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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证据法研究的新突破
——
— 评齐树洁教授主编的《英国证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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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树洁教授主编的 《英国证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 $##$ 年版）一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十五”规划
项目 《英国民事司法改革研究 》的中期成果。该书利用大量最新的英国证据法资料，全面、深入地研究英国证据法
的历史、演变、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在陪审团和对抗制的法制背景下英国证据法的特点和经验教训，论述英国证
据法的基本制度和原理。在 $##$ 年 ) 月举办的北京比较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上，与会的中、英、美、德、日、韩等
国学者对这部 "$ 万字的学术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英国证据制度的专著，该书在研究
视野、研究方法和编排体例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色。正如英国文化委员会、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在发给
齐教授的贺信中所言：“这部精心撰写的关于英国证据法的著作，无疑是该学术领域的一项突破性进展。”
首先，该书的研究视野广阔。它既关注英国证据法的历史，又结合英国 $# 世纪 *# 年代中期开始的司法改革
的最新动态对英国证据法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作了介绍和评议。这样就使读者对英国证据制度的来龙去脉有了一
个清晰的把握，便于对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学习和探讨。该书回应英国证据法的特点之一——
— $# 世纪 "# 年代以
来证据制度民刑分立的趋势，在各个专题研究中都对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作了分类探讨。例如，在谈
到 “先前判决 （+,-./012 31456-782）”时作者在介绍了具有历史意义的 9:;;<=>?:= 案所确立的司法原则后，又
分别就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对 9:;;<=>?:= 案规则的突破作了探讨。此外，该书还引述了大量英国学者对英国证据
法相应问题的观点，当作者谈到传闻证据的定义时就引用了麦克米克、9@AB:= 教授和 CD:EE 教授的不同观点，这
使读者通过该书不仅能了解英国证据法的相关规定，还能知悉英国学者对其本国证据制度的不同学术观点。广阔
的研究视野带给读者英国证据法的全景描摹，让读者能够全面、深入地了解英国证据法。
其次，该书以翔实的资料为支撑，有力地论证了作者的观点。由于英国早期的证据制度主要体现在判例中，之
后又有了证据规则成文法化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集判例法和成文法为一体、纷繁复杂的英国证据法。要想
全面了解英国的证据法并对其进行学术研讨，大量的资料供给是必不可少的。该书的主编齐树洁教授 !*** 年 !#
月——
— $### 年 F 月在英国伦敦大学做 “英国民事司法改革 ” 专题研究期间就收集了大量的英国证据法的资料，
$##$ 年英国文化委员会和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又为该书的写作提供了一批最新的英国证据法专著。该书
年轻的作者们英文功底扎实，在书中引用了大量的英文资料。这些来自第一手的资料无疑将使该书对英国证据法
的介绍更加准确、具体，对相应论点的论证更具有说服力。
再次，该书在选材和编排体例上都有所创新。英国证据制度渊源众多，规定复杂，要想让中国读者对英国证据
法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恰当的选材和编排体例极为重要。该书在这方面突破了以往相同题材著作的传统做
法，具有以下三方面鲜明的特色：第一，该书的选材着眼于英国证据制度的基本内容，并根据作者的研究以专题的
形式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英国证据制度的基本内容是 “规定如何在法院证明事实的规则”，具体包括什么样的事实
可以用做证据、谁应承担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及如何证明和通过怎样的方式使事实得到证明。基于这样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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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选取了证据的司法功能、证据的分类、证据的相关性和可采性、非法证据、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证人、特权、
交叉询问、佐证、书证、实物证据、传闻证据、品格证据、意见证据、公共政策、先前判决、推定、司法认知、自认等内
容展开研究。第二，该书的每一章既是构成《英国证据法 》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又可单独成为一个研究专题的学
术成果。每一章在研究对象和写作方式的选择上，都是以能够单独成文为标准的，从而方便读者根据自己的需求
有选择性地阅读。第三，该书虽出自多位作者之手，但他们对英国证据法的整体理解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在对具
体的证据制度进行评述时，始终以 “接近正义”作为评价制度设计的标准，该书各章的写作风格虽略有不同，但全
书的主旨是统一的。
最后，该书的研究方法也体现了作者在学术研究上锐意创新的精神。作者在书中大胆采用了数学上的概率
论、经济学上的成本论等多种研究方法，开拓了证据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带给读者全新视野的同时，也使读者颇
受启发。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案例来论述英国证据制度的基本内容，并注意对英国证据制度
实际运作效果进行分析，这种实证研究的方法既与英美法系判例法传统相适应，又使该书具有理论和司法实务
双重借鉴作用。
但是，该书毕竟只是 《英国民事司法改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它只完成了对英国证据制度本身历史沿革的
研究，对英国证据法与英国历史、文化相关背景的联系尚未有深入的探讨，这就使我国借鉴英国证据法、进行制
度移植得不到更有力的理论支持。毕竟借鉴和移植外国的法律制度，离不开对具体制度与特定语境关系的考
量。尽管如此，该书作为我国在英国证据法研究领域中的新突破，仍然是读者全面、系统地了解英国证据制度的
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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