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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犯陈述的信用基础及规则构建

王晓华*

摘 要 共犯常常因与案件存在利害关系而导致其陈述不被信任,这种利害关系不会因

为共犯所受实体处分的区别而有所不同,因此在诉讼中应当根据实质联系来判断一名证人是

否属于共犯。共犯的利害关系还会因为与控方达成认罪豁免交易而进一步加剧,需要对被豁

免的共犯的陈述给予更加谨慎之对待。构建共犯陈述信用制度有三方面内容:首先是保障被

告人的质证权,质证权在为共犯陈述的真实性提供有力保障的同时也能为使用共犯陈述提供

程序正当性基础。其次,通过制定强制性补强规则为共犯陈述提供更强的信用保障。最后,对

待与控方达成认罪豁免协议的共犯的陈述还应当制定额外的程序性规定,包括开示共犯签署

的认罪认罚具结书、赋予本案辩护人查阅共犯案件的卷宗材料等手段。

关 键 词 共犯陈述 利害关系质证权 补强规则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关于共犯陈述的系统性的具体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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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新刑诉法解释》)第199条和《人

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下称《庭审规程》)第8条规定了同案审

理的共同被告人存在供述差异的处理方式,但两部文件都只规定了程序性规则,对于共同被告

人供述的可采性条件、补强要求等证明规则均未涉及,更没有涉及诸如通过认罪认罚、不起诉

等方式处理的共犯的陈述问题。

与一般言词证据相比,共犯陈述最大的特点是外在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与证据价值不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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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统一。以被告人作为参考系,共犯在诉讼程序中会以不同的身份面貌出现:他们可能是

同案被告人,也可能是已经被先行判决的他案被告人,还可能是被赦免的“污点证人”,但从实

体法上讲,共犯陈述的证据价值并不因其程序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共犯陈述的可靠性

较低也是一个较为普遍的认识,共犯之间密切的利害关系决定了其具有强烈的作伪证动机,有

时候几个共犯可能仅仅为了拖人下水而在案发前建立攻守同盟,诬陷他人。〔1〕我国台湾地

区发生的“徐自强冤案”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2〕该案的三名被告人仅仅为了拖延案件

审理的时间就将徐自强指为该案共犯,致其被判处七次死刑、两次无期徒刑,蒙冤遭关押21

年。此案影响深远,推动了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出台了专门用于规范共同被告

人不利于己陈述的第582号解释。〔3〕

共犯陈述的这种不可信根源在哪里? 处理程序的不同会对共犯陈述的信用产生什么影

响? 尤其是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入推进的当下,认罪和不认罪的被告人有可能被分案处

理,〔4〕使用分案处理的共犯陈述应当有什么特别的程序性规制? 实践中出现了为避免认罪

和不认罪的被告人听到彼此间的质证意见而将其分开进行法庭调查的情况,〔5〕这种做法是

否正确? 有无侵害到被告人的质证权? 《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被告人补强规则是否应

当包括共犯陈述在内?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为共犯陈述寻找一个信用保障机制。在这方面,普通法系国家

有着长期的历史发展和丰富的经验,他们对于共犯陈述的信用始终抱有极高警惕性,美国相关

判例甚至曾一度试图否定某些情况下共犯陈述的可采性。但在追诉犯罪的现实需求下,共犯

陈述仍然被认为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证据,这就需要通过保障被告人对共犯的质证、寻找真实性

标记以及补强证据等手段来重建共犯陈述的信用。这些举措或许能对我们今后相关规则的制

定提供有益借鉴。

二、利害关系:共犯不被信任的原因

(一)利害关系对共犯信用的基础影响

在普通法早期,罪犯的作证资格是有限制的。在19世纪以前的英国,一个曾经因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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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国罪(treason)、重罪(felony)以及伪证罪(perjury)在内的“无耻的犯罪”(infamouscrime)被

定罪的人,终身没有作为证人作证的资格,〔6〕同时,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也不具有作

证资格。此时的共犯无论是否已经被定罪,都会失去在法庭上作证的资格。

此种状况最早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受到挑战。作为英国本土流放罪犯的殖民地,新南

威尔士有大量来自英国的重刑犯,英国本土禁止罪犯作证的法律会导致新南威尔士的法官在

很多案件中无法审判。为此,时任新南威尔士大法官的詹姆士·道林勋爵(SirJamesDowl-

ing)执意要改变这一做法。虽然他的主张受到了一些保守派法官的反对,也没能引起英国本

土的重视,但在道林勋爵主政期间,他还是坚持肯定了罪犯陈述的可采性。〔7〕英国之后颁布

的《1843年证据法》(EvidenceAct1843)改变了这一状况。该法规定在任何诉讼程序中,所有

人都不因其以前的犯罪记录而丧失作证的资格。〔8〕英国现行法律规定,证人先前的犯罪记

录或利害关系仅仅影响其证词的证明力而不影响其作证资格。〔9〕

亦即,在普通法早期,品格和利害关系是阻止共犯作证的主要因素,品格因素体现了当时

社会对于犯罪者的固有偏见,具有特定的时代性特征。澳大利亚突破这一偏见的起因更多是

出于打击犯罪的需要。而利害关系这个因素自始至终都没有脱离立法者的视野,只是随着对

于诉讼价值认识的变化以及诉讼能力的提高,立法者逐步放松了对共犯陈述使用的限制,但限

制仍然存在,这体现了人们对于共犯陈述可靠性的警惕。

共犯陈述在证明他人的犯罪事实时具有两面性:在确保共犯陈述真实的前提下,这种证据

往往具有证明的直接性,对于证明案件事实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共犯陈述恰恰在真实性上存在

很大风险。共谋是一种相对秘密的过程,真相往往只有共犯之间才知晓,共犯之间相互推诿罪

责往往会形成一对一证据,难免使真相不彰。这种矛盾性使审判者对共犯的陈述又爱又恨,消

除利害关系带来的影响对于发现真实显得尤其重要。

(二)政府“赎买”对共犯利害关系的放大

然而,除了内容上的利害关系外,共犯还常常因为与政府的合作,加剧其在诉讼中的利害

关系。美国曾经出现过一种极端的态度:被政府“赎买”的共犯陈述不应具有可采性。〔10〕各

国普遍禁止当事人收买证人,那么政府通过与共犯的交易、豁免是否也是一种收买? 这种“利

上加利”的陈述为何能够使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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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这个观点似乎没有讨论的价值:在国家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必然存在轻重取舍,尤

其是在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等涉案人数众多、侦查难度较大的案件中,将小部分于犯罪

中地位较低、罪行较轻的涉案人员转化为污点证人是各国司法机关的通行做法。联合国《反腐

败公约》中也明确要求缔约国“采取适当措施,鼓励参与或者曾经参与实施根据本公约确立的

犯罪的人提供有助于主管机关侦查和取证的信息”并为其提供证人保护,〔11〕那么认罪及豁免

所产生的利害关系对共犯陈述的使用会有怎样影响?

以豁免换取共犯的证言显然是一种赎买。法律禁止当事人收买证人,证人被收买也就意

味着其失去了客观中立的立场,与案件的一方形成了利害关系。但为什么政府就可以? 就此

问题,普通法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争议。

在美国,政府通过辩诉交易获取共犯陈述的可采性争议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其一,政

府利用宽宥换取共犯的证词是否违反正当程序原则;其二,政府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共犯的“贿

赂”。

第一个问题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正当程序革命”期间被多次提及。1972年联邦最高法

院在Gigliov.UnitedStates一案中指出,检察官在审判中没有告知陪审团其与证人已经达成

了以不起诉换证言协议的做法违背检察官的开示义务,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5条的正当程序

条款。〔12〕在这个案件中,一位名叫Taliento的证人与检察官助理DiPaola达成了一个协议,

协议约定只要Taliento在大陪审团面前指证Giglio,他就可以获得不起诉的“奖赏”。庭审中,

另一位检察官助理Golden称并没有给予证人免于起诉的承诺,而地区检察官 Hoey则表示,

他在庭前以个人的名义对证人强调,他如果不做证就肯定会被起诉,如果作证,检察官会根据

本案的结果考虑对他的处分决定。最高法院认为,检察官对外以一个整体代表政府指控犯罪,

即使检察官助理DiPaola没有权限与证人达成协议或未能及时向上级汇报该情况,也不影响

检察官的开示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在本案中最高法院并非因为检察官与共犯达成交易而排除其证言,最高法

院的核心理由是认为证人Taliento的可靠性与其收到的协议有很大的关联,陪审团只有知晓

该协议的存在才能更好地判断证人证言的真伪。〔13〕

最高法院的这一观点在1984年受到了一次挑战。第八巡回法院在UnitedStatesv.Wa-

terman一案中指出,溢价收买不利于被告人的证词会导致极大的伪证风险,即使陪审团充分

了解辩诉协议也不足以保障正当程序条款所蕴含的基本公正性。这一结论很快在之后的全席

审判(Courtenbanc)中以4:5的结果被推翻。〔14〕但全席审判中的多数意见并未提供具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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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有学者认为这是判决的多数派对这个结论并不够自信的表现。〔15〕自此以后,辩诉交易取

得的证言与正当程序之间关系的问题就鲜为人提,美国联邦法院基本上以Giglio案的意见为

标准,强调被告人的质证权与陪审团的知情权。

在联邦最高法院拒绝违背正当程序条款的理由之后,有人试图从制定法的角度来否定通

过辩诉交易获取的共犯陈述。第十巡回法院的三名法官在 UnitedStatesv.Singleton一案

(下称“SingletonI案”)中提出:“如果刑事被告人试图收买证人会导致司法被玷污,那么当政

府这么做时,结果是一样的。”〔16〕该案被告人Singleton涉嫌洗钱罪,在众多不利于其的证据

中有一份是名为Douglas的共犯陈述。Douglas在作证前与控方达成了辩诉协议,答应在Sin-

gleton案件中指证被告人。辩护方在初审中以控方违反《反贿赂证人法》为由提出动议要求排

除Douglas的证词,初审法院拒绝了辩方动议,并最终判决被告人有罪。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接

到上诉后,三名法官裁定控方使用Douglas的证言违反《反贿赂证人法》,该证言不能使用。法

庭认为,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承诺给予证人减轻刑罚以换取对他人的不利证言的做法是根深

蒂固的顽疾。排除这一类证据以消除控方“购买”共犯陈述的动机非常必要。〔17〕

SingletonI判决作出9天后,第十巡回上诉法院对该案进行全席审判。在经过将近6个

月的审理后,法庭作出最终裁决(SingletonII),撤销SingletonI的判决,维持初审有罪裁定,

SingletonI案的三名法官出具了反对意见。SingletonII判决认为,在普通法历史上,国王在

法律之外(Kingisnotboundbylaws),政府及其代理人并不受《反贿赂证人法》的约束,否则

这将剥夺政府通过赦免交换共犯指控其同伙的特权。〔18〕

该案反映出了美国司法实践对于与控方达成辩诉交易的共犯陈述的不信任与维护辩诉交

易制度之间的冲突。支持SingletonI判决的观点普遍从发现真实的角度来论证:“使用购买、

交易来的证言是无法实现美国司法体系的首要目标———发现真实的。”〔19〕他们试图从可采性

规则上限制这一类共犯证言的使用,以防止错判的发生。

但SingletonI判决被推翻也在情理之中,支持SingletonII判决的观点认为:“公正且有

效率的刑事司法程序既要给予控方足够的追诉犯罪的权力,又要赋予被告人充分的权利以保

障其受到公正的审判……考虑到辩诉交易在我们的刑事司法体系中根深蒂固的作用,过于严

格限制辩诉交易将严重影响控方对共同犯罪的追究。”〔20〕在普通法历史上,与共犯进行辩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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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实践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21〕尤其是近年来,辩诉交易更是在美国的司法体系中扮演

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根据美国司法统计局(BureauofJusticsStatistics)2010年发布的《2006
年各州重罪判决》的数据,重罪案件的有罪判决中有94%是通过认罪答辩形成的。〔22〕综合分

析司法统计局20年(1986—2006)的数据可以发现,美国认罪答辩的适用率平均为93%,最低

适用率为89%(1986年和1996年),整体趋势在逐步上升。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

Center)2019年的一份报告显示,2017年10月—2018年10月,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受理的案件

中,有90%通过认罪答辩结案,8%的案件被撤销,只有2%的案件进入普通程序审理。在进入

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中有罪判决占83%。〔23〕如果我们根据美国司法统计局的口径对上述数

据进行整理,那么该统计年份中美国联邦地方法院的认罪答辩率高达99.6%。〔24〕在这样的

环境下,禁止乃至限制检察官与共犯进行交易几乎不可能。从价值平衡的角度讲,否定共犯陈

述的可采性并不是一条可行的路径,充分发挥正当程序对于发现真实的功能才是真正的解决

问题之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Giglio案中的处理或许是一个更加科学的做法。

(三)以利害关系作为规范共犯陈述的起点

共犯的利害关系不会因其接受的实体处分、在本案中的角色等因素而有所减弱,因此在确

定一名证人是否为共犯时,应当以其与案件存在的实质关系来判断。相反,对于接受控方认罪

豁免协议的共犯,其与被告人的利害关系会进一步加剧。共犯为了获得立功、从轻处罚甚至豁

免的机会而诬告、夸大其他被告人的现象并不鲜见。随着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进一步推广,势

必有越来越多的共同犯罪案件中会出现共犯以指控他人为条件接受认罪认罚协议,我们应当

未雨绸缪,对这些共犯提供的陈述予以更加谨慎的对待。

1.以实质关系界定共犯身份

制定共犯陈述规则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何为共犯? 从美国法官对于陪审团的指示中我

们可以发现,普通法系界定共犯主要从实体关系入手。以美国加州为例,法官认为庭审中存在

某证人是否是本案共犯的争议时,应当向陪审团做出一个指示,有下列情形的,应当视为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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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YvetteA.Beeman,“AccompliceTestimonyUnderContingentPleaAgreements”,CornellLaw
Review,Vol.72,Issue4,1987,p.800.

BureauofJusticeStatistics,“FelonySentencesinStateCourts,2006–StatisticalTables”,ht-
tps://www.bjs.gov/content/pub/pdf/fssc06st.pdf,lastvisitedon1September2020.

JohnGramlich,“Only2%offederalcriminaldefendantsgototrial,andmostwhodoarefound
guilty”,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6/11/only-2-of-federal-criminal-defendants
-go-to-trial-and-most-who-do-are-found-guilty/,lastvisitedon1September2020.

美国司法统计局以重罪案件的有罪判决数为基数,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是案件受理量为基数。皮

尤研究中心报告中的数据减去8%的撤销案件数以及0.34%的无罪判决数,有罪判决的基数为原始数据的

90.34%。当然,由于可能还存在罪名统计口径的不同,该数据仅是一个近似值。皮尤研究中心报告的具体数

据参见https://www.uscourts.gov/sites/default/files/data_tables/jb_d4_0930.2018.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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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直接实施犯罪的;②明知被告人犯罪目的的人;③故意实施帮助、鼓励、促进或教唆犯罪行为

或参与共谋的,共犯并不要求犯罪时在场也不要求被起诉。〔25〕

以实质关系界定共犯在并案审理中尚不存在较大问题,但当证人被豁免或另案处理时,如

何确定该证人是否为共犯则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我国并不采用英美法系式的陪审制

度,如果如下文所述我们确立了共犯陈述的强制补强规则,那么法官对于证人是否具有共犯身

份的决定会直接影响控方的证明难度,因此需要设计相应的认定程序和证明标准。简单来说,

经过辩护方的交叉询问仍然无法确定其共犯身份的时候,辩护方可以向法庭申请认定该证人

为共犯。辩护方必须向法庭提供一定程度的表面证据,以证明该证人存在成为共犯的可能性。

这种表面证据可以是该证人被侦查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况也可以是证明证人与被告人共谋的相

关材料。当表面证据成立后,法庭应当询问控方是否认可该证人的共犯身份,如果控方不认可

证人的共犯身份,应当举证推翻辩护方提出的表面证据。经过控方证明后,法庭仍认为证人存

在成为共犯的可能的,应当将其视为共犯;如法庭采信控方证明结论的,应作出口头决定,在庭

审笔录或判决书中予以载明并说明理由,被告人认为该决定错误的,可将其作为法律适用错误

在上诉中提出。〔26〕

2.谨慎对待认罪豁免之共犯陈述

使用认罪豁免的共犯陈述是一把双刃剑,SingletonII判决对“根深蒂固”辩诉交易制度的

妥协是为了有更多的证据来追求真相,但这种存在实体和程序上双重利害关系的证据显然也

会给发现真实带来极大风险。以排除可采性的方法来对待认罪豁免的共犯陈述显然有点一刀

切和过于极端,这也提醒我们要对认罪豁免的共犯陈述给予更多程序性保障。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有着类似的目标和价值,在鼓励行为人认

罪悔罪、节约司法资源的同时,以牺牲一定的实体公正换取共犯证言也是重要的制度目标。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毒品犯罪等集团犯罪组织严密,取证困难,除了使用特勤侦

查、技术侦查手段外,豁免“马仔”或其他边缘分子以换取陈述是极其重要的;在受贿职务犯罪

案件中,行、受贿过程往往处于一对一的状态,免除行贿人的刑事责任以换取证言基本上是通

行做法。但额外的利害关系意味着需要额外的程序保障,除了下文所提到的被告人质证权的

制约和补强规则的支撑,对于认罪豁免的共犯陈述至少还需要以下几种程序性的保障:

(1)共犯身份、豁免文书及相关证据的强制开示。在被告人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如果需要用

到共犯陈述的,检察机关在申请共犯出庭或依法提交共犯庭外陈述的同时应当向法院递交共

犯身份的说明。共犯已通过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定罪或被不起诉的,检察机关应当同时提交认

罪认罚具结书、不起诉决定书及其他相关材料,这些材料应当包含检察机关与共犯协商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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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CALCRIMNo.334,JudicialCouncilofCaliforniaCriminalJuryInstructions(2020edition).
参见王晓华:“共犯言词证据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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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上述材料应当纳入辩护人的阅卷范围。

(2)赋予本案辩护人对共犯案件卷宗的阅卷权。《刑事诉讼法》只赋予了辩护人对本案卷

宗的阅卷权。在共犯与被告人分离的案件中,本案的辩护人并无权查阅共犯案件的相关卷宗

材料。共犯案件的相关卷宗和其陈述的可靠性具有很大的关联,比如共犯从到案到案件处理

完毕之间的供述是否一致可以帮助辩护人对共犯陈述的真实性进行判断,尤其是可以判断共

犯陈述的变化与其接受的处理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方便辩护人进行质证。

如果共犯因为转为污点证人被豁免,辩护人可以查阅共犯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的相关讯

问材料;如果共犯案件的办理进度尚未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但有证据表明共犯已经或准备接受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提出的认罪认罚动议的,辩护人应当有权申请同步查阅其相关供述材料。

三、质证权:重建共犯信用的基石

质证权“毫无疑问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明的最伟大的发现真实的法律工具”。〔27〕威格莫

尔的这个论断常常被人们用来论证质证权对于发现真实的重要性,至少在普通法系国家,这个

结论受到广泛的认可。在有共犯的案件中,质证权对于重建共犯陈述的信用显得尤为重要。

在英美法系中,并案审理案件中的共犯同时也是被告人,控方可以将被告人的庭外供述作

为证据使用,但该供述原则上只能作为对其自身的不利证据,不能用作针对其他被告人的不

利证据。当一份包含不利于其他被告人的供述被提出时,必然会给陪审团留下不利于其他被

告人的印象。如果共犯在庭审中行使沉默权,其他被告人就无法针对这份庭外供述的进行交

叉询问,会损害其他被告人的质证权,也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控方经常采用

包括终止指控、分离诉讼程序或者与共犯进行辩诉交易等各种方法,将他们需要的共犯转化为

证人,使其可以针对其他被告人作证。在这种情况下,控方使用共犯的庭外供述都等同于出示

了一份传闻证据,需要受到质证权条款和传闻证据规则的制约。

质证权条款侧重于被告人基本权利保障的问题;传闻证据规则强调的是传闻证据的

真实性问题,如何平衡真实发现和权利保障两大价值,一直是普通法系国家对待传闻证

据的重点内容。
(一)宪法条款下质证权的制约

对并案审理中共犯庭外供述的可采性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观点一直在摇摆。1957
年,最高法院在DelliPaoliv.UnitedStates案中指出,在合并审理的案件中,含有不利于其他

被告人内容的庭外陈述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前提是法官必须向陪审团指示,该证据不能作为不

利于其他被告人的证据。〔28〕而代表4名持反对意见的弗兰克福特大法官则认为,法官对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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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J.Wigmore,EvidenceinTrialsatCommonLaw,NewYork:AspenPublishers,1974,p.32.
DelliPaoliv.UnitedStates,352U.S.232,239(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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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团的指示是根本没有效果的,共犯庭外供述的影响“不可能从陪审员印象中被抹去”。〔29〕

到了1968年,在Delli案中持多数意见的里德(StanleyF.Reed)、伯顿(HaroldH.Burton)和

克拉克(TomC.Clark)三位大法官已经退休,加上沃伦大法官的“临阵倒戈”,最高法院在

Brutonv.UnitedStates案中推翻了Delli案的多数意见。Bruton案的多数意见认为,陪审员

不可能严格区分共犯陈述中哪些是可用的内容,即便法官向陪审团作出指示,提交该证据也侵

犯了宪法保障的质证权。〔30〕

十年后,Parkerv.Randolph案给最高法院提出了新问题:共犯在庭前所作的与其他被告

人一致的(interlock)认罪供述,是否可适用Bruton规则? 该案中的几名被告人被指控谋杀

罪。由于没有证人,初审法院在认定被告人的庭前供述是“任意且自愿”的情况下认可了其可

采性,并对陪审团作出了Delli案的警示。田纳西州刑事上诉法院以违反Bruton规则为由撤

销了初审判决,而该州高等法院则认为,Bruton案中不出庭作证的共犯陈述涉及一个从未供

述过的被告人,但本案的被告人作出过与不出庭共犯相互印证的口供,只要同案被告人有过和

共犯供述实质内容相似的供述就排除了适用Bruton规则的可能。〔31〕

最高法院经过审理后以5:3的结果认同了田纳西州高等法院的观点,伦奎斯特大法官在

多数意见中写到,质证权是用来保障刑事审判的公正性和准确性的,它不能与同为宪法确定的

陪审团制度相分离。美国刑事司法的基本假设是陪审团会遵照法官的指示进行裁决。质证权

条款从来没有仅仅因为不出庭证人的证言涉及其他被告人而否定其可采性。〔32〕伦奎斯特大

法官认为在Bruton案的情况中,对陪审团的指示不足以保障被告人的质证权,而在本案的情

况中,陪审团不遵守法官指示所造成的偏见并不是“毁灭性”(devastating)和“重要”(vital)

的。〔33〕

该案判决虽然仍然围绕着被告人的质证权来论证共犯陈述的可采性,但多数意见已经指

出了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对质证权的影响,具有高度真实性的陈述可以降低被告人质证权受损

带来的对公正性的伤害,这是 Mattox案 〔34〕确立的真实性理论在共犯陈述中的体现。之后,

最高法院在Leev.Illinois案 〔35〕和Cruzv.NewYork案 〔36〕中进一步强调了共犯陈述的“真

实性标记”对适用Bruton规则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判决几乎都是在争议中形成的。除了Bruton案是以6:3的较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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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34〕

〔35〕

〔36〕

Ibid.,p.247.
Brutonv.UnitedStates,391U.S.123,137(1968).
SeeStatev.Elliott,524S.W.2d473,477-478(Tenn.1975).
Parkerv.Randolph,442U.S.62,73(1979).
Ibid.,p.74.
Mattoxv.UnitedStates,156US.237(1895).
Leev.Illinois,476U.S.530,539(1986).
Cruzv.NewYork,481U.S.186,186(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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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外,其他判决多数意见都只拿到了5票,这体现出最高法院在平衡真实发现和保障被告人

质证权上的犹豫不决。直到2004年最高法院终于意识到真实性标记这个标准过于模糊,于是

在Crawfordv.Washington案 〔37〕中转向以是否赋予被告人质证机会作为判断共犯庭外陈述

的可采性标准。Crawford案是最高法院进入21世纪后对质证权态度的颠覆性转变,9名大法

官一致推翻了Ohiov.Roberts案 〔38〕中将质证权视为发现真实手段的工具主义观点,将质证

权的意义放在了防止政府滥权之上,强调了质证权权利属性的回归,〔39〕这个转变有效地解决

了Bruton案后最高法院对待共犯陈述可采性的摇摆态度,将保障质证权置于共犯“证言性陈

述”(testimonialstatements)可采性的首位。

(二)传闻规则中质证权与真实性的平衡

《联邦证据规则》对待传闻证据的态度延袭了最高法院寻求真实性标记和质证权保障平衡

点的基本精神。由于《联邦证据规则》属于成文法,是事前规范,因此在寻找这个平衡点的难度

上要比最高法院的判例法简单得多。

《联邦证据规则》中有三种传闻证据例外与共犯庭外陈述有关:先前的陈述(priorstate-

mentbywitness)[规则801(d)(1)]、共谋者陈述(astatementbyacoconspirator)[规则801
(d)(2)(E)]以及先前的证词(formertestimony)[规则804(b)(1)]。这三条都脱胎于普通法

传统的传闻证据规则,在英国2003年《刑事审判法》中也有所体现。〔40〕

1.先前的陈述与先前的证词

先前陈述和先前证词是普遍性的传闻证据排除条款。先前证词例外适用于证人客观上无

法出庭的情形。〔41〕先前证词必须符合“先前已交叉询问”理论,才具有可采性。“先前已交叉

询问”理论是指证人在先前的诉讼程序宣誓作证,且被告有完全及恰当的机会对其交叉询问,

在审判过程中,证人有客观原因不能出庭作证,那么使用该证人“先前的证词”没有侵害被告人

的质证权。〔42〕判例认为,在预审时辩护律师对证人进行询问符合“先前已交叉询问”理论,因

此该证言得为证据。〔43〕

先前陈述只适用于证人当庭作证的情况。在普通法历史上,证人在庭外作出和在庭上不

一致的陈述时,先前陈述仅作为弹劾证据使用。《联邦证据规则》改变了普通法的这一规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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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39〕

〔40〕

〔41〕

〔42〕

〔43〕

Crawfordv.Washington,541U.S.36,53(2004).
Ohiov.Roberts,448U.S.56(1980).
参见郭烁:“对抗秘密取证:对质权属性及范围重述”,《现代法学》2020年第1期,第55页。
孙长永等译:《英国2003年<刑事审判法>及其释义》,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联邦证据规则》804(a)规定了五种不能出庭的情形:①合法行使拒绝作证权;②经法庭命令仍拒

绝作证;③对所涉事实丧失记忆;④因死亡、生理或心理疾患而不能出庭或作证;⑤经合法的传唤拒不到庭的,
控方只有在尽一切努力之后仍然无法使证人出庭时才能使用先前的证词。

参见王兆鹏:《美国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58页。

Supranote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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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情况下,先前的陈述可以作为实质证据。〔44〕但能作为实质证据的先前不一致的陈述只

限于在审判、听证或证言固定(deposition)程序中的宣誓证言,因此,共犯在警察面前所作的陈

述就只能作为弹劾证据。

在质证权方面,先前不一致的陈述符合“延缓的交叉询问”理论。“延缓的交叉询问”理论

是指:“证人审判外的陈述,因被告当时未能诘问,使用该证据,侵害被告知交叉诘问权,惟若该

审判外陈述之人,于审判中出庭宣誓作证,且被告得交叉诘问,则使用审判外之陈述为证据,未

侵害交叉诘问权。”〔45〕所以使用先前不一致的陈述不侵犯被告人的质证权。

在真实性标记方面,“证人的先前陈述,离案发事实的时间较近,证人的记忆比较清晰,当

时的陈述较审判中的陈述更具有证明力。”〔46〕当然,对于共犯而言,这一论述未必合理,共犯

陈述的特点决定了对其先前陈述应该更加警惕。

英国《刑事审判法》的相关规定和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的内容大同小异。有一点不同的

是,英国《刑事审判法》并不要求先前不一致的陈述必须是宣誓证言,只要证人承认以前作出过

不一致的陈述或者其以前的作出的不一致陈述已经根据《1865年刑事程序法》第3条、第4条

或者第5条 〔47〕得到证实,便可将该证据采纳为可采证据。〔48〕美国的规定更侧重保障共犯陈

述的真实性。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认为,相比较非宣誓或非口头的陈述,在正式程序和宣

誓的环境下作出的陈述不会产生争议,也更能确保其可靠性。〔49〕而英国的规定更注重扩大

证据来源,尤其是当共犯翻供时,允许使用共犯先前的陈述可以使法官、陪审团获取更多的证

据信息,有利于发现真实目标的实现。

2.共谋者陈述

与共犯陈述关联更密切的是共谋者陈述的例外。《联邦证据规则》801(d)(2)(E)规定了

共谋者陈述不属于传闻证据。该陈述不仅能够成为陈述者有罪的证据,还能成为证明共同参

与犯罪的其他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共谋者陈述是指某一共谋者在共谋的过程中,为达到共谋

的目的所作之陈述。构成共谋者陈述须具备以下三个要件:①陈述人与被告人必须有共谋关

系(acoconspiratorofaparty)。②陈述必须在共谋的过程中形成(duringthecourse)。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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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47〕

〔48〕

〔49〕

MichaelH.Graham,FederalRulesofEvidenceinanutshell,St.Paul,MINN:WestGroup,

2001,p.403.
王兆鹏,见前注〔42〕,第456页。

JohnW.Strong,McCormickonEvidence,FourthEdition,St.Paul:WestPublishing1992,

p.438.
CriminalProcedureAct1865,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Vict/28-29/18/contents,

lastvisitedon5September2020.
孙长永等,见前注〔40〕,第596页。

MichaelH.Graham,supranote44,pp.40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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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共谋犯一旦被捕,共谋关系即结束,其后所作之陈述便不属于共谋者陈述。〔50〕共谋关

系已完成或无法完成也被视为共谋关系结束。共谋成员中止或撤出共谋关系,亦认为共谋关

系结束。③必须为共谋之目的所作陈述(infurtheranceoftheconspiracy)。

共谋者陈述一般是被告人及其共犯之间为实施犯罪所做的交流,这种交流具有即时性,陈

述内容就是共谋者们的犯罪意愿的表达,这种表达具有极大的可信性,这是共谋者陈述可以作

为证据使用的重要原因。

(三)以重建共犯信用推动质证权利化

在质证权保障方面,我国对共犯陈述使用的最大问题是过度使用书面证言。证人出庭率

低一直是我国审判实践中的一个顽疾。〔51〕当共犯被赦免、先行审判或因其他原因分离审判

时,其庭外陈述大多会以证人证言的形式出现在法庭上。由于共犯很少出庭作证,被告人的质

证权会受到很大影响,也影响了法官对共犯陈述真实性的判断。我国《宪法》虽然也没有明文

规定公民享有与不利于己的证人对质的权利,但与沉默权不同的是,立法上对证人作证的规定

蕴含了保障质证权的精神,质证一直被视为法定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

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无限制使用庭外书面证言的局面势必要得到改变。

但目前质证的权利属性并没有受到相应重视,更多只是一种发现事实的手段而已。有学

者形象地将我国的质证称为“纸证”。〔52〕“纸证”带来的后果是庭审质证无的放矢、水平低下、

效果不佳。人民法院对于证人出庭的裁量权过大,控辩双方对证言的异议于证人出庭而言,影

响甚微,控辩审三方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对证人出庭存在消极态度。〔53〕

这个局面正在慢慢改变。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庭审规程》将证人出庭的条件恢

复到2010年《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要求,同时更加强调控辩双

方的意见以及证人证言内容对定罪量刑的影响,弱化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体现了最高院

推进庭审实质化、落实审判中心主义的决心,尤其是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逐渐成熟以后,保障

普通程序中的公正审判应当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刑事案件繁简分流体系

趋于完善的大背景下,证人出庭的整体需求必然大幅度下降,保障关键证人、必要证人出庭,被

告人质证权利属性的回归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1.共犯出庭的天然优势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共犯基本上都已经或曾经被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一般情况下不存在

无法寻找等不能出庭的客观事由。另外,相比面临刑事追诉的压力,影响一般证人出庭意愿的

因素对共犯的影响微乎其微,在出庭指证他人所带来的麻烦与被追诉的危险之间,共犯一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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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53〕

Krulewithv.UnitedStates,336U.S.440,442(1949).
参见王晓华:《我国刑事被告人质证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郭烁,见前注〔39〕,第56页。
王晓华,见前注〔51〕,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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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前者。如果我们能够构建起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确保共犯作证前后的人身安全,那么共

犯出庭作证的障碍基本可以被扫除。

此外在普通法系国家,沉默权的存在会影响被告人对并案审理的共犯供述的质证;但在我

国,这个影响很小。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确立沉默权,被告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负有如实供

述的义务,共犯庭上供述与庭前供述不一致的,法院可以要求共犯说明原因,必要时还可以安

排被告人之间进行对质。沉默权的缺失反倒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被告人对并案审理的共犯

进行质证的权利。

2.共犯不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

存在下列情况的,共犯的庭外陈述可以作为证据,但该陈述不能作为被告人供述的补强证

据,更不能成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唯一证据。

(1)共犯在本案审理前已经死亡、失去作证能力或者已经被判刑,客观上无法出庭作证的,

其在先前诉讼程序中所做的供述或证言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在审判被告人时,已经被判刑的

共犯可能正在服刑甚至被处以死刑,此时传召共犯出庭作证或不可能或成本极高,在这种情况

下,该共犯在其他程序中所作的陈述应当允许成为实质证据使用。当然,随着技术的发展,如

果能够让正在服刑的共犯通过视频技术远程的作证,应当优先使用远程作证技术作证,而不能

使用其庭外的陈述。

共犯的陈述应当是在先前的审判程序中作出或经过审判程序确认的,这么做的目的是为

了保证陈述可靠性。由于共犯无法出庭作证,辩护方不能对其进行交叉询问,保证陈述的可靠

性显得更加重要。这种陈述的真实性相对较高,采信这种证言造成事实认定错误的可能性较

小。

(2)同谋者交流。侦查机关依法通过技术手段获取的共犯在犯罪预备、实施过程中的交流

信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对于同谋者交流的实质条件,笔者认为可以参照美国《联邦证据规

则》的规定。除了实体条件外,使用同谋者交流还必须有一定程序条件的限制。我国对技术侦

查手段的规制比较原则,要夯实同谋者交流信息使用的合法性,至少需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方

面,在立法上,由一个相对中立的机构批准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技术侦查,这个中立机构可以是

人民检察院;另一方面,在取证过程中,应当利用技术手段及时保存技术侦查证据,在庭审中尽

量使用原始的技术侦查的录音、录像资料,以避免真实性的争议。

四、补强规则:撑起共犯信用的栋梁

交叉询问的方法也有其弱点,控辩双方的询问技巧、庭审经验以及作证人的心理素质都会

影响交叉询问的效果。因此,除了交叉询问外,普通法国家还还通过其他的手段来保障共犯陈

述的真实性:补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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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美法系补强规则的内容和特点

1.入罪证据是补强规则规范的重点

在1994年以前,英国的法官在使用没有补强的不利于被告人的共犯陈述时必须对陪审团

作出指示,这一警示要求被1994年《刑事司法与公共秩序法》(CriminalJusticeandPublicOr-

derAct1994)第32条所废除,〔54〕但这并不影响法官根据常识提醒陪审团注意共犯陈述的可

疑性,并要求陪审团寻找独立的证据来支撑共犯陈述。

当共犯陈述完全有利于被告时,则不要求有这样的指示。当然,为了平衡各个被告之间的

利益,法官可以指示陪审团:由于该被告人与其他被告人存在一定程度的利害关系,其证言可

能对其他被告不利。〔55〕

在美国,各州对于补强规则的要求也有所不同,比如马里兰州推定共犯陈述不可信,在没

有补强证据的情况下,共犯陈述不能作为被告人定罪的依据。纽约州的规则更加严格,除了未

经补强的共犯陈述不能作为被告人定罪依据外,不同共犯的证言间也不能相互补强。换言之,

即使多个共犯相一致的证言也不能作为确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56〕上述内容,法官都必须

在给予陪审团的指示中予以告知。〔57〕

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共犯陈述是否需要补强,美国各司法辖区的做法也有所不同。1971
年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在UnitedStatesv.Nolte案中首次认可了法官对有利于被告人的共

犯陈述作出补强警示的做法。〔58〕在其他司法辖区,作为辩方证人的共犯陈述,原则上法官不

需要对陪审团作警示,但有时也存在例外:当有证据证明共犯可能存在扛罪或作伪证为被告人

开脱时,控方可以说服法官向陪审团做出警示,要求陪审团谨慎地对待该共犯的证言。〔59〕加

州的判例则明确对单纯出罪或中立的证言不需要提出补强警示,否则将构成偏见性错误

(prejudicialerror)。〔60〕

英美两国以定罪证据为重点补强的对象,主要与沉默权和证明责任分配有关。控方提出

共犯的陈述以证明被告人的罪行,仅是完成举证责任的第一步,共犯陈述的天然不可靠性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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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56〕

〔57〕

〔58〕

〔59〕

〔60〕

RichardGlover,MurphyonEvidence,15thEdition,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17,pp.
279-280.

Ibid.,p.284.
N.Y.Crim.Proc.60.22(McKinney1989),SeeJohnC.Jeffries,HonorableJohnGleeson,“The

FederalizationofOrganizedCrime:AdvantagesofFederalProsecution”,HastingsLawJournal,Vol.46,Is-
sue4,1995,p.1104.

纽约州统一法院系统网站,http://www.nycourts.gov/judges/cji/1-General/cjigc.shtml,最后访

问日期:2020年4月6日。

UnitedStatesv.Nolte,440F.2d1124,1128(5thCir.1971)

CliffordS.Fishman,“Defensewitnessas‘accomplice’:ShouldtheTrialJudgeGivea‘Careand
Caution’Instruction?”,TheJournalofCriminalLaw&Criminology,Vol.96,Issue2,2005,pp.22-23.

Peoplev.Smith(2017)12Cal.App.5th766,778–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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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控方在举出这类证据时还应当承担更多的举证负担。以一个和被告人存在着利害关系的人

的证言就要求陪审团认定被告人有罪,显然并不合理,因此控方对于共犯陈述的真实性同样负

有证明义务,提供补强证据是控方负担举证责任的应有之义。相反,有利于被告人的陈述并不

是被告人证明自己无罪的一部分,辩护方并没有义务为这种无罪陈述提供额外支撑。

2.补强范围包括信用增强与实体事实

对于补强证据的证明范围,英国理论上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独立的证据应当

能够证实共犯陈述的各个部分都是充分的。而另一种观点认为,除了证实共犯陈述的真实性

以外,补强证据还要能够证明犯罪行为与被告人存在关系。〔61〕该国刑事上诉法院采纳了第

二种观点。在R.v.Baskerville案中,法官指出:“补强证据必须是独立的能够证明被告人与

犯罪行为有联系的证据。换言之,该证据必须牵涉被告人,必须能够确认犯罪事实不仅发生,

而且证实被告人实施了该犯罪行为。”〔62〕美国很多州采用了相似立场:补强证据本身并不要

求具有很高的证明力,也不需要涵盖所有事实,但补强证据必须能够体现犯罪行为与被告人之

间的关联性,否则是不充分的。〔63〕

3.陪审团的职权限制了补强的强制性

从上文可以看出,普通法系中补强规则最早是非强制性的,联邦层面甚至至今仍没有对共

犯陈述有强制的补强要求。究其原因,英美法庭普通程序采用的是定罪权和量刑权分离的二

元审判模式,与定罪有关的事实认定权属于陪审团,法官只能对于哪些证据具有可采性作出决

定。一旦一个证据被认定为可采,其证明力大小则完全取决于陪审团的自由心证。而补强规

则是一个证明力强化规则,法官只能要求陪审团在采信共犯陈述时尽量寻找补强证据,如果陪

审团坚持以共犯陈述为惟一证据定罪,法官也无能为力。

(二)建立入罪方向的强制性补强规则

普通法系中的补强规则虽不具有强制性,但这仅是对陪审团审判模式的一种妥协,从法官

的警示中我们可以充分看到立法者对单纯依靠共犯陈述定罪的担忧。在职业法官认定案件事

实的模式下,我国的共犯陈述补强规则应当更加重视对共犯陈述可靠性的增强。我国一元化

的法庭设置使得法官在判断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上拥有绝对权力,对共犯证言作强制补强

要求,有利于防止法官滥用权力,避免轻易使用不可靠的证据。因此,应将共犯陈述纳入到口

供补强规则的对象中。

其次,补强证据应当独立于被告人和共犯的陈述。与共犯陈述属于同一来源的证据包括

共犯的庭外陈述、第三人来源于共犯陈述内容的转述等。独立的日记、备忘录等案发过程中形

成的文件属于独立来源的证据。此外,共犯陈述与被告人供述之间不能相互补强,否则很容易

·046·

中外法学 2021年第3期

〔61〕

〔62〕

〔63〕

J.D.Heydon,supranote6,p.474.
R.v.Baskerville,[1916]2KB658,667.
CALCRIMNo.335,JudicialCouncilofCaliforniaCriminalJuryInstructions(2020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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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补强证据规则被轻易规避。

最后,关于补强内容的范围,可以只限于有关犯罪事实客观方面的事实。犯罪主观目的与

动机、被告人与行为人同一性等问题,客观上多缺乏具有补强价值的证据,因此不需要强制补

强。补强证据应当包含被告人与犯罪行为存在关联的内容,能够证明被告人与犯罪行为之间

存在关系。此外,对于程序性事实以及判处死刑以外的量刑事实不需要补强,而出于对慎用死

刑的考虑,影响死刑的量刑事实应当存在补强证据。

Abstract:Accomplicesoftenhaveoverlappinginterestswiththedefendant,whichcausestheirstate-

mentstobeuntrustworthy.Thissituationwillnotbeweakenedbytheroleofaccompliceinthetrial.

Therefore,whetherawitnessisanaccompliceshouldbejudgedbasedonthesubstantialconnectionofac-

compliceswiththefact.Thestakesofaccompliceswillbefurtherexacerbatedbyapleabargainwiththe

prosecution.Suchstatementsneedtobetreatedmorecarefully.Therearethreeaspectstothereconstruc-

tionoftheaccomplice’sstatementcredit:First,guaranteethedefendant’srightofconfrontation.While

theconfrontationrightprovidesastrongguaranteefortheauthenticityoftheaccomplicestatement,it

canalsoprovidealegitimatebasisfortheuseoftheaccomplicestatement.Second,itprovidesstronger

creditprotectionforaccomplicestatementsbyformulatingcorrespondingevidencerules.Finally,addi-

tionalproceduralguaranteesshouldbeprovidedfortheaccomplicewhoacceptpleabargainstatementthat

hasreachedapleaagreementwiththeprosecution,includingthedisclosurethedealofpleabargain,and

givethedefenderanopportunitytoconsultthefilematerialsoftheaccomplicecase.

KeyWords:AccompliceStatements;StakesofAccomplice;ConfrontationRight;CorroboratingEvi-

dence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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