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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the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minors, compared with 1980s, in 1990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faster. In recent years, Social concern for juvenile delinquency is rising, juvenile 
delinquency toward the age of low, the crime of adult, intelligent, criminal means cruel and violent 

direction. The factors closely related to juvenile delinquency is juvenil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ge. At the same time, the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s not enough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preventing and punishing the crime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In order to 
further study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minor crime in China, explore effective ways to prevent and 

punish juvenile delinquency, to determine the age and conditions of juvenil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s more reasonable,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discusses the age system of juvenil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n China, and compared with other mino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ge system,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drawback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system of juvenil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ge,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Keywords: Juveniles;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ge system; Foreign legal system; Legislative 
perfection suggestion 

 

我国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问题研究 

高薇
1 

（1.华北电力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法学专业，北京市 102206）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年龄以及智力发育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已经明显

增快，近些年来，社会上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注度不断上升，未成年人犯罪向着年龄趋低化、犯罪方式成人化、智能化、

犯罪手段残忍且暴力的方向发展，而与未成年人犯罪密切相关的因素，是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以及其刑事责任年龄，同时期

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已不足以达到预防和惩戒现在社会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为了进一步研究在中国目前未成年人触犯刑法

的实际状况，探索对于防患和惩戒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途径，使确定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和条件更加合理，本

文探究和讨论了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并且与其他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进行了比较，以此来分析我国未

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仍然存在的弊端与限制，并针对这些弊端和不足提出改进的建议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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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以及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现状 

1.1 刑事责任年龄制度 

按照普遍的立法状况来看，一般所说的刑事责任年龄，是实施犯罪的人对于其触犯法律的行为应当承

担刑事责任所应该到达的年龄，联系立法国家青少年的实际成长状况以及预防、惩治犯罪的现实需要，现

代世界各国一般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几个阶段，这一划分的依据一般是刑事责任年龄的逐步发展与年龄

因素、各个国家自身青少年儿童实际情况以及国家打击犯罪的实际需要。但不同的法系或者国家在划分的

方法上不尽相同，主要类型有两分制、三分制和四分制。选择两分制的国家，将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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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划分，分为了绝对无责任年龄、完全负责任年龄，根据 1954 年《格陵兰刑法典》："凡不满 15 岁

的儿童实施的行为，不适用本法典。”这是格陵兰国家对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立法规定。采取四分制的

国家，对于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四个阶段的划分：绝对不承担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相对承担刑事责任年龄

阶段、减轻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完全承担刑事责任年龄阶段。采取三分制的国家，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

为：完全不负责任年龄阶段、相对负责任年龄阶段、完全责任年龄阶段这三个阶段，比如中国。在当前大

多数国家的刑法规定中，一般都采取三分制或四分制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 

1.2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法律制度的现状 

结合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国家实际状况，结合青少年的成长特性，联系各种犯罪在中国的

现实情况，中国的刑法采用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立法指导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国外的有建

设性的法律，采用了三分制的方法，把刑事责任年龄按照三个不同的阶段进行了划分，即不满 14 周岁的

青少年对于其犯罪行为完全不承担刑事责任，已经满 14 周岁、仍未到 16 周岁的青少年负法律规定的相应

的刑事责任，已经满 16 周岁的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要负全部的刑事责任，这是我国刑法在第 17 条当中进

行了明确规定的三个阶段。 

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的依据是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能力、意志力、身心的成熟度，这其中的每个阶

段都符合相应年龄的生理以及心理成熟度，在完全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已满 16 周岁的人生理和心理已经

达到了能够对于自己行为的性质、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具有全面的认识的成熟程度，应当对于自己的刑事

犯罪负完全刑事责任；已经达到 14 周岁但尚未达到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也就是应当对自己触犯刑法的行

为承担相对刑事责任的年龄段的人，已经拥有相当的行为能力和意志力，可以对自身的行为作出一定程度

的认识和掌控，因此，对于我国刑法规定的八种有严重社会危害的犯罪类型而言，这类群体已经具有了一

定的认识和观念，可以意识到其所为的是严重、暴力犯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对于尚未满 14 周岁的未

成年人来说，其因为生理和心理发育尚且不足，不能够对于自己的行为性质以及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产生法

律上的认识，不具有对自己的行为负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因此将其划分为不承担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但对

于这个年龄的人，其家长或监护人必须要加强管教，因为刑法的划分虽然为其免除了刑事责任，但不能完

全起到阻止犯罪的作用。
1
 

2 不同法系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相关制度规定及分析 

2.1 英美法系刑事责任年龄规定 

在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制度上，美国并没有形成统一、明确的规定，比如，在奥克拉荷马州，对

7 岁以下的儿童要求不承担刑事责任，一些州要求最低年龄为 8 岁，如内华达州、华盛顿，规定应当负刑

事责任的最低年龄是 10 岁的是科罗拉多州，将年龄界限划定为 12 岁有俄勒冈州等州，美国的各个州在这

个制度上规定的最高的年龄是 13 周岁，例如佐治亚州、伊利诺斯州、纽约州等州 ，可见美国各州对于未

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有非常大的差异。究其原因，是美国制定并发展了发达的区际冲突法，不同的

州在规定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时，根据其各自的实际情况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但非常明显的是，我

们可以看，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所做出的界定，美国各州普遍较低，这也是因为美国社会正变的越来越

严重和低龄化的暴力犯罪形势所造成的。
 

                                                             
1 参见郭绵庆. 熊伟伟《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缺陷与完善》[J]. 中国法院网，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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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相关立法规定中，对于刑事责任年龄方面，英国法律将其界定为三个阶段。绝对不负刑事责任

年龄阶段，即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能力，此阶段的年龄上限为十岁，即未满十岁的儿童属于绝对不负刑事

责任年龄的阶段；对于 14 岁以下、10 岁以上的儿童，英国法律推定其没有进行犯罪的能力，但是这种推

定不是绝对的，如果有证据对其反驳，其对于被证明的犯罪行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14 岁以上的

人，是应当负刑事责任的。 

通过上述国家的立法，我们可以看出，在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中，虽然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规定使普遍较低的，这与英美等国家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已经文化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2.2 大陆法系刑事责任年龄规定 

在大陆法系国家，以意大利为例，以具有正常的理解能力和意思表示能力为标准，规定不满 14 周岁

的人无法达到一定的成熟标准，也不具有健康的心理素质和成熟的心理意识，因此不满 14 周岁的人的犯

罪行为将被推定为无罪行为。另一个大陆法系国家的例子是俄罗斯，俄罗斯刑法的概念当中，未成年人是

指“当他犯罪时已经达到 14 周岁、但仍小于 18 周岁的人”，没有达到 14 周岁则被规定为幼年 。同时，

对于从 14 岁开始承担刑事责任的人，规定其担责的罪名范围明显缩小，严格限制在几种严重的刑事犯罪

中。 

同样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我国，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存在着较高的相似度，

与英美法系相比，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较高，并且在相对承担刑事责任年龄的阶段，我国同样规定

了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的几种严重危及社会和公共财产以及安全的罪行。 

3 对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缺陷分析及完善建议 

3.1 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缺陷分析 

3.1.1 存在的缺陷 

我国当初进行《刑法》的制定之时，对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相关规定，其主要目的是“惩罚为主、

预防为辅”，从而最大限度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未成年人犯罪屡见不鲜，

且犯罪率逐年上升，甚至有未成年人以法律作为挡箭牌实施犯罪，对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这些

现象对我国的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趋势，也就是逐渐低龄化、成人

化、智能化、手段残忍暴力的趋势，又由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是与未成年人犯罪

密不可分的重要因素，同时期刑事能力责任年龄的规定已不足以达到预防和惩戒现在社会未成年人犯罪的

目的。并且在未成年人相对承担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规定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表述模糊不清，

学界主要存在“罪名说”以及“犯罪行为说”两种分歧。 

3.1.2 成因分析 

现代社会人的身体、心智发育比三十年前提前了至少 2-3 年，但是我国刑法在这一方面的相关规定也

早已实施了二十多年，立法时据以考虑的各种客观因素早已产生巨大变化，尤其是经济环境。伴随着信息

网络时代的到来以及媒体的迅速发展，未成年人接触到的信息与日俱增，且良莠不齐，其中包含了大量的

色情、暴力的不良因素，但也包含了大量的法制、法治理念，尤其是教育的普及范围的扩大和教育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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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使未成年人接受道德法律信息和道德信息已经达到了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的水平。
2
 

3.2 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完善建议 

3.2.1 加强司法实践中对于年龄认定的监督 

对未成年人年龄证据形式上的瑕疵进一步严格规定，对证据实质内容上的错误建立纠正制度，加大对

于当事人和司法人员的监督和惩罚力度，防止当事人以及相关办案人员弄虚作假，使应当受到惩罚的犯罪

行为逃脱法律的制裁。 

3.2.2 明确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范围 

在我国刑法关于相对承担刑事责任阶段的规定中，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严重危害社会的八类犯罪，应

该界定为“犯罪行为”而非“罪名”。我国在 1997 年修订刑法时，调查和实证分析工作均存在不足，立

法技术尚不成熟，修订较为仓促，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修改。在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日趋低龄化、成熟

化、智能化、团伙化的大环境之下，若只是将这八种犯罪理解为“罪名”而不是“犯罪行为”，加之我国

严格适用“罪刑法定”原则，会造成危害性相当、性质相似的犯罪只能部分定罪处罚的结果，造成罪刑不

均衡。 

3.2.3 适当降低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 

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由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数量是在迅速增长的，犯罪现状十分严重，

犯罪的年龄也在日益降低，建议把未成年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下降至十三周岁。由于现代社会

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当代未成年人心理、生理发育较快，十三周岁已经完成了基本的小学教育，对于社

会已经能够形成自己独立的主观认识，这一方面能够提高未成年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也会

在无形之中扩大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观恶性，未成年人十三周岁时已经能够基本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和意

义，综合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等因素，认为适当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下限进行

降低是具备合理性与可行性的。 

4 结语 

未成年人的成长与国家、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的发展，为了未成年人能够健

康成长，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惩治显得越来越重要，如何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进行教育和改造，

是法学界乃至全社会都紧密关注的问题。在本文中，分析和探讨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横

向比较了中国及域外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论述了我们国家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现存的一

些弊端和不足，就有关缺陷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但由于写作水平和法学理论功底有限，还存在

诸多不足，但相信随着依法治国不断推进以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

龄制度一定会向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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