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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证据属性”曾是我国诉讼法学界众说纷纭的一个理论问题。虽然人们使用的语词一样，

但实质对象并不统一，因此其争点就成为 “伪命题”。在诉讼法已修改证据概念的前提下，我们应该从

证据属性问题的研究转向证据的审查认定标准的研究。审查认定证据的标准可以分为采纳标准和采信

标准。采纳证据的主要标准是关联性与合法性，采信证据的主要标准是真实性与充分性。

关键词　证据属性　客观性　关联性　合法性　真实性　充分性

一、引　言

“证据属性”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我国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界讨论得非常热烈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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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理论问题。中国人素有 “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思维习惯，所以在研讨理论问题时往往以概念

的内涵、外延及特征为起始，并经常为 “正名”而争鸣且莫衷一是。证据问题即为一例。

受１９７９年 《刑事诉讼法》第 ３１条规定 〔１〕的约束，并受当时流行的泛唯物主义哲学思

潮〔２〕的影响，那个年代的证据学者一般都坚称客观性和关联性 （或称为 “相关性”）是证据的

基本特征或基本属性。例如，新中国第一部 “统编”证据学教材就明言，证据的两个基本特征

是 “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客观性）和 “证据是与案情有联系的事实”（关联性）。〔３〕 这是

当时的主流观点，而且一般都坚持把客观性作为证据的第一属性。不过，当时也有学者对如此

绝对的客观性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证据也具有主观性。〔４〕 本文作者之一也曾撰文探讨证据的客

观性问题，并试图用 “证据材料”“证据”“定案根据”等不同层次上的概念来解释证据的客观

性和主观性问题。〔５〕

此外，有些学者根据 《刑事诉讼法》第３２条关于 “依法收集证据”〔６〕 的规定，提出证据

还应该具有合法性的观点，于是就引发了众多学者参与的 “两性说”与 “三性说”的论争，并

形成阵线分明的两大学派。卞建林教授在其主编的 《证据法学》教材中说道：“在证据属性问题

上，我国证据法学者一般持有两性说或者三性说，持两性说者认为，证据具有客观性与相关性

两种属性，它们是证据的本质属性；持三性说者则认为，证据具有客观性、相关性和法律性三

种属性，法律性是将诉讼证据与一般证据区分开来的基本属性……”〔７〕

世纪之交，我国的证据法学研究不断升温，诸多法律学人撰文，众多非法律人关注，于是

乎，证据法学庶几成为 “显学”。在十多年的时期内，成百上千的证据法学著作面世，堪称汗牛

充栋。而且，这是具有实质意义的学术繁荣，其主要标志就是理论研究的重心从证据的概念和

属性等抽象问题转向证据规则、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具体问题，既扩充了证据法学的知识体

系，也为相关法律规则的修改和完善提供了理论指引与支撑。〔８〕

然而，证据属性问题仍是不能忽视的。虽然学者们不再纠结于两性说与三性说的纷争，虽

然证据属性问题已然退至学术舞台的边缘，但是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等概

念依然被学术型和实务型法律人广泛使用，并普遍地出现在各类司法裁判文书之中。不过，人

们对这些概念的使用既不统一，也不规范，隐含着对相关理论问题的认识混乱。因此，对这一

问题的梳理与重述既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最近，张保生教授和阳平博士生在 《清华法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标题是 “证据客观性

批判”。〔９〕 （以下简称 “张阳文”）张阳文对 “证据客观说”的生成原因与现实危害进行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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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辩证唯物主义是至高无上的真理，而且普遍地适用于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和

社会生活的大事小情。

巫宇盨主编：《证据学》，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６７－６９页。

参见吴家麟：《论证据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载 《法学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６期，第？页。

参见何家弘：《刑事诉讼证据属性新辩》，载 《法律学习与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６期，第？页。

该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被告人有罪或者无

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８页。

例如，２０１２年对 《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就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这一时期证据法学研究的理论成果。

张保生、阳平：《证据客观性批判》，载 《清华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页。



的剖析和批判，提出了相关性才是证据的根本属性的观点，并提出以相关性作为证据法的逻辑

主线来构建我国现代证据制度的主张。这篇文章论据充沛且富含哲理，对于我们研习证据属性

问题很有教益和启迪。不过，该文中的某些观点似有缺欠或偏颇，尚值得商榷。以上便是我们

撰写此文之初衷。

二、证据属性是理论纷争的 “伪命题”

人们就概念的特征或属性问题展开的争论并非都具有实质意义，有些还可能是 “伪命题”

之争。例如，有人就小麦的颜色展开争论。张三说，小麦是绿色的。李四说，小麦是黄色的。

王五说，小麦是白色的。三人各执己见，而且都举出了证据。张三以记者报道为证， “百亩麦

田，一片绿色，长势良好”。李四也以记者报道为证，“金黄色的麦浪传递着丰收的喜讯”。王五

则以众所周知的常识为证，“中国人都知道小麦做的馒头是白色的”。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争

论毫无意义。虽然三人都使用了 “小麦”这个相同的语词，但是其指代的对象并不相同。张三

说的是初生的麦苗，李四说的是成熟的麦穗，王五说的是小麦磨制的面粉。此物非彼物，特征

或属性自然有所不同。

证据属性之争也是这样的 “伪命题”之争。从表面看，坚称证据具有客观性、主观性或合

法性的学者使用的语词都是 “证据”，但是他们所说的 “证据”并非同一个 “东西”———请允

许我们在此使用了一个极不专业的语词。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但是人们对语词的理解和使用习

惯却并非尽同。就诉讼活动而言，人们所说的 “证据”至少可以指代三个东西。

第一，任何一个案件或事件在发生时都会在客观环境中留下一些能够证明该案件或事件的

东西。它可以是留在物质环境中的痕迹和物品，也可以是留在有关人的大脑中的印象。无论是

否被诉讼当事人或司法执法机关的办案人员发现和使用，这些东西都是客观存在的，而这些客

观存在的东西就是证据。为了便于讨论，我们称之为 “证据一”。

第二，诉讼当事人或办案人员提交法庭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东西，包括人证、物证等。我

们称之为 “证据二”。我们在此需要说明，“证据二”不能等同于 “证据一”。二者之差表现为

两种情况：其一是 “证据二”少于 “证据一”；其二是 “证据二”多于 “证据一”。第一种情况

是普遍存在的。这就是说，当事人或办案人员收集到并提交法庭的证据少于客观存在的证据。

这可能是由于办案人员或当事人没有发现某些潜在的证据，也可能是他们虽然发现却不愿意提

交给法庭。第二种情况在各类诉讼中也时有所见，即当事人或办案人员有意或无意地把一些本

来不是本案证据的东西当作证据收集来并提交法庭。由此可见，“证据二”和 “证据一”属于交

叉概念。“证据二”中既包含有 “证据一”的内容，也包含有不属于 “证据一”的内容。

第三，司法人员对诉讼当事人或办案人员提交的 “证据二”进行审查之后用作认定案件事

实之根据的东西，即一般所言之 “定案根据”。我们可以称之为 “证据三”。在此也需要说明，

虽然司法人员对证据的审查认定常被冠以 “去伪存真”之名，但是 “证据三”也不能等同于

“证据一”。二者之差也表现为两种情况：其一是 “证据三”多于 “证据一”，即某些并不是该

案客观存在之证据的东西被用作定案根据；其二是 “证据三”少于已经进入 “证据二”行列的

“证据一”，例如因收集证据的程序或方法违反法律规定而被法庭排除的证据。换言之， “证据

三”和 “证据一”也属于交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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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那些就证据属性问题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在使用 “证据”这一语词时指代的对象

并不相同。有人指的是 “证据一”；有人指的是 “证据二”；有人指的是 “证据三”。犹如前文

关于 “小麦”的争论，有人指的是 “麦苗”；有人指的是 “麦穗”；有人指的是 “麦粉”。

主张客观性是证据根本属性的学者认为：“作为证据的事实，是不依赖于司法人员的主观意

志而客观存在的，不论司法人员是否发现或是否收集，它们都客观地存在着。司法人员进行诉

讼活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发现和收集这些客观事实，并据以查明案情真相，使自己的

主观认识如实地反映客观情况。”〔１０〕 这一派学者所说的 “证据”显然属于 “证据一”。

主张证据还具有主观性的学者认为：“诉讼证据不是纯客观的，而是人们主观认识与客观世

界相统一的结果。许多法律上所规定的诉讼证据，如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勘验

笔录等，都是有关人员主观上对案件客观事实认识的结果，是客观事实在人们主观认识中的反

映。而这些 ‘反映’，则有可能完全符合客观事实，也可能部分符合客观事实，还有可能不完全

符合客观事实，因此，不能就此说诉讼证据是纯客观的。”〔１１〕 这一派学者所说的 “证据”显然

属于当事人或办案人员收集到并提交法庭的 “证据二”。

主张证据还具有合法性的学者认为：“合法性是指证据只能由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

员依照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进行收集、固定、保全和审查认定。即运用证据的主体要合法，

每个证据来源的程序要合法，证据必须具有合法形式，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１２〕 这

里所说的 “证据”已经不仅是当事人或办案人员收集到并提交法庭的东西，而且是经过审判人

员依法审查认定的东西，因此应当属于 “证据三”的范畴，即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

由此可见，上述学者在讨论证据属性问题时使用的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因此其争论貌似激

烈对抗，实为各说各话。而且，有些学者在论述中未能遵守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即所用语词的

含义未能保持一致。换言之，有些学者在讨论过程中，有时讲的是 “证据一”，有时讲的是 “证

据二”或 “证据三”。

张阳文未就 “证据”给出明确定义，但是从其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对 “证据”一词的

使用也未能严格遵守同一律，而是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了词意的漂移。该文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

为：客观性不是证据的根本属性，关联性才是证据的根本属性。正如其 “摘要”所言，“本文证

据客观性批判，旨在通过系统阐述证据根本属性，确立相关性作为我国现代证据制度基本原则

的地位。”〔１３〕

就证据的属性而言，客观性与关联性是相互 “绑定”的，而且只能实然地存在于 “证据

一”。证据法学者一般都认为，证据的关联性是一种客观联系，是以证据的客观性为前提的。樊

崇义教授指出：“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是客观存在的，其联系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

志为转移的……”〔１４〕 陈一云教授指出：“证据同案件事实必须有联系，是证据的一个独立的特

征或另一种属性。它以证据的前一特征 （客观性）为前提，但并不包含在前一特征之中，因其

具有特殊的内容。指出证据与案件事实的联系是客观的，只是说明这种联系不依人的主观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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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注 〔３〕，巫宇盨主编书，第６７－６８页。

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１３页。

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４９页。

同前注 〔９〕，张保生、阳平文，第２６页。

同前注 〔１２〕，樊崇义主编书，第４８页。



为转移，人们只能如实地去反映这种联系，而不能随意地妄行联系。”〔１５〕 这就是说，证据有客

观性，就有关联性；没有客观性，就没有关联性。“证据一”是客观存在的证据，同时具有客观

性和关联性。“证据二”是掺入了主观因素的证据，因此其可能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也可能不

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三”经过了法官的审查认定，应该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但是古今

中外的冤假错案都一再表明其也可能不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

张阳文介绍了他们所做的一项问卷调查。受访者对问题１“关联性是证据的根本属性 （没有

关联性的，就不是证据）”持赞成意见者占７２．０％，对问题２“客观性是证据的根本属性 （没有

客观性的，就不是证据）”持赞同意见者占７２．２％。他们对这一结果有些失望，因为他们原本以
为赞同问题１的人会不赞同问题２，反之亦然。他们对此评论道：“显然，在受访者看来，这两
个问题并不是非此即彼、势不两立的关系，而是可以同样正确、并存不悖的关系。可以说，这

种结果除了反映法律职业群体对证据基本属性观念较为模糊之外，还表明了 ‘证据客观说’在

一定程度上对法律实务界人士的影响根深蒂固。”〔１６〕 我们以为，张阳文对受访者的批评有失公

允，因为该项调查结果恰恰表明了证据的关联性与客观性之间的 “绑定”关系。由此来看，“对

证据基本属性观念较为模糊”的人并不是该项调查的受访者，而是该项调查的设计者。

该项调查的问题应该是基于 “证据一”设计的，而持赞成意见的受访者应该也是这样理解

证据概念的。 “没有关联性就不是证据”和 “没有客观性就不是证据”的说法都只能适用于

“证据一”。与此相应，那大约２８％的持不同意见者对 “证据”一词的理解大概属于 “证据二”

的范畴。然而，张阳文并未一直秉持 “证据一”的概念，而是在后面的论述中不由自主地漂移

到 “证据二”。

张阳文第三部分的题目是 “存在、事实与证据之间的关系”。作者通过富有哲理的分析，得

出 “证据不等于客观事实”和 “证据可能虚假”的结论。作者说：“与事实的真实性相比，证

据有真假之分，有时甚至真假难辨。真实性是事实的本质特性，却不是证据的本质特性。世界

上没有假的事实，却大有假的证据。审查判断证据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判断证据是否真

实。”〔１７〕 张阳文第四部分的题目是 “为什么说客观性不是证据的基本属性”。作者通过对证人证

言、实物证据、科学证据的分析，并以冤错案件中的虚假证据为佐证，阐述了 “客观性不是证

据的基本属性”的观点。作者说：“综上所述，证据不仅有真假之分，而且诉辩双方的证据有时

候还截然相反，我们不能说一方的证据有客观性，另一方的证据没有客观性。所以，我们不能

说客观性是证据的基本属性。”〔１８〕 这两部分的论述很有说服力，也相当精彩，但是作者此时所说

的 “证据”已经不是 “证据一”，而是 “证据二”了。就 “证据二”而言，不仅客观性不是根本

属性，关联性也不是根本属性，因为那些造成冤错案件的虚假证据与案件事实的联系也是虚假的。

由此可见，人们在讨论证据属性问题时首先要明确对象，把大家所说的 “证据”统一为一

个东西。在此基础之上的讨论或争论才有实质意义。否则，君在黄河头，我在黄河尾；君说河

水清，我说河水浊；日日争论无结果，此水非彼水。换言之，如果人们不能明确讨论的对象究

竟是 “麦苗”还是 “麦穗”抑或 “麦粉”，那么这样的理论争议就是 “伪命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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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０２页。

同前注 〔９〕，张保生、阳平文，第３０－３１页。

同上注，第３９页。

同上注，第４５页。



三、证据属性是学术研究的 “废矿区”

所谓 “属性”，是指一个事物所具有的性质或者所隶属的性质。属性可以表现为特征，即一

个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征象和标志。从哲学上讲，属性是内在的东西，是事物的质的规定性；

特征是外在的东西，是事物的质的规定性的外在表现。因此，有些法律学者也把证据属性称为

证据特征。〔１９〕 无论使用证据属性还是证据特征的说法，都是附属于证据概念的，都是对证据概

念的补充说明。陈一云教授在论述了证据的客观性和相关性之后就说道：“以上两个特征，就是

证据这一概念的内涵，是证据本质属性之所在，是证据不同于任何其他事物的质的规定性。”〔２０〕

因此，讨论证据属性问题必须回归证据的概念。

众所周知，“事实说”曾经是我国法学界在证据概念问题上的主流观点，而且与证明标准问

题上的 “客观真实说”一脉相承。１９７９年 《刑事诉讼法》第３１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
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这一貌似定义的表述就成为证据概念的官方解释。于是，各路学者无论

是否情愿，就都把证据界定为 “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并且武断地得出 “不属实者非证

据”的结论。在那个思想封闭的时代，人们很难跳出 “泛唯物主义”的思维定式去探讨证据概

念的问题，因为持不同意见者很可能会受到带有政治色彩的批判。

中国推行 “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国人思想得到解放，学术讨论更加活跃，一些学人就证

据概念的主流观点提出质疑：证据都是事实吗？证据都是真实的吗？司法实践经验告诉人们，

现实中的证据既有真实的，也有虚假的，还有半真半假的。如果只有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

才是证据，那么人们在日常的诉讼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称为 “证据”的那些东西就不能界定

为证据了。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有真有假，侦查员收集的证据有真有假，检察院移交法院的证据

有真有假，法院审查认定的证据依然有真有假，因为一审判决有可能被二审法院改判，即使是

法院的终审判决也可能后来被认定为错判。于是乎，人们天天在诉讼活动中称为 “证据”的东

西就都不能界定为证据了，证据就没有了现实性，只能供奉在 “人造的神坛”之上。〔２１〕

根据前文的分析，证据就是 “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的观点是把 “证据一”作为了界

说的对象。这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案件发生时在客观环境中留下的 “证据一”确实能够证明该

案的真实情况，尽管把证据称为 “事实”或有牵强。然而，那些潜伏在客观世界中的 “证据一”

并不一定都能被人发现并提交法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被人提交法庭的 “证据二”和作为定

案根据的 “证据三”并不一定都是 “证据一”。因此，作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概念，把 “证

据二”作为界说的对象才是合理的。２０１２年修订的 《刑事诉讼法》第４８条规定：“可以用于证
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这一规定体现了对 “事实说”的否定，也等于把 “证据二”

作为了界定证据概念的对象。

“证据二”并不否定客观性，因为它也具有一定的客观存在的属性，或者说，证据是客观存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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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２１〕

例如，在本文前引的证据法学教材中，巫宇盨主编的 《证据学》、江伟主编的 《证据法学》、樊崇义

主编的 《证据法学》、卞建林主编的 《证据法学》就都采用了证据的 “基本特征”的说法。

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０２页。

参见何家弘：《让证据走下人造的神坛———试析证据概念的误区》，载 《法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５期，

第１０２－１１１页。



在的东西。无论是在刑事、民事、行政等诉讼活动中，还是在仲裁、公证、监察等非诉讼法律

事务中，证据都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具体来说，证据的客观性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证据的内

容具有客观性。这就是说，证据的内容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虽然这种反映可能会有错误和偏

差，但它是以客观事物为基础的。纯粹的主观臆断和毫无根据的猜测等，都不属于证据的范畴。

其次，证据的形式具有客观性。这就是说，证据本身具有客观存在的形式，是一种客观存在的

东西，是人们可以某种方式感知的东西。无论是物证、书证，还是证人证言、鉴定结论，都必

须有其客观的存在形式，都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闻得出的东西。如果对案件有关

情况的反映仅存在于某人的大脑之中，没有以证人证言或当事人陈述等形式表现出来，那它就

不具备证据形式的客观性。

然而，“证据二”不仅有客观性，而且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即使是颇受司法人员偏爱的 “客

观证据”，〔２２〕 其实在进入诉讼程序时也会带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例如，某人在实施杀人行为之

后把带血的刀丢弃在现场附近的树丛中。这把刀属于 “证据一”，但是它自己并不能去证明案件

事实。首先要有人发现并提取这把刀作为证据，然后要有人对它进行检验或辨认，以确定它与

案件事实或嫌疑人的联系。只有当有关专家通过对刀上的血痕或尸体伤口的鉴定结论确认它就

是致被害人死亡的那把凶器，或者有关证人通过辨认确认它就是某个嫌疑人的刀时，它才能发

挥证明的作用。而在这一系列行为过程中，这个 “客观证据”也就不可避免地加入了有关人的

主观因素。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正确使用证据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证据的主观

性正是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依靠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可能发生错误的根源之一。

既然 “证据二”是证据，那么 “证据三”就是定案根据。一般来说，定案根据都应该是证

据，但是证据并不都能成为定案根据。我们这里所说的 “定案”并不仅指审判人员的判决。实

际上，侦查人员、检查人员、仲裁人员、行政执法人员、纪检监察人员等都有 “定案”的任务。

虽然他们 “定案”的标准和要求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工作性质却是相似的。他们对于自己收集

或他人提供的证据要根据有关的规则进行审查评断，然后从中筛选出他们认为属实或可靠的证

据作为定案的根据。那些未能被他们选中或者被他们排除的证据，也仍然是证据，只是未能

“荣升”为定案根据而已。

综上，客观性和关联性都不是 “证据二”的根本属性，因为 “证据二”有真有假，半真半

假，或真或假。其实，面对成分和结构都如此复杂多样的 “证据二”，人们已经很难就其属性做

出明确的界定。因此，研究 “证据二”的属性问题已经徒劳无益。诚然，我国学者在上个世纪

关于证据属性的学术研讨很有意义，对于我国证据学的理论积累做出重要贡献。但是进入新世

纪后，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已经发生重要转向，人们大可不必再纠结于证据属性的

纷争。其实，有些学者已经对 “证据属性”的通说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例如，有的学者认为，

以 “客观性”为核心的证据属性说不但缺乏理论周延性，而且缺乏逻辑与层次，无法对立法形

成有效解释力，也无法对司法实践进行有效的指导；还有的学者主张弃用证据属性的说法，转

而使用 “证据能力与证明力”或者 “证据的可采性”等概念。〔２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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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一般是指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实物证据。

相关论述参见陈瑞华：《关于证据法基本概念的一些思考》，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第５７页；李勇：《重视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之证据判断功能》，载 《检察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第？版；陈

卫东、谢佑平主编：《证据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５１页；占善刚、刘显鹏：《证据法论》，武汉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７页；易延友：《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２页。



学术研究犹如采矿，找准开采区域是至关重要的。在富矿区开采可以事半功倍，在贫矿区

挖掘可能事倍功半，而在本应废弃的矿区继续劳作则是徒劳无益的。诉讼法已然放弃了 “证据

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的说法，或者说已经把 “证据二”作为证据概念的对象。在此前

提下，证据属性问题已然成为 “废矿区”，学者们就应该 “转场”了。笔者称之为 “废矿区”，

并不否认其 “矿藏”曾经具有的价值，也不反对人们继续使用其 “矿产”。具体来说，人们可以

也应该继续研究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等问题，但是不再纠缠于它们是否证据必须具

有的属性，而要把研究重心转向审查认定证据的标准与规则。

四、证据 “属性”是审查认定证据的标准

早在２０年前，一些学者就注意到这个转向问题。在司法部统编教材 《新编证据法学》的编

写过程中，参编者〔２４〕经集体讨论后决定放弃证据属性和证据特征的说法，采取了 “证据的采用

标准”的说法。不过，作者们那时还无法跳出思维的惯性和语词使用的惯性，因此沿用了 “客

观性”的说法，分别论述了采用证据的客观性标准、关联性标准、合法性标准。〔２５〕 然而，“客

观性”这个语词很容易让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归过去的思维定式，因此我们建议用证据的真实

性代替证据的客观性。〔２６〕

其实，在司法解释中也出现了这样的变化。正如张阳文中所述， “虽然在 ‘两高三部’或

‘两高’联合发布的司法解释中没有出现过证据客观性概念，但最高人民检察院２００１至２０１８年
单独发布的规定却常将 ‘客观性’奉为证据第一属性或基本属性……然而，这种情况在２０１８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 《人民检察院公诉人出庭举证质证工作指引》中出现了重大变化，其一

反过去的做法，用 ‘真实性’全面取代 ‘客观性’作为证据的第一属性。”〔２７〕

根据 《刑事诉讼法》第１６２条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２８〕 诉讼证明标准与证据的审查认定标准具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审查认定证据是

证明案件事实的基础。换言之，诉讼证明标准中包含了对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的要求。首先，

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是确实的。这是对证据真实性的要求。其次，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

须是充分的。这是对证据证明力的要求，可以称为证据的 “充分性”。因此，审查认定证据的标

准还应包括证据的充分性。

所谓审查认定证据，是指有关人员在诉讼过程中对证据进行检查和分析，并对证据的资格

能力和证明效力进行评断和确认的活动。审查证据是认定证据的前提和基础，认定证据是审查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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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该书由何家弘担任主编，作者包括陈瑞华、王若阳、汤维建、杨迎泽、张方、高家伟、毕玉谦、陈

敏、刘品新。

何家弘主编：《新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０３－１１０页。

参见何家弘：《虚拟的真实———证据学讲堂录》（何家弘作品集．法道纪实系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０－４３页。

同前注 〔９〕，张保生、阳平文，第２９页。

《刑事诉讼法》第１６２条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

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

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

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证据的目的和归宿。一般来说，审查认定证据的主体是法官，因为这是法官行使审判权的一种

职能活动。但是在诉讼活动中，其他人员也可能要对证据进行审查认定，因此也可以成为审查

认定证据的主体。以刑事诉讼为例，侦查人员在侦查终结时也要对自己收集或他人提供的证据

进行审查认定，检察人员在决定批捕和起诉时也要对案件中的证据进行审查认定。因此，下文

所说的标准，既适用于审判人员，也适用于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尽管在尺度的把握上可能略

有差异。

就诉讼程序而言，审查认定证据的基本任务有二：其一是判定证据可否采纳；其二是判定

证据可否采信。前者主要解答某个证据能否进入诉讼 “大门”的问题，后者主要解答某个证据

能否作为定案根据的问题。诚然，有关人员在审查认定证据时可以一并解答这两个问题，也可

以分段解答这两个问题，但是明确区分二者还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就审判而言。换言之，侦

查人员和检察人员在审查认定证据时可以采取 “一步模式”，而审判人员在审查认定证据时最好

采取 “两步模式”。具体来说，法官在审判过程中首先要审查某证据是否具备在该类诉讼中作为

证据的资格，即能否采纳，然后再审查该证据是否可以作为认定该案事实的根据，即能否

采信。〔２９〕

我国法官在很长时期内习惯于 “一步认证模式”。即使是涉嫌刑讯逼供的证据，法官往往也

会留待庭审之后 “一并考虑”其能否作为定案根据。在这种模式下，证据的采纳问题就容易被

忽视，或者被 “淹没”在证据的采信问题之中。随着证据法学研究的转向与深入，越来越多的

专家学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复杂的重大案件中，采用 “两步认证模式”有利于提

高认证结果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也有利于提高法官的认证能力和水平。〔３０〕

２０１７年２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 《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同年６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
安全部、司法部又联合颁布了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

称 《严排规定》）。《实施意见》和 《严排规定》就非法证据的裁定作出了与法庭审理相分离的

“庭前会议”和 “先行调查”等程序性安排。〔３１〕 这些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的规定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采纳与采信相分离的两步认证模式。下面，我们就分别讨论采纳

证据的标准和采信证据的标准。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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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３１〕

参见何家弘：《证据的采纳和采信———从两个证据规定的语言问题说起》，载 《法学研究》２０１１年

第３期，第１３８、１４２、１４６页。

２００３年８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在牡丹江市联合举办了 “全国刑事审判认证实务研讨会”。许多与会者都认为刑事审判应实行 “以两步认证为

主、以一步认证为辅”的方式。参见何家弘主编： 《证据学论坛》 （第４卷），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第５５５－５６４页。

《实施意见》第５条规定：“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证据材料较多、案情重大复杂，

或者社会影响重大等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召开庭前会议。”《严排规定》第２５条第１款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

人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按照法律规定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召开庭前会议。”第

３０条规定：“庭审期间，法庭决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的，应当先行当庭调查。但为防止庭审过分迟

延，也可以在法庭调查结束前进行调查。”第３３条第２款规定：“在法庭作出是否排除有关证据的决定前，不得

对有关证据宣读、质证。”



五、采纳证据的主要标准是关联性与合法性

（一）采纳证据的关联性标准

关联性貌似证据法学中最无争议的问题。无论是从证据属性的角度进行讨论，还是从审查

证据的角度进行说明，人们一般都同意证据应该具有关联性。就采纳标准而言，在诉讼双方提

交法庭的各种证据中，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的证据可以采纳，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不得采纳。

这个标准看上去相当简明，但实际上蕴含着非常复杂的内容，因为关联性 （或相关性）本身就

是一个很难界说的概念。正如华尔兹教授所言，“相关性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用切实有效的方法界

定的概念。相关性容易识别，但却不容易描述。”〔３２〕

从哲学上说，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普遍存在的，任何两个事物之间都可以找到或近或远或强

或弱的联系。然而，这种普遍存在的关联性过于宽泛，无法作为诉讼中采纳证据的标准。因此，

这里所说的关联性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关联性，而是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明作用的关联性。换言之，

可以采纳的证据是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但是，“能够证明”的语义还是宽泛的，需要进一

步解释与说明。美国 《联邦证据规则》第４０１条规定， “关联性证据是指具有下述趋向性的证
据，即任何一项对诉讼裁判有影响的事实的存在，若有此证据将比缺乏此证据时更有可能或更

无可能。”〔３３〕 用通俗的话说，有这个证据比没有这个证据能更有效地证明某个案件事实的存在

或不存在。

证据对案件中的待证事实具有证明作用的基础就在于证据的内容与待证事实之间存在某种

关联，如因果关系、伴生关系、链接关系、时间联系、空间联系、逻辑联系等。对不同的证据

来说，这些关联的性质和形式也有所不同，包括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必然联系和或然联系或

偶然联系等。关联的性质和形式不同，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力就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作为

采纳证据标准的关联性并不考察这些性质和形式的差异，并不考虑证明力的大小，而只考察有

无关联，有无实质性证明作用。正如罗纳德·艾伦教授所说的 “相关性不是充分性”，“可采性

问题所关注的是合乎逻辑的结果，而 《联邦证据规则》４０１关于 ‘任何趋向性’的要求，只是

对合乎逻辑的结果的最低要求。充分性问题……所关注的则是常人是否能被该证据所说服，而

达到相关说服责任所要求达到的水平。”〔３４〕

我国司法解释中的一些规定也体现了对关联性的最低要求。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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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２０３条规定：“控
辩双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出示证据，应当说明证据的名称、来源和拟证明的事实。法庭认为

有必要的，应当准许；对方提出异议，认为有关证据与案件无关或者明显重复、不必要，法庭经

审查异议成立的，可以不予准许。”这一规定表明，采纳证据的标准只是证据的 “最低关联性”。

为了规范证据的采纳标准，法律可以就一些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把握的关联性问题制定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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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３３〕

〔３４〕

［美］乔恩·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 （第２版），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版，第８１页。

刘晓丹主编：《美国证据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１页。

［美］罗纳德·艾伦等：《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第３版），张保生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５７页。



规则。由于这些规则加入了司法公正、人权保障、诉讼效率等方面的考量，所以在决定某类证

据能否采纳时就要适度提升关联性的采纳标准，譬如品格证据规则。所谓品格证据，是指能够

证明一个人的品行、性格、行为习惯等特征的证据。品格证据既包括良好品格的证据，也包括

不良品格的证据，而在刑事诉讼中以后者居多。例如，一个盗窃案的被告人在多年前曾因盗窃

罪被判入狱。那么，证明其有犯罪前科的证据与当下这起盗窃案的事实之间有无关联性？或者

说，有无实质性证明作用？就行为惯性而言，一个曾经实施盗窃行为的人确实有可能再次进行

盗窃，或者说以前的盗窃行为与后来的盗窃行为之间存在伴生关系，因此前科证据与待证事实

之间具有关联性。但是这种关联是或然的，而且比较薄弱。更为重要的是，如果采纳这类前科

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就可能减轻公诉方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也可能使法官自觉或不

自觉地接受 “一次为贼终身是贼”的 “经验法则”，而这显然有悖于司法公正原则，也会侵害被

告人的正当权利。因此，有些国家的法律就明确规定了品格证据一般不可采纳。美国 《联邦证

据规则》第４０４条 （ａ）款就规定：有关某人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不能用以证明该人在某特
定场合的行为。〔３５〕 不过，品格证据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采纳的。例如，该前科证据不仅表明其

曾犯有盗窃罪，而且表明其曾使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撬盗保险柜。如果本案的作案人也使用这种

特殊的撬盗保险柜的方法，那么这种相同而且特殊之作案手法的品格证据就可以采纳，因为在

这种情况下，品格证据的内容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得到了加强，或者说，这个品格证据对

于本案的盗窃事实具有了实质性证明作用。

在民事侵权诉讼中，被告人在损害发生后主动采取救助措施或承担医疗费用等行为的证据

能否用来证明其是侵权行为人或具有侵权过错？这也是审查认定证据关联性的一个难题。例如，

在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的 “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广东吴伟青案”中，都存在着 “撞人

者”送 “被撞者”到医院就诊并代付医药费的情况。那么，这些证明被告人救助且代付医药费

的证据与撞人事实之间有无实质性证明关系？就行为而言，事后救助并付费与撞人之间存在关

联性，或者说，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这是或然性因果关系，而且此类案件的法院裁判会

对社会道德产生很大影响。在彭宇案中，一审法官不仅采纳了该证据，而且作为判定彭宇败诉

的定案根据之一。〔３６〕 然而，该案判决在社会中广受诟病，并被指责为造就 “扶还是不扶”之道

德困境的主要原因。其实，法律可以就这类证据的采纳标准作出明确规定。例如，美国 《联邦

证据规则》第４０９条就规定：“有关支付、提出或承诺支付因伤害而引起的医药、住院或类似费
用的证据，不得采纳来证明对该伤害负有责任。”〔３７〕 ２０１５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 《关于

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１０７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
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但法律另

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这一规定的用语虽不够明确，但已有近似的含义。

在诉讼活动中，作为证据采纳标准之一的关联性是对案件事实具有实质性证明意义的关联

性，而人们对这种关联性的认识也会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某些过去被认为没有关联性的事物，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就具有了关联性。例如，过去人们不知道在人的血压、呼吸频率和

皮肤电阻等生理变化和人的说谎行为之间具有关联性，后来的科研成果表明二者之间确有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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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３６〕

〔３７〕

同前注 〔３３〕，刘晓丹主编书，第２３页。

参见何家弘：《司法证明方法与推定规则》，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２９－３０页。

同前注 〔３４〕，罗纳德·艾伦等书，第３６０页。



关系。于是，这些心理和生理测试的数据对于有关人员陈述是否属实的问题就具有了实质性证

明作用。不过，法律在决定这种关联性是否达到采纳证据的标准时，还要考虑其可能给事实认

定者带来的披上科学外衣的偏见。因此，法律也可以认可其仅具有 “部分可采性”，即适用 “有

限采纳规则”。〔３８〕

（二）采纳证据的合法性标准

无论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都是维护国家法治和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活动，

因此在这些活动中采纳的证据都应该具有合法性。这里所说的 “合法性”，主要指收集和提取证

据的程序和方法。换言之，诉讼中采纳的证据应该是依法收集和提取的证据，而违反法律规定

收集或提取的证据则应被排除。诚然，证据的基本功能是证明案件事实，但是在制定证据规则

时，制定者不仅要考虑证明案件事实的需要，还要考虑司法公正和保障人权的需要。由于在刑

事诉讼中最容易发生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情况，所以在现代法治国家中把合法性规定为刑事诉

讼活动中审查认定证据的标准之一，具有重要意义。

毋庸讳言，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曾经存在比较多的违法取证行为，包括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

所以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强调要认真审查证据的合法性。我们对当前适用的１５部涉及证据审查
认定的刑事法律法规〔３９〕进行了用词情况的统计。它们在谈及审查认定证据的要求时共有２１２次
提到了证据的关联性 （或关联、相关）、合法性 （或合法）、真实性 （或真实），其中关联性

（或关联、相关）１８次，约占９％；真实性 （或真实）６２次，约占２９％；合法性 （或合法）１３２
次，约占６２％。（见图１）

图１　语词使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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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证据的 “有限采纳规则”是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中关于证据可采性的一个规则。按照这个规则，某

些证据只能为某个限定的目的而被采纳。例如，某证人先前的矛盾性陈述只能用来对该证人进行质疑，不能用

来认定案件事实；某证据可以采纳，但是只能针对一方当事人而不能针对另一方当事人。参见 Ｂｌａｃｋ’ｓＬａｗ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Ｓｅｖｅｎ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ｅｓ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１９９９，ｐ．４８。

这些法律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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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

规程 （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 （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

法庭调查规程 （试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关

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律师办理刑

事案件规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体现合法性采纳标准的法律规则。世界各国一般都制定了刑事诉讼中

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具体内容并非尽同。欧盟国家在推进刑事司法一体化的进程中试图统

一各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其重要法律文献 《刑事大法典》（ｔｈｅＣｏｒｐｕｓＪｕｒｉｓ）中，作者将
非法证据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违法获取的证据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ｉｌｌｅｇａｌｌｙ），如警察通过闯入民
宅等违法搜查的方式获取的证据；第二类是违规获取的证据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例
如，法律规定取证时须有律师在场，但是警察却在律师未到场的情况下提取了证据；第三类是

不当获取的证据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ｉｍｐｒｏｐｅｒｌｙ），例如，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谎称在现场手枪上发
现其指纹印，从而获得了嫌疑人的认罪口供。其中，第一类是各成员国必须在立法中规定排除

的；第二类是建议各成员国在立法中规定排除的；第三类是各成员国自行决定是否在立法中规

定排除的。〔４０〕 由此可见，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即使在欧盟国家中也不完全一样，譬如，欺骗取证

在某些国家是非法的，在某些国家却是合法的。又如，有些国家的法律明确要求执法人员在讯

问嫌疑人前必须明确告知其享有沉默权，有些国家则没有这样的规定。那么，侦查人员在没有

告知沉默权的情况下获取的口供，在前一类国家就属于非法证据，在后一类国家则不属于非法

证据。

我国２０１２年修订的 《刑事诉讼法》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第５０条
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

实自己有罪。”第５４条又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
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

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

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根据上述规定，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采取了区别对待的两分法：第一类是法律明确列

举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第二类是可以经补正或解释后再决定是否排除的非法证据。不过，对

于以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法律未作明确规定，允许司法人员根据具体情况

来决定是否排除。对此，立法机关的领导曾解释说：“对于规定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

集的供述予以排除，有的建议对采用引诱、欺骗手段取得的口供也应当明确予以排除。经研究

考虑：采用引诱、欺骗手段取得的口供、证言也是非法的，也应当禁止，但实践中，存在问题

较多，影响较大，重点应当排除的主要是刑讯逼供取得的供述，明确列举，体现了着力解决在

惩治犯罪和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４１〕２０１７年的 《严排规定》就我国的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又做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４２〕

司法人员在决定证据采纳问题时不仅要考虑证据的关联性与合法性，也要考虑证据的真实性

等要求，并确立相应的规则。这些排除性规则一般都针对某类证据，例如传闻证据排除规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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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参见Ｍ．ＤｅｌｍａｓＭａｒｙａｎｄＪ．Ａ．Ｅ．Ｖｅｒｖａｅｌｅ：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ｐｕｓＪｕｒｉｓｉｎｔｈｅＭｅｍｂｅｒ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ｔｅｒｓｅｎｔｉａＡｎｔｗｅｒｐＧｒｏｎｉｎｇｅｎＯｘｆｏｒｄ，２０００，ｐ．２６。

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编著：《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条文对照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页。

戴长林、刘静坤、朱晶晶：《〈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

用》，载 《人民司法》２０１７年第２２期，第？页。

美国 《联邦证据规则》第８０１条规定，传闻是指陈述者在审判或听证之外所作的陈述，将其作为证

据提出用以证明主张事实的真实性；第８０２条规定，传闻证据不得采纳，除非本规则或最高法院根据制定法制

定的规则或国会立法另有规定外；第８０３条则规定了２４种传闻排除规则的例外情形。



和意见证据排除规则。〔４４〕 我国法律尚未就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作出明确规定，只是强调要认真审

查证据的来源以判断其真实性。至于意见证据排除规则，两院三部在２０１０年联合发布的 《关于

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２条第３款首次作出规定，〔４５〕２０１２年的 《刑

事诉讼法的解释》第７５条第２款又做出了同样的规定。
鉴定意见属于科学证据的范畴。虽然对鉴定意见的审查也包括关联性与合法性，但最重要

的还是真实性或科学性，而且也可以区分采纳标准与采信标准。前者是种类问题，后者是个体

问题。鉴定意见的真实性首先取决于该类鉴定所依据的原理、方法和技术。例如，ＤＮＡ鉴定的
原理、方法、技术是否科学？如果是科学的，那么ＤＮＡ鉴定意见就是可以采纳的。如果是不科
学的，那么ＤＮＡ鉴定意见就是不可采纳的。不过，ＤＮＡ鉴定意见符合采纳证据的科学性标准，
并不等于每个ＤＮＡ鉴定意见都可以采信为定案根据。换言之，可以采纳的鉴定意见还要接受能
否采信的个体审查。司法人员要根据证据的具体情况，全面审查鉴定意见形成的各个环节，包

括ＤＮＡ检材的提取和保管，实验室检验的设备和技术，鉴定专家的能力与经验等。〔４６〕 总之，
真实性既是证据的采纳标准，也是证据的采信标准。二者相互区别，相互衔接，相辅相成。

六、采信证据的主要标准是真实性与充分性

（一）采信证据的真实性标准

真实性是采信证据的主要标准，也是司法人员审查证据的主要内容。在获准采纳的证据中，

如果经审查发现某个证据不具备真实性，那么法官就不能采信该证据，就不能把它作为定案的

根据。在司法实践中，真实性 （包括按照过去的语言习惯使用的 “客观性”或 “客观真实”）

是裁判文书中涉及证据审查问题所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词。我们利用 “威科先行”数据库，检索

了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的刑事案件一审判决书中判决理由部分涉及证据 “三性”

的语词使用情况。其中，使用了 “合法性”的判决书是１０５１３份；使用了 “关联性” （或 “相

关性”）的判决书是１１１８６份；使用了 “真实性” （或 “客观性” “客观真实”）的判决书是

２７３５６份。（见图２）

图２　语词使用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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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４５〕

〔４６〕

美国 《联邦证据规则》第７０１条规定，如果证人并非作为专家作证，那么他以意见形式作出的证言

仅限于以下情况：（ａ）合理建立在证人感知的基础上；（ｂ）有助于正确理解该证人的证言或确定争议事实。

该款规定：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

符合事实的除外。

参见何家弘、刘晓丹：《论科学证据的采纳与采信》，载 《中国司法鉴定》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第？页。



真实性既是审查证据的要点，也是审查证据的难点。证据的种类繁多，情况复杂，有真有

假，半真半假，司法人员要准确认定其是否真实，确非易事。在司法实践中，案件事实的认定

错误往往都因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一般来说，对证据真实性的审查主要包括

两个方面，其一是证据来源的可靠性；其二是证据内容的可信度。所谓证据来源，即证据是如

何形成的，或者是由谁提供的。分析证据来源的可靠性，就是要分析证据在形成过程中是否受

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及其影响的程度，就是要分析提供证据者有无影响证据内容可信度的因素，

包括证据提供者的能力、知识、身份、动机等。所谓证据内容，即证据所反映的人、事、物的

情况。司法人员在分析证据内容的可信度时应该考察证据内容的可能性、一致性、合理性、详

细性等情况。

对于不同种类的证据，真实性审查的要点和方法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对证人证言的真实

性审查可以采用 “五问法”。第一问是证人与当事人或案件结果有无利害关系；第二问是证人有

无受到威胁或利诱的情况；第三问是证人感知案情时的主客观条件中有无造成误差的因素；第

四问是证言内容是否符合常理与逻辑；第五问是证人品格中有无可能影响证言真实性的因素。

又如，对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审查应包括审查电子证据的生成环节、存储环节、传递环节、收集

环节，以及电子证据所依存的计算机系统、保管者以及是否在正常业务中形成等情况。

（二）采信证据的充分性标准

证据的充分性也是采信证据的标准。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不仅要具有内容的真实性，还

要具有证明的充分性；不仅要 “证据确实”，而且要 “证据充分”。所谓 “证据充分”，即证据

的证明力足以证明案件中的待证事实。从理论上讲，“证据充分”可以就单个证据而言，也可以

就案件中的一组证据或全部证据而言。就案件中的某个事实或情节来说，一个证据或一组证据

达到了 “证据充分”的标准，就是说，这个证据或这组证据已具有足够的证明力来证明该事实

或情节的存在或不存在。就整个案件来说，所谓 “证据充分”，则是指案件中的全部证据已经具

有足够的证明力来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由此可见，审查证据是否充分，就是要对证据的证明

力进行分析和评断。

在司法实践中，证据的充分性也是审查认定证据的要点和难点。在刑事审判中，法院判决

被告人有罪时一般都要明言 “证据确实充分”，在判决无罪时也多以 “证据不充分”为理由。我

们以 “无罪”为关键词，以 “裁判结果”为搜索范围，在 “威科先行”的司法案例数据库中对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全国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刑事裁判文书进行搜索，共获得
１５８份案例。然后，我们通过人工筛查的方式，排除其中重复或无关的案例２７个，获得有效案
例１３１个。其中，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２００条第２项，即案件事实清楚但 “依据法律认定被

告人无罪的”２４个，约占１８．３％；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２００条第３项，即 “证据不足，不能

认定被告人有罪的”１０７个，约占８１．７％。在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中，法院认为全案证据不充
分 （证明力不足）的６３个，约占５８．９％；法院认为某些证据真实性存疑的４１个，约占３８．３％；
法院认为某些证据不合法的３个，约占２．８％。（见图３）

就单个证据而言，证据的充分性一般都要求证据的内容具有完整性，法律也对此做出了一

些明确的规定。例如，《刑事诉讼法》第１２３条就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录音录像的问题
做出了规定。其第２款就明确规定：“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４７〕 最高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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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严排规定》第１１条和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２０３条也有相同的规定。



法院于２０１９年修订的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也多次提到证据内容的完整性，例如，

第４４条规定了摘录文件或材料的完整性，第６３条规定了当事人陈述内容的完整性。由于电子证
据容易被删改或损坏，所以司法人员在审查电子证据时要特别注意其完整性。在前文统计的１５
部涉及证据审查认定的刑事法律法规中，提到要审查电子证据完整性的共有３８处。

图３　无罪理由比例

物证的完整性也会影响到证据的证明力。例如，侦查人员在某盗窃现场的中心部位提取到

一枚不完整的指纹印，可供鉴定的细节特征只有８个。经过与嫌疑人的指纹样本进行比对，刑
事技术人员认为这８个细节特征是吻合的。但是，这个比对结果并不能充分证明该现场指纹印
就是该嫌疑人所留。另外，物证具有 “双联性”的特点，一方面联系案件事实，一方面联系嫌

疑人。例如，司法人员在审查上述指纹证据时，一方面要确认其与犯罪事实的联系，即推断该

指纹印是不是作案人在实施犯罪行为的过程中留下的；另一方面要确认其与嫌疑人的联系，即

鉴定该指纹印与嫌疑人的指纹是否同一。如果 “双联性”不完整，该物证就不能充分证明案件

事实，而确认物证的 “双联性”出现误差就可能导致错判。

在２００５年震惊中国的佘祥林冤案中，法院用作定案根据之一的物证是在水塘中提取的装有
四个石块的 “蛇皮袋”。根据该物证的特征和发现地点，办案人员推断它是作案人沉尸所用，因

此确立了该物证与犯罪事实的联系。但是，办案人员未能找到把该物证与嫌疑人联系起来的依

据，只好通过佘祥林的口供加以确认。这个关联性不完整的物证就成为导致错判的原因

之一。〔４８〕

综上所述，采纳证据的主要标准是证据的关联性与合法性，采信证据的主要标准是证据的

真实性与充分性。然而，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在具体案件中，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

实性、充分性等方面的审查内容可能相互交叉、相互影响。如前所述，证据的充分性与证据的

关联性有密切联系，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后者影响。一般来说，直接关联要比间接关联具有更

高的证明力，必然联系要比偶然联系具有更高的证明力。另外，证据的证明力是以证据的真实

性为基础的，因此对证明力的认定也离不开对真实性的考察。但是，区分证据的采纳标准与采

信标准，区分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充分性，既有理论价值，也有实践意义。

七、余　论

有学者指出，“西方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道路上发生了两次根本性的转向或变革。第一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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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参见何家弘：《亡者归来———刑事司法十大误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２３－２１０页。



革是由笛卡尔开始的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变，这一变革使得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从此前一直

关心的关于 ‘存在是什么’、‘世界在本质上是由什么构成的”的传统命题转移到 ‘我们能知道

些什么’、‘我们的知识的根据何在’这一近代哲学命题上来，实现了古希腊以来哲学中心问题

的根本性转变，认识论从此成为整个哲学的基础或中心。第二次变革是指哲学研究从认识论向

语言的转变，自弗雷格 （Ｇ．Ｆｒｅｇｅ）开始发端，最后由维特根斯坦 （Ｌ．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正式完成。
在他们之后，逻辑或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的基础，哲学家不再为知识的权利辩护，而是探

究用以表达知识的语句的意义。西方许多著名哲学家都曾宣称，为了诊治哲学的 ‘语言病’而

引发的第二次变革，即哲学上的语言转向使得哲学研究的主题、研究方法乃至哲学论著的整体

风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认为，通过这种转向，一些长期以来纠缠不清的哲学难题得以

彻底解决，有些哲学问题被证明是 ‘假问题’而被消解或抛弃。由于这种哲学上的语言转向为

现代哲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研究范式和发展路向，因此被人称作是２０世纪哲学上的 ‘哥白尼式

的革命’。”〔４９〕

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我国学者在理论研究上的一个 “痛点”，促人反思，发人深省。

确实，我们在很多学科领域内的学术纷争都曾纠缠于概念或语词问题。其中，有一半是因为争

论者各自使用不同的语词，譬如上个世纪我国犯罪侦查学的学科名称之争；〔５０〕 还有一半是因为

争论者对同一语词的理解或解释各不相同，譬如本文所讲的 “证据属性”之争。

上述关于西方哲学转向的观点对证据法学研究也有启发。在上个世纪的相当长时期内，我

国的证据法学研究基本上徘徊于 “本体论”领域，研讨的主题是客观存在的证据和案件事实，

例如，什么是证据，证据有哪些本质属性，什么是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等。世纪之交，我国学

者的研究开始进入 “认识论”领域，研讨主题从客观存在的证据转向司法人员认识和使用的证

据，从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转向主观认识的案件事实，包括关于证明标准的 “客观真实说”与

“法律真实说”的论争。与此同时，司法证明的公正性与正当性等价值论考量也更加受到学者的

关注。于是，我国证据法学的研究重心从单一的追求客观真实的认识论目标转向追求事实真相、

司法公正、人权保障等包括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多元目标，从审查运用证据的方法转向审查认定

证据的规范，从重视证明标准问题转向重视证据规则问题。这些转变反映了我国证据法学的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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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约翰·吉本斯：《法律语言学导论》，程朝阳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页。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这门学科的名称应该使用 “侦查”还是 “侦察”，曾是一个争论得非常热烈的问

题，并且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参见何家弘：《从相似到同一———犯罪侦查研究》 （何家弘作品集．法学文萃系

列），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５３－２５５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