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 据 法 学

主讲人：李宏伟���时间：2020年春季学期



第二章�证据概念与证据资格

������������������������:�通过本讲教学，使学生了解证据的真实观与证据的定义。

              :1.指导学生理解“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

                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的含义，自

               觉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理念。

               2.培养学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树立科学的证据真实观。

              :证据的真实观

              :无

              :讲授、案例、讨论

              :2

              :1.证据的真实观；2.证据的定义。



        1.观看视频（1）后请复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2.观看视频（2）后结合专业伦

理要求阐述应树立怎样的核心价值
观法治理念。

    3.观看视频（3）并结合这一现象，

阐述证据的本质。    

引言

思考思考课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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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证据的真实观



0.课前任务检验课程导入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一、复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一、复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第二章�证据概念与证据资格



第二章�证据概念与证据资格

0.课前任务检验课程导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
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
       核心价值观的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
       立法而言：一是国家的立法以及一切治理活动都必须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
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二是进行法治建设就是要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特别是它
的法治要求作为当代中国立法的法则依据。司法而言：贯穿核心价值观精神和
要求，最基本的是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执法而言：国家行政机关
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履行职责、贯彻和实施法律。守
法而言：全社会自觉遵守法律的规定，将法律的要求转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从而使法律得以实现的活动。在现代法治社会，守法包括权利的普遍维护、义
务的必须履行和禁令的严格遵守三个方面。

二、应树立怎样的核心价值观法治理念二、应树立怎样的核心价值观法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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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课前任务检验课程导入

       用事实来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很难找出肯定是证据，或者肯定不是证
据的东西。所以说，证据的概念是一个猜想级的难题！

未死亡证明 老年证 大学毕业生未犯罪证明

      三、阐述证据的本质三、阐述证据的本质



第二章�证据概念与证据资格

0.课前任务检验课程导入

        三、阐述证据的本质三、阐述证据的本质

       从经验角度分析，什么东西才肯定不是证据，什么才能肯定是证据？

       所有证据的成立都要经过三个阶段：

       （1）是不是证据？

       （2）这个证据具不具有证据资格？（是不是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

       （3）这些证据能不能证明案件事实。（能不能证明借款啊、

杀人的事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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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证据的真实观探索新知
       1997年美国联邦第七巡回法庭审理的合众国诉惠特
克案件。公诉方指控被告人惠特克非法销售毒品，指控的
证据是从另一名共犯福斯特的计算机中恢复得来的计算机
文件，这些文件详细记录了他们以三个化名实施的毒品交
易:一个化名是“我”，推测可能是福斯特自己;另一个化
名是“盖特”，系被告人惠特克的绰号;还有一个化名是
“克鲁兹”，系另一个毒品交易商的绰号。在起诉之前，
公诉方在福斯特的协助下从其计算机中找回了上述证据，
并小心谨慎地建立了正式的保管锁链。在庭审中，辩方惠
特克的律师提出，那些通过绰号牵涉其当事人的计算机文
件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因为“福斯特只要快速敲入几个键，
便能轻而易举地将惠特克的绰号“盖特”添加进去，制作
出一份看起来对公诉方有利的计算机文件。法庭栽决，尽
管存在着相当大的怀疑，但仍不足以支持做出这些计算机
记录已经遭到篡改的主张;在缺乏明确证据证明发生了篡
改的情况下，仅仅是存在篡改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并不影
响推定出计算机记录属实的结论。本案表明，司法实践中
证据的真实性通常都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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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证据的真实观探索新知

       证据的定义，很难作出规定。很多国家的法律
也在做定义，有的国家的法律根本就不做定义。但
是没有一个定义是所有人都认可的。尤其是中国，
这几十年来，认为最好的定义就是有人说的“事实
说”的这个证据，但是，也有多人不予支持。

        一、证据的词语起源和基本含义一、证据的词语起源和基本含义

n语词解析

n证、据的字面意义

n日常生活中的证据；法律事务中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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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证据的真实观探索新知

n 证据概念的第一个核心问题：证据是否一定是真实的？不属实者是否一
定非证据？

n 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31条:证明案件真实情況的切事实，都是证据；
1989年行政诉讼法、1991年民事诉讼法、1996年刑事诉法的类似规定。

n 有的学者把证据概念界定为：证据就是证明案件真是情况的事实，其核
心词汇是“事实”。

        二、正确看待证据的真实性问题二、正确看待证据的真实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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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证据的真实观探索新知

n （一）从司法实践看，“不属实者非证据”的观点无法成立
l 英国学者摩菲的意见：“如果某一个材料被认为是真实的、可信的和具
有充分的相关性，能够说服法院，认定其为证据就是适当的。”

l 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提交司法机关的证据和司法机关自己收集的证据中都
是有真有假的。

l 司法机关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也会有真有假，否则就不会有冤假错案。
l 如，一起合同纠纷案件中，一审法院的法官请笔合同上的字迹进行鉴定。
但后来经过对案件中各综合评断，法官认为该鉴定意见不符合案件中的
不予采信。这个鉴定意见是否是证据?

        二、正确看待证据的真实性问题二、正确看待证据的真实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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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证据的真实观探索新知

n （二）从认识论角度看，“不属实者非证据”的观点也难以成立
l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人类是有能力认识一切客观真理的。但这
并不是说世界上的事物对每个具体的人来说都是可知的。

l 据每一具体案件来说，人们对证据和案件事实的认识都不是绝对真理，只
能是相对真理。

l 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对证据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模糊性。
因此，同学们应该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又要坚持习
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
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的指示精神，树立科学的证据真实观。

        二、正确看待证据的真实性问题二、正确看待证据的真实性问题



第二章�证据概念与证据资格

第一节 证据的真实观探索新知

        二、正确看待证据的真实性问题二、正确看待证据的真实性问题

n 证据领域存在着大量的“灰色地带”

l 以毛发性别鉴定为例  

l 毛发根鞘细胞染色体

男：20-80 女：0-2520-25？

Y染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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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证据的真实观探索新知

        二、正确看待证据的真实性问题二、正确看待证据的真实性问题

n 证据概念的第二个核心问题：证据是形式
还是内容？

l 信息本身
l 信息所附的载体

n 观看案例，并进行讨论。

l 本案的波折反复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讨论的
一个热点问题是“行政机关做出的‘答复’是不是证
据？”



02证据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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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证据的定义探索新知

事实
说

材料说

方法
说

根据说

信息
说

统一说

边沁、维辛斯
基、威格莫尔

        一、关于证据定义的学说一、关于证据定义的学说

l 少数国家如印度在立法中给出了证据的定义数
国家的立法则索性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n （一）事实说
l 证据是一种用作证明的事实。如英国边沁认为，
在最广泛意义上把证据假定为一种真实的事实，
把它看成是一种成为相信另一种事实存在或者
不存在的理由的当然事实。美国威格摩尔认为，
证据是任何一件或一组可知的事实而不是法律
的或伦理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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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证据的定义探索新知

        一、关于证据定义的学说一、关于证据定义的学说

l 在一起故意杀人案中张三作证说李四杀了人。侦
查员在现场发现的匕首是李四的，也可以证明李
四杀了人。在此，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是“李四
杀了人”，证据则是“张三看见或听见了杀人过
程”和“现场有李四的匕首”这两个事。

l 多年来，“事实说”一直在我国证据法学界占主
导地位。

n （二）根据说
l 证据界定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如台湾陈世雄、
林胜光等认为证据者，足使法院认定当事人之

俄联邦、
台湾省
林胜光、
陈世雄、
吴光陆

事实
说

材料说

方法
说

根据说

信息
说

统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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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证据的定义探索新知

        一、关于证据定义的学说一、关于证据定义的学说

l 主张为真实之凭据者，谓之。最高法1984年《关

于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

》，证据是查明的确定案件真实情况的根据。

l 一方面说证据都是属实的，另一方面又说证据需

要查证属实，二者矛盾。

俄联邦、
台湾省
林胜光、
陈世雄、
吴光陆

事实
说

材料说

方法
说

根据说

信息
说

统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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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证据的定义探索新知

        一、关于证据定义的学说一、关于证据定义的学说

n （三）材料说
l 证据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英国摩菲认
为，证据是能够说服法官认定某个案件事
实为真实或者可能的任何材料。美国加利
福尼亚证据法典，证据是指被提供用以证
明某一事实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证言、文书、
物品或其他可感知物。

l 2012年刑事诉讼法，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
实的材料，都是证据。

事实
说

材料说

方法
说

根据说

信息
说

统一说

摩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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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证据的定义探索新知

        一、关于证据定义的学说一、关于证据定义的学说

n （四）统一说
l 强调证据内容与证据形式的统一。如有学者
认为证据是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
等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并审查核实能够证明案
件真实情况的根据。证据是证据的内容和证
据的形式的统一。

n （五）方法说
l 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方法
n （六）信息说
l 证据是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信息

事实
说

材料说

方法
说

根据说

信息
说

统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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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相对合理的根据说和材料说

l 证据是指证明案件事实或者与法律事务有关之事实

   存在与否的根据。

l 证据和定案依据是一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l 201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里面

  的第48条改了，改成“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的材

  料，都是证据。”这是材料说。

第二节 证据的定义探索新知

        二二、证据的合理、证据的合理界定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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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证据概念的第三个核心问题：证据是证明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
n 课堂讨论
l 2006年邱兴华因对道观管理人员斥责其擅自移动道观内石碑不满，并怀疑

道观主持有调戏其妻的行为，遂心生愤怒，竟为此连续残

  杀10人，作案后又放火焚烧道观，制造了轰动全国的陕西

  汉阴县铁瓦殿道观惨案，此后案犯在潜逃过程中再添血案，

  在湖北随州市又持刀抢劫杀人，杀死一人，重伤两人。他

  后来在湖北随州被抓，就是在判他的时候，对他精神是不

  是正常，有人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意见。

  请讨论精神病问题是证明事实问题还是证明法律问题？

第二节 证据的定义探索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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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证据材料、证据方法、证据资料、证据原因
l 证据方法是指作为认定事实素材的人或物，分为人证与物证。

l 证据资料是通过证据方法获得的内容，如证人证言、鉴定人的意见、书证

的内容等。

l 证据方法与证据资料的关系：通过调查证据方法，就能获得证据资料。

l 证据原因是指使法官形成心证的原因。在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的

   民诉中，除证据资料外，口头辩论的全部意旨也能成为证据原因。

   而在刑诉中只有证据资料才可以成为证据原因。

第二节 证据的定义探索新知

        三三、相关的几个、相关的几个术语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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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请阅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以“公正与真相:现代刑事诉讼的核

心价值观”为主题所做的部分发言，并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推

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

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的重大思想，谈一谈你作为法学专业学生的感

想。要求字数不少于2000字。

l  参考文献：陈光中.公正与真相:现代刑事诉讼的核心价值观[N].检察日  

   报，2016-6-16（3）.

课后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