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越来越多国家放宽毒品政策，但
新加坡政府相信持久“抗毒”的严刑峻
法很有效，不但不跟风，相信未来也不
会废除死刑。
　　受访法学教授指出，多数国人都支
持死刑，认为对贩运毒品者处以死刑可
起吓阻作用，也相信执法者和司法体系
有足够措施避免误判死刑的情况。
　　陈庆文副教授说，我国对尤其是贩
毒的重罪持不妥协态度，与长久以来努
力维护法治有关。
　　他指出，新加坡坚信一旦放宽毒品
条例，相关犯罪情况将即刻恶化，就如
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情况，所以不会因为
看到更多国家放宽政策而跟风。
　　2012年国会大幅修改刑事法典和
滥用毒品法令，让一些带强制死刑的重
罪（包括贩毒和谋杀）转为“酌情死
刑”（discretionary death penalty，简
称DDP），法官不必死守强制死刑的规
定，可按情况改判终身监禁和鞭刑。
　　陈庆文说，这意味着我国政府确定
不是所有的重罪都需强制性死刑，“这
是重要的第一步，虽然强制死刑的实施
显示政府对一些罪行采取零容忍度，要
以死刑作为最高惩治。”
　　但他指出，这些修订并未减轻谋杀
和贩毒罪行的严重性，而是代表了一种
微妙但重要的转变，让法院为刑事罪行
订立恰当刑罚时，更好地进行细微的区
分。
　　他说，法庭不轻易判人死刑，舆论
指责法庭容易判人死刑的说法不公平，
从“强制”转到“酌情”死刑，不意味
着法庭对待毒品的态度必须放软。
　　在本地可被判死刑的罪行包括谋
杀、绑架、贩毒和使用枪械。

　　因涉及谋杀和绑架而处死的案件不
多，周贵和教授受访时主要针对毒品案
的死刑发表意见。
　　政府已多次确定保留死刑的立场，
尤其是涉及贩毒案。周贵和教授也同
意，死刑会间接阻止人们吸毒，避免最
终成为毒贩。
　　“死刑的主要阻吓作用是向贩毒者
发出信息，让他们三思而后行，这不是
坏事。要知道，相关惩罚是针对贩毒者
而不是吸毒者。与吸毒者不同的是，贩
毒者是通过非法勾当牟利，而成功的贩
毒者本身不吸毒！”
　　他认为新加坡不能放软态度，让新
加坡出现毒品泛滥的情况，使年轻人失
去生命或影响他们的大好前途。
　　周贵和在1970年代就当律师，当时
本地毒品情况让人关注，年轻人被毒品
吸引，尤其是大麻。“政府担心年轻人
受害于吸毒，所以制定滥用毒品法令，
而我们距离毒品生产地“金三角”很
近，也让人非常关注。”
　　周贵和指出，新加坡的法律严厉，
也实行死刑，但如今包括新加坡的所有
国家，日益面对随手可得的非法合成毒
品的问题。

刑罚带有死刑和鞭刑 
起到强有力阻吓作用
　 　 菲 林 惹 雅 副 教 授 （ F e r l i n 
Jayatissa）说，建国初期，尤其是60年
代至80年代，嗜毒和相关罪案普遍和持
久。
　　他认为，目前我国的毒品情况获得
控制，但环球和区域毒品问题使新加坡
须严格管控，推出反毒措施。
　　他说，新加坡犯罪率低，是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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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电视、英国广播公司 HARDtalk、马来西亚电视台 Astro Awani 和《悉尼先驱晨报》等外国媒体，
近期约访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时，也纷纷针对新加坡的死刑课题发问。

本期《说法识法》邀请三名法学教授——新跃社科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周贵和教授和课程主任菲林惹雅副教授，
以及新加坡管理大学杨邦孝法学院副教授陈庆文，就贩毒相关的死刑、未来“废除死刑”的可能性发表看法。

破釜沉舟“抗毒”死刑政策难废除

国际特赦组织统计：56国家维持死刑

国人支持死刑政策
　　死刑是贩毒的刑罚选项。三名教授
都认为，未来废除死刑的可能性不大。
陈庆文副教授说，吸毒和贩毒对个人、
家庭和社会造成恶劣影响，政府无法妥
协，而新加坡人也很支持政府的政策。
　　内政部去年就死刑展开的调查显
示，多数新加坡人都支持死刑。有81％
认为死刑是惩处谋杀的恰当刑罚，认为
死刑是枪械和贩毒的恰当刑罚则分别占
71％和66％。另有超过八成认为，死刑
制止这些罪行在新加坡发生。
　　周贵和教授说，调查显示多数国人
都支持重罪处于死刑，包括运毒。除非

民情有巨大改变，否则没有“废死”的
充分理由，“个人来说，我希望我们不
会把这个仅有、实在的重罪惩罚废除
掉。”
　　菲林惹雅副教授说，死刑一直是
我国毒品威胁“严重程度”的校准器
（calibrator）。“只要吸毒和相关的社
会恶行继续成为问题，威胁到新加坡的
运作和安全，多数要享有安全和安保的
国民，将继续支持政府对付毒品的严刑
峻法。”他指出，除了死刑所涉及的道
德辩论，并没有实际理据去废除死刑作
为毒贩的判刑选项。

　　国际特赦组织的统计显示，至今有
108个国家全面废除死刑，28国尚未废
除但至少10年不执行死刑，另有56个包
括新加坡在内的国家维持死刑。
　　菲林惹雅副教授说，在新加坡有32
项罪行可能面对死刑，其中四项是强制
性死刑——谋杀、贩毒、涉及恐怖活动
和拥有非法枪支、弹药或爆炸物。
　　根据我国法律，贩运超过250克冰

毒、15克海洛英或500克大麻者将面对
死刑。
　　政府在2012年修法、2013年1月推
出有条件废除强制性死刑（或称“酌情
死刑”）。如符合一些条件，获当局颁
发免死的合作证书，法庭可酌情考虑改
判终身监禁和鞭刑。
　　法庭的考量因素包括被告只是跑
腿，或提供中央肃毒局实质而有效的协

助，得以捣毁贩毒活动，或有智能障碍
而无法明白罪行的严重。
　　菲林惹雅说，新加坡向来采取强制
性死刑，所以这是重大改变，许多原判
死刑者得以逃出鬼门关。新加坡监狱署
的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执行的死刑次
数为零，2019年和2018年则分别执行了
四次和13次死刑，其中13人是犯下贩毒
罪，另四人犯下谋杀罪。

陈庆文副教授：吸
毒和贩毒对个人、
家庭和社会造成恶
劣影响，政府无法
妥协，而新加坡人
也支持政府政策。
（新加坡管理大学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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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贵和教授：死刑
的主要阻吓作用是
向可能的贩毒者发
出信息，让他们三
思而后行。（新跃

社科大学提供）

菲林惹雅副教授：
我国有四项罪名带
强制性死刑，贩毒
是其中一项，显示
新加坡多么重视毒
品问题。（新跃社

科大学提供）

的国家之一，这与政府采取把社群福利
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罪案控制模式有很
大关系。
　　“罪案控制模式的主要元素是有效
和公平惩治，而其中侧重的是惩罚所能
达到的威慑作用，以便压制罪案活动。
　　“对个人或公众来说，带死刑的刑
罚和鞭刑无疑是强有力的阻吓作用，避
免人们犯下重罪。死刑也该保留，作为
这类罪行的终极判刑。”

快乐星期天

今天听什么
小寒《食荒人》新书发布会
＠友联书局，百胜楼3楼01号
（14时30分－16时，免费）
友联书局与玲子传媒联办，作家
小寒主讲。
电话：64600125

新世代宗乡杰出青年：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楼
礼堂，大巴窑2巷（15时－16时
30分，免费）
青年领袖分享宗乡会馆如何体现
青年团的价值和传承符合年轻人
的会馆标志，同时也鼓励年轻人
发挥自己的热情与才智，让会馆
与时俱进。
网址：tinyurl.com/m6ypnh7w
（报名）

导读李国梁的新书 
《告别1949》
＠唐城图书馆节目区，唐城坊4
楼（15时－17时，免费）
随笔南洋读书会主办，作者李国
梁导读。
网址：go.gov.sg/sgwritings2
（报名）

今天看什么
万紫千红之艺龄岁月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9楼表演
厅（15时－17时，免费）
南华潮剧社呈献，展示戏曲少儿

班学戏练功的成果。
网址：singaporeccc.org.sg/zh-
hans/events/nam-hwa-blazes-
the-art-of-learning/（索票）

音乐剧《光耀建国路》
（星期二至六：19时30分（星期
三、六增演14时30分）／星期
日：13时30分、18时30分，至
10月2日，滨海湾金沙剧院，门
票：49至159元）
新加坡专业剧场呈献，追溯建国
总理李光耀从1941年求学时期，
到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初期的
人生，并聚焦他和妻子柯玉芝的
爱情故事。
网址：www.s is t ic .com.sg/
events/lky1022（购票）

“百花齐放—墨西哥寻根” 
花卉展
＠滨海湾花园，花穹（Flower
Dome）（9时－21时，最后一
天，门票：12元）
一同感受神秘悠久又热情奔放的
墨西哥文化，公众可在展上见识
到墨西哥古文明点滴。
网址：www.gardensbythebay.
com.sg（购票）

祈福迎祥说年画
＠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10时－17时，最后一天，免
费）
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与重
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联办，展示了
从清朝至1980年代产于中国的新

年版画。这些年画的图像与民间
信仰和民俗文化密不可分，通过
它们能深入了解鲜有记载的中国
百姓态度与价值观。
网址：www.sysnmh.org.sg/ch/
whats-on/exhibitions/nian-hua-
--of-deities-guardians-and-
auspicious-art

永在：澳大利亚原住民艺术
＠国家美术馆（侧翼3楼的新电
信特展厅、大华银行东南亚展
厅），圣安德烈路（10时－19
时，最后一天，新加坡公民和永
久居民入场免费）
超过170件展品来自澳大利亚国

家美术馆和西农集团澳大利亚艺
术藏品，展品从1890年跨越至
今，展出超过150名土著和托雷
斯海峡岛民创作的绘画、树皮绘
画、雕塑和当代艺术品。
电话：62717000；网址：www.
nationalgallery.sg/city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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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zaobao.sg昨晚6时
单日排行）

■乱修电器坑人 
　无照电工入狱四周罚款

■老翁承认杀老伴 
　否认部分案情

■免费教学13年　 
　拍打操师傅猝逝

■女友与两女扭打 
　火爆男动粗推人被判坐牢

■车停自家餐馆外被偷 
　警方四小时内寻回车子

一名大侠汗如雨下在高温城市
里隐姓埋名，但这位大侠和
“炸冰淇淋”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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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新泛电”（Pan-
Electric）这起最黑暗的企业风
暴，多数人还牢记新马股市史
无前例暂停交易三天。
　　1985年12月，这场股灾让
5500个股民的股票一夜间成为
废纸，也牵连多家挂牌公司与
股票经纪公司，导致百年经纪
行、豪门望族的家族公司和交
易大户等，纷纷应声而倒。
　　想回顾和了解更多详情的
公众，可报名参加新加坡法律
学会下月20日举办的免费讲
座—收盘钟：重温“新泛电”
事件（Closing Bell : The Pan El 
Saga Revisited）。
　　法律学会邀请三名讲员：
新加坡交易所监管公司（SGX
Regco）首席执行官陈文仁、
辉立资本（PhillipCapital）执
行主席林华铭，以及《商业
时报》前资深记者、《今日
报》前特别任务总编辑康拉德
（Conrad Raj），分析这起股
灾对投资者的冲击，以及如何
影响保护投资者和证券业的法
律。

　　陈文仁将分享事件如何影
响今日的股市条规，康拉德则
分享当年的采访经验。林华铭
是辉立证券（辉立资本前身）
的其中一名创办人，将忆述与
同行等候签署当局草拟的“救
生圈基金”（Lifeboat Fund）
协议的情况。

金管局当年安排四家银行 
提供股票行拯救基金
　　为解决危机，新加坡金融
管理局当年安排四家银行向股
票行提供拯救基金，同时禁止
期货买卖，避免股票行倒闭。
　　新泛电是马华公会前会长
陈群川控制的海事制造挂牌公
司，因无法偿还超过4亿5000
万元债务而倒闭。
　　陈群川被控唆使失信，操
纵股市和欺骗等15罪，1986年
被判坐牢两年兼罚款50万元。

　英语讲座订10月20日（星
期四）下午4时，在国家法院
“合乐厅”（Havelock Hall）
举行，可上网www.sal.org.sg/
node/1580报名。讲座主持人
为《海峡时报》投资版主任陈
伟文。

傅丽云　pohlh@sph.com.sg

法律学会下月20日办
重温“新泛电”事件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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