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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存废伦理原则的辩护力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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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死刑是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 的一种 刑罚。然而, 死刑 的废止, 或 者至 少是慎 用, 已是大 势所 趋。

存置论和废除论的伦理依据的辩护力: 人道主义原则、功利主义 原则和义务 论原则。每一 原则都有显 见的合
理性, 同时任何一种建立在单一伦理原则基础上的死刑主张又 有理论或 实践上的明 显缺陷, 不能构 成自己主
张的充分依据, 我们应该思考什么样的司法理论和实践能够更好地包容这些原则的合理性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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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是国家为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而实施的一
种刑罚, 因其是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刑罚, 所
以又被称为极刑。自 1764 年贝卡利亚发表 论犯罪
与刑罚 一书以来, 对死刑提出伦理上的质疑已逐渐
发展为理论甚或实践上的世界性潮流。1966 年, 联

一
对待死刑的态度一般说来有三种, 即存置论、
废
除论、
缓废论。但是由于前两者都实际上涉及死刑

合国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 第 6 条规定, 不得

存在的根本合法性问题, 而后者在这一方面是有模
糊性的, 因此在这里不作为我们探讨的一个独立立

任意剥夺人的生命, 并强调, 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
只能对犯有最严重罪行的人处以死刑。1989 年, 联

场, 因此 本文将 要探讨 的主 要对象 是存 置论 和废
除论。

合国又通过了 联合国废除死刑公约 , 要求每一缔
约国应采取一切措施在管辖范围内废除死刑。目前

对刑罚的不同辩护总是以对刑罚目的的不同观

全世界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了

点为前提, 因此, 对于刑罚目的的看法不同, 辩护的
角度通常也是不同的。卡尔 海斯( Carl H eat h) 在

死刑。我国的香港、澳门也已经废除死刑。发达国
家中只有美、
日保留死刑。

1907 年 世界伦理杂志 上的一篇主张废除死刑的
文章中表示, 正义和社会的政治组织要求罪犯从惩

与此趋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我国刑法体系中
仍然保留了大量的死刑罪名, 每年处死罪犯的数量

罚中得到足以使他认识到他对他人以及社会犯下的

也很多。然而, 死刑的废止, 或者至少是慎用, 已是

错误, 并且足以使他得到改造的痛苦, 这样犯错的人
才能重新回到社会当中, 成为一个在身体、
思维和灵

大势所趋。我国高院收回死刑复核也是此趋势的一
个明显反映。从理论上对死刑存废主张背后的伦理

魂上都健全的人 。这是典型的重塑论( r ehabilit a
t ion 或者 ref orm at ion) 表 达。当然, 如果他 之所以

原则进行一个考察, 是推进这一实践的必要、重要的
步骤。

如此主张, 是因为他认为这样才能达到最大的社会
功利, 那么他就是持有一种功利主义的废除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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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主张以重塑罪犯的人格代替剥夺罪犯的生命。

些功利主义观点, 由于以一种外在的标准来衡量刑

报应论( ret ribut ion) 认为 惩罚 的目的 在于 主持 正

罚及其量刑的合法性, 在上面提到的第二、
三两点上

义, 即在被侵犯者和实施侵犯者之间维持一种权利
或者利害的平衡, 而对于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

就必然面对严重的困难。
报应论认为, 惩罚以及量刑是否符合正义的唯

只有死刑 才能相 应。威 慑论 ( prevent ion 或 者 de

一准则是它是否消除了错误。这里, 消除错误并不

t errence) 认为刑罚的目的 在于通过惩 罚实现预 防

意味着消除即成的犯罪, 因为从逻辑上看这是不可

( 犯者再犯) 和( 对潜在罪犯的) 威慑的效果, 而死刑
是所有刑罚中最具威慑力的。因此后两者都主张保

能的。古典报应论代表人物之一的黑格尔就认为,
消除错误是通 过表明犯罪原则的非存 在本性实现

留死刑。

的, 因为如果没有惩罚的话, 那些错误将显得具有合

然而, 即便对刑罚目的的看法是一致的, 对于实
现这些目的的方法、途径的观点上的不同, 也会导致

法性。
报应论的核心在 于恢复被犯罪打破的某种平

不同的存废主张。因此, 总的来说, 对死刑的态度尽

衡

管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阵营, 但是在各个阵营之内

核心问题毋宁说不是是否应该惩罚的问题, 而是死

辩护的理据和方法却存在很多差别, 也就是说并非
死刑主张与某些原则之间具有排他性的一一对应关

刑作为刑罚的合法性以及其量刑是否过度的问题。
也就是说, 犯有极严重罪行的这些人是否应当被剥

系, 在同样的原则之上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夺一切权利, 以及死刑作为一种刑罚是否实现了这

废除死刑的主张通常依据的原则有人道主义原

些原则

对错或者权利的平衡, 但是, 死刑存废问题的

正义的或功利的原则等等

的初衷的

则和功利主义原则, 而存置论的原则依据通常有功
利主义原则( 威慑论) 和义务论原则( 报应论) 。下面

问题。没有一个死刑废除论者认为罪犯不应受到惩
罚。对报应论的通常的批评有: 首先, 报应论是原始

我们就对这些原则基础上的存 废辩护作进一 步的

复仇观念的遗留, 是违反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的。

分析。

这一诘难对报应论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因为报应
论的出发点首先是正义之作为全体, 而不是受害者

二

个人。报应论观点所主张的对罪犯的必需的惩罚是

死刑的支持者通常在报应论和威慑论原则的基

不依赖于受害人或者家属的主观感受和意见的, 它

础上为死刑辩护。
报应论原则是为死刑合法性辩护的最为经常和

的目的是维护社会政治生活所确立的公民之间的平
等的基本权利。与其说这是一种报复主义的观点,

经得起考验的基础。它认为惩罚应该与罪行的严重

不如说是一种诉诸于某种有着悠久传统和持久影响

程度相适应, 只有这样的正义才能得到维护。当代
学者当中死刑的坚决捍卫者 Ernest Van H aag 就认

力的正义观念或者近代以来的平等、权利观念的观
点更加准确。由于康德、黑格尔等人将其报应论建

为自己保留死刑的主张是建立在报应论基础上的,

立在坚实的权利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 就能够非常

尽管他认为死刑的威慑力大于终身监禁这是毫无疑

好地回应这个诘难, 而且使得这种批评意见显得有

问的。H agg 说, 即便死刑没有明显的威慑效果, 他
同样支持死刑的保留, 仅仅因为这是正义的要求 [ 2] 。

些肤浅。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下文对黑格尔对惩罚的
正义性的介绍中看到。其次, 报应论认为惩罚的主

报应论并不否认惩罚的威慑、预防以及改造罪犯的

要目的既不是威慑, 也不是保护和改造, 而是消除不

功能, 但是它认为它们是从属性的二阶目的, 只有在
回答了惩罚的合法性这个基本问题之后, 才可能得

公正从而使正义得到维护, 因而, 正义的惩罚以及正
义的量刑的唯一准则就是消除不公正。对此, 许多

到考虑。

持废除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已经发生的恶行和恶果是

报应论的长处在于维护了刑罚的三个内在的要

无法消除和改变的, 正义是无法偿还的, 而没有任何

求: 第一, 刑罚由于是对恶的惩罚, 将其视为善似乎
比功利主义将其视为一种恶更加符合我们的道德直

积极后果的惩罚是无意义的。但是这种对报应论的
理解有些失之简单。报应论的所谓 消除 , 有着远

觉; 第二, 惩罚必须相应于罪行, 这样避免了为无辜

多于 偿还 的含义。黑格尔认为, 惩罚通过表明犯

者受罚提供合法性辩护; 第三, 刑罚与罪行的内在联
系为量刑与罪行的严重程度的相符合提供了基础。

罪的准则是非存在来实现对不公正的消除, 因为否
则那些犯罪准则将会看上去具有合法性 [ 3] ( P103) 。这

而作为它的对立面, 威慑论或者主张废除死刑的某

里所谓的犯罪准则指的是对意志的不受限制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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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任意而为的权利的要求。罪行不仅是个人灵魂

命权应该得到无条件的尊重。

的疾病, 而且是对支撑文明社会的道德秩序的挑战,

为死刑辩护的另一种重要观点是威慑论。它主

因为它否定自然法则的有效性而赋予这种否定一种
合法性。因此, 对罪行的惩罚也就是对这种否定的

张法律的性质和司法惩罚的目的在于制止正在实施
的犯罪和预防潜在的犯罪, 只有根据这一点制定和

否定, 以维护和重新确认自然法则的有效性。也就

执行的法律才是道德上可辩护的。威慑论者认为,

是说, 对罪行的惩罚表明犯罪者所宣称的这种权利

处死罪犯可使其他人由于害怕受到同样的惩罚而免

是没有自然法则的支持和认可的, 因此是没有实在
性的。惩罚对错误的消除是通过表明犯罪行为中存

于犯同样的罪行, 而且可以阻止再次犯罪。对法律
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在威慑论阵营内部却有不同的描

在自我矛盾, 也就是说一种内在的自我取消的性质

述。通常的看法是人们通过理性的计算, 比较违犯

来实现的。比如, 偷窃行为本身就否定了财产权; 当
我宣称自己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利的时候, 我也就因

法律的所得与被发现后可能受到的惩罚而决定自己
的行为选择。有些威慑论者的辩护是很独特的。如

此否定了任何权利。就惩罚只是我的行为的内在结

H agg 主张威慑的作用 不是通过理性的计 算, 而是

果来说, 我如果违法, 我就是自己所受惩罚的根源。

一种形成为习惯的对危险的东西的谨慎。他主张在

惩罚之所以必须与错误的严重程度相应也正是因为
这一点: 惩罚是罪犯个人的行为对自己的反作用, 只

承认无法确认死刑的威慑效果的前提下, 我们仍应
保留死刑。按照 H agg 的说法, 因为可能的无辜受

有从错误行为本身衍生出来的惩罚的分寸才是合适

害者的生命比罪犯的生命更应得到重视, 在这样的

的, 才能合逻辑地消除这个逻辑的错误。因此惩罚

一个赌博中应该得到更多的考虑。这种观点的另一

才不是另一个暴行, 而是一个自然的报偿。依据罪
犯自己犯下的罪行来惩罚他, 实际上是尊重了他作

个支持者 St even Goldberg 认为, 如果死刑 的威慑
效果得到应用的话, 可能成为谋杀罪行的受害者而

为人的主体性和自我决定的权利。因此, 报应论原

得到挽救的无辜者的数量将会远远大于在一个应用

则基础上的惩罚是最合适、
最符合正义原则的。再
次, 如 果 其 他 相 对 较 轻 的 刑 罚
比如终身 监

死刑的社会里因自己未曾犯下的罪行而被错误地判
罪、
执行的可想象的无辜者的数量, 并且在相当大的

禁

程度上, 在所有的可能中, 都大于在一个保留死刑的

可以起到同样 ( 威 慑或者正义的象 征) 的作

用, 为什么一定要 以剥夺生命的方 式来惩罚罪犯?

社会中 被 执 行 死刑 的 人

包 括 有罪 的 和 错 判

死刑的反对者认为, 人的生命是神圣的, 不管是由个
体还是国家实施, 杀人都是错误的, 只有和解才能体

的
的总数量。他们认为我们选择保留死刑, 既
是我们尊重无辜者生命的体现, 同时也是一种审慎

现正义。报应论因此必须表明死刑的实质意义和作

的选择 。但是也有人认为在实际行动中, 人不是

为正义之象征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报应论所面对
的一个问题就是, 怎样对刑罚与罪行的相适合有个

按照这种理性计算来进行行为决策的, 而是按照已
形成的对危险的反应习惯, 如 H ag g 就持有这种观

令人信服的说明。从这一角度, 有人将报应论分为

点。但是这种分歧对于威慑论主张的根本内涵没有

两种: 等值报应论和比例报应论。等值报应论认为

重大影响。威慑论主张所面临的问题在于, 法律威

惩罚与罪行应该是相等的, 具体到死刑问题它主张
对于非法剥夺了他人生命的罪犯, 唯一适当的惩罚

慑不是对所有的人、
在所有的情况下都会发生作用。
但是这对威慑论也不形成根本的威胁, 因为这种主

就是同样剥夺他的生命, 区别仅在于后者是以合法

张并不需要法 律在所有情况下发挥同 样的威慑作

的手段。至于比例报应论, 它所主张的是罪行的严
重程度与惩罚的严厉程度的相对称。这里的问题在

用, 只要它能一般地发挥这种作用。我们认为威慑
论真正的问题有三个: 第一, 死刑的威慑效果迄今无

于, 有些人主张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是死刑, 而有的

法得到确切的经验统计的支持, 大多数犯罪学家也

人则认为是终身监禁。我们认为, 死刑是现行刑罚

对死刑的威慑效果持一种怀疑的态度。经验的事实

体系中最为严厉的刑罚这一点是无需争论的, 否则
人们要谈论的大概就是是否应 该取消终身监 禁之

告诉我们的往往是, 在死刑的威慑下, 一些罪犯为了
掩盖罪行, 或者因为绝望, 往往犯下更 加严重的罪

刑、
政府是否有权剥夺公民的自由权了。但是, 现存

行, 或者重复严重的罪行。这些显然不能都归结为

的不一定是应该的, 问题在这里就转为死刑应否成
为刑罚体系中的最高刑的问题。人道主义立场的废

罪犯本性的穷凶极恶。有学者指出, 如果刑罚造成
了这样的后果, 即如果不是使犯罪者尽可能降低自

除论者就认为, 刑罚体系中根本不应该包括死刑, 生

己行为的危害性而是恰恰相反, 那么这个刑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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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有问题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思

应论和威慑论所采取的立场和方法有很大的差别。

想; 第二, 如果基于第一点存置论者将死刑存废问题

报应论的原则更加具有形而上的意味, 并且基本上

变成帕斯卡尔式的博弈, 这在道德上是令人难以接
受的。如果说 这种主张背后还 有什么伦理原 则的

是回溯性的, 面向已经发生的罪行, 为了找回某种权
利的平衡; 而威慑论更多地是一种经验立场, 采取的

话, 那就是潜在的受害者的生命价值要高于已经得

是一种后果论的立场, 它的辩护力更多地依赖于它

到确认的罪犯。至于这一原则, 我们至少应该说这

实现所期待的结果的能力。威慑论面对的真正问题

正是我们要求得到证明的东西, 而持此观点的这些
学者又远未就这一点进行足够的说明; 第三, 如果死

就是经验证实: 如果能够得到可信的经验统计的支
持, 对它就是非常有利的; 反之如果无法获得这种统

刑外的其他刑罚能够起到同样的威慑作用, 那么威

计支持, 建立在直觉基础上的这种信念就极其缺乏

慑论基础上的保留死刑的主张是否还站的住脚?
一般说来, 死刑问题除了从形而上的角度探讨

辩护力。报应论的真正问题在于, 它在严格的反思
意义上使人怀疑其人道性。人道主义者认为它不能

它的合法性之外, 所面对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将犯罪中的各种复杂因素考虑进去, 因此许多判罚

死刑与不允许假释的终身监禁在人道性、
预防效果、

会与我们的道德感形成冲突。且文明时代的刑罚所

改造罪犯、威慑效果等相关方面的效能的对比。基
本上, 从这个角度出发 的, 要证 明废除死刑是 可行

考虑的应该更多地是改造人、
塑造人, 剥夺生命是与
现代文明相违背的。

的, 并且不违背正义的原则, 就必须表明终身监禁可
以代替死刑的象征意义及功利价值。对此, 反对者

三

认为, 不能假释的终身监禁与死刑一样可以起到阻
止进一步的犯罪的作用。这是一个很有力的反对,

下面再来看一看废除论的观点。
废除论者通常以下面几点为基础为自己的立场

因此威慑论立场上的存置论者必须找到更加有力的

辩护, 即: 第一, 死刑由于司法实践受到复杂社会因

依据。它必须证明, 死刑相对于不可假释的终身监
禁具有得到统计学支持的无可置疑的更大威慑力,

素的影响难以得到准确、
一贯的运用, 死刑的判罚经
常是独断的, 而在这种情况下, 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

并且确实更好地降低了犯罪率。但是恰恰是这一点

人更容易被判罪及处死, 这毫无疑问是一种严重的

是至今无法得到确切统计的, 并且无法证明某些犯

不正义。既然它不能得到公正的使用, 那么就不应

罪率降低与维持死刑之间的必然的因果联系。缺乏
做为证据的统计依据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困难, 它

该被使用。第二, 死刑结果不可更改和挽回。无辜
者一旦被处死, 即使发现是错误的, 也不能通过改变

使得刑罚的严厉程度决定威慑力大小的原则只能是

判决、
进行补偿来消除错判给被执行人造成的损害。

个未经证实的假设。针对威慑论者提出的威慑作用
发生的原理, 反对者也指出, 罪犯在犯罪前是极少能

针对第一个责难, Ernest Van H aag 辩护说: 这一责
难只有在 主持正义 是惩罚的一个目的时才可能有

够对他们可能面对死刑的惩罚进行理性的斟酌的。

效, 否则就不能以此为论据来反对刑罚。但是, 一旦

还有一些反对者认为, 与威慑论者所想象的相反, 死

这个目的被包括进去, 所有刑罚包括死刑都得到了

刑不仅没有减少严重犯罪的发生, 而且它通过一种
残暴化效果增加了杀人犯罪的数量。

辩护。针对第二点, H ag g 说, 这些错误虽然是司法
体系难以避免的, 却不是刑罚本身内在的, 毋宁说是

威慑论面临的另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是, 如果

分配不公的结果。错误是永远无法完全避免的, 不

威慑效果得到实现的话, 是否可以因此一点就确定
某个刑罚是可辩护的? 如果是的话, 那么处死无辜

管我们在实践中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惩罚, 因此这一
依据基础上废除死刑主张是不充分的。第三, 死刑

者是否是可辩护的? 因为这样的处死可能起到了同

执行成本相对较高。在美国这样一个司法制度相当

样的威慑作用。肯定的回答显然违反了刑罚的一个

完善的国家, 死刑的定刑和执行是非常慎重的, 这样

基本的属性, 即刑罚必须是针对犯有错误的人, 这是
令人难以接受的, 实际上是摧毁整个惩罚体系的合

就延长了司法过程的时间, 增加了成本, 使得死刑的
成本高于终身监禁。但是有反对者指出, 持这种观

法性基础的。因此, 即便死刑的威慑效果大于终身

点的人实际上忽视了终身监禁的罪犯也会不断提出

监禁, 单纯一个威慑原则仍不足以成为保留死刑的
充分依据。

上诉的成本。如果再加上其他一些非普遍性的、个
别的变量的考虑, 如某些罪犯的特殊才能, 罪犯在监

综上所述, 作为为死刑辩护的两种主要原则, 报

狱里的改造状况、劳动状况等等, 这一点就更难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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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

状下应得特殊的重视。

废除论最有力目前也最主流的辩护是人道主义

从以上陈文珊的文章我们已经能够看到, 人道

的。人道主义的死刑废除论认为, 人的生存权、
避免
痛苦的权利应该是思考刑罚正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主义不是一种软弱情感的宣泄, 它还拥有巨大的理
性力量( 这个理性涵盖了比 H ag g 等人的理性计算

在尊重这些权利的考虑下, 应该废除死刑。

更多的内容, 人在这种情况下不再是一个冷漠的计

对于人道主义的废除论主张, 陈文珊在 从基督

算机器, 而是一个能够从合理性角度关怀个人之尊

信仰谈死刑存废问题 一文中有非 常精辟的阐释。
文章指出, 废除死刑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潮流, 至

严和权利的理性存在) 。人类的处境
的( 意志的软弱) 和外在的( 社会因素)

为重要的是, 死刑往往被视为残忍、不人道的, 因而

理的考虑: 人在这样两个无法完全自决的条件下犯

[ 4]

包括内在
被给予合

与我们对生命 价值及人格尊 严的理念想违 背 。
陈文珊的文章非常全面地概括了从人道主义观点看

下的错误不应该由个人通过以偿还生命的方式来承
担完全的责任。以 2005 年 9 月网络上热议的打工

死刑应被废除的理由: 1) 它剥夺了罪犯所有未来改

仔王斌余讨欠薪无果愤而杀死四人的事件为例, 就

过迁善的可能性, 视其 存在为无可救 药、毫无 价值

可以看到这种辩护的力量所在。新 京报 2005 年 9

的; 2) 它排斥一切同理死刑处决感受的可能性
3) 它是过度而不必要的刑罚, 视罪犯生命为手段, 以

月 5 日的评论 王斌余杀人案不仅是个人悲剧 非常
到位, 文章尤其强调了政府职能部门在这类并非个

满足社会复仇的欲望; 4) 刑罚正义的概念内涵不只

别的事件当中负有的责任。对于这样的事件, 尽管

包括报应 观, 更 包含 了复 合 正义 ( r est orat iv e jus

我们会说 法律无情 , 但是实在很难心中无愧地将

t ice) 的要求, 而死刑既剥夺罪犯悔改与受害人家属、
社会复合的可能, 故而是违反复合正义的; 5) 形式应

一个被我们的 社会冷漠地忽视的弱势 群众处死了
之。推而言之, 在各种严重犯罪中, 我们都应该负责

报主义最大的缺失在于, 视犯罪为个人的行为结果,

地考虑到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

而忽略其背后心理及社会性因素的影响, 因而忽略
不公义社会的结构性压迫、社会资讯或个人成长背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制体系还不尽
完善, 存在大量的无法可依、执法不严的问题, 司法

景所产生的心理误导, 往往会对个人产生即使不是

不公给公民、
社会造成的伤害就会是非常大的, 尤其

决定性的也是不可小觑的影响

是在适用死刑时。除这种普遍性问题之外, 我们还

。

四

注意到, 司法不公中社会的弱势阶层更容易被判死
或者得到过于严厉的处罚。毫不迟疑地支持死刑,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原则都有着

或者对于弱势阶层的处境仅有口头的同情是否也是

显而易见的合理性, 同时任何一种建立在单一原则
基础上的死刑主张又都有理论 或实践上的明 显缺

一种冷漠的表现。考虑到诸方面的问题, 靠严刑维
持转型时期的社会秩序, 一方面是推卸责任于公民

陷, 不能构成自己主张的充分依据。一般来说, 重塑

个人, 另一方面也无法取得预期的成效。死刑只有

论( 目的在于加强犯人的感化及心理重塑) 、递夺论

在生可留恋的情况下才真正具有威慑作用。在一些

( 目的在于预防罪犯的再次犯罪) 等后果论论证面对
的问题是, 如果仅从结果出发, 难免发生刑罚与行为

基本权利、
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 死亡并不
是一个有效的威慑, 同时也无法使民众真正认识到

不相应的问题。而严格的义务论( 包括报应论, 目的

自身及他人的生命的珍贵。死刑的废除之所以表现

在于纠正已经发生的错误、
维护权利的平衡) 如果在
处理死刑问题上完全不顾及刑罚的实践后果的话,

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是因为它体现了我们在处理生
死问题时的慎重态度, 表现了对于每个生命的尊重。

又往往显得过于严苛, 同样不能适应刑罚作为政治

死刑问题成为讨论热点, 已经表明了我国社会的进

体制的一部分要求可见的效验的本质要求。因此,

步。建设一个现代的、进步的、
民主的、越来越重视

并非出于妥协的意图, 我们也应该思考什么样的司
法理论和实践能够更好地包容 这些原则的合 理性

公民的自由权、
生命权等基本人权的社会, 长远来说
也才可能建立更加宽容的、稳定的社会氛围, 与宽容

一面。

的司法体系形成良性的循环。

此外, 我们认为人道主义原则在中国的司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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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H agg 对死刑的辩护 就是这 样。他认 为无辜 者的生 命从 等级、

性的, 要求刑罚与其罪行 成比 例

或者说性质上是高 于罪犯 的, 因此, 即使 从量上 说两 边是 对等

指忽视犯人作为人其感受的刑 罚, 也就是 未能适切 考量到将 造

的, 处死一个罪犯即使至多只能对一 次潜在的 犯罪发生 威慑作

成囚犯何等痛苦的刑罚。如同 残人一样, 不人道往 往是出于 未

用从而保护了一个无辜者的生命, 这个死刑仍然是得到辩护的。

能同理他人所遭受的痛苦, 因此 它往往是 处于忽略 而不是出 于

文中还对何谓 残 忍

故意。残酷或不人道的 刑罚所 造成的 恶不 只会对 受刑 人造 成

不人道 进行 了很到 位的说 明: 到 底何

至于不 人道 的刑 罚, 则 是

谓法律上 残忍 的刑 罚? 简 单说 就是 过度 或不 成 比例 的刑 罚。

伤害, 对执行者同时也 会有一 定负面 的影响, 是故 当代 刑罚 学

过度, 就效益主义( 本文中所说的 功利主 义

视残忍与不人道 为一切 刑罚 施用 的限 制性原 则。

本文作者 ) 的

观点来看的, 也就是 前瞻性 的, 要 求刑罚 没有过 于其 所期 望达

陈文 珊

从基督信仰谈死刑存废问题

到的目的; 而不成比例, 则是出于形 式应报主 义的要求, 是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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