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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制度研究的現有範式 
與路徑新選擇 

  

一、中國死刑制度研究的整體狀況：死刑理論 
（一）死刑制度研究的階段 
（二）死刑制度研究的層次 

二、中國死刑制度研究的元範式：死刑觀念 
（一）死刑報應非必須論與死刑報應必須論 
（二）死刑威懾無用論與死刑威懾有效論 

三、中國死刑制度研究的社會學範式：死刑政策 
（一）死刑擴張論與死刑限制論之爭 
（二）死刑改良論與死刑有限存在論 

四、中國死刑制度研究的構造範式：死刑規範 
五、範式釐清前提下的路徑新選擇：憲法路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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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死刑制度研究的現有範式與路徑新選擇 

死刑是當前世界上各個國家或者地區廣泛關注的重大現實問題，

理論上在長期以來進行了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對死刑政策、適用標

準、死刑審判和執行程序、死刑案件證據和證明標準等問題形成了諸

多的共識。尤其是在大陸地區，雖然死刑問題的研究起步不是很早，

但是，在近三十年來，刑事法學者在大陸地區的現實國情之下對死刑

制度進行了相當的研究，對大陸地區的死刑司法適用及其控制、死刑

緩期二年執行、死刑的立法和司法改革以及死刑廢止的步驟等問題作

了大膽而又有益的探索，對大陸地區死刑的立法和司法實踐產生了積

極的影響，中國死刑制度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1
縱覽近三十年的研

究活動，可以較為清晰地看到，中國死刑制度的研究範式也有發展變

化的過程，呈現出自身的特點。弄清楚這些研究方式，對於本人從憲

法的角度展開死刑限制和廢止的問題研究，有著前提和基礎性的意

義。 

一、中國死刑制度研究的整體狀況：死刑理論 

近三十年來，中國刑法學者對死刑制度所作的研究涉及到死刑制

度的方方面面。最值得肯定的是，在比較分析世界上廢止死刑之國家

在立法上全面或者部分廢止死刑的立法例，以及借鑑其他保留死刑之

國家在司法上減少和限制死刑適用的司法經驗這兩個方面，中國刑法

學者作了相當多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對立法和司法實務有著重要指導

意義的理論認識。縱向來看，中國死刑制度的研究分為三個階段；而

橫向來看，中國死刑制度研究則分為兩個層次、四種進路。而不論是

在縱向還是在橫向，都存在研究範式的變化。
2 

                                                      
1 參見趙秉志主編：《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學術研究 30 年》，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288 頁、第 301 頁。 
2 “範式”是科學哲學術語，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湯瑪斯·庫恩提出並在其作《科學革

命的結構》中系統闡述。對於該術語，一般從三個方面來理解：一是作為一種信

念、一種形而上學思辨，它是哲學範式或元範式；二是作為一種科學習慣、一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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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制度的憲法之問 

（一）死刑制度研究的階段 

根據中國死刑制度創建和發展的情況，可將中國死刑制度的研究

活動分為三個階段： 

1. 死刑制度初創階段的研究活動。建國初期，理論界對死刑的研

究以死刑制度的合理架構為目的，以刑法草案的具體設計為方式，為

死刑制度的設計勾勒了基本的藍圖。不過，在當時，其實也有學者考

慮到了未來廢止死刑的問題，希望從未來廢止死刑的角度分析死刑制

度的構建，在死刑是不是特殊刑種、死刑有無臨時性等問題上作了較

為深入的分析。
3 

2. 死刑制度建立階段的研究活動。1979 年刑法典對死刑制度作了

較為全面和成熟的規定。學者基本上都贊同和積極貫徹黨的“保留死

刑、少殺、慎殺＂死刑政策，
4
但是在死刑的適用上仍存在死刑擴張

論、死刑限制論的爭議。尤其是“嚴打＂活動開展後，關於死刑是擴

張還是限制的爭論更為激烈，直接影響到對死刑適用條件、死刑緩期

執行適用條件的解釋。司法實務界在這個時期有意無意放寬死刑適用

條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死刑的濫用，這在理論上受到了較為嚴厲

的批評，對死刑制度的反思也因而更為深入。當然，經過激烈的論

爭，死刑限制論的觀點受到學界的廣泛認同，並最終成為當代中國刑

法學界最具代表性的觀點。中國死刑限擴之爭，在理論界、實務界以

及國家立法機關所引發的深刻思考，為新刑法的死刑制度修訂提供了

有力的思想基礎，並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中國刑法中死刑罪名過快增

                                                                                                                                  
術傳統、一個具體的科學成就，它是社會學範式；三是作為一種依靠本身成功示範

的工具、一個解疑難的方法、一個用來類比的圖像，它是人工範式或構造範式。參

見龐正、金林南：《當代中國法學研究“範式”之思考》，載《學術研究》2001 年

第 2 期。 
3 參見李琪：《我國刑法中應規定哪些刑種》，載《政法研究》1957 年第 1 期。 
4 參見高銘暄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法律出版社 1981 年

版，第 73-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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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死刑制度研究的現有範式與路徑新選擇 

長的趨勢。 

3. 死刑制度完善階段的研究。1997 年刑法典對死刑制度給予了一

定的完善。刑法學者對死刑適用原則、適用條件和標準等司法實務中

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但是，進入 21 世紀後，在對

死刑的立法和司法進行比較分析的基礎上，刑法學者以更為開闊的視

野、更為全面的視角對死刑的存廢與限制問題作了更為深入的分析，

形成了死刑廢止論、死刑有限存在論、死刑限制與遠期廢止論三種有

代表性的觀點，並將死刑的研究拓展到了對死刑的替代措施、與死刑

有關的刑種和量刑制度等問題上。 

（二）死刑制度研究的層次 

根據中國死刑制度研究的基本內容，我們認為，可將死刑制度的

研究在橫向劃分為兩個層次、四種進路。具體而言，這兩個層次分別

是價值層次和規範層次；這四種進路分別是死刑的政策選擇、死刑的

存廢、死刑的司法適用與死刑的立法完善。第一、二種進路通常是在

價值層次展開的，而第三、四種進路則是在規範的層次上展開的。 

1. 價值層次的死刑制度研究 

價值層次的死刑制度研究，主要包括死刑政策選擇與死刑的存廢

問題。關於死刑的價值、功能以及死刑與其他問題（如社會道德等）

的關係等問題的研究，也是在死刑政策選擇或者死刑存廢的範疇內展

開的。此方面的研究包括如下兩種具體的進路： 

其一，死刑的存置與廢止。死刑的存置與廢止是死刑理論研究中

重要的傳統問題之一。關於死刑存置的主張與關於死刑廢止的觀點很

多都以現代刑罰觀念、世界人權趨勢、罪刑均衡原則、刑罰（死刑）

價值、死刑的效益、刑罰（死刑）的功能、刑罰的正當化根據、犯罪

實際態勢、社會倫理道德、政治需求、人道主義、社會現實需要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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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制度的憲法之問 

社會發展階段、公眾死刑意識、法律文化傳統等因素作為分析的角

度，以致兩種觀點都能從對方的論述中找到支持自己的理由。
5
之所以

如此，是因為死刑廢止論、死刑存置論很多時候都沒有正確理解死刑

存廢的實質。儘管對死刑功能、價值不能不進行必要的分析，但這種

分析不能脫離特定的社會實際條件，社會整體對死刑廢止之價值的認

識與對無死刑之刑罰的適應才直接決定了死刑是限制還是擴張、是廢

止還是存置。
6 

其二，現實的死刑政策選擇。任何國家關於死刑的政策都是建立

在統治階層對該國社會、經濟、文化等因素綜合考量的基礎上的，因

而對於死刑選擇何種政策，其實與對死刑價值、功能等因素的分析緊

密相連，很多時候與死刑的存廢也息息相關。
7
儘管很多時候可以歷史

傳統文化、國家人權形勢等視角分析死刑的政策選擇，但仍然不能忽

視對死刑之現實價值與國家關於死刑的實際需要做出深入的分析。 

2. 規範層次的死刑制度研究 

法律規範的意義在於其有效性，雖然“惡法非法＂與“惡法亦

法＂之爭並無最終的結論，但是，法律規範只要存在，就有必須適用

的現實要求。對於已經規定了死刑的罪名，除了追問死刑的配置是否

適當之外，司法與學理無權廢止死刑的適用，因而在符合死刑適用條

件的情況下就有如何適用死刑的問題，即既要分析具體犯罪情形是否

符合死刑適用條件，又要研究選擇何種死刑執行方式、具體死刑執行

方式如何落實等問題。而立足於刑法典相關規定的完善，理論上還有

                                                      
5 參見趙秉志、邱興隆等：《“死刑的正當程序”研討會學術觀點綜述》，載趙秉志

主編：《死刑正當程序之探討》，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53
頁。 

6 參見黃曉亮：《暴力犯罪死刑問題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210 頁。 
7 參見趙秉志、郭理蓉：《死刑存廢的政策分析與大陸地區的選擇》，載《法學》

200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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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死刑制度研究的現有範式與路徑新選擇 

必要分析刑法典總則關於死刑制度的規定、分則關於具體犯罪死刑的

規定是否存在不妥當之處、應該如何予以完善等。因此，不管是對死

刑司法適用的分析，還是對死刑立法完善的研究，都是在刑法規範的

層次上展開的。前者涉及對死刑之刑法規範司法適用問題的分析，應

該以準確、合理確定死刑之刑法規範的含義為基本目標，而後者則是

對死刑之刑法規範立法完善的研究，應以死刑之刑法規範更符合人權

保障與社會保護之平衡為目標。當然，不能否認從價值層次對死刑之

認識在此方面的重要作用。關於死刑價值的認識會潛在、隱性地起指

導作用，即在尊重生命、體現人道的價值理念支配下，嚴格把握死刑

適用的條件，盡可能減少死刑規範的適用，實現“控制死刑案件數

量、提高死刑案件品質＂的司法目標，在立法上也嚴格限定死刑適用

標準，放寬死緩適用條件，削減死刑罪名的數量。總之，規範層次的

死刑制度研究，包括了死刑司法適用、死刑立法完善這兩種進路。簡

單比較即可看出，前一種進路具有實然的意義，是對刑法典現行死刑

規定的分析與研究，而後一種進路則具有應然的意義，是對死刑制度

與具體犯罪死刑如何完善進行探討。 

二、中國死刑制度研究的元範式：死刑觀念 

關於死刑的觀念或者信念，在死刑理論中具有先導的作用。死刑

觀念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死刑的政策選擇與死刑規範的設定和適用。

因此，關於死刑觀念的研究是死刑理論的元範式。關於死刑的其他研

究都需要以一定的死刑觀念為基本的立場。在對死刑的研究過程中，

關於死刑觀念，刑法學者提出了多種不同的主張，但這些主張主要對

死刑是否為實現報應所必須，能否滿足威懾的要求進行深入的分析，

因而產生了死刑報應必須論與無需死刑報應論、死刑威懾有效論與死

刑威懾無用論之間的直接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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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制度的憲法之問 

（一）死刑報應非必須論與死刑報應必須論 

關於死刑的報應功能，有論者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認為死刑並不

是對犯罪實現報應的必須手段。雖然從報應的角度考查死刑，西方傳

統的報應主義者認為，死刑是實現報應正義的必要手段，因為它所剝

奪的權益與殺人所侵害的權益是相對應的，死刑與殺人具有等價對應

性，符合罪刑相適應的要求。但是，在如下兩個方面令人質疑：一方

面，從等害的角度來看，要求犯罪侵害什麼刑罰就剝奪罪犯什麼，即

使邏輯上成立，實際上也是做不到的。既然對傷人者可以廢除肉刑，

對殺人者廢除死刑就是正當的。立足等害的報復來維護死刑，就必然

應維護包括宮刑在內的肉刑。另一方面，從現實的角度看，也並非所

有殺人者，所有剝奪他人生命者都被判處死刑，從而形成了一個悖

論。因而，報應論所要求的罪刑相適應，只是提供了一個模糊的而非

具體的標準，強調的只是罪與刑在輕重次序上的相對對應，亦即最重

的犯罪應該受到最重的刑罰。
8
這種觀點基本上代表了死刑廢止論者對

死刑報應功能的否定性認識。 

對此，有論者針鋒相對地予以反駁。還有論者指出，刑罰的本質

是對實施了犯罪行為的人（犯罪人）的報應（懲罰）。既然刑罰的本

質乃是對犯罪人的報應，那麼不同種類的刑罰其報應的痛苦性會有輕

重程度差別，因為犯罪人的惡性決定了其應當受到刑罰報應的痛苦報

應，故死刑作為一種對極少數十惡不赦的犯罪人的報應就有其存在的

倫理合理性和法律公正性。
9
還有論者從人道主義適用範圍的角度分析

對所謂的敵人應該採用死刑予以報應。因為敵人從根本上違反了實在

法的基本規範，敵人不應該在現實社會中享有人類尊嚴，也不擁有現

實社會所保障的基本人權。是否應該對適用敵人適用死刑，取決於敵

                                                      
8 參見邱興隆：《死刑的德性》，載《政治與法律》2002 年第 2 期。 
9 參見謝望原：《死刑有限存在論》，載《中外法學》200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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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死刑制度研究的現有範式與路徑新選擇 

人是否仍然具有通過行為從根本上破壞現實社會的基本法規範的危

險。為了實現合法的目的，在採取剝奪生命的方法是最有效的手段

時，可以對敵人適用動用死刑。
10
可見，雖然在適用的對象上有所不

同，但這兩種看法都贊成死刑是報應的必須手段。 

當然，也有論者承認死刑在一定程度上能滿足報應的需要，但

是，死刑所真正發揮的現實功能只是滿足已不符合人類文明發展要求

的民眾的報應觀念；國家為了滿足民眾的報應要求而適用死刑，是一

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措施，對其只能採取謙抑而非擴張的態度。
11 

相對而言，在死刑制度研究中，認為死刑是報應之必須手段的觀

點並不拘於主流地位，相反，大多數刑法學者都對死刑並非報應之必

須手段的看法持贊同態度，認為只要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

其他嚴厲的刑罰也能發揮對犯罪報應的功能。 

（二）死刑威懾無用論與死刑威懾有效論 

死刑對初犯罪人之外的其他社會公民有否威懾作用，是死刑廢止

論者與死刑存置論者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雙方都從理論思辨、實證

分析等角度分析該問題。 

有論者指出，有學者提出，大陸地區刑法在歷史上深受重刑主義

傳統的影響，重刑觀念也深深植根於一般國民之中，死刑條款的大量

存在和死刑的廣泛適用，不僅未能有效地遏制犯罪率的上升。
12
因而死

刑不是控制和預防犯罪的最重要的和唯一的手段，死刑存廢和多寡與

犯罪率的升降並無必然的聯繫。如果把扭轉社會治安惡化的希望寄託

在增加死刑上，在刑事立法上不斷增加死刑條款，其結果只能進一步

誤導人們對死刑的盲目崇拜，強化民眾對死刑的迷信心理，使得控制

                                                      
10 參見馮軍：《死刑、犯罪人與敵人》，載《中外法學》2005 年第 5 期。 
11 參見賈宇：《死刑的理性思考與現實選擇》，載《法學研究》1997 年第 2 期。 
12 參見鮑遂獻：《論修改和完善我國刑罰制度》，載《中國法學》198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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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減少死刑的立法改革難以為繼。
13
有論者從思辨角度通過具體分析死

刑在一般預防和個別預防中的作用，得出了死刑不僅不具有實現一般

預防所要求達到的超過其他刑罰手段的邊際效益，同時也不具有實現

個別預防的功能的結論。
14
還有論者從犯罪學角度較為實證地分析死刑

威懾力的不存在。
15 

但是，也有論者認為死刑存在有效的威懾力。該論者指出，自從

國家產生以來，政治家們即在尋找有效控制和管理國家的手段，戰爭

與死刑不過是人類控制和管理國家的最極端的兩種方法，當代多數國

家刑罰制度中保留了死刑，並將其適用於那些極端嚴重危害社會的犯

罪，正是因為不剝奪這些犯罪人的生命，社會將沒有安全感可言所

致，因而，死刑仍然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與正當性。
16 

三、中國死刑制度研究的社會學範式： 
死刑政策 

關於選擇何種死刑政策，在近三十年內的不同時期，國家有著不

同的決策，而理論上也進行了長期的探討，主要有死刑廢止論、死刑

存置論兩種最為基本的認識。在死刑存置論中，還有死刑擴張論、死

刑限制論兩種觀點。這兩種觀點在 1979 年刑法典對死刑制度作出較為

全面規定之後、1997 年對刑法典修訂之前針鋒相對，對死刑的司法適

用和立法規定產生了不同的影響。但 1997 年對刑法典修訂後，進入 21

世紀以來，理論上逐漸產生了在一定意義上折中和改良死刑廢止論、

死刑存置論的觀點，即當前積極限制和減少死刑、未來全面廢止死

刑，可謂保守的死刑廢止論、消極的死刑存置論。但在死刑存置論範
                                                      
13 參見趙秉志、鮑遂獻：《我國刑法改革若干熱點問題論略》，載《河北法學》1993

年第 4 期。 
14 參見邱興隆：《死刑的德性》，載《政治與法律》2002 年第 2 期。 
15 參見張遠煌：《死刑威懾力的犯罪學分析》，載《中國法學》2008 年第 1 期。 
16 參見謝望原：《死刑有限存在論》，載《中外法學》2005 年第 5 期。 



 
 
 
 
 
 
 
 
 
 

 

013

 1 死刑制度研究的現有範式與路徑新選擇 

圍內也產生了嚴格限制死刑適用，但針對特定人的死刑永遠存在的死

刑有限存在論。 

（一）死刑擴張論與死刑限制論之爭 

1. 死刑擴張論 

死刑擴張論是刑法修訂動議產生後，在刑法修改方向的論證過程

中為少數學者所主張和堅持的觀點。 

論者從如下幾個方面來分析死刑擴張論的正當性：（1）根據社會

發展實際需要應擴張死刑適用。有學者提出，死刑的修改與適用要以

符合大陸地區政治、經濟情況及同犯罪作鬥爭形勢的要求為基本出發

點，對刑法的修改，在戰略指導思想上應當堅持從嚴懲辦的政策。大

幅度裁減可以適用死刑的罪名，只能削弱刑法這個同犯罪作鬥爭的銳

利武器，從而削弱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
17
（2）犯罪態勢要求擴張死

刑。死刑的廣泛存在有效地遏制犯罪上升的勢頭，使在沒有死刑或減

少死刑下可能進一步增多的犯罪沒有出現，使企圖以身試法的不穩定

分子在起意實施嚴重犯罪進而望而生畏。
18
（3）罪刑均衡要求死刑擴

張。有論者指出，等價與報應觀念在刑罰的融合的突出表現之一便是

犯極其嚴重罪行者應以個人最大價值之生命進行補償，立法上死刑的

擴張正是反映了絕大多數民眾的這種意願。
19
（4）社會道德要求死刑

擴張。有學者提出，現階段對於死刑的民族確信是死刑應廣泛存在、

不應減少，決定了死刑必然在相當廣泛的範圍記憶體在。而社會的道

德始終應該是以大多數人的利益和需要為轉移的。因此，死刑擴張符

                                                      
17 參見何秉松：《大陸地區的犯罪趨勢、原因與刑事政策（下）》，載《政法論壇》

1989 年第 6 期；何秉松：《對大陸地區刑事政策的再認識》，載《中國法學》1989
年第 6 期；羅德銀：《關於加強死刑制度的一點意見》，載《現代法學》1990 年第

2 期。 
18 參見劉遠：《試論死刑不應削減的根據》，載《河北法學》1994 年第 1 期。 
19 參見張利民：《關於中國死刑適用的思考》，載《現代法學》1994 年第 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