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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视野下的线人制度研究
王

彬

( 河南警察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摘 要： 线人作为秘密侦查的一种重要手段，在犯罪侦查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各国的立法
来看，大多涉及线人的概念、分类与性质，线人使用的程序性控制机制，线人的功能、风险与证据问题。
我国刑事立法应当借鉴国外有关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刑事侦查实践，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线人制度，
以服务于我国刑事侦查实践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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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人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各国无不通过立法对其加以规定。在美国，规范线人制度
的是判例法与 2001 年颁布的《秘密线人使用准则》( 以下简称《使用准则》) ; 在英国，规范线人制度的是
《侦查权力规范法令》( ＲIPA 法令) ; 在德国，规范线人制度的是司法部与内务部联合制定的内部准则，
即《德国刑事追诉上各邦法务部与内政部运用线民与卧底警察共同纲领 》( 以下简称《共同纲领 》) 。 而
我国线人制度的立法十分缺乏，实际操作中也不规范，存在许多问题。 因此，有必要考察外国线人制度
的立法状况，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构建我国的线人制度。
一、线人的概念、分类与性质分析
( 一) 线人概念分析
在不同的国家(地区)，线人称谓不同。英国一般把为警方服务的“线人”称为“平民耳目”; 荷兰则统称为
“公民协助侦查”或“犯罪情报提供者”; 在我国大陆地区，线人被称为“刑事特情”、“耳目 ”; 在我国台湾
地区，线人则被称为“情报提供者”、“线民”、“第三人”①; 也有一些国家的刑事立法将线人规定为“秘密
情报员”。虽然，各国对线人的称谓不同，但在线人的内涵上，所表述的内容大同小异。
在线人概念的界定上，我国学者认为，线人是指由侦查机关控制领导和指挥的 ，用于搜集犯罪情报、
［1］

发现和控制犯罪活动的隐蔽力量
［2］

选，自愿与警察合作之人
*

。 在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第三人 ”，系指非警察人员而经过警察遴

。在美国，法律对“线人”的界定较为明确，即分布于社会各阶层、各领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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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3 年 6 月 25 日，
面目出现; 之后，线人被明文规定为“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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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面目出现、实际服务于联邦当局的人。 依据《布莱克法律词典 》的解释，线人，是指“因怀疑他人
有刑事违法行为而提供信息或提出指控的人 ； 他们匿名、秘密、自愿地向执法机关提供违法情况的信息 ，
［3］
但不包括被警方讯问后提供信息的人或者作为证人在侦查程序中提供犯罪信息的人 ” 。 笔者认为，

从更专业的角度来讲，线人概念的界定至少应当包括三个要素 ，即提供信息或情报的动机、了解犯罪情
报或信息、为警方所控制。因此，线人是指那些了解犯罪信息或情报 ，并具有向警方提供这些犯罪信息
或情报的动机，在警方的控制下秘密地向警方提供有关犯罪情报或信息的普通公民 。
( 二) 线人的分类
由于线人的动机、获得信息的途径各不相同，因此，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线人划分为以下不同的
类型。
依据线人的身份及其扮演的角色 ，线人可以分为普通线人与特殊线人 。
普通线人包括秘密线人、证人型线人、活跃型线人和信息来源型线人。 秘密线人是指利用虚假身
份，打入犯罪组织内部，并向警方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或者信息的人 。 证人型线人是指因犯罪而被逮捕，
之后向警方寻求合作而且向警方提供情报或信息的人 。活跃型线人是指在提供情报或信息的同时，能
够继续维持其在犯罪组织内部活动的人 。 信息来源型线人是指具备获得相关信息或者记录的合法途
径，并且单独向警方提供情报或信息的人 。如军队、执法机构或者合法企业的雇员，他们与犯罪没有牵
连，只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向警方提供犯罪情报或信息 。
特殊线人包括狱内线人、不知情线人、坐探和特别雇员。狱内线人是指积极协助警方侦查狱内实施
的犯罪行为，包括狱友以及监管人员实施的犯罪行为 ，并向警方提供有关犯罪情报或者信息的人 。不知
情线人在间谍领域比较常见，在执法领域相对较少。坐探是指已经成功打入犯罪组织内部 ，诱使其同伙
实施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从而促使警方实施逮捕之人。特别雇员① 这一称谓主要见于美国的侦查实践，
是指 1967 年之前联邦禁毒署和其他一些机构使用的对特殊类型线人的称谓 ，此类线人专门负责假装成
毒品交易人贩购毒品并将来在法庭上作证 。这种线人不仅探听、搜寻有关的犯罪情报、信息或线索，而
且还主动进行犯罪引诱。
依据警方使用线人支付的对价，线人可以分为付费线人与豁免线人 。
付费线人是指那些为了获取金钱报酬而向警方提供线索或案件信息之人 ； 豁免线人是指为了获得
针对自己指控的减轻或者已判处刑罚的减轻而向警方提供线索或案件信息之人 。豁免线人与付费线人
的最大差异在于线人与警方“交易 ”的对价不同，付费线人试图通过自己掌握的犯罪信息、线索或情报
换取金钱奖励； 豁免线人所需要换取的是减刑、减轻指控、从轻处罚的待遇。 当然，在执法实践中，基于
线人提供的情报、信息、线索或者帮助的重要性，执法机关也有同时给予线人金钱奖励与减刑奖励的 。
依据警方对线人管理与控制程度的不同 ，线人可以分为“知情线人”与“不知情线人 ”。 前者是指线
人本身知道自己作为警方的协助者实施线人行为 ，警方在物色知情线人时，也应当告知其作为警方的线
人在实施行动时，所应遵循的各种法律与内部管理限制； “不知情线人 ”是指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作为
警方的线人，成为警方调查行动中的一部分。不知情线人是在被欺骗的情况下为警方提供犯罪信息与
线索，同时由于案件的特殊原因或者线人与调查对象的特殊关系 ，警方不能告知其已经作为线人的事
实，也无法对不知情线人的行为进行各种指导 、命令与管理，因此，对不知情线人的监管难度显然要大于
知情线人。
( 三) 线人使用的性质
从线人行为来看，其核心内容就是隐瞒真实身份或目的 ，采取欺骗方式，打入犯罪组织或者接近犯
罪嫌疑人，以获取案件线索、搜集犯罪证据并向警方提供。与“背对背 ”的监控型秘密侦查相比，线人使
①

1967 年以后，“特别雇员”的称谓被停止使用，主要原因是线人不是国家执法机关的雇员，为了明确划清线人与政府雇
在美国，

员之间的界限，防止社会以及线人自己的误解，不宜继续使用这种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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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通过一种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 ”的直接接触的方式实现侦查目的的，在性质上，线人使用应归属
于欺骗型秘密侦查之范畴，应当是一种欺骗型秘密侦查行为 。对此，可以从欺骗型秘密侦查的本质要素
的分析加以厘清。
［4］
首先，秘密侦查之“秘密”。“秘密 ”是指“有所隐蔽，不让人知道 ” ，它强调了一种“不为对方所

知”的状态与效果。可以说，“秘密”是秘密侦查区别于常规侦查的本质所在 。在秘密侦查中，“秘密 ”包
括身份保密与行为保密两个方面 。身份保密，主要是指实施某项侦查行为的人员所具有的真实身份不
为侦查相对人所知，或者协助警方侦查的公民作为侦查协助人员的身份对侦查相对人保密的情形 。 对
于线人使用而言，线人所实际具有的警方协助人员的身份是严格保密的 。行为保密，是指某些侦查行为
的进行不为当事人或其他无关人员所知悉 ，在侦查行为进行之时要对当事人或其他无关人员严格保密 。
对于线人使用而言，线人所采取的各种协助侦查行为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
［5］
其次，秘密侦查之“欺骗”。“欺骗”，是指“用虚假的言语或者行动来掩盖事实真相 ，使人上当 ” 。

它至少包含如下三个要素： 一是实施主动的行为，即“用虚假的言语或行动 ”制造假象； 二是欺骗行为人
与被欺骗人之间应当具有一种直接接触行为 ，通过这种直接接触的行为，对相对方产生影响，否则“虚
假的言语或行动”就很难对相对人产生影响，更不会令其陷入认识错误； 三是从欺骗的结果要素来看，
须使得相对人陷于认识错误，即“使人上当”。其中，第二个要素为“欺骗 ”之核心要素。 对于线人使用
而言，线人使用的目的就是通过各种欺骗手段的使用达成协助警方获取犯罪线索 、搜集犯罪情报或信息
的秘密侦查效果，线人使用鲜明地体现了秘密侦查之“欺骗”要素。 当然，在侦查过程中，欺骗手段的使
用必须是秘密的，不存在公开进行的欺骗型侦查行为 。
二、线人使用的程序性控制机制
线人使用的程序性控制机制主要包括线人的物建 、线人的使用与管理、线人使用情况通报和线人的
停止使用等环节。
( 一) 线人的物建
线人的物建，也就是选用线人的过程，包括线人资格审查与批准登记。
在美国，根据《使用准则》的规定，警方对线人的资格审查分为适当性初步审查与后续审查。 适当
性初步审查，是指在决定是否选任某人充当线人之前 ，警方应当初步审查该人的背景情况，并将审查情
况以书面形式记载，撰写《适当性初步审查报告与建议 》。 后续审查，是指每年警方就物建的线人对其
资格是否继续有效进行一次审查、核实，审查、核实完毕后撰写《持续审查报告 》。 后续审查的主要作用
是通过定期的不间断的审查、核实工作，以便发现线人在为警方服务期间可能滥用权力或变质的各种风
险。
对于普通线人而言，在警方完成《适当性初步审查报告》之后，卷宗将会移交给一位部门主管，进入
批准登记程序。如果该部门主管批准使用该线人 ，警方将为该线人建立一份个人档案 ，其内容包括该线
人的照片、核实其真实身份所做的努力、核查其犯罪记录得到的结果、适当性初步审查报告与建议、警方
对该线人的许诺或奖励、根据《使用准则》应当载入的其他材料。
在美国线人的物建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步就是警方需要向线人郑重地告知其需要遵守的相关规
定与限制，这一告知程序在线人为警方服务的期间内 ，在通常情况下必须重复进行，而且每年至少应当
重复进行一次。
在德国，《共同纲领》对线人资格审查没有太多规定，但对线人选任应当遵循的原则和身份保密规
定较多。《共同纲领》规定，在选用线人时，应当对线人的身份保密及保密程度作出衡量 ，而且要遵循比
例原则，即针对的犯罪越严重，越应当给予线人充分的保密保障，线人使用的必要性也相应增大。 对于
轻微犯罪的侦查，线人的人身不受保密保障。线人的选任还应当遵循最后手段原则 ，即以其他方式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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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有重大困难或无破案希望时，始得使用线人协作侦查。同时，《共同纲领 》还明确规定，不得使用未
成年人作为线人。
在德国，线人的选任与身份保密由检察长或检察长指定的检察官决定 ，情况紧迫时可由主任检察官
决定。同时，警察局内部也应由较高级别的长官或至少为部门主管以上的官员决定线人的选任与身份
保密等事项。警方在选任线人之前，应事先得到检察官的同意，但在侦查目的可能招致危险的紧急情况
下，警方可以自行决定选任线人，但事后应当不迟延地将线人选任的有关情况告知检察官 。
84% 的线人是在
在英国的执法实践中，大多数线人是在警察局被羁押时被选任的，一项调查显示，
［6］

被警方逮捕后或者被讯问时物建的

。 但对线人资格及其审查，由谁审查批准等事项，英国的立法与

内部规范则没有规定。
( 二) 线人的使用与管理
线人的使用与管理是线人制度的核心问题 ，其中，线人与线人管理人之间的关系、线人能否从事犯
罪活动、对线人支付酬金为线人制度的三大焦点问题 。
在美国，《使用准则》对线人的使用与管理设置了许多明确的程序或界限 。
就线人与线人管理人的关系而言，《使用准则》明令禁止线人管理人或使用线人的执法机关干涉针
对线人进行的犯罪追诉，不得向线人通风报信，将对其追诉情况告知线人，即线人管理人无权庇护线人
免受其他执法机关对线人的犯罪追诉 。同时，禁止线人管理人或执法人员与线人交换礼物 ，禁止给予线
人或从线人处收取超过合理价值的物品 ，与线人进行商业或金融交易； 除调查活动所必需，执法人员不
得与线人结交、频繁地进行各种社会活动。
对线人能否从事犯罪活动，《使用准则》从正反两方面作出了授权与禁止性规定 。
从正面授权的角度看，《使用准则》允许线人参与、实施两类犯罪活动： 第一类主要包括涉及线人以
外的他人实施的暴力犯罪； 腐败型犯罪； 国家管制物品方面的犯罪且严重程度达到联邦量刑指南规定的
要求； 造成财产损失达到量刑指南规定的严重程度的犯罪 ； 向他人提供犯罪必需的物品、服务或专业帮
助的行为； 向他人提供管制物品且不可能被执法机关收回的犯罪 。第一类以外的犯罪归入第二大类 。
线人实施第一类犯罪所含犯罪活动 ，需要经过警方专职负责官员的同意 ，同时还需要经过相应的联
邦检察长的授权； 线人实施第二类犯罪所含犯罪活动 ，只需要警方的高级部门主管官员同意即可 。
从反面禁止的角度看，警方不得授权线人参与某些犯罪活动，包括暴力犯罪、妨害司法类犯罪 （ 如
伪证、恐吓证人、伪造证据、诱陷行为） 、起意或发起犯罪、连警方执法人员都不得实施的行为 （ 如非法进
入、窃听、非法查看信件、非法搜查等） 。
就向线人支付酬金而言，《使用准则 》规定，从总体上来看，酬金的数额应当与线人提供的情报、信
息或线索的价值或提供协助的价值相当 。对线人活动的花费给予报销时，应当以实际的支出为准。 支
付的酬金数额不同，批准支付的主管官员的级别也不相同 。在支付费用时，需要至少有 2 名以上相关人
员在场见证，线人应当在费用收据上签字，并注明日期。在支付方式上，《使用准则 》明令禁止风险酬金
的支付方式。
在德国，线人使用与管理中的最大问题是线人犯罪与豁免问题 。
线人犯罪大致可以分为因公犯罪、因私犯罪、实施作为化装侦查对象的犯罪①。 对于“因公犯罪 ”，
虽然法律明确规定是不允许的，但在司法实践中，检察官常常能够宽恕线人的因公犯罪，前提是线人的
犯罪行为不要过度。对于线人偶尔的“因私犯罪”，由于警方认为在很多情况下，线人只有继续犯罪，才
能发挥协助侦查的作用，因此，警方通常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容忍 。但是，一般情况下，线人不能够
①

因公犯罪是指线人为了协助警方侦查而实施的犯罪； 因私犯罪是指线人实施犯罪的目的并非协助警方侦查，而是出于其他个人

目的； 实施作为化装侦查对象的犯罪，是指警方使用线人侦查某一具体犯罪，但线人本人恰恰是在实施被侦查的犯罪活动。如警方打算
调查某一毒品犯罪集团，布建其中某一犯罪分子为线人，但该线人在为警方服务后，继续从事贩毒活动，这种贩毒活动就可以被视为上
述的“作为化装侦查对象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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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警方发现是以犯罪谋生，也不能在警察面前毫无遮掩地实施犯罪活动 。 对于线人实施作为化装侦查
对象的犯罪，警方是不允许的。
在线人犯罪的豁免问题上，德国警方和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一些变通方法 。 如让线人仅仅
提供犯罪信息，不过多地参与犯罪，或者仅以提供犯罪便利的身份参与犯罪，或者使用某一犯罪组织中
的线人来侦查其他犯罪组织的犯罪活动 ，从而在未来的犯罪追诉中，该线人不被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
线人使用机关还利用豁免卧底警探刑事责任的各种方法 ，特别是诉诸必要性衡量与犯罪意图的方法 ，保
护正在使用的线人免受刑事追究 ①。
需要说明的是，在德国，检察官对线人使用的管理是间接的 ，是通过对线人的使用与身份保护的批
准与决定实现的。
在线人的使用与管理上，英国的 ＲIPA 法令并未涉及，内政部与海关部门制定的内部准则中有关于
线人使用的专门规定，但实践中线人的使用与管理比较混乱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线人使用过程中是
否应当准许线人实施犯罪引诱行为 ，以及是否允许线人参与或实施犯罪活动 。
在英国，立法与判例要求，线人在协助警方侦查过程中，不准许实施犯罪引诱。 线人实施诱陷行为
时，不享有法律所赋予的“执法行为豁免权”，线人实施诱陷行为，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来看应当被追究刑
事责任。但在司法实践中，很少有线人因实施了诱陷行为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检察
官可以通过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给予诱陷人以责任豁免 。
在是否允许线人参与或实施犯罪活动问题上 ，英国法院的判例指出： “虽然警察有权使用已经发生
了的犯罪中存在的信息，也可以鼓励线人参与正在进行的犯罪行为 ，但不应使用线人去鼓励他人实施原
［7］

来不可能从事的犯罪行为。” 法院认为，线人参与犯罪可以准许，但要考虑参与犯罪的程度与批准授
［8］

权官员的级别

。但法院判例并未就具体的批准使用条件 、情形作出明确的规定。 在英国线人使用实

践中，既欠缺有效的法律规范作为明确的指引 ，也缺乏对线人的管理人员的良好培训，线人与警察之间
的交往缺乏有效的记录与监管，整个线人制度处于一种亟待改良与完善的状态 。
( 三) 线人使用情况的通报
线人使用情况通报，是指线人使用机关应当根据需要尽可能在相应的执法 、起诉机关之间及时、全
面地提供线人使用的基本情况，加强对线人使用的共同监管，促成对线人是否违法、是否应当出庭作证
等问题的全面适当处理。
根据《使用准则》规定，美国线人使用情况通报包括： 当线人被其他执法、起诉机构追诉时，应当及
时告知其他机构该线人的使用情况 ； 当线人实施了超出警方授权范围的犯罪行为时 ，应当将线人的犯罪
情况通报给有关起诉机构，而不能袒护、隐瞒线人的犯罪行为； 在相关检察官要求查询相关线人情况时 ，
应当给予如实的答复等。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大多通过立法与内部规则对线人使用情况的通报加以规范 ，如英国、德国和
我国的台湾地区，都有关于线人使用情况的通报要求 。
( 四) 线人的停止使用
在美国，《使用准则》规定，当基于某种原因作出决定停止线人使用时，必须立即告知线人，并告知
其先前对其进行犯罪行为的授权同时停止 。当然，如果是为了避免影响正在进行的案件侦查 、起诉或者
相关人员逃避司法程序的，也可以暂停宣布停止线人使用的决定 。对于停止使用的线人，执法人员未经
高级部门主管事先同意，不得私自与之联系。
在德国，《共同纲领》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导致线人使用终止： （ 1） 线人有意或因重大过失提
供错误信息； （ 2） 线人有意违反指示，或有其他足以证实的不可依赖情形 ； （ 3） 被发现参与犯罪的； （ 4） 线
①

必要性衡量的方法大致是指执法机关根据使用线人侦查的犯罪的严重程度、复杂程度来判断容许线人犯罪是否有必要； 犯罪意

图的豁免方法是指侦查机关以线人实施的真正意图为协助破案而不具备非法的犯罪意图，因而豁免线人相应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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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刑事追诉机关工作而犯罪的。《共同纲领 》规定的线人使用终止的情形实际上也表明了线人所应
当遵循的法律界限与职责。
在我国台湾地区，“第三人”接受任务之后，即开始情报资料的搜集活动，“第三人”完成情报资料的
搜集任务以后，“第三人”与警方的合作关系自然消灭。 在下列法定情形出现时，“第三人 ”与警方的关
系必须立即终止： 一是原因事实消失者，即如果遴选“第三人 ”使用之原因事实 （ 防止危害或犯罪，认为
对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个人生命、身体、自由、名誉或财产，将有危害行为，或有触犯刑事法律之虞时 ）
消失，由于遴选“第三人”的基础条件已经不再存在，警方与“第三人 ”的合作关系当然必须终止。 二是
有事实足以认为不适合担任者，主要是指警方对“第三人 ”的忠诚度、信赖度、合作意愿及动机、工作成
效进行评估之后，认为“第三人”已经不能胜任情报资料的搜集工作，而终止其与“第三人 ”之间的合作
关系的情形。
三、线人的功能、风险与证据问题
( 一) 线人的功能
在犯罪侦查中，特别是在隐形犯罪、无被害人犯罪或者无举报人犯罪侦查中 ，线人作为重要的，有时
甚至是唯一的案件信息、线索来源，已经成为犯罪侦查中不可或缺的支撑制度 。
在美国的侦查实践中，线人的功能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三种 ： 提供犯罪信息、打入犯罪集团、组织与
安排非法交易。具体来讲大致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 （ 1） 提供启动侦查与调查程序的前提性信息与线索 ；
（ 2） 提供更为准确、有效、全面的犯罪信息与线索； （ 3） 提供验证其他证据的信息； （ 4） 引荐化装警探打入
犯罪组织、犯罪环境或者接近重大犯罪嫌疑人 ； （ 5） 完成购买非法物品的违法行为； （ 6） 作为犯罪集团与
警方之间信息传递的纽带； （ 7） 及时接收阻止犯罪发生的信息。
在德国的侦查实践中，线人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刑事警察之侦查若无线人之运用是无法想象的，
［9］

警察之历史同时是其线人运用之历史

。 在许多案件的侦查中，线人有时是唯一的信息来源，即使在

可以派遣卧底警探的许多案件中 ，线人比卧底警探往往更能有效打入犯罪组织 ，特别是对于恐怖犯罪或
者是极端政治组织的犯罪，线人使用更是根本性的手段。在德国，线人除具有提供信息的作用外，线人
还与两种侦查手段的使用息息相关 ： 犯罪引诱与隐密探话。对于前者，线人经常作为诱饵，引诱他人实
施犯罪活动，警方则在一旁监视，伺机当场抓捕犯罪人，此手段以毒品犯罪中的“买就抓 ”最为精典； 对
于后者，线人经常被用于套取犯罪嫌疑人 （ 或其他拒绝与警方合作之人 ） 陈述，获取其自白或其他可作
为证据的各种信息。
在英国，线人使用非常广泛，长期以来，利用金钱或减刑作为交换条件使用线人的做法从未减少或
者停止过。2000 年，英国制定了《侦查权力规范法令》（ ＲIPA 法令） ，其中“秘密人力情报来源 （ 线人、卧
底等侦查手段） 一章将线人的使用合法化，并认为，线人行动的本质是通过与相对方建立某种特殊的关
系从而获取相应的犯罪情报与信息 ，因此，毫无疑问，打入犯罪组织，收集犯罪情报与信息，获取犯罪线
索、有罪证据或者供述并向警方提供应是英国线人的主要功能之一 。
此外，在英国，隐密探话是线人的另一项重要功能 。隐密探话是指化装警探或者线人隐瞒真实身份
套取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口供的行为 。由于英国法对化装警探的隐密探话原则上采取否定态度，因
此，线人的隐密探话就成为获取犯罪情报与信息的重要途径 。对此，英国上议院的判决认为，线人隐密
探话并未侵犯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与沉默权的立法规定 ，并认可了线人隐密探话所获自白的可采性 。
在荷兰，普通公民协助侦查主要有三种方式 ： 系统地收集信息，公民卧底，公民虚假购物或者提供服
务。系统地收集信息的公民在荷兰被视为线人 ，但线人的功能并非仅仅是系统地收集信息 ，线人还可以
就其偶然目睹或者知悉的犯罪情况或者犯罪线索 、信息向警方提供。从广义上讲，平民卧底与公民虚假
购物或者提供服务也应当被视为线人行为 ，其功能主要是隐瞒身份或者目的，打入犯罪组织内部，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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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情报与信息，引诱犯罪组织实施犯罪； 或者是引诱犯罪嫌疑人从事非法交易 （ 毒品、武器、伪造货
币、走私物品等） 或者向其提供服务（ 非法性服务、洗钱服务等） ，在犯罪嫌疑人上钩实施非法交易时，当
场将其抓获。当然，平民卧底与公民虚假购物或者提供服务在荷兰应当遵循其《刑事诉讼法 》第 126 条
为“卧底侦查”和“化装侦查”所设定的原则、条件与界限。
在亚洲的马来西亚和我国的台湾地区也存在大量线人使用的问题 。在马来西亚，线人分为三种： 一
是固定情报员，其功能为按照警方的命令或者指示收集犯罪信息 ； 二是注册线人，平时不受警方控制，其
功能为仅在必要时依据警方指示收集犯罪情报或者信息 ； 三是临时线人或称举报人，这些人只是因偶然
［10］

原因了解到犯罪信息而向警方汇报

。在我国台湾地区，线人被称为“第三人 ”，其功能主要是为警方

收集并提供情报、信息与各种资料。
( 二) 线人使用的风险与证据问题
1． 线人使用的风险。从侦查实践来看，线人使用是一柄“双刃剑 ”，既功能强大，又极具风险。“当
［11］

警察依靠那些以欺骗、隐瞒真相为职业、天然具有撒谎动机的人时，代价可能是十分巨大的。” 有学者
将线人使用的风险概括为三个方面 ： 一是逾越法律、道德以及执法机关内部准则的界限去“制造 ”案件；
［12］

二是实施其他与犯罪侦查无关的犯罪活动或者从事双重交易 ； 三是对执法人员进行反控制

。 具体而

言就是，在大额金钱诱惑下或者在减轻处罚的巨大诱惑下 ，线人具有很强的撒谎动机和引诱他人犯罪的
动机。同时，由于线人本身不属于警方，警方的各种内部约束机制、惩戒机制对其完全没有约束力，加之
线人多为混迹于犯罪环境中的“社会嫌疑”分子，线人常常与社会阴暗面、地下犯罪集团、犯罪组织具有
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甚至本身就是犯罪分子，撒谎、作伪证与不断地实施犯罪已经基本成为线人的
“行为定式”。因此，线人使用极易引发各种不良甚至是危险的后果 。
70% 的线人至少都有过一次以上被减刑的经历，其中 40% 的线人违反
德国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
［13］

了麻醉药品法

，即具有吸毒或者贩毒的经历。 虽然德国实体法以及线人使用的内部规范中均强调，

线人不得参与犯罪，但德国实体法以及线人使用的内部规范中的各种要求实际上很难得到遵守 。因此，
线人使用过程存在的犯罪风险一直是困扰德国司法实践的一个重要问题 。
2． 线人使用中的证据问题。线人使用中的证据问题，主要涉及线人所获证据的证据能力 、线人是否
需要出庭作证，以及线人身份是否需要在证据开示中开示等问题 。
线人所获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实际上是线人在协助警方侦查过程中套取他人口供所获证据的容
许性问题，亦即套取自白所获证据能否进入法庭 ，作为指控他人犯罪的证据问题。 对于该问题，各国的
做法基本一致，不限制警方派遣线人进行侦查、套取口供的行为，套取他人自白所获证据具有容许性 ，允
许进入法庭支持公诉。
在美国，对于起诉后的被告人实施的其他犯罪活动 ，只要未被正式起诉所涉及，警方仍然可以派遣
线人进行侦查、套取口供。美国判例法也认为，犯罪嫌疑人在被欺骗的情况下自愿作出陈述的情形，由
于并不存在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特权以及沉默权的适用所要求的警方强制情景 ，线人套取口供的行为与
上述权利保护无关，即使在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场合，线人套取口供的行为也不涉及强迫取证问题，所
获证据仍然具有容许性。
在德国，线人可以采取各种欺骗方式套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并通过口供获得其他证据。如对于未
被羁押且未涉及证据特权关系的犯罪嫌疑人 ，线人可以根据具体的案情诉诸比例原则进行隐密探话 ，套
取的口供及其他证据具有证据能力即容许性 ，能够进入法庭证明犯罪。
但对于羁押中的犯罪嫌疑人不允许使用线人隐密探话 ，且对于具有特殊人际关系的人员之间 （ 亲
属、职业特权关系） 也不允许进行隐密探话。
在线人是否需要出庭作证问题上 ，美国的做法是： 一般情况下线人应出庭作证，但如果线人当时并
未在警方的控制下或已经失踪的情况下 ，警方只要能够证明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即可免除提供线人到
庭作证的义务： 线人的失踪并非警方所致； 为寻找线人，警方已经作出了合理的努力。 在需要寻找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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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庭作证时，只要警方尽到了合理的努力，即使线人最终不能出庭作证，警方也被认为已经履行了法定
的义务。
在德国，线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也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典之规定拒绝出庭作证，即有权就其在侦查
协助中了解到的国家秘密或其他情报拒绝作证 。
在英国，为了保证警方线人的安全，立法规定，为侦查机关提供情报的线人有权对其掌握的犯罪信
息或者其他秘密情况拒绝向法庭作证 。
在证据开示中线人身份的保密问题上 ，由于线人身份的公开涉及线人及其家人人身 、财产等方面的
安全问题，故此世界各国大多对证据开示阶段的线人身份进行保密，形成了一种“线人身份保密 ”特权
［14］

规则。在美国，“线人身份保密”特权规则在 1957 年得到了美国联邦法院的明确认可

。 美国《亚利

桑那州刑事程序规则》规定的无须开示的证据就包括了如果开示将会给线人或线人使用的实际效果带
来巨大的风险，且不开示线人身份将不至于侵犯被告方的宪法权利时 ，线人的身份或线人存在的事实可
以保密。
在德国，是否在证据开示过程中公开线人的身份 ，是依据线人涉及的案件性质及其严重程度，按照
比例原则的要求作出的。
在英国，根据 1996 年通过的《刑事程序与调查法令 》之规定，免于开示的敏感信息包括： 情报收集
与国家安全事务、卧底与线人的身份与活动、侦查活动与方法、搜集令申请所依据的信息等。这样，基于
公共利益的需要，如果某项涉及线人的证据并未开示 ，辩方有权知悉这一情况，但只限于知悉证据并未
开示这一事实，对于线人的身份辩方无权知悉。
此外，亚洲的马来西亚和我国的台湾地区 、澳门地区，或通过立法，或通过司法实践，对线人使用中
的证据问题或作出明确规定或形成习惯做法 。
四、中国线人制度的现状与立法构建
( 一) 中国线人制度之现状检视
线人，在我国称为“刑事特情”、“耳目”。是侦查机关一项长期性的基础业务工作 ，被誉为刑事侦查
基础业务的三大支柱之一。
据史料记载，我国夏代就开始使用间谍； 《孙子兵法 》第十三篇“用间篇”专门论述了“用间 ”的策略
方法。1951 年 9 月，全国第一次治安行政会议决定将线人应用于刑事侦查工作 ，并称其为“刑事特情 ”。
1955 年 2 月，全国第一次刑事侦查工作会议将刑事特情提高到侦查基础业务的高度 ，提出了“大胆放
手、稳步发展”的特情发展方针，并正式将刑事特情分为专案特情 、控制特情和情报特情三类。1963 年，
公安部下达了《刑事侦察工作细则草案》（ 试行） ，对刑事特情建设的原则、分类、吸收对象和刑事特情的
领导、管理、使用及建立联络网点等作了规定 。1981 年 3 月，公安部下达了《刑事特情工作细则 》（ 试行
办法） ，对特情建设作了全面、具体的规定，增加了县公安局有权物建特情、农村可以建立特情以及刑事
诉讼中对特情的保护等规定。1984 年 8 月 31 日，公安部正式下达了《刑事特情工作细则 》，这是刑事特
情工作发展进程中的第一个正式的规范性文件 。针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刑事犯罪的智能化 、隐蔽化、集
2001 年，公安部制定下发了《刑事特情工作规定 》，对新形势下刑
团化、暴力化、国际化、职业化等特点，
事特情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规制刑事特情的规范性文件都是公安部的内部文件 ，缺乏法律、行政法规层
1996 年《刑事诉讼法 》
面的立法规制，立法的层级比较低，内容也不全面。1979 年《刑事诉讼法 》制定、
修改时都没有涉及秘密侦查问题 。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则 》、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刑
事诉讼规则》在解释刑事诉讼法时对秘密侦查问题也没有涉及。2012 年 3 月 14 日第十一届人大五次
会议修改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 “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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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 。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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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内容来看，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秘密侦查，“有关
人员隐匿身份实施侦查”可以理解为“卧底侦查”和“刑事特情”协助侦查等秘密侦查行为。但仅仅用一
款规定对秘密侦查进行概括性规定 ，内容过于笼统，需要通过相关的配套立法予以细化 。
在实践层面上，各级公安机关高度重视刑事特情建设 ，不断加强外来人口特情建设、狱侦特情建设、
行业特情建设、专案特情建设，积极探索跨区域调派使用特情等灵活高效的用情机制 ，把秘密力量的触
角延伸到侦查工作需要的各个层面 、各个区域，形成了布局合理的特情网络。但是，必须看到的是，随着
科技侦查手段在刑事侦查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存在着忽视刑事特情等传统侦
查手段的倾向，重技术侦查、行动技术侦查、网络侦查，轻刑事特情、阵地控制等传统侦查方法。 如不再
像过去那样重视侦查基础工作，甚至在物流业、快递业、二手物品业等一些新兴行业没有及时物建刑事
特情； 有些地方公安机关虽然在一些行业物建了刑事特情 ，但在刑事特情的物建、管理、使用等方面却存
在各种问题，如滥用刑事特情、疏于对刑事特情的管理与监督、缺乏对刑事特情实体与程序规制等。 其
结果是，刑事特情在刑事侦查工作中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基础作用 。
( 二) 中国线人制度之立法构建
基于我国线人制度在立法与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建立和健全法律、法
规，从立法层面上规范我国线人制度的构建 。 具体做法是，可以《刑事诉讼法 》的修订、生效实施为契
机，由公安部主持起草相关配套法规，然后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予以颁布，或者公安部在制定
《刑事诉讼法》之配套规定时以“专节”对线人制度作出明确规定。具体内容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 线人的物建。线人的物建包括线人的类型、线人物建的原则、线人物建的条件、线人物建的方法、
对物建线人的审查、线人物建的具体程序等。
根据公安部现行内部规定，线人即刑事特情主要有专案线人、控制线人、情报线人、群众线人、劣迹
线人、罪犯线人等类型，应当根据我国当前犯罪形势发展的实际情况 ，针对新出现的领域、行业规定新的
线人类型，以适应新形势下侦查犯罪的需要 。
线人物建的原则是指线人建设中必须遵循的基本标准和准则 ，它是由线人的工作特点决定的，贯穿
于线人选择、吸收、管理、保护、考核、奖惩和使用的全过程。应当通过立法规定以下线人物建的原则 ： 需
要与可能原则，积极慎重、隐藏精干原则，绝对保密原则，统一规划、合理布建原则。
线人物建的条件是指为了保证线人的质量 ，将某些人员发展为线人所必须具备的标准要求。 应通
过相关立法规定线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 愿意受警方控制并愿意为警方工作 ，具有充当线人所需要的活
动能力，能够发现或接近犯罪嫌疑人或犯罪组织等 。但是，以下人员不宜被物建为线人： 治安积极分子，
未成年人，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和重大犯罪集团 、犯罪团伙的首要分子，被处死刑罪犯的家属。
物建线人时，必须根据物建对象的具体情况，讲究一定的方法、方式。因此，应当通过相关立法规定
物建线人的方法，即线人物建应当以思想教育为主 、建立感情为辅，特殊情况下可采取强制控制使用的
方法。具体而言就是采取以下方法： 启发教育、接触交往、秘密介绍和强制控制。
对物建线人的审查是指根据相关立法规定的条件，对拟选任充当线人的人是否符合线人的条件所进
行的审查、
核实工作。应当通过相关立法规定对物建线人审查的主体、
审查的程序、
审查的方法等内容。
线人物建的具体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 一是线人物建的考察与批准。 线人物建的前期考察
内容主要包括： 生活经历、历史表现、个人活动能力和观察能力、与侦查对象的关系、家庭成员、社会关
系、个人爱好和特长等。需要强调的是，必须要查清其充当线人的动机。 考察完毕后，由有权批准的机
关或人员批准。二是签订线人协议，主要是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协议是日后双方处理问题的准则
和依据，内容应当尽量详细，具体内容应当包括： 回报的方式，若是支付金钱，则应规定金钱的数额、支付
时间和方式； 保护线人人身安全的手段； 刑事豁免情况等。三是建立线人档案。线人档案的内容应当包
括： 姓名、化名、性别、职业、教育经历、家庭住址、联系方式、个人品行、诚信状况，与罪犯的关系，充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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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动机； 对于有犯罪前科的线人，还要记载其犯罪情况。四是明确对线人的控制方式。由于在侦查中
线人承担着一定的侦查职能，线人行为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还代表着警方的职权行
为，因此，应明确对线人的具体控制方式。
2． 线人的使用与管理。如上所述，线人的使用与管理中的核心问题是 ： 线人与线人管理者之间的关
系、线人能否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能够实施哪些违法犯罪活动、对线人支付酬金制度、是否允许线人采取
诱惑行为搜集犯罪线索、信息或者情报等。对此，应当通过相关立法加以明确规定。 具体做法为： 明确
规定线人管理者的具体层级、管理者对线人的管理权限、管理者与线人之间的管理与监督模式，管理者
对线人有关事项的告知； 参照国外的一些做法，从授权和禁止两个方面规定，在什么情形下，允许线人实
施哪些违法犯罪行为，禁止线人实施哪些违法犯罪行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后果如何承担； 关于线人
酬金支付问题，应当明确规定线人酬金支付的机关 、时间、方式、数额及具体要求； 在是否允许线人采取
诱惑行为方面，也应当明确规定线人能够实施诱惑行为之犯罪的范围 ，以及实施诱惑行为的法律后果等
问题。
3． 线人的权利和义务。线人的权利有基本权利与衍生权利两大类 。基本权利主要包括获得报酬权
和刑罚豁免权。对此，应通过相关立法规定，在线人按照警方要求提供了相关犯罪的线索、信息或者情
报后，警方应当按照双方约定的支付时间 、方式和金额支付给线人报酬； 没有约定的则根据线人提供的
犯罪线索、信息或者情报的价值支付报酬。刑事豁免权是指线人为了完成警方的任务 ，在法律许可或者
特定情况下实施的某些犯罪行为，不追究其刑事责任。 目前，我国的立法没有规定线人的“刑事豁免
权”，为了更好地发挥线人协助侦查的功能 ，应当通过相关立法对之加以规定 。
线人的衍生权利主要包括线人所享有的拒绝作证权和隐蔽作证权 。 对于线人拒绝作证权，应当有
相关立法规定，当线人出庭作证可能危害线人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或者其他重大利益时 ，线人
享有拒绝出庭作证权。当然，对线人的拒绝出庭作证权也应当作出适当的条件限制 。 对于线人隐蔽作
证权，应当通过相关立法规定，线人应当在不暴露自己身份信息 、体貌特征甚至声音的情形下，通过法庭
中特定的隐蔽设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如现场闭路电视、互联网络等，履行作证义务，接受控、辩、审三
方的交叉询问。
当然，在警方保障线人享有权利的同时 ，线人必须忠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此，应当通过立法规定，
线人在接受警方的指派后，应当按照警方的要求，如实地履行自己提供犯罪线索、信息或者情报的义务，
在履行义务过程中不得违反法律 、法规，并遵循相应的社会道德的要求。 当然，也应当规定一些义务之
例外。
4． 线人使用情况通报与停止使用。鉴于我国侦查机关将线人作为秘密侦查力量使用 ，线人从物建、
使用、管理等都由公安机关的某个人员专职负责 ，其他相关机关与人员对线人的物建、使用与管理等情
况无从了解，因此，应当通过立法规定线人使用情况通报制度 。具体做法为： 一是定期向主管领导汇报
线人物建、使用与管理等方面的情况； 二是当线人在使用过程中涉及相关机关处理的案件 （ 事件 ） 时，应
及时将线人物建、使用与管理等方面的情况向相关机关或人员进行通报说明 ，不得故意隐瞒线人的违法
犯罪行为，或者袒护线人。
同时，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规定线人停止使用的情形 ，当线人使用过程中出现停止使用的法定情形之
一时，应当停止线人的使用，并及时告知线人不得再以线人身份从事协助侦查的相关工作 。 当然，也应
当规定一些线人停止使用的例外 ，以应对个别特殊情况。在这方面，德国的立法和实践中的有关做法比
较适用我国的情况，可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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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Informant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aw
Wang Bin
（ Henan Police College，Zhengzhou，Henan 450046）
Abstract： As a kind of important means of secret investigation，the informan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From the legislation of all countries，it is mostly related to the concept，classification and nature of the informant，the procedural controlling mechanism of informant using，the function，risk
and evidence problem of the informant． The criminal legislation of our country should learn from the foreign
legislative experience，basing on China’s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ractice，to establish the informan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ve practice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comparative law； informant system； view an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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