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死刑量刑中的被害人角色：佩恩诉田纳西州（Payne v. Tennessee） 

I. 背景介绍 

每一桩犯罪都有被害人。社会对被害人深表同情是再正常不过的，当犯罪行

为异常可憎时更是如此，而这种情况在死刑案件的审理中屡见不鲜。但是，对被

害人（或是命案被害人遗属）的恻隐之心应该如何在正式的刑事司法程序中得到

体现，仍然是个极具争议的命题。是应该允许被害人1 关于死刑适用的意见左右

量刑，还是应该在量刑时只考虑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危害和犯案人员的具体特

征？法律应该如何处理诸如谅解或是报复这样的概念？什么样的程序既能给被

害人以解脱和慰藉，又能保证对被告公平以及确保类似案件量刑的统一性？解答

这些问题绝非易如拾芥，但是本章可以帮助读者洞悉当前美国在死刑案件的语境

中就这一主题所开展的讨论。 

在美国的死刑案件中被害人扮演何种角色，相关的法律问题集中围绕于庭审

量刑阶段是否应当引入“被害人影响证据”（VIE）。“被害人影响证据”通常指

命案被害人遗属的口头或书面陈述2，描述犯罪行为对其生活及其所在社区所造

成的侵害、已故被害人的特征，甚至给出量刑建议。被害人可能像其它证人一样

在定罪阶段被传唤出庭提供证言以证明被告有罪与否，[但]被害人影响证据与此

有着本质区别。被害人影响证据之所以具有独特性和争议性，恰恰是因为所引入

的信息不直接涉及犯罪行为本身或被告的个人特征，却被用来影响量刑。因此被

害人影响证据备受指责，被认为本质上是主观的，并且带有不恰当地将定夺生死

的焦点从被告转移到被害人身上的风险。 

A. 历史背景：刑事司法中被害人角色的转变 

在美国，关于被害人影响证据的价值、目的、公正性和如何进行适当限制的

讨论，是在刑事司法整体趋向强调个体被害人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被害人权

利运动”于上世纪 70 年代初现端倪，当时美国法学的理论和实务几乎完全将犯

罪视为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认为刑事司法作为一项制度其目标是保障和维护全

体公众而非具体的被害人。 

                                                 

1 本章中死刑案件的“被害人”一般指犯罪行为所侵犯之人，如果该人死亡，则指其遗属或法定

代理人。 

2 根据联邦最高法院在肯尼迪诉路易斯安那州（Kennedy v. Louisiana），554 U.S. 407 (2008)， 
一案中的判决，死刑案件一般限于导致[至少]一人死亡的犯罪，详见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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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美国并非一贯如此。在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初期，美国的刑事诉讼虽以国

家的名义提起，但实际上是被害人为了复仇和得到补偿而自掏腰包、雇佣律师起

草诉状诉至公堂的私人诉讼。不过到了 20 世纪，刑事诉讼转而由以保护公共秩

序和行使公权力惩治违法者为己任的职业检察官提起。3 由此被害人的参与程度

普遍降低，一般只作为事实证人在庭审的定罪阶段进行作证。对刑事被告的程序

性保护在上个世纪整个 60 年代都有增无损，因此不少人感到法律愈发不公，认

为当时的制度越来越偏向同情被告而忽视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及被害人的意愿。 

从上世纪 70 年代起，美国出现了一批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组织，为认可和扩

大个体被害人的权益奔走呼号。4 于是各州通过立法允许被害人在量刑阶段提交

口头或书面证言，以应对被害人权利运动带来的与日俱增的压力。5 这给了被害

人一个在法庭上讲述自己遭遇的机会，并且正式把被害人纳入到刑事司法程序中

来。然而，被害人影响证据的引入未能免于非议，特别是在死刑量刑中；美国最

高法院决定在一系列沸沸扬扬的案件中对此进行合宪性审查。 

B. 博思诉马里兰州（Booth v. Maryland）: 最高法院首次在死刑案件中讨论被

害人影响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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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1987 年的博思诉马里兰州6 一案中判定，被害人影响

陈述侵犯了宪法第八修正案赋予被告的免受恣意刑罚制裁的权利，因此在死刑量

刑中不能被采纳。法院认为依赖被害人陈述 

…可能导致被告因为一些犯罪时其并不知晓的、与其杀人犯意无关的因

素被判处死刑。陪审团应该考查被告的个人背景、记录以及犯罪情节，

而“被害人影响证据”会将陪审团的注意力转移至别处。7 

                                                 

3 见，威廉·F.·麦当劳,“走向刑事司法制度革命两百年：被害人归来”, 载《美国刑事法学评

论》第 13 卷，第 649-54 页（1976）。See, William F. McDonald, Towards a Bicentennial Revol-
ution in Criminal Justice: The Return of the Victim, 13 Am. Crim. L. Rev. 649, 649-54 (197-
6)。 

4 见，弗兰克·凯灵顿，乔治·尼克森, “被害人运动：这一概念已到时机”, 载《佩珀代因大

学法学评论》第 11 卷，第 1-6 页（1984）。See, Frank Carrington & George Nicholson, The Vi-
ctims’ Movement: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11 Pepp. L. Rev. 1, 1-6 (1984)。 

5 前注，第 8-9 页。 

6 博思诉马里兰州，482 U.S. 496 (1987) （简称博思（Booth）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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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依据是一项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法--“死刑是[与其它刑罚]不同的”，

其特殊之处在于严苛性和终局性，因此宪法规定必须有特别保护措施以防止死

刑被恣意适用。8 这一判例法所确定的原则是，死刑制度必须规定明确且客观

的标准对量刑裁量进行限制9，同时还要允许量刑者对具体被告的品格和其他情

况进行全方位的考量。10 虽然最高法院之前从未说过死刑量刑的考虑因素仅限

于被告的犯罪记录、特征和犯罪情节，但是法院认为，对于任何将其他事项纳

入死刑量刑考查范畴的法条都应当仔细审查，以保证所引入的证据与被告的个

人责任和道德过错相关。11 最高法院考查博思案的被害人影响证据之后认为，

引入与被害人遗属所承受的悲痛和与已故被害人的身份有关的信息，会使本该

集中在被告罪责性上的注意力分散到与这一核心问题不相干[的事情上]，因此

依赖这种信息[进行量刑]将会产生宪法所禁止的恣意性。12 

试想，被告抢劫杀害一个陌生人之后被判处死刑，原因之一是被害人家属作

了痛失亲人的感人证言。如果被害人单身且无依无靠，哪怕是个流氓恶棍，被告

的罪行和罪责程度事实上并无不同；但是如果陪审团根据被害人家属的陈述进行

量刑，这一偶然情节或许就意味着生死之别。将死刑判决跟被害人是否有亲属和

被害人亲属是否有口才直接挂钩，不仅使得判决具有恣意性，而且强调被害人影

响证据还可能暗示杀害正直公民比杀害“品行可疑”之人更应当被判处死刑。13 

博思案的判决认为，鉴于量刑是对被告及其所犯之罪的评价，基于这种被告不可

知或不可控的因素决定而对其科以死刑是违反宪法规定的恣意量刑。14 

在博思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确实也认识到，在有些案件中，被害人影响陈述可

能涉及被告在犯案之前就已经知道的信息，所以有可能表明被告具有更大的道德

过错。尽管如此，法院还是认为被害人影响陈述本质上带有“[使得]死刑判决被

                                                 

7 前注，第 504-05 页。 

8 伍德森诉北卡罗来纳州（Woodson v. North Carolina），428 U.S. 280, 305 (1976)，详见第一

章。 

9 见格雷格诉佐治亚州（Gregg v. Georgia），428 U.S. 153, 198 (1976)（认可使用法定加重情节

来引导陪审团量刑的死刑量刑制度）和弗尔曼诉佐治亚州（Furman v. Georgia），408 U.S. 238,
 239 (1972)（认定赋予陪审团完全自由裁量权的死刑量刑制度违宪）。 

10 伍德森诉北卡罗来纳州，第 303 页。 

11 博思诉马里兰州，第 502 页。 

12 前注，第 504-05 页。 

13 前注，第 506 页。 

14 前注，第 50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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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恣意作出这种不允许存在的风险”。15 两年之后，在南卡罗来纳州诉盖德兹（South 
Carolina v. Gathers）16 一案中，最高法院基于同一理由对前述判例法进行了扩展，

禁止检察官评论谋杀案被害人生前在其所在社区所发挥的正面作用。 

然而博思案后仅仅过了四年，在 1991 年的佩恩诉田纳西州一案中，美国最

高法院的态度突然转向。 

II. 案例分析：佩恩诉田纳西州，501 U.S. 808 (1991)（简称佩恩（Payne）案）。 

A. 案件事实 

陪审团认定本案上诉人佩维斯·蒂龙·佩恩（Pervis Tyrone Payne）犯

有两项一级谋杀罪，和一项意图实施一级谋杀的故意伤害罪。佩恩在每

一项谋杀罪下均获死刑，同时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入狱 30 年。 

被害人是 28 岁的查里斯·克里斯多夫（Charisse Christopher），以及她

2 岁的女儿蕾西（Lacie）和 3 岁的儿子尼古拉斯（Nicholas）。这一家三

口住在田纳西州米灵顿市的一所公寓里，走廊对过住着佩恩的女友波

比·托马斯（Bobbie Thomas）。17 

案发当日，等待女友度假回家的佩恩频频到女友家中查看，期间还注射可卡

因和跟朋友喝酒以打发时间。当再次回到公寓楼查看时，他走进被害人查里斯家

中并开始调戏查里斯。被查里斯拒绝后佩恩便开始使用暴力，邻居们在听到尖叫

声后报警。 

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警察撞见浑身是血的佩恩正要离开公寓大楼。佩恩告诉警

察自己就是那个“报案人”。当警察开始询问他时，佩恩动手殴打警察随即逃离

现场。 

呈现在警察面前的现场惨不忍睹。整间公寓，包括墙上和地上到处都是

血。查里斯和她的两个孩子躺在厨房的地板上。尼古拉斯[当时]仍有呼

吸，虽然他身中数刀甚至被那把造成这些伤口的切肉刀从前到后贯穿身

                                                 

15 前注。 

16 南卡罗来纳州诉盖德兹，490 U.S. 805 (1989)（简称盖德兹（Gathers）案）。 

17 佩恩诉田纳西州，第 8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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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过七个小时的手术并输入比他身体里的正常血量还要多 400-500
毫升，共 1700 毫升的血液后，尼古拉斯奇迹般地生还。他的母亲和妹

妹都不幸身亡。 

查里斯被发现时平躺在厨房的地板上，双腿伸直。她被一把切肉刀捅了

41 次，直接导致 42 处刀伤，胳膊上和手上还有 42 处自卫性刀伤。佩

恩造成的这 84 处伤口中没有一处是致命伤；死亡原因更可能是受伤后

失血过多。 

蕾西紧挨着她的母亲躺在厨房地板上，胸部、腹部、背部和头部多处被

捅。警察在她脚边发现了作案工具切肉刀，她手臂上部靠近手肘处压着

佩恩的棒球帽，在她身旁的桌子上有三只带有佩恩指纹的麦芽酒铝罐，

公寓门外的地上也有一只空铝罐。18 

之后警方将躲藏在朋友家中的佩恩抓获。佩恩被捕时看上去神情狂乱，并且

身上有使用可卡因的痕迹。在大量证据面前佩恩却坚称自己无辜，作证说没有伤

害查里斯一家任何人，并且声称曾看见另一个男人从查里斯家里出来，自己则在

看到被害人受伤后试图救助，后来只是因为害怕警察才慌张逃走的，因为他知道

自己会被当成嫌疑犯。陪审团没有采信佩恩的证言，认定对他的有罪指控全部成

立。 

在庭审的量刑阶段，佩恩出示了一系列品格证人的证言，包括他的女友，他

的父母以及一位临床心理学专家，试图说明为什么自己应该得到宽大处理免除一

死。这些证人作证佩恩性格温顺，是个好儿子，如父亲般对待他女友的孩子们，

而且没有犯罪记录和滥用毒品的记录。该心理学专家还提请法庭留意佩恩的低智

商，并称佩恩是一个异常有礼貌的犯人。 

检方的部分量刑意见集中在两个方面，这两方面后来成为本案上诉的争议

点。第一，检方要求被害儿童的祖母出庭作证，描述尼古拉斯如何对自己的母亲

和妹妹念念不忘，为她们黯然神伤。 

他哭着要找妈妈。他似乎不明白妈妈为什么不回家。他还哭着要找蕾西

妹妹。每周都到我跟前来问好多次，奶奶，你想我的蕾西吗？我告诉他，

嗯，我想。他说，我很担心我的蕾西妹妹。19 

                                                 

18 前注，第 812 页。 

19 前注，第 814、8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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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结案陈词和反驳佩恩的最后陈述时，检方还慷慨激昂地对陪审团动

之以情，希望他们考虑这一个个被害人受到的伤害： 

…没有人会知道蕾西·乔，因为她在 2 岁的时候被夺走了生命，再也没

有机会长大。所以不会有中学校长跟你介绍蕾西·乔·克里斯多夫 ,
也不会有人邀请她参加高中的毕业舞会。也不会有人--不会有她亲爱的

妈妈，尼古拉斯的妈妈，吻他晚安。尼古拉斯睡前不再有妈妈的亲吻或

是轻抚，妈妈不会再抱他，不会再给他唱摇篮曲。  

[上诉人的辩护律师]想要你们留意被告良好的声誉、那些爱被告的人和

关于被告的其他事情。他不希望你们考虑那些爱查里斯·克里斯多夫的

人，深爱她的父亲和母亲，那些深爱小蕾西·乔的人，她还健在的外公

外婆、每天都在为她难过、都在追问自己最要好的小玩伴到哪儿去了的

哥哥。再也不会有人和小尼古拉斯一起看卡通了。这使得发生的一切格

外残酷、可怕和骇人听闻，而这一切尼古拉斯将不得不背负一生。20 

佩恩在每一项谋杀罪之下都被陪审团判处死刑。他提出上诉，理由是根据

博思案和盖德兹案，被害人影响证据带有导致违宪的恣意判决之虞。这一上诉

被田纳西州最高法院驳回，随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同意受理此案。 

B. 美国最高法院的分析 

1. 推翻博思案和盖德兹案确立的判例法 

联邦最高法院首先承认，不久前通过博思案和盖德兹案确立的判例法禁止将

佩恩案量刑听证程序中所出示的那种被害人影响证据纳入考量范围，然而，最高

法院决定重新审视这一规则。为此，联邦最高法院首先考查那些先例判决背后的

依据： 

博思案法庭分析伊始便指出：应该把死刑案件的被告作为一个“‘独特

的人类个体’”来对待，因此，美国宪法要求陪审团依据“‘个人品格和

犯罪情节的具体情况’”进行个别化考量，以决定是否应该对被告判处

死刑。法院认为，虽然没有在先判决明确认定只有被告的品格和犯罪行

为自身的特点才是宪法允许的考量因素，但是，除非 “与被告的‘个

人之责任和道德之过错有一定关系’”，否则其它因素与死刑量刑就是不

相干的。法院认为，如果反映的是“一些被告并不知晓的、与杀人犯意

                                                 

20 前注，第 8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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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的因素”，那么被害人影响证据就与“特定被告的可谴责程度”毫

无关系。据法院观察，关于被害人品格的证据“很可能分散陪审团量刑

时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法按照宪法的要求根据被告的个人背景、记录及

具体犯罪情节判断适用死刑是否恰当”。法院的结论是，除非被害人影

响证据“与犯罪情节直接相关”，否则检方不得在死刑案件量刑听证程

序中引入此类证据，因为“由此可能导致死刑判决之形成具有恣意性，

而这种风险是不允许存在的”。21 

总结概括了博思案和盖德兹案的判决之后，佩恩案法庭进而解释为何现在

要改弦易辙。法庭认为被害人影响证据，比如那些在博思案和盖德兹案中未被

采纳的证据，是可以表明一项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实质危害的，而这种危害应该

是死刑量刑时依法可以考虑的因素。 

a. 被害人影响证据可以表明杀人造成的实质危害： 

博思案和盖德兹案的判决基于两个前提：其一，与某一特定被害人相关的

证据或与被告对被害人家庭所造成的伤害相关的证据，一般不能反映被告的 
“可谴责程度”；其二，只有与“可谴责程度”相关的证据才与死刑量刑有关。

然而，毋庸赘述，对被告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进行评估是刑法在认定犯罪

要件与确定适当刑罚时所关注的重要因素。因此，可能仅仅因为造成了不同程

度的危害结果，两个可谴责程度相当的被告所犯之罪并不相同。如果一个银行

抢劫犯在抢劫过程中瞄准保安人员并扣动扳机杀死了目标，他可能被判死刑。

但如果枪意外卡壳了，他可能就不会被判处死刑。这两种情况下被告的道德过

错如出一辙，但在前一种情况下应负的责任却较大。同理，若有两个被告各自

进行抢劫且均是轻率漠视他人生命安全，第一个被告参与的抢劫导致被害人死

亡，他可以被判处死刑；如果第二个被告参与的抢劫没有导致被害人死亡，他

也许就不会被判处死刑。22 

佩恩案法庭举出具体例子说明，即使危害结果是被告不可控制或其意图以外

的，其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也早已被认定为死刑量刑的可考因素，此外法庭还

强调，所有刑事案件的量刑通常都会考虑危害结果。“近年来每当法官被赋予量

刑上的自由裁量权，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无一例外都是这种自由裁量所考

虑的重要因素之一。”23 最后，佩恩案的判决写道，“法院在量刑时一贯考虑被

                                                 

21 佩恩诉田纳西州，第 819 页。 

22 佩恩诉田纳西州，第 819 页。 

23 前注，第 8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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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佩恩案所举证据说明了佩恩的双重谋杀所造成的危害结

果”。24   

b. 杀人造成的危害结果之一是一个独特生命的逝去，被害人影响证据在法

律允许的范围内帮助量刑者了解被害人 

最高法院还澄清道，虽然现有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必须允许死刑案件的被告

引入“任何相关的从轻证据”以确保该被告是作为一个“独特的人类个体”接

受审判，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被告背景和品格的考查一定要在完全隔离该案被害

人品格问题的情况下进行。具体而言，最高法院认为应该允许检方提出证据使

人可以“一瞥”被告夺走的生命。25 禁止出示这类证据的同时却给予被告极大

的自由度述说其自身的品格，将会导致不当的失衡： 

现在我们的观点是，州政府可以作出如下结论--要对被告的道德过错和

可谴责程度进行有意义的考量，就应确保陪审团在量刑阶段获得证据证

明被告所造成的具体危害结果。“中和被告提出的从轻量刑证据是公诉

权力的合法行使，检察官可以提醒量刑者，正如被告应该被当作一个个

体来看待一样，被害人也是一个个体，而被害人的死亡对社会，尤其对

其家人而言是一种特别的损失。”被害人在“博思案的死刑量刑阶段成

了面目模糊的路人甲26”，检方完全无法发挥证据的道德影响力，而且

陪审团可能也没有获得对一级谋杀罪进行量刑所必需的所有信息。27 

在博思案和盖德兹案中，法庭禁止[检察官]使用证明被害人良好品格的证

据，指出被告难以对这类证据进行辩驳。首先，虽然被告有权反驳几乎所有对

其不利的证据，但一个在命案中已被定罪而后又在量刑阶段对被害人的品格进

行攻击的被告不太可能会给陪审团留下良好印象。除了辩护策略这一因素以外，

量刑过程还有可能变成一个“案中案”，双方就被害人的品格各自举证，可能

引导陪审团的注意力越来越远离当前的问题。但是，佩恩案法庭认为证据若与

量刑相关，这些策略和程序方面的顾虑并不能构成彻底禁止引入证据的理由。 

在佩恩案中，最高法院指出美国量刑听证中的证据规则向来灵活，因此“法

官询问的范围可以相当宽泛，在信息来源或是可以考查的信息种类等方面多数时

                                                 

24 前注，第 825 页。 

25 前注，第 822 页。 

26 译者注：英文原文“a faceless stranger”。 

27 佩恩诉田纳西州，第 8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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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是不受任何限制的”。28 即便是死刑案件的量刑，最高法院也主张允许考查的

证据范围应该相对广泛，可以彻底被排除的证据类别应属极少数—“现今联邦法

和州法下的证据规则一般都认为除了因特权而豁免的证据之外，与案件相关的证

据都应当被采纳，其证明力留待事实审理者根据交叉询问和另一方提出的反证进

行认定。”29 所以在佩恩案法庭看来，被告因对被害人的品格证据提出异议而面

临的困难，与各当事人要面对的策略上的其他类似困境并无不同。 

c. 判决: 第八修正案不禁止在死刑量刑中引入被害人影响证据 

于是，始于博思案的、针对被害人影响证据本身的限制得以解除，最高法

院将是否应该把这类证据纳入考量范围交由各州根据各州法律和各州宪法自行

决定。然而，最高法院指出，虽然联邦宪法第八修正案并不禁止被害人影响证

据的引入，但是如果“存在过度的偏见以致审判从根本上变得不公正”，该证

据就会因触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而像其他触犯该条款的证

据一样被排除。30 

因此我们认为，如果各州选择允许采纳被害人影响证据以及允许检察官

就此发表陈述意见，那么这些证据和意见就其本身而言并不为联邦宪法

第八修正案所禁止。各州得以依权设定，与被害人有关的证据以及证明

该谋杀行为对被害人家庭所造成的影响的证据跟陪审团是否给出死刑

判决之间具有关联性。将这种证据与其它相关证据区别对待是毫无根据

的。31 

III. 问题与讨论 

佩恩案法庭解除了针对被害人影响证据本身的限制，各州得以在死刑量刑中

引入这类证据，但是最高法院并未明示究竟什么样的证据才是符合联邦宪法要求

的。佩恩案指出，法院可以以违反正当程序条款为由对具有“过度偏见性”的被

害人影响证据进行排除或限制使用，但最高法院至今既未具体定义这种具有“过

度偏见性”的被害人影响证据的范畴，也未提示如何区分这种证据和非偏见性的、

                                                 

28 佩恩诉田纳西州，第 821 页。 

29 前注，第 823 页。 

30 佩恩诉田纳西州，第 825 页。 

31 前注，第 8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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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具有的偏见性在可接受限度内的被害人影响证据。32 负责进一步界定佩恩案

判决的内涵和外延的各州和下级联邦法院对死刑案件被害人影响证据的处理千

差万别。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联邦最高法院虽然通过佩恩案解除了对被害人影

响证据的禁止性规定，但并未创设被害人提交陈述的权利，被害人影响证据的可

采性最终仍由各司法辖区的法律决定。大多保留死刑的州确实也通过法条或是判

例允许在死刑量刑中使用某种形式的被害人影响证据，但可能同时也在实体法或

程序法上为证据的采纳设限。与其逐个列举 33 个保留死刑的州（且不论联邦和

军事法院系统）是如何就被害人影响证据做出相关规定的，也许考查佩恩案之后

这些年来出现的几个实务问题更有裨益。 

1.  对证据内容和来源的限制：佩恩案的判决提到了两类与证明杀人造成的实

际危害相关的被害人影响证据：与被害人品格有关的信息和与被害人遗属所受

精神损害有关的信息。这两类证据就可引入的证据的范围提出了不少难题。 

首先，佩恩案法庭提到让人“一瞥”被害人的人生是合法的证据目的之一，

究竟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已经得到法院认可的证据包括被害人的

良好品行、邻里关系、才华、智力水平、精神信仰、教育背景，等等。33 是否

应当允许被告提供证明被害人不良品格的证据？有些法院认为，被告只能对检

方提出的被害人品格证据进行反驳，而不得在检方未首先涉及被害人品格这一

问题时试图提出相关证据。34 就证明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而言，难道关于

被害人品格的负面证据不如正面证据能够说明问题？ 

谁应该具有提供这些证据的资格？虽然佩恩案准许引入相关证据证明“谋

杀对被害人家人产生的影响”，但许多州并未将此限于家庭成员。有些司法辖

区允许被害人的朋友、同事及邻居提供证言，某些法院甚至采纳跟小型团体有

关的证据，比如，在被害人是警员的谋杀案中采纳了证明整个“执法共同体”

所受影响的证据。35 严格规定哪些人可以就谋杀对其造成的损害进行作证的相

关法条依旧缺失，那么有没有可能作出原则性的界定，而非逐个检验每项证据

整体而言对量刑程序的“根本公正性”造成的影响？ 

                                                 

32 凯丽诉加利福尼亚州（Kelly v. California），555 U.S. 1020 (2008)（就最高法院裁定驳回该案

调卷令申请，斯蒂文斯大法官发表的意见）。 

33 约翰·H.·布鲁姆，“佩恩案十年: 死刑案件中的被害人影响证据”, 载《康奈尔大学法学评

论》第 88 卷，第 269-70 页（2003）。John H. Blume, Ten Years of Payne: Victim Impact Evid-
ence in Capital Cases, 88 Cornell L. Rev. 257, 269-70 (2003)。 

34 比如，见（南卡罗莱纳）州诉萨德兰德（State v. Southerland），316 S.C. 377 (1994)；（加利

福尼亚州）人民诉洛克（People v. Loker），44 Cal. 4th 691 (2008)。 

35 布鲁姆文，第 2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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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规定谁可以作证以外，有些司法辖区选择对提供被害人影响证据的证

人人数进行限制，这些证人可以就被害人的品格和自身所遭受的损害提供证  
言36，另有司法辖区则明确拒绝作出此类限制37。 

2.  证人证言及其它证据形式：用来证明被剥夺的生命具有独特性的被害人影响

证据，其形式并不限于书面或口头证词。经法院准许得以引入的证据，其形式包

括被害人生前和死后的照片、被害人创作的诗歌，在某个案件中还出现了被害人

制作的手工艺品。然而，会不会有某种证据因其本身的形式而具有“过度偏见

性”？ 

编辑成电视剧风格的录像证据引起过不小争议。不过，最近有两个对录像形

式的被害人影响证据提出质疑的死刑案件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驳回审查申

请。38 斯蒂文斯（Stevens）法官对驳回申请的裁定表示反对，他写道， 

通过音乐、照片以及视频片段，被害人影响证据的效果得以增强，其产

生不公正偏见的风险也随之急速膨胀。这些案件中引起争议的视频动情

地描述了被害人的生活，其主要的，若不是唯一的效果，就是唤起陪审

员对被害人的同情以及增加陪审员对死刑案件被告的反感。这些录像没

能为陪审团合议提供任何有关的信息，反而诱导陪审团基于情感而非理

性做出判断。39 

如果被害人影响证据意在阐释被害人“作为一个人类个体所具有的独特 
性”40，采用影像技术来进行说明又有什么问题？有评论指出，问题倒不是增强

了情绪上的冲击，而是这些录像仅仅是一种纪念仪式而已，往往无法较好地塑

造被害人这一个体： 

与其说这些录像展现了被害人的个性以及其死亡对遗属的影响，不如说

生者借此履行了对所爱之人表示敬意和祭奠的义务。这些录像往往将死

者理想化、将家庭生活田园化。录像的娓娓道来中往往流露出分享照片、

                                                 

36 比如在肯塔基州，法条明确限定只允许一个证人提供被害人影响证据，甚至还规定了各家庭

成员提供这类证据的顺位。《肯塔基州修订法典》第 421.500（1）、532.055（2）（a）7 节；特瑞

诉（肯塔基）联邦（Terry v. Commonwealth），153 S.W.3d 794 (Ky. 2005)。 

37 比如，见，（加利福尼亚州）人民诉波莱克（People v. Pollock），89 P.3d 353 (Cal. 2004)。 

38 凯丽诉加利福尼亚州，第 1023 页（斯蒂文斯大法官意见）。 

39 凯丽诉加利福尼亚州，第 1025 页（斯蒂文斯大法官意见）。 

40 佩恩诉田纳西州，第 8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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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和家庭录像所带来的乐观情绪。此外，被害人影响录像多伴有音乐，

这些配乐其实更适合悼念活动而非作为证据出现在死刑案件的诉讼程

序中；这些音乐虽然很有感伤力，但是也许跟被害人的品味和行为毫无

关系。41 

3. 被害人对犯罪行为或适当量刑发表的意见。部分州为被害人影响证据设置的

限制之一是，禁止采纳明确要求适用死刑的证言，和对被告或其犯罪行为表达

看法的证言。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在解释为何要对这些证据进行排除时说道： 

佩恩案中的被害人影响陈述并不包含对被告、其犯罪行为或适当量刑的

描述或评价。因此佩恩案并没有触及博思案中禁止一审法院考虑这类证

据的那部分判决意见。42 

因此，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判定，一审法院应当排除谋杀案被害人女儿提

交的书面证言，原因之一是该证言在结尾处写道：“我们知道无论你们做出什

么判决我们的家庭都无法回到从前。但是你们可以伸张正义。我和我的家人希

望能够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请判处被告死刑。谢谢聆听我们的请求。”43   

然而有些法院却认为通过被害人影响证据对量刑发表看法是恰当的。44 如
果谋杀案被害人的子女要求对行凶者判处死刑，你觉得有谁会对此感到意外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这样的证言会被认为特别具有偏见性呢？被告的行为

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是佩恩案判决的核心内容，被害人就应当适用何种刑罚提出的

量刑意见是否反映了这种危害结果？如果被害人遗属即便在如此切身的案件中

也强烈反对死刑，并希望将这种情感传达给陪审团，是否应该另当别论？ 

                                                 

41 瑞吉娜·奥斯丁，“评论集：文献，记录，和法律：怎样看待被害人影响录像证据？”，载《卡

多佐法学评论》，第 31 卷，第 1003 页（2012）。Regina Austin, Symposium: Documentation, Do-
cumentary, and the Law: What Should Be Made of Victim Impact Videos? 31 Cardozo L. Rev.
 979, 1003 (2010)。   

42 麦克威廉姆斯申请调卷令案（Ex Parte McWilliams），640 So. 2d 1015, 1017 (Ala. 1993)。 

43 温伯利诉（阿拉巴马）州（Wimberly v. State），759 So.2d 568, 572-74 (Al. Ct. Crim. App. 
1999)。 

44 比如，见德罗泽诉（俄克拉荷马）州（DeLozier v. State），991 P.2d 22, 30 (Okla. Crim.   
App. 1998)：“允许在死刑案件的陪审团量刑程序中引入被害人的量刑建议，但是本院将会对此

进行格外严格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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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下面这段话： 

被害人能够提供的信息中最具争议性的大概…就是他/她对被告的看法

和被告应当被处以何种刑罚…被害人的意见也许是那些倡导被害人参

与量刑的人士最希望引入的被害人信息。在对被告进行追诉和惩罚的过

程中，对被害人人格和地位表示尊重的最好方式就是征询被害人的意

见。然而，这种意见可能是被害人能够提供的最有煽动性和最具偏见性

的证据。45 

4. 什么样的程序能够保证被害人影响证据不会引起针对被告的过分偏见？被害

人影响证据的引入可能形成针对被告的过分偏见，在为此制定强制性的程序保护

措施时，多个司法辖区考虑了各种各样的可能。包括就具体证据的可采性举行先

期听证46、检方如果准备使用被害人影响证据必须提前通知被告47、在发现一个

法定加重情节之前不得使用被害人影响证据等48。此外，法院还考查跟提供被害

人影响证据的证人有关的问题，比如是否允许交叉询问被害人家属。49  

5. 被害人影响证据的实际效果是什么？有人表示，被害人影响证据是种非常强

大的证据，并且对量刑结果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即便不是无可比拟也是非同一般

的。曾有一个一审法官这样描述他的亲身经历：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在我担任诉讼律师和联邦法院法官近 30 年的从

业经历中，不论是在民事还是刑事案件中，不论是在哪个案件的何种程

                                                 

45 菲利普·塔伯特, “被害人影响陈述和刑事量刑决定的关系”，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

校法学评论》第 36 卷，第 210 页（1988）。Phillip Talbert, The Relevance of Victim Impact Sta-
tements to the Criminal Sentencing Decision, 36 UCLA L. Rev. 210 (1988)。 

46 马龙诉（俄克拉荷马）州（Malone v. State），168 P.3d 185 (Okla. Crim. App. 2007)（要求

举行量刑前初步听证），但见美利坚合众国诉卡罗（United States v. Caro），461 F. Supp. 2d 45
9 (W.D. Va. 2006)（任何被害人影响证据都不需要进行听证）。 

47 比如，见利文斯顿诉（佐治亚）州（Livingston v. State），264 Ga. 402 (1994)（就其准备出

示的被害人影响证据，检方必须至少于庭审开始 10 天之前通知被告）。 

48 卡勾诉（俄克拉荷马）州（Cargle v. State），909 P.2d 806 (Okla. Crim. App. 1995)（要求首

先认定一个加重情节才能引入被害人影响证据）。 

49 科诺沃诉（俄克拉荷马）州（Conover v. State），933 P.2d 904 (Okla. Crim. App. 1997)（应

该允许被告对被害人使用毒品一事进行交叉询问）；但见格兰迪森诉（马里兰）州（Grandison v.
State）341 Md. 175 (1995)（为反驳其一直饱受丧夫之痛煎熬的证词，被告欲就被害人遗孀再婚

之事对被害人遗孀进行交叉询问；一审法院拒绝被告这一请求，上诉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该裁定无

误）。最后，有一个州，即亚利桑那州，特别规定根据本州被害人权利法作出陈述的被害人不是

证人，并明确禁止对其进行交叉询问（《亚利桑那州法典》第 13-4426.0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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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之下，洪肯（Honken）案中的被害人影响证言都是我所接触到的最

强烈、最有感情冲击力和最掏空人情绪的证言。实话说，我不由地想，

佩恩诉田纳西州一案中持多数意见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们若曾亲为

一审法官、亲身经历联邦死刑案件的庭审、亲眼看到而不是在冰冷的书

面材料中读到“被害人影响证言”对陪审团所产生的无与伦比的情感触

动，[这个案子]是不是还会这样判，他们是否还会认为被害人影响证据

是陪审团在谋杀案的死刑量刑中可以合法听取的信息？距离我听到洪

肯案的那个证言已经过去四个多月，当时陪审员听到被害人影响证言为

之动容而泣的声音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更何况，该案的联邦检察官

已经在被害人影响证言的范围、数量和长度上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克制

力。对有些存在争议的问题而言，被害人影响证据仅有微弱的证明价值

或是毫无证明价值，即使法官在陪审团指示中给出极其谨慎的限制，要

假装在这些问题上这类证据不会导致潜在的不公正偏见根本就是不现

实的。50 

虽然前一个观点如是说，实证研究试图系统衡量被害人影响陈述对量刑的

影响，却只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由于每个死刑判决的特殊性和主观性，研究

难以获得有效数据，使用模拟量刑程序或是采访前案陪审员也都未能得出确切

的研究结论。诚然，即使被害人影响证据确实增加了被告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

也并不必然说明这种影响带有不公正的偏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被害人

影响证据可以且应当合法地突显被害人独有的个体特征，如果确实能如最高法

院所言，那么，引入这些证据往往使得陪审团对一项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产

生进一步的认识从而增加死刑适用的可能。怎样才能评估引起偏见的可能性？

我们是否还应该考虑公正之外的其它因素，例如，被害人影响陈述能在多大程

度上提高刑事案件被害人--或是普通公众--对刑事司法程序的满意度？ 

6.  被害人影响证据的主要目的何在？之所以难以对被害人影响证据做出限制，

原因之一也许是各法院在证据目的上无法形成一致看法。被害人影响证据被认为

意在帮助抚平被害人心理创伤并且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给予被害人发言权；还可能

通过迫使被告正视其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来帮助实现报应，甚至是改造。而最直接

的便是给量刑法庭提供其所需要的信息以达到罚当其罪。通过引入被害人影响证

据还可能达到什么其他目的？ 

所有上面这些（以及您所添加的）理由中哪个最为重要？如果不使用被害人

影响证据来直接影响量刑决定，是否还有其他办法能够实现这些目的？ 

                                                 

50 美利坚合众国国诉强森（United States v. Johnson），362 F. Supp.2d 1043, 1107 (N.D. Iowa 
2005) 法官的“限制性指示”指法官告知陪审团只允许采用某种方式考虑某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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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被害人是否可以扮演其他角色或者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济？如何合理运用

被害人影响证据是目前美国国内讨论的焦点所在，但是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

让被害人参与到司法程序中来的、同等重要的方式方法呢？如果我们的目标之一

是确保被害人实实在在地享有发言权，那么与检方合作[制定追诉目标、策略等]，

或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参与庭审是不是能更好地让被害人参与追诉？ 

a. 命案的刑事诉讼程序和因同一事件而生的民事诉讼程序往往同时进

行，不过后者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原告--即被害人的遗属，获得经济赔

偿。既然另有诉讼可循而且在此过程中被害人所遭受的危害结果更是

案件的核心所在，您是否认为允许被害人参与刑事案件庭审量刑的必

要性因此已降至最低了？ 

b. 宣判后的被害人信息：至少有一个州，即德克萨斯州，试图通过允许

命案被害人的一位近亲属在判决宣布之后当庭作出陈述来满足被害人

直面被告和进行倾诉的需求51，但规定不得提问被告，且该陈述不得被

记入正式的庭审笔录之中。 

c. 《2004 年联邦刑事案件被害人权利法案》52，跟许多州通过的被害人

权利法案类似，试图从立法上为联邦案件中的被害人提供更多的权利

保障。这一法案有条件地保护被害人的以下权利： 

（1）受到合理保护，不受被告人侵害的权利； 

（2）[如果]任何公开的法庭程序或任何假释程序与犯罪行为相关，或

者涉及被告被释放或逃跑，获得合理、准确、及时通知的权利； 

（3）不被排除在任何此类公开的法庭程序之外的权利，除非法庭基于

明晰且令人信服的53 证据认定参与程序时旁听其他证人证言将

会导致被害人对自己的证言做出实质性的改动。 

（4）在联邦地区法院公开进行的任何涉及释放、辩诉交易、量刑的程

序及任何假释程序中的听审请求权。 

                                                 

51 《德克萨斯州刑事诉讼法法典》第 42.03 节。 

52 《美国法典》第 18 章，第 3771 节，刑事案件被害人权利。 

53 译者注：英文原文“clear and convincing”，指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很高的可能性或者合

理的确定性。它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据优势标准（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但低于刑事诉讼

的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只要求对事实的确认达到一种高度的盖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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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和该案的政府律师交换意见的权利。54  

（6）依法及时获得全额补偿的权利。 

（7）避免程序受到不合理拖延的权利。 

（8）受到公正对待，和尊严及隐私得到尊重的权利。 

通过保障被害人的安全、确保在除上诉之外的各个刑事程序环节吸纳被害

人的意见，以及力求刑事案件得到及时“解决”，这些权利分明试图彰显社会

在整个刑事司法程序中对被害人的关切。法案规定的这些权利是否体现了被害

人在根本上最重要的需求？该法案规定的被害人权利与程序法赋予被告的权利

有冲突吗？如果有的话应该如何调解？ 

 

 

                                                 

54  此处指检察官，在美国联邦和各州的法律实务中，一般检察官同时也是代表“政府”的“律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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