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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情节的立法完善与技术完善
周健宇1 ,龚文君2

(1. 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四川宜宾 644002;2. 宜宾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系,四川宜宾 644000)
摘摇 要:该文客观分析了中国刑法典对量刑情节规定的主要瑕疵,提出了对量刑情节的立法完善建议,指出电
脑量刑技术的弊端、提出改进方向,并对颁布量刑指南的必要性和前提条件作了分析,为中国刑法典的修订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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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中国现行量刑制度的主要缺陷
德国刑法学家耶林曾说过:“ 刑罚为双刃之剑,

则中废止了含有加重处罚情节的人大单行刑法( 决
定) ,只有从轻处罚情节、从重处罚情节、减轻处罚

情节、免除处罚情节,但未规定与减轻处罚对应的加

用之不得当,国家与个人皆受其害。冶 中国刑法典对

重处罚情节,不合逻辑,也有悖于“ 罪刑相适应冶 的

量刑情节的规定,由于立法背景、立法指导思想及立

原则。 但部分 1997 年之后的司法解释 ( 如盗窃罪

法技术等因素的相对局限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司

司法解释) 却有加重处罚的情节,虽然司法解释也

法实践的变化,己逐渐体现出其不足之处。 笔者认

是中国刑事法律体系中的组成部分,但司法解释与

为,中国现行量刑情节制度的缺陷主要体现为以下

刑法典相矛盾有悖于法学理论和立法惯例。

五个方面:

1. 3摇 减轻处罚情节规定过于模糊

1. 1摇 量刑情节的立法方式不合理

中国刑法典第 63 条第 1 款规定:“ 犯罪分子具

从中国刑法总则对量刑情节规定的分布范围

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

看,第一、二、四章对量刑情节均有规定,其不合理之

判处刑罚冶 ,这一条款存在严重瑕疵并引发过极大

处在于:刑法总则第一章是规定刑法的指导思想、任
务和适用范围,第二章规定犯罪,在这些章节中不宜
出现刑罚具体运用的内容

[1]

;而且量刑的依据以及

从轻、从重、减轻处罚的含义,在第四章才作了规定,

的争议。 经过多年的讨论,目前法学界一般认为,某
一犯罪在同一条文里规定了数个量刑幅度的情况,
每个量刑幅度应具有独立的法定刑意义;减轻处罚
既包括刑种的减轻,也包括刑期的减轻。

在第四章之前出现处罚或量刑的具体规定明显不符

虽然取得了相对共识,但关于减轻处罚情节的

合逻辑,不利于对量刑情节作科学、量化分析的构

下列关键问题,中国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作出明

架,也不利于司法实践中对量刑情节的掌握适用。

确的解释:究竟是只能减至下一量刑幅度还是可以

1. 2摇 刑法典未规定加重处罚情节

加重处罚情节,是指在既定的法定刑上升一个

量刑幅度处罚。 中国仅在刑法典分则条文中以基本
犯形态为基础,规定了满足特定的严重结果、情节、
数额而应适用的固定的量刑幅度,仅是立法对特定
严重犯罪的特定严重处罚,既不能升格处罚,也不能
存在通用情节。 而在中国 1997 年颁布的刑法典总

无限制的减? 什么情节下只能减轻一个量刑幅度?
减轻数个量刑幅度有无下限? 上述问题的模糊不
清,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告减轻处罚只要判处低
于法定最低刑的刑罚就可以说是法律允许的范围。
可能出现一个重案因考虑减轻处罚情节而被极轻判
处刑罚的情况,例如:对一个适用“ 处 10 年以上有
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冶 幅度的犯罪案件,被告
罪行严重应判处死刑,但因其有自首和重大立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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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需对其减轻处罚,审判人员对该被告判处 8 年或

9 年有期徒刑甚至更轻的刑罚都是合法的,但明显
有违正义。 刑法典修订时应当对上述问题予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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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数国家的刑法典总则分章对量刑情节进行规定,但

1. 4摇 法定量刑情节只重视犯罪过程中的情节而忽

每章内容都属于量刑情节某一特定方面的内容,仍

摇 摇 法定量刑情节,法学界通说指刑法( 含单行刑

为了完善中国刑法典对量刑情节的构架,参照

视了犯罪前和犯罪后的表现

有相对集中的特点。

) 明文规定的,应当或可以从轻、减轻、免除刑

国外先进立法例,笔者认为,在修订刑法典时,应将

中国刑法规定的法定量刑情节绝大多数为犯罪

总则第二章规定犯罪及其责任,第三章规定刑罚及

过程中的情节,而犯罪前和犯罪后的表现只有极少

其种类,量刑情节集中出现在第四章既可使刑法体

数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在刑法中有所体现( 如关于自

系结构更符合逻辑,也不会给人降低量刑情节的地

首、立功的规定) ,其余犯罪前和犯罪后的表现如犯

位的误解。

法

[2]

罚的情节和从重、加重处罚的情节

[3]

。

罪前的一贯表现、惯犯、再犯和犯罪后的坦白、抗拒、
赔偿、为减少损失所作的努力等都只能作为法官自

量刑情节在刑法总则某一章中予以集中规定。 鉴于

2. 2摇 明确加重处罚情节是否进入刑法典

世界各国各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刑法,大多都

由裁量的酌定量刑情节。 罪前量刑情节、罪后量刑

规定了加重处罚情节。 例如,美国伊利诺州法典第

情节主要体现被告的人身危险性,罪中量刑情节主

38 篇第 1005 章第 5 节第 3. 2 条“ ……( 二) 具有下

要体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过度偏重罪中情节
既不符合国际立法惯例,也无法满足司法实践对特
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双重要求

[4]

。

1. 5摇 赋予审判人员过大的量刑自由裁量权,容易导

列事由之一,法院得按第 5 节第 8. 2 条判处加重的
刑罚:1. 被告人此次犯罪被定为重罪,而在先前因被
定过相同或更高等级的重罪并服刑期满后 10 年之
内又犯此次罪行的;2. 被告人犯罪被定为重罪,而法

致量刑失衡

院认 定 其 犯 罪 手 段 特 别 残 忍 或 行 为 特 别 野 蛮

摇 在个案中,刑法分则中各种犯罪的法定刑不可能

的冶 [5] 。

的人身危险程度,法制史上曾经存在的绝对罪刑法

单行刑法的加重处罚情节汇入刑法典,中国刑法典

定思想早已被实践证明是形而上学的。 因此,赋予

修订中是必须明确的。

绝对客观地反映该个案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

审判人员适当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一定程度的酌定
量刑,是必不可少的。

加重处罚情节是否修订入刑法典,以及是否将

加重处罚分为司法加重和立法加重:司法加重
即立法机关授权司法机关予以加重,立法加重则是

但是,中国刑法典对部分量刑情节的用语过于

指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程序对法定刑的直接修改。 部

笼统,且多数酌定量刑情节没有条文化、具体化。 即

分学者混淆了二者的区别,将数罪并罚、执行变更等

使不考虑中国人情社会、关系社会的大背景和偶发

视作量刑情节加重 [6] 。 中国 1997 年刑法典在立法

的司法腐败现象,审判人员因其年龄、素质、地区、社
会经历的差异,对情节的认定、取舍和适用也具有很
大的随意性,存在“ 相似犯罪情节量刑过于悬殊冶 的

上取消了加重处罚情节( 废止了含有加重处罚情节
的单行刑法) ,在司法解释中却增加了加重处罚情
节,如犯盗窃罪,同时具有累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

可能性:例如审判人员年龄、情绪与酌情从轻判刑的

子或者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等情节的,可升

关系、审判人员性别与对性犯罪量刑从重、审判人员

格到上一个法定刑幅度内量刑。

经济条件与对经济犯罪的酌情从轻等。

2摇 量刑情节的立法完善及其比较研究

加重处罚情节是否进入刑法典,取决于中国未
来刑法典修订的利益机制,即如何协调打击犯罪与
保障人权的矛盾,“ 宽严相济冶 的刑事政策到底是偏

2. 1摇 完善量刑情节在刑法典总则中的构架

“宽冶 还是偏“ 严冶 。 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更注重程

取总则结合分则的方式,中国仍应坚持这种方式。

是用刑罚同犯罪行为作斗争,鉴于上述区别,加重处

但针对刑法典总则而言,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采取

罚情节应当列入刑法典,以最大程度保护国家、集体

在总则某一章集中规定量刑情节的方式,如美国、德

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并解决现行刑法典与司法解释

国、意大利、奥地利、中国台湾地区等。 仅日本等少

存在的矛盾。

世界各国的现行刑法,对量刑情节的立法均采

序的正当性和对人权的保障,而刑法典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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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摇 将部分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转化部分罪前和

试,最高人民法院在 2004 年就将量刑规范化作为司

摇 摇 法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是此消彼长的,

年改革纲要》 ,并在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明确了量刑

定量刑情节明确具体、便于适用,因此,部分酌定量

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10] 。

罪后表现为法定量刑情节

法定情节的范围越大,酌定情节的范围就越小。 法
刑情节向法定量刑情节逐渐转化,是大多数国家的
必经之路。 但并非所有酌定量刑情节都适宜法定

化,应只将那些己经在司法实践中被广大审判人员、
公众普遍接受的,符合立法精神和刑事政策的酌定
量刑情节进行法定化。
笔者认为,选取部分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可参

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 人民法院第二个五
改革的任务,即研究制定量刑指导意见,健全和完善
3. 1摇 “ 电脑量刑冶 的辩证思考与建模量刑的雏形建
议

摇 摇 美国从上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将计算机用于司

法裁判,但仅局限于信息格式化程度高、易被计算机
作数字化处理的海关裁判等。 2003 年,山东省淄博

市淄川区人民法院开发了一套规范量刑软件系统,

考国外立法经验,并结合司法实践需求,将部分罪前

只要把被告人的量刑情节输入计算机,计算机可进

和罪后酌定量刑情节转化为法定量刑情节。 如罪前

行自动量刑并直接得出被告人应判罚的刑期,该系

法定量刑情节的立法例有:巴西刑法第 48 条“ 不懂

统被称之为“ 电脑量刑冶 ,2006 年,山东省高院推广

19 条“ 基于道德、利他主义或者深厚爱国心而从事

支持者认为,“ 电脑量刑冶 既能提高审判效率,又能

法或误解刑法导致情有可原的冶
的行为冶

[8]

[7]

;西班牙刑法第

淄川经验、在全省各级法院普遍推广“ 电脑量刑冶 。

等 等。 罪 后 法 定 量 刑 情 节 的 立 法 例 有

限制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同案不同判,保证

“ 犯罪后自动有效地避免或缩小犯罪后果或者在审

司法公正。 甚至有部分激进者认为,“ 电脑量刑将

判前己弥补损失的冶 ;“ 很久之前的犯罪行为,其后
长久保持行善冶

[9]

( 奥地利刑法第 34 条) 等等。

取代刑事审判人员冶 、“ 电脑量刑了,要法官干嘛?冶

从中国司法现实看,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往

总结这些情节主要有:流窜犯、惯犯、再犯;犯罪

往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幅度,确实容易造成“ 同案不

的时间、地点;犯罪的目的;被告的一贯表现;犯罪的

同判冶 甚至枉法裁判的情况,在上述背景下,用电脑

对象;犯罪后被告的态度;犯罪后被告的赔偿等等,

暂时代替人脑进行部分量刑工作便成了“ 不是办法

立法机关可从中国司法实践出发,结合中国经济发

的办法冶 。 电脑量刑可以排除一部分人为影响,它

展、文化渊源、民众接受度等考虑将其部分转化为法
定量刑情节。 对一些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情节如激起

的推广可以认为是限制审判人员自由裁量权的方式
之一。

民愤、治安政策、家庭背景、个体差异( 酒后、文盲)

但是,笔者认为,目前流行的“ 电脑量刑冶 仅仅

等暂不宜转化为法定量刑情节,可由审判人员根据

是建立在法律法规和简单逻辑思维基础上的一种计

案情,酌情决定是否影响量刑。

算机软件,存在着不可弥补的缺陷,“ 电脑量刑冶 只

3摇 量刑情节的技术完善

能在审判人员量刑时起到提高效率和辅助参考作
用,但决不可替代自由心证。 主要原因有:首先,从

量刑过程不应当是一个自由心证“ 估堆冶 的黑

立法技术看,中国成文法历来都有“ 宜略不宜细冶 的

匣子,应在刑事证据规则和刑法典的保证下,以经证

风格,以用语最严谨的刑法典为例,相当大比例的条

实达到确信标准的证据为基础,根据刑法分则尽量

文中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 犯罪情节轻微冶 、“ 情节

详实的条文,正义、合理地适用量刑情节并进行判
罚。 这一过程不仅要使审判人员、法学专业人员确

特别恶劣冶 、“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冶 等抽象的语言,适
用这些条文时,审判人员的主观思维发挥着重要的

信,更重要的是要让当事人、社会公众信服。 这就需

作用,遇到类似条文,计算机无法仅凭数学公式计算

要将专业领域生僻的量刑证据和量刑过程,通过一

得出结论,难免出现较大偏差。 其次,中国刑法典酌

定的技术处理,使量刑的尺度真正变成客观的、具体

定量刑情节的“ 列举式冶 较少,很多酌定量刑情节要

的、明确的准绳,做到有章可循,有案可察,可对照,

依靠审判人员的经验适用;在刑法典对酌定量刑情

可比较,以判断量刑情节的运用是否正确适当。 对

节进行列明、详述之前,计算机软件无法模拟酌定量

此,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有过各种各样的尝

刑情节,计算机仅对法定量刑情节“ 一刀切冶 或是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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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加权平均,显然是不合理的。 最后,类似“ 电脑量

国司法技术的现实基础,以立法的方式制定中国的

刑冶 的软件,其核心是法律推理、预测模型,而关于

量刑指南制度 ( 或称一罪一规定制度) 是必要 的。

法律推理的研究成果在中国还非常贫乏,作为预测

量刑指南制度既可以既规范量刑情节的适用,又针

判决结果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即构成信息和语言逻

对每个罪名的实际情况与个别性逐一进行规定,促

辑模型化的前提条件,在中国基本未见踪迹。 即使

进了刑罚权的优化配置,使量刑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是在计算机技术和逻辑学极其发达的美国,“ 电脑

获得统一。 从立法体例来看,量刑指南制度与中国

量刑冶 也不可能取代陪审团成为量刑的主导因素。

现行的立法、司法制度并不矛盾。 事实上,中国司法

笔者拙见,电脑量刑如要更好地发展,绝不能仅

机关近年来陆续颁布了针对多发性、严重性犯罪的

依靠法条、计算机学和逻辑学,结合各学科的“ 比例

量刑司法解释,可视作建立量刑指南制度的雏形和

化冶 或“ 概率化冶 量刑过程也许是其一个思路和方

基础,但仅仅涉及中国刑法中的一小部分刑种,且法

向。 在完善中国刑法典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审判实

律位阶较低。

践和各种证明量刑情节的证据的特性,运用计算机

此外,笔者认为,虽然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

学、建模理论,辅以概率理论( 如运用简单工具企图

无论构建何种科学的量刑模式,都需要大量详实、典

撬窃金库成功的几率) 、数学( 如当地人均可支配收

型、分门别类的案例材料作为基础。 考虑到中国庞

种心理状态下主动或被迫自首) 、物理学( 如伤口深

习惯、公民素质的差异,建议以各高院为单位建立案

化学品的毒性、药效、放射性是否足以危害他人) ,

比较全面典型的具体个案作出系统的分析之后得出

入与盗窃数额的比照) 、心理学( 如犯罪嫌疑人在何

大的刑事案件基数和各地经济发展、社会治安、风俗

度与主观恶性程度的对应关系) 、刑事化学( 如投毒

例库。 在建立案例库的过程中各高院将收集起来的

逐步试点建立建全一套半公式性、公众可理解、法官

相对客观的结论,提供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下一步遴

易掌握的刑事量刑制度,以减少当事人合理怀疑、息

选,再交由立法机关反思和审视。

诉服判,减少裁判不公、错误心证。 特别在现行制度
下,部分案件需要以鉴定机构、部门的专业鉴定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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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egislative and Technical Improvement of Plot of
Penalty Measurement
Zhou Jianyu, Gong Wenjun
( People's Court of Cuiping District, Yibin, Sichuan Province644000, China)

Abstract: Plot of penalty measurement is an important constituent part of criminal law of China and also a

thorny issue in terms of criminal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judiciary practice. This paper has analyzed the main flaw
in the code of criminal law of China concerning the plot of penalty measurement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n legi鄄
lative improvement. Combining the judicial requirments and current technical realit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mal鄄

practice of computerized penalty measurement and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precondition to issue the Guidance of
Penalty Measurement.

Key words: plot of penalty measurement; accumulative penalty; discretionary power; computerized penalty

measurement; Guidance of Penalty Measur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