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
LAW

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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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
是指对职权机关实施的违

置。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在程序意义上否定违反诉

反刑事诉讼程序法律规范的行为从程序法的意义上

讼程序的行为、
阻断其程序效果之后，
往往还需要予

予以否定并因此导致的相应刑事程序法后果。作为

以相应的程序性处置，
如要求该违法行为所涉及的程

现代刑事程序法特有的法律后果，
它是保障程序法具

序重新进行，
或要求进行相应的补正，
或要求对该行

有不可违反的尊严与独立价值的重要基础。刑事程

为的程序结果予以否定，
等等。做出相应的程序性处

序性法律后果作为一种概括，
是关于非法证据排除、

置作为程序性法律后果的要素，
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

发回重审、
否定指控等程序方法应对程序违法的相关

不过分，
因此可以将程序性后果称为程序性处置。

制度的理论。相对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学和刑事诉讼

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对程序违法行为从程序效

实践历经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发展，
关于刑事程序性

力上予以否定以及做出程序意义上的处置，
意味着这

法律后果方面的研究未能及时跟进，
致使这一理论研

是以程序的方法应对程序违法行为。这不仅使遏止

究未能满足解决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层面所存在的

职权机关违反诉讼程序行为的措施和方法具有程序

相关问题之需要。

意义上的针对性，
而且使刑事程序法从追求打击犯罪

从理论研究层面看，
人们对程序性法律后果这一

“有效性”
的单一需求中解脱出来，
并因此成为不得违

概念相当陌生，
而多以
“程序性制裁”
“ 程序性责任”
等

反的基本法律。这个变化，
体现了当前人们对职权机

来概括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法律后果。这表明人

关在办案过程中实施违法行为的不容忍达到了新的

们仍然没有摆脱以往对程序违法行为的
“制裁思维”
，

高度。因此，
也可以说，
这标志着刑事程序法治在保

而这种对遏制程序违法行为完全依赖制裁的思维模

障人权和规制职权行为方面已经达到一种新的高度。

式，
本是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理论所要超越的。

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是对职权机关实施违反程

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的实质含义是以程序的方

序法行为的一种程序性处置。相对于传统的应对违

法处置程序违法行为。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概念包

法的实体法方法，
这种程序性处置的性质与功能极为

含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是对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

独特。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具有下面四个方面的特

行为及其产生的诉讼结果做否定评价，
二是对违反刑

点。程序的专属性是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基本的特

事诉讼程序的行为在程序效力上的阻断，
三是由此提

点，
即以程序性处置应对程序违法行为。刑事程序性

出相应的程序意义上的处置。第一，
违反刑事诉讼程

法律后果对程序违法行为所采用的是纯粹的程序性

序的行为。程序性法律后果的设置，
旨在针对职权机

的方法，
这是其与实体性法律后果相比完全不同的特

关实施的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
因此，
违反刑事

点，
表明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的程序专属性。程序的

诉讼程序的行为是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的核心要素。

专属性是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最基本的特点，
主要包

关于这个要素，
需要分析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违反

括三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
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是一

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主体，
二是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

种纯粹的程序性处置；
其二，
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是

行为。第二，
程序意义上的阻断。对违反刑事诉讼程

专门针对职权机关实施的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

序的行为在诉讼程序意义上不予认可并对其从程序

而设置的；
其三，
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的设置旨在维

效果上予以阻断，
是对其在程序上予以相应处置的前

护程序法不可违反的尊严。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的

提。程序性法律后果要求对职权机关实施的程序违

第二个特点是程序的消极性。由于刑事程序性法律

法行为从程序意义上不予认可并对其从程序效果上

后果针对的行为仅限于职权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实施

予 以 阻 断 就 具 有 新 的 意 义 。 第 三 ，程 序 意 义 上 的 处

的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
是对其违法行为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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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予以否定，
其所采用的程序性处置乃是要求程
序因违法而阻断，
需要补正、
重新进行甚至终止，
因此

为了更好地发挥该理论的三项基本功能。

1. 以程序的方法应对程序违法的理论说明功能。

具有程序意义上的消极性。另外，
程序的消极性还意

理论的说明功能，
是指对事物的准确描述，
揭示其内

味着，
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既非对实施违法行为的行

涵与外延，
以便厘清其究竟是什么，
分析其有何特点。

为人的积极惩罚，
也不是让其承担行政责任或民事责

之前的理论对程序性法律后果的本质与特点并无揭

任，
更不是让其承担刑事责任，
而只是使职权机关实

示，
以致既不清楚其何以产生，
又难以明白其何以发

施的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不能产生预期的推进程序

展。与其他相关理论的对比有助于弄清上述问题。

的效果。程序性法律后果与违法行为主体的非对应

只有摆脱惩罚思维，
才能厘清以程序的方法应对程序

性是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的第三个特点。程序性法

违法的制度与以往的制裁制度之本质差异，
准确说明

律后果与违法行为主体的非对应性对违法行为设置

其特点，
并因此推动以程序的方法应对程序违法理论

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针对违法行为人，
使其因实施违

的发展。

法行为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程序上的效应，
即其

2. 以程序的方法应对程序违法的必要性与可能

只是导致诉讼程序的中断、
失效甚至完全被否定等效

性。首先，
就一般意义上的必要性而言，
不能简单地

应，
违法主体并不会因此而承担任何责任，
更未因此

基于法律规范结构的需要，
即所谓有法律规则就应有

而受到法律的制裁。这种非对应性特点，
使其对程序

法律后果。其次，
设置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的可能性

违法所起的预防作用因此具有特殊性。刑事程序性

是一个与必要性密切相关的问题，
并且是一个更加具

法律后果的出现，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传统的对违反诉

体、
复杂的问题。据此，
职权机关之前实施的一些程

讼程序的行为人施加实体法制裁的方法不足以遏制

序违法行为，
不应导致不利于被告人的重新审判这类

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
因而需要设置程序性法律后果

程序性法律后果；
否则，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将受到严

以遏制其违反诉讼程序的动机，
预防、
处置其违反程

重损害。认识程序性法律后果的内在和外在的可能

序法的冲动。然而，
也应当看到，
这种遏制方式虽然

性，
便于由此解释设置程序性法律后果的界限及其是

新颖且更具有程序针对性，
但是其力度有限，
指望借

否可以逾越等问题，
进而有助于对程序性法律后果的

此解决我国传统的轻程序的现象是不现实的。由此

其他相关问题进行具有实质意义的深入研究。

可见，
解决恣意违反诉讼程序的问题必须依靠综合治

3. 程序性法律后果理论发展之方向与路径理论

理。程序性法律后果之受害人的非同一性是刑事程

对实践应当具有指导意义。程序性法律后果理论并

序法律后果的第四个特点。由上述特点还应当看出，

非静止的，
而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的。刑事程序性法

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中还存在受害人的非同一性特

律后果作为一种理论，
也应当继续完善，
以有助于指

点。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程序性违法行

导并积极有效地推动实践的发展。作为一种完善的

为并非都有确定的受害人，
二是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

理论，
应当揭示以程序的方法遏制程序违法行为的发

与刑事案件中的受害人具有非同一性。

展方向和路径。发展方向也就是程序性法律后果理

明确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各个方面的特点对于

论的演变趋势，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越来越严

准确、
全面认识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的含义具有重要

密，
二是越来越严厉。明确了程序性法律后果理论发

的意义，
对于深入研究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的相关问

展的趋势，
还需探讨其发展的路径，
即发展的具体途

题则具有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价值。只有充分认识其

径与方法，
或称发展的渐进性和综合性。发展的渐进

特点，
才能明确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的独特价值、
作

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程序违法行为采用程

用机制及其局限性，
判断其在应对程序违法时的利弊

序方法予以应对，
从刚开始往往只是针对十分有限的

得失，
并据此深入研究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的发展以

违反程序法的情况到逐渐增加的过程；
二是指对程序

及与其他法律后果的相互协调等问题。

违法行为开始采用的程序应对方法。认识到刑事程

程序性法律后果通过采取否定违反诉讼程序行

序性法律后果理论发展的渐进性，
可以消除人们的焦

为之程序效果的方式遏制职权机关实施违反诉讼程

虑情绪，
理性对待目前尚不完善的刑事程序性法律后

序的行为。这是程序法不断发展的产物。刑事程序

果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此外，
虽然程序性法律后果理

性法律后果理论就是以此作为研究的对象。一种理

论的发展是源于有效遏制违反程序法行为的需要，
但

论因为其应用而具有价值。从理论研究的目的看，
主

是却与程序违法行为是否已经得到有效遏制相关。

要基于理论研究的三个基本功能：
一是对现实情况的

发 展 的 综 合 性 ，是 指 刑 事 程 序 性 法 律 后 果 的 发 展 完

说明 ，二是对事物演变的解释 ，三是对实践的指导 。

善，
既要综合考虑其对程序维护的价值，
又要综合考

当然，
基础理论的价值还在于推动理论自身的发展和

虑其所产生的各种效应；
更重要的是，
应积极地考虑

完善。就此而言，
笔者对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基本问

如何与其他法律制裁手段相结合的问题。

题进行研究，
既是为了使该理论本身得以发展，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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