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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首中“如实供述 ”的司法认定
张

阳

（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如实供述”作为自首成立的实质要件，应适用于一般自首和特别自首两种制度。 一般自
首中“如实供述”没有主观态度的要求，供述时间只能在一审判决前，供述的内容是“自己的 ”主要犯罪
事实； 特别自首中“如实供述”的特殊性在于供述内容是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 。 司法机关
的范围应限于直接办案的司法机关，“其他罪行”宜界定为“不同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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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自首包括一般自首与特别自首两种情况，而“如实供述 ”作为自首成立的实
质要件，应适用于两种自首制度。尽管目前已出台多个相关司法解释，但司法实践中对“如实供述 ”的
理解仍然存在诸多疑难问题，从而影响自首的准确认定。因此，对“如实供述 ”成立要素进行厘清、提供
统一的认定标准并司法认定具有重要意义 。
一、一般自首中“如实供述”的认定
（ 一） “如实供述”的时间
对“如实供述”的时间学界有两种观点： 其一是“当即说 ”，即认为行为人应当在第一次接受讯问时
［1］

就将其所知道的全部事实向司法机关交代

； 其二是“判决生效说 ”，认为只要在判决未生效前如实供
［2］

述哪怕是在二审阶段，也应当认定为如实供述

。

从自首制度设立宗旨是出于对人性的尊重来看，“当即说 ”显然不可取。 因为趋利避害乃人之本
性，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之后会本能地逃避刑事处罚 ，苛求行为人在第一次接受讯问时就必须如实供
述，显然有违人道。而“判决生效说”放宽自首认定的时间范围，有可取之处，但未免矫枉过正。 因为自
首作为一种量刑制度，“通常应在侦查、起诉阶段得以认定，并在庭审过程中得到核实，即通过接受审查
［3］
和裁判体现自首的意义” ，并且，如果将“如实供述 ”的时间无限扩展，难免会造成“能推就推、无路可

推才认”的司法现状，这显然不利于司法机关的追诉活动 ，也难以实现自首制度的功利效应 。
由此，“如实供述”的时间宜确定于一审判决前，但对行为人后来确实又做出如实供述的情况应参
照 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 》（ 以下简称《意见 》） 的相关规定，
分别处理： 其一，司法机关虽然已掌握一定证据，但在行为人做出如实供述之前难以认定犯罪基本事实
的，
可以依“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查询而做出供述 ”而将行为人的如实供述行为认定为自首 ； 其二，
司法机关在行为人如实供述之前已掌握关键证据 ，足以认定犯罪基本事实的，行为人的如实供述行为就
属于坦白而非自首。
但是对于行为人先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后又翻供，二审期间又如实供述罪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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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不应当认定为自首。因为自首的认定机关应为一审法院 ，应由一审裁量刑罚时予以确定。如
果一审判决不存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错误，行为人二审期间认罪态度发生的变化不能成为二审改判
的理由。并且 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与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以下简称
《解释》） 规定，“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 ，不能认定为自首； 但在一审判
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也为这种情况的认定提供了法律依据 。
如果行为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 ，被一审法院认定为自首，但是进入二审程序或者再审程序之后翻
供，能否认定为自首？ 有学者认为不应当认定自首，行为人原来的如实供述，已经作为直接证据用来定
罪量刑了，其在二审期间翻供，企图使已定案的证据体系遭到破坏，从而达到逃避法院的审查和裁判的
［4］

目的，若对其仍认定自首，有违立法宗旨

。笔者则认为该种情形应当认定自首。 根据《解释 》规定，只

要行为人在一审判决前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就表明行为人愿意主动接受制裁，主观恶性已经减小，并
且也为司法机关刑事追诉活动提供了便利 ，就应当认定为自首。其在二审或者再审期间的翻供行为 ，也
并没有影响一审判决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所以，对于这种情形，司法实践中也多坚持维持一审判决，仍
［5］
认定行为人成立自首 。
（ 二） “如实供述”的主观态度
为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司法实践中常常会出现行为人本无悔罪之意投案自首的情况 。由此，无悔
罪心态的“如实供述”行为能否成立自首，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均有分歧 。 有的认为，“悔罪贯穿
［6］
于自首的全过程。自首成立的每一要件都是悔罪的表现 。 不悔罪就无所谓自首 ” 。 但是同时有学者
也指出： “如果认为只有悔罪，才有自首，那么，对于自首规定‘可以从轻处罚 ’，就与我国的刑罚目的不
相符合。我国刑罚的目的不是报复，而是为了改造犯罪人，预防犯罪。 既然犯罪人已经自首，那么就应
［7］

当从轻处罚，为什么还可以不从轻处罚呢？”
笔者认为，主观态度如何不应成为“如实供述 ”认定的障碍。 无论行为人出于何种动机投案自首，
其法律效应已经实现———行为人准备承担刑事责任，为司法机关刑事追诉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便利条件 。
自首制度的设立目的就在于通过鼓励犯罪人主动归案 ，有效实现刑罚的目的，节约司法成本。如果将自
首的动机限于悔罪，无疑缩小了自首的成立范围，这显然有悖于自首制度的宗旨。 再者，我国刑法对于
自首从宽的裁量情节采取“得减主义 ”，也表明自首者并非都具有悔罪之意。 因此，悔罪不能作为自首
的本质来限定自首的成立。
那么，虽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但对自己行为性质提出辩解，“拒不认罪 ”的情况能否认定为
自首？ 所谓的“拒不认罪”其实是行为人行使自己辩护权的一种表现 ，至于对自己行为性质认识与判定
的对错不能否认其供述的成立。“对于自首的成立与认定，法律只强调行为人如实交代自己的行为事
实，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一个主观认识问题，法律只强调自首要求犯罪嫌疑人把自己的行
为事实如实地交代，至于是否对自己的行为有正确的法律认识，在自首的认定中是不需要加以评价
［8］

的。” 因此，只要行为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交代了主要犯罪事实的，即使他拒不接受与认同司法机关对
其行为的性质界定，也不影响对案件的正确认定，应该认定其自首的成立。对此，最高人民法院 2004 年
4 月 1 日《关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是否影响自首成立问题的批复 》也明确规定： “被告人对行为性
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该《批复》为正确认定自首大有裨益，也为行为人行使正常的诉讼权利提
供了法律保障。
（ 三） “如实供述”的内容
一般自首“如实供述”的内容由两个方面组成： 其一，如实供述“自己的 ”而不是“他人的 ”罪行； 其
二，如实供述的是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而不要求供述全部的犯罪细节。
1．“自己的”界定。
一般自首成立所要求的“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在单独的犯罪中比较容易确定。 但是如果行为人
实施的是数罪，“自己的”罪行是指一罪的事实，还是包括数罪的全部事实？ 对此，《解释 》有明确规定，
“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犯罪的 ，只对如实供述的部分犯罪的行为，认定为
自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数罪中又存在同种数罪与异种数罪之分，对于同种数罪自首，《意见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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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犯罪嫌疑人多次实施同种罪行的 ，应当综合考虑已交代的犯罪事实与未交代的犯罪事实的危害程
度，决定是否认定为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 。虽然投案后没有交代全部犯罪事实 ，但如实交代的犯罪情
节重于未交代的犯罪情节，或者如实交代的犯罪数额多于未交代的犯罪数额 ，一般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
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也就是说，对于同种数罪如果行为人仅交代非主要犯罪事实的 （ 无法区分已交代
的与未交代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或者已交代的犯罪数额与未交代的犯罪数额相当 ） ，不能将全案认定
为自首，但仍可作为酌定情节予以考虑。简而言之，犯有同种数罪时，自首的法律后果仅及于所交代的
犯罪。而对于异种数罪的自首认定，自动投案后如果如实供述的是部分犯罪的 ，那么就如实供述的部分
成立自首，未交代的犯罪不成立自首。
对于共同犯罪中“自己的”罪行的范围界定，理论界则有狭义、广义、最广义之分。 狭义观点认为只
要共同犯罪人如实供述其直接参与实施的共同犯罪行为 ，即认为其已对“自己的 ”罪行作了如实供
［9］

述

。广义说认为，共同犯罪人要成立自首，只有在对其直接参与实施的犯罪行为作如实供述的同时 ，

还对其所知道的，与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共同犯罪人的犯罪行为亦作如实供述的 ，方可谓对自己的罪行
［10］
作了如实供述 。最广义的观点则认为共同犯罪人自首除了必须如实供述自己所直接参与实施的共
［11］
同犯罪行为外，还必须如实供述共同犯罪所实施的全部罪行 。 共同犯罪是一个有机的犯罪整体，每
个行为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其行为基于分工配合而具有共同性。 所以，共同犯罪人自首时，除了如实

供述自己参与的行为之外，还必须对其所知道的其他密切联系的共犯的犯罪事实如实供述 ，才能将共同
犯罪的事实客观清楚地呈现，从而为司法追诉提供便利条件，仅交代自己实施的部分行为，不交代其他
［12］
同案犯，也就难以讲清自己的罪行 。
因此，狭义说不考虑共同犯罪的特质，不对与其他有密切联系的共犯的犯罪事实予以要求，就难以

对共同犯罪中每个人的行为性质准确判断 ，并由此影响到整个案件的追诉。 而最广义说要求必须如实
供述共同犯罪的全部罪行则显失合理 。因为复杂的共同犯罪尤其是犯罪集团中 ，各共犯之间分工明确，
多为单向联系，共同犯罪人一般只能了解到与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共犯的行为 ，其他的可能根本无从了
解，要求行为人必须对全部罪行都如实供述而不加以区别对待司法实践中显然是不可行的 。所以，笔者
赞成广义说，也即是将共同犯罪中“自己的”罪行范围界定为行为人直接参与实施的和所知的联系密切
的其他共同犯罪行为人的犯罪事实 。
2．“罪行”的认定。
“如实供述”的罪行范围，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
罪事实和自己的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前科等情况”。并且规定，“供述的身份等情况与真实情况虽有
差别，但不影响定罪量刑的，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动投案后隐瞒自己
的真实身份等情况，影响对其定罪量刑的，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 由此可见，除了“主要犯
罪事实”之外，“行为人的自身情况”能否作为供述的罪行内容关键在于是否影响定罪量刑 。 易言之，一
般自首成立所要求的供述罪行的内容必须以是否影响定罪量刑为限 。
那么，哪些属于影响定罪量刑的“主要犯罪事实 ”呢？ 对此我国刑法学界也有不同认识： 有观点认
为，所谓“主要犯罪事实”，是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为的性质认定有决定意义的事实 、情节 （ 即定罪
事实） 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有重大影响的事实、情节（ 即重大量刑事实） ； 而所谓“对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的量刑有重大影响的事实 、情节”，则是指决定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适用的法定刑档
［13］
次是否升格的情节，以及在总体危害程度上比其他部分事实、情节更大的事实、情节 。 有观点认为，
［14］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交代主要犯罪事实，但对影响量刑的情节有所隐瞒的，仍应成立自首 。 有观点
［15］

认为是指影响犯罪性质和量刑的犯罪事实 。 笔者认为作为自首所要求的如实供述的“主要犯罪事
实”就是可以证明其行为构成犯罪的基本事实 。而对于犯罪构成事实的认定应在刑法总则犯罪构成要
件原则指导下，根据刑法分则具体罪名所规定的主客观条件予以判断 ，不能仅限于客观外在的事实特
征。不过，行为人所供述的主要犯罪事实不要求与事实完全吻合 ，只要侦查人员据此足以查明该犯罪行
为的真相即可，也不要求交代犯罪的全部事实。
96

张

阳： 论自首中“如实供述”的司法认定

二、特别自首中“如实供述”的认定
刑法规定的特别自首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
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情形 。 特别自首中的“如实供述 ”的特殊性在于供述内容是司法机关
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
（ 一） “尚未掌握”的界定
准确界定“尚未掌握”，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在于罪行没有被哪些司法机关掌握可以视为“尚未掌
握”，换言之，“尚未掌握”的前提在于主体“司法机关”的范围确定。
［16］
司法机关范围的界定大致分为三种观点 ： 狭义说认为司法机关仅指具体办理案件的司法机关 ；
［17］
广义说认为司法机关是指全国各地的司法机关 ； 折衷说认为原则上是指直接办案的机关，但在一定
［18］
条件下，如已被通缉时则不限于直接办案的司法机关 。狭义说将司法机关的范围限定于具体办案机
关，那么，如果异地司法机关通过通辑令所获取的信息将行为人抓获的话就会因为不是直接办案机关而

认定其尚未掌握行为人的犯罪事实 ，于逻辑不符。而广义说将司法机关的范围扩展为全国 ，不当提高了
对自首认定的门槛。因为如果行为人在司法机关立案后仍然在逃 ，一旦被异地司法机关抓获就没有成
立特别自首的余地，即使如实供述也只能成立坦白，这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行为人成立自首的权利 。
根据《意见》中的例外规定，对于在通缉令发布范围内的司法机关和罪行已录入全国公安信息网络
在逃人员数据库时全国司法机关都视为这里的司法机关的范围 ，由此，司法解释采取了折衷说，对具体
情况做了不同范围的扩大解释，具有司法操作性。
其次需要把握“尚未掌握”的程度。对此，刑法学界也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 。 第一种认为司法机
关必须确信甚至已经查明犯罪人的余罪才算“掌握”； 第二种认为只要司法机关掌握了一定的线索或证
［19］
据，就应认定司法机关已经掌握 。第一种观点对“掌握”的标准过于严苛，会扩大特别自首的成立范
围； 第二种观点的要求又过于宽泛，相应缩小了成立范围。 而准确理解和把握“未掌握 ”的含义是正确
［20］
执行“以自首论”的关键 。这里我们要区分“未掌握”与“未查明”、“未怀疑 ”的关系。 所谓“未查明 ”
当然是指案件事实未被查清并得以证明 ，但是“未查明”不一定必然意味着“未掌握”。 将两者等同就会

使供述的当时未查明但已掌握之罪视为“未掌握”而认定为特别自首，从而扩大了自首的成立范围。 所
谓“未怀疑”是指尚未取得值得怀疑的线索及证据，所以“未怀疑 ”必定“未掌握 ”，反之则不然，也就是
说“未掌握”不能意味着必然未被怀疑。 因为，必须有客观的事实与证据存在才能论及“掌握 ”，而“怀
疑”则更多的是从主观角度的分析判定。 这两者如果加以混淆，势必造成行为人交代了曾被怀疑但未
被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而不以自首论 ，这无疑不当缩小了自首的成立范围 。
综上所述，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尚未掌握”的判断标准应包括主客观两方面的内容 ： 客观上
应以公安机关是否已经掌握了一定的余罪证据为依据 ； 主观上以是否已经有意识地开始着手调查 ，而且
有了大致的调查方向。虽然掌握了一定线索和证据，但是没有较为清晰的侦查方向，并未怀疑到该犯罪
事实是行为人所为，对于该余罪应以司法机关“尚未掌握”对待，肯定行为人的如实供述行为构成自首 。
（ 二） “其他罪行”的范围
关于 “其他罪行”的范围界定，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其他罪行既包括与被指
［21］
控的犯罪性质不同的异种罪行，也包括与被指控的犯罪性质相同的同种罪行 。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
审判过程中，其他罪行是指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异种罪行 ； 在服刑过程中，其他罪行既包括异种罪行，也
包括同种罪行。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其他罪行是指犯罪人本人实施的 、除司法机关掌握以外的不是同一
性质的罪行。
根据《解释》的相关规定，“其他罪行”是指“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的
［22］
罪行”，可见司法解释的态度与第三种意见相吻合 。但是大多数学者对此规定持否定态度 ，笔者对此
也不敢苟同。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现行刑法条文明确表述为“其他罪行”，不应当将“其他罪行 ”的外延

限制在“其他种类罪行”的范围内。第二，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罪行属于同种还
是异种，是犯罪行为性质、种类的差异，而供述行为本身没有质的区别，也不必然意味着行为人的人身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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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性和悔罪态度存在不同。第三，如果将“其他罪行 ”限定为异种罪行，如实供述其他同种罪行的行为
就不能被认定为成立自首。如此一来，犯有数罪的行为人就会在趋利避害本能支配下选择供述较轻的
异种罪行，而隐瞒较重的同种罪行，这显然不利于鼓励行为人彻底交代余罪，与自首设立目的相悖。 第
四，《解释》还规定，“如实供述的同种罪行较重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这就是将认定为坦白的如实供
述行为规定为“应当”从宽的情节，而我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自首属于“可以 ”从宽的情节，此处的自首
行为的处罚重于坦白行为，这不仅自身逻辑矛盾，而且违反了刑法关于坦白是“可以 ”从宽的量刑情节
的立法规定。第五，根据《刑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和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对于已决犯，无论是发现
漏罪还是再犯新罪，也无论漏罪、新罪属于同种还是异种罪行，都应与原来的犯罪数罪并罚。因此，司法
解释将“其他罪行”限定为“异种罪行”，就会出现行为人虽然主动交代数罪并罚中的某个罪行却不能认
定为“如实供述”的现象； 而对于未决犯，根据刑法规定判决宣告前所犯的同种数罪不应数罪并罚。 那
么，如果将未决犯供述同种罪行的行为都认定为特别自首中的“如实供述 ”，不仅扩大了自首成立的范
围，而且会因为行为人在失去人身自由时仅供述自己所实施的同种数罪中某个犯罪事实 ，就可能被认定
为全案自首，而不利于鼓励行为人自首。
因此，“其他罪行”的范围宜界定为“不同罪行”。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如果
如实供述的是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非同种罪行的 ，以自首论； 如果如实供述的是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同
种罪行中的主要罪行①的，应以全案自首论； 如果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事实因为证据不充分等原因不
成立的，行为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事实之外交代性质相同的犯罪事实的 ，以自首论。比如行为人
甲因涉嫌盗窃一台电脑而被采取强制措施 ，但是侦查过程中证据不足，在此期间甲又主动交代了司法机
关尚未掌握的盗窃他人现金 5000 元的犯罪事实的，对此应认定为自首。 对于正在服刑的罪犯，如果如
实供述的是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罪行或者非同种罪行的 ，以自首论。 而对于如实供述的其他罪行
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于同种还是异种的判定标准，《意见 》明确规定“一般应以罪名区分 ”。 此
外，如果罪名不同，但“如实供述的其他犯罪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犯罪属选择性罪名或者在法律 、事实
上密切关联，如因受贿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又交代因受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构成滥用职权罪，应认
定为同种罪行”。以罪名作为区分罪行性质的标准，具有司法操作的价值，但是“法律、事实上密切关
联”的标准又存在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比较模糊。为弱化司法解释的不适效应，对于“法律、事实上密
切关联”进行理解和适用的时候，笔者建议应尽可能将行为人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罪行
纳入“如实供述”的范畴。
另外，随着刑事司法追诉的进程，不同的司法阶段对犯罪事实的认定都可能发生变化，随之导致罪
名的变更。比如一起致人死亡的案件，公安机关报请批捕的罪名是故意杀人罪 ，检察院却以故意伤害罪
予以逮捕和提起公诉的，而法院的最终判决结果又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 司法进程的发展所导致的罪名
变更极有可能与行为人的供述产生出入 ，对于这种情况如何认定自首应依据法院最终判决区别对待 。
第一，行为人所供述的犯罪事实被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认定为相同的罪名 ，但审判机关的判决结果
确定为其他罪名的。比如行为人因涉嫌抢劫被批准逮捕，在采取强制措施后又如实供述了自己尚未被
司法机关掌握的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 ，公诉机关认为司法机关已掌握的和行为人后来供述的属于同一
性质，最终以抢劫罪提起公诉，而审判机关经审理认定其供述的犯罪事实应为敲诈勒索罪 ，最终以抢劫
罪和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对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应以法院最终判决认定的罪名判定是否属于“其
他罪行”。如果判决结果变更了行为人供述的尚未被掌握事实的罪名认定 ，那么后来供述的罪行与之
前司法机关掌握的罪行就属于不同种罪行 ，应认定为成立特别自首。
第二，行为人供述的罪行被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认定为不同的罪名 ，但审判机关的判决结果变更了
相关罪名认定的。比如行为人因为涉嫌抢劫被批准逮捕 ，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又如实供述了自己尚未
被掌握的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以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提起公诉 ，而审判机关经审理认为行为
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所供述的犯罪事实和司法机关之前已掌握的都属于抢劫罪 ，最终判处抢劫罪。 那
① “同种罪行中的主要罪行”可以参考《意见》中关于犯罪嫌疑人多次实施同种罪行中关于“主要犯罪事实”的规定予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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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依据法院判决，行为人后来供述的罪行和司法机关之前所掌握的罪行就属“同种罪名 ”，就不符合特
别自首中如实供述“其他罪行”的要求，不能认定自首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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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cial Cognizance on Faithful Confession of Surrender
Zhang Yang
（ Law School，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Henan 450001）
Abstract： Faithful confession is the substantial elements of surrender． And it should be appropriated for general
surrender and the quasi-surrender． The establishment of faithful confession does not require the offender to express remorse，the time of faithful confession should be before the first instance judgment at the latest，and the
content is“the main facts of the crime”of the criminal“own”． The special point of the quasi-surrender system
is the content of confession． It is “other crimes”“not yet mastered”by judicial office． The range of “judicial
office”should be limited in the authorities directly handling the case，and the “other crimes”should be explained as “the different crimes”．
Key words： faithful confession； general surrendered； quasi-surr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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