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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民事诉讼认证制度的目的就在于保 障法官公平、
公正地运用证据发现案件事实, 防止法官在认证

上的 恣意与专横。我国民事诉讼认证制度应借鉴国外认证 制度的有益 做法, 运用民事诉 讼基本理 论, 选择 自
由心证与法定证据相结合的认证模式, 建立完备 的认证规则体系及明确界定认证的主体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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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的核心是证据问题, 证据问题的关键是

权限分配为根据[ 1] ( P77)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强

认证。2002 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5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6( 以下简称5民诉证据规定6)

调诉讼中的证据尽由当事人提出, 法院对证据的

对于我国认证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发挥了重要的作

调查只能在当事人举证的范围内, 法院无权主动
收集当事人未提出的证据, 但不排斥法院依当事

用。但是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 民事诉讼

人申请, 对某项证据进行调查。职权主义诉讼模

制度也在不断地改革之中, 相关的认证制度依然
存在需要完善、
细化和厘清之处。本文以认证本

式下, 诉讼资料包括审理对象的确 定、事实主张
等, 法官不受当事人之约束, 可以在当事人主张之

质上是一种认识活动为基础, 立足我国审判实际,

外, 认定案件事实; 在证据收集方面享有主动权,

借鉴外国认证制度的成熟做法, 对认证制度的现
状进行了分析, 并对如何完善我国的认证制度提

法院在诉讼中居于主导地位。

出了一些粗浅建议。

一、认证制度的理论基础
作为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 对于认
证制度的分析研究应首先对民事诉讼模式、
辨认

( 二) 辩论主义
辩论主义包含以下三个原则: 一是当事人未
主张的事实不能作为判决的基础; 二是当事人之
间没有争议的事实, 当事人无需举证, 法院应以此
作为判决的基础; 三是法院对证据的调查仅限于
当事人双方在辩论中所提出来的事实, 也就是说,

主义、直接审理原则等民事诉讼基础理论有正确

即使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收集证据, 也只能限定

的理解和认识。

在当事人主张的范围之内。对于当事人没有在言
词辩论中主张的事实, 即使法院通过职权调查已

( 一) 民事诉讼模式
民事诉讼模式以当事人与法院在民事诉讼中
的权限配置为研究基点, 属于民事诉讼理论研究

得到心证, 仍然不得作为裁判的基础[ 2] ( P155) 。辩

的基本问题, 对于具体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通说认为, 民事诉讼模式划分为当事人

地位和作用, 限定了法官在认定证据上的范围和
权限, 法院的作用主要在于判断当事人提出的事

主义模式和职权主义模式, 划分的标准应当以当

实与证据的真伪并正确适用法律。辩论主义的实

事人与法院在诉讼资料与证据资料等方面的诉讼

质在于当事人的自由处分, 体现了法院对当事人

*

论主义直接界定了当事人和法院在诉讼中各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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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P59)

意志的尊重
。
( 三) 直接审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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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在英美法系国家的传统法律文化中, 案件争议
事实的调查是当事人的职责, 而非法官的职责, 故

直接审理原则包含的内容是: 1. 案件必须由

英美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更注重程序的公正, 并

受诉法院的法官主持审理, 亲自听取当事人及其
他诉讼参与人的陈述及当事人的辩论。2. 案件事

设立大量的认证规则来规定证据的可采性从而防
止认证行为的肆意。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职

实及证据必须由主持审理的法官亲自审查判断。

权进行主义诉讼模式中, 虽然裁判的对象与裁判

3. 案件审理的判决结果必须由主持审理的法官自

的依据由当事人主张, 但是,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传

行做出。直接原则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求由参与听
取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各方陈述及辩论的同

统法律文化中, 案件争议事实的调查是法官的职
责, 而非当事人的职责, 这就决定了大陆法系国家

一法官( 或审判组织) , 通过其对案件的亲身体验

的民事诉讼更注重实体的公正, 在诉讼中法官享

来形成案件判决内容。直接审理原则体现了当事
人的诉讼行为对法官裁判行为的限制与约束。

有更大的职权, 当事人在审前准备证据以及庭审
中的质证活动常处于法官的职权控制之下, 并且

二、外国认证制度之比较分析

在庭审中主要由法官依职权进行证据调查活动,
在证据的取舍和判断上交由法官自由心证, 而没

大陆法系国家在认证中实行自由心证, 这些
国家没有英美法系国家那样完整、精细的认证规

有设置大量的认证规则加以限制, 更多地体现了
法官在诉讼中的主动性。

则体系, 法律往往仅从证据方法上予以设定, 对于

其二, 司法传统的差异。英美法系国家的普

证据的范围和证据的证明力, 立法上一般不予限
制和 约 束 而 全 然 仰 赖 法 官 自 由 心 证 做 出 判

通法传统决定了在事实审理上采用陪审制, 陪审
团成员都是不具备法律专门知识的人员, 陪审团

断[ 4] ( P314) 。经过二百余年的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

只负责案件事实问题。为了保证陪审团成员免受

自由心证摒弃了早期自由心证完全依靠法官的方

一些非法证据的干扰, 英美法系国家设置了大量

式, 法律虽然仍确认法官具有自由判断证据的职
权和职责, 其他人无权随意干涉, 但更强调法官自

的证据规则, 以排除一些证据, 以保证呈现在陪审
团面前证据的质量, 从而有利于公正地发现案件

由裁量证据的行为受到证据规则的约束, 其行为

事实。而大陆法系国家的成文法传统决定了直接

必须符合基本的证据规则。如法国的自由心证受

由法官审查证据并认定事实, 法官有足够的经验

如下限制: 一、
法官必须对其决定做出解释; 二、
法
官形成内心确信所依 据的证据必须 是依法取得

和专业知识对证据的能力和证据的证明力做出准
确的判断, 并且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受辩论主义、

的, 而且不侵犯辩方的权利[ 4] ( P632) 。

直接言词审理原则的约束, 因此, 在法律上证据规

英美法系 的普通法传统强 调法官的 造法功
能, 与此相适应, 在其对抗制诉讼模式中, 陪审团

则设置得很少, 而主要由法官自由心证。

承担着事实认定的功能, 而陪审团成员的非法学
专业化的本质必然决定了英美法系国家在认证制

三、我国认证制度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 一) 我国认证制度的现状

度上的突出特点是设置大量的、
完备的认证规则,
依照认证规则来决定证据的可采性, 以保证呈现

我国5民事诉讼法6 及最高人民法院5关于适
用3民事诉讼法4若干问题的意见6中有关认证制

在陪审团面前证据的质量, 从而有利于公正地发

度的规定很少。虽然5民诉证据规定6对于我国认

现案件事实。证据规则的核心在于以法定证据规
则限制证据的可采性。两大法系在认证制度上之

证制度的补充、
完善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在
某些方面规定得仍不明确, 有的过于严格, 甚至矫

所以形成如此鲜明的特点, 是与其法律文化传统、

枉过正, 违背了认证的内在规律。

司法传统的差异分不开的。

1. 认证模式的选择上目标不明确。自审判方

其一, 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在英美法系国
家的对抗制诉讼模式中, 诉讼的启动、
进行由当事

式改革以来, 我国对自由心证认证模式的研究逐
渐增 多, 但 依 然 存 在 着 截 然 对 立 的 两 种 观

人来推动和主导, 法官处于被动而中立的地位, 因

点[ 5] ( P455) 。5民诉证据规定6 第 64 条规定, 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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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 全面、
客观地审核证据,
依照法律的规定, 遵循法官职业道德, 运用逻辑推

在规律的地方。尤其在认证的程序上, 不同的部
门有不同的做法, 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特征, 而有

理和日常生活经验, 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

些做法是不妥当、
不合理的。如在认证主体的问

大小 独立进行判断, 并公开 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 法官不仅要对证明力的大

题上, / 审者不判, 判者不审0的现象比较明显。
( 二) 形成我国认证制度现状的原因分析

小独立作出判断, 而且要对证明力的有无进行判

认真分析形成我国认证制度现状的原因, 主

断。实质上对证据证明力有无的判断, 就是对证

要有: 其一, 民事诉讼模式选择的目标不明确。司

据能力或证据资格的判断认定。证据能力是证据
的法律属性, 一般由法律予以规定, 是否具有证据

法实务部门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启动了对此前我
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反思, 随后理论界对诉讼

能力是对某一证据的法律评价, 不应当自由判断。

模式的研究为实务部门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指

该条也明确规定法官要依法定程序和法律规定进
行判断, 体现了对法官在认证上自由裁量权的约

导。理论界和实务界在诉讼模式的选择上吸收当
事人主义的优点没有争议, 但是在选择当事人主

束与限制, 符合现代自由心证的意旨。但判断所

义还是选择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模式

依据的认证规则, 尤其是有关证据能力的规则设

以及二者如何结合上, 仍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 还

置得太少, 使得法官在证据能力认定上仍有很大
的裁量权, 约束法官随意认证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处于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其二, 辩论
主义、直接言词原则等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要求

虽然可以认为5民诉证据规定6在一定程度上确立

没有完全体现到认证制度中去。辩论主义通过双

了自由心证的制度, 但是从其规定的不尽合理与
缺少相关认证规则的支持来看, 我国在认证的模

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和提供的证据来限定法院
审理案件的范围, 以防止法院对当事人私权领域

式选择上目标并不明确。

的不当干预。直接言词原则除约束法官认定证据

2. 认证规则设置不合理。无论是大陆法系国

的范围外, 还直接限定应由哪些法官对当事人提

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 其证据规则都侧重于设置
证据能力的条件, 而很少限制法官和陪审团对证

出的证据进行认定, 在程序上能最大限度地保证
案件事实的发现和裁判结果的公正。我国的民事

明力的判断。5民诉证据规定6中认证规则的设置

诉讼认证制度未能完全落实这些原则的要求, / 审

却与世界各国的做法不同, 使得认证规则设置的

者不判, 判者不审0的现象就是这些原则的直接违

初衷和目的无法实现。一是有关证据能力的认证
规则设置得过少, 明确规定的也只有非法证据排

背。其三, 未充分认识认证活动的特殊性。民事
诉讼认证本质上是一种认识活动, 由于认识活动

除规则, 这使我国的民事证据制度仍留有很大的

中主体意识思维过程的不可知性和认识能力上的

漏洞, 其帮助法官过滤证据质量的功能无法得到
充分的发挥 [ 6] ( P84) , 也使通过认证规则限制法官

差异性, 在认证活动中由法官进行自由心证有其
合理性和适用的余地。虽然人的思维过程不可控

随意认证的目的无法实现。二是证明力规则的设

制, 但认识的依据和手段是可以限定的。在民事

置过于全面、详细。世界各国在证据证明力的认

诉讼中, 为维护整个社会的自由、公正与秩序, 国

定上基本依赖于法官的自由心证, 对此限制很少。
也许是考虑为法官设定一个标准, 提高在证明力

家通过法律对认识的依据 ) ) ) 证据的取舍做出规
定就成为一种必然, 从而可以保证交由法官自由

判断上的可操作性,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法

判断的证据的质量, 也保证了认证思维过程的合

官任意认证, 我国5民诉证据规定6对证明力判断
规定得十分全面和详细, 既忽视了个案当中具体

理与认证结果的公正。因此, 在民事诉讼认证的
过程中, 既需要法官自由判断证据, 又需要法律对

情况的差 别, 也放弃 了法官 个人主 观能动 性的

交由法官自由判断的证据予以规定和限制。我国

发挥。

对于诉讼中认证活动的上述特点认识不够, 对需

3. 司法实践中认证程序多样化。由于理论的
缺位和转型期社会条件的影响, 司法实务部门对

要法律明确规定和限制的, 法律并未做出详细的
规定; 需要由法官自由判断的, 法律却设置了多种

于民事诉讼认证的探索和实践也存在一些违背内

的条件和依据, 违反了诉讼中认识的内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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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完善我国认证制度的建议

证规则, 一是在借鉴英美法系国家有关证据可采
性的一些成熟的认证规则时, 要充分考虑我国法

( 一) 确立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相结合的认证

律文化传统、
宗教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的差异, 建立

当今世界各国的认证制度大体可归纳为两种

适合我国实际情况和传统的认证规则及其例外;
二是要认识到我国法官素质不平衡以及法官职业

基本模式: 即法定证据认证模式与自由心证认证

化进程处于初始阶段的实际, 应设立尽可能详细

模式。这两种认证模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法律是

的有关证据能力的规则, 由法律规定证据材料可

否给法官收集使用证据和审查判断证据的自由。
作者认为, 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中前进发展的, 认

以作为证据使用的条件; 而减少有关证据证明力
认定的规则, 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交由法官自由

证模式也是在发现真实与限制法官随意认证的矛

心证。如陈桂明教授在分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

盾中不断发展的。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民事认
证制度, 选择何种认证模式, 应该同这个国家的社

则的基础上, 提出了几项完善的原则, 值得肯定:
1. 私人领域秘密手段获取的证据一般应予排除。

会历史发展条件、该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职业

在私人领域, 通过窃听、
录音录像等秘密手段取得

法律工作者的素质相适应。我国自审判方式改革

的证据, 构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 应予排除。

以来, 民事诉讼审判方式已逐渐向抗辩式转换, 与
此相适应, 接受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已经成为一种

2. 通过非法侵入、非法扣留或秘密窃取等方法所
获得的实物证据应予排除。3. 对违反法律禁止性

比较合理的选择与结果。现代自由心证已经摒弃

规定的方法应予明确, 在民事诉讼中可以规定以

了传统自由心证对法官心证不加干涉和心证秘密
的固有缺陷, 强调了证据规则对法官心证的限制

非法拘禁、暴力、欺骗、威胁等方法获取的言词证
据应一律排除[ 7] ( P25) 。

模式

和心 证过程的公开, 使其更 具科学性和合理性。

( 三) 明确界定认证的主体和范围

因此, 我国应选择更具科学性的现代自由心证的

民事诉讼中认证的主体是法官当无异议, 是

认证模式。同时, 我国现阶段法官素质极不平衡,
实行完全自由心证有产生法官恣意认证之虞, 并

否应包括人民法院和合议庭, 对此有不同的认识
和观点。仔细分析, 认为认证的主体是人民法院

且现代自由心证亦有 限制法官随意 性的固有性

或合议庭的观点忽略 了认证主要是 一个主体认

质, 因此, 应吸纳法定证据认证模式的合理成分,

识、
判断证据的过程, 是一种认识活动, 只有人才

建立 自 由心 证与 法 定证 据 认证 相 结合 的 认证
模式。

能实现这一过程。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权机
关行使国家赋予的审判权, 法官依法行使对具体

( 二) 设立合理完善的认证规则体系

案件的裁判权, 当然包含认证的职能, 人民法院只

在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认证相结合的认证模
式下, 认证规则设立的目的就是由法律规定证据

是在形式上对法官认证结果的确认与承担, 因此
人民法院不宜作为具体案件中认证的主体。合议

的可采性条件, 防止法官在认定证据上的恣意与

庭是人民法院最主要的一种审判组织, 在合议制

擅断行为, 保障法官认证的公正、
准确。而我国认

下, 形式上是合议庭审查判断证据并确认案件事

证制度中对于有关证据能力的认证规则设置得过
少, 或规定得过于原则, 缺乏操作性, 无法很好地

实, 但实质上是借助/ 少数服从多数0 这一技术规
则使法官个体的认证结果转化为合议庭的认证结

起到防止法官恣意认证的目的。对此, 应当借鉴

果, 本质上仍然是法官个体的认证, 因此合议庭也

英美法系国家科学合理的认证规则, 结合我国民
事诉讼的实际情况, 建立和完善我国的认证规则

不是认证的主体。那么法官作为认证的主体是否
包含院长、
庭长、
审委会委员呢? 依据直接审理原

体系, 使法官的自由心证建立在已由认证规则/ 过

则, 院长、庭长、
审委会委员不作为合议庭成员时,

滤0的证据基础上, 从 而确保案件事 实的公正发

并未直接参加案件的庭审, 只是间接听取案件主

现。结合现有认证制度现状, 我国应主要建立和
完善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意见证据排除规则、非法

办法官的汇报, 因此不能作为具体案件认证的主
体。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 认证的主体应界定为

证据排除规则等认证规则。建立和完善我国的认

直接审理案件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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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认证的内容通常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
点认为, 认证是对证据/ 三性0的认定; 第二种观点

表现的是某一证据对于待证事实的确定的帮助程
度的大小, 对证据证明力的认定, 多由法官自由心

认为, 认证是对证据证明力的认定; 第三种观点认

证。证据证明力更多地与证据的关联性相联系,

[ 8] ( P36)

为, 认证是对证据材料资格作 出认定
。三
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都不完全。证据的客

对于证明力的分析判定, 实质上是对该证据与待
证明事实间关联性程度大小的认定。证据证明力

观性、
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据能力、
证明力是从不

的分析认证属于对证据实质要件的认定, 体现了

同的角度对证据进行分析归纳出的特征, 这两种

被采用的证据证明待证事实的价值。

特征是密切联系的, 但其范围、
作用并不是完全一
致的。作者认为认证的内容应当是对证据能力和

本文只是结合审判实践对认证的相关问题所
作的简单理论分析, 随着民事诉讼理论的深入发

证明力的认定。证据能力涉及的是证据材料是否

展和司法实践的不断探索, 在民事诉讼认证上必

可以被采用为具体案件的证据的条件, 是证据的
采用标准。在民事诉讼中, 对于证据能力的认定

然会面临一些新的课题需要研究和解决。因此,
应当对认证制度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以

就是判断证据材料是否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

建立符合认识规律和我国国情的公正、高效的民

法性, 属于证据形式要件的认定。证据的证明力

事诉讼认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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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dentification in the civil lawsuit
P ENG Jian- jing, L IU Zhan- kui
( People. s Higher Court of H ebei Province, Shijiazhuang, Hebei 050051, China)

Abstract: T he evidential ident ification of the civil law suit helps judg es to come to open and just verdict . T he w riters argue t hat Chinese law inst it ut ions need to learn of the ef ficiency of the foreign syst em,
and t he principles of civil legislation, in order t o build up the Chinese pract ical just if icat 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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