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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境下讯问程序的解释学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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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是检测刑事诉讼法是职权主义侦查观还

是当事人主义侦查观的最好试金石.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诸多规定都体

现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理念,为沉默权提供了实质保障,也为重新解释«刑

事诉讼法»第１２０条第１款带来新的契机:传唤在法律性质上是一种任意处分,
应确保犯罪嫌疑人任意同行,而拘传是一种强制处分,应严格遵循强制处分法

定主义与令状主义;不论是传唤还是拘传,犯罪嫌疑人都没有忍受讯问的义务,
只有重新解释“如实回答”条款才能消除其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这一规定的冲突;从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的视角出发,可以将“如实回

答”条款解释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没有必要违反自己的意愿进

行供述”;侦查人员虽然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余罪讯问,但不能以违反令状主

义的方式进行,对于余罪讯问,与本罪讯问一样,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

∗ 李世阳,法学博士,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讲师.本文的写作得到王敏远教授、胡铭教授的悉

心指导,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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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１１６条至第１２１条专门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

的相关程序,其中第１２０条第１款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
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

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

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从１９７９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到现

在,这一规定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２条的规定,刑
事诉讼法的目的主要体现为发现实体真实、适用刑罚法令、保障基本人权.〔１〕

显然,第１２０条的规定是积极的实体真实主义的集中体现〔２〕,即务必发现犯

罪,以确保不出现处罚遗漏.可以说这一认识长期支配了刑事司法实务〔３〕,而
在刑事诉讼法学界,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这一规定一味追求实体真实,
必然会弱化对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保障,但大多数的研究都停留在立法论层

面,即在对立法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立法修改意见〔４〕.然而,法学是以某个

特定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法秩序为基础及界限,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的学

问,其主要目的是探讨规范的意义.〔５〕长期的立法论关注导致刑事诉讼法的教

义学停滞不前.〔６〕 可以说,如何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框架下寻求合理解释

的进路才是根本课题.
«刑事诉讼法»第１２０条第１款的规定中,以下问题是亟待教义学解决的问

题: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法性质是强制处分还是任意处分? 犯罪嫌疑人有没有接

受讯问的容忍义务? 如何处理第１２０条所规定的“如实回答”与第５２条所规定

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之间的关系? 侦查人员在讯问时是否可以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余罪调查? 犯罪嫌疑人在讯问程序中处于什么地位,享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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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刑事诉讼法之目的的论述,参见田口守一:『刑事訴訟の目的』(増補版),成文堂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５頁以下.
实体真实主义可以分为积极的实体真实主义与消极的实体真实主义.前者是指必须

发现犯罪并确保不遗漏处罚,体现了积极的处罚确保理念;后者是指确保不处罚无罪之人,因此体

现了消极的处罚阻止理念.参见田宮裕:『刑事訴訟法』(新版),有斐閣１９９６年版,第３頁以下.
例如,根深蒂固的有罪必罚、违法必究、命案必破等政策性理念一直存在.参见刘忠:

«‘命案必破’的合理性论证———一种制度结构分析»,载«清华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７５页以下.
例如,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笔者以“刑事诉讼”“立法完善”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

索到７１８７篇相关论文.
参见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９页以下.
参见易延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表述与意义空间———刑事诉讼法第５４条第１

款的法教义学分析»,载«当代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３９页.



些防御权? 带着这一问题意识,本文试图借鉴日本刑事诉讼法的教义学成果,
结合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念,以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的方法,从法教

义学的角度对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法条规定的射程范围及其内在价值进行

探索.

二、任意处分与强制处分的区分标准

(一)区分的必要性

讯问犯罪嫌疑人是指,侦查机关对于具有犯罪嫌疑从而成为侦查对象的人

以“质疑—应答”的形式取得相关信息的程序.〔７〕 显然,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

程序上出现了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的两极构造,这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成为

理解讯问程序的出发点.从纠问的(职权主义)搜查观出发,讯问程序被理解为

本来就是为侦查机关调查犯罪嫌疑人而设置的程序,因此,犯罪嫌疑人成为讯

问的客体.与此相对,从弹劾的(当事人主义)侦查观出发,讯问程序就被理解

为只不过是侦查机关单独实施的准备活动而已,而犯罪嫌疑人则与侦查机关处

在对等的立场上实施相对应的准备活动.〔８〕

由此可见,如果彻底贯彻弹劾的侦查观,甚至会得出应当禁止讯问犯罪嫌

疑人的结论,因为既然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处于平等的对抗地位,犯罪嫌疑

人当然不具有配合侦查机关调查自己的义务.然而,大多数国家的刑事诉讼法

都承认将讯问犯罪嫌疑人作为一种侦查手段,而且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尤其是自

白一直被认为是承认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的重要证据.例如,口供对于证明

故意、过失、目的、倾向等主观违法要素〔９〕的存在具有强大的证明力,对于贿

赂、破坏选举、偷税漏税等这种被认为是“没有被害人的犯罪”〔１０〕的证明更是不

可或缺.况且,虽然不可否定科学侦查的重要性,但诸如犯人的同一性等基础

事实也有必要通过犯罪嫌疑人的自白来补充.这也成为侦查机关长期以来重

视获取口供的根本原因.
然而,过分重视口供既会产生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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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胡铭:«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７７页.
纠问的侦查观与弹劾的侦查观显然处在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这两大诉讼模式之对

立的延长线上,相关论述参见久岡康成:「当事者主義と弾劾主義の交錯」,载«立命館法学»２００５
年第２、３号,第４１７頁以下.

如果要发挥构成要件的类型化功能,在实行行为、结果、因果关系、客观行为状况等客观

的构成要件要素之外,还必须考虑认识到这些客观要素存在的主观违法要素.详细论述参见付立

庆:«主观违法要素理论———以目的犯为中心的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这里的“没有被害人”也是相对而言的,仅仅指的是无具体的受害人,但如果从法益受损

的角度而言,任何犯罪都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个人法益、社会法益或者国家法益.



也会产生误判的危险.〔１１〕 据此,即使在刑事诉讼法上允许侦查机关讯问犯罪

嫌疑人,也并不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就沦为侦查客体,因为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

讼法»第１２条的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而根

据«刑事诉讼法»第５１条的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

察院承担.因此,虽然被讯问的对象有犯罪嫌疑,但应当被推定为无罪,除非人

民检察院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之证明标准的证据推翻这种无罪推定.而且犯

罪嫌疑人一旦被起诉就成为被告人,成为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与公诉机关形成

两极对抗关系,这样的话,在包括讯问在内的起诉之前的程序中,也应当提高犯

罪嫌疑人的当事人性,即在程序上应当赋予作为防御主体的犯罪嫌疑人展开积

极防御活动的地位.于是,在讯问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到场接受讯问

的义务,是否具有供述的义务,值得进一步探讨.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又是与

讯问犯罪嫌疑人这一程序本身的法性质紧密关联的.关于这一点,存在任意处

分说与强制处分说的对立.从不同的学说出发将得出不同的解释论上的归结.
以下将在阐明任意处分与强制处分之区别的基础上,检讨我国«刑事诉讼法»所
规定的讯问犯罪嫌疑人这一程序的法性质.

(二)围绕区分标准展开的学说之争

侦查是指,当侦查机关认为发生了犯罪时,为了提起公诉而实施的发现、保
全犯人或收集、固定证据的行为.〔１２〕 由于犯罪通常都是秘密实施的,这给侦查

机关搜查犯人以及证据的活动带来极大困难,在此过程中侦查机关容易侵犯嫌

疑人以及其他关系人的人权.在这个意义上,侦查归根结底也是宪法保障下的

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环节,应当在调和侦查的必要性与人权保障的基础上展开.
为了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一般认为,在侦查过程中,应当坚持令状主义、任意

侦查原则、侦查比例原则.令状主义是指,要实施强制处分,原则上必须基于法

院或法官所签发的令状,以防止权力滥用〔１３〕;任意侦查原则是指,当通过强制

处分或任意处分都能达成侦查目的时,应当优先实施任意处分〔１４〕;侦查比例原

则是指,侦查上的处分应当与必要性相符合,即使在应当实施强制处分的情形

中,也应当尽可能选择侵害权利或利益较少的方法或种类.〔１５〕 由此可见,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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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近年来发现了一些冤假错案,例如广受关注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聂树斌案、呼格吉勒

图案、张氏叔侄强奸案等.
参见池田脩、前田雅英:『刑事訴訟法講義』(第４版),東京大学出版会２０１２年版,第７２

頁.
参见渡辺直行:「令状主義強制処分法定主義と捜査の若干問題について」,载«修道

法学»３０巻２号.
参见大久保隆志:「任意捜査の限界」,载«広島法科大学院論集»２０１３年９号.
比例原则是宪法与行政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对各大部门法的解释均具有指导意义.

参见杨登峰:«从合理原则走向统一的比例原则»,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８９页.



处分与任意处分是一对分析侦查程序的基本概念,也是构建侦查程序法教义学

的理论资源.在刑事诉讼法中,对于这两者分别适用不同的原则与程序,即像

拘留、逮捕等强制处分必须以令状等法定的形式进行,而任意处分一般并不需

要具备严格的法律要件之规定,因此具有多样性与非类型性.然而,强制处分

与任意处分之间并不总是泾渭分明,围绕这两者的区别,在诉讼法学界产生了

诸多学说,以下对诸学说进行批判性考察.

１ 物理性实力说

该学说认为,当行使了物理性实力或者强制力,或者使他人承担某种义务

时,就是作出了强制处分.〔１６〕 很显然,该学说侧重于强制行为本身的外在表现

形式,可以说其判断标准来源于暴行罪与强要罪的实行行为性判断.〔１７〕 同时,
该学说也是对搜查、逮捕、扣押等传统的强制性侦查手段的朴素理解.然而,伴
随着科技的进步,如果继续贯彻该学说,几乎所有的技术侦查措施都将被排除

在强制处分的范围之外,从而摆脱令状主义的束缚.如果允许侦查机关任意采

取记录监控、行踪监控、通信监控、场所监控等技术侦查措施,势必对犯罪嫌疑

人的基本人权尤其是隐私权造成极大的威胁.即使有学说对这一传统观点进

行了修正,例如认为在强制与任意之间还存在“不传递强制的实力”的阶段,因
此,诸如停止与警告这种为了“劝说”而行使有形力是一种被允许的任意处

分〔１８〕,这也并没有解决技术侦查措施对于物理性实力说的挑战,而且还带来了

新的问题,即如何判断介于强制与任意之间的第三个领域.

２ 法益侵害说

该学说认为,强制处分与否的判断并不在于是否行使了有形力,而在于该

处分行为是否未经犯罪嫌疑人的同意而侵犯其个人的权利或利益.显然,该观

点是在对上述的物理性实力说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据此主张将所有侵犯

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或利益的侦查行为都认定为强制处分.〔１９〕 如果将该观点贯

彻到底,很显然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具体而言,如前所述,在侦查活动过程中,
无法否定其多多少少具有制约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或利益的性质,如果完全不考

虑制约程度,结果必然导致绝大多数的侦查活动都被纳入强制处分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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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団藤重光:『新刑事訴訟法綱要』(七訂版),有斐閣１９６７年版,第３１７頁.
我国«刑法»并未规定暴行罪与强要罪,而是以故意伤害罪以及敲诈勒索罪为最低起刑

点.暴行与强要都是程度性概念,一般被分为最广义的暴行(强要)、广义的暴行(强要)、狭义的暴

行(强要)、最狭义的暴行(强要).最广义的暴行包括对人及物行使的一切物理实力;广义的暴力

是指面向人所行使的物理实力;狭义的暴行是指在人身上行使物理实力;最狭义的暴力是指对被

害人行使了足以抑制其反抗之程度的物理实力.参见高橋則夫:『刑法各論』(第二版),成文堂

２０１４年版,第４２頁.
参见出射義夫:『検察裁判弁護』,有斐閣１９７３年版,第１４４頁.
参见田宮裕:『刑事訴訟法』(新版),有斐閣１９６６年版,第７１頁.



３ 重要法益侵害说

该学说显然是在修正上述学说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非所有的侵犯或可能侵

犯嫌疑人的权利或利益的侦查行为都是强制处分,只有违反明示或默示的意

思,并且伴随着制约重要权利或利益的处分才是强制处分.〔２０〕 在限制强制处

分的范围这一点上,该学说具有妥当的一面,但该学说也产生了以下两个难以

克服的缺陷:第一,重要法益与否的判断标准未必是明确的;第二,如果将强制

处分的范围限定于重要利益或法益,那么即使行使了有形力,只要不能被评价

为制约了重要法益,就只能认定为任意处分,因此有削弱强制处分法定主义的

危险.
(三)本文观点

上述围绕强制处分与任意处分之区分标准的学说,根据判断视角的不同,
可以划分为两大学说阵营.具体而言,物理性实力说显然是从作出处分这一方

的视角出发,以处分手段本身的客观样态为基准的学说;与此相对,法益侵害说

则是从接受处分这一方的视角出发,以处分手段对嫌疑人的侵害样态为基准的

学说.本文认为,既然区分强制处分与任意处分的根本目的在于保证强制处分

法定主义的贯彻,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其判断的视角应立足于犯罪嫌

疑人,在这个意义上,法益侵害说基本上是妥当的.但毫无疑问不能将法益概

念泛化,关于这一点,日本最高裁判所的观点认为:只有存在法律上的根据规

定,才能在侦查中使用强制手段,而这里的强制手段并不是指伴随着有形力之

行使的手段,而是指压制个人的意思,对身体、住宅、财产等施加制约从而实现

强制性的侦查目的之行为,对于这一类行为,如果不存在特别的根据规定,就不

允许其使用.与此相对,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有形力行使,在任意侦查中也

存在被允许的情形.〔２１〕 由此可见,该判例确立了以下两点:第一,不能以有形

力的行使与否为基准;第二,将对个人意思的压制以及对身体、住宅、财产等的

制约作为判断强制处分的主观与客观基准.〔２２〕 本文认为,以这一观点为基准

区分强制处分与任意处分基本上是妥当的,但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的是,根据该

观点,强制处分也有可能出现在并没有被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侦查措施中,
此时应当从我国«宪法»第３７条至第４０条的规定出发对具体的侦查措施做合

宪性解释,在具体判断这种侦查措施是否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以及对嫌疑人的

人身或财产权利的侵犯程度的基础上确定这种侦查措施的合法性.〔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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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井上正仁:『強制捜査と任意捜査』(新版),有斐閣２０１４年版,第７頁以下.
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昭和５１年(１９７６年)３月１６日刑集３０巻２号.
参见井上正仁編:『刑事訴訟法判例百選』(第１０版)有斐閣２００７年版,第２頁以下.
这样意味着强制处分也可能以非法定的形式出现,于是,如何处理强制处分法定主义

与令状主义之间的关系,成为新的问题.参见酒巻匡:『刑事訴訟法』,有斐閣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２頁

以下.



三、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法性质及其教义学上的归结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１８条第２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

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第１１９条第１款规定:对不

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

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

件.对在现场发现的犯罪嫌疑人,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讯

问笔录中注明.由此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讯问,包括对已经被羁

押的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和对没有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这两种情形,其中

第二种情形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对没有被拘留或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以

及对现行犯的讯问.关于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法性质,存在强制处分说与任意处

分说的对立,但这两种学说对立的背后隐藏着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接受讯问的

义务、是否具有供述的义务,与沉默权的保障之间的关系、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尤其是自白法则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教义学上的难题.
一般认为,讯问不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是一种任意处分,因此犯罪嫌疑人

不负有接受或忍受讯问的义务,即使接受了讯问,在讯问过程中也可以随时单

方退出.于是,如何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１９条所规定的“传唤”的性质成

为教义学上必须面对的问题.与此相对,讯问已经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一般被

认为是一种强制处分,但从反面的角度而言,犯罪嫌疑人是否负有接受或忍受

讯问的义务,成为争议的焦点.
以下,在阐明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分别探讨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讯

问犯罪嫌疑人的三种情形各自的法性质.
(一)关于“讯问忍受义务”有无的争论

既然讯问犯罪嫌疑人被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为一种侦查措施,那
么,与此相关联的首要问题就是犯罪嫌疑人有没有接受或者忍受侦查机关的讯

问之义务.从刑事司法实务的角度出发,容易得出肯定的结论,然而,一旦采取

肯定说,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供述义务也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即使否定供

述义务的存在,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在理

论上认为犯罪嫌疑人不具有讯问忍受义务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２０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

回答.从这一规定出发,刑事司法实务中理所当然地认为犯罪嫌疑人不仅具有

忍受讯问的义务,而且具有供述义务.在理论界,研究侦查人员讯问策略的论

文汗牛充栋,而另一部分观点则对该规定持讥讽态度,主张废除或修改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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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２４〕 但这显然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更无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
以下,笔者尝试在检讨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讯问忍受义务的基础上,努力对“如
实回答”进行体系性、合宪性、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

１ 讯问忍受义务肯定说

肯定说认为,取得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对于侦查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

果没有嫌疑人的供述,就无法查证犯罪事实并证明犯罪的成立,侦查本身就是

将物证等客观证据与供述证据进行比对从而接近事实真相的过程,因此嫌疑人

的供述对于侦查活动的展开至关重要.此外,让犯罪嫌疑人阐述真相并让其反

省本身就具有刑事政策上的意义.〔２５〕 很显然,从这一观点出发,不仅肯定犯罪

嫌疑人负有接受并忍受讯问的义务,而且认为其具有供述的义务,这显然违反

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理,并且可以说其逻辑起点就是有罪推定.因此,不难想

象这种观点会遭到学界的批判,但肯定说在司法实务中的影响根深蒂固.例

如,日本最高裁判所也积极为肯定说做了如下辩护:处于羁押状态的犯罪嫌疑

人负有到场接受讯问并滞留于现场的义务,显然并不直接意味着剥夺嫌疑人拒

绝违反其意思的供述之自由.〔２６〕 可以将该判例观点理解为肯定了犯罪嫌疑人

接受讯问的义务,但否定了供述义务.然而,当犯罪嫌疑人在被羁押的状态下

接受讯问时,一般都是在密闭的审讯室里独自面对两个以上的侦查人员,这种

特定的环境本身就容易使嫌疑人陷入必须供述的心理状态〔２７〕,因此,讯问忍受

义务肯定说与沉默权的保障之间必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对立.

２ 讯问忍受义务否定说

否定说认为,在犯罪嫌疑人并没有被羁押的情形中,其不负有讯问忍受义

务是当然的结论.但即使犯罪嫌疑人处于被羁押状态中,由于对犯罪嫌疑人采

取逮捕、拘留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主要目的是隔绝犯罪嫌疑人的人身

危险性与毁灭、伪造证据的可能性,而讯问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嫌疑人的口供.
据此,讯问的目的当然不包括羁押目的,不能以犯罪嫌疑人被羁押为由肯定其

负有讯问忍受义务.这样的话,即使承认处于羁押状态的犯罪嫌疑人可以拒绝

接受讯问或在被讯问途中自由离去,也当然不会否定逮捕或拘留本身的效

力.〔２８〕 此外,如前所述,如果肯定讯问忍受义务,无疑是纠问式侦查观的产物,
必然会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甚至可以说会成为诱发刑讯逼供的制度源

头.据此,否定犯罪嫌疑人负有讯问忍受义务的学说逐渐有力化.但该学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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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根菊:«沉默权与如实回答»,载«法商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５期,第４４页.
参见三井誠編:『刑事手続き(上)』,築摩書房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８５頁以下.
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大審院判決平成１１年(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４日民集５３巻３号５１４頁.
关于这一点的深入论述,参见渥美東洋:『全訂刑事訴訟法』(第二版),有斐閣２００９年

版,第７３頁以下.
参见平野龍一:『刑事訴訟法』,有斐閣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０６頁以下.



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衍生出不少理论变种.例如,日本学者松尾浩也在

区分“拒绝到场与中途退去的自由”与“拒绝讯问自由”的基础上,否定了犯罪嫌

疑人具有前一种自由,但肯定其具有后一种自由.〔２９〕 虽然在理论上区分这两

种自由是可能的,但在司法实务中,一旦肯定犯罪嫌疑人负有到场接受讯问并

不得任意中途退出之义务,实质上就否定了犯罪嫌疑人有拒绝讯问或调查的自

由.而日本学者三井诚则原则上否定了犯罪嫌疑人忍受讯问的义务,但考虑到

案件的重大性、嫌疑的程度、自白的重要性等因素,例外地在存在相当根据的某

些情形中肯定犯罪嫌疑人到场并滞留的义务.〔３０〕 然而,不得不说如何判断成

立例外情况的标准过分模糊.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只有在保障犯罪嫌疑人享有

律师在场权、具有中断讯问效力的会见及通信权等诉讼权利的前提下,才能肯

定其到场并滞留的义务.〔３１〕 但该观点显然是立法论意义上的探讨,在现行刑

事诉讼法没有修改的前提下,这种观点难免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之嫌.

３ 小结

由此可见,肯定说与否定说也是处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当事人主义诉讼

模式之间争论的延长线上.采用肯定说的话,容易将犯罪嫌疑人视为讯问的客

体,即使没有达到肯定其具有供述义务的程度,也容易侵犯嫌疑人所享有的沉

默权.而在否定说内部存在彻底否定犯罪嫌疑人负有讯问忍受义务的观点(彻
底否定说)以及原则上否定但例外肯定犯罪嫌疑人负有到指定场所接受调查之

义务的观点(原则否定说)之间的分歧.实务界的肯定说与学术界的否定说之

间长期以来处于对峙状态,然而,这种对峙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从现行刑事

诉讼法的规定出发,如何构筑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条件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即
对享有沉默权并且没有到场接受讯问义务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应当满足怎

样的条件才能被允许.

四、讯问忍受义务否定说在中国语境下的展开

如前所述,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讯问程序可以分为讯问未被羁

押的犯罪嫌疑人与讯问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对于前一种讯问而言,由于犯罪

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并未受到限制,因此传唤犯罪嫌疑人到指定地点的行为是一

种任意处分行为,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任意同行”.据此,犯罪嫌疑人有权拒

绝传唤并且不能据此而让嫌疑人承担任何不利后果.然而,一旦犯罪嫌疑人接

受传唤,到指定地点接受讯问,侦查人员经常会耗尽讯问的最长时限即２４小

时.而且,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７４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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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松尾浩也:『刑事訴訟法(上)』(新版),弘文堂１９９６年版,第６７頁以下.
参见三井誠:『刑事手続法(１)』(新版),有斐閣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３３頁以下.
参见渡辺修:『犯罪被疑者調査の法的規制』,三省堂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８８頁以下.



没有正当理由,经过传唤却不到案时,可以将其拘传到指定地点进行讯问.在

这种情形中,传唤作为任意处分的容许限度成为问题.与此相对,当犯罪嫌疑

人在被羁押的状态下接受讯问或者被采取拘传的强制措施时,其人身自由显然

受到限制,因此是一种强制处分,应当严格遵循强制处分法定主义.如果在犯

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并没有被限制的情形中否定其负有讯问忍受义务,那么在

其人身自由被限制的状态下,更应该否定这种义务的存在.然而,如前所述,我
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２０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

答”,如果以讯问忍受义务否定说为前提的话,如何解释这一规定将成为不可回

避的关键问题.
(一)传唤中任意同行的保障

任意同行是指,为确保犯罪嫌疑人到案,侦查人员将其从住宅等地方带到

警察署等地方.可以将任意同行分为以下两种:作为行政警察活动的人民警察

法上的任意同行以及作为以侦查犯罪为目的的司法警察活动的任意同行.〔３２〕

但这两者在任意性基准的判断上并无不同,均强调被盘问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

自愿性,即是否同行以及到案之后何时离去取决于对象者的意愿.在我国现行

«刑事诉讼法»中并未明文规定任意同行制度,但存在传唤制度的规定,既然并

未将传唤明文规定作为强制措施的一种,那么,根据强制处分法定原则,就应当

将传唤解释为一种任意处分;这样的话,在传唤过程中就应当充分尊重犯罪嫌

疑人的主观意愿,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如果想拒绝同行就可以拒绝.但既然

作为司法警察活动的任意同行也是一种侦查措施,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即
使是任意侦查,也并不意味着完全排除物理实力的行使,根据上述的重大法益

侵害说也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于是,如何防止借任意同行之名行强制措施之

实,也即任意同行的容许限度到哪里,成为必须直面的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通说认为,任意侦查也应当被限制在其必要性、紧急性、相

当性被承认的范围内,因此在要求同行之际有形力行使的程度达到剥夺个人自

由的程度,或者拘束人的身体自由并且这种拘束状态具有持续性的,就不能被

评价为合法的任意同行.〔３３〕 作为必要性、紧急性、相当性之判断资料,可以列

举如下要素:要求同行的时间、场所;同行的方法、样态;要求同行的必要性;同
行后的讯问时间与方法;监视的状况以及犯罪嫌疑人对此的态度;逮捕令准备

的有无等.当根据这些具体的判断资料否定传唤作为任意处分的性质时,就应

当否定以传唤的形式实施讯问的合法性,据此而取得的口供证据当然应当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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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寺崎嘉博:『刑事訴訟法』(第三版),成文堂２０１５年版,第６２頁以下.
参见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第六版),弘文堂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２０頁以下.日本最高裁

判所认为:应当综合衡量案件的性质、对嫌疑人的怀疑程度、嫌疑人的态度等诸要素,在社会观念

上被认为是相当的方法或者样态的限度内使用强制手段.



为非法证据.这是因为,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５６条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

则的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

排除.而当传唤行为实质上变成强制措施时,即使向犯罪嫌疑人出示了传唤证

和侦查人员的工作证,也违反了强制处分法定主义〔３４〕,应当认定为以非法方法

收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据此予以排除.〔３５〕

(二)“应当如实回答”的解释路径

如前所述,不论被讯问的犯罪嫌疑人是否处于被羁押的状态,本文均以讯

问忍受义务否定说为基本的基调.但是,现行«刑事诉讼法»第１２０条规定“犯
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从字面含义出发,长期以来,这一

规定被实务界以及理论界理解为犯罪嫌疑人负有供述义务,据此推导出犯罪嫌

疑人不具有沉默权这一被世界人权公约承认并被大多数国家与地区的刑事诉

讼法明文规定的诉讼权利.据此,一方面,纠问式侦查观在侦查阶段被彻底贯

彻,犯罪嫌疑人沦为被讯问的客体,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另一方面,刑事诉

讼法学界对这一规定几乎持否定态度,主张废除该规定的观点成为通说〔３６〕,但
这归根结底是立法论上的探讨,虽然也有学者从法教义学的视角出发试图对这

一规定做缓和理解,但难以说彻底解决了沉默权与“如实回答”之间的紧张

关系〔３７〕.
然而,对于沉默权的理解也存在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间的差异,仅仅停

留于形式层面,难以探查在宪法或刑事诉讼法上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宗

旨.如果说在我国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难以对“如实回答”作出有利

于被告人的解释,只能求诸立法的修改,那么,现行«刑事诉讼法»第５１条关于

证明责任的规定,第５２条关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第５５
条关于“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规定,以及第５６条关于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的规定,可以说为“如实回答”的重新解释带来了契机,与此同时,也为

从体系上整合“自我负罪拒否特权”“沉默权”“如实回答”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提

供了教义学上的可能性.以下,本文尝试从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的视角出发重

新塑造“如实回答”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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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据此,强制处分法定主义与令状主义虽然紧密关联,但前者侧重于强制措施必须被明

文规定,后者侧重于强制措施的实施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并不能直接将两者相等同.关于这一点

的论述,参见緑大輔:「強制と任意ーー強制処分法定主義」,载«法学セミナー»２０１０年６６６号,１１３
頁以下.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５６条所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解释,参见易延友:«非法

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表述与意义空间———刑事诉讼法第５４条第１款的法教义学分析»,载«当代

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１期(«刑事诉讼法»２０１８年修正后,原第５４条的内容改为第５６条).
参见刘根菊:«沉默权与如实回答»,载«法商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５期,第４４页;樊崇义:«从

“应当如实回答”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载«法学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１１２页.
参见宋福义:«沉默权与如实回答义务»,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

年第５期,第８４页.



１ “沉默权”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

众所周知,沉默权(therighttosilence)这一概念是舶来品,其发源于英国

并通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所确立的“米兰达规则”而传播于世界各地.〔３８〕 然

而,即使是在英国或美国,沉默权也并非一开始就被认可.中世纪的欧洲普遍

采用纠问主义诉讼模式,在法定证据理论的支配下,以刑讯的方式获取口供具

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与此相应,犯罪嫌疑人则必然沦为对自己进行有罪证明

的客体.〔３９〕 这一诉讼程序的出发点可以归结为针对犯罪分子而增强国家保护

人民的需要.然而,以１８４８年的«约翰杰维斯法案»为契机,这种需求逐渐向针

对国家而增加的保护无辜公民倾斜,由此促使纠问程序向现代刑事程序转

变.〔４０〕 其典型表现之一就是法定证据理论被科学证据理论所取代,于是,证据

的重心从人证转向物证,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也就丧失了作为“证据之王”的地

位.与此相应,犯罪嫌疑人也从被讯问的客体转而逐渐获得作为一方诉讼当事

人的主体地位,在这种背景下,犯罪嫌疑人身上长期以来被理所当然地赋予的

供述义务也开始瓦解.在英国,正式将事先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这一程

序制度化的是１９１２年的«法官准则»(JudgesRules),直到１９８４年制定的«警察

与刑事证据法案»(PoliceandCriminalEvidenceAct)仍然维持着沉默权告知

制度.〔４１〕 与此相对,美国虽然早在１７９１年«联邦宪法»第５条修正案中就确立

了“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的规则,但并不意味着以此条

文为根据而直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甚至可以说该条文从确立之后直到

１９世纪后半期都是被遗忘的存在.〔４２〕 虽然通说认为,麦迪逊提出«联邦宪法»
第５条修正案的意图是通过该条文保障包括从逮捕时点到审判之前的程序在

内的所有刑事法程序中,犯罪嫌疑人都具有自我负罪拒否特权,但实际上正式

确认保障羁押中的犯罪嫌疑人在面对讯问时具有沉默权的是１９６８年的“米兰

达判决”.该判决确认了密室中的讯问带来了内在与讯问的强制性,阐明了平

衡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必要性,援引«联邦宪法»第５条修正案将“自我负罪

拒否特权”具体化为犯罪嫌疑人在刑事程序中享有的“沉默权”,设置了沉默权

行使的实质保障制度.〔４３〕 例如,羁押中的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时,首先必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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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关于沉默权概念产生的历史,参见孙长永:«沉默权的是非之争与正当根据»(上),载«现
代法学»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６５页以下.

参见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７５页.
同前注〔３９〕,第１７３页.
St．Jonston,“TheJudgesRulesandPoliceInterrogationinEnglandToday”,Journal

ofCriminalLawandCriminology,vol．５７,１９６６,pp８５Ｇ８６．
参见小川佳樹:「自己負罪拒否特権の形成過程」,载«早稲田法学»２００１年７７巻１号.
关于米兰达判决的内容及其评价,参见刘磊:«米兰达规则五十周年的纪念与省思»,载

«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１８７页以下.



清晰明确的语言告知其享有沉默权;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无论做怎样的供述,
在审判中都有可能用于对其不利的指控;必须明确告知为讯问而被羁押的犯罪

嫌疑人具有与律师会谈的权利,在讯问过程中具有让律师在场的权利;当犯罪

嫌疑人不具有聘请律师的经济条件时,必须告知其具有无偿接受律师辩护的权

利;当犯罪嫌疑人行使沉默权时,必须中断讯问.〔４４〕

由此可见,沉默权从其字面含义出发,很容易被形式化地理解为当犯罪嫌

疑人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时有权保持沉默的权利,这其中包括全部沉默、一时

沉默、部分沉默.所谓的全部沉默是指,犯罪嫌疑人有在整个讯问过程中拒绝

回答侦查人员提出的所有问题的权利.虽然在犯罪嫌疑人是否有义务回答自

己的姓名这一点上存在争论,但通说认为,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虽然原则上姓

名并不是对自己不利的事项,但由于姓名显然属于敏感的公民个人信息,而且

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可能用于确认犯罪嫌疑人与犯人的同一性,或者判

明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前科,从而为累犯加重或者习惯犯的成立提供基础,或
者如果得知犯罪嫌疑人的具体姓名就显然能够以此为线索准确获知嫌疑人的

其他信息,例如住所、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工作单位、朋友圈子等,从而进一

步展开侦查.因此,在承认犯罪嫌疑人具有沉默权的国家,例如英国、美国、日
本、德国等,判例与通说的观点均认为犯罪嫌疑人的姓名也在沉默权涵盖的范

围之内.〔４５〕 并且,当犯罪嫌疑人在整个讯问过程中保持沉默时,不能据此对其

作出不利推定.与此相对,一时沉默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在刑事程序

的某个阶段保持沉默但事后在其他阶段中又作出供述,或者相反的情形,因此,
一时沉默权包括事前沉默与事后沉默两种类型.对于一时沉默而言,是否可以

因犯罪嫌疑人的沉默而否定供述的证据证明力,或者对于沉默的部分进行不利

的推定,存在争论.通说认为,不能因事前沉默而全盘否定犯罪嫌疑人事后作

出的对自己有利供述的效力,也不能因事后沉默而作出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

的不利推定.〔４６〕 所谓部分沉默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虽然对案件事实做

了部分供述,但对于某个或某些事项却保持沉默,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采取不

回答或者避开话题的态度.于是,对于保持沉默的部分事项是否可以对其做不

利推定成为问题.关于这一点,通说认为无论是全部沉默还是部分沉默,均不

得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做不利的推定,否则必然导致沉默权形同虚设.
据此,从形式解释的视角出发,沉默权主要指的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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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４５〕

〔４６〕

Mirandav．Arizona,３８４U．S．４４８Ｇ４７６(１９６６)．
参见松尾浩也:『刑事訴訟法(上)』(新版),弘文堂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２０頁以下.
参见増田豊「被告人の黙秘と自由心証主義」法律論集１２頁,https://mＧrepo．lib．meiji．

ac．jp/dspace/bitstream/１０２９１/１１８２８/１/horitsuronso_６６_４Ｇ５_１．pdf,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２５日.



整个刑事诉讼期间,在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时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但其实设置

沉默权制度的宗旨并不在于鼓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沉默或者说谎,而在于保

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自由及辩解的机会,即是否供述、供述哪部分内

容、在什么时候供述、对自己的构成要件行为作出怎样的辩解等,完全取决于犯

罪嫌疑人的自愿.而要保证这种自愿并不是基于认识错误而作出的,就要求

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司法工作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之前必须

明确告知其所享有的相关权利,以及行使或不行使相关权利可能导致的法律

后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沉默权制度的设置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必

然要求.
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即使在法条上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享

有沉默权,如果没有与此相应的人权保障观念、当事人主义诉讼构造、配套制度

保障,尤其是权利告知制度、辩护权的保障、刑讯逼供的禁止、讯问的透明化、犯
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会见与通信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等,沉默权最终

也无法落实.反之,如果在宪法或刑事诉讼法中已经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

理念并为此设置了相应的保障制度,即使在法条中没有明确规定沉默权,也可

以通过对沉默权进行实质解释,进而推导出沉默权的存在.

２ 现行«刑事诉讼法»为沉默权的实质解释带来契机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１２０条第１款的规定原封不动地保持１９７９年

«刑事诉讼法»第６４条以及１９９６年第一次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９３条的规

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法条的含义就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法律解释是一

种创造性的活动,而不是消极地、被动地去发现立法者的原意〔４７〕,应当从法条

的文本含义出发,将其放入整部法典的语境中,结合现实社会的具体情况进行

客观解释.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１２０条第１款的规定是追求实体真实的必然产物,然

而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为代价.过

去,因刑讯逼供而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并不罕见,在这一背景下,现行«刑事诉

讼法»增加了大量体现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规定,积极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的各种诉讼权利.例如,在«刑事诉讼法»第２条中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

权,这一规定显然来源于２００４年修改«宪法»时在第３３条所增加的“国家尊重

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为将«宪法»所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融入各个部门法的保

障体系中起了良好的开端,也为沉默权制度的设置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法条根

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１２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

４８１ 北大法律评论

〔４７〕 关于客观解释的必然性,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上)(第５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
第２９页以下.



确定有罪.根据该规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被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判决

有罪之前,只能被推定为无罪.第１４条第１款明确确立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的主体资格地位,明确赋予其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第３４条第１款将犯罪

嫌疑人委托辩护的时间提前到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第

２款明确规定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

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根据第３４条的规定,所有刑

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都有权获得辩护,并且这种权利不得因其经济

困难而实质上丧失.第３９条则保障了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会见与通信权,
即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并且不被监听.尤

其是,第５１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这就

意味着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并不具有证实自己有罪的义务,或者说具有自我负

罪拒否特权.这一点也体现在第５２条的规定中,即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
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第５６条

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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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根据第５９条第１款的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

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第１２３条则为讯问过

程的透明化提供了保障,即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

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

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并且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
保持完整性.

这样的话,为沉默权提供保障的人权保障原则、无罪推定、辩护权、会见通

信权、自我负罪拒否特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讯问透明化等制度在我国现行

«刑事诉讼法»中已经基本确立.据此,即使现行«刑事诉讼法»第１２０条第１款

的规定在文言上并没有发生变化,根据体系解释与目的解释的原理,也不得不

对其含义进行重新表述,即朝着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这一方向进

行解释.以下具体阐述.

３ 将“如实回答”解释为“没有必要违反自己的意愿进行供述”
关于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在法律上的性质,存在两种理解:第一种是以存

在像证人那样的供述义务为前提,但犯罪嫌疑人具有拒绝供述的权利;第二种

是以像被告人那样不存在供述义务为前提而理解为沉默权.然而,一旦承认犯

罪嫌疑人具有供述义务,就难以肯定其具有拒绝供述的权利,因此,第二种理解

是妥当的.这样的话,既然犯罪嫌疑人并没有供述义务,如何解释我国«刑事诉

讼法»第１２０条第１款所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

答”就成为必然面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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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这一问题上,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与司法实务均以

犯罪嫌疑人负有供述义务为前提而理所当然地将其理解为犯罪嫌疑人必须如

实描述自己的全部犯罪过程.这样的理解显然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诸多带

有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制度相违背.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对于“如实回

答”的解释至少不能与«刑事诉讼法»第５２条所规定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

己有罪”相违背.关于这一点,甚至有学者以第５２条的规定出发,直接得出我

国已经确立了沉默权制度的结论.〔４８〕 遗憾的是,论者并未从解释学的角度进

一步阐述第５２条的规定与第１２０条第１款的规定之间的关系.然而,更多的

观点还是以“如实回答”这一规定的存在否定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
中的确立,并诉诸立法论上的努力.例如,樊崇义教授认为:“不得强迫任何人

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可以不说话、保持沉默,这确实容易被

理解为设置了沉默权,但这种理解归根结底只是一种延伸的理解,更是一种推

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仍然是法定证据之一.虽然反对采用强制手段

获得口供,但并不是不要口供,更不是说我们就有了沉默权的规定,这是必须要

解决的一个理解和认识问题.所谓“默认”只是一种理解,法律的标准是要给出

“明示”,既然没有明确规定,就不能说“默认”了沉默权.“这次没有规定沉默权

是我们立法上存在的一个欠缺,我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将来会完整地

规定的.”〔４９〕由此可见,樊教授认为“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仅

仅是为了禁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得口供的方式,但这并不能免除犯罪嫌疑人的

供述义务,除非«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沉默权的存在,这显然是从形式层面上

理解沉默权.此外,另一种类似的有力观点认为:为了进一步防止刑讯逼供,为
了进一步遏制可能存在的这样一种现象,这次«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不得强迫

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至于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是从另外一个层面、
另外一个角度规定的,即«刑事诉讼法»作为一部程序法,要落实这样一个规定,
它要求犯罪嫌疑人如果要回答问题的话就应当如实回答,如果如实回答,就会

得到从宽处理.这是从两个角度来规定的,并不矛盾.〔５０〕

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与“如实回答”这
两者之间存在根本的矛盾.因为前一规定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基于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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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意思而决定是否供述的选择权,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侦查人员的讯问,犯罪

嫌疑人既可以供述也可以沉默.〔５１〕 确实,“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
一表述在诸多国际公约以及很多国家的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中都存在,即使不能

直接将其与包括的沉默权相等同,也具有朝着沉默权进行解释的可能性.具体

而言,条文规定侦查人员负有不得强制犯罪嫌疑人做对自己不利供述之义务,
也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具有拒绝对自己不利供述的权利,即可将其理解为规定了

自我负罪拒否特权,而到底是对自己有利还是不利的判断则取决于犯罪嫌疑人

或其委托的辩护人的判断,因此从自我负罪拒否特权出发,其解释的射程范围

完全可以涵盖沉默权.〔５２〕

本文赞同这一解释路径,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与“如实回答”之间

是否真的存在根本矛盾,值得进一步深究.具体而言,“如实”一词在中文表述

中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指“按照实际情况”,第二种是指“正确地、真实地、真诚

地”.〔５３〕 由此可见,前一种含义侧重于客观实际,后一种含义侧重于主观心态.
在追求实体真实这一观念的主导下,第一种理解成为一种当然解释.然而,如
前所述,现行«刑事诉讼法»已经明文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并设置了诸多用于保障沉默权的配套制度,在这一语境下,继续将“如实”解释

为“按照实际情况”显然已经不符合现行«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保障人权这一

基本目的.事实上,即使犯罪嫌疑人确实实施了犯罪,也有可能由于认识错误

或记忆偏差而无法全面反映客观实际情况.
因此,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语境下,应当对“如实回答”朝第二种理解的

方向进行解释.具体而言: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没有必要违反自

己的意愿进行供述.这样的话,既没有超出“如实回答”这一文本含义的最大

限度范围边界,也体现出设置沉默权制度的根本目的,即保障犯罪嫌疑人的

供述自由,是否供述、在什么时间供述、供述哪部分内容均取决于犯罪嫌疑人

的主观意愿.

五、余罪讯问及其界限

值得注意的是,«刑事诉讼法»第１２０条第１款还规定“但是对与本案无关

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可以说这一规定长期以来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关

注,但这一规定蕴藏着丰富的教义学资源,其中涉及“本案”的射程范围、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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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万毅:«论“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的解释与适用———“刑事诉讼法”解释的策略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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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芦補信喜:『憲法Ⅲ人権(２)』,有斐閣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０９頁以下.
根据«新华字典»:“如”字有六种含义,但对于“如实”而言,只能将其解释为“按照”或者

“根据”;“实”字也有六种含义,既包括“实际”的含义,也包括“真诚”的含义,前一种含义侧重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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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断、是否可以对羁押中的犯罪嫌疑人的余罪进行讯问、与“如实回答”之间

的关系是什么.本文尝试从教义学的视角探讨这些问题,并厘清与前文所探讨

的讯问的法律性质、忍受义务的有无、沉默权的实质解释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余罪讯问与逮捕、拘留的效力范围

所谓的余罪讯问是指,犯罪嫌疑人因被疑事实 A(将其称为本罪)而被逮捕

或拘留,但却对 A以外的被疑事实B(将其称为余罪)进行讯问.〔５４〕 在侦查实

务中,一般认为包括余罪讯问在内的余罪侦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这既可

以应对侦查的流动性,同时也使犯罪嫌疑人可以享受同时处理的利益.余罪侦

查是指,先行对一部分的事件(a事件)进行侦查,在此过程中也展开对与此相

应的余罪(b事件)的侦查.与此相反的情形被称为别件逮捕,具体而言,先行b
事件(本件)的侦查,或者这就是侦查机关本来的目标,但却首先以a事件(别
件)将其逮捕,之后对b事件进行讯问.〔５５〕 在该情形中,对于b事件(本件)的
讯问,从a事件的视角来看的话,无疑是余罪讯问.

由此可见,对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可否实施余罪讯问这一问题与判断逮

捕或拘留的效力范围基准问题〔５６〕相关联.在后一个问题的判断上存在人单位

说与事件单位说之间的争论.人单位说认为应当以犯罪嫌疑人为基准来决定

逮捕或拘留的效力,禁止双重拘留,其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在一个人身上同时

存在两次以上的人身控制,违反常识;第二,对同一个人以不同理由实施双重拘

禁,违反诉讼行为一次性原则.〔５７〕 但人单位说的弊端也非常明显,如果贯彻该

学说,必然导致人身控制原因不明确,并且无视或轻视令状主义的理念.与此

相对,事件单位说认为应当以犯罪事实为基准,即逮捕或拘留的效力仅仅及于

逮捕令或拘留令中记载的犯罪事实,而不波及除此之外的事实.这是因为,逮
捕、拘留仅仅及于接受了法官或检察官司法审查的被疑事实,原则上能够维持

令状主义.因此,通说采用了事件单位说.
然而,即使以事件为单位,“事件”本身的范围也未必是清晰的,关于这一

点,本文认为应当以“构成要件”〔５８〕为标准,即使先行逮捕与拘留的罪名与事实

存在变动,只要在同一构成要件的射程范围内,或者在构成要件之间至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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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重合时,均应认为还在“事件”的范围之内.例如,犯罪嫌疑人甲涉嫌杀害

乙而被逮捕,即使之后查明被甲杀害的是丙,或者查明甲只是将乙打成重伤,也
不阻却逮捕的效力.

(二)围绕可否余罪讯问的学说争论

可否进行余罪讯问,既涉及逮捕、拘留的效力,也与讯问的法律性质紧密关

联.围绕这一问题,刑事诉讼法学界展开了激烈争论,产生了诸多学说.以最

终的结论为标准,可以分为限定说与非限定说这两大学说阵营,在各自的阵营

中还存在诸多的理论变种,以下笔者尝试在批判性考察这些学说的基础上,对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２０条第１款后段进行解释.

１ 限定说的学说阵营

限定说将可否余罪讯问与逮捕、拘留的效力视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
此,也可以说限定说处在事件单位说的延长线上.既然如此,自然会得出禁止

在事件范围之外进行讯问的结论.但在限定说的内部,根据对于讯问被羁押的

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性质,存在以下两种论证进路.
(１)从强制处分说出发的进路

该学说认为讯问被逮捕或拘留的犯罪嫌疑人是一种强制处分,在强制处分

中肯定了将事件单位说作为余罪讯问的规制原理,据此,通过事件单位说的适

用,讯问就被限定在该事件中.〔５９〕 然而,如前所述,“事件”本身是一个具有弹

性的概念,因此,即使严格地贯彻事件单位说,也会例外地肯定余罪讯问的适用

余地.例如,与本罪密切关联的同种余罪,或者对逮捕、拘留的基础事实的讯问

具有重要意义的情形,或者犯罪嫌疑人明显没有忍受义务,纯粹作为任意侦查

而实施的情形.
(２)从任意处分说出发的进路

该学说将讯问被逮捕或拘留的犯罪嫌疑人理解为任意处分.从该进路出

发,否定讯问忍受义务,将羁押中的讯问理解为任意处分,但由于在羁押状态的

讯问中带有强制性的契机,因此适用事件单位说,原则上仅仅承认对逮捕、拘留

的基础事实的讯问.〔６０〕 但例外地,当对于主要犯罪的讯问具有附随性,且与此

相并行而实施时,则肯定余罪讯问.

２ 非限定说的学说阵营

如前所述,限定说的出发点是将可否余罪讯问与逮捕、拘留的效力视为同

一个问题,但有不少学者针对这一点展开批判,认为逮捕、拘留是为了防止逃亡

或毁灭证据而设置的制度,而讯问是侦查人员获取证据的一种方式,不能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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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关于逮捕、拘留的效力的事件单位说与讯问相关联,据此得出允许余罪讯问

的结论.〔６１〕 可以把得出这一结论的学说归入非限定说的学说阵营中,在这一

学说阵营中,由于在讯问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性质这一点上存在分歧,
内部也产生了诸多学说.

(１)强制处分说的归结

该学说认为讯问被逮捕或拘留的犯罪嫌疑人是一种强制处分,但既然在刑

事诉讼法上没有做特别的限制,余罪讯问也不受限定.〔６２〕 很显然,可以说这一

观点是对强制处分这一概念的误解,如前所述,之所以区分强制处分与任意处

分,是因为强制处分需要受到刑事诉讼法更多的约束,至少要严格遵守令状主

义,而绝不是意味着“既然是强制处分就不受任何限制”,因此这一观点并不

可取.
(２)任意处分的归结

该学说将逮捕、拘留中的讯问理解为任意处分.从该进路出发,并不限定

余罪讯问.这是因为由于逮捕、拘留中的讯问是任意处分,因此应当与逮捕、拘
留做分别考虑,而且没有限制的必要,余罪讯问是被允许的.〔６３〕 然而,如前所

述,即使把逮捕、拘留中的讯问理解为一种任意处分,也消除不了讯问本身带给

犯罪嫌疑人的强大的心理压力,如果进而对于余罪讯问不做任何限定,犯罪嫌

疑人很可能沦为讯问的客体.
(３)令状主义潜脱说

该学说认为,对于讯问否定事件单位说的适用,虽然没有必要一般性地禁

止余罪讯问,但当在具体的情况中达到了可以称得上脱离了令状主义的情形

时,就是违法的,应当被禁止.〔６４〕 而是否脱离令状主义应当结合本罪与余罪的

关系、罪质与轻重的差异、余罪的嫌疑程度、讯问的样态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该学说的主要理由有以下三点:第一,逮捕、拘留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逃亡或

毁灭罪证而设置的制度,因此不能直接将作为关乎逮捕、拘留之效力原则的事

件单位原则与讯问相关联.因此,如果对于讯问不适用事件单位原则的话,原
则上讯问的范围就不受限制.第二,虽然余罪讯问没有限制,但禁止脱离令状

主义,这样既能保障侦查的灵活性,也能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与诉讼权

利.第三,应当禁止的是“专门为了调查本件,却以别件的理由而逮捕”,因此,
没有必要一般性地禁止余罪讯问.但是,由于在这个意义上的别件逮捕是应当

被禁止的,其结果是———应当被禁止的余罪讯问的限度就是违法的别件逮捕之

０９１ 北大法律评论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参见安冨潔:「身柄拘束下における余罪の取調へ」,载«法学研究»１９８８年６１巻２号.
参见青柳文雄編:『注釈刑事訴訟法(第二巻)』,立花書房１９７６年版,第８２頁以下.
参见平野龍一:『刑事訴訟法』,有斐閣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０６頁以下.
参见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第六版),弘文堂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２２頁以下.



后的讯问.〔６５〕

３ 小结

以上诸多学说的立论根据、论证逻辑以及结论各不相同,可以通过下图〔６６〕

展示:

从讯问忍受义务肯定说或否定说的任何一种学说出发,在对讯问法律性质

的理解上,既可能得出强制处分说的结论,也可能得出任意处分说的结论,而从

强制处分说与任意处分说的任何一种学说出发,在可否余罪讯问这一问题上,
既可得出限定说的结论,也可能得出非限定说的结论.

通过以上学说的考察可以发现,虽然各个学说之间表面上存在重大差异,
但作为限定说之代表的事件单位说与作为非限定说之代表的令状主义潜脱说

之间其实并没有存在巨大差异,甚至在结论上都基本一致.原因在于,违法的

别件逮捕或拘留之后的余罪讯问就是违法的.换言之,别件逮捕或拘留是否违

法的判断与是否脱离了令状主义的违法性判断是一致的.因此从形式上纠缠

于可否余罪讯问并无实益,不妨在承认侦查机关可以进行余罪讯问的前提下,
从程序上规范余罪讯问,在保障侦查机关侦查关联犯罪的同时,也赋予犯罪嫌

疑人相应的防御权,而不至于沦为讯问客体.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赞成令状主

义潜脱说,根据该学说,“令状主义”并不仅仅指具备狭义意义上的文书,而是指

广义上的正当程序.因此,应从本件(余罪)的讯问状况、对于别件(本罪)的逮

捕或拘留的必要性、本件与别件的关联等客观资料出发,综合判断是否违反了

令状主义精神.
(三)对于«刑事诉讼法»第１２０条第１款“但书”的解释

«刑事诉讼法»第１２０条第１款“但书”规定了“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
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该条文的理解与但书之前所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

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紧密关联.具体而言,传统的观点将“如实回答”理解

为犯罪嫌疑人负有供述义务.这一结论通过“但书”的反对解释也可以得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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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６６〕
参见田宮裕:『刑事訴訟法』(新版),有斐閣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３８頁.
关于这些学说之间内在关系的详细说明,参见反町勝夫編:『刑事訴訟法１』(第三版),

東京リーガルマインド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８９頁以下.



虽然犯罪嫌疑人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但对于与本案相关

的问题,负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如果这样理解的话,“但书”就成为“如实回答”
条款的附庸,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然而,如前所述,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语

境下,可以也有必要对“如实回答”作出重新解释,即可以将其解释为“犯罪嫌疑

人没有必要违反自己的意愿进行供述”.这样的话,如何整合这一解释与“但
书”规定之间的关系成为新的问题.此外,在处理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必须注意

到“但书”的规定显然涉及可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余罪讯问的问题.如前所述,
在这一点上,本文采用令状主义潜脱说,于是,该学说可否重新塑造“但书”的规

定,并且与上述对于“如实回答”的解释之间不冲突,成为问题的关键.
从法条的表述来看,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既可以是与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罪

名的构成要件事实无关的问题,也可以是关于涉嫌罪名之外的其他罪名的构成

要件事实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犯罪嫌疑人有权拒绝回答,但这并不意味着禁

止侦查机关就这些问题展开讯问,只是在讯问过程中,不能违反令状主义要求,
与此同时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这样解释的话,既符合法条的文义,也符

合令状主义潜脱说的基本宗旨,同时还与前文对于“如实回答”的解释一脉

相承.

六、结论

«刑事诉讼法»在２０１２年全面修改时,将尊重与保障人权纳入刑事诉讼的

目的之一,与此同时,增设或强化了包括无罪推定、辩护权、会见通信权、自我负

罪拒否特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讯问透明化等制度,表明«刑事诉讼法»在努力

往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转变.与此同时,２０１４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改革.“以审判为中心”要求侦查、起诉活动面向审判、服从审判,同时发挥审判

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的决定性作用.〔６７〕 因此,侦查与起诉只是审判的准备

程序,既然审判程序正在走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侦查与起诉程序同样应当

吸纳当事人主义模式的基本精神.尤其是对于侦查程序而言,更应驱除纠问主

义侦查观,树立当事人主义侦查观.对于这一点而言,可以说讯问犯罪嫌疑人

程序是检测侦查观的试金石.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１２０条第１款关于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的规定

从１９７９年«刑事诉讼法»颁布以来只字未动,如果继续将“如实回答”条款理解

为犯罪嫌疑人负有供述义务,显然已经不符合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语境与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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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参见龙宗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及其限度»,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８４９
页以下.



精神.但既然该规定继续存在,不将其视为嘲讽的对象是作为法律人应有的基

本态度,应当通过目的解释与体系解释,赋予第１２０条第１款全新的含义.
第一,讯问程序可以分为传唤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与讯问被羁押的犯罪

嫌疑人.对于前一种讯问而言,由于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并未受到限制,因
此传唤犯罪嫌疑人到指定地点的行为是一种任意处分行为,其主要表现形式就

是“任意同行”.与此相对,当犯罪嫌疑人在被羁押的状态下接受讯问或者被采

取拘传的强制措施时,其人身自由显然受到限制,因此是一种强制处分,应当严

格遵循强制处分法定主义.
第二,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语境下,我国已经实质上确立了沉默权制度.

应当对“如实回答”往忠实于主观意愿的方向进行解释才能消除“如实回答”与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之间的冲突.具体而言:对于侦查人员的提

问,犯罪嫌疑人没有必要违反自己的意愿进行供述.这样的话,既没有超出“如
实回答”这一文本含义的最大限度范围边界,也体现出设置沉默权制度的根本

目的,即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自由———是否供述、在什么时间供述、供述哪部

分内容均取决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意愿.
第三,侦查人员虽然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余罪讯问,但不能以违反令状

主义的方式进行,对于余罪讯问,与本罪讯问一样,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

(审稿编辑　方柏兴)
(校对编辑　潘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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