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两段式审理：死刑案件中的适用条件和择刑 

简介 

I. 主题和案件背景 

A. 什么是两段式审理，为什么要采用两段式审理？ 

把审理分成两段的概念看似一目了然：是一种把审理分成两个阶段的程序设

置。当人们意识到把审理分成两段可以促进某些程序法目标的实现，比如程序公

正或者司法效率时，两段式审理开始得到应用。最常见的两段式审理出现在刑事

案件中，此时的两段式审理通常指将审理中确定罪与非罪的阶段和量刑阶段分离，

绝大多数保留死刑的州在死刑案件中都采用了这种基本两段式（bifurcation）。1 
在这种情况下，两段式很重要，因为存在一种着风险，即与量刑有关的被告信息

可能导致事实审理者在定罪阶段因为与特定犯罪行为罪责性无关的因素而对被

告产生偏见。当确定罪与非罪的是陪审团而非法官时，确保陪审团不在定罪时听

取与量刑问题有关的证据尤为重要，特别是当这些证据包含了被告之前的有罪判

决的时候，因为： 

普通法一直认为，因一个人曾经犯罪为由，主张他更有可能在最近犯下

相似的罪行，这样的观点是不公平的。反对这一观点倒不是因为这一推

论缺乏逻辑性，而是因为这种推论太具有诱惑力，会彻底征服事实审理

者，制造出缺乏事实根据的有罪推定。威格莫尔（Wigmore）教授解释

道：“法庭——不论是法官还是陪审团，自然且不可避免地在考量时会

倾向于给予恶劣的犯罪记录过多比重，要么使这种记录对当前的指控产

生过于严重的影响，要么不顾当前指控，将其作为合理化的定罪证

明”……“并不是说法律假设被告具有良好的品格……只是不允许控方

在举证阶段展示有关（被告的）品格、性情和名誉的证据而已。控方不

能出示被告之前遭遇的法律问题、具体的犯罪行为，或其在邻里间落下

的恶名——虽然这些事实从逻辑上很具说服力，能够说明被告因其习性

                                                 

1  “现在全国的死刑案件都采用两段式审理程序。” 马歇尔诉朗伯格 （Marshall v. Lonberger），
459 U.S. 422, 456, (1983) 注解 8（斯蒂文斯大法官（Stevens）携布伦南（Brennan）、马歇尔 
（Marshall）和布莱克门（Blackmun）大法官提出反对意见）（俄亥俄州的法律在美国非常独特，

它仅允许对部分死刑的审理程序实行两段式审理，在审判的定罪阶段听取决定量刑的加重情节）。

“很多案件（罪与刑）的判定是在两个阶段进行的。在第一阶段，严格的程序规则对出示证据的

顺序、可能被采纳的证据的质量、以及证明被告有罪的举证责任做出规定。但是，在第二阶段，

这些规则相对宽松；量刑者可能会受到大量关于被告品格的证据，尽管对于刚刚被证明的具体罪

行而言，这些证据是完全无关的。”同上，第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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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而犯案是符合逻辑的。拒绝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不是因为品格是不相

关的内容；相反，普遍的看法是这个因素对于陪审团而言分量过重，具

有过度说服力，使得陪审团因不良个人记录先入为主地作出判断，使得

被告失去针对一项具体指控进行辩护的公平的机会。”2 

将有罪或无罪的判定与量刑程序分开，已经成为美国刑事审判过程中的常见

现象，但是现在，将审判“分成两段”通常指的是在定罪程序中的另一种分离设

置。例如，一些州认为，当被告以精神病为由不认罪的时候（哪怕他已经在审前

程序中被认定具有受审能力），可以采取将刑事审判分成两段的方式。这些州要

求将判定是否有罪的审理分成两个环节，分别由不同的陪审团负责：通常在审判

的第一个环节听取有关罪与非罪的证据，如果被告被认定有罪，将在第二个环节

举行另一个程序认定被告是否构成刑法上的精神病，如果构成的话，则被告不需

要对他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3 在民事侵权案件中，为了节省司法和两造资源，

法官常常将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问题分成两段审理。尽管先判定责任后判定损害

赔偿似乎看上去更符合逻辑，但在某些民事案件中，两造可能希望在一个案子中

投入大量的资源前首先了解有“多少利害关系”，法官甚至可能进行“反向二分”

（reverse bifurcate），首先审理有关损害赔偿的问题，然后审理责任问题。4 

在美国，两段式审理常常是指陪审团负责作出判定的审判过程被划分成不同

阶段。但是，美国刑事审判的原型是由陪审团做出定罪判决，由法官做出量刑判

决。5 事实上，这种最常见的分段法才是“两段式”的基本形式，但是不知出于

何种原因，“两段式”却很少指代这种基本分段形式，可能是因为美国人经常将

定罪阶段称为“审判”（trial），将定刑阶段称为“量刑”（sentencing）（因此这理

论上并不是“审判”的一部分），或者，可能因为美国人习以为常地认为这种程

                                                 

2  见前注，第 449 页，注解 1，引用 J·威格莫尔著，载《证据学》，第 194 章 1940 年第三版（J.
 Wigmore, Evidence § 194 (3d ed. 1940)），和迈可森诉美利坚合众国（Michelson v. United   
States），335 U.S. 469, 475-76。 

3  有关这类案件更详细的讨论，请见第五章《罹患精神障碍的被告与美国的死刑制度》。 

4  德鲁里·史蒂文森著“反向两段式”，载《辛辛那提大学法学评论》，2006 年第 75 卷。见 htt
p://ssrn.com/abstract=895003。Drury Stevenson, Reverse Bifurcation, 75 U. Cin. L. Rev. 213 (20
06)。 

5  当然，大部分的刑事案件未经过审判就得到解决了。根据十三个州向全国州法院数据中心项

目提供的数据，对于进入审判程序的重罪案件，由陪审团审判的案子比由法官审判的案子多出一

倍。例如，2002 年，在十三个提供数据的州（占全美总人口的 40%），一共有 20557 件重罪案件

是由陪审团审判的，9695 件重罪案件是由法官审判的。G·T·马斯特曼和 S·斯特里克兰著，

“消失的审判？”，载《法院管理者》，第 19 卷，第 50 页注解 2，见 http://www.ncsconline.org/J
uries/JuryNews/JuryNewsCM19-2.pdf。 G. T. Munsterman & S. Strickland, The Vanishing Trial?,
19 The Court Manager 2, 50,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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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上的分割就是现状，也可能因为美国人倾向于把这视为传统意义上的法官和陪

审团之间的分工。 

但是，在美国的死刑法律理论中，“两段式”的含义比简单分离由陪审团作

为标准决策者的“定罪阶段”和由法官掌握量刑权的“量刑阶段”更为复杂。这

种复杂性至少源自两个因素： 

1. 由陪审团决定刑罚是死刑程序的独特之处；各州因为这个原因将死刑案件

分成定罪和量刑两部分。 

首先，不同于大多数刑事案件中的陪审团，死刑案件的陪审团按照惯例不仅

有权宣告被告无罪或宣告被告犯有可适用死刑的罪行，而且还有权决定被告应该

被判处死刑还是监禁刑。甚至在弗尔曼（Furman）案件之前（在第一章《美国

最高法院判例法下的恣意性和死刑》中有所讨论），很多州在很多死刑案件中分

离这些程序，允许在死刑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采用“定罪”和“量刑”两个阶段。

对于被告来说，这存在着实际好处，那些在定罪阶段不打算认罪并且希望保留沉

默权的人，即使在“定罪阶段”被认定为有罪,他们仍然可以在“量刑阶段”以

自己的名义请求陪审团从宽处理。尽管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项不错的政策且所有的

州现在都采用了这一方法，但是过去有一些州并没有采取这种形式，而且还要求

死刑案件陪审团根据在单一程序中采纳的与罪行和刑罚分别有关的证据，同时做

出定罪和量刑决定。令人吃惊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来没有认定这一做法是

违宪的。麦加索诉加利福尼亚州（McGautha v. California）案（简称麦加索

（McGautha）案）比弗尔曼案早一年，在麦加索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同时审查

了一个加利福尼亚州的死刑案件和一个俄亥俄州的死刑案件，并且根据宪法判定

俄亥俄州无需把死刑程序分成两段，俄州可以要求陪审团根据在单一程序中采纳

的与罪行和刑罚分别有关的证据同时做出定罪和量刑决定。6 

                                                 

6  麦加索诉加利福尼亚州（McGautha v California），402 U.S. 183 (1971) （简称麦加索案）。

三名大法官在反对意见中表示强烈反对。如果不对审判的定罪和量刑阶段进行分离（而是采用“统

一”的审判制度），这会迫使希望在量刑阶段直接向陪审团请求宽宥的被告在陪审团做出罪与非

罪的判决之前就做出上述表态。反对意见担忧被告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放弃第五修正案所规定的

沉默权，否则的话会被禁止出示仅仅只与量刑相关的证据（在罪与非罪问题上，这些证据的偏见

性大于证明力），这很有可能会导致被告被定罪。或者，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会放弃要求陪审团

审判的权利，而选择法官审判，寄希望于法官，认为他们可能更善于将与定罪有关的信息和与量

刑有关的信息分开，不会基于与量刑有关的证据的偏见（比如被告之前的有罪判决）而作出定罪

判决。当第三个问题——被告精神健全——也变成了同一个程序的一部分，所有与精神健全、定

罪和量刑有关的证据都混杂在一起，进一步加剧了这两个问题。因此持不同意见的大法官们在麦

加索案中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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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死刑案件需要特殊类型的两段式：适用条件（削减可适用死刑的被告类别）

和择刑（全面地、个别化地考虑所有从轻和加重情节，以决定这一被告应

该被判处死刑还是无期徒刑。） 

其次，死刑审判中的两段式也指就死刑有关问题分别做出决定—一一方面是

指死刑罪名和特定被告的死刑适用条件，另一方面是指基于全面和个别化的考量，

实际选择（或不选择）死刑，这第二点可能比第一点更让人费解。1972 年，弗

尔曼案判决宣告当时的法律实践因过度恣意性而属违宪，之后，三十五个州通过

新法律，试图重新确立死刑制度，以遏止极刑程序制度中不合宪的恣意性。我们

在第一章中看到，联邦最高法院在 1976 年对这些制度进行了审查，认定其中一

些满足了宪法的最低要求，而另一些（比如伍德森（Woodson）案中要求对所有

被判犯有死罪的人强制适用死刑的制度）未能达到宪法的基本要求。所有被认为

合宪的制度都为定罪和量刑阶段分别设置了程序，虽然这些制度各有变化，但是

联邦最高法院从来没有宣判各州必须这样做或是明确推翻麦加索案。然而，最让

人费解的是，联邦最高法院之后的判决规定，合宪的死刑制度必须具备两个功能，

类似于将死刑审判程序分成定罪量刑两个阶段的功能，但是与之又存在不同之处。

这两个功能是： 

(1) 确定死刑适用条件（Death-Penalty Eligibility Determination）：通过各

种实体和程序限制有效地制约量刑者所行使的自由裁量权，“削减适用

死刑的罪名类别”（narrowing of the class of death-eligible offenses），仅对

最严重的罪行判处死刑。 

                                                                                                                                            

“当然，这种条款不可避免的后果是阻碍被告行使第五修正案所规定的免于自证其罪的权利，妨

碍被告行使第六修正案所规定的要求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如果这一条款没有其他目的或作用，只

是为了通过惩罚那些选择行使宪法权利的人来阻遏其他人行使宪法权利，那么这显然是违宪

的……两项宪法权利之间存在‘不可否认的矛盾’，因此该判决应该被推翻。因为实践中，不论

是统一的审判还是只作出单一判决的审判，被告只有在放弃第五修正案所规定的免于自证其罪的

权利之后才能行使就刑罚发表看法的权利。 

……但是规定并限制（俄亥俄州的法院）实行统一审判制度的法律将重心放在了人性施虐的动因

上。排除与‘宽宥’有关的证据就是该程序失衡的一个显著证明；而且采取统一程序，被告有罪

与否、精神病和刑罚这诸多因素交杂，危害尤甚。在涉及较轻刑罚的时候，该程序是否能够满足

正当程序的要求或许还存在争议。但是，恕我直言，在人命攸关的时候，这种程序不能满足正当

程序的要求，这是无可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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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定选择适用死刑（Death-Penalty Selection Determination）：如果（根

据罪名类型和罪犯类型）被告被认定满足死刑适用条件，则量刑者便具

有相对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做出更加全面和个别化的考量，以确定

这一特定被告是否应该被判处死刑，还是应当被判处较轻的刑罚，通常

指无期徒刑，包括不予假释和允许假释的情况。 

精明的读者会发现为什么很多人会错误地将定罪和量刑分离的两段式审理

等同于联邦最高法院所提出的适用条件要求和择刑要求，而现实中这两者并不相

同。一些州选择将适用条件和择刑功能分别与定罪阶段和量刑阶段相对应，但是

大多数州选择把适用条件和择刑功能一同放到量刑阶段，以此来满足联邦最高法

院所提出的适用条件和择刑要求。另有一些州选择把适用条件放在审判的定罪阶

段，把择刑留在量刑阶段。各州的法律实践五花八门，观察者和联邦最高法院均

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和十分沮丧, 最高法院一直以来也试图澄清其各个判决。 

本章的目的是帮助读者厘清目前的法律。作者希望最高法院所展开的有关应

然状态和程序的讨论能够有助于中国学者制订公正的死刑程序。 

总体而言，美国的法律规定：各州无需将死刑程序划分为罪与非罪的认定阶

段（简称定罪阶段）和量刑阶段，但是，事实上，所有的州均采用这样的程序，

而且很可能会继续这样做。但是，各州需要：1）制订可以有效削减适用死刑的

被告和罪名类别的程序和制度，而后，2）制订程序和制度，允许量刑者行使广

泛的自由裁量权，做出个别化的考量以决定特定的被告是否应当被判处死刑。本

章的主题是，两段式审理是如何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所规定的适用条件和择刑要

求相互作用的。 

B. 1976 年死刑系列案件后的两段式审判以及两段式审判和联邦最高法院所

规定的审判过程中的适用条件和择刑环节的关系 

在格雷格（Gregg）系列案件中，7 联邦最高法院判定为合宪的三种制度均

包含某种类型的两段式审理。尽管佐治亚州（格雷格案）、佛罗里达州（普罗菲

特（Proffitt）案）和德克萨斯州（朱瑞克（Jurek）案）的制度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总体而言他们在审判过程中都将定罪和量刑阶段进行分离以分别进行考量。8  

                                                 

7  有关 1976 年系列最高法院死刑案件的介绍，请见第一章第 2 页以及脚注 5。 

8  译者注：原文中的 penalty phase 或者 penalty stage 或者 sentencing stage 均指代量刑阶段。

译文中统一采用“量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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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陪审团判定被告犯有可以被判处死刑的谋杀罪之后，9 量刑者才会在第二

阶段判定被告应当被判处死刑，还是应当被判处较轻的、一定时长的监禁刑。 

如上文所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只是简单认定这些州的制度违宪，并没有判

定宪法一般要求各州将其审判程序分成两段。本质上，两段式审判对于法院在弗

尔曼案和格雷格案中所面对的恣意性问题是一种实用的解决方案，似乎可以通

过对第一个审判程序中所提出的证据的类型和质量进行限制，制约事实审理者在

定罪阶段的自由裁量权。这也忠于人们长期以来认同的一个信条，亦即受审的是

被告的罪行而非其品格。在两段式的审理结构中，只有当被告被定罪后，量刑者

才会对被告进行全面考量，不仅考虑当前的罪行，而且还考虑所有跟是否应当判

处被告死刑有关的因素，既包括加重情节也包括从轻情节。最终，所有采取死刑

制度的州都通过立法规定了按照这种方式分离定罪和量刑的程序。 

C. 适用条件和择刑：定罪审判的一部分还是量刑的一部分？ 

到了二十世纪 90 年代，联邦最高法院出于防止恣意性判决的考虑，已逐渐

发展形成一种检验所有死刑制度的二分法标准：每一个死刑审判都必须进行适用

条件的认定以削减可以被判处死刑的被告和罪名的类别，并且经过刑罚选择确定

可以被判处死刑的特定被告是否实际上就应该被判处极刑。 

这两个要求通常被称之为适用条件和择刑决定。在多数制度下，这两个决定

都发生在两段式审理的量刑阶段，但是这并不是固定的，特别是适用条件。 

在适用条件阶段，检察官通常必须证明至少有一项法定加重情节成立。其主

要目的在于，削减可判处死刑的罪名的类别，以有效地限制量刑者的自由裁量权，

使得只有那些最严重的犯罪才会被适用死刑。在择刑阶段，（根据法条规定）认

定被告的犯罪行为足够严重后，下一步是给予量刑者几乎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

允许他们考虑所有的加重情节证据和从轻情节证据，作出最终判决，判处被告死

刑或者较轻刑罚。这正是为了响应伍德森案的判决。在该案中，强制适用死刑的

法律被认定为违宪，因为这些法律未允许“对每一个被定罪的被告的品格和个人

记录的各个相关方面进行个别化考量”。10 

                                                 

9  在很多司法辖区，判处被告死刑仍然是陪审团的专属权力。但是至今为止，仍有五个州允许

法官在不同意陪审团的决定时候，有权审查并推翻陪审团的量刑决定。 

10  伍德森诉北卡罗来纳州（Woodson v. North Carolina），428 U.S. 280, 303 (1976)。 读者会

注意到一个潜在问题，即如果在量刑阶段同时认定一个加重情节和一个减轻情节，一些人担忧控

方可能会不公平地得益于量刑阶段较低的证明标准（常常低于“排除合理怀疑”），用来证明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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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文斯（Stevens）运用且发展了“资格”（eligibility）
和“择刑”（selection）的有关术语，他将其定义为： 

适用条件将罪名置于定义明确的分类系统中。要搞清楚适用条件的各个

因素，就必须回答与犯罪或被告有事实联系的问题，使得“判定死刑的

过程可被合理地审查。”……另外一方面，择刑则要求个别化量刑，必

须广泛考量，覆盖所有相关的从轻情节证据，这样才能保证对被告的罪

责性做出评估。11 

其他领域的学者和法学专家一度认为适用条件和择刑必须发生在审判的量

刑阶段。换而言之，大家曾经认为，量刑者所认定的指向被告或犯罪行为的“加

重情节”必须是独立于定罪阶段所认定的基本罪行构成要素以外的内容。在下

文的洛文费尔德诉菲尔普斯（Lowenfield v. Phelps）一案中，我们会近距离观察

最高法院是如何看待两段式审理背景下的适用条件和择刑决定。我们将看到最

高法院最终认定“可以被合理审查的削减”（即适用条件）既可发生在审理的定

罪阶段或也可发生在量刑阶段。 

D. 适用条件要求认定一个“加重情节”以限制自由裁量权 

为满足联邦最高法院所要求的“削减可适用死刑的谋杀罪的类别”，各州重

新审视了他们的死刑量刑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所有不涉及他人死亡的死

刑罪名，各州要么自行取消了这些死刑罪名，要么由联邦最高法院认定这些死刑

罪名是违宪的。12 但是对于一些针对个人的犯罪（谋杀或其他致人死亡的罪名），

在宣告被告符合死刑适用条件前，宪法还规定，必须满足的额外要求：事实审理

者必须判定被告有罪，并认定至少一个法定“加重情节”（或者与之等同的情节）。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削减”（narrowing）应该发生在什么时候——在审判

的定罪阶段还是量刑阶段？在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的死刑制度下（以及后来的

联邦制度下），最明显的削减发生在量刑阶段，此时陪审团在判处被告死刑之前，

需要排除合理怀疑至少认定一个加重情节。这种模式是由《示范刑法典》所建议

的，而该法典由美国法学会起草。但是在一些州，例如德克萨斯州，大多数“削

减”由立法机构通过重新定义死刑罪名得以实现，因此更多地出现在审判的定罪

                                                                                                                                            

在定罪阶段较难证明的加重情节，由此，在定罪阶段因较高证明标准不会被认定为可适用死刑的

被告在量刑阶段却有可能被认定为可以适用死刑。第三章将着重讨论这一重要问题。 

11  图莱帕伊诉加利福尼亚州（Tuilaepa v. California），512 U.S. 967, 973 (1994)。 

12  更多信息请参见第四章节以及肯尼迪案（Kennedy）。肯尼迪案判定对强奸儿童的行为判处死

刑是违宪的，对所有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犯罪行为判处死刑都是违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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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在量刑阶段，德州死刑案件陪审团不需要认定加重情节，但需要填写一份

由三部分组成的问卷，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被告是否“会对社会构成持续性危害”。

在洛文费尔德（Lowenfield）案发生的路易斯安那州，死刑案件陪审团需要在量

刑阶段认定一个加重情节，但是，当陪审团认定的这个加重情节与陪审团在审判

的定罪阶段认定被告所犯罪行的其中一个构成要件本质上相同时，就会引发严重

争议。这种重复似乎与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的通过适用条件“削减”死刑罪名这一

要求存在矛盾。 

早期的几个案例反映了联邦最高法院就择刑和适用条件应该如何与两段式

审判互动这一问题陷入了挣扎，洛文费尔德案便是其中一个。最为关键的是加重

情节所扮演的角色，很多人都假设至少应该在量刑阶段认定加重情节。洛文费尔

德案的显著之处是最高法院给予州立法机构充分的自由，任其自行设计死刑制度，

以满足格雷格（Gregg）系列案要求。最高法院拒绝规定量刑阶段必须再一次“削

减类别”。的确，立法机关可以事先进行“削减”，通过构成要件把一个罪名与其

他罪名区别开来，使其更有理由适用死刑。对于很多主张废除死刑的人而言，1976
年死刑系列案件所确立的程序保障措施因此看似反而被删减。 

但是，洛文费尔德案判决的影响在判决作出之时尚未完全显现，在普通法下

这是相当常见的现象。尽管洛文费尔德案在表面上认可了路易斯安那州稍显不完

美的死刑制度，但是它揭示了一个各州在实践中尚未得到彻底解决的有关加重情

节认定的问题。我们将在本章余下的篇幅里和第三章《死刑程序中的证明标准》

中讨论这一问题：加重情节在审判过程中有两种应用方法；加重情节首先需要得

到证明，然后，通常由量刑者进行“衡量”。美国的制度通常将证明加重情节作

为定罪阶段的一项法律功能，正如本章简介中所提到的，被告享有刑事诉讼程序

和证据法所提供的正当程序的保护。“衡量”（weighing）是一个与量刑最相近的

过程，一旦所有的犯罪构成要件被证明、被告被定罪之后，“衡量”较少考虑正

当程序问题。很多制度并没有充分考虑这两种不同的法律考量，通常是将大多数

处理加重情节的程序置于量刑阶段。因此而加重了一种风险——被告实际上因为

不足以构成死刑的要件而被定罪，之后又被认定满足死刑适用条件，由于这一情

节已经在有关实质性问题的审判中被证明，所以被告在之后的量刑阶段也得不到

充分的程序保障。在洛文费尔德案之后的一些案件中，最高法院不断试图确保与

适用条件有关的事实调查结果获得应有的正当程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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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案件和分析 

洛文费尔德诉菲尔普斯（Lowenfield v. Phelps），484 U.S. 231 (1988)（简称洛

文费尔德（Lowenfield）案） 

A. 案件事实 

上诉人被控杀害五人，在州法院受到审判，陪审团就三项一级谋杀罪罪状做

出了有罪判决，根据本案的情况，一级谋杀罪的一个基本法定要素是被告主观上

意图“杀害或者致人重伤，一人以上”。在认定被告在三项罪状上罪名均告成立

后，陪审团又另外认定一个法定加重情节，亦即“在明知的情况下，构成致一人

以上死亡或重伤的危险”，并就三项一级谋杀罪罪状均判处被告死刑。在路易斯

安那州最高法院维持洛文费尔德案的定罪和量刑决定之后，联邦地区法院拒绝给

予其人身保护令的救济，巡回法院亦维持地区法院决定。联邦最高法院签发调卷

令（certiorari）审阅该案，但是也维持了原判，认定该定罪和死刑是合宪的。 

B. 法庭判决 

一个死刑判决并不会仅仅因为陪审团所认定的唯一一个法定“加重情节”与

一级谋杀罪的构成要件有所重复，就会被认定违反了宪法第八修正案。“如果要

满足宪法的规定，一项死刑量刑制度必须‘切实地削减可以被判处死刑的被告的

类别，并且必须就被告比起其他被认定为谋杀犯的被告所遭到的更为严厉的刑罚

做出合理的解释’”。13 可以通过两种合宪的方式实现这一“削减功能”：大多数

州采取了第一种方式——立法机构对死刑罪名进行宽泛的定义，而后通过规定要

求陪审团在量刑阶段认定加重情节，以此进行削减；或者采取路易斯安那州的方

式，立法机关可以压缩死罪的定义范围，而后陪审团通过定罪阶段的判决结果直

接响应这种考虑。因此，法定加重情节的重叠性质并没有削弱上诉人所获刑罚的

合法性，因为宪法所要求的强制削减功能在定罪阶段得到了实现，而且宪法并没

有要求在刑罚（量刑）阶段进行额外的加重情节认定。14 

                                                 

13  洛文费尔德诉菲尔普斯（Lowenfield v. Phelps），第 244 页，引用赞特诉斯蒂文斯（Zant v. 
Stephens），462 U.S. 862, 877 (1983)。 

14  见洛文费尔德诉菲尔普斯（Lowenfield v. Phelps），第 241 至第 2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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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联邦最高法院的推理：反对意见和其他州： 

1. 反对意见。马歇尔大法官撰写的反对意见得到了布伦南大法官的支持，其

中写道“削减可以被判处死刑的罪犯的类别‘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

借此“引导量刑者行使自由裁量权”。他反对在审理实质性问题的时候，

将一个（择刑所）必要的加重情节纳入考量，在那个时候，陪审团其实尚

未考虑量刑和这个加重情节的隐含意义。这种结构造成的局面是，陪审团

在做出有罪判定的时候尚未考虑量刑问题，而后在面对量刑的条件时却发

现自己实际已判定该特定案件和被告满足了可以适用死刑的最低要求。他

认为这使得陪审团更有可能对被告判处死刑，因为陪审团因此不再需要直

面一个重要的道德难题，即陪审团是否会主动选择对死刑适用条件作出关

键性的认定。马歇尔大法官写道： 

……陪审团作出的死刑判决无法成立，因为这基于一个单一的法定加重

情节，而这个情节恰恰与上诉人罪名的构成要件之一有所重复。这种重

叠使得路易斯安那州的量刑制度免除了陪审团在做出量刑决定应承担

的责任，未能恰当引导本案中的陪审团行使自由裁量权。正如我们在过

去经常看到的，这一败笔很可能会导致不恰当的偏见，使得量刑过程倾

向于死刑，违反了宪法第八和第十四修正案的规定…… 

即使陪审团在没有受到法庭不公正影响的情况下做出了判决，这一判决

仍然不能成立。我们之前的判例所确立的原则不允许在单一加重情节与

罪名构成要件之一重叠时判处被告死刑。我们已经反复强调，要求通过

削减可以被判处死刑的被告的类别来引导量刑者的自由裁量权，而且量

刑者必须充分认识到作出生死判决时所肩负的责任。本案中，路易斯安

那州量刑制度的运作方式已经同时违反了这两项原则。 

自我们做出弗尔曼诉佐治亚州一案（Furman v. Georgia）的判决以来，

我们要求“必须有切实的法律依据将可以判处死刑的少数案件和其他大

多数案件区分开来。”我们一向认为，量刑过程中的法定加重情节提供

了一种方法，这是引导陪审团根据宪法强制要求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案

件区分的一种方式…… 

今天联邦最高法院却（译者注：通过这个案件）表明我们对加重情节的

强调不过是一个偶然，而且还判定关键的削减功能可以在量刑过程之前，

通过不同于量刑的另一个过程实现……这一判决未能搞清楚削减要求

的重要性。联邦最高法院仅仅是将削减功能视为一个技术要求，规定能

够被判处死刑的人的数量应小于被认定犯有谋杀罪的被告的数量。但是

跟加重情节一样，削减能够被判处死刑的罪犯的类别“其本身并不是目

的”。相反，我们的案例一贯强调，削减要求就应该发挥引导量刑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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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由裁量权的作用。它迫使死刑量刑陪审团规范地，一板一眼地，首

先确定被告是否满足死刑适用条件，然后确定是否案件的所有情节都证

明了死刑的合理性。之所以将削减作为一个宪法所规定的要求，唯一可

以想到的理由是其在决定量刑决策讨论时所起的作用。由于允许将削减

功能从量刑过程中排除，最高法院将其完全简化为一种无关于生死抉择

的机械的形式。 

联邦最高法院将削减功能降至死刑审判的定罪阶段，这牵扯到我们在考

德威尔诉密西西比州（Caldwell v. Mississippi）一案中就另一个情形所

表示的担忧。考德威尔（Caldwell）案的公诉人向陪审团辩称，上诉巡

回法院会审查死刑的正确性，但是我们还是推翻了该案中上诉人的死刑，

并得出结论——“如果量刑者因故相信另有机构会负责判定死刑的恰当

性，那授权这样的量刑者作出死刑判决是违宪的。”在本案中，量刑陪

审员因故相信他们在定罪阶段的事实认定已经对上诉人是否满足死刑

适用条件做出了定论——而他们在做出这些事实认定的时候并没有考

虑到这些事实认定可能对上诉人将获刑罚所产生的影响。事实上，法院

在陪审团进入定罪阶段讨论决策的时候，就明确地给予陪审团指示：“你

们不能以任何方式讨论有关任何一种刑罚的可能性。”然后，在刑罚听

证会上，公诉人两次提醒陪审团其已经在定罪阶段认定了公诉方认为适

用于本案量刑的一个加重情节。公诉人的论点很有可能说服陪审团使其

相信对于被告的死刑适用条件他们没有任何选择，因此也不承担任何责

任。我们承诺要保证“死刑量刑陪审团认识到它所面临的任务的重要性

和严肃性，恰如其分地认识到其所应秉持的‘真正令人敬畏的责任感’，

并付诸实施”，但是当前的这种情况与我们的承诺并不相符。” 

总之，路易斯安那州的量刑制度在诸如本案的多个案件中得到应用，量

刑阶段认定的加重情节和之前在定罪阶段认定的罪名的构成要件完全

重合，不可避免地使得量刑的天平倾向于死刑，故而违反了宪法原则。

如果陪审团并不知道有关罪名必要构成要件的事实认定将导致被告在

量刑阶段被认定可被判处死刑，那么在定罪阶段控方将更容易说服陪审

团排除合理怀疑认定死刑罪名的必要构成要件。控方甚至更容易论证应

该对被告判处死刑，因为正如本案所示，控方会在量刑阶段提醒陪审团，

控方已经排除了合理怀疑使得必要的加重情节得到认定了。如此，量刑

听证虽刚开始，可陪审团实际已经跨越了死刑适用条件的底线但却不自

知。联邦最高法院允许在死刑案件中采取这样的程序，这样的做法其实

无视了我们之前作出的申明，即“政府不能把判人生死的决定权交付给

一个只为作出死刑判决而设立的审判机构”。威斯彭斯诉伊利诺伊州。

（Witherspoon v. Illin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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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州。到 1997 年为止，只有田纳西州明确判定在量刑阶段重复一级谋杀

罪的必要构成要件是违宪的。其他州的最高法院也审理了涉及同样问题的案

件，但是并没有参照田纳西州的做法作出判决。15 在（田纳西）州诉米德布

鲁克斯（State v. Middlebrooks）一案中，16 田纳西州最高法院判定，规定无

需证明被告存在致人死亡的犯罪意图就可以对重罪谋杀行为判处死刑的法

律是违宪的。正如洛文费尔德案中路易斯安那州的制度所规定的，“在重罪

过程中实施的谋杀”也是一个仅仅重复了基本罪行构成要件的加重情节。田

纳西州最高法院判定，这一法条未能充分削减被告类别。但是，联邦最高法

院拒绝受理该案的上诉，这意味着尽管这是田纳西州的法律，而且其他保留

死刑的州也可以选择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对被告的保护，但是联邦宪法并未对

此做出强制性要求。 

3. 切实起到了削减作用？切实减少了恣意性？加利佛尼亚州数据。一些主张废

除死刑的人士声称要判断哪些被告生哪些被告死，其实和弗尔曼（Furman）
案前一样困难。他们试图通过提出统计数据来证明这一观点。请思考这个观

点是否成立。弗尔曼案的判决复杂得不可思议，学者们至今仍对什么构成了

违宪恣意性争论不休。作出弗尔曼案判决的大法官们当时认为，佐治亚州可

以被适用死刑的被告中大约 15%——20%的人最终被判处死刑。17 一些主张

废除死刑的人士表示，应该将这一数据作为基线来衡量死刑案件判决是否具

有违宪恣意性。一项分析 1988 年至 1992 年加利福尼亚州所发生案件的调查

显示，在所有被认定犯有一级谋杀罪的被告中，84%的人符合法律规定可以

被适用死刑18（因此如果这一类别的被告共有 100 人，按照这个数据，总人

数减少了 16 人），其中 9.6%的人被判处死刑，这意味着加利福尼亚州的死刑

率为 11.4%，换而言之，八个因犯有一级谋杀罪可以被适用死刑的人当中，

不到一人被判处死刑（由检察官和陪审团行使自由裁量权），这一比例低于

弗尔曼案案发时佐治亚州的死刑率。这些数据使得不少人对限制恣意性的措

施是否切实地发挥了作用以及加利佛尼亚州的制度是否和弗尔曼案案发时

的佐治亚州的制度同属违宪提出了质疑。因为一旦削减发生了，能够被判处

                                                 

15  妮娜·瑞夫坎和史蒂文·F·沙茨著，《有关死刑的案例和材料》2009 年第 3 版第 144 页。 
Nina Rivkind, & Steven F. Shatz, Cases and Materials on The Death Penalty 144 (3rd ed. 200
9)。 

16  （田纳西）州诉米德布鲁克斯（State v. Middlebrooks），840 S.W.2d 317 (Tenn. 1992)。 

17  前注；瑞夫坎和沙茨著，第 145 页。 

18  本段中所引用的数据源自一篇 1997 年发表的文章，这些数据反映的是作者攥写该文章时的

情况。史蒂文·F·沙茨和妮娜·瑞夫坎著 “加利福尼亚州的死刑制度：弗尔曼判决的安魂曲？”，

载 《纽约大学法学评论》，1997 年第 72 卷第 1332 页。Steven F. Shatz & Nina Rivkind, The 
California Death Penalty Scheme: Requiem for Furman?, 72 N.Y.U. L. Rev. 1283, 1332 (19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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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的人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最终被判处了死刑，这使得现在和以前一样，

难以预测谁最终会被判处死刑。你如何看待这种说法？这些数据揭示了什么？

这种分析存在什么问题？请回顾第一章，其中提到禁止各州强制规定对所有

能够被适用死刑的被告判处死刑。跟其他刑罚相比，“死刑是不同的”这一

主张对于这种说法能够成立有多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州（比如加利福尼亚州）在审判定罪和量刑程序中

都包括了“削减类别”程序。例如，加利福尼亚既要求被告被认定犯有

一级谋杀罪，也要求陪审团找出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所规定的十九个“特

殊情节”当中的一个情节，以便确定被告可以被适用死刑。而后，在量

刑阶段，陪审团必须考虑另外一组具体情节，以决定是否应该判处被告

死刑。19 当然，一些人对上述任一阶段的削减功能实际所发挥的作用提

出了质疑。我们将在第三章更加具体地讨论加利福尼亚州的制度。 

III. 洛文菲尔德案之后的择刑 

在洛文菲尔德案之后，看似各州有权决定在哪个阶段“削减”可以被适用死

刑的被告的“类别”。这一权力在随后的图伊莱帕诉加利福尼亚州（Tuilaepa v. 
California）一案中得到确定。在图伊莱帕（Tuilaepa）案中，联邦最高法院仅要

求事实审理者必须判定被告犯有谋杀罪，而且，仅要求其在定罪或者量刑阶段认

定一个“加重情节”或等同情节。最后，只要这个加重情节没有含糊不清到违宪

的程度，那就可以将其作为罪名定义的一部分，或者作为另一个单独的量刑情节

（或者同时采纳）。20 

但是，即使量刑者判定被告可以被适用死刑，择刑还提出另一个单独的要求：

可以被适用死刑的被告实际上是否应当被判处死刑。这一要求源自最早由伍德森

（Woodson）案提出的“个别化考量”（individualized determination）要求，并且

最终演化出一系列独立案件（常常被称为伍德森/洛基特（Woodson-Lockett）系

列案件）。这些案件详细讨论了量刑者有义务通过个别化考量来决定可以适用死

刑的人是否应当被判处死刑。这些案件采取的方式包括扩大可以进入量刑阶段的

证据种类，以及扩大陪审团根据这些证据做出死刑判决的自由度。 

                                                 

19  图伊莱帕诉加利福尼亚州（Tuilaepa v. California），第 969 页。 

20  对于什么样的法律构成模糊的但是合宪的表述，大量案例法对此进行了论述。但是在本章中，

我们对这一内容暂不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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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量刑者在作出择刑决定的时候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历年来，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赋予量刑者（不管是法官还是陪审

团）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以便其作出个别化的死刑量刑决定。 

 “择刑决定……要求个别化量刑，而且必须充分、广泛，考虑相关从轻

情节，以保证对被告的罪责性作出评估。” 在进行择刑时， “与罪行具

有联系”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相较而言，适用条件则要求这种联系。

—— 图伊莱帕诉加利福尼亚州（Tuilaepa v. California），第 973 页。 

 “量刑者‘认定被告属于应当被判处死刑的那个群体后’可以被赋予‘不

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以判定是否应当判处被告死刑。’”图伊莱帕 
（Tuilaepa）， 第 979 页，援引赞特诉斯蒂文斯（Zant v. Stephens），第

875 页。陪审团可以“考虑所有与减轻21 、从轻和加重处罚相关的事实

和情节，以及公诉方和被告方所提出的论点。” 赞特诉斯蒂文斯，第 889
页。 

 采纳从轻情节证据的标准非常低。“只要被告出示的证据满足了‘相关性

这个较低的标准’，亦即‘能够在逻辑上有可能证明或者反证在事实审理

者看来有合理理由认为其具有从轻量刑作用的事实或情节’，那（译者注：

法庭）就“必须为陪审团提供有效的工具载体，使其可以充分衡量从轻

情节证据。”22 史密斯诉德克萨斯州（Smith v. Texas），543 U.S. 37, 44 
(2004)（省略文中引用）。 

 不要求陪审团在认定某一具体从轻情节时进行达成一致意见。事实上，

要求陪审团达成一致意见恰恰是违宪的做法。麦克科伊伍诉北卡罗莱那

州（McKoy v. North Carolina），494 U.S. 433, 444 (1990)。 

                                                 

21  译者注：原文中使用 extenuation 一词，布莱克法律词典（2009 年第 9 版）将其定义为减轻

犯罪行为或者侵权行为严重性的行为或者事实，在 extenuation of punishment 的语境下，其含义

与 mitigation 相近，赞特案所援引的佐治亚州的死刑法律已经更新，不再使用这一词汇。译者将

其翻译成减轻，但并不是指在法定最低刑以下量刑，这跟中国刑法所规定的有特定含义的“减轻”

内容并不相同。 

22  大量判例法讨论了应该允许陪审团考量的证据和不应允许其考量的证据，以及法官应该给陪

审团什么样的陪审团指示，但我们在本章中对这些暂不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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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联邦最高法院内部有关择刑环节的争论：一种制度在一个环节限制自由

裁量权，但在另一个环节扩大自由裁量权，这是否能够有效地限制恣意

性？ 

1.  沃尔顿诉亚利桑那州（Walton v. Arizona） 

联邦最高法院作出格雷格（Gregg）案死刑法理解释之后十五年，又作出了

沃尔顿诉亚利桑那州（Walton v. Arizona）一案判决，497 U.S. 639 (1990)（之后

的林诉亚利桑那州（Ring v. Arizona）一案推翻了本判决中允许法官单独认定确

定死刑适用条件所必须的一个加重情节的部分）。十五年来，最高法院持续努力

发展“削减类别”（死刑适用条件）和“个别化量刑”（择刑决定）两分法。在沃

尔顿案中，斯卡利亚大法官和斯蒂文斯大法官就这一两分法是否合宪，是否能够

起到预防恣意性的作用，甚至是否具有逻辑性，展开了一场具有史诗性的辩论。

读者将注意到，部分辩论集中在如何将适用条件和择刑置于两段式审理的审判结

构中。这一辩论也是反映普通法如何在法律实践中发挥作用的绝佳例证，两个大

法官提出各种论述，在切磋中最终就部分法律的含义达成一致意见，使这些法律

的含义得到了澄清。请阅读以下案例节选，自行判断谁的观点更有道理。 

斯卡利亚大法官（Scalia）（在沃尔顿（Walton）案中持附议意见） 

今天，本院的上诉者声称州的量刑法庭（1）具有判处其死刑而非监禁

刑的自由裁量权，这种自由裁量权过于宽泛，不合宪；而且（2）具有

判处其监禁刑而非死刑的自由裁量权，这种自由裁量权过窄，不合宪。

对我们的死刑制度判例法不熟悉的观察者（出于逻辑思考的习惯）可能

会说，这两种观点不可能同时正确。他会指出，极刑量刑的最终选择是

一个单一选择题——在死亡和监禁之间二选其一。一个人不可能在具有

选择一个选项的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不具有选择另一个选项的自由裁量

权。具有想象力的观察者会吃惊地发现，根据联邦最高法院过去十五年

有关宪法第八修正案的法理解释，上诉人若主张上述两个互相对立的观

点，则同时具有较大胜算——事实证明，四名最高法院大法官认为上诉

人可以凭上述任一观点获得胜诉。不过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法理解释早

就不合逻辑了…… 

在过去的十五年，联邦最高法院为州一级别的死刑量刑扮演了规则制订

者的角色——事实上要求了定罪和量刑程序的分离，规定量刑者所享有

的自由裁量权的形式与范围，规定可以采纳的证据的种类，细致地考量

陪审团指示的措辞，以此确保陪审员理解他们在错综复杂的法条下所肩

负的义务，制定量刑决定必须遵循的程序规则。弗尔曼诉佐治亚州

（Furman v. Georgia）一案开启了关于第八修正案的这一法理解释，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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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代表了一个原则，即量刑者行使死刑判决的自由裁量权必须要受到特

定标准规则的制约，避免死刑判决是以随机、变化无常的方式作出的。 

…… 

在引入要求对量刑者“作出死刑判决”的自由裁量权作出限制这一原则

之后，不久，联邦最高法院开始发展另一原则，亦即禁止对量刑者行使

“拒绝作出死刑判决”的自由裁量权作出限制。这第二个原则——称之

为对立原则或许更为恰当——完全打破了之前“受指导的自由裁量权”

这一概念所具备的一致性。 

一些州针对弗尔曼（Furman）案作出响应，规定死刑是某类型谋杀罪

行的强制刑罚。我们通过伍德森诉北卡罗来纳州（Woodson v. North 
Carolina）案和罗伯茨诉路易斯安那州（Roberts v. Louisiana）案，废除

了这些法律，联邦最高法院的相对多数意见得出结论，认为量刑过程必

须对“个体作案人员的品格和个人记录”予以一定考量。针对弗尔曼案,
另外一些州则授予量刑者部分自由裁量权，可以对死刑被告手下留情，

但是对可以考虑的从轻情节证据的类型作出了限制。我们在洛克特诉俄

亥俄州（Lockett v. Ohio）一案中，废除了这些法律，相对多数意见认为，

第八修正案要求“不得阻碍量刑者考量与被告品格和个人记录的各方面

相关的情节，不得阻碍量刑者进而将这些作为从轻因素，也不得阻碍量

刑者考量被告提出的任何能够作为死刑以下刑罚根据的犯罪情节，且不

得阻碍量刑者将这些情节作为从轻因素”。这些案子中的相对多数意见

后来被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采纳…… 

简而言之，弗尔曼案所描述的判处死刑自由裁量权在弗尔曼案中被判定

为违宪，但是在伍德森（Woodson）案和洛克特（Lockett）案中，却被

重新命名为不判处死刑的自由裁量权，并且被宣告为宪法所要求的做法。 

从那之后经过多年的发展，伍德森—洛克特（Woodson-Lockett）原则禁

止各州对后一种自由裁量权设置各种限制，量刑者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

判定一名可以被适用死刑的被告最终不应当被判死刑，但各州只能对这

种自由裁量权设置最低程度的限制。从一开始，我们就反复抵制各州通

过明确列举需要考虑的客观因素来对这种自由裁量进行引导的做法。量

刑者必须考虑“所有的从轻情节证据”——这种描述对于这一原则的适

用范围而言，并不准确。因为这会导致需要假设存在某种形式的客观标

准来衡量什么叫从轻，而这恰恰是我们所禁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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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这一系列案例和源自弗尔曼案的一系列案例“可能存在一种内在矛

盾”就好比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与轴心国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内在

矛盾。而且，要说这两个系列案件所追求的是“双重目标”，这就好比

称善与恶为双重目标。这所谓的双重目标是不可调和的。根据弗尔曼案

确立的原则，为了“使死刑的适用更加合理与公正”，我们要求“各州

‘通过明确和客观的标准’对‘量刑者进行具体详细的指导’，以此来

‘引导量刑者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我们继而又说“各州不得引导量

刑者行使自由裁量权……考量被告所提供的任何（与从轻有关的）相关

信息”，而且，量刑者必须享有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裁量权来认定是否

存在与被告或其犯罪行为有关的并表明被告“不应当被判处死刑”的同

情因素。后一个要求明显否定了前一个要求旨在实现的合理性与可预见

性。 

联邦最高法院试图对这两个矛盾的原则进行解释，指出这两个要求具有

不同作用：第一个要求的作用是根据合理标准“限制”可被判处死刑的

罪犯的类别，而第二个要求是为了保证“未针对死刑的适当性进行个别

评估之前”，可被判处死刑的罪犯不得被当然地处以死刑。但是，这里

要讨论的问题不是 “个别评估”。并没有人声称宪法允许对所有被告做

出相同的判决。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个别化量刑的过程中，社会是

否能够对哪些是相关因素，哪些不是相关因素做出具体规定──亦即是

否可以建立一个合理的机制，使量刑者能够根据统一的标准作出个别化

量刑决定。 

斯蒂文斯大法官（Stevens）（在沃尔顿（Walton）案中持反对意见） 

斯卡利亚大法官在另一份单独的意见中宣称，他不认为（伍德森

（Woodson）系列案件）是有约束力的先例……虽然斯卡利亚大法官的

观点还有其他瑕疵，但是，现在至少可以说明为什么他的大前提完全是

错误的。 

斯卡利亚大法官今天所彻底否定的一系列案例都是基于这一理论：可以

适用死刑的这一类最终被定罪的被告的规模导致了弗尔曼案所批判的

恣意性风险。最高法院作出弗尔曼案判决的时候，佐治亚州几乎将所有

犯有暴力强奸、持械抢劫、绑架和一级谋杀罪的被告都归入了上述类别。

弗尔曼案判决意见指出，在大量这类案件中，量刑者在决定被告生死的

时候，毫无疑问地都受到了种族和其他不相关因素的影响，虽然这种影

响是被禁止的。然而，即使赋予陪审团彻底的自由裁量权，允许他们在

评估被告个体特征时对少数可以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予以宽恕，却仍然可

以通过削减该被告类别的规模来充分降低恣意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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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佐治亚州死刑量刑法律的详细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了这一理论的正

确性。依我看来，我在那个案件中观察到的是： 

……[根据 1983 年一项针对佐治亚州 2000 例谋杀案件的统计研究]23，

联邦最高法院发现检察官一直建议对某种类型的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

判处死刑，而陪审团也一直对这些类型的犯罪行为做出死刑判决，这与

被害人或犯案人员的种族并无关联。如果佐治亚州将可判处死刑的罪犯

限于上述特定类别，适用死刑时的任意性与歧视性风险即使不能被彻底

根除，也会显著降低。 

对于斯卡利亚大法官明显忽视的概念，佐治亚州最高法院倒是甚为了解。在

赞特诉斯蒂文斯（Zant v. Stephens）一案中，我们从佐治亚州最高法院的意见书

中摘录了下列段落，该部分将佐治亚州有关杀人行为的法律比作金字塔式的体系： 

“所有类型的杀人案件都在这个金字塔里。随着案子从金字塔的底部向

顶端上升，作案人员所要承担的后果的严重性也随之增加。死刑仅适用

于那些位于金字塔顶端稍偏下区域的案件。能够归入这一类别的案件必

须经过自基座到顶端的三层筛选。 

“第一层位于金字塔的底座之上，这一层将谋杀罪从一般杀人罪中分离

出。立法机构通过制定法对一些术语下定义，从而划定了这一层的范围，

这些术语包括谋杀、故意杀人、过失杀人和有正当理由的杀人。在决定

受审案件是否属于该层时，事实审理者的作用仅局限于认定事实。除非

立法机构另行立法，该层的范围是固定的。 

“第二层将可适用死刑的谋杀案件从所有谋杀案件中分离出。该层范围

由立法对加重情节作出定义来划定。事实审理者的作用再次仅限于认定

某些事实是否成立。除叛国罪和劫持航空器罪外，进入该层的案件必须

至少具有一项法定加重情节…… 

                                                 

23  作者注：曾有人以该统计研究为依据辩称死刑量刑中存在种族歧视，未获胜诉。联邦最高法

院的大法官们在麦克卡莱斯基诉卡姆普（McCleskey v. Kemp）一案中，481 U.S. 279 (1987)，
对该统计研究进行详细分析，多数意见方和反对意见方（包括斯蒂文斯大法官）得出了截然不同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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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将那些应当被判处死刑的案件从那些可以适用死刑的案件中

分离出。事实审理者具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将案件置于该层以下，从而

不适用死刑。该层的范围由事实审理者决定。在确定该层范围的时候，

事实审理者考量所有可以减轻、从轻、加重处罚的证据……死刑判决的

最后一个限制环节为自动上诉程序，由本最高法院判定：死刑判决是否

受到情感、偏见，或者恣意性因素的影响；是否有证据证明存在法定加

重情节；与同类案件所判处的刑罚相比，死刑判决是否过重或者不成比

例……本法院行使这一职能的时候可能将一个案件从死刑类案件中移

除，但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 

“法定加重情节的目的是在最大程度上限制事实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

而不是完全限制。除非能够证明在十个法定加重情节中，至少有一个加

重情节成立，否则就不能对案件适用死刑。如果至少存在一个加重情节，

虽然仍然可以对该案适用死刑，但是事实审理者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不

作出死刑判决，并且无需提供任何理由。在作出刑罚判决时，事实审理

者需要考量定罪阶段和量刑阶段所采纳的所有情节，这些情节与犯罪行

为和罪犯本人均相关联。 

“除非证明至少有一个法定加重情节成立，否则一个案件不能从第二层

跃入允许适用死刑的区域。但是，只要存在至少一个法定加重情节，一

个案件就能越过第二层，无论最终认定存在多少个法定加重情节。一旦

案件越过第二层，就进入了事实审理者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区域，根

据我们的比喻，届时该案所有的事实和情节将决定该案是否越过第三层，

进入应当适用死刑的区域。” 

斯卡利亚大法官无视了金字塔底座和其顶端之间的差别。禁止对底座部

分的犯罪行使不受任何引导的自由裁量权的规则与要求对顶端部分的

犯罪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规则，是完全一致的。将案件类别限于金字塔的

顶端，然后允许陪审团基于案件中仍存在的个别从轻情节行使自由裁量

权宽恕被告，是恰当的做法。 

斯卡利亚大法官在沃尔顿（Walton）案的脚注中做出回应： 

斯蒂文斯大法官主张，弗尔曼案的作用仅仅是将该类别案件（量刑者对

这些案件可以行使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局限于某个接近“金字

塔顶端”的边界不明的区域之内——金字塔的底座部分包含所有类型的

谋杀案件，顶端部分只包含精确定义的特定类型的谋杀罪。然而，我们

在弗尔曼案的法理解释中并没有试图界定“金字塔顶端”以下的临界线

由什么构成，是否仅凭犯罪构成要件已足以将法条规定置于该临界线以

上（在这种情况下，无需明确规定任何加重情节），还是说有加重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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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充分达成这一目标。我研读了那些案例，（那些在弗尔曼案后修改

了制定法的各个州也一定研读了那些案例），我认为那些案例的要求是，

只要授予了量刑者自由裁量权，那就必须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加重情节。

这是一个限制量刑者自由裁量权的方法——使得他们有章可循，而不是

放任他们面对所有加重情节漫无目的地徘徊。不论如何狭义地界定犯罪

行为的范围，只要允许量刑者考量任何加重情节，判决结果的一致性就

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我们已经判定限制自由裁量权的加重情节可以

与罪名定义中的构成要件重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量刑者的自由

裁量权仍然是有焦点的、受到约束的。我们从未授予量刑者完全的自由

裁量权，允许他们摆脱必要的加重情节。如果、且当最高法院重新定义

弗尔曼案的判决时，最高法院允许后一种情况产生，同时要求量刑者通

过评估（我不知道这种评估将以何为依据）做出结论即（译者注：某个

案件）已落入谋杀罪“金字塔”中充分狭义界定的范围，那么，届时我

将准备重新考虑我对伍德森（Woodson）案和洛基特（Lockett）案的评

价。 

IV. 问题和讨论 

1. 当斯卡利亚大法官和斯蒂文斯大法官进行一场宪法辩论时，这场辩论背后的

另一场辩论则是关于引导死刑案件自由裁量权的最佳法律实践。不考虑宪法

问题，你认为哪一方的应然观点更有道理？哪一方的观点更具有实用性？如

果先限定“可以判处死刑”的理由，然后去除“不能判处死刑的理由”，有

没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设计出一套可以避免不当恣意性的制度？ 

A. 在图伊莱帕诉加利福尼亚州（Tuilaepa v. California）一案中，斯蒂文斯

大法官似乎最终赢得了辩论，他在上文中所描述的金字塔也最终定格为

法律，但是他似乎对斯卡利亚大法官的批评做出了回应，承认了各州可

以自由地选择将加重情节安排在审判的任一阶段，而且量刑者享有广泛

的自由裁量权。之后，联邦最高法院会审查各州的制度“以保证这个过

程是中立的且具有原则性的，可以防止量刑的偏见性和反复无常”。根

据这一原则，最高法院在考量这个问题时往往更为尊重州和联邦立法机

构的意见。 

2. 斯卡利亚在沃尔顿（Walton）案的赞同意见还陈述了下列事实。这些事实是

否会改变你对问题 1 的看法？ 

……死刑案件中，大量的暂停执行申请或是针对不利判决的调卷令申请

出现在每一个直接审查或附带审查环节，这些申请往往声称量刑程序中

存在新的缺陷，将弗尔曼案或洛基特案的情况重新组合并以此为据。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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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为兼顾我们判例法中相互矛盾的法律原则，同时避免在尚不确定瑕

疵不存在之前对罪犯处刑，通常会暂不使用正常的程序限制规则，这样

便可听取每一个新的诉讼请求。这些诉讼请求或认为量刑者自由裁量权

受到过度限制，或认为受到太少限制。如果法院做出不利被告的判决，

该判决通常会引发新一轮的人身保护令审查——待到这个审查终结时，

联邦最高法院可能又已通过新判例宣布了允许向州法院再度上诉的新

规则。单单在联邦最高法院，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已非常明显，尽管

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冰山一角。自 1989 年 2 月 21 日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调

卷令受理麦克科伊诉北卡罗来纳州（McKoy v. North Carolina）一案之

后（该案是在本开庭期期间24第一个获得调卷令的死刑案件），我们又

收到 350 个死刑案件调卷令申请。这当中，又有八个案件被批准获得调

卷令，84 个案件被判遵循这九个予以调卷的案子，37 个案件被判遵循

本案。难怪数据显示虽然许多州的死刑制度是以民主投票的方式获得通

过的，理论上说其合宪性也已经获得联邦最高法院的认可，但是似乎（译

者加：这些死刑制度）仍然无法正常运作，最多仅是一出模仿立即或及

时伸张正义的滑稽戏。截止至 1990 年 5 月，美国还有 2327 名犯谋杀罪

的待决死刑犯；在 1972 年弗尔曼案判决后只有 123 人被执行了死刑。 

3. 如果由法官或陪审团来作出量刑决定，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在沃尔顿诉亚

利桑那州（Walton v. Arizona）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所审查的制度给予法官

认定加重以及从轻情节的权力和作出量刑判决的权力。尽管联邦最高法院距

今较近的判例（阿帕伦德诉新泽西州（Apprendi v. New Jersey），530 U.S. 466 
(2000)）规定，除了犯罪前科，任何可能使得被告面临更重刑罚的事实认定

（比如一个加重情节）都必须由陪审团认定。但是在死刑案件中（林诉亚利

林桑那州（Ring v. Arizona），536 U.S. 584 (2002)），有三个州（佛罗里达州、

阿拉巴马州和特拉华州）25 仍然规定法官具有判处被告死刑或较轻刑罚的最

终决定权。由法官或陪审团决定死刑量刑，各有哪些利弊？ 

4. 如何看待被害人权利？自沃尔顿（Walton）案以来，联邦最高法院已经扩大

了可以引入择刑阶段的证据的范围，但是这和从轻处罚并无必然关联。被害

人家属被允许在死刑量刑阶段发表更多的意见（详情见第六章）。可以预见

的是，这一证据能够进一步促使陪审团作出死刑判决。这使得择刑更为公正

                                                 

24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每年的开庭期一般始于 10 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于来年的 6 月底或 7 月初

结束，进入为期三个月的夏季闭庭期。最高法院仅在开庭期听取案件，撰写判决。 

25  公正司法倡议组织，“法官否决权”，见 http://eji.org/eji/deathpenalty/override。Equal Justice  
Initiative, Judge Over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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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还是更为不公正了？增加了恣意性还是减少了恣意性？你认为斯蒂文斯

大法官会希望无条件地保留“个别化考量”这一说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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