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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证明中经验法则的精密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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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经验法则的出现是为了矫正事实认定中自由心证绝对化的倾向, 其功能是, 通过对

经验进行限定, 实现对事实认定过程的约束。 然而, 刑事证明中经验法则的内在性、 盖然性和地
域性等特征阻碍了约束功能的实现。 经验法则的类型化、 体系化等方案难以解决上述功能悖论。
庭前推理中对经验法则的跳跃性运用、 法庭对抗中对经验法则的形式化论辩及裁决过程中对经验
法则的恣意性审查, 都是经验法则难以被正确运用的症结所在。 对经验法则的运用应从粗放转向
精密, 具体来说: 应建立法律明确机制, 指引控辩双方对经验法则作初步锚定与精细拆包; 应明
确对经验法则的精密论辩体系, 细化针对经验法则的推理证成与攻击证伪方法; 应确立二阶证成
框架, 内在地要求法官对运用经验法则提供正当理由, 外在地强化陪审员对经验法则故事载体之
真实性的有效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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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由经验法则的功能悖论说起
经验法则是大陆法系证据法中的术语, 主要指人们从生活经验中归纳获得的关于事物因
果关系或属性状态的法则和知识。① 在刑事诉讼中, 经验法则的出现是为了矫正事实认定中自
∗
①

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 ‘ 类似行为证据’ 的刑事证明功能研究” (21AFX015) 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秦宗文教授的指导, 特此致谢!
持有此种观点的学者有新堂幸司、 张卫平、 纪格非等。 参见 [ 日] 新堂幸司: 《 新民事诉讼法》 , 林剑锋译,
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375 页; 张卫平: 《 认识经验法则》 , 《 清华法学》 2008 年第 6 期, 第 7 页; 纪格非:
《经验法则适用之正当性研究》 , 《 证据科学》 2012 年第 1 期, 第 99 页。 当然, 也有部分学者主张经验法则不
仅包括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还包括除因果关系外的常态关系。 笔者不赞同此种观点, 原因有二: 其一, 因果
关系外的常态关系是一种不确定的关系。 过宽的内涵使得经验与经验法则难以被有效区分, 经验法则的功效
也难以发挥。 其二, 归纳是获得科学知识和常识的基础。 经验法则是对实践的归纳总结, 而有关事物关系的
归纳都可以被归入因果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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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心证绝对化的倾向,② 其功能是, 通过对经验进行限定, 实现对整个事实认定过程的控
制。③ 然而, 经验法则的自身特性内在地阻碍了这种约束功能的实现,④ 形成了悖论。 这具
体表现在: 其一, 经验法则是经归纳可得的经验性知识, 具有一定的盖然性。 这种盖然性应

当介于 “ 高度盖然性” 和 “ 排除合理怀疑” 之间。⑤ 经验法则的盖然性决定了其具有可证伪
性, 在具体情况下, 往往存在诸多的例外情形。 这使得经验法则对事实认定的约束可能是错

误的。 其二, 经验法则是一种内心确信过程的组成部分, 具有 “ 隐而不彰” 的内在性特点。
经验法则的内在性导致了对经验法则的误用或滥用难以被及时发现。 其三, 经验法则往往局
限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区域形成, 为特定的人群所共知, 具有时空性和地域性。 这就要求司法
人员在对经验法则的判定中引入社会意见, 从而使得对经验法则的运用更为复杂和困难。 概
言之, 经验法则的自身特性决定了, 我们如果想要利用相对确定的经验法则去约束裁判者的
自由心证, 就必须合理地对个案中的经验法则进行审查和判定, 从而保障经验法则约束功能
的实现。
面对经验法则的功能悖论, 学界主要从内外两个视角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从内部视

角来看, 有论者主张对经验法则自身进行类型化分级, 并建立关于经验法则的知识库。⑥ 这
种方式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 但在实践中较难推行。 经验法则的内在性、 盖然性和地域性等
特性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经验法则的类型化和体系化构建。⑦ 对类型化标准的确定不仅
依赖界定者的经验性知识, 还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点, 这将导致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类型化的
进路较难达成一致意见。 从外部视角来看, 多数学者主张从外在程序保障的角度来规范经验
法则的适用, 进而通过经验法则约束事实认定。 常见的改革思路有三: 一是心证公开;⑧ 二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有关事实认定中经验之角色转换的简史, 参见吴洪淇: 《 从经验到法则: 经验在事实认定过程中的引入与规
制》 , 《 证据科学》 2011 年第 2 期, 第 158-159 页。
一般而言, 经验法则在事实认定中的运用主要分布在两个过程中: 一是通过溯因推理发现假说的过程, 此时
经验法则起到了启发性作用; 二是通过证据推理证成假说的过程, 此时经验法则起到了约束性作用。 本研究
限于刑事证明领域, 认为经验法则的主要功能在于控制和约束事实认定过程。 例如, 达马斯卡认为, 经验法
则的首要功能在于确保裁判者的心证具有公共可接受性, 而这种功能其实就是对裁判者心证的约束。 陈林林
和何雪锋认为, 经验法则的规范性既是对法官裁判行为的约束, 也是对社群内公众行为的约束。 参见 [ 美]
米尔吉安·R. 达马斯卡: 《 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制度》 , 吴宏耀、 魏晓娜等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214 页; 陈林林、 何雪锋: 《 论经验法则的司法定位》 , 《 求是学刊》 2017 年第 3 期, 第 100 页。
需要说明的是, 笔者并不否认经验法则还具有验证功能和佐证功能, 但从本质上看, 无论是验证功能, 还是
佐证功能, 其前提都是经验法则的可靠性, 其目的都是约束和规范自由心证。 因此, 验证功能和佐证功能广
义上都可以被归为约束功能。 况且, 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 经验法则的约束功能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功能。
有关经验法则的其它功能, 参见琚明亮: 《 论经验法则在司法证明中的展开及适用》 , 《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1 年第 5 期, 第 206-224 页。
参见霍海红: 《 提高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理论反思》 , 《 中国法学》 2016 年第 2 期, 第 263 页。
目前关于经验法则的分类观点主要有普维庭主张的 “ 四分法” 、 毕玉谦主张的 “ 二分法” 和陈忠林主张的
“ 三常” 分类。 参见毕玉谦: 《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经验法则》 , 《 中国法学》 2000 年第 6 期, 第 111 页; [ 德]
汉斯·普维庭: 《 现代证明责任问题》 , 吴越译, 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55-161 页; 陈忠林: 《 刑法散得
集》 , 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37 页。
张亚东在 《 经验法则———自由心证的尺度》 一书中曾坦言, 受限于经验法则运用案例较少、 社会调查难度较
大等现实, 对经验法则的类型化、 体系化构建阻力重重。 参见张亚东: 《 经验法则———自由心证的尺度》 , 北
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188-189 页。
参见张亚东: 《 经验法则———自由心证的尺度》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236-2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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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这些改革方案都过于宏观, 属于从外部给予压力的

是上诉审查;⑨ 三是控辩对抗。

倒逼式改革, 恐难以真正解决经验法则的功能悖论问题。 申言之, 内部解决方案虽然有理论
意义, 但是难以被快速落实和推行; 外部解决思路虽然可行, 但是倒逼式的改革方案无法给
经验法则的运用提供明确的指向和科学的方法, 在控辩审三方都不知如何运用经验法则的情
况下, 这种改革方案恐会遭到实务人员的抵制。 因此, 合理的解决方案是: 拓宽外部改革方
案的思路, 针对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采用 “ 引导 + 强制” 的方式, 指引和规范实务人员采用
更为精密的方式来运用经验法则, 以减少经验法则被误用和滥用的可能, 使经验法则发挥其
应然功效。
有鉴于此, 本文从经验法则的实践运用着手, 剖析其运用中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 再结
合域外证据法的新近研究成果, 从法律明示、 实质辩论和正当裁决三个方面分别切入, 尝试
为经验法则的准确运用提供更为精密化的方案。 这里需要说明的两个要点是: 第一, 由于经
验法则和科学法则在具体内涵和运用方式上存在诸多差异, 本文将科学法则排除在经验法则
 第二, 本文所研究的经验法则不包括被法律所确定的经验法则, 因为裁判者适用这

之外;


些规则化的经验法则的行为属于法律适用行为, 而非事实认定行为。

二、 问题: 经验法则的粗放式运用
目前, 学界重点关注的是对经验法则的特性、 功能及其司法运用机理的研究, 鲜有学者
从实践中的真实案例入手去分析经验法则的具体运用状况。 这就导致针对经验法则的实践研
究存有不足。 鉴于此, 笔者从三个案例出发, 通过分析其中对经验法则的粗放式运用现象,
揭示外部解决方案的不足, 并尝试剖析现象背后的成因。
( 一) 庭前推理中对经验法则的跳跃式运用
案例 1

在念斌投放危险物质案一审中, 控诉方指控称, 2006 年 7 月 26 日晚, 被

告人念斌看见快走到他的食杂店门口的顾客转向进了丁云虾的食杂店, 故对丁云虾怀恨
在心。 次日凌晨 1 时许, 被告人念斌从家中拿出一包老鼠药, 将其中的一半放在矿泉水
瓶中加水溶解后, 倒入丁云虾放在其与他人共用之厨房的铝壶中。 其后, 一审法院认可


了控诉方指控的事实, 并作出有罪判决。

证据推理的属性之一是经验性, 经验法则是保障证据推理准确性的前提。 然而, 在案例

1 中, 一审程序中的检察机关和法院都未发现对主观事实要件的认定中存在的错误, 即该推
⑨













参见王星译: 《 情理推断在刑事证明中的规范运作———以事实证成理论为分析框架》 , 《 中外法学》 2022 年第
1 期, 第 277 页。
参见桂梦美: 《 经验法则的刑事适用模式: 表述、 样态与程序指引》 , 《 政法论坛》 2021 年第 5 期, 第 125 页。
有关两者的具体区别, 参见龙宗智: 《 刑事证明中经验法则运用的若干问题》 , 《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21 年第
5 期, 第 65-66 页。
参见封利强: 《 理据: 一个不可或缺的证据法学概念》 , 《 浙江社会科学》 2019 年第 8 期, 第 69 页。
参见念斌投放危险物质案,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2007) 榕刑初字第 8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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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诉方和审判方的推论链条均是: 从被告人念斌看

论中的大前提违背了基本的经验法则。

到被害人抢走其顾客这一事实, 推出了念斌因被害人抢走自己的顾客而产生了杀人的犯罪故
意。 这一推论所依据的经验是: 人们对抢走自己商机的人通常会起杀机。 然而, 这一经验显
然不符合我们的基本经验常识。 相反, “ 人们对抢走自己商机的人通常不会起杀心” 才是更
具合理性的经验法则。 值得反思的是, 在该案中, 经验法则本应当成为约束法官心证的手
段, 但控审两方都没有发现上述推论中对经验法则的误用。
 经验法则被非理性地、 跳跃式地运用

问题的症结在于, 在庭前控诉方的情理推断中,

了。 其后, 辩护方并未发现检察官这一跳跃式推断中的错误, 最终导致法官忽视了这一问
题。 这说明控诉方和辩护方在进行情理推断时, 自觉地运用了个人的经验和经历, 却并未沿
着逻辑推理的基本过程分析证据。 这种跳跃式的思维模式容易使人们忽视推论链条背后的理
 这也解释了为何司法实践中的经验法则多以神秘面目出现, 并且基本上表现为

由与根据。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我国本土推理模式属于日常思维模式, 具有

其适用主体的自说自话。
 这里所指的概括

自发性、 跳跃性等弊端, 对概括的揭示有助于克服日常思维模式的缺陷。
 总而言之, 庭前推理中对经

是英美法系中的概念, 与经验法则的功能相似, 但存在区别。
 如此, 在刑事庭

验法则的跳跃式运用, 导致推理 “ 缺乏经验基础, 逻辑空泛且无方向” 。

审中, 经验法则自然难以显性化, 控辩双方围绕经验法则的论辩也就无从谈起。

庭前推理中经验法则被非理性运用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 受证据客观性和客观真实论的
 这就导致了情理推断的证明机理还未得以

影响, 司法实践中对经验法则的运用忌讳较多。

贯彻和普及, 刑事审判人员仍然沿用日常思维模式进行证据推理。 而日常思维模式一般对事
 除此之外, 经验法则本身的内在性与人类思维的跳跃性

物 “ 不求甚解” , 具有惰性倾向。

相结合, 导致经验法则难以被发现和得到合理运用。 第二, 印证证明影响了对经验法则的理






























有关该案的详细分析, 参见张保生: 《 事实认定及其在法律推理中的作用》 , 《 浙江社会科学》 2019 年第 6 期,
第 30-31 页。
周洪波将以实现必然性证明为目的的模式称为 “ 客观证明模式 ” , 将仅以实现或然性证明为目的的模式称为
“ 情理推断模式 ” , 并指出 “ 客观证明表象化—情理推断后台化” 现象普遍存在。 参见周洪波: 《 比较法视野
中的刑事证明方法与程序》 , 《 法学家》 2010 年第 5 期, 第 31、 36 页。
国内已有学者对情理推断隐形适用的原因和情理推断的内在机理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从制度上规范情理推断
的具体方案。 然而, 规范情理推断的核心就在于规范对经验法则的运用。 如果经验法则的准确性无法得到保
障, 规范情理推断也就无从谈起。 参见王星译: 《 情理推断在刑事证明中的规范运作———以事实证成理论为分
析框架》 , 《 中外法学》 2022 年第 1 期, 第 261 页。
参见王庆廷: 《 “ 经验” 何以成为 “ 法则” ———对经验法则适用困境的考察、 追问及求解》 , 《 东方法学》 2016
年第 6 期, 第 93 页。
参见封利强: 《 我国刑事证据推理模式的转型: 从日常思维到精密论证》 , 《 中国法学》 2016 年第 6 期, 第
156、 158 页。
“ 概括” 一词来自英文中的 “ generalization” , 国内学者也会翻译为 “ 概括归纳” 。 有学者指出, 对 “ 概括” 一
词的翻译是不恰当的。 根据安德森等人的定义, “ generalization” 指的是证据推理环节中的前提, 将其译为
“ 归纳” 更为恰当。 法律推理中的经验, 从广义上来说就是各种 “ 归纳” 的综合体。 “ 经验法则” 属于 “ 经
验” 的下属概念, 是具有高度盖然性的那部分经验。 参见纵博: 《 论诉讼证明中的逻辑和经验》 , 《 新疆大学
学报 ( 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6 年第 2 期, 第 77-78 页。
[ 美] 艾伦·德肖维茨: 《 你的权利从哪里来?》 , 黄煜文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6 页。
参见龙宗智: 《 刑事证明中经验法则运用的若干问题》 , 《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21 年第 5 期, 第 56 页。
参见 [ 匈] 阿格妮丝·赫勒: 《 日常生活》 , 衣俊卿译,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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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运用。 印证不仅是一种证明方法, 更是一种经验法则。 在刑事证明实践中, 印证的核心地
位导致其他经验法则的生存空间较小。 印证证明方法的普及具有深层的制度原因。 然而, 司
法人员信奉证据相互印证即可认定事实这一经验法则的现实情况, 可能导致司法人员忽视对
其他经验法则的误用情形。 比如, 在案例 1 中, 鉴于念斌的供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 所以
在检察官看来, 案件已经达证据充分、 事实清楚的要求, 无需再花费时间去发现和审视经验
法则的误用情况。 而辩护方所关注的也是证据是否相互印证的问题, 反而忽视了证据推理中
对经验法则的错误运用。

( 二) 法庭对抗中对经验法则的形式化论辩
案例 2

在冷雪松诈骗案一审中, 控诉方指控, 自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9 月间,

被告人冷雪松以承包工程为由, 多次欺骗王某投资和借款, 合计人民币 280. 53 万元。
冷雪松的辩护人认为, 起诉书认定冷雪松骗取人民币 280. 53 万元, 而实际上, 其已经
还了 250 多万元, 实际获利 26 万余元, 这类举动不符合经验法则, 因此, 无法推出被

告人具有 “ 非法占有” 的主观故意。 在一审中, 检察机关和法院未对有关经验法则的辩


护部分进行明确回应。 最终, 一审法院判处冷雪松有罪。

在案例 2 的庭审程序中, 针对控诉方提出的被告人有 “ 非法占有” 主观目的之推论, 辩

护方以违反经验法则为由提出了反对意见。 然而, 控诉方并未对此予以回应, 控辩双方未就
经验法则的问题展开辩论。 实证研究的结果也证实, 在刑事案件中, 对于经验法则的适用,
 这反映出, 在法庭对抗中, 控辩双

控辩双方均自说自话, 不就此展开质证、 辩论等活动。

方对于经验法则的论辩有形式化的倾向。

我国传统证据理论将证据视为唯一的证明手段, 这种 “ 唯证据论” 导致了理论界和实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对经验法则的忽视并

务界对理据 ( 经验法则和科学法则) 的忽视。

不必然导致针对经验法则的论辩形式化, 论辩方法的缺失也是造成经验法则被忽视的重要原
因。 实际上, 在司法实践中, 经验法则的概念已经被实务人员所共知, 但相关理论成果的供
给不足导致实践中的控辩双方不知道如何围绕经验法则进行合理的论辩。 比如, 在案例 2

中, 辩护方已经知晓了经验法则的重要作用并将其作为辩护理由, 但令人遗憾的是, 辩护方
并未围绕经验法则作细致的证成工作, 控诉方也未能在庭审中直接指出辩护方所称的经验法
则及相关推理背后所存在的问题。
对于刑事诉讼中围绕经验法则无法形成实质论辩这一问题, 学者们一般认为, 构建竞争
性的论辩程序不仅可以解决此问题, 还能解除裁判者的体制性压力, 为裁判者提供充分的认
 然而, 需要反思的是, 目前国内学界对司法证明的法律层面的过分关注在一定程

知信息。














参见冷雪松诈骗案, 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20) 吉 0221 刑初 150 号。
参见桂梦美: 《 经验法则的刑事适用模式: 表述、 样态与程序指引》 , 《 政法论坛》 2021 年第 5 期, 第 130 页。
参见封利强: 《 理据: 一个不可或缺的证据法学概念》 , 《 浙江社会科学》 2019 年第 8 期, 第 64 页。
参见王星译: 《 情理推断在刑事证明中的规范运作———以事实证成理论为分析框架》 , 《 中外法学》 2022 年第
1 期, 第 2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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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改革并非一蹴而就, 一味地强调宏观程序上的变

度上遮蔽了对技术层面的理性思考。

革实际上并未能给司法实践带来帮助, 而技术化的理论成果更可能反哺实践。 就针对经验法
则的论辩形式化的问题而言, 笔者以为, “ 以审判为中心” 的诉讼制度改革已经给予了控辩
双方较为充分的辩论空间。 在这种情形下, 司法实践中的控辩审三方所缺少的是专业的、 技

术上的知识。 概言之, 笔者引用案例 2 不仅是为了说明针对经验法则的论辩形式化的现状,
而且是为了说明针对经验法则的论辩方法的重要性。 我们应当告知控辩双方的是: 一方应如
何证成经验法则, 另一方应如何证伪。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为裁判者提供充分的裁决信息。
( 三) 裁决过程中对经验法则的恣意性审查
案例 3

在杨某盗窃案一审中, 法院认定杨某的 “ 幽灵抗辩” ( 即杨某不承认参与

了盗窃犯罪, 辩称当天到案发地是去找一个人收账, 但检方却查无此人) 成立, 认定其
行为构成盗窃罪的证据不足, 遂判决其无罪。 检察院收到判决书后, 认为一审法院对杨
某的犯罪行为在事实认定上存在明显错误, 遂依法提出抗诉。 在二审中, 检察院认为,
杨某的 “ 幽灵抗辩” 违背经验法则。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杨某的辩解属于明显不合常


情、 常理、 常识的 “ 幽灵抗辩” , 并改判其有罪。

在实践中, 法律法规上的疏漏会导致裁判者对经验法则的审查和判断具有恣意性。 在案

例 3 中, 恣意性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首先, 在案例 3 中, 经验法则成为二审中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 该理由最终获得了二审

法院的支持。 然而, 该案背后的问题是: 以违背经验法则为由进行抗诉缺少明确的法律依

据。 就法律规定来看, 《 刑事诉讼法》 并未规定经验法则可以单独成为抗诉或者上诉理由。
在刑事实务中, 司法机关通常认为违背经验法则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从而认可抗诉或者上诉
理由。 然而, 这种模糊的定位, 无疑扩大了裁判者的审查范围, 容易造成上下级审判机关对
经验法则的判定出现冲突, 降低经验法则运用的效能和裁决的权威性, 增加经验法则使用的
难度。

其次, 在案例 3 中, 相关法院对于经验法则的审查判断也存在论证不足、 裁决恣意的情

况。 其原因在于, 我国 《 刑事诉讼法》 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经验法则的审查和判定程序的规定


较为粗疏, 存在缺失:

一是经验法则审查方法的缺失。 对经验法则的审查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技术性。 有学者

通过分析发现, 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运用 “ 常理” 说理得出的结论大多数不利于被告人










参见封利强: 《 司法证明机理: 一个亟待开拓的研究领域》 , 《 法学研究》 2012 年第 2 期, 第 161 页。
参见张琛: 《 拒不认罪判无罪 广元检方抗诉获改判》 , 《 四川法治报》 2020 年 10 月 20 日, 第 A12 版。
2010 年出台的 《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
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首次出现了有关 “ 经验规则” 的表述。 相关条文共计三处: 其一是 “ 根据证据认定
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 有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 ; 其二是 “ 证人的猜测性、 评论性、 推
断性的证言, 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 ; 其三是 “ 运用间接证据进行的
推理符合逻辑和经验判断” 。 随后, 后两处条文被关于 《 刑事诉讼法》 的司法解释所吸纳。 总体来看, 在法
律和司法解释中, 仅有上述条文与经验法则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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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理” 是经验法则在裁判文书中的表现形式之一,

( 该情况约占样本总数的 90. 75%) 。

对其的运用直接关乎被告人被指控的罪行能否成立。 因缺少专门的指导和训练, 裁判者往往
缺少判断经验法则的专业知识和技巧。 如果没有规范上的引导, 裁判者就难以运用理性的方
式对经验法则进行审查, 这将可能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是经验法则审查程序的缺失。 与英美法系中的概括相似, 经验法则常常或明或暗地承
载着各种价值, 它们根植于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 因此, 对经验法则的判断必须根植于特定
 这时, 特定社会的法律需要规定合议庭应当如何

社会的信念库, 从而使它们获得正当化。

构成、 合议的程序为何等对经验法则进行合理审查的程序与方式, 从而保障有关经验法则的
社会信念能够真正进入审判程序中, 维持经验法则判定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三、 明确: 经验法则的初步锚定与精细拆包
在刑事证明中, 只有揭开经验法则的 “ 神秘面纱” , 促进原本内在的、 隐形的经验法则

外在化、 显性化, 才能检验经验法则运用的合理性, 进而促成围绕经验法则的精密化、 实质
性的论辩。 因此, 相关法律法规应结合我国的司法现状, 合理地明确案件之要件事实的推理
依据需被锚定在经验法则之上, 以便将控辩审三方的论辩重心转移到经验法则之上。 除此之
 以便将宽

外, 考虑到经验法则的模糊性, 司法机关还应明确科学的拆包 ( unpack) 方法,

泛的、 模糊的经验法则进一步拆分, 进而为控辩审三方提供更为清晰、 明确的经验法则。
( 一) 经验法则的叙事锚定

经验法则的来源广泛, 对其的使用方式多样。 在刑事证明中, 法律应当引导控辩审三方
聚焦对案件事实认定有较大影响的经验法则, 进而发现经验法则运用中的问题。
1. 采用锚定叙事法以明确经验

刑事审判是围绕着讲故事来进行的。 “ 案件事实不仅是证据的产物, 更重要的, 它也是

 在刑事法庭上讲述的故事不仅要好, 还需要是真实的。 “ 任何证

一种叙事和修辞的产物。” 

据只有在我们相信某项普遍规则时, 才能证明某些事情, 而这项规则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会成
 故事的真实性需要建立在真实的证据以及科学的证据推理之上。 瓦格纳等人在分析

立。” 

完逻辑推论理论和假设检验理论的缺陷之后, 基于对 35 起可疑案件的实证研究, 提出了锚
定叙事理论及该理论所要求的 “ 十项普遍证据规则” 。 他们认为: “ 叙事的关键部分必须被

















参见谢进杰、 邓慧筠: 《 刑事裁判说理中的 “ 常理” 》 , 《 中山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19 年第 3 期, 第
150 页。
参见 [ 英] 威廉·特文宁: 《 反思证据: 开拓性论著》 , 吴洪淇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335
页。
“ 拆包” 一词的使用主要延续了贝克斯教授著作中译本的用法。 参见 [ 荷] 弗洛里斯·贝克斯: 《 论证、 故事
与刑事证据: 一种形式混合理论》 , 杜文静、 兰磊、 周兀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79 页。
刘燕: 《 法庭上的修辞———案件事实叙事研究》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1 页。
[荷] 威廉·瓦格纳、 [ 荷] 彼得·J. 范科本、 [ 荷] 汉斯·F. M. 克罗博格: 《 锚定叙事理论———刑事证据心
理学》 , 卢俐利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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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 , “ 不同指控要素的锚点应当相互独立” , “ 不得锚定在明显错误的信念之上” , 等
 瓦格纳等人所强调的是, 应当通过判断作为故事锚点的普遍信念的可靠性来证实故事

等。

的真实性。

长期以来, 我国学界与实务界在对诉讼证明的研究中强调印证的作用, 将印证作为一种

 而锚定叙事法是一种启发式的思维方

判断证据真伪的方式, 从而弱化了证据推理的影响。

法: 第一, 它可以指导司法人员进行较为科学的逻辑推理, 克服日常思维模式的弊端; 第
二, 锚定叙事法中的普适规则可以迫使控诉方全面展示推理的过程, 并揭示推理过程中存在
的弱点; 第三, 锚定叙事法中的故事模式为司法人员所熟悉, 方便借鉴推广; 第四, 锚定叙
 需要

事法给予我们一个基本的思路, 可以使控辩审三方的目光聚焦在有意义的经验之上。

说明的是, 锚定叙事法只是帮助控辩审三方寻找重要的经验, 这并不代表其他的经验不需要
接受审查和判断。

2. 合理明确故事锚点应符合经验法则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经验法则可以代替 “ 普遍信念” , 成为规范和约束裁判者自由心证、

保障案件真实性的替代性工具。 在瓦格纳等人的故事模式下, 故事中嫌疑人的身份、 犯罪行
 然

为及犯罪意图这三项要素必须被用证据加以锚定, 且证据需要被锚定在常识信念之上。

而, 较为不同的是, 在我国现有的证明模式下, “ 某一行为被认定为犯罪, 在实体层面要坚
 可以说, 犯罪构成要件是判断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

持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认定标准” 。

法律标准。 因此, 在我国刑事证明中, 应基于各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确定锚定的基本要素, 并
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为经验法则的锚定提供支撑:
其一, 法律应在重大疑难案件中明确证明标准的最低要求, 明确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证
据或证据群的推理依据需要被锚定在经验法则之上。 鉴于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出现司法人员对
关于经验法则的强制性规定的抗拒, 立法者可以尝试先行在重大疑难案件中, 对关于经验法
则的强制性规定加以明确。 具体来说, 在现有的证据规定中, 缺少明确的证据规则规定, 指
控中的哪些事实需要被锚定, 以及锚定的要求如何。 因此, 在实践中, 需要通过对软硬法的
结合使用, 来规范证明标准的最低要求。 一方面, 立法者需要通过法律或司法解释的形式来
明确: 证明案件要件事实的证据的推理依据需被锚定在经验法则之上。 另一方面, 立法者可
以通过指导性案例来引导裁判者认识到, 事实认定需符合最低的叙事锚定要求, “ 使判例法


起到消除制定法过于原则、 相对滞后、 缺乏弹性的缺陷的作用, 以补充法源的不足” 。




















[荷] 威廉·瓦格纳、 [ 荷] 彼得·J. 范科本、 [ 荷] 汉斯·F. M. 克罗博格: 《 锚定叙事理论———刑事证据心
理学》 , 卢俐利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292-293 页。
参见纵博: 《 论诉讼证明中的逻辑与经验》 , 《 新疆大学学报 ( 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6 年第 3 期, 第
73 页。
应当承认的是, 故事方法总是存在对证据的个别分析不足、 证据推理结构松散的问题, 伴随着证据判断失控
的风险。 本文仅主张通过故事来锚定证据推理背后的经验, 并不认为司法实践应完全采用锚定叙事理论。 有
关锚定叙事方法存在的问题, 参见纵博: 《 庭审实质化视野下的证据分析方法多元论》 , 《 政治与法律》 2020
年第 10 期, 第 29 页。
参见 [ 荷] 威廉·瓦格纳、 [ 荷] 彼得·J. 范科本、 [ 荷] 汉斯·F. M. 克罗博格: 《 锚定叙事理论———刑事
证据心理学》 , 卢俐利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295 页。
董坤: 《 构成要件与诉讼证明关系论纲》 , 《 法律科学》 2020 年第 1 期, 第 170 页。
蒋贞明: 《 论经验法则的适用与完善》 , 《 证据科学》 2011 年第 2 期, 第 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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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法律应当明确, 当辩护方对经验法则提出质疑时, 控诉方应予以明确回应。 考虑
到锚定叙事理论的推行难度, 法律可以在普通案件中要求控诉方对存有疑义的经验法则进行
 同时, 法律应当明确法官的照料义务。 法官的照料义务是

有效性证成和推理可靠性证成。
 这一义

指当被告人无法通过自身努力维护正当权利时, 法官应实施的照顾被告人的义务。

务源于法院发现真实的义务。 在辩护方因自身能力不足未而发现经验法则存在问题时, 法官
应提醒和引导辩护方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抗辩。
其三, 法律应适当弱化印证证明这一经验法则的作用。 法律上的印证证明是对司法证明

 法律和经验的双重认可

运作的典型化概括, 而生活层面的印证是一种地方性的经验法则。

使印证成为司法证明实践的核心理念。 然而, 如果过于强调证据间的印证推理, 那么, 一旦
证据间形成印证关系, 司法人员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证据推理背后的其他经验法则。 因
此, 司法机关应适当弱化印证证明的作用, 强调证据推理和故事融贯的重要性。
( 二) 对经验法则的内容拆包

刑事诉讼中的事实认定是严肃的司法行为, 对经验法则的误用极有可能引发冤假错案。
因此, 我们在使用经验法则时, 应当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拆包, 以便准确地对其进行审查和判
断。 其原因在于, 初步被锚定的经验法则有时是模糊的、 十分概括的知识。 对于这类知识,
一般人虽然会在内心产生认可, 但是有时难以说清认可的理由或依据。 “ 因为经验法则是人
们对事物的普遍认识, 所以经验法则在通常情况下是无需证明的 ( 某些专业领域内的经验法
 这一观点揭示了部分经验法则所具有的自明性特征, 却忽视了刑事证明中经验

则除外) 。” 

法则的概括性和可拆分性。 因此, 我们需要借助技术手段对这类经验法则进行拆包, 以分析
其精确性或盖然性的大小。
在哲学家的眼中, 我们的某些道德知识是非理性的先天知识, 而这种先天知识源自某些

 同理, 经验法则是人类对生活经验进行归纳所获得的 “ 命题” 。 这决

具有自明性的命题。

定了经验法则容易被理解, 但并非意味着经验法则全是自明的。 某些看似自然明了的经验法
则背后蕴含了更底层的经验法则。 此时, 我们只有进一步分析经验法则, 剖析其内涵和机
 要了解对经验

理, 才能了解其实质内涵。 仅依靠直觉所达成的经验法则有时是不可靠的。

法则的运用是否得当、 合理, 我们就需要将其拆分到一定的程度, 将那些看似自明的经验法
则进一步拆分到更为具体的层面, 从而判定其可靠性。 换言之, 大部分的经验法则是可以被


进一步拆包的。 具体来说, 拆包的方式主要有二:






















本文中的 “ 有效性” 借鉴了逻辑学中的用语。 在逻辑学中, 可靠的逻辑推理的前提应是有效的。 然而, 我们
从有效的前提出发并不一定能得到可靠的结论。
参见陈如超: 《 论中国刑事法官对被告的客观照料义务》 , 《 现代法学》 2012 年第 1 期, 第 177 页。
参见汪海燕: 《 印证: 经验法则、 证据规则与证明模式》 , 《 当代法学》 2018 年第 4 期, 第 24 页。
张卫平: 《 认识经验法则》 , 《 清华法学》 2018 年第 6 期, 第 8 页。
参见陈海: 《 自明性、 先天性和反思: 奥迪论伦理直觉主义》 , 《 中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15 年第 5
期, 第 14 页。
休谟把因果推理归纳为恒常会合的推理, 即归纳推理, 并指出恒常会合的推理其实只是人们的心理习惯。 这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经验和经验法则的不稳定性。 也就是说, 即便是社会公认的法则, 也有可能存在错误。
参见陈晓平: 《 经验与理性之间———简评休谟的认识论》 , 《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3 年第 4 期, 第 22 页。
需要说明的是, 拆包的方式不限于本文所阐述的两种。 但从现有的域内外研究成果来看, 此两种方法是对经
验法则拆包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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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专业知识为依据的内容拆包, 主要以专家的知识和经验为依据。 比如, “ 证言三

 这正是由于认知心理学的成果被引入

角形理论” 可以合理地解释证人作证的可信性问题。

证据科学领域之中, 由此扩充了研究者的视野。 在此之前, 人们一般认为证人当庭宣誓后所
作出的证言应当是真实的, 但认知心理学的成果表明, 从认识到记忆再到表达, 每一个环节
中的偏差都有可能导致证言出现错误。
二是以故事为背景的因果性拆包。 此种方式主要针对内在包含因果条件的经验法则, 不

适用于那些揭示事物属性的经验法则。 比如, 在案例 1 中, 我们就可以将 “ 人们对抢走自己
商机的人通常会起杀机” 这一经验拆包为 “ 人们对抢走自己商机的人会十分痛恨” 和 “ 因



为痛恨某人所以要杀死某人” 。 因果关系的拆包的基础是哈耶克的 “ 心智共同结构” 理论。

个人的行为受制于 “ 心智共同结构” 的影响, 这种影响使得不同个人在面对相同或类似的

情形时, 会采取相同或类似的行为。 经验法则背后的 “ 心智共同结构” 可以通过因果关系的
链条被发现。 探求经验法则背后的因果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细致地审视经验法则之盖然性。

需要说明的是, 对经验法则进行拆包并不是强制性的要求。 同时, 有些经验法则也难以



被拆分。 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经验法则的拆包应主要由判例来加以明示。

四、 论辩: 经验法则的推理证成与攻击证伪
对经验法则的初步锚定和精细拆包可帮助控辩审三方初步锁定关键性的经验法则, 并将
其显性化。 而控辩双方的精细化论辩才是正确运用经验法则的核心所在。 当控辩审三方对经

验法则产生疑义时, 充分而精细的论辩可以帮助裁判者 “ 认清” 经验法则, 纠正裁判者的经
验偏差。 换言之, 这种控辩双方的论辩是工具性的, 因为它的目标是更好地让事实认定者作
 具体而言, 针对经验法则的精密论辩是由多回合的证成与攻击构成的。 其中, 证

出判断。

成指的是一方将特定经验法则作为大前提的推理证成活动, 而攻击是指另一方针对这一推理
从不同方向否定经验法则的有效性和推理的可靠性的推理证成活动。
( 一) 经验法则的推理证成

1. 以情境性故事为推理背景

归纳是形成经验的推理方法, 抽象是形成经验法则的思维方法。 经验法则是对经验的概

括。 我们只有借助具体的情景, 才能对其加以判断。 “ 依据个案情境作出推论, 可以有效消














有关 “ 证言三角形理论” 的内容, 参见 [ 美] 罗纳德·J. 艾伦等: 《 证据法: 文本、 问题和案例》 , 张保生、
王进喜、 赵滢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459 页。
该理论认为, 人们在认识和理解个人的行动及其客体时, 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解释他们的行为的。 这意味着
人们预置了一种个人行动者共同置身于其间的思想结构, 把别人的行动方案视作与自己有目的之行动模式相
符合的东西。 参见 [ 英] 哈耶克: 《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 邓正来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
版, 第 96-100 页。
我们对经验法则的规则化应当保持谨慎的态度。 一旦经验法则被法律规则所确定, 就意味着暂时冻结了实践
经验转向经验法则的通道, 直至下次规则调整为止。 参见秦宗文: 《 证据标准的双维分析: 基准与动力》 ,
《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21 年第 3 期, 第 99 页。
参见汤善鹏: 《 论立法与法治的契合———探寻程序法治的理论逻辑》 , 《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9 年第 5 期, 第
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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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经验法则的争辩不仅应当围绕经验

解运用或然性法则所可能导致的事实认定错误。” 

法则自身的有效性展开, 还应当关注此种或彼种经验法则是否最适合于当下的案件。 正如有
论者曾指出的, 司法人员依靠或然性前提进行推理时可能犯两种错误: “ 第一种错误是过分
依赖个人的片面性经验, 第二种错误是过分重视人的一般行为特征, 而忽视具体情境对人的
 比如, 学界通常认为, 在公共场所使用枪支射击, 在客观上具有危害公共

行为的影响。” 

安全的危险性。 然而, 在赵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中, 案件事发现场并无他人出现,

 由

且视野开阔, 结合具体的情景, 我们难以认定赵某的行为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性。

此可知, 对于经验法则的证成, 我们应结合具体的情境性故事背景进行, 从而避免推理出现疏
漏和错误。

2. 以图尔敏模型为证成框架

“ 法律论辩的落脚点是法律辩护的原型论辩模式, 图尔敏开启了一般论辩模式和 ‘ 领域

 经验法则主要是为认定事实服务的, 因此, 它总是

依赖’ 论辩模式研究相结合的道路。” 

作为证据推理的前提在事实认定中发挥作用。 对经验法则的有效运用可以借鉴图尔敏模型。
图尔敏模型有简易版和完整版两种基本模式。 简易版由三个最基本的成分即主张 ( claim) 、
予料 ( data) 和理由 ( warrant) 构成, 其结构如图 1 所示。 完整版由六个基本成分构成, 除
前述三个成分外, 还包括支援 ( backing) 、 模态限定 ( qualifiers) 和反驳 ( rebuttal) , 其结

 图尔敏以实践中的法律论证作为模型, 引入了动态的、 辩证的论证模型。



构如图 2 所示。


图尔敏模型比数学模型更加符合日常推理的步骤。 “ 他的论据来自于对实践论证的考察。” 

具体来说, 该模型可以清晰地展示出理由的重要性, 帮助推理者发现推理的内在桥梁, 进而
审视推理的可靠性, 最终推进知识论的进步和实践论证的展开。

图1

图2

在诉讼过程中, 模态限定和反驳要素是对任意个案结论的评价要素。 因此, 本文在关于
针对经验法则的论辩程序的讨论中, 将这两个要素省略, 采用折中版的图尔敏模型。 其具体
形态如图 3 所示。






















向燕: 《 论刑事综合型证明模式及其对印证模式的超越》 , 《 法学研究》 2021 年第 1 期, 第 118 页。
何家弘: 《 司法证明方法与推定规则》 , 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96 页。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2014) 三中刑终初自第 76 号。
武晓蓓: 《 法律论辩的落脚点: 法律辩护的原型论辩模式》 , 《 政法论丛》 2018 年第 1 期, 第 62 页。
有关图尔敏模型及其相关术语翻译, 参见武宏志: 《 论证的图尔敏模式———兼评国内若干论著的误释》 , 《 华
南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03 年第 5 期, 第 23-27 页。
参见宋旭光: 《 法学视角的图尔敏论证理论》 , 《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4 年第 1 期, 第 158 页。
宋旭光: 《 法学视角的图尔敏论证理论》 , 《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4 年第 1 期, 第 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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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寻求对经验法则及其推理的证据支撑

图3

在图尔敏模型下, 对经验法则的证成可分为对经验法则自身有效性的证成和对经验法则

推理可靠性的证成两个部分。 就对经验法则自身有效性的证成来说, 日本学者松尾浩也认
为, 因为经验法则对于评价证明力具有意义, 所以在某些情况下, 经验法则是严格的证明对
 然而, 对经验法则自身进行证明是有难度的, 因此可以适当放宽对其的证明要求。 一

象。

般来说, 证成经验法则的主要方向有经验法则的时效性、 背后理论的可信性等等。 就对经验
法则推理可靠性的证成来说, 其主要证成经验法则运用到案件具体情节时的匹配度和真实
性。 总地来说, 可以证成经验法则的信息主要有指导性案例中所运用的经验法则, 权威专家
的意见 ( 理论) , 以及其他具有情境性的、 具体的证据材料。
( 二) 对经验法则的攻击证伪

1. 针对经验法则自身有效性的攻击 ( 攻击 1)

贝克斯在其文章中, 将针对概称陈述有效性的攻击分为针对概称陈述来源有效性的攻击

 笔者认为, 这种分类虽然有借鉴意义, 但是给实践操作带来

和针对概称陈述自身的攻击。

了一定困难。 具体到对经验法则的运用中, 针对经验法则自身有效性的攻击可以从以下几方
面着手:
首先是针对时效性的攻击。 有些经验法则已经不再被时代所认可, 不能再使用。 比如,

21 世纪初被刑事侦查所信奉的血型鉴定手段现已被证实不具有可靠性, 因此不能再被使
 其次是针对合法性的攻击。 以专家证言的使用条件为例, 各个国家针对专家证言的可

用。

采性使用不同的标准。 比如, 美国采用在特定领域得到普遍接受的 “ 弗莱测试” 标准, 违反
 最后是其他针对有效性的攻击, 如对经验法则背后

这一标准的经验法则便不具有合法性。

原理可靠性的攻击。 在张氏叔侄案中, 侦查人员收集了包括气象资料在内的若干证据, 以证
明降雨所产生的积水将本应在被害人体内发现的精液冲掉, 进而解释了没有在犯罪现场发现














参见 [ 日] 松尾浩也: 《 日本刑事诉讼法》 ( 下卷) , 张凌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4 页。
See Floris Bex, Henry Prakken, Chris Reed, Douglas Walton, “ Towards a Formal Account of Reasoning About Evidence: Argumentation Schemes and Ggeneralizations”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Vol. 11, ( 2003) , pp. 125165.
在石东玉故意杀人案这一错案中, 血型鉴定就是定案的主要证据之一。 随着科学的发展, 血型鉴定已经不能
成为认定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肯定性证据, 但可以成为排除犯罪可能性的证据。 参见何家弘: 《 迟到的正义: 影
响中国司法的十大冤案》 ,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37-61 页。
参见 [ 荷] 威廉·瓦格纳、 [ 荷] 彼得·J. 范科本、 [ 荷] 汉斯·F. M. 克罗博格: 《 锚定叙事理论———刑事
证据心理学》 , 卢俐利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218-2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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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推论背后的 “ 经验法则” 的可靠性是存疑的。 而在案例 2

犯罪嫌疑人精液的疑点。

中, 辩护方所提出的 “ 经验法则” 也不具有可靠性和可重复检验性, 可以成为被攻击的对
象。 需要说明的是, 针对经验法则有效性的攻击应尊重法律的规定, 当法律明确规定特定的
经验法则时, 就不能对其的有效性进行攻击。

2. 针对经验法则所进行的可废止推理的攻击 ( 攻击 2)

经验法则具有可废止性。 在逻辑推理层面, 对经验法则自身进行可废止的推导可以发现

其所存在的缺陷。 比如, 一般来说, 在有毒品、 毒资的交换行为且毒品价格有溢出时, 裁判
者可以认定被告人有贩毒的故意。 这里暗含的原因是, 毒品价格有溢出是因为行为人想赚取
差价。 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毒品价格的溢出并不能完全代表行为人具有贩毒的故意。 在
某些案件中, 溢出的毒品价格是第三人付给行为人的交通费, 此时, 行为人的行为属于居间
 再比如, 一般认为, 证人看到了貌似 A 的人, 那么这证明该证

行为, 不构成贩卖毒品罪。

人看到了 A。 这确实属于经验法则。 然而, 这项法则立基于大众心理学的基本信念, 即人们
 概言

总能确切地识别样貌, 而如果证人无法准确地识别样貌, 则该经验法则无法适用。

之, 对经验法则所进行的可废止推理的攻击, 主要是指控辩双方基于基本常识和知识, 针对
经验法则逻辑上的不周延提出经验法则的例外情形。
3. 针对经验法则情境适用性的攻击 ( 攻击 3)

较为纯粹的逻辑与理论思辨有时无法发现经验法则在刑事证明中的误用情况, 实务人员

 从而保证

需要结合具体的案情才能在经验法则的支持度和匹配度上作整体的思辨和判定,

依据经验法则进行的推理的可靠性。 此时, 控辩双方可以就经验法则的情境适用性进行攻
 防卫过当指正当防卫明显超过了必要

击。 在这里, 我们以邱冬梅正当防卫案为例作分析。

的限度, 造成重大损害。 认定防卫行为是否 “ 超过必要的限度” , 一般以行为是否足以制止
并使防卫人免受不法侵害作为标准。 在判断邱冬梅的行为是否属于防卫过当时, 裁判者需要
考虑多项因素, 进行综合性判断。 在这里, 最为核心的问题是, 被防卫人的先前行为是否属
于紧急的不法侵害。 已查明的案件事实是, 被防卫人是邱冬梅的丈夫, 被防卫人对邱冬梅进
行了辱骂、 扇耳光及殴打, 将其子按在床上并殴打其臀部。 依照经验法则 “ 家庭成员间轻微
的虐待行为不构成紧急的不法侵害” , 上述行为很难被认定为紧急的不法侵害。 然而, 对于
该条经验法则是否可以在本案中适用, 需要结合具体情况来加以权衡。 综合被防卫人长期虐
待防卫人的表现以及案发时的情形来看, 上述经验法则并不适用于该案。
总而言之, 依托于具体的故事情境和图尔敏模型, 笔者认为, 可以就针对经验法则的证
成提出两方面的要求: 一是经验法则自身具有有效性; 二是依据经验法则进行的推理具有可
















参见向燕: 《 论司法证明中的最佳解释推理》 , 《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9 年第 5 期, 第 204 页。
相关具体案例, 参见张明楷: 《 代购毒品行为的刑法学分析》 , 《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1 期, 第 2425 页。
参见 [ 荷] 弗洛里斯·贝克斯: 《 论证、 故事与刑事证据: 一种形式混合理论》 , 杜文静、 兰磊、 周兀译, 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63 页。
有关支持度、 匹配度的论述与分析, 参见封利强: 《 理据: 一个不可或缺的证据法学概念》 , 《 浙江社会科学》
2019 年第 8 期, 第 73 页。
参见邱冬梅正当防卫案,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19) 鄂 0117 刑初 63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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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 同时, 辩护方可从三个维度就针对经验法则的证成提出攻击意见: 一是对经验法则有
效性的攻击; 二是对经验法则所进行的可废止推理的攻击; 三是对经验法则情境适用性的攻
 这种清晰

击。 其中, 后两种攻击方案主要是对依据经验法则进行的推理的可靠性的底切。

而精细的论辩方案可以帮助控辩审三方认清经验法则的本质, 克服人类日常推理可能存在的
偏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经验法则精细论辩方案中的推理证成和攻击证伪方法可以成为法
官审查判断经验法则的技巧。 此外, 对精密论证方案的运用还需要我们通过职业化的培训加
以推广。

五、 裁决: 认知论层面的二阶证成
“ 对抗制审判背后的理念是, 真相会从你来我往的争论中浮出水面, 但经过一场专家论

 与案件事实认定相关的争议事项最终需要由裁判者来裁决。 而事实

战未必能得出真相。” 
 然而, “ 不管刑事审判是否致力

认定的正当性理由源自认识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可辩护性。
 在刑事证明中, 对存有争议的经验法

于实现其他的价值目标, 它首先是一个认识机器” 。
 我国现有的审判人员中包含职业法官和人民陪审

则的使用, 应在先认识论层面得到证成。

员这两类事实认定者。 笔者基于这种区分, 分别从职业法官和人民陪审员的视角出发, 就针
对经验法则的证成提出要求。 简单来说, 经验法则的证成需要先由职业法官依据科学的方法
作判定, 以保障经验法则运用的合理性, 其后, 再由人民陪审员对经验法则故事载体之真实


性进行有效核验。

( 一) 一阶证成: 判断规则上的规制

由职业法官先判定经验法则的合理性, 在哲学上和法律上都能找到依据: 首先, 对经验
法则的判定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职业法官也容易受主观因素的影响, 难以准确判定经验法则






















哲学家和人工智能研究者约翰·波洛克允许用两种方式来攻击论证: 一种是反论 ( rebut) , 即通过相反的结
论进行论证; 另一种是底切 ( undercut) , 即通过证明初显性的理由不适用于所给定境况来攻击论证。 直观而
言, 攻击并不意味着所攻击的结论是错误的, 我们只是认为这种结论没有得到充分的前提支持。 参见 [ 荷]
亨利·帕肯: 《 人工智能与法律、 逻辑和论证型式》 , 朱赫夫译, 载舒国滢主编: 《 法理———法哲学、 法学方
法论与人工智能》 ( 第 6 卷第 2 辑) , 商务印书馆 2021 年版, 第 175 页。
[荷] 威廉·瓦格纳、 [ 荷] 彼得·J. 范科本、 [ 荷] 汉斯·F. M. 克罗博格: 《 锚定叙事理论———刑事证据心
理学》 , 卢俐利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227 页。
前者要求事实认定者必须对自己作出的事实认定抱有充足的认识论正当理由, 后者要求事实认定者认可被告
人的道德主体地位, 秉持一种正义感, 并以移情式关怀回应他。 参见 [ 新加坡] 何福来: 《 证据法哲学———
在探究真相的过程中实现正义》 , 樊传明、 曹佳、 张保生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97、 114、
115 页。
[ 美] 拉里·劳丹: 《 错案的哲学———刑事诉讼认识论》 , 李昌盛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3 页。
本文的研究不讨论经验法则道德层面的证成要求, 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 本文主要从方法论的视角研究经验
法则的运用问题, 因此对于经验法则的价值判定不作过多的阐述; 其二, 对经验法则道德层面的判断与证明
标准相关, 而对证明标准进行道德上的解读, 与我国的司法实践相悖。 有关证明标准道德规范层面的分析,
参见 [ 新加坡] 何福来: 《 证据法哲学———在探究真相的过程中实现正义》 , 樊传明、 曹佳、 张保生等译,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254-313 页。
需要说明的是, 对经验法则的判定应当融入案件事实的合议程序之中。 最终是否判处被告人有罪, 仍要由职
业法官和人民陪审员共同决定。 本文仅就对经验法则的判定提出了一套更为详细的判定程序, 其应内置于合
议程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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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通

运用的正确与否。 这就需要哲学认识论中的外在主义理论来消解归纳法和心灵问题,

过可信赖的方法来考察经验法则。 可信赖的方法不仅要求充分而有效的辩论程序, 还要求职
业法官掌握特有的知识和技能, 对经验法则进行方法上的描述性判定。 其次, 丹宁勋爵认
 从这一层面来看, 对经验

为, 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法律人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法律问题。



法则的运用更接近于 “ 法律问题” , 需要有职业法官加以审核, 以证成经验法则的合理性。

对于不合理的经验法则, 职业法官应当告知人民陪审员, 以对人民陪审员产生引导效果。

基于此, 在对经验法则作出判定时, 应先由职业法官借助科学的方法对经验法则的 “ 合

理性” 进行专业性的审查和判定, 以保障经验法则的合理运用。 具体来说, 司法裁判中职业
法官对于经验法则的运用应主要遵守以下规则:
第一是明确性规则。 明确性有助于我们从隐晦不清的状态中排除错误的推理、 存疑的假
定、 无根据的结论、 不公正的偏见以及其他错误与缺陷。 因而, 法官要向自己清晰地证明经
验法则运用的正当性和可靠性, 而不是隐晦模糊地感知经验法则运用的正确性。 也就是说,
法官需要分析针对经验法则进行的推理证成和攻击证伪的各个环节及其证据情况, 并在经验
法则精密论辩模型下, 作出最终的裁决, 以保障裁判的明确性。
第二是最大个别化规则。 在运用经验法则进行推理时, 法官需要彰显案件事实的个别
化、 特殊化。 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推理的正确性。 亚历克斯·斯坦提出了最大个别化原则
 该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 裁判者必须接受

( principle of maximal individualization) 。

和考量所有与本案有关联的具体个案证据; 其二, 除非对事实认定的论证及论证所依照的证
 我们应要求

据经受了最大个别化检验, 否则裁判者不能作出不利于诉讼乙方的事实认定。

法官在对经验法则进行审查判断时, 尽可能地综合与经验法则相关的所有证据, 理性地对经
验法则进行分析。
明确性规则和最大个别化规则都需要借助心证公开才能得以实现。 然而, 笔者认为, 对
于经验法则的判定, 职业法官应当作有限的心证公开。 一方面, 贯彻完全心证公开是一种外
在压迫式的改革方案, 难以得到职业法官的认可和执行。 另一方面, 在职业法官还未完全掌
握审查判断经验法则的能力时, 完全公开法官心证对于司法的权威性可能是一种打击。 早有

学者指出, 中国法官 “ 裁判不说理” 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自我防卫是法官裁判说理的首要
原则; 二是法官说理服务于司法判断, 息讼止争才是裁判的主要目的; 三是判前沟通比法官
 鉴于上述情况, 法官对于经验法则的心证公开应遵循以下规则: 其一, 对于

说理更重要。



















参见 [ 美] 路易斯·P·波伊曼: 《 知识论导论———我们能知道什么?》 ( 第 2 版) , 洪汉鼎译,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157 页。
参见陈杭平: 《 论 “ 事实问题” 与 “ 法律问题” 的区分》 , 《 中外法学》 2011 年第 2 期, 第 330 页。
需要说明的是, 笔者认为对经验法则的运用本质上属于事实认定问题, 但对经验法则的判断方法具有专业性,
因而其接近于对 “ 法律问题” 的判断, 具有特殊性。 笔者在此引用丹宁勋爵的观点, 仅为了说明法官审核经
验法则合理性的正当性。
参见 [ 美] 亚历克斯·斯坦: 《 证据法的根基》 , 樊传明、 郑飞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86126 页。
本文并不完全认同亚历克斯·斯坦的定量计算方案, 只是借鉴了最大个别化原则的基本思路。 有关最大个别
化原则的内容, 参见 [ 美] 亚历克斯·斯坦: 《 证据法的根基》 , 樊传明、 郑飞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119 页。
参见凌斌: 《 法官如何说理: 中国经验与普遍原理》 , 《 中国法学》 2015 年第 5 期, 第 102-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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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辩双方有争议的经验法则, 需要公开裁判心证; 其二, 职业法官仅需要公开其判定经验法
则合理与否的内在过程, 不需要公开合议庭对经验法则合理与否的判定过程和具体意见。
( 二) 二阶证成: 判定程序上的保障

无论是充分的控辩论辩, 还是科学的技术性审查, 都无法确保结论的唯一性。 业余陪审
员的引入可以帮助职业法官更好地核验经验法则故事载体的真实性。 首先, 在特定案件的特
 陪审员通常

殊情形下, 人民陪审员在对互相矛盾的推断的解释和判定上表现得更为优秀。

会根据人类的动机和目的将案件中的一系列事件按顺序组织排列起来, 然后根据故事去认定
案件事实。 其次, 人民陪审员具有超越单个成员智力与经验限制的潜力。 “ 法官们在职业的
 从社会中产生的集体中的单个成员可能比法官更具生活经验

伪装下变得越来越被孤立。” 
 再次, 人

和洞察力, 而且, 成员们在分享了生活经验后, 就比法官更能正确地评估信息。
 可以扩大司法的民意基础。 “ 民

民陪审员的引入为司法决策注入了适量的 “ 朴素正义观” ,

众的参与恰恰可以撕开司法冰冷的面纱, 在每一次具体的、 独特的、 新鲜的案件处理过程中


注入鲜活的民众情感和价值判断, 使 ‘ 法理’ 不再游离于 ‘ 人情’ 之外。”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 针对不同的案件情况, 规定了双轨制的人民陪审员参

审形式。 法律一方面保留了原有的同职同权模式的三人合议庭形式, 另一方面创设了相对分
 根植于我国现有的陪审模式, 为有效地核验经验法则, 笔者认

权模式的七人合议庭形式。

为, 可对制度作如下改良:
第一, 构建小团体人民陪审员模式。 人民陪审员的小团体决策模式, 可以避免职业法官
不正当的干扰。 以德国为例, 其法律规定采用混合法庭模式。 研究表明, 大多数刑事案件的
判决都是经协商一致而达成的, 非职业法官以反对票击败职业法官的情况非常少见, 在绝大
 “ 由于专业知识和实务经验的不

多数的案件审理中, 非职业法官都会听从审判长的意见。


对等, 如果两者在评议程序上完全合一, 可能会造成陪审员参与的形式化和职能的虚化。” 

第二, 构建合理的评议规则。 在评议程序上, 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 一是优化事实问题

 二是优化法官指示制度。

 鉴于相关司法解释已经将事实问题清单制度运用于

清单制度;
































参见 [ 美] 伦道夫·乔纳凯特: 《 美国陪审团制度》 , 屈文生、 宋瑞峰译, 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58- 59
页。
Paul D. Carrington, “Law as the Common Though of Men: The Law-Teaching and Judging of Thomas McIntyre Cooley”,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49, No. 3 (1997), p. 545.
参见 [ 美] 伦道夫·乔纳凯特: 《 美国陪审团制度》 , 屈文生、 宋瑞峰译, 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64 页。
[ 德] 托马斯·魏根特: 《 德国刑事程序法原理》 , 江溯等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144 页。
魏晓娜: 《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 框架内外的思考》 , 《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0 年第 3 期, 第 120 页。
参见樊传明: 《 人民陪审员评议规则的重构》 , 《 比较法研究》 2019 年第 6 期, 第 184-185 页。
参见 [ 德] 托马斯·魏根特: 《 德国刑事程序法原理》 , 江溯等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138 页。
樊传明: 《 人民陪审员评议规则的重构》 , 《 比较法研究》 2019 年第 6 期, 第 196 页。
事实问题清单制度是由法官制作需要陪审员逐一认定的事实列表 ( 清单) , 陪审员在评议时对具体事实问题
逐一作出回答的制度。 此种制度据考起源于法国 1796 年颁布的 《 犯罪与刑罚法典》 , 当前在俄罗斯与西班牙
等国也有广泛适用。 参见陈学权: 《 刑事陪审中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 , 《 中国法学》 2017 年第 1 期,
第 61 页。
法官指示制度是法官向陪审团就陪审团的责任、 证据、 起诉书中所控行为的构成要素以及约束陪审团审议和
事实认定的规范等重要问题作出指示的制度。 参见何家弘: 《 中国的陪审制度向何处去———以世界陪审制度的
历史发展为背景》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77-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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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沿用此种方案更具有可行性。 具体的优化方案是, 对于经验法

七人合议庭的程序中,

则在运用上存在合理性问题的情况, 法官应当向人民陪审员告知, 再由人民陪审员根据案件
的具体情况, 来判断运用经验法则的情景故事之真实性, 进而根据合议庭的综合意见判定被
告人是否有罪。 如果职业法官认为对经验法则的运用符合合理性的要求, 则无须告知人民陪
审员。
在此, 作为对潜在质疑的回应, 笔者需要阐明二阶证成思路的可行性。 先由法官对经验
法则予以审核, 再由陪审员予以判断的思路看似难以成行, 实则具有一定的实践基础。 在司
法实践中, 我们通常所说的对经验法则的运用, 其主体是法官。 陪审员虽然在事实认定中也
发挥一定作用,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决定者。 也就是说, 法官在对经验法则的运用上本就占据
了主导地位。 而笔者所提出的对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微调的方案, 只是在法官主导经验法则
运用的现实基础上, 适当增加了人民陪审员的功用。 实际上, 这一方案不仅切合实际, 而且
能够帮助法官更加理性地运用经验法则, 分担法官裁判的技术压力, 减轻法官所面临的社会
压力, 因而具有实践生命力。
除此之外, 需要说明的是, 设立二审事实审制度的目的是, 在复审中检验法官心证的过
程, 防止法官主观擅断。 在二阶证成的框架下, 只有法官对于经验法则的论证说理才属于二
审审查的范围。 也就是说, 二审法官应当主要审查一审法官对于经验法则合理性的说明。 如
果一审法官对于经验法则的运用符合合理性标准, 则应当尊重一审合议庭的最终意见。 比
如, 在案例 3 中, 一审法院对经验法则的运用明显违反了明确性规则, 该裁判行为属于对经
验法则的错误运用, 二审法院理应予以纠正。 如此这般, 二审法院对事实的审查既尊重了一
审判决中形成的事实认定结果, 又可以保证事实认定结果符合经验法则。

六、 余论: 精密运用方案的局限和前景
本文只是为经验法则的微观运用提供了一个较为精密的理论设想。 该设想主要以锚定叙
事理论为依据, 提出了初步锚定和精细拆包的本土方案; 以图尔敏模型为依据, 提出了推理
证成和攻击证伪的精密论证方案; 以二阶证成为框架, 提出了对经验法则进行裁决的理性方
案, 以便精密论证方案得到落实。 总体来看, 该设想虽然无法称得上十分精密, 但是相较于

以往对经验法则的运用实践, 无疑是更为 “ 精细” 的。 也就是说, 精密运用方案的提出有助
于控辩审三方更合理地运用经验法则。 特别是在控辩双方对经验法则的运用存在争议时, 精
密运用方案中的控辩论辩、 合理性审查及真实性判定, 将有助于事实认定者对经验法则作出
既合法合规又合情合理的裁决。
当然, 精密运用方案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比如, 其难以被用于分析较为宏观的经验法
则, 如印证证明法则。 再比如, 该方案需要借助法律法规和程序的相应改革才能得以实现,
因此, 在具体推行上可能会面临一定的阻力。 然而, 在我国刑事证明模式难以在短时间内实
现转型的现实背景下, 推动经验法则运用的相关改革, 有助于司法人员克服日常思维推理模




根据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13 条的规定, 七人合
议庭评议时, 审判长应当归纳和介绍需要通过评议讨论决定的案件事实认定问题, 并列出案件事实问题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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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局限性。 从这一方面来说, 精密运用方案的提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退一步
说, 精密运用方案即便难以被完全推广, 其中所包含的实质论辩模型仍然能够为控辩审三方
提供清晰的审查判断经验法则的方法。 因此, 我们可以认为, 经验法则精密运用方案虽然有
不足, 但是前景可期。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empirical rules is to correct the tendency of absolute free evaluation
of evidence, and its function is to restrict the whole process of fact - finding by limiting the experience. However, the characters of empirical rules in criminal proof, such as internality, probability

and territoriality, hinde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restraint. The typology and systematization
of rules of experience are difficult to solve above paradox of functions. The jumping application of
empirical rules in before - court reasoning, the formal argument of empirical rules in on - court con-

frontation and the arbitrary examination of empirical rules in the process of adjudication are cruxes
which cause difficulties in applying empirical rules. The application of empirical rules should be
changed from extensive to precise. Specifically, we should establish an explicit mechanism to guide

the parties to conduct preliminary anchoring and fine unpacking of empirical rules. On this basis,
precise argumentation system should be stated by refining the methods of deductive proof and cut - off
proof of empirical rules. Furthermore, the framework of the second - order proof should be estab-

lished, which inherently requests the judge to provide proper reasons for the use of empirical rules
and includes the extrinsic reinforcement of jurorseffective verification of the truth of empirical rules
story 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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