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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鉴美国审前羁押制度
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0年第4期 出版日期2010年04月01日

财新传媒杂志订阅

解决看守所问题的核心，在于尽可能减少审前羁押，而不是简单加强看守所的监管
葛维宝（Paul Gewirtz） 蒲杰夫（Jeffrey Presc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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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酝酿看守所体制改革。关于羁押制度的改革，美国的一些经验或许会有所帮

法律 | 非法证据排除尚存五大难题

助。
事实上，看守所暴力、被羁押人员受侵害等问题在美国一直是被关注的。比如，由于海
军关塔那摩基地在押恐怖嫌疑人的去留问题，审前羁押成为美国举国关注的焦点。多名嫌疑

Flash

人在该基地羁押数年之久，所涉案件却依然没有开庭审理。另外，该基地亦因其极端的审讯
方式及虐囚丑闻广受诟病。关塔那摩监狱引发了美国国内的激烈争议，国际社会也多指责其
违反人权。新晋总统奥巴马在上任第二天就签署了相关行政命令，将关闭关塔那摩监狱，表
示与此前的政策决裂。
关塔那摩的拘禁之所以在美引起强烈争议，正是因为其特殊性，即与美国法制体系的惯
例相左。它建立的背景是2001年美国遭受的恐怖袭击。相对于美国的羁押惯例以及其背后
的理据，关塔那摩无疑是一个反面教训。
由此，解决看守所问题的核心，在于尽可能减少审前羁押，而不是简单加强看守所的监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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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句中肯之言：谈对唐骏经历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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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不采取审前羁押
针对普通的美国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一旦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将由一位中立且公正
的法官来决定其是否应该在开庭前取保候审（亦称保释）。

南宁出动380多警力掀“打黑风暴”
金地内讧
唐骏母校西太平洋大学的前世今生
融资潮后银行再掀信贷潮？
文强被执行死刑市民拉横幅庆贺

根据美国的法律及先前的惯例，警方有权短期羁押被捕嫌疑人，羁押期限通常不超过
24小时，最长不超过两天。在预审听证会上，法官将审查逮捕过程，正式告知犯罪嫌疑人
对其的指控以及聘请律师的权利，并针对是否取保候审作出决定。当然，这并非是美国独有
的规定。根据国际惯例，“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
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等候审判的人受
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但可规定释放时应保证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阶段出席审判，并在
必要时报到听候执行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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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犯罪嫌疑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被取保候审。当然，取保候审并不是无条件的，
保释前提是确保嫌疑人不会趁机逃离当地并能按要求出席审判。的确存在少数不适宜审前保
释的案例，特别是在嫌疑人涉及情节暴力后果严重的指控下。但大多数案件中，法律仍然倾
向于取保候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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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的法律体系倾向于保释？逮捕嫌疑人不就是表示其很可能有罪吗？审前保释
是否可能是一个愚蠢甚至危险的决定呢？
美国主张有条件的审前保释有诸多原因。最明显的理由是，如果一个人并未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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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欲介入BP漏油事故处理

19:43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发布了一份“取保候审的标准”，指出审前羁押使嫌疑人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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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限制审前羁押的情况并不仅仅是基于“无罪推定论”。还因为即使在当今现代化的

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双重困境，干预被告的自卫能力，并在很多情况下，使其丧失赡养家庭的
机会。

热点博文
此外，根据美国的经验，犯罪嫌疑人在审前羁押中感受到的强制性气氛可能会迫使他们
供认未曾犯下的罪过。误判是极其严重的不公正行为，而这正是美国法律体系力求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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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犯罪嫌疑人在审前获释，那么如何确保其会按要求参加审判？在美国，担心嫌疑人
趁机“逃走”的顾虑并不能充分说明羁押的合理性。因为实践中的经验表明，执法官员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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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监控并酌情调整。一旦犯罪嫌疑人违反了条件的要求，法庭将立刻要求警察再次逮捕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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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除羁押以外的方式，使犯罪嫌疑人获释后也 “插翅难飞”。
法庭可以要求疑犯定期向警方或专门的审前管理人员报告，以追踪其在审前的动向；或
者为其指定一位监管人，与其保持密切接触；还可以限制嫌疑人的行动范围，或者命令其远
离证人和犯罪现场。此外，法庭有时也适用电子手铐及其他监督控制的技术。犯罪嫌疑人或

嫌疑人，并因违规对其加以额外惩罚。
长期的实践经验证明，现行审前保释的条件要求，足以确保在没有审前羁押的情况下，

视频

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能按要求出席审判。
但若是十分危险的犯罪嫌疑人呢？如何定义危险性？仅凭对公共安全的担忧是不够的，
必须有确切证据表明某个嫌疑人的危险性。众所周知，谋杀案的犯罪嫌疑人等重罪嫌疑人很
少有可能在审前获释。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大多数审前获释的犯罪嫌疑人并不会逃走或者再犯。美国针对75
个人口最密集的县进行了长达1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仅14%的审前获释的嫌疑人会因严
重罪行再次被捕。
关于嫌疑人保释与否的决定权，美国的法律体制中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这个决定是

【每日一评】价格干预能否控制粮棉涨价?
财新记者 龙周园 07月12日 14:20
政府要容忍农产品价格适当浮动；若须调控，增加
供给要优于打击投机等行政手段

由法官而非警方来做的。经验表明，警方通常倾向于认为保释嫌疑人涉及极大的风险，即使
实际风险可能非常小。在法官做出审前羁押的决定前，警方或者控方需要出示明晰可信的证
据，表明无论附加什么样的保释条件，都无法确保获释后的嫌疑人出席审判并保证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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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威胁。
当然，这个制度并不是完美的，的确存在少数嫌疑人审前获释后潜逃的情况。有时嫌疑
人因犯下新的罪行而再度被捕（这种情况下，他们在定罪后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但
是，我们并不会将嫌疑人的违规行为归罪于警方、法庭或检察官。只要三方皆按规定履行了
各自的职责，他们就不应为嫌疑人的逃脱或再犯而受到谴责。这个体系在设计之初就预见到
了少数嫌疑人获释后会潜逃或再次犯罪。不过，综合考虑其他替代羁押方式的高成功率以及
长期审前羁押的残酷性和负面效应，美国还是极力主张采取已证实行之有效的其他办法来取
代审前羁押。
羁押条件严格化
而对那些必须审前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其利益也会受到法律的保护。短暂的警方拘押期
（通常不到24小时）之后，被判定应接受审前羁押的嫌疑人将会被转移到另一处不在警方
直接掌控下的处所，通常由某专门机构或类似司法局的组织管辖。
当然，看守所并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地方，有些还可能出现过度拥挤或者虐囚的问题。
为此，法律也详细规定了羁押管理最基本的标准。这些标准中，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尤其值得
关注：
首先，法律规定被羁押的嫌疑人有权获得辩护律师的协助。嫌疑人可以自行雇用辩护律
师；在其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政府还会出资协助其聘请律师。在此期间，辩护律师可以
自由安排时间与嫌疑人会面，既保证审前羁押不影响律师为准备案件而进行的工作，也在一
定程度上避免了虐囚现象的发生。另外，犯罪嫌疑人的家庭成员也可以与其见面。
其次，警方或控方的审讯都应遵循法律规定的标准，并受到严格的监督，力求避免严刑
逼供的情况。庭审上，法庭会仔细调查证词的获取是否借由了强制性手段，并且不允许控方
使用刑讯得来的证词及其他通过此类证词取得的调查“成果”。尽管警方可以向被捕疑犯提
问，但是嫌疑人不一定需要回答。即使在出庭时，嫌疑人也不必回答问题，其辩护律师负责
应对所有盘问。受到各种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普及教育，社会大众对于在押人员的沉默权已有
清楚的认识。
第三，法律要求嫌疑人获得“即速审判”的规定，也对审前羁押的期限做了限制。羁押并
不是无限期的，通常案件将在嫌疑人被捕后的45天内审理结束。1974年，针对久押不审的
被告和积案如山的问题，美国国会通过了《速审法》。经验表明，通常在这样的时间限制
下，控方还是可以从容调查，辩方律师仍然可以充分准备。此外，在极其复杂的案件中，羁
押时限是可以申请延长的。
最后，如果警方通过非法手段逮捕或羁押了嫌疑人，那么被告可以以“人身保护权”为
由，向法官申请获释。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英国的“人身保护令”，如今这是美国法
律体系下为抵制执法不公而设立的“安全网络”的一部分。
美国羁押制度改革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执法方式也会针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作出相应修正。
比如，1961年多位专家意识到美国当时的审前保释制度并不公平。那时不论其罪行严
重与否，犯罪嫌疑人都需要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才能获释。很多贫穷的嫌疑人的候审期都
是在长时间的羁押中度过。这也成为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一些学者和主张改革的积极分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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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开始了一项名为“曼哈顿保释计划”的试点工程。美国当前的保释制度中的种种规定
——审核嫌疑人，考量其与社区的关系及其他风险因素，给出保释建议，监控保释结果，等
等——就是得益于当年的大力改革。
更近的一个例子是《监所性侵害根绝法》。多年以来，犯罪嫌疑人及服刑人员在押期间
受到的性侵害是一个让人困扰的问题，而且普遍认为几乎无法解决。2003年，美国国会通
过《监所性侵害根绝法》，专门设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2009年，这个专
门委员会公布了一份综合报告。根据这部法律，总检察长必须针对这一问题，发布一系列具
有约束力的国家标准。该改革目前还在进行。
上述例子表明，一方面美国的羁押制度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另一方面它也并没有停滞不
前。众多律师、学者、官员、媒体和非政府组织都在积极促进制度改革。
葛维宝（Paul Gewirtz）为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耶鲁大学中国法律中心主任；蒲杰夫
（Jeffrey Prescott）为耶鲁大学中国法律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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