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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侵儿童犯罪人实施化学阉割的本土化探索

姚建龙

　　内容提要：化学阉割实际只是一种已经较为成熟的通过激素药物治疗并辅以心理辅
导达到降低性犯罪人再犯率的治疗措施。国外化学阉割主要适用于性侵儿童犯罪人，是

刑事司法进化的结果，也有对儿童最大利益的考量，其虽不完美但是必要的选择。近年

来，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在我国已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刑法修正积极回应，呈现出严

密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法网，加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处罚力度的特点。在现阶段，化学

阉割的引入可行、必要且正当，其在有利于强化未成年人保护的同时，还能缓解性侵未成

年人犯罪过度重刑化倾向。借鉴域外经验及结合本土实际，应当毫不迟疑地通过刑法修

正案引入化学阉割，并更名为“药物治疗措施”，专门适用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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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龙，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随着校长带小学生开房案、王某华猥亵儿童案、鲍某明性侵养女案等性侵未成年人案

件的曝光，如何有效惩治和预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成为全社会瞩目的焦点。媒体与社会

公众屡屡在此类案件发生后呼吁将化学阉割（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这一域外主要
适用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措施引入我国，然而“怪异”的是，学术界和立法机关对这一

呼吁反应冷淡，与媒体和公众的热烈关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文拟淡化“化学阉割”这

一容易引起争议的“俗称”，在探究国外化学阉割立法发展与实践状况的基础上，主要基

于本土化视角理性评析化学阉割在我国引入的正当、可行、有效、必要性及路径。

一　化学阉割的起源与发展

（一）针对性犯罪人的手术阉割

虽然在我国古代刑罚体系中曾经存在“宫刑”这样一种残酷的刑罚，但是作为专门针

对性犯罪人的预防与惩罚措施，却是起源并发展于西方国家。遵照《圣经·旧约》的戒条

以及广为传播的法律和同态报复原则，手术（物理）阉割被视为惩罚性犯罪分子“犯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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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适当方式。〔１〕 直至１９世纪中叶至２０世纪初，手术阉割仍然被很多西方国家刑法
所明确规定，强制并且实际适用于相当数量的性犯罪人。〔２〕 只是在性质上，从同态复仇

的报应手段转变为“治疗”（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３〕）措施，理论上更加符合新派刑法学的主张。不
过，手术阉割的适用规模和范围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不断缩小，原因在于其受到了日益严
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被质疑是一项非人道的酷刑，违反了《欧洲人权

公约》（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Ｆｒｅｅ
ｄｏｍｓ）禁止酷刑与不人道或侮辱的待遇和《美国宪法》（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反酷刑规定。１９４２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斯金纳诉俄克拉荷马州（Ｓｋｉｎｎｅｒｖ．
Ｏｋｌａｈｏｍａ）一案中，〔４〕基于平等保护的理由，认定绝育（手术阉割）的处罚违反美国宪
法。〔５〕 此后，手术阉割的适用规模和范围急剧缩小。手术阉割这一“入侵性”切除手术被

严厉批评为一项残酷的肉刑，会把罪犯钉在“耻辱柱”上，一定程度上还属于变相的终身

监禁。此外，手术阉割还将让罪犯永远丧失生育权，一旦错误适用将对罪犯产生无法补救

的终身影响。另一方面，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８０年间，有学者对手术阉割在降低高风险性犯罪人
再犯率的有效性上提出了质疑，尽管类似质疑后来被推翻，但在当时依然对手术阉割的适

用产生了不小的打击。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尽管手术阉割备受批评和质疑并且形成了较

为广泛的共识，但手术阉割至今仍未被废除，在一些国家依然合法地运行使用。〔６〕 例如，

在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６年期间，捷克共和国仍有５０多名性犯罪人接受了手术阉割。〔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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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Ｗｉｌｌｅ＆ＫｌａｕｓＭ．Ｂｅｉｅｒ，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Ｓｅｘ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０３，１０６（１９８９）．
１９世纪中期，美国南部诸州率先颁布了（手术）阉割的法律。Ｓｅｅ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Ｗｉｌｌｅ＆ＫｌａｕｓＭ．Ｂｅｉｅｒ，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Ｓｅｘ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０３，１０７（１９８９）。不过，手术阉割作为一种公认的治疗方法用于防止性犯罪

人的再次犯罪，则是源于哈里·夏普（ＨａｒｒｙＳｈａｒｐ）医生。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末，他通过手术阉割了１７６名男性囚

犯，以试图降低他们的性欲，良好的预防再犯效果推广了“阉割作为治疗”的模式。Ｓｅ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Ｓｃｏｔｔ＆Ｔｒｅｎｔ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ｘ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ＲｉｇｈｔｓＶｅｒｓｕｓＰｕｂｌｉｃＳａｆｅｔｙ，３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ｗ５０２，５０２－５０９（２００３）；ＨａｒｒｙＳｈａｒｐ，ＶａｓｅｃｔｏｍｙａｓａＭｅａｎｓｏｆ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

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２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８９７，１９０７（１９０９）。１８９２年，瑞士成为欧洲第一个将手术阉割

用作“治疗”措施的国家。ＳｅｅＫａｒｅｎ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Ｓｅｘ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Ｗａｌｅｓ：ＩｓＣｈｅｍｉ

ｃａｌ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ｐｔｉｏｎ？，４６ＴｈｅＨｏｗａ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１６，１８（２００７）。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美国共

有十三个州通过了强制手术阉割的法案。ＳｅｅＡｌｉｓｏｎＧ．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Ｂｅｌｇｉｕｍ，Ｇｅｒｍａｎｙ，Ｅｎｇｌａｎｄ，Ｄｅｎｍａｒｋａｎｄ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ｓａ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ａｂｉｔｕａｌＳｅｘ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１６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４３５，４３７（１９９７）。此后，德国、挪威、芬兰、爱沙尼亚、冰岛、瑞典、荷兰等欧

洲大陆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相继将手术阉割合法化。ＳｅｅＮｉｋｏｌａｕｓＨｅｉｍ＆ＣａｒｏｌｙｎＪ．Ｈｕｒｓｃｈ，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Ｓｅｘ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ｒ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Ａ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Ｒｅｃｅｎ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８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２８１，２８１－２８２（１９７９）；Ｋａｒｅｎ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Ｓｅｘ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Ｗａｌｅｓ：ＩｓＣｈｅｍｉ

ｃａｌ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ｐｔｉｏｎ？，４６ＴｈｅＨｏｗａ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１６，１８（２００７）。
有学者主张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翻译为“处遇”，但在化学阉割语境中，笔者认为翻译为“治疗”更加准确。参见左玉迪：
《“治疗”缘何被略去？———“化学阉割”词语检视及性质探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Ｓｅｅ３１６Ｕ．Ｓ．５３５（１９４２）．
ＳｅｅＰｅｔｅｒＪ．ＧｉｍｉｎｏＩＩＩ，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ｅｒｐｅｔｒａｔｏｒｓｏｆＳｅｘＯｆｆｅｎｓ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Ｃａｌｉ
ｆｏｒｎｉａ’ｓＬｅａｄ，２５Ｐｅｐｐｅｒｄｉｎｅ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６７，８７（１９９７）．
ＳｅｅＫａｒｅｎ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Ｓｅｘ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Ｗａｌｅｓ：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ｐｔｉｏｎ？，４６
ＴｈｅＨｏｗａ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１６，１７－１９（２００７）．
ＳｅｅＴｈｏｍａｓＤｏｕｇｌａｓｅｔａｌ．，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Ｉｎｃａｒｃ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１０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ＢｉｏｅｔｈｉｃａｌＩｎｑｕｉｒｙ３９３，３９４（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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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学阉割的创立与推广

鉴于针对手术阉割性犯罪人的质疑强烈但其预防再犯的效果又十分“诱人”，各国开

始尝试使用化学方法操纵睾丸激素的替代性方案。〔８〕 其原理与手术阉割类似，即给青春

期后的男性服用药物，将他们的循环睾酮降低到青春期前的水平，〔９〕它实际上实现了药

物诱导且可逆的生化模仿。〔１０〕 化学阉割由此产生并逐步成为替代手术阉割的针对性犯

罪人尤其是娈童癖（恋童癖）〔１１〕性犯罪人的治疗措施。从世界范围来看，至少有２０余个
国家以不同形式在立法中规定且在刑事司法中执行化学阉割。〔１２〕

在欧洲，丹麦、德国等非天主教国家率先通过了化学阉割的立法。其中，丹麦是欧洲

首个立法将化学阉割合法化的国家，并于１９２５年正式实施了第一起化学阉割案例。〔１３〕

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７０年间，化学阉割在丹麦作为自由刑的替代，可由罪犯自愿申请适用。２０世
纪初，受到性侵未成年人恶性案件的影响，德国也开始讨论化学阉割这一前沿问题，当时

德国的家庭、老人、妇女和儿童部部长呼吁对性侵犯罪分子的惯犯施加化学阉割。〔１４〕 此

后，瑞典、英国、比利时、法国、波兰、马其顿和俄罗斯等国先后将化学阉割合法化。

１９６６年，心理学家约翰·曼宁（ＪｏｈｎＭｏｎｅｙ）在美国首次尝试化学阉割治疗。他的
“治疗”方式是通过向有易装癖和娈童癖的性犯罪人注射复合醋酸甲羟孕酮以控制性犯

罪人体内的睾丸激素水平，同时辅之以心理健康咨询。２０世纪末，美国媒体报道了数起
惨绝人寰的儿童性侵、绑架和谋杀事件，引发美国公众极大的不满与愤怒，这种情绪在

１９９３年一个年仅１２岁的女孩被性侵及残忍虐杀一案中达到了顶点。这种社会情绪与彼
时美国所推行的新报应主义刑事政策结合，成功推动了加利福尼亚州在１９９６年通过了全
美第一个化学阉割法案。加利福尼亚州化学阉割法案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有力推动

了美国其他州化学阉割立法的进程。〔１５〕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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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Ａ．Ｐｒｅｎｔｋｙ，Ａｒｏｕｓａｌ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ｘｕａｌ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ｎｔｉ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９ＳｅｘｕａｌＡ
ｂｕｓｅ：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３３５，３３６（１９９７）．
ＳｅｅＰｅｅｒＢｒｉｋｅｎ＆ＭａｒｔｉｎＰ．Ｋａｆｋａ，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Ｐａｒａｐｈｉｌ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２０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ｉｎ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６０９，６０９－６１３（２００７）．
ＳｅｅＭａｔｔｈｅｗＲ．Ｋｕｔｃｈｅｒ，Ｔｈ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ｃｉｄｉｖｉｓｔＳｅｘ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ｉｎＣａｎａｄａ：ＡＭａｔｔｅｒｏｆＦａｉｔｈ，３３Ｄａｌｈｏｕ
ｓｉ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３，１９７（２０１０）．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ａｎｕａｌ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中对娈童癖患者的界定是：持续六个月对１３岁以下的儿童有强烈的性冲动、性幻想或性行为。此类性冲动、性
幻想或性行为造成困扰或损害。加害人年满１６岁，且至少年长受害儿童５岁以上。
包括丹麦、德国、美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阿根廷、澳大利亚、爱沙尼亚、以色列、摩尔多瓦、新西兰、

波兰、俄罗斯、匈牙利、法国、挪威、芬兰、冰岛、拉脱维亚、英国、比利时、瑞典、马其顿和捷克共和国等。

ＳｅｅＡｌｉｓｏｎＧ．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Ｂｅｌｇｉｕｍ，Ｇｅｒｍａｎｙ，Ｅｎｇｌａｎｄ，Ｄｅｎｍａｒｋ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ｇｉ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ｓａ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ａｂｉｔｕａｌＳｅｘ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１６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４３５，
４４５（１９９７）．
ＳｅｅＰｅｔｅｒＪ．ＧｉｍｉｎｏＩＩＩ，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ｅｒｐｅｔｒａｔｏｒｓｏｆＳｅｘＯｆｆｅｎｓ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Ｃａｌｉ
ｆｏｒｎｉａ’ｓＬｅａｄ，２５Ｐｅｐｐｅｒｄｉｎｅ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６７，７８（１９９７）．
１９９６年至今，美国先后有多个州通过了化学阉割法，包括加利福尼亚州、蒙大拿州、佛罗里达州、爱荷华州、路易
斯安那州、威斯康星州和阿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俄勒冈州有所反复，分别于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１１年又废除了化学
阉割法。该注释中的说明性内容以及本段落中关于美国早期施行化学阉割情况的资料均来源于：Ｓａｍａｎｔｈａ
Ｐ．Ｖａｉｌｌａｎｃｏｕｒｔ，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Ｈｏｗａ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Ｂｅｃａｍｅ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Ｂｉｏｅｔｈｉｃａｌ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ｏ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ａ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Ｓｅｘ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Ｍａｓｔｅｒ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ＷａｋｅＦｏｒ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２，ｐｐ．４，２７，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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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２１世纪后，化学阉割开始推广到亚洲国家。韩国是亚洲第一个执行化学阉割的
国家。２０１０年正式通过《对性暴力犯罪者性冲动进行药物治疗相关法律》（ＡｃｔｏｎＰｈａｒ
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ｘ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ＳｅｘｕａｌＩｍｐｕｌｓｅｓ），并自２０１１年开始对年满１９岁且再犯
可能性大的性暴力犯实施化学阉割。〔１６〕 此后，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等国相继出台了

化学阉割的专门法案或在相关法律中增加相应法律条款。其中，印尼为回应性侵儿童犯

罪激增的现象，于２０１６年修改了儿童保护的相关法律，其中的关键修正是增加了对性侵
儿童罪犯进行化学阉割的条款。〔１７〕 哈萨克斯坦也于２０１６年修订刑法典，增加了专门针
对性侵犯罪的化学阉割条款。〔１８〕

（三）化学阉割的立法模式

梳理各国有关化学阉割的立法，大体可区分为强制适用和自愿适用两种模式。其中，

美国制定了化学阉割法案的大部分州和亚洲国家主要采取的是强制适用模式，而欧洲多

数国家的化学阉割法案则采取的是尊重性犯罪人自主权的自愿适用模式。不过，不论何

种模式都强调化学阉割是一种“治疗”而非单纯的惩罚措施———包括那些采取强制适用

化学阉割立法模式的国家。两种立法模式也都对化学阉割的适用作出了严格的限定，特

别是主要将化学阉割的对象限定在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或严重性累犯，同时要求化学阉割

的罪犯须为成年犯等，体现了鲜明的未成年人保护立法特色。

以代表性国家美国为例，其化学阉割的立法以强制适用的惩罚模式为主，大部分州都

确立了“初犯酌定、再犯须适用”的原则，即初次性侵低龄儿童可由法院酌定是否适用化

学阉割，但是再次犯罪则法院必须判决接受化学阉割。将接受化学阉割作为性罪犯获得

释放或者假释的前提条件，也是多个州化学阉割法案的规定。如爱荷华州规定，法院或假

释委员会可以要求实施严重性侵犯罪的初犯者接受化学阉割，以此作为其释放的条件之

一；法院或假释委员会应要求有性侵前科的性侵犯罪分子接受化学阉割，除非法院或假释

委员会经过合理评估认为，化学阉割对其无效。〔１９〕威斯康星州规定，不论罪犯是否为初

犯，接受化学阉割都将有可能作为其释放或者假释的条件。在美国，尽管化学阉割可以强

制适用，但对适用对象有严格限定：一是仅适用于对低龄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的罪

犯。〔２０〕如加州规定化学阉割适用于鸡奸、强奸和猥亵未满１３岁儿童的案件。二是对适用
对象的年龄进行严格限制。〔２１〕如阿拉巴马州规定适用化学阉割要求罪犯年满２１岁。〔２２〕

蒙大拿州规定适用化学阉割的罪犯应是性侵害未满 １６岁且比被害人大 ３岁及以上
的人。〔２３〕

·５２·

对性侵儿童犯罪人实施化学阉割的本土化探索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参见玛丽：《韩国：“化学阉割”性犯罪者》，《江淮法治》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５０页。
ＳｅｅＬｏｕｉｓａＥ．Ｈｅａｔｈｃｏｔ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ａｎ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３Ｔｈｅ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２０１（２０２０）．
ＳｅｅＡｌｉｙａＫ．Ａｂｉｓｈｅｖａｅｔａｌ．，Ｃｒｉｍ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ＳｅｘｕａｌＩｎｖｉｏ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ｏｒ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ｅｇａｌａｎｄＰｅｎｉｔｅｎｔｉａｒ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２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ｅｇａｌ１，４（２０２２）．
ＩｏｗａＣｏｄｅＡｎｎ．§９０３Ｂ．１０（Ｗｅｓｔ２００３）．
Ｗｉｓ．Ｓｔａｔ．Ａｎｎ．§３０２．１１（Ｗｅｓｔ２００５）．
Ｃａｌ．ＰｅｎｃａｌＣｏｄｅ．§６４５（２０１２）．
ＡｌａｂａｍａＨｏｕｓｅＢｉｌｌ３７９（２０１９）．
Ｍｏｎｔ．ＣｏｄｅＡｎｎ．§４５－５－５１２（Ｗｅｓｔ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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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也有部分国家选择了强制适用模式，如波兰、比利时等。例如，波兰规定，对于强

奸１５岁以下儿童或者近亲的性犯罪人，经过精神科专家会诊认可后，可以由法院强制实
施化学阉割。〔２４〕 采用化学阉割立法的亚洲国家，在化学阉割的适用上相对欧美国家更为

严厉，体现了较为浓厚的惩罚性和报应性特点。例如韩国在《对性暴力犯罪者性冲动进

行药物治疗相关法律》中规定，不论是初犯还是重犯，法官可依案情对性侵１６岁以下未成
年人且年满１９岁的成年罪犯处以最长不超过１５年的“化学阉割”和心理治疗。２０１３年
该法修正案进一步将化学阉割适用对象扩大至“所有性暴力犯中性欲倒错症患者”。〔２５〕

印度尼西亚作为亚洲第二个通过化学阉割立法的国家，其在修改后的儿童保护相关法律

中除了将刑期从１０年提高到最多２０年外，还规定对被定罪的性侵儿童罪犯实施强制化
学阉割，并在假释后佩戴电子监控设备。〔２６〕 哈萨克斯坦在其《化学阉割法案》中也规定了

强制适用化学阉割的条款。〔２７〕

欧洲多数采用化学阉割立法的国家采取自愿适用的治疗模式，如丹麦、瑞典、英国、德

国、法国、俄罗斯和马其顿等，其特点是性犯罪人对于化学阉割的适用具有较大的自主选

择性，且更加强调将化学阉割视为一种治疗手段，而非对性犯罪人的惩罚措施。不过，这

些国家仍然对化学阉割的适用范围作出了严格限定，这些限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对申请适用化学阉割的犯罪人年龄有最低要求。例如，瑞典立法规定适用化学阉割的罪

犯应年满２３周岁，德国规定应年满２５周岁。〔２８〕 二是对被害人年龄作出限定。如俄罗斯
规定化学阉割仅适用于性侵被害人年龄在１４岁以下儿童的案件，波兰则规定为１５岁。
三是对实施化学阉割的必要性提出明确要求。例如瑞典规定适用化学阉割的前提条件

为：如果不适用化学阉割，罪犯将对社会构成威胁。〔２９〕 在此立法模式中，各国往往为了鼓

励罪犯积极选择适用化学阉割，通常将化学阉割设置为减刑和假释的前提条件，或将化学

阉割作为减刑的“补偿”鼓励罪犯“自愿”适用化学阉割。比如，马其顿《刑法》规定，“自

愿”接受化学阉割的罪犯将获得减刑作为“补偿”：对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可以减为４０年
有期徒刑，对判处４０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可以减为２０年有期徒刑，对于判处２０年有期徒
刑的罪犯可以判处该罪行法律规定的最低刑期，但罪犯需要接受持续的药物治疗，直至法

院认为可以停止注射或罪犯死亡。〔３０〕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自愿适用”模式与强制适用模

式的区分是相对的，两者之间其实并无本质区别。在所谓自愿适用立法模式的国家，化学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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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ＳｅｅＶｅｄｉｊｅＲａｔｋｏｃｅｒｉ，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ｌｄＭｏｌｅｓｔｅｒｓＲｉｇｈｔｏｒＷｒｏｎｇ？！，１１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７０，７４（２０１７）．
参见玛丽：《韩国：“化学阉割”性犯罪人》，《江淮法治》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５０页。
参见赵海建：《化学阉割———性犯罪的克星》，《晚报文萃》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７０页。
ＳｅｅＢｏｌａｔＥｒｋｅｎｏｖｉｃｈＳｈａｉｍｅｒｄｅｎｏｖ，Ｃｏｕ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ｒｉｍｅｓｏｆａＳｅｘｕ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Ｍｉｎ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Ｋａ
ｚａｋｈｓｔ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ｃｕｌｉａｒｉｔｉｅｓ，８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Ｌａｗ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ＡＲ
ＬＥ）２２１７，２２１７－２２２３（２０１７）．
参见侯韦锋：《我国适用化学阉割制度的可行性研究》，《犯罪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８５页。
ＳｅｅＳｈｌｏｍｏＧｉｏｒａＳｈｏｈａｍ，ＯｒｉＢｅｃｋ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Ｋｅｔ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Ｐｅ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Ｒ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１４１．
ＳｅｅＶｅｄｉｊｅＲａｔｋｏｃｅｒｉ，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ｌｄＭｏｌｅｓｔｅｒｓＲｉｇｈｔｏｒＷｒｏｎｇ？！，１１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７０，７５（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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阉割的适用实际仍具有“隐性强制”的特点，严格意义上说，性犯罪人也并不存在真正意

义上的“自主选择权”。有的学者认为各国化学阉割“常以自愿方式为之”，〔３１〕某种意义

上是一种误解。

二　本土化视角下的化学阉割

尽管化学阉割已经在至少超过二十个国家立法中确立及适用，但回顾化学阉割制度

走过的百年历程，其所引发的争议从未停止过，不过这些争议并未能阻止其在总体上的推

广之势。在我国，早已经有引入化学阉割立法的呼吁，特别是每在发生影响全国的性侵未

成年人恶性案件之时。但是，这样的呼吁似乎并未能打动立法机关，也未能消除不少专家

对于化学阉割立法的担心与偏见。在笔者看来，单纯去讨论化学阉割在国外所引发的

相关争议意义并不大，从立法借鉴与本土化视角出发，需要去探究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正当性。化学阉割是否违背基本法理，例如是否为残酷刑罚而侵犯人权？二是可

行性。化学阉割治疗的技术是否成熟和可行？三是有效性。化学阉割对于防治性犯罪

有效吗？四是必要性。我国性犯罪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的性犯罪状况如何，是否需要考

虑化学阉割措施？如果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国就应当毫不迟疑地引入化

学阉割。

（一）正当性

针对化学阉割在法理层面的最大争议在于，其是否为酷刑而构成对性犯罪人人权的

不正当侵犯。尽管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促使各国在化学阉割立法上普遍采取较为谨慎的

立场，包括在对象范围上主要限于性侵未成年人的罪犯，但是这些质疑在总体上被认为是

不成立的，也并不能阻碍化学阉割的适用和总体推广之势。

化学阉割是对手术阉割的替代措施，避免了通过侵入性切除手术给性犯罪人造成不可

逆的终身伤害和耻辱。总的来看，化学阉割是对性犯罪人的一种文明、人道且相称的治疗措

施，恰恰体现的是刑事司法从野蛮向文明的进化。第一，化学阉割是对性侵未成年人罪犯的

一种相称治疗，并非违反比例原则的惩罚。如果说化学阉割治疗仍然具有“惩罚性”，其严

厉程度也显然远不及有期徒刑、死刑等刑罚，更不及针对性犯罪人的手术阉割。每周注射

药物以减少罪犯的性冲动，也远比许多其他已使用的治疗方法更人道。在美国，天主教会

也完全支持化学阉割，并于１９８５年设立了圣卢克研究所（Ｓｔ．Ｌｕｋ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要求有娈童
癖的牧师在此接受咨询和对其进行化学阉割。〔３２〕 第二，化学阉割本质上是一种激素疗

法，治疗过程几乎没有痛苦，〔３３〕只是降低而非彻底剥夺性犯罪人的性能力，与手术阉割有

着本质区别，更谈不上是一种酷刑。化学阉割主要效果是消除罪犯社会危险性，即降低和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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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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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煌智、文荣光主编：《性侵害犯罪防治学》，我国台湾地区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９０页。
Ｓｅｅ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Ｍ．Ｔｕｌｌ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１３Ｃｈａｐｍａｎ
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１，１９２（２００９）．
Ｓｅｅ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Ｍ．Ｔｕｌｌ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１３Ｃｈａｐｍａｎ
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１，１９２（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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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性犯罪人的性欲使其从变态和痛苦的性幻想中得到解脱。〔３４〕 第三，化学阉割也不

会剥夺性犯罪人的生育权，如前所述，当药物作用消退，性犯罪人的性功能将逐步恢复

正常，包括睾丸激素水平也将会恢复，对身体的影响是可逆的。即便在化学阉割期间，

也不会妨碍性犯罪人的正常生育能力，更不会造成性犯罪人此后无法生育后代。〔３５〕 不

可否认，化学阉割可能引起新陈代谢变慢、肥胖、抑郁等副作用，但这些副作用在停止药物注

射后即可随着时间推移而代谢或逆转。最为重要的是，化学阉割可给予性犯罪人宝贵的自

由，有利于其再社会化，绝大部分接受化学阉割的性犯罪人都能够有效防止再犯，重新回归

正常生活。

性侵对未成年人的伤害是严重且深远的。世界卫生组织一项研究显示，性虐待会给

儿童留下难以抹去的影响：６％的人会患上忧郁症，６％的人有酒精和药物滥用行为，８％的
人有自杀未遂行为，１０％的人会有惊恐障碍，２７％的人会有创伤后应激障碍。〔３６〕 即便认
为化学阉割对性犯罪人人权会构成侵犯，但在儿童最大利益面前，这种所谓“侵犯”也是

在权利衡量之后，或许不完美但却是正当的选择。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联合国《儿童权

利公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ｌｄ）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也被视为未成年人保护
领域的帝王法则，要求在涉及未成年人的事务中，均应将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作为首要考

虑。〔３７〕 该原则要求尊重未成年人利益的优先性，具体到未成年人与性犯罪人之间的权利

衡量，对性犯罪人的所谓“人权”进行必要限制是正当和必要的。对性侵未成年人的罪犯

实施化学阉割，避免未成年人再次受到性侵害的风险和威胁，符合儿童最大利益的要求。

正如印度尼西亚学者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ｖｅｎａｎｔＯｎＣｉｖｉｌ
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ｉｇｈｔｓ）第７条角度，对印尼将化学阉割作为对性侵儿童罪犯刑事制裁的评估
所得出的结论：人权不是绝对的，“化学阉割限制了性侵儿童罪犯的权利，以保护儿童不

遭受酷刑或虐待的权利。这是为保护受害者和潜在受害者的权利，并通过治疗给犯罪者

一个正常生活的机会。因此，化学阉割是对人权的一项重要贡献”。〔３８〕

从本土化视角看，我国引入化学阉割还可以发挥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特殊意义，与

《刑法修正案（九）》专门针对贪污贿赂犯罪所增加的终身监禁有异曲同工之用。无需否

认的是，近些年来我国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治出现了重刑化趋向，包括死刑的适用。

如果引入化学阉割，一些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可以避免死刑的适用。例如，某市邻居猥

亵并强奸４岁女童案，被告人被判处死刑。〔３９〕 如果有化学阉割的立法，对尚未造成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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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ｎｉａ’ｓＬｅａｄ，２５Ｐｅｐｐｅｒｄｉｎｅ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６７，８８（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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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１，１９２（２００９）．
参见董伟：《世卫组织出指南防儿童虐待》，《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４日第５版。
我国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４条）已经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国内法化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ＳｅｅＬｏｕｉｓａＥ．Ｈｅａｔｈｃｏｔ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ａｎ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３Ｔｈｅ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２１４－２１５（２０２０）．
基本案情：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９日，张某某编造谎言将其邻居女童 Ａ（４周岁）骗至某处，采用暴力手段猥亵并强奸女
童Ａ，致女童Ａ身体多处重伤，其中一处九级伤残、二处十级伤残。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不公开
开庭审理，以强奸罪判处张某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４０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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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亡的该被告人判处死缓并终身化学阉割而非死刑立即执行，相信一般民众也是可以

接受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化学去势’入刑必然可以减少对性犯罪人死刑的

适用。”〔４０〕

（二）可行性

化学阉割的机理是通过对性犯罪人，主要是娈童癖和性侵低龄儿童罪犯，注射（或服

用）人工合成孕激素，促使其大脑认为身体已有足够的雄性睾丸激素，从而抑制睾丸以减

少或停止分泌睾酮激素，加速肝脏中睾酮激素的代谢，降低血液中循环的睾丸激素水平，

以达到降低和减少罪犯的性冲动或性活动，〔４１〕控制罪犯的异常行为〔４２〕的效果，通常还会

同时进行心理治疗，最终达到防止再犯的目的。简言之，化学阉割是一项通过联合使用激

素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实现降低性犯罪人，尤其是娈童癖和性侵低龄未成年人的犯罪者

再次实施性侵害行为的制度。“化学阉割”这一俗称确实有一定震撼性，但如果从医学的

角度来看，这不过是一种已经经过近百年临床实践的针对性犯罪人的成熟治疗措施。

当前，人工合成孕激素主要有甲羟孕酮醋酸酯（ＭＰＡ）和环丙孕酮醋酸酯（ＣＰＡ）两
种。其中，甲羟孕酮醋酸酯是美国的首选药物，而环丙孕酮醋酸酯则主要在欧洲、中东和

加拿大等国适用，其适用范围更加广泛，已在超过２０个国家投入使用。〔４３〕 从医学角度
看，“化学阉割”作为一种治疗措施，其实施的技术性要求并不高，相关治疗药物及治疗技

术也已经很成熟。尽管仍不乏化学阉割副作用的质疑，但从化学阉割近百年的实践来看，

这些所谓“副作用”是可控、可接受的，而且一旦停药也是可逆的———包括仍可以恢复正

常的性行为。例如甲羟孕酮醋酸酯治疗一旦停止，所有的副作用都是可逆的，勃起和射精

在７－１０天内即可恢复。〔４４〕 可以肯定的是，在我国并不存在化学阉割适用的技术性障
碍，作为一种“可逆性”的药物治疗措施，引入我国也并不会引发太大的医学伦理争议。

化学阉割的另一个优点在于其成本低廉，可以大大降低司法和社会成本。以美国为

例，有统计表明每周进行化学阉割注射的费用为每月１６０美元（约１１３０元人民币）。而监
禁一名囚犯的平均费用每月超过１６６０美元（约１１７６０元人民币），再加上监禁后续所产生
的各类费用，最终监禁一名罪犯的费用可能比化学阉割的费用多出１５倍。〔４５〕 化学阉割
的另一个优势是不影响罪犯的正常工作和生活。〔４６〕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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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峰、闫斌：《“化学去势”立法探讨：争议与鉴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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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产总值。Ｓｅｅ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Ｍ．Ｔｕｌｌ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ｌ，１３Ｃｈａｐｍａ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１，２０９（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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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性

无论是将化学阉割界定为刑罚还是治疗性的保安处分措施，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是，

这一措施对于控制性犯罪特别是降低性犯罪的再犯率是否是有效的。从化学阉割近百年

的实践来看，不管持何种批评与怀疑态度，在化学阉割对于降低性犯罪再犯率的有效性这

个问题上，总体上得到了证实和公认。关于化学阉割对降低再犯率是否有效的研究，可以

说贯穿了这一制度诞生以来的始终。

已经有研究显示，化学阉割可以有效地降低性犯罪的再犯率，个别预防效果显著。国

外对性犯罪人化学阉割治疗的有效性进行了长期且相当广泛的研究和评估。“有证据表

明，无论是否接受辅助性的心理治疗，化学阉割都能成功降低再犯率”。〔４７〕 例如，美国一

项权威研究发现性犯罪人的再犯率很高，但是，如果每周接受一次药物注射治疗，就能够

让再犯罪率从９０％以上大幅度下降到２％。〔４８〕 美国弗雷德·柏林（ＦｒｅｄＳ．Ｂｅｒｌｉｎ）教授对
６２９名接受过化学阉割治疗男性的追踪研究也证实，只有８％在五年随访期后再犯。〔４９〕

丹麦的一项追踪研究也证实，３０名接受化学阉割治疗的罪犯在治疗后再犯率为０。〔５０〕

２０１０年韩国施行化学阉割法案后，化学阉割的有效性是各方都关注的议题，而对３８名性
犯罪人（患者）治疗效果的评估结果发现：化学阉割“是减少韩国性犯罪人性冲动的有效

方法”，并且“副作用最小”。〔５１〕

有学者还比较了化学阉割与监禁、厌恶疗法等对于降低性犯罪人再犯的效果，结果显

示，化学阉割是当前最有效的降低性犯罪再犯率的措施。监禁似乎是一种有效的惩罚措施，

但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与再犯可能性未必随着监禁刑的执行完毕而消除，犯罪人回归社

会后仍然可能具有较高的人身危险性。有研究发现，监禁对性犯罪人并没有太大的威慑作

用，在监狱服刑对矫治娈童癖对儿童的性倾向没有任何作用，〔５２〕这类罪犯在监禁期间通常

没有得到充足的矫正治疗，在此情况下，被释放的人通常会“恢复到早期的行为模式”，〔５３〕

再次实施犯罪。〔５４〕 而化学阉割可谓是一种“治根”的措施，实际剥夺的是性犯罪人的“犯

罪能力”，相比监禁更为有效。

以“剥夺”性犯罪人“犯罪能力”为特点的化学阉割相比以厌恶疗法为代表的各式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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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治疗方法也更为有效。〔５５〕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疗法是厌恶疗法。〔５６〕 厌恶疗法是将

异常的性行为、性幻想与痛苦的刺激（如电击）建立关联，以达到抑制异常性行为和性幻

想效果的治疗方法。尽管厌恶疗法对某些罪犯是有用的，但其效果并不长久，而且需要持

续且不断加强刺激，在实践中难以保障有效性且面临较大的伦理风险〔５７〕。其他疗法，诸

如愤怒管理、解决冲突、社交技能培训和音乐疗法等，也均已被证实无效，不能降低罪犯性

侵害儿童的可能性。〔５８〕

除了显著的个别预防功能外，化学阉割的一般预防功能也不容忽视。尽管化学阉割

实质是一种治疗性措施，但其名称及对性犯罪人“性能力”的靶向根治性，仍不可避地产

生强烈的震慑力，客观上能够对潜在的犯罪人产生强大的威慑和心理压力，让部分潜在的

犯罪分子因畏惧而放弃犯罪。这也是尽管“化学阉割”的名称容易遭受质疑，但一些国家

的立法仍然坚持使用“化学阉割”一词的重要原因。

（四）必要性

在我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是当前各界所严重关切的社会问题，其不但在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中占比居首，而且犯罪数量也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据最高人民检察院２０２０年发
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２０１４－２０１９）》显示：与２０１７年相比，２０１９年检察机关起
诉三类性侵儿童类的犯罪人数占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总人数的比例由 ２２．３４％上升到
３０．７２％，其中强奸罪在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居于首位，占比从２０１７年１６％上升至２０１９
年的２１％。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９年，检察机关起诉成年人强奸未成年人犯罪分别为７５５０人、
９２６７人、１２９１２人，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同比分别上升２２．７４％、３９．３３％；起诉猥亵儿童犯罪分
别为２３８８人、３２８２人、５１２４人，同比分别上升３７．４４％、５６．１２％；起诉强制猥亵、侮辱未成
年人犯罪６６５人、８９６人、１３０２人，同比分别上升３４．７４％、４５．３１％。〔５９〕 此前由北大法宝
司法案例研究组发布的《关于儿童性侵的司法案例数据分析报告》中也显示，近十年来性

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激增态势，尤其是２０１３年，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由６６６例
增长至２０１４年的２３９５例，同比增长２６０％。〔６０〕 如果考虑犯罪黑数的情况，实际发生的性
侵未成年人犯罪要更加严重。尽管我国尚未有权威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黑数研究，但如

·１３·

对性侵儿童犯罪人实施化学阉割的本土化探索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许多外国研究人员曾斥巨资花费数十年时间对恋童癖者和儿童性侵者开展各种不同的治疗，其中一些疗法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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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以其他国家的类似研究数据作为参照，实际情况不容乐观。例如，美国每年平均约有

２１万名１２岁以上性侵受害者，但报案率仅有５０％。〔６１〕 学者厄尔曼（ＳａｒａｈＥ．Ｕｌｌｍａｎ）综
合评述有关披露儿童性侵的经典研究后指出，有近三分之一在童年遭受过性侵犯的女性

会终身缄默。〔６２〕

令人不安的是，性犯罪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的性犯罪还是一种再犯率极高的犯罪类

型，是各国犯罪控制所共同面临的挑战与难题。以未成年人为性侵害对象的犯罪人，往往

由于精神和生理异常而具有难以控制的犯罪成瘾性，因此再犯率畸高，而且监禁等通常的

刑罚无法矫正。如在美国，性犯罪人的整体再犯率在１５％到４８％之间，〔６３〕但以未成年人
为侵害对象的性犯罪人的再犯率则高达５０－７０％，而且这些性侵累犯所实际犯下的罪行
要比他们被逮捕或定罪的罪行多二到五倍。〔６４〕 １９８０至１９９４年间，美国性罪犯的人数就
增加了大约３３０％，三分之二的被害人是未成年人，其中一半以上未成年被害人是１２岁
以下的儿童。〔６５〕 美国学者大卫·努德森（ＤａｖｉｄＫｎｕｄｓｅｎ）对大量研究进行了核查，最后的
结论是：“至少３０％的女孩和２０％的男孩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虐待。”〔６６〕娈童癖罪犯往往
如瘾君子一般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例如一名接受阉割的罪犯就曾经表示，“街上唯一安

全的办法是让我接受一个可以控制自己的化学阉割注射，然后我才可能停止自己的犯罪

行为”。〔６７〕

在我国，尚缺乏类似的有关性侵未成年人再犯率的权威性研究，但是已有研究表明性

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再犯率同样是不容忽视的。例如，我国有学者对２００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６
年１月曾因性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后再次实施犯罪的９０７０名犯罪人样本的统计分析发现，
猥亵儿童罪的再犯率为１２．６７％。〔６８〕 还有学者收集了４５１名因猥亵受到刑事处罚后再次
实施性犯罪的罪犯样本，该研究发现，首次对１４岁以上女性实施猥亵行为罪犯的再犯率
为１６．７％，而受害者在１４岁以下的罪犯再犯率为４０．８％。〔６９〕 ２０１６年６月，浙江慈溪市
人民检察院推出了公开性侵罪犯身份信息试点，促进这一试点推出的原因在于，该院在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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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ｎｄｅｒ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２４９，２５２（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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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
参见［美］罗纳德·Ｊ．博格等著：《犯罪学导论：犯罪、司法与社会》（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
４０９－４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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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田刚：《性犯罪人再次犯罪预防机制———基于性犯罪记录本土化建构的思考》，《政法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第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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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发现，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例中“犯罪人员大多有性侵害犯罪前科”。〔７０〕 遗憾的是，

这一试点因争议较大而未能推广。

近些年来，我国通过实践先行、立法跟进的方式，建立了包括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

业禁止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机制，也通过修改刑法强化了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

惩治力度，但是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控仍然是我国所面临的严重挑战。尽管围绕化学

阉割的争议迄今不断，但是正如柏林教授所深刻指出的：“如果光靠立法和惩罚还不能完

全解决问题，那么医学和科学就需要付诸行动。如果社会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变得更安全，

为什么不使用呢？”〔７１〕

三　引入化学阉割的立法考量

讨论化学阉割的引入与本土化，专家学者与立法机关很容易“下意识”地持怀疑立

场。例如，曾有知名刑法学者公开表示，“在中国以往的立法研究中从未触及，立法尚不

成熟”。〔７２〕 即便主张我国应当引入化学阉割的学者，也同时认为“从目前来看，在我国化

学阉割短时间内不会入法”。〔７３〕 根据前文的分析，从本土化借鉴的视角看，化学阉割是正

当且被证明能够有效降低性犯罪再犯率的治疗措施，在我国的引入也是可行、必要和可操

作的。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要求和进一步加强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防控的目

的，我国应当毫不迟疑地引入化学阉割。

之所以会存在所谓“不成熟”“短期内不会入法”等观点，很可能受到了我国古代曾经

所存在的“宫刑”这一残酷刑罚的影响，〔７４〕一见“化学阉割”这一名称就容易被“吓到”而

下意识地排斥。美国学者彼得斯（ＫｉｍｂｅｒｌｙＡ．Ｐｅｔｅｒｓ）曾言：“化学阉割这个俗称只是名字
比较吓人，其实质内容只是一种可逆的药物治疗。”〔７５〕如果将化学阉割的本质回归为一种

可逆的、成熟的药物治疗措施，并且能够客观理性地评价化学阉割的有效性以及引入我国

的必要性、可行性、正当性，相信专家及立法等精英阶层也能够与一般公众形成“应当引

入化学阉割”的共识。

（一）化学阉割的定性与引入路径

在采用化学阉割立法的国家，或者将化学阉割作为刑罚之一种，或者将其界定为保安

处分措施。我国持支持引入化学阉割立场的学者中，亦有观点主张应将化学阉割定位为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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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辉：《三地试水公开性侵罪犯信息》，《南方周末》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１日第Ａ８版。慈溪试点中所公布的唯一一个案
例是毛万根案，该犯曾因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但刑满释放后再犯猥亵儿童罪。

转引自Ｋａｒｅｎ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Ｓｅｘ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Ｗａｌｅｓ：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ｐｔｉｏｎ？，
４６ＴｈｅＨｏｗａ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１６，２８（２００７）。
《专家：中国立法“化学阉割”强奸惯犯尚不成熟》，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ｏｒ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２／０６／ｉｄ／５２０３８９．
ｓ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１２－２０］。
沈占明：《化学阉割本质是治病救人》，《检察日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０日第７版。
将化学阉割与宫刑混同是一种误解，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包括施刑方式、施刑对象、施刑范围、施刑目

的、存废等。参见张斌峰、闫斌：《“化学去势”立法探讨：争议与鉴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１３年
第１期，第７６－７７页。
转引自庄劲：《美国化学阉割制度及其启示》，《刑法论丛》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４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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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附加刑，并主张在处以化学阉割时可以酌情从轻适用主刑但不能作为假释和缓刑的

条件。〔７６〕 这样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从晚近以来我国刑法的改革来看，刑罚种类已经定

型，历次刑法修正均未打破既有的刑罚体系。将化学阉割增设为刑罚———不管是主刑还

是附加刑的方案，在立法技术上基本不具有可行性。另外，如果将化学阉割作为刑种之

一，也容易产生与古代“宫刑”之间的不恰当关联，增加立法机关接受的难度。

从国外有关化学阉割的立法与评价来看，即便是那些将化学阉割作为刑罚的国家，化

学阉割所受到肯定和推崇的也并非其惩罚和威慑功能，而是其作为一种防止再犯的预防

性“治疗”功能。在现代刑法理论与立法体系中，以消除再犯危险性为主要目标的化学阉

割更加符合保安处分的性质特征，而且强调治疗与预防性措施的定位也更容易让其被接

受。在我国，尽管刑法没有明确采用保安处分的概念，但理论界一般认为我国刑法实际采

用了刑罚与保安处分的“隐性双轨制”。从现行刑法规定来看，专门矫治教育、强制医疗、

禁止令、从业禁止、没收是典型的保安处分类型。〔７７〕 就化学阉割的引入路径来看，刑法修

正案增设禁止令、从业禁止以及将收容教养改为专门矫治教育等立法先例可以为参照。

具体可以通过刑法修正案增加第三十七条之二，专条增设化学阉割为我国刑法中一种新

的保安处分类型。

（二）化学阉割名称的确定

受历史文化传统影响，“阉割”一词在我国自带强烈耻辱性。凡提及“阉割”，总会与

非人道的肉刑相联系，呈现令人异常痛苦折磨的画面。公众也多将“阉割”与“太监”直接

联系，难以克服对“阉割”的本能反感和负面效应。名正则言顺，鉴于化学“阉割”的俗称

太过“吓人”，在引入化学阉割的立法中有必要采用恰当的名称，通过“去阉割化”以去除

其天然的污名属性。只有当化学阉割脱离丑陋刺耳的“阉割”污名，回归治疗性措施的本

质，才更有可能被接纳和发挥作用。〔７８〕 综观已有化学阉割立法的国家，在立法中也大多

使用“治疗”代替或淡化“阉割”。如“醋酸甲羟孕酮（ＭＰＡ）疗法”（Ｍｅｄｒｏｘｙ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
Ａｃｅｔａｔ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化学治疗”（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抗雄激素药物治疗”（Ｐｈａｒｍａ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ＵｓｉｎｇａｎＡｎｔｉａｎｄｒｏｇｅｎ）、“医学治疗”（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医学药物治疗”
（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荷尔蒙干预治疗”（Ｈｏｒｍ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
等。我国在通过刑法修正案引入化学阉割时，在名称上可以使用“药物治疗”代替“化学

阉割”。“药物治疗”之名不仅能够去污名化，而且从医学角度看，这一名称也更能揭示化

学阉割针对娈童癖等精神疾病〔７９〕治疗手段的实质特征。

·４３·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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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普遍主张在立法时应避免直接使用“化学阉割”的用语，建议改为“药物治疗刑”“性犯罪的生物性治疗”等。

参见左玉迪：《“治疗”缘何被略去？———“化学阉割”词语检视及性质探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３
期，第２５－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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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学阉割的适用对象与方式

域外化学阉割措施主要还是适用于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尤其是有娈童癖的犯罪人。

在现阶段，我国引入化学阉割仍应采取谨慎立场，其适用对象范围不宜过大，更不宜适用

于所有类型的性犯罪人。化学阉割作为一项仍可能会引发较大争议的保安处分措施，可

以参考刑事诉讼法规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做法，将其限定于一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特

别措施，即规定只适用于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并且要求化学阉割对象必须年满１８周
岁。未成年人司法是刑事司法改革的先驱和试验田，将化学阉割限制于未成年人司法保

护领域，也有助于其被立法接受及未来的实施。正如林纪东所言：“今后刑事法改正之途

径，均可于少年法之检讨，见其端倪。”〔８０〕待化学阉割在未成年人司法领域实施成熟后，可

再考虑适度扩大其适用范围。作为保安处分之一种，化学阉割宜与禁止令、从业禁止等同

样由人民法院裁定适用。有观点主张可借鉴国外立法中的“自愿适用模式”，对此笔者认

为在刑事司法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愿，对于纯自愿性的药物治疗可以在医疗系统

中实施，而在刑事司法中仍宜由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需要来裁定是否适

用化学阉割。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进行化学阉割的，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建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于自愿化学阉割的否定，对于自愿申请化

学阉割的被告人，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但同样仍应由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犯

罪需要裁定。有观点主张化学阉割可以作为假释的条件，〔８１〕或者作为获得减刑和缓刑的

条件，〔８２〕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人民法院在裁定减刑、假释和缓刑时，可以将犯罪人是否申

请或接受化学阉割作为重要考量因素或者前置条件。与主张自愿适用模式观点不同的

是，笔者主张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以及充分发挥化学阉割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功

能的考虑，对于有性侵害未成年人前科，或者性侵害未成年人情节恶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

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假释之日起进行化学阉割治疗。

（四）化学阉割的实施

作为一种强制性治疗措施，化学阉割宜由公安机关监督实施。对于被决定化学阉割

的人违反人民法院决定的，可以参考从业禁止的规定，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情节严

重的，依照《刑法》第３１３条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规定定罪处罚。相应地，也应撤销相
关的缓刑、减刑或者假释决定。参考国外化学阉割实施的经验，可以同时引入全面知情告

知原则和强制心理辅导原则。在美国，对于化学阉割的罪犯，法院须执行“知情同意”程

序，即告知性犯罪人药物治疗的疗效及副作用，并让其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名确认。性犯罪

人在治疗前有权知晓药物治疗的副作用和风险，对其荷尔蒙水平和性欲的遏制效果，若不

予治疗再犯的可能性和可以替代的其他治疗方案。〔８３〕 全面知情告知原则要求向实施化

·５３·

对性侵儿童犯罪人实施化学阉割的本土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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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

〔８２〕

〔８３〕

林纪东著：《少年法概论》，我国台湾地区“国立”编译馆１９７２年版，第４５页。
参见庄劲：《美国化学阉割制度及其启示》，《刑法论丛》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４１５－４３７页。
参见韩伟、张晶：《我国引进化学阉割制度的可行性探析》，《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第４３页。
ＳｅｅＰｅｔｅｒＪ．ＧｉｍｉｎｏＩＩＩ，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ｅｒｐｅｔｒａｔｏｒｓｏｆＳｅｘＯｆｆｅｎｓ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Ｃａｌｉ
ｆｏｒｎｉａ’ｓＬｅａｄ，２５Ｐｅｐｐｅｒｄｉｎｅ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６７，９７（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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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阉割者告知药物治疗的法律规定，尤其是违反化学阉割执行规定的法律后果；也要求告

知进行药物治疗后可能导致身体等方面的副作用，如可能引起肥胖、新陈代谢变化、骨质

疏松等，不得刻意隐瞒。全面告知应当以当事人能够充分理解的语言进行，保证当事人知

悉药物治疗的后果。强制心理辅导原则要求罪犯在注射后应接受心理咨询师的辅导，直

到治疗结束。化学阉割与心理辅导同步进行，是实施化学阉割国家的通常做法。因为心

理辅导不仅可以保证性犯罪人积极接受药物注射，更重要的是，药物注射只能控制性犯罪

人的生理激素，对于其心理等更深层次的诱因是化学阉割无法解决的，因此需心理专家提

供专业服务予以疏导，同时也可避免化学阉割期间因为激素变化而产生心理异常。

四　结 论

化学阉割的本土化可能仍然会面临诸多质疑、顾虑和争议。但正如美国加州化学阉

割法案的起草者威廉·霍格（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ｏｇｅ）所言：“无论人们是支持还是反对强制化学阉
割，但必须同意的是，任何有助于保护儿童无辜生命的措施都有一定的价值。还有另一点

也应得到肯定：那便是孩子的天真应该通过他们无忧无虑的笑声来表现，而不是像年幼的

娜塔莉·阿斯特纳〔８４〕那样，通过她死亡时的白色棺材展现在世人面前。”〔８５〕实施近百年

的化学阉割也许仍然是不完美的，但是为了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它仍是必要的正义。针

对化学阉割的争论再大，都不能否定化学阉割的可行性、有效性及未成年人利益的优先

性。近些年来，我国刑法的修正与刑事司法实践均呈现出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重刑

化趋向，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制度的增设也进一步完善了预防性侵未成年人

犯罪的机制。引入化学阉割，不仅可以进一步形成预防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闭环机制，

有效降低性侵未成年人的再犯率，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与对化学阉割所容易产生的误

解相反的是，还有助于减少死刑及在一定程度上扭转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重刑化趋势。

本文建议通过刑法修正案在我国刑法中增设第三十七条之二，具体条文可规定如下：

年满十八周岁因为性侵害未成年人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

防再犯罪的需要，决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缓刑、假释之日起进行药物治疗，期限为

三年至十年；对于有性侵害未成年人前科，或者强奸、猥亵未成年人情节恶劣的，应当同时

决定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假释之日起进行药物治疗，期限为五年以上。

被决定药物治疗的人违反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的决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

予处罚；情节严重的，依照本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２０２０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重点项目“未成年人司
法法基本问题研究”（ＧＪ２０２０Ｂ１６）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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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莉·阿斯特纳（ＮａｔａｌｉｅＡｓｔｎｅｒ），德国籍９岁女童，１９９６年９月７日被有性犯罪前科的罪犯绑架和性虐后残
忍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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