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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户抢劫”案件中司法解释的适用

———基于宪法分析的视角

陈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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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南京　 211189)

摘　 要:从宪法层面分析,“入户抢劫”涉及到财产权、居住自由以及婚姻家庭中的隐

私权和老年、妇女、儿童等特殊主体的宪法权利保护问题。 其中,“户”的解释直接影响甚

至决定着上列宪法权利的保护范围和对犯罪嫌疑人是否加重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的《法

释〔2000〕35 号文》与《法发〔2005〕8 号文》先后分别将“户”解释为“进入他人生活的”住所

和“供他人家庭生活”的住所;以“韩维等抢劫案”(指导性案例 466 号)为代表的一批案例

适用《法释〔2000〕第 35 号文》,另有一批案例适用《法发〔2005〕8 号文》。 显然,前后两次

的司法解释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同案不同判”的后果。 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第 39 条“住

宅不受侵犯”和第 49 条“婚姻家庭受保护”的立法精神,《法发〔2005〕8 号文》将“户”界定

为“供他人家庭生活的”住所,体现了对“户”之核心法益的保护,既符合《立法法》确认的

“新法优于旧法”的适用原则,也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政策,应当作为“入户抢劫”
的案件的裁判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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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户抢劫”是抢劫罪法定刑升格的一种情形,

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

刑”。 而对“户”的界定,《刑法》未明确规定,相关

立法解释也未有涉及,学界对此也存在诸多争议①。

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户”进行

界定。 2000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00]第 35

号,以下简称《抢劫案件解释》)与 2005 年《最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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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经梳理认为刑法学界对“户”的界定从最广义到最

狭义先后形成了五种界定观点。 (参见:蒋铃. 刑法中“户”的界定

及其实践展开———以对《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的解释为视角[J]. 政治与法律,2013(9). )



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意见》(法发[2005]8 号,以下简称《两抢案

件意见》)①两个司法解释最大区别在于对“户”的

功能认定上,前者指向“供他人生活”的住所,后者

指向“供他人家庭生活”的住所。 基于司法解释可

以作为裁判依据援引的规则,上述两个案件司法解

释与《刑法》共同构成了入户抢劫认定的既定规范。

同时,两个标准不一的司法解释也为法院在具体案

件中如何求证并用于裁判的个案规范②的选择适用

留下了裁量空间。

本文围绕上述对“户”之功能界定标准规定的

司法解释,通过对《两抢案件意见》实施以来所涉及

的入户抢劫的司法案例进行抽样分析,考察新旧司

法解释被司法裁判援引的情况,并结合学界对新旧

两个司法解释理解上的分歧,从宪法层面探讨“户”

的核心法益与宪法价值,对新旧司法解释所确立的

“户”之功能标准进行合宪性分析,探讨何种解释标

准更符合宪法价值和精神。

　 　 一、样本案例中“户”的认定

　 　 (一)样本说明

关于样本问题,笔者分两个步骤获取,第一步

是通过法条检索两个司法解释在案例中适用的大

致情况,得出哪部司法解释在实践中更受法官的青

睐。 第二步是针对收集的案例进行逐一筛选,排除

重复的判决和与“户”的认定标准无关的判决,确定

对本文具有实质意义的判决样本。 在第一个步骤

中,我们分别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北大法宝案

例库”两个网站上进行检索。 判决样本的检索时间

为 2018 年 5 月 15 日。 其中,在“中国裁判文书网”

高级搜索栏中设定全文“他人生活”,案件类型为

“刑事案件”,案件名称为“抢劫”,文书类型为“判

决书”,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共检

索裁判文书 123 件,均发生在 2005 年 6 月 8 日之

后。 设定全文检索“家庭生活”,案件名称为“抢

劫”,案件类型为“刑事案件”,文书类型为“判决

书”,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

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共

检索裁判文书 30 件。 在“北大法宝案例库”“法律

法规”一栏中输入“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检索到 2005 年 6 月 8 日以来

适用该司法解释第一条的案例为 91 个;输入“关于

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

见”,检索到适用该司法解释第一条的案例为

21 个。

基于两种检索工具所检索到的案例具有重复

性进行二次筛选。 另外,两个司法解释第一条涉及

多项内容,并非是对“户”进行界定的单独规定,如

《抢劫案件解释》第一条还规定了转化型入户抢劫,

《两抢案件意见》还对“入户”目的的非法性,以及暴

力或暴力胁迫行为必须发生在户内进行了明确规

定。 这表明,即便是法院在裁判文书中适用了上述

条款,对其究竟是否适用了“户”的认定标准内容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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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相关文件还有 1999 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

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和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个案规范也可称为个案解释基准。 它潜藏于法律文本规

范(既定规范)与个案事实之中,是一个有待于求证的问题。 (参

见:汪进元. 宪法个案解释基准的证成逻辑及其法律控制[J]. 中国

法学,2016(6). )需要说明的是:此文表述的是“潜藏于宪法文本规

范”,论文中的个案规范即指宪法规范。 本文为借鉴个案规范的概

念在引用时有所改动,并借助该文中所提出的“个案事实———既定

规范———技术规范———个案规范”之求证理论作为分析工具。



需进一步甄别。 为此,我们对“北大法宝”案例库的

112 份裁判文书进行逐一甄别①。 剔除“盗窃转化

型入户抢劫”且“被告人未对‘户’的界定”提出异

议的案件、判决明确表明适用的是《抢劫案件解释》

第一条第(二)项的案件和重复上传的裁判文书等

三类情形,最终确定了适用《抢劫案件解释》第一条

“户”之功能认定标准的样本案例为 39 个,《两抢案

件意见》第一条的样本案例为 12 个②。

(二)新旧司法解释适用及对“户”的认定的

影响

1. 《抢劫案件解释》的适用率高于《两抢案件意

见》

第一步骤中通过检索样本,可以发现 2000 年

《抢劫案件解释》第一条的适用率远远高于 2005 年

《两抢案件意见》第一条。 在对初步检索样本甄别

选出的有效样本中,在关于对“户”的功能认定问题

上,多数选出法院采用《抢劫案件解释》第一条所确

立的“他人生活”标准。 如在“刘羊抢劫案”③中,人

民法院依据《抢劫案件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认定独

居女性租房属于“户”,被告人构成入户抢劫。 在

“黄某某抢劫、诈骗案④”和“吴某某等抢劫案⑤”虽

然引用《两抢案件意见》第一条作为裁判依据,但实

质并未审查被害人住处的功能是否为“供他人家庭

生活”,仍沿用《抢劫案件解释》的认定模式。

2. 因适用新旧有别的司法解释导致同案不

同判

基于新旧司法解释对“户”的功能标准界定的

差异,在认定是否构成“入户抢劫”犯罪时,若严格

依法裁判,遵循文义解释的话,必然得出不同的答

案。 样本案例中因依据新旧不同的两个司法解释

造成的同案不同判的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对户的功能认定问题,适用新旧两种不同

司法解释得出不同结论。 如在吴缘等六名被告人

抢劫、盗窃案⑥中,一审法院依据“户”供家庭生活居

住的功能,未将不具有居家生活性的寺院僧侣住房

认定为“户”,二审法院依据“户”的生活、居住功能

标准,将其认定为“户”。 再如,对同属二人以上共

同租住房屋是否为“户”的问题,在“任宝廷等抢劫

案”⑦中,人民法院适用《抢劫案件解释》第一条,认

为案发房间系被害人为生活租用的房屋,属于入户

抢劫。 而在“韩庆东等抢劫案”⑧中,二审人民法院

认为,王东方、张永军租用的住房不具有家庭生活

的属性,不具备司法解释关于“户”的特征⑨。 二审

人民法院虽然未明确与哪个司法解释不符,但从其

论证依据看,应当是《两抢案件意见》。

二是对“户中户”的认定问题,适用新旧两种不

同司法解释得出不同结论。 如在“徐昌超抢劫

案”中,人民法院依据《抢劫案件解释》认为:“本

市马陆镇樱花街 XXX 弄 XXX 号 XXX 室内部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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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北大法宝数据库案例主要源自“中国裁判文书网”,为
避免重复劳动,考虑到北大法宝数据库较强的针对性,笔者在第二

步骤中未将中国裁判文书中的具体判决纳入研究范围。 这种实质

分析方法难免存在遗漏和不精确之处,容易形成管窥之见,但也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说明存在的主要问题。

 

这些样本案例有不少属于二审,本文收集的案例样本未区

分判决和裁定,统一称为判决。
参见:(2017)浙 01 刑初 141 号。
参见:(2015)涵刑初字第 399 号。
参见:(2015)南刑一终字第 00178 号。
参见:(2005) 乾刑初字第 13 号。 ( 2005) 咸刑一终字第

00118 号。 但值得注意的是,一审判决时间为 2005 年 5 月 17 日,
《两抢意见》还未颁布,二审判决时间为 2005 年 9 月 7 日,恰逢新司

法解释出台实施不久。
参见:(2016)川 01 刑终 311 号。
参见:(2006)宜中刑终字第 96 号。

 

根据判决查明的事实,几名被告人裁判在卧室内被将正在

睡觉的王东方从被子里揪出并实施抢劫,法院并未审查该房屋的功

能是否符合“家庭生活”的事实情况。
参见:(2017)沪 02 刑终 1382 号。



隔成独立的 7 间小房间,各自编号,安装门锁,具有

与外界隔离并供他人居住的‘户’的特征。”类似案

例还有“付某某抢劫罪案①”。 而在“张卜顺抢劫②

案”中,针对二名被害人各自的卧室独立成“户”的

抗诉意见,二审人民法院引用《两抢案件意见》第一

条,认为“一套房屋内的两间卧室,在功能和场所上

均无法独立成户。”

三是因共同生活成员关系的不同,适用新旧不

同的司法解释得出不同的裁判结果。 在“韩维等抢

劫案”③中,被告人在非家庭成员的被害人何亚东、

张和平共同租用的房屋抢劫被认定为入户抢劫。

相反,在“林立柱等抢劫案”④中,二审人民法院认

为:“苏州工业园区跨塘镇古娄二村 77 幢 201 室系

张某某、雷某等六人为生活租用的房屋,虽然该场

所具有供他人生活并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特征,但其

居住的成员之间无亲属关系,不具备家庭生活的基

本特征,不属于‘户’。”该案裁判结果适用了《两抢

案件意见》中的“他人家庭生活”功能认定标准的。

3. 存在新旧司法解释在同一案件的不同审级

中分别适用

在样本案例中,有不少人民法院将新旧司法解

释同时适用,对于“供他人生活的住所”与“供他人

家庭生活的住所”的功能认定标准,有将二者含义

做同等理解的倾向。 具体体现如下:

一是在适用《抢劫案件解释》时,将“户”界定

为“他人家庭生活”的场所,而在适用《两抢案件意

见》时,以“他人生活”作为界定标准。 如在“欧某某

抢劫案”⑤中,针对被告人提出“被害人周某居住的

场所是租来给工人住的集体宿舍,并非被害人家庭

居住,不能认定为‘户’”的辩解意见。 二审人民法

院认为:“被害人居住的楼房前后设有两道大门,平

时供被害人等家庭生活所用,与外界相对隔离,上

诉人供认其是通过撬锁方式进入,亦可证明该楼房

并非他人可随意进入,故应认定为‘户’。”本案一审

所适用的裁判依据是《抢劫案件解释》第一条。 二

审法院以《两抢案件意见》的“家庭生活”标准对

“户”进行解释界定的。 在“周某某抢劫、盗窃案”⑥

中,一审法院未对涉案出租房的功能进行认定,直

接依据《两抢案件意见》认定属于“入户抢劫”;二审

法院,指出“周某某进入他人居住的房屋,以暴力、

胁迫手段当场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

罪,且系入户抢劫。”这种说理论证显然是以“户”的

“他人生活”功能标准展开的。 尤为典型的是“裘某

某抢劫案”⑦,人民法院以车库是“供家庭生活”的

场所而认定为“户”的,但在法律适用上引用的是

《抢劫案件解释》第一条的“他人生活”标准。

二是对“户”的功能究竟系“他人生活”或“他

人家庭生活”未加审查和区分,径行认定为入户抢

劫。 这类案例中较为普遍。 如“文某抢劫、强奸

案”⑧中,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了“被告人文某携带

事先准备好的菜刀,通过其租房窗户爬至被害人汪

某住房的阳台,由阳台爬窗进入被害人汪某的房

间。”在裁判书中,并未就被害人汪某的房间是否符

合“户”的功能标准进行说明,而是直接认定了“被

告人文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持刀威胁等方式

入户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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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
 

(2015)滨刑初字第 44 号。
参见:

 

(2017)晋 01 刑终 914 号。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编号为第 466 号。
参见:(2006)苏中刑二终字第 26 号。
参见:(2017)粤 01 刑终 2191 号。
参见:(2017)豫 15 刑终 529 号。
参见:(2015)杭富刑初字第 1149 号。
参见:(2018)浙 01 刑初 7 号。



三是在判决中,创设刑法意义上的“户”的概念

指代入户抢劫之“户”。 在“周某某抢劫、盗窃案”①

中,二审法院指出:“该房屋供被害人日常生活起居

并与外界相对隔离,同时具有‘户’的功能特征与场

所特征,可以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户’。 因此,被

告人周某某系入户抢劫。”在“顾磊等抢劫案”中,对

受害人在其租借的涉案房屋内卖淫是否认定为

“户”的问题,一审人民法院认为在被告人进入该房

前或没有进行卖淫嫖娼时,具有供被害人生活并与

外界相对隔离的特性,理应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

“户”②。 二审人民法院指出,被害人通过网络公开

招嫖,导致其居住的房屋是面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公

开的,未能与外界有效隔离,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

“户”③。 在上述案件中,人民法院以是否构成刑法

意义上的“户”作为能否构成入户抢劫的前提,回避

了新旧司法解释之间的差别规定。

　 　 二、“入户抢劫”案件司法解释适用的宪法分析

　 　 当前,新旧司法解释对“户”之功能标准界定的

差异已经影响到了司法裁判,在案件事实未发生变

化的情况下,选择适用不同的司法解释却得出不同

的裁判结果,而司法机关对《抢劫案件解释》适用率

高的倾向又对法律适用规则形成了冲击。 从宪法

层面考察这类司法裁判,存在三个值得思考的问

题:一是司法机关在依法裁判时对法的选择适用是

如何遵循《立法法》确立的法律适用原则问题;二是

在面对更具有明确性规定、更有利于被告人的新司

法解释可适用于个案时,法官适用司法解释如何与

罪刑法定原则相适应;三是法官在个案裁判时,适

用有关司法解释的合宪性判断。

(一)选择适用旧司法解释违反“新法优于旧

法”原则

2015 年 3 月 15 日修正的《立法法》第 104 条首

次明确了司法解释的主体、原则、界限、备案审查等

内容,这表明司法解释作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裁判

规则,已纳入《立法法》的调整范围。 尽管在《立法

法》第 92 条规定的“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

律、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

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

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这一条款

中,未涉及司法解释的问题,但依据《立法法》第 104

条的规定及司法解释的功能定位④,该条款所确立

的“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法律适

用原则对司法解释同样具有约束力。 所谓“新法优

于旧法”,系指同一机关制定的可适用于同一事实

的两个法律规范不一致,如果存在新旧法关系,则

优先适用新法[1] 。 在法律不完善时,为了统一裁判

标准,填补立法漏洞,通过司法解释明确法律规定

成为一项常态化活动。 但司法解释对同一事实的

规定上,应保持前后的连贯性和一致性,要避免发

生冲突或歧义。 然而,在对“入户抢劫”中“户”的界

定标准上,前后两个司法解释对什么是“户”分别作

了“供他人生活的住所”和“供他人家庭生活的住

所”两种不同的文字表述。 显然,前者对“户”的功

能界定大于后者,其所界定的“户”的范围也较为宽

泛,后者将“户”的功能限定于“家庭生活”,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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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2017)豫 15 刑终 529 号。
参见:(2014)徐刑初字第 382 号。
参见:(2014)沪一中刑终字第 1301 号。

 

有学者认为,司法解释以法律适用为目的,法律适用决定

了司法解释的存在及其意义,司法解释对法律适用具有依存性。
(参见:董皞. 司法解释论[M]. 修订版.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222-226. )



是缩限了前者对“户”的外延。 因此,从规范内容

上,新旧两个司法解释是不一致的。 反映出立法机

关在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或者新的规定与旧的规

定之间的不同选择,体现了不同的调整逻辑[2] 。 新

旧司法解释对“户”的功能界定标准的不一致,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司法解释的主体对“户”所涉法益

保护范围、程度的调整。 在形式上,两个司法解释

系同一机关先后就同一事项“户”制定的均属现行

有效但内容不同的法律规范。 尽管两个司法解释

由于依附于法律而产生溯及力,即理论上的生效时

间具有一致性,但在实践中仍以司法解释公布之日

发生效力,故二者仍存在新法与旧法的关系。 根据

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要求,《两抢案件意见》应得到

优先适用。

根据《宪法》第 131 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

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

不但要遵循实体法和程序法,也应遵循法律适用原

则,即因同一事项面临诸多同位法、异位法且这些

法律在内容上存在冲突时,应遵循《立法法》确立的

法律适用原则加以适用。 具体到本文中,人民法院

应依据新司法解释认定“户”的裁判活动,才符合

“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原则。

(二)选择适用旧司法解释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被认为是现代刑法的基石,罪刑

法定旨在保障法的安定性和增进生活秩序的可预

期性[3] 。 对法律规范的明确化是罪刑法定原则的

应有之义。 2001 年 12 月 17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作出《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

间效力问题的规定》,其第 3 条规定:“对于新的司

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

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

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

解释。”该解释确立了“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 这

尽管是对罪刑法定原则形式所要求的禁止溯及既

往与禁止类推规则之突破,但由于其符合保障人权

的目标,因此也是被允许的,本质上并不违反了罪

刑法定原则[4] 。

在对“户”的认定问题上,《刑法》中的空白条

款①不符合罪刑法定所要求的明确性原则,而《抢劫

案件解释》《两抢案件意见》作为司法解释有效弥补

了刑法文本的不足。 在此种情况之下,刑法及相关

司法解释共同作为规范“户”之认定的有机统一整

体。 从《刑法》
 

中的“户”到《抢劫案件解释》中“供

他人生活与外界相对隔离”的“户”再到《两抢案件

意见》 中“供他人家庭生活与外界相对隔离” 的

“户”,已经为司法实践清晰勾勒出了“户”的形象。

其中,《两抢案件意见》对“户”所作的限缩性界定标

准提高了入户抢劫的门槛,应当优先适用。 刑法规

范(包括司法解释)是立法者在充分衡量各种利益

的基础上制定的协调基本权利冲突的法律规则,即

刑法规则是立法衡量的结果,法官在面对较为具体

而明确的法律规则时,只需要依法适用,而不应超

越具体法律规范的明确含义进行裁判。 在“户”的

司法认定中,淡化新旧司法解释的区别,进而按照

刑法适用规则而径行选择不利于被告人的旧司法

解释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

(三)“个人生活住所”的解释不具有合宪性

在《两抢案件意见》出台之后,实务界在对其进

行解读时指出,刑法规定“入户抢劫”之目的在于维

护“家庭”这一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法益,家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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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刑法》第 263 条第 1 项将“入户抢劫”作为抢劫罪的加重

处罚情节,但对“户”未做任何规定。



活一般是指具有血缘或拟制关系的亲属组成的家

庭成员相对固定地居住在一起[5] 。 只有实际封闭

的、用作家庭成员日常生活、居住的场所,才能被认

定为“户” [6] 。 有学者认为,对“户”的认定不能无视

《宪法》第
 

39
 

条上“住宅”概念,宪法上“住宅”的权

利主体是“公民”,而不是“家庭” ……如果将“户”
 

限定为供家庭生活的场所,无疑是不当缩小了《宪

法》第
 

39
 

条的保护范围[7] 。 在“韩维等抢劫案”中,

法院将司法解释中的“家庭生活
 

”转换为“公民日

常生活”,系选择了与《宪法》“住宅自由条款”的意

旨相一致的解释(旧司法解释),可视为在实质上对

新司法解释进行了合宪性解释[8] 。 这种针对个案

裁判的合宪性解释一旦可以证成的话,那么选择适

用“个人生活住所”解释反而是对现行法律规范的

漏洞填补。

法官在“韩维等抢劫案”中选择适用“个人生活

住所”作为对“家庭生活住所”这一新司法解释所做

解释是否具有合宪性,还需置于现行合宪性解释理

论框架内加以剖析。 根据合宪性解释的相关理论,

合宪性解释存在两个面向,一种是宪法审查意义上

的保全规则;一种是在普通司法活动中法官按照宪

法的精神去解释法律,使得法律之含义与宪法相一

致[9] ,也有学者将后一面向称之为基于宪法的解

释[10] 。 合宪性解释主要是用宪法的规定和精神将

法律中不确定法律概念或一般条款的具体化,必须

限定在规范的字面表述范围之内,不应对一个明确

的法律赋予相反的意义,不允许立法性目标在一个

根本点上被误解或歪曲[11] 。 在对“户”的认定上,

最高人民法院基于刑法的空白条款对“户”做的司

法解释本身就是基于宪法原则和精神所进行的合

宪性解释①。 从本文讨论的新旧两个司法解释文本

含义来,无论是“供他人生活”还是“供他人家庭生

活”,都属于明确性的概念,排除了合宪性解释的适

用空间。 最为关键的是,新司法解释的一个根本目

的在于以“家庭生活”取代旧司法解释确立的“户”

之“个人生活”功能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中的这种转变是基于“户”的宪法含义、特殊法益及

“入户抢劫”加重处罚价值诉求等因素做出的,是为

了准确、统一适用法律。

　 　 三、“户”的含义和宪法价值

　 　 尽管《两抢案件意见》第一条是对《抢劫案件解

释》第一条的解释,且从内容上对“户”的范围、入户

目的、转化型抢劫适用范围等作了限制性解释,体

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对“入户抢劫”的慎重适用态度。

但是,基于新旧两个司法解释效力并存、指导性案

例未适用新司法解释、司法实践对旧司法解释适用

率高等现状,有必要从宪法的角度加以分析并提出

改进意见。

(一)“户”的含义

1. “户”与“住宅”的区分。 《宪法》第 39 条规

定的“住宅”与《刑法》第 245 条规定的“住宅”,无

论是从外延还是内涵上分析,并无差别,应视为同

一性概念。 虽然有学者认为《宪法》上的住宅以通

识上的住宅为基础,根据权利的目的和性质,分为

作为财产的住宅、作为隐私的住宅、作为社会保障

的住宅[12] ,但这是在注入基本权利保障的价值取向

意义上对住宅所做的分类,并不影响二者的客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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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广辉认为,从制度层面讲,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才有实际

上进行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 (参见:王广辉. 论法院合宪性解释的

可能与问题[J].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 )



一性。 《刑法》第 263 条规定的“户”与
 

“住宅”是否

属于同一个概念有待于进一步论证。 《刑法》中的

“户”与“住宅”应该是有所区别的。 无论是法律规

范还是法律解释,其首要的技术价值就是让法律概

念得以统一,避免歧义。 尽管有学者提出,立法者

只是出于汉语表达的习惯和顺畅性的要求而在不

同地方作了不同的表述[13] ,但这种技术化处理不可

避免地引起法律概念的混乱和歧义。 若这一理由

成立的话,将“入户抢劫”改为“侵入住宅抢劫”反而

更准确。 这样既确保了“住宅”概念在宪法和刑法

规范的统一,又表明了进入的非法性①,无需在解释

中强调“入户目的的非法性”。 非法侵入住宅罪中

的“住宅”,通常是指自然人以久住或者暂住的意思

而居住的处所,在法理解释上,供人居住和生活的

场所都应视为住宅。 理论上对该罪的住宅是采取

广义解释的,这与司法解释中“户”的限制解释含义

相反[14] 。 从词义上看,宪法与刑法中的“住宅”与

《抢劫案件解释》《两抢案件意见》中的“住所”含义

相近,两个司法解释分别以“他人生活的”“他人家

庭生活的”对“住所”加以修饰和限定,体现了“住

宅”与“户”的界分关系,即住所或住宅是作为“户”

的载体存在的。

2. “户”与“家庭”的同质性。 根据《辞海》的解

释,“家庭”是指由婚姻、血缘或收养而产生的亲属

间的共同生活组织[15] 。 对《宪法》第 49 条的“家

庭”含义问题,有学者认为包含两个要素,一是以共

同生活为目的,二是由父母和子女组成;对仅有父

母或仅有子女则不能构成宪法上的家庭[16] 。 这种

观点将婚姻与家庭的天然联系隔离来看,将未生育

夫妻共同居住排除在家庭之外,导致“家庭”的概念

过于狭窄。 对“家庭”概念的理解,应把握三点:一

是家庭以婚姻关系为基础和逻辑起点展开的,尽管

存在无婚姻的家庭,但这只是例外;二是以同居共

财为特征;三是家庭成员存在血亲或拟制血亲关

系。 关于“户”与“家庭”的关系,从词源上看,“家

庭”常常与“户”这一概念通用②。 从社会治理结构

来看,以“家庭”为基础构建而成的“户”,通过户籍

制度在人员管理、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 在这一视角下,“户”更像一个管理学上的概

念。 例如,我国户籍管理制度也是以“户”的形式对

“家庭”进行管理的。 通常情况下一个户号代表一

个家庭,户号下又记载有人号及家庭成员的相互关

系。 每个公民除了有身份证外,还都有记载各自户

籍信息的户口本。 对包含于“住宅”之内的“户”而

言,家庭生活始终是这一载体上最主要的生活形

态。 “家庭”是“户”之内核,“户”是“家庭”的外在

表现。

(二)承载“家庭生活”之“户”的宪法价值

《宪法》第 49 条将“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并

列,凸显了四者的关系,从关联性上看,四者存在严

密自洽的逻辑关系,既婚姻是家庭的逻辑起点,家

庭是婚姻的实践展开,母亲是孕育生命进而丰富家

庭成员的主体,儿童既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也是主

要的被抚养照顾对象。 然而,对婚姻、母亲、儿童加

以保护的落脚点应体现为家庭这一载体。 同时,一

旦抽离婚姻、母亲和儿童等元素,对家庭的保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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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侵入”一词的意思是“越境进犯”,其本身就有未经许可

强行或非法进入的意思。
《辞海》认为,户最常用的含义有二:

 

一是指单扇的门,引
申为出入口的通称,如门户、窗户等;二是指人家。 《易·讼》 言:

 

“人三百户。”三百户即是指三百家。 《辞源·户部》中也定义“一家

谓一户”。 通常所说的一家一户,即一家为一户,因此户也可以视为

家的单位名称。



将无实质意义。

将“家庭生活”作为“户”之功能界定标准,是

对“户”这一概念的限缩解释。 “刑法的价值应该受

宪法的约束,或者说刑法的价值应该与宪法一

致” [17] 。 那么,这种对“户”的限定蕴含着什么样的

宪法价值,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既关涉“入户

抢劫”加重处罚的价值诉求,又关涉“家庭生活”之

法益特别保护的必要性问题。 目前,学界对《宪法》

第 39 条的“住宅不受侵犯”作为入户抢劫加重处罚

之宪法依据已达成初步共识[18] ,但该条款并非唯一

的依据。 基于“户”与“家庭” 的密切关联性,《宪

法》第 49 条第 1 款“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

的保护”亦为“入户抢劫”加重处罚的价值诉求。 对

此,各部门法也给予了相应的回应,如《刑诉法》上

的近亲属免于强制出庭作证的例外条款、对在家庭

中负有特殊责任者(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特别

照顾及对追诉者渴望会见亲属的需要给予部分关

照等[19] 、刑法上的重婚罪①、民法上的近亲属代理

制度、婚姻家庭法中的亲属扶养制度等。 “入户抢

劫”犯罪加重处罚所保护的法益,已经超越了对住

宅自由的保护,体现了对以家庭为核心的价值群

保护。

1. 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单元。 “家庭在中

国人的生活中居于显赫之地位,个人的生存和发展

都离不开家庭。” [20]作为个体而存在的自然人,其主

要的人际关系及社会影响主要是围绕家庭而展开。

基于家庭的重要社会地位,对家庭的保护历来也是

备受关注的问题,如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

律是《婚姻法》,体现了婚姻、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

重要地位。 《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都

有保护家庭的相关条款。 我国现行的《婚姻家庭

法》按“总则、结婚、家庭关系、离婚”等章节设计模

式也足以表明了婚姻与家庭的关联性。 婚姻往往

是家庭的开始,婚姻缔造了家庭,家庭承载着婚姻

的持续、人口的繁衍、个人的成长等功能。

2. 家庭具有独特的功能和需要特别保护的价

值。 家庭的功能通常包括夫妻生活、人口再生产和

经济等基本功能[21] ,上述各项家庭功能依赖完整的

家庭结构、合理的家庭资源为其基础和支撑,并通

过家庭成员间的情感联系、沟通和在此过程中建立

并巩固起来的家庭文化和规则,以及在应对家庭内

外部变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应对能力等得以实现。

家庭生活因涉及婚姻与家庭成员间的亲情关系、夫

妻之间性的关系、家庭成员信息及生活习惯等隐私

保护、老人和儿童获得其他青壮年家庭成员的照顾

扶助、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及共同情感的关联性等

特殊利益,亦值得保护。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还肩负着一定的社

会责任,如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对老人的赡

养、对身患残疾成员的照顾乃至家庭的完整和谐,

这些对家庭成员健康发展和人格健全体现了家庭

所承载的社会责任。 有学者对家庭权及其保护问

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保护家庭权包括组建家庭的权

利、维持家庭存续的权利、维护家庭和谐的权利及

维护家庭亲属关系的权利[22] 。 而维护家庭和谐的

权利不仅是家庭成员内部同居一处的和谐安宁,也

包括不受外在的非法干涉、侵扰,家庭隐私不被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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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国刑法上的重婚罪作为自诉犯罪案件,既体现了对婚姻

关系的保护,也赋予受害者一定的选择权,体现了对受害者情感的

尊重。



探和披露,家庭安全感不被破坏,家庭幸福感不受

侵蚀等。

　 　 四、“户”之宪法价值视角下的“家庭生活”标准

　 　 (一)“家庭生活”功能标准的理解

1. 司法解释对“户”的界定标准的变化体现了

对婚姻家庭制度加以保护的价值取向。 司法解释

作为“适应社会矛盾复杂多变的应变器”,其对“户”

功能标准的调整脉络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法理

基础,这是我们正确理解新司法解释“家庭生活”功

能标准的重要前提。 刑法对入户抢劫配置了与抢

劫致人重伤、死亡相同的法定刑,说明立法者认为

“户”具有特殊保护的价值,但刑法并未就“户”的概

念范围做出界定。 司法实务界在适用时产生较大

分歧①,定性不当和量刑失衡,有碍司法公正[23] 。

司法解释对“户” 界定的价值取向在于精准把握

“户”所承载的婚姻家庭生活这一本质属性,并以此

作为限制“入户抢劫”加重刑适用范围,确保罪刑的

均衡性。 《抢劫案件解释》的出台从功能和场所两

个特征对“户”进行了限定,但是,若以“他人生活”

为功能界定标准,就没有理由将合租、学生及员工

集体宿舍排除在外,因为这些宿舍也实际承载着供

人生活居住的功能。 《两抢案件意见》 将“户” 由

“供他人生活”限定为“供家庭生活”,彰显了对家庭

生活之法益的特殊保护,这种特殊保护的正当性在

于非家庭生活与家庭生活之间存在不同的法益。

法益不同,所保护的方法方式及程度亦当有所区

别。 这样既不违反平等保护的原则,亦能够经得起

比例原则之检验。

2. “供家庭生活”强调“户”之居家生活属性。

作为承载家庭生活的“户”,在客观上,除了应具有

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场所特征,还应当具有满足居家

生活的客观功能,配备日常生活起居必需的物品设

施,如供人休息的床铺被褥、煮饭的厨具、生活起居

用品等。 对于未装修完毕且达不到日常生活居住

条件的房屋,因无法承载居家生活之功能,不应认

定为“户”。 而对于集体宿舍、临时搭建工棚,在满

足居家生活之功能的前提下,亦有构成“户”的可

能。 需要说明的是,对“户”居家生活属性的判断应

追溯至案发前一定期间的时间段,不能局限在案发

的时间点。 如“家庭生活”标准并不排斥案发时一

人独居生活。 新司法解释确立的“他人家庭生活”

较之旧司法解释的“他人生活”标准,准确把握了

“家庭生活”的核心领域。 通过“家庭生活”这一界

分标准将广义的“生活”进行定位,将“户”限定于核

心领域,既体现了对宪法规范中“家庭”的刑法保

护,也是刑法谦抑性的现实要求。 毕竟,刑法是一

个动用刑罚为手段保护法益的法律[24] 。

3. “供家庭生活”强调“户”之主体的居家归属

感。 在居家归属感的支配下,个人或家庭成员往往

会通过各种行为维护家庭安全,也即具有一定的防

范意识,强化私人空间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物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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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入户抢劫”系 1997 年 3 月修订《刑法》中新增加的内容,
在《抢劫解释》出台之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在对该条释义

时,将“户”解释为“既包括公民的住宅和院落,也包含机关、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等单位的院落和办公室,还包括以船为家的渔民的渔

船和旅客在旅店居住的房间等。”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

厅. 最新刑法释义与适用指南[ M].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
427. )



态①;此外,“家”通常被喻为“最温暖的港湾”,也是

被认为安全、放松的处所。 一个人一旦在自己的家

里被抢劫,较之普通抢劫等,其在身心方面所受到

的打击和伤害更大。 尽管这种主观判断在实际操

作中并非易事,但仍有章可循。 如对旅店宾馆,在

排除长期占有居住的情形外,很难认定房客具有以

此为家的主观认知和心理期待;多人合租房、临时

性租房的房客在主观上对住所的隐私、生活安宁、

人身财产安全等所抱有的期望难以与普通住宅相

比,在心理上也很难形成居家归属感,不宜认定为

“户”。

(二)“供家庭生活”功能标准的司法适用

1. 从严把握入户抢劫的认定标准。 “入户抢劫

加重处罚的刑法规范具有两面性,对于受害人而言

它属于保护,而对于加害人而言它又属于干预。” [25]

“实现对国家刑罚权的有效控制,是刑法和宪法两

个学科的共同目标。” [26]目前,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均

认识到了“入户抢劫”法定刑过高以及量刑畸重等

问题。 刑法学界尝试通过对其构成要件的限制性

解释②,将“入户抢劫”的成立范围限定在法益侵害

程度与“抢劫致人重伤、死亡”大致相当的情形[27]

或提倡法官注重法定刑的分配及合理适用刑法有

关减轻处罚等方式达到量刑合理化的目的[28] 等。

宪法学上可尝试通过对比“入户抢劫”加重处罚所

保护的特殊法益与对罪犯人身自由限制的程度是

否符合比例原则,以及在新旧司法解释不一致时,

选择更符合宪法精神和价值的解释来实现对刑罚

权的有效控制。 但是,无论如何解释和界定,“户”

的边界始终无法达到泾渭分明的程度,面对模糊地

带,应秉承从严把握和认定的精神。

2. 明确新司法解释在涉及“户”之功能界定问

题上的适用效力。 目前,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大量援

引旧司法解释而或淡化二者的差异等问题,原因之

一在于对新司法解释确立的“家庭生活”标准存在

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并认为一旦适用新司法解

释,有可能无法认定入户抢劫犯罪,而不认定则有

违人们朴素的法感。 根据前文分析,新司法解释基

于入户抢劫犯罪法定刑的严厉性和实践出现的罪

适不相适应现象③,通过对“户”之功能标准的限制,

旨在实现对婚姻家庭生活法益特殊保护的宪法价

值,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基础。 人民法院在审理入

户抢劫案件中,应遵循法律适用原则,选择新司法

解释作为裁判依据。 而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实务界

关于“家庭生活”存在的诸多争议,应明确新司法解

释的适用效力。

3. 强化司法对“户”的审查论证义务。 目前,司

法实践在涉及“入户抢劫”案件时,存在缺乏主动审

查意识和说理论证不足的问题。 相比普通抢劫案

件,“户”已成为入户抢劫犯罪的主要构成要件,侦

查机关在调查取证时,应通过对“户”内布局设施进

行现场勘查检验,并对受害人进行讯问或走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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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譬如,一个以临时居住为目的的房客,其往往有凑合的心

态,一般不会对租住的房屋有所投入,如不会换门锁,那么就应预测

到这样存在安全隐患,也许之前租住该房屋的其他房客会留有钥

匙。
如张明楷主张,对户的认定应进行限制解释,成立入户抢

劫,要求行为人认识自己所侵入的是“户”,入户的目的仅限于为了

抢劫,
 

入户方式应限定为携带凶器入户或者使用暴力、胁迫方式入

户。 (参见:张明楷. 论入户抢劫[J]. 现代法学,2013(5):97. )

 

如 19 岁的女孩阿珠因入户抢了
 

40
 

元并把老人推倒案件

中,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判决后,因为超过上诉时间,后阿

珠的家人对此案提出申诉,并申请对阿珠的精神进行司法鉴定。 鉴

定认为,阿珠在此次作案时患有精神发育迟滞(轻度)和精神分裂

症,对本次作案无刑事责任能力,目前无服刑能力。 后人民法院再

审判决阿珠不负刑事责任。 (参见:张远南. 对阿珠的“入户抢劫行

为”应当如何定性、量刑[J]. 中国检察官,2010(9). )



等确定涉案的“户”是否具备“供家庭生活”的功能

特征和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场所特征。 人民法院

在审理过程中,应当对案件中被告人所侵入的“户”

进行审查,并在裁判文书中有所体现。

　 　 五、结语

　 　 对“入户抢劫”犯罪的认定之所以产生存在诸

多争议,原因在于刑事立法存在疏漏,而作为弥补

法律疏漏司法解释也存在不足之处,且在《两抢案

件意见》实施后的韩维等抢劫案中,人民法院并未

准确适用该司法解释,然而此案例却遗憾地入选为

指导性案例。 在此情形下,从宪法层面探讨刑法中

“入户抢劫”加重处罚的核心法益并对新司法解释

确立的“家庭生活”的标准重新厘定便显得十分必

要。 通过上分析,将《宪法》中对婚姻家庭的保护作

为《刑法》中“入户抢劫”加重处罚的价值诉求是可

以成立的,《两抢案件意见》将“户”之功能特征界定

为“他人家庭生活”是对宪法价值遵循和入户抢劫

加重处罚法定刑严厉性的限制。 法官在面对涉及

同一事项的新旧司法解释时,应严格遵循法律适用

规则。 针对入户抢劫案件裁判难点,建议最高人民

法院对《抢劫案件解释》与《两抢案件意见》针对

“户”之界定存在的冲突作统一认定或进一步释明。

由于涉及“入户抢劫”的司法解释较多,极易造成适

用上的混乱,故将相关司法解释合并统一的方法值

得考虑。 鉴于这类案件裁判文书在说理论证及法

律适用方面存在诸多不足。 应对其加以清理如涉

及指导性案例,对其中不符合标准的,应从指导性

案例类别中移出。 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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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constitutional
 

point
 

of
 

view,
 

“ burglary”
 

involves
 

the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freedom
 

of
 

residence,
 

privacy
 

in
 

marriage
 

and
 

family
 

life,
 

and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elderly,
 

women,
 

children
 

and
 

other
 

special
 

subjects.
 

Among
 

them,
 

the
 

interpretation
 

of
 

“ household”
 

directly
 

affects
 

or
 

even
 

determines
 

the
 

scope
 

of
 

protection
 

of
 

the
 

above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whether
 

the
 

criminal
 

suspects
 

are
 

punished
 

more
 

severel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s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No.
 

35
 

and
 

No.
 

8
 

interpret
 

the
 

term
 

“household”
 

as
 

“residence
 

into
 

another’s
 

life”
 

and
 

“residence
 

for
 

another’s
 

family
 

life”
 

respectively.
 

A
 

number
 

of
 

cases
 

represented
 

by
 

the
 

robbery
 

case
 

(guiding
 

case
 

No.
 

466)
 

by
 

Hanwei
 

and
 

others
 

are
 

applicable
 

to
 

Interpretation
 

No.
 

35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
 

number
 

of
 

cases
 

apply
 

[2005]eighth
 

interpretation.
 

Obviously,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has
 

led
 

to
 

the
 

consequence
 

of
 

“ different
 

judgments
 

in
 

the
 

same
 

case”
 

and
 

the
 

excessive
 

protection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39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Article
 

49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house
 

is
 

inviolable
 

and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are
 

protected. [2005]
 

Interpretation
 

8
 

defines
 

“ household”
 

as
 

“ residence
 

for
 

other
 

people’ s
 

family
 

life”,
 

which
 

embodies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re
 

legal
 

interests
 

of
 

“household”
 

and
 

conforms
 

to
 

the
 

principle
 

of
 

“new
 

law
 

is
 

superior
 

to
 

the
 

old
 

law”
 

affirmed
 

by
 

the
 

Legislative
 

Law.
 

It
 

also
 

conforms
 

to
 

the
 

principle
 

of
 

legally
 

prescribed
 

punishment
 

for
 

a
 

specified
 

crime
 

and
 

the
 

policy
 

of
 

modesty
 

and
 

restraint
 

of
 

criminal
 

law,
 

and
 

should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the
 

case
 

of
 

“burg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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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辉:“入户抢劫”案件中司法解释的适用———基于宪法分析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