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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可避免地，人类会犯错。我们有时会把无辜的人定罪，却
放走有罪的人。……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体制，能把所有罪人
定罪，却不连带让一些无辜的人也一并下狱。

———艾伦·德肖维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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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几年前的某一天，我去某个城市参加高中同学的婚礼，出了火车站后便乘坐一辆出租

车去了目的地。交谈中司机师傅得知我是学法律的，便聊起了当时正热议的几起刑事案
件。聊着聊着，这位师傅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言语间对中国的司法颇为不满，“我认为
中国根本没法律”“那些法律都是骗人的”“中国的法院哪会跟你讲公正，法官们整天忙着
帮政府维稳”“公安最拿手的就是打人”……实际上类似的言辞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虽
然无法确知其在民间的认同程度，但却能反映出目前人们对于中国刑事司法的某些态度
和看法。而这些态度和看法又会转化为人们行动的依据。

作为解决刑事纠纷的重要手段，刑事司法很难不受关注，其处理的程序和结果，尤其
是后者常常会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在网络时代，一些大案要案的审理更是容易引发“围
观”，人们通过各种途径（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发表看法、展开争论。一个不争的事实
是，同一案件往往会引发无数的评价，而这些评价则是理性与非理性并存的，我们既能看
到颇为冷静的说理讨论，也能看到各种冷嘲热讽甚至无端谩骂。值得肯定的是，一个开放
的交流空间是公民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但与此同时，我认为能否相对理性地认识、
评价刑事司法也颇为重要。毕竟，刑事司法不仅影响个案中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必
然会影响整个社会秩序的维护。很难想象，一个无序的社会、一个暴力主导的社会会给人
们带来幸福的生活。

因而，摆在我们面前的可能是这样一些问题：如何客观、冷静地评价中国的刑事司法？
如何有效地建构以公正为核心目标的刑事司法？如何在刑事司法中将人权保障与秩序维
护有机地协调起来？……而在思考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弄清刑事司法（诉讼）的本
质和基本原理，有必要了解我国学者对于刑事司法基础理论的探索与争鸣，有必要了解我
国司法改革发展的基本脉络，等等。对于一个初学者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些都可能给我们带来某种困惑，尤其是对那些愿意正视现实并有志于改变未来的
人。在此过程中，比较糟糕的状况并不是因为思考而产生困惑，也不是因为感受到改革的
困难而迷惘，而是一种无动于衷的态度、一种消极被动的应对。有时候，我们需要积极地
思考，而非被动地接受某些概念、理论；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种观念的转变和不断地反思，
而非盲目接受某些权威性的见解。

记得何兆武先生曾就“真理”和“国情”的关系做过一个颇为精彩的反思：真理不在于
它是不是符合国情。假如它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话，那么要加以改变的是国情，而不是要改
变真理。国情要适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适合国情。

对于每个人来说，发现真理将是一个颇为困难的过程，有的时候得经历艰难的思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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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但我认为，这个过程弥足珍贵。康德认为，智慧不是通过一劳永逸地回答了问题而
获得的，而是与问题建立起一种深思的、连续的关系。智慧是思考的状态。这其中其实包
含了这样的观念，即智慧存在于不确定性之中，寻求真理的过程包含着无尽的探索。如果
我们可以以这样的心态来学习刑事诉讼法，也许可以实现某种真正的超越。

二
一般认为，要想学好刑事诉讼法需要有一个系统的结构，包括优秀的教科书、好的学

习方法以及卓有成效的引导。相信已有很多人对此展开过探讨甚至争论。这里特别值得
一提的则是学习的目标，如果仅仅将其设定为掌握基本概念、制度、程序、理论、学说的话，
尽管无可厚非，但若从能力提升的角度来看则似乎略有欠缺。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在教学
中发现，喜欢提问的学生在一个班级中所占比例往往很低，而能够提出好问题的学生则少
之又少，尽管这当中的原因颇为复杂，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学习目标对学生创造力的影响。
结合近年来的思考，我认为在刑事诉讼法的学习中可以设定以下四项基础目标。

（一）明变
在学习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除了要掌握基本概念、制度等内容外，一个初学者有必

要知道诉讼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脉络，同时借助比较法、归纳法、综合分析法等方法来把
握其基本要义。这里既可能包含对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制度发展的梳理，也可能是对特定
时期的制度发展脉络的探究。这种训练的一个好处在于，可以培养我们的大局观，在拓展
视野的同时厘清线索，并能帮助我们在作出判断时不至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另一个
好处是，可以帮助我们摆脱以往单调的知识灌输型的教学模式。有识之士指出：知识不是
力量，知道而无见识，徒增谈资，于世无益，又有什么意思呢？

（二）求实
胡适说，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在今日看来，更为严

重的问题是，真实现状处于一个混沌复杂的环境之中，有时我们只能看到经过加工的“现
状”，如果以此为基础，难免会扭曲我们的判断。借用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这是最好的
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学习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接触的信息源异常丰富，
从而可以发掘各种研究素材，但由于种种原因，信息源的可靠性则难以保障，真假共存、以
假乱真的材料比比皆是且难以辨识，因而作为初学者，不仅要有求实的心态，更要学会掌
握求实的方法。

（三）辨因
无论是理论知识的学习还是实务层面的把握，对于原因的关注都至关重要。初学者

可能遭遇的最大困难不是找不到原因（实际上我们可以借助各种专著、论文甚至搜索引擎
来寻找各类问题的原因），而是找到的原因过于庞杂，正所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此
时，显然不能照单全收，明智的做法应当是再作进一步的分析、思辨甚至调研，从而辨明哪
一（几）种原因更具有解释力、说服力。对此，笔者深有体会，记得曾参加过一个关于“刑事
错案的防范和纠错机制”的研讨会，在准备发言稿时，我查阅了若干篇研究论文，惊讶地发
现我国学者所归纳的错案成因加起来居然有三十多个，尽管很多都很有道理，但如果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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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则能发现很多所谓的因果关系都值得推敲、商榷。因此，我们必须慎重对待原因，可
以说寻找原因只是初级阶段，辨明原因才是高级阶段。

（四）评判
如果说“明变”“求实”和“辨因”解决了刑事诉讼法学习中的认识论问题，那么还有一

个问题也值得我们关注，即对各种制度、理论、改革创新等作出较为理性的评判，它主要涉
及价值论问题。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例如，如何设定合理的
评判标准、使用何种评判方法等都需要经过长期的学习和训练。更重要的是，任何理论、
方法都有特定的适用空间（范围），因而不可能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当中还包含了
对学生应变能力的要求，即不可僵化地套用一个标准来评判某个问题。

三
回顾自己本科阶段学习法律的经历，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这就是究竟怎样才能

学好中国的法律？摆在自己面前的是浩瀚的法条，略显枯燥的概念、原理、规则等，这着实
让人有些伤神。记忆犹新的是，每到考试前夕，大多数同学才会拿起教科书复习迎考，于
是教学楼、图书馆的书桌上堆积了各种占位置的教材。当阅读如此被动时，不知道有多少
人会从中获得乐趣。更为尴尬的是，好容易打起精神去教室看书，却发现已经没了位子。
当然，我也会常常想起教授们的感慨：“你们考完试估计就会扔掉教科书，到那时我教给你
们的大概都还给我了。”其实，就算教科书留着，考完试后能剩下些什么，谁能保证呢？

等我毕业从教后，却发现以往的困惑一直挥之不去。当我发现自己的学生依旧遭遇
类似的问题时，心中难免有些感慨，但终因能力有限、无力改变现状而颇感惭愧。所幸的
是，自己从未放弃思索，依个人之愚见，抛开社会环境问题等宏观现实，从微观上说，目前
的法学教育需要进行一些细节上的转型，例如如何真正引导学生去关注现实、思考问题，
进而将理论与实践衔接。我觉得，除了教师的有效引导、实践环节的配合外，还需要在一
些基础问题上进行创新和突破，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教科书的完善。

在本书的构思和撰写中，我有一个追求，就是希望可以将诉讼理论与司法实践紧密结
合起来，在阐述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思考的线索，激发其思考和研究的兴趣。为
此，本书有如下几项尝试：

第一，将“明变、求实、辨因、评判”这四项目标融入教科书的基本内容当中，帮助读者
在阅读的过程中形成一定的问题意识，希望这样可以营造一种积极主动的学习氛围，从而
激发思考的兴趣、提升思考的能力。不论这一尝试能否成功，起码它包含了一种追求，不
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从内心深处希望看到一种学习的改变。

第二，在写作体例上，作者并未完全采用传统的章、节、目的编写方式，而是尽量以问
题为中心，希望通过对基本问题的介绍、分析、讨论来揭示刑事诉讼的一般原理和司法实
践的现状。同时，为了深化读者的理解、激发其阅读和思考的兴趣，作者在基础内容中适
当穿插了“延伸阅读”“延伸思考”“实践关注”等内容，必要时还配上一些图片，做到图文
并茂。

第三，注意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的精华，将其融入本书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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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内容中，供读者了解学术研究的动态。回想起来，这一过程颇为艰辛，笔者花费了大量
时间进行收集、阅读和整理工作。在承担较为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抽出时间不断完善书
稿中的相关内容，有时是在午间休息时，有时难免挑灯夜战，于夜深人静时，字斟句酌、上
下求索。

当然，这些尝试能否收效还不得而知，不过作为一名作者，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一个
时刻都把读者装在心里的好作者”，尽力而为，无愧于心。作为自己教学和思考的阶段成
果，书中仍有许多不足之处，有待日后再行完善。在将本书呈献给各位读者时，心中难免
有些惴惴不安，这里真诚地期待各位的批评指正，欢迎读者来信赐教，我的邮箱是：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ｚｈｏｕ＠ｏｕｔｌｏｏｋ．ｃｏｍ。

最后，由衷感谢多年来诸多老师、前辈和益友的教诲、关心和鼓励，尤其是我的导师叶
青教授、徐永康教授在学术、为人等方面的悉心指点，让我受益无穷，在此深表谢意。

周登谅
２０１４年８月于华东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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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１９７９刑诉法（已废止）

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７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１９９６刑诉法（已废止）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２０１２刑诉法或《刑事诉讼法》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律师法》

１９９８年９月８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原《最高法解释》（已废止）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施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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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解释》

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９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
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颁布的《关于刑
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

原《六部委规定》（已废止）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６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
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颁布的《关于实
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六部委规定》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８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
则》 原《最高检规则》（已废止）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２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
则（试行）》 《最高检规则（试行）》

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０日通过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原《公安机关刑事程序规定》
（已废止）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日通过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公安机关刑事程序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
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
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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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义务、可能发挥怎样的作用。从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中国（本书中所用“中国”一
词均指中国大陆地区，以下同）刑事司法中的权力配置情况和权利保护的现状。

引言 ／０１８…………………………………………………………………………
刑事诉讼主体的范围 ／０１８………………………………………………………
人民法院 ／０２０……………………………………………………………………
人民检察院 ／０２２…………………………………………………………………
侦查机关 ／０２５……………………………………………………………………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０２８…………………………………………………………
自诉人 ／０３１………………………………………………………………………
被害人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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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０３３…………………………………………………………………………
思考题 ／０３４………………………………………………………………………
推荐阅读 ／０３４……………………………………………………………………

第三章　刑事诉讼基本制度／０３５
可以说，每个国家的刑事诉讼中都有相应的制度来确保诉讼的有效运行。好的

制度可以帮助人们有效地化解纠纷，及时恢复秩序，进而促进社会和谐。那么，中国
的刑事诉讼中有哪些重要的制度？用于解决何种问题？其实践效果如何？是否存在
需要完善的地方？读者可以在本章中寻找答案或线索。

引言 ／０３５…………………………………………………………………………
制度概述 ／０３５……………………………………………………………………
管辖制度 ／０３６……………………………………………………………………
回避制度 ／０４１……………………………………………………………………
辩护与代理制度 ／０４４……………………………………………………………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０４９…………………………………………………………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０５１……………………………………………………
总结 ／０５３…………………………………………………………………………
思考题 ／０５３………………………………………………………………………
推荐阅读 ／０５４……………………………………………………………………

第四章　刑事证据／０５５
作为一种理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刑事诉讼的运行始终需要证据作为支撑。从证

据的角度来看，刑事诉讼中包含的最重要的活动便是收集证据、审查证据、判断证据，
各种裁决也是以证据作为依据的。可以看出，刑事证据在诉讼中的独特价值。那么，
究竟什么是刑事证据？它与事实是什么关系？证据的内容可以是虚假的吗？本章以
对证据本质的讨论和反思为出发点，展示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现状和问题。

引言 ／０５５…………………………………………………………………………
刑事证据概述 ／０５５………………………………………………………………
刑事证据的种类 ／０６０……………………………………………………………
刑事证据的分类 ／０６７……………………………………………………………
刑事诉讼证明 ／０６９………………………………………………………………
刑事证据规则 ／０７５………………………………………………………………
总结 ／０８０…………………………………………………………………………
思考题 ／０８０………………………………………………………………………
推荐阅读 ／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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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刑事强制措施／０８２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不少人对刑事诉讼的了解往往始于强制措施。人们可以

通过各种媒介了解刑事案件的侦办，特别是公安机关对某某涉嫌犯罪的人采取强制
措施。而这样一种对人身自由产生限制的措施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震慑犯罪的作
用。与此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在一些案件中存在滥用强制措施的情况，造成犯罪嫌疑
人的人身自由和诉讼权利受到侵犯。那么，什么是强制措施？中国有哪些强制措施？
其应有的作用是什么？如何规范强制措施的适用？读者可以在本章中寻找线索。

引言 ／０８２…………………………………………………………………………
刑事强制措施概述 ／０８２…………………………………………………………
拘传 ／０８４…………………………………………………………………………
取保候审 ／０８５……………………………………………………………………
监视居住 ／０８９……………………………………………………………………
拘留 ／０９２…………………………………………………………………………
逮捕 ／０９３…………………………………………………………………………
总结 ／０９８…………………………………………………………………………
思考题 ／０９８………………………………………………………………………
推荐阅读 ／０９９……………………………………………………………………

第六章　立案程序／１００
作为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的起点，立案程序的启动影响了整个诉讼的有效运行，未

经立案则刑事诉讼无以展开。不过，这一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也存在一些问题并遭
到了学界的质疑。例如“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现象影响了该程序的正当性、侦查
与立案的逻辑关系不甚合理、立案监督流于形式而缺乏力度等。那么，中国立案程序
的现状是怎样的？“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如何破解监督难题？
读者不妨从阅读本章开始进行相关的思考。

引言 ／１００…………………………………………………………………………
立案程序概述 ／１００………………………………………………………………
立案材料的来源和条件 ／１０２……………………………………………………
立案程序 ／１０５……………………………………………………………………
立案监督 ／１０８……………………………………………………………………
总结 ／１１０…………………………………………………………………………
思考题 ／１１１………………………………………………………………………
推荐阅读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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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侦查程序／１１２
就刑事公诉案件而言，侦查程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各种证据的收

集、案件事实的查明，还是对各类犯罪的遏制。同时，现阶段侦查程序也存在一些值
得反思的问题，例如其对诉讼结局的影响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不少案件在侦查程序
中就已经预设了未来的结局。又如侦查程序中滥用权力的现象也比较严重，除了第
五章中我们已经提到的滥用强制措施外，比较常见的现象还包括刑讯逼供、违法取
证、超期羁押等。那么，中国的侦查程序是如何运行的？其基本功能应当是什么？造
成权力滥用的原因是什么？读者可在本章寻找线索。

引言 ／１１２…………………………………………………………………………
侦查概述 ／１１２……………………………………………………………………
侦查行为 ／１１４……………………………………………………………………
侦查终结 ／１２６……………………………………………………………………
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 ／１２８………………………………………
补充侦查 ／１２８……………………………………………………………………
侦查监督 ／１３０……………………………………………………………………
侦查救济 ／１３１……………………………………………………………………
总结 ／１３３…………………………………………………………………………
思考题 ／１３３………………………………………………………………………
推荐阅读 ／１３４……………………………………………………………………

第八章　起诉程序／１３５
在中国，刑事起诉包括公诉和自诉，实行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原则。从刑事诉

讼的进程来看，公诉程序可以看成是连接侦查程序与审判程序的“桥梁”。其基本功
能有二：一是审查过滤各类案件，判断应否提起公诉；二是监督各类案件的办理，因为
检察机关是中国的法律监督机关。而自诉程序则可以看作是被害人寻求司法救济的
一种特别手段。针对特定类型的案件，被害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
中国的起诉程序是如何运行的？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是如何衔接的？起诉程序可能
存在怎样的问题？本章试着做出回答。

引言 ／１３５…………………………………………………………………………
起诉制度概述 ／１３５………………………………………………………………
审查起诉 ／１３６……………………………………………………………………
提起公诉 ／１４０……………………………………………………………………
不起诉 ／１４２………………………………………………………………………
提起自诉 ／１４５……………………………………………………………………
总结 ／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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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１４８………………………………………………………………………
推荐阅读 ／１４８……………………………………………………………………

第九章　刑事审判程序概述／１４９
曾经有人这样描述中国刑事司法的运行：公安是做饭的，检察院是端饭的，法院

是吃饭的。可以说，这一概括较为形象地描述了以往刑事诉讼中三机关的配合关系。
按理说，一个被追诉的人最终是否有罪、如何量刑，应由“吃饭”的机关———人民法院
说了算。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现实中“做饭”的机关所产生的影响却不容小觑，它不
仅决定了“饭”的“质量”，而且会通过各种途径来影响“饭”的“吃法”。这就势必会带
来一些追问：刑事审判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如何摆正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如何
保障刑事审判的公正性？读者可在本章中寻找线索。

引言 ／１４９…………………………………………………………………………
刑事审判概述 ／１４９………………………………………………………………
刑事审判中的职能区分 ／１５１……………………………………………………
刑事审判的原则 ／１５３……………………………………………………………
审级制度 ／１５７……………………………………………………………………
审判组织 ／１５９……………………………………………………………………
人民陪审员制度 ／１６０……………………………………………………………
总结 ／１６３…………………………………………………………………………
思考题 ／１６３………………………………………………………………………
推荐阅读 ／１６３……………………………………………………………………

第十章　第一审审判程序／１６５
就目前来看，刑事第一审程序可以说是最完整、最典型的诉讼程序，开庭审理、控

辩对抗、法院居中裁判等程序要求基本上都能实现，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也在逐渐
完善。然而，以往的司法实践也反复提醒我们完整、典型的诉讼程序未必能带来公正
的判决，大量的冤假错案敦促我们进行反思并保持警惕。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
这样的状况？中国的第一审程序有何特点？如何运作？哪些地方值得继续完善？请
读者在本章中寻找答案或线索。

引言 ／１６５…………………………………………………………………………
公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 ／１６５……………………………………………………
自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 ／１７５……………………………………………………
简易程序 ／１７７……………………………………………………………………
判决、裁定和决定 ／１７８……………………………………………………………
总结 ／１７９…………………………………………………………………………
思考题 ／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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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 ／１８０……………………………………………………………………

第十一章　第二审审判程序／１８１
在中国，对于第一审未生效的裁判，当事人可以通过上诉、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抗

诉来引发刑事二审程序，以期获得进一步的司法救济或纠正错误的裁判。刑事第二
审程序遵循“全面审查原则”和“上诉不加刑原则”，它不仅是一种司法救济程序，也是
刑事案件的终审程序。那么，刑事第二审程序是如何发现并纠正错误的呢？“全面审
查”与诉讼法理是否存在悖论？“上诉不加刑”是如何适用的？读者可在本章中寻找
线索。

引言 ／１８１…………………………………………………………………………
第二审程序概述 ／１８１……………………………………………………………
第二审程序的提起 ／１８２…………………………………………………………
第二审程序的审判 ／１８４…………………………………………………………
上诉不加刑原则 ／１８９……………………………………………………………
总结 ／１９０…………………………………………………………………………
思考题 ／１９０………………………………………………………………………
推荐阅读 ／１９０……………………………………………………………………

第十二章　死刑复核程序／１９１
任何一个保留死刑的国家都应慎重适用死刑，中国也不例外。死刑复核的基本

目的在于保证死刑判决的正确性，防止错杀，控制死刑的适用。那么，中国的死刑复
核程序是如何运行的？它与其他审判程序有何不同？怎样的程序机制更能发现死刑
案件中的错漏？现行的复核程序是否需要完善？思考这些问题不妨从阅读本章
开始。

引言 ／１９１…………………………………………………………………………
死刑复核程序概述 ／１９１…………………………………………………………
死刑核准权的沿革 ／１９２…………………………………………………………
死刑案件复核的具体程序 ／１９３…………………………………………………
总结 ／１９７…………………………………………………………………………
思考题 ／１９７………………………………………………………………………
推荐阅读 ／１９８……………………………………………………………………

第十三章　审判监督程序／１９９
可以说，任何国家的法院都难以保证其所作出的裁判百分之百正确。这意味着

裁判错误几乎不可避免，问题在于如何面对这样一种局面。为了纠正可能存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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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裁判，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德国等）发展了颇为完备的刑事再审制度，中国则构
建了专门的审判监督程序。那么，中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是如何运作的？它和再审制
度有何异同？是否需要完善？请读者在本章中寻找线索。

引言 ／１９９…………………………………………………………………………
审判监督程序概述 ／１９９…………………………………………………………
审判监督程序的材料来源及其审查处理 ／２０２…………………………………
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 ／２０４………………………………………………………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的重新审判 ／２０６……………………………………
总结 ／２０７…………………………………………………………………………
思考题 ／２０７………………………………………………………………………
推荐阅读 ／２０８……………………………………………………………………

第十四章　刑事特别程序（一）／２０９
通过对刑事诉讼中各个基本程序（立案、侦查、起诉、一审、二审、死刑复核、审判

监督）的学习，我们可以较为全面地掌握刑事纠纷是如何解决的、公权力是如何运行
和被制约的、权利救济是如何实现的。与此同时，刑事诉讼中还有一些较为特别的程
序也值得我们关注。２０１２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公诉案件和解程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和强制医疗程序，加上之前就有的未成年人诉讼程序，形成了我国的刑事特别程序体
系。那么，各种特别程序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它们各自是如何运行的？其救济机制
是否合理？读者可在本章中寻找线索。

引言 ／２０９…………………………………………………………………………
未成年人诉讼程序 ／２０９…………………………………………………………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２１６…………………………………………………………
强制医疗程序 ／２２０………………………………………………………………
总结 ／２２４…………………………………………………………………………
思考题 ／２２５………………………………………………………………………
推荐阅读 ／２２５……………………………………………………………………

第十五章　刑事特别程序（二）／２２６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前一章中我们并未提及新增特别程序之一———公诉案件

和解程序。本章将对这一程序做专门介绍，这是因为公诉案件和解程序不仅有助于
解决特定类型的刑事纠纷，也给刑事司法的模式带来了全新的挑战。那么，这一程序
究竟有何特色？它是如何运行的？它给刑事司法的模式带来了什么挑战？读者可在
本章中寻找线索。

引言 ／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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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案件和解程序概述 ／２２６……………………………………………………
刑事和解 ／２２６……………………………………………………………………
公诉案件和解程序的运作 ／２２８…………………………………………………
从对抗性司法到合作性司法 ／２３１………………………………………………
总结 ／２３３…………………………………………………………………………
思考题 ／２３３………………………………………………………………………
推荐阅读 ／２３３……………………………………………………………………

第十六章　刑事执行程序／２３５
一个完整的刑事诉讼不仅包括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也应包括执行程序。通

过执行，国家的刑罚权才能得以有效实施，每一起刑事案件的处理才能真正做到尘埃
落定。那么，中国的执行程序是如何运作的？每一种生效裁判的执行需要注意哪些
问题？如何确保执行的公正和有效？读者可在本章中寻找线索。

引言 ／２３５…………………………………………………………………………
刑事执行概述 ／２３５………………………………………………………………
各种判决、裁定的执行 ／２３６………………………………………………………
刑事执行的变更 ／２４０……………………………………………………………
刑事执行的监督 ／２４４……………………………………………………………
总结 ／２４７…………………………………………………………………………
思考题 ／２４７………………………………………………………………………
推荐阅读 ／２４８……………………………………………………………………

结语　回归司法的本质／２４９
附录一　中国刑事司法大事记／２５２
附录二　刑事诉讼期间一览表／２５５
附录三　课堂笔记的方法／２５９
附录四　网站推荐／２６２
参考书目／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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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刑事诉讼导论

　　引言
作为公力救济的典型方式，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为了确保这一过程的公正性，应当兼顾实体正义和程序
正义。在学习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首先应从宏观上把握刑事诉讼的发展源流，
理解其基本理念，辨明其基本目的，掌握其基本结构和基本职能，从而为基本制
度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从纠纷解决到刑事诉讼

自古以来，有人的地方就有纠纷。对于纠纷，人们总要寻求解决的方式和途径。在人
类社会早期，私力救济是比较常见的纠纷解决方式。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社会
分工的日趋发达，人类的纠纷也日益复杂化。单纯的私力救济已经很难满足纠纷解决的
需要。为了维持秩序，人们不得不探索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

■纠纷解决的途径

欄欄欄欄欄欄欄欄欄欄欄欄欄欄欄欄欄欄欄欄欄

欄欄欄欄欄欄欄欄欄欄欄欄欄欄欄欄欄
欄欄
欄欄

氌

氌氌

氌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
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
伤，以殴打还殴打。

———《圣经·出埃及记》

在人类历史上，纠纷解决大致有三种途径：私
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所谓私力救济，是
指当事人依靠自身的能力解决纠纷、维护权益的
方式，其常见的形式包括自卫、和解、复仇。作为
最古老的纠纷解决方式，可以说私力救济与人类
社会相伴而生，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适
用空间。时至今日，私力救济依然盛行，只是受到了较大的制约和限制。

所谓社会救济，是指当事人双方在第三方（通常是某种社会力量）的主持下解决纠纷
的方式，其常见的形式包括调解、仲裁。所谓公力救济，是指当事人双方在第三方（通常是
掌握某种公权力的主体）的介入下，依照特定的程序、标准解决纠纷的方式，其典型的形式



　００２　　　　

就是审判。之所以会出现这两种纠纷解决方式，除了因为纠纷的复杂化外，也与私力救济
自身的缺陷有关。例如，由于个人能力（体力、智力等）的差异并不利于纠纷的广泛解决，
也很难确保纠纷解决的公正性。因而，社会救济、公力救济逐渐成为主要的纠纷解决方
式，但私力救济从未消亡，三者长期处于并存状态。

■审判的历史
作为公力救济的典型方式，审判具有悠久的历史。最初的审判，可以追溯至神话中

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审理和处罚。而历史上早期的审判者通常是神职人员，他们往往
被看作是神明在人间的代表。在审判中，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地区）在规则、方式、手
段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总的来说，审判大致是朝着专业化、规范化、文明化的方
向发展的。

在审判活动中，除了有公权力的介入外，还有两项重要特征，一是注重对事实和证据
的调查，二是法律规则的适用。其中，对案件事实的调查可以被看成是案件处理的前提，
其核心内容则是证据的收集、审查和判断，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对于证据的规定不同，证据
的采纳规则、证明的方式也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在人类历史上的特殊时期，还存在一种特殊的证明方式：神明裁判。
根据西方学者的考证，神明裁判的全盛期大约持续了４个世纪（从公元８００年至１２００
年）。而神明裁判的主要类型包括：冷水神判、汤釜神判、热铁神判等。其中，冷水神判是
将被控告的人投入河水中来检验其是否有罪的方法，例如《汉谟拉比法典》第２条规定：
“倘自由民控自由民犯巫蛊之罪而不能证实，则被控犯巫蛊之罪者应行至于河而投入
之。倘彼为河所占有，则控告者可以占领其房屋；倘河为之洗白而彼仍无恙，则控彼巫
蛊者应处死；投河者取得控告者之房屋。”汤釜神判，又称沸水神判，一般是将一件物
品，通常是一块石头或一枚戒指扔进沸水中，然后要求受指控之人将手伸进水中捞取
被扔进的物品，再根据其结果来证明特定的问题。热铁神判一般是在被告手掌上喷上
一些圣水，让其手捧一块炽热的铁块向前走一定距离，或三步或九步，然后当众将其双手
包扎起来，三天后解开检查，如果这时手上没有水泡就判其无罪，如果出现水泡或溃烂就
判为有罪。

需要指出的是，神判的使用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司法活动的常规组成部分，它仅仅
是在无法获得其他发现真相的方法时方得采用，且仅针对特定类型的案件使用。例如，
《萨克森明镜》①中规定：“除非没有其他方式可知悉真相，否则在任何案件中使用神判皆
属不当。”亦如学者所指出的，神判是一种最后的、而非最初的救济。就适用案件类型而
言，神判一般适用于亲子关系的争议、性贞洁的争议、某些财产争议，以及特定的刑事
案件。

①《萨克森明镜》，中世纪日耳曼法律文本，由撒克逊骑士和法官艾克·冯·莱普考于大约１２２５年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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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阅读：共誓涤罪①
共誓涤罪，也称宣誓断讼法，中世纪的一种神判方法，指在刑

事或民事诉讼中，被告可通过宣誓证明自己无辜或起诉无依据，并
由１１或１２名宣誓助讼人（通常为邻居或亲戚）给予证明，证人所
证明的不是案情事实而是被告的人品并表明相信其宣誓。被告如
果找不到规定人数的证人或证人宣誓方式不合要求，将败诉。此
制度源于入侵罗马帝国的条顿部落，后在中世纪西欧各国包括教
会法庭、庄园法庭得到适用，甚至有人认为它是英国陪审制的起
源。１８３３年英国《民事诉讼规则》颁布后，宣誓断案最终被废除。

★

■何谓刑事诉讼？
就刑事诉讼而言，其得以确立起码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专门机关的介入，即享有公

权力的机构专门负责此类案件的侦查、起诉、审理、裁判乃至执行。二是刑事纠纷与其他
纠纷的区分，毕竟人类纠纷相当复杂，进行必要的区分才更加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在我
国，目前的纠纷大致被划分为刑事纠纷、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

那么，究竟什么是刑事诉讼呢？
一般认为，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刑事诉讼的所有活动，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一中心问题而展开的。这一活动具有下列特征。
●刑事诉讼是专门机关行使和实现国家刑罚权的活动
刑事诉讼不同于其他诉讼的关键之处，就在于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

题，这既是法律赋予专门机关的权利，也是专门机关应履行的职责。其他的机关、团体、组
织或个人均无此权。专门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办理刑事案件和执行刑事裁决，即对
刑事案件进行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活动，构成了刑事诉讼的主要内容。

●刑事诉讼是专门机关的活动与诉讼参与人的活动的有机结合
从刑事诉讼的开始到终结，专门机关都居于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刑事诉讼仅仅

是专门机关的活动。如果没有诉讼参与人，尤其是当事人的参加，刑事诉讼活动也就失去
了目的和意义。因此，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活动，同样是刑事诉讼的重要内容。

●刑事诉讼是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活动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都必须根据刑事诉讼的程序、规则来实

施诉讼行为，如果违反了刑事诉讼活动的客观规律，不依法办案，就可能会造成错案或引
起其他法律后果，轻则关系到公民的权利、利益的损害，重则涉及国家的稳定与安危。

①本文节选自徐昕、喻中胜、徐昀译，［英］罗伯特·巴特莱特著：《中世纪神判》，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
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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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往往带有一定的强制性
在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专门机关针对特定的人员，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

会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以确保案件处理的审理进行。同时，刑事诉讼的结果往往也会
造成被告人自由、财产甚至生命被剥夺，即通过刑罚的实施来达到惩罚犯罪和恢复社会关
系的目标。

基于上述分析，刑事诉讼可以这样描述：是裁判机构在追诉机构（自诉人）与被指控者
所展开的追诉和防御活动中进行审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通过理性的争辩与说服，解
决刑事纠纷的活动。

另外，刑事诉讼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表现形式。狭义的刑事诉讼，一般仅指审判期间的
诉讼活动。侦查与起诉都只是审判前的准备程序，执行则是审判的必然延伸。广义的刑
事诉讼，则将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程序都看作是诉讼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当今世界
上大多数国家，都是从广义上来规定刑事诉讼程序的。

刑事诉讼法及其渊源

刑事诉讼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有关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进行刑事诉讼活动
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专门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主要依据，也是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
与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法律依据。

在刑事诉讼理论上，刑事诉讼法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刑事诉讼法是单
指一部统一的成文的刑事诉讼法典。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典，是在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由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而后在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７日由第八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作了第一次修正、在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作了第二次修正。广义的刑事诉讼法，是指有关刑事程序的全部法律规范。
它既包括狭义的刑事诉讼法，也包括国家有关机关制定的一切法律、法规、条例、规定和司
法解释中有关刑事诉讼程序的规范。

刑事诉讼法的渊源，也称刑事诉讼法的来源，是指刑事诉讼法是何种国家机关创制，
并表现为何种法律文件。就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渊源而言，具体表现为：

●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我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国家机构及其

活动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也是制定一切法律的根据。《刑
事诉讼法》第１条明确指出：“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如《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条例、决定、补充规定
如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８日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８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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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所作的立法解释
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６日联合颁布的《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

●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就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所作的司法解释
如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２日公布的《人民检察
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最高检规则（试行）》）。

●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规章中的有关规定及所作的解释
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根据宪法和法律依照职权颁布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规章中

的有关规定及所作的解释。如公安部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３日公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
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公安机关刑事程序规定》）。

●有关国际条约
国际条约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本不属于我国国内法的范畴，但我国缔结或加入的国

际条约是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体现了我国的国家意志，故也属于我国国内法渊源
之一，具有法律约束力。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与刑事诉讼法直接有关的主要有：《禁止酷
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
则》《反腐败国际公约》，以及我国政府已签署、尚待批准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等。

刑事诉讼的目的

所谓刑事诉讼目的，是指国家进行刑事诉讼所期望达到的、基于对刑事诉讼的基本规
律和固有属性的理性认识而作出的预期目标。

在传统的观念中，刑事诉讼似乎就是公、检、法三机关共同整治犯罪的活动，就是将坏
人绳之以法，就是惩恶扬善。不仅警察、检察官要惩恶扬善，法官也应如此。这其中实际
上就包含了对刑事诉讼目的的理解。

那么，刑事诉讼目的何在？理论界众说纷纭。
●学说一：以惩罚犯罪作为刑事诉讼目的
该学说指出：我国刑事诉讼法是人民民主的工具，其基本功能是从诉讼程序方面保证

刑法的正确实施。因此，保证正确有效地揭露犯罪、惩罚犯罪是刑事诉讼法的首要任务。
这一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中的通论。

●学说二：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的观点
在对前一种学说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有学者主张，我国刑诉的基本目的应概括为惩罚

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前一目的要求公安、司法机关依据刑诉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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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及时地揭露犯罪，全面地证实犯罪，准确
地惩罚犯罪；后一目的则要求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护有罪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以
及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同时还应保护自诉人、被害人、证人以及一般公民的合法权益。

●学说三：直接目的与根本目的的层次说
在对刑事诉讼所体现的诸项价值进行综合评价和对刑事诉讼根本属性进行深入分析

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刑事诉讼目的可以分为直接目的与根本目的。直接目的应概括为
“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根本目的则是维护我国宪法制度及其赖以巩固与发展的秩序。
其中，“控制犯罪”的含义比“惩罚犯罪”更为广泛，将其作为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也更确
切。因为“惩罚犯罪”只强调适用实体刑法的后果，只反映刑诉法作为保证刑法得以适用
的程序法的依附属性，因而它本身并不是刑事诉讼的目的，其目的在于通过适用刑罚等活
动来抑制犯罪。

★

延伸阅读：传统刑事诉讼目的理论缺陷
刑事诉讼目的“双重论”的理论误区
无论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还是“直接目的与根本目的”，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刑事

诉讼的双重目的理论。两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仍旧是惩罚（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我们认
为，这一看似全面、辩证的理论实有重大的漏洞。

刑事诉讼显然不能单纯地被理解为一种打击犯罪的活动，因为除了检察机关实施指
控以外，还有被告方的辩护和人民法院的居中裁判。况且，依大陆法之诉讼理论，检察机
关在提起公诉时除了要实现追诉犯罪的目的外，还负有客观性及合法性之义务，即检察官
在诉讼中不能被视为一方当事人，而是承担着“保障终局裁判之正确性与客观性”和“防止
任何无辜者被恣意追诉或定罪”的“法律守护人”。可见，即便检察机关有打击犯罪的追
求，这也仅仅是其所展开的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因而将打击犯罪作为诉讼目的难免有以
偏概全之嫌。

那么“双重论”中的“保障人权”能否被看作是一种修正或调和呢？我们认为，这其中
也存有重大的误解。不可否认的是，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保障诉讼参加人的人权，这早已成
为当代各国所公认的做法，然而问题恰恰在于能否将保障诉讼参加人的人权作为诉讼的
目的呢？我们认为，两者显然不可混同。刑事诉讼目的应当有明确的指向，并且应体现刑
事诉讼活动的特性，而人权保障则可以看作是具有较强共性的法律原则，在刑事诉讼中保
障人权本就是对这种共性的体现，因而将“保障人权”作为诉讼目的则既无必要，也容易造
成人们对于真正的诉讼目的的忽视。

刑事诉讼目的与刑事诉讼主体目的的混同
在明确了刑事诉讼目的“双重论”的理论误区后，另一个问题也值得我们关注，即刑事

诉讼目的与刑事诉讼主体目的常常被混同。
在刑事诉讼中，各诉讼主体（关于刑事诉讼主体的内容，请参阅本书第二章）的目的往

往与其所承担的诉讼职能相对应。就控诉方而言，尽管当代检察理论认为检察官在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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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负有一定的客观性及合法性义务，但必须承认的是其在诉讼中的重要目的仍在于使其
指控得以成立，从而实现追诉犯罪、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之目标。就辩护方而言，其目的则
表现为促使控诉方的指控不成立以免除或减轻可能遭受的惩罚。至于作为裁判方的法
官，其在诉讼中应当利益无涉、保持中立，他（她）既不能和控诉方一起来追诉或打击犯罪，
也没有义务帮助被告人来对抗指控。

而就刑事诉讼目的而言，它应当具有概括性，也就是说刑事诉讼目的应当是各刑事诉
讼主体所共同遵循的目的。单个刑事诉讼主体的目的显然不能替代刑事诉讼目的。考察
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目的理论，不难发现，无论是惩罚犯罪或控制犯罪，还是维护社会秩
序等诉讼目的的价值预设都是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公共利益高于公民的个人利益。而保障
人权的诉讼目的只是作为前者的辅助和补充，由此造成刑事诉讼目的理论内部严重的矛
盾与失调。

★

●学说四：实体真实、法治程序和法和平性
有学者认为，发现实体真实的完整意义是“毋枉毋纵，开释无辜，惩罚犯罪”，而不能片

面理解为“有罪必罚”。法治程序则强调应当依照诉讼程序来发现真实，从而防范任何滥
用与擅断的危险。法和平性旨在强调法秩序的和平，通过合乎法治规定的裁判，使人心悦
诚服，从而回归社会的和平生活。

●学说五：消解刑事冲突
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往往很难同时满意裁判的结果。但通过某种方式让双方都接

受这个结果则是可能的。这种方式就是给予双方充分的机会参与诉讼、表达本方的观点
并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当双方都享有充分的机会进行表达与对抗后，裁判结果也就更容
易被他们接受，刑事诉讼的目的也就得以实现了。进一步来说，如果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
能够充分地尊重和体现控辩双方为之冲突的利益，将潜在的实体冲突显现为程序冲突，并
一步步地暴露、证成和消解程序性冲突，而达到对实体性冲突的消灭和控辩对立双方的心
理调适。实际上，刑事诉讼目的在此已经得到体现，即刑事诉讼是以消解控辩双方的刑事
冲突为目的。

当然，关于刑事诉讼目的的讨论未必已经终结，请读者结合自己的理解，进一步思考
后两种观点是否更为合理呢？或者我们可以提出一种全新的理论？

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

所谓理念，希腊文的原意是“可见之物”，后被引申为“灵魂”的可见形象。柏拉图认
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理念，理念是感觉世界的一切事物的根据和原型。理念是绝对完满
的，是永恒不变的。

赵汀阳教授则认为，理念不仅表达了某种东西所以是这种东西的性质，而且表达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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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东西所可能达到的最好状态。总而言之，理念所表达的乃是一种较为圆满的状态，它可
以为我们的制度设计提供标尺、设定目标，并可能成为检验某一制度正当性的标准。就刑
事司法而言，也应遵循一定的理念，从而保障其制度设计的正当性。

我们认为，刑事诉讼中起码应确立两大理念，即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

■程序正义
在解读程序正义之前，我们先要弄清楚：何为程序？程序的价值何在？
所谓程序，是指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手续来作出决定的相互关系。程序始于申

请，终止于决定。常见的法律程序如选举程序、立法程序、审判程序、行政程序等。
程序的基本价值在于：（１）对于恣意的限制；（２）让纠纷解决过程有章可循；（３）理性选

择的保证；（４）约束专门机关和参与者的行为。而从运行的角度来看，程序体现为外在价
值和内在价值。所谓外在价值，即程序作为手段、工具的价值。通常表现为通过程序惩罚
犯罪、释放无辜。所谓内在价值，即程序本身是不是善的、理性的，是不是尊重了个体的人
格尊严。

★

延伸阅读：程序的价值理论①
关于程序的价值理论，理论界大致有程序工具主义理论和

程序本位主义理论两种说法。程序工具主义理论又有三个分
支：绝对工具主义、相对工具主义和经济效益主义。其中，绝对
工具主义理论的鼻祖是边沁（ＪｅｒｅｍｙＢｅｎｔｈａｍ），他认为刑事审
判唯一的正当性在于最有效地抑制犯罪，从而实现最大多数人
的幸福。程序法的唯一正当目的，则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法。
程序法只是手段、工具。

相对工具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德沃金（Ｒ．
Ｄｗｏｒｋｉｎ）。他认为，绝对工具主义理论的错误在于过分地夸大
了程序的工具性。实际上，在追求程序的工具性价值时应兼顾一些独立的价值目标，即无
辜者不受追诉的权利、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经济效益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波斯纳（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Ｐｏｓｎｅｒ）。他认为，审
判程序的目标应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公共福利或提高经济效益。他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正
义的第二种意义，简单来说就是效益。

而程序本位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则是英国学者达夫（Ｒ．Ａ．Ｄｕｆｆ）。他认为，工具主
义理论的致命错误在于，把刑事审判程序与通过审判程序产生的结果做了不适当的分离，
同时也把刑事审判程序自身的公正性同程序所产生的裁判结果的公正性进行了不合理的

①关于程序、程序正义的相关理论，读者可参阅如下书目：（１）陈瑞华：《程序正义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版；（２）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增订版），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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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他强调，刑事审判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刑事审判的裁判结果必须具备合理的根据
并经过充分的论证。同时，裁判者须将裁判结论向那些受裁判拘束、影响的人进行证明，
使裁判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得到他们的理解。总之，公正的程序与公正的结果是不可分的。
公正、合理的程序应当充分保障人的尊严和自主性。

★

程序正义，又称过程正义，是指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都必须
严格遵循法定的诉讼程序，以确保案件得到公正的处理。作为一种观念，它起源于１３世
纪英国的普通法，其在英国的古典表述是“自然正义”；后又在美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通常被表述为“正当法律程序”。“自然正义”有两项基本要求：一是任何人不得担任自己
案件的法官；二是法官在制作裁判时应听取双方的陈述。而在美国，“正当法律程序”的基
本要求是：任何权益受判决结果影响的当事人有权获得法庭审判的机会，并且应被告知控
诉的性质和理由。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程序正义起码包含如下几项要素：
●裁判者的中立性
作为刑事案件的裁判者，只有保持最基本的中立性才能确保案件的公正审理。这具

体包括如下几项要求：①裁判者不能与案件有利害关系；②裁判者不应存有支持一方、反
对另一方的偏见；③裁判者在外观上不能使任何一方对其中立性产生合理的怀疑。

●程序的参与性
参与性至少包含如下几项要求：①有可能受到裁判结局拘束或影响的人有权参加到

裁判的制作过程中，即“在场”。②利害关系人应当有足够的机会和条件进行必要的准备；
③利害关系人有权提出本方的主张、证据，可传唤本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并要求法院给予
必要的司法帮助。④利害关系人有权对不利于本方的证据进行反驳和质证。⑤作为裁判
依据的证据和观点应当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程序，裁判结论应建立在当庭出示、质证和辩
论过的证据和观点的基础上。

●程序的对等性
在刑事审判过程中，裁判者应给各方参与者以平等参与的机会，对各方的证据、主张、

意见予以同等的对待，对各方的利益予以同等的关注。同时，为了实现对等，控辩双方在
参与审判、影响裁判结论制作的过程中应拥有平等的机会、便利。

●程序的合理性
裁判者据以制作裁判的程序必须符合理性的要求，使其判断和结论以确定、可靠和明

确的认识为基础，而不是通过任意或随机的方式作出。为了确保合理性，须有一些制度设
计作为保障：①法庭必须有冷静、从容不迫的审判环境。②裁判结果必须来自经过质证、
调查和辩论过的证据。③裁判结果的作出必须经过法庭的冷静、完整的评议过程。④法
庭的判决必须陈述理由。

●程序的及时性
法谚有云：“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刑事审判活动应当及时地形成裁判结果，既不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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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推延和迟缓，也不能过于快速。过于迟缓容易加大诉讼成本，使得当事人长时间陷于待
判定的状态，也增加了诉讼的不确定性。而过于快速则容易出现审判流于形式、草率作出
裁判结论等不公正的情形。

●程序的终结性
终结性要求，刑事审判程序应当通过产生一项最终的裁判结果而告终结。控辩双方

不能反复提出上诉、抗诉或申请再审，法院也不能对同一案件进行反复的重审。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裁判结论的终局性、权威性。

★

延伸思考：程序正义的限度
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边界，程序正义理论亦是如此。有学者指出，由于司法

资源是十分有限的，而且相对于刑事案件数量不断增加的趋势而言，可能还出现相对压缩
的可能性。于是，刑事司法不得不面临提高诉讼效率的严峻问题。提高诉讼效率的有效
方式在美国表现为辩诉交易的广泛适用、在我国则表现为建立和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
围和简化审判程序的推行，无论是辩诉交易还是简易程序和简化审，程序正义价值的实现
都受到了较大的限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诉讼资源和诉讼成本对程序正义的限制。

请读者查阅相关书籍和资料，试着了解、分析其他可能会影响程序正义价值实现的
因素。

★

■实体正义
实体正义，又称结果正义，是指案件处理结局所体现出来的公正。具体来说，实体正

义包含如下要求：①据以定罪量刑的犯罪事实必须根据可靠的证据加以认定，案件中的证
据须确实充分；②正确适用刑法，准确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及其罪名；③遵循
罪刑相适应原则，依法判处适度的刑罚；④如果出现案件事实有疑问，或是案件证据不充
分的情况，应当作出有利于被追诉人的处理；⑤对于错误处理的案件，应当依法采取救济
方法及时予以纠正和补偿。可见，实体正义侧重于对案件处理结果的关注，尤其是正确适
用刑法、准确定罪量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实体正义我们需要做全面的、客观的解
读，不能认为实体正义仅仅是要实现追诉的成功，实际上避免错误的追诉也是其应有
之义。

在理解实体正义时，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关注。
●惩罚犯罪
自古以来，只要有犯罪存在，往往就会涉及惩罚问题。无论是基于报应论还是功利主

义的惩罚观，人们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犯罪者甚至与犯罪者有关的人实施惩罚。实施惩
罚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过早期的惩罚
同现代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一是实施惩罚的方式从最早的同态复仇，到由国家设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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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司法机关负责实施惩罚；二是惩罚在早期通常不必经过某种特别的程序而直接实施，
发展到现代必须经过专门的司法程序才能决定是否实施惩罚；三是早期的惩罚的方式往
往非常残酷，肉体的折磨、肢体的摧残成为司空见惯的事。而现代惩罚则坚持以理性为导
向，反对酷刑和不人道的折磨，即使在适用死刑这一极刑时也不再用残忍的手段来剥夺被
行刑者的生命。

★

延伸阅读：①
１７５７年３月２日，达米安因谋刺国王而被判处“在巴黎教堂大门

前公开认罪”，他应“乘坐囚车，身穿囚衣，手持两磅重的蜡烛”，被送
到格列夫广场，那里将搭起行刑台，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的胸膛和四
肢上的肉，用硫磺烧焦他持着弑君凶器的右手，再将熔化的铅汁、沸
滚的松香、蜡和硫磺浇入撕裂的伤口，然后四马分肢，最后焚尸扬灰。

★

在现代，我们通过刑事诉讼这样一种理性的方式来完成对被告人的定罪和惩罚活动。
为了保障惩罚的公正性，我们设计了各种科学的诉讼程序来确保对被告人定罪的准确性
和实施惩罚的合理性。比如，控审分离原则的贯彻、控辩对抗的保障、司法独立与中立原
则的推行等等。时至今日，惩罚问题早已不是单纯地为了惩罚而惩罚，它更多地体现了一
种人类社会内部的自我完善。

●保护无辜
保护无辜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理解“无辜”。按照我们的一般理解，所谓无辜是指没有

犯罪的人。但是在刑事诉讼中，无辜的含义却更加丰富。除了没有犯罪的情况外，还包括
没有证据证明实施犯罪的情况。对于后者，往往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如果证据充分则罪
名成立，如果证据不充分则难以认定犯罪。那么在难以认定时如何处理呢？是“疑罪从
有”还是“疑罪从无”呢？我们的诉讼理论选择了后者。而理解疑罪从无，得从刑事司法的
一项重要原则说起。

无罪推定原则，是一项当代法治国家普遍认可的和确立的诉讼原则。其基本含义是，
刑事诉讼中，任何被怀疑有罪受到指控的人，在未经过司法审判程序确定有罪之前，在法
律上应假定其为无罪。从本质上说，无罪推定是一种关于被告人法律地位的规范性推定，
而不是一种事实认定。无罪推定以一种特有的方式保障了刑事司法的公正性与合理性，
可以防止过早地和无根据地将一个人看作是罪犯，可以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
获得公正的对待，同时有助于形成合理的证明机制来帮助司法人员作出判断。

无罪推定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理解：第一，嫌疑人、被告人本人没有义务证明自

①本文节选自刘北成、杨远缨译，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版，第
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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