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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事实证明问题研究
宋志军
（ 西北政法大学 刑事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3）
要： 2012 年《刑事诉讼法》将量刑事实和量刑证据纳入法庭审理程序，量刑事实的证明成为量
刑程序的核心问题，确立量刑事实的证明规则才能适应量刑程序改革的需要。 量刑证据的可采性规则
摘

与定罪证据有所不同，具有盖然性的关联性的材料即可成为量刑证据。 对量刑事实中的非犯罪构成的
犯罪事实应进行严格证明，而非犯罪事实则适用自由证明法则。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的举证责任由
控方承担，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非犯罪事实由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只需达到优势证据的
证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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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1996 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程序中没有区分与定罪有关的事实 、证据
和与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往往导致实践中有关量刑的证据及情况的调查 、辩论不够充分，影响案件的
［1］

。2012 年《刑事诉讼法》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成果，对量刑事实、量刑证
据的调查和辩论做了原则性的规定 ①，确立了量刑程序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的相对独立地位 。 然而，定罪
公正处理

事实与量刑事实、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在相当范围内具有重合性 ，难以绝对分开，因此，我国并未将定罪
程序与量刑程序绝对分离。2012 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旨在强调不能忽视对量刑事实 、量刑
［2］
证据的调查、辩论，并非为量刑设置专门程序 。 量刑不仅仅是法官凭经验和个人知识判断的主观活
动，它还需要以量刑事实得以证明为前提 。当前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制度主要是为准确认定犯罪事实和

证据而设置，缺乏量刑事实、量刑证据②调查、辩论的专门规则。 量刑与定罪的本质差异，决定了定罪事
实与量刑事实在证明原则和具体的证明制度上存在较大区别 。例如，究竟哪些材料能够作为量刑证据 ，
即量刑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为何？ 量刑证据的排除规则与定罪证据有何不同 ？ 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和证
明标准是什么？ 这些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
一、量刑证据的可采性规则
定罪与量刑解决的问题性质以及遵循的原则不同 ，两者在证据资格方面也有较大差异 。例如，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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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2 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
论。”
②

这里说的量刑证据不包括混合的量刑证据。混合的量刑事实是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的合一，本身不能从定罪和量刑的角度加

以分割，定罪和量刑的先后顺序又决定了这类事实只能放在定罪程序中加以审理，所以混合的量刑事实遵循的就是定罪证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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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可采性而在定罪程序中被排除的证据材料 ，有可能被作为量刑证据予以采纳 ，另外一些在定罪中
不曾涉及或与定罪无关的材料也可能因与量刑事实具有相关性而被纳入量刑证据调查程序 。对于量刑
证据可采性规则的探讨，应当首先承认定罪与量刑都是在事实得以证明的前提下进行裁判的司法活动 ，
两者具有共通之处； 其次，定罪和量刑的任务又存在根本性差异 ，决定了量刑证据有自己的独特性 ，并不
能完全照搬定罪证据的可采性规则的理论和原则 。
( 一) 盖然性的相关性是量刑证据可采性的充分条件
1． 具备逻辑相关性的证据在证明量刑事实时具有可采性 。
证据的相关性及其程度对量刑证据的可采性具有重要的影响 ，证据具有盖然性的相关性是其作为
量刑证据的充分条件。证据关联性包括逻辑相关性和法律相关性两个方面 。 逻辑上的相关性，是最低
限度的相关性，其含义是： 如果一个证据在逻辑上具有证明某个事实存在更可能或更不可能的趋向 ，就
表明该证据与事实之间存在逻辑性的相关性 ，具备了作为证据的可采性条件。 裴苍龄教授从证据效力
角度对盖然性的关联性进行了论述 ，认为“关联性是指证据同待证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 ，这种联系有些
是明确的，人们可以对它作出确定性的认识 ； 有些是不明确的，人们只能作出可能性的认识。 事实之间
［3］
这种明确的联系就产生确然效力； 不明确的联系就产生盖然性效力 ” 。 笔者认为证据的这种盖然性
效力，对于认识量刑证据的相关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按照美国《联邦证据规则 》（ 2011 年重订版 ）

第 401 条对相关性的界定，逻辑相关性是一种倾向性，“在下列情况下，证据具有相关性： （ a） 该证据具
有与没有该证据相比，使得某事实更可能存在或者更不可能存在的任何趋向 ； 并且 （ b） 该事实对于确定
［4］
诉讼具有重要意义” 。比逻辑上的相关性要求更高的是法律上的相关性。 法律上的相关性，是指一
项证据的证明力足以支持在考虑该证据时带来的迟延 、耗费、损害或者混淆的正当性。根据美国《联邦

证据规则》第 403 条的规定，衡量一项证据不具有法律上的相关性的条件是“因损害、混淆、浪费时间或
者其他原因而排除”①。法律上的相关性是在一项证据具有逻辑上的相关性之上叠加的可采性条件。
有些证据具有逻辑上的相关性，但是不具备法律上的相关性，最为典型的例证是品格证据。学界对于品
格证据在证明一个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时不具有相关性已经达成共识 。 在此无需赘述。 笔者认为，对于
证明犯罪事实成立的证据须具备逻辑相关性和法律相关性 ，而量刑证据只需达到盖然性的相关性 ，即逻
辑上的相关性即可。量刑证据的可采性之所以可以适用这种最低程度的相关性 ，是因为这将最大限度
地容纳证据，使法官在量刑程序中接触更多与量刑事实有关的证据 ，全面评估导致被告人犯罪的人格因
素和防止再次犯罪以及通过矫正重塑健康人格的可能性 ，对量刑作出更合理的决策。
基于上文分析，量刑证据的可采性条件是逻辑上具有盖然性的关联性 ，它主要是指一种倾向性，是
基于逻辑或者经验，人们都愿意接受其为真的一种认识 。这样的一种认识源于人类理性，同时也是在实
践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 。人们在自己的内心会坚定地相信 ，当某一情况存在时，另一
种情况就极有可能会发生。盖然性的关联性包含了前提和结论两个因素 。 前提真实时，就可以推导出
“可能会是这样的”的结论。并且，这样的结论是可以为社会接受的。 量刑是在对被告人准确定罪的基
础上进行的一项司法裁量活动，根据被告人的犯罪危害程度及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 ，结合被告人的个人
情况，确定刑罚幅度和执行方式，实现促进犯罪人重新复归社会的目的。 因此，量刑活动的重点是通过
对犯罪人再犯可能性的正确评估 ，给予其适当的矫治。量刑活动中提交法庭的证据就不单单是一些在
犯罪过程中形成的证据，更重要的是那些在犯罪之前或之后能够表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 、再犯可能性
及矫正难易程度的品格证据。这些证据对于被告人的定罪不具有关联性 ，但对于评估被告人的刑罚又
是重要的依据。其中的原因就是这些证据对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判断具有逻辑上的关联性 。
2． 社会调查报告具有证明量刑事实的可采性 。
我国刑事诉讼法以权威的形式对证据进行了分类 ，证据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才具有合法
性。证据的表现形式必须符合证据法律制度所规定的证据一般表现形式 ，即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证
①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 403 条规定： “如果相关证据的证明价值为以下一个或者多个危险所严重超过，则法院可以排除该证

据： 不公平损害、混淆争点或者误导陪审团、不当拖延、浪费时间或者不必要地出示重复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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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种类的规定，这种合法性为合证据法。所以，在证据合法性的问题上，法定证据分类也就成了一个标
准。法律的这种规定对于认识证据具有一定的意义 。但是，分类标准本身是混乱的，并且整个证据种类
体系也是封闭的，并不利于实践中产生的新的证据形式在诉讼中的使用 。 我国没有专门的量刑证据制
度，有关定罪的证据制度同样规范量刑事实的证明 。但是定罪和量刑的任务并不相同 ，量刑对证据的要
求应当有其特殊性。量刑是在已然之罪的基础上对未来的一种预测 。根据行为人的犯罪事实确定被告
人应适用的法定刑区间，最后再根据被告人自身的一些与犯罪无关的情况进行人身危险性评价 ，预测未
来再犯的可能性，从而确定适当的宣告刑。社会调查报告主要是对被告人个人情况的全面记载 ，并在此
基础上分析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 ，进而给予适当的处遇，以使其能顺利回归社会。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的
2012 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①，这
特殊性，借鉴国外相关制度，
无疑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理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刑事诉讼法的法定证据分类，使得未成年人的社
会调查制度存在合法性的质疑。即使承认司法解释的效力，认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在量刑时的证
明作用，但社会调查报告本身难以归类的尴尬地位 ，使得从调查主体、调查方式、调查对象和内容以及作
为证据的出示、质证、认证等难以形成规范的操作程序 ，有违法治原则。再进一步，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
的缺失，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如犯罪事实和犯罪情节相同的情况下 ，辩护律师主动提供了
社会调查报告和没有提供的，可能会导致被告人适用不同的刑罚 。
笔者认为，量刑依据的信息具有广泛性的特点 ，在法庭上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刑事诉讼法规定
的证据种类无法涵盖所有的形式 。如果拘泥于法律规定的证据表现形式，那么有很多能够正确评估被
告人人身危险性的材料难以取得证据能力 ，不能成为证明量刑事实的证据。所以，应当根据量刑证明的
特殊性，有针对性地制定量刑证据制度。原则上，能够对被告人量刑起到证明作用的材料都可以当作证
据使用，将社会调查报告普遍适用于任何被告人的量刑程序当中 ，用作证明被告人未来再犯可能性的证
据。这样可以扩大进入法庭的信息量 ，能够为法官量刑提供更多的依据 ，对被告人的正确量刑能起到积
极作用。
量刑证据是和定罪证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个证据概念 。量刑证据资格在关联性和合法性方面
要比定罪证据宽松。量刑是在对犯罪人进行惩罚的同时更侧重对其“病态的人格 ”的矫治。 所以，汇聚
了犯罪人各方面信息的社会调查报告应当以一种合法的“身份”进入到法庭当中，并成为法官裁量刑罚
的依据。然而，在定罪量刑合一的审判模式下，证据主要是围绕保障对被告人正确定罪进行设置的，社
会调查报告被视作品格证据不允许在审判中适用 。量刑程序独立于定罪程序以后，社会调查报告在量
刑程序中的使用，被认为是防止法庭就量刑问题所组织的调查和辩论流于形式 ，保障各方有效参与，实
［5］
现刑罚个别化的重要手段 。不解决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就难以在量刑程序中引入社会调查报告制
度，也难以回答实践中社会调查报告出现在法庭的正当性 ，也会导致法院在适用上出现混乱。 笔者认

为，社会调查报告客观全面反映了被告人的相关情况 ，对被告人的品格有逻辑相关性，法官裁量刑罚也
只有在证据的基础上才符合证据裁判的原则 。因此，无论是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还是在成年人犯罪案
件的量刑程序中，社会调查报告具有作为量刑证据的可采性 。
( 二) 证据排除规则在量刑程序中的有限适用
司法证明不同于一般日常生活的证明活动 ，在司法证明活动中基于更高的价值目标而设定了证据
排除规则。被排除的这些证据多数情况下是对证明具有价值的 ，但是基于司法的更高价值目标，不得不
牺牲一些对认定事实具有重要作用的证据 。 这些规则主要是针对被告人的定罪适用的。 在量刑程序
中，证据的排除规则如何，还是一个新问题。笔者认为，量刑是对被告人在定罪前提下的司法活动 ，也属
于审判的一部分，从根本上是对被告人人身、财产、自由、名誉乃至生命的强制处分。 因此，一些被世界
各国普遍认可的，与人的尊严密切相关的权利仍然要贯彻到量刑程序中来 。具体做法是，采用刑讯逼供
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①

2012 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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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绝对地排除。其他不合法手段取得的证据由控辩双方主张 ，法官根据具体情况裁量适用。
量刑证据应具备合法性，并确立最低限度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即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
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应绝对地排除 ，其他不合法的证据由法官自由裁量适用 。另外，在定罪
程序中被排除的传闻证据、品格证据、意见证据则可以在量刑事实的证明中具有可采性，取得量刑证据
的资格。因为定罪信息和量刑信息具有不一致性 ，定罪主要是根据通常那些与犯罪构成要件有关的事
实和信息，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行为人实施犯罪的过程及结果 。法院量刑应与被告人的犯罪情形相适应 ，
所以法院通常会将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作为定罪和量刑的共同依据 。然而，现代刑罚不再是单纯的有罪
必罚的报应理念，在坚持报应的同时，更应关注犯罪的预防功能，刑罚的个别化也应是量刑的一个原
［6］

则

。所以，仅仅依据定罪中的一些信息对被告人量刑远远不够 ，量刑程序应该有自己更为宽松的证

据可采性规则。
二、量刑事实的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
量刑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同的量刑阶段所需证明的事实不同 ，因而相应的证明法则也不同，有些事
实自由证明即可，而有些事实则需严格证明。在裁量宣告刑阶段，需证明的事实包括非犯罪构成的犯罪
事实和非犯罪事实，法官只有在量刑事实被证明的前提下才能裁量宣告刑 。
( 一) 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界分
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是大陆法系证据法上的一个概念 ，最先由德国学者迪恩茨提出，后传到日本和
我国台湾地区。这一理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除保持其核心的价值之外 ，在传播地区也得到了不同程度
的发展，因而就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形态。 德国学者罗科信认为： “对于攸关犯罪行为之经过、行为人之
责任及刑罚之高度等问题的重要事项 ，法律规定需要以严格方式提出证据，亦即所谓的严格证明。”紧
接着，罗科信教授给出了严格证明的两种限制 ： 其一为有关法定证据之限制，即被告人、证人、鉴定人，勘
［7］
验及文书证件。其二是受德国《刑事诉讼法》第 244 条关于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的限制 。 可见，在罗
科信教授看来，除涉及犯罪行为、责任及刑罚等重要事项要进行严格证明 ，其他的事项便是自由证明，并
且自由证明不受法定证据种类和法定证据调查程序的限制 。
日本学者松尾浩也认为，“在庭审作出判决时，原则上必须进行严格证明，即根据法律规定的方式
［8］
对有证据能力的证据进行调查” 。 根据松尾浩也的观点，严格证明的对象包括了公诉事实和加重减
免刑罚事由。这些事项必须严格证明，庭审中作出判决时原则上也必须严格证明。 对于程序事实进行
［9］
证明时，只需给予一般的自由证明，即证据能力和证据调查的方法采取自由的证明 。 但是，松尾浩也
承认，严格证明也不是绝对的，其也有程度不同的严格证明。这种松动的严格证明主要表现在简易审判
程序中作出决定的案件。因为，简易程序中，条文简化了证据调查的方式，在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下，法
庭承认传闻证据的证据能力。因此，简易程序中的这些规定是严格证明的变通形态 ，只不过是扩大了自
由度而已。笔者认为，按照这样的观点，严格证明就将和自由证明失去区分的界限，也就失去了研究的
价值。田口守一教授对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的界定是： “用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并且经过正式的证据调
查程序作出的证明，叫‘严格的证明’； 其他的证明，叫‘自由的证明’。自由的证明是用某种证据经某种
［10］
程序的证明。” 可以看出，严格证明要求证据要具有证据能力，并且经过正式的证据调查程序。 而自
由证明也是用“某种证据 ”，并经过“某种程序 ”的证明。 但是，自由证明里面的“某种证据”、“某种程

序”和严格证明里面的“证据”、“程序 ”有何区别？ 区别有多大程度？ 由“严格 ”到“自由 ”的度如何把
握，是两者区别的关键。笔者对此观点的理解是，一是自由证明也是运用证据的证明，必须存在符合法
律规定的证据形式。二是自由证明同样需要经过证据调查程序 ，只是这种调查程序并不要求像严格证
明的调查程序那样严格，可以省略部分环节，或者采取更为灵活的调查方式。石井一正就是根据是否需
要严格遵守法定证据的调查方式来区分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的 ，认为“就证明度而言，任何一项证明都
要求具有相同的水准，但从是否要严格遵守法定的证据调查方式而言 ，则存在着严格的证明和自由的证
［11］
明的区别”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钰雄认为，根据证明是否受证据方法和法定证据调查程序的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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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可以区分为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 。并进一步指出，严格证明从形式上要严格遵循法律以列举的方
式规定的证据方法，和针对每一种证据方法而设定的证据调查程序 。同时，对于法律规定的适用于任何
一种证据方法的证据调查程序也是严格证明的必然要求 ，如直接审理原则。 如果在证明过程中违背了
［12］
直接审理原则，就不能称之为严格证明。 不必遵循严格证明要求的证明就是自由证明 。 笔者认为，
林钰雄教授对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的认识最为深刻 ，将普遍适用于任何证据方法的直接审理原则引入
严格证明，并提出严格证明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 第一，受法定证据种类的限制。 刑事诉讼法通过列举的
方式明确了证据种类，对于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的任何信息 ，即使与待证事实存在极强的关联性，也不
得作为证据进行严格证明。第二，受法定证据调查程序的限制。刑事诉讼法不但明确了证据种类 ，同时
也针对每一种证据设置了特别的调查程序 。例如，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鉴定意见的调查程序等。在严
格证明时，要严格按照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对证据进行调查 。第三，受证据法中有关证据调查原则的限
制。如直接审理原则、言辞原则。自由证明是相对于严格证明而言的 ，只要是对严格证明的这三个条件
的任何一个的松动就是自由证明 。
( 二) 量刑程序中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范围的界定
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范围界定 ，实际上是对于作为证明对象的待证事实是适用严格证明还是自
由证明的划分。在界定该问题时，应坚持两个原则： 其一，不损害实体公正原则，或者实体真实原则。根
据该原则，对影响被告人定罪和从重处罚的事实应适用严格证明 。其二，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在证明
对被告人不利的事项时，均应适用严格证明，因在严格证明中被告人拥有更为充分的程序保障和抗辩机
会； 而在证明对被告人有利的量刑事实时则可放宽证明要求 ，即实行自由证明。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的
划分，实质上是对公正与效率这两大诉讼价值的平衡 。严格证明的目的是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滥用 ，
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进而促进实体真实的发现。而自由证明则更能满足诉讼效率的价值目标 ，在刑
事诉讼中，自由证明的效率价值体现得更为明显 。对于诉讼中控辩一方主张的尚未形成争议的事由 ，采
用更为广阔的证据途径、运用更加灵活的方式予以证明，势必会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速证明的进
程。从根本上讲，诉讼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争端、定纷止争。既然处于当事人地位的控辩双方对于某一事
项没有争议，那么再进行严格证明就已经没有必要 ，法官当然应对此事项决定采用自由证明的方式，以
［13］

节省时间和提高效率
和自由证明的范围。

。因此，在量刑程序中要考虑诉讼公正与效率价值的平衡，进而确定严格证明

从证明对象的角度来看，需要证明的事实分为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 。田口守一认为，作为严格
证明的对象有两种，一种是以被告人的罪责为基础的主客观事实 ，包括犯罪事实和不存在违法阻却事
由、责任阻却事由的事实以及共谋共同正犯中的共谋也是严格证明的对象 。 另外一种是加重被告人刑
［14］
罚的情节事实。自由证明的对象是程序法事实和非加重被告人刑罚的量刑情节事实 。 松尾浩也则
认为，严格证明的对象包括公诉事实和加重减免刑罚事由 ，属于犯罪事实本身的量刑情节必须进行严格
［15］
证明 。但是，在平野龙一教授看来，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是针对在普通程序中定罪而言的。 在此前
提下，实体法事实需要严格证明，程序法事实需要自由证明即可。但是，对于简易程序和量刑程序，并不
能适用严格证明或者是自由证明 。在简易程序和量刑程序中，应当保障控辩双方的异议权。 如果有人
提出异议，要求证据能力，那么在法庭上就应当允许当事人确认证据 ，给予当事人争辩证据证明力的机
［16］
会，这就是适当证明 。这实质上是在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之外又增加了一种证明方式。 笔者认为，
适当证明充分体现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 ，是诉讼进步的要求。 这说明在简易程序和量刑程序
中当事人有证明法则的选择权。通过赋予当事人异议权决定到底是适用严格证明还是自由证明是可取
的。但这也仅仅是一种选择权。所谓的适当证明根本不存在，最终要么是严格证明，要么是自由证明。
量刑程序中，需要证明的事实是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和非犯罪事实 。 前者是犯罪过程中发生的
事实，体现了犯罪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 ； 后者与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而
是从刑罚个别化角度出发，这些事实能够反映被告人未来的矫正可能性 ，目的是帮助被告人早日回归社
会。因此，从根本目的上来讲，非犯罪事实进入到量刑程序，并且成为裁量宣告刑的事实基础 ，是防止过
126

宋志军: 量刑事实证明问题研究

度对被告人适用重刑带来的种种弊端 ①。 所以，就形成了刑罚裁量是以多数复合的因子为对象所进行
的裁量性判断。对此，松尾浩也认为，量刑的判断资料与所谓的单纯事实认定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差异 ，
不应受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的束缚 ，而应承认其证据的地位。同时，刑罚裁量是以多数情节为对象进行的
［17］
裁量性判断，对于犯罪事实本身的情节，必须进行严格证明。其他情节最好自由判断 。
笔者认为，松尾浩也的这种观点正好道出了量刑程序中的证明法则 。量刑程序只需证明两类事实：
一类是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属于犯罪事实本身的事实； 另一类是非犯罪事实②。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
法主要是围绕准确认定犯罪事实设置的证据种类和证据调查程序 ，直接言辞原则也是为保障准确认定
犯罪事实被接受，形成了认定犯罪事实的严格证明法则 。所以，尽管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是量刑程序
中证明的对象，但仍然属于犯罪事实，自然应适用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明法则，即严格证明。 而非犯罪事
实与此不同。非犯罪事实的认定不属于严格证明的对象 ，不必遵循严格证明的要求。 并且也不存在针
对非犯罪构成事实证明的证据种类的特定要求和证据调查程序 。需要明确的是，所谓严格证明就是严
格遵守法律有关证明的要求。如果随着量刑程序的进一步完善，立法者制定了量刑证据的种类和调查
程序，量刑程序中的证明法则就可能只存在严格证明 。但是，这样一律的严格证明并不能体现出诉讼效
率的要求。对此，笔者主张在构建纯粹量刑证据种类和证据调查程序的前提下 ，应当赋予被告人决定适
用严格证明还是自由证明的选择权 。具体做法是： 第一，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必须进行严格证明 。这
是严格证明本身的要求。第二，非犯罪事实的证明法则由当事人的主张决定 。 这样既能体现出当事人
的程序主体性，也能实现诉讼效率的要求。
三、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
2012 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明确规定了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
担，这是进一步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体现 ，也为司法实践中举证责任的分配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但
是，无罪推定原则是否仅仅适用于定罪程序 ，控方承担证明责任是否能延伸到量刑程序当中，从现有的
法律中难以得到明确的答案。在量刑规范化背景下，突出量刑事实的证明在法官裁判刑罚时的重要地
位，使得这一问题无法回避。
( 一) 无罪推定原则与量刑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
1． 无罪推定原则与量刑事实证明责任分配的关系之争 。
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控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 。那么在被告人被确定有罪之后，
无罪推定原则是否还能要求控方对被告人的量刑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这在理论界存在“否定论 ”与“肯
定论”两种观点。否定论者认为，“在量刑程序中，鉴于法院对被告人已经作出有罪的认定 ，无罪推定不
［18］
再发生法律约束力，因此‘谁主张，谁举证’可以成为这一程序中确定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 ” ； 定
罪与量刑问题在逻辑上的先后性决定了进入量刑程序的被告人已经被证明为有罪之人 ，不宜将无罪推
［19］
定原则直接适用于量刑程序 。肯定论者认为，无罪推定原则仍然适用于量刑程序，量刑事实的证明
［20］
。王敏远教授对学者们提出在量刑程序中不适用无罪推定原则表示了担心 ，
责任由追诉机关承担
“笔者注意到学界在讨论诸如未成年人诉讼程序 、量刑程序等问题时，已有人提出在这些特殊程序中不

①

我国刑法规定的诸如累犯等犯罪前科制度导致对被告人刑罚的加重，并不能体现出有利于被告人回归社会的精神，而是体现了

社会防卫的功能。在笔者看来，这种制度存在着种种不利的影响，应该逐步建立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并且，相对于内容丰富的非犯罪构
成事实，犯罪前科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且已被法律明确规定，控方一般不会忽略。我们重点关注的还是那些酌定的，能够反映被告人
人身危险性较轻的非犯罪事实。
②

根据是否与犯罪事实和犯罪构成相关，可以将与被告人相关的事实分为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和非犯罪事实。非犯罪构成的

量刑事实是在犯罪过程中产生的，反映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的主客观情况，这些主客观情况并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只影响
法官刑罚的裁量。例如，在盗窃罪中，行为人以破坏的手段进行盗窃，就是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非犯罪事实的量刑事实是指那些根
据法律的规定，或者是法官基于刑罚目的的考虑，能够影响刑罚裁量且与犯罪事实无关的一些主客观情况。这些事实有的由法律明确
规定，如被告人的年龄、累犯等。有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是基于刑罚目的的考虑，允许控辩双方提交的一些被告人的个人信息，如被
告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一惯表现和反映其人格的一些事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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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应适用无罪推定原则。这是十分危险的”
则在量刑程序中具有效力的结论 。

。通过这段话，可以明确得出王敏远教授肯定无罪推定原

无罪推定原则是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 ，刑事诉讼包括了定罪和量刑两个阶段。 定
罪和量刑虽然存在前后的逻辑顺序 ，有的国家也存在定罪和量刑程序相互独立的立法模式 ，但从对被告
人责任的追究上来看，定罪和量刑仍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诉讼主体 。不能用程序的分离来否定无罪推
定的效力范围。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基本原则具有“贯穿始终 ”的效力，无罪推定原则是刑事诉讼的
基本原则，同样具有“贯彻始终”的效力，国家应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保障被告人享有无罪推定的权
利。否定论者认为，定罪程序中被告人被确定有罪，在量刑程序中被告人不再受无罪推定原则的保护，
这种认识不仅表面化，而且还具有较大的危险性，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人权。
无罪推定原则要求控方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不仅仅是“犯罪构成事实 ”。 前文已
经分析，犯罪事实包括了犯罪构成事实和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 。在量刑程序中，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
实是证明的对象。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只要控方对犯罪嫌疑人的指控没有结束 ，控方身上负担的
举证责任就不得卸除，也不得转移给其他人。并且，控方的指控并不单单是“罪”的指控，还包括了“刑 ”
的指控。控罪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求刑。如果仅从表面上理解无罪推定，则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量刑程
序中，被告人很容易成为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的证明责任的承担者 ，并会因为举证能力的不足得出对
其不利的推论，打破控辩双方平等地位，置被告人于更加不利的境地。这显然与无罪推定精神不符。笔
者认为，在量刑程序中，应区分不同的事实构建不同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
2． 无罪推定原则下的举证责任分配 ： 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
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是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主客观情况 。这些事实发生在犯罪预备
到犯罪行为终了之间，属于犯罪事实的范畴。虽然非犯罪构成事实不属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 ，对量刑起
点和基准刑的裁量不起任何作用 ，但对基准刑的调节具有重要作用 。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的多少，会
影响法官对其宣告刑的裁量。从理论上来讲，作为控方不论是基于其客观公正的义务 ，还是基于追诉犯
罪的需要，都应尽最大的努力去收集证明非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据 ，以卸除其举证责任。 但是，从被告人
的角度来看，在法官确信其犯罪成立以后，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的证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承担刑
事责任的种类、程度和执行方式。所以，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的证明事关被告人的切身利益 。如果不
合理地分配这类事实的证明责任 ，将会对被告人形成不利的影响。如果像其他学者主张的那样，在量刑
程序中不再适用无罪推定原则，那么当这类事实呈现“真伪不明 ”的状态时，法官如何认定将是一个很
棘手的问题。笔者担心的是，法官内心确信被告人已经构成犯罪以后 ，会倾向于将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
实“真伪不明”的风险负担给被告人，会造成被告人证明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不存在的证明标准高于
控方证明其存在的标准。无罪推定与控方对犯罪事实的证明紧密联系在一起 。 在量刑程序中，只要控
方提出了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存在的指控 ，就应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并且要进行严格证明。对于针
对控方就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的指控 ，辩护方可以质疑，可以提出证据加以反驳，但这不是履行举证
责任，而是辩护方证明权的体现，犯罪事实成立的举证责任始终由控方承担 。
( 二) 检察官客观义务与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
根据检察官客观义务原则，检察官是承担着客观义务的法律守护人，他负有发现真实、维护公正的
义务。不仅要收集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 ，而且要收集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维护被告人利益； 对已起诉
的案件，可以在出庭支持公诉时主张被告人无罪 ，而不受起诉书的约束，也可以在法院判决后提出有利
［22］
于被告人的抗诉 。检察机关的客观公正义务要求在客观公正地行使公诉权的同时 ，还要客观公正地
行使求刑权。如果检察机关仅仅以“诉罪成功”为己任，并不符合其“法律守护人”的身份。 而是要在全
面收集证据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被告人犯罪前的个人情况和犯罪后的悔罪表现 ，从最有利于实现刑罚目
的的角度出发，向法官提出量刑建议。不论是在基准刑之上，还是在基准刑之下提出量刑建议，控方会
积极地听取辩护方有关量刑的辩护意见 ，甚至会直接根据辩护方提出的量刑意见修改自己的量刑建议 。
提示法官量刑时不要畸轻畸重，建议法官要冷静地考虑提交到法庭的所有情况 。例如，控方将掌握的有
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全部向法庭提交 ； 控方可以主动提出被告人存在从宽处罚的量刑事实 ； 可以根据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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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出的从宽处罚的主张积极地去收集相应的量刑证据 ； 可以在被告提出存在较轻量刑事实的量刑证
据不充分时，主动收集证据加以补强，完善证据链条； 可以和被告人就量刑建议的内容进行协商等。 因
此，在“法律守护神角色”下的控辩双方是一种合作关系，控辩双方行动和目标是一致的，通过合作协商
的方式，以基准刑为基础，围绕被告人拟适用的刑罚共同提出主张和量刑事实 ，或者认可一方提出的主
张和量刑事实。例如，根据犯罪构成事实即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和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事实确定基准刑
以后，辩护人提出了从轻处罚的量刑事实 ，要求对基准刑进行调节，在基准刑之下确定宣告刑。 控方则
可以根据辩护人的辩护，在量刑建议中请求法官予以认可 。因此，量刑事实的举证责任可因任何一方提
供证据而卸除。
( 三) 提出非犯罪事实的一方负举证责任
随着刑罚目的的演进，非犯罪事实在某些情况下会影响法官刑罚的裁量 。 非犯罪事实的证明主要
是通过社会调查报告这一证据形式来反映的 ，另外还存在一些法定的非犯罪事实 ，这些事实控辩双方往
往会独立提出来并加以证明。控辩双方通过对被告人个人的一些信息进行调查 ，形成调查报告，并对报
告的真实性在法庭上进行举证、质证。由于非犯罪事实既可能对被告人存在利益 ，也可能对控方存在利
益，所以控辩双方都可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主动提出社会调查报告。 在量刑均衡的基础上，一旦控
辩双方主张应综合被告人的个人情况 ，进行个别化量刑，就必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主张便不会被
采纳。需要注意的是，非犯罪事实在反映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上并不存在确定的关联性 ，只能用盖然性
标准进行判断。既然是盖然性的，那么就难以产生绝对真实性的结论 ，法官对此有判断的权力。即使控
辩双方提供了真实的非犯罪事实 ，法官基于多种因素的考量，也可能不会采纳控辩双方基于非犯罪事实
的刑罚个别化主张。
四、量刑事实二元化的证明标准
在量刑程序中，由于量刑事实具有多样性，再加上证明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承担举证责任者不同，证
明标准应该是有差别的。国内学者们一般以证明对象为视角讨论证明标准 ，认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
［23］
事实一般要求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一般要求高于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
［24］
也有人将量刑事实分为罪重事实和罪轻事实 ，并分别适用“排除合理怀疑 ”和“优势证据 ”证明标准 。

很显然，学者的这两种观点都存在问题。一方面，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无法区别是有利于被告人还是
不利于被告人，非犯罪事实一旦被指控成功，都将对被告人形成不利的影响。 另一方面，重罪事实和轻
罪事实影响对犯罪嫌疑人的定性 ，应在定罪程序中解决，影响的是量刑起点和基准刑，并不直接影响宣
告刑。不明确量刑活动的动态化过程，仍然“估堆量刑”，难免会产生这样的认识错误。 但是，这两种观
点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设定不同证明标准达到保障被告人合法权利的目的 。
量刑动态化过程分析，确定了每一个过程中需要证明的对象 。定罪与量刑程序分开以后，量刑程序
的证明对象是纯粹的量刑事实，包括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和非犯罪事实 。这两类事实的性质不同，举
证责任承担主体不同，所要求的证明标准不同。毕竟对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的指控要受无罪推定原
则的保护，控方要承担与定罪相同的证明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法官心
里面存在“怀疑”，或没有形成“确信”或“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的心证就采纳控方的指控。
非犯罪事实则不同，只能采用“优势证据 ”的证明标准。 非犯罪事实有其独特性。 一方面，与被告
人的人格和犯罪后表现有关的情况多而复杂 ，与犯罪行为无直接的关系； 另一方面，非犯罪事实对被告
人评价的影响是一个盖然性的判断 ，无法达到确定无疑的程度。既然是盖然性的判断，自然不能要求证
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因此，控方和辩护方对非犯罪事实的证明标准都是一样的 ，应采用“优势
证据”的证明标准。但是，对非犯罪事实的证明并不总是达到优势的程度 。从理论上讲，任何证明活动
都可能给法官造成难以相信任何一方 ，陷入裁判的困局。这时，法官仍然应坚持“有利于被告 ”的原则，
采信被告人的主张。例如，《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十条关于被告人实
施犯罪时是否已满十八周岁这一量刑事实的证明 ，当现有证据之间有矛盾而无法排除时 ，无充分证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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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满十八周岁且确实无法查明的 ，不能认定其已满十八周岁，不能对其适
用死刑。这充分体现了对于犯罪构成事实和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量刑事实 （ 以及适用死刑的事实 ） 必
须要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对于被告人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事实应采用优势证据标准。
对被告人实施犯罪时已满十八周岁这一事实的证明 ，必须采用“证据确实、充分 ”的证明标准，而不能采
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之所以主张控辩双方实行差别的证明标准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举证能力明显不对等。 国家赋予
控诉机关一系列权力并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 ，如讯问、勘验、检查以及对犯罪嫌疑人实行人身 、财产强
制措施。此外，他们还占有大量的国家资源，主要表现在： 侦查人员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和丰富的侦查
经验，还掌握先进的侦查技术。这为控诉机关顺利行使职权，全面获取证据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与
公诉机关相比，被告方在举证能力上有明显的不足。 首先，被告方调查取证的权利与手段不具有强制
性。其次，为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被告方往往被采取了强制措施，限制了其收集证据的自由。 再
次，被告人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不知道如何去收集与量刑有关的证据，同时，受经济原因的限制，被告
人难以获取有效的律师帮助。这些原因表明，控方获取证据的能力远远超过了辩护一方。 在量刑没有
受到重视的情况下，这种局面对被告人的影响还不是太严重。 但随着量刑改革的深化，尤其是 2012 年
《刑事诉讼法》在庭审程序中突出了量刑事实、量刑证据的调查和辩论，围绕量刑展开的控辩双方对抗
将成为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部分 。 为支持其求刑主张，控诉机关将更加注重对纯粹量刑证据的收集。
而被告人的举证能力却难以发生大的改变 。这将导致控辩双方举证能力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因此，
在控辩双方证明能力不对等的情况下 ，不实行差别的证明标准，只会加剧二者事实上的不平等，恶化被
告人的诉讼地位，难以实现量刑程序和量刑结果的公正 。
五、量刑事实、量刑证据的法庭证明程序①
( 一) 在庭审会议中量刑证据调查的准备
2012 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了审前会议制度，为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针对量刑事
实、量刑证据进行沟通，也为法官主持整理量刑事实、量刑证据的争点提供了空间。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
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在开庭前的准备程序中与量刑有关的活动主要包括 ：
1． 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诉案件 ，应当在收到起诉书和案卷材料、证据后，指定审判员审
查相关内容，此时也审查证明指控犯罪事实和情节轻重以及其他与量刑有关的各种证据 。 量刑证据主
要包括： 其一，证明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防卫过当等事实的证据； 其二，证明酌
定量刑情节的证据，如初犯、偶犯、认罪态度、悔罪表现、民事赔偿、刑事和解后的被害人谅解等事实的证
据。另外，辩护人提出社会调查报告的，可以作为量刑证据予以调查。
2． 人民检察院以量刑建议书方式提出量刑建议的 ，应当将量刑建议书连同起诉书副本一并送达被
告人及其辩护人，以便于被告人尤其是辩护人及时了解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事实 、量刑证据，在开庭审
理过程中针对量刑事实、量刑证据发表辩护意见。如果发现控方掌握了有利于被告人的从轻 、减轻或者
免除处罚的证据的，在审前会议中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法院向检察机关调取相关量刑证据 。
( 二) 量刑事实、证据的调查程序
在法庭调查阶段，对与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应当进行相对独立的调查，改变只让控辩双方在法庭
辩论阶段就量刑发表意见的传统做法 ，切实保证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性，克服实践中存在的重定罪、轻
量刑的问题。
在法庭调查过程中进行量刑调查要注意如下问题 ：
1． 在法庭调查程序中，人民法院原则上应当先调查与定罪有关的事实 、证据，当定罪事实、证据基本
得以查明时，再围绕与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进行调查，查明对被告人适用特定法定刑幅度以及其他从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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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法定或酌定量刑情节的事实和证据 。
2． 人民法院发现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遗漏有关量刑事实和证据的 ，可以依职权向人民检察院调取需
要调查核实的有关量刑的证据材料 。如果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调取量刑证据
申请的，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需要调取的，应当依申请向人民检察院调取在侦查 、审查起诉中收集的与
量刑有关的证据材料，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收到调取证据材料决定书后 3 日内移交。 如果人民法院
认为没有必要调取当事人和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申请调取的证据材料的 ，应当向申请人说明不予调取的
理由。
( 三) 量刑事实、证据的辩论规则
2012 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可以对证据和案
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 。刑事诉讼法不仅将量刑调查纳入了法庭调查程序，也将与量刑有
关的事实、证据的辩论纳入了法庭辩论程序。 因此，法庭辩论不仅要围绕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进行辩
论，也应当围绕被告人罪重、罪轻的事实进行辩论，并且要保证量刑辩论的相对独立性 。
在法庭辩论过程中进行量刑辩论要注意以下问题 ：
1． 当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调查清楚之后，由审判长宣布结束法庭调查程序 ，进入法庭辩论
环节。
2． 在法庭辩论阶段，审判人员引导控辩双方先就与定罪有关的事实 、证据、法律适用等问题展开辩
论。在定罪辩论结束后，审判人员宣布进入量刑事实、证据的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可以围绕量刑事实、证
据、适用的法律等问题进行辩论，发表量刑建议或意见，并说明理由和依据。
3． 在审判长的主持下，量刑辩论活动一般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
第一步： 公诉人发表量刑建议。公诉人在总结法庭调查的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的基础上，
依据法律具体阐释建议对被告人处以刑罚的种类 、刑罚幅度、刑罚执行方式，并说明理由和依据。
第二步： 被害人（ 或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表量刑意见。 为了保障量刑程序的公
正性以及保障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 ，量刑辩论程序中应当保障被害人参与量刑辩论的权利。 被害人
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就对被告人科处刑罚的种类 、刑罚幅度、刑罚执行方式等问题发表意见，并说明理
由和根据。在被害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参与庭审时 ，也可以就与量刑有关的问题
发表意见。
第三步：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针对公诉人、被害人提出的量刑建议或者意见进行答辩并发表量刑意
。在量刑辩论程序中，应当充分发挥辩护人的作用。 辩护人应当依据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阐明

［25］

见

对被告人应当罪轻、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理由和依据，并且具体表明对被告人适用的刑罚种类、刑罚
幅度和刑罚执行方式，尤其是根据社会调查报告，论证对被告人判处缓刑或者适用社区矫正等的可能性
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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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Proof of Sentencing Facts
Song Zhijun
（ School of Criminal Law，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 Law，Xi’an，Shaanxi 710063）
Abstract： The Revised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n 2012 requires that judges put sentencing facts and sentencing evidence into the court． Therefore the facts of sentence become the focus of sentencing trial． As a result，
the proof of sentence should be specialized in．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acts of sentence and the
facts of conviction． The facts of sentence are classified into two groups： mixed sentencing facts and pure sentencing facts． The criminal facts that do not belong to the constitution of a crime should be strictly proved； and the
non-criminal facts can be freely proved． The scope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should be the principle of distributing the burden of proof，and the proof should reach such a criterion
that the facts are clear and the evidence is sufficient and reliable； for the non-criminal facts，the principle that
the one that advocates bears the burden of proof should be the principle of distributing the burden of proof，and
the proof can reach the criterion of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Key words： sentencing facts； sentencing evidence； burden of proof of； standard of p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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