制死罪的类别以应对公众

不满。 

然而，这项改革并没有解决陪审团常常宁愿拒绝判处谋杀者死刑也不愿

意对他们适用自动强制死刑所带来的问题。1794 年，宾夕法尼亚州试

图将强制死刑仅限于“一级谋杀罪”，包括所有“任意、故意且蓄意”

致人死亡的行为，以此来缓和过度的严苛性。其他州，包括弗吉尼亚州

和俄亥俄州很快采取类似措施，并且经过一代人的时间，这个做法被多

数州采用。 

尽管对谋杀罪进行分级的做法广为人接受，事实证明这项改革并非一项

令人满意的措施，不能识别可以被适用死刑的罪犯。尽管这项措施的失

败部分归结于任意性、故意和蓄意这些主导概念的不确定性，这项改革

的根本性弱点很快就显现出来了。陪审团继续在相当数量的一级谋杀案

件中认定死刑是不恰当的，并且拒绝作出有罪的判决（强调另加）。17 

近些年，由于陪审团继续使用否弃权，废除自动强制死刑的趋势在各州持

续出现： 

到 20 世纪末为止，23 个州和联邦政府已规定，对于一级谋杀罪和其他

死罪，可酌定适用死刑。在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除八个州以外的所

有州，以及夏威夷和哥伦比亚特区，要么已采用酌定死刑方案，要么已

经全部废除了死刑。到 1963 年为止，剩余的地区也都用陪审团酌定量

刑取代了自动强制适用死刑的法律。 

根据这些调查结果，法院宣告，通过对美国死刑历史的审视，“一旦被认

定犯有某种罪行就一律被处以死刑的做法已经被摒弃，因为这种做法过于严厉

且僵化不可行”。18 

 

 

                                                 

16  译者注：这些术语彼此间不一定存在逻辑包容关系。各州的普通法在判决中对上述术语的定

义可能略有不同。 

17  伍德森诉北卡罗来纳州（Woodson v. North Carolina），第 289 页至第 291 页 

18  见前注，第 3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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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陪审团和立法机关是不断发展的文明标准的重要指向标 

为了给未来的司法尝试指明方向，判定一种刑罚是不是宪法意义上的“残

酷和不寻常”，伍德森判决（连同其他四个 1976 年的死刑案件）确立了一项司

法实践，即在美国社会适用刑罚时，需要考虑不断发展的文明标准的两个重要

指向标——陪审团决定和立法。这两项作为公认的民意表现形式被认为是 可

靠的指向标，体现了美国式文明标准的演化过程，作出伍德森案判决的法庭相

信这两个标准明确要求废除强制死刑。 

关于在社会中适用刑罚，不断发展的文明标准有两个关键的指向标——

陪审团判决和立法——同时明确地指向废除自动强制死刑。至少自独立

革命以来，当死刑是一个有罪判决的必然后果时，美国的陪审员时不时

地会不顾他们的誓言，拒绝认定被告有罪。如我们所观察到的，减少死

刑罪名和将谋杀罪分级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陪审员的反应引发的，

同时也是由于一些改革者反对将死刑作为任何犯罪的惩罚方式。十九世

纪的记者、政治家和法学家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强制性法条常常阻却陪

审团对明显犯有一级谋杀罪的被告作出有罪认定。从那以后，不断有证

据显示，在实行强制性死刑的地区，陪审团不愿意对犯死刑罪的被告作

出有罪认定，这 终导致国会在 1897 年立法授权陪审团对联邦罪名进

行酌定量刑…… 

正如我们今天在格雷格诉佐治亚州（Gregg v. Georgia）一案中所注意到

的，在确定现代文明标准的时候，由民选代表采取的立法措施举足轻重。

州立法机关和国会自上世纪中期以来实行的一贯路线显示，陪审员对强

制死刑法律的反感是受到全社会认同的。 

然而，陪审团依法行使量刑自由裁量权的结果却进一步揭示了强制死刑

和现代价值的不相容性。在威斯彭斯诉伊利诺伊州一案中（Witherspoon 
v. Illinois, 391 U. S. 510 (1968)）， 高法院观察到，陪审团行使自由裁

量权“在无期徒刑和死刑”之间进行选择时，其“ 重要的功能之一”

是“维持现代社区价值观和刑法制度之间的联系”。各种研究显示，甚

至在一级谋杀案中，具有量刑自由裁量权的陪审团“常常”不动用死刑。

H·凯尔文和 H·蔡泽尔，《美国陪审团》，1996 年版第 436 页。H. Kalven 
& H. Zeisel, The American Jury。量刑陪审团的举动说明，根据现代文明

标准，对于相当一部分被判犯有一级谋杀罪的被告而言，死刑被视为不

恰当的刑罚。 

陪审团的量刑表明，根据现代文明标准，对大部分犯有一级谋杀罪的罪

犯而言，死刑被视为是一种不恰当的刑罚。尽管 高法院从没有对强制

死刑法律的合宪性下过定论，早在 1899 年， 高法院在多个场合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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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整个社会对自动强制死刑的反感发表评论。在温斯顿诉美国一案中

（Winston v. United States, 172 U. S. 303 (1899)）， 高法院评论道：“对

每一个普通法定义下的谋杀罪均判处死刑具有相当难度，加之陪审员不

愿意对死刑判决表示赞同，这使得近现代的美国立法机关倾向于允许在

某些谋杀案件中适用监禁刑，而非死刑。” 温斯顿 （Winston）案五十

年后， 高法院强调，我们对强制刑罚的态度有了显著转变：“各个罪

名的法律类别相似即要求施加完全相同的刑罚，对特定犯案人员的过去

和习惯不加考虑的观念已经不盛行了。整个国家已经远离了那个年代，

（译者注：在那个年代）死刑是定罪后自动且常见的结果……”19 

根据这一分析， 高法院宣布，倒退到一种已经废除已久的死刑制度，有

悖于现代美国社会的文明标准，因此属于宪法第八修正案所禁止的“残酷和不

寻常的处罚”。 

2. 未能限制量刑者的自由裁量权 

高法院认为，北卡罗来纳州的有关法律未能“满足弗尔曼案的基本要求，

制定客观的标准指导、规范死刑标准，使判处死刑的程序合理化，可被审查，

以之取代专断、恣意的陪审团自由裁量权。” 

北卡罗来纳州认为为符合 高法院弗尔曼案的基本要求，其采取的是 “保

险”的路线，但是 高法院斥之为不过是“用纸包裹了”不受控制不受约束的裁

量权“问题”。换言之，在此案中，奥卡姆剃刀定律被证明是不正确的； 简单

的答案（彻底消除陪审团的选择权）并不是正确的答案。对部分罪行实施强制死

刑，以此取代所有无标准的陪审团量刑酌定权并不能排除不受限的自由裁量权，

相反，不过是将这种自由裁量权转移到定罪阶段而已。陪审团如果想要对一个犯

人从轻处罚，完全可以以“拒绝定罪”的方式继续恣意地适用（或者不适用）死

刑，即使证据显示该被告有罪。关键并不是去比较死刑审判的结果，而是保证整

个过程尽可能地客观、理性化和标准化。 高法院继而开始探讨对一级谋杀罪强

制适用死刑的缺陷： 

弗尔曼案反对陪审团行使不受拘束的自由裁量权判处被告死刑。北卡罗

来纳州强制死刑法律的另外一个缺陷是，它没有对此作出合宪的、具有

包容性的回应。弗尔曼案的判决内容有限，其核心思想是授予陪审团不

受任何标准限制的量刑权违反了宪法第八和第十四修正案。北卡罗来纳

州辩解说已经通过撤回陪审团在死刑案件中的量刑自由裁量权来弥补

                                                 

19  伍德森诉北卡罗来纳州（Woodson v. North Carolina），第 293 页至第 2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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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弗尔曼案所否定的死刑法律的不足。但是，考虑到美国在一级谋杀案

件中适用死刑的经验悠久，且具有一致性，针对弗尔曼案通过的强制死

刑法律明显只是用纸包裹了陪审团具有不受控制和不受约束的自由裁

量权这个问题。 

正如我们已注意到的……，存在着一个共识，即美国的陪审团坚持拒绝

在强制死刑制度下以一级谋杀罪对相当数量的杀人犯定罪。北卡罗来纳

州的研究委员会报告指出，因为自动强加的死刑罪恶深重，所以北卡的

陪审团“频繁”地受此阻却，不愿意将一级谋杀罪罪犯定罪。而且，从

历史上说，具有量刑自由裁量权的陪审团往往仅在一小部分一级谋杀罪

案件中认定被告有罪。根据历史记录只能合理地假设，在强制死刑法律

下，很多陪审团在考虑判决被告是否有罪的时候将继续把定罪之后的严

重后果纳入考虑范围。在陪审团不可避免地行使其权力决定一级谋杀罪

罪犯孰生孰死之时，北卡罗来纳州的强制死刑法律没有提供任何标准。

根据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司法机关无法通过死刑复核对该权力的专横

和任意行使进行约束。强制性的体制非但没有使量刑过程合理化，反而

很有可能因为将刑罚的适用归结于某个陪审团不愿意依法判案，进一步

恶化弗尔曼案所呈现的问题。在可以合理地预见到强制死刑制度会增加

被判处死刑的人数的同时，法律并没有通过客观的标准指导并使判处死

刑的过程系统化、合理化，使其可被审查，并以之取代专横和肆意的陪

审团自由裁量权，因此未能满足弗尔曼案提出的基本要求。20 

高法院指出一个关键事实：消除恣意性和消除自由裁量权并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自由裁量权必须由司法审判人员来行使（或者至少实际操作中是这样的—

—不管立法如何反其道而行之），如果法律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并且作出与此相

一致的规定，那这样的法律会导致司法程序变得如同弗尔曼案之前一样恣意专

断。弗尔曼案对州立法工作人员提出的挑战并无简单的解决方案：比起简单强

行规定一级谋杀罪罪犯均应被判处死刑，死刑程序需要更加成熟完善。 

3. 死刑案件个别化量刑的要求 

a. 第八修正案的根本是对人的基本尊重 

第三个判决隐藏在上述两项判决中，而且被认为是伍德森案中 有影响力

的判决：个别化量刑是死刑判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八修正案要求每一个死

刑判决都要个别考量犯案人员特有的品格和个人记录。伍德森案判定死刑法律

                                                 

20  伍德森诉北卡罗来纳州（Woodson v. North Carolina），第 302 页至第 3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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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允许陪审团在死刑和监禁刑之间作选择，因为死刑和其他刑罚之间，不仅

在程度上，而且在种类上也具有特殊的区别。陪审团在死刑案件中，必须考虑

被告的品格、犯罪前科和所实施谋杀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才能作出量刑决定。

法院判定，唯有如此，死刑制度方可维护第八修正案的基本精神，即“对人的

基本尊重”（the fundamental respect for humanity）。 

虽然建议在所有的案件中适用个别化量刑，但是成本太高、非常耗时。在这

点上， 高法院写道，死刑以外的情况下，个别化量刑或许是一项可供选择的“开

明的政策”，但是在死刑案件中，宪法要求这是必须的。 高法院论述如下： 

北卡罗来纳州法律的第三个缺陷是，在判处死刑前没有允许对各个罪犯

的相关品格和个人记录进行个别考虑。在弗尔曼案中， 高法院的法官

们认识到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死刑作为一种刑罚，在种类上而非程

度上不同于其他刑罚。在考虑将死刑作为终极刑罚的时候，一个不重视

个体犯案人员的品格和个人记录或特定罪行具体情况的过程排除了源

自人性各种弱点的值得同情的因素或是从轻情节（mitigating factors）。
这样的程序没有把所有被定罪的人视为独特的人类个体，而是把他们当

作一个面孔模糊、毫无个性差别的一个群体当中的一员，可以盲目地用

死刑加以处置。21 

本法院以前就认识到“判处刑罚的时候，正义通常要求不仅仅考虑具体

的犯罪行为，而且要把犯案的具体情节、犯案人员的品格和脾性一同纳

入考虑范围。”宾夕法尼亚州代沙利文诉亚瑟 （Pennsylvania ex rel. 
Sullivan v. Ashe），302 U. S. 51, 55 (1937)。为了判处公正和恰当的刑罚，

同时考虑犯案人员和犯罪行为的做法被认为是一种进步和人性化的发

展。见威廉诉纽约州 （Williams v. New York）；弗尔曼诉佐治亚州 
（Furman v. Georgia）（博格首席大法官（Burger），反对意见）。虽然个

别化量刑是符合潮流的做法，体现了进步的政策而非宪法义务，我们相

信在死刑案件中，第八修正案之本即对人的基本尊重要求对个体犯案人

员的品格和个人记录，以及具体犯罪情节进行考查，从合宪性角度看，

                                                 

21  作者注：当被告面临死刑，个别化量刑还是不加区分地量刑这个问题，在考虑与罪行相关的

从轻和加重情节的时候，以及在考虑致人死亡案件中被害人相关信息和对被害人家属造成的伤害

时，都起到了正反两方面作用。本书的第六章将讨论联邦 高法院在 1987 年博思诉马里兰州一

案中的决定（Booth v. Maryland），482 U.S. 496。 高法院认定，在作死刑量刑决定的时候，“被

害人影响陈述”（victim impact statements）将不纳入考虑范围，因为相较于有关被告罪行和过往

行为的证据，关于被害人的证据会引发“不容存在的风险，会导致以恣意的方式作出死刑量刑决

定。”然而四年后，在佩恩诉田纳西州一案中（Payne v. Tennessee），501 U.S. 808 (1991)，
高法院完全推翻了其在博思诉马里兰州一案中作出的判决，允许在死刑案件量刑阶段考虑各种类

型的“被害人影响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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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死刑判决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见特洛普诉杜勒斯 （Trop v. 
Dulles）（相对多数意见）。 

这个结论完全基于死刑与监禁刑（不管是多长的监禁刑）有着质的区别

这个论断。因其终局性，死亡和无期徒刑的区别不同于有期徒刑一百年

和有期徒刑一两年的区别。因为这一质的区别，相应地，在作出特定案

件中适用死刑是适当的这一决定时，其可靠性要求也不同。22 

b. 死刑与其他刑罚有质的不同 

法院认为即使某些地区没有通过法律规定其他刑事案件必须作个别化量刑

分析，死刑案件必须对死刑的适用性作个别化分析，而“死刑是不同的”

（death is different）的分析，或者上述“死刑和监禁刑本质上有区别”的分析对

法院的这一推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3 被告把这个推论作为了至关重要的一部

分辩护词， 高法院把这一点写进死刑系列案件的判决书被认为是被告一方战

术上的胜利。 

高法院再一次打击了北卡罗来纳州和其他 18 个州针对弗尔曼案所通过的

它们认为 保险、 简单、一刀切式的实用主义死刑制度。深层次来说， 高法

院也同样承认一个判决的恣意性意味这个判决偏离“正义”的法律位差。从消除

恣意性来说，一个强制适用死刑的判决或许是“公平”的，但是按照法院的多数

意见所列举的美国人民的价值观和传统，这个死刑判决是不公平的。在既定案件

中，只有对死刑的恰当性进行个别化考量，宪法才能够确保死刑案件的被告不是

“面孔模糊、毫无个性差别的一个群体当中的一员，可以盲目地用死刑加以处置”。
24 

 

 

                                                 

22  伍德森诉北卡罗来纳州（Woodson v. North Carolina），第 303 页至第 305 页 

23  见前注，第 305 页至第 306 页。 

24  伍德森诉北卡罗来纳州，第 3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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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1976 年死刑系列案件之后的美国死刑制度 

在 1976 年判决的五个“死刑案件”中， 高法院确定了两条各州必须遵循

的使其死刑制度符合宪法要求的指导意见。第一，必须提供客观的标准，指导限

制量刑自由裁量权。其次，必须允许量刑者（不论是法官还是陪审团）把被告的

品格和犯罪记录纳入考虑范围。虽然伍德森案中包含这两个指导意见，但是伍

德森案之所以常常被引用却是因为 高法院坚决主张的第二个指导意见。 

同样有趣的是，被告（意图推翻死刑制度）的辩护策略和围绕 高法院 1972
年弗尔曼案意见产生的各种混淆显示，被告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检察总长并没有过

多讨论案子中从轻情节（mitigating factors）的重要性，他们反而就北卡罗来纳州

（以及其他州）的强制死刑制度中是否仍然存在违宪自由裁量权展开激烈争论。
25 从各方面来看， 高法院拟定的方向都出乎被告和州的意料。伍德森案后不

久，在洛克诉俄亥俄州（Lockett v. Ohio）26 和爱丁斯诉俄克拉荷马州（Eddings v. 
Oklahoma）27 这两个死刑案件中， 高法院扩展应用并且加强了个别化量刑的

要求。在这些案件中， 高法院暗示弗尔曼案恣意性整体考量中并不包括制度本

身所提供的“宽赦”机会（减刑等）。28 司法制度需要某种类型的自由裁量权以

作出公平正义的判决。 

A. 1976 年的五个死刑案件体现了宪法下两种类型的恣意性问题： 1）需要削

减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的类别; 2）需要设立标准和程序上的保障措施限制

量刑决定中的自由裁量权。 

当北卡罗纳州法律在伍德森案中被宣布违宪时，三个州三种不同的死刑制度

在 1976 年死刑案件中也遭到了责难，但 终被认为是符合宪法标准的，并且被

高法院批准：佐治亚州、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如其一贯判决， 高法院

                                                 

25  《死刑故事》第 293 页。需要指出的是，上诉人出于策略考虑，以过度自由裁量权为由，对

五个死刑案件进行“联合辩护”。这一联合策略以相同的方式应对五个州就弗尔曼案作出的立法

规定，以至于在口头辩论中，“没有人就州法律禁止考虑从轻情节提出辩护意见。”见前注。在某

种意义上说“联合辩护”的主张是 1）弗尔曼案意味着几乎所有通过立法创立的死刑制度在应用

时都必然违宪，或者 2）第八修正案禁止死刑这种刑罚。 终，上诉人仅说服了两名大法官接受

上述两个主张。见格雷格诉佐治亚州（Gregg v. Georgia）；普罗菲特诉佛罗里达州（Proffitt v. 
Florida）。 

26  洛克诉俄亥俄州（Lockett v. Ohio），438 U.S. 586 (1978)（简称洛克案）。 

27  爱丁斯诉俄克拉荷马州（Eddings v. Oklahoma），455 U.S. 104 (1982)。 

28  《死刑故事》第 2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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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保守路线。它通常只判定哪个制度具备充分的宪法性保障，但是避免通过

自己提出方案罗列哪些限制恣意性的因素是宪法所要求的。 

联邦 高法院在 1976 年判决的五起死刑案件中提出了两类按宪法要求必须

进行的修改。或许大法官斯蒂文斯（Stevens）在普利诉哈里斯（Pulley v. Harris）
一案中的附议意见对此作了 好的概括：29 

在弗尔曼案中被宣告无效的强制规定死刑的法律，其恣意性和多变性源

自两个根植于制度本身的缺陷：首先，鉴于这类制度下死刑罪名范围极

广，死刑的适用通常过于残酷和不寻常；其次，即便对某些类型的杀人

罪适用死刑是合宪的，但这种制度实质上却又赋予了陪审团和一审法官

在决定是否适用死刑时不受拘束的自由裁量权。鉴于这两个缺陷，死刑

适用的恣意性和多变性不可避免，而考虑到死刑的极刑性质，宪法不容

许这种恣意和多变。我们在格雷格（Gregg），普罗菲特（Proffitt）以及

朱瑞克（Jurek）案中宣告合宪的那些法律，都意在消除（上述）这些

弊端。每个制度都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机制，明确缩小了可以判处死刑的

罪名的范围，同时还提供了特殊的程序保障，包括可以就判处死刑的量

刑决定进行上诉（引文另加强调）。 

伍德森系列案件之后，有的州建立了与佐治亚州、佛罗里达州或德克萨斯

州相仿的死刑制度，有的州则融合上述三个州的特点创设新的制度。但无论哪

一种做法，都必须证明：1） 削减了可适用死刑的罪名类别；2）围绕量刑决定，

建立“特殊程序保障”（我们将在第二章中看到，各州为满足第二个要求作出了

努力，相较于联邦 高法院在 1976 年一系列死刑案件中确立的原则，各州 终

进一步深化了伍德森案中确立的个别化量刑的理念）。应当注意的是，虽然，相

对肯定的是死刑制度必须包含“有意义的上诉审查”（meaningful appellate 
review），但其真正的含义 高法院尚未有直接定论。 

让我们逐一来审视死刑系列案件所判定的符合宪法标准的三种基本制度。 

1. 弗尔曼案之后，在 1976 年被认定符合标准的三种制度：佐治亚州、佛罗里

达州和德克萨斯州的法律。 

a. 佐治亚州制度：非衡量制度（Non-Weighing System） 

                                                 

29  普利诉哈里斯（Pulley v. Harris），465 U.S. 37, 55 (1986)（斯蒂文斯大法官附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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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治亚州的制定法体系在 1976 年的格雷格案件中得到 高法院的支持，其

包含五个要件，其中多个均源自美国法学会公布的《示范刑法典》中有关死刑制

度的建议。30 法院认为，佐治亚州法条的这五个特征具备了充分的程序性保障，

符合宪法要求。第五个要件要求陪审团必须（从十个可能的法定加重情节中）找

出至少一个法定加重情节（statutory aggravating factors），31 并且考虑所有的从

                                                 

30  应当注意的是，美国法学会现已撤回其《示范刑法典》中有关死刑制度的所有建议，拒绝进

一步参与死刑制度的发展。 

31  高法院审理格雷格诉佐治亚州 （Gregg v. Georgia）一案时，佐治亚州的法定加重情节（《佐

治亚州法典》注释第 27-2534.1 节，见格雷格诉佐治亚州案第 166 页脚注 9）跟目前截止到 2012
年 7 月的内容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佐治亚州法典》注释第 17-10-30 节）。格雷格案件后

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增加了第十一个法定加重情节。另一个变化发生在格雷格案上诉过程中，亦即

佐治亚州 高法院删除了第一个情节下的一个条款，因为法院判定该条款因为没有“制订充分‘清

晰且客观的标准’”而属违宪。见阿诺德诉（佐治亚）州（Arnold v. State），236 Ga. 534 (1976)。
读者可能会注意到，佐治亚州的法定加重情节看似允许对针对个人的非致命性案件适用死刑，包

括强奸、武装抢劫和绑架，然而事实上，美国联邦 高法院却通过肯尼迪（Kennedy）案、库克

（Coker）案（详见第四章）以及其他案件判定禁止对这一类型的犯罪适用死刑。因此，必须按

照上述案件确立的规则来解读佐治亚州的法律，“其他可以适用死刑的罪行”这一用词看似提供

了一种机制，可以将针对个人的非致命性案件排除在本条法律规定以外，以防止该法律被判定为

违宪。 

截至到目前为止，佐治亚州的加重情节如下；《佐治亚州法典注释》第 17-10-30 节： 

(a) 可以在任何案件中对劫持航空器或者叛国的罪行适用死刑。 

(b) 在其他所有可以适用死刑的案件中，法官必须考虑或者他必须将以下内容纳入陪审团指示

以供其考量：法律允许的任何从轻情节或者加重情节，以及以下任何有证据证明的法定加

重情节： 

（1） 谋杀、强奸、武装抢劫，或者绑架的作案人员具有死刑重罪前科； 

（2） 作案人员在实施其他死刑重罪或加重殴击的过程中实施了谋杀、强奸、武装抢劫、

或者绑架，或者作案人员在实施任一级别的入室盗窃罪或者一级纵火罪的过程中实

施了谋杀行为； 

（3） 作案人员通过谋杀、武装抢劫或者绑架，使用通常危害一人以上生命安全的武器或

装置，故意在公共场所对一人以上构成致人死亡的重大危险； 

（4） 为谋取金钱或者其他金钱利益，作案人员为自己或他人实施谋杀； 

（5） 杀害履行公职的在职或前司法工作人员、地区检察官或者联邦政府首席律师、或者

前地区检察官、前政府律师、前联邦政府首席律师，或者由于以上人员履行公职而

实施谋杀； 

（6） 作案人员导致或指示他人实施谋杀，或者作为他人代理或雇员实施谋杀； 

（7） 谋杀、强奸、武装抢劫或者绑架的行为尤为凶残或者肆意恶劣、恐怖，或者因涉及

酷刑而不人道，丧心病狂，或者对被害人实施加重殴击； 

（8） 谋杀对象是正在执行公务的治安官、监狱管教人员或消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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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情节。虽然该法条并没有明确规定要求量刑陪审团在作出量刑决定的时候有

义务比较加重情节和从轻情节，但是第五个要件被视为满足了宪法规定，能够

限制量刑自由裁量权。 

 两段式审理，举行量刑前听证会以确定具体加重情节、考虑所有从轻证据：

根据佐治亚州法律，死刑案件程序的第一阶段是审判程序，确定在排除一切

合理怀疑之后，被告是否犯有被控罪行。第二阶段是刑前听证会，决定该被

告是否可能依法被判处死刑。在第二阶段里，法律要求检方必须证明十个法

定加重情节中的一个，这是判处死刑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在听证会上，

量刑者必须考虑从轻证据。佐治亚州法律没有列明详尽的法定从轻情节或者

给出这类情节的可考范围，但是陪审团首先必须找出一个（或者多于一个）

加重情节，然后考查所有加重和从轻证据，继而作出一个完整的决定。这个

制度被称为非衡量制度，因为并不强制要求陪审团对加重和从轻的情节权衡

考量。 

 死刑（译者注：证据）开示（discovery）：检方必须在庭审前，确保辩方知

悉所有检方将在庭审中出示、用以建议死刑判决的加重情节证据。这实际上

等同于死刑（译者注：证据）开示。 

 强制上诉：佐治亚州法律规定了就定罪判决和死刑向州 高法院提出的强制

上诉。这样避免了被告因律师无能而作出没必要上诉的决定或是未能提起上

诉。 

 佐治亚州 高法院审查罪刑相当（proportionality review）：佐治亚州 高法

院必须审查死刑判决是否恰当，是否存在恣意专断，是否不成比例，以及是

否在别的方面与其他佐治亚州死刑案件不一致。 

 佐治亚州 高法院的“特别、加速、直接”复审：这一制度旨在确保上诉案

件不会在佐治亚州 高法院的日程表上滞留，而且会得到加急审查。 

                                                 

（9） 犯案人员正处于、或脱离了治安官的合法监管或者合法拘禁的场所； 

（10） 为躲避、干涉、或者妨碍对其或他人的合法逮捕或者合法羁押而实施谋杀； 

（11） 谋杀、强奸、或者绑架罪的作案人员之前被认定犯有强奸罪、加重鸡奸罪、加重猥

亵儿童罪，或者加重性侵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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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佛罗里达州普罗菲特（Proffitt）案中的死刑方案：衡量制度32（Weighing 
System） 

佛罗里达州的死刑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与佐治亚州的制度相似，但是存在三

方面区别。佛罗里达州的制度被认为 接近美国法学会的《示范刑法典》，因为

佛州要求量刑者在作出决定时必须权衡比较具体的从轻情节和加重情节。 

 明确的从轻情节和考量要求：佛罗里达州的死刑法律为陪审团提供了一份详

尽的清单，列明了从轻情节，并且要求陪审团将从轻情节和加重情节进行对

比权衡。33 因此，这个制度被称为“衡量制度”（weighing system）。 

                                                 

32  普罗菲特诉佛罗里达州（Proffitt v. Florida），428 U.S. 242 (1976)。联邦 高法院而后在希

区柯克诉达格一案中（Hitchcock v. Dugger），481 U.S. 393 (1987)，认定佛罗里达州的死刑量

刑制度违宪，因为它不允许量刑者考虑不在法定列表上的从轻情节。此后佛州修改了这部法案。 

33  佛罗里达州目前规定的加重情节。《佛罗里达州法条》第 921.141（5）节： 

（5）加重情节。——加重情节应当仅限于以下内容： 

(a) 死刑重罪的犯罪分子有重罪前科且被判有期徒刑或社区监控或重罪缓刑。 

(b) 被告之前因另一项死刑重罪被定罪，或者之前因一项涉及使用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的

重罪而被定罪。 

(c) 被告在明知的情况下，对较多人构成能够导致死亡的重大危险。 

(d) 被告在参与或者作为从犯，实施或企图实施以下犯罪的过程中犯下死刑重罪，或者在实

施或者企图实施以下犯罪行为后在逃逸的过程中犯下死刑重罪：抢劫；性侵犯；加重虐

待儿童；虐待老人或者残疾成年人并对其身体造成严重伤害、永久性残疾，或者永久性

毁容；纵火；入室盗窃；绑架；航空器海盗；或者非法投掷、放置或者引爆一个破坏性

装置或炸弹。 

(e) 为逃避或者防范合法逮捕、或者为脱离监护而实施死刑重罪行为。 

(f) 为获取金钱利益而实施死刑重罪行为。 

(g) 为扰乱或者妨碍政府合法地执行公务或者执法而实施死刑重罪行为。 

(h) 死刑重罪罪行特别严重、残暴、或者冷酷。 

(i) 死刑重罪致人死亡而且是以冷酷的、有计划的、有预谋的方式实施，不存在任何道德或

法律上的理由。 

(j) 死刑重罪的被害人是一位正在履行公务的执法人员。 

(k) 死刑重罪的被害人是一名现任或前任民选或者被任命的正在履行公务的政府工作人员，

且死刑重罪的动机全部或者部分与被害人的公职身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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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审法官否决权（override）：佛罗里达州的制度与其他州制度 大的不同或

许在于，该州通过法令赋予法官否决陪审团量刑决定的权力，使得陪审团的

决定仅具有建议性。如果法官否决陪审团建议，法官必须提供书面理由，重

新独立比较衡量加重情节和从轻情节。上级法院对法官的决定进行上诉审查。

根据佛罗里达州法律，如果陪审团建议无期徒刑，而法官 终判处被告死刑，

那么“案件事实必须清晰有力地指向死刑这一结果，基本上任何一个理性人

都不会对此持有异议。” 

 未强制要求审查罪刑相当：虽然佛罗里达州规定了死刑案件的强制上诉审查，

但是没有像佐治亚州那样明确要求审查死刑是否与罪行相当。不过，“法院

                                                 

(l) 死刑重罪的被害人不满 12 周岁。 

(m) 死刑重罪的被害人由于年事已高或者残疾尤其脆弱，或者因为被告处于具有权威的被害

人家人或被害人监护人地位。 

(n) 实施该死刑重罪的犯罪分子是第 874.03 节所定义的犯罪团伙成员。 

(o) 实施死刑重罪的犯罪分子根据第 775.21 节被认定为性掠夺者，或者曾经被认定为性掠

夺者但是该称谓而后被取消。 

(p) 该死刑重罪的犯罪分子根据第 741.30节或第 784.046节是禁制令针对的对象或者根据第

741.315 节是获得充分信任和尊重的外国保护令针对的对象，而且其罪行针对的是禁制

令或外国保护令的申请者或者是该申请者的配偶、子女、兄弟姐妹或者父母。 

佛罗里达州目前规定的法定从轻情节。《佛罗里达州法条》第 921.141(6)节： 

（6）从轻情节。——从轻情节应为以下内容： 

(a) 被告没有重大犯罪前科。 

(b) 被告在极度不稳定的精神状体或情绪波动影响下实施了死刑重罪行为。 

(c) 被害人参与或者同意被告实施该行为。 

(d) 被告是他人所实施的死刑重罪的从犯，而且其参与程度相对轻微。 

(e) 被告受到极端胁迫，或者实质上在他人支配下实施了犯罪行为。 

(f) 被告对犯罪行为的认识能力和依法行为的能力受到严重损害。 

(g) 被告人在犯罪行为发生时的年龄。 

(h) 被告背景中存在其他可以将刑罚减至死刑以下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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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决书中写到，‘有意义的上诉审查’之所以有可能实现是因为初审法官

被要求书面阐明适用死刑的理由，而且佛罗里达州 高法院已指出死刑判决

将受到审查以确保同案同判。” 34 

c. 德克萨斯州当前的死刑方案：35一个迥然不同的制度 

和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不同，德克萨斯州没有遵循《示范刑法典》提出的

死刑方案建议，秉持“孤星之州”的一贯做法，德克萨斯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

的路径。 

 通过立法削减适用死刑的案件类型：德克萨斯州并没有通过规定认定加重情

节来满足 高法院关于削减适用死刑案件类型的要求，而是另辟蹊径，把“死

刑谋杀罪”这个概念限定为五种情况（后扩展至九种）。36 这满足了 高法

                                                 

34  普罗菲特诉佛罗里达州（Proffitt v. Florida）案发生时的佛州法案，见普利诉哈里斯（Pulley
 v. Harris），第 56 页 （斯蒂文斯大法官，附议意见）。 

35  弗尔曼案之后，德克萨斯州针对死刑法律 初提出的三步测试法在 1976 年的朱瑞克（Jurek）
 案中经审查被认定为合宪，但是后来在阿布·卡比尔诉库特曼（Abdul-Kabir v. Quarterman）
一案中，550 U.S. 233 (2007)，被 高法院认定为违宪，现在的德克萨斯州法律作出了替代规定

——《德克萨斯州刑事诉讼法法典》第 37.071 条。修订后的德克萨斯州法律见本章正文内容，

以下为朱瑞克案争议点—— 初的弗尔曼案后三步测试法：1）被告是否出于故意实施了导致被

害人死亡的行为，且在实施该行为时，是否合理预见到意图杀害对象或其他人的死亡；2）被告

再次实施对社会造成持续性威胁的暴力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是否较大；以及 3）如果有证据显示被

告受到被害人挑衅，被告因此行凶的行为是否合理？可以很快看出，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的答案

通常在审判阶段就已见分晓，这也就是说，是否可以对被告人适用死刑，通常只取决于该被告将

来再次犯罪的倾向。在阿布·卡比尔（Abdul-Kabir）案中，被告在量刑阶段引入童年遭受忽视

和遗弃的证据以及神经创伤的证据。鉴于这些证据会使得陪审团对第二个问题作出肯定回答，加

之当时不存在陪审团指示（jury instruction）向陪审员解释如何同时考虑这些证据的从轻处罚效

果， 高法院推翻了阿布·卡比尔一案中的量刑，在这之后，德克萨斯州修改法律如下，形成了

该州目前的死刑法律。 

36  德克萨斯州刑法典第 19.03(a)节，死刑谋杀罪： 

（a） 一个人触犯了该款罪名——如果该犯罪分子实施第 19.02(b)(1)条款所定义的谋杀，而且 

(1) 谋杀执行公务的公共治安官员或是消防员而且犯罪分子明知其为公共治安官员或

是消防员； 

(2) 在实施或意图实施第 22.07(a)(1)、(3)、(4)、(5)或者(6)条款所规定的绑架、入室盗

窃、抢劫、加重性侵犯、纵火、妨害或报复，以及恐怖威胁的过程中故意实施了谋

杀； 

(3) 为报酬或为支付报酬的承诺而实施或者雇佣他人实施了谋杀行为； 

(4) 在逃逸或试图逃脱刑罚执行场所时实施了谋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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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削减要求，因为这意味着比起以前（或相较于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

陪审团现在只有在审理一小部分的谋杀案的时候才会进入死刑量刑阶段。然

而这也意味着，在庭审的任何阶段都不存在一张清晰的加重或从轻情节列表

可供陪审团参考。 

 量刑三步测试法：如果案件被告人在审判阶段被认定有罪，则将启动量刑阶

段。在量刑阶段，如果法官或陪审团准备适用死刑，必须首先回答三个问题

——对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回答“是”，对第二个回答“不是”。否则，只能

判处被告人无期徒刑。 

1) 第一个问题是，被告人是否有可能再度实施会对“社会”构成“持续威

胁”的暴力性犯罪行为。这里的“社会”包括监狱内外，因此，如果该

被告人有可能在服刑期间对监狱内的人，例如监狱管教人员和同狱犯人，

构成威胁，则可适用死刑。 

2) 第二个问题是，在考虑犯罪情节、被告的品格、背景、以及被告个人在

道德上的罪责性之后，该案是否存在充分的从轻情节，可对被告判处无

期徒刑，而非死刑。 

                                                 

(5) 在被监禁在刑罚执行场所期间，谋杀： 

(A) 刑罚执行场所运行过程中所雇佣的人员；或者 

(B) 其目的在于建立、维持、或参与三人或三人以上共同犯罪，或通过该行为为三

人或者三人以上共同犯罪谋取利益； 

(6) 该犯罪分子 

(A) 在因本节或第 19.02 节规定的犯罪行为被监禁期间，谋杀他人；或者 

(B) 在终身监禁服刑期间或者因犯第 20.04、第 22.021 或者第 29.03 节规定的犯罪

行为在 99 年有期徒刑服刑期间谋杀他人； 

(7) 谋杀他人，被害人一人以上： 

(A) 在同一个犯罪行为过程中；或者 

(B) 在不同的犯罪行为过程中，但是根据同一个计划或是采用同样的方式实施了多

个谋杀行为； 

(8) 谋杀不满十周岁的人；或者 

(9) 出于报复或因他人作为 高法院、刑事上诉法院、上诉法院、地区法院、刑事地区

法院、郡宪法法院、郡法院、治安法院或者市法院的法官所从事的工作或职务身份

而实施了谋杀行为。 

 （b）本节规定的罪行是一项死刑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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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被告作为共同犯罪的当事人被定罪，则第三个问题是，被告是否实

际导致了被害人死亡，或者，如果他（她）没有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

则其当时是否存在杀害被害人的意图，或“预见到”有人将会被杀害？ 

 未强制审查“罪刑相当”（proportionality review）：虽然德克萨斯州法律规

定死刑案件存在强制性上诉，但并未要求对“罪刑相当”进行审查。37 

B. 伍德森案之后的恣意性 

此后三十年间，对死刑制度的法理解释在某些程度上可以说是美国联邦 高

法院持续不断、想方设法在死刑适用程序统一的必要性和个别化酌定量刑之间寻

求平衡的过程。这些尝试产生以下三类案例：1） 高法院依靠法定程序和标准

来减少带有歧视性的、恶意的或者不理性的自由裁量权，在定罪或“削减”阶段

（可在庭审定罪或量刑阶段削减可以适用死刑的被告的类型）；2） 高法院要求

量刑者行使较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就被告的罪责性、品格和犯罪记录是否要求适

用死刑作出全面的、个别化的判定；3） 高法院通过彻底否决对某些罪行或是

某类犯案人员适用死刑来限制量刑自由裁量权。 

评价 高法院的成败—— 高法院在不排除宽赦的情况下，努力平衡自由裁

量权及抑制恣意性时所受到的局限 

IV. 讨论 

A. 在美国的死刑制度下，什么内容构成了一个恣意的判决？ 

仔细阅读伍德森案的判决后，再回顾联邦 高法院 终宣布其合宪的若干种

死刑制度，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构成了恣意的判决？美国联邦 高法院

是否通过多个死刑案件的判决成功限制了恣意性？弗尔曼案一出，所有利益相关

方都被迫分析上述问题，因为恣意性可以包含各种含义，也可以发源自司法制度

的各个角落。 高法院为改革指出的方向值得我们注意，相对于研究其选择作出

的改变，或许研究其没有选择作出的改变同样不乏裨益。 

1. 可以在四个程序领域对恣意性风险进行限制 

                                                 

37  各州针对罪刑相当的审查和分析，详见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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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院尝试在死刑案件中限制恣意性风险时，至少可以选择以下四个领域

之一：1）立法机关对死罪的定义；2）检察机关作出的是否以死罪起诉的决定；

3）量刑者是否判处死罪的决定；4）上诉法院对量刑者的死罪判决所进行的审

查。 

在 1976 年五个死刑案件中，法院决定加强对罪名的立法定义和上诉审查。

基本上，法规要么直接削减了适用死刑的致人死亡罪名的数量或是规定量刑者必

须认定至少存在一个加重情节。与此同时，法院既没有限制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

也没用真正限制量刑者就是否判处死刑所享有的决定权。后续案件再次表明，一

旦认定存在一个加重情节后，量刑者对于是否课以死刑历来具有较广泛的自由裁

量权（尽管后续案件同样强调全盘考虑从轻情节的重要性）。 

2. 恣意性、自由裁量权（及其滥用）和宽赦这三个不同的概念 

很多人会对 高法院在 1976 年的系列案件中作出的决定提出疑问，或者至

少想知道大法官们作出判决的理论和法律依据。在伍德森案的口头辩论阶段，

上诉人、州检察总长和联邦政府首席律师博克（Solicitor-General Bork）就恣意

性可能存在的不同概念及其在整个制度的不同环节所发挥的作用，从宪法和法

律的角度展开激烈争论：这些该概念大致被分析为 1）被错用的自由裁量权；2）
酌定宽大处理；3）一切人为创制的法律体制所固有的恣意性。 

a. 司法人员滥用自由裁量权 

第一个问题是，各种类型的司法人员（检察官、法官和陪审团）可能会因为

个人憎恶、对某个或某类被告人的偏见或其他原因而滥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38 
各州声称，通过立法削减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这个问题已得到了纠正；且就算

还没有完全解决，他们相信也可以通过加强正当程序的保护来根除这个问题。

在伍德森一案的判决意见中， 高法院明确指出它所要求的是限制自由裁量权

（正如普罗菲特（Proffitt）案、格雷格（Gregg）案或是朱瑞克（Jurek）案，而

非一次性根除自由裁量的可能性，不管是出于保护还是惩治被告人的目的。关

键在于，要“适当地引导和限制陪审团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尽量减少恣意和变

化无常的判决发生的可能性”。39 

                                                 

38  具体而言，被告辩称，非裔美国人和其有色人种被判处死刑的人数畸高，不成比例，并且把

这个问题归咎于司法工作人员在各个阶段滥用自由裁量权。 

39  格雷格诉佐治亚州（Gregg v. Georgia），第 189 页，援引弗尔曼诉佐治亚（Furman v. Geo-
rgia）一案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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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酌定宽赦 

其次，就司法制度是不是应该允许司法人员享有酌定宽大处理权这个问题，

一直存在着争议。州的法律制度一直充满了这种“随意施恩”的可能性。即使

法律允许适用死刑，检察官也可以自行决定不建议适用死刑。即使案件的事实

足以证明死刑是适当的，量刑者（法官或陪审团）也可能决定不适用死刑；同时，

州长有权随时赦免被告，或将死刑减轻为其他刑罚。 

上诉方在口头答辩时提出，按照弗尔曼案的标准，甚至连检察官在案件之

初拥有起诉裁量权和州长在案件 终拥有赦免裁量权，也都存在着不当恣意性。

总体来看，各州并不确定弗尔曼案的含义，却试图声称在这个领域任何有实际

意义的自由裁量权都已经被取消了。几乎没有人预见到联邦 高法院不但会认

为根据被告个体情况行使自由裁量权不仅是积极的，而且是被宪法所要求的。一

些州辩称，对某个特定被告人实施的宽赦都将被视为是积极的举动。在持这一观

点的人当中， 具说服力的可能是联邦政府首席律师博克，他辩称，“抽象层面

来说，‘宽赦的可能性’对那些没有得到宽赦的人来说并非是负面的”。他的观点

看似几乎完全被伍德森案中大多数法官接受了。40 

博克的理由在格雷格等案中得到了确认，实际上还得到了推进，因为目前的

要求是，在量刑阶段必须对每个被告进行全面的个别化考查，适用宽松的证据规

则，以便使得量刑者能够尽可能全面地了解被告。对被告人性化的个别化考查加

之陪审团的决定几乎不受任何审查（如果陪审团认定一个加重情节），意味着陪

审团在经历了被严格限制什么能听、什么能考虑的定罪阶段之后，一进入量刑阶

段，便可自由发挥，只要他们认为是恰当的，就可以作出惩罚或宽赦被告人的决

定。除了各州对认定加重情节的要求不同外，对陪审团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审查。

有一种观点认为，死刑应用研究中的统计分布本身就具有恣意性或违宪性，都无

需证明存在着针对特定被告的偏见。肯定检察官、量刑者和州长拥有宽赦权力则

有效地阻断了这类针对制度整体提出的论点。41 

                                                 

40  伍德森诉北卡罗来纳州（Woodson v. North Carolina），口头辩论。 

41  麦克卡莱斯基诉卡姆普（McCleskey v. Kemp），481 U.S. 279, 307 (1987)。“在格雷格（Gr-
egg）案中， 高院面对的一个观点是‘自由裁量存在着空间，这是根据佐治亚州法律处理谋杀

案所固有的现象’……具体而言，酌定宽赦存在着空间，这使得死刑的应用充满恣意性和变化无

常，我们拒绝采纳以下观点： 

‘自由裁量存在于各个阶段，但这对目前呈现在我们的问题并不具有决定性。在这样的任一一个

阶段，刑事司法的参与者都可以作出决定，把被告从死刑名单上移除。与之相反，弗尔曼案涉及

的是将特定的已定罪的个人判处死刑。我们援引的案件中，并无一例认定对个体被告给予宽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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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人为创设制度所固有的恣意性 

后，第三种类型的恣意性涉及这样一个事实——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是人，

司法体制内的各个参与者难免犯错，往往会导致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州和联

邦政府声称，这相当于把整个死刑制度推上审判席，而且如果法庭认为死刑制

度是恣意且违宪的，那等于认定整个刑事司法制度是违宪的。上诉方则认为不

然，因为法院应当判定“死刑是不同的”，对于普通刑事司法而言“足够好

的”，当法院施加极刑的时就不够好了。42 

怀特（White）大法官在普利诉哈里斯（Pulley v. Harris）一案中解决了这个

问题。他引用了不同的案例，说：“任何死刑量刑方案，都有可能偶尔产生偏差

后果。这种不一致性和弗尔曼一案中所提到的重要的制度性缺陷有天壤之别。正

如我们以前就已认识到的,‘根本不存在一个天衣无缝的程序来判定什么情况下

政府可以行使权力判处死刑。’”43 

高法院的这些决定意味着如果要对某个特定判决的恣意性提出质疑，通常

需要对司法人员在特定案件中的恣意行为进行举证，至于从统计学角度论证系统

性恣意性，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44 

B. 评价 高法院的成败—— 高法院在不排除宽赦的情况下，努力平衡自由

裁量权及抑制恣意性时所受到的局限 

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各方已付出诸多时间，作出诸多努力，但是几乎没有人对

结果感到满意。 

 现在的判决是否少了几分恣意性？虽然 高法院要求死刑制度必须削减死

刑的适用范围，但是，针对近几十年加利福尼亚州死刑制度的研究却展现了

略为不同的景象——姑且认为这具有一定代表性。在加利福尼亚州，84%的

                                                 

违反宪法。弗尔曼案仅仅认定，为了尽量减少将随意选定的一组犯案人员判处死刑的风险，必须

在标准指导下进行量刑，使得量刑能够集中在与罪行和被告相关的具体情节上。’” 

42  见前注。 

43  普利诉哈里斯（Pulley v. Harris），465 U.S. 37, 54 (1984)（斯蒂文斯大法官附议意见），引

用赞特诉斯蒂文斯，（Zant v. Stephens），462 U.S. 862, 884 (1983)，引用洛克诉俄亥俄州（Lo-
ckett v. Ohio）。赞特诉斯蒂文斯一案中（Zant v. Stephens），被告的姓氏（Stephens）因其发音

被翻译成斯蒂文斯，该被告姓氏与大法官 Stevens 的姓氏同音不同词，请读者注意区分。 

44  美利坚合众国诉昆诺内斯（United States v. Quinones），205 F. Supp. 2d 256 (S.D.N.Y. 2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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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谋杀罪罪犯仍然可以被适用死刑，其中的 11%被判处死刑。而且，自 1976
年以来，700 多个被判处死刑的被告当中，仅 13 人被执行死刑，其余将近

700 人仍然有待处决。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被判处死刑的被告平均

要在死囚区等待 12 年，因为他们通常需要 12 年之久才能穷尽所有可能的上

诉救济。45 

 死刑判决的推翻率较高。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李本（Liebman）教授曾公布

了一份有关现代美国死刑上诉重要数据的实证研究报告──《千疮百孔的制

度》 （A Broken System）。应时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约瑟夫·F·拜登

（Joseph F. Biden）议员的要求，该研究始于 1991 年。研究人员选取了 1973
年到 1995 年间被判处死刑的 5760 名被告中的 4578 例。总体来讲，在这期

间，68%的死刑判决都因为存在严重的、能导致上诉改判的错误而被推翻。

在这 68%的案件中，82%的案件中法院都认为应当对被告适用比死刑轻的刑

罚。在所有因为严重错误被推翻的死刑判决当中，被告 终被认定是无罪的

占 7%。46 

基于严重错误的高推翻率并不限于某个特定地区，在所有保留死刑的州当中，

高错案率都相当常见。鉴于高错误率和相对较低的行刑数，李本教授认为，

“死刑制度正在被其自身错误压垮”，“这些错误充斥着整个体制”，法院“不

可避免会错过或是没能纠正一定数量的错误。” 李本教授认为，对 80%定罪

后出现严重错误的案件而言，四个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律师惊人地无能”；

检察官或警察的不当行为，包括隐瞒可能使被告人脱罪的证据；不恰当的陪

审团指示；以及法官和陪审员的偏见。47 

 对李本教授研究之回应。杰·阿伦森（Jay Aronson）和西蒙·科尔（Simon Cole）
注意到，“此类研究虽极大推动了对错案的学术研究，但是当面对基于认识

论提出的批评时，仍然存在漏洞，主要有：1）在选择和描述案件时的主观

性；2）讽刺的是无罪主张所依赖的证据类型恰恰被认为是造成错案的主要

原因──他人的供词、表明他人牵连在案的证词、政府官员的声明以及‘后

续学术判断’（比如，专家意见）；3）即便有了可以在法律上证明被告无罪

                                                 

45  数据来自 http://www.deathpenaltyinfo.org/FactSheet.pdf。 

46  数据来源于本杰明·李本所著《千疮百孔的制度》的内容简介，http://www2.law.columbia.ed
u/instructionalservices/liebman/liebman_final.pdf。Benjamin Liebman, A Broken System。 

47  约书亚·赫尔曼：“评论：死亡剥夺正当程序：重新评估对联邦死刑法案提出的正当程序质

疑”，载《德保罗法学评论》，2004 年第 53 卷第 1792 页（总结李本教授研究）。Joshua Herman, 
Comment: Death Denies Due Process: Evaluating Due Process Challenges to the Federal Dea-
th Penalty Act, 53 DePaul L. Rev. 1777, 1792 (2004)。 

© 亚
美

法
研

究
所

 

 

© U
.S.-A

sia
 Law

 In
sti

tut
e 

 



第一章    美国 高法院判例法下的恣意性和死刑 

27 

 

的证据（被定罪的人或许有可能是犯罪行为的实施者，但由于宪法性或程序

上的错误，他其实无法被依法定罪），却缺少可以证明其事实上无罪的证据

（被定罪的人不是该犯罪行为的实施者）。”48 

 雨果·贝多（Hugo Bedau）指出死刑争论的正反两方均声称己方有理。雨

果·贝多作为研究死刑的知名学者，曾写道：“在格雷格案及其一系列案件

之后的三十多年中，根据观察可以公正地得出的正确结论是：在格雷格案之

后，无论是通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还是通过州和联邦上诉法院创制判例，

所有试图提高死刑制度的效率和公正性的努力──都不幸被证明……是令

人难堪的失败之举。” 

但是，贝多同时也指出，“支持死刑的人所持立场完全不同。他们为格雷格

案的判决证实了他们的想法感到高兴，即死刑在本质上是合宪的。……这一

系列判决的结果是渐进式废除死刑：由法院而非立法机关零星地废除死刑

（虽然新泽西州、新墨西哥州、以及伊利诺伊州现已全面立法废除死刑），

法官虽然限制死刑的适用，却并不热心，总是濒于失败。”49 

 比起在任时，一些 高法院大法官在退休后对死刑制度法理理论持更具批评

性的观点。在 近一个演讲中，联邦 高法院大法官桑德拉·德·奥康纳

（Sandra Day O’Connor）指出：“在高等法院任职二十年之后，我不得不承

认，就死刑是否在这个国家得到公正地执行和适用，一直存在着各种严肃的

质疑。”50 

1991 年，曾任联邦 高法院大法官的鲍威尔（Powell）退休后被记者问及，

他是否会改变当年某个案件中的投票。他回答：“会，麦克卡莱斯基诉卡姆

普（McCleskey v. Kemp）案。” 高法院以五票赞成、四票反对否决了被告

提出的一旦涉及种族问题，死刑的适用便会出现恣意性的主张（被告的主要

观点是，被害人的种族经常会不公正地影响到适用死刑的决定）。当时一个

可信度较高的统计有力地支撑了这一观点，但是当时 高法院法官意见不一，

终认定麦克莱斯基（McCleskey）案中不存在恣意判决，对整个司法制度

                                                 

48  杰·D·阿伦森和西蒙·A·科尔：“科学和死刑：DNA、无辜和关于美国死刑的辩论”，载

《法律和社会调查》，2009 年第 34 卷第 609 页。Jay D. Aronson & Simon A. Cole, Science a-
nd the Death Penalty: DNA, Innocence, and the Debate over Capital Punish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34 Law and Social Inquiry 604, 609 (2009)。 

49  《死刑故事》第 167 页。 

50  当时的 高法院法官桑德拉·德·欧康纳（Sandra Day O’Connor）在明尼苏达州女律师协

会的会议上作演讲，地点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州，200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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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恣意性的综合性统计分析对个案的恣意性不具有决定性。然而，鲍威尔法

官并没有止步于就麦克莱斯基案的投票表示遗憾，他作出了进一步表示： 

记者：你的意思是你现在会采纳根据统计数据得出的论点？ 
鲍威尔法官：不，我想，在所有死刑案件中，我都会改变我的投票。 
记者：“所有”死刑案件中？ 
鲍威尔法官：是的……我开始认为应当废除死刑。51 

V. 问题 

1. 为什么联邦 高法院认为强制适用死刑是违反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的？你

同意吗？为什么？如果单由法官对法律、事实和量刑作出决定， 高法院的

论证会有所不同吗？ 

2. 为什么说在死刑案件中使用强制适用死刑的制度、不赋予陪审团自由裁量权

的做法会使判决事实上变得更具恣意性？尽管中国不存在陪审团制度，但是

中国的司法制度中是否存在类似现象？ 

3. 在死刑案件的审判中，为什么需要考虑量刑个别化？如何平衡死刑量刑的个

别化和统一性？ 

4. “同案同判”这一法律格言可以有多少种不同的解释？美国联邦 高法院允

许“宽赦”这种可能性，这又是如何影响到对这句话的理解的？长久以来，

一个对个案中的“恣意性”进行全面检验的方法就是看境遇类似的被告是不

是得到了相似处理；或者说“同案是否同判”。李昌奎案中的受害人家属因

为药家鑫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要求对被告李昌奎也判处相同刑罚，貌似他

们凭直觉察觉到了这个检验方法——当然，其中的含义是李昌奎案件至少和

药家鑫案件同样严重。根据美国联邦 高法院的上述推理，该如何应对李昌

奎案中受害人家属提出的要求？根据中国法律，是否可以主张法官可以给予

被告某种形式的“宽赦”？这种“宽赦”的界限在哪里? 

5. 在什么情况下对“恣意程度”的分析是对整个法律制度的控诉？在量刑阶段，

善意和优秀的法官也会在衡量诸如悔改、恶意或罪责性等无形因素的时候产

生分歧。无论怎么尝试，这些判断都具有主观性，但或许本该如此——应该

不会有人希望通过电脑来精确计算一个人的悔改程度（当一个人并不确定电

脑会作出对其有利的分析时）。但是这些主观的决定常常严重依赖“客观”

                                                 

51  前任 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F·小鲍威尔（Lewis F. Powell, Jr.）为自传所录访谈，约翰·C·小
杰弗里斯著，《路易斯·F·小鲍威尔大法官》1994 年版第 451 页。John C. Jeffries, Jr., Justice 
Lewis F. Powell, Jr. 451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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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实认定，而事实认定本身格外依赖塑造案件的人——辩护律师、检察官

和调查人员的个人素质、专业水平和勤勉程度。事实类型完全相同的案件或

许在真实性上存在惊人的不相似——换言之，某些事实争议较多，某些事实

争议较少，某些证人较为可信，某些证人可信度较低。而且，身处律师界和

供职司法机关的实务工作人员，即使倾尽全力仍会有自身的局限性或是个人

偏见，这或许意味着法庭中某种类型的被告出现次数较多，并非因为他们具

有较大恶性，而是因为他们拥有某种更容易被检察官和警察注意到的综合特

质。 

VI. 其他类型的恣意性？DNA、脱罪之人和无辜之人 

1976 年死刑系列案件及其后续发展似乎在告诉人们，在美国，死刑恐怕永

远不会因为适用的恣意性而被视为违宪，特别是考虑到 高法院曾指出，对制度

的“偏差性后果”提出的各种质疑之所以被驳回是因为“世界上不存在天衣无缝

的程序”。的确，从死刑系列案件宣判以来，对整体死刑制度的种种挑战至今无

一成功。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联邦 高法院在对格雷格一案确立的基本原则陆

续进行调整的同时，不断修正其组成要素，以实现宪法所要求的“削减可以适用

死刑的罪名的类型”，并且不断完善宪法规定的程序要求和其他需要考量的因素，

以保障程序公正。相反的是，对于非致命性侵犯个人权益的犯罪，从实体法上废

除这些罪名的死刑，法院的进展却十分缓慢。 

但是，随着被告人获罪后又依靠 DNA 证据翻案的情形急剧增加（而且至少

一部分脱罪被告无论是从法律角度还是事实角度看都是无罪的可能性较高)，人

们开始意识到死刑适用恐怕存在相当的恣意性，且已经上升到了违宪的程度。美

国某一个联邦地区法院曾依据脱罪案件数量宣布《联邦死刑法案》违宪。在美利

坚合众国诉昆诺内斯（United States v. Quinones）一案中52，纽约南区联邦法院亦

基于实体性和程序性正当程序，认定该法案违宪，理由就是死刑冤案发生的频率

太高。（格雷格一案的决定主要是依据宪法第八修正案“残酷和不寻常的处罚”

的条款，并非基于正当程序。） 

简单来说，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认为现有证据表明，一方面，无辜之人被

判处死刑的情况比之前想象的高出许多，另一方面，能证明这些人无罪

的有力证据往往都在他们被定罪后很久才出现。因此可以充分预见的是，

执行死刑会导致一大批无辜的人冤死，而他们如果不被处死，兴许 终

                                                 

52  美利坚合众国诉昆诺内斯（United States v. Quinones）， 205 F. Supp. 2d 256, 257 (S.D.N.
Y. 2002) （已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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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清白。由此可推断，《联邦死刑法案》（the Federal 
Death Penalty Act）的实施，不仅剥夺了无罪的人证明自己清白的重要

机会，违反了程序性正当程序的要求，而且不当地增加了无辜之人被错

误处死的风险，因此违反了实体性正当程序的要求。 

南区法院还提到，对被定罪的死刑犯执行死刑武断地排除了日后根据 DNA
证据证明其事实无罪的可能性。 

但是，这一判决在上诉至联邦第二巡回法院的时候被推翻，理由是， 高法

院一直以来都知道存在着冤假错案，但是从未基于这一点就认定死刑制度违宪。 

关于昆诺内斯（Quinones）案以及数量不断上升的 DNA 脱罪案件的评论 

尽管昆诺内斯一案的判决在上诉时被推翻，但不可能否认，DNA 脱罪对美

国法律界和整个社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 

因 DNA 证据而免于一死的死囚，尽管绝对数量不是很多，但是却增加

了死囚脱罪的可信度，哪怕被告借助的是 DNA 以外的方法。这彻底驱

散了原先笼罩在格雷格案之后死刑错案上的迷雾……53 

这意味着，至少自质疑制度内种族偏见的麦克卡莱斯基（McCleskey）案以

来，死刑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审视。 

“几乎全部定罪后通过 DNA 脱罪的案件中，在 DNA 证据出现之前，

无罪辩解要么曾经被彻底否定，要么从未被提出。如果没有 DNA，清

白将无从分辨。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因为它说明，虽然现在被告无可

辩驳地是无罪的，但正常的法律机制无法辨别其是否无罪……因此，对

于 DNA 脱罪案件，很难主张“目前制度是可行的”，在死刑案件中，

更难主张的是如果 DNA 证据没有被发现，该制度仍有办法阻止行刑。

（正像李本教授所说）， “DNA 强有力地给这个社会灌输了一种不安

全感——因为 DNA 对制度缺陷的揭露虽然频率不高且具有任意性，但

每次都正确无疑，从而强烈地激发了全国上下对现行死刑适用制度的疑

虑。”54 

                                                 

53  阿伦森和科尔著，第 611 页。 

54  见前注，见 6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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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DNA 脱罪是否是制度失灵的一个清晰有力的论据？不少学者对此并

不确定。DNA 始终只是“证据”的一种，和其他类型的证据一样，同样受使用

方式的影响，也会被误用。 

DNA 也提出了如下挑战： 

而且，随着 DNA 测试应用越来越广泛，贝多指出，由于测试屡屡揭示

被告是无辜的，暂停死刑的呼声兴起，但这或许会起到反作用力，使得

死刑的拥护者有理由声称目前制度因此已经得到“修复”。 

加州伯克利大学的齐姆林（Zimring）教授也指出，法庭尽管对无辜的

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但与之伴随的是各种持续不断的矛盾的做法，例

如《1996 年反恐怖主义暨有效死刑法》（the Anti-Terrorism and Effective 
Death Penalty Act of 1996），旨在“通过严格执行默认程序以扫除行刑

障碍。”一旦 DNA 证据成为入罪证据，愈发难以对其提出质疑，而且

法院迫于日渐增加的压力，基本上将所有 DNA 证据都视为真实的，同

时不鼓励对该证据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疑问。55 

在死刑审判中，无论 DNA 证据 终是如何被使用的，DNA 脱罪给公众带

来的冲击力仍是不可否认的。目前公众对死刑的支持率虽仍高于 60%，但处于

三十年来的 低点。新泽西州、新墨西哥州和伊利诺伊州这三个州已经正式废

除了死刑，其他很多州也都通过立法或司法审判暂停死刑。 

美国 杰出的法学家之一盖多·卡拉布雷西（Guido Calabresi）法官总结了

DNA 证据和 DNA 脱罪在这场关于美国死刑的辩论中的地位： 

八十四年前，勒恩德·汉德（Learned Hand）法官观察到，“我们的程

序一直以来都无法摆脱被定罪的无辜之人的阴影”，但可以乐观地假设，

“这其实是一个不真实的梦。”（美利坚共和国诉嘉森 (United States v. 
Garsson)，291 E 646，649 (S.D.N.Y.1923)）。今天，随着法医 DNA 技术

的突飞猛进，尽管我们希望学习勒恩德·汉德的乐观主义，但是这一愿

望必须让步于错案的现实——这个现实要求我们重拾对无辜之人应被

释放这一原则的坚持。56 

 

                                                 

55  见前注，第 618 页。 

56  麦克肯森诉布朗（McKithen v. Brown），481 F.3d 89, 91 (2nd Ci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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