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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人前科劣迹 

规范适用的法教义学分析 

杜 宣 

摘 要： 前科劣迹的不规范适用在于其影响刑罚的理论根据不明。刑罚是刑事责任 

最主要的表现方式。构罪责任、量刑责任影响刑事责任大小。构罪责任是法规范对行 

为人不法行为的主观非难，以行为为责任基础，行为与行为人主观内容决定其成立及大 

小，构罪责任、刑事责任与刑罚成正比，构罪判断中有责任大小的判断，由法定刑体现。 

量刑阶段刑罚目的影响刑事责任大小，即量刑责任，不受一般预防影响，但存例外，主要 

由特殊预 防影响。特殊预防必要性 以行 为人侵害法益的危险为标准 ，三者成正比。前 

科劣迹影响刑罚与行为责任相悖，不能从构罪责任找根据。有前科劣迹又犯罪的，特殊 

预防必要性增强，量刑责任 变大，以致从 重处罚。前科劣迹与犯罪事实关联，以特殊预 

防 必要 性 限 制 ，可加 重刑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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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例与问题 

案例 1：2013年 9月，张某在某市 A区某厂 

内，因琐事与其前妻夏某发生争执，张用随身携带 

的水果刀刺夏某右大腿 致重伤。张某 曾于 1983 

年因强奸罪被判处无期徒刑，1991年被保外就 

医，1993年 3月执行期满释放。就此 ，法院认为 ， 
“

⋯

，且其有前科，酌情从重处罚”。 

案例2：2013年 3月，陈某因琐事与其妻等人 

起冲突，陈用随身携带 的美工刀片划伤二人头面 

部，并拳击二人致轻伤。陈某曾于2005年 1月因 

赌博被公 安局决定 罚款一 千元 ，没收赌资 ；2010 

年 8月因赌博被公安局决定收缴赌资；2012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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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2014)栖刑初字第 120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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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因赌博被收缴赌资 。就此 ，法 院认为 ，“被告人 

陈某有劣迹 ，酌情从重处罚”。① 

案例 3：2015年 4月 ，潘某因琐事与其妻韦某 

发生 矛盾 ，劝韦某勿 离婚 而韦坚持要离 ，矛盾升 

级，潘遂持 匕首捅刺韦某胸腹部九刀 ，因韦反抗呼 

救且在其家人赶到后停止行凶逃离现场。潘某 曾 

因故意杀人罪 ，于 1999年被判处 有期徒 刑 6年。 

就此 ，法院认为，“被告人潘某曾因犯故意杀人罪 

被刑事处罚 ，酌情予 以从重处 罚”，综合裁量 ，法 

院以故 意 杀 人 罪 (未 遂 )，判 处 潘 某 有 期 徒 刑 

7年。② 

案例 4：2014年 2月某 日，李某 甲、余某 因琐 

事分别持工具殴打李某 乙致其轻伤 ，在此过程 中 

李某帮助按住 李某 乙。法 院裁量李 某刑罚时认 

为 ：“本案系家庭矛盾激化所引发 ，被告人李某 系 

初犯 ，无前科劣迹 ，酌情可以对其从轻处罚。”⑧ 

不难发现 ，上述案例 的共性在于行为人 的前 

科、劣迹单独影响刑罚，④但法院将前科劣迹作为 

单独量刑情节适用是不规范的。 

其一 ，将与案件事实无关的前科作为从 重处 

罚情节适用不规范。如案例 1，该 案系 2013年 9 

月发生，张某行为侵害他人身体健康法益，依法构 

成故意伤害罪 ；但其前科是 1983年因强奸罪被判 

处刑罚，侵害妇女的性自主权法益。相比较，张某 

的前科与其故意伤害行 为所侵害法益不同 ，二者 

相距 20年，无任何关联，法院将该前科作为从重 

处罚情节适用不规范。又如案例 2，该案系 2013 

年发生 ，陈某 依法 构成 故意 伤 害罪 ；陈 于 2005、 

2010、2012均因赌博被公安机关分别处罚款 1000 

元、没收赌资及收缴赌资。赌博行为违反社会治 

安管理法 ，属于行政违法 ，罚款 、收缴没收赌资系 

行政处罚措施 ，属于劣迹 ；赌博行为与故意伤害行 

为无关联 ，且最早劣迹与该案事实已相距 8年，法 

院将该劣迹作为从重处罚情节适用不规范。 

第二，毫无限制地将与案件行为 侵害法益 同 

质 的前科 劣迹作 为从重 处罚 情节适 用不 规范。 

2015年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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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司法部颁布 的《关于依法 办理家庭暴 力犯罪 

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家暴案件意见》)第 18 

项规定“曾因实施 家庭暴力受 到刑 事处罚 、行政 

处罚 ．．．·可以酌情从重处罚”。亦即 ，曾因家暴行 

为产生的前科劣迹可作为行为人再次实施家暴犯 

罪行为的从重处罚情节适用 。据此 ，与案件事实 

行为性质相同的前科劣迹可成为从重处罚情节。 

但无限制地视与案件事实行为同质的前科劣迹为 

从重处 罚 情 节是 不 规 范 的。如 案 例 3，该 案 系 

2015年 4月发生 ，潘某依法构成故意杀人 罪 ，其 

因犯故意杀人罪于 1999年被判处有期徒刑 6年 ， 

相 比较 ，该前科所涉罪行与该案犯罪行为性质、罪 

名相同，且二者相距近 l0年 ，法 院以该前科从 重 

处罚不规范 。 

第三，以无前科劣迹作为从轻处罚情节适用 

不规范。如案例4，李某依法构成故意伤害罪，其 

无前科 劣迹 ，法 院以无前科劣迹从 轻处罚李某 。 

一 般而言 ，当行 为人 的前科劣迹依法构成累犯时 

从重处罚 ；前述案例 中的前科劣迹单独适用均系 

从重处 罚 情节 ，反 之 以无 前 科 劣 迹从 轻刑 罚 ， 

欠妥。 

实务 中前科劣迹适用 的不规范 ，究其 根源在 

于前科劣迹影响刑罚轻重的理论根据不明。总体 

而言，刑罚是刑事责任最主要的实现方式，负有刑 

事责任是适用刑罚的前提，其大小决定了刑罚轻 

重 ，前科劣迹影响刑事责任而作用于刑罚。一般 

认为 ，“刑罚的正 当化根据 一方面是满足 恶有恶 

报 、善有善报 的正义要求 ，同时也必须是防止犯罪 

所必需且有效的，应当在报应 刑的范围内实 现一 

般预防和特殊预防 的 目的”⑤。即刑罚是对犯 罪 

行为的回应 ，也是预防犯罪 目的的必要。由此 ，犯 

罪事实和预防犯罪必要性决定 着刑罚及其大 小， 

前者为报应刑 ，后者 为 目的刑 ；与之相应的是 ，构 

罪责任与量刑责任决定刑事责任及其大小。“归 

责 中的责任原则以及量刑 中的责任原则 ，二者并 

称为广 义 的责 任原 则。”⑥构 罪责任 影 响犯 罪成 

参见(2013)栖刑初字第 253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2015)溧刑初字第 252号刑事判决书。 

参加(2013)浦刑除字第430号刑事判决书。 

本文 的前科 劣迹是指单独的酌定量刑情节 ，依法构成 累犯 的前科劣迹适用一般 不存 在不规范 的问题 。 

张 明楷 ：《刑法学 》(第 五版 )，法律 出版 社 20l6年版 ，第 506页 。 

[日]大谷实：《刑法总论》，黎宏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 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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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犯罪成立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唯一前提 ， 

故构罪责任及其大小决定着刑事责任及其大小。 

那么，责任的本质、对象是什么，什么决定构罪责 

任大小等问题 ，是解决构罪责任问题 的关键 。定 

罪量刑具有目的，通常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 

量刑阶段刑罚目的影响着刑事责任大小(笔者称 

之为“量刑责任”)，但二者是否、如何影响量刑责 

任，怎样衡量一般、特殊预防性大小等问题，是讨 

论量刑责任问题的核心。由此，前科劣迹是影响 

构罪责任还是量刑责任而作用刑罚，是本文的理 

论前提，以之为基础，如何规范性适用前科劣迹， 

实现刑罚之公平正义 ，则是本文立足点。 

二 、影响刑罚轻重的责任之一： 

构罪责任 

犯罪成立是行为人 承担刑事责任 的前提 ，在 

阶层犯罪论体系中，行为违法但缺乏责任，犯罪不 

成立，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那么“刑事责任到底 

是什么，构成它的要素是什么，它的要素具有什么 

样的性质，它的基础是什么?”① 

1．责任本质：对行为人具有他行为可能性仍 

实施不法行为的主观非难 

“成立犯罪，不仅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 

上符合构成要件并且违法还不够 ，在主观上 ，还必 

须因为该行为的存在值得用刑罚手段对行为人进 

行法律谴责。”②责任是刑法就违法行为谴责行为 

人，行为人为何具有责任，是责任本质问题，存在 

道义责任论、社会责任论和规范责任论之争。 

第一，社会责任论不能作为责任本质。“所 

谓责任，是对社会有危险的人，被社会科处作为社 

会 防卫手段的刑罚 的法律上 的地位。”⑧即以行为 

人的危险性为非难对象，刑罚是防卫社会的手段， 

“亦即刑罚纯粹是社会控制取 向的产物”。④ 这是 

典型的刑法主观主义观点，易使处罚范围扩大，与 

构罪责任限制刑罚扩张的本质冲突 ，不妥。 

第二，道义责任论不能说明责任本质 。道义 

责任论基于非决定论 ，认为人是 自由的，行为人具 

有他行为可能仍实施不法行为，就此可道义谴责 

行为人。道义责任论就不法行为对行为人主观非 

难 ，抓住责任关键 ，“非决定论 的责任观点事实也 

是责任原则的原始概念 内容”，⑤体现刑法 客观主 

义，值得肯定；但其本质仍是道义、伦理责任，非法 

律责任 ，并非所有不法行为都 具有道德、伦理性 ， 

即使具有道义责任，也不等于具有法律责任。 

“但是这里追究的，不是道义的责任，归根结底是 

针对实行了犯罪行为而追求的法的责任”⑥。 

第三 ，规范责任论揭示 责任本质 。责任本质 

系行为人行为时可合法行为却不法行为，其主观 

值得非难 ，系法 律责任 ，即规范责任论。其一 ，规 

范的自由是责任成立的前提。不法行为是行为人 

主观 自由选择，相对的自由是责任成立的前提。 

刑法规范以拟定方式规定行为人符合一定条件即 

可推定为自由。亦即，具有责任能力等同具有规 

范的 自由。如行为人年满 16周岁无他情节 ，即具 

有规范的自由，进言之，行为人能够认识其行为的 

法益侵害性并对之控制。“自由的认定是一种不 

取决于经验性现实的、对于决定者和非决定论者 

都可以同样加 以认 定的规范性确定。”④其二 ，规 

范的 自由是相对的。规范的 自由是以行为人不法 

行为时可实施合法行为为前提，反之，若行为时不 

具有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如不可抗力、意志不 

自由，责任不成立。故具有他行为可能性前提下 

的意志 自由是责任成立的前提 。其三 ，自由的行 

为人行为时可合法行为仍不法行为，违反了刑法 

之行为规范，值得非难。“就行为规范而言，其内 

容往往表现为禁止和命令，即禁止人们实施一定 

的行为，命令人们实施一定的行为。”⑧当行为人 

能依法行为却实施不法行 为，如具有抚养义务且 

有能力抚养而不履行 ，违反了行为规范 ，法规范上 

① [日]野村稔：《刑法总论》，全理齐、何力译 ，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第 274页。 

② 黎宏：《日本刑法精义》，法律出版社 2008年版，第 177页。 

③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93页 

④ 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 396页。 

⑤ 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393页。 

⑥ [日]山口厚：《刑法总论》，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83页。 

⑦ [德]克劳斯·罗克辛 ：《德国刑法学总论》(第 1卷)，王世洲译 ，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第 569页。 

⑧ 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 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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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值得非难。 

2．责任的基础：具有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 

责任是对行为人的主观非难 ，但 责任 的基 础 

是什么?就此，存在性格、人格、行为责任论之争。 

责任的基础为不法行为已是通行观点。 

第一 ，“性格责任论 之责任 的基础和根 据在 

于各个个别犯罪行为表现出的行为者性格上的危 

险性”。①性格责任论体现主观主义，应欠妥。 

第二，人格不是责任的对象或基础。“此外， 

也有见解主张认为行为人是对 ‘人格 的形成 ’承 

担责任”，②即人格责任论。行为人实施不法行为 

系其 自由选择 ，受其人格左右。无论是行为人 自 

主形成还是受外界影响所形成的人 格 ，由于人格 

意义模糊，且能否区分不同人格形成亦存疑，其本 

质是以行为人的危险性为基础，易使处罚范围模 

糊，与性格责任论无异，不妥。 

第三 ，不法行为是责任的基础。其一 ，刑罚规 

制行为，而非行为人，决定责任的基础是行为非行 

为人 。只认 为行为人偏离刑法规范的主观意识为 

责任对象，系思想刑法，不妥。“但行为人之所以 

被罪责非难，并非单单因为其意念，而是因为该意 

念所导致的犯罪行为本身”。⑧ 以行为人 意识 支 

配下实施的不法行为为责任对象 ，体现客观主义。 

其二 ，行为内容与责任本质相符。行为是行为人 

有意识的身体动静，责任的本质在于可合法行为 

却不法行为，是行为人主观意志的选择 ，即行为人 

有意识的身体动静，二者本质相通。其三，从阶层 

犯罪论体系而言，违法在先，责任在后，责任以行 

为违法为前提 。 

3．责任大小：由不法行为和行为人主观内容 

决定 

责任是就不法行为对行为人 的主观非难 ，行 

为的侵害性与行为人的主观内容决定责任大小， 

进而影响刑事责任有无及大小 ，以作用刑罚。第 

一

，责任具有有无 、大小之区分。规范责任论下的 

责任要素 ，一般 由责任能力 、故意 、过失 、违法性意 

识、期待可能性等构成。责任能力有无意味着责 

任有无 ，责任能力大小意味着 责任大小 。故意是 

明知行为法益侵害性而为之，并追求结果发生；过 

70 

失是具有某种义务可履行 而不履行 ，导致结果发 

生。故意比过失更值得非难，其非难程度一般重 

于过失 。行为人行为时是否具有违法性意识及期 

待可能性 ，关系责任成立与否。第二 ，行为法益侵 

害性大小决定责任轻重。责任以不法行为为基 

础 ，行为法益侵害性大小决定责任轻重 ，由行为 、 

结果等要素决定。行为法益侵害性由行为手段、 

工具等决定，如持棍殴打小孩致重伤、扇嘴巴致轻 

微伤，前者行为法益侵害危险大于后者，更值得谴 

责，责任更大，刑事责任更重。同理，结果亦表明 

行为法益侵害性大小，结果轻，行为法益侵害性 

小 ，责任小 ，反之亦然 。如故 意伤害行为致 轻伤、 

死亡结果 ，相应 的行为侵害法益性从小到大，责任 

由轻到重。第三，行为人的主观内容影响责任轻 

重。责任是对行为人不法行为时主观上不尊重法 

益意识之非难 ，责任 内容主要 由行 为人 的主观内 

容构成 ，行为人的主观 内容直接影响责任成 立及 

其大小。责任大小，由故意、过失等主观内容证明 

的行为人不尊重法益意识轻重程度体现，简言之， 

主观恶性深，责任重，反之亦然。不同形式的主观 

内容 ，本身 隐含着非难可能性大小 ，如直接故意、 

间接故意 、过于 自信的过失 、疏忽 大意 的过失等 ， 

其非难程度依次从高到低，责任从大到小。最后， 

行为法益侵害性与行为人主观内容共同作用于责 

任成立及大小，以影响刑罚。行为法益侵害性、行 

为人 的主观 内容共 同影 响责任成立 、构罪与否及 

罪名差异 ，犯罪成立判断中含有责任大小的评价 ， 

犯罪成立即具有相应法定刑 ，罪名不 同法定刑不 

同，是因为责任不同。如故意伤害致轻伤 的法定 

刑轻于故意伤害致重伤的法定刑，是因为前者非 

难程度小于后者 ，责任轻于后者。 

三、影响刑罚轻重的责任之二 ：量刑责任 

量刑阶段刑罚 目的影响刑事责任 ，即量刑 责 

任 ，进而影 响刑罚轻重 。“此 处 的责 任 固然也 包 

括上述对于行为人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考量， 

但是并不仅限于此 。从最广义角度而言 ，法官决 

① [日]野村稔：《刑法总论》，全理齐、何力译，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279页。 

② [日]松宫孝明：《刑法总论讲义》，钱叶六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26页。 

③ 林钰雄 ：《新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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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了罪名以后 ，进一步要决定应该判处被告接受 

多重的刑罚 的时候 ，理论上必须考量全部和犯罪 

预防 目的以及衡平原则有关的因素 。”①刑罚 目的 

分为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二者如何影响量刑责 

任进而影响刑罚? 

1．一般预防：一般不影响量刑责任但存例外 

第一 ，以一般预防为量刑根据 ，与行为责任冲 

突。刑罚以责任主义为原则，一般预防是以个人 

刑罚防止其他社会人犯罪 ，若以之为量刑根据 ，即 

以是否能防止具有犯罪可能性的社会一般人犯罪 

为根据裁定刑事责任，这种以未来的东西作为行 

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与行为责任冲突。 

第二，以一般预防为量刑根据，体现社会责任 

论 ，不妥 。消极的一般预 防是 以刑罚威吓人们 不 

敢犯罪 ，积极 的一般 预防是 以刑罚确证规范并 唤 

醒或强化人们的规范意识 ，以规范行为，预防犯 

罪。以之为量刑根据 ，即以刑罚能否威吓社会 的 

一 般人、唤醒或强化人们的规范意识为根据裁定 

刑罚 ，本质是 以能否防卫社会为标准裁量刑罚 ，刑 

罚倾向是最大范围内从重，行为人也将沦为工具， 

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欠妥。 

第三，一般预防之必要性难以衡量，本质系法 

官个人主观判断，随意性强。以一般预防为量刑 

根据裁定刑罚 ，法官将 因缺乏具体标准而难 以把 

握一般预防的必要性及其大小，完全依靠其个人 

判断 ，该判断是随意的，刑罚亦随意 ，不妥 。 

最后，例外肯定，一般预防必要性小且可从轻 

处罚 ，可作 为量刑根据予 以考量。“量刑 时可 以 

考虑一般预防必要性小的情形 。”②以一般预 防性 

小为量刑根据，与行为责任不冲突。一般预防性 

小 ，即防卫社会必要性小或无必要 ，以行为人为工 

具控制社会 的可能性小 ，行为人承担 的刑罚越接 

近其行为责任。一般而言，以是否防卫社会为量 

刑根据易致处罚加重，侵害合法权益；以一般预防 

性小为量刑根据 ，可从轻刑罚 ，但应以责任刑为基 

础，既不侵害行为人的合法权益，亦利于行为人的 

特殊预防和 回归社会 。 

2．特殊预防：系影响量刑责任的主要根据 

第一 ，刑法规制行为 ，但刑罚承受主体是行为 

人 ，刑罚适用首先针对行为人 ，其 目的是预防行为 

人再次犯罪，即特殊预防。第二 ，刑罚针对过去事 

实 ，特殊预防面 向未来 ，以行为人而非社会的一般 

人为对象 ，以预防行为人再犯 的必要性 为根据裁 

量刑罚，本质是以行为人要素裁量刑罚，不是防卫 

社会的体现，犯罪人也未成为工具，与责任主义不 

矛盾。第三 ，特殊预防是预防犯罪人再次犯罪，犯 

罪人 的再犯可能性大小将直接决定预防必要性大 

小 ，以特殊预防必要性为量刑根据 ，即以犯罪人的 

再犯可能性为量刑标准，相对具体 ，如 自首说明行 

为人 悔罪态度 ，表明再犯可能性小 ，应从宽处罚。 

相对具体的裁量标准，法官可充分说理，有利于刑 

罚 目的实现。其 四，以特殊预防必要性 为量刑根 

据 ，可实现报应刑和 目的刑 相对统一。以报应刑 

为前提 ，再考量特殊预防必要性 ，综合裁量刑罚， 

既可避免报应刑的死板，也可考量与行为无关、但 

与行为人责任有关的各要 素，全面客观评价行为 

人的责任及刑罚，以此归责行为人，更能使之接受 

刑罚，促进报应刑与目的刑融合，实现刑罚目的。 

最后，中国存在以特殊预防为量刑根据的规定。 

如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 

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十条规定，“严惩严重 

刑事犯罪 ，必须充分考虑被告人 的主观恶性和人 

身危险性。对于事先精心预谋、策划犯罪的被告 

人、具有惯犯、职业犯等情节的被告人，⋯要依法 

严惩 ，以实现特殊预防的功能”。 

3．特殊预防：以行为人侵害法益危险大小为 

衡量标准 

特殊预防在于预防行为人再次实施犯罪。一 

般而言，行为人的再犯可能性、特殊预防必要性的 

大小与刑罚轻重成正比。行为人的再犯可能性是 

特殊预 防 的核 心要素。“关 于人身 危险性 的概 

念 ，中 国刑 法 学 界 一 般 将 其 界 定 为 再 犯 可 能 

性”，③“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可能性”。④即再犯可 

能性与人身危险性意义等同。但二者意义模糊， 

本质难 以把握 ，其核心在 于行为人侵犯法益的危 

① 黄荣坚 ：《基础刑法 学》(下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392页 。 

② 张明楷：《责任刑与预防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第 331页。 

③ 陈兴 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144页。 

④ 参见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审议故意杀人、伤害及黑社会性质组织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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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笔者认为，行为人 的危险性更能准确表达行 

为人再犯可能性 的含义 ，且作为衡量特殊预防必 

要性大小 的标准更为具体。 

第一 ，再犯可能性系有罪推定 ，不妥 。再犯可 

能性系衡量特殊预 防必要性大小的标准 ，但特殊 

预防是刑法所期待 的 目的，即使存在再次犯罪的 

可能，但未来行为是否构罪，要满足构罪条件，也 

需法官最终裁定，不宜直接称谓犯罪的可能，否则 

是有罪推定 。 

第二 ，行为人侵害法益 的危 险更宜作为衡量 

标准。其一，刑法 目的是保护法益 ，犯罪本质在于 

法益侵害及危险，故再犯可能性本质在于再次侵 

害法益的危险。特殊预防强调防止行为人再次犯 

罪 ，即防止行为人再次实施侵害法益 的行 为。另 

一 方面 ，以行为人侵 害法益 的危险为衡量标准可 

操作性强。再犯可能性意义模糊，易使特殊预防 

必要性作为量刑根据被随意适用 ，不妥。法益相 

对具体，法益之承载对象也相对具体，如杀人侵害 

生命法益，伤害行为侵害身体健康法益，故侵害法 

益危险的评价相对具体且有针对性。此外，法益 

可区分 ，再犯可能性无法区分 ，可 区分的法益能限 

制特殊预防作为量刑根据 的滥用 ，尤其 是防止不 

当加重量刑责任 ，再犯可能性难 以做到。 

最后，行为人侵害法益危险、特殊预防必要 

性 、量刑责任 的大小呈正 比。行为人侵害法益的 

危险，决定了从行为人产生侵害法益意思起 ，包括 

影响行为人产生侵害法益意思的主客观要素，到 

实施法益侵害 的行为、结果 、部分事后 的行为等 ， 

都体现行为人的危险性。其中行为、结果与行为 

人行为时主观内容，系影响构罪责任内容。特殊 

预防影响量刑责任 ，衡量特殊预防的行 为人危 险 

内容 ，则由影响法益侵害意思产生的主客观要 素 

及部分事后行为等决定。“但法官在追求特殊预 

防 目的裁量刑罚时 ，必须 以已经发生或者 已经存 

在的反映犯罪人的再犯可能性的事实为根据 。在 

此意义上 ，刑罚必须与犯罪人 的再犯危险性相适 

应。”①换言之，以特殊预防为量刑根据，须以与行 

为、行为人相关并体现行为人危险的事实为根据。 

如 自首，证明行为人悔罪态度，其法益侵害危险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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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特殊预防必要性小 ，量刑责任小 ，故从宽处理 ， 

即行为人侵害法益 的危险 、特殊预防必要性 、量刑 

责任大小与刑罚轻重成正 比。 

四、前科劣迹司法不规范适用之 

问题的规范性回应 

构罪责任和量刑责任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 

(刑罚)。笔者认为，前科劣迹作为从重处罚情节 

之根据在于，它们表明行为人侵害法益的危险、特 

殊预防必要性提高，量刑责任加重。 

1．前科劣迹作为量刑情节：与责任主义冲突 

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是不法且有责的 

行为 ，责任是法规范对行为人可合法行为却不法 

行为的主观非难。行为人 的前科劣迹 ，无论是否 

构成累犯，若与不法行为无关联，不能影响行为人 

行为时主观意志决断 ，就与构罪责任无关。以与 

不法行为无关联 的前科劣迹从重处罚行为人 ，与 

行为之责任主义冲突。有观点认为，当行为人的 

前科劣迹影响到行 为人某种人格形成 ，并与行 为 

责任相结合 的“人格责任”，是其刑事责任加重的 

理论根据。此乃人格责任论 ，不妥 。行为人不法 

行为时受其人格影响 ，人格形成受 内外要素影响 ， 

前科劣迹影响人格形 成。但人格意义模糊 ，影 响 

人格形成的各要素难以区分，各要素与人格、行为 

间的联系难以证 明，前科 劣迹 与人格形成 的关 系 

无法证明，本质与行为无关 。如案例 1，以人格责 

任论 ，张某 20年前因强奸罪所受处罚的前科影响 

其人格形成 ，故意伤害行为是其人格 的现实化 ，据 

此从重处罚。20年 的前科能影 响行为人故 意伤 

害行为时的人格是不成立的，难 以证 明，且两者侵 

害的法益不同 ，前科与故意伤害行 为无关。为弥 

补人格责任 的虚无 ，学者 又提 出“实质 的行 为责 

任论”，即“实质上看 ，行为 ，越是与行 为人规范性 

人格要素相当，责任就越重”。 ‘也只能在该行为 

与人格之间明显地具有实质关系 ，而且 以刑罚进 

行干涉属于妥当且有效 的限度范 围内，才能考虑 

人格 。”③该观点形式上将人格 、习性 与行为联系 

① 张明楷：《责任刑与预防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 326页。 

② [日]平野龙一：《刑法的基础》，黎宏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第 47页。 

③ [日]平野龙一：《刑法的基础》，黎宏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 33页。 



杜宣 行为人前科劣迹规 范适用 的法教义学分析 

起来 ，但其所谓的“实质关系”难以证明，刑罚限 

于妥当有限的范围亦无法保证 ，难 以避免人格责 

任论之虚无的根本缺点，欠妥。“刑事责任的对 

象终究应理解为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 。”④ 

2．前科劣迹成为从重处罚情节 的根据 ：行为 

人特殊预防必要性、量刑责任提高 

中国刑法明文规定，行为人的前科依法构成 

累犯，应从重处罚，其理论根据不是前科劣迹增加 

行为责任 ，而是增加行为人特殊预防必要性 、量刑 

责任 。影响刑罚轻重是构罪责任和量刑责任。行 

为人的前科与行为无关联，与行为责任无关，不能 

影响构罪责任及其大小。行为人行为时主观藐视 

法律，值得责难；行为人已因犯罪受到刑罚处罚后 

又实施犯罪 ，其主观上藐视法律 的态度在行为之 

主观非难前提下程度提高，证明行为人的危险性、 

特殊预防必要性增强 ，由此加重 量刑责任。“累 

犯加重的理由在于 ，行为人无视此前的有罪判决 

的警告而仍然实施了犯罪，在这一点上，其行为责 

任很重。”②该观点前半部分认识到构成累犯的行 

为人藐视法律，包括藐视此前有罪判决与行为时 

无视法规范，增加行为人侵害法益的危险，提高了 

特殊预防的必要性，为从重刑罚提供依据；但该观 

点将行为人 的前科与行为直接挂钩 ，系本末倒置 ， 

未准确认识行为责任的本质，不妥。另外，累犯影 

响量刑责任 ，不应在犯罪论而应在刑罚论中找寻 

其成立的理论根据。前科劣迹作为单独量刑情节 

的理论根据亦同。如2014年4月，孙某因琐事用 

双拳殴打施某头面部 、胸部等处 ，致其死亡。1983 

年他曾因流氓罪、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l8 

年，后于 1987年改判为有期徒刑 6年；1993年因 

流氓被劳动教养两年，后延长期限 7个月；1996 

年 因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5年；2003年因寻衅 

滋事被劳动教养 1年 3个月 ；2004年 7月因寻衅 

滋事罪被判决有期徒刑 3年；2007年因犯故意伤 

害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 1年 ，2008年 7月 23 13刑 

满释放。④ 法 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 其死刑 ，缓 期 

二年执行；并限制减刑。法院认为，“被告人孙某 

前科劣迹累累 ，人身危险性极大 ，本院决定对其限 

制减刑”。⑧ 限制减刑体现从重处罚，即孙某因众 

多的前科劣迹被从重处罚。孙某具有众多前科劣 

迹，又伤害致人死亡，其主观上藐视法规范程度在 

行为责任基础上增强，表明其侵害法益危险、特殊 

预防的必要性提高，量刑责任加重，以此从重处 

罚 ，即限制减刑。换言之 ，限制减刑是为了防止孙 

某再次犯罪。 

3．前科劣迹成为量刑责任要素：应与涉案犯 

罪事实具有关联 

前科劣迹除依法构成累犯外，是否都能影响 

量刑责任，从重处罚行为人?事实并非如此。 

(1)所有前科劣迹为量刑责任要素 ：将致不 

当从重处罚 

前科劣迹可加重量刑责任，但不是所有前科 

劣迹都能成为量刑责任要素。若具有前科劣迹的 

行为人再犯罪，即证明行为人危险性、特殊预防必 

要性提高，量刑责任加重，进而从重刑罚，将致特 

殊预防的滥用 ，法官据此任意从重处罚，虽名为特 

殊预防，但实为一般预防，行为人已沦为社会防卫 

的工具，与行为责任冲突，不当的从重刑罚，有悖 

刑罚的公平正义 ，不利于行为人规范意识 的形成 

和刑罚目的实现。如案例 1。张某的前科是因犯 

强奸罪被判刑，侵害女性的性 自主权法益，而该案 

中张某行为侵害他人身体法益，前罪刑罚执行完 

毕至该案案发时间已有 20年 ，从两者行为侵害法 

益与相距时间分析，二者无任何关联，法院以与案 

件事实毫无关联且 相距 甚远 的前科 为 由从重刑 

罚 ，虽 以特殊预防为根据裁量刑罚 ，但实则以一般 

预防为裁量依据，欠妥且有失公正，张某对判决难 

以信服，特殊预防目的将落空。又如案例 2。陈 

某因赌博先后三次被罚款、收缴赌资，属于行政处 

罚 ，系劣迹 ；此案中陈某构成故意伤害罪 ，从侵害 

法益及违反法规范论 ，二者无关联 ，法院以陈的劣 

迹从重刑罚，有悖责任主义，即使以特殊预防为裁 

量根据，赌博劣迹不能证明陈某侵害他人身体法 

益的危险、特殊预防必要性提高 ，量刑责任不因无 

关劣迹加重 ，不应从重处罚。换言之 ，与案件事实 

① [日]松宫孝明：《刑法总论讲义》，钱叶六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27页。 

② [日]松原芳博：《刑法总论重要问题》，王昭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第 167页。 

③ 参见(2013)宁刑初字第53号刑事判决书。 

④ 参见(2013)宁刑初字第53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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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联的前科劣迹不会增加行为人的危险性、特 

殊预防必要性 ，不应从重处罚 。 

(2)前科劣迹成 为量 刑责任要素 的前提 ：与 

犯罪事实具有关联性 

前科劣迹达什么条件可成为量刑责任要素? 

以甲故意伤害案为例。2014年 3月某 日，甲因其 

女乙(殁年 l3周岁)放学晚归，加之怀疑其早恋 

和交友不慎 ，遂采用扇耳光 、脚踹 、用家 中晒衣架 

的不锈钢钢管抽打 的方式持续殴打乙，后经抢救 

无效死亡。甲曾因犯奸淫幼女罪于 1986年判处 

有期徒刑2年；犯故意伤害罪于 1990年被判处有 

期徒刑 5年 ；犯寻衅滋事罪于 2001年判处有期徒 

刑 1年，缓刑2年；因吸毒于 2008年被行政拘留 

10日，并处罚款人民币 2000元；因吸毒于 2011 

年被强制戒毒 2年 。就此 ，一审法院认 为，“被告 

人甲曾多次受刑事处罚 ，有犯罪前科 ，现又故意犯 

罪 ，⋯依法可 以从重 处罚”。最后 以故 意伤害罪 

判处甲无期徒刑，剥脱政治权利终身。① 但二审 

法院认为，“其虽 曾多次受刑事处罚，有犯罪前 

科，但其前科劣迹与本案伤害被害人乙的事实，在 

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方面并无关联 ，”在未改变 

一 审定性前提下 ，改判为有期徒刑 12年 。② 二审 

判决认为前科劣迹与案件事实无关联，不能从重 

刑罚，据此改判，正确。反之，前科劣迹与案件事 

实有关联 ，可从重处罚。 

(3)关联性成立 ：以二者行为侵害法益 (的危 

险)同质为标准 

前科劣迹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是指什么?根据 

前案二审判决 ，前科劣迹与案件事实在主观恶性 、 

人身危险性存在关联 ，可成为酌定量刑情节 。就 

二者在主观恶性 、人身危险性之间的关联而言 ，本 

质是行为人侵害法益危险的关联 ，进言之 ，是特殊 

预防之关联 。虽此关联属 于法官 自由裁量范畴 ， 

相对宽泛 ，但根据上述判决 及相关法律 、司法解 

释 ，仍可找到相应衡量标准 ，即前科劣迹与犯罪行 

为侵害法益 (相 同或类 似 )同质 则具 有关联 性。 

如《家暴案件意见》规定“曾因实施家庭暴力受到 

刑罚处罚 、行政处罚 ，可以酌情从重处 罚”，明确 

因家暴行为受到刑罚、行政处罚的前科劣迹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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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2014)宁少刑初字第4号刑事判决书。 

② 参见(2015)苏刑一终字第 00008号刑事判决书。 

为之后家暴犯罪之量刑责任要素。据此，因家暴 

行为受罚 的前科劣迹与家暴犯罪行为所侵害的法 

益相 同或类似 ，即前后行为侵害的法益 同质。况 

且 ，家暴犯罪系发生在家庭成员 、共同生活人员之 

间，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利、家庭关系和社会秩 

序 ，由于家暴犯罪行为侵害法益的特殊性 ，导致其 

特殊预防之必要性高于其他普通刑事犯罪。若行 

为人已因家暴行 为受到刑罚 、行政处罚后 又实施 

家暴犯罪行为 ，证明其侵害法益危险、特殊预防必 

要性提高，据此从重处罚合理。再如，中国《刑 

法》第 66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 

犯罪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 ，在刑罚 

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前述任 

一 类犯罪的，都以累犯论处”。该规定对前科与 

后罪之间无时间限制 ，但 二者之行 为侵 害的法益 

同质且法益重大 ，再次犯罪证 明其法益侵害危险 、 

特殊预防性增强 ，可从重处罚 。故 行为人 因侵 害 

某类法益而被刑事、行政处罚后，又实施侵害相同 

或类似法益的行为 ，行为人的危险性 、特殊预防必 

要性增强，量刑责任加重，据此从重刑罚具有合 

理性。 

(4)前科劣迹 成为量刑责任 要素 ：应 以特殊 

预防必要性加以限制 

与案件事实行为侵害法益同质的前科劣迹， 

是否均能成为量刑责任要素?显然不是。如案例 

3。该案 中潘 的前科 与案件事 实相距 l0年 ，虽二 

者侵害的法益相 同，罪名亦同，但不能证明潘侵害 

他人生命法益的危险、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增加 ，量 

刑责任加重 ，不能从重处罚 。法院据此从 重处罚 

是防卫社会观点 ，即形式为特殊预防，实则为一般 

预 防，有悖刑罚的实质正义 ，欠妥。简言之 ，即使 

前科劣迹与犯罪行为侵害的法益同质而具有关联 

性 ，但若相隔时间长 ，不能证明行为人的危险性增 

加 ，除案件本身的特殊预防外 ，没有增加特殊预防 

的必要性 ，不宜成为量刑责任要素。据此 ，可从特 

殊预防必要性加 以限制前科劣迹成为量刑责任要 

素。那么以什么标准衡量?根据累犯的规定，即 

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 

赦免后 5年内再次故意犯罪 的，构成 累犯 。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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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年期 限，是法律拟制 5年内再犯 即能证 明行 

为人 的危险性 、特殊预防必要性增加 ，量刑责任加 

重 ，据此从重处罚 。由此 ，笔者认 为，以前科劣迹 

与案件事实相隔的时间长度衡量特殊预防的必要 

性合理 。故 以前科劣迹与行为侵害法益危险同质 

为前提，二者未超过 5年但不构成累犯，可从重处 

罚 ；超过 五年 须有 法律 规定 亦 可从 重 处罚。如 

2015年 7月，徐某在其家中吸毒后持水果刀捅已 

怀孕妻子张某致重伤。徐某因吸毒于 2012年 3 

月被行政拘留 14日；同年 8月因吸毒被强制戒毒 

2年。① 徐某 因吸毒被行政拘 留、强制戒毒 ，在不 

到 3年内又因吸毒而持刀伤其妻，二者侵害法益 

的危险性同质，即吸毒后具有实施违法行为的可 

能，具有劣迹又犯罪，证明徐某的危险性、特殊预 

防性增强，据此可从重处罚。法院判决充分体现 

上述思路 ，即“被告人徐某有 吸毒劣迹 ，此次又因 

吸毒而致被 害人 重伤 ，应 酌情 从重 处罚 ”。② 总 

之，以特殊预防必要性限定前科劣迹成为量刑责 

任要素，并以前科劣迹与案件事实相隔时间衡量 

之，未不当增加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符合刑罚的实 

质正义 。 

4．无前科劣迹：不应成为从轻处罚的量刑责 

任要素 

有前科劣迹被从重处罚不等于无前科劣迹可 

① 参见(2015)江宁刑初第 545号刑事判决书。 

② 参见(2015)江宁刑初第 545号刑事判决书。 

从轻处罚。如案例 4，李某依法构成故意伤害罪 

的共犯 ，法院以其无前科劣迹为 由对之酌情从轻 

处罚。无犯罪前科作为单独的量刑责任要素适 

用，欠妥。其一，是否承担责任是 由行为责任决 

定，承担多重的责任则由行为责任与量刑责任共 

同决定，前科劣迹因表明行为人的危险、特殊预防 

性增加而从重处罚行为人；但以无前科劣迹为由 

从轻处罚，不能从行为责任或量刑责任中找到理 

论依据。其二，若从量刑责任找寻理论根据，只能 

以特殊预防的必要性为判断依据。无前科劣迹， 

不能证明行为人危险性 、特殊预防性减小 ，不可从 

轻处罚 ，亦即，无前科劣迹与行为人的危险性无关 

联，若能证明，那么，任何无前科劣迹的行为人都 

可从轻处罚，存在放任犯罪的嫌疑，不妥。关键的 

是，刑罚首要 目的是特殊预防，以不影响特殊预防 

性而从轻处罚，与刑罚目的矛盾，影响量刑责任的 

是特殊预防必要性及大小 ，无特殊预防性不能影 

响量刑责任，故无前科劣迹不能影响量刑责任，不 

可从轻处罚。最后，从诉讼法角度分析，没有前科 

劣迹无需证据证 明，无证据无事 实，包括定罪、量 

刑事实，以虚无的事实作从轻处罚的根据，违背任 

何事实需要证据证明的原则。 

(责任编辑：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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