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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诱陷抗辩的判断标准及其启示
吴

鹏

（ 河南警察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要： 在美国，诱陷抗辩的判断标准有三，即主观标准、客观标准和综合标准。美国联邦司法系统
和绝大多数州司法系统采用主观标准，部分州司法系统采用客观标准，也有很少州司法系统采用综合标
摘

准。目前，我国侦查机关已普遍采用诱陷行为侦查案件，但立法及实践中尚未确立诱陷抗辩的判断标
准，导致公民对侦查机关过度的引诱行为难以在审判中提出抗辩，诉讼中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因
此，应当结合我国侦查及审判的实际情况，构建我国诱陷抗辩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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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陷抗辩，是指在充足了刑法条文所规定的各项犯罪构成要件后 ，依然可以寻求无罪的一种实体辩
护事由，是美国合法辩护的一种，是作为美国法上防范、控制执法引诱的一项实体法辩护事由 ，是美国法
律制度的一项创举，它主要针对诱陷行为① 而展开。 在美国，诱陷抗辩的判断标准是通过 1932 年索瑞
［1］

斯案

、
1958 年舍曼案［2］以及 1992 年杰克波森案［3］ 三个经典案件得以确立的。 索瑞斯案标志着联邦

最高法院对诱陷抗辩的最初认可 ，本案明确将主观标准作为判断诱陷抗辩成立的标准 ，但也由此形成了
“主观派”与“客观派 ”两种不同观点。 在舍曼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再次确认了主观标准的主导地位。
1992 年杰克波森一案，联邦最高法院又一次肯定了主观标准是判断诱陷抗辩是否成立的标准，同时考
虑到客观标准的合理性，在判断主观标准的过程中，开始引入客观标准的诸多因素。 目前，在诱陷抗辩
的判断标准问题上，形成了主观标准、客观标准和综合标准三种标准。
一、诱陷抗辩的判断标准之一： 主观标准
( 一) 主观标准的内容
自 1932 年索瑞斯案至今，主观标准一直在美国诱陷抗辩的判断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其核心内容
是成立诱陷抗辩的前提为被告人对于被引诱的犯罪活动没有犯罪倾向性 （ predisposition） 。 所谓“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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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经济犯罪侦查。
①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确立诱陷抗辩的经典判例中明确将诱陷行为定性为： “执法人员起意、策划并鼓动公民实施犯罪活动，而如

果不是执法人员的使用诡计、劝说或欺骗手段，该公民根本不会实施该犯罪。”诱陷抗辩作为美国法中的一项合法辩护事由，所要回答的
核心问题是，如果没有政府方的引诱，受到指控的公民是否会实施被指控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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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性”，是指在诱陷抗辩中，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行为的倾向，即他是否已经准备好或者乐于实
施犯罪活动。它集中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政府方接近被告人之前 ，被告人的主观心态。 只要能够证明被
告人具有犯罪意图，愿意或者乐于实施犯罪活动，无论政府方的引诱行为如何过度，诱陷抗辩均不能成
立。反之，如果能够证明被告人在被引诱时的主观心态中没有犯罪的意图或者意愿 ，就可以进一步说明
如果没有政府方的引诱与鼓励，被告人根本不会实施被指控的犯罪行为 ，被告人也就不应当受到刑法的
惩罚。可见，主观标准考察的重心集中于被诱惑者的主观心理状态上 。
主观标准的立论基础是确保无辜的公民免受政府方的引诱而违法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索瑞斯案
件判决中声称，之所以确立这种诱陷抗辩是对立法者的立法意图进行的推演 ，因为立法者原本就不打算
惩罚那些如非政府方诱陷就不会违法的无辜者 。 主观检验方法能够从一个基本的刑法原则中找到根
源： 不具有可归责性的被告人不应该被惩罚 。
( 二) 主观标准之具体判断
在索瑞斯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明确承认诱陷抗辩可以作为合法辩护事由而免除被告人刑
事责任的同时，也为确认诱陷抗辩的成立树立了具体判断标准 。在索瑞斯一案的判决中，法院认为成立
诱陷抗辩必须表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是在政府方引诱下产生的，政府方向被告人的观念中移植了犯
［4］
罪意图，且为了指控其犯罪，引诱其实施了相关犯罪活动 ” 。 更确切地讲，法院认为在具体案件中判

断是否成立诱陷抗辩需要经过两个步骤 ： 首先要判断政府方是否具有引诱行为 ，然后再判断被告人不具
［5］

有犯罪倾向性

。只有同时满足上述两个要件后，诱陷抗辩才能成立。

在美国，政府方具有引诱行为是成立诱陷抗辩的前提条件 。因此，判断政府方实施的行为是否为引
诱行为是必须首先加以解决的问题 。
何谓“引诱”行为？ 美国司法实践中采用广义上的理解 。即“引诱”行为，是指政府人员实施的使不
具有犯罪倾向的公民实施犯罪的各种活动 。这种“引诱”可能来自于侦查人员对被告人的劝说 、使用虚
［6］

假代理身份、威胁、强迫手段、骚扰、许诺、承诺、同情或友谊等多种原因

。 从美国司法实践中所作的

解释来看，“引诱”不仅仅限于中文“引诱”一词所表达的勾引、诱惑的意思，还包括强迫、利诱、利用感情
等更多含义，所有政府方对公民犯罪所实施的诱发、鼓励行为都可归入到“引诱 ”行为的概念之中。 判
断是否具有引诱行为往往是比较简单的 ，侦查人员接触被告人的各种联系行为如果具有一定引诱或者
鼓动色彩，如主动提出实施非法交易，提出犯罪设想，甚至主动贴近被告人的行为等，都可以被视为一种
“引诱”行为。如果侦查人员只是打入到犯罪环境或者犯罪集团，被动地观察犯罪活动，收集相关信息
与证据，不存在主动的引诱活动，在这种情形下并不存在诱陷抗辩问题 。
相对于“引诱”行为而言，犯罪倾向则是诱陷抗辩中更为核心的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在判例
［7］

中指出，犯罪倾向是判断诱陷抗辩的主要因素

。 主观标准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之上的，即对于被

引诱犯罪之人，应当区分为“轻率的无辜者”（ unwary innocent） 与“轻率的罪犯”（ unwary criminal） 。如果
被引诱人事先没有所谓的犯罪倾向 ，他就属于“轻率的无辜者 ”，只是由于轻率地掉入了政府方的圈套
而实施犯罪行为，诱陷抗辩保护这些原本无辜之人不受刑罚的错误处罚 ； 如果被引诱人事先具有犯罪倾
向，他就属于“轻率的犯罪”，由于其早就具有犯罪的准备或者意图 ，政府方的引诱仅仅是为其提供了其
乐于见到的犯罪机会，因此，其不能以政府方引诱为由提出诱陷抗辩 ，也就是说，被引诱人应当对其犯罪
行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只要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早已有准备或者有意图在适当的机会到来时实施某
种犯罪活动，就应当认为被告人具有犯罪倾向 ，从而不能认为其犯罪是被政府方的诱陷行为引发的 。
对于犯罪倾向形成的时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杰克波森案中有明确的要求 ，即对于犯罪倾向的验
证时间必须在执法人员首次接触被告人之前 ，也就是说，不能使用多次接触、多次引诱的方式“培养 ”其
犯罪倾向。对于犯罪倾向的具体内容，即犯罪倾向是一般犯罪的内心倾向还是针对实施具体犯罪的犯
罪倾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中并没有明确的说明 。实践中，各州法院以及联邦巡回法院在这一问
题上的看法也各不相同。如联邦第二、第六巡回法院在判例中认为证明被告人具有犯罪倾向 ，无须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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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具有实施某一被指控的特定犯罪的犯罪意图 ，而只需能够证明被告人具有犯罪的一般意图即可 ；
而第十巡回法院以及其他一些州法院则认为 ，具有犯罪倾向性的被告人必须具有实施某一特定犯罪的
犯罪意图。实践中，大多数法院均要求需要有相当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具有实施某一特定犯罪的意
图，才能说明被告人具有相应的犯罪倾向 。
( 三) 对主观标准的批评与质疑
目前，美国实务界与理论界对主观标准的批评 、质疑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主观标准据以产生的理论前提是“纯粹的虚构 ”，主观标准论者在索瑞斯案中认为，确立主观
标准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对立法者立法意图的推演 ，即立法者并未打算处罚政府方引诱下实施犯罪的公
民。而批评、质疑者认为，立法者实际上是主张要制裁被引诱实施犯罪的人 ，因为如果是私人引诱他人
犯罪，被引诱之人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但为何政府方引诱，被引诱人就是无罪的呢？ 这实际上说明，立
法者的真实意图中并没有表明主观论者在索瑞斯一案中所认为的那种推理 。
二是主观标准仅仅关心被引诱人的犯罪倾向 ，一旦能够证明犯罪倾向存在，政府方实施任何过度的
欺骗、哄骗、强迫以及任何诡计都是被允许的 ，这实际上是授权政府方应用一种“任何手段都可以 ”的做
［8］
法（ Who Care Rule） ，即政府方可以使用任何其认为适当的手段对具有犯罪倾向性的被告人进行侦

查。
三是对主观标准的证明，特别是在证明犯罪倾向的过程中 ，将不可避免地引入有关被告人的品格证
据、名誉方面的证据，如先前的犯罪记录、不道德行为的记录等。这些证据的使用将会对被告人造成偏
见，而且相关的证据规则不能适用，如传闻证据规则的适用会受到限制等 。
二、诱陷抗辩的判断标准之二： 客观标准
( 一) 客观标准的内容
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相伴而生，在同样是奠定主观标准的索瑞斯案以及舍曼案中 ，客观标准作为少
数派法官的反对意见也得到了明确的阐释 。
客观标准论者主张，确立诱陷抗辩的主要目的应当是阻遏政府方执法中的不适当行为 ，而不是开释
无辜的被告人； 法院没有必要对纯粹虚构的立法意图进行探寻 ，法院天然有权对政府方进行的引诱行为
予以禁止； 对于政府方引诱行为是否应当准许 ，与被告人的犯罪倾向没有必然的联系 。根据客观标准判
断是否成立诱陷抗辩适用的具体方法为“假设人”方法，即如果执法人员的引诱行为使得普通的守法公
民都会禁不住引诱而实施相应的违法行为 ，则成立诱陷抗辩。客观标准集中关注的是政府执法人员的
引诱行为，而不关心被引诱人的犯罪意图与主观心态 ，所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判断政府方的引诱行为是否
超过了应有的界限，是否足以使得普通守法公民都会被引诱而实施犯罪 。 在许多实施客观标准的司法
区，判断是否成立诱陷抗辩的客观标准常常被表述为 ： 执法人员的行为是否带来巨大的风险，不仅使得
早已准备犯罪的人，而且连普通公民都可能实施被引诱的犯罪 。
( 二) 《模范刑法典》对客观标准之规定
对诱陷抗辩，美国《模范刑法典》在总则部分关于刑事责任的一般性条款中分三款进行了规定 ：
第一，公共执法人员或与其合作者，为了获取犯罪证据而诱惑或者鼓动他人实施相应的犯罪行为，
如果通过下述方式进行，构成诱惑行为： 一是明知性地使用虚假授权诱惑他人相信某行为不为法律所禁
止； 二是在使用劝说或者诱惑方法时 ，带来巨大的风险，使得并不准备实施犯罪的普通公民都可能实施
被诱惑的犯罪行为。
第二，除本条第 3 款外，如果被起诉人能够以优势证据证明他的行为是因执法人员的诱惑行为引起
的，被起诉人应被无罪释放。诱陷抗辩问题应由法庭在陪审团不在场的情形下进行审理 。
第三，本抗辩不适用于涉及身体伤害或威胁进行身体伤害的犯罪 ，但针对诱惑人实施的身体伤害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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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除外。
根据《模范刑法典》的解释部分，本条第 1 款规定了在两种情形下成立诱陷抗辩，其中第二种情形
就是典型的客观标准的适用，强调了如果执法机关使用的诱陷手段超过了普通公民的承受限度 ，则构成
诱陷抗辩。《模范刑法典》的制定者进一步强调在证明诱陷抗辩的过程中，不允许使用品格证据，以防
止对被告人审判造成偏见。第 2 款规定了客观标准适用时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 ，被告人应当以优势
证据证明执法人员的诱陷行为过度 ，诱陷抗辩的争议由法官审理，而不是像主观标准适用时由陪审团负
责审理。《模范刑法典》第 3 款规定了诱陷抗辩不可适用于身体伤害案件 。
( 三) 对客观标准的批评与质疑
针对客观标准，实务界与理论界也存在批评与质疑之声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客观标准仅仅关注执法人员的引诱行为 ，无视被告人犯罪行为的有责性或实施犯罪行为的意
图，适用这种标准将以削弱刑事司法体制的威慑效应与颠覆社会大众的公正观念为代价 ，最终开释那些
残酷的犯罪人。
第二，客观标准以“假设人”为判断的主要标准，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假设人 ”的标准并不存在，
不考虑被引诱的因素，而在纯粹的真空中考量政府方引诱行为的合理性是毫无意义的 ，是徒劳的。实际
上，法官很难发展出一个为所有案件都通用的“假设人 ”标准，判断引诱行为的界限不应该离开被引诱
人方面的因素而孤立地划定政府方执法行为的限度 。
第三，客观标准中事实发现的正确性值得怀疑 ，政府方引诱程度这一客观标准事实争议要点的可信
性比被告人犯罪倾向的证明程度更差 ，因为在判断政府方引诱行为是否过度的过程中 ，经常可能出现被
告人与政府方之间的一对一证据 ，即只有被告人与政府方的证言作为证据 。 而在证明主观标准的过程
中，关于犯罪倾向的证据与证明过程 ，相比而言就显得更为可信。
第四，客观标准强调的公共政策的立论值得怀疑 ，联邦最高法院一直以来并不愿意通过制定单独适
用的规则对执法行为与起诉行为进行监控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联邦最高法院适用客观标准，那些对执
法引诱程度的限制条件能否在法院发挥作用值得怀疑 。即使联邦最高法院就政府方引诱行为的手段发
展出一些限制条件，执法人员对于如何使用以及对谁使用引诱手段仍然具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 。
这种司法控制的目的同样很难达到 。
三、诱陷抗辩的判断标准之三： 综合标准
在美国，为了避免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 ，一些州将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结合起
来并加以运用，形成了综合标准。这种诱陷抗辩的综合判断标准又分为两种情形，即“复合式混合法 ”
与“分离式混合法”两种标准。
( 一) 复合式混合法标准
“复合式混合法”，是指被告人如果打算主张诱陷抗辩 ，必须同时满足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即主客
观标准必须同时满足，才能成立诱陷抗辩。 采用“复合式混合法 ”标准时，被告人需要首先表明政府方
的引诱行为带来了引诱普通人实施犯罪的巨大风险 ，或者政府方的引诱行为具有很强的鼓励性以致如
果法院认同被告人有罪，将严重损害法院的纯洁性； 其次，被告人还必须证明自己无实施被诱惑的犯罪
的主观倾向。目前，在美国，包括新泽西州、新罕布什尔州、印第安纳州在内的三个州适用这种“复合式
混合法”。评论者认为，这种双重标准的同时适用实际上增加了被告人主张诱陷抗辩的负担 ，使得诱陷
抗辩的成立更加困难； 具有犯罪倾向的被告人仍然可能成为政府方 （ 主要是警方 ） 过度鼓动行为的牺牲
品，而不具有犯罪倾向的被告人也不得不面对证明成立普通人假设标准的困境 ，其中“假设人 ”的标准
［9］

本身又是十分抽象与模糊的

。因此，可以这样讲，采用这种“复合式混合法 ”标准很难达到兼采主客

观标准之长的制度设计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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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分离式混合法标准
在美国，目前采用“分离式混合法”标准的有佛罗里达州、北达科他州与新墨西哥州。 与“复合式混
合法”不同，“分离式混合法”并不要求同时适用主观客观两种标准 ，被告人只要能够证明主客观两种标
准成立其中一种，即可以成功地主张诱陷抗辩。例如，被告人成功地主张诱陷抗辩，既可以通过表明缺
少犯罪倾向而达成，也可以通过证明政府方 （ 主要是警方 ） 的行为超过了适当调查行为的限度而实现。
这种“分离式混合法”是较为新近且较少适用的一种创新模式 ，适用这种标准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非常
有利，它给予了被告人主张诱陷抗辩更多的自由度 ； 它可以更多地吸收主客观两种标准的长处与优点。
但也有评论者认为，这种方法也并非尽善尽美，如在“分离式混合法 ”标准下，如果被告人选择主观标准
进行诱陷抗辩，相关易产生偏见的证据仍然可以进入法庭 ，影响到事实裁判者； 如果选择客观标准进行
诱陷抗辩，被告人依然要满足抽象的、不明确的“假设人”标准。 从控方的角度来看，这种标准会使得诱
陷抗辩的范围过于宽广，它实际上给予被告人两次相互独立的主张无罪的机会 。同时，对于客观标准的
质疑，“分离式混合法”标准同样难以作出合理解释，因为采用这种标准同样要因为政府方引诱行为的
［10］

不当而开释那些乐于犯罪的被告人

。

四、美国诱陷抗辩的判断标准之启示
( 一) 我国诱陷抗辩判断标准之检视
诱陷抗辩作为一种实体法抗辩事由 ，主要是针对诱陷行为而设计的。诱陷行为内容相当广泛，既包
括勾引、诱惑行为，还包括强迫、利诱、利用感情等行为，所有政府方对公民犯罪所实施的诱发 、鼓励行为
都可归入其内容之中。在我国，诱陷行为中被侦查机关应用最多的是诱惑侦查行为 。从理论上讲，诱惑
侦查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两种。前者是指为了破获极具隐蔽性且无明显被害人的案件 ，
侦查人员及其合作者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 ，暗示或诱使侦查对象实施犯罪行为 ； 后者则是侦
查机关诱使本来无犯罪意图的人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行为 ，从而使其受到追诉。从实践上讲，“机
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在一定范围的案件侦查中是允许使用的，但应严格限制其适用的范围； 而“犯意诱
发型”诱惑侦查则是必须禁止的，如果应用“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行为引诱公民实施某种犯罪 ，在法庭
审判时应当允许犯罪嫌疑人提出诱陷抗辩 。
目前，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刑事犯罪高发的态势 ，为了打击、揭露和证实犯罪，侦查机关已开始使
用诱陷行为侦查犯罪，特别是诱惑侦查，更是被一些侦查机关普遍使用，且有不断扩大之趋势。 在侦查
实践中，诱惑侦查手段不但被应用于毒品犯罪案件 、集团犯罪案件的侦查，而且还被应用于盗窃案件、抢
夺案件、抢劫案件和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 。例如，在一些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在打击“两抢一盗 ”犯罪
活动过程中，有的城市为了解决车辆（ 电动自行车、自行车） 被盗问题，派专门的侦查人员化装成普通公
民，将车辆放在无人看守的停车点或其他地方 ，自己则守候在暗处，当“犯罪嫌疑人 ”顺手推走车辆时，
化装的侦查人员则立即上前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在检察机关起诉与法院的审判过程中 ，由于立法缺
乏对诱惑侦查等诱陷行为、诱陷抗辩事由及判断标准的明确规定，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 ”无法对侦查
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是否合法加以判断 ，更无法以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违法而提出诱陷抗辩 ，结果
是“犯罪嫌疑人”大都在“公、检、法”三机关的相互配合与协助中被绳之以法 。
一方面是立法①对诱陷行为、诱陷抗辩事由及诱陷抗辩判断标准规定的缺失 ，另一方面是侦查机关
诱陷抗辩及其判断标准没有任何规定，其他法律、法规与部门规章也是如此。2011 年 9
① 我国 1996 年《刑事诉讼法》对诱陷行为、
月《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一百五十条规定： “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特定人员实施
秘密侦查。实施秘密侦查，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
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唯一涉及诱陷行为的法律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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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案件侦查中过度或者滥用诱陷行为 ，特别是诱惑侦查，其结果必然是，不论是采取“机会提供型 ”
诱惑侦查还是采取“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犯罪嫌疑人”在审判过程中都无法提出诱陷抗辩以保护自
己的合法权利，导致诉讼过程中国家权力行使与公民权利保障的严重失衡 。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或审
判实践活动确立我国的诱陷行为种类 、诱陷抗辩事由与诱陷抗辩之判断标准 ，以规范刑事诉讼中国家权
力的行使和公民权利的保障。
( 二) 美国诱陷抗辩判断标准之启示
随着我国侦查实践中诱陷行为应用的增多 ，通过立法明确规定诱陷行为种类、诱陷抗辩事由，特别
是设定诱陷抗辩的判断标准，已经十分紧迫。在诱陷抗辩的判断标准上，相比其他国家或地区，无论是
在立法上、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层面，美国都居于领先地位，因此，有必要借鉴美国诱陷抗辩之判断标
准，构建我国诱陷抗辩之判断标准，以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与公民权利的保障。 如上所述，美国有关诱
陷抗辩的判断标准主要有三种，即主观标准、客观标准和综合标准。联邦司法系统以及大部分州司法系
统适用主观标准，少部分州司法系统以及立法规定客观标准 ，也有很少的州采用综合标准作为评判依
据。主观标准的重心在于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犯罪倾向 ，如果具有犯罪倾向，则表明犯罪行为的发生并
非政府方的引诱所致，而是犯罪嫌疑人犯罪意图达成的结果 ，政府方的诱陷行为只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了
实现犯意的机会。客观标准的重心在于政府方的引诱行为是否过度 ，是否足以导致一般公民实施某种
犯罪行为。综合标准则考虑兼顾两者或者在两者之间选择其一作为判断标准 。
三者相比较，结合我国侦查立法与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在我国，采用“主观标准 ”作为诱陷抗辩能
否成立的判断标准，比较符合我国的国情。因为：
从理论层面看，学界已经将诱惑侦查分为“机会提供型 ”诱惑侦查和“犯意诱发型 ”诱惑侦查两种。
采用主观标准，在我国现有的研究中能够找到理论支点 。按照主观标准，在“机会提供型 ”诱惑侦查中，
犯罪嫌疑人已具有实施某种犯罪的犯罪倾向 ，没有政府方或者其合作者的诱惑或者引诱 ，只要具备实施
犯罪的机会和条件，犯罪嫌疑人仍会实施某种犯罪。在这种情形下，诱惑或引诱不足以影响犯罪嫌疑人
的犯罪倾向，诱惑侦查是合法的，犯罪嫌疑人在审判中提出的诱陷抗辩不能成立。 在“犯意诱发型 ”诱
惑侦查中，犯罪嫌疑人并没有犯罪倾向，犯罪嫌疑人之所以会实施某种犯罪，完全是政府方或者其合作
者过度诱惑或引诱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没有政府方或者其合作者的过度诱惑或引诱 ，犯罪嫌疑
人是不会实施某种犯罪的，诱惑侦查违法，犯罪嫌疑人在审判中提出的诱陷抗辩也不能成立 。
从实践层面看，采用主观标准作为诱陷抗辩成立与否的判断标准 ，比较符合我国的刑事诉讼实际。
在侦查实践中，侦查机关常常是在某一类犯罪频发或者高发区域 ，采取一般的常规侦查方法难以发挥作
用的情况下才采取诱陷行为的。这种诱陷行为所针对的大都是已有犯罪倾向的犯罪嫌疑人 ，而不是没
有犯罪倾向的一般公民（ 当然，也不能否认有个别公民会临时起意 ，实施犯罪，但这毕竟是极少数 ） 。 法
院在对这类通过诱陷行为侦破的案件进行审判时 ，常常也会做出这样的判断： 如果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
人在实施某一种或一类犯罪之前已有犯罪倾向的 ，不管犯罪嫌疑人提供什么样的诱陷抗辩事由 ，法院一
般都不会采纳，而是将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绳之以法； 如果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在实施某一种或实
施某一类犯罪前没有犯罪倾向，只是由于政府方的过度引诱或者诱惑才实施犯罪的 ，法院一般都会从轻
或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甚至在人民检察院的审查批准逮捕阶段或者公诉阶段还有可能不予批准逮捕
或者不起诉。
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看，笔者认为，我国应将主观标准作为判断诱陷抗辩是否成立的标
准。当然，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也可适当考虑一些其他判断标准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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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riteria for Judging of the Entrapment Defense of
America and Their Enlightenment
Wu Peng
（ Henan Police College，Zhengzhou，Henan 450046）
Abstract： In the U． S．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criteria on the entrapment defense，namely，the subjective
standard，the objective one and the comprehensive one． The subjective one is used in the federal judicial system
of the U． S． and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judicial system of states while the objective criteria is used in the judicial system of some states and the comprehensive criteria is used in the judicial system of very few states． At
present，entrapmen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China by the investigative agencies to investigate cases，but the
criteria for the entrapment defense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in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bringing citizens not to
put forward the defense in the trial proceedings for the excessive allure conduct of the investigation authority，
and the legal rights in action can’t be protected effectively． Therefore，the criteria for the entrapment defense of
our country should be built up combined with China’s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trial．
Key words： entrapment defense； criteria for judging； 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

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