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对老年人适用死刑 

简介 

I. 主题与案件背景 

美国的死囚正在老龄化。截至 2009 年 12 月，年届 60 或是 60 岁以上者 260
人，超过全美待执行死囚总人数的 8.2%。1 即便只是与十年前相比，这也是个

惊人的增长--当年这般高龄的死囚只有 80 人，仅占待执行总人数的 2.3%。2 自
2004 年以来，实际执行时 70 岁以上者只有 5 人,其余的一些老龄死囚甚至等不

到死刑的到来，比如维亚·勒罗伊·纳什（Viva Leroy Nash）94 岁时在狱中寿终

正寝。3 

死囚老龄化并不代表美国老年人犯罪数量日益增长，而是死刑案件中程序

性保障得以加强和审查标准日趋严格所产生的副作用。2010 年被执行死刑的囚

犯，从 初被判处死刑到 终被执行死刑，在监狱内平均服刑 14.8 年4；而且这

个等待往往可能更加漫长，有些囚犯苦侯数十载，才穷尽所有上诉获得一纸终

裁 后直面死刑执行。当然，为保证只有确实犯下 严重罪行之人才被执行死

刑，上诉制度不可或缺，通过上诉很多死囚得以撤销死刑或者减刑。从 1977 至

2010 年， 初被判死刑的囚犯只有 15.7% 终被执行死刑，有 39%通过对法律

适用或是事实认定进行抗辩得以撤销原判或是减轻刑罚5，剩下的 40%一边等待

终命运一边日渐老去。6 

                                                 

1 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极刑”2009,见表 7。 

2 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极刑”1999,见表 5。 

3 鲍勃·克里斯蒂，“美国 高龄死囚,94 岁的勒罗伊·纳什去世”，载《赫芬顿邮报》，2012 年

2 月 10 日。Bob Christie, Leroy Nash, Oldest Death Row Inmate In U.S., Dies At 94, The Hu-
ffington Post, February 10, 2012。     

4 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极刑”2010,见表 8。平均等待时间在 1984 年尚不足 6.2 年，之后

便持续稳定增长。 

5 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极刑”2012,见表 13、14。 

6 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极刑”2012,见表 15。略高于总人数 5%的死囚因其他原因在监狱

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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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死刑的狂热支持者，眼看着一个拱肩缩背的老人被处以极刑可能也

会于心不忍。对此类执行的密集报道和这类案件引发的纷纷议论就体现了这种

不适感。然而，从法律的角度看，真的有将老年死囚区别对待的理由吗？囚犯

现在的高龄和因多年以前年纪较轻时所犯之罪而应受的惩罚，这两者之间应该

有关联吗？是否犯罪时已届高龄的老人和在上诉中才发秃齿豁的犯人不应一概

而论？ 

直至今天美国 高法院仍未就这些问题或是其他跟死刑犯年龄有关的问题

给出一个直接判决。不过，在艾伦诉奥努斯基（Allen v. Ornoski）一案中，颇具

影响力的第九巡回法院驳回了一个 76 岁死囚的 后上诉，之后该名死囚很快就

被执行了死刑。在驳回这名死囚的上诉时，第九巡回法院对他的年龄是否应该

构成死刑执行的障碍进行了考量。 

II. 案件与分析 

艾伦诉奥努斯基，435 F.3d 946 (9th Cir. 2006) （简称艾伦（Allen）案）。 

A. 案件事实 

1974 年，时年 44 岁的克拉伦斯•雷•艾伦（Clarence Ray Allen）组织抢劫了

几位老朋友开的一间商店，其中一位同谋是他儿子 17 岁的女友。得知她事后向

店主坦白，艾伦设计杀害了这个女孩并且藏匿了尸体。完成报复之后，艾伦又组

织新成员实施了一系列抢劫，直到某次犯案出现纰漏才在警察介入后被捕。基于

这些犯罪事实，艾伦于 1977 年因以实施犯罪为目的的非法入侵罪、共谋罪和一

级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 

遗憾的是，艾伦的犯罪生涯并未就此结束。身在牢房的艾伦对指证过他的证

人心怀怨恨，其中包括多名曾经的同谋。在监狱里，艾伦一手准备上诉一手谋划

铲除这些证人，以防他们再次作证。跟在锒铛入狱之前结伙作案一样，艾伦拉拢

了一帮可能为他所用并且愿意替他卖命的狱友。其中一人将在 1980 年假释出狱，

艾伦便雇他去杀害几位检方证人，并且为他在监狱之外准备好了武器和代步工

具。之后，艾伦第一次抢劫的那间商店发生了一起三人被害的残忍凶杀案，那些

曾经指证他的店主都惨遭报复。 

在其他谋杀案得以发生以前艾伦雇佣的杀手就被警察抓获，但是警察从他身

上搜出了一本地址簿，上面记录着所有对艾伦作过不利证言的证人，暗示着一个

更大的杀人计划。这本地址簿是把艾伦和这起谋杀案联系起来的关键，大量证据

很快浮出水面，表明艾伦便是这起谋杀的幕后主使。1982 年，艾伦再次受审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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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但这一次他得到的是一个死刑判决。艾伦先后在州法院和联邦法院对这次审

判程序的合法性提出抗辩, 虽然推迟了死刑的执行时间，但是 终未能推翻原审

的定罪量刑。当加利福利亚州东区联邦地方法院驳回他 后的人身保护令申请和

暂停执行死刑的动议之后，艾伦向联邦第九上诉巡回法院提出上诉。 

此时马上就要迎来 76 岁生日的艾伦已经疾病缠身，包括失明、听力障碍、

重度二型糖尿病、中风并发症、心脏病，而且由于一次心脏病发作导致的并发

症他只能终日待在轮椅上。年龄和日渐恶化的健康状况是他向第九上诉巡回法

院提出上诉的关键。 

B. 案件分析 

第九上诉巡回法院认为，艾伦的 终上诉包含两个相互联系但又相对独立

的观点：其一，宪法对残酷和不寻常的处罚所作的禁止性规定7 完全禁止对艾

伦这样年老体弱的犯人执行死刑。其二，艾伦认为，死囚区的生活环境使人精

神颓败、丧失人性，在这样的地方被囚多年然后再被执行死刑属于残酷和不寻

常的处罚。根据程序法，法院只需判定艾伦的请求是否提出了一个存在争议的

宪法问题，并不需要决定是否在该具体案件中支持这些请求。 

1. 主张 1：对年老体弱者执行死刑是宪法所禁止的残酷和不寻常的处罚 

法庭首先考查年老体弱这个主张： 

艾伦认为，在他年届高龄又身患疾病的情况下对他执行死刑，将侵犯宪

法第八修正案赋予他的不受残酷和不寻常的处罚惩罚的权利。然而，艾

伦的申辩却显示第八修正案禁止对老年囚犯和体弱囚犯执行死刑这一

说法严重缺乏论据支持。他转而辩解道，禁止对年老体弱者执行死刑是

近年来发展中的、关于第八修正案的 高法院判例法的自然延伸。8 

由于缺乏直接涉及年龄问题的法律渊源，艾伦试图从 高法院通过判决逐

步缩减死刑这一趋势中进行归纳。他试图证明，过往案例限制对属于某些特定

人群的被告适用死刑，所体现的势头以及所采用的推理应同样适用于限制对伤

残老年人适用死刑的情况。法庭在判决意见中复述了艾伦引以为据的先例： 

                                                 

7 《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 

8 艾伦诉奥努斯基,435 F.3d 946, 951 (9th Ci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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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提出弗尔曼（Furman）案之后 高法院的死刑判例来佐证。在那些

案件中 高法院逐步地（1）扩大不得适用死刑的人群类别，见福特诉温

莱特（Ford v. Wainwright）9，（对精神不适格之人10 执行死刑，违宪），

汤姆逊诉俄克拉荷马州（Thompson v. Oklahoma）11（对犯案时未满 16
岁者执行死刑，违宪），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州（Atkins v. Virginia）12（对

智障罪犯执行死刑，违宪），洛普诉西蒙斯（Roper v. Simmons）13（对犯

案时未满 18 岁的青少年执行死刑，违宪）; 以及（2）缩减可以适用死

刑的刑法罪名，比如库克诉佐治亚州（Coker v. Georgia）14（对谋杀罪以

下的罪名适用死刑，违宪），安蒙德诉佛罗里达州（Enmund v. Florida）15   
（对协助进行重罪犯罪但没有实施杀害行为或者没有意图实施杀害行为

之人执行死刑，违宪）。16 

a. 高龄与罪责性的关系 

艾伦认为，这些案例表明对老年人适用死刑在宪法上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

题，但这一主张并未被第九巡回法院采纳。法庭考查了这些案例背后的法理，

认为很多道理并不同样适用于艾伦的情况。比方说，在艾伦引用的案例中几类

罪犯被排除在死刑之外，是由于 高法院认为这些人刑事罪责较轻因而不应受

                                                 

9 福特诉温莱特,477 U.S. 399 (1986)（简称福特（Ford）案）。关于受刑能力，详见第五章。 

10 译者注：英文原文 “mentally incompetent”,此处指因无法理解死刑及其意义而不具备受刑

能力者，不完全等同于精神病人。 

11 汤姆逊诉俄克拉荷马州,487 U.S. 815 (1988)（简称汤姆逊（Thompson）案）。 

12 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州,536 U.S. 304 (2002)（简称阿特金斯（Atkins）案），详见第五章。 

13 洛普诉西蒙斯,543 U.S. 551 (2005)（简称洛普（Roper）案）。 

14 库克诉佐治亚州,433 U.S. 584 (1977)（简称库克（Coker）案），详见第四章。 高法院在库

克诉佐治亚州一案中判定对强奸一名成年女性但未造成死亡后果的被告适用死刑不是罚当其罪，

因此是违反宪法规定的。第九巡回法院在艾伦案中将此判决解释为宪法只允许对剥夺他人生命的

犯罪适用死刑。库克案的具体含义直到肯尼迪诉路易斯安那州（Kennedy v. Louisiana）,554  
U.S. 407 (2008),一案才得以澄清，其时 高法院判决认定，如果一项针对个人的（而非危害国

家的）犯罪未导致被害人死亡，死刑确实是违宪而应当予以禁止的，第四章对肯尼迪（Kennedy）
案亦作详细讨论。 

15 安蒙德诉佛罗里达州,458 U.S. 782 (1982)（简称安蒙德（Enmund）案）。在安蒙德案和之后

对安蒙德案规则做出修改的提森（Tison）案中， 高法院为重罪谋杀的死刑适用规定了必需的[犯

罪]意图和参与程度，详见第四章（重罪谋杀指导致他人死亡、但被告未直接造成他人死亡亦未

意图致人死亡的重罪犯罪）。 

16 艾伦诉奥努斯基,第 95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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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法律上 严厉刑罚的制裁。而第九巡回法院认为没有理由认定艾伦在犯案时

罪责性低于其他被告： 

在洛普案、阿特金斯案、汤姆逊案和安蒙德案中， 高法院的判决理

由均以同一理念为转移，那就是某些类别的罪犯固有的罪责性较低，

对其执行死刑将与宪法第八修正案的罪刑相当原则相抵触。在洛普案

中， 高法院列举了青少年的三个特点, [由于这些特点]青少年这一

群体具有较低的罪责性，因此不宜被归入 恶劣的罪犯之列：（1）“不

成熟和不完善的责任感”导致“冲动和欠考虑的行为及决定”；（2）更

容易受到“负面影响和外界压力”的左右；以及（3）“过渡性的、未

定型的”人格。 高法院认为“他们[即青少年]自身的弱势和对周边

环境控制力的相对缺失表明，与成年人相比，青少年更有理由为未能

抵制整体环境中的负面影响而请求原谅”，并由此总结道，“[这些人]

的罪责性和可谴责程度都因其年少和不成熟而大幅度降低，如果对他

们施以极刑”，与作为社会目的之一的“报应是不成比例的”。在评

估对未成年人执行死刑是否能够实现威慑这一社会目的时， 高法院

的分析仍然集中在罪责性上，“特别关注的一点是，缺乏证据表明[死

刑]有威慑效果，因为那些降低了青少年罪责性的特征还说明他们不易

受到阻吓”。 

在阿特金斯案中， 高法院再次将“相对罪责性”和“死刑的刑罚目

的”联系起来。就报应而言，法院认为，鉴于“量刑若要适当，刑罚

的严厉程度必然由罪犯的罪责性决定…将智障罪犯排除在死刑之外是

为恰当”。在法院认定对智障罪犯执行死刑无法实现刑罚的威慑目的

时，罪责性再次成为关键，因为“认知和行为障碍，比如理解和处理

信息、吸取经验教训、逻辑思辨、冲动管控等方面的能力耗弱，其道

德层面上的罪责性因此有所降低，对可能因此被执行死刑这一信息进

行消化并据此控制自己行为的可能性亦因此而减低”。在认定第八修

正案禁止对犯案时未满 16 岁之人执行死刑时， 高法院的理由依然是

较轻的罪责性削弱了死刑的威慑力和报应功能。同样地，在安蒙德案

中， 高法院在被告个人罪责性的基础上考量了罪刑相当，判定对于

重罪从犯，“刑事责任必须仅限于他参与抢劫的行为，且其所获之刑

必须和个人之责任及道德之过错相适应”。17 

第九巡回法院没有认定年龄或体弱对艾伦的罪责性有任何类似年少或精神障

碍[之于青少年或智障人士的罪责性]的影响。或者，用法院的话说，“现在所

                                                 

17 艾伦诉奥努斯基,第 952-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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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之疾并未降低其罪责性，因此没有削弱死刑的报应目的或是威慑目的。”18 
恰恰相反，第九巡回法院认为艾伦在监狱内作案之时，他的年龄（50 岁）和经历

“反而增强了他冷血地谋划实施犯罪的能力”。19 

b. 高龄与受刑能力的关系 

与艾伦引用的其他案件不同，福特案要求囚犯在行刑之时理解所受的刑罚，

而不是考查其犯案之时的精神状态。不过第九巡回法院仍然认为艾伦援引这一案

例是错误的，因为法律对主观精神状态的要求与年龄无关，福特案给出的检验标

准平等适用于任何年龄的被告，无论年少或年老，均可个别适用。况且，艾伦的

状况并未表明福特案的检验标准能够帮助他免于死刑： 

艾伦非常倚重福特案，认为考虑到他的年龄、日渐恶化的健康状况、

在死囚区的服刑时间和服刑环境，对他执行死刑并不能实现死刑的报

应目的。在福特案中， 高法院判定第八修正案禁止对一个患有精神

疾病的被告执行死刑。依据之一是，对一个无法理解所面临的惩罚甚

至是无法意识到自己即将临刑的人执行死刑，无助于实现死刑的威慑

目的和报应目的。恰恰相反，艾伦于 2005 年 12 月 27 日接受了 后一

次精神状态评估，结果显示正常。事实上，艾伦也没有声称自己精神

不适格。因为记录无从显示艾伦的身体状况和年龄使得他无法理解自

己面临的死刑之性质与目的，所以此处援引福特案并不恰当。20 

c. 州法与实践 

在认定 高法院判例鲜有表示要彻底排除对老年人适用死刑之后，第九巡回

法院继而端视各州实践，看是否存在一个全国性的反对对老年人执行死刑的政

策。这样一个州法趋向若当真存在，亦可能预示对老年人执行死刑现在已是宪法

所禁止的“残酷和不寻常的”处罚。然而，法院发现，很少州法或监狱数据统计

方面的证据显示在实践中高龄被当作死刑量刑的考虑因素之一，保护老年人使其

免受死刑已经成为美国“不断发展的文明标准”的一部分更是无从谈起。由于缺

乏既有判例法和普遍实践的支持，第九巡回法院认为艾伦未能证明对老年人执行

死刑在宪法上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18 前注，第 953 页。 

19 前注。 

20 艾伦诉奥努斯基,第 9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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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张 2：莱克伊（Lackey）之辩 

莱克伊之辩得名于首次提出这种抗辩之可能性的 高法院案例。21 该抗辩

声称身处斯巴达式简陋艰苦的死囚区、长期过着危若朝露的生活已然是一种严厉

的处罚，如此过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行刑将是多余的惩罚，不存在多少刑罚价

值，因此是违反宪法规定的。虽然不止一个 高法院大法官明确表示愿意探讨这

个问题，但是 高法院至今尚未真正考查过任何莱克伊之辩。在莱克伊（Lackey） 
案的附议意见中，斯蒂文斯（Stevens）大法官质疑姗姗来迟的死刑执行对实现

死刑的刑罚目的――报应和威慑，是否真的有所促进。他认为在此类案件中囚犯

经历难以承受的等待和禁闭，报应目的已经达到，加诸如此严苛的处罚之后免去

实际执行死刑，偶一为之很可能只会在 低程度上降低刑罚总体的威慑价值。简

单说来，虽然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待决犯只要挨得住时刻存在的行刑的威胁，在

死囚区苟延残喘足够长的时间， 终便可免除一死，但是，由于这种机率相当渺

茫，因此不太可能降低死刑对潜在罪犯的威慑之效。 

被告的年龄并不是莱克伊之辩的明确要件之一，在犯下死罪之时已年届高龄

的被告也不能直接从中获益。然而莱克伊之辨却可以为那些在死刑上诉的跋涉中

老去的犯人提供一个避免被执行死刑的理论支撑。正如上文所说，后者占了老年

死囚的大多数，因此当法律和整个社会都在努力解决对老年人执行死刑这一问题

时，莱克伊之辩也许会变得愈发重要。偶尔认可服刑多年的老年死囚所提出的莱

克伊之辩可以在保存死刑正义性的同时，避免将一个看上去极度无助的老人押送

行刑室的场景。但是目前绝大多数类似主张都像艾伦的抗辩一样， 终没有被采

纳。 

第九巡回法院拒绝采纳艾伦的莱克伊主张，指出，对于一个未能成功对定罪

或量刑提出抗辩但却因此延缓了死刑执行的囚犯，如果允许他以坐牢时间过长为

由推翻原审，看似并不合理。或者，用法院的话说，“我们不能认定因遵守第八

修正案而产生的延迟其本身违反了第八修正案。”22 即便是先前表示支持莱克

伊之辩的 高法院大法官们一般也将焦点集中于由法律体系自身缺陷所致之延

迟，而非可直接归因于囚犯进行上诉的延迟，而且大法官们很可能会认为这种区

别并非无关宏旨。 

                                                 

21 莱克伊诉德克萨斯州（Lackey v. Texas）, 514 U.S. 1045, 1421 (1995)（斯蒂文斯大法官，

附议意见）。 

22 艾伦诉奥努斯基,第 959 页，援引麦肯锡诉丹（McKenzie v. Day）,57 F.3d 1461, 1467 (9th  
 Ci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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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该案的程序只要求艾伦证明莱克伊之辩已经成为明确的既定法，但是第

九巡回法院并未如此认定。法庭大量引用本院和其他巡回法院作出的驳斥莱克伊

之辩的判例： 

艾伦的莱克伊之辩在联邦法和州法上都查无依据，因此即使加利福尼

亚州 高法院未对该主张进行全面的实质审查便驳回了人身保护令申

请，也不可能被认为是“违反了或涉及不合理适用由美国 高法院认

定的已清楚确立的联邦法律”。23 

于是这个主张也被驳回，艾伦于 2006 年 1 月 17 日被执行死刑。 

III. 讨论问题 

1. 年龄作为从轻情节：本章和艾伦案仅考查了根据宪法高龄和体弱是否可能在

宪法上构成判处或执行死刑的障碍，并未探讨如果被告在接受审判时已经日薄西

山，将高龄作为量刑的从轻情节是否恰当。 

作为宪法要求的“个别化量刑”24 的一个环节，在死刑案件的量刑阶段，老

年被告有机会将他们的年龄证据连同证明其他相关从轻情节的证据一并提交。而

且“被告在犯案时的年龄”（包括年少和年老）在很多州的州法之下亦是一个法

定的从轻情节。25 但是这些州法无一对什么年纪适宜作为高龄这一从轻情节的

起始点做出明确规定。是否应该有一个清晰的节点？ 

即便是那些将高龄作为一个从轻情节的州，在没有认定高龄对犯罪有任何直

接影响的情况下也不愿意给予这一情节过多比重，见下列近期案例： 

a. 巴拉德诉（佛罗里达）州（Ballard v. State）, 66 So.3d 912, (Fla. 2011) （波

斯顿（Polston）法官，反对意见）：“对于法定年龄[从轻]情节26，一

审法院几乎未给予比重或仅给予稍许比重”，因为，虽然巴拉德在谋杀

                                                 

23 艾伦诉奥努斯基,第 960 页。 

24 见洛克诉俄亥俄州（Locket v. Ohio）, 438 U.S. 586, 597 (1978)（因法律禁止量刑者考虑从

轻情节而推翻死刑判决）。 

25 比如见《阿拉巴马州法典》第 13A-5-51 节（阿拉巴马州法典要求考虑“被告犯罪时的年龄”）。

各州从轻情节的完整列表，见 http://www.jdsupra.com/post/documentViewer.aspx?fid=d61d8c7b-89
6b-4c1a-bd87-f86425206b45。 

26 波斯顿大法官通篇的分析都清楚显示被告的年龄是被当作从轻情节来考虑的，且在别处也作

从轻情节论；此处反对意见原文将被告的年龄称为加重情节，应是笔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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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生之时已经 65 岁，但是看来变老并未使他变钝，因为他有一份全

职工作，早上 7 点前就要上班，“既需要持久的体力又需要灵活的头

脑”。 

b. （俄亥俄）州诉弗雷泽（State v. Frazier）, 115 Ohio St. 3d 139 (2007)：
“弗雷泽辩称，任何形式的无期徒刑都足以让他在监狱中度过余生。话

虽如此，弗雷泽的年龄并未影响他残忍地杀害史蒂文森（Stevenson）的

能力。因此，我们基本不考虑将他的年龄作为一个从轻情节。” 

c. （亚利桑那）州诉格拉索（State v. Glassel）, 211 Ariz. 33 (2005)：[在已

届高龄（61）、无犯罪记录和无暴力犯罪史这三个从轻情节都得到认定

后，被告仍然被判处死刑。这些都抵不过一次作案杀害多人这一个加重

情节。] 

将艾伦案法庭关于高龄被告的罪责性一般而言并未降低这一点的论述和上

述前两个案例的分析相比，您得出了什么结论？如果，如这两个案子所示，仅

年龄这一项并不足够，或是鲜有足够成为一个从轻情节，年龄还应该被单列为

一个情节吗，还是说应该根据其导致的后果，比如体弱或痴呆来考虑？是否可

以认为年龄降低了被告往后的人身危险性从而减少了适用死刑的必要性？ 

从已知的有限判例中很难全面评估年龄作为一个从轻情节的作用。尽管允许

老年罪犯单纯以年龄为由规避死刑看似比较勉强，但是陪审团可能会对年迈的被

告抱有同情却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据说检察官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往往

选择不申请对这类被告科以死刑。27 只有对老年罪犯中罪大恶极者检察官才会

向法庭寻求死刑判决，这或许也说明了为什么年龄很少作为一个从轻情节发挥作

用。 

2． 年龄作为加重情节？高龄可能成为一个加重情节吗？法庭指出 50 岁的艾伦

应该已经具有足够的经验和历练，懂得如何进行自我控制；那么比艾伦更为年长

的重罪犯，假定精神适格，岂不更是如此？ 

3.   判断是否对老年囚犯判处死刑时， 高法院既考虑其犯案时的罪责性又考

虑其临刑前的精神状态，并认定没有理由对老年被告区别对待。如果老年被告在

犯案时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或无法理解日益逼近的死刑执行的本质，无需特别考

                                                 

27 凯莉·波斯拉著，“挥之不去的过去：对昔日可致人死地而今却无缚鸡之力的老龄罪犯的追诉

和量刑”，载《圣约翰大学法学评论》第 81 卷，第 377 页（2007）。Kelly Porcella, The Past C-
oming Back to Haunt Them: The Prosecution and Sentencing of Once Deadly but Now Elderly
Criminals, 81 St. John's L. Rev. 369, 37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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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其年龄，一般的法律程序已经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救济。但是这些保护措施真的

足以解释为何对老年人执行死刑使得有些社会成员深感困扰吗？还是说年龄本

身确有值得进一步保护的特殊之处？ 

a. 就精神疾病而言，有人说“对一个精神失常的人执行死刑是对人

性的颠覆”，行刑是种过度的处罚，因为“精神错乱本身已是

惩罚”。28 那么，是否可以说对年老体弱者执行死刑是‘对人

性的颠覆’，而且单凭这个原因就应予禁止？衰老本身是否已

是惩罚？ 

b. 当年的犯罪已是陈年往事，虽然我们仍然谴责那个行为，但是已

经不再认为被告还像年轻时那般罪过--这一说法是否有道理？

谋杀罪通常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有时其他重大犯罪也是如此，

这说明我们随时都愿意惩罚罪大恶极之人29；但是这种情况跟被

告被长时间囚禁因而已经受到惩罚也许有所不同。这跟莱克伊

之辩之间又有什么关联？ 

4.  艾伦案中，年老与体弱总是被相提并论，但这也许误读了社会对此类案件的

担忧。就 高法院裁定驳回艾伦请求暂停执行死刑的申请，大法官布雷耶

（Breyer）提出了反对意见：“申请人已经 76 岁，双目失明，饱受糖尿病的折

磨，只能靠轮椅行动，而且已经在死囚区服刑 23 年。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

他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命题--对他执行死刑是否构成一种‘残酷和不寻常的处

罚’”。30 布雷耶大法官列举的这些情况之中究竟哪个 为关键？对一个非常

健康的老人执行死刑是不是就可以让人少些不安？如果是一个年纪稍轻、只能靠

轮椅行动的盲人呢？是受制于国家暴力的弱者形象让人如此忐忑不安，还是说问

题在于高龄本身？ 

5.   老人在民权法下、住宅法下均享受特殊保护，作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时亦

是如此（在刑事案件中，侵害老人通常被视为一个加重情节），这看上去是否与

死刑案件不愿将高龄作为从轻情节不相一致？ 

 

                                                 

28 福特诉温莱特，第 407 页。 

29 韦恩·R.·拉费弗等著，《刑事程序》，第 18.5 节（第五版 2009 年）。 

30 艾伦诉奥努斯基，546 U.S. 1136, 1140 (2006)（布雷耶大法官，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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