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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
回答义务的冲突与平衡
李建东
（ 河南警察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摘 要： 新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 ”原则的同时，又保留了 1996 年刑事诉讼
法原有“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两者抵牾，必将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困惑和冲突。 必须认真对待两者的
冲突，顺应刑事诉讼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 ”规定的实现为导向，兼顾司法实
践需求，降低法律自身的冲突，避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这一法律原则落空，应提升法官的心证能力，去除
对口供的路径依赖心理，实现从人证到物证侦查模式的转变，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降低非法获取口
供的诱因，以实现对两者冲突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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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3 月 14 日新修订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与新刑
事诉讼法第二条所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交相辉映，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进
步。然而，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一百一十八条又保留了原刑事诉讼法关于犯罪嫌疑人受讯问时“应当如
实回答”的规定，即犯罪嫌疑人负有如实陈述的义务 ，由此引发广泛的质疑。 毋庸讳言，“不得强迫任何
人证实自己有罪”和“应当如实回答”规定的并存，在逻辑上难以自洽，将导致实践中的困惑和冲突。 两
种不同的规定反映了立法者力图兼顾权利保护和侦查效率的两大目标的统一 。一方面刑事诉讼要顺应
世界潮流，同国际接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另一方面又要顾及侦查实践的现状 ，力图避免因该规定
的出现而降低侦查效率。但两者之间的内在冲突是不容回避的 ，新法生效在即，当下问题在于应最大可
能地调谐和控制两者之间的关系 ，以减弱其冲突和张力，保证新刑事诉讼法顺利实施。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 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是指任何人对可能使自己受到刑事追诉
的事项有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陈述或强迫承认犯罪的权利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是被追诉人所享
有的一项特殊权利，又称禁止自我归罪特权、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特权等。 不被强迫
自证其罪是一项国际通行的法治原则 ，也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要求。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是国际人权
公约和区域性人权公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继我国宪法国家确立“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规定之后，新刑
事诉讼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 ”，从而实现了宪法和刑事基本法律的对接。 一般认为，不
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起源于 17 世纪后期的英国，该特权的产生是与反对职权宣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其理论基础是防止国家权力滥用，抑制司法暴力，保障人的尊严。 因为强迫公民自证其罪是违背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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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人不负有指控自己的义务，个人的责任不应当通过折磨其本人来加以证明，而应当通过其他
［1］
［2］
人、其他手段来发现” ，“一个人不应当充当自己的掘墓人 ”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美国被发扬
光大。美国将该特权提升到宪法的高度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 “任何人不得被迫在刑事案件中作
为反对自己的证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在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及日本等国家均有相应的立法规定和
制度保障。
一、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与如实回答义务的冲突与危害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特权已经成为一项具有宪法性质的刑事司法原则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是在
反抗强迫自证其罪的过程中确立的司法原则 。 所谓强迫自证其罪是指国家权力强迫个人证明自己有
罪、自我控诉，近现代刑事司法已经证明此强迫行为不仅违背人性 ，也违背刑事诉讼规律。 作为反抗强
迫自证其罪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保持沉默。被追诉者一旦拥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即享有沉默权，也
就拥有了反抗强迫自证其罪的最佳利器 。因此，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和沉默权的关系如此密切 ，以至在英
美法系国家，这两项权利常被视为同一种权利，在我国也有不少学者直接将二者等同，认为“反对自我
［3］
［4］
归罪的特权又被称为沉默权” 或认为“从权利内容上看，又可以称为沉默权” ； 有学者认为沉默权是
［5］
明示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是默示的沉默权，两者在本质上是一回事 。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广

义上的沉默权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在外延上是基本重合的 ，即任何人在任何程序中，对于可能自
［6］
陷于罪的提问有权拒绝回答” 。笔者对上述观点基本认同，尽管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与沉默权之间有
一些不同之处，但从实质上讲，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核心要素就是沉默权 ，沉默权是实现不被强迫
自证其罪权利的有效方式和途径 ，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精髓所在 ，正是通过沉默权制度才使不被
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得以实现。因此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将沉默权视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并无不妥 。
而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保留了 1996 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犯罪嫌疑人在受讯问时“应当如实
回答”，该规范既是义务性规范又是强行性规范，表明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具有如实陈述的义务，从
而否定了犯罪嫌疑人有沉默的权利 ，其实质上是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 因此，如果不是刻意回避，
必须承认，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之“应当如实回答 ”的规定与第五十条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
自己有罪”的规定在根本上是冲突的。在一项法律内部的规范之间相互冲突并不多见，立法上的冲突
无疑会导致侦查及司法实践中的困惑和冲突 。侦查实践部门反对废除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的义务，其
最主要的理由是侦查机关的技术装备普遍落后 ，在此情况下，立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陈述符合现
［7］

实的国情

。如果废除如实陈述的义务，不仅丧失最重要的证据来源———口供，也会大大加剧对其他

犯罪证据的收集难度，将严重降低侦查效率，也会刺激潜在的犯罪人挑战法律 。同时，反对者坚持认为，
犯罪嫌疑人负担如实陈述的义务并不必然导致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口供的现象发生 ，即犯罪嫌疑人的
如实陈述义务与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口供现象没有必然关联 。此外，反对者认为，犯罪嫌疑人负有如实
陈述义务能够使无辜者及时如实陈述 ，有利于及时排除无辜者，有罪者如实供述，因而有利于及时查清
［8］
事实。最后，反对者也认为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 ，也是与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相一致的 。
两者在立法上的冲突自然也会反映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 ，由于犯罪嫌疑人负有如实回答的义务 ，从

而丧失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核心 ———沉默的权利，由此将导致新刑诉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不得
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落空，“如实回答 ”的义务规定必将继续鼓励侦查人员为获取口供而
不择手段，刑讯逼供的动因继续存在，刑讯逼供问题的继续存在也就自然而然 。新刑诉法关于不被强迫
自证其罪的法律规定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遏制顽固的刑讯逼供现象 ，以保障犯
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众所周知，近年被披露的重大冤假错案的背后无不存在刑讯逼供的要因 ，尤其在
“河南版的佘祥林”赵作海冤案被发现后，“两院三部”，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
安全部和司法部于 2010 年 5 月 30 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和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主要目的就在于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迈进，明确规定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因此该原则最主要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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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在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 ，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 而“应当如实回答 ”的规定在某
种程度上是引发刑讯逼供的诱因。 虽然有学者主张： “要求被追诉者如实陈述并不等于对其可以刑
［9］
讯” ，但其也认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对于防止刑讯逼供 、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具有非常重
［10］
要的意义” 。“应当”的规定属于义务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当义务不被履行时，侦讯人员就会自然

认为其强制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具有法律的正当性 ，从而诱发侦查人员不择手段地获取口供 ，因此刑讯
逼供现象的继续发生也就在所难免 ，而这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法律规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 因此被
［11］
认为“为刑讯逼供这种非法取证行为提供了借口和便利条件 ” 。面对两者的冲突，侦查人员在办案压
力和立功授奖的诱惑下，其选择也就不难想象，因此自然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立法初衷相悖，导致该
［12］
原则的根本落空。“这一政策的某些内容已经不符合刑事法治的要求 ” 。 立法上两规定之间存在着
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形成刑事诉讼法典自身的内在张力 ，更为严重的是，制度冲突将导致侦查及

司法实践中的冲突，在强大传统惯性力的作用下，致使原本就缺失机制保障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定成
为一纸空文，从而降低刑事诉讼法本应具有的法律威慑力 。
二、冲突控制与平衡的进路
立法上的冲突必然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困扰和危害 ，冲突的控制与平衡不可避免。 控制与平衡的基
本思路有两种，即并重和偏重。所谓并重，即对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与如实回答义务的法律规定持并重的
态度，认为两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这也是立法者所力图实现的目标； 所谓偏重强调当两者发生冲突
时，应当有所侧重，其又可分为两种情形： 一是偏重如实回答义务，当二者有冲突时应当以如实回答义务
的法律规定为优先； 二是偏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当其与如实回答义务发生冲突时应以不被强迫自
证其罪原则为优先。
并重是基于淡化两者之间冲突，认为两者并重可以做到兼顾犯罪嫌疑人权利和侦查效率的保障 。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能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已毋庸赘言 ，然而对于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义
务的法律规定是否能够有助于提升侦查效率的问题其实有待探讨 。对于无辜者而言，无论法律是否规
定应当如实回答讯问，其都会在第一时间选择如实陈述； 对于事实上的有罪者而言，并不会仅仅因为
“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讯问”的规定而自动选择如实供述，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选择如实供述则
等于自我控诉。实践表明，在沉默权规则贯彻最为彻底的美国 ，多数犯罪嫌疑人并不因为有沉默的权利
而自动选择拒绝供述案情，这也从反面证明法律强行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并非是立法者
最佳的选择。相反，如前文所述，如实回答义务的规定易于诱使侦查人员为获取供述而不择手段 ，同时，
对于什么回答才是“如实”则完全由侦查人员决定，即便无辜者作了真实的无罪陈述，侦查人员也可能
并不认为是“如实”的，而继续强迫其作出侦查人员所认为的“如实 ”，由此所引发的错案反而会使侦查
效率大大降低，因此，如实回答的义务并不能及时排除无辜 、查清事实、提升效率。 对于因侦查技术、装
备水平落后而规定如实陈述义务的理由并不能令人信服 ，因为当下我国的侦查技术、装备水平显然绝非
几百年前的西方国家所能比拟的 。对于如实回答义务是与犯罪嫌疑人所处的诉讼地位相一致的观点 ，
笔者认为值得商榷。众所周知，如实回答义务实际上是让被追诉者承当了控诉举证的责任 ，这显然与现
代刑事诉讼的基本举证责任原理相悖 。事实上，并重论在实践中不易把握，由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很大
程度上仅仅是一个原则的规定，缺失了沉默权的规定，使其操作的可行性极差，而如实回答的义务规定
则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加之多年的实践惯性使然，必定致使“并重 ”滑向如实陈述义务的一端，因而并
重只能是一种停留在纸上的理想 ，而不具有实践价值。
偏重思路之一是当两者发生冲突时 ，以如实回答义务为优先，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靠后。这种观
点的基本出发点是强调侦查效率优先 ，在刑事诉讼的目的取向上表现为强调犯罪控制。 与并重论的思
路相比，此种关系定位在侦查实践中更易于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根本架空 ，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
与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相悖 。偏重另一思路是应当以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为主导 ，同时以如实
陈述义务为辅，原则上在实践中应当将如实陈述义务“弱化 ”处理； 特殊情形下，在特殊性质的案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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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及一些非法持有型犯罪中强调犯罪嫌疑人的“如实回答义务 ”。 这一思路的基本
出发点重视对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 ，强调刑诉法的权利保障功能，同时尽可能考虑我国公安、司法实践
的现状。
偏重思路之二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思路 ，具体说是应以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为基本原则 ，以如
实陈述义务为例外的思路，“弱化 ”如实回答义务，减弱两者之间的冲突。 笔者主张此种思路。 具体理
由有以下几点： 一是强调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是贯彻新刑事诉讼法和我国宪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
权”规定的需要。众所周知，宪法是根本大法，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素有“小宪
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更应与宪法保持高度一致 ，因此新刑事诉讼法第二条也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障
人权”。刑事诉讼中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最主要是强调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 ，因其权利最易被公权力
侵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是保护被追诉人权利的基本保障 。二是基于原则优先的需要。 不被强迫
自证其罪是一项基本的刑事诉讼原则，“如实回答”则是一个规则，是关于被讯问人的义务规则，根据法
的基本原理，当法的原则与规则发生冲突时，规则无疑应当让位于原则。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是贯穿
刑事诉讼各阶段的一项基本原则 ，与如实回答的义务规则相比具有根本性，因此当二者冲突时，原则上
如实回答义务应当让位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三是弱化、限定“如实回答 ”义务的存在是刑事诉讼
法立法发展和刑事证据制度自身规律的需要 。如实回答义务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有长期的立法和司法实
践，自 1979 年刑事诉讼法始，历经 1996 年刑事诉讼法至今，犯罪嫌疑人均负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在长
期的侦查及司法实践中，这一规定早已深入公、检、法人员观念和行为模式之中，新刑事诉讼法完全废除
尤其会使侦查人员难以承受。采取渐进主义思路，暂时保留此规定，但相应弱化之，不失为一种相对合
理的进路。所谓限定如实陈述义务是指根据刑事诉讼证据制度自身的规律 ，被追诉人的“如实回答 ”义
务应当在特定性质的案件或特定的举证责任制度下有限保留 ，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及一些非法持有
型犯罪中，被追诉人应当负有如实陈述的义务 ，否则应当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因为在此类情形中完全
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已不合理。
三、冲突之平衡机制
［13］
“犯罪嫌疑人所需要的不是高贵的不具有实践性的权利 ，他们需要富有意义、富有成效的保护。”
原则的实现总是依赖于具体的诉讼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实现也不例外 。

沉默权制度无疑是实现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最为核心和基础的要件 ，而沉默权与如实回答的义务
根本对立，冲突如果缺乏一定的调控机制，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势必沦为空洞的口号 。如实回答义务
的存在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实现的最大障碍 ，如实回答义务的存在则根源于侦、控、审三机关对口
供的过度依赖，消除三机关对口供的过分依赖心理 ，则自然会弱化强制要求如实陈述义务的动力 。同时
强化非法获取口供的程序性制裁 ，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和救济 。具体而言，应当从理念
转变和制度控制的诸多层面进行调控 。
( 一) 提升法官心证能力
与西方实行自由心证的国家相比 ，我国的法官对证据的心证能力不强，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 一
是当下我们的证明模式属于“印证证明模式 ”，这种证明模式要求证据与证据之间应能相互印证，才能
确认其真实性，综合全案能够相互印证，方能认定案件事实。“从判定意义上看，判定者的素质越高，制
度对他的信赖度就越大……但如果法官的素质有亏，就必须依靠充分印证的证据，否则，判决错误的风
［14］
险会比较大。” 二是法官过于依赖直接证据，在重大案件中如果缺少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供述极不
稳定、相互矛盾，即使间接证据较多，法官也会感到“证据不扎实 ”，不敢去轻易下判，实践中死刑案件中

所谓“留有余地”的判决即是例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审判机关对于口供的过分依赖 ，才
造就了侦、控机关对口供的“孜孜以求”，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 正如
有学者所言，侦查机关是“做饭”的，检察机关是“端饭”的，审判机关则是“品饭 ”的，显然“品饭 ”者的口
［15］
味与偏好会决定和引导“做饭”者及“端饭”者的取向 。因此，法官心证能力较低，决定了其对以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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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直接证据的依赖，从而鼓励了对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义务的要求 ①。 因此，提升法官的心证能力
有助于淡化侦、检、审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之如实回答义务的期待 。当然，提升法官心证能力的路径有多
种，可谓见仁见智。法官心证能力的提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但笔者认为一个基本的思路应当是强化法
官对证据证明力自由评价的保障机制 ，祛除僵化的相互印证模式，同时完善和强化判决说理与裁判公开
制度。当然强化法官自由心证需要相关配套制度 ，如证明标准的理性设定②、法官独立裁判与合理制约
等多种制度的共同保障。
( 二) 转变传统案件侦办模式
当下的侦查模式可以概括为“从人证到物证”的案件侦办模式，即案件的侦办起始于对犯罪嫌疑人
的控制，再通过其口供获取其他相应证据 ，尤其是物证，最终完成全案证据的收集。 这种模式多年来一
直是我国各级公安机关办案的主要模式，其特点是案件侦办效率较高，但其弊端是在浓厚的“口供情
结”作用下，易于侵害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和诱发因刑讯逼供造成冤假错案 。 而“从物证到人证 ”的案
件侦办模式注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强调利用侦查技术手段收集包括科技证据在内的各种物证 ，让
犯罪嫌疑人在证据面前主动如实供述犯罪 ，即使没有供述也可依靠其他有力证据定案。 世界各国早已
［16］
进入了物证时代，尤其是科技证据时代的到来，为案件侦办、证据收集提供有力的支持 。 与“物证到
人证”的侦办模式相比，“从人证到物证”模式办案成本较低，加之“口供情结 ”的惯性心理、权利意识淡
薄，因此，公安机关缺乏转变案件侦办模式的动力。“从物证到人证 ”的侦办模式也是实现新刑事诉讼
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的内在要求，如实回答义务的效力也会自然弱化。 当然，这种转变需要
一个过程，但随着“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进刑诉法，权利保障意识的不断增强，科技证据越来越广泛的
应用，这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也许不会太久 。
( 三) 完善“如实回答”义务的法律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 ”，显然如实回答是犯罪嫌疑人的义
务，但却并没有规定其不履行该义务的责任 ，该条第二款规定侦查人员“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
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 ”，对犯罪嫌疑人明显是权利，从法理上讲，有义务就有责任，而这项
规范则只有义务却并无责任，因此在法律逻辑上并不完整。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法律无法作出如此
规定，不能因为犯罪嫌疑人拒绝回答或虚假回答而让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 有学者认为如实回答是
指“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可以选择回答，也可以选择沉默，但如果选择回答，那就要如实陈
［17］
述。换言之，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权，但是没有说谎权” 。笔者认为此种解释并不符合人们通常的文意
理解，多少带有文字游戏的嫌疑，不论如何解释都无法否认两者之间的冲突存在 。 按照德国学者的说

法，在德国被追诉人不仅有权保持沉默 ，而且有权说谎，通过否认、歪曲事实真相以试图避免自证其罪或
［18］
逃避受到定罪的后果，并且无须追究伪证罪的刑事责任 。 因此，第一百一十八条关于“应当如实回
答”的规定作为一项原则规定除了诱发刑讯逼供之外并无实质的法律意义 ，但这并非说犯罪嫌疑人任
何时候不应当负有如实回答义务 ，事实上，在一些特殊的案件和特殊的举证情形下，如果犯罪嫌疑人拒
绝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则须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这主要是由于犯罪嫌疑人“距离证据 ”更近或
更为方便举证，因此由其“如实回答”更符合举证责任原理。但是，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负如实回答
［19］
义务毕竟只是例外情形，既然是例外，就不能无限扩大其适用范围，甚至取代一般性原则 。 特殊案件
除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已由法律明确规定以外 ，刑法上一些非法持有型犯罪，如非法持有毒品罪、非

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等，由控方举证极为困难，但由被追诉人承担“如实回答 ”的义务来举证则较为容易，
这种情形被称为举证责任倒置。在这些特殊案件中被追诉者如无法履行该义务将直接面临被定罪量刑
的可能。特殊的举证情形主要有： 被追诉人主张的阻却违法性和阻却有责性事由 ，被追诉人所主张、独
①

当然，法官之所以心证能力较低也与我国刑事诉讼“客观真实”的过高证明标准不无关系，甚至与法官错案追究制度也有一定

关系。过高的证明标准和错案追究制度迫使法官不得不依赖口供并采用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令人欣慰的是，新刑事诉讼法对此已经
有所认识，第五十三条明确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
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但对于何谓“证据确实充分”，新刑诉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
② 新刑事诉讼法虽然仍用“事实清楚、
明确规定“排除合理怀疑”的具体标准，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是理性的。同时这一规定也预示着对法官自由心证的信赖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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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事实、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辩解、持有最近被盗财物等特殊情形。在此情形下应当由被追诉者承担如
实陈述的义务，以解释其行为的合理性。但是，与特殊案件中的被追诉者所承担如实陈述义务的不利后
果相比，特殊举证情形下的如实陈述义务的不利后果仅仅是其对该证据举证不能 ，案件的证明责任总体
上仍由控方承担。具体有哪些案件和哪些特殊举证情形需要总结司法实践经验 ，同时借鉴国外先进的
经验，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决定。
( 四) 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排除非法证据的适用，是对侦查人员违法取证最有力的程序性制裁 ，也是犯罪嫌疑人对被强迫自证
其罪行为的一种程序性救济手段 ，能够有效地消除侦查人员以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等非法取证行
为的动力。西方 “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益 ”的法谚同样适用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
侦查人员。现代刑事诉讼中，强迫自证其罪行为通常发生在侦查讯问阶段 ，在此阶段犯罪嫌疑人通常被
采取强制措施，“侦讯过程的封闭性，成为滋生刑讯逼供和变相刑讯逼供等非法审讯的温床，并且在一
定程度上助长了侦查机关事后掩盖非法审讯的恶劣作风 ，加大了受到非法审讯的犯罪嫌疑人获取法律
［20］
救济的难度” 。因此，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明令禁止刑讯逼供等强迫取证行为 ，但却屡禁不止，非法
证据排除意识极差，致使其在法庭畅通无阻。在赵作海错案被披露之后，“两院三部 ”联合发布了《关于

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
加大了对非法证据的“打击”力度，甚至将非法证据的对象扩大到了物证 、书证范围，严格了对刑讯逼供
获取之证据的排除。新刑事诉讼法完全借鉴了上述两个规定的核心内容 ，并且再次明确了检察机关承
担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在上述两个规定和新刑事诉讼法之前 ，证据的合法性与否，尤其是被告人声
称受到刑讯逼供时，证明责任由被告人承担，由于其在侦查期间通常被采取强制措施 ，证明难度极大，因
此，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改由控方承担的法律规定对于规范侦查机关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
的非法行为有着极为重要的积极意义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关于检方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方式较为宽
松，证明的标准也不明确，极有可能导致实践中控方对非法证据证明的打折 ，降低其证明要求。 基于与
不规定沉默权制度几乎相同的理由 ，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没有规定非任意自白排除规则，因此，在非法证
据排除程序中，被告人及其律师的权利较为弱化，并且缺乏对该权利本身的救济机制，一旦法庭对“非
法证据”不予认定和排除，则辩方无从获得救济，缺乏复议等相关救济制度。新刑诉法第一百二十一条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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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规定对于防范强迫
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有着重要的作用 ，但正如讯问笔录上不会显示刑讯逼供的内容一样 ，录音录像下的
讯问也可以规避非法讯问情形。因此，应当强化包括讯问场所在内的具体讯问制度的规定 ，以完善防范
非法讯问的具体措施。
四、结语
缺乏制度和文化的积淀，激烈的、过于理想化的变革常常会出现反复和倒退，秉持相对合理主义精
神，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通过平衡控辩双方过于悬殊的力量 ，以尽可能地实现平等对抗，渐进式地实现
刑事诉讼功能不失为一种理性的路径 。因此，新刑事诉讼法中缺失沉默权制度和任意自白规则的不被
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如实回答义务这种冲突并存 ，更多的是一种理想与现实博弈下的无奈选择。 两个
规定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刑事诉讼两大目的 ，即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冲突的具体反映 ，通过法律制度内
的调谐和控制，减少和弱化冲突，尽可能地实现人权保障和犯罪控制的双重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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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the Conflict and Balance between Principle of Unforced
Self-Incrimination and Obligation of Telling the Truth
Li Jiandong
（ Henan Police College，Zhengzhou，Henan 450002）
Abstract： While the new Criminal Procedure Law regulates the principle of “unforced self-incrimination”，it
also retains the regulation of “telling the truth”in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f version 1996． Both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and will necessarily result in the confusing and conflict in judicial practice． Attention must be
given to the conflict． We should comply with the development rule of criminal procedure，treat the regulation about “respect and guarantee human rights”i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s the direction，take care of the demand
of judicial practice，and reduce the conflict of law to avoid the failure of this legal principle of unforced self-incrimination． The mental evaluation of judge should be improved lowering down the dependence to oral confession and embody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vestigation from testimony of witness to physical evidence，enhancing
exclusive rule of illegal evidence and reduce the incentive to obtain illegal oral confession so as to balance the
conflict of both regulations．
Key words： unforced self-incrimination，obligation of telling the truth，conflict and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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