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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无论证明标准设定多高ꎬ它都难以确保事实认定结论的准确性ꎮ 证明标准只是分配误判有罪风

险和误判无罪风险的手段ꎮ 两种误判风险的分配具有互斥性ꎮ 误判有罪风险的降低将导致误判无罪风险的提

高ꎬ反之亦然ꎮ 因此ꎬ证明标准的设定无法逃避艰难的价值权衡和选择ꎮ 证明标准的设定应当以现代理性选择

理论为基础ꎬ将错判的预期社会损失最小化作为它的价值目标ꎮ 影响证明标准预期损失的主要因素是错判有罪

所导致的抽象正义损失、具体的个人损失与错判无罪所导致的抽象正义损失ꎬ次要因素则是刑罚执行成本所导

致的经济损失ꎬ但刑罚的预防价值、认定有罪之前所耗费的调查成本、犯罪的严重性和被告人的个人特征均不应

作为设定证明标准的影响因素ꎮ
〔关键词〕证明标准ꎻ确保真实ꎻ误判风险ꎻ预期社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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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审判中ꎬ真相至关重要ꎮ 令人遗憾的是ꎬ
错判却不可避免ꎮ 面临时而相互冲突、不够充分

的证据ꎬ如何在法定的审限内作出准确的事实判

定ꎬ成为裁判者必须直面的现实难题ꎮ 之所以说

“直面”ꎬ是因为他没有退路可走ꎮ 他不能像科

学家那样ꎬ在科学结论无法得到充分检验之前ꎬ
悬置自己的判断ꎮ 为了实现法律定纷止争的目

的ꎬ拒绝作出判断不是裁判者的备选项目ꎮ 法律

给予他的选择通常只有两项:要么认定有罪ꎬ要
么认定无罪ꎮ 在这种非黑即白的选择中ꎬ怎么做

才是正确的? 证明标准为裁判者提供了解决问

题的法律手段ꎮ 证明标准是指裁判者接受控方

所主张的犯罪事实为真必须达到的确证程度ꎮ
它是裁判者作出有罪判决必须达到的证明度ꎮ
在二分法的裁判框架下ꎬ任何低于这个刻度的证

明状态只能选择作出无罪判决ꎬ高于该标准ꎬ则
认定有罪ꎮ

众所周知ꎬ错误地认定被告人有罪ꎬ不仅会

使被告人的名誉受损ꎬ还可能会导致他失去财

产、自由乃至生命ꎮ 错误地认定被告人无罪ꎬ会
使被害人期望法律给予他的正义以及其他权益

无法得到实现ꎬ也会使社会因此遭受犯罪分子逍

遥法外所导致的风险ꎮ 由于两种错误判决的结

果均是有害的选择ꎬ所以裁判者应当尽可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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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判决ꎬ这是毫无疑问的ꎮ 关键问题是裁判者

必须要对犯罪事实的确定达到多大程度才能作

出有罪或无罪判决ꎮ
一个不假思索的直觉性回答就是完全确定

事实(案件事实清楚且证据确实、充分)才作出

认定ꎮ 这大致是我国理论界几十年来主流学说

长期以来坚持的基本共识ꎬ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

到了立法机关的规则设计和司法者的裁判行为ꎮ
问题在于:为什么证明标准必须要设定在这样的

高度? 根据何在?

一、确保真实论

(一)确保真实论的缘由与错案产生的证据

原因

立法界人士解释道ꎬ我国将刑事证明标准规

定为证据确实、充分ꎬ“清楚地反映了立法者对法

官在判定证据、判断案件时的要求规定刑事

证明标准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ꎬ就是要求法官不

错判案件ꎬ我国的规定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ꎮ” 〔１〕

可见ꎬ立法人士规定严格标准的“目的”就在于

避免错误判决ꎮ 但这个“确保真实论”的观点是

否成立? 先要说明的是ꎬ从最终结果来看ꎬ“错判

案件”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将无罪的人错判有罪ꎬ
二是将有罪的人错判无罪ꎮ 它们均属“错判”ꎮ
如果证明标准的目的是为了“不错判案件”ꎬ那
么它理应消除或至少降低两种错误判决的可能

性ꎮ 但是ꎬ就证明标准本身来说ꎬ它能不能实现

避免两种错误的立法目的?
为了说明证明标准与判决正确率或错误率

之间的关系ꎬ现在假设某个时间段共有 １００ 名被

告人接受审判ꎬ其中有 １０ 名被告人客观上是无

罪的ꎬ有 ９０ 名被告人客观上是有罪的ꎮ〔２〕基于世

界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案件以及证据组合ꎬ我
们假设他们的证据状况以及裁判者基于案件证

据所作的有罪确定性判断在个案中是有差异的ꎮ
案件的证据状况(充分程度)和裁判者基于证据

所作出的有罪确定性程度的判断如下图所示ꎬ以
直观地揭示证明标准与裁判准确性之间的关系ꎮ

图 １　 证明标准与判决准确率的关系

先对该图中各项内容的含义做一个简要的

说明ꎮ 该图表示 １００ 名被告人接受审判时可能

存在的证据状况(纵坐标)、裁判者对犯罪确定

性判断状况(横坐标)以及客观上有罪无罪被告

人的分布情况(Ａ、Ｂ、Ｃ、Ｄ 四个区间)ꎮ 其中ꎬ区
间 Ａ 是正确释放的人数(５ 人)ꎬ区间 Ｂ 为错误释

放的人数(９ 人)ꎬ区间 Ｃ 为正确定罪的人数(８１
人)ꎬ〔３〕区间 Ｄ 为错误定罪的人数(５ 人)ꎮ 其

中ꎬ纵坐标表示 １００ 名被告人接受审判时的有罪

证据充分性程度(从缺乏具体证据到证据完全充

分ꎬ即 ０％ ~１００％ )ꎮ 因收集到绝对充分的信息

几乎没有可能ꎬ所以证据充分性状况(Ｅ)均位于

１００％以下ꎮ 在通常情况下ꎬ鉴于那些证据明显

不足的案件在审前已被过滤掉ꎬ证据充分性状况

一般也不会低于 ５０％ ꎮ 因此ꎬ１００ 起案件的证据

充分性程度均位于 ５０％ ~ １００％ 之间的某个位

置(０. ５ < Ｅ < １)ꎮ 此外ꎬ控诉机关通常不会故意

制造虚假证据以陷害无辜的被告人ꎬ由于客观上

无罪的被告人没有实施犯罪ꎬ所以可以合理地假

设其所涉案件的有罪证据充分性程度ꎬ一般低于

客观上有罪的被告人ꎮ 因此ꎬ图中虚线以下的被

告人都为实际上无罪的被告人ꎬ而虚线以上的被

告人则是客观上实施了犯罪的被告人ꎮ〔４〕横坐标

表示事实裁判者在经过审判后对 １００ 名被告人

实施犯罪行为的确定程度的判断( ｐ)ꎮ 坐标原

点为 ０ꎬ它表示裁判者完全确定被告人是清白

的ꎮ 横坐标的右端顶点是 １ꎬ它表示裁判者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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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被告人是有罪的ꎮ 鉴于司法证明的性质ꎬ〔５〕

这两种极端情形在实践中几乎不会产生ꎮ 加上

前文对证据充分性的假设ꎬ所以裁判者对有罪的

盖然性评估通常也位于 ０. ５ ~ １ 之间的某个位置

(０. ５ < ｐ < １)ꎮ
从此图可看出ꎬ就证据基础和证明力评估的

角度而言ꎬ错案之所以产生ꎬ至少存在两方面原

因:一是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信息时常无法达到

绝对充分的状态ꎻ二是裁判者基于证据所作出的

评估可能与证据的实际价值不一致ꎮ 前者属于客

观因素ꎬ后者属于人类理性认识局限性的因素ꎮ
如果每一起案件的证据都是完全充分的ꎬ那

么所有客观上有罪的被告人就会位于纵坐标的

最顶端ꎬ而所有客观上无罪的被告人则位于最低

端ꎮ 但现实有可能出现可证实客观上有罪的被

告人的有罪信息只有 ７０％ 左右(有罪证据不充

分)ꎬ可证实客观上无罪的被告人的有罪信息有

时竟然也达到了 ７０％ 左右(无罪证据不充分)ꎬ
由于二者证明状态大体一样ꎬ由此导致二者在外

观上展现出来的罪行极其相像ꎬ难辨真假(在图

中就是临近虚线上下端的被告人)ꎮ
另一个可能导致错案的因素就是证据分析、

推理、评价的主观判断与证据的实际力度不符ꎮ
客观事实一去不复回ꎬ裁判者只能凭借残留的证

据材料来“还原”真相ꎮ 让事情变得艰难的不仅

仅是证据材料不充分ꎬ因人类认识能力本身的限

制ꎬ也可能误判证据的真实价值ꎮ 在研判证据的

过程中ꎬ由于归纳性知识的有限性和理性的有限

性ꎬ难免会误判证据的实际证明力ꎮ 误判证据材

料ꎬ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高估了证据的证明

力ꎬ典型的情形如区间 Ｄ 里面的案件ꎬ证据自身

的充分性不足 ７０％ ꎬ但确定性程度却被评价为

高于 ９０％ ꎻ二是低估了证据的证明力ꎬ典型的情

形如区间 Ｂ 中的部分案件ꎬ证据的充分性本身达

到 ９０％ 左右ꎬ但确定性却被评价为 ８０％ 左右ꎮ
若低估了客观上有罪的被告人的有罪证据的证明

力ꎬ或者高估了客观上无罪的被告人的有罪证据

的证明力ꎬ就可能导致错案ꎮ

(二)判决正确率与证明标准之间的关系

假设立法规定证明标准必须达到超过 ９０％
的确定性程度(ｐ ＝ ０. ９)ꎬ凡是低于该标准的案

件ꎬ一律宣告被告人无罪ꎻ凡是高于该标准的案

件ꎬ一律认定被告人有罪ꎮ 这表明只要被告人无

罪的盖然性大于 １０％ ꎬ裁判者只能选择判决无

罪ꎮ〔６〕易言之ꎬ即使有罪确定性程度达到 ５１％ ~
９０％范围内(此时有罪的可能性超过或大大超过

无罪的可能性)ꎬ也将宣告无罪ꎮ 如此一来ꎬ该标

准就决定了图示中 １００ 名被告人的命运ꎮ 可以

发现ꎬ表示证明标准的那条直线将整个区间中的

被告人切割成两大区间和四小区间ꎮ 两大区间

就是 ｐ 值的左右空间ꎬ它表示最终的判决情况ꎮ
无论被告人客观上有罪还是无罪ꎬ只要超过了该

标准就会被定罪ꎬ反之则无罪释放ꎮ 四小区间是

假设知晓 １００ 名被告人的罪行实际分布情况ꎬ即
谁客观上有罪或无罪ꎬ就可以知道某个时段的实

际审判的准确率有多大ꎮ 其中ꎬ区间 Ａ 表示的是

正确释放被告人的人数ꎬ共计 ５ 人ꎻ区间 Ｂ 表示

的是错误释放被告人的人数ꎬ共计 ９ 人ꎻ区间 Ｃ
表示的是正确认定有罪的被告人的人数ꎬ共计

８１ 人ꎻ区间 Ｄ 表示的是错误认定被告人有罪的

人数ꎬ共计 ５ 人ꎮ 据此ꎬ我们可以得知判决的整

体正确率为 ８６％ ꎬ整体错误率则为 １４％ ꎬ其中冤

案率(错判有罪率)为 ５％ ꎮ〔７〕

可见ꎬ这个要求裁判者必须达到 ９０％ 确定

性程度的证明标准ꎬ并没有完全实现裁判的准确

性ꎬ其错误判决率为 １４％ ꎮ 那么ꎬ我们可不可以

通过重新设定证明标准ꎬ以便提高区间内判决的

正确率ꎮ 如何通过证明标准的设计实现这个目

标? 例如ꎬ将证明标准提升到在客观上完全确定

的程度ꎬ而不仅仅是主观上完全确定的程度ꎮ 也

就是说ꎬ不仅裁判者在主观上认定被告人有罪的

盖然性为 １ꎬ被告人在客观上也确实实施了犯

罪ꎬ且法官必须要“证明” 〔８〕 自己的有罪结论在

客观上排除了任何怀疑(证明到任何人均无可置

疑的程度)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如果裁判者诚实地

对待这个要求ꎬ他除了宣告每一个被告人无罪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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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别无选择:要么由于证据不充分导致他无法

在主观上达到完全确定的程度(盖然性的主观评

价没有达到 １)ꎬ要么由于他主观上虽然完全确

定(盖然性的主观评价达到了 １)ꎬ但他无法证明

自己的主观盖然性评价在客观上已经消除了一

切疑点ꎮ〔９〕 在此情况下ꎬ我们的正确判决为 １０
人ꎬ即 １０ 名无辜的被告人均被宣告无罪ꎬ但错误

判决却为 ９０ 人ꎬ即 ９０ 名有罪的被告人也被宣告

无罪ꎮ 错误率也上升到了 ９０％ ꎮ 换言之ꎬ我们

提高了证明标准ꎬ非但没有提升判决的准确率ꎬ
反而使准确率下降ꎮ 如果刚才提出的证明要求

就是所谓的“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认识与客

观事实符合且必须证明二者之间的符合关系是

无可置疑的)ꎬ其荒谬性可想而知ꎮ〔１０〕

在假设的样本空间中ꎬ即使将证明标准只是

抬高一点儿ꎬ例如将图中的 ｐ 值往右边移动ꎬ将
其从 ９０％提高到 ９５％ 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ꎬ错误无罪判决的数量也会不成比例地上升ꎬ
即使正确无罪判决的数量也有微小程度地增加ꎬ
但在整体上却会导致错误判决的整体数量急剧

增加ꎮ 因此ꎬ迪凯中肯地指出:“在其他条件相同

的情况下ꎬ证明标准越高ꎬ越会导致更多的错误

无罪判决和更少的错误有罪判决ꎮ” 〔１１〕 高规格的

证明标准是以提升一种错误裁判的预期数量为

代价来降低另一种错误裁判的预期数量ꎮ 认为

证明标准越高越有利于防止错误在理论上是难

以成立的ꎮ〔１２〕 以提高证明标准来实现裁判准确

的目标ꎬ可以说是手段选择错误ꎬ这是其无法胜

任的任务ꎮ 反面言之ꎬ以降低证明标准来实现裁

判准确的目标ꎬ同样无法实现ꎬ因为它虽然增加

了正确有罪判决的预期数量ꎬ但也会导致正确无

罪判决预期数量的减少ꎮ〔１３〕

如果说证明标准的设定与判决正误率有什

么关系的话ꎬ那就是它会直接影响到预期正确判

决数量和预期错误判决数量之间的分配ꎮ 必须

要十分留意的是ꎬ此处只是说它会影响到预期错

误率ꎬ而不是实际错误率ꎬ因为实际错误率还受

到以下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进入审判中的被告

人客观上有罪无罪的分布ꎬ二是裁判者(根据证

据)正确识别其中有罪无罪者的能力ꎮ 就第一个

因素来说ꎬ本文一开始出于论证的目的ꎬ假设我

们知道了客观上有罪无罪案件的分布情况ꎮ 毫

无疑问ꎬ这一假设在实践中不可能实现ꎮ 如果我

们知道进入审判的被告人谁是客观上有罪的ꎬ谁
是客观上无罪的ꎬ根本就无须讨论何种确定程度

才认定有罪的问题ꎮ 易言之ꎬ假设一个国家有一

种神秘的过滤机制ꎬ让所有客观上有罪的被告人

进入审判程序ꎬ而所有客观上无罪的被告人则不

会交付审判ꎬ那么将所有的被告人定罪处罚即

可ꎬ此时无须讨论什么证明标准的问题ꎮ 因此ꎬ
如果我们真的重视发现真相ꎬ就只能退而求其

次ꎬ把目光转移到证据规则和程序规则的优化设

计上ꎬ让其具有更为强大的区分作用ꎬ即让客观

上有罪的被告人在外观上展现出来的罪行更像

是有罪的ꎬ让客观上无罪的被告人在外观上展现

出来的罪行更像是无罪的ꎮ 其实ꎬ问题并非很复

杂ꎬ就诉讼制度设计来说ꎬ无非就是尽可能地确

保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得到充分调查ꎬ并尽可

能确保有强大纠错动机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

程序上对证据有反驳、质疑和挑战的机会和能

力ꎮ 就当前我国发生的一些错案来说ꎬ对被告人

有利的证据得不到充分调查以及辩方挑战机会

和能力得不到充分保障可能才是主要原因ꎬ而不

是我国的证明标准不高ꎮ 就第二个因素来说ꎬ法
律制度基本上无法直接作用于这个领地ꎬ制度设

计者无法告诉事实认定者采取什么样的规范性

路径分析证据才能得到与证据自身价值相一致

的结论ꎮ 法律制度只能保障事实认定者像科学

家那样依据自己的理性和良知进行判断ꎮ 如果

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既能够保障事实认定者按

照理性和良知进行证据价值分析ꎬ同时在程序规

则和证据规则的设计上也具有强大的区分作用ꎬ
那么该制度就具有强大的真相发现能力ꎬ它与证

明标准设定在什么高度没有必然联系ꎬ因为定罪

标准的设定必须要考虑的是避免哪一种错误ꎬ而
不是避免整体错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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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证明标准与期望损失最小化

事实上ꎬ自概率论诞生以来ꎬ关于在不确定

条件下如何作出最优选择ꎬ已经在法学之外的社

会科学领域产生了丰硕成果ꎮ 当前在决策领域

得到普遍接受的风险选择理论是理性预期理论ꎮ
它可以为风险条件下的抉择提供一个理性的基

础ꎮ 理性预期理论是指当面对多个不确定的选

择方案时ꎬ应当选择一个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方

案ꎮ 预期就是对发生特定事件的概率的计算和

评估ꎬ效用就是不同结果的价值ꎮ 预期效用就是

不同结果发生的概率及其价值的乘积ꎮ 假设今

天是可能下雨的阴天ꎬ你要去参加一个大型晚会

并担任主持人ꎬ此时带伞还是不带伞就是风险条

件下的选择ꎮ 你可以抛掷硬币解决此事ꎬ也可以

凭感觉选择答案ꎬ但理性的方式则是要评估不同

结果的期望效用并进行比较ꎬ选择一个期望效用

最大化的方案ꎮ 假设下雨的概率为 ０. ６ꎬ带伞所

导致的效用损失为 １０ 个效用值ꎬ不带伞所导致

的效用损失为 ５０ 个效用值ꎬ那么选择带伞才是符

合理性的方案ꎬ因为带伞所导致的损失(０. ６ × １０)
明显小于不带伞所导致的损失(０. ４ × ５０)ꎮ 当面

对两种可能存在的不利后果时ꎬ期望效用最大化

就是期望损失最小化ꎮ
从外在于事实认定者的客观状态而言ꎬ被告

人要么无罪ꎬ要么有罪ꎬ并无盖然性程度的问题ꎮ
由于证据信息的不完整性、依照经验进行推理的

可废止性、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审判的制度

性语境(如审限)等因素的综合作用ꎬ裁判者对

案件事实存在的判断只能是盖然性的ꎬ通常是介

于 ０ 和 １ 之间的概率值(０ < ｐ < １)ꎮ 而犯罪事实

本身是否存在作为一种客观事实ꎬ要么等于 ０ 要

么等于 １ꎮ 由于案件事实自身是否存在属于客

观状态ꎬ不存在程度问题ꎬ因此证明标准在于设

定认定犯罪事实存在应当达到多大程度的盖然

性ꎬ即确证度ꎬ而非客观事实本身ꎮ 因此ꎬ最终的

裁判结果有可能把客观上无罪的人认定有罪ꎬ也

可能把客观上有罪的人认定无罪ꎮ 我们把前者

所带来的实际损失以 Ｄｃｉ 表示ꎬ后者所导致的实

际损失以 Ｄａｇ 表示ꎮ〔１４〕 期望损失则是实际危害

后果的社会损失与其概率评价的乘积ꎮ
图 ２　 不同判决结果的预期效用

从图 ２ 可知ꎬ无罪判决的期望损失是 Ｄａｇ ×
ｐꎬ即实际有罪却判无罪将会导致的社会损失ꎻ有
罪判决的期望损失则是 Ｄｃｉ × (１ － ｐ)ꎬ即实际无

罪却判有罪将会带来的社会损失ꎮ 为了实现期

望损失最小化的目标ꎬ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社

会损失权衡原则ꎬ只有当无罪判决的期望损失

Ｄａｇ × ｐ 大于有罪判决的期望损失 Ｄｃｉ × (１ － ｐ)
时ꎬ才应当允许裁判者选择定罪ꎮ 换言之ꎬ为了

实现期望损失最小化ꎬ当且仅当 Ｄａｇ × ｐ > Ｄｃｉ ×
(１ － ｐ)时ꎬ选择定罪才是理性的ꎮ 通过计算 Ｄａｇ ×
ｐ >Ｄｃｉ × (１ － ｐ)中的 ｐ 值ꎬ就可以得出裁判者认定

被告人有罪的概率值最低应当为多少ꎬ也就是设定

证明标准的底线ꎮ〔１５〕省略计算步骤ꎬ我们可以得

出:
ｐ > １ / (１ ＋ Ｄａｇ / Ｄｃｉ) (证明标准的计算公

式)
由此算式可以看出ꎬｐ 值的大小(即证明标

准的设定)是与两种刑事司法错误效用比率直接

相关的变量ꎮ 如果能够估算出错误释放、错判有

罪的社会损失或者两种错误之间的损失比ꎬ就可

以较为准确地估算出证明标准在 ０ 至 １ 概率区

间的具体位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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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ꎬ就民事案件而言ꎬ人们通常认为ꎬ有利

于原告的错误判决的损失与有利于被告的错误

判决的损失并无显著差异ꎮ 也就是说ꎬＤａｇ 的损

失与 Ｄｃｉ 的损失基本持平ꎬ因此 Ｄａｇ / Ｄｃｉ 大致等

于 １ꎮ 根据公式可以得出 ｐ > ０. ５ 的结论ꎮ 这与

学界认为民事案件证明标准一般需要达到优势

证据程度(争议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

可能性)的判断基本是吻合的ꎮ
就刑事案件而言ꎬ主流观点一般认为 Ｄｃｉ 远

远大于 Ｄａｇꎬ因此证明标准通常高于民事案件ꎮ
至于两种刑事司法错误之间的社会损失之间的

差额有多大ꎬ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ꎮ 布莱

克斯通曾在 １７６５ 年«英格兰法律评论»中写道:
“宁可让 １０ 个有罪之人逃脱惩罚ꎬ也好过让 １ 个

无罪之人遭受痛苦ꎮ”此处 １０ ∶ １ 的比率通常称

作是布氏错误率ꎬ即错判无罪数量与错判有罪数

量之间的比值ꎮ 假设此处的比值以 ｎ 表示两种

司法错误的预期损失比(错判有罪损失是错误释

放损失的 １０ 倍)ꎬ而不是错案数量比ꎬ那么公式

中的 Ｄａｇ / Ｄｃｉ 的比值就是 １ / １０ꎬ经过计算我们可

以得出 ｐ > １０ / １１(≈９１％ )ꎮ 这与学界认为排除

合理怀疑的证明度通常至少要达到 ９０％ 的盖然

性程度似乎是一致的ꎮ 可见ꎬ在刑事案件中设定

远高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因为通常情况下

两类案件中误判的社会损失存在较大差异所导

致的ꎮ 该理论揭示了证明标准设定的依据并非

是为了保证发现真相ꎬ而是不同裁判后果的社会

价值的大小ꎮ 对两种司法错误危害后果的价值

评价直接影响到证明标准的高低ꎮ 因此ꎬｎ 值的

确定才是设立证明标准的理论根基ꎮ 它仰赖于

错判无罪和错判有罪两种预期社会损失的评估、
计算和比较ꎮ 当然ꎬ如何确定错判无罪和错判有

罪的预期社会损失(或比值)并非一件易事ꎮ

三、错判社会损失的选择与比较

(一)刑罚成本问题

错判有罪所带来的损失是否就比错判无罪

高出 １０ 倍? 到底哪一些社会损失可以计算在

内? 不同案件或不同类型的案件的社会损失是

否应当区别对待?
排在首位的误判损失毫无疑问就是“刑罚成

本”ꎮ 按照当前刑法学界的通说ꎬ刑罚的价值在

于报应和预防ꎮ 错判有罪和错判无罪导致刑罚

的报应价值和预防价值丧失ꎮ 它们都导致真正

实施了犯罪的行为人没有得到应得的惩罚ꎬ也无

法透过刑罚剥夺罪犯的犯罪能力(个别预防)和
威慑潜在的犯罪(一般预防)ꎮ〔１６〕 但错判有罪还

增加了额外的刑罚损失ꎬ即没有实施犯罪的行为

人被打上罪犯的标签且必须要承受错判之罪导

致的刑罚(经济损失、政治权利损失、人身自由损

失乃至生命)ꎮ 单就这一点来说ꎬ错判有罪所导

致的社会损失通常至少是错判无罪的两倍ꎬ因为

错判有罪在放纵了坏人的同时还冤枉了好人ꎮ〔１７〕

但问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ꎮ 对于某些再犯

可能性比较高(个别预防需要也非常高)的暴力

性犯罪(如性侵害犯罪、职业杀人犯)或犯罪后

果特别严重的犯罪(如恐怖主义犯罪)ꎬ错判无

罪所导致的损失可能是巨大的ꎬ如多个无辜女性

因错判无罪被奸杀ꎮ 如果此时错判有罪只是打

上强奸犯的标签并剥夺自由 １５ 年ꎬ那么此时错

判无罪所导致的社会损失(多个无辜的女性因强

奸犯逍遥法外而被奸杀)远远超过错判有罪所导

致的损失ꎮ 假设此时我们认为错判无罪所导致

的损失是错判有罪的 ３ 倍ꎬ根据公式可知ꎬ只要

有罪的盖然性达到 ２５％ ꎬ就达到了证明度ꎮ 这

显然令人难以接受ꎮ 造成该结果的原因是价值

选择的错误ꎬ而不是理性选择理论的错误ꎮ 理性

选择理论并不告诉我们将哪一些价值计算在内ꎬ
它只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数学工具ꎮ 从个人角度

来说ꎬ价值通常取决于自己的偏好ꎮ〔１８〕 但就社会

选择来说ꎬ则必须要接受伦理规则的约束ꎮ 一方

面ꎬ推定公民遵纪守法而不是违法犯罪是一个文

明社会的底线伦理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将一个公民

认定为犯罪者ꎬ都必须要有合理的根据ꎬ其底线

就是有罪的可能性大于无罪的可能性 (大于

５０％的盖然性)ꎮ 另一方面ꎬ上述价值权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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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得出如此低的证明度ꎬ在于将预防犯罪作

为一种价值加进了证明标准的预期损失之中ꎮ
但这是本末倒置ꎮ 预防犯罪的价值只能以确定

犯罪为前提ꎬ不能为了预防犯罪而认定谁是罪

犯ꎮ 换言之ꎬ在确定定罪的证明标准时ꎬ不能把

刑罚的预防性价值纳入ꎮ “主张刑罚以犯罪为发

动的前提ꎬ这同样是报应论者的共识ꎬ也是报应

论不同于功利论的一条重要分界线ꎮ” 〔１９〕 刑罚的

预防性价值只能在确定了犯罪之后再予以考量ꎬ
它在刑罚量的确定、刑罚种类的选择、刑罚执行

的方式乃至社会管理中均有纳入考虑的必要性ꎬ
但不能反过来作为确定定罪标准的因素ꎮ

排除了刑罚的预防价值后ꎬ剩下的就是刑罚

的报应价值ꎮ 刑罚的报应理论认为刑罚是犯罪

人该当的惩罚ꎬ其消极意义就是任何人没有义务

或权利代替犯罪人受罚ꎮ 惩罚犯罪人和不得伤

及无辜是报应论的基础ꎮ 但对于错判有罪和错

判无罪所导致的社会损失ꎬ报应价值似乎很难进

行程度评价ꎬ因为报应论者认为没有惩罚犯罪者

或冤枉无辜者本身就是错误的ꎬ它与错误本身可

能导致的危害后果无关ꎮ〔２０〕 绝对报应论拒绝任

何价值权衡的立场缺乏“实践”的可行性ꎬ无法

为现实世界的刑事司法运作提供具体的认知上

的有罪判断标准ꎮ 另外一种相对理性、务实的报

应论观点可以称之为“消极报应主义”ꎮ 消极报

应主义ꎬ也被称为温和的报应主义ꎬ它认为两种

司法错误(冤枉无辜者和放纵犯罪者)都是不正

义的ꎬ但它们的非正义性不仅仅在于它们本身是

错误的ꎬ而且也在于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ꎮ 消

极报应主义认识到了绝对报应论脱离现实的缺

陷ꎬ也连带放弃了绝对报应论的原则性立场(以
不枉不纵作为唯一评价尺度)ꎬ走向了一种兼顾

后果(错判有罪和错判无罪的社会损失)的道义

论立场ꎮ 但它不同于以预防等功利主义价值为

尺度的结果论ꎬ消极报应主义认为犯罪的确定是

启动其他刑罚价值判断的前提和必要条件ꎬ认定

犯罪时允许权衡的价值只能是错判无罪和错判

有罪本身所导致的损失ꎬ不得将预防犯罪等刑罚

的工具主义价值考虑在内ꎮ
由于报应论将预防等可以量化的价值排除

在外ꎬ报应论好像必须要接受如下结论:不得惩

罚无辜的人与应当惩罚有罪的人在天平上是等

价的ꎮ 由此导致误判无罪或误判有罪的社会损

失也旗鼓相当(Ｄａｇ / Ｄｃｉ ＝ １)ꎬ结合证明标准公式

来看ꎬ它也只能提供一种类似于民事案件的证明

标准ꎮ〔２１〕但是二者事实上并不等价ꎬ有理由认为

错判有罪的损失要远远大于错判无罪的损失ꎮ
当排除了预防等价值之后ꎬ错判无罪的损失主要

是抽象的正义没有得到实现ꎬ但错误定罪则会在

抽象的正义没有得到实现的同时ꎬ附加一种具体

的有形的实实在在的危害后果ꎮ 错误定罪施加

于无辜者身上的损失与具体罪名的污名程度、刑
罚严厉程度和附带的社会性惩罚成正比ꎮ 越是

为社会不耻且刑罚越严厉的错误定罪ꎬ社会损失

就越大ꎮ 但当把个别预防和一般预防的价值刨

除之后ꎬ错判无罪的社会损失就是抽象正义没有

得到实现ꎬ但它没有具体的伤害对象ꎮ 有人可能

认为即使不考虑预防价值ꎬ错判无罪也伤害了被

害人ꎮ 但这是把报应论混同于原始的同态复仇

论ꎮ 只有在复仇论的视野下ꎬ被害人才有血债血

偿的“权利”ꎮ 在现代刑法观下ꎬ被害人有权利

参与诉讼、提供证言、表达自己的感受作为量刑

的根据ꎬ但是没有“权利”要求有罪的人必须得

到惩罚ꎮ〔２２〕在报应论看来ꎬ惩罚犯罪是“国家的

义务”ꎬ而不是被害人的权利ꎮ 惩罚犯罪的义务

并没有任何具体特定的与之相对应的权利主体ꎬ
因为犯罪侵害的是抽象的特定社会共同体的价

值规范或社会关系准则ꎮ 这一点与错判有罪不

同ꎬ错判有罪侵害的则是特定公民的权利ꎮ〔２３〕 因

此ꎬ从报应论的角度来看ꎬ错判有罪带来的是一

种抽象的损害外加直接的具体的伤害ꎬ而错判无

罪所带来的只是一种无形的抽象的损害ꎮ 即使

社会上对此伤害的计算结果可能会有不同认识ꎬ
但大体上一般都会认为前者远远大于后者ꎮ 请

比较一名无辜的人被错判强奸罪 １５ 年有期徒刑

与一个强奸犯被错判无罪ꎮ 前者带来的是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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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义没有实现ꎬ附加污名、自由和社会机会的

丧失ꎬ而当排除了个别预防和一般预防的价值以

及被害人有权利要求犯罪者得到惩罚的考虑之

后ꎬ后者所带来的损失只是抽象的正义没有得到

实现ꎮ 因此ꎬ有理由认为前者所造成的社会损失

远远大于后者ꎮ
(二)公信力或政府形象损失问题

公信力成本也是人们经常用来评估错案损

失的因素ꎮ 错案的公信力成本是指由于错案发

生后人们对政府信赖感丧失所造成的成本ꎮ 但

错判有罪和错判无罪所带来的公信力成本孰大孰

小? 换言之ꎬ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良好形象ꎬ应当

把权衡的侧重点放在哪一种损失上? 有学者以

“直觉”为根据ꎬ认为“错误定罪一旦被发现这

会损害司法机关乃至法律本身的权威和形象ꎮ 而

错误开释却很少引起人们的大惊小怪ꎬ司法机关

只要继续采取行动就算是亡羊补牢了”ꎬ据此认

为错误定罪比错误开释给司法公信力和政府形

象带来的损失大得多ꎬ并据此论证疑罪从无的正

当性ꎮ〔２４〕但这种直觉可能是错误的ꎮ
我国刑诉法明确宣称“惩罚犯罪分子ꎬ保障

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均是国家义不容辞的义

务ꎮ 因此ꎬ刑事司法公信力的建立必须既要靠惩

罚犯罪ꎬ也要靠避免冤枉无辜ꎮ 在现代国家ꎬ公
民基本上已经完全让渡了自己手中保留的惩罚

犯罪的权力ꎬ国家则通过建立专门的暴力机构行

使惩罚权ꎬ以使公民能够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环境

中ꎬ打击犯罪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ꎬ而通过司

法程序将真正的罪犯绳之以法则是基本途径之

一ꎮ 因此ꎬ国家冤枉无辜的人是公信力的丧失ꎬ
放纵犯罪也是一种公信力的损失ꎮ 人们在两种

情形下都可能会“大惊小怪”ꎮ 正如诺齐克所

言:“最有效率的体制是那种最大限度地减少对

我的额外损害的预期值的体制ꎬ这些损害是通过

我被不公正地惩罚ꎬ或是通过我成为犯罪的受害

者而加给我的ꎮ” 〔２５〕 换言之ꎬ国家既有义务避免

错判无辜者有罪ꎬ也有义务惩罚实施了犯罪的

人ꎮ 从公信力的角度来看ꎬ两者难分伯仲ꎮ

但必须要指出的是ꎬ如果国家制定了追诉犯

罪的法定程序和定罪标准ꎬ但是在认定犯罪的时

候却严重背离程序和定罪标准的规定ꎬ导致错案

发生ꎮ 此时ꎬ无论是违法导致无辜者定罪还是违

法导致有罪者逍遥法外ꎬ都将会使政府的公信力

遭受巨大创伤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ꎬ在错案问题

上ꎬ政府公信力的建立并不在于把天平倒向哪一

边ꎬ而在于严格司法ꎮ 因为信任( ｔｒｕｓｔ)源自于

“值得信任”(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ｙ)ꎬ信任一个不值得信任

的政府、机构和个人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盲信”ꎮ
政府值得人民信任的基础就是践行自己许下的

承诺ꎮ〔２６〕在现代法治社会下ꎬ该承诺就是践行法

治ꎮ 因此ꎬ从公信力、政府形象的角度ꎬ两种司法

错误的损失大体相当ꎮ 它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

少第一项的刑罚成本ꎮ 从维护政府的“面子”或
公信力来说ꎬ国家应当对两种司法错误秉持一种

无差别的态度ꎬ社会在对公信力进行评价时ꎬ同
样也应当对“依法”犯下的两种错误采取一种无

差别的态度ꎮ 如果对我国当前有关错案的舆情

进行认真对待的话ꎬ普通公众乃至当事人真正痛

恨的不是错案本身ꎬ而是公安司法机关以及有关

机关明目张胆地违法办案ꎬ进而导致错案发生ꎮ
如果政府破坏法律导致错案发生ꎬ则会重创公信

力ꎬ无论此时的错案是哪一种错案ꎮ 从这个意义

上来看ꎬ公信力损失的大小主要源自于代表国家

的司法机关依法办案的程度和公众据此作出的

评价ꎬ而非在于犯了哪一种错误ꎮ
(三)证明成本和执行成本问题

司法活动不仅要考虑伦理成本ꎬ也要考虑经

济成本ꎮ 司法活动所投入的经济成本就是办理

案件的诉讼参与主体所投入的时间、精力和物质

资源的总和ꎮ 有学者认为ꎬ在设定证明标准时ꎬ
应当把证明案件事实的经济成本和预期错判损

失的成本之和最小化ꎮ〔２７〕

笔者认为ꎬ在设定证明标准时ꎬ不能将证明

成本作为影响证明标准高低的一个要素ꎮ 裁判

活动包括两个前后相继的过程:一是竭力解决证

据收集、调查、质证、分析问题ꎬ以期在证据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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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充分的条件下作出判断ꎬ它涉及到证明成

本ꎻ二是在无法完全消除误判风险的条件下如何

分配错案的风险ꎬ它涉及到错案所产生的成本ꎮ
两种决定都会产生经济成本ꎬ但性质完全不同ꎮ

前者是为作出尽可能正确的判决而产生的

“投入”ꎬ在需要作出一个判决的时候ꎬ它是已经

被耗费掉的损失ꎮ 而后者作为“产出”成本ꎬ则
会受到如何选择判决的影响ꎮ〔２８〕 判决前的事实

调查所产生的证明成本属于已经投入的“沉没成

本”ꎬ在作出裁判选择的时候已经被消耗ꎬ所以不

应当计算到错判风险的“预期损失”之中ꎮ “关
注沉没成本违背了理性决策的首要原则———决

策应仅仅基于未来的后果而做出ꎮ” 〔２９〕 我们不能

因为警方为调查一起案件而付出了艰苦卓绝的

努力并耗费了庞大的国家资源ꎬ〔３０〕 就通过降低

证明标准来进行“补偿”ꎬ〔３１〕 也不能仅仅因为某

个案件调查需要投入巨大的经济成本ꎬ为了“省
钱”而采取一种降低证明标准的方案ꎮ

此处必须要区分证明标准拟解决的事实认

定问题和为事实认定做好充分准备而进行的事

实调查问题ꎮ 前者是最终决策问题ꎬ即在不得拒

绝进行裁判的条件下ꎬ裁判者最终必须要就已经

调查收集的证据加以评估ꎬ并依据证明标准决定

接受或不接受指控的犯罪事实为真ꎮ 后者则是

为最终决策做好充分准备的问题ꎬ它涉及的是另

一个不同类型的决定问题:当前的证据是否已经

足够充分以至于可以担保我们就待证事实的存

在与否作出判断ꎬ因此可以称之为(最终)决策

之前的决策ꎮ 作为规范最终决策问题的证明标

准ꎬ裁判者只能基于可得到的证据并对其证明力

加以评估(ｐ)ꎬ结合不同判断(有罪或无罪)所产

生预期效用来作出决定ꎬ此时为了准备该决定而

进行的调查付出并不能成为抉择的影响因素ꎬ否
则就犯了关注“沉没成本”的错误ꎮ〔３２〕 但在为最

终抉择做出准备的调查活动中ꎬ显然必须要考虑

到证明成本问题ꎬ因为司法是一种实践活动ꎬ必
须要受到资源的限制ꎬ因此无论立法者的制度设

计或者司法者的调查活动ꎬ都不应无视这一问

题ꎬ要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投入换来较大的回报ꎮ
例如ꎬ在 ＤＮＡ 鉴定成本很高的年代ꎬ如果司法人

员要求具备鉴定可能性的案件一律采用 ＤＮＡ 鉴

定ꎬ就可能导致证明成本难以承受ꎬ进而导致严

重挤压其他案件的调查资源的投入ꎬ并在整体上

降低司法效益ꎮ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证明成本的

约束下)难以进行 ＤＮＡ 鉴定的案件中ꎬ对该类案

件的证明标准进行改变ꎬ哪怕是在身份认定上存

在重大疑点的案件ꎬ也勉强定罪ꎮ 最终是否定罪

的标准还是取决于综合全案证据后的有罪盖然

性的评估和不同判决的预期效用ꎬ而非是否存在

特定的证据ꎮ 举一个有关科学研究的例子可能

更加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ꎮ 假设科学家为了

判断某一个假设是否可以接受ꎬ进行了大量的实

验ꎮ 他决定是否接受假说的标准为 ９５％ 的概

率ꎬ即某个理论假说在试验中为真的盖然性为

９５％ ꎮ 他本来准备做 １０００ 次实验ꎬ但后来由于

受到实验投入的资源的限制ꎬ他就只做了 ６００
次ꎬ但他能够因为“证明成本”的限制而导致调

查次数减少就将接受假说的概率降低为 ９０％
吗?

在判决的时候ꎬ把错误裁判结果可能导致的

社会损失考虑进来则是完全理性而恰当的ꎬ以期

实现预期损失的最小化ꎮ 除了前文所提到的刑

罚成本、公信力成本等伦理成本之外ꎬ不同的判

决也可能会导致不同的执行方式ꎬ从而引发不同

的经济成本ꎮ 从判决后的执行成本来看ꎬ错判有

罪的成本明显大于错判无罪ꎮ 这一点显而易见ꎮ
如果把错判无罪所导致的预防成本扣除ꎬ错判无

罪的执行成本可以看作零成本ꎮ 错判无罪意味

着被告人将被无罪释放ꎬ国家一般不需要再投入

任何资源对其进行矫正、管理、监督ꎮ〔３３〕 但错判

有罪则会导致刑罚运行所产生的一切经济成本ꎮ
因此ꎬ从经济成本的角度来看ꎬ错判有罪所导致

的社会损失明显大于错判无罪ꎬ由此导致必须在

上述报应成本的基础上增加证明度的要求ꎮ 但

是在考虑定罪的标准时ꎬ不能把判决前的证明成

本考虑在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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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类型案件的成本差异问题

那么不同类型的刑事案件在证明标准上是

否需要区别对待? 众所周知ꎬ世界上没有两起一

模一样的案件ꎮ 其中最典型的差异性因素包括

两个方面:一是犯罪严重性的差异ꎬ二是被告人

的差异ꎮ 就犯罪的严重性而言ꎬ越是严重的犯

罪ꎬ惩罚犯罪目标得到实现的需要就越强烈ꎬ实
现抽象正义的价值就越高ꎬ没有惩罚有罪者所导

致的社会损失也就越大ꎮ 但它通常并不足以成

为降低证明标准的理由ꎮ 因为犯罪的严重性与

刑罚往往是成比例的ꎬ犯罪越严重ꎬ错判无辜者

有罪所导致的社会损失也越大ꎮ 如果一个国家

的刑罚是公正的(罪刑均衡)ꎬ那么错判无罪的

损失和错判有罪的损失会随着犯罪严重性的增

加而有同等比例的增加ꎬ由此导致 Ｄａｇ / Ｄｃｉ 的比

值维持在一个常量的水平ꎮ 因此ꎬ主张犯罪严重

性不同的案件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观点在原则

上是难以成立的ꎮ
被告人的差异通常也不能作为改变证明标

准的因素ꎮ 这是作为形式正义的平等原则对证

明标准社会损失评估所施加的限制ꎮ 无论被告

人的年龄、阶层、民族、信仰、身份、地位、经济水

平等存在多大差异ꎬ均不得作为考虑设定证明度

的根据ꎮ 有学者曾根据海瑞的裁判原则概括出

所谓的“海瑞定理”ꎬ即根据被告人的差异而设

定不同的证明标准ꎬ认为在涉及财产性争议时ꎬ
穷人和富人的边际损失不同ꎬ前者大于后者ꎬ因
此认为海瑞在疑难案件中宁可屈富人不可屈穷

人ꎬ符合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原理ꎬ“从效用的角度

来看ꎬ都是最有效率的财富配置”ꎮ〔３４〕 如果单纯

考虑经济效用的最大化ꎬ而不考虑经济效用的伦

理限制ꎬ即哪些价值不应当纳入证明标准或证明

责任分配的考虑ꎬ那么将会导致极其可怕的后

果ꎮ 假设被告人是一个整天游手好闲的流浪汉ꎬ
并不能创造出任何社会价值ꎬ反倒是到处惹是生

非ꎬ大家唯恐避之不及ꎬ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为了

“社会效用最大化”而降低证明标准而让其更容

易被治罪呢? 假设被告人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ꎬ

正在研发一个可以提高无数民众幸福指数的高

端技术ꎬ此时为了确保“社会效用最大化”可不

可以提高证明标准而让其更容易脱罪呢? 推至

极致ꎬ法律就可能为了社会效率的最大化而侵害

社会上被认为“没有价值”“高度危险”或“低端”
人群的工具ꎮ 如同重视刑罚的预防价值一样ꎬ将
个人的具体社会价值纳入到定罪的证明标准中

将会产生一个极低的证明标准ꎬ低到可能怀疑有

罪就可以定罪的程度ꎮ 更关键的是ꎬ假设法律允

许我们考虑每个个体不同的社会价值ꎬ法律就不

可能提前预设证明标准ꎬ因为每一个个体的社会

价值具有差异ꎬ无法事先预知个案中错案的社会

效用损失孰大孰小ꎬ因此只能交给裁判者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ꎮ 因此ꎬ在考虑误判损失时ꎬ即使不

同案件或不同类型案件的误判损失存在差异ꎬ但
不同被告人的个人特征和社会特征因素不应当

成为考量因素ꎮ

四、结　 语

长期以来ꎬ我国学界有关刑事证明标准的研

究均聚焦于“事实”问题ꎮ 但往往混淆了证明标

准的设定与证明标准的适用ꎮ 证明标准的设定

并不取决于事实的性质 (客观真实或法律真

实)ꎬ而是看重什么价值以及如何比较权衡不同

判决结果的社会损失ꎮ 正如美国哈兰大法官所

言ꎬ证明标准的选择“反映了对错误的事实认定

结果不同社会损失的评估”ꎮ〔３５〕但一旦设定了证

明标准之后ꎬ此时将证明标准规范适用于具体的

案件中ꎬ则主要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ꎬ即将具体

案件中证据的证明力的判断与法定的证明标准

进行比较ꎬ 并确定其达到、 未达到或无法判

明ꎬ〔３６〕此时原则上并无价值权衡的空间ꎮ 令人

困惑的是ꎬ我国的制度设计者在考虑如何设定证

明标准时头脑中想的却是如何确保事实认定的

准确性ꎬ而不是如何分配错案的风险ꎬ而司法人

员在适用证明标准时头脑中想的是如何评估不

同判断结果的损失大小ꎬ以期作出一个社会损失

(含法官个人损失)最小化的判决ꎮ〔３７〕 立法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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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功能紊乱可见一斑ꎮ
如果人类能够在每一个案件都能准确地判

明案件的真相ꎬ根本就没有必要探讨如何确定证

明“标准”的问题ꎮ 正是由于司法活动必须要在

不确定的认知条件下作出裁判ꎬ才产生了确证到

何种程度才把案件事实“当作”事实的问题ꎮ 因

此ꎬ证明标准的设定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事实认定

的剩余风险如何进行合理分配的问题ꎬ而不是案

件事实认定的整体风险如何降低的问题ꎮ 后者

必须通过其他制度设计加以解决ꎬ尤其是要优化

证据规则和程序规则ꎬ让其具有更为强大的区分

作用ꎮ 由于不同的证明度会产生不同的预期错

案分配结果ꎬ所以证明标准的设定就应当从不同

裁判结果的效用来加以考虑ꎮ 为了实现判决预期

损失的最小化ꎬ必须要权衡两种不同误判结果的

损失ꎮ 任何一种绝对化的方案都是不可取的ꎮ
在评判不同错判所导致的损失时ꎬ其主要因

素是错判有罪对被告人所造成的正义未得到实

现的无形损失、刑罚适用所带来的有形的具体的

损失与错判无罪所导致的抽象正义无法实现的

损失ꎬ次要因素则是执行判决所导致的经济成

本ꎮ 两者加总之后ꎬ错判有罪的损失明显大于错

判无罪ꎮ 笔者并不自诩可以计算出二者之间的

精确数值或比值ꎬ不同的制度设计者可能有不同

的看法ꎮ 对于一个期望国家干预最小化的自由

主义者来说ꎬ由于他对国家权力积极侵害公民自

由非常担忧ꎬ他可能会把错判有罪的社会损失判

定得非常高ꎬ哪怕有可能导致(过度)放纵犯罪

的结果ꎻ而对于一个信赖国家保护的集体主义者

来说ꎬ他可能会把错判无罪的危害看得非常高

(期望恶人有恶报)ꎬ因为他可能更为重视社区

的安全ꎬ而非个人(相对于国家而言)的自由ꎬ他
对犯罪非常恐惧和厌恶ꎬ胜于错判有罪所导致的

无形损失和具体损失ꎮ〔３８〕 当然ꎬ还有一些可能处

于中间的某个位置ꎮ 人们对于这两种损失的不

同赋值源自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同态度和立

场ꎮ 因此ꎬ两者之间到底存在多大的差异最终是

一个主权者或政策制定者的政治选择问题ꎮ 定

罪所需要达到的法定尺度ꎬ无不与每个时期主权

者的主导价值观产生共振关系ꎮ
但本文试图论证在设定证明标准时ꎬ将确保

真相作为设定它预期实现的目标不具有可行性ꎬ
定罪标准的设定必须要考虑避免哪一种错误ꎬ错
误定罪后产生的预期效用的权衡才是设定证明

标准的基础ꎮ 此外ꎬ在当前中国ꎬ笔者并不反对

以防止冤案发生为目标的其他改革措施ꎬ但是绝

不冤枉一个好人或最大限度地避免冤枉一个好

人ꎬ由于枉顾司法的现实局限性ꎬ都不能作为设

定适当的证明标准的价值基础ꎮ 最后ꎬ必须要强

调的是ꎬ证明标准的设定者在确定不同错误裁判

的预期损失时ꎬ必须要遵守底线原则、理性原则、
平等原则ꎬ不能盲目地将不应当考虑的价值遴选

进来ꎬ否则将会导致为了期望效用或预期价值最

大化而突破伦理底线的结果ꎮ 也就是说ꎬ虽然证

明标准设定背后的价值权重有赖于社会共识和

主权者的权衡ꎬ但并不说占据统治地位或拥有决

策权的主体可以恣意设定价值权重ꎬ诸如刑罚的

预防价值、认定有罪之前所耗费的调查成本、犯
罪的严重性和被告人的个人特征均不应作为影

响证明标准的因素ꎮ 公信力成本(政府的面子损

失)虽然可以作为考虑因素ꎬ但无法得出孰高孰

低的结论ꎬ国家要避免错案对自己的形象所导致

的损害ꎬ关键在于践行程序法治和保障程序法

治ꎬ而不是根据形势忽高忽低地改变证明标准ꎮ

注释:
〔１〕王尚新:«从刑事证明标准的标准性谈起»ꎬ«诉讼法论

丛»２００２ 年第 ７ 卷ꎮ
〔２〕这只是基于论证目的而作出的假设ꎬ从现实角度来看ꎬ没

有人确定地知道特定时间段受审的被告人在客观上有没有罪ꎮ
〔３〕因被告人数量太多ꎬ很多图标挤在了一起ꎬ但实际人数

为 ８１ 人ꎮ
〔４〕必须补充说明的是ꎬ如此绘制该图主要是为了更直截了

当地说明问题ꎮ 在现实审判中ꎬ完全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位于

区间 Ｂ 和区间 Ｃ 的客观上有罪的被告人的证据充分性可能低于

７０％ ꎬ而位于区间 Ａ 和区间 Ｄ 的客观上无罪的被告人的证据充

分性可能高于 ７０％ ꎮ 但这并不影响分析结论的正确性ꎬ反而进

一步增强了本节论证的力度ꎮ 上述现象表明ꎬ证据客观上(依照

—４９—

　 ２０２０. ７学科前沿



一个时代科学、理性的方法进行分析)展现的证明力可能与客观

真实情况相悖ꎬ导致客观上无罪的被告人看起来更像是有罪的ꎬ
而客观上有罪的被告人看起来倒更像是无罪的ꎮ 这说明了证据

材料并不一定就能够反映真相ꎮ 想想历史上人们抬头仰望天空

低头俯视大地并以此为证据得出“天圆地方”的结论ꎬ就明白这

一点了ꎮ 但令人遗憾的是ꎬ只要司法秉持经验理性主义认识观ꎬ
就必须以证据材料为基础ꎬ哪怕它可能会“欺骗”我们ꎮ

〔５〕参见张保生:«事实、证据与事实认定»ꎬ«中国社会科

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ꎮ
〔６〕顺便提及ꎬ如果被告人的无罪可能性为 １０％ 以下ꎬ按照

当前假设的证明标准ꎬ他是不能被认定无罪的ꎮ 借用排除合理

怀疑的说法ꎬ就是 １０％ 以下的疑点(无罪可能性)尚未构成“合

理怀疑”ꎮ 这种结论或许让很多人感到吃惊ꎬ但如果我们接受证

明标准就是一种盖然性判断ꎬ这就是一个必然会得出的结论ꎮ
因此ꎬ被告人虽无证明责任ꎬ但若想被判无罪ꎬ时常会遇到“证明

必要”ꎮ 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ｍｅｒꎬ“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Ｐｒｏｏｆꎬ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Ｆｌｏ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ｍ”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ꎬ７１(２００４)ꎬｐｐ. ９６ － ９７ꎻ李
昌盛:«积极抗辩事由的证明责任:误解与澄清»ꎬ«法学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７〕整体正确率的计算标准:(正确释放数 ＋ 正确定罪数) /
案件总数ꎻ整体错误率的计算标准:(错误释放数 ＋ 错误定罪

数) / 案件总数ꎻ冤案率的计算标准:错误定罪数 / 案件总数ꎮ
〔８〕不是凭运气猜对了或蒙对了ꎬ而是能够像数学证明那

样ꎬ通过演绎推理的过程ꎬ得出一个没有人可以质疑的结论ꎮ
〔９〕证据推理的过程在客观上具有可废止性的ꎬ原因在于证

据推理在客观上属于一种源自于裁判者个人生活经验的(不完

全)归纳推理ꎮ 关于司法中的事实认定活动无法证明到“绝对确

定”程度的论证ꎬ见张保生:«事实、证据与事实认定»ꎬ«中国社

会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ꎮ
〔１０〕为了让这个脱离实际的乌托邦标准不至于产生上述摧

毁司法制度的后果ꎬ司法者通常只有以下三种方法可以选择:一
是将法定的证明标准降低ꎬ但由于立法的标准无法适用ꎬ也就无

法产生规范作用ꎬ降低的尺度就仰赖于裁判者的个案公正感ꎮ
二是裁判者不敢进行详细的事实论证和说理ꎬ只是笼统地列举

证据和列明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ꎬ但绝不会详细地“证明”自己

的结论与法律标准是符合的ꎬ从而通过省略分析推理的过程免

去质疑ꎬ但此时证明的理性和可检验性都大打折扣ꎮ 裁判者可

能以直觉甚至偏见代替了审慎的论证ꎬ这不仅可能会导致误判

证明力ꎬ更关键的是它本身就是“司法不公”的体现ꎮ 没有推理

过程的判决也无法让当事人和社会对其裁判结论的有效性和合

理性进行审查和检验ꎮ 事实认定难免带有专断的色彩ꎬ难以令

人信服ꎮ 三是诉诸于某种形式化的证明规则ꎬ因为只有形式化

的推理才能保证结论的“必定性”ꎮ 在某种意义上ꎬ以印证规则

为中心的司法证明规则就是这种不切实际的证明标准的产物ꎮ
〔１１〕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 ＤｅＫａｙꎬ“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 －

Ｌｉｋｅ Ｅｒｒｏｒ Ｒａｔｉｏ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Ｐｒｏｏｆ”ꎬ Ｌａｗ ＆ Ｓｏ￣

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ꎬ９５ (１９９６)ꎬｐ. ９７.
〔１２〕〔美〕拉里劳丹:«错案的哲学:刑事诉讼认识论»ꎬ李

昌盛译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７４ 页ꎮ
〔１３〕从理论上来说ꎬ要想实现预期错判数量(并非实际错

判数量)的最小化或判决预期正确率的最大化ꎬ只有优势证据标

准( ｐ > ０. ５) 可以达到这一点ꎮ 对此结论的证明ꎬ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Ｋａｙｅꎬ “ Ｎａｋｅ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ꎬ Ｔｈｅ Ｙａｌ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ꎬ ８９
(１９８０)ꎬｐ. ６０７ꎮ

〔１４〕为便于理解ꎬ对本段符号略作简要说明:ｇ 是 ｇｕｉｌｔｙ(有

罪)的缩写ꎬａ 是 ａｃｑｕｉｔｔａｌ(释放)的缩写ꎬＤａｇ 是 ｄｉｓ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ｑｕｉｔｔ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ｉｌｔｙ(错误释放社会损失)的缩写ꎬＤｃｉ 是 ｄｉｓ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错误定罪社会损失)的缩写ꎮ

〔１５〕参见 Ｊｏｈｎ Ｋａｐｌａｎꎬ“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ｃｔ － ｆｉｎｄ￣
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ꎬ２０ (１９６８)ꎬｐｐ. １０７１ － １０７２ꎮ

〔１６〕有人可能认为在错案被证明是错案之前ꎬ一般预防功

能是实现了的ꎬ因为公众都认为真凶得到了惩罚ꎮ 因此ꎬ即使错

误定罪也有一般预防的功能ꎮ 但是这一说法必须要建立在一个

预设之上ꎬ即“公众”并不知道该定罪是“错误定罪”ꎮ 因此ꎬ与

其说此时一般预防功能是“错误定罪”所导致的ꎬ不如说是“定

罪”所产生的ꎮ 它与判决的正误没有必然联系ꎮ 此外ꎬ此种欺骗

效果并不能让所有的“公众”都能够产生效应ꎬ因为真凶以及知

晓真凶实施了犯罪但国家却错误地认定其他人有罪的潜在犯罪

群体ꎬ非但无法产生一般预防功能ꎬ可能会让他们变本加厉或纷

纷效仿ꎮ 最后ꎬ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主要针对潜在的犯罪群体ꎬ
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公众ꎬ因为后者通常采取哈特式的内部观点

看待法律(好人因为知道从事特定行为是不对的ꎬ因此拒绝从事

此种行为ꎬ而非源自于外部的制裁和威慑)而非霍姆斯式的外部

观点(“理性的”坏人才会认真地评估犯罪后被抓获的几率和惩

罚严厉性ꎬ并据此判断是否实施犯罪)ꎬ正如梅因爵士所言:“除

了理论家和惯犯之外ꎬ没有人会关心刑法ꎮ”参见〔美〕亚当班

福拉多:«不平等的审判»ꎬ尧嘉宁译ꎬ台北:脸谱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３２２ 页ꎮ 因此ꎬ错判有罪至少会降低对一部分(潜在)犯罪

群体的一般威慑功能ꎮ
〔１７〕此处强调“通常”情形下错判有罪才会产生此种后果ꎬ

是因为就事实认定有误(而非法律适用或法律评价有误)而言ꎬ
错判有罪的类型至少有如下五种:一是 Ａ 实施了犯罪ꎬ但错误地

认定 Ｂ 有罪ꎬ它是主体认定有误ꎻ二是 Ａ 实施的行为并不该当犯

罪ꎬ属于合法行为或违法行为ꎬ但却被认定为犯罪行为ꎬ如合法

经营被认定为非法经营ꎬ它是犯罪事实(该当性)认定有误ꎻ三是

Ａ 实施的行为形式上符合犯罪该当性ꎬ但并不具有违法性(如正

当防卫)或有责性(精神病)ꎬ不过却被认定有罪(不存在正当防

卫或精神病)ꎬ它是违法性或有责性认定有误ꎻ四是 Ａ 实施的犯

罪属于过失犯罪ꎬ但被认定为故意犯罪ꎬ反之亦然ꎬ它是主观要

件认定有误ꎻ五是 Ａ 实施的是所谓“包含的轻罪” (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ｌｅｓｓ￣
ｅｒ ｏｆｆｅｎｃｅ)ꎬ但却被认定为包含该轻罪构成要件的重罪ꎬ如盗窃

罪被认定为转化型抢劫罪[“犯盗窃、诈骗、抢夺罪ꎬ为窝藏赃物、
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ꎬ

—５９—

证明标准因何而设



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即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ꎮ”]ꎬ它

是犯罪轻重认定有误ꎮ 在日常语境下ꎬ通常所说的错误定罪是

第一种情形ꎬ即张冠李戴ꎬ放纵了坏人同时冤枉了好人ꎮ 但第

二、三、四、五种情形都不存在放纵坏人的问题ꎬ因为并不涉及主

体认定有误ꎬ它们属于“非典型”情形ꎮ 本文所讨论的错误定罪

主要限于第一种错误ꎬ这也是目前我国所揭露的错案的典型情

形(如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等冤案)ꎮ
〔１８〕当然ꎬ任何人选择偏好不能违背一个公认的社会规范ꎮ

在此范围内ꎬ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认为值得过的生活的权利ꎮ
〔１９〕邱兴隆:«刑罚是什么? ———一种报应论的解读»ꎬ«法

学»２０００ 年第 ４ 期ꎮ
〔２０〕康德即属于绝对报应论的代表人物ꎬ他曾主张:“在某

个海岛上有一个公民社会ꎬ经过它所有成员的同意ꎬ决定解散他

们曾经通过契约而建立起来的社会ꎬ从此彼此分开散居到世界

各地ꎬ不再重新组建社会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对监狱里最后一个故

意杀人犯ꎬ也要对其执行死刑以后ꎬ方可执行他们已经达成的解

散社会的决定ꎮ”参见赵明:«康德论死刑»ꎬ«湘潭大学社会科学

学报»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ꎮ
〔２１〕Ｒｕｓｓｅｌｌ Ｌ.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ꎬ“Ｄｅｔｅｒｒｉｎｇ Ｒｅ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ｉｓｍ:Ｔｈｅ Ｉｎｊｕｓ￣

ｔｉｃｅ ｏｆ ‘Ｊｕｓｔ’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ꎬ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ꎬ９６
(２００２)ꎬｐ. ９１３.

〔２２〕 Ａｌｅｃ Ｗａｌｅｎꎬ“Ｐｒｏｏｆ Ｂｅｙｏｎｄ 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ｏｕｂｔ:Ａ Ｂａｌ￣
ａｎｃｅｄ Ｒｅ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ꎬ 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ꎬ７６(２０１５)ꎬｐ. ４３３.

〔２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执法司法中万分之一的失

误ꎬ对当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伤害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９６ 页ꎮ

〔２４〕参见桑本谦:«疑案判决的经济学原则分析»ꎬ«中国社

会科学»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ꎮ
〔２５〕〔美〕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ꎬ何怀

宏等译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年ꎬ第 １０３ 页ꎮ
〔２６〕政府在对人民许诺的时候ꎬ不得脱离实际、好高骛远ꎬ

许下一个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ꎬ等于将公信力置于一个随时可

能坍塌的境地ꎮ
〔２７〕参见兰荣杰:«正当防卫证明问题的法律经济学分

析»ꎬ«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２８〕参见 Ｄａｌｅ Ａ. Ｎａｎｃｅꎬ 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Ｐｒｏｏｆ: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ｏｒｙ

Ｐｏｗｅｒꎬ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ｎ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ｌｉｅｆ 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６ꎬｐ. １７９ꎮ

〔２９〕参见〔美〕雷德海斯蒂、罗宾道斯:«不确定世界的

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 (第 ２ 版)ꎬ谢晓非、李纾等

译ꎬ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３６ 页ꎮ
〔３０〕在司法实践中ꎬ有些地方的侦查机关甚至会在法院判

决之前就对侦破的案件进行立功授奖ꎮ 如果法院判决无罪ꎬ那

么就可能意味着要否定侦查机关的功绩ꎬ由此导致法院在某些

案件中降低证明尺度勉强定罪ꎮ 除了政治因素之外ꎬ法院的做

法是一种典型的“非理性”行为ꎮ
〔３１〕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并与侦查职能严格分离是保障不把

调查成本考虑到有罪无罪标准的基本条件ꎮ 在一个司法官员同

时承担调查责任和判断责任的司法制度下ꎬ“沉没成本”就可能

成为司法人员降低证明度的重要因素之一ꎬ因为当司法机关“同

时肩负着侦察、控诉和审判等多项职能ꎬ这决定了司法机关不可

能以十分中立的立场对于自己侦察和控诉的刑事案件进行裁

决ꎮ 判决犯罪嫌疑人无罪ꎬ即是否认自己前期工作不力ꎮ”参见

张从容:«疑案存案结案———从春阿氏案看清代疑案了结技

术»ꎬ«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ꎮ
〔３２〕必须要指出的是ꎬ关注沉没成本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

种判断偏差ꎬ属于“非理性”的决策ꎬ但克服它有很大的难度ꎮ 例

如ꎬ花了 ５０ 元购买一张电影票之后ꎬ结果发现不好看ꎬ纯粹是在

浪费时间ꎬ但由于已经花去了 ５０ 元钱ꎬ人们有可能宁可忍受这

部无聊的电影ꎬ也不愿选择放弃ꎬ否则就“觉得”亏了ꎮ 但事实

上ꎬ由于时间的机会成本ꎬ此时放弃继续看电影才是“值得”做的

选择ꎬ由于人们牢牢抓住“沉没成本”不放(５０ 元钱)ꎬ反倒是损

失了更多ꎮ 不愿放弃沉没成本的决策偏差源自于人类期望获得

一种前后一致、没有矛盾的自我形象的心理机制所导致ꎬ因为放

弃沉没成本意味着否定了以前作出的决定(看一场好电影)ꎮ 参

见〔德〕罗尔夫多贝里:«清醒思考的艺术———你最好让别人

去犯的 ５２ 种思维错误»ꎬ朱刘华译ꎬ北京:中信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１７ － ２０ 页ꎮ

〔３３〕此处并没有考虑错误释放以后因为个别预防和一般预

防的降低可能导致的社会损失ꎬ因为我们已经在前文论证了考

虑定罪的标准时ꎬ不得将预防成本纳入考虑ꎮ 如果将预防成本

纳入考虑ꎬ执行错误释放判决的成本完全有可能大于错判有罪的

执行成本ꎬ因为错误释放可能会导致犯罪分子实施新的犯罪ꎬ由
此造成的社会损失可能比错误定罪后执行刑罚的社会损失更大ꎮ

〔３４〕参见苏力:«“海瑞定理”的经济学解读»ꎬ«中国社会科

学»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ꎮ
〔３５〕 Ｉｎ ｒｅ Ｗｉｎｓｈｉｐꎬ３９７ Ｕ. Ｓ. ３５８ (１９７０)ꎬｐ. ３７０.
〔３６〕无法判明时就按照证明责任制度作出判决ꎬ即由承担

说服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败诉结果ꎮ
〔３７〕关于我国裁判者在具体案件中如何权衡不同判决的社

会损失来确定定罪的标准ꎬ参见李昌盛:«“泛被害人主义”司法

及其破解»ꎬ«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ꎮ
〔３８〕参见 Ｋｙｒｉａｋｏｓ Ｎ. Ｋｏｔｓｏｇｌｏｕꎬ“Ｈｏｗ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Ｅｐｉｓｔｅ￣

ｍ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Ｗｈａｔ Ｓｈｉｆｔｓ Ｗｈｅｎ Ｗ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Ｐｒｏｏｆ”ꎬ
Ｌａｗꎬ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ｉｓｋ ꎬ１２ (２０１３)ꎬｐｐ. ２９２ － ２９３ꎮ

〔责任编辑:邹秋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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