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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证人豁免制度的目的、结构及其
内在哲理省思
徐

磊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北京

100088）

内容摘要：证人豁免制度的直接目的是准确查明案件事实、充分收集犯罪证据以及缉获犯罪嫌疑人。其深层
目的是为公诉做准备，并为客观、公正地审判奠定基础，保证诉讼的质量和效果。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保障
证人和被追诉人的法律主体地位，规制国家权力并维护公民权利。对抗制为证人豁免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
了结构性环境，而豁免证人以使其作证或者提供案件相关信息又促进诉讼双方进行激烈地对抗。证人豁免制
度作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免权发展过程中历史的必然产物，其目的与结构深刻地体现出法律实用主义的意
蕴。
关 键 词：证人豁免制度；国家权力；公民权利；权力规制；权利保障；法律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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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犯罪行为在客观上侵害或者威胁法益， 产物。尽管证人豁免制度的出现对不得强迫自证
对个人利益以及建立在保护个人利益基础之上的

其罪特免权提出了重大的挑战，但是证人豁免制

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等造成损害，所以司法机关

度的目的是满足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而证人豁

应当根据案件相关证据和法律规定，对公民侵害

免制度的结构有助于其目的的实现，所以证人豁

法益行为之存在与否及其犯罪性进行权威确认与

免制度在立法中得以规定，并在司法实践中表现

公正评判。如若法院依法对被追诉人行为作出否

出强大的生命力。证人豁免制度的创设实际上是

定性评价，则应当对被追诉人定罪量刑。为此， 一种理性所引导的意志表达，是美国警惕权力侵
蚀权利的传统与日益困难的追诉现实之间矛盾相
追诉机关应当准确查明案件事实，全面、充分收
集证据材料。然而，随着犯罪案件数量大幅增

妥协的结果，是法律实用主义影响下司法实践自

加，犯罪能力和犯罪条件明显提高，追诉机关在

觉的结晶。

查明案件事实、收集犯罪证据的过程中履步维
艰。在美国，追诉机关往往通过豁免证人，来要

一、美国证人豁免制度的三重目的

求那些根据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免权而拒绝作证
或提供其他信息的个人作证或者提供其他信息。

根据 《美国法典》 第 18 编§6002 之规定，证

证人豁免制度对于公共利益之保护以及刑事诉讼

人豁免制度是指，对于曾经或者可能被传唤作证

的顺利进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证人豁免

或提供其他信息的任何公民而言，证人根据不得

制度的适用，也普遍发挥着积极的效果。

强迫自证其罪特免权已经拒绝或者很可能拒绝作

十九世纪中期美国立法之所以确立证人豁免

证或者提供其他信息，而该证人所提供的证言或

制度，而司法实践之所以在彷徨和质疑中逐渐接

者其他信息对于公共利益必不可少，所以程序主

受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证人豁免制度是

持者命令该证人作证或者提供其他信息，而其作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免权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必然

证的证言或者提供的其他信息通常不得在刑事案

收稿日期：2014-06-09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201307070046）

126

作者简介：徐磊 （1986-），男，河北衡水人，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与中国政法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从事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研究。

度的核心之处主要有三：其一，证人豁免制度只
能适用于受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不得强迫自证其

现，对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作用显 ·
著。证人豁免制度首先要能够实现查明犯罪之目

罪特免权所保障的证人。如若证人根据其他证据

的，这也是实现证人豁免制度其他目的之前提。

性特免权而拒绝作证，比如律师委托人特免权、

其次，证人豁免制度的深层目的是为公诉做

医患特免权等，则不属于被豁免证人的范畴。其

准备，并为客观、公正地审判奠定基础，保证诉

二，被豁免证人所了解的他案的犯罪事实和己案

讼的质量和效果。证人豁免制度乃为提起公诉或

的犯罪事实存在实质性联系。当证人向国家专门

者进行审判而依法迫使证人作证或者提供案件相

机关陈述他案的犯罪事实时，必将供述出部分乃

关信息之制度。非经豁免，无法收集对于公共利

至全部己案的犯罪事实。其三，证人豁免制度所

益而言可能是必须的证人证言，难以发现案件关

给予证人的保障应当等效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

键的犯罪证据，无从确定重要的犯罪嫌疑人，因

免权所提供的保障，否则证人豁免制度有违宪之

而有可能放纵犯罪，使刑事诉讼活动失去意义。

嫌。

换言之，如若缺少证人豁免制度，则侦查程序存

证人豁免制度的目的是指证人豁免对于诉讼

在严重障碍，而起诉活动和审判工作难以顺利进

主体所期待的满足，是诉讼主体在证人豁免过程

行。证人豁免制度能够为起诉和审判提供准确的

中所试图实现的，并为美国司法文化所认可的正

案件事实和充分的证据准备。证人豁免制度属于

当观念形态。其外化为豁免过程中的当然部分。 起诉程序和审判程序的基础活动，并左右着诉讼
证人豁免制度的目的反映出美国刑事司法发展和

的进程和结果。

进步的方向。从证人豁免制度在美国刑事司法中

再次，证人豁免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证

所发挥的作用来分析，证人豁免制度具有以下目

人和被追诉人的法律主体地位，规制国家权力并

的：

维护公民权利。传统上，被追诉人和证人一度被

首先，证人豁免制度的直接目的在于准确查

当作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有力工具，沦为诉讼客

明案件事实、充分收集犯罪证据以及缉获犯罪嫌

体。对于被追诉人来说，其必须如实或者如追诉

疑人。犯罪行为是有责任能力之人基于故意或者

机关所愿来供述案件事实。如若被追诉人稍有违

过失所为之侵害法益的行为。该行为违反刑法之

背，追诉人员则采取严刑逼供等措施，被追诉人

规定，且无阻却违法事由之原因，而必须接受法

的权利毫无保障。在正当程序、人权保障等观念

律的制裁。当犯罪行为发生后，警察机关和检察

发展到如今之高度的情况下，追诉机关仍有可能

机关代表国家进行刑事诉讼，公正、有效地追诉

在强化审讯等侦讯过程中迷失自我，侵犯被追诉

犯罪、惩治犯罪，以此弥补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

人的合法权利，由此造成的冤假错案时有发生。

法益并维护社会秩序之稳定。然而，在一些刑事

比如在 1993 年美国伊利诺伊州高吉尔案中，警方

案件中犯罪能力和犯罪技术等已经明显超过了追

在长达 21 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讯问后，高吉尔最

诉机关现有的追诉能力和追诉条件。这在给犯罪

后的心理防线崩溃了，承认了莫须有的罪行 [1]。

案件的侦破工作和有效追诉带来极大困扰的同

对于证人而言，其通常应当作证，但是过去普遍

时，也使得豁免证人以使其陈述相关案件事实或

存在证人因担心作证会使其和家人受到威胁等而

者提供犯罪侦查线索具有了实质性的意义。具体

拒绝作证或者作伪证的问题。追诉人员为了促使

而言，对于在联邦法院或者联邦大陪审团所适用

证人如实作证，采取各种手段和举措。其中部分

的程序或者附属程序中，曾经或者可能被传唤作

方式超越了法律的界限而被法律所诟病。因此，

证或提供其他信息的任何个人而言，美国联邦地

以往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国家权力的运行与被追诉

区法院应联邦检察长的请求签署豁免令，以要求

人和证人权利之保障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紧张关

那些根据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免权而拒绝作证或

系。虽然现代刑事司法早已摒弃了将被追诉人和

提供其他信息的个人作证或者提供其他信息。豁

证人作为诉讼客体之理念，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少

免证人以使其如实作证主要为了实现准确查明案

数追诉人员仍然将被追诉人和证人当作发现案件

件事实真相之目的，而豁免证人以使其提供案件

事实的手段和工具，所以保障被追诉人和证人的

相关信息是出于充分搜集、保全犯罪证据和抓获

美国证人豁免制度的目的 、
结构及其内在哲理省思

犯罪嫌疑人之需要。证人豁免制度此项目的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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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作为对该证人不利的证据制度。证人豁免制

法律主体地位仍然是证人豁免制度的奋斗目标。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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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证人是否被依法豁免，证人和其他公民一样

讼之内在弊端并最终实现诉讼公正。对抗制作为

享有基本权利。为了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证人， 英美刑事诉讼之精神，从刑事诉讼的理念到具体
被豁免的证人在如实作证或者提供案件相关信息

制度、规则等无不体现着对抗制的要求。“对抗

的同时，应当提供等效保障，即根据豁免令强迫

制的关键因素是利用中立且消极的裁判者、依据

证人作证的证言或者其他信息，不得在刑事案件

当事人所提出的证据并且使用高度结构化的诉讼

中作为对该被豁免的证人不利的证据，但是证人

程序。”[2]考察美国证人豁免制度，必须将其置于

因伪证、虚假陈述或者未能遵守该命令而受到刑

对抗制结构中进行理解。

事追诉除外。证人豁免制度对于证人诉讼主体地

（一） 中立且消极的法官

位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法官对国家进程的影响力要胜于国会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免权作为证人豁免制度

和总统。法官解释法律，使用法律，以个人见解

的前提和基础，赋予公民对抗国家的权利和发表

改变法律，并将法官集体智慧适用于公民或者政

言论的自由。该特免权对追诉机关收集被追诉人

府事务的方方面面。法官依法断案，法官是无所

口供和证人证言，以及法院审查这些言词证据提

不能的。”[3]美国法官并不仅仅作为制宪者和立法

出了最基本的要求。对于追诉机关而言，不得使

者意图的传声筒，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公民权利的

用违背被追诉人和证人内心真实意愿的方式强迫

守护者，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进行约束和审查，防

其自证其罪。对于法院来说，应当排除追诉机关

止国家权力违法侵害公民权利。在刑事司法实践

通过强迫手段所收集的被追诉人和证人自证其罪

中证人豁免制度可能会偏离法律之规定而阻碍司

的证据，不得将其作为定罪量刑之依据。而证人

法公正之实现。无论证人豁免制度从规范上而言

豁免制度是在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免权的基础上

多么健全，无论其理论基础有多么深厚，证人豁

对国家专门机关所进行的积极约束。刑事诉讼活

免制度的主导者才是确保实现公正的坚固基石。

动并非国家对犯罪人发动的一场不择手段的战

根据 《美国法典》 之规定，在联邦总检察长等批

争，国家权力必须在法律的疆界内行使。为了实

准豁免该证人之后，法官应当对证人豁免过程是

现治罪之目的，并且为了保障公民所享有的不得

否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查。法官不得积

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专门机

极获取与证人豁免有关的证据材料或者积极调查

关必须依法行使权力。证人豁免的过程是在尊重

案件事实，法官也不得过分依赖联邦总检察长对

并维护公民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权利的基础上对国

证人豁免的批准结果。法官应当依法审查并签署

家权力进行合理约束的过程，而证人豁免的结果

证人豁免令。中立强调法官与证人豁免事实无涉

是在实现诉讼公正、效率等目标下个人权利对国

且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消极表明法官不为证人

家权力予以让步的结果。

豁免情况所动。如若法官摒弃中立且消极的理
念，那么法官可能会对证人豁免事实产生非理性

二、美国证人豁免制度的内在结构

的认识，并对作为审查证人豁免之根据的证据材
料分析和判断产生偏颇。中立且消极的法官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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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十九世纪英美国家社会组织结构变

是对证人豁免进行客观、公正评判的基础，而且

革，社会矛盾凸显，诉讼主体范围的扩大及其所

是使证人遵从豁免结果而作证或提供其他案件信

在社会阶层意识和思想观念差异明显等，需要以

息、整个社会信任司法体制的关键。如若证人豁

一种中立的方式或者机制来解决争端。由于对抗

免符合法律之规定，那么法官应当签署豁免令，

制能够充分解决法律冲突，适应当时英美国家所

以要求那些根据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免权而拒绝

特有的社会需求，并推动社会稳定有序向前发

作证或提供其他信息的个人作证或者提供其他信

展，所以对抗制逐渐成为英美刑事诉讼的基本态

息。未经法院审批并由法院签署豁免令，不得强

度和行为模式。当下对抗制不仅能够保障那些有

迫任何人自证其罪，以此使公民在强大的国家权

罪被告人的尊严，而且有助于避免无罪之人遭受

力面前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中立且消极的法官

不公正的裁判。对抗制通过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以

为证人豁免制度的良性运行提供有益助力。

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等对抗，来约束国家
权力之行使并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进而祛除诉

（二） 对抗双方提供证据
控方证人豁免和辩方证人豁免均旨在通过豁

息。证人在被豁免之后必须遵守豁免令，不得再

如果没有律师职业道德规则的设立，那么证人权 ·
利之保障将成为一句空话，而证人豁免制度将流

主张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而拒绝作证。如若

证人未能遵守豁免令或者作伪证、虚假陈述等， 于形式。这些程序规则、证据规则和律师职业道
其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以此保证被豁免证人证

德规则为证人豁免制度的正常运行奠定了基础，

言或者案件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由于法

并推动证人豁免制度的整体发展。

官处于中立且消极的位置，所以据以作出控方证

总而言之，证人豁免制度是在现代对抗制得

人豁免或辩方证人豁免之依据的所有证据皆由对

以充分确立的基础上萌芽与发展，因而证人豁免

抗双方负责提出。这不仅有助于防止法官积极探

制度带有鲜明的社会文化和司法环境的烙印。对

求案件事实真相，而且可以促使对抗双方尽职尽

抗制通过中立且消极的事实裁判者、依据当事人

责收集并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材料，以使得法

所提出的证据材料和使用高度结构化的诉讼程

官居间且秉公裁判。对抗制为对抗双方公平竞技

序，以此来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实现司法公正并

构建了舞台，也为各方获得于己有利的豁免结果

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对抗制有力地防止了国家

而提出证据并说服法官支持自己的主张提供了机

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任意侵犯，有效地避免了裁判

会。对抗制强化了对抗双方参与诉讼的力度以及

者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材料形成不合理的偏见。对

对豁免结果的接受程度。此外，由于案件事实和

抗制为证人豁免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结构性

法律适用本身充斥着争议，而诉讼程序又错综复

基础，而豁免证人以使其作证或者提供案件相关

杂，证人往往对此感到疑惑与彷徨，所以律师在

信息又促进诉讼双方进行激烈对抗。

证人豁免过程中发挥着答疑释惑的作用，而证人
也非常依赖律师的技能和经验。律师对案件的分

美国证人豁免制度的目的 、
结构及其内在哲理省思

那么证人豁免制度难以实现客观、公正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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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证人而迫使该证人作证或者提供案件相关信

三、法律实用主义与美国证人豁免制度

析和判断等直接影响证人豁免的结果。律师对证
人豁免过程的参与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证
人豁免制度法治化、文明化的程度。
（三） 高度结构化的诉讼程序

（一） 作为分析工具的法律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被誉为美国的国家哲学，其作为一
种文化形态，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殖民地时代，

程序规则、证据规则以及律师职业道德规则

而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则在美国社会发展进程中

对于对抗制的精密构建和有效施行非常重要。程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人是一个讲究实际的

序规则不仅有助于诉讼平等，对抗双方能够公

民族，不大善于思考。他们凡事考虑眼前的利

平、理性地对抗，而且有助于规范诉讼主体行

益，而不大追求长远的利益。他们所看重的是够

为，促进诉讼公正并提高诉讼效率。对于证据规

得到，摸得着，切实存在，并能用金钱估量的东

则而言，一方面，通过排除那些不可采的证据来

西。”[4]在美国独立之后的百余年间，特别是在美

防止裁判者产生偏见，并对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

国内战结束后到十九世纪末期间，美国由农业社

权力产生一定的制约。另一方面，在审判过程中

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美国社会发展的重心由乡村

对抗双方也可根据证据规则对证据展开激烈地质

转向城市。工业现代化发展使得美国社会处于物

证。质证作为认证之前提，有助于客观、准确、

质繁华下的不安与无序，而克服社会发展问题并

理性地认定案件事实。由于对抗双方可能会为了

维护强劲的发展态势成为美国的历史使命。在工

实现胜诉之目的而不择手段，所以对抗制需要对

业化和城市化推动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的

律师职业道德作出规范。在诉讼全程中律师均不

同时，传统观念受到质疑和批判，并且社会涌现

得使用违法策略，比如律师不得威胁、引诱证人

出许多反传统的进步主义思潮。美国社会极力宣

作伪证，不得毁灭、伪造、隐匿证据材料，不得

扬公平正义、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以及摆脱束缚、

误导裁判者或者使其产生偏见等。另外，律师职

不拘泥于传统等观念。当时的美国人在思想、性

业道德之构建还可以使律师竭诚为被追诉人和证

格和行为中流露出“追求个人独立和自由的意

人等服务，进而使双方更为充分、有效地对抗。 识；崇尚平等民主和宽容的精神；尊重事实和讲
如果没有程序规则的确立，那么证人豁免制度根

求功效的观念等等” [5]。这便是所谓的美国精

本没有存在的空间；如果没有证据规则的保障， 神。实用主义既与根深蒂固的美国精神相联系，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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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实用主义不仅有助于消

度并未被时代所摒弃，也非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

除社会变革时期美国国内民众内心深处的焦躁与

的昙花一现，反而日趋合理与完善。究其原因，

不安，给予其精神慰藉并指明其前进的方向，而

与美国法律人所秉持的法律实用主义不无关系。

且可以通过颁布法律、制定政策等实现社会控

证人豁免制度迎合了美国社会的法律实用主义，

制，进而强化联邦政府的影响，促进公共利益， 而法律实用主义也为证人豁免制度奠定了坚实的
以及发展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
度等。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在哲学上的集中阐释
与凝练，而美国精神则是实用主义的思想源泉和
基奠。

思想基础。
（二） 法律实用主义对美国证人豁免制度的
具体影响
由于威廉·詹姆斯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

早期的哲学实用主义者如威廉·詹姆斯、约

者和代表人物之一，其认为实用主义一词具有行

翰·杜威、查尔斯·皮尔斯等，现代哲学实用主

为、行动的意思，实用主义应当主要从人的行动

义者有理查德·罗蒂、希拉里·普特南等。纵观

去研究与之相关的问题，所以本文主要从法律实

实用主义哲学的历史沿革，实用主义哲学有以下

用主义对证人豁免制度相关主体的实际作用出发

几个基本特征：“其一，实用主义者将人视为行

来考察证人豁免制度目的与结构的内在哲理。根

动的主体，而人的思想是对客观环境能动地反

据 《美国法典》 第 18 编§6002 豁免总则与§6003

映，是人应对客观环境的工具；其二，实用主义

法院和大陪审团程序规定，证人豁免过程的参与

哲学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实验主义；第三，效用即

者通常包括联邦检察人员、证人、联邦总检察长

真理。真理是思想起作用的过程，是思想在活动

等豁免批准者以及法官。由于证人豁免的结果对

中兑现从而得到证实的过程，是真理化为现实的

被追诉人的利益产生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影响，所

过程；第四，实用主义是社会渐进的改善主义。 以还需要将被追诉人纳入分析范围。此外，在证
如果信念与经验发生冲突，必须抛弃信念。实用

人豁免过程中无论是证人还是被追诉人，其通常

主义者反权威，反教条，反保守停滞，提倡超越

由律师维护其合法权利，所以在考量法律实用主

传统，发挥个体创造性，主张积极进取。
”[6]

义对证人豁免制度的影响时还有必要关注律师的

法律实用主义借鉴了实用主义哲学的理念， 作用。

130

是实用主义哲学在法律领域之体现与运用 [7]。美

第一，对于联邦检察人员而言，首先，办案

国法律的品格以及司法对待公正的态度深刻地反

人员应当准确查明案件事实，充分收集犯罪证据

映出实用主义追求。从奥利弗·霍姆斯大法官开

并缉获犯罪嫌疑人。由于证人主张不得强迫自证

始 （甚至还有前者），到本杰明·卡多佐大法

其罪权利而拒绝陈述相关案件事实或者提供犯罪

官，再到现如今的史蒂芬·布雷耶大法官等，又

侦查线索，所以联邦检察人员为了实现有效追诉

如法律实用主义之集大成者罗斯科·庞德、理查

犯罪之目的而豁免该证人，以使其如实作证或者

德·波斯纳等，尽管美国历史在发展，时代在更

提供案件相关信息。其次，现代刑事诉讼不仅要

替，但是实用主义在美国法律和司法实践中传承

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而且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百余年而至今仍然熠熠生辉。法律实用主义践行

提高诉讼效率。虽然世界各国普遍加大对司法资

于美国法治文明的过程。法律实用主义强调法律

源的投入力度，但是司法资源仍然难以承受刑事

应当立足于现实生活。离开了现实，法律也就失

案件数量快速增长所带来的诸多重负。比如，从

去了意义和价值。任何法律都无法超越现实而作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到 90 年代美国犯罪率呈现上升

为先验存在。法律应当联系实际并以司法实践中

趋势，1960 年美国每十万人中的暴力案件发生率

出现的具体问题为指引，注重立法目的和判决结

为 160.9，谋杀案件发生率为 5.1，财产案件发生

果对司法实践的影响。讲求实效并将实效作为检

率为 1 726；1991 年美国每十万人中的暴力案件

验理论的标准。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对抗中

发生率为 758.2，谋杀案件发生率为 9.8，财产案

突出个人权利的至上性。摆脱传统法律观念的束

件发生率为 5 140①。刑事案件数量的成倍增加使

缚，不可循规守旧等等。尽管证人豁免制度从其

得检察机关案件积压现象非常严重。检察机关需

确立之日起就饱受质疑与批判，但是证人豁免制

要在保证刑事案件追诉质量的前提下，投入单位

① http://zh.wikipedia.org/wiki/。

豁免证人，使该证人如实作证或者提供案件相关
信息来更为有效地解决疑难、重大、复杂的案

保障，证人豁免制度在经过司法实践检验之后更 ·
为审慎和理性。目前美国司法实践中以使用豁免

件。证人豁免制度有助于检察机关更为合理地配

为主，被豁免的证人并未完全被免于追究刑事责

置司法资源，而且提高了追诉效率。再次，联邦

任。如若追诉机关从其他途径所收集到的犯罪证

检察人员出于对职务利益的追求，使其需要有效

据足以证明其有罪，那么该证人仍可能被定罪量

地追诉犯罪，及时弥合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法

刑。

益。由此，检察人员积极推动证人豁免，在减轻

第三，对于联邦总检察长等豁免批准者和法

追诉压力的同时，准确查明案件事实并追究重要

官而言，美国司法部作为美国联邦政府的行政机

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关之一，其部门长官通常被称为美国联邦总检察

第二，对于被豁免的证人而言，首先，在美

长。美国联邦总检察长的职责主要是替美国政府

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证据根据其外在表现形式

处理法律事务、在法庭上维护美国政府的利益、

可以大致划分为证人和证物。证人是指对案件相

确保美国政府公平且诚实地参与司法过程，来保

关事实具有亲身知识并在宣誓或者郑重声明将如

护美国的法治以及对美国司法部进行监督等 ① 。

实作证后在法庭上提供证言的人。《联邦证据规

在证人豁免过程中联邦总检察长等根据法律之规

则》 601 规定，每个人都有作为证人的资格，除

定对联邦检察人员提出的证人豁免请求进行审

非本证据规则另有规定。“以往阻碍证人作证的

批。由联邦总检察长等对证人豁免进行审批，其

大多数理由已经完全转换为纯粹的抨击证人可信

独立性、专业性、责任性使其成为证人豁免实质

[8]

性的理由。” 证人的关键在于以言辞的方式作

上的决定主体。联邦总检察长等并不承担证人豁

证，包括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证人、犯罪

免案件中的具体检察职责，以此保证证人豁免之

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等。除法律有特殊规定

审批具有相对独立性；联邦总检察长由美国总统

的以外，证人必须接受交叉询问，且均适用传闻

征求参议院同意而任命，其在法律能力、工作经

证据规则。美国证据法并未因提供证言者身份的

验、政治素养等方面为美国联邦政府所认可，而

差异而将言辞证据区分为证人证言，犯罪嫌疑

且长期的证人豁免审批经验使其熟知并精通于证

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以及被告人陈述等。在

人豁免之要诀和关键，由此确保联邦总检察长等

美国证据法中证据种类呈开放和包容态势，并未

的专业性；由于联邦总检察长等职务行为受到国

对其作出严格的限定或规制，而重在对证人的权

会、媒体以及公众等的审视与监督，明显违法违

利进行保障以及对追诉机关的权力进行制约。其

规豁免证人将使其名誉受损，更不利于其政治前

次，证人豁免以证人根据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免

途发展，因而联邦总检察长等依法审慎负责地豁

权已经拒绝或者很可能拒绝作证或者提供其他信

免证人。通过联邦总检察长等对证人豁免进行审

息为前提，证人在被豁免以后不得继续主张不得

批能够保证证人豁免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防止

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而拒绝作证或者提供其他信

证人豁免制度被滥用，避免证人豁免制度异化成

息。在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通过豁免证

为追诉犯罪的工具，以此对国家权力进行内部制

人来取得证人的重要证言，使其作为控方证人在

约与对被豁免证人的权利予以充分的保障。由于

法庭上作证，或者促使被豁免的证人与追诉机关

司法机关应当保障公民所享有的宪法性权利，并

合作，向追诉机关提供证据或者追诉线索等。被

对公权力的行使是否具有合宪性、合法性进行审

豁免的证人并不因作证或者提供其他信息而产生

查，所以法官应当对证人豁免过程进行司法审

自证其罪的实际困扰。在美国证人豁免制度的出

查，对豁免证人是否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条件进行

现具有偶然性，但该制度也是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评判。尽管检察机关负有客观公正之义务，但是

特免权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追诉机关在尊重

在日常追诉犯罪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侵犯公民基

证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权利的同时，为了获得该

本权利的情形。为了减少甚至避免检察机关主导

证人证言而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追究该证人的罪行

证人豁免过程所可能产生的不公正因素，《美国

或者不得使用该证人所作证言等。再次，从过去

法典》 规定需要强化对证人豁免的司法控制。

① http://www.justice.gov/ag/about-office。

美国证人豁免制度的目的 、
结构及其内在哲理省思

对被豁免证人的绝对保障到当前对该证人的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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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于被追诉人而言，自从 1857 年美
国联邦法律确立证人豁免制度以来，检察机关有

讼过程中律师的普遍参与有助于保障刑事诉讼的
公正性，进而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

权依法强迫证人作证而不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五
修正案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免权之规定。二十世

四、结语

纪六十年代由沃伦大法官主持的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掀起了一场“正当程序革命”，强化对犯罪嫌

证人豁免的过程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激烈

疑人、被告人权利进行保障。这场革命推动了辩

对抗的过程。美国立法和司法实践构建和塑造出

方证人豁免的发展。由于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

以维护司法公正、关怀处于弱势地位的证人并尊

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有权以强制程序

重其合法权利为内涵的豁免方式。这不仅推动了

取得对其有利的证人”，以及宪法第五修正案所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免权的发展，而且有效地规

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所以被告人在审判时

范和约束了国家权力。美国证人豁免制度的目的

有权获得重要的辩护证据。现代刑事诉讼强调普

不仅是证人豁免制度内在哲理的外在表现与现实

遍的公共利益和特定案件中被追诉人的个人利益

追求，而且是证人豁免制度发展与完善的驱动

共同得到保障。因此，美国检察机关有义务为被

力。而证人豁免制度的结构为证人豁免制度的良

追诉人的利益而依法强迫证人作证。如果辩方证

性运行和该制度目的的顺利实现奠定了基础。无

人的证言对于查明案件事实与做出正确裁判具有

论是证人豁免制度的目的，还是证人豁免制度的

重要意义，那么检察机关应当豁免辩方证人。不

结构，都深刻地体现出法律实用主义的意蕴。实

过，在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豁免辩方证

用主义是人对于现实的理性状态，而证人豁免制

人存在现实性困难。对此，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萌

度是法律实用主义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体现。法

生出给予辩方证人以司法豁免之理念。虽然在刑

律实用主义使得证人豁免制度能够冲破不得强迫

事案件中很少豁免辩方证人，……但是所有法院

自证其罪特免权的固有规定，在历经曲折与坎坷

均表示，当为了保障被告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之后终为美国社会和民众所接受。

时，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豁免辩方证人[9]。

美国证人豁免制度是一种建立在不得强迫自

第五，对于律师而言，追诉机关以国家权力

证其罪特免权基石上的实证制度。证人豁免制度

为依托，在技术装备和人员素养等方面明显优于

是被理性发展的经验，同时也是被经验所验证的

被豁免的证人，两者相互角力时力量悬殊巨大， 理性。证人豁免制度的灵魂是对客观真实积极
因而知晓案件事实或者能够提供案件相关信息的
地、理性地探求：该制度试图通过合理且严谨的
证人根本无法同追诉机关相抗衡。为了弥补证人

制度设计来排除豁免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积极

法律和诉讼经验之不足，并维护其所享有的合法

查明案件事实、充分收集犯罪证据并准确缉获犯

权利不被侵犯，证人豁免过程需要律师的参与， 罪嫌疑人，在保障公民享有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权
更离不开律师的贡献。“认真负责，积极热心的
利的同时，避免国家权力之肆意。从美国联邦立
辩护律师是自由的最后堡垒——是抵抗气势汹汹

法而言，证人豁免制度历经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

的政府欺负他的子民的最后一道防线。辩护律师

其罪特免权的绝对保障到交易性豁免，再到使用

的任务正式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挑战，要这

豁免的过程。从美国司法实践而言，证人豁免制

些权势在握的尊者对无权无势的小民百姓作出出

度经历了从控方证人豁免到辩方证人豁免的发展

格行为前三思而后行，想想可能引起的法律后

历程，并且正式证人豁免和非正式证人豁免并

果；去呼吁，去保护那些孤立无援无权无势的民

存。证人豁免制度的百年变迁也反映出为积极探

众的正当权利。” Abel 在 American Lawyers 中

求客观真实，证人豁免该如何与不得强迫自证其

认为：“1960 年美国律师总人数为 285 933 人，到

罪特免权适度平衡，各种利益该如何协调的动态

1995 年则增长为 857 931 人，总人口数与律师数

发展过程。为了避免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免权在

也由 1960 年的 632/1 上升至 1995 年的 303/1。美

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长期陷于不安的状态，公民

国 律 师 数 量 在 1960 年 之 后 呈 现 加 速 增 长 的 趋

的合法权利不断暴露于追诉危险之中，尽管证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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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11]

律师人数的显著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

豁免制度并未尽善尽美，但是该制度仍被美国立

映出美国司法实践对律师的理性需求。在刑事诉

法和司法实践所认可。证人豁免制度是以美国司

是出于上帝的启示或属于自然法的摹本，而是理

了证人豁免制度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想与现实相妥协的产物。换言之，证人豁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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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现实问题并服务于美国司法实践，这构成

徐磊

法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理性设计，其并不

Reflection upon the Purpose, Structure, and the Inherent
Philosophy of the Witness Immunity System
XU Lei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The direct purpose of the witness immunity system is to help ascertain the facts of the case, collect criminal evidence, and seize criminal suspects; the deep purpose of it is to get prepared for the public
prosecution and lay foundations for objective and impartial trials to ensure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the lawsuit; and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it is to protect the legal subject status of the witness and the accused,
regulate government power, and protect the rights of citizens. The adversarial system provides a structural basis for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witness immunity system. The witnesses have to testify or provide
relevant information, which in turn makes both parties confront each other more fiercely. As an inevitable
outcome of 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as a legal basis for refusing to testify, witness immunity
system caters to the essence of pragmatism.
Keywords: the witness immunity system; national power; civil rights; power regulation; prote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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