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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处罚条件理论及其形态消释
张小虎
（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暨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摘

要： 构建可罚性条件的理论范畴，其核心宗旨就是为使某些事实特征可以成为在三级犯罪体系

之外作为权衡刑罚必要性的因素留下余地。然而，这一犯罪构成三级要件之外的独立要件的设置是否
如其所盼而有必要，在刑法理论上并非不无疑问。基于双层多阶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作为可罚性条件内
容的事实特征可以置于双层多阶的犯罪构成之中，其所需体现的有关机能也可经由双层多阶的犯罪构
成得以实现，这也是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对于“以构成要件行为为基本线索、以具备主观责任为必要 ”的
基本理念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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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成要件、违法、责任的犯罪成立条件之外，德日犯罪论体系中尚有处罚条件的理论范畴 ，虽然其
显系因由作为刑罚权发动的条件而有独特意义 ，然而对于其具体应有的理论地位却颇存争议。 本文基
于双层多阶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建构 ，并不赞成构建可罚性条件这样的理论范畴 ，而是认为作为其内容
的事实特征以及相关的理论机能可以消释于犯罪构成理论之中 。
一、处罚条件的理论要义
处罚条件的界说、类型、机能、地位等问题，是处罚条件理论知识结构的核心。 对此，德日刑法理论
有着较为深入的探讨。
( 一) 处罚条件的界说
德日刑法理论对于处罚条件的界说 ，通常强调两个要素： 三级体系之外事实； 可罚性的前提条件。
例如，处罚条件是“一种超然于三级犯罪体系之外的第四个犯罪范畴 ，并不表示任何一般的刑事可罚性
［1］
条件”，其“无论如何都不允许属于不法或者罪责 ” ； 作为实体的应受处罚性条件，不法和责任通常已
［2］
经足够，但在某些场合“对行为应受处罚性的判断首先要以不法与责任以外的附加的要素为根据 ” 。

因此，处罚条件是指构成要件、违法、有责之外的一些具体情况，其是国家刑罚权发生或者不发生所必需
的附加条件。
( 二) 处罚条件的类型
处罚条件，通常谓为可罚性条件，也有称之可罚性的客观方面条件； 一般强调其是刑罚的限制事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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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认为其也含刑罚扩张的意义 。
1． 个人限制事由与客观处罚条件。
基于个人与客观的视角具体划分处罚条件的类型 ，前者的事由与特殊个人要素具有联系 ，而后者的
事由则与行为直接相关。 例如，德国学者耶赛克将应受处罚性条件分为： （ 1） 应受处罚性个人例外；
（ 2） 应受处罚性客观条件。其中，（ 1） 复分为： A． 个人之阻却刑罚事由： 其需在行为时即已存在，包括议员
在议会上的言论免责（ 第 36 条①） 、未成年亲属间通奸的不处罚 （ 第 173 条第 3 款 ） 、亲属使亲属刑罚无
效的不处罚（ 第 258 条第 6 款） 。B． 个人之解除刑罚事由： 其为行为实行后才发生，包括中止未遂的不
31 条） ，某些犯罪行为、独立预备行为、企行犯的实行后中止不处罚 （ 第 320 条第 3 款等 ） 或
处罚（ 第 24、
减轻处罚免除处罚，缓刑考验期满免除刑罚（ 第 56 条 g 第 1 款） 。（ 2） 复分为： A． 纯正的客观条件： 其属
于个人阻却刑罚事由与个人解除刑罚事由之配对物，“只是表明了限制处罚事由 ”，包括针对外国的犯
罪的处罚须存在外交关系和互惠保护协定 （ 第 104 条 a） ，破产犯罪的处罚须停止支付、宣告破产或因缺
乏财产驳回破产申请（ 第 283 条第 6 款等） 。B． 不纯正的客观条件： 其本应属于不法构成要件而形式上
被规定为处罚条件，包括： “表明加重处罚事由”在互殴情况下出现严重后果（ 第 231 条第 1 款 ） ，在醉酒
状态下实施犯罪行为（ 第 323 条 a） ； “表明构成刑罚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 ”在恶言中伤行为中对所主张
事实的真实性不能加以证实（ 第 186 条）

［3］

。

2． 可罚性客观条件与排除刑罚根据 。
立于某些附加事实无须成为故意或过失的内容的视角 ，称为可罚性客观条件； 而立于有关情节的存
在则刑事可罚性即被排除的视角，称为排除刑罚的根据。 例如，德国学者罗克辛将刑事可罚性条件分
为： （ 1） 可罚性客观条件； （ 2） 排除刑罚的根据。其中，（ 1） 包括： A． 与责任无关的结果： 使自己陷入可能
排除归责能力的醉酒状态的行为 ，只有在这种状态中又实施一个违法的构成行为才具有可罚性 （ 第 323
条 a） ，参与斗殴的行为，可罚性须有导致他人死亡或重伤的结果 （ 第 231 条 ） ，应受刑事惩罚的破产行
为，可罚性须有停止支付和开始破产程序 （ 第 283 条第 6 款 ） 。B． 责任不法之外的其他情况： 危害外国
的犯罪行为，只有与德国具有外交关系并订有互惠保护协定的才具有可罚性 （ 第 104 条 a） 。（ 2） 包括：
A． 个人的排除刑罚的根据： 议员在议会中的发言不受刑事惩罚 （ 第 36 条 ） ，犯罪时不满 18 岁的亲属犯
亲属间的通奸的不处罚（ 第 173 条条 3 款 ） ，亲属实施使其亲属应受的刑罚处罚无效的不处罚 （ 第 258
条第 6 款） 。B． 事实的排除刑罚的根据： 其对刑罚的排除不只适用于具有一定特征的人 ，而是对所有具
有事实条件的人均有效，例如，实施恶意诽谤的所有参与诽谤的人如能提出真实的证据即可排除其刑罚
（ 第 186 条） 。C． 个人的撤销刑罚的根据： 应受刑罚行为既已存在，其刑事可罚性是在事后才被放弃的，
例如，自愿中止未遂（ 第 24 条） ，行为完成之后再行后撤———向法庭作了伪证之后又及时更正错误陈述
（ 第 163 条第 2 款） 、放火之后在重大损失出现之前又自动灭火 （ 第 306 条 e） ［4］。
3． 客观处罚条件和处罚阻却事由。
立于刑罚权的止发与解除之不同的视角 ，将构成要件、不法与责任之外的可罚性特别条件称为客观
处罚条件和处罚阻却事由。（ 1） 客观处罚条件，又称停止条件，是指要有一定的存在于犯罪成立要件之
外的客观事实发生才发生国家刑罚权 。例如，《日本刑法典》（ 1908 年） 第 197 条第 2 款针对事前受贿罪
规定： “将要成为公务员或者仲裁人的人 ，就其将要担任的职务，接受请托，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事后
成为公务员或者仲裁人的，处 5 年以下惩役。”以往日本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其中的“事后成为公务员或
者仲裁人”的事实，即为客观处罚条件②。（ 2） 处罚阻却事由，又称解除条件，是指由于发生了一定的存
在于犯罪成立要件之外的客观事实而使国家刑罚权归于消灭 。包括： 一定客观事实的处罚阻却，例如，
《日本刑法典》（ 1908 年） 第 230 条第 2 款的规定： “毁损死者名誉的，如果不是通过指摘虚伪事实进行
①
②

本题条文若无注明，特指《德国刑法典》的相应条文，下同。
对于“事后成为公务员或者仲裁人”这一要件的性质，目前日本刑法理论仍有争议，存在处罚条件说与构成要件要素说的对立。

近来，“构成要件要素说”的见解日渐彰显。参见［日］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顾肖荣、郑树周等译校，上海翻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533 页； ［日］大谷实著《刑法各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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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损的，不处罚”； 一定的身份关系的处罚阻却 （ 又称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 ） ，例如，《日本刑法典 》（ 1908
年） 第 244 条第 1 款的规定： “配偶、直系血亲或者同居的亲属之间犯 ……罪的，免除刑罚。”
4． 可罚性的客观方面条件。
德国学者韦塞尔斯将不法构成要件之外的可罚性特别前提条件 ，称为可罚性的客观方面条件。 这
一称谓的特别视角在于，这些可罚性的前提条件无须成为主观认识的内容，“构成要件故意无必要对它
们延伸”，“在具体案情中完全根据它们的客观上具备还是不具备 ”。只要客观的可罚性条件不具备，行
为对任何人而言都不受刑罚处罚 ，这与个人方面情况的排除刑罚根据 （ 第 218 条第 4 款、第 258 条第 6
［5］
款） ，以及只对符合条件人有利的免除刑罚根据 （ 例如，第 24 条） 不同 。
5． 扩张刑罚事由。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许玉秀从两种不同视角 ，将客观处罚条件解释为限制刑罚事由与扩张刑罚事由 。
其中，限制刑罚事由意味着，如果不具备客观处罚条件，则不构成犯罪，不予处罚，因此客观处罚条件具
有限制刑罚范围的作用； 而扩张刑罚事由则可谓，行为人对于客观处罚条件无故意或过失，犯罪依然成
立，从而排除了有责原则的适用，扩张了处罚的范围。 进而认为，如果“硬要把这种客观处罚条件解释
［6］
成限制刑罚事由，是一种诡辩” 。
( 三) 处罚条件的机能

设置可罚性条件的理论范畴，主要基于赋予其两项机能的承载 ： 刑事政策需要； 排除主观认识。
1． 刑事政策需要。
通常可罚性随着三级阶层的犯罪成立条件而产生 ，然而在某些场合，虽有行为符合构成要件、不法
与责任，却基于有关事实的存在而使可罚性的发动在价值上存疑 ，从而设置一个可罚性的附加条件置于
三级阶层的犯罪构成之外与刑罚之前 ，将刑事政策上需要止发刑罚权的有关事实特征归入其中 。例如，
行为人实施恶意诽谤，如果其能提出真实的证据，则立法者认为在此场合再予之以刑罚，对于刑事政策
而言将没有意义。另外，刑事政策需要还体现在对责任原则的限制 ，即某些场合对于结果承担责任无须
主观认识。
2． 排除主观认识。
立于形式构成的视角，处罚条件的主导意义是作为构成要件 、不法与责任之外的范畴而存在，其所
强调的是某些事实特征的客观存在是可罚性的附加条件 ，由此这些事实特征也就被排除在主观认识的
责任之外，如果某种结果成为可罚性的附加条件则对该结果也无须认识 ，这是对限制责任原则的一种容
忍。例如，对于使自己陷入可能排除归责能力的醉酒状态的行为 ，附加一个在这种状态中又实施一个违
法的构成行为的可罚性条件，由此只有行为人在醉态中又实施了违法行为才予处罚 ，而此时对其处罚无
须考虑其对违法行为的主观责任 。
( 四) 处罚条件的地位
构建可罚性条件的理论范畴，其核心宗旨就是为使得某些事实特征可以成为在三级犯罪体系之外
作为权衡刑罚必要性的因素留下余地 。从而，可罚性条件的概念自始就是一个作为构成要件行为的不
法与责任评价之后的独立的适用刑罚的附加条件而存在的 。然而，这一犯罪构成三级要件之外的独立
要件的设置是否如其所盼而有必要 ，或者可罚性条件的具体内容是否确有其独特意义而有独立必要 ，将
可罚性条件作为独立要件的配置与提升是否会对既有的犯罪理论构成破坏 ，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刑法理
论上不是没有疑问的。综合而论，关于可罚性条件的地位存在三种见解 。
1． 三级要件之外的独立犯罪要件。
这是可罚性条件这一理论范畴提出的本意 ，不过其强调可罚性条件是犯罪成立的三级要件之外的
第四独立要件。其基本的根据是，某些事实特征的可罚性的权衡无法在不法和责任中得到解决 ，可罚性
条件的独立要件地位也为从刑罚必要性的角度审视犯罪成立范围提供了空间 ，这也为刑事政策机能在
犯罪构成理论中的充分发挥留有余地 。
2． 犯罪成立之外的独立处罚要件。
这一见解亦源自可罚性条件理论范畴提出的基本取向 ，不过其强调可罚性条件是犯罪成立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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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处罚前提的独立要件，是犯罪成立之后发动刑罚的根据或者排除刑罚的事由 。 其根据是，构成要
件、不法与责任的肯定判断只是可罚性的一般根据 ，在某些场合虽有犯罪构成的行为但随之的刑罚需要
附加额外的客观条件，因而可罚性与要罚性并非完全一致 。
3． 应予还原至三级犯罪成立要件。
这一见解与可罚性条件的建构相对立 ，主张既不宜在犯罪成立条件中也无须在犯罪成立之后刑罚
之前，设置一个独立的作为可罚性附加条件理论范畴 。其根据是，所谓可罚性条件的一些事由均可还原
至三级犯罪成立要件之中； 犯罪性与可罚性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缺乏可罚性又何以具有犯罪性； 可罚
性条件对于责任原则限制的容忍 ，这是对刑罚的扩张而不可取。
二、处罚条件的形态消释
在作为我国通说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 ，可罚性条件并无依存的平台。不过，我国也有学者
主张构建类似德日客观处罚条件这样的概念 ，用以解决某些具体犯罪的较为复杂的主观罪责问题。 例
如，我国《刑法》中丢失枪支不报罪的“造成严重后果 ”（ 第一百二十九条 ） 、违法发放贷款罪的“造成重
大损失”（ 第一百八十六条） 、滥用职权罪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 第三百九
十七条） 等，如果将这些事实特征作为无须主观认识的纯然的客观处罚条件 ，则这些具体犯罪的故意要
件也就可以得到较为妥当的解释 。然而，本文基于双层多阶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建构 ，并不赞成构建可
罚性条件这样的理论范畴，而是认为作为其内容的事实特征可以置于双层多阶的犯罪构成之中 ，其所需
体现的有关机能也可经由双层多阶的犯罪构成得以实现 ，这也是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对于“以构成要件
行为为基本线索、以具备主观责任为必要”的基本理念的坚持。
( 一) 双层多阶犯罪构成概要
构成要件的中心理论地位、犯罪成立条件的层次性、构成要件要素的主观与客观、描述与规范等，系
属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必要规则 ； 同时，犯罪构成体系作为一种犯罪评价理论，其也是对现实刑法规范
的科学提升，刑法规范是刑法理论最基本的实证根据与事实平台。 有鉴于此，应当建构适合我国《刑
法》的双层多阶犯罪构成体系。
作为双层多阶缩限评价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主要思路与框架 ，犯罪成立必须具备本体构成符合
与危害阻却缺乏这两个阶层要件 。其中，本体构成符合为第一层次，系犯罪成立的积极评价，本体构成
又由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这两个阶层要件递进评价构成 ，原则上由分则予以具体规定； 危害阻却缺乏为
第二层次，系犯罪成立的消极评价①，危害阻却又由违法阻却、责任阻却、其他严重危害阻却这三个阶层
要素递进评价构成，原则上由总则予以具体规定。 通常，行为符合本体构成即可认为行为具备严重危
害，继而犯罪成立，但是不排除在特殊场合如果存在有关严重危害的阻却事由 ，由此犯罪成立所需的严
重危害被阻却，则犯罪不能成立。犯罪成立是本体构成符合与危害阻却缺乏两者缩限评价的结论 。
( 二) 刑罚之于犯罪的应有理念
有犯罪成立未必就有刑罚后果，而“没有法律规定的刑罚就没有犯罪 ”②。 由此，应当注意，刑罚的
发动不同于刑罚的裁量，对于犯罪成立范围的审视机能未必就由可罚性条件承载 ，分则罪刑框架中的法
定刑（ 刑罚） 是特定罪状（ 犯罪） 的必要伴随。
1． 概念界分。
可罚性条件作为刑罚前提包含了刑罚发动与刑罚裁量的意义 ，即所谓“有这么一些行为，对其进行
［7］
刑罚处罚的需要，只有通过具体案件中的 …… 其他补充性情况，才能确定、减弱或者免除 ” 。 然而刑
系犯罪构成的否定要件。这些要件的核心意义在于，对原本存在的要件的阻却，也即通常不具要件阻却
① 犯罪构成的消极要件，
而成立犯罪，但现在存在要件阻却则犯罪不成立（ 承担机能） ； 所谓消极意味着，在特殊场合当特定的事实特征具备时构成要件被阻却，
而这一要件的肯定在入罪评价的进程中则是一种常态（ 内容指向） 。
②

刑事古典学派巨擘费尔巴哈在 1801 年的刑法教科书中，用拉丁文以法谚的形式对罪刑法定原则作了精辟的表述： 无法律则无

刑罚； 无犯罪则无刑罚； 无法律规定的刑罚则无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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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发动与刑罚裁量应予界分，刑罚的发动根据与刑罚的裁量根据不宜混同 。 行为成立犯罪即具有了可
罚性，此时发动刑罚无需再附加特别条件 ，但是尽管刑罚的发动不成问题，却依然存在刑罚施加的量的
权衡，也即不排除刑罚会因有关事实特征的存在而从轻 、减轻或者免除，而这只是量刑问题。由此，没有
犯罪成立就没有刑罚后果，而有犯罪成立却未必就有刑罚后果 。行为成立犯罪，其司法后果可以是宣告
犯罪而免予处罚，或者基于符合危险行为而予保安处分 。
2． 机能体现。
至于将可罚性条件作为犯罪成立独立要件而具有的 ，从刑罚必要性的角度审视犯罪成立范围的机
能，这可以通过双层多阶犯罪构成理论的严重危害阻却的出罪机能来完成 。 这一出罪机能的具体理论
路径是： 通常，行为符合犯罪的本体构成也即具有严重危害特征 ，然而在具体案件的严重危害性的特别
审查中，基于具体案件中所存在的有关特定的事实特征 ，从而先前根据本体构成符合而得出的严重危害
的一般性判断被否定，也即犯罪成立所必需的严重危害被阻却，或曰犯罪构成的“严重危害阻却缺乏 ”
要件缺乏，在此场合行为依然不能成立犯罪 ，进而犯罪的范围受到了来自犯罪的本体构成要件之外的事
实特征的限制。
3． 原则坚持。
这种出罪机能也坚持了没有法律规定的刑罚就没有犯罪的罪刑法定原则 。这一原则的一个基本要
求是，就罪刑设置的框架而论，具体法定刑为特定罪状的必要伴随 ，如果某种行为并无法律规定的刑罚 ，
则该行为就不能成为法定的犯罪①。 而严重危害阻却的出罪则依存于对行为予以定罪的一种理论模
式，这种理论模式强调的是，行为成立犯罪应当具备犯罪构成的要件。 只有行为成立犯罪方可发动刑
罚，行为不能成立犯罪也就没有刑罚 ，行为成立犯罪但基于量刑情节也可免予刑罚。 然而，无论是没有
犯罪成立就没有刑罚后果，还是虽有犯罪成立但不予刑罚处罚 ，其均不否认与之相应的法定的刑罪框架
依然存在，也即没有法律规定的刑罚就没有犯罪 。
( 三) 处罚条件所存的疑惑
可罚性条件的界分并无独特与一贯的形式标志 ，而所谓客观处罚所需对责任原则的限制 ，或者刑事
政策需要的实质解释也难以立足 。
1． 处罚条件范围的划定。
可罚性条件具体表现为法定的一些事实特征 ，然而“要断定法律上提到的一个情节是属于构成要
［8］
件特征，还是仅仅属于一个可罚性的客观条件，通常并非易事，只有通过法律解释的途径来解决 ” 。

因此，可罚性条件范围的确定，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诸如，为何斗殴行为的致他人死亡结果系可罚性
条件，而一般杀人行为的致他人死亡结果却为不法构成要件 。于是，难怪德国学者又称，虽然不纯正的
应受处罚条件在实践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但是其却“存在着本来意义上的解释论疑虑”，“就其本
［9］
质而言应属于不法构成要件，但形式上被规定为应受处罚的条件 ” 。 另外，即使一些纯正的应受处罚

条件，其具体发生难以承载于构成要件行为 ，诸如，针对外国的犯罪的处罚所需的存在外交关系和互惠
保护协定的事实，但是其作为限制处罚事由，可以纳入犯罪构成的阻却犯罪成立的要素之中 ②。
2． 责任限制与政策需要。
将本属不法构成要件的加重事由置于形式上的可罚性条件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立法者想
［10］
将其与故意或过失联系的要求相分离 ，从实质上看，是基于刑事政策的理由对责任原则作出限制 ” 。

然而，可罚性条件使对加重事由处罚的责任限制成为一项例行的缺口 ，这在以责任原则作为普遍规则的
刑事领域难以获得基本理念的支持 。也有学者试以风险责任来论证其合理性。 例如，对于恶意诽谤行
为如诽谤人能提出真实证据即可排除其刑罚 ，这是要求行为人在客观上须能证明所涉事实的真实性 ，或
曰立法者为行为人设置了真实性证明失败风险的责任 ，并强调“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能够认识到的可
①

我国 1997 年《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曾经规定了一个没有法定刑的具体犯罪“走私固体废物罪”，之后《刑法修正案（ 四） 》对此

作了具体修正，删去了原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在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增设了具有罪状与法定刑的“走私废物罪”。
② 详见下文“处罚条件的归属”。

136

张小虎: 论处罚条件理论及其形态消释
［11］
罚性条件的存在” ，可见这里彰显了推定责任的立法 ，同样并不可取。或许还可以刑事政策需要来为

可罚性条件的存在辩护，但是在规范刑法学中刑事政策取向应当化作法律的形式话语并与整个刑法规
范体系协调吻合，而可罚性条件的范围本就依赖法律解释而不尽确定 ，可罚性条件的形式表现也缺乏独
特的标志，由此如果刑事政策缺乏法律话语则其也会动摇刑法的规范底盘 ，这无疑会消解刑法本身。
( 四) 处罚条件的具体归属
可罚性条件最初限于并非构成要件行为惹起的事由 ，后来扩大至有关构成要件行为的结果。 分别
可罚性条件的不同情形，在双层多阶犯罪构成理论的框架下 ，对于可罚性条件可予构成要件要素或者量
刑情节的归属。
1． 犯罪构成入罪要素。
由构成要件行为所引起的事实特征 ，或者本系承载于构成要件行为的事实特征 ，而在可罚性条件中
被作为肯定处罚的事由的场合，可予归入本体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 。例如，类似在互殴情况下出现严重
后果的，某些表明加重处罚的事由（ 不纯正客观条件） ，应当视作客观的结果要素； 类似恶言中伤中对事
实真实性不能加以证实的，某些表明构成刑罚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 （ 不纯正客观条件 ） ，应当视作复合
实行行为中的行为要素。为此，本文认为，我国《刑法》丢失枪支不报罪的“造成严重后果”（ 第一百二十
九条） 、违法发放贷款罪的“造成重大损失 ”（ 第一百八十六条 ） 、滥用职权罪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
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第三百九十七条 ） 等，均系本体构成之客观事实要素的特定结果要素。 对行
为的故意并不否认对结果过失的可能 ，在此场合肯定立法者为行为人设置了针对结果的过失责任并无
不妥，否则难免有结果责任之嫌。
2． 犯罪构成出罪要素。
并非由构成要件行为所引起的事实特征 ，在可罚性条件中被作为限制处罚的事由 ，可予归入严重危
害的阻却事由或者侵害法益缺乏等本体构成的阻却事由 。例如，类似亲属间的通奸而由未成年亲属实
施、使刑罚无效而为亲属实施等，某些个人之阻却刑罚事由，可以视作立法者对其阻却严重危害的认可 。
我国司法解释也有类似的规定，诸如，盗窃而在家属或近亲属间实施、盗窃他人财物而由未成年作案且
情节轻微①。 另外，刑法明确规定不予追究责任的事由，类似议员在议会的表决或言论 （ 个人之阻却刑
罚事由） 、针对外国的犯罪缺乏外交关系和互惠保护协定 （ 纯正客观限制处罚事由 ） 等，可以视作立法者
对这些事由阻却法益侵害的认可 。在此，需要予以说明的是，将并非构成要件行为引起的事实特征作为
出罪事由，这并无不妥。严重危害的充足由符合本体构成的事实特征予以表述 ，但是严重危害的缺乏未
必就不能由非本体构成的事实特征表述 。
3． 量刑情节。
并非由构成要件行为所引起的，并且也不宜作为出罪要素的一些事实特征 ，在可罚性条件中被作为
个人之解除刑罚的事由，应当归属量刑情节。例如，不处罚的中止未遂，不处罚或减轻处罚、免除处罚的
某些犯罪行为、独立预备行为、企行犯的实行后中止，免除刑罚的缓刑考验期满等。在此值得考究的是，
不处罚与免除处罚并不完全等同 。免除处罚意味着具有可罚性的前提，只是基于某些事实特征而无需
判处刑罚②，而不处罚则包含着或者因无需处罚而不处罚 ，或者由于本来就没有可罚性而不处罚。 鉴于
刑罚的发动根据与刑罚的裁量根据不宜混同 ，将个人之解除刑罚事由归属量刑情节 ，则这些事由并无作
为否定可罚性的出罪要素意义③。另外，未遂、中止等亦可谓为一种犯罪形态，而现在又将其作为一种
量刑情节，这是否妥当？ 对此还应从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说起 。基于中止事实特征的存在，行为成立修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3 年） 第八条前段规定： “偷拿家庭成
① 《最高人民法院、
员或者近亲属的财物，获得谅解的，一般可以不认为是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2006 年） 第九条规定： “已满 16 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人实施盗窃行为”，“盗窃数额虽已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但是具有有关“轻
微情节”的情形的，可以“不认为是犯罪”。
我国《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② 例如，
恰恰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应当免除处罚”、“应当减轻处罚”（ 第
③ 我国《刑法》对于未遂或中止的规定，
二十四条第二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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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犯罪构成，然而这一修正犯罪构成所适应的法定刑 （ C） 仍为其基本犯罪构成的法定刑 （ C） ，因此中止
［12］
事实之于刑的意义并没有体现于 C，从而中止事实特征即成为量刑情节 ，在刑罚裁量环节得以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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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heory of Punishment Condition and Ｒesolution of Its Form
Zhang Xiaohu
（ Law School，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 core tenet of founding the theory of punishment condition is making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facts
become elements so as to balance the necessity of punishment out of the three level system of crime constitution． But there are doubts in the theory of criminal law to set up the independent elements outside the threelevel system of crime constitution． Basing on the double-layer multi order theoretical system of crime constitution，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cts of the content of punishment condition should be placed in the double-layer
multi order system of crime constitution． And the relevant function which punishment condition wants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double-layer multi order system of crime constitution． This follows the basic idea of “the
constitution is the basic clue and the subjective responsibility is necessary”in the theory of crime constitution．
Key words： punishment condition； crime constitution； resolution of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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