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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教义学科学性与实践性的功能分化

陈

摘

璇∗

要: 刑法教义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并非总是并行不悖, 二者可能发生冲突。 回归纯粹的

实践技艺并非当代刑法教义学应该选择的道路。 对刑法教义学科学性的坚守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要
求, 并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刑法教义学体系的建构应当采取自下而上的思路, 以保证体系在复杂
多变的社会生活面前保持足够的开放性和应变能力, 但这一思路也带来了刑法教义学知识 “ 堆砌
化” “ 补丁化” 的危险。 正如社会现实的复杂化必然会促使社会系统分化一样, 在刑法教义学肩
负的任务日益繁重和复杂的时代背景下, 刑法教义学内部也有必要进行功能分化: 一部分研究应
奉行自下而上的问题思考方式, 着眼于产出具有实效的教义学知识; 另一部分研究则应专司方法
论的监督之职, 从价值基础的一致性、 形式逻辑的融贯性和事实结构的符合性三方面对教义学知
识进行科学性的检测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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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意识与研究思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70 余年间, 我国刑法理论无论是在知识来源和学术话语方

面, 还是在研究风格方面, 都发生了沧海桑田式的巨变。 然而, 不同时代的学者似乎一致认
为, 刑法学科是 “ 科学性” 与 “ 实践性” 的统一体。

在刑法学奠基和发展的早期, 我国刑法理论界就将 “ 理论联系实际” 确立为具有根本

指导意义的研究方法。 老一辈刑法学者高铭暄教授强调: “ 刑法学是一门理论性、 实践性都

很强的法律学科。” ①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 随着德国和日本的刑法学知识的大规模引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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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 “ 渎职犯罪的结果归责
研究” (21DTR014) 的阶段性成果。
高铭暄主编: 《 刑法学原理》 ( 第一卷)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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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青年学者试图运用大陆法系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考范式对中国刑法理论进行全面的
革新和重塑。 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 长期以来, 大陆法系的法学理论都将 “ 体系” 视为
“ 科学” 的代名词。 据此, 拥有一套逻辑融贯且条理清晰的理论体系就成为法学能够跻身科
学之列的前提和标志。② 被誉为 “ 近代刑法学之父” 的费尔巴哈 ( Feuerbach) 认为: “ 已有
的、 相互关联的知识整体, 只有当它获得了体系性关联的形式时, 才能真正算得上是一门科
学。” ③ 与此同时, 刑法学的实践品格主要体现为, 刑法学理论的展开以立法和司法中出现
的具体问题为导向, 评价理论优劣成败的一个关键标准是以理论来解决问题的具体实效。 所
以, 刑法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之间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转化为体系思考和问题思考之间
的关系。 对此, 我国学者大多沿用了罗克辛 ( Roxin) 等德国学者的论述, 主张应当将体系
思考和问题思考结合起来。④

倘若科学性和实践性、 体系思考与问题思考能够毫无冲突地和谐共生, 那么, 自然是两

全其美; 然而, 若我们细究起来, 则会发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是以往刑法学界所忽略但亟待深
入研究的:
第一个问题是, 实践导向的刑法教义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符合科学性的要求?
科学旨在探寻事物最为本质的规律, 这种规律具有不受主观意志左右且不受地域时空影
响的普适性和恒常性。 刑法教义学在许多方面都欠缺科学所追求的这种普适性和恒常性。 首
先, “ 在传统上, 刑法教义学将现行刑法视为信仰的来源……对刑法教义学者而言, 现行刑
法就是 《 圣经》 ” 。⑤ 然而, 现实告诉我们, 刑法典并非真正的口含神意且万世不可更张的

《 圣经》 。 受到社会发展阶段、 人类认识水平以及立法技术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任何一部刑法
典都不可避免地含有矛盾、 疏漏甚至谬误之处, 任何一部刑法典都可以经由立法程序被修
改、 增删甚至废止。 作为解释根据的刑法文本本身就容许发生变动, 而且事实上也处于不断
变动之中。 我们怎能判定以刑法文本为研究依据的刑法教义学具有恒常性呢? 其次, 刑法教
义学所提出的大量观点和结论往往都很难具有超越一国法律规定的普适性。 例如, 对于通过
非法操作计算机取得他人财产性利益的行为, 若刑法否定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
象, 同时又特别规定了计算机诈骗罪, 则该行为不构成盗窃罪, 而构成计算机诈骗罪。 然
而, 刑法若认可盗窃罪的对象包含财产性利益, 则可以将该行为定性为盗窃罪。⑥ 可见, 盗
窃罪指涉的不法行为类型并没有一个恒定的范围, 其范围边界取决于一国立法者对取得型财
产犯罪的整体设计。
与刑法教义学的普适性和恒常性问题相关联的是刑法学的科学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
正是因为刑法教义学以一国现行刑法为根据来解决当地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所以它所形成的
知识必然会带有较为鲜明的地方特色。 在我国大多数学者看来, 具有地方特色既是刑法教义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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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军: 《 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 , 《 中外法学》 2014 年第 1 期, 第 173 页。
参见张明楷: 《 许霆案的刑法学分析》 , 《 中外法学》 2009 年第 1 期, 第 47-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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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应有之义, 也是中国刑法教义学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标志。 刑法教义学具有地方特
色, 这不仅不成为问题, 反而值得被进一步强化。 这一论断似乎已经成为老中青三代刑法学
者的普遍共识。⑦ 毫无疑问, 中国的刑法教义学在素材和表现形式上完全可以也应当具有自
身的民族特色。 这是因为, 任何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的思考既需要借助论说者所在地域中的经
验材料, 也需要以论说者所属民族的话语作为表达的载体。 然而, 从实质内容来说, 科学的
理论应当具有跨越国界的普适性。 完全被局限在一国之内而无法被普遍适用的知识大抵只能
算是某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技艺或者经验, 无法被称为科学。 中国刑法理论若要在世界范围内

产生影响力, 则它所讲述的 “ 中国故事” 就不能仅仅是专属于中国的故事, 而必须直面现代
社会所共通的刑法问题, 并且能够反映刑法制度构建和运作的普遍规律, 提出契合人类共同
关切的理论方案。
第二个问题是, 不同意义的体系思考在目标追求上是否存在相互冲突的可能?
罗克辛曾经提出, 体系思考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 降低案件分析的难度; 第
二, 保证法律适用既协调稳定, 又有所区分; 第三, 简化法律适用, 使法律更具可操作性;
第四, 为法律的续造提供指引。⑧ 这一经典论述得到了中外学者的普遍认同, 被各类文献争
相传诵和广为引用。⑨ 然而, 罗克辛在谈论体系思考的优势时, 似乎有意无意地杂糅了不同
类别的体系概念。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 拉德布鲁赫 ( Radbruch) 就曾将体系划分为五种类
型: 一是推论型体系。 该体系根据大前提和小前提推导出结论。 二是分类型体系。 该体系从
类概念出发, 通过添加各种要素逐步推导出外延愈加狭窄的种概念。 三是范畴型体系。 该体
系并非单纯根据形式逻辑, 而是主要根据事物自身的物本逻辑, 对事物进行形式与素材、 范
畴与质料的划分。 四是合目的型体系。 该体系是依据特定的目的与手段而建构的。 五是教学
法体系。 该体系旨在创建一种简洁明晰的叙事方式, 从而使相关的知识易于被人们理解和掌
握。 拉德布鲁赫强调, 人们应当特别注意教学法体系与科学体系之间的差别, 即前者纯粹是
一种叙述方式, 仅凭它, 人们无法获得新知识, 后者则具有认识论上的价值, 只有它才能在
 以拉氏的五分法思想为基础, 以体系

某一思想和某一专业内部实现科学所要求的统一性。

的功能取向为标准, 我们可以将法教义学中的体系分为两大类:
其一是实践操作型体系。 该体系的目的纯粹在于, 为法律适用者掌握现行法律规定和法
律知识提供一份明了简洁且便捷实用的操作指南。 由实践操作型体系的司法导向所决定, 该
体系大体上和产品的使用说明相仿。 正如产品的使用说明无法对产品的性能设计提出改进方
案, 由于实践操作型体系基本停留在技术运用的层面, 它并未 ( 至少并不主要) 对法律条
款、 法律概念和法学原理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和反思, 所以难以产生足以推动法律制度变革和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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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第 2 期, 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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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理论发展的新知识。 例如, 将犯罪划分为 “ 客观” 和 “ 主观” 两大部分, 并以此为标


准对具体的犯罪成立要素进行分门别类, 这反映了较为典型的教学法体系思维。

其二是科学探索型体系。 这种体系的建构主要不是以方便人们学习和操作为出发点, 而
是旨在揭示法规范的合法性根据和法规范之间的内在关联, 并以此内容为主线将有关法律原
则和法律规定的具体知识联结成一个统一整体。 对合法性根据的探求既使得科学探索型体系
具备了超越现行制度的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 也使得科学探索型体系有可能孕育出前所未有
的知识增长点, 从而为法规范未来的续造提供理论支持。
当回过头再次审视罗克辛的论述时, 我们就会发现, 他所论述的体系思考的第一点、 第
二点、 第三点优势主要是围绕实践操作型体系来说的, 第四点优势则为科学探索型体系所独
有。 当然, 不能排除两种体系存在完美结合的可能, 即一个以科学为导向的体系同时也有助
于使法律适用者更易于理解和掌握某一部门法的知识。 然而, 当我们试图将实践操作型体系
和科学探索型体系融为一体时, 就会发现, 二者并非总是能够同向而行或齐头并进, 而是不
可避免地会出现相互掣肘或此消彼长的局面。 可能诱发实践操作型体系和科学探索型体系产
生离心力的对立点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对立点表现为复杂多元与简化统一的对立。 既然科学导向思维志在为推动法律的
发展贡献思想资源, 它就不能满足于对既有知识进行简单的继受和总结。 思维若要达到一定
的深度, 则必须具有足够的复杂性, 且需要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 即通过诸学说之间的充分
论辩, 不断涌现创新性观点。 于是, 科学导向思维的光谱必然呈现出百舸争流和斑驳陆离的
景象。 但是, 由于司法实务所需要的恰恰是简单明确的操作模型, 所以实践操作导向思维往
往倾向于删繁就简, 将那些与解决实务问题没有直接关联的理论争议予以简化。 同时, 为保
证司法裁判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实践操作导向思维更为追求凝聚共识的目标, 侧重于发挥
“ 通说” 在分析案件和适用法律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例如, 司法实务者往往希望刑法典能够
就所有疑难问题直接给出确定的权威性答案, 因为这样就能省去对不同观点进行比较和选择
的功夫, 从而提高办案的效率和统一性。 但是, 刑法条文对理论纷争作出一锤定音式的裁
断, 这对学术研究来说未必是福音, 因为如此一来, 刑法教义学可选择和发挥的空间就会被


大幅度压缩。

第二个对立点表现为久久为功与立竿见影的对立。 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 还是在人文社

会科学中, 基础性研究总是具有超然于现实功利的特点, 即追求所谓 “ 无用之用” 。 科学导

向思维关心的是 “ 立长远” 问题。 它不急于对个别具体问题给出确定的回答, 而有相对充足
 无论是对事物本质的追问, 还是对事物之间的内

的时间和自由进行超脱个案的学术探究;

在联系的把握, 都立基于长时间的反复思考和辩驳。 这势必导致科学导向思维的思考周期较
长。 可是, 司法实务者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作出裁决。 巨大的办案压力使得司法实务者既难
以有 “ 闲心” 和 “ 雅兴” 对那些根源性的问题展开持久的探讨, 也无法从容地等到理论纷










Vgl. Hans Planitz ( Hrsg. ) , Die Rechtswissenschaft der Gegenwart in Selbstdarstellungen, Bd. 2, 1925, S. 12ff; Michael Pawlik, Das Unrecht des Bürgers, 2012, S. 7.
Vgl. Michael Pawlik, Das Unrecht des Bürgers, 2012, S. 22f.
Vgl. Volker Erb,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höchstrichterliche Rechtsprechung und tatrichterliche Praxis des Strafrechts,
ZStW 113 (2001) , 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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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尘埃落定, 才去确定法律解释和案件裁判的结论。
综上所述, 刑法教义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并非总是并行不悖, 不同种类的体系之间可能

发生冲突。 并非简单的一句 “ 体系思考和问题思考并重” 或 “ 教学法体系与科学体系相统
一” 就能自然而然地实现 “ 鱼和熊掌兼而得之” 。 首先, 笔者将探讨, 在刑法教义学的实践
导向日益强化的现代社会, 我们为何仍然需要坚守刑法教义学的科学性和体系性。 接着, 笔

者将提出并且论证, 刑法教义学的体系建构应当采取 “ 自下而上” 的总体思路。 最后, 笔者

将指出, 应在刑法教义学内部进行功能分层, 通过 “ 自下而上” 的方式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
需要接受科学方法论的监督和检验。

二、 法教义学索性回归为纯粹的实践技艺?
( 一) 当代法学中的 “ 体系祛魅” 思潮

在许多学者看来, 法学之所以需要坚持体系思考, 是因为一旦丢弃了对科学性的追求,

 如此, 我们不妨先大胆地设问: 为什么不能直接承认

法学就会沦为一门纯粹的手工技艺。

法学就是一门操作技艺? 假若法学奉行单一的论题式思考方法即能够完美地满足法治社会的
一切现实需要, 那么, 法学又何必非要贪图一个 “ 科学” 的虚名呢?

事实上, 在当代大陆法系各部门法的理论研究中, 体系性和科学性的地位均不同程度地

降低。 甚至有激进的声音主张, 法教义学应当放弃体系建构的梦想, 老老实实地回归为一门

 20 世纪 50 年代, 德国法哲学家菲韦格 ( Viehweg) 出版的 《 论题学与法学》 一

实践技艺。

书率先对 19 世纪以来德国法学体系化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质疑, 并指出, 以现实问题为导向
的论题学才是法学应当采用的思考方式, “ 法学作为有助于解决疑难问题的技术, 在主要方
 受到这一思想的启发, 维滕贝格尔 ( Würtenberger) 针对刑法学指

面都与论题学相一致” 。

出, 以往的刑法理论在犯罪论体系和抽象概念的建构方面投注了过多的精力, 但是, 刑法教
义学研究若要保持活力, 则必须以现代社会中的现实法律问题为基点。 因此, 刑法学的方法
 在维滕贝格尔的影响下, 日本学者平野龙一于 20 世纪

论应当从体系思考转向问题思考。

60 年代对 德 国 式 的 体 系 思 考 模 式 展 开 了 猛 烈 批 判, 主 张 “ 法 解 释 学 不 是 科 学, 而 是 技
 只有 “ 问题思考” 才是实现机能刑法观的手段。

 他由此在日本刑法学界开启了一

术” ,

场方法论变革, 形式体系性的论证方式开始逐步让位于以问题和个案为导向的论证方式。 随

着 21 世纪以来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整体朝着注重社会实效的方向转变, 在刑法领域中,
 近年来,

“ 与日常的实践关联不大的刑法基础问题, 已越来越少成为研究和教学的对象” 。






















Vgl. Urs Kindhäuser, Zu Gegenstand und Aufgabe der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FS-Yamanaka, 2017, S. 445.
Vgl. Rainer Maria Kiesow, Rechtswissenschaft-was ist das?, JZ 2010, S. 591.
Theodor Vielweg, Topik und Jurisprudenz, 5. Aufl. , 1974, S. 97.
Vgl. Thomas Würtenberger, Die geistige Situation der deutschen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2. Aufl. , 1959, S. 9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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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页。
参见黎宏: 《 平野龙一及其机能主义刑法观——— 〈 刑法的基础〉 读后》 , 《 清华法学》 2015 年第 6 期, 第 158159 页。
[ 日] 井田良: 《 走向自主与本土化: 日本刑法与刑法学的现状》 , 陈璇译, 载陈兴良主编: 《 刑事法评论》
( 第 40 卷)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3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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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理学者舒国滢教授也提出: “ 实践性构成了法学的学问性格, 法学应当回归实践之学
 “ 法学是论题取向的, 而不是公理取向的。” 

 在主要的大陆法系国家中, 在多个

本身。” 

部门法领域中同时出现 “ 反体系” 动向绝非偶然。 这背后主要有现实和理论两方面的动因。
1. 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化

法学中的体系化思维与立法上的法典化思维一脉相承, 二者都希望能够将现实社会中的

多样性化约或聚合成一个单一的知识体系或者规则整体, 从而一劳永逸地包揽一切问题的解
决方案。 在社会观念较为统一且知识更新速度较为缓慢的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 法律问
题的性质、 结构和类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保持着稳定的状态, 这为解决体系化设计问题提
供了可能。 然而, 现代社会的特点恰恰在于, 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趋于多元, 海量
的知识呈几何级速度增长, 体系化思维所追求的稳定性、 可预期性和一致性在现代社会复杂

多变的现实面前显得捉襟见肘。 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是立法, 还是司法, 选择 “ 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 的就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 似乎都顺理成章。 正如顾培东教授所指出的: “ 在以
科学主义思维整合社会并依照类似几何推导的方式程式化地适用法律的尝试失败后, 面对日
趋变化的社会状态, 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 以及日渐突出的法律刚性与社会情境多样性的冲


突, 实用主义不能不成为西方国家的重要选择。” 

2. 对法学 “ 科学化” 历史的反思

有学者经过考证发现, 尽管法学历来与神学、 医学并称人类最古老的学科, 但它一开始

就是一门与科学相区别的实践技艺。 法教义学仅仅是一种运用论题学思维去追求明智和公正
的技艺, 对它冠以 “ 科学” 之名, 实乃有名无实, 纯粹是 19 世纪的德国法学家制造出的一


场误会。

在罗马法时代, 法学指的就是 “ 法律实践” 。 用杰尔苏斯 ( Celsus) 的名言来说, “ 法乃

 “ 罗马法学家们的学术工作不是理论性的, 他们的知识兴趣并不是通

善良与公平的技艺” 。

过逻辑的结构来解释所谓 ‘ 科学的真理’ , 也并不是把法律体系化或试图发展出一个融贯的
私法体系, 毋宁说, 他们的兴趣是实践性的, 即运用决疑术的方式, 利用他们的明智判断来
 尽管

处理个案的疑难问题, 或者针对案件中的法律问题提出 ( 决疑术式的) 解决方案。” 

西塞罗时代的法学家在希腊哲学的影响下曾对法学知识进行过体系化的努力, 但其目的仅限
 即相当于上文所述的教学法体系。 真正推动法学

于建立一个便于教学和授课的叙述模式,

 在这些思潮的席卷下,

走向理论化的是 17 世纪兴起的笛卡尔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

























舒国滢: 《 法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 ———从古罗马时期的 Jurisprudentia 谈起》 , 《 清华法学》 2013 年第 1 期,
第 98 页。
舒国滢: 《 寻访法学的问题立场———兼谈 “ 论题学法学” 的思考方式》 , 《 法学研究》 2005 年第 3 期, 第 3 页。
顾培东: 《 当代中国法治共识的形成及法治再启蒙》 , 《 法学研究》 2017 年第 1 期, 第 9 页。
Vgl. Wilhelm Henke, Alte Jurisprudenz und neue Wissenschaft, JZ 1987, S. 687ff.
[ 古罗马] 查士丁尼: 《 学说汇纂》 ( 第一卷) , 罗智敏译, [ 意] 纪蔚民校,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5 页。
舒国滢: 《 法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 ———从古罗马时期的 Jurisprudentia 谈起》 , 《 清华法学》 2013 年第 1 期,
第 93-94 页。
Vgl. Helmut Coing, Geschichte und Bedeutung des Systemdenkens in der Rechtswissenschaft, 1956, S. 34ff.
Vgl. Arthur Kaufmann, Einige Bemerkungen zur Frage der Wissenschaftlichkeit der Rechtswissenschaft, FS - Bockelmann, 1979, S.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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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学问若想获得 “ 科学” 的名号, 都必须以自然科学为样板, 满足自然科学的严格标准。
于是, 在 1800 年前后, 德国法学家们逐渐抛弃了法作为实践技艺的古老知识传统, 转而强
调法律知识应当具有如同几何学一般的精确性和普遍性。 一方面, 从实质上来说, 启蒙运动
时期的自然法思想为法学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 即自由平等原则; 另一方
 具体到刑法领

面, 从形式上来说, 人们相信从统一的概念出发能够推演出一切法律知识。

域, 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的半个世纪中, 黑格尔主义在刑法理论中居于主导地位, 它致力于


通过概念建构将刑法学打造成类似哲学的体系性科学。

在回顾了漫长的法学发展史后, 有学者尖锐地指出, 19 世纪的德国法学家 “ 附庸风雅”

地试图以体系建构去证明法学的科学性, 这不仅不可行, 而且从根本上扭曲了法学本来的面
目。 与其说这是一种历史进步, 不如说是误入歧途。 法学与其徒有虚名地自诩为科学, 不如
 其理由在于: 首先, 法

干脆放弃对体系的追求, 重拾法学诞生之初所拥有的传统和本色。

学在本质上并非一门揭示真理的学问, 而是一门从事 “ 理解” 活动的学问。 科学的目标在于
追求真理。 这一目标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假设之上, 即相关活动是以一种价值中立的 “ 客体—
认知” 模式展开的。 所有人面对着同一个实在, 只要认识与实在相吻合, 就意味着人们找到



了真理。 然而, 法学即司法裁判的特质恰恰在于, 它 “ 几乎完全是在与价值判断打交道” 。

如前所述, 对于一个行为究竟是构成盗窃罪还是构成诈骗罪这个问题, 并没有一个先已存在
且客观固定的 “ 答案” 。 无论人们对相关的行为作出怎样的定性, 都不存在真假之别。 人们
只有在一国法律规定的语境下, 才能判断何种定性相对更为合理、 自洽。 其次, 与追求普遍
性和必然性的自然科学相反, 法学的日常作业就是处理大量千差万别的案件和情事, “ 这些


‘ 个别的东西’ ‘ 个别的事物’ 没有所谓的 ‘ 一般的规律’ 可寻” 。

( 二) 坚守法教义学的科学性何以必要以及何以可能?

1. 单纯的论题学方法并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刑法教义学提出的要求

论题学方法的特点在于, 它不是从某个给定的公理出发进行逻辑推导, 而是直接从具体

的问题入手, 将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以及每一种方案的论据都加以汇总、 罗列, 形成论题目
 论题学方法固然对解决法律疑难问题具

录, 并通过商谈、 对话和论辩来决定最终的结论。

有明显的优势, 但它的局限性也同样不容忽视。

首先, 论题学方法只是汇集了解决某一问题所需要的各种论点和理由。 “ 但被运用的论

据或论题, 其分量极为不同。 其不是被简单地相互排列在一起, 而是具有各自特定的价值,
 特别是, 当论题目录中针对某一论点同时具有

并且总是在特定的脉络中才变得有意义。” 

支持和反对的理由时, 我们往往需要根据一个统一的价值体系去确定各个论据的权重和位阶






















Vgl. Helmut Coing, Geschichte und Bedeutung des Systemdenkens in der Rechtswissenschaft, 1956, S. 38.
Vgl. Günther Jakobs, Strafrecht als wissenschaftliche Disziplin, in: Engel / Schön ( Hrsg. ) , Das Proprium der Rechtswissenschaft, 2007, S. 117.
Vgl. Rainer Maria Kiesow, Rechtswissenschaft-was ist das?, JZ 2010, S. 591.
[ 德] 拉伦茨: 《 法学方法论》 ( 第六版) , 黄家镇译, 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 第 277 页。
舒国滢: 《 法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 ———从古罗马时期的 Jurisprudentia 谈起》 , 《 清华法学》 2013 年第 1 期,
第 99 页。
Vgl. Ingeborg Puppe, Kleine Schule des juristischen Denkens, 3. Aufl. , 2014, S. 272.
[ 德] 拉伦茨: 《 法学方法论》 ( 第六版) , 黄家镇译, 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 第 1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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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 这种用于整合和权衡不同论据的价值体系是论题学方法无法提供的。

其次, 对于解决现代社会中的 “ 双重偶联性” 困境来说, 体系化的刑法学知识是不可或

缺的。 所谓 “ 双重偶联性” 困境指的是, 一个稳定的人类社会是以人们具有稳定的行动预期
为前提的。 因为社会的人际互动结构决定了一个人在决定自己如何行动时, 总是需要考虑其
他人将会如何行动, 所以, 一旦一方的行动不稳定, 难以给对方以确定的预期, 后者就很难
采取行动。 在欠缺稳定预期的情况下, 人们不得不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各种行动的可能
性及其风险进行估算。 这将会给人类带来过于沉重的认知负担, 稳定的人类社会就无从谈
 当人类社会从传统的熟人社会转型为高度多元、 流动频繁、 分工细密的现代社会之

起。

后, 原先熟人社会中能够有效维系行动预期的各种方法, 如察言观色、 辨别社会角色等, 纷
纷难以为继。 在此情况下, 社会就必须提供一套可用以对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统一评价的系
 面对复杂且高风险的现代社会,

统, 从而降低未来世界的复杂性, 稳定人们的规范预期。

我们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普遍化的法律系统, 从而通过相同情况相同对待、 不
 所谓相同情况相同对待, 无非就是

同情况不同对待的方式, 使人们对法律规则建立信任。

要让从个案判断中发展而来的各种分析标准和论证理由能够在未来的裁判中得到重复使用。
这便离不开法律系统内部的信息冗余, 即我们需要储存经总结判例而形成的意见, 形成可供
反复调取和运用的 “ 知识记忆” 。 但是, 高效的信息冗余不能仅凭知识的简单堆砌, 它的最
终建立有赖于我们将分散的论点论据纳入到一个整体性的关联结构之中, 并对论点论据进行
抽象化的加工和整理。
由此可见, 在现代社会中, 法律系统对稳定人们的行动预期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
用。 在此背景下, 体系化的法教义学知识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不但没有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提
高而消减, 反而愈加凸显。
最后, 单纯依靠论题学方法, 人们难以对刑法制度进行长远规划和顶层设计。 如前所
述, 法教义学的任务不仅在于对既有的实定法进行解释, 还在于为法律未来的发展和续造提
供学理支持。 有学者认为, 由于民法允许类推解释, 所以自然可以由法教义学从事填补法律
漏洞和续造法律的工作。 但是, 在刑法领域, 受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 即便人们发现实定刑
法存在漏洞和不足, 也只能由立法者进行完善。 所以, 发展和续造刑法规范并非刑法教义学
 该论断不能成立, 理由在于:

的任务。

其一, 除了罪刑规范之外, 为数众多的出罪事由同样也是刑法教义学日常研究的内容。
由于罪刑法定原则只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 而出罪事由的成立恰恰有利于被告人, 所
以, 刑法教义学完全可以在缺少成文法规定的情况下, 增加、 续造法规之外的正当性事由和
责任阻却事由。
其二, 刑法教义学的意义不仅在于解释单个的法条和解决具体的个案, 还在于为刑事立













参见 [ 德] 卢曼: 《 信任: 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 , 瞿铁鹏、 李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3
-11 页。
参见 [ 德] 卢曼: 《 法社会学》 , 宾凯、 赵春燕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3 年版, 第 122 页。
参见泮伟江: 《 当代中国法治的分析与建构》 ,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108 页。
Vgl. Okko Behrends, Einführungsreferat: Das Bündnis zwischen Gesetz und Dogmatik und die Frage der dogmatischen
Rangstufen, in: Behrends / Henckel ( Hrsg. ) , Gesetzgebung und Dogmatik, 1989, 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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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供理论储备和理论指导。 在 《 刑法》 于 1997 年获得全面修订之后, 我国刑法学研究的
重心迅速从原先的刑事立法学转移到了刑法解释学。 “ 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 以及 “ 不要随

意批判法律, 不要随意主张修改法律, 而应当对法律进行合理的解释, 将 ‘ 不理想’ 的法律
 的研究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不过, 这样一种完全依附于实定

条文解释为理想的法律规定” 

法的研究范式将导致刑法教义学患上 “ 近视眼 ” 和 “ 依赖症” 。 所谓 “ 近视眼” , 是指刑法
教义学研究只将目光狭隘地局限在与解决现实问题直接相关的领域, 却不愿意花费半点精力

去谋划长远问题。 所谓 “ 依赖症” , 是指刑法教义学研究只是跟在立法身后被动地作出回应,
甚至一旦离开了成文法规范, 就难以展开论证。 然而, 刑法教义学若要跳出 “ 基尔希曼质
 则必须追寻法条背后更深层次的根基, 刑法教义学指导和反思的对象就必须包括立

疑” ,
 因此, 刑法教义学不仅要围绕实定法条文展开解释工作, 还要为刑法未来的修改

法活动。
 刑法教义学若要做到这两点, 则前提是整体性地把握刑法的基

完善作好必要的理论准备。

本范畴及其相互关联。 然而, “ 论题学思考的 ‘ 中心’ 是各单一问题本身, 而不是一种可以
 论题学这种只专注于 “ 片断性见识” ( frag
囊括各种个别问题的问题脉络或事物关联” 。

 的方法根本无法从更广泛和更本质的意义上去洞悉问题之间的关联

mentarische Einsichten) 
 因此, “ 刑法理论只有体系性地展开, 并且发

性, 自然就缺乏推动法律向前发展的能力。


展出完备的案件体系, 它才能胜任其肩负的使命, 即为未来的立法和判例开辟道路” 。

2. 刑法教义学并未脱离恒常规律和普遍规律的制约

 事实上它就已经成为一种 “ 弱意

随着法学被普遍定义为 “ 一门理解性的文化科学” ,

义上的科学” 。 法教义学固然无需恪守几何学那样的精确性和普遍性, 但它依然需要具备基
本的客观性。 笔者认为, 从价值基础、 论证程序、 事实结构和解释依据四方面来看, 刑法教
义学依然受到某些恒常规律和普遍规律的制约。 具体分述如下:
(1) 价值基础

现代刑法的价值原则具有恒常性。 虽然在不同的地域、 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 具体的法
律制度和学说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差异化的设计, 但是, 某些价值原则是经过人类法制实践
的反复锤炼和检验才凝结而成的共识, 它们构成了在任何法治社会中都不可被动摇的基石。






























张明楷: 《 刑法格言的展开》 ( 第二版) , 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3 页。
即德国法学家尤利乌斯·冯·基尔希曼 ( Julius Hermann von Kirchmann) 的著名论断: “ 既然法学只关注偶然,
它自己也就变成了一种 ‘ 偶然’ , 立法者的三个更正词就可以使所有的文献变成废纸。” [ 德] 尤利乌斯·冯·
基尔希曼: 《 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在柏林法学会的演讲》 , 赵阳译, 《 比较法研究》 2004 年第 1 期,
第 146 页。
Vgl. Wolfgang Frisch, Wesenszüge rechts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ens-am Beispiel und aus der Sicht des Strafrechts,
in: Engel / Schön ( Hrsg. ) , Das Proprium der Rechtswissenschaft, 2007, S. 160.
Vgl. Björn Burkhardt, Geglückte und folgenlose Strafrechtsdogmatik, in: Eser / Hassemer / Burkhardt ( Hrsg. ) , Die
Deutsche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vor der Jahrtausendwende, 2000, S. 119. 近年来, 我国学者也开始强调刑法教义
学的立法批判功能。 参见姜涛: 《 法教义学的基本功能: 从刑法学视域的思考》 , 《 法学家》 2020 年第 2 期,
第 41-44 页; 吴亚可: 《 论刑法教义学的立法批判功能》 , 《 南大法学》 2021 年第 1 期, 第 53-55 页。
[ 德] 拉伦茨: 《 法学方法论》 ( 第六版) , 黄家镇译, 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 第 193 页。
Theodor Vielweg, Topik und Jurisprudenz, 5. Aufl. , 1974, S. 31.
Vgl. Helmut Coing, Grundzüge der Rechtsphilosophie, 5. Aufl. , 1993, S. 295.
Joachim Hruschka, Kann und sollte die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systematisch sein?, JZ 1985, S. 10.
Vgl. 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phie, 6. Aufl. , 1963, S. 220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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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价值原则作为普遍且持久的价值界标, 为法律实践活动设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特
别是, 由于刑罚是一种对公民的自由及利益干预力度最大的国家制裁措施, 所以, 虽然在不
同社会条件下的刑事政策的侧重点有所差异, 但是, 关于刑法的介入极限的判断能够形成一
系列较为稳定的价值共识。 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 宪法乃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观念的最大公约
数, 刑法中的相当一部分原则直接享有宪法位阶, 或者与宪法具有内在渊源。
(2) 论证程序

法教义学活动需要遵循公认的法学方法、 论证规则和商谈程序, 在合理论证的轨道上形

 这是最大程度实现法教义学日常作业客观化和理性化

成 “ 具有理智说服力的共同意见” 。

的重要途径。 “ 既然法的正确性不可能外在于具体的裁判程序, 那么就只有通过这个程序才
能产生法的正确性: 通过反思和论证, 通过主体间性和共识……对法的科学性起决定作用的


不是涵摄, 而是论证。” 

(3) 事实结构

作为刑法规制对象的社会生活事实, 其内部结构具有稳定性。 韦尔策尔 ( Welzel) 指

出, 刑法体系的建构既不能像法实证主义者认为的那样, 应当完全依赖于实定法的规定, 也
不能像评价法学的支持者认为的那样, 一切应当诉诸规范评价, 而必须符合先于法律而客观
 “ 正如法律不能要求妇女缩短孕期, 在怀孕 6 个月后就把孩子生出

存在的事物本体结构。

来一样, 它也不能禁止妇女流产。 不过, 法律可以要求妇女采取行为避免发生流产, 也可以
 虽然从事实存在中不能推导出规范评价, 真正决定刑法理论的实体

禁止妇女引起流产。” 

内容和演进方向的是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 但我们不能否定, 规范评价毕竟不是游弋在真空
之中, 而是立基于特定的事物之上。 不同事物在内部结构上的差异必然会对刑法规制的方式
和策略产生影响。

(4) 解释依据

最使人们对刑法教义学的科学性产生怀疑的是, 作为刑法教义学解释依据的刑法条文具
有可变性。 然而, 事实上, 刑法规范的订立具有内在的客观规律。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
实, 立法者对犯罪圈的划定固然拥有巨大的裁量自由, 但对罪刑规范的增删废立活动仍然具

有内在的规律性。 当立法者违反规律, 简单地以 “ 一事一议” 的方式随心所欲地盲目增加犯
罪规定时, 就会导致立法上的 “ 通货膨胀” , 从而对司法实践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例如, 我

国 《 刑法》 分则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 立法者在既有的刑法条款可供适用的情况下, 仍广泛
地针对特定领域增设了专门的罪刑规范。 这种立法方式的本意是, 以问题为导向, 积极回应
犯罪治理的现实需要, 尽可能为法官断案配备具体且确定的裁判依据。 但是, 在一般法条之
外, 仅根据具体现象无限度地增设特别法条, 只会造成事与愿违的后果。 例如, 《 刑法》 在
过失致人死亡罪、 过失致人重伤罪之外, 又结合专门领域规定了安全责任事故罪、 玩忽职守













参见雷磊: 《 作为科学的法教义学?》 , 《 比较法研究》 2019 年第 6 期, 第 95、 103 页。
Arthur Kaufmann, Einige Bemerkungen zur Frage der Wissenschaftlichkeit der Rechtswissenschaft, FS - Bockelmann,
1979, S. 72.
Vgl. Hans Welzel, Studien zum System des Strafrechts, ZStW 58 (1939) , S. 493.
[ 德] 汉斯·韦尔策尔: 《 目的行为论导论———刑法理论的新图景》 , 陈璇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版, 前言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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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等种类繁多的业务过失犯, 甚至在某种业务过失犯之下又区分不同的责任主体, 进一步细
 这

分出一系列罪名。 这种应激且现象式的立法缺乏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和必要的归纳整理。

种立法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包括: 其一, 在各种过失犯的法定刑大致持平的情况下, 大幅度提
高了对不同犯罪行为进行分辨的技术难度; 其二, 它导致刑法对同一法益的保护力度因不同
领域、 不同主体而出现有失均衡的现象; 其三, 它导致司法机关在办理业务过失犯罪案件
时, 时常重分则而轻总则, 只顾机械地套用空白罪状所指示的行政法规范, 却忽视了过失犯
的一般要件和归责原理。 因此, 刑法教义学在解释和适用法律规定时, 不仅要以法条为依
据, 而且要以立法者的眼光把握法律订立背后的规律, 运用各种解释方法将立法缺失所可能
带来的负效应降至最低。

三、 “ 自下而上” 的刑法教义学体系建构思路
刑法教义学的体系化建构主要有公理推演式的 “ 自上而下” 的思路和以现实问题为起
始的 “ 自下而上” 的思路。 下文将根据公理推演式的 “ 自上而下” 的思路而建立的体系简
称为公理推演式体系。

( 一) 对公理推演式体系之反思

首先, 我们无法预先为法教义学体系找到一个拥有无限理性且足以统辖一切问题的起始

性原理。 康德 ( Kant) 认为, 一个科学的体系只能 “ 从内部 ( perintus susceptionem) 生长起
来, 但不能从外部 ( per appositionem) 来增加” , 所以, 建构体系的所有环节都应当先天地
 黑格尔 ( Hegel) 则将这种最高理念比作 “ 胚

包含在作为体系建构始点的最高理念之中。

芽” 。 他指出: “ 哲学必须把精神理解为永恒理念的一种必然的发展和让那构成精神科学各
个特殊部分的东西纯然从精神的概念中自己展开出来。 正如在一般有生命的东西那里, 一切
东西都已经以观念的方式包含在胚芽中, 并且是由这胚芽本身, 而不是由一种异己的力量产
生出来的, 同样活生生的精神的一切特殊形态也必须从作为它们胚芽的精神概念中自己发生
 将这一思想移用到法教义学中就意味着, 若要运用公理推演式体系进行 “ 自上而

出来。” 

下” 的推导, 且希望推导出来的结论能够有效应对实践中的一切问题, 即期望只借助逻辑推
理就能从上位原则或上位概念中直接获得法教义学所需的全部原理, 则必须满足一个前提,
即居于体系顶端的基础性原则或者基础性概念自始就完整地蕴含了足以孕育一切问题的解决
方案的根据或曰 “ 胚芽” 。 然而, 这一假定无异于天方夜谭, 因为法教义学的任何基础性原
理和基础性概念都只是对特定条件下人们可认知的有限事实的总结。 一旦出现了超出基础性
原理或基础性概念预想范围的案件事实, 那么, 直接经由逻辑推导得出的结论是否依然有
效, 就可能值得怀疑。 事实上, “ 只有穷尽对所有问题的讨论, 我们才能提出一个毫无矛盾


的体系来, 但是要穷尽所有问题, 这本身就是办不到的” 。

因此, 尽管法教义学的基础性原理和基础性概念通常可以被作为推论的前提, 但它们也














参见张明楷: 《 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 , 《 中国法学》 2006 年第 4 期, 第 31 页。
参见 [ 德] 康德: 《 纯粹理性批判》 , 邓晓芒译, 杨祖陶校, 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480-481 页。
[ 德] 黑格尔: 《 哲学科学百科全书Ⅲ 精神哲学》 , 杨祖陶译, 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6 页。
Helmut Coing, Über einen Beitrag zur rechtswissenschaftlichen Grundlagenforschung, ARSPh Bd. 41, S.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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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面临着新型案件事实的挑战和检验。 当法教义学的解释力已不足以应对新问题时, 法教
义学就必须接受改造。 这就说明, 任何一种法教义学体系都只不过是对已有案件及其解决方

案的暂时性总结, 在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和新素材的 “ 激扰” 下, 法教义学体系会不可避免地
持续处于自我调适的状态之中。 对于自然科学来说, 个案只不过是用来验证、 说明先在之规
律和公理的例子; 但对于法学而言, 看似处在体系最底端的个案不仅是既有教义学体系的例
证和具体化, 而且是体系建构和体系重塑活动的主要参与力量之一。
其次, 法教义学在从上位规则向下位规则进行推论的过程中, 发挥作用的绝非只有形式

逻辑, 其中还包含了复杂的价值排序和价值选择活动。 恩吉施 ( Engisch) 曾对法学和数学
的推理过程进行过比较。 他认为, 二者的区别在于, 数学是从较少的原则中推导出较多的结
 对于数学来说, 形式推演几乎就是论证

论, 法学则是从较多的原则中推导出较少的结论。

的全部内容。 在法教义学中, 看似是通过三段论演绎的方式进行推导, 但实际上形式推演不
过是一个思维框架, 在关键的推论步骤中, 对论证的方向起把舵作用的往往是实质性的价值
权衡。 例如, 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是存在某种 “ 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 从该前提出发, 我
们本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 当不法侵害人已经盗窃得手且正逃离现场时, 由于盗窃财物的侵
害行为已经完成, 所以, 只要侵害人没有实施新的侵害行为, 那么任何公民都不得对其行使
正当防卫权。 然而, 在比较公力救济优先和有效保障公民法益这两种价值诉求之后, 解释者
就可能适当延长 “ 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的时间范围, 从而认为在盗窃者既遂后在逃的一段


时间内, 不法侵害依然保持着 “ 正在进行” 的状态, 被害人可以实施正当防卫。

可见, 法教义学的上位规则和下位规则之间不仅有形式逻辑的关联性, 二者之间还时常

存在着巨大的价值空间供法教义学者抉择。 原本作为推论前提的某一原则可能会因其他原则
的介入而受到限制, 甚至被排除出局, 所以, 法教义学的推理结论往往取决于多个不同原则
之间的位阶关系。

( 二) “ 自下而上” 思路的实践机制

通过对公理推演式体系的反思, 法教义学体系建构方法的基本轮廓实际上已经呼之欲

出。 既然法教义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是否具有可产出合理解决方案的 “ 肥力” 并非取决于
某种抽象的理念, 而是取决于基本概念和原理所涵摄的具体事物是否足够全面和丰富, 那
 正是基于对大量现实材

么, 法教义学体系的建构就只能始于现实的法律问题和案件素材。

料的加工和分析, 我们才可能逐步向上提炼和发展出总结性的概念与原理。 例如, 在 20 世
纪 60 年代之前出现过的各种正犯学说, 无论是主观说、 形式客观说, 还是必要性说、 同时
性说等, 虽然各自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正犯的特质, 但它们均将某种单一的前提或者视角
 之上, 无一例

奉为体系推导的基点。 正是由于这些正犯学说都建立在 “ 过分狭窄的基础” 
 的错误, 因此, 它们注定都不可能具有全面涵盖正犯的

外地犯了 “ 将有限的见识绝对化” 
















Vgl. Karl Engisch, Sinn und Tragweite juristischer Systematik, in: ders. , Beiträge zur Rechtstheorie, 1984, S. 94.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联合发布的 《 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
导意见》 , 其第 6 条就采取了这种论证方式。
Vgl. Luís Greco, Methode, Stil, Person: Claus Roxin zum 85. Geburtstag, ZIS 2016, S. 417.
Claus Roxin, Tä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10. Aufl. , 2019, S. 325.
Claus Roxin, Tä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10. Aufl. , 2019, S.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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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表现形式的包摄力。 有鉴于此, 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的正犯论建构模式。 罗克辛
将 “ 核心人物” ( Zentralgestalt) 视作判断正犯的总体标准, 但他强调, 由此标准确立的正犯
概念绝非传统意义上的抽象概念, 而是黑格尔所说的辩证法上的 “ 具体” 概念。 黑格尔认
为, 如果我们像康德那样, 只是将概念理解成事物共同特征的静止和固定的集合, 那么, 概
念就只不过是一些抽象、 孤立和贫瘠的规定。 若要形成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概念, 则必须将特
 为此, 我们需要把辩证法和概念结合起来。 这便意

殊性、 个体性和差异性纳入概念之中。

味着, 概念乃多种规定的对立统一。 这些不同的规定既相互对立, 又经由自我扬弃向其对立
 根据这一原理, 罗克辛提

面转化, 从而在 “ 正、 反、 合” 的运动过程中形成概念的系统。

出, 正犯概念并非从一开始就能被确定, 在经过丰富多样的具体概念形式的填充之前, 所谓

 我们首先需要下沉到正犯理论的 “ 最底端” , 尽

“ 核心人物” 还只是一个空洞无物的躯壳。

可能地对那些可能成立正犯的各类情形进行汇集和考察, 继而在正犯的各种表现形式不断自
我扬弃的过程中, 动态式地向上发展出正犯概念。

具体来说: 第一, 正犯概念内部充斥着大量相互对立的不同表现形式, 具体有支配犯、
义务犯和亲手犯。 在支配犯中, 行为支配表现为行为人独自实现犯罪构成要件, 意志支配恰
好缺少这一点特征, 二者又皆不同于以分工实现犯罪构成要件为特征的功能支配。 此外, 在
意志支配之下, 又存在着胁迫型支配、 错误型支配和组织型支配这三种不同的样态。 第二,
正犯理论需要在不断出现的对立中一步步地实现更高级别和更大范围的综合。 首先, 胁迫型
支配、 错误型支配和组织型支配能够共同被意志支配这一概念所统领; 接着, 意志支配、 行
为支配和功能支配可以合并成犯罪事实支配的概念; 最后, 支配犯概念又可以和与之相对立

的义务犯概念、 亲手犯概念共处于 “ 核心人物” 这一概念之下。 概而言之, 在正犯概念的发

展过程中, 正犯理论 “ 借助愈发全面的综合, 对正犯各个要素进行了古典哲学意义上的 ‘ 扬
弃’ , 它所采用的是提升、 否定和保留这三种方法, 即这种综合把正犯的单个要素提升到了


更高的层级之上, 否定了它们的绝对性, 并且将其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保留了下来” 。

在总结了学界的和他本人的正犯理论研究经验之后, 罗克辛进一步提炼出刑法教义学方

法论的两个原则:

 根据哲学家博尔诺 ( Boll
一是认真对待 “ 来自事物的阻力” ( Widerstand der Sache) 。

now) 的看法, 在人文科学领域内, 某种学说是否显现出 “ 来自事物的阻力” , 在一定程度
 在作为研究对象的事物本身存在差异、 对立和冲突的情况

上是检验其正确与否的试金石。

下, 人们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态度: 其一, 大而化之且回避矛盾, 以掩耳盗铃的方式绕开
或者掩盖不同对象之间的差异, 追求表面上的同一性。 这样一来, 理论看似能够畅通无阻地
驰骋四方, 但它实际上已经无法与现实进行有效的沟通, 自然就丧失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其二, 正视不同事物各自的特征。 虽然人们在展开研究的过程中会时时遭遇由差异性所



















参见 [ 德] 黑格尔: 《 小逻辑》 , 贺麟译,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第 334-335 页。
参见 [ 德] 黑格尔: 《 逻辑学》 ( 上卷) , 杨一之译,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第 36 页。
Vgl. Claus Roxin, Tä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10. Aufl. , 2019, S. 529.
Claus Roxin, Tä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10. Aufl. , 2019, S. 530.
Vgl. Claus Roxin, Tä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10. Aufl. , 2019, S. 533f.
Vgl. Bollnow, Maß und Vermessenheit des Menschen, 1962, S. 13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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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重重阻力, 但这恰恰是理论与现实保持着密切联系的标志。 正是因为人们采取了后一
种态度, “ 具体的” 正犯概念才能够克服以往的正犯学说的不足, 在积极应对各类特殊正犯
现象所提出的挑战的过程中, 逐步发展出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正犯教义学。

 刑法教义学一直存在着一种以有限去框定无限的

二是重视而不是抹杀事物间的对立。

倾向, 即试图将原本来自一种事物的单一标准简单套用到另一种事物之上。 譬如, 在正犯学
说史上, 总有人想把间接正犯解释进直接正犯的范畴之中, 或者把共同正犯解释进间接正犯

 这种无视事物间的差异和对立的思考方式不可能提出精准的问题解决方案。

的范畴之中。

“ 具体的” 正犯概念则指出, 在故意犯和过失犯之间, 在作为犯和不作为犯之间, 在行为支
配、 意志支配和功能支配之间都存在着结构性差异, 它们不可能共用一个完全一致的正犯标
准, 所以, 我们必须在准确把握不同正犯现象各自特点的前提下, 制定差异化的判断准则。

四、 刑法教义学科学性检验功能的独立化
( 一) 风险: 刑法教义学知识的 “ 堆砌化” 与 “ 补丁化”
以探寻事物本质及内在规律为己任的科学体系需要满足一个基本的要求, 即体系中的每

 换言之, 组

一部分都 “ 是节节相连的 ( articulatio) , 而不是堆积起来的 ( coacervatio) ” 。

成刑法教义学体系的一切知识、 概念和学说都应当以某种更深层的原理或者原则为纽带, 有
机且融贯地联结成一个整体, 而不是毫无关系地罗列、 堆放在一起。
自下而上的从现实问题出发建构体系的思路固然有助于使刑法教义学始终能获得社会现

实这一 “ 源头活水” 的滋养和补给, 防止刑法教义学走向封闭与僵化, 但是, 随着个别问题
和具体案件大量涌入, 并且被推至理论视野的最前沿, 用于连接刑法教义学内部各板块的纽
带面临着弱化的危险。 还是以正犯理论为例, 当罗克辛以辩证法和 “ 尊重事物之间的差异”

的名义, 无所顾虑地将不同的正犯形式加以聚合时, 这做法似乎更像是把大量对立物简单地
堆积在一起, 人们难以看出这些对立物在聚合过程中, 究竟如何从对立走向了辩证统一, 又
究竟如何真正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有机整体。 比如, 从略为微观的角度来看, 在间接
正犯 ( 意志支配) 中既有直接行为人存在归责瑕疵的情况, 例如利用他人的认识错误或者
无责任能力人的行为来实现犯罪目的, 也有直接行为人能够为结果完全负责的情况, 例如上
级领导利用组织结构命令下属员工犯罪。 然而, 当行为人和结果之间介入了某种因素时, 该
介入因素既可能是他人无意识的盲目行为, 也可能是他人自由意志决定下的行为。 在这两种
情况下, 行为人对因果流程的规范控制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那么, 针对负完全责任之人的

支配和针对无责任之人的支配究竟是凭借何种媒介而统合在 “ 意志支配” 的概念之下的呢?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 罗克辛提出的以 “ 核心人物” 为关键词的正犯论是由屡次叠加的
多个标准拼接而成的。 该理论最先提出的标准是支配犯罪事实, 当该标准无法适用于身份
犯、 不作为犯和过失犯等义务犯时, 就另行为义务犯设置一个正犯标准, 当以上两个标准都










Vgl. Claus Roxin, Tä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 10. Aufl. , 2019, S. 535f.
Vgl. Schild, Täterschaft als Tatherrschaft, 1994, S. 24f; Haas, Kritik der Tatherrschaftslehre, ZStW 119 (2007) , S.
542.
[ 德] 康德: 《 纯粹理性批判》 , 邓晓芒译, 杨祖陶校, 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4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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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适用于亲手犯时, 就再为亲手犯单立一个新的标准。 面对新出现的事物, 尽管我们可以
不必固守原先的教条, 因势而谋或顺势而变, 但问题是, 前后设置的多个正犯标准之间相去

甚远。 如果说这些正犯标准可以在 “ 核心人物” 的统摄下形成一个整体, 那么, 用于连接这
些不同标准的桥梁究竟何在? 毕竟, “ 从科学理论的角度来看, 在发挥连接作用的上位概念
缺位的情况下添加新的标准, 这不是一种具有解释力的理论, 而是一种将不同标准随意进行


捏合的做法” 。

事实上, 这种 “ 堆砌式” 的所谓体系思考在当代刑法教义学的其他领域中也比比皆是。

通说在建构犯罪论时采取了一种类似于 “ 打补丁” 的方式, 即人们首先以故意作为犯为模

板发展出犯罪的一整套成立要件, 当基于 “ 典型” 形态研发的判断标准在过失犯中失效时,
 当典型标准在不作为犯中也出现了漏洞时,

就针对过失犯另行编制一套特殊的归责标准,

就再增添新的归责标准以填补空缺。 由此形成的犯罪论确实能够针对不同犯罪现象的特点提
出契合实际需要的解决方案, 可是, 纯粹依据存在论结构上的差异划分出来的故意作为犯、
过失犯和不作为犯似乎只是以层层叠加的方式组合成一个所谓犯罪论体系, 能够将这三种犯
罪现象连接在一起的规范性纽带却依然处在隐而未现的状态。

由此可见, 当 “ 自下而上” 的思路将现实问题视为刑法教义学体系建构的首要推动力

之后, 最大的隐患就在于, “ 尊重事物之间的差异” 反倒成为了无限降低刑法教义学体系化
水平和科学性的借口, 层出不穷的具体问题使得人们不断增设特殊情形, 由此催生出的一个
个特殊标准, 给体系打上了密密麻麻的 “ 补丁” 。 久而久之, 事物之间的联系逐渐被不可计
数的 “ 补丁” 所淹没, 刑法教义学体系不再是由稳固的 “ 钢筋” 连接而成的 “ 建筑” , 而渐
渐成为由松散的 “ 木块” 堆砌而成的 “ 积木城堡” 。 难怪在许内曼 ( Schünemann) 看来, 德
国当代刑法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明显的折中主义 ( Eklektizismus) 倾向, 即各类完全不
 “ 尊重事物之间的

同的价值观、 方法、 论证模式和观察问题的视角被杂乱地拼凑在一起。

差异” 无疑是体系建构的起点, 即刑法教义学研究必须从准确把握现实素材的冲突对立以及
多样性出发。 但是, 体系化的过程就是从复杂各异的现象中寻找关联性, 并将零碎的事物联
结成环环相扣的统一整体的过程。 如果在研究的终点, 也就是法教义学的体系性成果中, 我
们看到的仍然是孤立分散且相互对立的事物, 那就说明所谓体系化并未真正实现 “ 节节相
连” 的目标, 而是停留在了通往科学体系的半途。
( 二) 对策: 刑法教义学内部的功能分化

1. 现有成果及其不足

以上分析带给我们一个启示, 即在公理推演式的自上而下的思路遭到否定之后, 引入自

下而上的思路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思考与体系思考不相协调的困境。 以问题为起点的自下而
上的思路与以刑事政策为导向的目的理性犯罪论具有内在的契合之处。 当前, 我国刑法理论
界已经普遍接受了刑法体系应当与刑事政策相贯通这一基本理念。 同时, 一些学者敏锐地意










Urs Kindhäuser, Zur limitierten Akzessorität der Teilnahme, GS-Tröndle, 2019, S. 303.
Vgl. Wilhelm Gallas, Die moderne Entwicklung der Begriffe Täterschaft und Teilnahme im Strafrecht, ZStW / Athen Beiheft 1957, S. 18; Claus Roxin, in: LK-StGB, 11. Aufl. , 1992, § 25 Rn. 217ff.
Vgl. Bernd Schünemann, Kritische Anmerkungen zur geistigen Situation der deutschen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GA
1995, S.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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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 刑事政策和目的论思维的融入虽然提升了刑法体系的应变能力, 但也容易对法的客观
性和统一性形成冲击, 所以, 我们有必要对刑法体系的功能化发展趋势进行控制。 比如, 张
翔教授主张, 刑法体系应当接受合宪性调控, 具体包括: 进入刑法体系的刑事政策需要以宪
法为实质来源, 刑法学界应当构建具有宪法关联性并以基本权利为核心的法益概念, 刑罚制
 劳东燕教授则进一步提出, 对于贯通了刑事政策的功能主义

度应当接受比例原则的审查。
刑法体系, 我们有必要构建一种二元性的规制框架: 一是刑法教义学的内部控制, 包括借助
于解释方法的控制、 借助于目的本身的控制、 借助于事物本质或存在结构的控制; 二是合宪

 宪法学者和刑法学者所进行

性的外部控制, 包括强化基本权利的制约和比例原则的制约。
的这些探索将刑法体系正当性控制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然而, 这些探索方案的不足之
处可能在于: 第一, 这些方案所针对的 “ 刑法体系” 并不完全, 甚至不主要是刑法教义学的

理论体系, 因为这些方案中的大部分内容所涉及的是单纯的刑事立法活动, 例如对罪名设置
和刑罚设置的合宪性调控。 总体而言, 现有成果更为关心的是, 如何使以功能为导向的刑法
符合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原则, 以防止个体自由遭受威胁, 而并不关心刑法教义学作为一门
科学, 其知识体系需要满足哪些形式要求和实质要求。 第二, 尽管劳东燕教授所提出的 “ 刑
法教义学的内部控制” 初步涉及了科学性控制的某些要点, 但是, 一方面, 它还未厘清科学
性控制工作和教义学日常实践工作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 它还未对对科学性控制发挥作用

的具体机理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
2. 刑法教义学的层次划分
能够对自身的研究活动进行经常且系统的观测和反思, 这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
因为从科学发展的规律来看, 在科学系统内部, 人们总是先围绕着各种具体对象展开具体研
究, 随后, 科学系统内部才逐渐分化出一种子系统, 子系统所研究的不再是外在于科学的各
种具体对象, 而是科学研究本身。 这种研究被称作科学方法论研究, 或者被称作科学哲学研
 近年来, 在各部门法教义学获得空前发展的背景下, 中国法学界逐渐

究、 科学理论研究。
开始探索建立一种介于法哲学与法教义学之间的能够对法教义学进行方法论指导的科学理
论。 例如, 法理学者雷磊教授提出, 应当重视和深化法理论的研究。 法理论是一门从内部观
察者的视角出发, 致力于通过研究基本法律概念来实现法律知识的一般化与体系化的、 关于
实在法的规范学科。 除了为部门法教义学提供通用语言和规范论基础, 对进入部门法学的外
部知识进行过滤和筛选之外, 法理论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即 “ 对部门法学的学说和命题,
 具体

甚至对习以为常、 被广泛接受的通说进行审视和检验, 看其是否符合科学的标准” 。
 并主张刑法

到刑法领域, 陈兴良教授较早地提出, 对刑法理论需要进行一定的层次划分,

学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刑法哲学, 即对刑法的价值内容进行形而上探究的刑法知
识; 二是刑法法理学, 即以刑法法理为本位, 对刑法原理进行体系性叙述的刑法知识; 三是

















参见张翔: 《 刑法体系的合宪性调控———以 “ 李斯特鸿沟” 为视角》 , 《 法学研究》 2016 年第 4 期, 第 41-59
页。
参见劳东燕: 《 刑事政策与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 , 《 中国法学》 2020 年第 1 期, 第 138-147 页。
参见泮伟江: 《 法律系统的自我反思: 功能分化时代的法理学》 , 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 第 41 页。
雷磊: 《 法理论: 历史形成、 学科属性及其中国化》 , 《 法学研究》 2020 年第 2 期, 第 34 页。
参见陈兴良: 《 走向哲学的刑法学》 ( 第二版) , 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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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将刑法法

规范刑法学, 即以刑法条文为中心, 对刑法规范内容进行解释的刑法知识。

理学定位为一种立基于注释刑法学之上且超越了具体法条和具体问题的知识层次, 那么, 它
必然具有科学理论的性质。 陈兴良教授起初曾将规范刑法学等同于刑法教义学, 但最近又提
出, 由于刑法教义学除了注释性之外, 其本身就具有超越刑法条文而进行体系建构的特征,
所以 “ 在刑法教义学之外似乎没有刑法法理学存在的余地。 或者换言之, 刑法教义学就是另


一种意义上的刑法法理学” 。

借鉴上述学者关于学科分层的开拓性思考, 笔者认为:
首先, 科学性检验机能的独立化是现代社会背景下刑法教义学的内在要求。 当社会现实

愈加复杂, 疑难问题的数量与日俱增时, 处在司法一线的刑法教义学所肩负的有效应对现实
问题的任务愈加繁重。 刑法教义学往往既难以跳出具体问题的包围, 又无暇从整体上兼顾理
论体系科学性的要求。 因此, 与其让刑法教义学捉襟见肘地两头 “ 兼职” , 不如对其进行职
权划分, 即在具体教义学知识的生产机制之外, 还应当设有相对独立的外部监管机制与批判
机制。 这种外部机制由于和司法实践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所以, 它既能够以较为超脱的姿态
对刑法教义学作出更加根本、 长远和全局性的思考, 也能够从方法论的高度对自下而上建构
起来的知识体系进行跟踪和检测。 一旦发现知识体系与科学标准存在冲突, 这种外部机制就
警示刑法理论应当进行反思、 修正, 甚至在必要时应被着手重构。

其次, 对科学性检验层应当采取 “ 内置型” 的建构思路。 在确定有必要建立相对独立的

批判机制之后, 我们还需要考虑其定位问题, 即究竟应该将批判机制置于刑法教义学之内,
还是置于刑法教义学之外? 尽管刑法教义学具有极强的应用导向, 但其内部存在着设立科学

性检验层的空间。 这是由法教义学中的 “ 教义” 的双重意义所决定的。 当代法哲学认为, 法
教义学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任务, 一是从事具体的法律解释, 二是建立科学的知识体
 虽然法教义学在历史上深受神学的影响,

 但现代法学理论普遍认为, 在法教义学研

系。

究活动中, 被奉为权威的所谓 “ 教义” 不仅包括国家颁布的实在法律规范, 而且包括居于实
 正是这后一种意义上

在法背后的、 即便是立法者也不可随意违背的基本法律原则和原理。

的 “ 教义” 既决定了法教义学并非单纯为权力机关背书的仆从, 而是具有科学的特质, 又决
定了法教义学不仅能为司法实务者提供法律解释的方案, 而且还具备了批判立法的功能。

最后, 具体来说, 刑法教义学可以被划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直接面向实践的刑

法教义学。 其任务是, 以 《 刑法》 为依据, 借助各种解释方法对司法实务中出现的问题提出
恰当的学说。 在此过程中, 随着同类型案件的持续积累, 刑法教义学还会对由此类案件形成
的知识进行一定的分类和抽象化处理。 一方面, 刑法教义学以理论的形式对判案经验进行提
















参见陈兴良: 《 部门法学哲理化及其刑法思考》 , 《 人民法院报》 2004 年 12 月 29 日, 第 6 版。
陈兴良: 《 注释刑法学经由刑法哲学抵达教义刑法学》 , 《 中外法学》 2019 年第 3 期, 第 579 页。
Vgl. 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phie, 6. Aufl. , 1963, S. 210ff; Jan Schur, Rechtsdogmatik und Wissenschaft,
2006, S. 38f.
参见 [ 德] 伽达默尔: 《 诠释学Ⅰ: 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 , 洪汉鼎译,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 第 3 页。
参见雷磊: 《 作为科学的法教义学?》 , 《 比较法研究》 2019 年第 6 期, 第 98 页。 Vgl. Manfred Maiwald, Dogmatik und Gesetzgebung im Strafrecht, in: Behrends / Henckle ( Hrsg. ) , Gesetzgebung und Dogmatik, 1989, S. 12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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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和归纳; 另一方面, 它有助于使庞杂的案件解决方案以既易于理解又便于调取的形式呈现
在人们面前。 但是, 刑法教义学在第一个层次上所进行的体系化工作主要是以实用为导向,
至多只能偶然和零碎地触及事物本质及其内在关联。 第二个层次是从事科学性检验和体系性
反思工作的刑法教义学。 在这一层次, 我们需要站在科学方法的角度, 对第一个层次的刑法
教义学所产出的教义学知识展开批判性考察。
( 三) 路径: 科学性检验层的初步建构

自下而上的思路之所以存在着导致教义学理论堆砌化和碎片化的危险, 是因为人们在从
事理论建构时, 只是从满足实践需求的角度出发, 强调对不同的事物应当有不同的解决办
法, 却往往缺乏从整体上对判断标准的增加作出深层次的论证。 因此, 科学性检验层的主要
任务就是, 对教义学理论的建构追加 “ 论证责任” , 即当刑法教义学发现过往的理论标准 A

无法解决新问题时, 会本能地在标准 A 之外另行提出新的标准 B。 随着新问题的增多, 逐渐
形成了 “ A + B + C + ……” 式的体系构造。 作为单纯的实践应用对策, 这种体系构造状态本无
可厚非, 可是, “ 刑法教义学之所以具有科学性, 不仅因为它的运行过程符合理性, 而且因
 所以, 一旦进入科学性检验层, 刑法教

为它能够把握住跨越不同知识点的体系性关联” 。

义学就不能只满足于这种对标准进行简单罗列的知识状态, 而需要进一步论证以下问题: 如
果在标准 A 之外还要增添 B、 C 等标准, 那么, B、 C 等新增的标准是否和标准 A 具有内在
关联, 从而使这多样的教义学知识能够统一在一个框架或者范畴之内? 假如刑法教义学发现

A、 B、 C 等标准之间由某种纽带贯通连接着, 那么, 就应当根据这种联系对标准重新进行归

纳整合, 使标准形成统一的知识整体。 反之, 不同的标准之间一旦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就说明当前的知识状态内部存在着某种断裂或者错误, 要么是原先被确立的理论基础已经不
合时宜, 要么是从实践中发展出的新标准有偏差。 这时, 刑法理论应当对相关的范畴作根本
性反思。

 正是因为科学性检

“ 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 所谓彻底, 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验层对 “ 论证责任” 的坚守, 所以, 教义学生产的知识产品才能被一次次 “ 返厂重做” , 体
系才能在反思中逐步接近事物的根本, 从原先流于表面的、 纯粹服务于实践操作或个案解析
的体系渐渐发展为科学的体系。 具体来说, 科学性检验层的监测内容主要是, 价值基础是否
具有一致性, 形式逻辑是否具有融贯性, 事实结构是否具有符合性。
1. 价值基础一致性测试

该测试的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 刑法理论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若干得到公认的基

本原则, 它们反映了现代法治社会在犯罪与刑罚问题上的价值共识。 因此, 根据实践需要发
展出来的新标准应当与原有标准在价值基础上保持一致。 第二, 不同于犯罪学或者社会学,

刑法教义学眼中的 “ 犯罪” 乃法律上的需罚性要件和当罚性要件的总和, 所以, 对犯罪论内


容的设计与安排必须与刑罚的正当性根据相契合。

以错误论为例, 人们都承认, 客观的构成要件事实是犯罪故意的认识对象。 若行为人对










Urs Kindhäuser, Zu Gegenstand und Aufgabe der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FS-Yamanaka, 2017, S. 458.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1 卷) ,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9 页。
Vgl. Michael Pawlik, Strafrechtswissenschaftstheorie, FS-Jakobs, 2007, S.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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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要件事实缺乏认识, 则只能排除故意 ( 标准 1) 。 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行为人对正当防
卫等正当性事由的前提事实或者行为的违法性发生了错误认识, 那么, 是否影响故意的成立
呢? 当前, 在学界居于主流地位的限制责任说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以下解决方案: 首先, 对
于假想防卫等情形, 我们应当类比适用对构成要件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 否定故意的成

立 ( 标准 2) 。 其次, 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具有排除故意的效力。 在肯定故意成立的前提下,
我们只能根据避免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可能性来认定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否阻却责任 ( 标准 3) 。
此外, 持限制责任说的部分学者还对违法性认识错误的情形作出了进一步区分: 其一, 就自
然犯而言, 由于构成要件事实与违法性评价之间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 故对于自然犯的归
责, 司法机关可以一概适用责任说 ( 标准 3a) 。 其二, 就大量的法定犯来说, 由于刑法对构
成要件事实的描述与法价值判断之间的联系过于微弱, 仅凭刑法尚不足以为推断行为的法律
属性提供完整的依据, 因此, 只有结合相关的行政法规范, 才能使人们认识到行为的违法
 于是, 在错

性。 在此情况下, 应当承认违法性认识错误足以排除故意的成立 ( 标准 3b) 。
误论领域中, 大体上形成了 “ 标准 1 标准 2 标准 3 ( 标准 3a + 标准 3b) ” 的知识状态。 接

下来, 我们可以按照以下思路, 分步骤进行检验:

第一, 标准 3 是否符合责任原则? 责任原则是刑法领域内的一项旨在保障人的尊严不受

侵犯的基本原则, 它不仅要求犯罪的成立必须以行为人具有可谴责性为前提, 而且要求行为
人所受的处罚应当与他的非难可能性相适应。 按照标准 1 和标准 2, 行为人在对不法要素缺
乏现实认识的情况下, 其行为无法成立故意这一最高级别的责任形式。 即便行为人对不法要
素具有认识的可能性, 其行为至多也只能成立过失这一较低级别的责任形式。 也就是说, 对
行为人的处罚若要满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就应当将行为人已经认识到不法要素的情形和行
为人只具有认识不法要素的可能性的情形区别开来, 使二者分属于不同的谴责层级。 作为法
律评价基础的构成要件事实与作为法律评价结论的违法性原本都属于不法行为不可或缺的组
成要素, 所以, 二者理应受到责任原则同等程度的约束。 然而, 根据标准 3, 行为人对行为
违法性这一不法要素缺少正确认识, 并不影响故意的成立。 标准 3 把对不法要素仅具有认识
可能性的行为人和对不法要素已有现实认识的行为人放在了同一层级的责任非难之下, 导致
原本只能被作为过失犯来处罚的行为人被升格评价为故意犯, 这与责任原则所要求的罪责刑


相适应背道而驰。

第二, 标准 3 违反了责任原则, 这是否存在正当性根据? 通说认为, 之所以在违法性认

识错误的场合要对责任原则进行一定的软化, 是因为许多过失侵害法益的行为并没有被纳入
犯罪圈。 我们应当避免大面积出现行为人因缺少违法性认识而直接被宣判无罪的现象, 否
 可是, 既然责任原则具有宪法上的依据, 即确立

则, 行为规范的普遍效力就会遭到削弱。

责任原则本就是为了从保护基本权利出发为国家的预防性刑事政策划定界限, 那么, 刑法教
义学就不能再以追求犯罪预防的效果为名, 反过来限制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 由此可见, 标
准 3 难以通过价值基础一致性的审核。










Vgl. Klaus Tiedemann, Zum Stand der Irrtumslehre, insb. Im Wirtschafts- und Nebenstrafrecht, FS-Geerds, 1995, S.
109.
参见陈璇: 《 责任原则、 预防政策与违法性认识》 , 《 清华法学》 2018 年第 5 期, 第 101-102 页。
Vgl. Rudolphi, in: SK-StGB, 7. Aufl. , 2002, § 17 Rn.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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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如何重新整合错误论的法教义学知识? 既然标准 3 难以成立, 那么, 为了彻底贯

彻责任原则, 我们只能认为违法性认识错误同样具有排除故意的效力。 这样一来, 标准 1、
标准 2 和标准 3 就在结论上实现了统一。 接下来, 我们需要将思考推向更深层次。 首先, 既
然对构成要件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准则与对正当性事由的前提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准则完全
相同, 那么, 我们是否可以考虑直接对二者作出同样的处理, 从而使得刑法理论无需在容许
构成要件错误的问题处理上, 再像以往的通说那样耗费大量的精力? 进一步引申, 三阶层犯
罪论体系历来将构成要件事实和违法阻却事由分为两个部分, 但是, 借助教学法体系和科学
体系的二元视角来看, 这种区分固然具有便于实践操作的意义, 但未必具有科学上的必然
性。 其次, 违法性认识错误和构成要件事实认识错误在法律效果上的同一化使得我们不得不
重新审视通行的故意论。 我们从以上围绕责任原则所展开的分析可以看出, 行为人是否完整
地认识到构成要件事实和其是否对行为的违法性作出了正确评估, 二者对于判断行为人主观
上的可谴责性及其程度具有同等意义。 因此, 行为的违法性似乎应当同样被纳入故意认识的
对象范围。

2. 形式逻辑融贯性测试

既然科学体系在内部应当保持逻辑上的融贯性, 那么, 科学性检验层就需要考察人们在

推导新标准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背形式逻辑之处。 以客观归责理论中的特别认知问题为例,
鉴于目的行为论的兴起一度使得主观要素在不法判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故现代客观归责理
论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设想: 应当使不法判断的重心回归到客观的方面, 即我们在作出主观构
成要件要素判断和责任判断之前, 就需要对行为是否创造并且实现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这一
 据此, 危险判断的基础性资料应当是一般理性人在行为当时认识到的事实

问题作出回答。

( 标准 1) 。 但是, 人们很快便发现, 当行为人对危险事实具有超越一般人认知水平的特别认
知时, 假如我们未将这种特别认知纳入到危险判断的资料当中, 那么, 根据标准 1, 就只能
认定行为并未制造出任何法所禁止的风险。 这样的结论无异于放纵犯罪。 于是, 客观归责论
者只好又添加另一套准则, 即在行为人具有特别认知的情况下, 应当例外地以行为人本人认


识到的事实, 而不再以一般人认识到的事实作为危险判断的基础 ( 标准 2) 。

标准 1 和标准 2 之间的逻辑冲突是显而易见的。 原本被确定的 “ 客观” 归责理论如何能

与 “ 特别认知” 这一行为人的主观性要素相兼容呢? 对此问题, 客观归责论者有义务给出论
证。 可是, 客观归责论者在数十年间提出的各种辩解都无法消弭标准 1 和标准 2 在形式逻辑
 这是因为, 客观归责理论从一开始就明明白白地宣称, 作为其突出优势的 “ 客

上的矛盾。

观性” 是指, 客观归责的判断能够与行为人的个人能力和主观认知水平相脱钩。 立基于此,
我们在检验客观归责理论的逻辑是否具有融贯性时, 只能严格以这种意义上的 “ 客观性” ,
而不能以别的 ( 如结论上的) “ 客观性” 作为衡量的基准。 只要在确定危险判断的资料时考
虑了行为人基于超常能力所获得的认知, 客观归责理论关于 “ 客观性” 的理论预设就必然










参见 [ 德] 骆克信: 《 客观归责理论》 , 许玉秀译, 《 政大法学评论》 第 50 期 (1994 年) , 第 18 页。
参见周光权: 《 行为无价值论的中国展开》 , 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196-198 页。 Vgl. Claus Roxin / Luís Greco , Strafrecht AT, Band. Ⅰ, 5. Aufl. , 2020, § 12 Rn. 111a.
具体内容可参见陈璇: 《 论客观归责中危险的判断方法——— “ 以行为时全体客观事实为基础的一般人预测”
之提倡》 , 《 中国法学》 2011 年第 3 期, 第 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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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被打破。 既然现有 “ 标准 1 标准 2” 的知识状态未能通过形式逻辑融贯性的检验, 那就
说明客观归责理论最初的理论预设可能存在问题。 我们若要在客观归责理论契合实践需要的
同时彻底消除逻辑冲突, 则不能仅满足于局部微调, 而是需要从客观归责理论的根基上 “ 动
大手术” 。 这涉及更加本源性的问题, 即当人们期待客观归责理论能够实现一般预防的刑事
政策目标时, 客观归责理论还能否断然不顾行为人个人的特别认知能力? 一个以划定行为规
范的禁止范围为己任的归责判断是否从一开始就只能是一个主客观要素相统一的范畴?
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客观归责理论被誉为二战结束后德国刑法学所取得的最为耀



眼的理论成果之一, 但几经发展之后, 该理论就如同 “ 一只长着无数触须的巨大章鱼” ,
 有学者认为, 客观归责理论只是将各种毫无关联且完

成为一个内容极为混杂的超级范畴。
 在笔者看来, 现代客观归责理论是

全不同的教义学问题悉数堆积于客观归责的概念之下。

自下而上思路的典型产物, 它在与实践交流碰撞的过程中, 网罗了犯罪客观构成要件领域内
几乎所有的要点。 该理论之所以始终存在着冲突和杂乱之处, 根本原因在于, 人们在用粗略
的三段式框架 ( 即 “ 风险创设—风险实现—构成要件效力范围” ) 对具体的归责标准进行

初步的整理和归类之后, 就基本上只满足于它们在处理实践问题时 “ 管用” 的状态, 而一直
未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对整个归责体系进行全面的 “ 体检” 和 “ 诊疗” 。 当今流行的客观归责
理论其实是一个远未成熟的 “ 发展中” 的体系。 科学视角和整体思维的欠缺使得客观归责
理论还未能从一个由多种论题和标准堆叠而成的 “ 工具箱” , 真正上升为科学的理论体系。
3. 事实结构符合性测试

刑法的规制活动不能无视其规制对象的特性而任意展开。 准确把握并且尊重规制对象的

事实结构是归责和惩罚获得正当性的基本条件之一。 虽然法教义学是一门同时具有价值性和
理解性的人文学科, 但鉴于其与自然现实、 社会事实的关联性, 相关自然法则和社会规律始
终发挥着制约作用。 在确定某种状态具有的社会意义和经济价值时, 在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
认知、 控制或者规避的能力时, 以及在分析行为引起结果的流程时, 物理学、 生物学、 社会
学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结论是衡量具体的刑法教义学知识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标尺。
( 四) 余论: 需要说明的几点

第一, 科学性检验层的成功建立是以相关的基础研究已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厚度为前提

的。 正所谓 “ 打铁还需自身硬” , 科学性检验层若要成为衡量教义学知识科学性的标尺, 就
至少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基础研究上形成较为厚重的积淀: 一是刑法的各项基本原则、 犯
罪与刑罚的本质等, 二是与刑法论证相关联的逻辑学、 语言学、 语用学, 三是与刑法规制对
象的存在结构相关的实证科学。

第二, 在建立科学性检验层之后, 刑法教义学是在 “ 实践导向的知识→科学性检验层 →

实践导向的知识” 的往复循环中获得发展的。 首先, 刑法教义学在对问题和素材进行整理和
总结之初, 大都采用较为浅显和表面的形式, 由此产生的知识集合体大致属于教学法意义上
的体系。 随着人们更深刻地理解相关范畴的本质及其内在关联性, 又会逐步推动体系向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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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教义学科学性与实践性的功能分化
 科学性检验层的出现旨在加快教学法体系向科学体系演进的速

符合事物本质的方向前进。

度。 其次, 科学性检验层的工作并非刑法教义学知识建构的终点。 经过科学性检验层调整和
重构后的知识体系将会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 这时, 理论的关注点必须从科学性检验
层回归到实践层面。 待到新的案件事实出现, 教义学知识将在新问题和新素材的 “ 激扰”
下, 再次经历自下而上的知识更新, 随即接受科学性检验层的监测。

第三, 科学性检验标准并非被用于积极推导具体教义学知识的思想来源, 而是被用于衡
量教义学知识是否符合科学要求的标尺。 换言之, 对于教义学知识的产出而言, 科学性检验
层并非一线的产品 “ 生产者” , 而是产品质量的 “ 监督者” 。 正因为如此, 科学性检验层的
存在与体系建构方案的多样性并不矛盾。 虽然科学性检验层将刑法教义学置于恒定规律的控
制之下, 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的体系是唯一的, 因为在严格遵循基本原则、 论证方法和事实
构造的情况下, 教义学知识的组建依然拥有很大的选择空间。
本文所主张的刑法教义学体系建构思路可参见图 1。

图1

刑法教义学体系的建构思路

五、 基本的结论
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 中国刑法学界曾经出现过一轮关于犯罪论体系建构的学派

之争, 但此后, 围绕宏观体系展开争论的热潮逐渐退去, 刑法教义学整体上更加偏重于对具
体问题的精研和深耕。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则, 中国传统的 “ 经世致用” 哲学和 “ 理论
联系实际” 的指导思想始终深刻地影响着刑法学的学术风格; 二则, 当我国大规模引进德国
和日本的刑法理论时, 德国和日本刑法理论已经在方法论上实现了从体系思考向问题思考的
转向; 三则, 中国作为后发型国家, 在法律实践中同样存在着传统问题与前沿问题并存的情
况, 故刑法教义学的当务之急是为大量的实际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四则, 本土刑法理
论自主性意识的觉醒使得人们更加积极地从中国问题中寻求理论建构的灵感。 在此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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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刑法教义学的实践性和科学性之间的关系, 就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基础性课题。 本
文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 回归纯粹的实践技艺并非当代刑法教义学应该选择的道路。 坚持对刑法教义学科
学性的追求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 并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第二, 刑法教义学体系的建构应当采取自下而上的思路, 以保证体系在复杂多变的社会
生活面前保持足够的开放性和应变能力。 然而, 与此同时, 这一思路也可能造成刑法教义学
知识 “ 堆砌化” “ 补丁化” 。

第三, 正如社会现实的复杂化必然促使社会系统分化一样, 在刑法教义学肩负的任务日

益繁重和复杂的时代背景下, 刑法教义学内部也有必要进行功能分化: 一部分研究应奉行自
下而上的问题思考方式, 着眼于产出具有实用效果的教义学知识; 另一部分研究则应专司方
法论的监督之职, 对教义学知识进行科学性的检测和反思。

Abstract: The scientificity and practicalness of criminal law dogmatics do not always go hand in

hand, and they may conflict. Returning to pure practical skills is not the road that contemporary

criminal law dogmatics should choose. Adhering to the scientificity of criminal law dogmatics is not
only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of modern society, but also has the possibility of realization.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dogmatics should take the way of bottom - up to ensure that
the system maintains sufficient openness and adaptability in the face of complex and changeable social
life. However, this approach also brings the danger of “ stacking” and “ patching” of doctrinal knowl-

edge of criminal law. Just as the complexity of social reality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al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creasingly heavy and complex task shouldered by the

criminal law dogmatic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carry out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one part pursues
bottom - up thinking and focuses on the output of effective doctrinal knowledge; the other part is devoted to the supervision of methodology, which scientifically tests and rethinks on the dogmatic
knowledg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onsistency of value basis, the coherence of formal logic and the
conformity of factu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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