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被告人利益抗诉与

上诉不加刑原则之适用

———以上诉理由之限制为中心

郭 　 烁 

内容提要：上诉审体系中上诉理由的缺失，是当下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产生困惑的根

源。上诉理由具有 “事实”与 “说理”双重要素。前者体现不告不理之诉审原则，

划定了上诉不加刑在罪行方面的适用范围；后者构成被追诉人对上诉审裁判的合理预

期，为了保障审级制度目的充分实现，立法必须采取措施禁止超出被追诉人合理预期

且不利于被追诉人的突袭性裁判。对上诉不加刑原则更为准确的理解是：上诉审法院

可以在上诉审范围内对超出上诉理由 “说理”要素的部分作出裁判，但这部分裁判不

得加重被追诉人的刑罚。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基准从来不是 “上诉由谁提起”，而

是 “被追诉人对上诉审裁判的合理预期如何”。在为被告人利益抗诉案件中，检察官

的抗诉理由有利于被追诉人，此时加重处罚显然不符合 “不利于被告人的预期外裁判

禁止理论”，上诉审裁判应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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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为被告人利益抗诉案件二审能否加刑

　　２０１９年底发生的余金平交通肇事案〔１〕引起了理论界、实务界对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的

讨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检察机关明确为被告人利益抗诉时，二审法院的加重判决是否违反

上诉不加刑原则。对此，学界看法不一。第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的抗诉与被告人的上诉具

有 “同向性”，二审加重刑罚有违上诉不加刑原则。〔２〕第二种观点则从 “抗诉的法律监督属

性”及 “审级制度的监督纠错性质”出发，认为 “即使抗诉客观上有利于被告人，目的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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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大数据侦查的程序控制与证据适用研究”（１９ＡＺＤ０２４）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中国政
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支持计划 “行政法典立法研究”（２１ＣＸＴＤ０７）资助。

被告人余金平涉嫌交通肇事罪，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一审法院未接受检察机关提出的缓刑量刑建议，径行下

判。检察机关以判决量刑畸重为由提起抗诉，被告人亦以同样理由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

自首有误，予以纠正并再次加重上诉人的刑罚。参见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京０１０９刑初１３８号刑事
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京０１刑终６２８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蒋安杰：《实体正义之 “轮”不能滑离程序正义之 “轨”》，《法制日报》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２日第９版、第１１版。



为了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不受上诉不加刑规定的限制”。〔３〕

　　可以说，第一种观点的结论符合朴素正义直觉 （事实上笔者也同意这一结论），但在论证

上欠缺临门一脚：抗诉和上诉所具有的 “同向性”与是否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有何必然关系？

或者，何以认为凭借这种 “同向性”就可以超出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２３７条第２款 “人民检

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的字面意思进行规范解读？在

特殊情形下 （如数罪并罚时，检察官、被告人分别就不同罪名抗诉、上诉），所谓的 “同向

性”又当如何判断？

　　第二种观点则在论证方向上有所偏差：过于强调抗诉权、审级救济的所谓 “客观真实”

属性，却忽视了上诉审构造的独有规律。欧陆法制也强调实质真实原则，其检察官亦多负有

“法律监督”职责，〔４〕但为何以德国、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国家、地区却明确规定即便检

察官为被告利益上诉，仍适用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５〕可见，对所谓 “实质真实”的追求并

非争论之根本。

　　在笔者看来，“两大法系”也好，“职权主义” “当事人主义”也罢，这些试图区分事物
的类型化概念本应是理解具体规范的手段，而非目的。即单纯以 “职权主义” “实质真实”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刑事诉讼整体特质、宏大话语展开分析，对于具体规范适

用的论证裨益有限。诚如学者所总结：“各国法律制度对于 ‘二重危险法理’或者 ‘不利益变

更禁止原则’之重视程度及其规范样态，并不一致。与其说这是由于欧陆法系重视实体正义

及真实发现，以及英美法系重视形式正义及程序保障，两者基本刑事制度机能的差异所导致

的；不如谓系对于 ‘公正裁判’的内涵，各国皆有其本身的历史背景及司法实践经验，因而

引导出不同的制度设计，较来得具体踏实，免致遭受 ‘乱贴标签’之讥。”〔６〕

　　是故，笔者更主张从上诉审构造，尤其是上诉理由〔７〕在我国上诉审体系中的应然作用出
发，寻求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方面，“为被告人利益”和 “为被告人之不利益”的抗诉，唯其

在抗诉理由上有所差别，这种顺藤摸瓜式梳理才更具针对性。另一方面，域外法制中，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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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计划：《抗诉的效力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基于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二审改判的分析》，《法学》２０２１年
第６期，第１７４页。
以德国为例，检察官的最初制度定位就是限制纠问法官 （Ｉｎ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ｒｉｃｈｔｅｒ）权力的监督机关，尔后发展为刑事
诉讼全过程的监督者。当然，这种法律监督职能在不同诉讼阶段表现各异，在追诉阶段主要表现为警察的 “检

察官辅助人”角色，在审判阶段主要表现为监督法官公正审判，在执行阶段则集中表现为驻监检察官的执行监

督。Ｖｇｌ．Ｒüｐｉｎｇ，ＤｉｅＧｅｂｕｒｔｄ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ｗａｌｔｓｃｈａｆｔ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ＧＡ１９９２，１４７ｆｆ．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３３１条规定：“１．仅由被告人，或者为了其利益由检察院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提起 （普通）上诉

的，在行为法律后果的刑罚种类及刑度上，不允许作不利于被告人的变更。２．安置于精神病院或者戒毒瘾所的
命令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本文引用的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刑事诉讼法条文均出自 《世界各国刑事诉讼

法》编辑委员会编译：《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中国检察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我国台湾地区 “刑事诉讼法”

第３７０条第１款规定：“由被告上诉或为被告之利益而上诉者，第二审法院不得谕知较重于原审判决之刑。但因
原审判决适用法条不当而撤销之者，不在此限”（本文引用的我国台湾地区 “刑事诉讼法”条文均出自 《新简明

六法实用小法典》，高点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版）。我国的上诉不加刑原则与其他国家、地区所谓的 “不利

益变更禁止”概念只是语境和侧重点不同，前者更强调上诉审语境以及 “不得加重刑罚”的法律后果，后者则

不以上诉审为限 （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４５２条规定再审的 “不利益变更禁止”：“再审时，不得宣判重于原判决

的刑罚”），且在适用上侧重对 “不利益变更”的判断与认定。本文只讨论上诉审语境下的规则，涉及我国法制

时，使用 “上诉不加刑”概念；涉及其他国家、地区法制时，使用 “不利益变更禁止”概念。

潘天蔚：《两岸法制下的刑事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及其法理基础》，《日新司法年刊》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第２２７页。
我国区分检察官提起的 “抗诉”和被告人提出的 “上诉”，其他国家和地区并无此区分。为表述方便，下文如无

特殊说明，直接以 “上诉”统摄两造提出的上诉。



变更禁止原则的规范表述通常以上诉理由作为其适用与否的条件，〔８〕这也启发我们去发现上

诉理由同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的关系。换言之，某一案件中抗诉和上诉具有 “同向性”时，

其与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的关系，即为本文论述肯綮所在。

　　概括而言，本文写作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第一，控辩双方的上诉理由与上诉不加刑原则
之适用有何法理上的联系。第二，这种联系凸显程序法层面的何种价值取向，又如何指导我们

对上诉不加刑原则作具体适用层面的解读。第三，法理层面的阐释是否超越了我国刑事诉讼法

有关上诉审体系的实在规范。于论证而言，本文首先解释了我国独特的上诉审构造使得上诉理

由缺乏应有关注，这直接或间接引发了诸多制度层面理解上的混乱，其中就包括上诉不加刑原

则的适用。进而，本文强调上诉理由对被追诉人上诉审阶段裁判预期的塑造功能，并论证这一

功能对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的影响。最后，立足我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范，检视上诉理由制度

与我国现有上诉审体系的兼容性。

二、困惑由来：从上诉理由的缺失谈起

　　笔者倾向于将当下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上的困惑归咎于我国独特的、含混的上诉审构造。

在我国上诉审体系中，刑事诉讼法未就上诉理由作专门规定，上诉理由的作用也鲜受重视，自

然也就很难根据现有的上诉审规则来阐释不同的上诉理由将如何影响上诉审判决。对比其他国

家、地区法制，上诉理由在上诉审体系中的境遇却大不相同。典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用十数

个条款〔９〕规定了控诉〔１０〕理由及其适用。我国台湾地区 “刑事诉讼法”对上诉理由也着墨

颇多：上诉书状应叙述具体理由 （第 ３６１条）、对未叙述上诉理由之上诉的补正和驳回
（第３６７条）、上诉无理由之判决 （第 ３６９条）等等。有学者已经发现这一区别，并试图从上
诉审构造的差异来解释这一现象：“事后审查制离开了上诉理由的限定便几乎无法有效运转，

而复审制由于系对案件实体问题进行的再一次全面审理，无论当事人基于何种理由上诉，对复

审的进行均不会产生影响。”〔１１〕更确切地说，是上诉审构造中的上诉审启动程序和审理范围

规则决定了上诉理由在各法制体系中的不同境遇。

　　 （一）缺失上诉理由的原因之一：上诉审启动程序的影响

　　有学者将不同法制下的上诉审启动程序区分为 “权利型上诉”和 “裁量型上诉”两种。〔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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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３３１条规定：“仅由被告人，或者为了其利益由检察院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提起 （普通）上

诉的，在行为法律后果的刑罚种类及刑度上，不允许作不利于被告人的变更。”

这些包括 “控诉理由书”的一般规定 （第３７６条）、法定的控诉理由 （第３７７条至第３８３条）、控诉理由的审查
（第３９２条）等条款。
在国内讨论日本刑事诉讼法制的语境中，“上诉”一词包括：（１）针对 “判决”的 “控诉”（向高等法院提出，

相当于第二审）和 “上告” （向最高法院提出，通常是第三审，但对特殊种类的一审判决可以越级上告）。

（２）针对部分 “裁定”的 “抗告”，包括缩短提出期限的 “即时抗告”和不限制提起期限的 “通常抗告”。如

果该 “裁定”涉及违反宪法的问题，则该 “抗告”只能向最高法院提起，被称为 “特别抗告”；如果该 “裁定”

是高等法院作出的，则只能针对该 “裁定”提起 “异议申请”而非 “抗告”。（３）针对部分 “命令” （如驳回

申请回避裁判）的 “准抗告”。其中，只有 “控诉”对应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 “上诉”，故本文在涉及日本法时

使用更准确的 “控诉”一词。

孙远：《论刑事上诉审构造》，《法学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１４３页。
参见牟绿叶：《认罪认罚案件的二审程序———从上诉许可制展开的分析》， 《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９年第 ３期，
第１１０页。



前者指法律赋予当事人上诉权，只要上诉满足形式要件即启动上诉审程序，如德国刑事诉讼法

第３１２条的规定：“对刑事法官、参审法庭作出的判决不服的，准许提起 （普通）上诉”。后

者指当事人有权申请上诉，但法院需裁量决定是否受理。典型如美国最高法院对待上诉权之立

场：“刑事被告的上诉权并非宪法性权利”；〔１３〕“裁量上诉意在实现公共利益及法律续造，而

非确保裁判的正确性，倘若上诉不符合上述意旨，即便州最高法院认为原判决有误，也可以驳

回被告之上诉”。〔１４〕

　　通常认为，我国的刑事上诉程序属于权利型上诉，但这一看法并不尽然。这里存在一个误
解，并不是说权利型上诉就不需要上诉审查，如日本法制，被告人提交控诉理由书并不必然导

致控诉审启动，控诉审法院还要对控诉理由进行形式审查，若控诉理由同法定控诉事由明显不

符，控诉审法院要作出不受理控诉的裁定。〔１５〕而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上诉审启动程序极为

简单，只要当事人声明不服即可。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将我国的上诉审启动程序同德国普通上

诉的启动程序〔１６〕归为一类，属于 “绝对的权利型上诉”，而将日本的控诉审和我国台湾地区

第二审、第三审对上诉理由的审查规定视为 “相对的权利型上诉”。

　　就裁量型上诉和相对的权利型上诉而言，上诉理由对诉讼系属〔１７〕的影响显而易见。被告
提出上诉即告第一审诉讼系属关系消灭，该上诉申请也发生阻断第一审判决生效之 “停止效

力”。此时，上诉审法院或者原审法院应审查上诉理由的内容：就裁量型上诉而言，只有当上

诉审法院认为上诉理由提出的错误有纠正的必要时，才启动上诉审救济；就相对的权利型上诉

而言，只要上诉理由符合法定形式，上诉审即告发动。此时，上诉审法院生成新的诉讼系属，

上诉申请发挥将案件移送至上诉审法院审判的 “移审效力”。但是，在绝对的权利型上诉场

合，无需专门区别诉讼系属消灭、生成的关系，因为在此种规则之下，上诉权的保障是绝对

的，只要当事人声明不服，一审法院对案件的系属即告消灭，第二审法院也旋即产生新的诉讼

系属，二者同时发生。

不同上诉审启动程序中诉讼系属的消灭与生成关系

类型 第一审诉讼系属消灭的时间 上诉审生成新诉讼系属的时间

裁量型上诉 提出上诉时 （发生停止效力） 审查上诉理由：有必要启动上诉 （发生移审效力）

相对的权利型上诉 提出上诉时 （发生停止效力） 审查上诉理由：形式合法 （发生移审效力）

绝对的权利型上诉 提出上诉时 （同时发生停止效力和移审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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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ｃＫａｎｅｖ．Ｄｕｒｓｔｏｎ，１５３Ｕ．Ｓ．６８４（１８９４）．美国最高法院于１９８３年重申该立场。ＳｅｅＪｏｎｅｓｖ．Ｂａｒｎｅｓ，４６３Ｕ．Ｓ．７４５
（１９８３）．
Ｒｏｓｓｖ．Ｍｏｆｆｉｔｔ，４１７Ｕ．Ｓ．６００（１９７４）．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３８６条规定：“在下列场合，控诉法院应当作出控诉不受理的裁定：……控诉理由书记载的申
请控诉的理由，显然与第３７７条至第３８２条及第３８３条所规定的事由不符合时……。”
德国的上诉程序区分普通上诉 （Ｂｅｒｕｆｕｎｇ）和法律适用上诉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对于普通上诉，当事人只需要在判决宣
告后一个星期内提交一封只有一句话的信——— “我据此判决提出上诉”———就足够使地区法院三名法官组成的合

议庭对是否有罪及其刑罚开始一个新的审判。参见 ［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

小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２０页。
诉讼系属是大陆法系诉讼理论的基本概念，主要描述 “特定当事人之间的特定请求，已在某个法院起诉，现存

在于法院而成为法院应当终结诉讼事件之状态”；其作用在于判断管辖、新诉提起的合法性，以实现禁止双重危

险等法治原则。参见刘学在：《略论民事诉讼中的诉讼系属》，《法学评论》２００２年第６期，第９１页。



　　不难理解，在绝对的权利型上诉之下，上诉理由的作用可能会被忽视；甚至，或许连上诉
审如何启动都有些不明所以。实践关注的重点始终是当事人有没有声明不服———只要当事人声

明不服，刑事诉讼就步入上诉审阶段。至于这其中诉讼系属关系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显然并

不重要。

　　 （二）缺失上诉理由的原因之二：审理范围规则的影响

　　上诉审启动程序只是影响上诉理由在上诉审体系中地位的一个因素。以美国和德国为例。
在美国，上诉权并非宪法性权利，但时至今日联邦和各州普遍以成文法形式赋予了被告上诉

权；在德国，普通上诉也采用绝对的权利型上诉模式。然而，上述法制均强调上诉理由的作

用，这并非理论上的矛盾，而是存在其他影响因素。一方面，英美法系强调当事人主义的处分

原则，其上诉审构造采取典型的事后审查模式，上诉审只审查上诉理由成立与否。而依德国法

制，虽然普通上诉不依赖具体的上诉理由，但法律适用上诉却相反〔１８〕———法律适用上诉属于

典型的事后审查模式，只能以原判决违反法律为依据；倘若毋须当事人提出上诉理由，事后审

查自然无从开展。另一方面，要考察审理范围规则的影响。我国上诉审采全面审查原则，〔１９〕

所有案件的上诉审理范围都是 “全案”。这里存在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即有学者根据全面

审查原则将我国的上诉审构造归为复审制。〔２０〕但实际上，所谓 “复审制”“续审制”“事后审

查制”的上诉审构造差别，并不在于上诉审范围有多大、或者是不是 “全案”审查，唯其在

确定的上诉审审理范围内应采何种审查基准上有所差异。换言之，这是审查标准而非审查范围

的问题。试举例说明。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犯 Ａ、Ｂ两罪，数罪并罚；被告人对 Ｂ罪无异议，
但认为自己不构成 Ａ罪，遂单就 Ａ罪提出上诉。上诉审构造的分类旨在解决 “上诉审法院应

如何审查 Ａ罪”：是重复一遍原审程序，全面审查 Ａ罪的事实证据与法律适用 （复审制），还

是在承认原审认定事实的基础上审查原判决对 Ａ罪的认定是否适当 （续审制），抑或只事后回

顾性地审查原审法院对 Ａ罪的判决结果，不再进行新的调查程序 （事后审查制）。但无论采取

何种上诉审构造，上诉审的审理范围都应只限于 Ａ罪。审理范围规则要解决的问题是，上诉
审法院究竟是只审查 Ａ罪 （上诉范围有限），还是全面审查 Ａ、Ｂ两罪 （全面审查原则）。

　　全面审查原则因明显违反诉审原则而不为其他现代法治国家或地区所采纳，比较法上鲜见
先例。英美法制强调处分原则，只审查上诉理由是否成立自不待言。于大陆法系，各国家或地

区也均对上诉审范围有所限制，即区分 “全部”和 “一部”之上诉。〔２１〕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

第３５７条规定：“上诉，可以对裁判的一部分提起。没有限定一部分而上诉时，视为对裁判的
全部提起的上诉”。德国刑事诉讼法第３２７条 （针对普通上诉）规定 “法院只对原判决被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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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刑事诉讼法第３４４条规定：“１．（法律审）上诉人应当说明其在何范围内对原判决不服，在何范围内申请撤
销原判决 （法律审上诉申请），并说明申请理由。２．说明理由时，必须说明是违反了程序方面的法律规范，或违
反其他方面的法律规范，而对原判决提起异议。第一种情况下，还须指出存在瑕疵的事实。”

全面审查原则体现于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２３３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就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
进行全面审查，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共同犯罪的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上诉的，应当对全案进行审查，

一并处理”。根据这一规定，无论被告人、检察官上诉、抗诉理由如何，二审都要进行全案审查。

参见王超：《刑事上诉制度的功能与构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１４页。
“一部上诉”的判断主要依据 “可分性准则”。以德国为例，可分性准则意味着需要根据判决的内部情况，判断

当事人声明上诉的部分和未声明上诉的部分事实上和法律上是否可以分开。对于分开不会产生争议，且上诉审法

院就声明上诉部分变更、撤销判决不会与未声明上诉部分产生实质性矛盾的，可以提出 “一部上诉”；如果上诉

人提出的 “一部上诉”与判决的其他内容无法独立区分，则该 “一部上诉”无效，法院应认定属于 “全部上

诉”。Ｖｇｌ．Ｂｅｕｌｋｅ，Ｓｔｒａｆｐｒｏｚｅｓｓｒｅｃｈｔ，１３Ａｕｆｌ．，Ｒｎ．５４２．



部分进行审查”，第３５２条 （针对法律适用上诉）第１款规定 “（法律审）上诉法院只是根据

所提出的 （法律审）上诉申请进行审查，如果 （法律审）上诉是依据程序错误的，只审查提

出 （法律审）上诉申请时所说明的事实”。在法国，上诉审法官的权力实际上取决于向其提出

的上诉范围，如果上诉书没有明文限制仅对某些特别争点提出上诉，就可以认为是对整个判决

的上诉。〔２２〕我国台湾地区 “刑事诉讼法”第３４８条亦规定：“上诉得对于判决之一部为之；未
声明为一部者，视为全部上诉。对于判决之一部上诉者，其有关系之部分，视为亦已上诉。”

　　可见，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其审理范围规则坚持两个规律：其一，上诉理由划定上诉审
范围；其二，如果上诉理由没有针对明确的争点，则视为全案上诉。前者体现不告不理之诉审

原则，后者则保障被告的上诉权。但是，若依全面审查原则，无论当事人提或者不提、提出什

么上诉理由，二审的审判范围皆恒定针对全案。是故，我国全面审查原则的立法模式没有必要

再针对上诉理由作专门规定，这是我国上诉审体系中缺失上诉理由的特有原因。

三、上诉理由之于上诉不加刑原则

　　直观地看，上诉理由包含两方面要素，这两方面要素分别影响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其
一，上诉理由的 “事实”要素，意在表明 “请求上诉审审理之事项”；其二，上诉理由的 “说

理”要素，意在声明 “请求上诉审支持上诉主张之事实上与法律上的根据”。例如，余金平案

检察机关的抗诉请求系回归一审阶段双方 “合意”达成认罪认罚具结之下的量刑建议内容。

其中，抗诉理由的 “事实”要素是指，检察机关针对的是交通肇事罪项下的事实。“说理”要

素则是指：（１）一审法院改变量刑建议系程序违法；（２）一审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的理由不
能成立；（３）余金平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４）本案判处实刑属同案不同判。不难发现，本
文涉及的为被告人利益抗诉案件能否加刑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在讨论上诉理由的 “说理”要

素与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的关系。

　　 （一）上诉理由的 “事实”要素：限定上诉不加刑原则在罪行方面的适用范围

　　之所以首先讨论上诉理由的 “事实”要素对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的影响，肇因于理论界存

在一种较为普遍的误解，即认为为被告人利益抗诉案件的加刑违反了不告不理的诉审原则。〔２３〕

这一论证的基本逻辑是：现代刑事诉讼构造的特点之一是诉审机关各司其职、贯彻不告不理，

在检察机关为被告人利益抗诉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如果依职权加重被追诉人的刑罚，其实就是

在二审阶段代行控诉职能，有违不告不理原则。虽然这一论证的结论与本文相同，但笔者并不

认同其论证思路———为被告人利益抗诉案件与不告不理原则实无太大关联。

　　其实，这一误解的症结在于没能区分上诉理由的 “事实”和 “说理”要素，不告不理之

“告”只针对 “事实”要素而不涉及 “说理”要素。不告不理的核心理念是 “法院只能审理

那些提起告诉的案件”。这是现代弹劾式诉讼取代纠问制，限制纠问法官擅断的应然立场。在

公诉案件中，实体法意义的犯罪对应于行为人的行为，侦查机关依照诉讼法启动侦查后，将发

生在先的犯罪转化为被追诉人的犯罪事实，这就是所谓 “案件”，也是刑事诉讼的 “诉讼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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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法］贝尔纳·布洛克：《法国刑事诉讼法》，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３３页。
参见前引 〔３〕，刘计划文，第１８７页。需要说明的是，刘计划是反对此种观点的。笔者认同其反对该观点之结
论，但不赞同其论证内容。



体”。不告不理之 “告”，针对的就是所谓 “案件”，即行为人的行为或者犯罪事实。显然，

不告不理要解决的是审判机关能审什么的问题，而不是审判机关要怎么审的问题。

　　审判机关能审什么，是公诉机关如何限定审判范围的问题。英美法系强调裁判者消极中
立，采用罪状明细制度划定审判范围，明确陪审团或法官只能裁定起诉书所指控的罪状是否成

立。〔２４〕大陆法系则多以 “公诉事实”为基准，以检察官起诉状 “公诉事实栏”内记载的被告

人犯罪事实为审判对象，同时衍生出公诉事实同一性和单一性的理论。但日本法制略有差别。

旧日本刑事诉讼法 （１９２２年公布、１９２４年实施，“二战”后被废止）也以 “公诉事实”为基

准划定审判范围，〔２５〕但战后新日本刑事诉讼法 （１９４８年公布、１９４９年实施）改采诉因理论，
以 “犯罪构成要件对应的具体事实”作为确定审判对象的判断基准。〔２６〕公诉机关划定的审判

范围严格限制审判机关，如在日本法制下，当法院认定的事实与诉因犯罪事实不同时，不得径

行超越诉因记载而为判决，否则构成日本刑事诉讼法第３７８条 “对没有请求审判的案件作出

判决”的绝对上诉事由。我国台湾地区 “刑事诉讼法”第３７９条 “未受请求之事项予以判决

者”属于当然违背法令，得提起第三审救济的规定，同乎此理。

　　审判机关要怎么审，是指在审判范围内公诉机关 （罪与刑）的主张能否约束审判机关的

问题，比如审判机关能否改变公诉机关起诉的罪名、能否超出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进行裁判

等。这里体现的是裁判权如何行使，而不涉及不告不理。典型如２０２１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 “刑事诉讼法解释”）第２９５条第１款第
２项的规定：“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指控的罪名不当的，应当依据法律
和审理认定的事实作出有罪判决”。在日本的诉因变更制度之下，于公诉事实同一性的前提

下，法院有权命令追加或者变更诉因或者罚条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 ３１２条第 １款、第 ２款）。
我国台湾地区同样存在起诉法条变更制度，其 “刑事诉讼法”第 ３００条规定： “前条之判决
（科刑或免刑判决），得就起诉之犯罪事实，变更检察官所引应适用之法条”。上述胪列的核心

内容就在于声明：法院在不超出基本公诉事实的范围内，不受公诉机关意见的限制。

　　因此，对于为被告人利益的抗诉，二审法院加刑与否均非超越 “事实”作出判决，并未

突破不告不理的诉审原则。换言之，从诉审关系的角度，万难得出为被告人利益抗诉案件之二

审不得加刑的结论———在诉审关系上，虽然公诉范围能够约束审判范围，但求刑权却不能约束

量刑权。

　　相应地，上诉理由的 “事实”要素对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的影响，也仅限于划定上诉不

加刑原则在罪行方面的适用范围。例如在数罪并罚的情形下，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犯 Ａ、Ｂ两
罪，分别科刑后数罪并罚；一审宣判后，检察机关对 Ａ罪无异议，却以 Ｂ罪量刑畸轻为由提
起抗诉；与此同时，被告人对 Ｂ罪无异议，却以 Ａ罪量刑畸重为由提出上诉。此时二审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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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ＪｏｈｎＳｐｒａｃｋ，Ｅｍｍｉｎｓｏ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１９９５，ｐ．２０８．
旧日本刑事诉讼法第２９１条第１款规定：“提起公诉应当列明被告、犯罪事实及罪名。”
在日本学界，对于审判对象有 “公诉事实对象说”（审判对象是公诉事实）、“折衷说”（公诉事实和诉因都是审

判对象）、“诉因对象说”（审判对象是诉因）的争议。实务倾向于诉因对象说 （［日］池田修、前田雅英：《刑

事诉讼法讲义》，成文堂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８４页以下。转引自李明鸿：《论诉因制度与审判范围———以名古屋高裁
昭和６２年９月７日判决为中心》，《法令月刊》第５９卷 （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第１０８页）。关于诉因与公诉事实
的区别，在此试举一例。在科刑之一罪的场合，行为人其实触犯了数个罪名，依公诉事实制度，起诉书只概括记

载一个公诉事实，描述历史发生之事件即可，但依诉因制度，却要根据触犯的罪名作多个记载，实行一诉因一罪

原则。本文语境中，可将二者极简化理解为，诉因即最小化之公诉事实。



能否加刑？如果不考虑上诉理由 “事实”要素的影响，字面理解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２３７条
第２款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的规定，就很

容易得出如下结论：因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故二审法院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可以加

刑。殊不知，考虑到上诉理由 “事实”要素对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范围的影响，检察机关的

抗诉应仅限于 Ｂ罪对应的公诉事实，二审法院也只可在 Ｂ罪的范围内加重刑罚；被告人上诉
所针对的 Ａ罪，则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约束。换言之，Ａ罪不可加刑，Ｂ罪可加刑。这样的
处理在域外强调上诉理由作用的法制下毫无争议，但因为我国上诉审体系中缺失上诉理由，从

法条字面推导上述结论就会产生争议。

　　当然，更为复杂的情形是，在法定之一罪、实质之一罪以及科刑之一罪等罪数形态下，上
诉不加刑的适用范围当如何判断。囿于篇幅所限，且上述疑问实际上也属于上诉审范围的判断

问题，与本文待论证的内容相去甚远，兹不赘述———或者也可以说：同理可得。

　　 （二）上诉理由的 “说理”要素：防止上诉审法院的突袭性裁判

　　上诉理由的 “说理”要素反映了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在事实上与法律上的根据。相比上诉

理由的 “事实”要素对上诉审范围的划定，上诉理由的 “说理”要素鲜受关注。下文笔者将

着重论证，上诉理由的 “说理”要素是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基准。观察现代法治国家或地

区，上诉理由体现出的 “说理”要素具有如下两个规律。

　　１．“说理”要素应体现主体利益
　　上诉乃救济制度之一种，而救济的前提是原判决整体或一部不利于上诉人，这种请求撤销
原判决之不利并改为对己有利之利益被称为上诉利益。现代法治国家或地区普遍将上诉利益规

定为上诉的合法要件。上诉利益的判断基准有 “形式不利说”与 “实质不利说”之界分。〔２７〕

前者强调将判决主文同上诉理由之主张进行对比，尔后确定上诉利益是否存在；后者则关注原

判决内容对上诉人的利益是否有实质上的不利 （即便原判决对上诉人实质上利益无涉，但只

要上诉理由体现出寻求更为有利之裁判的目的，亦可确认存在上诉利益）。无论采何种见解，

上诉利益都是立足于上诉理由的 “说理”要素进行判断的。但是，这一规律并非绝对，在同

其他制度价值产生冲突时也会有所取舍，例如同检察官法定职权产生冲突时。

　　当 “主体利益”规律同检察官的职权定位发生冲突时，多数法制基于检察官有确保法律

正确实施之职能，而认可检察官可以为被告利益上诉。“检察官、自诉人及被告虽同为刑事诉

讼法上所称之当事人，但其立场各异，检察官为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有要求正当适用法律之责

任，故不仅得为被告之不利益提起上诉，且得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诉”。〔２８〕德国刑事诉讼法

第２９６条规定，“检察院和犯罪嫌疑人均拥有针对法院的裁决提起准许的法律救济程序的权
利。检察院也可以为了犯罪嫌疑人的利益而行使此项权利”———盖因检察院的职责是关注法律

是否正确适用，〔２９〕等等。

　　日本法制略有不同。日本刑事诉讼法第４０２条规定，“对于由被告人提起控诉或者为被告
人的利益而提起控诉的案件，不得宣告重于原判决的刑罚”。该条款中的 “为被告人的利益”

是指该法第３５３条至第３５６条规定的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保佐人、请求开示逮捕事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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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Ｖｇｌ．Ｊａｕｅｒｎｉｇ，Ｚｉｖｉｌｐｒｏｚｅｒｅｃｈｔ，２５．Ａｕｆｌ．，１９９８，§７２Ｓ．２６９ｆｆ．
我国台湾地区 “最高法院”１９８３年台声字第５３号判例。
参见前引 〔１６〕，魏根特书，第２１６页。



人、原审的代理人或者辩护人为被告人利益提出的上诉，其中并不包括检察官。有学者据此认

为，日本法制允许上诉审法院对检察官为被告人利益提出的上诉作不利益变更：“依据日本模

式，作为公共利益代表人的检察官，负有请求正当适用法律的职责，其上诉即使客观上有利于

被告人，也不属于 ‘为被告人利益提出的上诉’，上诉审法院改判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

制。”〔３０〕这一观点忽视了日本法制中检察官提起上诉时 “主体利益”问题的特殊性。日本检

察官法第４条规定了检察官的职权：要求法院 “正确适用法律”。因此从法理上讲，为了被告

人的利益提出上诉的确可为，但这一结论也仅是 “法理上”。受美国法制影响，〔３１〕日本国内

对于检察官是否有权上诉本就争议很大，实践中检察官提起上诉也极为克制。〔３２〕有统计显

示，日本每年的控诉请求有９８％都是被告方面提起，仅有１．５％由检察官提起。〔３３〕可见，检
察官提出上诉本就是一种例外，而检察官为被告人利益提出上诉，在以当事人为基础的现行法

律之下，更是例外中的例外——— “法律上也极为强调这种例外”。〔３４〕是故日本学者在讨论检

察官上诉时，除作专门说明，一般都默认是在讨论 “为被告之不利益”的上诉。换言之，讨

论日本司法实践中检察官为被告人利益提起上诉的情形，意义极为有限。

　　在法国，检察官的职权定位同 “主体利益”规律并不冲突，该规律仍然适用。这是因为在

法国法制下，“检察官作为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与被告人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不能凌驾于被告

人之上，不能享有相对于被告人的任何特权，不能成为 ‘法官之上的法官’，因此不能享有独立

于公诉职能以外的法律监督权”。〔３５〕是故法国检察官提起上诉也要具备 “主体利益”，这使得

法国检察官提起的上诉同日本一样，不涉及为被告人利益上诉的问题。〔３６〕因此，引用法国法

对为被告人利益上诉案件进行比较研究，意图说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问题，亦缺乏说服力。

　　２．“说理”要素构成上诉人对上诉审裁判的合理预期
　　现代刑事诉讼构造强调被追诉人的主体诉讼地位，在程序上要求被追诉人在可能遭受不利
于己的裁判时享有充分的防御机会和防御方法，由此诞生了 “突袭性裁判”理论。突袭性裁

判的本质是审判超出了被追诉人的合理预期，使其在不能充分防御的情况下措手不及地面对预

期之外的裁判结果。鉴于此类裁判有损程序的正当性、法的可预期性与裁判的公信力，为现代

法治国家和地区所禁止。〔３７〕

　　这一理论中 “合理预期”的判断，取决于被追诉人根据现有案情及其在法律上的状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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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３〕，刘计划文，第１７６页。
美国检察官的上诉权受制于该国宪法的禁止双重危险条款。美国最高法院认为，第一审和上诉审程序相互独立，

有各自的 “危险”；检察官不得对无罪判决提起上诉，即便该无罪判决有误 （Ｋｅｐｎｅｒ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５Ｕ．Ｓ１００
（１９０４））。检察官有权上诉的情形，限于上诉不会导致二次危险的情形，如陪审团判决有罪但法官认为无罪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Ｊｅｎｋｉｎｓ，４２０Ｕ．Ｓ．３５８（１９７５））。
虽然１９５０年日本最高法院大法庭作出同美国法制不同的判断，“同一案件的一个危险持续存在于一审程序、控
诉审程序和上告审程序的各个部分”，从而批驳了检察官上诉违宪的观点，但受美国法制的影响，日本检察官行

使上诉权仍旧十分克制。参见 ［日］松尾浩也： 《日本刑事诉讼法》下卷，丁相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００页。
参见三井诚、吴秋宏、邱鼎文：《日本刑事上诉审之构造及其运用》， 《月旦裁判时报》总第 ６２期 （２０１７年 ８
月），第５３页。
参见前引 〔３２〕，松尾浩也书，第１９１页。
前引 〔２２〕，布洛克书，导言第六部分，第 Ｘ页。
参见施鹏鹏：《认罪认罚从宽适用中的抗诉与改判问题》，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０９ｚｒＵＶＲ８ｗＥＥｐＲｇＶＳｕ９ＭＶＵＱ，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９日最后访问。
参见龙宗智：《刑事诉讼中防止突袭性裁判问题研究》，《政法论坛》２０２２年第４期，第５８页。



对裁判可能性作出的基本预测。在初审阶段，合理预期的来源显系公诉机关之指控。因此，即

便公诉机关的指控意见不能约束审判机关的裁判，但由于受制于 “突袭性裁判”理论，审判

机关也必须在践行相应的防御权保障程序的前提下，才能作出超出公诉机关指控意见范围的判

决。这也是我国 “刑事诉讼法解释”第２９５条第 ３款规定的初衷所在，日本的诉因及罚条变
更程序、我国台湾地区起诉法条变更程序亦同此旨。

　　在上诉审阶段，上诉人对上诉审裁判的合理预期来源于初审裁判及当事人的上诉理由；更
准确地说，是上诉理由的 “说理”要素。这是因为，上诉理由的 “说理”要素通常以当事人

对初审裁判的评价的形式表现出来，如 “量刑畸重”“程序违法”“事实认定错误”等评价性

语句，这种评价性语句服务于、支撑起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对上诉人而言，其只能根据初审裁

判及控辩双方的上诉理由，对上诉审法院可能作出的裁判进行基本预测。但是，大陆法系国家

或地区的审理范围规则又决定了，上诉审法院的审查内容不限于上诉理由的 “说理”要

素———只要属于被提起上诉之初审判决的一部，均在上诉审法院的审查范围内，甚至上诉审法

院有义务对全案进行审查。如此便有出现突袭性裁判的可能性，即虽然在上诉审的审理范围

内，但超出了控辩双方上诉理由 “说理”要素的部分。此时上诉审法院当如何裁判？〔３８〕简单

的解决办法是，同初审阶段一样，践行诉因变更、起诉法条变更等防御权保障程序，给予上诉

人充足的防御机会。但问题在于，上诉审阶段同初审阶段存在根本性差异，即上诉审程序是由

当事人意定开启，倘若制度上允许上诉审法院在保障防御机会的前提下作出上诉人在提起上诉

时预期之外的裁判，那么所有被追诉人在提起上诉时均会产生 “还要不要上诉”的心理博

弈———如果提起上诉，上诉审法院会不会超出上诉理由的 “说理”要素作出判决？无疑，这

种怯于上诉的情绪对审级制度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正是为了消除被追诉人的上述心理包袱，大

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才存在上诉不加刑或不利益变更禁止的规定———上诉审法院可以在上诉审的

范围内，对超出上诉理由 “说理”要素的部分作出判决，但这部分判决不得加重上诉人的刑

罚，或者不得对上诉人产生不利益变更。

　　也即，本文认为初审阶段的突袭性裁判问题尚可经由诉因变更、起诉法条变更等防御权保
障程序予以解决，但在上诉审阶段，上诉人面临的不单是防御机会的缺失，更是自己提起上诉

的行为却可能使自己遭受预期之外裁判的风险。因此，上诉审程序预防突袭性裁判的制度重点

应当聚焦于上诉审裁判的限制，建构 “不利于被告人的预期外裁判禁止理论”，上诉不加刑、

不利益变更禁止即是这一理论的具体体现。

　　观察日本法制，更容易理解这一理论。日本以诉因制度取代公诉事实制度的重要原因即在
于，诉因对被告防御权的保护更为明晰、准确，能够防止被告遭受不可预料之裁判。日本刑事

诉讼法第２５６条厘清了二者的关系：“公诉事实，应当明示诉因并予以记载。为明示诉因，应
当尽可能以时间、场所及方法，特别指明足以构成犯罪的事实”。实务中，诉因一般以 “何人

（犯罪主体）” “何时 （犯罪时间）” “何地 （犯罪地点）” “针对何人、何物 （犯罪对象）”

“何种方法 （犯罪手段）”“实施何种行为 （犯罪行为）”的方式记载。换言之，如果说公诉事

实是起诉书记载的犯罪事实，诉因就是公诉事实法律评价的表示。因此，日本有学者总结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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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例如，初审法院判决被追诉人犯 Ａ、Ｂ两罪，数罪并罚；判决宣告后，被追诉人以 “Ａ罪量刑畸重”为由提出上
诉。此时，上诉审法院的审查范围系 “Ａ罪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但如果上诉审法院欲超出上诉人 “Ａ罪量
刑畸重”的上诉理由进行裁判，如判决 Ａ罪的事实认定或罪名适用有误，此时就存在突袭性裁判的问题。需要
注意的是，突袭性裁判并非当然不利于被追诉人。



相比于公诉事实的优势是：诉因通过明确公诉事实中的攻防焦点，划定被告的防御范围，并限

定法官对事实的法律评价，避免被告受到不可预料之裁判。〔３９〕

　　在第一审程序中，诉因保障被告人防御权的优势，更多体现在 “一诉因一罪”原则和诉

因罚条变更规则等方面；但在上诉审阶段，“诉因之攻防对象论”得到强调。日本为充分发挥

控诉审／事后审的保险阀作用，要求控诉审法院不仅应对当事人提出的控诉理由进行审查，还
可依职权调查日本刑事诉讼法第３７７条至第３８３条列明的其他控诉理由是否存在。但是，这种
依职权审查有其界限，日本最高法院判例认为，如果依职权调查被告未声明异议的控诉理由将

造成攻防对象混乱，有损被告提起控诉时所预想的防御范围，那么此种审查违法。“第一审判

决认定包括的一罪或者牵连犯的一部分有罪，而其余部分无罪，检察官没有控诉，只有被告人

对有罪部分提出了控诉。最高法院对这个判决指出，该案件的前提应当把无罪部分 ‘送审’

到控诉审，但是 ‘当事人之间的攻防对象产生了错位’，控诉审通过职权调查认为事实认定有

错误，确认被告人有罪，这种认定 ‘超越了发动职权所允许的限度’，因此是违法的”。〔４０〕

　　 “诉因之攻防对象论”的核心思想是，在审判前，至少应当让被告明晰审判可能导致的

后果，以保障其实施防御。在第一审程序中，诉因制度能使被告明晰防御范围；在上诉审程序

中，体现攻防对象的上诉理由 “说理”要素亦扮演了这一角色。倘若攻防对象被依职权扭转，

则后续进行的不利于被告人的审判将远超被告人审前的合理预期，会不可避免地侵害其防御

权。这种思考进路就是 “不利于被告人的预期外裁判禁止理论”在比较法应用中的典型体现。

　　行文至此，可以作一小结。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基准是上诉理由 “说理”要素的判断，

盖因该原则的初衷就是通过约束上诉审裁判，保护上诉理由 “说理”要素所给予被追诉人的

合理预期 （上诉审审理范围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关系如下图所示）。在上诉理由 “说理”要

素内的部分，上诉审法院可以作出支持或不支持控辩双方上诉理由的裁判 （即图中 Ｃ部分）。在
上诉理由 “说理”要素外的部分，上诉审法院可以依职权裁判，但不得加重被追诉人的刑罚

（即图中阴影部分）。对于图中 Ａ、Ｂ、Ｃ部分的关系，不同国家的处理有所差异。在英美法系，
上诉审程序只审查上诉理由是否成立，即 Ｂ＝Ｃ；在德国、日本，允许当事人对初审的一部分提
起上诉，即 Ａ≥Ｂ；在我国，受全面审查原则的影响，上诉审范围和初审范围一致，即 Ａ＝Ｂ。

初审、上诉审审理范围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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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若检察官为被告人之不利益提起上诉，检察官上诉理由的 “说理”要素本身就构

成了被追诉人受到加重刑罚的合理预期，上诉审法院可以作出支持检察官上诉的裁判，即加重

刑罚。但是，当检察官为被告人利益提起上诉，控辩双方的上诉理由均有利于被追诉人，此时

加重处罚显然不符合 “不利于被告人的预期外裁判禁止理论”。这一结论在各国或地区不利益

变更禁止原则的适用规范上，也有深刻体现。如我国台湾地区 “刑事诉讼法”第３７０条规定，
“由被告上诉或为被告之利益而上诉者，第二审法院不得谕知较重于原审判决之刑”；德国刑

事诉讼法第３３１条规定，“仅由被告人，或者为了其利益由检察院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提起 （普

通）上诉的，在行为法律后果的刑罚种类及刑度上，不允许作不利于被告人的变更”，等等。

其中，“由被告上诉”受制于 “主体利益”规律，一定是为被告人利益上诉。所以，这些规范

表达的核心意蕴在于，为被告人利益上诉这一体现上诉理由 “说理”要素的内容，才是不利

益变更禁止原则的适用前提。

　　易言之，以余金平案上诉审系因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故不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观点并不
成立。就上诉理论而言，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基准从来都不是 “上诉由谁提起”，而是 “被

追诉人对上诉审裁判的合理预期如何”。受制于刑事诉讼构造，上诉理由不能直接约束上诉审

法院的裁判，但上诉理由的 “事实”及 “说理”要素则分别划定了上诉不加刑原则在罪行方

面的适用范围以及该原则的适用前提，即上诉理由通过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来影响上诉审法

院的裁判。检察机关为被告人利益提起抗诉，上诉不加刑原则当然适用。就余金平案这一个案

而言，二审法院作出加重刑罚的判决显然违法。再考虑到二审法院还面临 “否定一审阶段控

辩合意后，需要对诸多一审阶段没有举证质证的、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进行评价”的问题，

二审法院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依照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 ２３６条第 １款第 ３项的规定，对本案
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由一审法院重新践行上述证据的举证、质证环节。因受制于上诉不加刑

原则的限制，发回重审的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四、解释论：立足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检视

　　前述论证的重点是比较法视域下的上诉审理论。或有论者提出，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
第２３７条第２款的规定非常明确，依文义解释，只要检察机关提起抗诉，就不受上诉不加刑的
限制。就此而言，本文认为，一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应注意吸取相应成熟的比较法经验，遵

循诉讼规律，以改善现行上诉审构造混乱的局面；另一方面，即使严格依法解释学论，解读我

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应条款，亦可得出为被告人利益抗诉案件不得加刑的结论。

　　 （一）立足刑事诉讼规范体系的检视

　　可能存在的一种质疑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范性文件并未明确规定上诉理由制度，
前文基于上诉理由的论证恐难通过我国刑事诉讼规范体系的检视。显然，这是一种片面的理

解。一方面，我国现有刑事诉讼规范体系不仅不排斥、反而存在诸多上诉审条文暗含甚至依仗

上诉理由的规定；另一方面，我国上诉审构造的完善也呼吁上诉理由制度的完整构建。

　　观察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范性文件，可以发现诸多条文暗合上诉理由的制度逻辑。最
典型如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２２８条的规定，检察官提起抗诉的条件系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

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确有错误”是检察官对一审法院事实认

定与法律适用的一种评价，其不可能脱离 “说理”要素单独存在。易言之，对于检察官提起

的抗诉，抗诉理由本就是法定条件。再者，“刑事诉讼法解释”和２０１９年 《人民检察院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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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规则》（下称 “刑事诉讼规则”）的相关条款也对上诉理由有所涉及。“刑事诉讼法解释”

第３７９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诉案件，一般应当有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状内容一般
包括：……上诉的请求和理由”；“刑事诉讼规则”第４４８条规定，“检察人员应当客观全面地
审查原审案卷材料……了解抗诉或者上诉的理由是否正确、充分”。上述条款表明，现有刑事

诉讼规范体系虽然强调被追诉人 “无因上诉”的权利，但也不排斥上诉理由在上诉审体系中的

存在。除此还应关注 “刑事诉讼法解释”第４０２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只对部分被告人的判决
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只对部分被告人的判决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对其他同案被告

人加重刑罚”。即在坚持全面审查原则的前提下，二审法院也不得对检察机关提起抗诉之外的部

分加重刑罚。既然抗诉之外的部分不得加重刑罚，举重以明轻，对于为被告人利益的抗诉，就更

不应加重刑罚。另外，还有部分规则隐含着对上诉理由的认定与判断。典型如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
法第２３４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被告
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

件”。其中，“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的判断，必须借由上诉理由进行。

　　这些规范的存在都说明，在我国上诉审规范体系中强调上诉理由的地位与功用并无不妥。
进一步考虑到上诉审构造所存在的问题，构建上诉理由制度也是完善程序法治的必由之路。有

学者总结这一问题主要是 “将复审制与事后审查制两种上诉审构造的构成要素罗列在一起，

但是又未能根据上诉审构造的基本原理将这些构成要素予以合理配置，以至于程序运行无章法

可言”。〔４１〕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思路应是将复审制和事后审查制的要素从同一程序中剥离开

来，而无论在技术上采用何种方式，事后审查制的运作必然以上诉理由的存在为前提。

　　 （二）立足上诉不加刑规范的检视

　　在讨论我国上诉不加刑的法律规范时，鲜有学者关注上诉不加刑归属于 “原则”或者

“规则”不同情形下的区别。从 “不利于被告人的预期外裁判禁止理论”的视角检视，上诉不

加刑原则的规范表述应当包含如下内容：其一，适用对象系在上诉审范围内对超出上诉理由

“说理”要素部分作出的判决；其二，法律后果系不得加重处罚。由是观之，２０１８年刑事诉
讼法对上诉不加刑 “原则”的表述其实只有一处，即第２３７条第１款第１句：“第二审人民法
院审理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唯有该条款兼具适用对象和法律后果的双重要素。而第 ２３７条第 １款第 ２句是 ２０１２年刑事诉
讼法为明确发回重审情况下上诉不加刑的适用而增设的条款，属于具体规则层面。同样，“刑

事诉讼法解释”第４０１条至第４０３条也是上诉不加刑的具体适用规则。例如，第４０１条第１款
第２项明确了二审能否在不加重刑罚的前提下更改罪名，第３项明确了非单一罪数形态下上诉
不加刑的适用，等等。而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 ２３７条第 ２款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则旨在规定检察机关抗诉或者自诉人上诉的

情况下上诉不加刑的适用，这同样属于具体的 “规则”。

　　与原则相比，规则的一大特点是其适用情境固定。用德沃金的话说，规则以一种 “全无或

全有”的方式运作，要么适用、要么不适用；法律原则则 “陈述了在一个方向上论证的理由，

但并不需要作出某一特定决定”，而 “规则往往代表一种相互竞争的原则之间的妥协”。〔４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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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付诸阙如或者不同规则产生冲突时，要依赖原则在法律推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试举一例。

对于一审认定的犯罪情节 （如主从犯）、政策性认定 （如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犯罪集团），

二审能否在不加重刑罚的情况下升格认定？２０１９年 “两高”两部 《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

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一审判决认定恶势力或恶势力犯罪集团有误的，应当纠正，但不得

升格认定；一审判决未认定恶势力或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不得增加认定”。但该意见同 “刑事

诉讼法解释”第４０１条第１款第 ２项 “原判认定的罪名不当的，可以改变罪名，但不得加重

刑罚或者对刑罚执行产生不利影响”的规定精神是否冲突？对这些疑问的解答，要回归上诉

不加刑原则本身，研究该原则的涵摄范围。

　　对于检察机关为被告人利益抗诉的案件是否适用上诉不加刑的问题而言，相关规范性文件
并未规定具体的规则。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 ２３７条第 ２款显然是针对检察机关为被告人之不
利益而抗诉的。一方面，此处的表述是 “检察院抗诉或者自诉人上诉”。自诉人上诉受制于

“主体利益”规律，一定是为被告人之不利益的上诉，那么，与之并列的 “人民检察院抗诉”

有何理由同时涵盖 “为被告人利益”和 “为被告人之不利益”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形？另一方

面，全国人大法工委组织编写的刑事诉讼法释义书从１９９６年版到２０１８年版都明确指出：“这
里所说的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包括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

的判决确有错误，处刑过轻，提出抗诉的，以及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第一审的判决，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提出抗诉的案件。”〔４３〕可见，

２０１８年刑事诉讼法第２３７条第２款就不是为为被告人利益抗诉所准备的条款。此时，要解决
为被告人利益抗诉案件是否适用上诉不加刑的问题，就要回归上诉不加刑原则本身。而前文提

及的上诉理由之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理论，不仅不违背现行规范的法理阐释，反而填补了相关

规则的空白，使之符合现代法治上诉审的一般规律以及普通理性人的常情常理。

　　 （三）立足上诉不加刑目的的检视

　　关于上诉权保障问题，早在１９７９年刑事诉讼法中，立法者就立足于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
立场，规定上诉不加刑原则不受实体法的限制。或许我们早已习惯了上述做法，但这在世界上

并非通例。在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有 “绝对不得加重主义”和 “相对

不得加重主义”之分。前者指上诉不加刑原则没有例外，即便二审要修改罪名，也不得加重

刑罚或者对刑罚执行产生不利影响 （“刑事诉讼法解释”第４０１条第１款第２项）。〔４４〕后者如
我国台湾地区 “刑事诉讼法”第３７０条第１款的但书规定：“但因原审判决适用法条不当而撤
销之者，不在此 （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限”。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实务中，凡变更第一审判决

所引用的 “刑法”法条者，皆不适用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且上述法条并不限于 “刑法”分

则的法条，还包括 “刑法”总则的法条，诸如原审判决应依既遂犯而误依未遂犯处断、应依

共同正犯而误依教唆犯处断、适用酌减法条为不当者，乃至于适用量刑规定为不当者，皆得排

除此项原则之适用。〔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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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存在陪审团制度，英美法系国家并不十分重视上级法院通过上诉加强对下级法院的控
制。美国晚近才发展出类似上诉不加刑的 “报复量刑禁止规则”，即上诉法院发回的案件，重

审法院加重量刑将会被推定为恶意报复，从而构成对正当程序的违反。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认

为，法官在上诉审程序中加重被告人量刑属于惩罚性量刑，构成了对正当程序的 “公然违

背”，当然无效。该规则亦被称为 “皮尔斯规则”。〔４６〕然而，在 １９８６年的 “德克萨斯州诉麦

库洛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又几乎否决了皮尔斯规则。首席大法官伯格称，“恶意报复的推定

可以被推翻”。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如果重审法院发现了足以导致加重量刑的客观信息，加重

量刑就是正当的。有意思的是，在这起案件的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正面回应了其对 “防止

被告怯于上诉”这一大陆法系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之立论基础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如果

在重审中可能发现新的支持长期刑期的证据，被告可能更不愿意上诉。但是，本法院从未承认

这种 ‘寒蝉效应’创制了一项宪法上的禁止……尽管他们可能对上诉权产生一些附带威慑作

用，但在没有报复性的情形下，更重的判决的宪法有效性是毫无疑问的。”〔４７〕在 １９８９年的
“史密斯案”中，伦奎斯特大法官再次强调了皮尔斯规则的有限性。〔４８〕

　　足以见得，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所秉持的 “绝对不得加重主义”代表了立法者的如下立

场：在上诉审程序中，应当优先保障被告人的 “无因”上诉权，且绝对不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这一立场无疑与上诉理由的 “说理”要素赋予被追诉人以合理预期，防止被追诉人因惧怕不

可预估的裁判后果而怯于上诉的思路相契合。

　　还可能存在另一种质疑，认为上诉理由的 “说理”要素影响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是

一种典型的当事人主义思维，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的职权主义传统。这种质疑可能的立足点

是：一方面，观察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法制，对上诉理由的强调均是吸收当事人主义要素的结

果；另一方面，前文论证上诉理由的核心思路是强调其对被追诉人上诉审阶段裁判预期的塑

造，而这过分关注了当事人的诉讼主张，却忽视了上诉审法官职权的作用。

　　考察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的历史，其诞生之初就带有处分主义的色彩。罗马法上即有禁止
不利变更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ｉｎｐｅｉｕｓ）的传统，最初仅限于民事领域，当代学者将其与平等原则、禁
止双重危险原则以及合宪性问题并列讨论。〔４９〕查士丁尼时期，有所谓 “上诉共通原则”（Ｇｅ
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ｉｏｎ）：一造上诉，其利益亦及于他造，即上诉系由利点共通所组成，此
原则之下，上诉审法官得依实体真实为裁判。直到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德国学者对上诉共通
原则提出批判，认为上诉审判范围的决定应委诸当事人的意思，实质地尊重处分权主义，除对

造有依附带上诉之结果外，不得对上诉人为不利益变更，遂有现代意义上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

之诞生。〔５０〕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后，１８０８年法国重罪审理法典 （Ｃｏｄｅｄ’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ｒｉｍ
ｉｎｅｌｌｅ）最早将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适用于刑事上诉案件，之后其他国家纷纷效法。〔５１〕

·１７１·

为被告人利益抗诉与上诉不加刑原则之适用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Ｎｏｒｔｈ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ｖ．Ｐｅａｒｃｅ，３９５Ｕ．Ｓ．７１１（１９６９）．
Ｔｅｘａｓｖ．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４７５Ｕ．Ｓ．１３４（１９８６）．
Ａｌａｂａｍａｖ．Ｓｍｉｔｈ，４９０Ｕ．Ｓ．７９４（１９８９）．
ＳｅｅＣｓｏｎｇｏｒＨｅｒｋｅａｎｄＣｓｅｎｇｅＤ．Ｔóｔｈ，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ｉｎＰｅｉｕ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５（２）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Ｌａｗ４９－５６（２０１２）．
参见陈计男：《不利益变更禁止之原则》，《法令月刊》第４８卷 （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第３页。
参见李春福：《论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兼评非常上诉制度》，《东吴法律学报》第 ２８卷 （２０１６年）第 ３期，
第１７１页；ＣｓｏｎｇｏｒＨｅｒｋｅａｎｄＣｓｅｎｇｅＤ．Ｔóｔｈ，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ｉｎＰｅｉｕｓｉｎｔｈｅ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１８（１）ＬｅｘＥＴ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８－２８（２０１１）．



　　可见，现代的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脱胎于民事诉讼的处分主义，与职权主义对所谓实质真
实的重视本就有价值追求之差别。事实上，所谓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乃至混合诉讼模式，都

是理论上对刑事诉讼整体特质的概括，绝非一国法制的每一个具体规则都要契合某一主义或者

模式。结合前文分析，美国刑事司法至今仍对上诉审阶段禁止不利益变更态度暧昧，这似乎与

我们对两大法系的传统认知有所出入，个中原因在于两大法系对上诉审功能、双重危险的法理

认识等存在差异。我国究竟采何种理论，关键要看此种理论能否契合我国上诉审实践规律，能

否确保上诉制度目的的落实，而何种 “主义”并不重要。

　　最后需要阐明，作为大陆法系上诉审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上诉理由并非仅与上诉不加
刑原则的适用相关。就上诉审范围的确定而言，上诉理由的 “事实”要素指明了上诉审审理

范围，在上诉审阶段贯彻了诉审同一原则。就上诉审审理方式而言，上诉理由能够确保 “复

审”和 “事后审查”有效分流，保障上诉审构造的科学性以及不同构造上诉审功能的实现。

就上诉审审理程序而言，上诉理由构成了上诉审法院的审查重点，也形成了上诉人对上诉审裁

判的合理预期，有关被追诉人防御机会与防御方法的保障问题也随即产生。本文仅探究了上诉

理由制度功能之一隅，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将该问题带入同侪视野，促使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

进而推动我国刑事上诉审体系真正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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