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罹患精神障碍的被告与美国的死刑制度 

简介 

作为刑事被告，一个重症精神病患者从接受调查到 后服刑，在刑事程序的

每一个阶段都面临特殊的挑战和考虑。比方说，在接受警方调查时，这样的被告

可能对自己的权利缺乏充分的认识，并且面对警察施压时特别容易屈从，以至于

轻易放弃自身的权利甚至是作出虚假的供述。1 再者，这样的被告还可能因为对

自己的辩护律师或其他施以援手之人缺乏信任而无法有效地参与到自己的辩护

中去，或是未能对不利判决提出上诉。在庭审中，这类被告异于常人的情绪或举

止可能会被误读成有罪或不知悔改的表现。从人道主义和刑罚目的观之，还须考

虑，有人可能并不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或是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对这样的

人科以刑罚究竟是否具有正当性；或者，鉴于此类被告的状况，是否应该从宽发

落？即便如此，保护被告个人和刑事正义，与保障社会免受具有潜在危险性的个

人[的侵害]，这两者必须取得平衡。 

上述问题在死刑案件的审理中 为突出，因为所涉罪行极其严重，而且量刑

的备选之一是不可逆转的终极刑罚。据估计，在美国大约 5-10%的死囚都患有严

重的精神疾病，因此，死刑案件中的精神病问题绝非仅具学术价值。2 虽然这已

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为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死刑被告提供保护的美国法律

存在重大漏洞，保留死刑的各州之间法律标准也参差不齐。 

通常美国法院考查刑事被告在三个时点上的精神状态，并认可其在法律上具

有特殊意义：不法行为发生之时（精神病抗辩）、定罪量刑的庭审之时（受审能

力）3，以及，在死刑案件中，行刑之时（受刑能力）4。足以引起法律后果的精

                                                 

1 见威廉·C·佛列特，德博拉∙戴维斯，理查德∙A.∙李欧，“精神健康状态及受警察讯问技巧影

响的程度”，载《犯罪学法学评论》，第 22 卷，第 46-49 页（2007）。See William C. Follette,   
Deborah Davis & Richard A. Leo,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Vulnerability to Police Interrogat-
ion Tactics, 22 Crim. Just. 42, 46-49 (2007)。 

2  美国精神卫生协会（前身为全国精神健康协会），“死刑与精神病患者”，www.nmha.org/go/po
sition-statements/54。  

3 包括在正式的刑事追诉启动以后进行的所有重要程序。 

译者注：英文原文“competency to stand trial”， 本章译为受审能力；美国法的这一概念一般只

考虑精神疾患等心智方面的缺陷。中国刑法上的“受审能力”泛指刑事被告人参加庭审、接受审

判的能力；除了考虑精神疾病之外，还考虑其他严重疾病，见《 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 年 9 月 8 日生效，第一百八十一条。 

4 译者注：英文原文“competency to be executed”， 本章译为受刑能力。跟美国法的“受刑能

力”相比，中国刑法上这一概念的范畴较宽，马克昌教授认为“受刑能力”就是“刑罚适应性”，

见“责任能力比较研究”，载《现代法学》第 3 卷，第 38 页（2001）；在精神病的语境下更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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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缺陷类型、精神障碍的确认程序及其法律后果都因考查时点的不同而大相径

庭。本章概观首先通过分析一个新近的联邦 高法院判决来简要介绍与所有刑事

案件相关的精神障碍所涉及的一些问题，然后探讨两个对死刑制度意义非凡的案

例：关于精神病死囚的受刑能力的帕内蒂诉奎特曼（Panetti v. Quarterman）5 和
将智障人士这一类别完全排除在死刑执行之外的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州（Atkins 
v. Virginia）6。 

I. 背景：一般刑事案件中的精神疾病 

A. 精神病抗辩：于行为之际患有精神疾病因此刑事责任有所降低 

在美国的刑事制度中，将被告的精神疾病纳入法律考量 广为人知的方式

也许莫过于“精神病抗辩”，又称有病无罪之辨7，借此被告人试图在庭审中证

明，尽管其的确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是由于存在精神缺陷所以该行为是可以被

宽宥的，因此自己不应为此承担刑事责任。这一抗辩背后的理念是，自主行为

始得加以责罚，无法辨识自身行为或无法依法行事之人，即使实施了违法行为，

也不具有道德上的可非难性。 

从刑罚理论的角度出发，精神病抗辩有其必要性，因为惩罚一个精神病人

无助于实现刑事惩罚的一般目的—威慑、矫正、和报应。一个确实无法控制自

身行为，或是缺乏能力去理解自身行为和行为可能导致的处罚之间有何关系的

精神病人，无论面临如何极端的制裁，也是不会被震慑的。而且，无论通过刑

罚抑或教化，罹患精神病的罪犯都无道德缺陷可供矫正，而是有疴病需要医治。

报应， 顾名思义，即罪犯应当受到与所犯之罪和所担之责相适应的处罚；罚不

当罪或是惩罚因精神残疾而被认为无可非难之人，恐有不正义或不人道之虞。

实际提出精神病抗辩的刑事案件在数量上虽是太仓一粟8，但于刑事法中始终是

                                                 

关注“服刑能力”，即罪犯接受除死刑之外的处罚时所具有的生理和心理能力，比如见，中华人

民共和国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发布的“司法鉴定技术管理规范 精神障碍者服刑能力评定指

南”，2011 年 3 月 17 日生效。 

5 帕内蒂诉奎特曼，551 U.S. 930 (2007)。 

6 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州，536 U.S. 304 (2002)。 

7 译者注：英文原文“Not Guilty by Reason of Insanity (NGRI)”，本章译为“有病无罪”，见，

何恬，“司法实务中用法律精神病替换临床精神病的思考”，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第 2 卷，第

95 页（2004）。 

8 海尼·F·弗列德拉，“从疯狂到甚于能力减损：后克拉克时代的精神疾病与刑事罪责免除”，

载《佛罗里达州大学法学院法律与公共政策评论》，第 18 卷，第 12 页（2007）（在所有重罪案件

中，提出精神病抗辩的尚不足 1%，且其中成功率仅为 25%左右）。Heny F. Fradella, From 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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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1980 年，小约翰·辛克利刺杀总统未遂却藉精神病抗辩

成功脱罪，物议沸腾；随后美国多个司法辖区修改法律以限缩精神病抗辩的范

围，使得被告愈发难以成功主张这一抗辩。9 现在，除去少数几个司法辖区，精

神病的证明责任皆归属被告10，而且通常被告就打算提出精神病抗辩一事必须

预先知会检察官11。对于有意提出精神病抗辩的被告，法院经常会强制其接受

中立的12精神健康专家的诊断13，某些司法辖区还授权法院在接到检察官申请之

后命令被告接受检方专家的评估。14 经济困难又意欲主张精神病抗辩的被告，

若其精神状况可能成为庭审争点，根据宪法将有权获得由法院指派的专家所提

供的协助。15 

在程序上，少数司法辖区允许将有关精神病抗辩的审理分拆成两个独立的阶

段，首先处理被告的罪与非罪问题，判决有罪方才对精神病问题进行审查。16 提
出精神病抗辩即默认[事实上]有罪，因此，若将事实上是否有罪和精神上是否患

                                                 

anity to Beyond Diminished Capactiy: Mental Illness and Criminal Excuse in the Post-Clark E
ra, 18 U. Fla. J.L. & Pub. Pol’y 7, 12 (2007)。 

9 见亨利·J·斯达门等著，《辛克利案前后，评精神病抗辩改革》（1993）。See generally Henry 
J. Steadman, et al., Before and After Hinckley, Evaluating Insanity Defense Reform (1993)。 

10 韦恩·R.·拉费弗，《刑法》，第 451 页（第五版 2010 年）。联邦法《美国法典》第 18 章第 1
7（b）节就很有代表性，“被告对精神病抗辩负有达到明晰且令人信服程度的证明责任”。在那些

要求检方承担证明责任的州，被告就精神病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而后责任发生转移，由检方证

明[被告]精神正常。比如，西弗吉尼亚州法院判定，“法庭审判推定被告精神健全。但是，如果

被告举证自己精神异常，那么取而代之的便是，检方负有证明责任对被告在行为之际精神正常加

以证明至无合理怀疑的程度。”（西弗吉尼亚）州代里帕斯诉侯克（State ex rel. Repass v. Hoke），
2012 WL 2979077, 28 (W. Va. 2012)。 

11 比如，见，《联邦刑事诉讼法典 》第 12.2（a）节（未就准备主张精神病抗辩给予提前通知，

可能导致庭审时对该抗辩不作考虑）。 

12 见美利坚合众国诉林查克（United States v. Rinchack），820 F.2d 1557, 1565，脚注 10 (11th 
Cir. 1987) 。 

13 比如，见，《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 12.2（c）（1）（B）节（如果被告主张精神病抗辩或是检

方要求进行精神病鉴定，法庭必须进行下令进行鉴定）。需要注意的是，不得为证明被告精神状

况以外之情事而采纳鉴定过程中所作之陈述。《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 12.2（c）（4）节。 

14 比如，见，《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第 1054.3（b）（1）条。赋予法官要求被告接受检方专家

鉴定的自由裁量权。 

15 埃克诉俄克拉荷马州（Ake v. Oklahoma），470 U.S. 68, 76-83 (1985)（指派的专家不仅对被

告进行鉴定，还可以协助其理解和辩驳检方专家证人的证词）。 

16 比如，见，《缅因州修正刑法典》，第 17-A 章，第 40 节（在缅因州，被告可以选择双阶程序

或是一体式程序来审查有罪与否和精神病问题，如果选择双阶审判，庭审会首先考查有罪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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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分而查之，被告便可先作无罪辩解而不必放弃主张精神病抗辩，也可避免陪审

团对这两个问题产生混同。 

本章强调通过案例的比较分析来融会贯通，惟此是瞻，以下案例和讨论尝试

阐述面对诸多与精神病抗辩有关的、 具争议性的问题--精神病的法律定义，精

神病抗辩证明标准的选定，专家证言对精神病的证明作用，以及在法律上被证明

为精神病患者的被告的处遇等，美国法院采用的剖决之道。与本书列举的大多数

案例不同，接下来的这个命案并非死刑案件，但着实呈现了 高法院对精神病抗

辩所作的 新论述，且于死刑案件的审理和一般刑事案件的追诉同样适用。 高

法院的判决意见不仅对州法上精神病的各种定义和证明方法毫分缕析，而且对精

神病抗辩和作为犯罪要件之一的犯意，即主观方面，之间的关系亦有所论述。 

1. 案件与分析 -- 精神病抗辩 

克拉克诉亚利桑那州（Clark v. Arizona），548 U.S. 735 (2006)（简称克拉克     
（Clark）案）。 

a. 案件事实 

2000年 6月 21日清晨，弗拉格斯塔夫警局的杰佛瑞•莫里茨（Jeffrey Moritz）
警官在执勤时接获举报，称一辆小卡车一边大放音乐一边在某住宅区附近绕来

绕去，[于是]莫里茨警官前往查看。找到那辆卡车后，他打开带有警车标记的

巡逻车的紧急灯，并鸣笛示意卡车司机，也就是本案上诉人、事发时 17 岁的埃

里克•克拉克（Eric Clark）靠路边停车。莫里茨警官下车并要求克拉克待在原地。

过了不到一分钟，克拉克朝莫里茨警官开枪射击导致后者很快身亡，不过莫里

茨警官在殉职之前给警局调度拨打了求援电话。克拉克弃车逃跑，但在同日晚

些时候被捕，其时手上仍有火药微粒残留；射杀莫里茨警官的枪支也在不远处

的一顶编织帽中寻获。17 

被告埃里克·克拉克被控因在明知或故意的情况下杀害一名执行公务中的警

官而犯有一级谋杀罪。18 庭审中，克拉克并未对[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进行反

驳，但主张自己患有精神分裂症，因此所作所为应当得到原谅。另一个主张是，

精神分裂症导致自己没有能力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杀害警官的故意，而该犯意是

被控罪名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为此克拉克特别请来一般证人和专家证人出具证

言，证明自己因受精神疾病影响，在枪击发生之时以为周围的某些人——包括警

                                                 

17 克拉克诉亚利桑那州，548 U.S. 735，743 (2006)。 

18 见《亚利桑那州修订法注释》第 13-1105（A）（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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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在内——根本就不是人类，而是伪装成地球人模样并且要谋害自己的外星人。

尽管检方承认克拉克患有精神分裂，一审法院还是认为这并不影响被告的刑事责

任能力。法院进一步判定，依据当时的亚利桑那州判例法，证据所证明的精神疾

患或精神能力[缺失]尚未达到构成精神病的程度，克拉克不得以此证明被控之罪

缺乏主观要件。克拉克谋杀罪名成立，被判终身监禁且 25 年之内不得保释。[在

州和联邦下级法院的]上诉都维持原判，克拉克将案件诉至联邦 高法院。 

克拉克的上诉主要基于两点主张：1）亚利桑那州的精神病抗辩规则过度限

缩，没有为罹患精神病的刑事被告提供宪法所要求的充分保障，以及 2）他本可

通过提供关于自身精神疾患的专家证言来证明自己不具有法律所要求的、确立其

刑事责任所必需的犯罪主观程度，但这一要求遭到不当拒绝。 

b. 案件分析 

1. 被告主张，依据宪法规定亚利桑那州应当扩展州法之下的精神病抗辩 

此案被诉至 高法院，克拉克辩称，规定精神病抗辩的亚利桑那州法条为

患有精神病的刑事被告提供的权利保障没有达到宪法规定的 低要求。依据该

州法，精神病抗辩若要成立，被告须以“明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其于   
“犯罪行为发生之时正受精神疾患或精神缺陷所苦，且如此严重以至[行为人]不

知其行为系不正者”。19 

精神病的这一狭义法律定义实为马克诺顿法则所述情形之二。此法律精神

病鉴定法则乃英格兰首创于 1843 年，亦是现今美国大多数州精神病抗辩规则的

根基所在。马克诺顿法则肇始之时行文如下： 

…欲主张基于精神病之抗辩，须清楚证明，其行为时因心智之疾而欠缺

理性，以至无法知晓其行为之本质及特性，纵使知此本质及特性，亦不

知此属不正之行为。20 

尽管宪法条文并未直接对精神病被告的权利作出规定，也没有将提出精神

病抗辩明确为被告应有之权利，克拉克坚称精神失常作为一种积极性抗辩21 已

                                                 

19 克拉克诉亚利桑那州，第 744 页，援引《亚利桑那州修订法注释》第 13-502 条。 

20 马克诺顿（M’Naghten）案，(1843) 8 Eng. Rep. 718 (HL), 10 Cl. & F. 200。 

21 译者注：英语原文“affirmative defense”，本章译为“积极性抗辩”，又称肯定性抗辩，指被

告并不否认原告所主张之事实的真实性，而是提出其他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自己不应承担责任的答

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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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应用多年，且社会对此已形成固定认识，因此已深植于美国刑事司法

程序当中且化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更是宪法第五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所

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的一部分。此外，他还主张，目前可见亚利桑那州州法中

的“精神病”限于“道德判断不能”，仅包括被告不知自身行为为不正的情况，

以正当程序的标准校之，该定义应予扩展。克拉克认为， 起码应当涵摄马

克诺顿法则中关于“认知”的部分，即被告是否理解自身行为的本质和特性。 

2. 高法院审查亚利桑那州州法并考量宪法对州法精神病抗辩规则的

要求 

 各州对精神病的法律定义规定各异 

借对克拉克的主张进行审查之机， 高法院考查各州是否已就精神病抗辩形

成共识，要确定这一抗辩是否已经成为标准常规，以至于被认可为一项基本的公

平原则进而成为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的一部分，考查各州共识乃至关重要的第一

步。端视各州精神病的法律定义后， 高法院认为，虽然几乎每一个州的法律都

是四大主要法则的变形或组合，但对于在何种情形下犯罪行为可以因精神疾病而

获得宽宥，全国并非同文共轨。 

即便只是走马观花地浏览盎格鲁-美利坚[法系]在精神病问题上采取的

传统路径，也会发现个中大有径庭，四股传统法则以不同方式排列组合，

孕育出多元的美国法标准。 主要的四种变型分别是认知不能、道德判

断不能、行为控制不能、以及精神疾病产物说。前两种标准源于马克诺

顿法则中的两种并列情形。行为控制不能说，又称不可抗拒之冲动说，

发轫于两个多世纪以前（首现英国，而后美国），考查一个人的精神缺

陷或精神疾病是否导致其缺乏意志力以至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精神疾

病产物说可回溯至 1870 年，只看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由精神疾病或精神

缺陷所致。在联邦政府和 17 个州的法律中，马克诺顿法则的认知不能

和道德判断不能依稀可见。有 1 个州只吸纳了马克诺顿法则的认知不能

标准，另外 10 个州（包括亚利桑那州在内）只采道德判断不能标准。

有 14 个司法辖区受《示范刑法典》启发，兼采行为控制不能说以及道

德判断不能说的某种变体，只要满足其中之一便可免责（基本上即证明

被告严重缺乏精神行为能力）。有 3 个州全盘吸纳马克诺顿法则，并与

行为控制不能说结合使用。只有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州还在使用精神疾病

产物说。[…] 后，有 4 个州没有基于精神病的积极抗辩[…]。22 

                                                 

22 克拉克诉亚利桑那州，第 749-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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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州对精神病抗辩的效果规定各异 

认定各州法定精神病的确认标准大异其趣之余， 高法院还指出，被确认

为在实施违法行为之时罹患精神病的被告在各州处遇不同。在大多数州，若精

神病抗辩成立，被告将获得有病无罪判决（NGRI），基于此判决而不得被定罪

处刑。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强制医疗，被告会被自动移送或是举行初步听证后由

法官酌情决定移送，直到被认为足够正常，即便重返社会也无危险之虞。被告

被移送后，法院一般会定期举行法律听证，对脱罪之人的精神状态再行鉴定，

除非仍旧认为其精神异常且对他人和社会构成持续威胁，否则必须立即释放。23 
可以要求因精神病而脱罪的人负担证明责任，证明自己现在精神健全或是已无

人身危险性；而且根据 高法院的判决，无限期的强制治疗也是合宪的，即便

治疗时长 后超出了被指控罪名可能导致的 高刑期。24 

为代替或补充有病无罪判决，有些司法辖区采用有罪但系精神病患者判决

（又称有罪但有病，GBMI），宣判之后，刑罚执行与有罪判决的情况无异，但

如果医护人员认为必要，被告就必须接受精神健康方面的鉴定和治疗，亦可能

包括被精神卫生机构收治。25 法官在对陪审团进行指示时，通常对适宜作出此

类判决的情况作如下解说：事实审理者相信被告罹患精神疾病，但程度不达相

关州法规定的、得以免除刑事责任的精神病标准。无论如何，被定罪之人所受

的刑事处罚不因 GBMI 判决而自动减轻，有鉴于此，部分人士认为这一判决对

陪审团是种误导，陪审员会认为 GBMI 是无罪判决与负完全刑事责任的有罪判

决之折中求全。26 即使精神疾病在服刑期间治愈，被告也必须服完余下刑期，

并且被 GBMI 判决定罪的被告仍然可以被判处死刑。27 

                                                 

23 弗尺诉路易斯安那州（Fouche v. Louisiana），504 U.S. 71 (1991)。 

24 琼斯诉美利坚合众国（Jones v. United States），463 U.S. 354 (1983)。 

25 一些州的州法要求必须为获得 GBMI 判决的被告提供治疗，具体采用何种治疗方案一般来说

由监狱的医疗专家决定。见琳达•C•芬迪曼，“‘有罪但系精神病患者’：判决本意乃有罪”，载《波

士顿学院法律评论》，第 26 卷，第 621-35 页（1985）（http://digitalcommons.pace.edu/cgi/viewcon
tent.cgi?article=1325&context=lawfaculty）。有些司法辖区的法院认为被告不因 GBMI 判决而有权

接受额外治疗，医疗[系统]对这类被告的义务不高于对其它所有囚犯应尽的义务。See Linda C.
Fentiman, “Guilty But Mentally Ill”: The Real Verdict is Guilty, 26 B.C. L. Rev. 601, 621-635
 (1985). See, e.g., People v. Manning, 863 N.E.2d 289, 296 (Ill. 2007)。 

26 芬迪曼文，第 635-41 页。 

27 哈里斯诉（印第安那）州（Harris v. State），499 N.E.2d 723，727（Ind. 1986）（认为根据印

第安那州州法和州宪法，获得 GBMI 判决的被告可以被判处死刑）。又见，安娜•S.•伊曼纽，“有

罪但有病判决及死刑：从第八修正案角度分析”，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法学院》第 68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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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没有任何一种对精神病的法定表述和处理方式得到普遍认同， 高法

院在克拉克案中认定，精神病抗辩的根本性原则尚未成形。因此，不能认定，

宪法在正当程序方面的要求限制了各州定夺何时可依精神疾病排除刑事责任的

自由，[所以 高法院]对克拉克的这一主张不予支持。28 

3. 被告主张，在精神病和犯意这两个问题上均应允许使用专家意见 

克拉克针对亚利桑那州法律提出的抗辩，其第二部分质疑的是，州政府要限

制对某类精神病学专家证言的使用和考量，这种规制必需在何种限度内才是公平

的。要以任何罪名判决某人有罪，不仅需要证明该人实施了所指控的行为（客观

方面），还须证明该人行为之时具有法定的精神状态，即犯意。克拉克认为，亚

利桑那州法院规定精神病学专家证言只能用来证明精神病抗辩成立，而州法对谋

杀罪的主观方面有所要求，因此禁止他提出有关自己罹患精神疾病的专家意见以

证明他没有能力形成必需的犯意，具体而言即“明知或故意”杀害一名警官，有

失公允。比如，如果能够证明他笃信全体警官都是外星人乔装而成，那他就不能

被认为是在“明知”的情况下杀害一名警官。 

 分离犯意与精神病抗辩 

（亚利桑那）州诉莫特（State v. Mott）29 一案确立的规则是精神病学专家

关于被告精神行为能力的专业意见30 只能用以支持精神病抗辩，不得用来阻却

作为犯罪要件之一的犯意。在考查这一规则是否合宪时，美国 高法院在克拉克

案中首先承认，对关于精神疾病的专家证词的不同适用反映出不同的[被告]权利

和证据规则。 

                                                 

47-49 页（1989）。See also Anne S. Emmanuel, Guilty But Mentally Ill Verdicts and the Death 
Penalty: an Eighth Amendment Analysis, 68 N.C. L. Rev. 37, 47-49 (1989)。 

28 高法院还指出，“道德判断不能”的标准实际上涵摄了“认知不能”且规定更进一步，因为

任何能够证明自己无法知晓自身行为本质的被告，已经同时证明了其不明白自身行为的“不正当

性”。因此，亚利桑那州的精神病规则并未在真正意义限缩传统悠久且被广为接受的马克诺顿法

则的全套规定。 

29 （亚利桑那）州诉莫特，931 P.2d 1046 (Ariz. 1997)。 

30 联邦 高法院认为莫特规则仅排除了“意见”证据，即专家的专业诊断或是对被告的精神疾

病和能力所作的评估。法院大费周折地将此与“观察性” 证据进行区分，后者可由包括专家在内

的任何证人依据自身感知观察所得出具，即便在莫特规则下也可以被引入，以资证明与犯意相关

的问题。依据宪法可否在犯意的问题上将“观察性”证词亦予以排除，或是亚利桑那州法院是否

未在审判中对这两类证据作此区分，这些问题都不在 高法院审理本案时需要考查判定的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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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主张在实施犯罪行为时精神失常，即主张精神行为能力决定了自己既

不像普通罪犯那样有罪也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规则为已被认定为有罪的

被告提供了一个争取赦过宥罪的机会。”31 基于美国刑事法律中的理性推定原

则，检方无需逐案举证被告具有精神行为能力，而要求被告承担精神病抗辩的证

明责任亦无所偏倚。且各州可自主选择精神病的证明标准，在部分州，被告只需

指出有关精神行为能力的可疑之处，证明责任即转移至检方（来证明精神正常）；

但另一个极端是，包括亚利桑那州在内的一些州，要求主张精神病抗辩的被告必

须以“明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自己患有精神病。相比之下，犯意则是每一

种犯罪的基本要件，而且和犯罪行为本身一样必须由检方以达到“排除一切合理

怀疑”的程度加以证明，否则就不得判决被告有罪。已经弃而不用精神病抗辩的

4 个州，现仅在考查犯罪所需的犯意是否被阻却之时考虑与精神疾病有关的证   
据。32 

 各州得以为合理之目的对辩方证据的使用进行限制 

高法院在克拉克案中承认，一般而言被告有权就所有的犯罪构成要件提供

于己有利的证据，但同时指出这种权利并非绝对： 

“根据宪法…若非为实现合理目的之缘故，或与其声言欲促进之目的并

不相称，不得排除辩方证据，但根据已为广泛接受之证据法则，若其他

事由重于证据的证明价值，比如使用某项证据将造成不公正的偏见、混

淆争点或是可能误导陪审团，则法官可以对此证据予以排除。”33   

推而演之，法院认为： 

“而且，既然允许彻底排除某项证据，则对其证据力进行限制未有不

当…与精神疾病及无精神行为能力有关的证据，依[亚利桑那州]法律得

以引入以供考量，倘若该证据足够有力，使得被告满足精神病规则要求

其承担的举证责任，便能推翻被告人精神正常这一推定，免除被告的刑

事责任。但是，有关精神疾病和精神行为能力的证据仅限于支持精神病

抗辩，并且必须足具说服力使得被告可以完成抗辩规则所要求的举证责

任，才能对被告有所帮助。于是，与精神疾病和精神行为能力相关的证

                                                 

31 克拉克诉亚利桑那州，第 773 页。 

32 克拉克诉亚利桑那州，第 751 页。 

33 前注第 770 页，援引霍姆斯诉南卡罗来纳州（Holmes v. South Carolina），547 U.S. 319，  
32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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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其用途被导入且限于[后]一个问题上，而且只有在被告说服事实审

理者自己患有精神病、满足举证责任之后才被赋予效力；这类证据并未

被完全排除，问题在于，引导和限制其适用的理由是否充分从而满足程

序正义规则对基本性公正的要求。”34   

亚利桑那州规定，有关被告精神疾病的专家意见限于支持精神病抗辩而不

可用于论证[缺少]犯意， 高法院认为原因有二且理由充分。首先，若允许以

此类专家意见证明[缺少]犯意，精神病抗辩的举证责任归属被告这一州法政策

就会成为一纸具文。根据亚利桑那州的精神病抗辩规则，被告须以明晰且令人

信服的证据证明自己“道德判断不能”（没有能力知晓其行为属不正），从而推

翻被告具有理性这一一般推定。与此相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犯意则

是必须由检方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标准加以证明的，因此，被告仅对是

否存在必需的主观状态提出质疑，即可阻碍检方完成举证。由于同一个专家意

见多半会被用于证明以上两个问题，实际上就需要根据两套标准考量同一个证

据，这可能会给陪审团造成混淆，而且此时州法选择加诸辩方更高的证明负担，

而主张精神病抗辩的被告却得以避重就轻。 

不过，法院指出，要限制被告就犯意提出证据的权利，单是保护州法的精

神病抗辩政策并不足以构成充分理由，因为此政策考虑并未释明这一类证据带

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目的——[患有]精神病可以免罪，而缺少犯意则意味着根

本无罪。鉴于精神病和犯意的区别，一般应该允许被告就两个问题都进行举证。 

 精神病学专家证词的潜在问题 

亚利桑那州对此类证据的适用作出限制，依据的第二项理由是，在考量犯意

这一问题上，无论是以医学诊断的形式作出，还是作为对被告的精神行为能力的

一种评估，专家意见都有可能过分地混淆或误导事实审理者。首先，精神障碍的

医学诊断在外行人听来是个相当确切且权威的结论，但其实各种见解遁迹其中，

医学界对如何就构成精神障碍以及可以仰赖什么症状来作出诊断莫衷一是。简而

言之，即便精神病的医学诊断实质上也是主观和无常的，倘出自医生之口却能显

得言之凿凿。其次，法律上的犯意与精神病问题，和从事精神健康的专业人士日

常面临的医学问题，其实相去甚远，因此很多情况下专家也不一定比普通人更有

资格就 终的法律问题下论断（即被告理解自身行为的不正当性的能力，或实施

犯罪时的故意程度），却可能还是会出现以“人”举“言”的情况。在这个问题

上，法院引用了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一段话： 

                                                 

34 前注第 770-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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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终问题’的疑问被以法言法语的形式呈现给专家证人，而他

们只能回答‘是’或‘否’，这实际上就是要求专家证人妄下结论。专

家不再贯注于医学概念，而是必须推断或感知医学概念与法律或道德撰

造，如自由意志，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但事实上这种联系是莫可名状

的。专家证人所作的这些本不该当的逻辑跳跃会给陪审团造成混淆。”35   

鉴于这些重要的顾虑， 高法院决定，虽然规定精神病学专家证词只能用

来支持精神病抗辩会限缩被告对指控罪名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质疑的能力，但

为程序正义的公正标准所允许。 

c. 精神病抗辩的有关问题与评论 

1. 精神疾病与法定精神病之间的关系：就精神病抗辩来讲，精神障碍对被告的

刑事罪责性是否有影响是一个法律问题，有别于精神障碍的医学诊断。因此，

即便检察官认同克拉克患有精神分裂症，仅此一条并不足以成就精神病抗辩，

亚利桑那州法律所采“道德判断能力”说考查的是克拉克是否理解自己行为的

“不正当性”。即便是在一个遵循更为宽松的“精神疾病产物”说的州，被告

证明自己患有精神疾病之余，也必须证明其犯罪行为是该精神障碍所致。 

a.  1980 年代，很多司法辖区限缩精神病抗辩规则，就此联邦立法也作

出进一步规定，要求被告的能力耗弱必须源自“严重的”精神障  
碍。36 何种精神障碍谓之严重，对此应当作何理解？ 

b. 精神病的确认标准是否应该更加强调医学根据，并将如精神分裂症

等精神疾病本身直接作为精神病的证据？ 高法院指出，在精神疾

病问题上医学界也是众说纷纭，专家对于多种精神障碍的诊断及症

状各执一词，但是这些医学诊断不如各州采用的法律标准分明吗？

是不是关键应将这一问题完全划归陪审团酌审？ 

                                                 

35 克拉克诉亚利桑那州，第 777 页，援引精神病抗辩工作组，“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有关精神病抗

辩的声明”，载《美国精神病学杂志》，第 140 卷，第 686 页（1983），收录于《精神疾病在刑事

审判中所扮演的角色》，第 2 卷，第 122 页，（珍妮·莫瑞艾缇编著，2001）。Clark v. Arizona, at 
777, quoting Insanity Defense Work Group,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Statement on the
 Insanity Defense, 140 Am. J. Psychiatry 681, 686 (1983), reprinted in 2 The Role of Mental 
Illness in Criminal Trials 117, 122 (J. Moriarty ed. 2001)。 

36 《美国法典》第 18 章第 17（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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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那么，精神病学家或心理学专家的证词对证明精神病抗辩又起什么作用？专

家是应该仅对病情作出诊断并向法庭解释确诊的症状，还是应该直接就被告的

精神病抗辩是否成立这一“ 终问题”给出结论？回答这两个问题时，请考虑

普通的医护人员是否能够理解法律标准，以及他们的意见是否会对陪审团产生

不当影响。 

a.  本案中 高法院所认定的、足以支持亚利桑那州限制适用精神病学

证据的那些理由，是否还表明专家证据不管如何使用都会产生不当

影响？怎样才能将此影响 小化？在对抗性诉讼程序中，两造均提

出专家证据以资证明或作为反证并对对方的专家证人质疑问难，如

此是否有助于防止陪审团对某一个专家偏信盲从？还是说这样的

程序会使得缺乏医学知识的事实审理者更加如坠云雾？ 

3. 是非之心：过半数的州都在前文述及的马克诺顿法则的基础上制定出精神病

抗辩规则，虽然很多州都像亚利桑那州一样仅仅吸收了“道德判断不能”这一

种情形，根据被告是否知晓自己行为之不正当性来对精神病作出认定。何为某

人知晓自身行为不正？知晓道德上的不正等同于知晓法律上的不当或违法吗？ 

a. 法官可能会凭借哪些因素来判断一个人是否知晓其行为的不正

当性？如果被告试图避开警察，是否通常都意味着他知晓自己行为

不当，因而没有精神病？表现出悔过之意是否说明被告知晓其行为

不正？如果是的话，会不会使得提出精神病抗辩的被告为了成功抗

辩而避免悔形于色？ 

4. 如果认定被告因精神疾病过于严重而不负刑事责任，那么 后结果应该如

何？在大多数州，成功主张精神病抗辩而获得无罪判决的被告都会被置于非自

愿监管之下37，直到被认为重返社会亦不会造成危险或是精神已经康复，但若

认定被告只是在犯案之时暂时性地精神失常，于审判之时已恢复到可以重返社

会的程度呢？通常情况下，所有因精神病而脱罪的人都必须首先经历一段观察

期，然后才对精神正常以及可予释放进行举证。 

5. 因精神疾病而能力耗弱。以精神疾病为由成功抗辩委实困难重重，即便如克

拉克般已经确诊患有严重精神障碍，也未必能满足精神病的法律定义，但是死

刑案件的被告在量刑阶段仍然有机会出示证明自己精神疾病的有关证据。如本

书前章所言，法院对宪法所作的解释要求允许死刑案件的被告在量刑阶段出示

                                                 

37 译者注：英文原文“involuntary commitment”，本章译为“非自愿监管”，见，时延安，“中美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之比较”，载《法学评论》，2009 年第 4 卷，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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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证明从轻情节的证据。不过，证据的采信 后将取决于审判该案的州所制

定的死刑制度。另外，至少有 1 个州规定，可以对获得有罪但有病判决的被告

科以死刑，只是依法必须将精神病作为一个从轻情节予以考虑。38 

遗憾的是，有迹象表明陪审团有时反而视精神病为加重情节。这有若干可能的解

释。其一，也许陪审员断定被告因罹患精神病而更有可能再次犯罪，因此将对社

会构成持续威胁。39 陪审员还可能将被告异于常人的情绪理解为造恶不悛的表

现。40 后，陪审员甚至可能担心如果被告不被处死，出狱后就会实施报复。41 

B. 庭审期间罹患精神疾病：在所有刑事审判中，继续接受审判、认罪伏法、放

弃律师辩护和自行辩护的能力 

对于针对自己开展的各种程序，一些被告缺乏能力去理解这些程序的本质和

目的，而对抗制的根本原则之一就是禁止对这类被告进行审判42，而且基于被告

缺乏继续接受审判的能力而允许推迟案件审理也早已成为正当法律程序的一部

分43。如果被告“疯了”以至于无法慎重估量自己的认罪或是准备自己的辩护，

根据英国普通法，首次传讯或庭审就要暂停。44 这一规则背后有各种缘由。 

其一，该规则要求被告完全有能力通过询问证人、检验证据和自我作证来行

使证据调查的权利，由此程序的准确性得到保证。其二，该规则要求被告有能力

保护自己的利益，由此公正性得到保障。其三，避免无法遵守法庭规则的被告作

出古怪或不当的行为而致使程序中断，由此法庭的尊严得以保持。 后，只有被

                                                 

38 桑德斯诉（特拉华）州（Sanders v. State），585 A.2d 117 (Del. 1990)。 

39 见斯格•E.•桑德比，“身为检视人的陪审团：实证研究死刑案件的陪审团是如何看待专家证词

和一般证人证言的”，载《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第 83 卷，第 1166 页（1997）。See Scott E. 
Sundby, The Jury as Critic:  An Empirical Look at How Capital Juries Perceive Expert and  
Lay Testimony, 83 Va. L. Rev. 1109, 1166 (1997)。 

40 前注第 1168-69 页。 

41 见查尔斯•派特瑞•爱温，《精神病：谋杀，疯狂和法律》第 90 页（2008）。See Charles Patri-
ck Ewing, Insanity: Murder, Madness, and the Law 90 (2008)。 

42 佩德诉罗宾逊（Pate v. Robinson），383 U.S. 375, 378（1966）；毕实诉美利坚合众国（Bish-
op v. United States），350 U.S. 961 (1956)。 

43 卓普诉密苏里州（Drope v. Missouri），420 U.S. 162，第 171-72 页（1975）。 

44 前注，援引威廉•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第 4 卷，*24。 

 

© 亚
美

法
研

究
所

 

 

© U
.S.-A

sia
 Law

 In
sti

tut
e 

 



当代美国死刑法律之困境与探索：问题和案例选编 

14 

 

告意识到自己为何被处罚，才可能促进我们刑法制度各种目的之实现，而这就需

要他知道自己正在参与庭审。45 

关于受审能力的现代标准首先由联邦 高法院于 1960 年提出，当时 高法

院判定，“检验标准是[被告]其时是否具有足够能力与律师协商且其理性领会能

力达到一个合理的程度—以及是否对于针对他的程序具有理性和现实的理  
解”。46 如果被告依法缺乏当事人能力却被判有罪，或是迹象足以显示其能力存

在问题却未就其能力进行评估，都将侵犯被告享有的获得公正审判的宪法权  
利。47 

显而易见，检验受审能力的标准跟考查精神病抗辩成立与否的法则大为不

同。精神病关注的是责任，而与受审能力相关的则是被告对针对自己的程序具有

的实际理解力。受审能力标准拷问的不是实施犯罪行为时被告的道德判断、认知

或自主能力，而是现在其是否能够实质地参与法律程序并且为自己的辩护作准

备。所以，一个现在罹患重度精神疾病而无法知晓自身行为的不正当性或是变得

具有人身危险性的人，还是可能具有相当的能力接受审判的。也可能某人在实施

违法行为时明白自身行为的不正当性，[现在]却缺乏受审能力。 

受审能力标准较之精神病检验法则，从着眼点上看或许实用性更胜一筹，但

是依然不甚明确且难以操作。对“其时足够能力与律师协商”或“理性且现实的

理解”应如何理解或评估？虽然对受审能力的检验结果 终将由个案的客观情况

决定，但是判例法和各司法辖区的法条一般都要求被告具备能力理解被指控事

项、可能的判决以及可用的抗辩。48 另一关键之处是，被告要能够对其律师讲

述相关事实、对证人证言进行评点，以及遵守法庭秩序。49 但是，如果被告其

他功能都健全并且基本跟得上针对自己开展的程序，那么失忆本身，即便与案件

事实相关，通常也不会直接导致被告被认定为缺乏受审能力。50 至于与律师协

                                                 

45 韦恩•R.•拉费弗，《刑法实体法》，第 1 卷，第 8.1 节（第二版 2003 年）。 

46 达斯基诉美利坚合众国（Dusky v. United States），362 U.S. 402，402（1960）。 

47 见卓普诉密苏里州，第 172-83 页。 

48 载《美国法学脚本》第二版，第 40 卷，第 171 页，“被告的当事人能力”第 5 节。 

49 比如，见，（路易斯安那）州诉斯尼德（State v. Snyder），98-1078（La. 04/14/99）; 750 So.
2d 832。 

50 美国多个司法辖区认为，不论是一般而言还是具体到某一案件，失忆都不会使得被告无法获

得公正审判，案件列表见《美国法律评论》第三版，第 46 卷，第 544 页，“失忆对犯罪能力及受

审能力的影响”第 4、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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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具备受审能力并不是要求被告具有亲自谋划辩护策略的能力51，但是被告应

该能够在听取清晰解释后就简单事项作出选择52。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被告要能

够明白选择某一辩护策略时自己放弃了什么权利或选择。 

受审能力这一问题出现的频率远在精神病抗辩之上，每年全美进行的受审能

力鉴定可能超过 60，000 起，也就是估计 3-8%的重罪犯都被提交进行鉴定。53 这
一问题 经常由辩护律师提出，但也可由检方或是法院自己提出。 高法院已经

判定，如果对被告的受审能力存有足够疑问，法院必须提出这一问题。54 申请

鉴定的一方可以通过被告的非理性行为、庭审中的神情、之前的医疗记录或申请

方提出的其他证据来表明存在这种疑问。55 

虽然法院一般会在庭审之前对此进行考查，但是，因为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被

告都必须具备受审能力，所以这一问题可以在刑事程序的任何阶段提出。即便被

告已经被认定为具有受审能力，也可能在审判过程中丧失这一能力，法院应当留

意这种可能性并在必要时允许重新鉴定。56 不论被告决定自行辩护还是放弃庭

审直接认罪，受审能力的评估标准都是一样的。57 同样的标准还用来衡量被告

是否有能力放弃律师辩护，但是，对于选择自行辩护的被告，法律可能要求其具

备更全面的能力，而且对于具有受审能力但因为精神疾病而无法独自应对审判程

序的被告，州可以坚持要求其接受律师辩护。58 

缺乏受审能力与在法律上罹患精神病还具有不同的法律效果。59 精神病关

注的是被告在实施违法行为之时的能力状态，受审能力与此不同，考查的是被告

                                                 

51 见（华盛顿）州诉本（State v. Benn），845 P.2d 289 (Wash. 1993)。 

52 （路易斯安那）州诉奥顿伯（State v. Odenbaugh），82 So. 3d 215, 228 (La. 2011)。 

53  罗代尔德•罗尔切，派崔舍•A.•扎夫，史蒂夫•L.•戈尔丁，珍妮弗•L.•斯琴姆，“定义及评估

当事人能力”，《法医心理学手册》 327-28 页 （埃尔文•B.•温那、艾伦•K.•海斯编选，第二版 1
999 年）。Rondald Roesch, Patricia A. Zapf, Stephen L. Golding & Jennifer L. Skeem, Defining
 and Assessing Competency to Stand Trial in Handbook of Forensic Pyschology 327-28 (Irving
 B. Weiner & Allen K. Hess, eds., 2d ed. 1999)。 

54 卓普诉密苏里州，第 180-82 页。 

55 前注。 

56 前注第 181 页。 

57 戈丁那兹诉莫伦（Godinez v. Moran），509 U.S. 389，398-99（1993）。 

58 印第安那州诉爱德华兹（Indiana v. Edwards），554 U.S. 164（2008）。 

59 可以就缺乏受审能力的裁定提起上诉。美利坚合众国诉费德曼（United States v. Friedman），
366 F.3d 975 (9th Ci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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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否具有理解法庭程序的能力，所以一个被告可能因为能力恢复而在日后接

受审判。鉴于此，加上政府希望受指控之人接受审判，法律一贯允许政府将缺乏

受审能力的被告收治以归复其能力。为了防止这类治疗本身变成审前制裁，宪法

要求对被告使用的强制措施在时间上应当是合理的，限于确认其是否很有可能恢

复受审能力所必需的时间，而且对被告进行的治疗必须以积极努力恢复其能力使

其可以接受审判为目标。60 

一个根据联邦法标准被认定为无受审能力的人，必须转入适当的机构接受治

疗。61 这种初步的住院治疗意在“确认其是否很有可能于可见的将来恢复受审

能力，使程序得以继续进行”。62 这种评价性的住院治疗，其时日长短被限定为

评估所必需的合理期间，且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 4 个月。63 如果这之后法院

认为被告很有可能于可见的将来恢复受审能力使程序得以继续进行，就可以批准

一个新的合理的治疗期限。64 做出无受审能力的认定以后，不论何时，只要治

疗机构的负责人认为被告的这一能力已经恢复，该负责人就必须通知法院，然后

法院必须就被告的能力再次举行听证。65 法院批准的治疗期期满之后，如果认

为被告不可能康复到可以接受审判的程度，而州希望能够一直对其进行强制治

疗，那么州就必须遵循有约束力的强制民事收容法所规定的颇为严格的程序。66 

宪法允许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强制使用药物来归复被告的受审能力。但是，仅

以归复受审能力为目标的强制用药被限于极少数的情况。67 高法院树立了一

                                                 

60 杰克逊诉印第安那州（Jackson v. Indiana），406 U.S. 715，738-39（1972）。 

61 《美国法典》第 18 章，第 4241（d）、4247（a）（2）节。对于什么机构谓之适当，联邦法规

定比较灵活，仅明确被告应在“检察总长的监护”下转入“一个适合根据被告的罪行和特质为其

提供看护或治疗的机构”。 

62 《美国法典》第 18 章，第 4241（d）（1）节。 

63 前注。 

64 《美国法典》第 18 章，第 4241（d）（2）节；另一个合理的禁足期限必须在被告恢复受审能

力之时结束，或在“他的未结案件已经依法审结”时结束。 

65 《美国法典》第 18 章，第 4241（e）节。 

66 前注；联邦法《美国法典》第 18 章第 4246（d）节要求在听证中证明，释放被告极有可能对

他人造成身体上的伤害或对他人财产造成严重损坏，并且证明须达到明晰且令人信服的程度。非

自愿民事监管一般要求用明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见爱丁顿诉德克萨斯州（Addington v.   
Texas），441 U.S. 418，423-27（1979），由于罹患精神疾病而对其自身或是他人构成危险，包括

得到可能获得的协助后仍无法自理。欧康纳诉唐纳森（O’Connor v. Donaldson），422 U.S. 563，
 576（1975）。 

67 塞尔诉美利坚合众国（Sell v. United States），539 U.S. 166，185-86（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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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四步法则来检验强制用药是否恰当：1）必须存在一个重要的政府目标（比如

基于一项严重犯罪而对被告进行追诉），2）被告的受审能力很有可能因此得以恢

复（且治疗不太可能有副作用而有碍于被告得到公正审判），3）没有其他侵犯性

较低的办法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及 4）使用这些药物从医学角度来看也是恰当

的。68 但是， 高法院还指出，当治疗还有其他目的时，比如，对于降低被告

对其自身和他人的危险性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检验标准或许可以放宽，不过必须

保证医学上的恰当性。69 

跟任何其他刑事被告一样，死刑案件的被告可以主张自己缺乏受审能力，而

且衡量标准亦无不同。[但是]受审能力总的来说是个低标准，这就意味着大多数

死刑案件被告，即便明显受精神疾病所苦， 终也会被认为具有进行诉讼的能力。 

II. 死刑案件特有的精神病问题 

A. 行刑之时罹患精神疾病：受刑能力 

在死刑案件特有的精神病问题中，有一类涉及待决犯被执行死刑的能力。在

1986 年的福特诉温莱特（Ford v. Wainwright）70 一案中， 高法院首次明确，

由于所患精神疾病，对死囚区内一些定罪之人执行死刑其残忍与违宪昭然可见： 

我们可以严肃地提出质疑，一个茫然不解自己为何会被选中并且被剥夺

基本生存权的人，将其处死于报应而言有何价值？……同样，文明社会

对杀死一个无法直面自我意识或是神明的人会产生本能的憎恶，这种感

受现在仍历历可辨。并且，显然全国上下都本能地认为处决这样的人是

对人性的颠覆。触目皆是这一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的迹象，本院认为，

结论无他，惟[联邦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各州对精神失常的囚犯执行死

刑。71 

                                                 

68 塞尔诉美利坚合众国，第 180-81 页。 

69 华盛顿诉哈伯（Washington v. Harper），494 U.S. 210 (1990)；格雷•辛格，“美利坚合众国诉

塞尔：非自愿使用安定类药物。你是个危险人物吗？”，载《法律与健康》，第 18 卷，第 317 页

（2004）。Gregg Single, United States v. Sell: Involuntary Administration of Antipsychotic Medi-
cation. Are You Dangerous or Not?, 18 J.L. & Health 297, 317 (2004)。 

70 福特诉温莱特，477 U.S. 399 (1986)（简称福特（Ford）案）。 

71 前注第 409-10 页（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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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福特案既没有对这一禁止性规定背后的依据作出清晰阐述，也没有

就定罪之人“失常”到什么程度死刑就应予禁止给出明确标准。上述引文提示

囚犯必须知晓自己为何受罚以及能够理解并接受这一命运，但对于如何作出这

一认定并没有给予下级法院多少指导。 高法院只是指出福特案所检视的州法

程序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该程序 1）允许行政部门人员作出有关受刑能力的认 
定72，2）未给予被告机会出示证明其缺乏受刑能力的资料73，以及 3）否定被告

享有质疑由州提供的、证明其具有受刑能力的专家证据的机会74。 近 高法

院通过帕内蒂诉奎特曼一案解释并进一步完善了福特案的判决，给出了更多的

提示，但很多问题依旧悬而未决。 

1. 案件与分析 – 受刑能力 

帕内蒂诉奎特曼，551 U.S. 930 (2007)。 

a. 案件事实 

1992 年的某天早上，本案上诉人[帕内蒂（Panetti）]在黎明时分醒来，

身着迷彩服，驱车前往他岳父母家[夫妻不和，妻子带着女儿住回娘家]。

他从正面破门而入，当着妻子和女儿的面开枪打死了岳父岳母。还将妻

女押为人质，天亮后才向警察缴械投降。75 

该案在 1995 年开庭，帕内蒂要求自行辩护。法院觉得他可能不具备这个能

力，于是要求他接受鉴定。鉴定结果显示，帕内蒂在过去十多年来一直患有人

格分裂、妄想症和幻觉症，并且因此频繁住院接受治疗。在帕内蒂长期的妄想

世界里，一场圣战正在进行，神明与撒旦相互角力而他自己也参与其中，因此

帕内蒂的行为难以预测。定期服药有助于减轻症状，但是帕内蒂在庭审开始前

已经停止服药。不过法院还是认为他具备受审能力以及自行辩护的能力（虽然法

院指定了辩护人在一边待机）。然而，庭审中帕内蒂反应怪异，询问证人时不知

                                                 

72 前注第 416 页。 

73 前注第 413-14 页。 

74 福特诉温莱特，第 415 页。 

75 帕内蒂诉奎特曼，551 U.S. 930，935-3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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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云，时而神情恍惚，有些陪审员显然被他吓坏了。76 庭审结束时，陪审团没

有采纳帕内蒂提出的精神病抗辩的辩护意见，作出有罪判决并判处其死刑。 

过了不到两个月，案件还在上诉期内，帕内蒂被认定为不具备放弃律师辩护

的能力。在新指定的辩护律师的协助下，按照州法院系统的程序循次而进，该案

以帕内蒂的受刑能力为争点进入了联邦法院系统并一路诉至 高法院。 

b. 案件分析 

高法院从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角度审查帕内蒂提出的主张。程序上，法

院考查，对于一个已经在审判中被定罪和判处死刑，而后又主张自己无受刑能

力的人而言，怎样的程序才是正当的。接下来，法院考虑，在执行死刑之前被

告的受刑能力实际上必须达到一个什么标准。 

1. 定罪之后执行之前，必须通过何种程序对重罪犯的受刑能力进行确

认？ 

高法院在判决中引用了上文的福特案作为判例法渊源，认为：“当一个囚

犯要求暂缓处决时，如果能够‘首先充分证明精神失常’，那么根据[宪法修正案]

程序性正当程序，他应当获得的保障就包括一场符合基本公正[原则]的‘公正的

听讼’。这一保障意味着，尽管‘远不如一场审判那么正式的程序也是符合宪法

要求的’，但是必须赋予该囚犯‘一个当庭表达意见的机会’”。77 也就是说，因

为定罪之后再无无罪推定，因此，跟刑事被告相比，犯人受到的程序保护更少或

更松，但是还是必须全面地、公正地探究该犯人是否具有受刑能力这一宪法问题。 

区区此“当庭表达意见的机会”，意指宪法或许不要求进行证据开示、交叉

询问及其他正式庭审所包含的程序环节，但这类听讼还是必须满足正当程序的几

项 基本要求。“这些 基本的要求包括，‘囚犯的律师提交证据和论据，包括由

精神病学专家出具的、可能不同于检方出示的精神病鉴定结论的证据’。”78 正
如 高法院在福特案中所言，不允许一个面临死刑之人就自身的受刑能力提交己

                                                 

76 帕内蒂申请人身保护令案（Ex parte Panetti），326 S.W.3d 615，619，脚注 4 （Tex. Crim. 
App. 2010），http://www.cca.courts.state.tx.us/OPINIONS/PDFOPINIONINFO2.ASP?OPINIONID=2
0435。  

77 帕内蒂诉奎特曼，第 949 页。 

78 前注，第 949、9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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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精神病学证据，“会招致恣意和错误[的判决]，[因为]相关当事人无法提出

医学上的反证，甚至于连解释检方鉴定结论不足之处的机会也被剥夺。”79   

高法院认为，帕内蒂已经在[请求]重新审查这一争点的动议中‘充分证明

精神失常’，因此，州法院必须给予帕内蒂进行充分辩护的机会： 

“州法院未按宪法要求给予上诉人充分机会当庭表达意见。根据福特

案，当一个囚犯举证已经达到 低标准，法院至少应该给予囚犯的辩护

律师一个机会对法院主动获得的证据作出充分回应。这意味着，针对由

法院指派的专家作出的鉴定报告，应当准许本案上诉人的辩护律师提出

精神病学证据作为反证。然而，连如此基本的程序[权利]上诉人都未能

行 使。”80   

高法院认为，德克萨斯州连这一 低程度的程序都未进行已然违宪，因

此，不必考查是否在其他情况下还需进行更加正式的程序。 

2. 衡量被判处死刑的囚犯是否具有受刑能力的实体法标准是什么？ 

 关于福特案标准的正确理解 

帕内蒂在联邦法院进行的上诉再度开启应该根据什么标准检验某人是否具

有受刑能力这一实体法问题。审查该案的巡回法院采用的受刑能力检验标准以该

法院对福特案标准的理解为基础，认为如果囚犯知道：1）自己即将被处决，以

及 2）自己为何要被处决，便可以被执行死刑。帕内蒂上诉至 高法院，质疑前

述标准在适用于自己的案件时是否足当。 

对于帕内蒂知道自己即将被处决这一点，基本上不存在争议，并且他似乎完

全明白个中含义，因此前述标准的前半部分基本没有引起分歧。但是，关于后半

部分，虽然帕内蒂知道州给出的理由是他谋杀了岳父母，但是帕内蒂不断重复说

他认为这不过是个借口，处决他实际上是为邪恶力量效劳，目的是阻止他传播福

音。巡回法院认为，虽然帕内蒂由于罹患妄想症而抱持一些非理性的想法，并且

认为那些才是自己将被处决的真正原因，但是根据前述标准，帕内蒂能够指出州

[提出]的处决理由，显示其足具受刑能力。 

                                                 

79 前注第 949 页。 

80 前注第 9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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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对巡回法院采用的这个标准不予认可，认为这误读了福特案，过分

专注于帕内蒂对自身所处情况的客观认识，而非主观的、理性的理解。根据 高

法院所仰赖的精神病学专家证词，即便貌似保持着正常认知和逻辑思辨，一些精

神病患者其实对周遭的世界怀有严重的妄想。因此，即便仍旧受控于阻碍理性认

知的妄想，这类人也许依然能够和身边的世界正常互动以及复述客观现象。所以

帕内蒂也许可以辨认或述说其不正当行为，政府想要处决他的理由，以及自己将

要面临的刑罚，但由于罹患精神疾病，他坚持认为政府宣布的理由都是谎言，事

实上自己是由于跟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完全无关的原因而受到处罚的。根据巡回法

院的标准，帕内蒂是否理性地领会这一情况根本无关紧要。 

高法院将巡回法院所采标准的谬误概括如下： 

巡回法院的判例要求区法院无视反映神经机能障碍的证据；而这种神经

机能障碍，用法官的话说，可能会导致上诉人“从根本上无法理解其所

犯罪行和所受刑罚之间的联系”。不考虑这种性质的证据就等于错误理

解福特案判决及个中逻辑。重症精神障碍引发的重度妄想，可能会让患

者在理解罪与罚的关联性时严重背离现实，以至于[对其]用刑无助于任

何适当目的。因此，[巡回法院认为]只要囚犯意识到政府已经指明他所

犯的罪行和将受惩罚之间的关联，该囚犯脑子里那些妄想症引发的怪念

头就是无关的--如此从福特案及其判决大致确立的受刑能力实体法标

准之中推演出这个严格标准乃错误之举。81 

3. 为何衡量囚犯的受刑能力要包括对其妄想的考查 

为了阐明为什么证明重度妄想的证据与确认受刑能力相关， 高法院进一步

解释为何处决一个像帕内蒂这样的人无助于实现刑罚目的： 

[福特案]提出了多个理由，解释为何禁止处死一个丧失理性的囚犯，包

括“处死一个精神病人是对人性的颠覆”，“不能对其他人起到以儆效尤

的作用”，“把在另一个世界也将无所适从的人杀死并非向善之举”，“疯

狂本身已是惩罚”，以及处决一个精神病人无助于实现报应之目的。 

就前述理由中的 后一项--是否有助于贯彻报应--有人也许会说，适用

死刑是因为如此可能使该罪犯在 后时刻认识到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同

时也使得包括被害人的遗属和朋友在内的整个社会更加确信自己的想

法，即该人罪责深重因而必须对其科以极刑。但是，如果因为罹患精神

                                                 

81 帕内蒂诉奎特曼，第 9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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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该囚犯的思维已如此扭曲以至于他对罪与罚的认识跟整个社会对这

些概念的共识毫无关系，那么该囚犯是否能够意识到所犯罪行的严重

性，以及社会对犯罪的谴责是否得以表达就成了未知之数。就算满足了

巡回法院设定的标准，这一问题也许仍然存在。并且，以此类推，巡回

法院所作的区分与福特案给出的其他理由也并不一致。82 

不过，法院提醒道，并非所有不认同行为与处罚之间关联性的犯人都因此

而不具备受刑能力。理解的缺失必须是由精神障碍导致的，精神障碍使得该囚

犯无法理性地看待所犯之罪及周遭世界。“一个因实施了骇人听闻的谋杀行为

而被判处死刑的人，也许会因麻木不仁而毫不悔改；也许会异常自我中心、毫

无恻隐之心而内省不疚；也许擅长把罪责归咎他人，以致于——用一般人的话

说——完全与现实脱节。”83 在普通人眼里，这些人很显然都是异乎寻常或不

可理喻的，但是唯有精神疾病对理解现实造成障碍时，暂缓执行死刑才是正当

的。 

在肯定了有关妄想的证据，比如帕内蒂提出的那些证据，和确认受刑能力有

关联之后， 高法院将案件发回区法院重审，根据以上标准考查判定该证据是否

具有证据力和说服力。 

c. 关于受刑能力的问题： 

1. 在思考囚犯的受刑能力评估包括哪些必经程序时， 高法院着重强调，

囚犯有权出示己方专家证人对其精神状况所作的鉴定结论。鉴于受雇于

政府并且经常与警察和检察官合作的专家也许会带有偏见，这似乎可以

有效保护囚犯权益。但是，法官在精神病学领域缺乏专业知识，面对意

见相左的专家证词又该如何对证据的可信度中立地作出判断？还是说，

法官无论 后得出什么结论都会有专家证词作为支持，因此相互冲突的

专家证词反而加大了恣意判决的风险？ 

2. 就囚犯的受刑能力举行听讼时是否需要进行诸如交叉询问或证据开示等

更为正式的审判程序？对此 高法院没有进行考查，只是说应该赋予囚

犯围绕这一争点进行举证和质证的机会。您认为程序是否应当更加完

整？由此而可能增加的公正性和透明度，是否能让投入的司法资源变得  
“物有所值”？鉴于囚犯面临的可能是死刑，我们是否应该宁愿死刑案

件遵循较为繁琐的程序？ 

                                                 

82 前注第 958-59 页。 

83 前注第 959-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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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 高法院判决，在少数情况下，可以违背患有精神疾病的被告的意

愿，对其实施以恢复受审能力为目的的治疗。如果通过治疗囚犯的受刑

能力也得以恢复呢？如果“治愈”一个病人的精神疾患仅仅是为了取其

性命，这跟道德、医学和伦理上的价值是否一致？ 

III. 将智障人士这一类别排除在死刑执行之外 

是否有哪种精神健康病症应该构成判处或执行死刑的绝对障碍？在 2002 年

的标志性案件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州一案中， 高法院发现答案有时也许是肯

定的，该案判决认为，对智障被告科以死刑是为宪法所禁止的。 

1. 案件与分析：智障被告与死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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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案件事实 

双方对案件的事实部分基本上没有争议： 

本案上诉人达利尔•雷纳•阿特金斯（Daryl Renard Atkins），因劫持、持

械抢劫和谋杀而被定罪并判处死刑。1996 年 8 月 16 日约午夜时分，阿

特金斯和威廉姆•琼斯（William Jones），持半自动手枪一同劫持被害人

艾瑞克•内斯比特（Eric Nesbitt），抢了内斯比特身上的钱后又开着他的

小型卡车把他带到一台自动取款机前， 后将内斯比特带至荒僻无人

处，连开八枪将其杀害。但取款处的相机拍摄下了他们提取现金的过 
程。84 

被告琼斯指证阿特金斯，作为交换，他被控一项较轻的罪名并对此认罪。

对二人的审判是分别进行的。 

在阿特金斯一案的定罪阶段，琼斯和阿特金斯分别出庭作证。对于案件

大部分细节两人的表述都能相互印证，关键的不合之处是两人都指认对

方开枪打死了内斯比特。相比之下，琼斯的证言具有更高的耦合性和可

信度，显然为陪审团所采信且足以支持阿特金斯的有罪判决。在庭审的

                                                 

84 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州，536 U.S. 304, 307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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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阶段，检方出具了被害人影响证据并证明了两项加重情节：将来的

危险性和“犯罪行为的可耻性”。85 

在量刑阶段，心理学家伊万•尼尔森（Evan Nelson）作为辩方专家证人出庭

作证，证明阿特金斯智商（IQ）仅为 59，属“轻微智力障碍”。86 虽然如此，

陪审团还是判处阿特金斯死刑。但由于庭审程序方面的失误，州 高法院下令

就案件的量刑重新开庭，这一回检方也请来专家证人，证明阿特金斯其实并无

智力障碍。陪审团再次判处阿特金斯死刑。 

b. 案例分析 

1. 对第八修正案的总体分析 

阿特金斯在弗吉尼亚州 高法院 后一次质疑该案的量刑时，只提出了一个

辩护主张：“他有智力障碍，因此不能被判处死刑”87，案件诉至联邦 高法院

后，辩方重申了这一点。在宪法条文及宪法判例法的语境中，这一主张可以被改

述为一个疑问句：对他执行死刑是否有违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施加“残酷和不寻

常的处罚”的规定？正如 高法院所言： 

宪法第八修正案言简意赅地禁止施加“过度的”制裁。根据宪法条文：

“不得要求过多的保释金，不得处以过重的罚金，不得施加残酷和不寻

常的处罚”。88 

高法院解释说，第八修正案标准所指“过度”即有违[罪]刑相当；某种

刑罚可能表面上看来并不“残酷”或者“不寻常”，但如果考虑到其意在惩罚

的行为则会被认为是极度严厉的，依旧可能违反第八修正案。根据法院在阿特

金斯案中引用的一个先例，虽然入狱 90 天理论上说既非残酷亦不非常，但是针

对瘾君子这一“身份”（而非持有或使用毒品）则有违适当，因为这种制裁是过

                                                 

85 前注第 307-08 页。 

86 前注第 308 页，脚注 3，5（尼尔森医生采用的标准通过 45 到 155 的刻度来衡量智商高低，正

常智商[中间值]是 100。一般情况下 50-70 就被认为是“轻度弱智”。） 

87 前注第 310 页。 

88 前注第 311 页；《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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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如果头疼脑热也算‘犯罪’，为此坐牢哪怕仅仅一日也是残酷和不寻

常的”。89 

法院继续解释道，在判断某种刑罚是否过度时，对相关法律的解读不应囿于

其通过之初如何，而是应当反映出“发展中的文明标准”。随着公正观的嬗变，

法院应该重新评估一度可以接受的处罚在当下是否被认为是残酷和不寻常的。那

么问题就变成，当今美国社会是否视此刑罚为“过度”。 

2. 发掘举国共识 

遗憾的是，美国幅员如此辽阔、社会如此多元，要找到客观标准衡量社会公

认价值并非易如拾芥。 高法院早已作出决断，“[确定]当代价值 明确可靠的

客观证据，就是本国各立法机关所颁布的法律”。90 无论联邦还是各州，立法机

关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并对选民负责，因此，理论上说代表的应该是选民的意志和

价值观。所以， 高法院首先考查各司法辖区的法律是否已经就某一刑罚过度与

否发展出共识。 

在 1989 年的潘瑞诉莱奈夫一案中， 高法院在考查依据第八修正案智障人

士是否不应被判处死刑时，首次采用了这种分析方法。当时，只有联邦政府和 2
个州明文禁止对智障人士执行死刑，因此 高法院裁定，“即便把 14 个已经彻底

废除死刑的州一并算上，也不足以证明存在全国共识”。91 但是，在阿特金斯案

中， 高法院认为，潘瑞案后情况已发生显著变化。两案相隔不久，其间已另有

16 个州相继通过立法明确禁止对智障人士执行死刑。 

重要的并非这些州数量几何，而是变化指向所具有的一致性。众所周知，

打击犯罪的立法往往比保护实施暴力犯罪之人的法律要受欢迎多得多，

正因如此，为数众多的州都以立法明文禁止对智障人士执行死刑（且无

一通过立法来恢复对这一群体执行死刑）不失为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表

明当今社会确实认为跟普通罪犯相比，智障罪犯这一类别具有较低的罪

责性。92 

                                                 

89 前注，援引罗宾逊诉加利福尼亚州（Robinson v. California），370 U.S. 660, 667 (1962)。 

90 前注第 312 页，援引潘瑞诉莱纳夫（Penry v. Lynaugh），492 U.S. 302, 331 (1989) （简称潘

瑞（Penry）案）。 

91 前注第 334 页。 

92 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州，第 3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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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查禁止对智障人士执行死刑背后的理由 

不过， 高法院对第八修正案所作的分析并不止于发现一个全国性共识。在

“审查了立法机关的判断”后， 高法院必须继续“思考赞同或反对这些判断的

理由”。93 

在阿特金斯案中，确认全国范围内存在一个显著的立法共识后， 高法院进

而以很长篇幅探讨对智障人士执行死刑的刑罚价值。 

[智障人士]在理解和处理信息、交流沟通、总结错误吸取经验教训、逻

辑思辨、冲动管控和领会他人反应等方面能力耗弱。没有证据显示这类

人比其他人更可能犯罪，却有大量证据表明他们往往冲动行事而非预先

筹划，并且在集体行动时常常是跟随者而非领头人。他们的缺陷不应使

其免于刑事制裁，但确实降低了个人的罪责性。94 

高法院继而讨论对智障被告执行死刑于死刑的具体目标是否有益。 

格雷格诉佐治亚州（Gregg v. Georgia）95[一案]认为“死刑的两大社会

目的在于报应以及阻吓潜在罪犯触犯死罪”。除非对智障人士科以死刑

“显著促进这双目标或是其中之一的实现，否则就不过‘是加诸苦楚和

折磨，无的放矢且多此一举’，所以如此处罚属于违宪。” 

报应--其意义在于目睹罪犯受到“应得的惩罚”--因此刑罚的严厉程度

是否得当必然取决于罪犯的罪责性。格雷格案后，我们的判例法始终如

一地将死刑适用限于 严重的犯罪这一狭窄的范畴。例如，在戈弗雷诉

佐治亚州（Godfrey v. Georgia）96 一案中，上诉人所犯之罪并未反映出

“其意识心态的‘邪恶’程度远在其他所有谋杀犯之上”，所以我们推

翻了该案的死刑量刑。如果普通谋杀犯的罪责性尚不足以将政府对其施

加的极刑变为正当制裁，那么当然更不值得对具有更低罪责性的智障人

                                                 

93 前注第 313 页。 

94 前注第 318 页。 

95 格雷格诉佐治亚州，428 U.S. 153 (1976)（简称格雷格（Gregg）案），详见第一章。 

96 戈弗雷诉佐治亚州，446 US 420 (1980)（简称戈弗雷（Godfrey）案）。由于妻子起诉离婚，

被告怒由心生，朝女儿、妻子及岳母开枪，导致妻子和岳母身亡。 高法院认为，该案中规定死

刑适用的州法未给予陪审团足够的指示以限缩可以被判处死刑的被告类别。该州法规定，如果犯

罪“卑劣到情理不容或无所忌惮、可怖或者有违人性”，则可以适用死刑， 高法院认为这一规

定过于模糊而无法真正将死刑适用限于 恶劣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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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如此科刑。因此，鉴于判例法不断限缩死刑适用范围以确保只有罪大

恶极之人才被处决，将智障人士排除在外是为恰当。 

至于威慑--以死刑阻呵潜在罪犯触犯死罪--“似乎‘惟谋杀乃罪犯蓄意、

故意为之，死刑才有威慑之效’”。将智障人士排除在死刑之外不会对其

他潜在谋杀犯进行“事前的冷血计算”产生影响。事实上，智力障碍的

行为人跟如此算计相去甚远，[而且]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关于死刑威慑

作用的理论乃一种预断，其建立的基础是重刑化对实施意图致人死亡行

为的犯罪分子具有阻呵作用。然而，之所以认为这些被告道德上的罪责

性较低，是由于他们具有认知和行为上的缺陷--比如，理解和处理信息、

吸取经验教训、逻辑思辨、冲动管控等能力耗弱--而这些缺陷也许恰恰

使得他们无法处理可能被科以死刑这一信息并据此控制自己的行为。免

于对智障人士执行死刑也不会降低死刑对心智正常的行为人的威慑之

效。后者不在责任免除之列，依然面临死刑执行的风险。因此，对智障

人士执行死刑于威慑目的之实现未有显著促进。97 

高法院将智障人士较其他大部分罪犯罪责性较低[这一点]作为一个规则

加以确认，认为，排除对其执行死刑于死刑的报应及威慑价值无所减损，除此

之外还认为，这种精神缺陷症状可能导致的有失公允的错误判决，可波及智障

罪犯本身和其他罪犯。 

智障罪犯不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这是将此类人排除在死刑适用之外的

依据之二。“虽然存在从轻量刑的因素，但是依然被判处死刑”这种风

险有所增加，不仅仅是由于虚假的认罪供述，还可能因为面对检察官提

出的一个或多个加重量刑情节时，智障人士难以就从轻情节作出令人信

服的表述。智障被告也无法像正常被告那样有效地配合辩护律师，基本

上都是糟糕的证人并且言行举止还会无端使人觉得他们造恶不悛…此

外，智力障碍作为从轻情节也许是把双刃剑，陪审团认定被告往后具有

更高的危险性并据此从重量刑的可能性也许有所增加。总体而言，智障

被告被冤死的风险非同一般。98 

                                                 

97 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州，第 319-20 页，援引格雷案、戈弗雷案，及安蒙德诉佛罗里达州   
（Enmund v. Florida），458 U.S. 782 (1982)。 

98 前注第 320-21 页，援引洛克诉俄亥俄州（Lockett v. Ohio），438 U.S. 586, 605 (1978)，及潘

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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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生冤假错案的担忧日益增长，且处决智障人士对实现死刑之威慑、报

应两大目的贡献微乎其微，有鉴于此， 高法院判定，在任何情况下对智障人

士科以死刑均属违宪。 

c. 对智障被告执行死刑的相关问题 

1. 不断发展的文明标准：为厘清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是否允许对智障罪犯

执行死刑，联邦 高法院首先考虑，全社会是否一致认为该刑罚“过度”

且与“不断发展的文明标准”相背。为此， 高法院检视了联邦及 50 个

州的立法趋势。 

a.  回答诸如何时适用死刑之类的法律问题时，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考虑

社会当前的价值观或民意？民主立法程序即便固有效率低下，对当

前事件也算反应迅速，重大犯罪和新闻报道可能使得立法在转瞬之

间一反其道。但是，积虑于此是否构成对司法独立的滋扰？ 

b. 美国的联邦制为 高法院提供了一个考查公共价值的计量参考：各

州立法。但如果是在一个像中国这样更加偏向于集中制的国家，法

院若要考查当代的社会价值，该如何进行确认？ 

c.  第八修正案关注的是残酷和不寻常的处罚。要知道一种惩罚寻常与

否，法院是否应当考虑国际法和外国法呢，还是说仅考查反映国情

的本国法？法院在寻举国共识之踪的同时是否还要觅“国际共识”

之迹？ 

2. 促进刑罚目的之实现：在阿特金斯案中， 高法院认为，判处一个智障

被告死刑，于死刑的报应目的和威慑目的之实现并无促进作用。您是否

同意 高法院对这两个目的的描述以及得出的结论？ 

a.  高法院曾在先例中表示，报应和威慑是“死刑的主要社会目的” ，
因此在本案中也仅就此展开讨论。其实，该判例法还提到“失能化”

这一目的--将罪犯从社会中移除以保护他人。有没有可能一个“武

疯子”的人身危险性如此之大以至于依据失能化将其处死也是正当

的？还是说您会认为，如法院在阿特金斯案中所言，罪犯的罪责性

较低，因此对他们执行死刑总是残酷和过度的？失能化这一目的是

否可以通过安全的强制治疗或者其他途径来实现？ 

b. 禁止对智障人士执行死刑的依据，与禁止对重症精神病患者执行死

刑（缺乏受刑能力）的依据，甚至是与精神病抗辩的原理，都有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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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相似之处。如果智力障碍因其特殊性而使得智障人士整个群体

能够一揽子地被排除在死刑之外，那么这个特别之处会是什么？ 

3. 智力障碍的定义：虽然 高法院未就智力障碍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但

默许相关行业的主要专业协会--美国智能障碍协会和美国精神病学协会

所采用的定义。这些定义在本质上大同小异，均要求（a）患者的整体心

智机能显著低于平均水平，（b）伴有至少在以下任意两个领域中的适应

技能严重受限：交流沟通、自我护理、居家生活、人际交往、利用社会

资源、自我调节、学习、工作、休闲、健康和安全，且（c）这些症候须

在患者年满 18 周岁前显现。99 阿特金斯案后，这些定义为许多州所采

纳。 

a.  高法院指出，被告的缺陷，即“在理解和处理信息、交流沟通、

总结错误吸取经验教训、逻辑思辨、冲动管控和领会他人反应等方

面能力耗弱”，降低了其罪责性并将死刑的威慑价值 小化。美国

智能障碍协会和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定义是否足以涵盖前述所有

缺陷？这些行业定义是否比法院论证所要求的更加广泛，以至于包

容过宽而豁免了一些本不应该被认为具有较低罪责性的人？ 

b. 除智力障碍以外，有没有其他类型的精神障碍也可能导致被告的关

键能力遭受类似的减损，同时使得死刑的威慑价值和报应价值有所

降低？由头部外伤或痴呆造成的智力严重受损，如果与智力障碍无

法区分但却于被告年满 18 岁之后很久才发生，在法律上应该有什

么后果？ 

c.  本章第一节探讨了精神病抗辩，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与具体的医学

诊断上的精神障碍被视为两个系属的概念，但是，在阿特金斯案中，

法院在考虑依宪法第八修正案是否应当免除死刑适用时，似乎直接

采纳了具体的医学诊断结论。精神病的法律定义与医学诊断之间应

该是什么关系？ 

 

                                                 

99 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州，第 309 页，脚注 3，援引美国智能障碍协会出版的《智力障碍：定义，

分类及扶助系统》，第 5 页（第九版 1992 年），和美国精神病协会出版的《精神障碍的诊断与统

计手册》，第 41 页（第四版 2000 年）。Atkins v. Virginia, at 309, n.3, citing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ental Retardation’s Mental Retardation: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 and Systems 
of Supports 5 (9th ed. 1992) and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s Diagnostic and Statist-
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41 (4th ed.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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