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救式刑讯的正当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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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几年来，营救式刑讯的正当性问题一直在被德国刑法和宪法学界广泛讨论。

“911”事件以后，美国社会也围绕着能否对恐怖分子使用营救式刑讯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

探讨。本文从功利主义和道德绝对主义两个角度对刑讯的正当性进行了分析。在功利主义伦

理观下，随着犯罪嫌疑人的危害行为对公共安全的威胁程度的变大，营救式刑讯的正当性不

断增强。在恐怖活动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危害行为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

胁，使用营救式刑讯是正当的；在道德绝对主义伦理观下，无论刑讯的目的如何，刑讯作为

一种酷刑应当在任何情形下被绝对禁止，因而营救式刑讯是不正当的。作者认为，在恐怖活

动这种极端情形之下，一旦社会秩序崩溃，所有的自由和道德观念就会完全土崩瓦解，道德

绝对主义在这种情形下是缺乏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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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分子甲在纽约时代广场上安装了定时炸弹。经线人举报，甲被抓获。讯问时，甲明

确告诉警方还有半个小时炸弹就要炸弹，但拒不告知炸弹的具体位置。此时，疏散平民已经

来不及。由于时间有限，其他突破讯问的手段已经无法应急，刑讯成为此时可能获知炸弹位

置的唯一手段（以下简称广场炸弹案）。这是一个在法学和伦理学上被广泛讨论的假想案例，

问题的实质在于刑讯在特定情形下能否被正当化。

一、营救式刑讯——并非以逼供为目的的酷刑

（一）营救式刑讯的构成要件

在上述案例中，危害行为正在进行，而危害结果还没有发生。警方使用刑讯的目的是

为了获得营救情报，阻却危害结果的发生。这个假象案例是一个典型的以营救为目的而采用

刑讯的案例。与这个案件相类似的情形是很多的：司法人员实施刑讯的目的有时不仅仅是为

了营救，同时也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证据；实施刑讯有时不是为了营救被害人，而是

为了营救公共财产；实施刑讯的同时还有其他不具有危害性的手段可以替代使用。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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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营救为目的而使用刑讯的案件是多种多样的，只要案件中有一个细节不同，采用刑讯手段

的正当性就可能完全不同。要讨论营救式刑讯的问题，就必须把营救式刑讯案件的范畴划分

清楚。本文讨论的营救式刑讯指的是危害行为正在进行而危害结果还未发生之时，在无法通

过其他手段获得营救情报的情况下，采用使人肉体或者精神痛苦的方式逼迫犯罪嫌疑人招

供。营救式刑讯必须满足以下几个要件：

1、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正在实施危害行为，而危害结果还没有发生。例如广场炸弹

案中犯罪嫌疑人主动供述自己的危害行为事实。仅仅有线索或者情报表明犯罪嫌疑人有可能

在实施危害行为不能被认为是有证据证明。

2、必须以营救被害人为目的，不以获得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证据为目的。营救的对象只

限于被害人，危害行为的客体至少包括被害人的生命权。使用刑讯的目的也仅仅只是营救，

获得的口供不用来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证据；

3、有可能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当然，即使采取了刑讯手段，犯罪嫌疑人也有可能在

刑讯后仍然拒供或者虚假供述，但是这种手段使获得营救情报线索成为了一种可能。当然即

使获得了营救情报，危害后果还是很有可能发生，但这并不影响刑讯获得营救情报的有效性。

也就是说此种情形下刑讯是可能阻止危害后果的发生的。

4、穷尽其他手段无法获得营救情报，或者时间紧迫而来不及使用其他手段。刑讯此时

成为了可能获得营救情报的唯一手段，此种情形下不存在比刑讯更轻微的手段。

（二）营救式刑讯与刑讯逼供的区别

酷刑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合法，它使人遭受肉体上或精神上的剧烈疼痛或痛苦，

侵犯了人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权和人格尊严权。经过三千多年的反复斗争，绝大多数国家都废

止了酷刑。1945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首次将酷刑行为界定在“反人类”罪行之

中。酷刑根据其使用目的的不同而有着多种定性，酷刑可以定性为作为刑罚方法的酷刑、作

为刑事强制方法的酷刑，以及对某种制裁方法滥用以后造成的酷刑。﹝1﹞刑讯指的是在进行

讯问的过程中动用使人肉体或者精神痛苦的手段方法，因而刑讯本身也是一种作为刑事强制

方法的酷刑。

刑讯等同于酷刑，但并不等同于刑讯逼供。而刑讯逼供指的是为了获取定罪口供的刑讯。

现代刑事诉讼贯彻不自证己罪的基础原则，很多国家都规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刑讯逼

供由于违背了犯罪嫌疑人的意志和不自证己罪的原则而被严格禁止。在刑讯逼供下产生的口

供将被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在法庭审理之外，刑讯逼供的司法人员也将受到刑事追究。由此可

见，现代刑事诉讼禁止刑讯逼供是为了防止司法人员通过侵犯人权的方式，使犯罪嫌疑人在

刑事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长期以来，刑讯的目的往往是为了获取作为有罪证据的口供，它

是注重口供、轻视证据和纠举式审判方法的产物，但这并不表明所有情况下的刑讯都是为了

获取有罪证据。

营救式刑讯一般发生在侦查阶段，使用刑讯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营救被害人的情报。使用

出于营救为目的的刑讯是有前提条件的，即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如果危险确实已经存在，

在这种情形下，使用酷刑并不是为了获得追诉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或者线索，也不是为了将犯

罪嫌疑人置于刑事诉讼中的不利地位，而是为了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这反而是对犯罪嫌疑

人有利的。由此可见，仅仅将刑讯作为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手段，而不将其作为追诉犯罪的

证据，是不能被定性为被法律所严格禁止的刑讯逼供的，正如理查德·波斯纳所言：“禁止，

那只是说，以这些方式获得的口供不能用作证据。但假定不是用作证据，因为政府决定不提

出指控；或是用作证据，但被告被无罪释放了；说只用来正当化非刑事收押。”﹝2﹞

﹝1﹞ 刘昂：《酷刑概念解析》，《法学杂志》2007 年第 5 期。
﹝2﹞ 【美】波斯纳：《并非自杀契约——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法》，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1 月
第 1 版，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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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营救式刑讯案件的分类

虽然营救式刑讯不同于刑讯逼供，但刑讯本身还是一种酷刑，会侵犯到犯罪嫌疑人的生

命权，因此刑讯本身还是具有侵害性的。如果要论证营救式刑讯的正当性，就必须对犯罪嫌

疑人造成的危害后果的严重性进行考察。营救式刑讯案件按照其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的严重

程度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类案件：

1、一般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案件。如果犯罪嫌疑人侵犯的客体是特定公民的生命权，那

么可将其定性为一般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案件。此类案件往往以故意杀人案、绑架案等形式出

现。“Gafgen诉德国案”﹝3﹞曾在欧洲法学界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波澜。虽然在真实的案件中难

以考证其他可能获得情报的手段是否穷尽，但是修正后的“Gafgen诉德国案”（刑讯成为唯

一或者最后的手段）成为了欧洲学者讨论营救式刑讯的很好素材。修正后的“Gafgen诉德国

案”可以算是一般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案件的典型代表。

2、一般危害公共安全案件。如果犯罪嫌疑人侵犯的客体是不特定公民的生命权，那么

可将其定性为一般危害公共安全案件。在此类案件里，犯罪嫌疑人侵害的也是被害人的生命

权，但是被害人的范围和人数是不特定的。这一类案件往往比一般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案件的

危害更大，因为此类案件中被害人往往人数众多，犯罪嫌疑人造成的危害后果还会在公众中

形成一种恐慌气氛，降低公众的安全感。此类案件往往以爆炸案、投毒案等形式出现。这里

探讨的一般危害公共安全案件指的是不带恐怖主义色彩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以使之与接下

来要讨论的恐怖活动案件区分开来。

3、恐怖活动案件。如果犯罪嫌疑人实施的是恐怖活动，那么可将其定性为恐怖活动案

件。恐怖活动犯罪是指个人或单位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目的，针对不特定对象或某些具

有政治、民族、宗教等象征意义的特定对象，以足以引起极大的社会恐慌的手段实施的危害

行为。﹝4﹞当恐怖活动针对不特定对象的时候，它一般以爆炸、投毒等危害公共安全的形式

出现；当其针对特定对象时，他一般以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形式出现。

恐怖活动犯罪是带有政治目的，恐怖分子的最终目标在于推翻国家统治以实现其特定的社会

价值。这种特定的社会价值是背离国家所提倡的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因而它对国家安全造

成了巨大的威胁。有的恐怖分子倡导的社会价值具有宗教或者民族倾向色彩，因而其对民族

安全也可能构成重大威胁。

陈忠林教授认为，恐怖活动的犯罪行为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犯罪行为的暴力性；二是

犯罪行为的持续性；三是犯罪发展阶段的延展性；四是对一般社会成员的威胁性。﹝5﹞基于

以上四个特点，恐怖活动造成危害后果不是一次发生的，而是在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不

断延展；它不仅仅剥夺了被害人的生命权，还在除被害人以外的公众当中形成一种社会恐怖，

降低公众之中的安全感。这里所谓的“社会恐怖”，是指由恐怖活动犯罪所造成的，在犯罪

行为受害人以外的一般社会公众中普遍存在的，以严重担心、害怕类似的犯罪会继续发生为

主要内容的恐怖心理。﹝6﹞恐怖活动一旦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形式出现，其危害后果往往特别

严重，有的恐怖活动甚至会威胁到国家和民族的存续。

二、对营救式刑讯的功利主义分析

﹝3﹞ 2002 年 9 月 27 日，犯罪嫌疑人 Gafgen 绑架了一名银行家 11 岁的儿子，并企图索取一百万欧元的赎金。
根据警方的计划，犯罪嫌疑人在 9 月 30 日前来收取赎金的时候被捕。但是在接下来的审讯中，犯罪嫌疑人
一再拒绝透露被害人的拘禁地点。警方虽然采取了诸多措施，也仍然无法找到被害人。第二天，考虑到被
害人可能由于缺乏必要的饮水和食物已经处在极度的生命危险之中，Daschner 下命在医生的监护下通过对
犯罪嫌疑人进行恐吓甚至在必要时对其施加肉体痛楚的方式逼取有关被害人藏匿地点的信息。在审讯警察
施加肉刑的恐吓之下，犯罪嫌疑人终于交待了被害人的藏匿地点，以及被害人已经于 9月 27 日晚上被其所
杀害的犯罪事实。
﹝4﹞ 高铭暄、张杰：《关于我国刑法中恐怖活动犯罪定义的思考》，《法学杂志》2006 年第 5 期。
﹝5﹞ 参见陈忠林：《我国刑法中恐怖活动犯罪的认定》，《现代法学》2002 年第 5 期。
﹝6﹞ 同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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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效益分析法——功利主义法学的主要研究工具

功利主义法学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20世纪以后，虽然功利主义法

学的影响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有所减弱，但其对社会发展的进程仍然在起着不可忽视的

作用。功利主义的基本伦理原则是：人的本性是避苦求乐的，人的行为是受功利原则支配的，

追求功利就是追求幸福；而对于社会或政府及其措施来说就是应当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

福。功利主义法学是把功利主义伦理原则运用到法学领域而产生的法学理论，功利思想是它

的核心。它认为人的一切行为的取舍都在于功利的权衡。﹝7﹞成本收益分析法是在经济学中

普遍使用的一种分析方法，它是指以货币单位为基础对收益与成本进行估算和衡量的方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经济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都要对收益与成本关系进行尽可

能科学的估计，来考察具体经济行为是否产生经济价值上的效用。成本收益分析法的前提是

要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这与功利主义法学的分析方式不谋而合，因而成本收益分析法被功利

主义法学作为主要分析手法而被广泛使用。

（二）犯罪嫌疑人角度的分析

营救式刑讯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即使已被警方控制，其对犯罪危害后果的发生也还是积

极追求的，因而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即将发生的犯罪损害是等于其犯罪收益的。由于犯罪

行为对应着相应的刑事责任，因而犯罪嫌疑人要承担一定的犯罪成本。假设犯罪嫌疑人的危

害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是 X，其所获得的犯罪收益为 X，所付出的成本为 F。

表 1 犯罪嫌疑人的成本收益分析

考量因素 恐怖分子甲（不被刑讯）

损害 X

收益 X

成本 F

效用 X-F

在现代刑事法律体系下，犯罪嫌疑人如果被定罪量刑，其付出的最大成本是失去自己的

生命权（如果他有其他自首或者重大立功的表现，他甚至不会失去自己的生命权），而其造

成的损害是对一个或者多个生命权的侵害。如果犯罪嫌疑人不被刑讯，F是小于或者等于X

的。如果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目的不仅仅在于侵害他人的生命权，还在于破坏公共安全和国家

安全，那么X还应该包括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损害。例如广场炸弹案中，恐怖分子所获得

收益不仅仅包括广场上平民的生命健康权，还包括恐怖氛围在整个国家的扩散以及公共安全

系数的陡然降低。在这种情况下，犯罪效用就更加凸显了，其供述的可能性当然微乎其微。

但是，如果允许使用刑讯的话,情况就会大为不同。使用成本效益分析有一个基本前提，即

分析人是理性的。而一旦使用刑讯，犯罪嫌疑人一般不再具有自己的意志，因而无法进行理

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其供述的可能性就提高了。

（三）国家付出的成本。

由于刑讯本身会剥夺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国家此时也要付出不可避免的成本，这个

成本来源于刑讯对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损害。生命权是指维护生命存在的权利，其主要由

生命存续权、生命自由权、生命尊严权和生命健康权构成。酷刑给人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痛

苦，这本身就是反人性的，刑讯作为一种酷刑首先就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生命尊严权。很多

人认为刑讯本身并不是要剥夺犯罪嫌疑人的生命存续权，只是给犯罪嫌疑人造成肉体或者精

神上的暂时痛苦，如果手段不超过必要限度，刑讯给犯罪嫌疑人的身体健康造成的影响也是

微乎其微。水刑是一种常见的刑讯方式，它在“911事件”以后被CIA广泛采用。它是一种使

﹝7﹞ 杨思斌：《功利主义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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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以为自己快被溺毙的刑讯方式，犯人被绑成脚比头高的姿势，脸部被毛巾盖住，刑讯者

然后把水倒在犯人脸上，这种酷刑会使犯人产生快要窒息和淹死的感觉。回溯到西班牙式宗

教裁判所时期，这种用水造成囚犯溺毙感的手段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因为它不同于其他刑讯

方式，它不会在囚犯身上造成任何伤痕。﹝8﹞水刑可以算是酷刑中比较轻微的一种，其对犯

罪嫌疑人身体健康的伤害真的微乎其微吗？事实绝非如此，纽约大学医学部的教授艾伦·凯

勒表示，水刑能够造成“真正的致命风险，这些风险包括溺毙、心脏病发或因肺部吸入水后

造成的损害。” 凯勒当时还警告说，水刑会给人们带来长期的影响，其中包括恐慌、抑郁以

及遭受创伤后的身心失调。由此可见，刑讯本身还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生命健康权。

可是，刑讯侵害犯罪嫌疑人的生命健康权和生命尊严权是有个前提的，即犯罪嫌疑人在

营救式刑讯案件中仍然享有完整的生命健康权和生命尊严权。公民的人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

自然权利，但在实际中这种权利的范围会随着宪法性法律的规定不断调整。大多数国家的宪

法都规定了紧急情况下人权的克减，因此营救式刑讯案件还应当分两种情况讨论：非紧急状

态和紧急状态。按照紧急情况危险程度的不同，可以将紧急状态分为战争状态、戒严状态与

一般紧急状态，其中，戒严状态一般是一种局限性的限制人权的紧急状态，适用于发生战争、

动乱、暴乱、叛乱、恐怖活动等比较严重的紧急情况。在实施戒严的区域，公民的政治权利

与人身权利行使要受到一定限制。国家在恐怖活动案件中可以宣布戒严，此时犯罪嫌疑人的

部分人身权利就被克减了。可是，人权的克减是有限度的，有些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

被克减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列举了不可克减的权利，它们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他们是维护人的尊严、价值与本质属性的最低标准所需的权利，是人之作为人所享有

的权利，如生命权、免受酷刑或奴役权等；第二，它们是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下也不应受影

响的权利，即行使这些权利与国家为维护其利益所采取的措施不发生冲突，如思想和言论自

由、信仰和宗教自由等。﹝9﹞由此可见，即使是在最为极端的恐怖活动案件中，犯罪嫌疑人

也是享有生命健康权和生命尊严权的。只要是刑讯，都会侵害犯罪嫌疑人的这两项基本权利。

国家不可能避免地要承担刑讯过程中造成的人权损害成本。

（四）国家获得的收益。

如果通过刑讯阻止了危害后果的发生，国家也将获得等同于犯罪损害的收益。假设刑讯

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是 Y，则其付出的成本也为 Y，其所获得的收益为 W，这种情况下的 W

是等于 X 的。但是通过刑讯阻止危害后果的发生只是一种可能。首先，酷刑不一定能够让犯

罪嫌疑人招供。如果犯罪嫌疑人对痛苦和折磨的承受力强于常人的话，通过刑讯获得供述的

可能性就大打折扣了。例如实施恐怖活动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意志顽强，有些甚至经过了对抗

性训练，他们相对于普通人对于刑讯有着更强的对抗力；其次，刑讯获取的不一定是真实信

息，有些犯罪嫌疑人为了暂时摆脱痛苦，会临时提供虚假供述，这对阻碍危害结果的发生也

是毫无用处的；最后，即使获得了真实的营救信息，也不一定能够完全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

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侵害行为极有可能失控，而警方获取情报线索后也需要一定的反应时

间，在这个时间段里，危害结果是有可能发生的。例如在“Gafgen 诉德国案”中，警方通

过刑讯获得了营救信息也没有能够阻止被害人的死亡。即使警方及时采取了制止不法侵害的

行为，由于时间受限，警方也可能只能阻止部分危害结果的发生。以上的分析说明 W 在很多

情况下是小于 X的，如果刑讯完全失效，W 甚至完全为零。这就意味着刑讯的收益只是一项

风险收益，这种风险不仅仅来源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也来源于时间的紧迫程度和侵

害行为的失控程度。假设刑讯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成功率为 a，那么 W就等于 aX。

上述讨论已经表明a不可能为百分之百，a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

﹝ 8 ﹞ "Waterboarding:An Issue Before Mukasey's Bid".All Things Considered (National Public
Radio).3November2007.Retrieved 17 April 2009.
﹝9﹞ 郭春明：《紧急状态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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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只要刑讯的强度够大，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的真实性是可以得到保

障的，这也是我国古代刑讯逼供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实践证明通过刑讯逼供获得的信

息往往是不可靠的，很多犯罪嫌疑人的招供都是为了暂时摆脱痛苦的权宜之计。一般情况下，

通过刑讯逼供获得的不真实供述有两种：一是犯罪嫌疑人在司法人员的诱导下作出的供述，

这种供述是基于刑讯者的凭空想象产生的；而是犯罪嫌疑人自主作出的供述，这种供述是在

犯罪嫌疑人的胡编乱造下产生的。一旦有罪供述产生，刑讯者一般不会去验证供述的真实性。

因为刑讯逼供者实施刑讯就是为了获得有罪证据，刑讯逼供者往往有着口供至上的观念，只

要犯罪嫌疑人提供了刑讯者想要的有罪供述，刑讯者就会结束刑讯逼供。而营救式刑讯与刑

讯逼供不尽相同：

首先，在刑讯逼供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了危害行为是未知的。而在营救式刑讯

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危害行为和即将造成的危害后果是有证据证明的；其次，营救式刑讯

以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目的，因而刑讯者必然会去验证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一旦刑

讯者发现供述不真实，刑讯者会继续刑讯，直至犯罪嫌疑人提供真实供述。由此可见，营救

式刑讯获得的信息远远比刑讯逼供获得的信息可靠，前CIA官员鲍勃·贝尔甚至说过：“如果

酷刑足够严厉的话，你可以让任何人供认出任何事情。”波斯纳也曾写道：“除了有充沛的证

据证明刑讯常常是获得真实信息的一种有效手段外，在这种境况下，同样是常识的是，即使

完全够不上刑讯但比普通刑事审判中获得可用之陈述所许可的审讯手段更具强制性的手段

常常也有效。”虽然酷刑越严厉，Y会越大，但是同时a也会变大，刑讯的收益aX还没有达到

让人失望的地步。此外，在a一定的情况下，如果犯罪嫌疑人造成的危害后果X足够大，那么

aX的大小会变得相当可观。这足以引起司法人员的重视，使其将刑讯所带来的收益与成本进

行认真比较。

表 2 国家的成本收益分析

考量因素 国家（刑讯）

损害 Y

收益 W（aX）

成本 Y

效用 aX-Y

（五）波斯纳的平衡点理论

波斯纳认为，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是公民实现其基本权利的前提和基础，国家安全和公

共安全一旦得不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无从谈起。但是，在很多时候公共安全和公民的

基本人权是不能兼顾的，在维护公共安全的同时可能会压缩公民的权利范围，过于维护公民

基本权利可能会牺牲公共安全。在维护公共安全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之间发生冲突之时，必

须在公共安全和公民基本权利之间达到一种利益平衡。这就如同一个天平的两侧，左边是个

人自由，右边是公共安全，平衡点越往左公民的基本权利范围就越大，平衡点越往右公民的

基本权利范围就越小。在可用某种权利（例如，不受不合情理之搜查和扣押的权利）反对政

府国家安全保护措施的案件中，人们想把这个平衡点确定在，这种权利范围略加扩张就会导

致公共安全的损失大于个人自由的增加，且这个权利范围略加压缩就会导致个人自由的减少

大于公共安全的增加。这就是平衡点，决定了这种权利的最佳范围。随着自由和安全所受威

胁之消长，这个平衡点会不断移动。﹝10﹞

波斯纳将公共安全的损失与个人自由的损失进行比较，追求的是公共安全与个人自由价

值之和的最大化。平衡点理论的核心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这实际上是用到了功利主义的损

﹝10﹞ 前引﹝2﹞，《并非自杀契约——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法》，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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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收益分析法。我们可以假设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受到威胁之时，刑讯阻止危害结果发生

的成功率为a，安全威胁系数为b，刑讯带来的收益为abM，犯罪嫌疑人即将造成的损害和刑

讯能够带来的收益为Y。在a和Y的大小不变的情况下，b越大，abM与Y的差值就越小。随着abM

不断变大，天平的右侧会不断增重，因而平衡点会不断右移。abM等于Y的时候，天平的平衡

点成为了一个能否使用刑讯的临界点，此时公民的基本权利已经压缩到了能够使用刑讯手段

的程度。当abM大于Y的时候，刑讯手段就能够产生效用了，也就是说平衡点在临界点以右的

时候使用刑讯是完全正当的。

表三 平衡点理论下的国家成本收益分析

（六）营救式刑讯的收益与成本比较

如果营救式刑讯发生在一般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案件中，那么犯罪嫌疑人侵犯的是特定一

个人或多个人的生命权。在刑讯收益不存在风险的情况下，国家采取酷刑的效用将是特定的

被害人的生命权价值减去犯罪嫌疑人的生命权价值。但是，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要衡量

犯罪嫌疑人的生命权价值和被害人的生命权价值孰轻孰重，这是十分困难的。在“Gafgen

诉德国案”中，论证被害人的生命权价值高于Gafgen的生命价值是举步维艰的，因为比较就

会量化生命，给生命标价，而生命都是无价的。但是，被害人的生命权是被永久剥夺了，这

是无法再恢复的；而犯罪嫌疑人的生命健康权和生命尊严权只是被暂时剥夺，酷刑结束后即

可恢复。这样一来，似乎不可恢复的生命权价值与可恢复的生命权价值之间是可以分出高下

的，如果被害人是多人的话，这个比较的过程似乎就变得更加容易了。

可是，刑讯造成的精神创伤也许会陪伴犯罪嫌疑人一生，即使国家以赔偿金的形式对犯

罪嫌疑人进行抚慰，这种创伤也很难得到消除。是被害人死亡那一瞬间的痛苦更大，还是犯

罪嫌疑人被刑讯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承受的痛苦更大？这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而且刑讯

收益毕竟一项风险收益，bM与Y的大小已经是难以比较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比较abM与Y的

大小是不可能的，因而此时刑讯的正当性是难以论证的。

如果营救式刑讯发生在一般危害公共安全案件中，那么犯罪嫌疑人侵犯的是不特定人的

生命权。由于人数众多，此时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就变成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痛苦与犯罪嫌疑人

一人痛苦的比较。这种情形下的安全威胁系数 b远远大于一般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案件的安全

威胁系数。很明显，当 Y一定的时候，只要 b足够大，abM 的大小是能够超过 Y 的。或许一

个或几个被害人短暂的死亡痛苦与犯罪嫌疑人长期的痛苦难分高下，但是在一个理性普通人

的观念里，广场上成千上万人同时死亡所承受的痛苦明显多于一个人可能承受的长期痛苦。

可是 b为多少才算是足够大，这是难以量化的。虽然是一般危害公共安全案件，如果不是发

生在成千上万人的时代广场，而是发生在一个几十个人的小村庄，使用刑讯的正当性就会发

生动摇。因为 b的大小是否足以让 abM 的大小超过 Y 是无法考究的。

如果营救式刑讯发生在恐怖活动案件中，那么犯罪嫌疑人不仅仅侵犯了不特定人的生

命权，还可能给国家和民族的存续造成威胁。很多恐怖分子的价值观念都是反社会甚至反民

族、反人类的。当犯罪嫌疑人侵犯到不特定多数人安全的时候，此时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就变

成了整个社会的痛苦与犯罪嫌疑人一人痛苦的比较。换句话说，国家在此时面对的选择是整

个社会的幸福，还是选择一个人的幸福。在恐怖活动中，对于社会整体来讲，公共安全和民

族安全至高无上的，因而b可以是无限大的，bM也是远远超过Y的。

考量因素 国家（刑讯）

损害 Y

收益 abM

成本 Y

效用 ab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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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节

根据波斯纳的平衡点理论，随着安全系数b的不断增大，天平的平衡点会不断右移，直

至达到并且超过临界点，营救式刑讯就可以正当化了。当危害行为造成的损害abM等于刑讯

手段造成的损害Y时，平衡点就是可以使用刑讯的临界点。可是由于a、M和Y的大小很难量化，

平衡点达到临界点时b的大小也很难量化。假设临界点是Q的话，当b与Q相差不大时，刑讯的

正当性是很难考察的。也就是说当安全威胁系数在最大或者最小的情形下，刑讯的正当性是

容易考察的。但是当安全威胁出于接近临界点的模糊地带时，成本收益分析在刑讯的正当性

考察上也只能是无可奈何。一般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案件中的b值处在Q点左端比较小的位置，

因而刑讯是不正当的；在恐怖活动案件中的b值处在Q点右端比较大的位置，因而刑讯是正当

的；而在一般危害公共安全案件中，刑讯是否正当还要根据安全威胁系数b与临界点Q之差的

大小来判定。

三、对功利主义法学分析方法的批判

自由意志论者对功利主义分析方法提出了两大质疑：一是功利主义分析方法没有尊重到

个人的权利；二是功利主义分析方法很难对所有的价值进行量化。自由意志论的代表人之一

诺齐克提出了自主原则——人不能作为为公正谋取福利的工具。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主

管理，个人不能对别人的自主管理进行干涉。在营救式刑讯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生命健康

权和生命尊严权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只专属于犯罪嫌疑人个人，他人和国家不能对这种

专属性权利进行处分。国家的功利主义分析本身就是对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不尊重。此外，

自由意志论认为生命存续权、生命自由权、生命尊严权和生命健康权都是无价的，他们相互

之间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他们之间的价值也是无法叠加的，如此一来功利主义分析方法就

无法得以进行。

自由意志论中的很多观点来源于康德的道德绝对主义。康德认为，道德是无条件的，因

而它是一种普遍的必须服从的“定言命令”、绝对命令，而不是为达到某种目的的“假言命

令”。按照“绝对命令”即道德法则办事，就是“善的意志”和道德的行为。凡怀着为己、

为人及其他“实质性”的考虑，都不是道德行为。﹝11﹞这就是康德提出的道德法则。康德认

为，道德法则有三个具体原理：（一）、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普遍的立法形式”。根据康德的

观点，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就是，不论做什么都应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

时能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二）、坚持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康德坚持认为，在任何情

况下，无论对人还是对己，都要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当作工具；（三）、每个人的意志都是

﹝11﹞ 刘建伟：《新康德主义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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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意志。在康德那里，道德法则的前两条实际存在矛盾。按第一条，人是道德法则的工具，

只能服从；按第二条，人又不是工具而是目的，于是引申出“意志的第三个实践原则（它是

与普遍实践理性相和谐的最高条件）,就是：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当作立法意志”。﹝12﹞

康德的道德法则从根本上否定了营救式刑讯的正当性。第一、根据康德的道德法则，既

然酷刑会给人的生命权造成严重侵害，那么使用酷刑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不道德的，禁止使用

酷刑应当成为一个普遍准则，在任何条件下都没有例外。因此，刑讯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当被

禁止，而不能因为刑讯以营救目的而增设任何例外；第二、根据道德法则，国家无论从事任

何行为都不能将人当作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无论这个目的如何正当。国家在营救式刑讯中

无异将犯罪嫌疑人当成了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手段。犯罪嫌疑人的生命健康权和生命尊严权

在此时不仅仅没有成为国家保护的对象，反而沦为了国家实现营救目的的牺牲品，这是明显

违背道德法则的。国家对营救式刑讯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其实就是在对己作“实质性”的考虑，

这个行为的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第三、道德法则认为，每个人的意志都是立法意志，个人所

要服从的道德准则就是自己所立之法。理性的公民都不会希望刑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那么

理性的公民就不应当施加刑讯在别人身上，允许营救式刑讯其实是违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意

志的。此外康德认为道德统制内心动机，法统制外部行为，而不问其动机如何。即使动机不

正确，但能够遵守法，国家也要加以赞许；反之，如果动机正确但不能遵守法，国家也要加

以反对。营救式刑讯虽然动机正确，但是刑讯本身违背了自然法则。

《欧洲人权公约》第三条就体现了康德道德法则的精神，这一条是有关免于酷刑与不人

道或侮辱待遇之自由的规定。免于酷刑与不人道或侮辱待遇之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

欧洲人权法院强调第三条是一个“绝对条款……不论被害者的行为为何。”﹝13﹞由此可见，

刑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正当化，即使是在最极端的恐怖活动案件中。

四、论证营救式刑讯正当化的两条路径

（一）刑讯者的正当防卫

在一般情况下，刑讯作为一项酷刑必然会侵犯到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在营救式刑讯案

件中，刑讯者如果能援引正当防卫这一违法阻却事由，那么刑讯在法律上就可以正当化。《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

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

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理论认为正当防卫应当从防卫意图、防卫

起因、防卫对象、防卫时间、防卫限度等五个方面对正当防卫成立条件予以界定﹝14﹞。从防

卫意图上看，营救式刑讯的目的是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刑讯符合防卫意图的要求；从防卫

起因上看，危险是由犯罪嫌疑人引起的，刑讯符合防卫起因的要求；从防卫对象上看，刑讯

针对的是实施危害行为的犯罪嫌疑人，刑讯符合防卫对象的要求；从防卫时间上看，犯罪嫌

疑人的行为由一开始的作为（引发危险）和后来的不作为（等待危害结果的发生）构成，一

开始的作为这一先前行为使得犯罪嫌疑人产生了作为的义务，因而犯罪嫌疑人后来的不作为

也是一种危害行为。刑讯发生在危害行为持续期间，因而刑讯符合防卫时间的要求；从防卫

限度上看，我国刑法学界里最受欢迎的是“相当说”。“相当说”认为必要限度原则上应以制

止危害行为所必需为标准，同时要求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在手段、强度等方而，不存在

过于悬殊的差异。营救式刑讯案件中，刑讯成为了唯一可能阻止危害结果的手段，满足了必

要限度原则。防卫手段是剥夺犯罪嫌疑人的生命健康权和生命尊严权，强度是尽量减少犯罪

嫌疑人痛苦地暂时剥夺；而不法侵害行为的手段是剥夺被害人包括生命健康权和生命尊严权

在内的完整生命权，强度是尽量造成被害人最大痛苦地永久剥夺。从这个对比来看，营救式

﹝12﹞ 同上书，第 30 页。
﹝13﹞ Chahal v. United Kingdom (1997) 23 EHRR 413.
﹝14﹞ 高铭暄、马克昌、赵秉志：《刑法学（第三版）》，2007 年版，第 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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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在手段、强度等方面也是没有明显超过危害行为的，因此刑讯是符合防卫限度要求的。

但是我国刑法学界在警察能不能成为正当防卫权的行使主体上产生了分歧：马克昌、熊

振斌等学者认为警察属于公民，包含在公民概念的外延之中，应当是正当防卫权的主体，警

察防卫权自然包含于正当防卫权之中；有的学者认为，是警察作为一种特殊的主体，不同于

一般的公民，因此，警察防卫权有别于一般公民的防卫；还有学者认为警察防卫权并不是正

当防卫，不能归于公民的正当防卫权之列，而属于警察的职权行为。﹝15﹞这几种观点的分歧

在于警察行使法律授权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但是这几种观点都达成了一个共识，警察

的防卫行为如果没有法律授权但是满足正当防卫的要件，警察是可以主张正当防卫的。在没

有法律没有授权警察可以营救式刑讯的情形下，警察如果能够证明刑讯符合正当防卫的要

求，他就可以主张刑讯是正当行为。我国正当防卫权的使用是非常宽泛的，体现了国家鼓励

公民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刑事政策。防卫限度的“相当说”理论其实是在将犯罪嫌疑人造成

的损害和防卫造成的损害进行比较，这其实还是一种功利主义分析方法，也就是说我国的正

当防卫理论其实是建立在功利主义法学的基础之上的。这样一来，在营救式刑讯案件中，警

察在一般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案件中不能主张正当防卫，在恐怖活动犯罪中可以主张正当防

卫，在一般危害公共安全案件中能否主张正当防卫要对危害结果是否特别严重进行考察。

警察能否主张正当防卫的问题也是一个在德国刑法和公法学界经历了数十年争论的“经

典”议题，目前有关这个问题主要存在着以下四种学说：纯粹或修正的公法说、区分说、刑

法公法混合说和刑法说。其中，刑法说认为，刑法中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同时也是对国家行为

的授权规范。虽然刑法说没有解决国家有可能由于援引违法阻却事由而超越自身权限的问

题。但是相比于其他学说，刑法说自身在逻辑上最为通顺，从刑事政策的角度看最令人满意，

而且德国判例也多采纳刑法说。﹝16﹞但是，德国刑法学界和司法判例目前已经几乎一致认为，

正当防卫权在例外的场合下会受到社会伦理的限制。其目的主要在于使得原本过于尖锐的正

当防卫权变得能够为社会所承受。﹝17﹞也就是说主张正当防卫也不能违背社会伦理。在营救

式刑讯案件中，使用刑讯手段必然会牺牲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和生命尊严权，如果要援引正当

防卫这一违法阻却事由，就必然要论证牺牲犯罪嫌疑人的这两项基本权利符合社会伦理的要

求。如果从功利主义伦理的角度分析刑讯是否符合社会伦理，那么结论和我国正当防卫理论

下的理论是一致的；如果从康德的道德绝对主义伦理出发，刑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违反社会

伦理的，因而警察在不能在营救式刑讯案件中主张正当防卫。

（二）法律授权下的营救式刑讯

心理学家菲利浦·纪姆巴窦在1971年进行了社会心理学上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18﹞很多人认为刑讯的发生是司法人员法律职业道德败坏或者法制意识低下的结果，但是

“斯坦福监狱实验”证明，刑讯逼供在很多时候都与司法人员的法律职业道德和法制意识无

关，而是与刑讯者所处的环境和角色有着莫大的关系。个人的道德以及素质的重要性被角色

身份的象征性所取代。在人们的道德评价体系内，讯问人员与犯罪嫌疑人是完全处于两个不

同的阶层，扮演着迥异的社会角色。尽管在法律上，犯罪嫌疑人还不能称为犯罪分子或罪犯，

﹝15﹞ 郭冰：《警察防卫权之思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1 期。
﹝16﹞ 参见王钢：《出于营救目的的酷刑与正当防卫——战后德国最具争议之刑法问题评析》，《清华法学》
2010 年第 2 期。
﹝17﹞ 同上文
﹝18﹞ 九名受试者是从大量的学生志愿者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经过面试和心理测验,被确认为是“遵纪守法、

情绪稳定、身体健康的普普通通的平常人”。他们通过随机掷硬币的方式被分配担任囚犯或者看守的角色,

囚犯整天呆在监狱里,看守则8小时轮值上班。这些学生接受了随机分派给他们的角色之后,发生了什么情况

呢?处于看守角色时,原本温文尔雅的大学生变得盛气凌人,有时甚至残酷成性。作为囚犯,原本心理稳定的

大学生很快就行为怪异,表现出严重郁抑、情绪失控或者思维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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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很多普通人看来，犯罪嫌疑人只是等待判刑的犯罪人，是社会的“败类”和“敌人”。

而讯问者被当然地认为是处于维护大多数人既得利益的权力阶层，他们的使命就是打击和惩

罚破坏他们阶层利益的“异类”。因此很多讯问人员根本不把他们当作“可能的无辜者”，他

们的厌恶多于同情、憎恨多于关心、威慑多于认同。﹝19﹞在营救式刑讯案件中讯问人员的角

色情感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在此类案件里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确实实施了危害行为，而

且危害结果特别严重。由此可见，警察在极端情况下是很有可能使用刑讯的，即使法律明文

禁止刑讯，法律此时对于警察来说很有可能成为了一纸空文。

德肖维茨曾在接受CNN采访的时候说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级别低的官员来决定能

否刑讯。如果刑讯成为了广场炸弹案中能够拯救成千上万平民的最后办法，那么刑讯应该在

美国总统或者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批准下，以问责制的形式公开进行。”﹝20﹞德肖维茨的主

要观点是在恐怖活动案件里，司法人员使用刑讯是难以避免的，这是因为人的自然属性会让

人在暗中滥用没有被规制的权力。与其让这种刑讯手段被司法人员案中滥用，还不如用授权

的形式将刑讯公开化，同时对国家元首或者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授权行为进行问责，以防止

刑讯被滥用。

德肖维茨本人也是极力反对酷刑，但他认为在广场炸弹案这种极端情况下，通过严格审

查后的授权，刑讯本身的危害可以得到控制和减小。在法律严格禁止刑讯的情况下，一旦遇

到如广场炸弹案般的紧急情况，司法人员就会利用法律漏洞或者法外空间进行刑讯，例如CIA

将恐怖活动中的犯罪嫌疑人送往约旦审讯。如果实在找不到其他合适理由，司法人员甚至会

甘冒违法的风险进行刑讯。此时法律对刑讯的威慑作用并不明显，如果法律在这种极端的情

形下仍不作任何调整，法律本身的威慑力和权威性就会受到人们的质疑。由此可见，德肖维

茨观点的核心在于如何防止刑讯被司法人员滥用以及怎样保持法律本身的威慑力，而不是论

证刑讯在营救式刑讯案件中能否被正当化。德肖维茨并没有支持明确支持功利主义法学的分

析方法，他认为此时的营救式刑讯是无奈之举。

“人权观察”组织执行主任肯尼斯·罗思是道德绝对主义的拥护者，他对德肖维茨的观

点进行了激烈的反驳。他认为既然刑讯对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造成了严重侵害，那么刑讯

就应当在任何时候被严格禁止。一旦给这个禁忌设置一个例外，这个例外的外延就会被无限

放大。罗思以以色列曾经给禁止刑讯增设例外为例，指出以色列虽然给这个例外的适用设置

了严格的前提条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个例外却发展出了一个理念——对认识恐怖分子

或者知道恐怖活动信息的人也可以采用刑讯。这项例外最后以以色列刑讯了近百分之九十巴

基斯坦政治犯的恶果而被禁止。﹝21﹞罗思站在道德绝对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只要刑讯手段侵

犯了基本人权，它就应当在任何情况下被绝对禁止。波斯纳也认为法律不应当授权紧急状态

下的刑讯。他认为法律只要在禁止刑讯的规定上增设例外，这个例外就会被不断使用，被反

复突破的禁令就会失去其原本应有的威慑力。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在恐怖活动案件中中止犯

罪嫌疑人的宪法权利，再由国家元首对使用酷刑的刑讯者进行赦免。

五、结语

德肖维茨的授权式刑讯设想其实是建立在反恐战争中要防止警察滥用权力这一核心理

念上的，但他的论证中有着太多“存在即合理”的强盗逻辑，因而其并没有很好地证明恐怖

主义活动中营救式刑讯的正当性。罗思虽然充分论证了刑讯应当被法律严格禁止，但他并没

有很好地解决如何对待刑讯者这一难题。在恐怖主义活动这种极端情况之下，如果刑讯者能

够主张正当防卫，或者国家能够对刑讯者进行赦免，那么这一难题也许就得到了很好地解决。

﹝19﹞ 吴丹红：《角色、情形与社会容忍法社会学视野中的刑讯逼供》，《中外法学》2006 年第 2 期。

﹝20﹞ Dershowitz: 《Torture could be justified》，CNN March 4, 2003.

﹝21﹞ 同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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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讨论的营救式刑讯的构成要件是非常严苛的，但即使是在如此极端的情形下，由

于刑讯本身是一种酷刑，主张刑讯正当化也要谨慎地进行充分的论证。从功利主义法学的角

度看，营救式刑讯的正当性是由危害行为对公共安全的威胁程度所决定的。随着危害行为的

安全威胁程度不断增加，营救式刑讯的正当性会不断增强。恐怖活动案件无疑又是营救式刑

讯案件中极端情形，如果不法侵害行为对民族甚至是国家的存续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那么在

恐怖活动案件中使用营救式刑讯就是完全正当的。自由意志论者和道德绝对主义论者对功利

主义法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了深刻的批评，这无疑是对人性的充分尊重。在危害行为没有足以

威胁到国家和民族的存续之时，这一批判的思维也使得国家在进行功利主义分析时变得更加

谨慎。但是在恐怖活动这种极端情形之下，一旦社会秩序崩溃，所有的自由和道德观念就会

完全土崩瓦解，这种情况下的自由意志论和道德绝对主义就不再具有任何说服力了。正如《洞

穴奇案》中的福斯特法官在评议中写道：“我们的实体法是建立在人们在社会中可以共存这

一可能性之上的。在人们不可能共存的情况下，我们所有的先例和法律所赖以存在的前提就

不复存在了。”﹝2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question of the legitimacy of torture for the purpose of rescue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in German criminal law and constitutional law field. This question has also
been intensely discussed in American society after the September 11 attack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ques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nthamism and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absolutism. In the
view of Benthamism, the legitimacy of torture will be consistently enhanced if the threat to the
public security, which comes from the suspect's harmful act, consistently increased. In the case of
terrorist activities, as the suspect's harmful act is a huge threa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public security, torture for the purpose of rescue is legitimate. While in the view of Moral
absolutism, no matter what purpose is for, torture is absolutely prohibited under any circumstance.
And then torture for the purpose of rescue is not legitimat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n extreme
cases such as terrorist activities, all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morality will completely collapse if
the society order collapses. In these extreme cases, the view of Moral absolutism is unconvincing
on this question.
Key words: torture for the purpose of rescue，right to subsistence, public security，Benthamism,
Moral absolutism

﹝22﹞ 【美】萨伯：《洞穴奇案》，陈福勇、张世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 2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