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对非致命性1 贩运毒品适用死刑？2  

          肯尼迪诉路易斯安那州（Kennedy v. Louisiana）与《联邦死刑法案》 

I. 主题与案件背景 

简介 

目前美国有两部成文法允许对散布国家管制毒品数量较大的行为（“贩运毒

品”）适用死刑：佛罗里达州法律3 和联邦法律4（后者仅适用于在联邦法院提起

的公诉--迄今为止只占美国刑事诉讼的小部分）。至今尚未有人在州法院或联邦

法院对这两部针对贩运毒品的死刑法律的合宪性提出质疑，究其原因也许是检察

官从未在不涉及被害人死亡的贩运毒品案件中援引其中任何一部法律要求对被

告判处死刑。因此，美国没有判例法直接分析判定对单纯的贩运毒品行为适用死

刑的法条是否合宪。无论在州法或是联邦法之下，情况均如此。 

因此要在本书中探讨法院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多少存在一些挑战性。但是，

对贩运毒品适用死刑是当前中国国内热议的话题之一，而且也许有朝一日美国联

邦最高法院将不得不就这些法律的合宪性做出判决，因此本章将规定贩运毒品死

刑适用的成文法是否合宪提上讨论日程。 

                                                 

1 译者注：英文原文“non-homicide”，即未致人死亡，本章译为“非致命性”；国内有的学者使

用“非致命性”，见高铭暄，“削减死刑罪名的价值考量”，赵秉志，“中国逐步废止死刑论纲”，

魏昌东“2005 年度死刑问题研究述要（上）”；也有学者使用“非命案”，见陈罗兰，“死刑案刑

事和解弊端及限制使用”。 

2 “贩运毒品”是一个概称，美国各个司法辖区的法律对其定义不一。有些州规定“贩运”之罪

仅限涉案毒品达到一定较大数量的情况，因此，在这些州“贩运毒品罪”指的是，比一般非法持

有、传播、或以传播为目的而非法持有管制毒品更加严重的犯罪行为。但是，联邦法律下“贩运

毒品”这一罪名定义较宽，对涉案毒品数量也不设槛限要求，泛指非法持有、制造、散布、传播、

运输、进口、出口管制毒品，或为制造、散布、传播而非法持有管制毒品的行为。比如，见《美

国法典》第 18 章第 924（c）（2）节、第 801 节及后续章节、第 21 章第 951 节及后续章节，和

第 46 章第 70501 节及后续章节。不过，联邦法下对这一犯罪的量刑取决于涉案毒品数量。各州

和联邦的死刑制度都要求，具有特殊加重情节的贩运毒品行为才是可以适用死刑的犯罪行为；联

邦法的要求是，如果犯罪实施过程中没有造成死亡后果，只有情节特别严重的贩运毒品行为才属

于可以适用死刑的犯罪行为。见《美国法典》第 21 章第 848（e）节（可以对造成［至少］一人

死亡的、有组织的贩运行为适用死刑），和第 18 章第 3591（b）节（对贩运行为及与其有关的杀

人未遂适用死刑，需要满足的要求包括，涉案毒品数量较大且［被告］在该持续性的犯罪集团中

担任组织管理的角色）。 

3《佛罗里达州法典》第 921.142 节（如果至少一个加重情节得到认定，则可以对单纯的贩运毒

品行为适用死刑）。 

4《美国法典》第 18 章第 3591（b）节（1994“毒枭”死刑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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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一个跟贩运毒品完全不相关的案子里（案件本身探讨的是对强奸儿童

但未致人死亡的行为适用死刑是否合宪），肯尼迪诉路易斯安那州，简称肯尼迪

（Kennedy）案，联邦最高法院对致命性犯罪和非致命性犯罪5 的区别，以及这

两种类型的犯罪各自与死刑的关系作了详尽分析，使得本章的讨论可以稍微顺风

驶船。在该案的附带判决意见（dictum）6 中，最高法院的分析以“侵害个人法

益的犯罪”和“危害国家的犯罪”划界进行区分。在该案的判决意见中，最高法

院认为至少在“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这一类别下，在非致命性案件中适用死刑

是违宪的，因为根据第八修正案禁止“残酷和不寻常的处罚”的规定，死刑对于

被告所犯之罪而言是“过度”和“不成比例”的惩罚。不过，最高法院对另一个

类别--“危害国家的犯罪”--比如贩运毒品罪（以及叛国罪和间谍罪）存而不论，

保留了即便犯罪行为未导致他人死亡，死刑也不是宪法所禁止的“过度”刑罚这

种可能性。 

虽然肯尼迪案涉及强奸儿童而非贩运毒品，但是我们将其作为本章的中心内

容，因为：1）最高法院在肯尼迪案的判决意见中对非致命性案件不适用死刑这

一原则作了最全面和最新的论述, 并且提出了一个潜在的转折--贩运毒品，即便

未导致他人死亡，可能也不属于受前述原则约束的犯罪类别；2）无例可援，最

高法院、各州上诉法院和联邦各上诉法院都没有解答在非致命性贩运毒品案中适

用死刑是否违宪。 

A. 美国当代毒品立法与政策回顾：“禁毒战争” 

要讨论美国的毒品与死刑就不得不先提到“禁毒战争”：“禁毒战争”旨

在打击毒品贩子, 于上世纪 70 年代由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发起且持续至今。7  
许多美国人将此视为美国特色，其实这只是一孔之见：统计数据显示越来越多

的国家允许对贩运毒品适用死刑，这多少反映了近 30 年来对抗毒品已经成为一

个全球运动：“1979 年，一项调查研究了 125 个国家对贩运毒品的处罚措施，

                                                 

5 译者注：英文原文“do not take a human life”，意为未致人死亡，本章译为“非致命性”，见

前注 1。 

6 译者注：英文为“dictum”，指法官在法庭判决意见中就某一并非与案件审理结果必定相关的

法律问题或并非为确定当时的权利而必要解答的法律问题所发表的意见。这种意见在论证时有论

述价值，但是不能作为判例的一部分约束以后的案件。 

7 “禁毒战争”这个名称从何而来已经很难考证，但其政治渊源相对明确，见克莱尔·沙德士, 

“禁毒战争”,载《时代杂志》,2009 年 3 月 25 日，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
1887488,00.html。“虽然美国政府打击毒品犯罪已经有好几十年--1954 年艾森豪威尔（Eisenhow-
er）总统召集了一个 5 人内阁委员会来‘铲除毒瘾’--直到 1973 年尼克松（Nixon）总统建立美

国毒品执行局以示不遗余力在全球范围内对抗毒品危害，‘禁毒战争’这一口号才被广泛使用。”

详见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887488,00.html#ixzz1nCV1K5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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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显示有 10个国家允许适用死刑。截止到1995年，这样的国家至少上升

至 26 个，除美国以外，亚洲有 15 个，中东和北非有 10 个。”8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联邦与各州的立法机关明罚赦法，通过大量立法

加重与毒品犯罪有关的刑罚处罚，并通过规定强制最低刑鼓励对此类犯罪严加

惩处，一时间，毒品案件堆积如山，各地监狱人满为患。1972 年的弗尔曼

（Furman）案实质上全盘否定了美国当时的死刑法律（详见第一章），此后联

邦政府一直没有恢复联邦法下的死刑制度，直到在“禁毒战争”正酣之时通过

1988 年《反毒品滥用法》。9 《反毒品滥用法》中的“毒枭法案”允许对任何“在

参与犯罪集团过程中故意杀人，或是建议、命令、促使、引诱、导致他人被故

意杀害”的被告适用死刑。10 不过，该法案仍将存在[与毒品]有关的杀人行为

作为死刑适用的必要条件。另外两种与毒品有关且涉及杀人行为的犯罪在这一

法案之下也可以适用死刑。11 1994 年，国会通过了《暴力犯罪控制与执行法  
案》,内含《联邦死刑法案》。《联邦死刑法案》不仅使得可以判处死刑的联邦

罪名激增至 60 个左右，而且将更多与毒品有关且致人死亡（主观上故意致人死

亡或轻率漠视他人生命安全）的违法行为纳入死刑之下并为此类行为新增了加重

                                                 

8 罗杰·胡德,“死刑: 全球视角下的美国”，载《国际法和国际政策期刊》，第 6 卷，第 530-31
页（1997）。Roger Hood, The Death Penalty: The USA in World Perspective, 6 J. Transnat'l L.
 & Pol'y 517, 530-31 (1997)。 

9 依琳·康纳尔，“刑法：联邦死刑法律对美国死刑政策制定和刑事正义实施的削弱”，载《刑法

和犯罪学期刊》,第 100 卷，第 155-56 页（2010）。又见，克里斯多夫·卡特尔,“评论：死而复

生：联邦死刑法律的重新确立”，载《西雅图大学法学评论》第 23 卷，第 1200-01 页（2000）， 
“截至 1988 年，‘禁毒战争’在美国已是使用频率极高的俗谚口碑。为了缓解管制毒品涌入美国

带来的社会问题，国会使尽浑身解数遏制毒品走私。最为显著的措施之一便是通过了“毒枭法案”，

作为《美国法典》第 21 章第 848 节，打造了联邦法下对几个与毒品交易有关的犯罪适用死刑的

法律。虽然《毒枭法案》的立法史相当有限，但是通过这一法案来打击毒贩是禁毒战争发展的必

然结果，而且鉴于死刑在国内大得人心，罚罪吊民也在意料之内。《毒枭法案》于政治风暴的漩

涡之中诞生。有评论说国会[通过该法案]之仓促最清楚地体现在其疏忽大意而完全没有提及死刑

执行的时间、地点、方式和程序。选举年，很明显国会对死刑法律兴趣盎然不过是为官样文章，

徒有审美意义，毫无实用价值。” Eileen Connor, Criminal Law: The Undermining Influence Of 
The Federal Death Penalty On Capital Policymaking And Criminal Justice Administration In  
The States, 100 J. Crim. L. & Criminology 149, 155-56 (2010). See also, Christopher Cutler, 
Comment: Death Resurrected: The Reimplementation of the Federal Death Penalty, 23 Seattle 
U. L. Rev. 1189, 1200-01 (2000)。 

10《美国法典》第 21 章第 848（e）节。 

11《美国法典》第 21 章第 841（a）节；第 21 章第 841（b）（1）（A）节,第 21 章第 848（e）（1）
（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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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12，但另一不寻常之举是规定了对“毒枭”适用死刑无需相关的杀害作为前

提这一例外情况。13 基本上，1988年至1996年的这一立法潮过后，许多和毒品

略有沾边且涉及[至少]一人死亡的犯罪在联邦法下均构成死罪；而且，如果是

涉案毒品数量巨大的贩运毒品犯罪，或是实施贩运毒品行为的犯罪集团头目杀

害或命令他人杀害公职人员、陪审员、证人或前述人员家人未遂,那么死刑的扩

张适用无需证明[至少]一人死亡（这通常也被称为 1994 毒枭死刑法案）。 

涉及贩运毒品和其他与毒品有关的谋杀案以往一贯是留给各州检察官（根据

各州不同的法律）处理的，但是当“禁毒战争”开始成为全国倾耳注目的焦点之

时，与毒品交易有关的各类犯罪被列为联邦检察官的工作重点。14 期间，美国

检察总长（在美国联邦法院出庭的首席检察官）办公室加大了对涉及贩运毒品和

其他与毒品有关的谋杀犯罪的追诉力度（联邦法院对这类案件也有司法管辖权，

只是在过去一直选择不行使该管辖权），尽管现今这类联邦公诉案件的绝对数量

仍较小。15 这一公诉政策的转变意味着，即使是在那些已经（在事实上或法律

                                                 

12《美国法典》第 18 章第 3592 节；虽然联邦法下新增的死刑罪名主要出现在《联邦死刑法案》

中，1996 年的《反恐怖主义暨有效死刑法》也为联邦法添加了 4 个可以适用死刑的犯罪罪名。 

13 康纳尔文，第 156 页。要了解之后联邦死刑法律扩张的大致情况，见约翰·卡宁汉,“评论：

 联邦法庭的死刑：1994 联邦死刑法案的期盼与现实”，载《里士满大学法学评论》，第 32 卷，

第 939-40 页（1998）。（“作为 1994 年的《暴力犯罪控制与执行法案》的一部分,《联邦死刑法案》

的通过极大地扩张了[联邦死刑]。最近与毒品有关的凶杀和恐怖活动激起汹涌民愤,可见美国公

众希望通过扩大和加快适用死刑来遏制暴力犯罪,1994 年国会凭借三倍于反对票数量的赞成票

将可以适用死刑的联邦犯罪增加到 60 个, 主要就是对这种公众呼声的回应。”）John Cunningh- 
am, Comment: Death In The Federal Courts: Expectations And Realities Of The Federal Death
 Penalty Act Of 1994, 32 U. Rich. L. Rev. 939, 939-40 (1998)。 

14 《美国法典》第 18 章第 3591（b）节；又见康纳尔文, 第 156 页。三个最经常被用于提起公

诉的、可以适用死刑的联邦罪名中，有两个是与毒品有关的杀人犯罪。“比如，提起公诉时最常

使用的联邦法死罪罪名包括--在实施违反《美国法典》第 18 章第 924（j）节规定的暴力犯罪或

贩运毒品过程中持枪杀人,或者在实施与前述暴力犯罪或贩运毒品有关的行为时持枪杀人；为协

助进行违反《美国法典》第 18 章第 1959（a）节规定的有组织敲诈勒索行为而实施谋杀；为促

进违反《美国法典》第 21 章第 848（e）（1）（A）节规定的持续性毒品犯罪集团的活动而实施谋

杀--前述每一项所针对的行为均依各州州法规定。”译者注:“有组织敲诈勒索行为”，英文原文

“racketeering”,详细解释可见 http://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18/1961。 

15 康纳尔文, 前注，脚注 135。在以死罪起诉且提及“禁毒战争”的公诉案件中，各种族被告所

占比例相去甚远，据司法部解释原因如下：“1995 年至 2000 年间，美国[政府]律师[即联邦检察

官]建议对 494 人适用死刑，其中 85 人为白人，242 人为黑人…司法部不认为联邦死刑法律的执

行过程中存在种族差异的现象…承认‘少数族裔在所有联邦死刑案件被告中所占比例大于其在总

人口中所占比重，’但是…‘这不是由于存在任何形式的歧视’，而是因为‘多数进行有组织贩运

毒品活动的团伙都是由少数族裔结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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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废止了死刑的州，谋杀案被告还是可能被检方以死罪诉至联邦法院，尤其是

被指控的致人死亡犯罪同时涉及毒品或是贩运毒品的时候。16  

这一针对毒品供应方的长期作战近来成为众矢之的。有人希望“禁毒战争”

的策略能够改弦更张，其中由亚利桑那州上诉法院的一位法官提出的批评就很有

代表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制定的大部分针对毒品犯

罪、违法行为的强制性处罚条款…都格外忽视威慑作用…虽然可能有遭

到逮捕、受到监禁、受伤和死亡的风险，贩运毒品给社会底层人们带来

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回报远远高于从事合法经营可得之收益。往往几个毒

贩方才被捕，不出若干小时他们空出来的位置便有人顶上了。在 80 年

代，保守的家长团体强烈要求政府针对可卡因和海洛因之类的硬性毒品

采取措施。严刑峻法是政客对此典型的回应。这种做法在解决实际问题

上效果不彰，在缓解政治压力上却屡试不爽。公众常常天真地被动接受，

认为如此便可“包治百病”，而不问“以刑去罪”是否确实可行。这一

政治姿态造就了一系列逐步升级的循环。对毒品交易的打击力度应公众

的要求有增无损。17 

以上评论点名“保守的家长团体”（和意图取悦这些团体的政客），认为那

是对毒品犯罪的处罚力度得以加强的主要推动力，但是并非所有的保守派都在

同一阵营。像上文引述的那位亚利桑那州法官一样，近年来，一些保守派领袖

在禁毒战争[问题上]所持立场有所软化。18 保守派犯罪学家詹姆斯·Q·维尔

                                                 

16 康纳尔文, 第 160-61 页。昆诺内斯（Quinones）案恰好清楚反映了这一现象，见本书第一章

结束部分。“昆诺内斯被控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杀害一名纽约市警署（NYPD）的卧底警员。虽

然昆诺内斯的犯罪行为符合联邦法下为促进持续性犯罪集团的活动而实施谋杀这一指控，但其犯

罪可以被认为是当地犯罪：昆诺内斯不过是个三流的小毒贩；被害人是纽约市警署侦查队队员；

谋杀动机是对纽约市警署执行的一起逮捕进行报复；谋杀发生在布朗克斯区并由纽约市警署负责

侦查。当时纽约州有死刑，但是布朗克斯区的检察官罗伯特·强森（Robert Johnson）秉承不向

法庭申请死刑的原则…虽然联邦检察官不建议在该案中申请适用死刑，但是美国检察总长推翻了

这个建议。司法部请求[法庭]判决被告死刑，声称以便维持全国死刑适用的统一性。联邦法庭的

陪审团判定昆诺内斯有罪，但仅判他终身监禁。” 

17 鲁道夫·戈博（Rudolph Gerber）法官，“论非正义的分配”，载《亚利桑那州大学法学评论》，

第 43 卷，第 154 页。Judge Rudolph Gerber, On Dispensing Injustice, 43 Ariz. L. Rev. 135,   
154。 

18 比如，见，杰西·麦金利，“派特·罗宾逊说大麻应被合法化”，载《纽约时报》，2012 年 3 月

7 日，http://www.nytimes.com/2012/03/08/us/pat-robertson-backs-legalizing-marijuana.html。Jesse  
McKinley, Pat Robertson Says Marijuana Should be Legal,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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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就是其中之一，据他观察，“实质性地减少毒品滥用只能通过控制毒品需求

面来实现…进一步加大打击毒品供应的力度[即加强法律手段]能够产生的边际

效用很可能微乎其微…我不知道有哪个严肃的执法人员会对此提出异议。警察

接受采访时通常会说，这一仗毫无胜算，充其量是种牵制战罢了。”19 

而且，对禁毒战争的总体态度也许正在软化，但是法律层面的现实则是禁毒

战争将联邦成文法下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门槛降到了之前的“一命抵一命”之

下，并且赋予了联邦检察官对非致命性的大规模贩运毒品建议适用死刑的权力，

这也被称为 1994 毒枭死刑法案20，虽然在该立法通过后的近二十年间，这一法

案从未被启用，因此其合宪性也还未得到充分检验。 

B. 根据联邦法对“毒枭”适用死刑 

大规模贩运毒品罪是美国联邦法下为数不多的可能适用死刑的非致命性犯

罪。大多入选可以判处死刑的非致命性犯罪都涉及直接危害国家安全，比如叛国

罪和间谍罪, 因此贩运毒品数量较大的犯罪即便在这一系列罪名中也属异类。然

而它并不是尘封的法典中记载的前朝遗物，而是国会在最近二十年间通过的相对

较新的联邦法律。可是即便有再多的特别之处，它却甚少被人提起--大多美国人

甚至不知道可以以贩运毒品罪处决一个人。这很可能是因为尚未有人因该法案被

执行死刑（甚至尚未有人因该法案被判死刑）。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别处，比如，

更加引人非议的不是法律针对贩运毒品数量较大的行为规定了死刑，而是联邦检

察官在推动对与毒品有关的杀人案件适用死刑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21 

鉴于联邦最高法院尚未直接对 1994 毒枭死刑法案（即便犯罪行为未造成死

亡的后果，也可以对毒贩头目适用死刑）规定的死刑是否合宪作出判决，在此我

们将秉承普通法学术界彰往考来的传统来做个预测。需要解答的是，如果有人将

这一问题诉至法院，我们根据什么来判断最高法院会支持或是禁止在非致命性贩

运毒品案件中适用死刑？需要分析评估的是，最高法院就非致命性案件死刑适用

所作判例法的外延。要而论之，最高法院判案依据的原理是，如果遭受侵害的是

个人法益，死刑仅适用于非常小那部分涉及被害人死亡的犯罪，甚至连强奸儿童

的暴力犯罪都不在此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允许对大规模贩运毒品适用死刑的联

                                                 

012.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2/03/08/us/pat-robertson-backs-legalizing-marijuana.ht
ml。 

19 戈博文，第 143 页。 

20 戈博文，第 143 页。 

21 比如见，康纳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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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法律当然不合宪。这始末原由不乏有趣之处，是个对美国死刑制度和宪法制度

进行案例研究的契机，应该能够为读者呈现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正反两方论战的

妙语灼见。 

II. 案件与分析 

肯尼迪诉路易斯安那州，554 U.S. 407（2008）。 

前言： 

虽然肯尼迪诉路易斯安那州一案讨论的是对强奸儿童的罪犯执行死刑是否

符合宪法规定，而不是一个有关毒品犯罪的案件，我们研究此案原因如下：首

先，如上文所说，美国根本没有要求对非致命性贩运毒品案件的被告判处死刑

的案例。其次，肯尼迪案是美国死刑制度中一个开创性的判例，了解个中逻辑

对理解美国现代死刑制度至关重要。如果此案中法院判定将强奸儿童规定为死

罪的路易斯安那州法律是合乎宪法规定的，那么侵害个人法益的非致命性犯罪

中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数量也许就会大幅增加。 

A. 争议焦点 

如果被告强奸儿童,但未造成或未意图造成被害人死亡，那么对其适用死刑

是否违反了联邦宪法第八修正案关于残酷和不寻常的处罚的禁止性规定？这一

问题的答案对立法机构将贩运毒品划归为可以适用死刑的犯罪又有什么影响？ 

B. 案件事实 

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居民派瑞克·O·肯尼迪（Patrick O. Kennedy）被

控强奸他 8 岁的继女。肯尼迪极端地暴力，对女孩的性器官造成了严重损伤以致

于医生不得不通过急诊手术对伤口进行缝合。肯尼迪宣称自己是清白的，并信誓

旦旦地说是两个本地男孩所为，检方提出如果认罪就可以免除被判死刑的风险，

肯尼迪却拒绝进行辩诉交易。22 路易斯安那州检方以加重强奸罪对其提起公诉，

指控肯尼迪对他时年 8 岁的继女实施强奸。陪审团判定肯尼迪罪名成立，并且一

致同意判处其死刑，依据是一项允许对强奸不满 12 岁儿童者适用死刑的路易斯

安那州州法。该法于 1995 年通过，肯尼迪是据此被判处死刑的第一人。他在州

                                                 

22 最高法院调卷令申请书，第 7 页，肯尼迪诉路易斯安那州，2007 U.S. Briefs 343 (No. 07-  
343), http://www.deathpenaltyinfo.org/Kennedypeti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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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对定罪和量刑提出上诉，主张在侵害个人法益的非致命性案件中适用死刑属

于违宪，因为库克诉佐治亚州（Coker v. Georgia）23 一案已经宣布对强奸成年人

的被告适用死刑是违反宪法规定的。州最高法院维持原审的定罪和量刑，认为虽

有库克案在先，但儿童是一个需要特殊保护的群体，并强调自 1995 年以来除路

易斯安那州之外还有 4 个州将强奸儿童定为死罪，且另有至少其他 8 个州允许对

非致命性犯罪适用死刑。在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的论述中, 那些新通过的允许

对非致命性犯罪适用死刑的州法举足轻重，因为多个影响深远的联邦最高法院死

刑案判决均认为，法院在衡量某一刑罚是否是联邦宪法第八修正案所禁止的“残

酷和不寻常的”处罚时，对其他指标进行考量之余还应当考查各州立法机关的立

法史，据此衡量公众对该刑罚的认可程度。但是在那些最高法院判例中（特别是

洛普诉西蒙斯（Roper v. Simmons），543 U.S. 551, 和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州

（Atkins v. Virginia）,536 U.S. 304），各州立法选择所呈现出的变化趋势才是关键

所在，而非单纯的个数多少。因此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认为，允许对强奸儿童

适用死刑的州个数虽少但有增无已，这一趋势表明全国范围内有相当一部分公众

认为强奸儿童其罪当诛。 

以下是联邦最高法院对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论证的复述： 

接着州法院考查“强奸儿童之人是否属于罪大恶极的罪犯”。法院指出

这种犯罪的严重性，言明处决强奸儿童之人能够达到威慑和报应的目

的，而且认为与洛普（Roper）案和阿特金斯（Atkins）案不同的是，本

案上诉人并不具有可以减轻其道德过错的特征。州法院的结论是：“就

应该适用[死刑]而言，一级谋杀罪之下的所有其他非致命性犯罪无出其

右。”基于此，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判定该州法符合宪法规定，驳回

上诉人提出的、以强奸不满 12 岁儿童为由适用死刑不是罚当其罪的主

张。[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卡勒杰罗（Calogero）发表了反对意见。

他认为库克案“制订了一条既清楚明晰又易于操作的规则”，那就是第

八修正案禁止对任何不涉及被害人死亡的犯罪行为适用死刑。24 

C. 判决 

随后，肯尼迪将案件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路易斯安那州

最高法院维持下级法院量刑决定的判决，在意见书中特别指出：宪法第八修正案

禁止路易斯安那州对强奸儿童但未致其死亡，或未意图致其死亡的行为适用死

                                                 

23 库克诉佐治亚州，433 U.S. 584 (1977)，简称库克（Coker）案。 

24 肯尼迪诉路易斯安那州，第 4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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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而且一般来说，“对于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死刑的适用不应扩张至未剥夺

被害人生命的情况”。最高法院的判决理由如下： 

1. 罪刑相当与量刑理由。根据刑罚必须有轻重层次且与所犯之罪成比例这一

正义原则，参照不断发展的文明标准，死刑的适用对象必须限于“那些实

施了少数‘最严重的犯罪’且因罪大恶极而‘最应当被执行死刑’的犯罪

分子。”即便是强奸儿童的强奸犯也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因为没有人因此

丧命。 

2. 历史与证明现代标准的客观证据。考量受到现代标准影响的各种法律渊

源，包括强奸儿童和其他非致命性犯罪的死刑适用制度的变迁、现行有效

的各州州法和新通过的立法、以及 1964 年以来死刑执行的数量，可以发

现反对动用死刑对强奸儿童犯罪进行惩罚已是一个全国性的共识。 

3. 不断发展的文明标准。最高法院根据自己确立的先例及自己对宪法和宪法

所保障之权利的理解，独立考查论证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强奸儿童之“罪”

与死刑之“刑”并不相当，且不断发展的文明标准要求法院对允许扩大死

刑的适用范围慎之又慎，特别是当犯罪实施过程中没有出现致人死亡的情

况时。 

D. 分析 

1. 犯罪行为的客观严重性和罪犯的主观犯意25；死刑的适用对象必须限于

“那些实施了少数‘最严重的犯罪’且因罪大恶极而‘最应当被执行死刑’

的犯罪分子。”26   

在肯尼迪案中法院首先回顾了宪法所承认的刑罚依据：改造，威慑和报应。

报应常常被等同于“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一理念，偶尔被一些学者和法学

家看作是一种非常原始的正义观，在弗尔曼案中，少数[最高法院]大法官甚至

将报应斥为不合法的刑罚依据。27 不过，1976 年系列死刑案件再次确认报应是

                                                 

25 “犯意--Mens rea”是拉丁语，指被告实施违法行为时的“主观状态”，是界定被告罪责程度

并由此决定刑罚惩处力度的根据。 

26 肯尼迪诉路易斯安那州，第 420 页，援引洛普诉西蒙斯，第 568 页，及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

州，第 319 页。 

27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源自《摩西五经》，即希伯来圣经或“旧约”；《出埃及记》也常常被

认为是其出处。这个谚语既为惩罚划定了边界，同时也为惩罚的正当性提供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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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校准量刑的传统依据，（在某种意义上说）将报应复兴为一种指标或上限，

既用来规范罪与刑相当之程度，也对刑罚宽严作出限制而不论其改造或威慑的

效果如何（比如，如果政府规定违章穿越道路—或是多种其他犯罪--最高可被判

死刑，可能很少人会认为这样的法律不会收到相当好的威慑效果；但是事实上

最高法院已经规定，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根据实用主义原则制定规范时也必须

遵守“一命抵一命”这个前提）。最高法院在此指出，不论某一刑罚的威慑效果

如何，宪法第八修正案限制对个人判处超过其所犯之罪严重程度的刑罚。 

不断发展的文明标准必须包含和体现对个人尊严的尊重，惩罚犯罪必须

与该文明准绳相一致。正如我们稍后会讲到的，刑事惩罚的合理性源于

改造、威慑和报应这三个主要依据中的一个或多个…其中最后的那个依

据，报应，最经常与法律的出发点相矛盾。这是本院在死刑案件中解读

第八修正案时特别关注的一点。一旦对被告科以死刑，法律就有可能因

此悖逆宪法对文明和克制的坚持，面临直落野蛮的风险。有鉴于此，我

们说过死刑的适用对象必须“限于那些实施了少数‘最严重的犯罪’且

因罪大恶极而‘最应当被执行死刑’的犯罪分子”。虽然死刑并非一律

是违宪的，见格雷格诉佐治亚州（Gregg v. Georgia），但本院恪守对可

适用死刑的情况进行限制的立场。28 

最高法院继而转向自己的先例，考量其之前对死刑适用作出的限制。其中

明确无疑的是这种“[基于]报应的分析”不仅考虑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还考

虑被告犯意的恶性程度。法院认为以剥夺生命的方式进行惩戒需要满足极高的

标准，而对成年人实施强奸并未达到那个地步。 

“‘对强奸应该严惩不贷，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就道德败程度和

给个人与社会带来的危害而言，强奸与谋杀不能相比，后者是确确实实

涉及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虽然实施过程中可能伴随其他的犯罪行为，

但是强奸，根据其定义本身，并不涉及…他人死亡。谋杀犯取人性命，

但是强奸犯，如果仅仅是强奸的话，并没有杀害…’”29   

然而，在论述死刑适用必须从报应的角度达到罪刑相当时，最高法院对被

告主观犯意的强调和对其罪行客观严重性的强调是等量且相关的。肯尼迪案之

前的最高法院判例法规定，青少年被告和智障被告，即便实施了谋杀也不具备

                                                 

28 肯尼迪诉路易斯安那州，第 420 页。 

29 前注，第 427-28 页，援引库克诉佐治亚州，第 5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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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死刑适用必要条件之一的个人责任能力。30 另外，根据最高法院判决，对

一个协助和教唆他人实施抢劫的成年被告而言，虽然抢劫最终导致他人死亡，

但是只要该被告没有杀害或企图杀害他人，也没有希望发生杀害的结果，他就

不能被判处死刑。一系列的判例规定了宪法禁止对致人死亡的被告适用死刑的

各种情况，安蒙德诉佛罗里达州（Enmund v. Florida）31 一案一度处于这道生死

分水岭的最高处[即该案划定了对致命案件被告适用死刑所必需的最低的主观恶

性程度--译者注]。最高法院在安蒙德（Enmund）案中反复强调“谋杀犯”和“抢

劫犯”在道德上有本质区别，指出虽然“抢劫是应当严加惩处的恶性犯罪”，

但是在“严重性和不可逆”方面均有别于死亡。32 如果被告是致人死亡犯罪的

从犯但不具备致人死亡的故意，适用死刑是否合宪？对此问题进行探讨的最新

近的最高法院判例，提森诉亚利桑那州（Tison v. Arizona）33，稍微放宽了对非故

意致被害人死亡的被告适用死刑的主观方面的限制。在提森（Tison）案涉及的

越狱事件中，各从犯虽然没有杀害被害人，但是积极地、实质性地参与一个危

险的集团且其行为显示出“对他人生命安全的轻率漠视”，[因此]根据宪法规

定仍然可以被判处死刑。34 

                                                 

30 洛普诉西蒙斯，543 U.S. 551 (2005)（青少年犯罪），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州，536 U.S. 304 
(2002)（智障被告）。 

31 安蒙德诉佛罗里达州，458 U.S. 782 (1982)。 

32 前注。 

33 提森诉亚利桑那州, 481 U.S. 137 (1987)。 

34 前注。提森案判决的意义相当重大，因为虽然中国刑法最严厉惩处的故意杀人罪项下存在一

种轻率故意的主观状态[译者注：英文原文“reckless intent”,指“轻率故意”，大致相当于“间

接故意”]，但是美国的刑事法律与此不同，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对实际上不具有致人死亡故意的

谋杀案被告适用最为严厉的刑罚。重罪谋杀是这条美国法规则下一个特别的例外，在单一被告的

情况下法律推定行为人具有杀人的故意，更为常见的则是，在存在同案被告的情况下，出于威慑

和惩处可能致人死亡的重罪犯罪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政策性考虑，通过法律拟制将致人死亡的故意

移植到同案犯头上。最高法院在安蒙德诉佛罗里达州一案中判定，案中被害人为抢劫案同伙所杀，

在没有证据显示罪犯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时，参与持枪抢劫[这一行为]本身，并不足以证明

该罪犯具有致人死亡的罪责进而构成对其适用死刑的理由。积极参与一项更加确定发生致死结果

的犯罪是否可能表明罪责性已经达到可以适用死刑的程度，安蒙德案判决对此未作定论。之后最

高法院在提森案中对一个类似的情况进行了考查，此时最高法院认为即便没有具体的“杀人的[直

接]故意”，“轻率漠视他人生命安全”[译者注：英文原文“reckless disregard”]也显示出一种恶

性程度较高的主观状态，当与深度参与重罪犯罪且该重罪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于共同重罪犯之手

[这一情节]相结合时，就可以成为适用死刑的理由。然而，在证据并未显示被告实际上意图致人

死亡的情况下允许[对其]适用死刑是比较极端的，时至今日这也是最高法院在被告主观状态尚未

达到实际上具有致人死亡的故意时容许对致人死亡行为适用死刑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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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在肯尼迪案判决中写道，在本案之前，对于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适

用死刑的前提条件是致人死亡的后果以及相应的犯意。 

2. “反对对强奸儿童犯罪适用死刑是一个全国性的共识” 

a. 陪审团决议和各州立法的趋势是体现现代标准的客观证据 

如何认定全国就“残酷和不寻常的处罚”达成共识是最高法院就第八修正

案进行的分析讨论中最为错综复杂的一点。在作出一个如此抽象和主观的论断

时，有哪些客观标准可为最高法院所用？在这个庞大而多元的社会里充斥着各

种价值理念和对“罪有应得”的不同理解，要想确定什么犯罪和哪个被告达到

了死刑适用的门槛并非易事。有些保守派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认为，要确定全国

就残酷和不寻常的处罚达成的共识，唯一公正的方法是考查当初起草《权利法

案》之时“残酷和不寻常的处罚”这一条款的含义，而且如果要在该法条原意的

基础上对各州通过死刑实现报应目的的权力作出进一步限制，就必须首先通过

修正案对宪法进行修改。另一些改革派的大法官则认为，最高法院的判决若要

做到符合宪法规定就必须将过去 200 年的法制变迁和移风易俗也囊括其中。另

外，任何一种对“美国人民的价值观与传统”的解读究竟能有多少客观性也是争

论的议题之一。 

各种不同的见解在辩论中相互切磋，逐渐形成一个体现各方妥协的基本框

架--要求法官给予某些历史和法律因素更多的考虑。具体来说，大法官们必须

考查各州立法机关所通过的跟某些刑罚有关的立法，以及法院和陪审团贯彻实

施这些法律的情况。这些在最高法院的判例法中被称为“反映社会标准的客观

指标”，不过也许称之为法院能够想到的“最接近客观的”指标会更为贴切。

皆因在一个对死刑见仁见智观点泛滥的民主社会，想要搞清楚“社会大众现在

和一直以来都是怎么想的”，在唇枪舌剑中产生的政治决策和司法判决就是最

佳风向标。 

认定有关强奸儿童案死刑适用的立法史、司法史及传统时，最高法院运用的

方法也许会引起读者朋友的兴趣： 

存在客观指标显示反对用死刑来惩罚某一犯罪已成为共识，这是洛普

案、阿特金斯案、库克案和安蒙德案考查的有关问题，本案中我们将沿

用这些案件的论证方式。从强奸案死刑适用的历史着手分析就颇具指导

性。 

1925 年，18 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联邦政府的法律允许对强奸儿童或

成年人适用死刑…1930 年至 1964 年间，共有 455 人因此被执行死刑…

 

© 亚
美

法
研

究
所

 

 

© U
.S.-A

sia
 Law

 In
sti

tut
e 

 



第四章    对非致命性贩运毒品适用死刑？肯尼迪诉路易斯安那州 

    （Kennedy v. Louisiana）与《联邦死刑法案》 

13 

 

就我们所知， 最后一个因为强奸儿童而被执行死刑的罪犯是 1964 年被

执行的罗纳德•沃夫（Ronald Wolfe）…  

1972 年，弗尔曼案否决了大多数当时授权对强奸犯罪适用死刑的州法；

弗尔曼案之后，仅有 6 个州重新通过了将强奸定为死罪的法律。其中 3
个州--佐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规定死刑的适用范围包

括所有的强奸行为。另外 3 个州--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和田纳西州

则仅将强奸儿童纳入死刑之下…之后这 6 部法律均因与联邦法或是州

法冲突而失效。 

1995 年路易斯安那州再次将强奸儿童定为可以适用死刑的犯罪…根据

现行的路易斯安那州州法，任何与 13 岁35 以下儿童发生的性行为，不

论是肛交、阴道性交或是口交都属于加重强奸犯罪并且可以适用死刑。

对被害人年龄的误解不构成抗辩的理由，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法律

规定的是一种严格责任。之后有 5 个州效仿路易斯安那州的做法…其中

4 个州规定的死刑适用范围相对要窄，只允许对有强奸犯罪前科的罪犯

适用死刑…佐治亚州的法律规定只有存在加重情节时才可以适用死刑，

加重情节包括但不限于曾经被定罪… 

相较之下，还有 44 个州没有将强奸儿童定为死罪。至于联邦法方面，

1994 年国会通过《联邦死刑法案》增加了可以适用死刑的联邦犯罪的

数量，包括一些非致命性犯罪[大规模贩运毒品也是其中之一]，却没有

将强奸或虐待儿童纳入其中…根据《美国法典》第 18 章第 2245 节，只

有在对儿童实施性侵害或利用儿童制作淫秽色情物品、导致被害人死亡

的情况下才可以对犯罪分子适用死刑。 

…证据显示，跟对少年犯、智障犯人和因他人的杀人行为而被判犯有重

罪谋杀的被告适用死刑一样，对性侵儿童的强奸犯适用死刑的意见在全

国范围内来看也是四分五裂的，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呈反对态度。共有

37 个司法辖区--36 个州加上联邦政府--保留了死刑。正如前文所述，

其中仅有 6 个司法辖区允许对强奸儿童适用死刑。虽然我们对于全国性

共识的考查不限于简单统计共有几个州存在可以适用[于本案]的死刑

法条，但是，性侵儿童的上诉人在 45 个司法辖区都不能因任何形式的

强奸行为被执行死刑这一点很有分量。其他案件也曾统计在各自考查的

                                                 

35 肯尼迪被控强奸儿童时，最初路易斯安那州州法规定，儿童被害人指年龄不满 12 岁的儿童；

后来肯尼迪案在进行上诉及其他定罪后的程序时，路易斯安那州修改州法，将儿童被害人的年龄

定为不满 13 岁。《路易斯安那州注释法典》第 14:4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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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形下禁止适用死刑的州的数量，45 这一数字超过了阿特金斯案

（30 个州）、洛普案（30 个州）和安蒙德案（42 个州）的统计结果。36 

根据最高法院制定的判例法，如果客观指标发生变化的话，那么这种变化

的“指向”也是必须考虑的。此案不同于判定不能对青少年或是智障人士执行

死刑的案件。在那些案件中，客观证据和变化趋势的指向是一致的。相当多的

州在当时都不允许对少年或是智障被告执行死刑，且大多数州在过去 30 年间也

朝这个方向靠拢。然而，在对强奸儿童适用死刑这个问题上，虽然只有 6 个州

允许对被判犯有强奸儿童罪的被告执行死刑，但是总体趋势却是越来越多的州

通过立法加入这一行列。最高法院最后认定，尽管如此，因为总体上[允许在这

种情况下适用死刑的州]个数如此之少，所以这一趋势并非如此显著以至可以认

定已经存在符合先例要求的那种变化“指向”。 

b. 最高法院自己的分析也是必要的--单有现代标准并不足够 

然而，单单分析“证明社会标准的客观指标”还不能盖棺定论。即便是考

查了立法史和法庭实践之后，解读第八修正案不仅允许，并且要求最高法院根

据在先判例对上述各项内容辅以自己的分析。肯尼迪案使用的标准可以描述如

下： 

在这些[过往的]案件中，最高法院一直参考立法和各州实践所体现的

‘证明社会标准的客观指标’。见洛普案；又见库克案（相对多数意见）

（认为立法机关和陪审团都坚决反对对强奸成年女性适用死刑）；安蒙

德案（考查了‘争议刑种的历史演变’、立法决定、国际社会的看法和

陪审团已经作出的量刑决定）。但是，探询并不止步于此。共识本身并

不具有一锤定音的效果。死刑是否与所犯之罪相适应，还要看有约束力

的先例所阐述的标准，以及本院对第八修正案条文、含义和目的的理解

及解释。见前注，格雷格（Gregg）案（斯图尔特（Stewart）大法官）、

鲍威尔（Powell）大法官和斯蒂文斯（Stevens）大法官的联合意见；库

克案（相对多数意见）。 

 …正如我们在其他有论及第八修正案的案件中所言，应该重点考查客

观证据[以探明]与惩处强奸儿童犯罪相关的现代价值观，但是我们的探

询不应止步于此。‘[关于]死刑是否是符合第八修正案标准的，宪法的

设想是，最终我们自己的判断将左右这一问题的答案。’见库克案（相

                                                 

36 肯尼迪诉路易斯安那州，第 422-23 页，第 426 页。 

 

© 亚
美

法
研

究
所

 

 

© U
.S.-A

sia
 Law

 In
sti

tut
e 

 



第四章    对非致命性贩运毒品适用死刑？肯尼迪诉路易斯安那州 

    （Kennedy v. Louisiana）与《联邦死刑法案》 

15 

 

对多数意见）；又见洛普案；安蒙德案（‘第八修正案是否允许适用死刑，

最终将由我们来裁断’）。37 

c. 考查了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之后，最高法院最后认定：用死刑来惩罚强

奸儿童犯罪不是罚当其罪，而不断发展的文明标准要求法院对扩大死刑

的适用范围慎之又慎，特别是当犯罪实施过程中并未出现致人死亡的情

况时。 

最高法院首先指出强奸儿童是一种无比严重的犯罪，“不仅是对那个孩子

的伤害，而且是对其整个童年的侵害”，并且贻害被害人终生。大法官们也承

认一些从道德伦理角度出发支持对这类犯罪适用死刑的观点不无道理。然而，

最高法院最后得出的结论饶有趣味且实用主义，并且与其所承认的上述观点相

互矛盾。最高法院指出，关于其自 70 年代以来进行的死刑改革是成是败，言人

人殊且各方旗鼓相当，即便是在任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对此也莫衷一是，这个分

歧导致最高法院在任何扩大死刑适用的问题上均采取保守姿态。 

这使得本院一些大法官认为，我们应该停止努力调解这个紧张局势，给

予立法机构、检察官、法院和陪审团更多的自主权即可。其他大法官则

认为这种模棱两可如果无法通过严加执行限制性规则进行控制，就会引

发死刑本身是否合宪的疑问。 

讨论这一问题的判例法仍然在追寻某个统一的原则，而我们对此的回答

一直都是坚决对可以适用死刑的情况进行限制，见格雷格案（Gregg）
（斯图尔特（Stewart）大法官、鲍威尔（Powell）大法官和斯蒂文斯

（Stevens）大法官的联合意见）（“鉴于其严苛性和不可逆，死刑是种独

特的刑罚”，因此死刑适用必须仅限于那些“对人性的冒犯如此深重，

唯有用死亡作惩罚才是充分回应”的犯罪。）38 

最高法院这种[出于]实用主义的小心谨慎在本案判决的收尾部分更为明显。

最高法院先是宣布谋杀和未致人死亡的犯罪之间存在确确实实的区别，紧接着

指出如果强奸儿童被定为死罪那么可以适用死刑的罪行数量将翻一番，而这种

变化“非同小可”。此外，法院还承认，对于如何构建程序规则才能确保只对

性侵儿童的强奸犯中最恶劣者执行死刑茫无头绪。 

                                                 

37 肯尼迪诉路易斯安那州，第 421、434 页。 

38 肯尼迪诉路易斯安那州，第 436-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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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不断发展的文明标准和本院判例法的指引，结论如下：在衡量死刑

是否是一种过度的刑罚时，一级谋杀这种故意犯罪和侵害个人法益的非

致命性犯罪，甚至包括强奸儿童，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后者也许造成

了严重的危害结果，正如我们在本案中所见，但是‘就道德败坏程度和

给个人及社会带来的危害而言’，这些犯罪跟谋杀在‘严重性和不可逆’

方面不可同日而语。 

在分析论证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依照被上诉人[即路易斯安那州]主张的

方法，死刑执行的数量将大幅度上升。从举报数量来看，强奸儿童犯罪

的发生率远高于一级谋杀。2005 年全国范围内约有 5702 起关于不满 12
岁儿童被强奸的举报，包括阴道强奸、肛交和口交；几乎是同一时期所

有故意谋杀事件，包括全部年龄阶段的被害人（共 3405 起）的两倍… 

…我们发现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标准来指导决策者，要既能将死刑限于

最恶劣的强奸儿童案件，又能防止适用中的恣意性。即便，比如，禁止

对强奸儿童的初犯执行死刑，见前注 12，或是要求认定罪犯当前被指

控的强奸罪行同时涉及多个被害人这一加重情节，陪审团还是必须行使

自由裁量权对加重情节和从轻情节进行权衡。面对这一犯罪，很多时候

有分寸之人的谋断能力也被淹没，我们没有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死刑不会

被恣意适用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弗尔曼案（斯图尔特（Stewart）
大法官，附议意见）。这样的结果是我们无法认可的，此处被害人受到

的伤害尽管深重，但是程度上与死亡不能相比。39 

最高法院接着列举了一大批其他观点，给出大量理由说明为什么将强奸儿

童纳入可以适用死刑的范围并非明智之举（让儿童作为证人去经历死刑案件审前

准备和审判中作证的痛苦并不能达到报应的目的，而且这类案件可以久悬不决

并在此过程中对儿童造成心理伤害，这类追诉显著依赖儿童证人，而儿童证人

可能并不可靠且易于被引导；死刑可能也达不到预期的威慑效果，众所周知虐

待儿童案件的举报率原本就低，而有可能可以适用死刑这一事实也许会使检举

揭发进一步减少）。总之，目前可见的是最高法院采取了一个原则性的判例法立

场--倾向少杀、慎杀。 

若是单个地看，这些理由中也许无一足以说明对性侵儿童的强奸犯适用

死刑是违宪的。但群轻折轴，综合起来就体现了将强奸儿童定为死罪将

会造成的严重后果。有鉴于此，我们通过独立判断得出用死刑来惩戒强

奸儿童不是罚当其罪这一结论…  

                                                 

39 肯尼迪诉路易斯安那州，第 438-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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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发展的文明标准]这一原则要求对死刑的适用进行限制，本院一

再从同一立场作出判决[对这一点]予以确认。不断发展的文明标准正一

步一个脚印地朝着全面进步和成熟裁断的方向演变，这意味着死刑只应

为最恶劣的犯罪留用，而且实际适用也必须受到限制。如果适用监禁刑，

兴许有朝一日犯罪之人和制度能一同找到使他领悟自身罪孽之深重的

办法，相比之下，多数时候结束罪犯的生命未必能更好地实现正义。要

确保排除适用死刑时的恣意性和反复无常是有困难的，这就要求在文明

标准发展到当前阶段时，在侵害个人法益的案件中，必须恪守将死刑适

用限制于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犯罪。【引文追加强调】40 

III. 讨论：将大规模贩运毒品定为死罪的联邦法律之合宪性与肯尼迪案判决之

间的关系 

A. 现在看来，似乎不得对侵害个人法益的非致命性犯罪适用死刑。这是否意味

着对非致命性的大规模贩运毒品适用死刑也是违宪的？ 

虽然肯尼迪案的多数意见小心地将判决的主要内容（即必须存在致人死亡的

后果才能对被告科以死刑）限于“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但其很多论述理由似

乎超出了这一犯罪类别。比如，最高法院在分析时写道，“不断发展的文明标准

标志着一个日臻成熟的社会所取得的进步，要求法院在通过解读第八修正案对死

刑的适用范围进行扩展时慎之又慎，犯罪实施过程中未致人死亡的尤甚”。41 最
高法院说“无法认可”在“被害人受到的伤害尽管深重，但是程度上与死亡不能

相比”的情况下动用死刑。42 而且，法院推导多数意见的最终结论时，在判决

意见中写道： 

不断发展的文明标准正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全面进步和成熟裁断的方

向演变，这意味着[死]刑只应为最恶劣的犯罪留用，而且实际适用也必

须受到限制。如果适用监禁刑，兴许有朝一日犯罪之人和制度能一同找

到使他领悟自身罪孽之深重的办法，相比之下，多数时候结束罪犯的生

命未必能更好地实现正义。43 

                                                 

40 前注，第 446-47 页。 

41 肯尼迪诉路易斯安那州，第 435 页。 

42 前注，第 439 页。 

43 前注，第 446-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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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除去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这一限定语，多数意见的最后一句话看似

可以同样地、合理地适用于所有犯罪—“要确保排除适用死刑时的恣意性和反

复无常是有困难的，这就要求在文明标准发展到当前阶段时，在侵害个人法益

的案件中，必须恪守将死刑适用限制于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犯罪。”这句话强烈

地暗示，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法，可能对任何侵害个人法益的非致命性犯

罪行为适用死刑都是违宪的，而且对于允许对贩运毒品和其他危害国家的非致

命性犯罪适用死刑的联邦法和州法而言，这句话也可能成为质疑其合宪性的基

础。 

但是，最高法院确实将判决限于“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这一类别，并在

未阐明理由的情况下将此类犯罪与“危害国家的犯罪”进行区分，而作出如此

分类的那一关键段落还有可能被认为只是附带判决意见（指上诉法院判决书中没

有约束力的部分）： 

本案关注点仅限于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行为。我们不讨论危害国家的犯

罪行为，比如那些定义和惩罚叛国、间谍活动、恐怖活动及毒枭活动的

罪名。【引文追加强调】44 

即便未出现死亡的后果亦可对毒枭活动适用死刑这一立法提案是否合宪，

就此国会进行过听证和讨论，期间形成的记录所支持的观点是，“毒枭活动”

针对的不是个人，而是一项“危害国家的犯罪”。1989 年，议员艾尔冯斯·达

马托（Alfonse D’Amato）引用由时任美国司法部犯罪局副检察总长的小爱德    
华·S.G.·丹尼斯（Edward S.G. Dennis, Jr.）提供的口头及书面证词，借此倡议，

无论是否存在死亡的后果都可以对主要毒品犯罪组织的头目适用死刑。虽然丹

尼斯作证在先，《联邦死刑法案》（于 1994 年通过）和肯尼迪案（于 2008 年判

决）在后，但是该证词主要是针对（1977 年）库克案的判决意见被理解为禁止

对所有的非致命性犯罪适用死刑的这种可能性。丹尼斯从两方面分析非致命性

毒枭活动：主要毒品犯罪组织的头目的主观状态（丹尼斯借用提森案和其他最高

法院死刑案件判决意见所用的语言，将此描述为堕落、轻率漠视他人生命安全 
[的主观状态]），及大规模贩运毒品所造成的公共危害的广度和深度。他将大规

模贩运毒品造成的后果类比作其他针对国家的、更加直接损害国家安全的犯罪

--诸如叛国罪、间谍罪及劫持航空器等所造成的大范围公共危害，[而]这些犯

罪行为历来就是典型的、不论是否导致死亡都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45  

                                                 

44 前注，第 437 页。 

45 毒枭死刑--一个时机成熟的宪法构想，《国会记录》编号 135，参议院 13684-02（每日更新， 

1989 年 10 月 18 日）（议员艾尔冯斯·达马托，及犯罪局副检察总长小爱德华·S.G.·丹尼斯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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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毒枭犯罪并不必然因为一个议员和一个副检察总长如是说就成为危

害国家的犯罪。肯尼迪案有个奇怪的小插曲，持反对意见的少数大法官对多数

意见将贩运毒品罪划为危害国家的犯罪质疑问难，称如此区分并无根据。持反

对意见的大法官对肯尼迪案判决意见对死刑设置宪法限制提出异议，基本上倾

向于减少对死刑适用的种种限制；但是如果肯尼迪案中反对意见关于这一具体

问题的论述为多数意见所采纳，那么死刑适用所受到的限制似乎将会多于多数

意见明确设定的限制，因为非致命性贩运毒品行为亦会成为死刑不得涉足的禁

地。 

由阿里托大法官执笔的反对意见认为禁止对本案适用死刑的全国共识并不

存在，并且对多数意见不顾案件事实，例如儿童的年龄、罪行的狂虐程度、强

奸的次数等，采用“一揽子规则”不加区别地禁止在强奸儿童案件中适用死刑

表示强烈反对。阿里托法官认为，[多数意见]在道德堕落程度和对被害人及社

会造成的危害等方面对强奸儿童和杀人进行区分却未能自圆其说；而且，基于

同样的理由，他认为多数意见没有充分论证如何得出非致命性“危害国家的犯

罪”较之强奸儿童危害更大这一结论，对于为何将毒枭活动涵摄在这一类别之

下更是只字未提。 

从所造成的危害来看，强奸儿童与谋杀相比，一个生命的逝去乃独一无

二的损失自不待言，但这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其他巨大危害就不足以要求

适用死刑。多数意见也没有说唯有致人死亡这种危害才足以成为适用死

刑的理由，而是费尽周折地把将本案的判决意见局限于“侵害个人法益

的犯罪”，排除了“危害国家的犯罪”，并且在没有解释说明的情况下就

牵强地将“毒枭的贩毒行为”划分到“针对国家的犯罪”这一类别之下。

法院[判决的多数意见]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这类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

就一定大于强奸年幼儿童所造成的危害。这一点特别令人费解，因为多

数意见认识到“强奸对儿童的心理、精神、有时甚至是生理造成终生影

响”。同时多数意见还如其分地承认，“我们无法忽视在童年时遭到强奸

的被害人多年来不得不承受的巨大痛苦。”46 

                                                 

言）。现行有效的联邦航空器海盗法将死刑适用限于致命性案件。见《美国法典》第 49 章第   

46502（a）（2）（B）、46502（b）（1）（B）节。Death Penalty for Drug Kingpins-A Constitution
al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135 Cong. Rec. S13684-02 (daily ed. Oct. 18, 1989)。 

46 肯尼迪诉路易斯安那州，第 467 页（由阿里托大法官执笔，斯卡利亚大法官、首席大法官及

托马斯大法官加入的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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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托大法官作此论述的用意也许是点明多数意见的逻辑存在一个薄弱环

节，而且似乎在暗示最高法院作出这一判决还有其他未予言明的理由（比如说，

可能是持多数意见的大法官想要避免直接推翻这一刚由美国国会通过不久的立

法；国会通过 1994 年法案允许对非致命毒枭活动适用死刑，或许有其道理）。

然而，一旦最高法院需要直接考查允许在非致命性的毒枭犯罪案件中适用死刑

的法律条文，左右结论的可能不仅仅是肯尼迪案罪刑相当检验标准，而是对于

这些法条规定的是针对个人还是国家的犯罪法院作何认定。当然，要精确预测

未来的动向是不可能的，但是限制死刑适用的支持者可能会用该案反对意见的

分析论证—非致命性毒品犯罪较强奸儿童于被害人及社会而言更具危害性这一

观点缺乏直观的论据—以资证明不能将非致命性毒品犯罪划入“危害国家的犯

罪”这一类别，或者说即便如此归类，依据宪法，单纯的大规模贩运毒品也不

构成适用死刑的理由。可以想见，结果还可以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最终阿

里托大法官的分析论述可能胜出，但据此得出的结论将与在肯尼迪案中持反对

意见的大法官们的初衷也许背道而驰。 

B. 最高法院比例均衡和过度刑罚考量的再现 

肯尼迪案向读者展示的是最高法院对死刑案件中“比例均衡考量”的最新

阐述。也就是，最高法院该如何根据第八修正案判断某一刑罚是否是“不成比

例”的或者“过度”的？在肯尼迪案以及第五章中探讨的阿特金斯案（罹患精神

障碍的被告与美国的死刑制度）中，最高法院给出了一个包含主客观两方面的罪

刑相当检验标准：进行“客观考量”（全面考查与争议点有关的立法历史和陪审

团历史）以确定在比例均衡这一问题上社会文明标准的演变过程；“主观考量”

是指法院自行分析某一刑罚是否罚当其罪以及对传统的刑罚依据（报应和威慑）

是否起到促进作用。最高法院在对什么应该被纳入考量范围以及应占多大分量

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之后才得出上述检验标准。 

事实上，将最高法院在讨论不同种类的刑罚时对第八修正案所作的解释进

行比较，就会发现如何平衡各种考量因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讨论是否涉及死刑。

在非死刑案件中，最高法院给予立法机构较大的自由度来规定可以适用的刑罚。

而在死刑案件中，最高法院对立法机构规定的可以适用死刑的罪行和罪犯进行

较为严格的审查。但是，虽然最高法院这个“主观”分析法近来变得愈发重要，

权衡刑罚是否“过度”的方法却一直未得到明确定义，而是依赖上文肯尼迪案

判决中列举的一长串因素。目前看来仍不会得到进一步明确，因为不太可能会

有五个大法官就过度刑罚或比例均衡的“基准线”如何具体配平达成共识。目

前这些案件传递出的是一个基本共识--与其他刑罚相比“死刑是不同的”，这

就意味着如果立法机关将某类犯罪或是罪犯划入可以适用死刑之列，最高法院

将从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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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说，这些案件似乎也说明了，其中一个对死刑制度至关重要的刑

罚理论是报应正义。但奇怪的是，“以眼还眼…以命换命”理论--常常被认为

是向旧时野蛮社会的回归--现在却被最高法院用来将死刑适用限定在切合这一

理论的案件中[仅就针对个人而非国家的犯罪而言]，将致人死亡作为死刑适用

的前提。从国际法和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试图在未

废除死刑的国家中将死刑的适用限制于“依法是最严重的犯罪”--的角度看，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肯尼迪案中表达的意思也许是，[针对个人的]犯罪只在出

现致人死亡的后果时才有可能被认定为“依法是最严重的犯罪”，而对其他所

有犯罪则完全不考虑适用死刑。只有时间和下一个最高法院死刑判例才能为我

们揭晓。  

IV. 问题 

1. 奥巴马总统的回应：很多人不认同最高法院在此案中的判决，其中一个有

趣的例子就是 当这个判决出炉的时候，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都对这样的结果表示谴     

责。47 

 

你是否同意，要判断某一犯罪行为是否应该是死罪，首先要解答的是该犯

罪行为有没有直接导致他人死亡（或与他人之死有近因关系48）？在肯尼

迪案中，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在这一点上似乎龃龉不合，因为阿里托大法

官认为被害人死亡证明了适用死刑的合理性，但是其他犯罪也可能可以成

为合理适用死刑的依据。但肯尼迪（Kennedy）大法官的弦外之音却是，

除非侵害个人法益的案件出现他人死亡的后果，否则不得将死刑作为惩罚

手段，这是行政和立法机构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前提。此番论证跟最高法院

判例分析其他刑罚措施时所采用的思路相去甚远，比如关于终身监禁刑的

判例法。论及监禁刑的罪刑相适应时，最高法院对立法者立法的核心价值

依据未予深究。对此你的看法是什么？在分析讨论刑罚的威慑性和实用性

之前，是否应该先满足报应性这一槛限？鉴于“死刑是[与其他刑罚]不同

的”，前述规则是否应该仅适用于死刑案件？理由是什么？ 

                                                 

47 “麦凯恩、奥巴马不赞同强奸儿童案的判决”，微软全国广播公司，2008 年 6 月 6 日，http://
www.msnbc.msn.com/id/25379987/ns/politics-decision_08/t/mccain-obama-disagree-child-rape-ruling/
#.T2Fa8BEgf5A。 

48 译者注：英文原文为“proxim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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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个允许对贩运毒品适用死刑的法律--尽管从未被启用--它的存在是加

强了还是削弱了法治？理由分别有哪些？ 

3. 你认为大规模贩运毒品更应该被定义为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还是危害国

家的犯罪？要作出判断你首先需要了解什么信息？中国的法律规定或是

实际操作中是不是也作这样的区分？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和危害国家的

犯罪，两者的分界线在哪里，又是如何避免相互混同的？有没有哪种犯罪

行为因被大规模实施而成为一种危害国家的犯罪？ 
 
法律允许对未致人死亡的大规模贩运毒品犯罪适用死刑，但规定适用条件

之一是，被告的犯罪行为必须是“持续性的犯罪集团”活动的一部分，也

就是说，6 个或以上的成员在被告的领导下共同实施了一系列持续性的违

法行为，而被告的行为属于前述违法行为的一部分。49 存在“持续性的

犯罪集团”，跟贩运毒品行为是针对个人还是国家的犯罪，这两者之间有

关系吗？ 

4. 几乎每个国家都要面对关于死刑和犯罪控制的公共舆论。如果本章简介部

分引述的那位亚利桑那州上诉法院法官50 所言不虚，那么[进行]“禁毒

战争”且涉毒犯罪法律随之重刑化，除了为政客铺就讨好公众、保住乌纱

的终南捷径之外，其实徒劳。怎样才能更好地将各相关方的利益统一起来，

制定出更加合理的方针政策控制和预防毒品蔓延？ 

                                                 

49《美国法典》第 18 章第 3591（b）节，第 21 章第 848（c）节。 

50 戈博，“论非正义的分配”，第 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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