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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约】

民事诉讼之适时审判与案件管理

沈冠伶

　　［摘要］本文讨论两项相关之议题，其一说明适时审判请求权之意涵，并探讨违背适时审判请求权之可能救济途
径；另一则分析在台北及高雄地方法院试办之案件管理模式。案件管理之目的系为使适时审判请求权受到保障，但将同

一民事诉讼事件分为审查庭及审判庭而以二个不同法庭先后进行诉讼程序，恐有违民事诉讼法所采之直接审理原则。

各国之案件管理模式不完全相同，固有参考之价值，但不宜脱离我国诉讼制度及民事诉讼法上之基本架构。在我国民事

诉讼法之规定下，个案之案件管理与集中审理制度有密切关连，争点整理程序应由受诉法院进行。关于民事诉讼程序之

迟延，我国目前仍然欠缺对于适时审判请求权侵害之有效救济途径，参考欧洲人权法院之裁判先例、欧洲国家之立法趋

势以及德国在立法过程之转向，以事前预防性与事后补偿性之救济并存作为有效之救济途径，对于我国应有一定之启

发。

［关键词］适时审判请求权；案件管理；法院管理；有效救济；直接审理主义；集中审理原则；法定法官原则；言词辩

论前之准备；整理并限缩争点；欧洲人权法院；欧洲人权公约；宪法诉愿；不作为抗告；

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
损害补偿

壹、前 言

法院应如何尽可能地迅速进行程序，使当事人在适当时期内获得适正裁判以终结纷争，是自产生民事

诉讼制度以来，始终存在之课题。在当代民事诉讼法之理解下，法院与当事人相互间均负有使诉讼促进之

义务；当事人对法院享有请求适时审判之权利，法院应在诉讼指挥之可能范围内，尽早地向当事人阐明事

实上及证据上争点问题，并藉由期日之指定、可能之失权制裁，使当事人协同促进程序，或排除当事人拖延

诉讼之策略〔１〕。诉讼之目的不再是不计任何劳力、时间、费用之诉讼成本支出，仅以客观真实发现或权利

实现为追求对象，而是使当事人能透过诉讼程序实现在程序利益及实体利益平衡点上之权利（法）〔２〕。也

正因为对于诉讼制度或诉讼目的之重新理解，适时审判成为诉讼权保障之不可或缺内容。晚近，基于欧洲

人权公约第６条之规定，欧洲人权法院不断地对于各签约国内诉讼程序过长情形予以纠正〔３〕；２００４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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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统一私法协会（ＵＮＩＤＲＯＩＴ）所提出之「跨国界之民事诉讼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ｅ）第７条亦明文承认「迅速之权利保护原则」：「法院应于适当时期内终结讼争。于期日安排上，当
事人有协同之义务及适当表示意见之权利。程序规则及法院命令得规定合理之时间表及期限，并对于

无正当理由不遵守之当事人或律师施以制裁。」我国司法院大法官亦曾表明，诉讼权之保障内涵系包含

适时审判请求权〔１〕。

适时审判请求权应如何于民事诉讼程序上予以实践，可分成几个面向予以讨论：其一，在立法上应

如何设计，使法官得在适当时期内终结审理；其二、在司法实务上，法官应如何运作相关规定，使适时审

判之立法理念得以实现；其三、法官如怠于遵守民事诉讼法上适时审判之相关规定，造成程序延滞时，当

事人有无救济可能性。就第一层面之立法而言，现行民事诉讼法已有相当之规范。２０００年民事诉讼法
之修正，即基于适时审判请求权保障之理念，增修诸多规定（详见下述参、二、）〔２〕。但就第二层面而言，

在实务上，根据司法院在２００５年间公布之统计资料，在２００２年８月至２００５年１１月间，如单纯就第一
审诉讼案件终结之日数以观，第一审行集中审理之平均结案日数反而较为延长（平均结案日数为２１１．
２８日），较非集中审理事件之终结日数（平均为１３１．６７日）更多出近８０日〔３〕。再者，如以２００３年１月
至２００６年４月间之统计资料，亦呈现出行集中审理之第一审判决程序之终结日数（平均１６３．９７日），较
未行集中审理之事件（平均为１１９．６３日）为多。而在台湾高等法院所受理之民事诉讼事件，实行集中
审理方式者，其平均日数（２４２日）亦较未实行集中审理制者（２２３．８１日）为较多。乍看之下，实行集中
审理方式似乎未能使办案时间缩短〔４〕。其原因为何，殊值探究。

有鉴于此，司法院在２００６年派员考察美国、英国、新加坡、澳洲等国家后〔５〕，自２００７年开始推动案
件管理流程。就民事诉讼部分，择定高雄地院在２００７年５月１日起开始试办〔６〕。其后，台北地方法院
在２００８年９月以后亦跟进，并认为：「案件流程管理是藉由法官的事务分工，将案件之审理区分为审查
与审判两大区块，审查庭的法官负责案件之程序审查、两造争点之整理及较单纯案件之裁判，审判庭之

法官则负责审查后案件之证据调查与最终裁判，以此分工方式，达到案件密集审理、提升裁判质量及时

间与精力之节省。此制度在台湾高雄地方法院自９６年５月试行以来，已获得实效。本院于９７年２月
至台湾高雄地方法院观摩，经过多次讨论及研究，于９７年５月１２日之民事庭务会议决议试行，并经司
法院指定自９７年８月２８日起为试办法院，试办期间为二年。」〔７〕司法院在２００９年间曾组成评估小组
对于高雄地院试办民事案件管理制度进行成效评估〔８〕，并在２０１０年５月间决议继续试办至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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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司法院释字第４８２号。
参见许士宦（２００６），〈民事诉讼上之适时审判请求权〉，《审判对象与适时审判》，页１以下，台北：新学林。
司法院（２００５），《民事集中审理事件之实施成效》，页３，载于司法院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ｇｏｖ．ｔｗ／ｗｏｒｋ／民

事集中审理事件统计分析９１０８－９４１１（含表）修正版．ｄｏｃ（最后浏览日：２００９／０４／２０）。
魏丽娟（２００６），《我国民事诉讼集中审理制度审判效能之研究：以台湾高等法院诉讼辖区为例》，页９９，国立台

湾大学管理学院硕士在职专班高阶公共管理组硕士论文。氏目前为高等法院法官。

「为使诉讼案件能快速、公正审理，并使法官集中心力于听审及裁判工作，司法院刻正积极研拟案件流程管理

制度，除大量收集各国相关施行资料外，并自６月下旬起派员分批前往英国、美国、澳洲、新加坡及中国大陆等地，进行实
地查访，再配合本地需求研拟合适之案件流程管理系统。」参见司法周刊电子报（２００６／０７／１３），加速案件审理 司法院积
极研拟案件流程管理制度，１２９５期，载于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ｇｏｖ．ｔｗ／ｊｗ９７０６／１２９５．ｈｔｍｌ（最后浏览日：２００９／０４／２０）。

「试办民事的高雄地方法院，是由一位庭长带领二位法官、配置之书记官及法官助理，组成审查庭，负责通常诉

讼程序的民事事件及部分非讼事件之审查。」参见司法周刊电子报（２００７／０４／２６），推动案件流程管理 使法官人力集中于
审判核心事务，１３３５期 ，载于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ｇｏｖ．ｔｗ／ｊｗ９７０６／１３３５．ｈｔｍｌ（最后浏览日：２００９／０４／２０）。

台北地院民事案件流程管理报告，ｗｗｗ．ｔｂａ．ｏｒｇ．ｔｗ／ａｄｍｉｎ／ｈｏｔｎｅｗｓ／ｕｐｌｏａｄｆｉｌｅ／台北地院民事案件流程管理报
告．ｄｏｃ（最后浏览日：２００９／０４／２０）。

参见司法周刊电子报（２００９／０８／１３），试办案件流程管理制度满２年 司法院评估办理成效，１４５３期，载于 ｈｔ
ｔｐ：／／ｗｗｗ．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ｇｏｖ．ｔｗ／ｊｗ９７０６／１４５３．ｈｔｍｌ（最后浏览日：２００９／０４／２０）；司法周刊电子报（２０１０／０５／２０），案件流程管理
试行要点修正 试办至１０１年，１４９２期，载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ｇｏｖ．ｔｗ／ｊｗ９７０６／１４９２＿ｍａｉｎ．ｈｔｍｌ（最后浏览日：２０１０／０５／
２８）。



不过，司法院关于集中审理之统计资料是否充分反映实务状况？集中审理施行后，审判期日未明显

缩短之原因何在〔１〕？以目前所试办之案件管理方式，是否真能有效促进诉讼？此与我国民事诉讼法制

或相关规定是否兼容？此外，纵使在统计资料上，民事诉讼案件之「平均」结案日数能够在一个理想的

期间内，然而是否仍未能完全排除在若干个案中之审理期间有过长之情形？此时，该案之当事人有无有

效之救济手段？均有进一步探究余地。

贰、案件管理之法理基础

所谓案件管理，可从不同面向予以观察，其一是就具体个案之案件管理（ｃａｓ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狭义之
案件管理），亦即，受诉法院（或审判长）就其所受理之案件，根据诉讼标的及复杂难易，择定适合之纷争

处理方式，并采取各种可能之方法予以准备、审理，期能就其所受理之案件切合案件之需求，在最短时间

内为最适正之裁判；另一则是法院在司法行政及组织上之管理，即法院管理（ｃｏｕｒ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在美
国，法院管理之核心议题即为案件流程管理（Ｃａｓｅｆｌｏｗ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此系指法院自收受案件后直到
诉讼程序终结为止应采取尽可能促进程序之一连串合理处置，包括事务分配、期日订定及期日之准备。

因此，法院管理与个案之诉讼程序进行并无清楚之界线（可称之为「广义之法院管理」）。此系因在美国

对于法官职务之核心内容，比起德国之理解，范围更小。只有庭审（Ｔｒｉａｌ），亦即，言词辩论期日，始为裁
判法官之任务。至于诉状提出于法院后至庭审期日间之准备阶段，则非必由职业法官为之。因此，将言

词辩论前之准备，由法官以外之人员处理，并未产生疑虑，而承认在司法行政与司法审判间存在有灰色

地带，其结果是，法院管理之所涉范围较德国更为广泛，而涵盖个案之案件管理〔３〕。但在德国，法院管

理由于涉及法官职务及其独立性之界线问题，基于法定法官保障原则（ｄｉｅＧａｒａｎｔｉｅｄｅｓｇｅｓｅｔｚｌｉｃｈｅｎ
Ｒｉｃｈｔｅｒｓ），个案之案件管理则非属法院管理之内容，此可称之为「狭义之法院管理」〔４〕。基于事先所预
定之事务分配规则进行分案后，由受理案件之法官，即受诉法院，负责案件之言词辩论准备以迄判决为

止。因此，在美国文献上，虽有认为，狭义之案件管理亦可说是法院管理的一部分，但在概念上区别二者

仍具有实益，盖一方面可以清楚地意识到二者所要处理之问题及方法有所不同；另一方面，此二者在不

同法系之国家亦扮演着不同程度之重要性〔５〕。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向来法官系被动角色，因此，晚近

发展较为强调法院应于个案中积极介入之案件管理，法院之管理亦包含了个案之案件管理；但在大陆法

系国家，由于法院对于诉讼程序之进行已多透过阐明及诉讼指挥之方式，为较积极之介入，因此，案件管

理之议题系与审理模式（集中审理或分割审理）相结合，且在法官独立及法定法官原则下，分案方式应

事先以抽象、一般、客观之标准为之，因此，法院之管理并不包括案件流程管理。

自当事人之角度观之，其所关心者系狭义之案件管理；然就法官而言，其较为关心者系在同一法院

之民事案件如何在该法院之民事法官间予以合理分配，而避免有劳务不均之状况。狭义之案件管理与

法院管理亦非截然二分，而是具有某程度之交互作用，亦即，如果事务分配有所不当，使得个别法官所受

分配之民事案件负担量过大，或其过于投注心力于某单一案件时，整体而言，亦会影响到其它案件之进

行，甚至造成延滞之结果，因此，法院管理虽不涉及个案进行之程序，然而对于当事人亦具有直接之外部

效力〔６〕。但不论是狭义之案件管理或法院管理，均系为满足保障当事人适时审判请求权之要求。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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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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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认其原因在于，人民之权利意识增长，或随社会变迁而使得法律关系复杂化下，案件量遂随之增多，在法官

员额未增加，或未能有效率地予以处理、结案之情况下，法官之案件负担自然愈趋沉重。参见蔡惠如（２００８），〈建构我国
案件流程管理制度之刍议〉，《全国律师》，１２卷６期，页１０６。

ＤＡＶＩＤＣ．ＳＴＥＥＬＭ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ＣＡＳＥＦＬＯＷ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ＢＲＩＥＦＧＵＩＤＥ１（２００８）．
Ｒ？ｈｌ，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ｕｎｄＣｏｕｒｔ－Ｍａｎａｇａ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ｎＵＳＡ，１９９３，Ｓ．４６－４７．
Ｗｉｔｔｒｅｃｋ，Ｄｉｅ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ｄｅｒＤｒｉｔｔｅｎＧｅｗａｌｔ，２００６，Ｓ．６３６．
ＨＥＣＴＯＲＦＩＸ－ＦＩＥＲＲＯ，ＣＯＵＲＴＳ，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２２１（２００３）．
Ｒ？ｈｌ，Ｓｅｌｂｓｔ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ｆüｒｄｉｅＤｒｉｔｔｅＧｅｗａｌｔ？ＪＺ２００２，８３８ｆｆ．



审判请求权系内含于宪法上之诉讼权〔１〕，我国大法官早在释字第４８２号之理由书中提及，人民于权利
受侵害时，享有向法院提起适时审判之请求权。此号解释与欧洲人权公约第６条之规定：「每个人有权
利请求，就其事件以公正方式，公开且在适当期间内，予以听取，并由独立、中立、依法组成之法院……为

裁判」，相当接近〔２〕。

然而，适时审判请求权之承认，也并非仅一味地追求程序之迅速进行，我国新民诉法更为强调者系

使当事人享有平衡追求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之程序选择权，以避免系争实体利益或系争外财产权、自由

权等被程序上劳费之额外付出（程序上不利益）所耗损或限制〔３〕。因此，非仅由法院来判断审判是否

「适时」，亦承认就一定事项得由当事人两造合意或在一定要件下独由一造决定，在程序利益与实体利

益间，选择优先追求程序利益，以影响程序终结之适当时期，例如：两造当事人间得成立争点简化协议，

限缩争点，以节省程序上劳力时间费用之支出。除有违公益外，法院应尽可能尊重当事人两造之意愿、

选择。大法官在释字第５９１号之理由书中亦明白表示：「民事纷争事件之型，因社会经济活动之变迁趋
于多样化。为期定分止争，国家除设诉讼制外，尚有诸如仲裁、调解、和解及调处等非诉讼机制。现代法

治国家，基于国民主权原及宪法对人民基本权之保障，人民既为私法上之权主体，于诉讼或其它程序亦

居于主体地位，故在无碍公益之一定范围内，当事人应享有程序处分权及程序选择权，俾其得以衡各种

纷争事件所涉之实体益与程序益，合意选择循诉讼或其它法定之非诉讼程序处争议。」因此，法院宜使

当事人认识到尚有其它适当之纷争处理方式，如：调解、诉讼上和解、争点简化协议之可能，并促使当事

人得选择最适合其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平衡兼顾者。仅于在当事人两造无法形成共识时，始由法院视

事件类型之需求，在具体个案中，考虑当事人之各项利益，而为适当之判断。

关于程序之进行期间是否适当或是否不适当地过长，不能一概而论，亦不宜设定有一个具体期限，

而是必须依照个案之情况予以判断，自何时开始，程序系不合比例地过长。亦即，须依程序之性质、案情

之复杂度、事证提出之难易度〔４〕、以及诉讼期间之长短对于当事人之影响程度而定。例如：在探视权事

件有较高之迅速处理需求，盖随着程序之延滞，将使得请求探视之父母一方与其子女日渐疏远疏离，此

无异在法院裁判前，事实上就已经形成了决定（相当于否定探视子女）。再者，亦须斟酌，小孩对于时间

之感觉，与大人并不相同，尤其是探视权之裁判程序过程对于直接受裁判影响所及之家庭成员个人，所

产生之深远意义。因此，在探视权事件应特别注意程序进行所历时间之问题〔５〕。诉讼程序之迟延，亦

有可能系源自于法院组织结构上之问题，例如：法院人员不足或法官休假、疾病所造成，但此并不能成为

法院卸责之理由。即使是在采取当事人主义之程序，法院亦应采取必要方法以促进诉讼〔６〕。法院亦不

能以鉴定人之迟延为理由而免责，而应注意鉴定人之选任及更换、提醒鉴定人尽速提出鉴定报告或采取

其它可能之替代方案〔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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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沈冠伶（２００６），〈诉讼权保障与民事诉讼：以大法官关于「诉讼权」之解释为中心〉，《诉讼权保障与裁判外
纷争处理》，页７以下，台北：自刊。

德国基本法上对于「适时审判」并无明白规定，但联邦宪法法院晚近受欧洲人权法院之影响，亦承认，基于法

治国原则下法安定性之要求，民事诉讼应于适当时期内终结，并将之归属于「权利有效保护请求权」之内容，亦即，根据

德国基本法第２条第１项（一般人格权）及第２０条第３项（法治国原则），各个国民就民事法律关系之纷争，享有其权利
有效地受保护之请求权：ＢＶｅｒｆＧＥ５５，３４９（３６９）；较新之判决：ＢＶｅｒｆＧ，ＮＪＷ２０００，７９７；ＮＪＷ１９９７，２８１１。

邱联恭（２０００），〈民事诉讼法学之回顾与展望〉，《程序选择权论》，页２７２，台北：自刊。
ＢＶｅｒｆＧ，１ＢｖＲ３５２／００ｖｏｍ２０．０７．２００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ｖｅｒｆｇ．ｄｅ／．
ＢＶｅｒｆＧ，１ＢｖＲ８３４／０３ｖｏｍ２５．１１．２００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ｖｅｒｆｇ．ｄｅ／．
参见欧洲人权法院之裁判：Ｖｏｌｋｗｅ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Ｕｒｔｅｉｌｖｏｍ４．Ａｐｒｉｌ２００２，Ｎｒ．４５１８１／８９，Ｒｄｎｒ．３６ｆｆ．；

Ｓüｒｍｅｌｉ．／．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ＵｒｔｅｉｌｄｅｒＧｒｏ？ｅｎＫａｍｍｅｒｖｏｍ８．Ｊｕｎｉ２００６，Ｎｒ．７５５２９／０１，Ｒｄｎｒ．１２９．
参见欧洲人权法院之裁判：Ｖｏｌｋｗｅ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Ｕｒｔｅｉｌｖｏｍ４．Ａｐｒｉｌ２００２，Ｎｒ．４５１８１／９９，Ｒｄｎｒ．３９ｆｆ．



叁、案件管理与争点集中审理制度

一、比较法上之考察

从民事诉讼制度之发展史以观，在十九世纪末伴随着自由主义思潮所建立之民事诉讼制度，多强调

当事人在程序上之自主决定及对抗关系，法官之角色倾向于被动、消极；然而，此却容易造成诉讼程序为

当事人任意左右而拖延。自二十世纪中、后期，各国均深受民事诉讼延滞之问题所苦恼。在英美国家之

民事诉讼，由于采取当事人对抗主义（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ｙｓｙｓｔｅｍ），此问题更为严重。由于向来之法官角色较为消
极，而由当事人及其律师自行在审前事证开示程序（ｐｒｅ－ｔｒｉａｌ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为争点之整理、确定并为证据、
事实之提出，其后再集中于一个公判庭期进行言词辩论，由陪审团（或法官）认定事实而作成裁判。因

此，于公判庭期之进行虽能为集中审理，但在审前程序，却常耗费多时，在美国，从起诉后开始进行审前

事证开示程序至审判期日，通常需一年以上〔１〕。且漫无边际地搜证，亦造成大量之劳力、费用之支出。

有鉴于此，美国议会在１９９０年制订民事改革法案（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ＲｅｆｏｒｍＡｃｔ，简称ＣＪＲＡ），企图藉由强
化法官在审前程序对于案件之监督、管理，并促使当事人以合意解决纷争，以解决民事诉讼之诉讼迟延

及成本过高问题，而呼吁应为「案件管理」。伴随着法官（未必是庭审法官）在审前程序之积极介入，在

审前程序即得终结纷争而不必再进入庭审阶段之比例，愈为增加，在２００２年，仅有１．８％之诉讼案件，
经由庭审之裁判方式结案〔２〕。

英国亦在１９９８年对于民事诉讼制度进行大改革，强化法院之职权，并课以法院具有案件管理之责
任。过去英国之制度被批评为「使律师比当事人更受其惠」，并造成程序之拖延，因此，新法就程序之进

行大幅限制当事人之权限，而改为由法官进行积极之案件管理，负责决定有关程序之进行及其内容。法

官应以适当且合理之迅速进行方式，采取最切合于案件特性之方法，以使纷争适正地解决。对于裁判重

要之争点，应尽早整理并确定，哪些问题需要全面性地解明，并排列审理顺序。在显然有理由或无理由

之诉讼，法官得以简易裁判不经言词辩论为之。亦得将特定争点、问题排除于裁判范围之外。此外，法

官亦应促使当事人以合意、协同方式解决纷争。为促成和解而有必要时，得先暂停程序之进行。否则，

法官应藉由时间表之订定或其它程序指挥之裁定，尽速且有效率地进行程序。当事人如违背法院之裁

定，于有权利滥用或可归责事由时，法官亦得驳回当事人之提出，制裁可能性被认为系「案件管理之内

含部分」。但如同美国，而不同于下述之德国，在有关于程序准备之处分或裁定，系由程序法官（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ｅＪｕｄｇｅ），即Ｍａｓｔｅｒ（主事法官或有译为聆案官）或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ｒ（预审法官或有译为行政法官、治安法官）
为之，再由审判法官（ＴｒｉａｌＪｕｄｇｅ）对于案件为裁判。在英国司法历史沿革上，１８３７年以前，审判法官系
自己处理审前程序（ｐｒｅ－ｔｒｉａｌ），但自１８３７年起，Ｍａｓｔｅｒ开始被指定作为普通法法院在审前阶段之助理。
其后，在１８６７年，Ｍａｓｔｅｒ成为独立之司法官员，并被赋予其类似于法官之权限。且随着时间演进，愈形
扩大。当今，在审前程序其被赋予几乎所有之法官权限〔３〕。英国法上对于法官之所以为如此区分，其

原因在于足以担任审判工作之法官员额问题。因此，由层级较低之Ｍａｓｔｅｒ或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Ｊｕｄｇｅｓ为审前之案
件管理，以减少审判法官之需求。但如此之区分并非毫无缺点，在程序法官与审判法官间权限及责任之

划分，常花费更多时间。因此，亦有呼吁应强化法官之连续性，如同英国高等法院之一名法官所言：「案

件管理成功之关键因素在于司法程序之连续性，有些东西在高等法院就是没有。为了能够取得这些东

西，我必须对于事物有所掌握」；而地区法官则言：「如果不是你自己的审判庭，你就会投注较少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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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沈冠伶（２００７），〈证据保全制度：从扩大制度机能之观点谈起〉，《民事证据法与武器平等原则》，页１５８，
注１，台北：自刊。

ＭａｒｃＧａｌａｎｔｅｒ，ＴｈｅＶａｎｉｓｃｈｉｎｇＴｒｉａｌ：Ａｎ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ａｔｔｅｒｓｉｎＦｅｄｅｒａｌ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Ｃｏｕｒｔｓ，１Ｊ．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４５９，４５９（２００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３０９－１０（Ｃ．Ｈ．ｖａｎＲｈｅｅｅｄ．，２００５）．



在案件的答辩及听审之指示」〔１〕。因此，在当今英国法院实务上，纯粹之程序法官亦逐渐减少，大多数

情形系由一名法官同时担任两种功能。且随着案件之复杂性愈高，审判法官愈早参与程序〔２〕。在荷

兰，分案之原则亦强调连续性（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受理听取案情之法官，即有裁判之责任。如在例外情形，裁
判之法官与听取案情之法官有所不同时，下裁判之法官必须征询听取案件之法官的意见〔３〕。

在德国，虽然法官之角色向来已较英美法系国家为积极，但在事实、证据之提出责任上，由于采取辩

论主义，就事证之提出时点又实行随时提出主义，因此，亦可能因当事人之散漫、恣意而影响、延滞诉讼

之进行。因此，早在１９７７年即改采用所谓之「司徒加特模式」，强调言词辩论前之准备及集中于一次言
词辩论期日审理而终结程序，并辅以失权制裁等手段。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大改革，更强调程序之实质

平等，而进一步扩大法院之职权介入及阐明之范围，并将向来所称之「阐明义务」（德国民诉法第１３９
条），改称为「法院之实质诉讼指挥」（ＤｉｅｍａｔｅｒｉｅｌｌｅＰｒｏｚｅｓｓｌｅｉｔｕｎｇ），并容许法官依职权命当事人提出诉
讼上必要之文书资料（德国民诉法第１４２条）。当事人虽受有适时请求权之保障，亦必须适时提出攻击
防御方法（德国民诉法第２８２条），同负有诉讼促进义务。虽然在德国法上并不似英国法，直接规定有
所谓之「案件管理会议」（Ｃａｓ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但言词辩论前之准备或准备程序，基本上与英
国法上案件管理会议之功能与目的相当〔４〕。例如：审判长如认为基于诉讼标的之复杂性应先使当事人

为言词陈述而整理争点时，得定早期第一次期日（德民诉法第２７２条第２项、第２７５条）。法院亦得在程
序之任何阶段，促使当事人合意解决纷争（德民诉法第２７８条第５项）。

二、争点集中审理制度下之案件管理

由上述各国立法之发展可见，不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或以德国为代表之大陆法系国家，均朝向适当

地扩大法官之职权而对于案件进行管理之立法趋势，仅不过是呈现之模式或方法略有不同。我国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年修正之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为「新民诉法」），其中许多规定，其实亦可说是与案
件管理有关之制度，以保障当事人适时审判请求权。此主要可从诉讼程序种类之多元化、强化裁判外纷

争处理制度及争点集中审理模式予以讨论，以下分述之。

（一）诉讼程序种类之多元化及选择可能性

关于财产权之讼争，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分别依事件之金额或种类，设有通常诉讼、简易诉讼及小额

诉讼程序，以因应事件之特性及需求。除法定之简易事件或小额事件外，当事人亦得以合意，选择进行

简易诉讼或小额诉讼（民诉法第４２７条第３项、第４３９条之８第４项）。此一方面具有保障当事人程序
利益之机能，另一方面亦得使法院将有限资源为有效妥适运用，对于复杂困难或较大金额之案件，更能

有余力为慎重处理。依司法院公布之司法统计数据显示，９７地方法院民事第一审终结事件，其中４１．
９％属简诉讼、２９．０％属小额诉讼程序事件，此类事件系由简易庭法官处理。此实与英国１９９８年民事诉
讼制度大改革所揭橥之理念「分轨审理」，将事件区分为小额事件（ＳｍａｌｌＣｌａｉｍｓＴｒａｃｋ，标的金额在５０００
英镑以下者）、快速事件（ＦａｓｔＴｒａｃｋ，标的金额在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英镑者）、及多元事件（Ｍｕｌｔｉ－Ｔｒａｃｋ），可
说是极为类似。

此外，关于涉及多数人纷争之统一解决，新民诉法亦扩充选定当事人制度，使受害之当事人得不以

自己为原告，而选择以其它方式，即追加选定当事人（民诉法第４４条之２），或选定其所参加之公益社团
法人作为原告起诉，并得衡量实体利益及程序利益后成立总额裁判协议（民诉法第４４条之１），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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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ＤｉｅＷｏｏｌｆ－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ｆüｒｄ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Ｚｉｖｉｌｐｒｏｚｅｓｓ，２００７，Ｓ．８４．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ａ．ａ．Ｏ．（Ｆｎ．２８），Ｓ．３５－３６．
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ＪＵＤＧＥＦＯＲＥＡＣＨＣＡＳＥ：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ＡＳＥ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ＩＮＳＩＸ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ＩＥＳ１１５（ＰｈｉｌｉｐＭ．Ｌａｎｇｂｒｏｅｋ＆ＭａｒｃｏＦａｂｒｉｅｄｓ．，２００７）．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ａ．ａ．Ｏ．（Ｆｎ．２８），Ｓ．１４１．



保障扩散性、小额权利当事人之程序权，藉以扩大诉讼制度解决纷争之机能〔１〕。

（二）强化裁判外纷争处理制度

新法一方面强化法院之调解、诉讼上和解之机能；另一方面并明文承认当事人得以协议简化争点

（争点简化协议，此亦为诉讼契约之一种类型），而使当事人得衡量其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选择循裁判

以外方式终结纷争；纵当事人不能就诉讼标的成立调解或和解，仍有由法院为实体裁判之必要，但为充

分准备言词辩论，达到审理集中化之目标，当事人基于其程序上对于事实、证据之处分权，亦得就事实上

或证据上争点成立简化协议，以减少程序上不必要之劳力、时间、费用支出（民诉法第２７０条之１）。
就调解程序之开始而言，除民诉法第４０３条第１项所规定之１１款强制调解事件外，当事人亦得于

起诉前，向法院声请调解。即使于起诉后，于第一审诉讼系属中，两造亦得于第一审及第二审诉讼系属

中，合意将事件移付调解（民诉法第４２０条之１第１项、第４６３条）〔２〕。受诉法院于认有必要时，亦得以
裁定将事件移付乡镇市调解委员会调解（乡镇市调解条例第１２条）。其次，为促成法院调解及诉讼上
和解之成立，除经当事人合意成立者外（民诉法第４１６条），亦得由两造同意，经调解委员酌定调解条
款，经法院核定而成立（民诉法第４１５条之１）；于财产权争议之调解，当事人不能合意但已甚接近时，法
院应斟酌一切情形，以职权提出解决事件之方案（民诉法第４１７条），当事人于该方案送达后十日之不
变期间内，如未提出异议，则视为调解成立（民诉法第４１８条）；于诉讼上和解，当事人两造亦得声请法
院于当事人表明之范围内，定和解方案（民诉法第３７７条之１）；或在有和解之望，而当事人一造到场有
困难时，得由法院（即受诉法院）、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依当事人一造声请或依职权提出和解方案，并送

达给当事人两造，限期命为是否接受之表示，如两造于期限内表示接受，则视为已依该方案成立和解

（民诉法第３７７条之２）。再者，为使涉及多数人之纷争能利用和解一道解决，亦承认得使第三人参加和
解，于成立时，得为执行名义（民诉法第３８０条之１）。

然而，在法院实务上，似乎仍未能将调解、和解之机能充分予以发挥。在２００５年，各地方法院调解、
和解成立事件仅占所有民事诉讼事件之百分之８．４３，比例甚微〔３〕。近二年来，经司法院大力提倡调解
制度，地方法院调解总件数已从２００５年之５２，０９６件，成长到２００６年之８０，５０６件，而调解成立件数亦
从２００５年之１２，３５１件，成长到２００７年之２４，３２０件〔４〕，虽颇有进步，但此与经民事诉讼终结事件为
３０８，１５３件，显有一段差距。此外，法院之调解成立比例虽有所提升，但诉讼上和解之成立比例，却反而
逐年下降，从２０００年之５．２８％一路下降到２００７年之２．６８％（和解件数占民事第一审事件终结件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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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沈冠伶（２００６），〈多数纷争当事人之权利救济程序：从选定当事人到团体诉讼〉，《诉讼权保障与裁判外纷
争处理》，页１７６以下，台北：自刊；沈冠伶，前揭注１８，页１以下。

但此是否仅限于法院之调解，最高法院９６台抗字第６０５号裁定认为：「按第一审法院就起诉前未经调解之事
件，于第一审诉讼系属中，经当事人造合意，裁定移付调解，由原法院或受命法官改调解程序，此观之民事诉讼法第四百

二十条之一第一项规定自明。此起诉后移付调解之制，仍属原法院之调解程序。至政府采购法第八十五条之一第一项

规定：机关与厂商因约争议，未能达成协议者，得向采购申诉审议委员会申请调解或向仲裁机构提付仲裁。且前项调解

系由厂商申请者，依同条第二项之规定，机关得拒绝。依采购约争议调解规则第十条规定已提起仲裁、申（声）请调解或

民事诉讼之申请调解事件，采购申诉审议委员会会议应为受之决议，显厂商与机关间就约争议，得向采购申诉审议委员

会申请调解，仅系厂商于起诉前之程序选择权，而该采购约争议调解规则并无逾越政府采购法第八十五条之一之法。以

故，民事诉讼法第四百二十条之一，厂商起诉后之裁定移付调解与政府采购法第八十五条之一之调解，系属同之程序，前

者系于起诉后，经当事人造之合意，法院始得裁定移付调解，改调解程序，并裁定停止诉讼程序。」此见解是否与新法意旨

相符，非无疑问。

范光群（２００６），〈迈向司改之路：加强推动调解 开展司法新貌〉，《司法周刊电子报》，１２９５期，载于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ｇｏｖ．ｔｗ／ｊｗ９７０６／１２９５＿ｍａｉｎ．ｈｔｍｌ（最后浏览日：２００９／０４／２０）。

司法院（２００８），〈司法院施政展望：实现司法为民理念 持续深化司法改革〉，载于司法院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ｕｄｉ
ｃｉａｌ．ｇｏｖ．ｔｗ／ａｂｏｕｔｕｓ／ａｂｏｕｔｕｓ１２．ａｓｐ（最后浏览日：２００８／１０／０８）。



百分比）〔１〕。此亦值得吾人省思，其原因为何。法官在促成和解或调解之相关知识及技能，是否尚有进

一步提升之空间。

（三）法院应集中于争点为审理

于民事诉讼采取处分权主义及辩论主义下，新民诉法为保障当事人之适时审判请求权，亦课以受诉

法院负有促进诉讼而为适时审判之义务〔２〕，其应为下列事项：

１．为争点集中审理之阐明：为能迅速、有效之整理争点，受诉法院应对当事人为适当、适时之阐明，
使其得于适当时期提出攻击防御方法、为事实上或法律上陈述、声明证据。相对于当事人负有适时提出

攻击防御方法之义务（民诉法第１９６条），受诉法院亦应适时向当事人提示或晓谕，使其能尽早或有充
裕之时间补充，或修正不完全、不明瞘之声明、陈述，尤其是能具体化其陈述〔３〕。受诉法院虽可在程序

之任何阶段进行阐明，但适时之阐明，始对审理集中化有所帮助，如迟至言词辩论期日始为阐明，在当事

人（或其律师）对法官之发问无法立即当庭回答之情形，常有必要再开期日，而有碍程序之终结。为能

集中于争点进行证据调查，避免程序散漫化，法官亦应尽早在言词辩论期日以前，或诉讼程序之前阶段，

例如：书状先行程序（第２６７、２６８、２６８条之１第３项）、准备性言词辩论期日程序（第２５０、２６８条之２第
２项）、准备程序（第２７０、２７０条之１第１项、２６８条之１第１项）或争点简化协议程序（第２６８条之１第２
项、２７０条之１、２７１条之１）〔４〕，协助当事人进行争点整理之工作，并于调查证据前，将诉讼有关之争点
晓谕当事人（第２９６条之１）。透过法官之适时阐明，亦可避免当事人因恐受失权，而提出所有必要与不
必要之事实或证据，反使程序之进行无益或迟滞，因此，如法官能尽早为合乎审理目的之阐明，而促使当

事人限缩争点，亦有助于减轻法院之负担。此外，当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实，但于法院已显著或为其职务

上所已知者，如对于裁判重要而欲成为裁判之基础时，亦应向当事人阐明或公开心证，使其有表示意见

或辩论之机会〔５〕，而不应径以该事实为裁判之基础，亦不应径认该事实非当事人所提出而不予斟

酌〔６〕，以保障当事人之听审请求权，避免发生突袭性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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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统计处（２００９），〈地方法院民事第一审事件终结情形及诉讼标的金额：按年别分〉，《中华民国九十七年
司法统计年报》，载于司法院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ｇｏｖ．ｔｗ／ｊｕｄｓ／ｉｎｄｅｘ１．ｈｔｍ（最后浏览日：２００９／０４／２０）。

我国文献上，亦有对于法院之诉讼促进义务的概念发展与扩张，持反对见解者，参见吴从周（２００７），〈论迟误
准备程序之失权〉，《民事法学与法学方法（一）》，页３４４，台北：一品文化。不过，该文中所称之立法者，应指「德国」立法
者而言，但就我国民事诉讼法而言，「我国」之立法者，是否未对于法官课以诉讼促进（适时审判）义务？再者，针对法官

个别之阐明义务、准备义务、协力义务等违背，固然有个别之违反效果，例如：得否上诉第三审予以救济、得否课以当事人

失权效果，但除此之外，法院促进诉讼（适时审判）义务之承认，作为一个包括性、一般性的上位概念，是否正足以对于法

官累积多项不当之程序行为（或不作为、懈怠）而造成程序延迟时，提供了当事人得享有救济手段之法律上基础（参见下

文肆、）？

当事人之陈述应具体化到何等程度，与法官之阐明与争点整理，有密切之关连。参见 ＢＧＨ，ＮＪＷ１９８２，５８１；
ＮＪＷ１９８１，１３７９；ＮＪＷ１９８０，１５６７（１５７０）；ＢＧＨＺ４９，２０９（２１２）。

邱联恭（２０００），〈争点整理方法论序（中）：概述其与民事诉讼法有关促进审理集中化修正条文之关连〉，《月旦
法学杂志》，６１期，页１２０－１２４。

我国民诉法第２７８条第２项就此有明文规定，但即使如德国民事诉讼法上就此虽无明文规定，亦可从基于听
审请求权之保障及法官之阐明义务，得出相同结论。参见 ＢＶｅｒｆＧ４８，２０６（２０９）；ＢＧＨ，ＮＪＷ－ＲＲ１９９３，１１２２；Ｓｔｅｉｎ／
Ｊｏｎａｓ／Ｌｅｉｐｏｌｄ，ＺＰＯ，ｖｏｒ§１２８，２２．Ａｕｆｌ．，２００５，Ｒｄｎｒ．７３；Ｚ？ｌｌｅｒ／Ｇｒｅｇｅｒ，ＺＰＯ，２４．Ａｕｆｌ．，２００４，§２９１Ｒｄｎｒ．３。法
院得否径以证据调查中发现之事实作为裁判基础，于最高法院有分歧见解，否定见解：最高法院６３年台上字第５６０号、
７３年台上字第４１９号判决；肯定见解：最高法院６３年台上字第２８３４号判决，８５年台上字第１７５６号判例。

吕太郎（２０００），〈法院依职权适用过失相抵之商榷：最高法院八十五年台上字第一七五六号判例评释〉，《法学
丛刊》，１７８期，页６７以下。氏认为，与有过失乃民法第２１７条第１项之构成要件，应由当事人主张，法院始可斟酌，然此
见解忽略法官阐明义务之作用及辩论主义于我国法上之演进，亦有不足。



２．为纷争集中审理之阐明：法官之阐明，亦应着眼于使相关连之纷争集中于一次程序得以彻底解
决〔１〕，亦即，在当事人起诉之目的（Ｐｒｏｚｅｓｓｚｉｅｌ）范围内，法官均应向当事人晓谕或提示终局解决纷争之
可能性〔２〕。此种阐明并未抵触处分权主义，盖于法官阐明后，当事人仍就诉讼之开始与终结，及诉讼标

的有自由处分权。例如：如依原告之声明及事实上之陈述，得主张数项法律关系，而其主张不明瞘或不

完足者，审判长应晓谕其叙明或补充之（民诉法第１９９条之１第１项）；被告如主张有消灭或妨碍原告请
求之事由时，审判长应阐明，是否提起反诉（民诉法第１９９条之１第２项，第２５９条得提起反诉之范围亦
予以扩大），或仅为防御方法之提出；于确认诉讼中，法官应注意有无得提起他诉讼之情形，如原告本可

直接提起给付诉讼，即可达到起诉之目的，则无提起确认诉讼之必要。于此情形，法院并不宜径驳回原

告之诉，而应为阐明，使原告得为诉之变更追加（第２４７条第３项）〔３〕；由于得为诉之变更追加之范围予
以扩大，法院在当事人起诉之目的范围内，应对当事人提示为诉之变更追加之可能性，例如：在所有物已

灭失，但原告仍提起所有物返还诉讼之情形，法院应向原告阐明，提起损害赔偿之诉或不当得利返还请

求之诉的可能性，使其得为诉之变更追加（第２５５条第１项第４款）〔４〕；在请求金钱赔偿损害之诉之情
形，原告起诉时就损害之具体数额金额常有特定之困难，基于衡平考虑，有必要允许原告于起诉时仅表

明其全部请求之最低金额，由于原告起诉之目的非仅限于该最低金额，于必要情形，法院应为适当阐明，

向原告提示得补充其声明（第２４４条第４项）；法院并得透过向当事人阐明之方式，促其向第三人为诉
讼告知，或依新法规定，由法官依职权通知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人参与诉讼（第６７条之１）〔５〕，而致力充
实第三人诉讼参与制度，使第三人得视其自身之实体利益及程序利益而决定是否参与程序为参加人、当

事人或对于本诉讼之当事人提起干预诉讼（民诉法第 ５４条）。此一方面得保障第三人之听审请求
权〔６〕，另一方面亦可使第三人与当事人间相牵连之纷争得利用一道诉讼程序一次解决，以扩大诉讼制

度解决纷争之功能，而充分有效利用司法资源，并疏减讼源。盖于多数当事人间具牵连性之纷争，如能

利用一道程序一次彻底解决，可避免嗣后再次进行诉讼，而就相牵连或共通争点再次审理之情形，尤其

是在分案上，如又分由不同法官审理时，更可能产生裁判矛盾之结果〔７〕。

３．选择适当之辩论准备（争点整理）方式：言词辩论前之争点整理程序，有以书面方式进行之书状
先行程序，亦有以言词方式进行之准备性言词辩论期日（由独任法官或合议庭为之）或准备程序（合议

审判时之受命法官），要采用何方式为争点整理，应视案件之型态、特性而定，而非均一概进行书状先行

程序（第２５０条、第２６８条之１第１项、第２６８条、第２６９条、第２７０条、第２７０条之１）。不适合进行书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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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纷争能集中利用一次诉讼获得解决，亦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正之原则，参见司法院编（２０００），《民事诉讼法部
份条文对照表暨总说明》，页２，台北：司法院。

于德国实务上，在原告就诉讼标的之金额有特定困难之情形，如其就特定金额所需之信息有报告请求权时，法

院应向其阐明，提起阶段诉讼之可能性，参见 ＯＬＧ，Ｋ？ｌｎＯＬＧＺ１９７９，２０５；ＯＬＧＫ？ｌｎＪｕｒＢüｒｏ１９７５，１５０６；Ｓｔüｒｎｅｒ，Ｄｉｅ
ｒｉｃｈｔｅｒｌｉｃｈｅＡｕｆｋｌ？ｒｕｎｇｉｍＺｉｖｉｌｐｒｏｚｅ，１９８２，Ｓ．４７。

德国民事诉讼法就此虽未明文规定，但实务及学说上均认为，依德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３９条规定，法院应为此等
阐明，例如：于原告起诉请求确认物权移转行为无效之情形，法院宜向当事人问明，是否要提起所有物返还之诉，ＢＧＨＺ
３，２０６（２１３）。

Ｓｔüｒｎｅｒ，ａ．ａ．Ｏ．（Ｆｎ．４３），Ｓ．４６．
司法院编（１９９４），《司法院民事诉讼法研究修正资料汇编（十）》，页４７６以下、９２４，台北：司法院。
邱联恭（１９９６），〈民事诉讼法学之回顾与展望〉，施茂林主编，《当代法学名家论文集》，页１５８，台北：法学丛刊

杂志社。德国法上之讨论，参见 ＢＶｅｒｆＧＥ６０，７；Ｓｐｅｌｌｅｎｂｅｒｇ，ＤｒｉｔｔｂｅｔｅｉｌｉｇｕｎｇｉｍＺｉｖｉｌｐｒｏｚｅ？ｉｎｒｅｃｈｔｓｖｅｒｇｌｅｉｃｈｅｎｄｅｒＳｉｃｈｔ，
ＺＺＰ１０６（１９９３），２８３；Ｈ？ｓｅｍｅｙｅｒ，Ｄｒｉｔｔ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ｎｉｍＺｉｖｉｌｐｒｏｚｅ？，ＺＺＰ１０１（１９８８），３８５；Ｍａｒｏｔｚｋｅ，Ｕｒｔｅｉｌｓｗｉｒｋｕｎｇｅｎｇｅｇｅｎ
Ｄｒｉｔｔｅｕｎｄ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ｓＧｅｈ？ｒ，ＺＺＰ１００（１９８７），１６４。

在德国之法院，在分案上亦有依照当事人姓氏之方式（非由计算机抽签轮分），得将同一被告之案件，分由同

一法官审理。此某程度亦可解决因法官个人心证差之结果，而产生裁判歧异。



先行程序之案件，却采用此种方式为争点整理，势必将造成程序之不必要进行而浪费时间、造成延

滞〔１〕。如果在统计资料上，也将此算入曾行集中审理之事件，则无怪乎会有「施行集中审理制度后，反

而结案日期较为延缓」之结论与评价〔２〕。在争点集中审理制度下之案件管理，系由受诉法院进行计划

性审理，于受分案后，尽早践行争点整理程序。如有必要命当事人交换准备书状时，应具体提示其应详

为表明之事项，而非任由当事人两造自行交换，此通常较难能凸显争点、限缩争点，或造成散漫主张、举

证之结果。在诉讼事件中所关涉之事实系专门知识时，亦应尽早使该方面专家参与争点程序，否则，在

欠缺专家协助下，通常亦不容易整理、限缩争点，而使程序拖延、散漫化〔３〕。

４．依法驳回当事人逾时提出之攻击防御方法（第１９６条第２项、第２６８条之２第２项、第２７６条、第
４４４条之１第５项、第４４７条）：失权制裁之规定，系为达到审理集中而具合目的性、合比例性之手段，并
未违宪〔４〕。但由于失权与否对于当事人之权利有重大影响，因此，当事人所忽略之事实上或法律上观

点，但对裁判之结果具有重要性者，如法官未能尽其诉讼促进义务，尽早或适时地予以阐明或公开心证，

使当事人有表示意见之机会，或补充其陈述，而当事人至诉讼后阶段（言词辩论期日）始自己发现并提

出时，应属第２７６条第１项第４款规定「依其它情形显失公平」之情形，法院不应驳回或不许其提出，此
乃根据听审请求权及公正程序请求权之法理所应有之解释〔５〕。失权之措施，亦可说是案件管理之必要

手段，纵然他造未就逾时提出攻击方法为抗辩，但由于失权规定非仅为系争事件之当事人利益而设，亦

兼具有促进诉讼而使全体国民均能享受到受司法机关适时审判之权利，因此，受诉法院应依职权依法适

用相关失权规定。

受诉法院如违背其诉讼促进义务（例如：迟延定期日、未为适当之阐明处置或容忍鉴定人缓慢处

理、不将数事件合并辩论或分别辩论、非必要地静待其它诉讼事件之结果或停止诉讼、拖延为裁判之公

告或送达）、应驳回当事人一造逾时提出之攻击防御方法却未依法驳回，或因司法机关之国家行为所导

致之迟延（例如：法官更动频繁、法官案件负担量过大），均可能使诉讼程序未能于适当时期内终结，而

造成适时审判权之侵害。但关于适时审判请求权侵害之救济，未必均适合与本案判决一并循上诉救济

方式为纠正。盖失权规定之目的本系为促进诉讼，保障当事人之适时审判请求权，如循上诉方式予以纠

正而废弃原判决，并发回原法院更为审理，则反使程序更为延滞，而与此等规定之目的背离。因此，法院

应适用失权规定而不适用，误许当事人提出本应驳回之攻击防御方法，且据此已为本案判决时，不适合

使受不利判决之他造当事人以此作为判决违背法令之第三审上诉理由而请求废弃原判决。

三、试办中之案件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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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书雁（２００７），〈集中审理制度在各法院之施行状况及其检讨〉，民事诉讼法研究基金会编，《民事诉讼法
之研讨（十四）》，页３３６，台北：民事诉讼法研究基金会。「……仍有少数法官于收案后无论案情繁简，一律实行单纯之书
状交换程序，通知被告提出答辩状，因被告未依通知提出答辩状，迄原告于起诉数月后具状声请定言词辩论期日，始行定

期。而大部分之法官于收案后订言词辩论期日之同时，并行书状交换程序时，寄给被告或两造之通知书，系法院备妥之

空白例稿通知书，未能真正落实使当事人于期日前充分准备言词辩论，致并行书状交换程序流于空洞化，复未能达成促

进诉讼经济之目的……」

参见魏丽娟，前揭注７，页９７。「……在司法院统计处确定资库中，台湾高等法院所辖各地方法院民国９２１月
至９５４月间办结的民事第一审通常诉讼事件，各地院一审确定者，集中审程序计１１，３８１件，其确定所需总日共１，８６６，
１７６日（含上诉抗告期间），平均确定一件所需日为１６３．９７日，未集中审程序者计３８，１２１件，其确定所需总日共４，５６０，
５５２日，平均确定一件所需日为１１９．６３日，集中审反而延缓４４．３８日……」。

参见邱联恭（２００７），〈民事诉讼法修正之法曹伦理重建机能─立足于其理论思想背景之省思（下）〉，《月旦法
学杂志》，１４４期，页１６３以下。

ＢＶｅｒｆＧ，ＮＪＷ１９８５，３００５；ＮＪＷ１９９２，６８０．
ＢＶｅｒｆＧ，ＮＪＷ１９９０，２３７３；ＢＧＨ，ＮＪＷ１９８９，７１７；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Ｓｃｈｗａｂ／Ｇｏｔｔｗａｌｄ，ＺＰＲ，１６．Ａｕｆｌ．，（２００４）§６８

ＩＩ．Ｒｄｎｒ．３２；Ｓ．４３５；Ｌｅｉｐｏｌｄ，Ｐｒｏｚｅ？ｆ？ｒｄｅｒｕｎｇｓｐｆｌｉｃｈｔｄｅｒＰａｒｔｅｉｅｎｕｎｄｒｉｃｈｔｅｒｌｉｃｈｅＶｅｒａｎｔｗｏｒｔｕｎｇ，ＺＺＰ９３，２３７（２４７）．



（一）审查庭与审判庭之区分

高雄地院或台北地院所试办之案件管理模式，均采取将同一民事诉讼事件分由审查庭及审判庭处

理之二阶段模式。经高雄地院民事庭庭务会议研讨决议，相关之案件管理流程如下：「１．全部案件均先
分由审查庭审查。２．诉讼案件中无争议性案件，归由审查庭审理，不再分予各审判庭。３．诉讼案件中
具争议性案件，于争点整理及卷证搜集完毕后，分予各审判庭依通常程序审理。４．非讼案件中无争议
性案件，归由审查庭审理，不再分予各审判庭。５．非讼案件中具争议性案件，于卷证搜集完毕后，分予
各审判庭依通常程序审理。其中审查庭所为之初步争点整理，仅提供审判庭参考，审判庭得基其审判权

限为增删变更，不受审查庭汇整内容拘束。审查庭就案件实际情状搜集相关卷证，就证据证明力之攻防

辩论，仍由审判庭依其职权为处理。经争点整理后有调解可能之案件，则于审查后分案前先移请调解委

员进行调解。」台北地院所进行之案件管理流程如下：「（一）民事诉讼事件：１．民事诉讼收案后，先交由
审查庭分案（如：审诉字…等），审查庭法官在审理期间得视情形，在经过两造当事人同意后，移由调解

委员进行调解，并另分「移调」案号，原「审诉」字等事件暂不报结，待调解成立后再行报结。２．审查庭
除应负责审核裁判费及其它起诉所应具备之程序要件等程序审查、命两造提出书状，促使两造行集中审

理外，并应行准备性言词辩论，协助两造协议并简化争点，再分案由审判庭审理。３．审查庭在将案件分
由审判庭审理前，应先制作争点整理摘要，将该事件之两造声明、起诉原因事实及诉讼标的法律关系、被

告答辩要旨、争执及不争执事项，依当事人言词及书状陈述内容为摘要整理，以供审判庭据为与两造确

认该事实审理范围之参酌，并无拘束审判庭之效力。……５．审查庭行集中审理之方式：（１）依案情定相
当期间，列明应说明事项，通知被告提出答辩状。（２）视案件情状同时定期开庭，避免当事人逾期未提
出书状致延滞诉讼进行。（３）若认为以书状先行方式处理为适当者，亦得于书状交换相当期间后定期
开庭。（４）若案件有勘验或鉴定之必要，则因非经实质审理无法确认该等勘验方法、范围及鉴定事项，
故宜交由审判庭自行勘验或鉴定。（５）涉及有无管辖权之争议、是否裁定停止诉讼程序之案件，若非甚
为明确，宜将案件移由审判庭审理认定为原则。（６）案件须宜交由审判庭审理者，应践行开庭之程序，
以利确认当事人各项陈述之真意及送达情形。…」（参见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８日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庭法官会
议通过之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审查庭分案实施要点）〔１〕。简而言之，审查庭系就诉讼事件进行争点整理；

而审判庭则集中于争点进行审理及判决。

（二）评析

此种模式或系参考英、美制度而来，然而如上所述，美、英实务上虽仅有不到２％的案件会进入到庭
审阶段，但在审前程序所花费之时间，常长达一年以上。且因为过去是由律师主导审前程序之进行，造

成审前程序之拖延、不经济，所以才强调应改为由法院主导之案件管理。但相对于此，在我国，依司法院

公布之司法统计数据显示，９７地方法院民事第一审终结事件总计２３０，４２２件，其中以判决终结者有
１７４，７５４件，高达７５．８％（至于撤回者有２３，０７７件，和解者有７，７１５，裁定驳回者有９，２１４，其它情形者
有１５，６６２）〔２〕。换言之，有超过四分之三的诉讼事件，系经言词辩论而以判决终结程序。且如上所述，
和解成立比例仅占２．６８％，在司法实务具有如此显著差异之前提下，是否适合采用英美实务上之审查
庭法官及审判庭法官模式？此方式是否有违法定法官原则及直接审理原则？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在审

查庭为争点整理之结果，对于后续程序之进行，究竟能发挥作用到何程度而有助于节省当事人及法院之

劳力、时间、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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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台北地方法院实施案件管理流程之状况及相关规则，感谢台北地方法院张瑜凤法官之提供。

司法院（２００９），《九十七年司法业务概况》，页１６，载于司法院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ｇｏｖ．ｔｗ／ｊｕｄｓ／９７ａｌｌ．ｐｄｆ
（最后浏览日：２００９／０４／２０）。



在审查庭阶段，如能促使当事人两造成立争点简化协议，由于该协议原则上具有拘束力（民诉法第

２７０条之１第３项），因此，在后续之审理庭阶段，仍应受拘束，较无争议。但如仅为争点整理之结果，于
后续之审判庭程序，当事人又提出新攻击防御方法时，审判庭之法官得否认系逾时提出而有碍诉讼之终

结，适用相关之失权规定（民诉法第１９６条第２项、第２６８条之２第２项、第２７６条）予以驳回？在美国，
经于审前阶段（ｐｒｅ－ｔｒｉａｌ）确认争点以后，原则上，在庭审期日不得再提出新的争点。亦即，依美国民事
诉讼规则第１６条第３项规定，审前会议的主要内容包括：整理并简化争点、修正原告及被告之起诉状及
答辩状、对于事实自认或对于文件不争执、限制专家证人之人数、提供有助于处理案件之方法等。在审

前会议结束时，法官应作成裁定，列明审前会议中所确定之争点范围、证据清单、证人名册及其它同意事

项。审前会议之裁定作成后，对于审判庭期之当事人具有拘束力，原则上不得再另行提出新的争点，也

不得提出在裁定中未列明之证据。然而，依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审查庭办案流程之规定，在审查庭所为之

争点整理结果，仅「供审判庭具为与两造确认该事件审理范围之参酌，并无拘束审判庭」之效力。因此，

对于后续之审判程序所能发挥促进诉讼之机能，仅为有限。

再者，争点整理之初，即应先特定诉讼标的，而诉讼标的为何，如依实务向来所持旧诉讼标的理论见

解，要求当事人必须特定请求权依据为何时，亦可能与法律上见解有关，例如：被告就原告所主张之 Ａ
请求权提出罹于时效之抗辩，但就原告所主张之事实究竟是否该当于某一实体法上请求权之构成要件

事实，此涉及构成要件涵摄（该当性）之法律上判断，而为审判之核心领域。审查庭之法官如认为系该

当于Ａ请求权，该请求权之时效为十五年，就此阐明并使被告不再为时效抗辩之争执，而不列入争点；
但审理庭之法官所持法律见解如与审查庭不同，认为依原告所主张之事实应系该当于 Ｂ请求权，且该
请求权为短期时效仅有二年，此时，能否谓被告在审查庭必须受限于争点整理之结果，而不能在审理庭

提出时效抗辩？如认为被告必须受到拘束，恐将造成当事人于审查庭均坚持各项主张或抗辩，亦难能促

使当事人协同审查庭法官整理并限缩争点，甚至为争点简化协议。然而，如为避免产生有违直接审理主

义之疑问，而就审查庭之争点整理结果认为无拘束力，则审查庭之过程恐将形同浪费、多余，不仅不能减

少当事人及法院之劳力、时间、费用，反而将更为增加。

诉讼事件如涉及专业上知识，鉴定人（专家）如能适时地在程序之早期阶段参与，亦将有助于争点

之凸显或限缩，受诉法院于有必要时，得在言词辩论前，行勘验、鉴定（民诉法第２０３条、第２６９条第４
款），或通知相关专家或鉴定人参与整理争点〔１〕。然而，依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审查庭办案流程之规定，

在审查庭阶段，不行勘验或鉴定〔２〕。如此一来，争点整理程序之机能，于涉及法律以外专门知识之诉讼

事件时，在审查庭阶段，将难能发挥。因此，依现行试办之案件管理流程，充其量仅能在案情较单纯、当

事人间较无争执或诉讼要件有欠缺之案件，发挥过滤案件之功能。但对于法律关系复杂或涉及法律外

专门知识之案件，恐较难实现争点整理、简化之目的，而此类事件，恐才是真正造成法官审理上之负担，

且当事人支出较多程序上之劳力、时间、费用者。

关于审查庭与审判庭之设置，不仅涉及事务分配，更涉及是否违背直接审理主义之问题。依我国民

事诉讼法之规定，在明文承认直接审理主义（民诉法第２２１条第２项下）下，于独任法官为审判之情形，
除书状先行程序外，其所定期日，即为言词辩论期日（民诉法第２５０条），而应由参与为判决之法官参与
为判决基础之辩论。受诉法院应就个案进行案件管理，在程序之前阶段，依法协同当事人进行争点整

理，并于言词辩论期日进行证据调查前，应将诉讼有关之争点晓谕当事人（民诉法第２９６条之１），并集
中讯问证人及当事人本人。参与言词辩论之法官如有变更，应适用更新辩论之规定（民诉法第 ２１１
条）。在合议庭审判之情形，亦必须是由合议庭中之庭员一人为受命法官行准备程序期日。由此可见，

依我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在分案后，原则上系由已受理案件之受诉法院全程参与程序之进行，仅于合

议庭之情形，放宽直接审理主义之要求，而得由受命法官进行准备程序，或在有法官因生病、离职、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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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联恭（２００１），《争点争理方法论》，页３８，台北：自刊。
参见台北地方法院于２００８年所拟定之「民事审查庭办案流程」：「二、５．（４）若案件有勘验或鉴定之必要，则因

非经实质审理无法确认该等勘验方法、范围及鉴定事项，故宜交由审判庭自行勘验或鉴定。」



而生变更之情形，例外地以更新辩论之方式（民诉法第２１１条）处理，以节省程序上因再次进行全面性
的重新审理所增生之劳力、时间、费用。但岂可因有更新辩论之例外规定，而认为审查庭与审判庭之设

置，并不违背直接审理主义。再者，如上所述，诉讼标的之法律关系与当事人于诉讼上应提出之主张、抗

辩、事实及证据为何，具有密切关连，事实上及证据上之争点，不能脱离诉讼标的而为争理。但诉讼标的

之法律关系为何，难道不会涉及到法律见解之问题，又岂可谓不会影响到法官认事用法之司法核心领

域〔１〕。

在美国有关法院管理之讨论上，虽有倡议「让法官只做法官的事」（Ｌｅｔｔｈｅｊｕｄｇｅｓｊｕｄｇｅ），司法院或
受此想法启发而认为：「案件流程管理原系为减少案件审理之迟延而发展出的制度，其中心思想在于只

有在案件接近适于审理的阶段，法官才开始介入审理，在此之前的准备工作由少数的法官及其所带领的

充足辅助人力积极处理；使有限的法官人力，能集中时间及精力于听审及裁判，兼使案件能加速审理及

减轻法官之案件压力〔２〕。」但如前所述，英美法上对于法官核心任务之理解与诉讼之结构与我国民事诉

讼法所继受之德国法向来有所不同。在美国，在起诉后之准备阶段，过去是由律师主导进行，本非法官

之任务，但为了解决欠缺效率、散漫、拖延之问题，始强化法院之介入监控，因此，并不要求必须由具有审

判权限之法官或庭审之同一法官在准备阶段参与。在美国负责审前程序之法官，在各个联邦地区或有

不同，有由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ｔｅ负责者，亦有由 Ｍａｓｔｅｒ负责者〔３〕，不论何者，其资格之取得与审判之法官并不相
同。但在我国，可否未经修正民事诉讼法上之规定，径以法院内部之规则办法而分别设置审查庭与审判

庭，将本属于受诉法院就程序为准备之权限予以切割，另交由审查庭先行处理，而凌驾于法律之规定，改

变审判方式及原则，非无疑虑。

在英国，复杂的案件虽通常系由二名法官所组成之团队一起进行案件管理，但只由一名法官为听

审，此看来与目前所试办之案件管理流程颇为类似，但英国之案件管理流程则是明订于１９９９年之新民
事诉讼规则中，而取得其法律上依据（在英国法院之规则制订权，在我国并不存在）。且该二名法官系

以一个团队模式进行案件管理，但我国所试办之审查庭与审判庭却是各自独立，其衔接与连续性，恐有

所不足。

其实，美国实务上之分案模式亦具有多样性：有将案件仅分给单一法官者，可称为单一法官制（Ｉｎ
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ｓ）；有将案件先分给主事法官进行审前程序，于庭审期日再由另一名法官听审，此被称
为主事法官制（Ｍａｓｔｅｒ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ｓ）；亦有将同一法院之全部法官区分为数个团队，在分案时系将案件先分
给其中一团队，再在此团队中决定是否实行主事法官分案模式或个别分案模式，但如采个别分案模式，

同一团队之其它法官于有必要时，亦会协助该个别法官为审前之准备，此被称为团队制（ＴｅａｍＣａｌｅｎ
ｄａｒｓ）；且亦存有其它混合分案方式。上述美国法院实务所存在之各种型态分案模式中，哪一种分案模
式较优，迄今并无定见，主要端视法院之规模及运作而定。在德拉瓦州，原本系采取主事法官制，但由于

美国民事诉讼规则在１９９３年大幅强化法院对于审前程序之介入监督权限，因此自１９９６年起，基于对于
案件之持续掌握及有效之管理处分需求，改采单一法官制〔４〕。综上所述，在英美法上，于强化法院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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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相反见解者，参见蔡惠如，前揭注１２，页１１２。
参见司法周刊电子报，前揭注９。
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２．３条定义，本法中所称之「法官」，除本规定另有规定外，指法官、主事法官、区法官或

其它行使法官职权之人。

“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ｉｔｓｃａｓ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ｒｏｍａｍａｓｔｅｒ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ａ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ａｌｌｃｉｖｉｌｃａｓｅｓ．Ａｌｌｃｉｖｉｌｃａｓ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ａｐｐｅａｌｓ，ａｒｅ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ｔｏ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ｊｕｄｇｅｏｎｔｈｅｄａｙｔｈｅｙａｒｅｆｉｌｅｄ．Ｔｈｅａｓ
ｓｉｇｎｅｄｊｕｄｇｅｉ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ｔ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ｆｏ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ａｌ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ａｎｄｆｏｒ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ａｌｌｃａｓ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ｓｓｕｅｓｕｐｔｏ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ｌｌｅｎｓｕｒ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ｗｉｔｈｉｎｃａｓｅｓ，ｗｈｅｒｅａｓ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ｓｅｖｅｒａｌｊｕｄｇｅｓｍａｙ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ａｓｅ……．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ａｔ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ｗｉｌｌｒｅｓｕｌｔｉ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ｃｉｖｉｌｃａｓｅｓ．”Ｄｅｌａｗａｒｅ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Ｃｏｕｒｔ，ＭｅｓｓａｇｅＦｒｏｍ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ＪｕｄｇｅＲｉｄｇｅ
ｌｙ，ＦｉｓｃａｌＹｅａｒ１９９６，ｈｔｔｐ：／／ｃｏｕｒｔｓ．ｄｅｌａｗａｒｅ．ｇｏｖ／ｃｏｕｒｔｓ／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２０Ｃｏｕｒｔ／ｐｄｆ／？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１９９６．ｐｄｆ（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
２００９／０４／０１）．



前程序之介入监督机能后，审前程序与庭审期日之连续性，亦逐渐被加以重视，而此正是我国向来民事

审判之方式。

此外，我国宪法上虽未如同德国基本法，明文承认「法定法官原则」，但基于宪法上所保障之诉讼权

（宪法第１６条）、法官独立审判原则（宪法第８０条）及法治国原则，亦可导出此项原则之承认。盖法定
法官原则可说是法官独立审判原则之配套制度，法官不仅应具有人格、身分上独立及就其审判案件之事

物上独立，亦必须确保其本应受理审判之案件，不被任意剥夺，始能避免来自于司法行政之操控与干涉，

企图在个案上透过法官之挑选，以影响裁判之结果。因此，法院内部之事务分配方式系与法定法官原则

及法官独立审判原则密切相关，惟有经由事先预定之一般、抽象规则以决定具体案件之分配，始能预防

可能之操控。如参考德国之法院对于事务分配所采方式〔１〕，事务分配应符合下列原则：（１）法律拘束性
原则：亦即，各法院之事务分配办法，应受到法律规定所拘束。事务分配不能改变或抵触法律规定，此即

所谓之「法定之事务分配」。依法院组织法第７９条规定，各级法院及分院于每年度终结前，由院长、庭
长、法官举行会议，按照本法、处务规程及其它法令规定，预定次年度司法事务之分配及代理次序。办理

民、刑事诉讼及其它特殊专业类型案件之法官，其年度司法事务分配办法，由司法院另定之。据此，司法

院订有「各级法院法官办理民刑事及特殊专业类型案件年度司法事务分配办法」。法官会议在决定年

度事务分配时，必须予以遵守。此外，我国法上，另有针对特定案件设置专庭之规定：其一是依法令规定

应设专业法庭或指定专人办理之案件，如少年事件、家事事件、劳工事件、选举罢免诉讼、国家赔偿事件、

性侵害案件、交通案件；其二是依法令，司法院应指定法院设立专业法庭之案件，如医疗纠纷案件，由司

法院指定法院设置专业法庭；其三是依法令规定得设专业法庭或指定专人办理之案件，如智慧财产权案

件、金融犯罪案件、检肃流氓案件及「法院办理重大刑事案件速审速结注意事项」第４点规定之重大案
件。关于第一种及第二种情形，在分案时，亦必须遵守。至于第三种情形，则非属法定之事务分配，各法

院是否设置专庭，各法院有裁量空间，得视法院之法官员额状况而定。（２）全部性原则：依法律应由法
院处理之司法事务，在各法院必须全部分配给该法院之全体法官，而不能有所保留或遗漏。换言之，法

院组织法第７９条第１项所称之「司法事务」，在解释上应指「全部」司法事务而言。（３）抽象性原则：事
务分配之方式，必须依照一般、抽象、适当客观标准予以普遍、随机性地分配。在此标准下，案件会分由

何法官审理，或由何法官予以代理，应尽可能预先清楚、明确地确定。关于变更分配之裁定，亦同。在此

原则下，得避免将特定案件分由特定法官为审理之操控结果。（４）明确性原则：事务分配应尽可能以清
楚、明确而避免产生解释上空间之方式予以规定。（５）年度性原则：事务分配系每年为之，当年度之事
务分配方式于该年度终结时，即失其效力，因此，各级法院及分院于每年度终结前，应预定次年度司法事

务之分配及代理次序（法院组织法第７９条第１项）。（６）持续性原则：年度之事务分配计划应持续整
年，期间不得有所变更。此可避免任意地改变事务分配计划，而决定个案之法官。（７）预先性原则：所
有司法事务应预先地予以分配，事务分配计划如有变更，亦仅能向后发生效力，而不能回溯。（８）实时
生效原则：年度事务分配办法或补充、变更之决议，均亦立即严格执行。法定法官之要求不能忍受不确

定性及阻碍，法官亦不得拒绝所受分配之案件及司法事务。在德国，由于事务分配是法定法官原则之外

延，任何人均有请求依法定规则而受分配之法官予以审判之权利，因此，各法院之事务分配办法均予以

公开〔２〕，且关于分案之方式、顺序、轮次均详细明确规定，任何人均得予以查阅（在各法院之网页均得

见）〔３〕。但我国各法院之分案规则为何，当事人向来并不容易查阅，甚至有「分案人员对于分案轮次应

严守秘密，除因公务必须知悉者外，不得泄漏」之规定，恐予人以分案易受操控之感觉。且审查庭与审

判庭之分设，是否能符合法定之事务分配（专业法庭）、全部性原则及明确性原则，盖民事诉讼事件仅先

分配给审查庭之法官，例如：高雄地院民事庭全部有２０股，但审查庭仅由４股法官担任，并不符合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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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ｓｓｅｌ／Ｍａｙｅｒ，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５Ａｕｆｌ．，２００８，§２１ｅ，Ｒｄｎｒ．８８－１０１．姜世明（２００９），〈长期被忽略
之法治国支柱：论法定法官原则之观念厘清及实践前瞻〉，《台湾法学杂志》，１２５期，页１７－１８。

Ｋｉｓｓｅｌ／Ｍａｙｅｒ，ａ．ａ．Ｏ．（Ｆｎ．６２），§２１ｅＲｄｎｒ．７５－７７．
Ｌａｎｇｂｒｏｅｋ＆Ｆａｂｒｉ，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０，ａｔ２２６．



分配原则，而审查庭之法官由何人担任亦无明确之标准、规则可循，亦不符合明确性原则，且审查庭中是

否还能再有余裕设有专业法庭，均非无疑。

如系为达到法官在分案上更能劳务均衡之目的，则属于分案之技术问题，此亦可透过加权方式，以

便灵活管理案件之分配。例如：在奥地利、荷兰等国家，即根据案件之质量及复杂程度，对受理之案件进

行加权处理，而使法院内所有法官审理案件之工作量达到平衡〔１〕。依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审判庭案件分

案实施要点（２００８年 ８月１４日第１２次修订），亦有案件折抵之规定〔２〕，对于较为困难或复杂之案件，
可以在分案及结案时折抵案件。此外，除设有专业法庭之案件外，亦可考虑针对案件之性质区别分案之

群组，依案件之简繁分组，在各组内均由各股法官轮分，而非由某一股法官专办某一组之案件，以使法官

之劳逸平均。然而，应强调的是，法院之分案制度对于民事诉讼事件能否在适当时期内予以终结，虽有

影响，但并非最重要的关键因素〔３〕，重要的仍是，受诉法院是否能积极地参与受理案件之争点整理、确

定争点，使纷争亦得循裁判外方式终结，或促使当事人就诉讼标的、事实或证据成立争点简化协议，而为

有计划之争点集中审理，并使当事人能信服裁判。法院管理或案件管理之理念，其实已从「效率管理」

转变成「质量管理」（ｖｏｍＥｆｆｉｚｅｎｚ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ｚｕｍＱｕａｌｉｔｔ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４〕，或从「量的控制」转而要求「质
的控制」。亦即，从仅要求程序之快速进行、对抗程序之迟延或控制案件之数量，转而要求裁判之质量

必须能同时兼顾。当事人对于司法制度之不满，通常亦非仅针对诉讼期间之长短。基于前述适时审判

请求权之宪法上要求，案件管理必须是能平衡保障当事人之实体利益及程序利益。

肆、适时审判请求权侵害之救济

其实，如单就审理期间而言，在比较法上来看，我国的民事诉讼审理期间并不算太慢。如前所述，在

美国之审前程序通常需进行一年以上。根据中央研究院黄国昌助研究员于２００７年第二届法学实证研
究研讨会上表示，经由第一审法院以判决之方式终结程序者，自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平均案件审理时间为
２５１日。且随诉讼标的金额愈高，审理期间亦愈长。标的金额在６００万元以上者，平均审理日数将近一
年（３５４日）；在２００６年有７５．６％的案件会在一年内终结程序。但如根据司法院统计处之数据显示，
２００８年各地方法院平均终结一件民事诉讼事件为１２６．０２日、高等法院暨分院为２０７．９９日（二者合计
为３３４．０１日）；２００７之各地方法院平均为１２３．６５日；高等法院暨分院为２０７．０１日（二者合计为３３０．６６
日）〔５〕。相对于此，奥地利之民事案件审理期间平均为２７８日，有７６％的案件会在１２个月内终结，在比
较民事程序法之相关文献上，奥地利被评价为是程序比较有效率的国家〔６〕。在德国，民事法院之第一

审程序，在区法院平均为４．４个月；邦法院平均为７．１个月；但各邦情形存有差异，在各邦间，区法院平
均最快者为３．７个月；最慢者为５．８个月；在邦法院，平均最快者为５．３个月；最慢者为９．８个月。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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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ｉｌｉｐＭ．Ｌａｎｇｂｒｏｅｋ＆ＭａｒｃｏＦａｂｒｉ着，范明志、张伟毅、曲国建译（２００７），《法院案件管辖与案件分配：奥英意
荷挪葡加七国的比较》，页５５，北京：法律出版社。

例如：２００８年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审判庭分案实施要点：「三、案件之折抵、停分与新到职法官之分案原则：１．劳
诉（劳简、劳简上）、国贸（国贸简、国贸简上）、海商（海商简、海商简上）、国（国简、国简上）、医（医简、医简上）、智（智简、

智简上）、重国、重劳诉字案件，分案时折１件（非金融机关清偿借款之诉、重诉、简上），结案时每２件抵１件（非金融机
关清偿借款之诉、重诉、简上）。」

“Ａｃｏｕｒｔ’ｓｃａｓｅ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ｎｏｔ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ｓｓｕｅ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ｃａｓｅｆｌｏｗ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ＡＶＩＤＣ．
ＳＴＥＥＬＭＡＮ，ＪＯＨＮＡ．ＧＯＥＲＤＴ，＆ＪＡＭＥＳＥ．ＭＣＭＩＬＬＡＮ，ＣＡＳＥＦＬＯＷ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ＯＦＣＯＵＲＴ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１１１（２０００）．

Ｒ？ｈｌ，Ｊｕｓｔｉｚａｌｓ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ｕｎｔｅｒｎｅｈｍｅｎ？Ｂｕｄｇｅｔｉｅｒｕ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ｕｎ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ｕｎｄＪｕｓｔｉｚ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ｔ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２０００，Ｓ．２２０－２３０．

司法院之数据感谢司法院民事厅李国增法官提供。

参见Ｌａｎｇｂｒｏｅｋ＆Ｆａｂｒｉ着，范明志等译，前揭注６５，页１１３。



邦法院，约有１１％的案件进行超过１２个月；而有４．７％的案件超过２４个月。此结果相对于欧洲其它国
家而言，亦不算长〔１〕。但如与我国相比较，我国之结案速度与德国不相上下，甚至是略快。

虽然德国之平均审理期间虽然还算差强人意，不过，自１９９８年以来，却仍有超过２０件的德国诉讼
程序，经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于个案之诉讼期间过长〔２〕。欧洲人权法院也一直透过裁判宣示，各国之诉

讼期间过于冗长，系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６条所规范之公正程序请求权与适时审判请求权。在２０００年
Ｋｕｌｄａ（对波兰）一案中更进一步表示，基于欧洲人权公约第１３条规定〔３〕，对于适时审判请求权之侵害，
应赋予当事人有一救济途径，使其得对于违反公约第６条适时审判请求权之情形提出责问，而要求受诉
法院应在适当时期内进行审理〔４〕。

为满足欧洲人权法院之要求，德国联邦政府在２００５年中提出「法院不作为抗告法」草案〔５〕。但此
草案还来不及经德国国会通过，欧洲人权法院在２００６年 Ｓüｒｍｅｌｉ（对德国）一案中又再次宣示德国欠缺
对于适时审判请求权之有效救济途径。在该案中，声请人主张，其在德国所提起之损害赔偿诉讼进行过

长，违背欧洲人权公约第６条，且在德国法体系中对于适时审判请求权欠缺适当之救济程序，亦违反欧
洲人权公约第１３条。德国政府则抗辩，对于法院诉讼程序过长之救济，在德国有宪法诉愿、职务监督抗
告、特别之不作为抗告及损害赔偿请求等四种方式得予以救济。但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德国目前之救济

途径仍然均不能提供当事人于适时审判请求权受侵害时为有效之救济，并判命德国政府应赔偿声请人

１００００欧元作为非财产上损害及４，６７２．８９欧元作为诉讼费用及其它费用支出之赔偿。
欧洲人权法院认为，所谓有效之救济，并非以是否对当事人在结果上一定有利为标准，如果任一之

救济本身无法完全满足欧洲人权公约第１３条之要求时，亦得以多项救济并存方式为之。在任何案件中
判断对于声请人之救济是否「有效」时，必须考虑是否存在有得避免可能之侵害发生或继续发生，或者

对于已经发生之损害予以救济补偿。最佳之方法毫无疑问的是事前预防，于可能发生迟延时，即应采取

促进程序之救济以避免程序不合比例地过长。相对于只有事后补偿之救济，事前预防之救济得在原本

进行之诉讼程序上提出。德国目前四种救济方式均非对于适时审判请求权侵害之有效救济：１．就宪法
诉愿而言，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虽然得在诉讼程序进行不合比例地过长时宣告该诉讼之进行期间违宪，并

要求诉讼系属之受诉法院加速程序或予以终结，但宪法法院并不能对于受诉法院设定期限或命为其它

迅速审理之处置，也不能为补偿之宣告，故非有效之救济途径；２．就职务监督救济而言，虽然得依德国
法官法第２６条第２项规定〔６〕要求受诉法院加速程序，但由于当事人并不享有请求履行职务监督义务
之主观权利，故此亦非有效之救济途径；３．就特别之不作为抗告（ａｕ？ｅｒｏｒｄ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Ｕｎｔ？ｔｉｇｋｅｉｔｓｂｅｓｃｈｗ
ｅｒｄｅ）而言，此并非明文规定之救济途径，虽然有部分之邦高等法院承认此项救济途径，但关于其合法性
则于个案中有不同之处理，而有法安定性欠缺之疑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亦曾表示，在法律上未明定之

权利救济途径，且有不同之合法性标准，于合宪性上是具有疑虑。４．就损害赔偿请求而言，因公务员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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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ＭＪＰｒｅｓｓｅｍｉｔｔｅｉｌｕｎｇｅｎ，ＭｅｈｒＲｅｃｈｔｅｆüｒＢüｒｇｅｒｉｎｎｅｎｕｎｄＢüｒｇ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ｂｅｈｅｌｆｇｅｇｅｎüｂｅｒｌａｎｇｅＶｅｒｆａｈｒｅｎｓｄａｕｅｒ，
２６．０８．２００５，ｉ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ｍｊ．ｂｕｎｄ．ｄｅ．

ＢＴ－Ｄｒｕｃｋｓａｃｈｅ，１６／７５５８，Ｓ．１．
欧洲人权公约第１３条规定：任何人于本公约上所承认之权利或自由受到侵害时，有权利在内国之审级提起救

济。

吴从周（２００７），〈民事法官懈怠案件之进行与当事人之权利救济：从德国「不作为抗告法」（Ｕｎｔ？ｔｉｇｋｅｉｔｓｂｅ
ｓｃｈｗｅｒｄｅｇｅｓｅｔｚ）之制定思考我国法之出路〉，《台湾本土法学杂志》，１００期，页３７。

详细之草案介绍及精辟评析，参见吴从周，前揭注７４，页３７。惟２００５年之草案并非已经联邦众议院（Ｂｕｎｄ
ｅｓｔａｇ）所通过，而仅系德国联邦政府司法部所提出之咨询草案（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ｅｎｅｎｔｗｕｒｆ），为广征各方意见，而刊登于联邦众议
院之公报。此草案非但未经联邦众议院表决通过，亦非正式经联邦政府内阁（Ｂｕｎｄｅｓｋａｂｉｎｅｔｔ）所通过决定之草案版本。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４日联邦众议院之委员会曾向联邦政府就此草案提出各项疑问，联邦政府则响应表明，此部咨询草案尚未
经联邦政府为最后定稿，且可能将不再提出，显见其争议性之大，参见 Ｂｕｎｄｓｔａｇ，Ｄｒｕｎｋｓａｃｈｅ１６／７６５５，Ｓ．４。事隔五年
后，２０１０年３月间联邦政府于参考各方意见及欧洲人权法院之见解后，又重新提出新的咨询草案版本，参见下文。

德国法官法第２６条规定，法官仅在其独立性不受侵害下受职务监督（第１项）。在第１项之前提下，职务监督
包括指摘法官行使其职务违反规定，以及催促法官依规定不迟延地完成其职务（第２项）。



背职务造成程序延滞所生之损害赔偿请求，在德国仅在非常少数之个案中予以承认。而本件声请人亦

曾向德国民事法院就诉讼迟延提出损害赔偿诉讼，但遭法院认为不存在有不当之程序迟延而以无理由

驳回。然而即使认为存在有不当迟延而违背义务，但依德国现行法亦无法请求非财产上赔偿，而但欧洲

人权法院之裁判向来认为，于过长之诉讼迟延时，应对于当事人为精神上赔偿。

德国联邦政府在２００５年所提出之法院不作为抗告法草案经征询各方意见后，由于争议仍大，最终
虽然未完成立法，但在德国民事诉讼实务上已趋向于承认当事人得以德国民事诉讼法第５６７条〔１〕所规
定之抗告方式予以救济，主要之理由在于透过合宪性解释，基于保障当事人宪法上所承认之司法给付请

求权，如法院事实上未进行程序，而形同对于当事人所享有之程序促进及权利保护请求权为拒绝（即驳

回）时，应承认当事人得透过抗告方式予以救济，而由上级审法院促使受诉法院加速程序之进行。至于

受诉法院是否以不作为方式违背诉讼促进义务，则于个案中具体判断〔２〕。例如：１．在父亲声请定子女
探视之事件，于声请提出后，法院仅听取了母亲之意见，但超过八个月仍未定期日进一步听取未成年子

女意见，经声请人一再催促后，受诉法院仍不采取任何具体之促进程序措施时，声请人于是提起不作为

抗告。抗告法院一方面承认此抗告之合法性，另一方面，亦命受诉法院应毫不迟延地采取确实能促进程

序之措施，并提示受诉法院，不存在有任何妨碍程序进行之理由，因此，例如应在两个月内进行听取意见

之期日，或如有可能，宜使当时从美国回国之父亲与子女见面〔３〕；２．２００９年杜塞尔道夫邦高等法院亦
认为，在该案中不能以法官生病不能作为程序不进行之理由，从２００７年进行先行书状程序后，即未再进
行任何程序，此形同拒绝裁判或程序之停止，而侵害当事人之适时审判请求权，而承认抗告之合法性及

有理由〔４〕。

此外，受到欧洲人权法院有关损害赔偿救济之要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最近一则判决中明白表

示，基于法治国原则，国家负有司法给付并使法院能满足有效权利保护之义务，以使法院所进行之程序

得不迟延地予以终结。在可期待之范围内，国家应采取所有可能而适当必要之方法，避免法院过度负

担，并在有过度负担情形出现时，实时地给予补救，提供必要之人力或物力上支持。关于人力物力提供

义务之履行，不仅涉及公共利益，并同时具有第三人保护（ｄｒｉｔｔｓｃｈüｔｚｅｎｄ）之作用〔５〕，而承认得课以司法
机关整体负有为保护第三人之国家责任。

德国２００５年之立法草案或实务上所承认之不作为抗告之救济途径，基本上系参考奥地利法而来。
奥地利法院组织法第９１条规定，当事人于法院迟延采取程序上作为（例如：期日之订定、鉴定意见之取
得、或迟不完成判决之制作）时，得于该法院向上级法院提出声请（预防迟延之抗告），抗告法院得命受

诉法院在适当期间内采取程序上作为。不过，德、奥方式也只是一种可能之救济型态，欧洲其它国家对

于适时审判请求权之救济，也各有不同方式而具有多样性。有在已经发生迟延以后，透过损害补偿之方

式予以救济者（补偿制）；有基于预防之观点对于程序可能之迟延采取促进程序之措施者（迟延抗告

制）；亦有采取结合二者之救济方式者〔６〕。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内国之救济途径合于欧洲人权公约对于

适时审判请求权之救济要求者，有丹麦、克罗爱西亚（Ｋｒｏａｔｉｅｎ）、马耳他（Ｍａｌｔａ）、葡萄牙、瑞士。在这些
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在民事诉讼如发生严重迟延时，承认当事人得请求补偿（Ｅｎｔｓｃｈｄｉｇｕｎｇ）。例
如：在丹麦，对于程序之迟延，虽然并未成文规定有一特别之救济制度，但承认当事人得向案件系属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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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民事诉讼法２００２年修正后之第５６７条，就实时抗告规定如下：对于区法院或邦法院之第一审程序中所为
裁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提起实时抗告：（１）法律有明文规定，（２）不必经言词辩论所为之裁判且就有关程序事项之
请求予以驳回。

关于家事程序，Ｖｏｇｅｌ，ＤｉｅＵｎｔ？ｔｉｇｋｅｉｔｓｂｅｓｃｈｗｅｒｄｅｉｍＦａｍｉｌｉｅｎｒｅｃｈｔ，ＦＰＲ２００９，１６５．
ＫＧ，ＮＪＷ－ＲＲ２００８，５９８；相同见解：ＯＬＧＫａｒｓｒｕｈｅ，ＮＪＯＺ２００７，２９９７．
ＯＬＧＤüｓｓｅｌｄｏｒｆｋüｒｚｌｉｃｈｍｉｔＢｅｓｃｈｌｕｓｓｖｏｍ０５．０３．２００９（Ａｚ．：２３Ｗ９９／０８）．
ＢＧＨ，ＮＪＷ２００７，８３０；Ｂｒüｎｉｎｇ，ＳｔａａｔｓｈａｆｔｕｎｇｂｅｉüｂｅｒｌａｎｇｅｒＤａｕｅｒｖｏｎ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ｖｅｒｆａｈｒｅｎ，ＮＪＷ２００７，１０９４．
德国联邦政府委托之研究案：Ｌｕｃｚａｋ，ＷｉｒｋｓａｍｅＢｅｓｃｈｗｅｒｄｅｍ？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ｅｎｉｍＳｉｎｎｅｄｅｒＡｒｔ．６Ｉ，１３ＥＭＲＫ：Ｒｅ

ｃｈｔｓｖｅｒｇｌｅｉｃｈｅｎｄｅｓＧｕｔａｃｈｔｅｎｚｕｄｅｎＲｅｇｅｌｕｎｇｉｎｄｅｎＵｎｔｅｒｚｅｉｃｈｎｅｒｓｔａａｔｅｎｄｅｒＥＭＲＫ，Ｓ．５２ｆｆ．，２００６．刊于联邦众议会公报
Ｂｕｎｄｓｔａｇ，Ｄｒｕｃｋｓａｃｈｅ１６／７６５５ＡｎｈａｎｇｚｕｄｅｒＡｎｔｗｏｒｔａｕｆＦｒａｇｅ。



院提出异议，于有理由时受到补偿给付或减刑（在刑事诉讼）。在２００５年 Ｏｈｌｅｎｖ．Ｄｅｎｍａｒｋ一案中，欧
洲人权法院认为，由于给予补偿已成为丹麦司法实务上确立之救济方式，而合乎欧洲人权公约之要求。

于瑞士之救济途径，亦与丹麦类似。在马耳他，于法律上明定要求第一审法院应于六个月内为裁判，如

法院未遵守上开期间，当事人得于系属程序中提出抗告或宪法诉愿（不必待终审裁判确定）。提起抗告

之结果除确认程序之迟延外，亦得为补偿请求，其金额由法院裁定之〔１〕。

德国联邦政府于２００５年不作为抗告法草案立法失败后，经参考德国各界意见、欧洲各国立法及欧
洲人权法院之见解后，在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５日重新提出「关于过长之法院程序及刑事侦查程序之权利救济
法」草案（Ｇｅｓｅｔｚüｂｅｒｄ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ｓｃｈｕｔｚｂｅｉüｂ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ｖｅｒｆａｈｒｅｎｕｎｄ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Ｅｒｍｉｔｔｌｕｎｇｓｖｅｒ
ｆａｈｒｅｎ）。此草案之立法理由表明，根据欧洲人权法院之裁判，关于适时审判请求权之有效救济，一方面
应促使受诉法院尽速作成裁判（预防性作用）；另一方面应对于已经产生之迟延，给予适当之补偿，特别

是包括非物质上之不利益（补偿性作用），且「具有预防性作用之救济，毋宁绝对是最佳对策」〔２〕。德国

民法上关于国家责任请求权虽然也包括违背义务之迟延并赋予损害赔偿，但因仅限于有责之迟延，且排

除非财产上损害，而不能满足欧洲人权公约之补偿性要求，故有制订特别规定之必要，遂在德国法院组

织法增订一章共四条之原则性规定（即德国法院组织法草案第１９８至２０１条），凡是因法院程序进行期
间不适当之冗长而受有不利益之程序关系人，得受到补偿。至于程序期间是否适当之判断，应依个案情

况而定，特别是依程序之困难性、重要性及程序关系人之行为而定。关系人得受补偿之不利益，不限于

财产上者，且法院程序如不适当地冗长时，则推定受有非财产上之不利益，但非财产上之不利益补偿仅

于依个案情况不能以其它方式回复者为限。为此之补偿金额以每个月１００欧元计算之，但于个案中如
认有不适当者，法院得增加或减少金额。

再者，有关程序迟延之救济，主要分成二阶段，第一阶段系在原程序上提出迟延之异议，且仅限于程

序关系人曾提出迟延之异议者，得于事后获得补偿。有关迟延之异议，于存在有可能未于适当时期终结

程序之虞时，即得向原程序之受诉法院提出，对于程序之进行期间具有重要意义之情事（例如：因诉讼

之拖延可能有丧失住宅之虞或将破产）而尚未在程序上被提及者，必须于异议时表明，以促使受诉法院

自我检视及采取适当之补救可能。如关系人未予以表明，则于请求补偿时，即不得再以此为理由提出。

此阶段具有警告、预防迟延以促进程序之机能，并可避免补偿请求之滥用，反而增加司法机关之负担。

第二阶段则是在于该管之邦高等法院提起补偿请求诉讼及寻求其它补救方法，补偿请求得在提出迟延

异议后最快三个月，但最迟于裁判确定或以其它方式终结程序后一年内提出。其它补救方法特别是指

由就补偿请求为审理之邦高等法院确认原程序进行期间过长而不适当，关于此项确认，不必由关系人提

出声请，在严重之情形，得于许为补偿时一并宣示。但基于关系人之声请，此项确认应公告于联邦公报。

德国此部新的草案，是否会顺利通过立法，仍值得继续关注。但从欧洲人权法院及欧洲国家关于诉

讼迟延救济之持续努力，均再再提醒吾人，纵使诉讼案件之平均结案期日能够维持在一个理想的时间

内，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在某单一个案中之审理期间，基于某些原因而产生延滞，此时应如何在制度上能

使当事人有救济之机会。如依欧洲人权法院检视德国法之标准以观，我国现行法律中恐仍欠缺对于适

时审判请求权之有效救济途径，不仅是上开德国法中之现行救济途径于我国均无，且亦无其它可能之救

济存在，向来亦无因诉讼进行过长而声请国家赔偿受到容认之案例。

就我国法而言，法院收受诉讼后，除行书状先行程序外，审判长应速定言词辩论期日（民诉法第２５０
条）。法官如迟迟未定期日，或所定期日太过迟延时，虽期日之指定乃属法院诉讼指挥之裁量权限，且

指定期日之裁定，为诉讼程序进行中之裁定，本不得抗告（民诉法第４８３条），但由于此涉及违背司法之
任务及侵害宪法上所保障之适时审判请求权，虽然欠缺明文规定，为能保障当事人之适时审判请求权及

权利有效救济请求权，亟待司法者为相应之法续造，宜类推适用诉讼停止之相关规定（类推适用民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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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ｃｚａｋ，ａ．ａ．Ｏ．（Ｆｎ．８２），Ｓ．７８ｆｆ．
ＥＧＭＲ，ＢｅｓｃｈｗｅｒｄｅＮｒ．７５５２９／０１，Ｕｒｔｅｉｌｖｏｍ８．Ｊｕｎｉ２００６，Ｓüｒｍｅｌｉｖ．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ＮＪＷ２００６，２３８９ｆｆ．



第１８７条规定），许当事人提起抗告〔１〕，而使上级法院得尽速地纠正下级审法院之懈怠。在德国甚至有
主张，得类推适用法官回避之规定，以法官有偏颇之虞，而声请该法官回避〔２〕。此外，在法院虽定期日，

但该期日过于迟延时，例如：受诉法院无视于某一系争事件之急迫性，将期日订于数月以后，此虽涉及法

院关于程序之裁量裁定，原则上不得抗告，但在例外情形，如所定之期日并不适当而甚至相当于司法裁

判之拒绝（Ｊｕｓｔｉｚｖｅｒｗｅｉｇｅｒｕｎｇ）时，应例外地承认当事人得提起抗告，以资救济〔３〕。就此，虽亦有持反对
见解认为，于法院迟延裁判时，除透过职务监督外，并无救济途径〔４〕。但此见解，显然为欧洲人权法院

所不采，而将适时审判视为系法官之义务，对于法官违反义务之行为，自应使当事人能有所救济。不过，

即使可透过类推适用我国民诉法第１８７条规定方式，而准许当事人对于「停止裁定」提起抗告，然而我
国实务毕竟与德国不同，透过抗告方式以资救济，在我国是否就能有效地加速程序之进行，或是否可能

更造成程序之延滞或劳费支出增加，并非完全无疑。再者，在法院虽定期日，却使期日空转，进行多次无

结果之期日、一再改期或行不必要之证据调查，而使程序迟迟未能终结时，多系因未行争点整理、集中审

理所生之程序延滞，能否谓系法官「不作为而停止程序」，因此得对之提起抗告，在我国恐有相当大之争

议。因此，要在根本上解决此一问题，还是要回到强化及提升每一法官为争点整理及集中审理之知能与

方法。事后之补偿救济，毋宁是最后不得已之手段。此外，欧洲人权法院在判断各国对于适时审判请求

权之救济是否具备且有效、适当时，亦非仅考虑是否存在有救济程序及规则本身之解释，而是具体审查

各国之审判实务及裁判之事实上实现可能、救济程序之期间、费用等因素〔５〕。此外，为符合国际上适时

审判请求权保障之潮流趋势，上述德国之立法转向及受到欧洲人权法院肯认之有效救济途径应可供作

我国于立法论上之参考，并慎重思考赔偿或补偿制度并存之可能性〔６〕。

伍、结 论

不论是法院管理或案件管理，在目的上应系为保障当事人之适时审判请求权，而非仅为减轻法院之

负担。将同一民事诉讼事件分为审查庭及审判庭而以二个不同法庭先后进行诉讼程序，恐有违民事诉

讼法所采之直接审理原则。各国之案件管理模式不完全相同，固然有参考援用之价值，但亦不宜脱离我

国现行诉讼制度及民事诉讼法上之基本架构。有关事务分配之分案方式，亦必须遵守法定法官原则。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下，个案之案件管理与集中审理制度有密切关连，争点整理程序系由受诉法

院进行，其应依照宪法上所赋予法官之职责，依法（程序法及实体法）裁判，并坚守其独立性。法官裁判

工作之质量，宜达到下列基本标准，亦即，对于实体法及诉讼法有清楚正确之认识及审慎适用、保障当事

人之听审请求权及程序上之平等、诉讼程序进行之透明化、以当事人能够理解且适当、合理之方式予以

阐明、定合适之期间、期日、以对于当事人友善之氛围进行言词辩论或程序之准备、在适当期间内作成裁

判、能独立、中立地为裁判，且裁判能为当事人信服或国民所接受等。法官不能以员额不足、过度负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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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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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国法上未明文规定时之可能解释：Ｓｔｅｉｎ／Ｊｏｎａｓ／Ｌｅｉｐｏｌｄ，ＺＰＯ，２１．Ａｕｆｌ．１９９４，ｖｏｒ§１２８Ｒｄｎｒ．６６，６６ｂ；
Ｅ．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ＴｅｎｄｅｎｚｕｎｄＫ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ｅｎｉｎｄ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ｅｃｈｕｎｇ，ＭＤＲ１９９８，２５５；ＯＬＧ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Ｍ．，ＮＪＷ１９７４，１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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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作为不能达到上开标准之卸责说辞。时间管理、创新进步能力及责任承担性，均系作为一名法官

在案件负担下能否适时、适正地处理案件之关键〔１〕。

法院之管理，则系作为法官在个案管理上之协助，于不影响法官独立审判之前提下，创造一个能使

法官为适时适正裁判之环境，以达到上述裁判质量之要求，此包括例如：法官员额、经费增加之争取、在

职进修之提供（例如：研习争点整理之知能、技巧、如何妥适公开心证、与当事人进行有效之沟通、对话，

或居中协调以促成调解、和解之方法）〔２〕、与各专门职业团体研商如何设置鉴定人（专家）名录，以便使

法官迅速地取得鉴定意见、为调解委员举办讲习、法官助理之设置及训练、支持法官工作之团队以及加

强与律师间为采取促进程序之方法上沟通等等。

关于民事诉讼程序之迟延，我国目前仍然欠缺对于适时审判请求权侵害之有效救济途径〔３〕，参考

欧洲人权法院之裁判先例、欧洲国家之立法趋势以及德国在立法过程之转向，倾向于以事前预防性与事

后补偿性之救济并存作为有效之救济途径，对于我国应有一定之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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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研究”（项目编号：０９ＢＦＸＪ０６）和２０１０年度山东
财经大学（筹）法学院财政金融法学应用研究中心项目“价格垄断法律规制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章彦英，女，法学博士，山东财经大学（筹）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民商法、英美法律制度。

〔１〕即一些占据竞争优势、集行政管理和生产经营于一体的行政性公司、承担着管理行业任务的大企业集团及一些

挂靠行政机关享受优惠待遇的企业。

【众成仁和·法学院财政金融法学应用研究中心项目成果专栏主持

人：王建敏教授】

保障民生视角下的价格垄断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章彦英

　　［摘要］作为限制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价格垄断直接关涉国计民生。我国现行的价格垄断法律规制体系存在立
法不尽周延、执法权分散、处罚力度不足、监督约束机制乏力等问题。应针对上述问题，查缺补漏，完善相关立法；改善执

法机制，提高执法能力；严格垄断责任，加大规制力度；赋权于民众，加强监督与约束，以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

障并改善民生。

［关键词］价格垄断；民生；

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
法律规制

一、价格垄断及其对民生的影响

价格垄断，即价格卡特尔，是企业以排挤其他经营者、获取市场垄断地位或垄断利润为目的，通过价

格或价格行为体现出来的限制竞争行为。依据《反垄断法》和《反价格垄断规定》，价格垄断行为主要包

括“合谋定价协议”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定价”两类。合谋定价协议，即所谓价格联盟，是卡特尔行为

中性质最严重的一种，被认为应当适用“推定违法”原则，即只要存在，不论其效果与目的是否合法，都

可判定为违法。在美国和欧洲各国，此类行为会被严厉查处，施以重罚，故公然的价格联盟行为基本不

会出现。而在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我国，立法、执法方面尚存在较多的问题，这类行为颇为常见。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定价的行为则往往发生在那些具有市场垄断地位者身上。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操控市场价

格，排挤竞争者或威慑潜在的竞争者，稳固自己的垄断地位或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必须说明，在“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的我国，行政性价格垄断与半官方的行业性价格垄断是我们

在谈论价格垄断时不可忽视的话题。前者主要包括地方保护性价格垄断、国家垄断行业、专营专卖行业

等特殊行业的价格垄断以及行政性公司或企业〔１〕的价格垄断。行政主体凭借其特殊地位，以公权力干

预或者影响市场竞争以谋取自身利益的情形在我国比比皆是，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后者

则是由行业协会组织本行业经营者所进行的价格垄断行为。由于多具半官方性质，这种行业协会动辄

以组织的名义公然联合限制相关商品的价格竞争，抑制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反垄断法》和

《反价格垄断规定》施行后，以行业年会、高峰论坛或其他非常明显的方式策划并组织实行的大范围联

合抬价、合谋定价行为有所收敛，垄断者无法再像从前那样随心所欲，但其优越地位并未改变，价格垄断

现象并未消失。而且，可以想见，一些更隐蔽、更灵活的涨价形式还会逐渐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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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民为本，民以生为先。在百姓的生活中，食品、教育、医疗、住房等不可或缺，与民众生活息息相

关，其品质优劣、价格高低直接影响甚至左右着百姓的生活质量，关乎其切身利益。食品领域的价格联

盟比较多见。〔１〕 而在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行业，近年来费用暴涨，价格一路高歌猛进，一次次突

破民众可以承受的底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的人越来越多，已非个别现象。其收费的多少并

非取决于市场的公平竞争，而是带有明显的垄断色彩，且往往有政府部门的“红头文件”保驾护航，披着

合法的外衣乱收费、高收费，令民众苦不堪言。电、水、燃油、通信、公交等特殊行业因多具“官商”性质

而充满垄断色彩和地方保护色彩，有的更因“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而成为国家垄断行业、专

营专卖行业，非但不受到制约，反而受到《反垄断法》、《反价格垄断规定》的特别保护，占据法定垄断地

位，如备受公众关注的邮电通讯、成品油等垄断行业。此类垄断者多因披着“合法”外衣而有恃无恐，对

消费者动辄摆出“唯我独尊”的恶劣态度，民众生活备受影响却投诉无门，难奈其何，这就为以后的各种

矛盾买下了伏笔。就短期影响而言，价格垄断行为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成本，降低了民众的生活质量；就

长远影响而言，价格垄断行为将扰乱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导致市场的失序和混乱，并引发种种的社会

矛盾，而所有的后果和风险最终还是要由民众来承担。可见，价格垄断深刻影响百姓的衣、食、住、行，直

接关涉国计民生。要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就不得不关注对价格垄断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

二、我国对价格垄断的法律规制及其不足

（一）我国对价格垄断的法律规制

反价格垄断可谓我国反垄断立法和实践过程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与价格垄断有关的最早的规范

应推１９８０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第５条：“开展竞争必须对不合
理的价格逐步进行必要的调整。”〔２〕１９８７年５月由国务院发布、现已废止的《加强生产资料价格管理制
止乱涨价乱收费的若干规定》在反垄断法制度层面上最早提及了“价格垄断行为”，禁止企业之间串通

商定垄断价格。同年九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第２９条第９项规定，“企业之
间或行业组织商定垄断价格的，属于违法行为”。至此，我国的反价格垄断立法始露端倪。对价格垄断

的规制为我国的反垄断立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也正在成为保障民生、促进市场竞争的重要工具。

按照颁行时间的先后，我国现行的反价格垄断规制体系主要由以下法律法规组成。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下称《反不正当竞争法》）及相关规定
１９９３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低于成本价倾销、串通招投标等几种具体的价格垄断行为并规

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４日，国家工商局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的《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
的若干规定》颁布实施，目标直指公用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下称《价格法》）及相关规定
１９９８年５月１日生效的《价格法》首次以价格基本法的形式对各种价格垄断加以规定，在其第１４

条１至６项以列举的形式规定了禁止串通价格、滥用市场优势的倾销、哄抬价格、价格欺诈、价格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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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反垄断法》出台前，２００７年７月底，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经多次组织行业内价格协调，通过媒体公
开宣布方便面涨价，康师傅、统一、今麦郎等十多家产品市场总覆盖率达９５％以上的知名企业全部参与调价行动。该事
件曾引发商界、法学界等社会各界激烈讨论。《反垄断法》出台后并未令行禁止，如吉林玉米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等

多家企业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以召开产销行情研讨会的形式，向国内１６个省份１００多家绿豆经销企业捏造散布绿豆大幅减
产等涨价信息，统一价格上涨共识，公然操纵绿豆市场价格。钟晶晶：“发改委称将出台更严厉办法防止哄抬物价”，载

《新京报》，２０１０年７月２日。
值得注意的是，已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被国务院废止的这一规定在当时就特别提出要反对行政垄断。



变相提高或压低价格的价格垄断行为，并对上述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１９９９年８月１日，为了更有力地惩处价格违法行为，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下称国
家发改委）颁布并实施其依据《价格法》制定的《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该规定先后根据２００６
年２月２１日、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３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４日的《国务院关于修改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的决定》进行了三次修订，提高了罚款额度，加大了处罚力度。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下称《反垄断法》）
２００７年８月出台的《反垄断法》）对价格垄断作了相对全面的规制，除规定经济性价格垄断、明确禁

止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或者限制竞争效果的经

营者集中之外，还结合我国国情，将公众反应强烈的行政性价格垄断和行业性价格垄断也纳入反垄断法

的视野，禁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并针对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及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

做出了不得利用其特殊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规定。

４．《反价格垄断规定》和《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国家发改委曾于２００３年颁发《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首次明确界定

“价格垄断行为”，禁止经营者串通操纵价格、强制限定转售价格、凭借市场支配地位牟取暴利、低价倾

销商品、对条件相同的交易对象实施差别待遇等。经营者凭借市场支配地位实施的价格垄断行为由此

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国家发改委依据《反垄断法》制定的《反价格垄断规定》和
《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正式公布，并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１日起实施，《暂行规定》同时废止。《反
价格垄断规定》列举了价格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滥用行政权力等价格垄断行为的具体表现

形式〔１〕，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

行政权力，在价格方面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被明确纳入规制范围。〔２〕

此外，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１日起施行的《关于
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７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
场经济秩序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分别涉及对串通投标、歧视性价格、部门、行业垄断等限制竞争行为的

规范。

（二）现有规制体系之不足

随着配套法律的逐步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更具针对性、更加细致严密，过去一些企业公开甚至有些

嚣张的所作所为，将被重新审视其合法性。企业在单独或联合作出价格变动决策时，将不得不考虑违法

成本。毋庸置疑，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审视现有的价格垄断规制体系，我们仍会发现下述

问题：

１．立法不尽周延
首先，由于法出多门，相关立法在内容上有不相一致之处。如对于价格歧视行为的相对方，《价格

法》第１４条第５款将其限定为经营者，规定“经营者不得有下列不正当价格行为：提供相同商品或服
务，对具有相同交易条件的其他经营者实行价格歧视”；《反价格垄断规定》第１６条则将消费者也归于
相对方之列，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不得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

格上实行差别待遇。”其次，有些法律条文因太过原则和概括而欠缺可操作性。比如，对应如何认定和

计算垄断经营者的违法所得，《反垄断法》未予规定，《反价格垄断规定》亦未涉及，执法者只能自行制定

标准确定经营者的违法所得，在执法者素质尚待提高的今天，这极有可能会影响到执法的公正性，进而

削弱反垄断法规的权威性。又如，《反垄断法》规定了宽大制度，《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进一

步规定了减免主体和额度，但两法对适用该制度的时间条件、重要证据的认定等均未予明确，增加了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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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价格垄断行为主要表现为：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固定或者变更价格的八种价格垄断协议；禁

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固定商品转售价格和限定商品最低转售价格的协议；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不公

平高价销售、不公平低价购买、在价格上实行差别待遇、附加不合理费用等六类价格垄断行为。

见《反价格垄断规定》第３条第３款。



作难度。再者是规制范围不周。如《价格法》仅在其第１４条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经营者串通操纵市
场价格的情形，却将经营者凭借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价格垄断的行为排除在外，对价格垄断的规定并不完

整。《反价格垄断规定》虽然规范了经营者凭借市场支配地位实施的价格垄断行为，却忽略了滥用交易

优势地位的价格垄断行为。而我国目前大量的价格垄断恰恰是在经营者滥用交易优势地位的情况下实

施的。〔１〕 而且，对于当前突出的行政性、行业性价格垄断现象，《价格法》并未触及，《反价格垄断规定》

也仅仅做出禁止性规定〔２〕，在具体处罚方面并无作为。此外，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现有反价格垄断

立法对间接价格歧视未予明确规定，使一些貌似合法、实质违法的间接垄断行为难以受到必要的规制。

２．执法权仍显分散
《反垄断法》出台前，由于法出多门，我国的价格执法体系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执法机构众多且竞相

扯皮，并因此屡遭诟病。〔３〕 《反垄断法》规定由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统一进行执法，但由于执法机构

的设置模式、具体权限、人员结构等相关细节问题未得到明确，成立统一执法机构的条件尚不具备，目前

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维持了三足鼎立的主要格局，由商务部负责经营者集中即并购行为的反垄断审查；国

家工商总局负责并购之外的与价格无涉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

方面的反垄断执法工作；国家发改委则负责并购之外各类价格垄断的认定和执法工作。这种“三头”执

法机制看似分工明确，相比以前杂乱无章的“多头”执法已有很大改观，但其实效究竟如何，尚待实践检

验。无论如何，“三头”执法很难完全避免权力的交叉与重叠以及相互之间的摩擦与冲突，仍旧有降低

执法效率之虞。〔４〕

３．处罚力度不足
对于价格垄断行为，世界各国大多规定了严格的刑事责任，而我国现行法律则缺乏统一而严格的责

任制度。如对行政机构的价格违法行为，《价格法》仅规定“责令改正，并可以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对行业组织的价格垄断行为如何处理、承担何种

责任、如何承担责任，该法则根本未予规定。即使是《反垄断法》，对三类价格垄断行为的处罚也失之过

轻。尤其是对目前已成顽疾的行政性垄断，该法虽然表示了关注并单独进行规制，但将处罚权交给了上

级机关，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反垄断执法

机构仅仅被赋予对上级机关的建议权。这在行政性垄断越来越普遍、行政机关之间存在诸多共同利益

的今天，显然是一项无关痛痒的规定，其实效性可想而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４日第三次修改的《价格违法
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下称《处罚规定》）虽然提高了对相关价格违法行为的罚款额度，将对严重价格违

法行为的处罚上限提高至５００万元，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处罚力度，但对于行政性价格垄断，该规定并
未提及，只在其第１８条规定对“有本规定所列价格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拒不改正”的“任何单位和个
人”予以处罚，并可公告其价格违法行为。从字面看，“任何单位和个人”的确也涵盖了“行政机构”，但

将处罚的前提限定为“情节严重，拒不改正”的价格违法行为，显然预留了很大的弹性操作空间，使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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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伟达《价格垄断及其立法规制》，载《政法论坛》２００６年第４期，第１７４页。
见该法规２１－２４条之规定。
彼时，《价格法》和《暂行规定》赋予价格主管部门查处包括价格垄断行为在内的不正当价格竞争行为的权力，

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将包括价格垄断行为在内的限制竞争行为归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行业主管部

门的职责范围。商务部则依据《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对企业包括跨国公司的并购协议进行管理。令执

法局面更为复杂的是，由于《宪法》、《立法法》赋予了国务院各下属部门制定部门规章的权利，各部门出于追求利益最大

化的需要，纷纷出台自己的规章，将法律未予明确的事项尽量纳入本部门管辖的范围，以至物价、质检、技术监督、卫生管

理、专利以及各行业主管部门都享有这样那样的执法权。各执法机构的职权相对有限，既缺少事前干预的职能，也缺乏

行之有效的执行权和制定相关法律的准立法权，在权力、行政级别上甚至不如垄断行业所属的部门，在人事和财务上又

隶属于地方政府，导致其独立性、权威性受损，执法面临重重阻碍，受到种种干涉，在反价格垄断尤其是反行政性价格垄

断方面不免畏首畏尾，很难有所作为。

比如，依照《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３条，价格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由价格主管部门决定，然而对违
反《价格法》第１４条的价格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却只能由工商行政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处罚决定权和执行权的失调，
容易引发部门之间的冲突。



价格违法活动的行政性机构可得轻易逃脱法律的制裁。新近出台的《反价格垄断规定》只要求依照《反

垄断法》第５１条、４６条、４９条对行政性和行业性价格垄断行为予以处理。这类垄断本质上乃政府权力
的“外溢”，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部门利益，本应作为反价格垄断的重点，〔１〕而上述条文仅规定了５０万
元或销售额１０％的罚款上限以及行政处分等处罚措施，显然不足以对其进行有效惩戒。事实上，这类
价格垄断在实践中非但未被作为重点规制对象，反而常常能够凭借其特殊地位，轻而易举地规避法律，

逃脱惩罚。尽管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但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反价格垄断

规定》自施行后仅仅查处了一些诸如方便面、奶粉、火锅底料等无关痛痒的价格违法行为，不免有“避重

就轻”的嫌疑。实践中，其规制效果也呈浅表化，充其量只能是隔靴搔痒，并未真正起到反价格垄断的

效果，无法解决愈演愈烈的价格垄断问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法律均未规定适当的短期刑罚或拘

役，亦未有对直接责任人明确的“双罚”规定，对于频繁出现的种种价格垄断现象，恐难进行有力、有效

的规制。

４．监督约束机制乏力
尽管相关法律在陆续出台，但价格垄断的监督约束机制总的来讲还是相当乏力。首先，法律规定的

处罚力度不够，不足以对拟实施价格垄断行为者形成震慑；其次，《反垄断法》和《反价格垄断规定》虽已

明文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价格垄断行为都有权举报，但由于消费者并未被赋予反垄断调查申请权，单

纯的举报在实践中往往得不到重视，根本无法对垄断实施者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尤其是有着官方、

半官方背景的行政垄断、行业垄断实施者。近年来价格领域发生了若干民怨重大的事件，大多与行政垄

断及公用事业服务价格等有关。

三、完善价格垄断法律规制体系，切实保障民生

（一）查缺补漏，完善相关立法

首先是理顺相关法律之间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对那些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或不再适应当前形势

的法律法规，尽快令其失效或进行必要的修订，以改变目前散乱无序、不协调的状态。对于那些未予明

确界定、表述上太过原则和概括、但在执法过程中又并非可有可无的细节问题，也应尽快出台相应的解

释加以明确，以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针对目前法律规制上存在疏漏的滥用交易优势地位

的价格垄断行为、行政性、行业性价格垄断行为以及间接价格垄断行为，尽快出台相应的规则、指南或解

释，拟定尽可能周延的法律条文并加以细化，为执法机关切实有效地规制各种价格垄断行为提供更为全

面、准确且具操作性的法律依据。

（二）改善执法机制，提高执法能力

目前的“三头”执法机制虽然在相当程度上节省了立法成本，但毫无疑问会因其头绪众多、人员复

杂、权力交叉而影响执法效率。笔者以为，可首先在当下“三头”执法的框架内，积极提高各机构执法人

员的素质，在人员结构乃至部门建制上做一些可能的微调，以提高执法效率和执法质量，尽量减少不必

要的摩擦和冲突。不妨考虑从国家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两个执法机构和其他研究机构抽调熟谙价格

垄断理论和实务的人员，在国家发改委现有价格司的内部设立价格垄断事务室并提高其建制，以使其在

处理价格垄断问题方面拥有足够高的权威和令人信服的判断力，减少因对相关问题认识不一而引发的

矛盾。待未来条件成熟时，再考虑整合三大执法部门中专业水平高、业务熟练的执法人才，选拔法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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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参见林志强《论〈价格法〉对价格垄断规定的不足与完善》，载《贵州财经学院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７８页。



济学甚至管理学方面的专业人才，组建统一的国家反垄断总局〔１〕，将目前仍显分散的执法权归于一家，

赋予其直接执行权，保证其权威性，避免可能出现的执法重复和浪费，对包括价格垄断在内的各类垄断

行为进行更为有效的规制。

（三）严格垄断责任，加大规制力度

要提高垄断行为人的“违法成本”，令其“望垄断而却步”，必须严格法律责任，加大对价格垄断的规

制力度。首先应规定并实行“双罚原则”，即在处罚市场主体的同时，处罚其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

其中对后者，不仅应处以行政罚，更应处以财产罚，防止有关责任人员逃避制裁，将本应承担的个人责任

转嫁由企业承担，以真正实现惩戒之目的。其次，借鉴他国司法实践，设立“人身罚”制度，在对情节严

重的垄断当事企业或行业协会实施处罚的同时，追究其主管领导或主要负责人的刑事责任，加大震慑力

度。再者，在财产罚之外，参照美国的“三倍赔偿金”制度，令违法责任人支付惩罚性损害赔偿，加大其

民事赔偿责任。关于倍率，美国反垄断法权威 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Ｐｏｓｎｅｒ法官曾解释道，“之所以设定为三倍
者，乃是因为立法者判断，违反反垄断法之行为，其被查获、处罚的可能性有三分之一，从而为了断绝违

法者之侥幸心理，乃设定三倍赔偿额，令其无实施违法行为之诱因”〔２〕。不管该测算是否准确，美国司

法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制度的有效性，可资借鉴。

（四）赋权于民众，加强监督与约束

与垄断实施者相比较，消费者属于天然的弱势群体。如果法律的天平不向其适度倾斜，单凭目前仅

有的对价格垄断行为的举报权，他们将无力与垄断实施者进行博弈。若要对价格垄断进行有效规制，法

律应做适当调整，赋予消费者本人反价格垄断调查请求权，增强其自我保护能力与博弈能力，使其在遭

受价格垄断侵害时，有可能推动政府部门启动反价格垄断的调查。由于消费者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群体，

数量庞大，由个人随时启动反价格垄断调查恐不太现实，可考虑发挥各地消费者协会作为消费者权益代

表的作用，赋予县级以上的消协组织反价格垄断调查启动权。具体操作上，可由消费者首先向其所在地

的消协反映其所遭遇的价格垄断事实并提出启动反垄断调查的请求，督促当地消协对相关问题进行必

要的调查与了解，若反映情况属实，消协认为所涉企业或政府行为存在价格垄断的可能，则有权向当地

反垄断执法机构提出调查建议，由各级反垄断执法机构根据消协的建议，启动相应的调查，最大限度维

护消费者的利益，保障民生。

（责任编辑：王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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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章彦英、解志勇《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问题研究———以美国、德国为参照》，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１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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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四省一市海域使用权抵押标
的物范围的比较研究

王仰光
　　［摘要］比较我国四省一市海域使用权抵押标的物的范围，应将海域使用权权属及该海域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
他设施存在争议尚未解决的和未按规定缴纳海域使用金的海域使用权作为暂缓登记的海域使用权抵押的类型，将公益

性用海的海域使用权、有违法用海行为正在立案查处尚未结案的。海域使用权被查封的和涉及油气及其他海洋矿产资

源勘查开采的海域使用作为不得抵押的海域使用权，除此之外，均可以设立抵押登记。

［关键词］海域使用权；标的物；抵押登记；

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
暂缓登记

　　我国海域使用权抵押的实践已经展开，虽无国家层面的法律予以规范，但相关沿海省市分别制定海
域使用权抵押贷款的意见，有些省市甚至规范了海域使用权抵押登记办法。但在这些意见及办法中存

在着不同之处，如何与现行的法律比如物权法相衔接，不仅对于海域使用权抵押权的效力的认定及担保

权人利益的保护具有现实的意义，而且也为下一步海域使用权抵押制度的制定提供指导。下面依据浙

江省（依据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工作的意见》（浙政办发〔２０１０〕１３４
号））、江苏省（依据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海洋与渔业局等部门关于推进海域使用权抵押贷

款工作意见的通知》（苏政办发〔２００９〕１０３号）及《《江苏省海域使用权抵押登记暂行办法》（苏海规
［２００９］１号））、山东省（《山东省海域海岛使用权抵押贷款实施意见》）、福建省（《福建省海域使用权抵
押登记办法》（闽海渔［２００６］４６３号））及天津市（《天津市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实施意见》及《天津市海
域使用权抵押登记办法》）关于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工作的意见及登记办法等相关文件，进行制度的比

较和评析。

一、依法取得的海域使用权可以作为抵押标的物

对于海域使用权抵押权标的物的范围，各省基本上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

权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制定的，认为抵押物必须是依法取得的海域

使用权。但应该明确，尚有以下特殊类型的海域使用权是否需要能够设立抵押，需要探讨。

（一）抵押期限超出海域使用权期限或者海域使用金已缴纳期限的海域使用权

１．海域使用权期限届满后，政府原则上准予续期
《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海域使用权期限届满，海域使用权人需要继续使用海域的，应当至迟于期

限届满前二个月向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申请续期。除根据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需要收回海域使用

权的外，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应当批准续期。准予续期的，海域使用权人应当依法缴纳续期的海域使

用金。如果当事人在海域使用权期满后未办理有关手续仍继续使用海域的，责令限期办理，可以并处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办理的，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恢复海域原状，没收违法所得，并处非法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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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期间内该海域面积应缴纳的海域使用金五倍以上十五倍以下的罚款〔１〕。从该法的规范可以看出，

在海域使用权届满后，只要海域使用权人需要继续使用海域的，原则上给予续期。如果在海域使用权期

限届满后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行政处罚为罚款，而不是收回海域使用权。

２．抵押期限超过海域使用权期限的，抵押权人的利益可能无法得到保护
海域使用权期限届满后，使用权人可能因为公共理由或者国家安全而无法获得续期。以此类海域

使用权设立抵押时，抵押期限如果超过了海域使用期限，在海域使用权届满前两个月，使用权人如果申

请延期并获得准许，则抵押权人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但如果政府根据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收回海

域使用权，则抵押权人无法行使海域使用权，利益能会受到损害。虽然在海域使用权期限届满之前，政

府也有权根据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收回海域使用权，但在这种情况下收回，政府必须给予相应的补

偿，而抵押权的效力及于补偿金，使得抵押权人的利益不至于受到过大的损害。而在海域使用权期限届

满后政府因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收回海域使用权，政府并不会给予补偿，抵押权无法及于补偿金，从

这一方面来看，抵押权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３．抵押期限超过海域使用权期限或者海域使用金已缴纳期限的，抵押权人利益受到损害仅具有或
然性

在抵押期限超出海域使用权期限或者海域使用金已缴纳期限时，人们担心可能发生的风险是，在债

权到期后，海域使用权已经不再存在，海域使用权抵押权因为标的物不存在，而无法实现。但我们应当

明确两点：第一，正如前述，通常情况下海域使用权人可以再次获得海域使用权；第二，最重要的一点是，

抵押期限的含义并不明确。我国无论在理论还是立法实践中均认为，抵押权属于不受抵押人和抵押权

人所约定的期间限制的担保物权。在《担保法》草案中，对抵押合同应包括的内容曾经规定了“抵押的

期限”一项，后来在《担保法》通过时删除了这一规定。通说认为，抵押权属于担保物权，债权存在，抵押

权同时存在，不应当规定抵押期限。〔２〕 所以无论当事人还是登记机构登记的抵押期限均无意义，故如

果此次所指的抵押期限并不是抵押权的存续期间，否则没有意义。那其是否是指债权的存续期限呢？

但债权的存续期限如果超过了海域使用权，可能发生的后果也仅仅是，未进行完全清偿的债权人可能受

到了部分损失；如果债务人迫于抵押权强大的心理压力提前清偿，则债权人的债权得到了完全实现。如

果认为，否定此类海域使用权的抵押的理由在于保护抵押权人，则显然并不充分。特别是规定抵押期限

超过海域使用金缴纳期限的规定，更是如此。除非其认为海域使用权的价值仅仅体现在海域使用金上，

而不存在其他的价值，但事实上显然并不如此，所以应删除此类海域使用权不得抵押的规定。令人欣慰

的是，《海域使用管理办法》及福建省并未规定此类海域使用权不得抵押，显属正确的规定。天津市除

了规定该类海域使用权不得抵押外，还规定了使用期限已经届满的海域使用权不得抵押，此类规定正确

性是勿用质疑的，因为使用期限已过，海域使用权人就不再享有海域使用权，将此类海域使用权抵押，属

于无权处分，但因为海域使用权自权利主体领取海域使用权证书之日获得，〔３〕海域使用权需要进行登

记，海域使用权登记册是海域使用权及他项权利的法律依据。〔４〕 所以抵押权人对于使用期限已经届满

的海域使用权，不可能存在善意，所以此类海域使用权的抵押对于抵押权人并无意义。但从另外一个角

度来看，使用期限已经届满的海域使用权因为无经济价值，相信抵押权人不会进行此类抵押登记申请，

所以该条款属于虽属正确，实则无意义的规定，应当予以删除。

４．法律肯定此类海域使用权的抵押，对抵押权人有利
抵押权的作用并不仅仅限于在债权到期无法获得清偿时，抵押权人可以就处分标的物的价款优先

受偿。对抵押人而言，可能失去标的物的威胁会对其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压力。〔５〕 这种心理压力可能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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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管理使用法》第２６、４２、４５条。
参见高圣平《物权法担保物权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３６页。
《海域使用管理法》第１９条。
《海域登记管理办法》第３条。
参见［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８８页。



使其尽快履行债权，而勿用抵押权人在抵押权到期后实行抵押权，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认为抵押期限

超过海域使用权期限的不可设立抵押权并不妥当。

（二）海域使用权抵押担保的债权额大于海域使用权评估价值的海域使用权

天津市规定，海域使用权抵押担保的债权额大于海域使用权评估价值的不予办理抵押贷款。该规

定很显然是《担保法》第３５条第１款规定的转化，该款规定，“抵押人所担保的债权不得超出其抵押物
的价值”。但是该规定虽然旨在防范在抵押活动中可能出现的欺诈行为，从而保证主债权的实现。但

其合理性受到诸多的质疑，比如在办理抵押登记时，债权额小于海域使用权评估价值，但后来债权额大

于了海域使用权评估价值怎么办？而且即使担保的债权额大于海域使用权，随着债务人偿还债务，债权

的数额会发生变化，而且海域使用权的价值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固化的方法不足以应付现实的需要，也

不具有合理性。所以我国《物权法》已经删除了这一规定。

（三）共有海域使用权的海域使用权

江苏省规定，海域使用权共有的，未经共有人书面同意的，登记机关不予办理海域使用权抵押登记。

《物权法》第９７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
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该法

第１０５条规定，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同享有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的，参照本章规定。所以依据该条款，
对于海域使用权的处分，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

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而浙江省的规定，未区分共有的类型，一概要求其他共有人书面同

意，限制了按份共有海域使用权人设立抵押的权利，与物权法的规定相违背，在物权法已有规范的情况

下，应当删除。

（四）村委会取得的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

天津市规定，村委会取得的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不予办理抵押贷款。而《海域使用管理法》第２２
条规定，在海域使用管理法施行前，已经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的养殖用海，符

合海洋功能区划的，经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核准，可以将海域使用权确定给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

委员会，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用于养殖生产。所以村委会取得的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存在

着使用人与使用权人不一致的情况，如果将此类海域使用权设立抵押，一旦实现抵押权，则可能对本集

团经济组织正在承包该海域进行养殖的村民造成损害。但是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海域使用权作为一种

用益物权，权利人以外的主体对海域使用权人的确认，依据的是海域使用权的登记及权利人手中的证

书。而村委会与其成员的关系仅仅是合同关系，所以抵押权人在实现抵押权后，依然可以由现在的村委

会的成员使用，而将承包费交付于自己即可。而如果禁止此类海域使用权抵押，则会损害村委员利用海

域使用权进行融资的权利。故笔者建议，删除该规定。

二、暂缓登记的海域使用权抵押的类型

（一）海域使用权权属及该海域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存在争议尚未解决

１．权属不明或存在争议的海域使用权〔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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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省一市均认为，权属不明或存在争议的海域使用权不得作为抵押的标的物，但在用语方面存有差

别，比如浙江省使用“权属不清或存在争议”，江苏省使用“海域使用权权属不明或者海域使用权权属争

议未解决的”，福建省使用“海域使用权归属不明确的”，山东省使用“权属不清或存在争议的”，天津市

使用“抵押人不是合法拥有海域使用权的，海域使用权权属及该海域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存

在争议尚未解决”。

海域使用权权属不明或存在争议不能设立抵押，是因为不能确定其处分权人。〔１〕 虽然“权属不

清”〔２〕与“权属不明”差别不大，但在现行法律均使用“权属不明”这一用语的情况下，使用“权属不明”

有利于法律用语的统一。

另外，福建省仅规定“海域使用权归属不明确”，而未明确规范“存在争议”，虽然其在立法技术上使

用了兜底性的条款，可以参照《物权法》进行解释，达到同样的法律效果，但是作为地方性的制度，制度

规范的详尽有利于制度的实施。

天津市的规范较为明确，“存在争议尚未解决”即让人明确了存在争议如果解决，当然可以设立抵

押；但在另外一个方面，如果解决了争议，海域使用权就不存在争议，如果这样理解，这一规范在用语上

反而不太简洁；对于权属不明，天津市的立法中并未明确这一点，其也采取了兜底性的条款，而且其强调

了“抵押人不是合法拥有海域使用权的”不得抵押。〔３〕 从立法的本意来看，强调海域使用权必须合法取

得，但是海域使用权人权利享有的标志是海域使用权权利证书，证书记载及登记机构登记的权利人即使

采取了不合法的手段，比如行贿、欺诈等，拥有了海域使用权，天津市立法认为此种情况不得办理海域使

用权抵押登记贷款，但问题在于抵押权人及登记机构如何获知这一情况而不予办理呢？假设存在这种

情况，办理了抵押贷款，抵押合同的效力及抵押权人抵押权是否有效呢？如果认为均为有效，则该条款

则仅仅具有管理的性质，而不具有规范行为效力的性质。如果认为违反这一规定，抵押权人不享有抵押

权，而善意的抵押权人可以依据《物权法》第１０６条关于权利的善意取得的规定，主张抵押权，这一规定
又会发生违反物权法而无效，因此建议删除“抵押人不是合法拥有海域使用权的”这一款规定。追究这

一条款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物权法确立了公示公信原则，而且物权法第１５条确定了原因行为和
物权变动的区分原则。该原则强调合同等原因行为的效力应受合同法的调整，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

和消灭等物权变动则受物权法的规制，原因行为的效力不受物权变动要件的影响。〔４〕 如果将该条款作

为不予登记的条件，则将是否“合法拥有”的判断交付于登记机构，侵害了法院对行为合法性进行判断

的审判权。另外从国家海洋局颁布的《海域使用权登记办法》规定来看，如果存在海域使用权属争议尚

未解决或者有违法行为尚未处理或正在处理的；登记机关应当暂缓登记，而不是不予登记。

２．固定附属用海设施或建筑物权属不清或者存在争议的海域使用权
山东省将固定附属用海设施或建筑物权属不清或者存在争议，天津市将该海域上的建筑物、构筑物

及其他设施存在争议尚未解决，列为不予抵押登记的情形。二者的规定不在仅仅限制于海域使用权本

身，还包括了其上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较为明确。但是如果海域使用权本身的权属不存在争议，而仅

仅是存在其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出现权属不清或者存在争议；比如当事人拥有合法的海

域使用权，其他主体在其上非法设置了构筑物，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海域使用权人抵押融资，虽然也许

其初衷是明确法律关系，减少纠纷的发生，但却限制了海域使用权人利用海域使用权设立抵押的权利，

利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没有错误行为的主体，理由并不充分。而《海域使用权登记办法》将依法查封用

海设施、构筑物而限制海域使用权的列为暂缓登记对待，这一态度不仅可以减少纠纷的发生，也没有限

制抵押人的抵押权，较为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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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郭明瑞《担保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０８页。
该用语明显参照国家海洋局《海域使用管理规定》第４２条的规定。
《福建省海域使用权抵押登记办法》第８条第一款第（一）项具有类似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办理海

域使用权抵押登记：（一）抵押人不是合法拥有海域使用权的。

参见奚晓明《当前民商事审判工作应当注意的几个法律适用问题》，载《中国审判》２００７年第７期。



（二）未按规定缴纳海域使用金的海域使用权

四省一市均规定此类海域使用权不得抵押。其主要理由在于，我国实行海域有偿使用制度。如果

海域使用人未按规定缴纳海域使用金的，依据《海域使用管理法》第４８条的规定，按年度逐年缴纳海域
使用金的海域使用权人不按期缴纳海域使用金的，限期缴纳；在限期内仍拒不缴纳的，由颁发海域使用

权证书的人民政府注销海域使用权证书，收回海域使用权。因为存在当事人被限期收回海域使用权的

风险，所以此类海域使用权不能设立抵押。

当然，对此必须明确的是，该规定并未限制减、免、缓缴海域使用金项目的海域使用权的抵押。对于

经批准减、缓、免缴海域使用金的项目用海，应当依法补缴减、缓、免部分的海域使用金，补缴后即可办理

海域使用权抵押登记。如果当事人在签订抵押合同时未按照规定缴纳海域使用金，但在登记时已经缴

纳了海域使用金的，依然可以将该海域使用权进行抵押。福建省对此也予以明确，对减缴、免缴海域使

用金的项目用海，应当依法补缴海域使用金后，方可予以办理海域使用权抵押登记。该规定也印证了未

缴纳海域使用金的法律后果是暂缓登记，而不是不予登记。

三、不得抵押的海域使用权的类型

（一）公益性用海的海域使用权

１．在海域中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设施不得抵押
《担保法》第３７条第３项的规定，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

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不得抵押。《物权法》第１８４条第３项也作了相同的规定。据
此，在海域中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设施不得抵押。

２．以公益为目的的海域使用权可以设立抵押
对于公益为目的的海域使用权可否抵押，我国《物权法》和《担保法》对此并未明确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３５条规定，军事用海、公务船舶专用码头用海、非经营性的航道、锚地等
交通基础设施用海以及教学、科研、防灾减灾、海难搜救打捞等非经营性公益事业用海免缴海域使用金。

而根据国家海洋局《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第４１条的规定，海域使用权抵押时，其固定附属用海设施随
之抵押，海域使用权取得时免缴或者减缴海域使用金的，补缴海域使用金后方可抵押。而该《管理规

定》第４２条规定的不得抵押的海域使用权并未明确此类海域使用权不得抵押，但该条的第４项规定了
兜底性规定，规定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认为不得抵押的海域使用权不得抵押。但应明确，《海域使用权管

理办法》为国家海洋局所制定，属于部门规章；而根据《物权法》第１８０条第７项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
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可以抵押，所以即使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认为公益性用海的海域使用权不得抵押，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也是可以抵押的。所以由于法律、行政法规并没有对公益事业用海使用权抵押作禁

止性的规定，该类抵押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另有两个问题应予明确，第一，公益性海域使用权进行抵押，在抵押权实现后，不得改变该类海域

使用权的性质。第二，海域使用权抵押权的设立必须登记，而登记机关为海洋行政主管机关，所以如果

其不认可该类海域使用权的登记，抵押权人的权利就无法获得保护。所以对于该类情况，抵押权人应首

先与登记机构沟通后，如果当地的登记机关认为可以登记后，再办理该类抵押，而且办理时必须补交海

域使用金。

浙江省、江苏省明确规定此类海域使用权不得抵押。福建省未予以明确，只是规定不符合法律、法

规规定的不得抵押，但规定对减缴、免缴海域使用金的项目用海，应当依法补缴海域使用金后，方可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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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海域使用权抵押登记。也就是说，在缴纳了海域使用金后可以设立抵押。而天津市规定免缴海域

使用金的海域使用权不得抵押，而根据《海域使用管理法》的规定，除了上述所列的海域使用权免缴海

域使用权外，对于公用设施用海也可以减缴或者免缴海域使用金。所以公用设施用海是否属于公益性

用海就决定了可否抵押的海域使用权范围的宽窄。如果公用设施用海属于公益性用海，则天津市的规

定与其他省的规定相同，否则天津市就限制了公用设施抵押的可能性，扩大了不得抵押的海域使用权的

范围，消弱了债务人的融资能力。山东省除了明确此类海域使用权不得抵押外，还明确免缴海域使用金

的海域使用权不得抵押，在范围上只能将免缴海域使用金的海域使用权理解为《海域使用管理法》第３６
条规定的公用设施用海、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用海、养殖用海等获准免缴海域使用金的类型，否则有重叠

规定之嫌。

（二）有违法用海行为正在立案查处尚未结案的海域使用权

我国对于海洋功能进行规划，海域使用权人不得擅自改变经批准的海域用途；确需改变的，应当在

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前提下，报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批准。如果擅自改变海域用途的，可以责令限期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非法改变海域用途的期间内该海域面积应缴纳的海域使用金五倍以上十五倍

以下的罚款；对拒不改正的，由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的人民政府注销海域使用权证书，收回海域使用权。

所以如果海域使用权人存在擅自改变海域用途的，也可能面临被收回海域使用权的情况，毛之不存，皮

将焉附。对此，江苏省及福建省均规定，存在擅自改变海域用途的海域使用权不得抵押。但除对此规定

外，浙江省还明确了存在擅自超越批准用海范围的海域使用权也不得设立抵押，应该明确的是，对于擅

自超越批准用海范围的海域使用权的处置，《海域使用管理法》对此类违法行为的后果未予以规范，而

《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也未规定此类行为的后果，对此类行为的后果应当参照对非法占用海域的处

置，进行罚款，而不应认为此类海域使用权不得抵押，特别是不应否定在批准范围内的海域使用权进行

抵押的效力。

而江苏省除了对此类行为进行规范外，还规定“有违法用海行为正在立案查处尚未结案的”。山东

省、天津市并未明确此类违法行为不得抵押，对此进行规范的条款的规定是：“存在违法用海正在查处

尚未结案的”。应该明确，如果存在擅自改变海域用途或超越批准用海范围等行为，虽然存在可以收回

海域使用权的后果，但只是对拒不改正的，而要达到拒不改正的前提是，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查处行为。

如果不存在查处行为，当然谈不上拒不改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认为存在违法用海正在查处尚未结

案的海域使用权不得抵押较为合理，因为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决定可能是收回海域使用权，也可能

仅仅是罚款。因此，认为“存在擅自改变海域用途或超越批准用海范围等违法行为的”即不得设立抵

押，人为的限制了海域使用权抵押的范围，如果当事人双方同意以此类海域使用权设立抵押，而后海域

行政主管部门仅仅对此行为的当事人罚款，看不出在这种情况下，禁止此类海域使用权抵押的合理理

由。因此笔者建议：对于存在擅自改变海域用途等违法行为的规范，应参照山东省或者天津市的做法，

规定只有存在违法用海正在查收尚未结案的才不可以设立抵押，较为妥当。

（三）海域使用权被依法冻结的海域使用权

浙江省明确规定，海域使用权被依法冻结的不得予以抵押登记。我国《海关法》第３７条第１款规
定，海关监管货物，未经海关许可，不得开拆、提取、交付、发运、调换、改装、抵押、质押、留置转让、更换标

记、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我国物权法也规定，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不能成为抵押的标

的物。所以被政府部门或者法院等司法部门采取强制措施，不得转让的海域使用权不能成为抵押的标

的物。

但限制国有土地使用权或者集体所有权转让的主要措施是查封，《海域使用权登记办法》第２４条
也规定，因人民法院查封财产导致海域使用权冻结的，登记机关应当及时标注。其所使用的术语也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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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另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冻结”主要是针对存款、汇款等财产。而司法冻

结的范围主要限于资金账户、股票账户、股权及房产等。所以浙江省对此的规定并不符合我国的法律用

语。另外，对于查封、冻结或者扣押的财产不能成为抵押的标的物，在物权法已经有所规范；而浙江省对

于不得抵押的海域使用权也采取了兜底性的条款，规定不符合其他法律、法规的，不得设立抵押；故此为

了规范法律用语的使用，防止法律规范的叠床架屋，有利于法律体系的统一，建议删除该条款。而令人

欣喜的是，除了浙江省外，其他三省一市均未规定该类海域使用权不得抵押；而且海洋局颁布的《海域

使用管理办法》也未单独明确规定此类海域使用权不得抵押。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物权法采取的不

得抵押的财产的兜底性条款，采取的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抵押的，而不是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涉及油气及其他海洋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海域使用权

《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及浙江省、山东省对此明确规定，此类海域使用权不得抵押。对此予以规

范的主要原因在于，此类资源有关国家的安全及公共利益。

（责任编辑：王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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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山东财经大学（筹）法学院财政金融法学应用研究中心项目“论我国非上市公司场外交易市场的法律构建”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建良，男，山东财经大学（筹）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司法学、破产法学、会计法学。

〔１〕参见盖地、杜静然《非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与政府监管：一个博弈视角》，载《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０９年第
８期。

〔２〕参见周茂清《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的定位及对策》，载《产权导刊》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３〕参见侯水平、周中举、王远胜《非上市公司：问题与对策》，载《天府新论》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论我国非上市公司场外交易市场的法律构建

赵建良

　　［摘要］中国证监会关于股份公开发行必上市的做法搁置了公司、证券二法关于股份公司募集设立的法律规定，非
上市公司主要是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因为我国股份制改造时的不规范操作所致。建立场外交易市场为非上市公司股份
提供流通渠道，具有法律依据和现实要求。该市场应由中国证监会统一监管，包括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天津股

权交易所、技术产权交易所、各地产权机构，其交易制度采用做市商双向报价、集中竞价与协商定价结合的混合交易制度

而非单一的竞价制度，对于进入场外交易市场的公司不设置规模和赢利条件，但是进入场外交易的投资者应是“合格投

资者”，限制一般自然人投资者。

［关键词］非上市公司；证券交易制度；

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
场外交易市场

一、非上市公司的范围

（一）非上市公司的法律界定

什么是非上市公司？学界并无统一认识。在会计学界，一般地将上市公司以外的其他所有企业包

括非公司制企业，均称为非上市公司，数量庞大、类型众多，并以是否执行２００７年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体
系，将非上市公司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必须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它们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城市商业银行、商业保险公司、母子公司中有一方系上市公司。第二类是积极鼓励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的企业。这类企业是第一类和第三类企业之外的企业，主要指非上市公司中的大中型非国有企业，即

非上市的非国有大中型企业。第三类是可以不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它们是法人小型企业、非法

人小型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１〕

在经济学界，有学者认为，“按照募集资金的范围以及股权流动的方式，可以将非上市公司分为定

向募集公司、发起设立公司、股份合作制公司三种类型。”它们作为企业股份制改造的产物，形成于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根据国家统计局普查中心提供的资料，截止２００１年底，我国股份制企业已发展到近
３０万家。这些企业除了１０００余家上市公司外，其余均属非上市公司。〔２〕可见，该学者将股份公司中没
有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公司统称为非上市公司。也有学者认为，非上市公司，是股票没有上市的股

份公司。由于我国目前仅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两家合法证券交易市场，因此，也可以

说，非上市公司就是没有合法股票市场的股份有限公司。而且这些学者正确地指出，英美法上也有 ｎｏｎ
－ｌｉｓｔｉｎｇｓｈａｒｅｓ（非上市股份）的概念，但这种股票和ｌｉｓｔｉｎｇｓｈａｒｅｓ（上市股份）相比，只是交易市场和上市
交易方式存在不同，并非不能上市，因此，国外的非上市公司和我国的非上市公司名似实异。〔３〕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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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在经济学界，大多数研究者是将非上市公司定位于我国１９９３年《公司法》生效实施前，在股份
制改造过程中因为定向募集“法人股个人化，职工股社会化”的异化，产生了无法上市的股份公司，是上

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的特殊产物。现在可以这样认为，经济学界的这些学者认为的非上市公司是
指没有合法交易场所的股份公司，既不能在主板市场交易，也没有二板市场、三板市场（ＯＴＣ）可供完成
交易。

在法学界，学者对于非上市公司关注不多，王保树教授曾对非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进行过问卷调查

分析，调查范围主要包括以下五种类型的公司，即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５１％以上的公司、民营资本
控股５１％以上的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３０％ －５０％的公司，以及股东持股均不超过３０％的公司，故其
所指非上市公司应该是除了公司法中界定的上市公司以外的所有其他公司。

我们认为，根据《证券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或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

计超过２００人的，为公开发行，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据此，公
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公司为公众公司，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其中股票在沪深证券交易

所市场上市实行集中竞价交易的称为上市公司，虽然公开发行股份，但未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交

易的股份公司称为非上市公众公司（简称为非上市公司）。〔１〕 换句话说，我们将募集设立公众公司（既

不包括有限公司，也不包括发起设立的股份公司和定向募集但是人数在２００人以下而设立的股份公
司），根据其股票是否在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即是否在我国的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

板或创业板上市，区分为非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两种类型。但是此种关于非上市公司的法律界定被我

国资本市场的实践所颠覆。

（二）非上市公司的实践表现

１．中国证监会强制上市的做法搁置了《公司法》、《证券法》关于非上市公司的法律界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我国实行公开发行股票与沪深主板上市捆绑（或谓强制上市）的股票公开

发行方式，《公司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的股份公司募集设立方式已经被架空，在公司设立环节募集设立

而不上市的股份公司实践中已不存在。早在１９９８年８月，证监会提出“先改制运行，后发行上市”的原
则。１９９９年２月４日，证监会“关于对拟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改制运行情况进行调查的通知”要求，“从
１９９９年开始，国有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改制成规范化的股份有限公司并运行一年以后方可申请公
开发行股票”。这样，公司设立和股票公开发行就不得同时进行了，从此，在公司设立时，就只有发起设

立而无募集设立。〔２〕 在２００５年公司法修订过程中，曾有意见主张既然实践中无法操作，不如干脆在法
律上取消募集设立的方式。立法者平衡考虑后，认为募集设立方式有利于拓宽投资渠道，适应投资者选

择不同投资方式的需求，鼓励投资创业，最终决定保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设立的方式，并在公开募集之

外，还增加有关定向募集的内容，而后者指向的是机构投资者等对投资风险具有较强的识别、承受能力

的特定对象。

虽然２００５年中国《公司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股份公司可以发起设立，也可以募集设立，而且募集
设立既可以“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也可以“向特定对象募集”。而且与之相对应，《证券法》第十二条

也规定了设立股份公司的公开发行程序，但中国证监会依旧奉行“先改制后发行”原则。２００６年５月开
始施行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规定，“发行人应当是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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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当然如下文所述，证监会并未执行法律，其围绕“成立—辅导—公开发行”建立的规章体系将公开发行与股份

上市交易捆绑，使《公司法》规定的募集设立股份公司的规定被虚置。

参见王军《创立大会的法律与现实》，载《ＩＴ经理世界》２００８年第５期。也有学者指出，根据中国证监会１９９５
年《关于对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进行辅导的通知》（证监发字［１９９５］１３８号）２０００年《股票发行上市辅导暂行办法》（证监
发字［２０００］１７号）等规定要求，股份公司必须在成立后经过１年的辅导期方可公开发行股票。因此，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时的募集设立 （包括定向募集设立）事实上已无法进行，换句话说，２００５年修订前《公司法》关于股份公司募集设立这一
规定实际上已被虚置。郭雳：《特定对象发行：制度构建与疑义相析》，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有限责任公司在依法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可以采取募集设立方式公开发行股

票”。按照这个“办法”，股份公司设立满三年后方可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设立受到严格限

制，只允许经国务院特批的有限责任公司采用募集设立方式（变更为股份公司）发行股票并上市，“向社

会公开募集”遭到严格限制。由此亦可以看出，按照中国证监会的做法，公开发行（实际上也只是公司

存续中的公开发行这一种情形）必上市，将公开发行与上市等同视之，因此就对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按

照上市公司的标准那样要求，为公开发行规定严格的条件。

《证券法》第十条和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分别明确了证券公开发行的概念、公开发行的条件和证

券上市、股票上市的条件。《证券法》第１０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公开发行：１．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证券；２．向累计超２００人的特定对象发行证券；３．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发行行为。”第四
十八条规定：“申请证券上市交易，应当向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由证券交易所依法审核同意，并由双方

签订上市协议。”公开发行条件和上市条件审查的分离，意味着发行条件和上市条件可以不尽相同，使

得公开发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存在成为可能，目前当务之急是中国证监会必须遵守《公司法》、《证

券法》的上述规定，允许在设立环节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设立股份公司，而其股份并非一定上市交易的股

份公司存在，将股份公司公开发行与上市交易区分开，证监会围绕“成立———辅导———公开发行”而构

建的规章体系必须改变。

２．二十世纪９０年代初我国公司股份制改造的不规范操作产生了大量的非上市公司
在我国公司股份制改造初期，因为定向募集设立公司不规范操作，“法人股个人化、职工股社会化”

产生了历史遗留问题，也存有在公司设立环节募集设立而不上市的股份公司。１９９２年５月原国家体改
委颁布了《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首次在法律层面上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发起设立或者募集设

立。发起设立股份公司由发起人认购全部股份，与有限公司并无不同；募集设立分为社会募集和定向募

集两种形式，前者即通常意义的公开发行，后者募股对象仅限于特定的社会法人和公司内部职工等特定

对象，不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由于股市初期的井喷行情，发起设立（不发行股票募集股份）几乎无人

问津，因此所谓公司股份制改革大体可以等于“定向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按法律规定，定向募

集公司只能发行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但在一年后增资扩股时，可以申请转化为社会募集公司。〔１〕 由

于当时社会募集公司的数量受到极其严格的额度控制，还要经过认购、中签等手续才能发行，只有一小

部分国家控股企业或国有企业通过层层审批，才能成为社会募集公司，而大多数企业，则融资困难。面

对他们要求发行股票的压力，各级政府体改部门为了尽可能扩大企业股份制改造比例，都在自己的权限

范围内审批了一大批定向募集公司。但是，定募公司股权证发行又受社会法人及内部职工购买力限制，

为完成筹资计划，企业及其销售商将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卖到了社会上，从而导致实际操作过程中“法

人股个人化、职工股社会化”。这样，企业向政府主管部门以定向募集方式申请设立，等政府批准后再

以社会募集方式筹集资金，已是特定历史时期一个公开的秘密。定募公司的这种情况在当时全国普遍

存在。〔２〕 直到１９９４年７月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生效，否认了定向募集这种公司设立方式，
定募公司的设立及违规销售公司股权的情况才得到遏止。原国家体改委也于１９９４年６月通知立即停
止定向募集公司的审批，并停止审批和发行内部职工股。但是此前的定募公司实质上的股权结构与公

开发行社会募集设立的股份公司并无不同，成了股份制改造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于现实中的大量畸

形的定向募集公司，１９９５年国务院发文《原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进行规范的通知》，原国家体改委、国资局根据该通知发出《关于做好原有股份有限公司规范工作的

通知》，要求：对于其中一部分符合条件者，可以依法改组为社会募集公司或转为有限责任公司；对其他

不符合条件者，要依法予以撤销。部分定向募集公司进行改造，因而转化为社会募集公司。对于其他定

向募集公司，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并不具有实际操作性（通过大量购买散股减少股东数量至５０人以
下，实质上是强买强卖），事实上已成为公开募股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这些定向募集公司构成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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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侯水平、周中举、王远胜《非上市公司：问题与对策》，载《天府新论》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参见谢非非《恢复、健全非上市公司产权交易势在必行》，载《中国投资》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前市场上的非上市公司的主体。〔１〕 基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考虑，而且事实上这类公司也将其股份卖

到了社会大众手里，我们将这部分定募公司也作为非上市公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非上市公司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实践表现形态十分复杂，既有历史上公司股份制改制初期

的不规范操作的原因，也有现实中中国证监会关于股份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必上市的做法扼杀了公开发

行非上市公众公司，搁置了《公司法》、《证券法》关于非上市公司的法律界定，因此，我国实践中的非上

市公司目前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定向募集公司。如上述，这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我国股份
制试点初期，规定了定向募集的融资方式，但在实践中发生了超范围、超比例发行，“法人股个人化、职

工股社会化”，使得定向募集公司实际转化为社会募集公司。二是沪深交易所退市的股份公司。２００１
年，为解决ＳＴＡＱ和ＮＥＴ系统历史遗留问题公司的股份流通问题，中国证监会开办证券公司代办股份
转让系统。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９日，中国证监会要求退市公司的股份转让也通过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进行。
目前该市场依托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央登记结算公司的技术系统运行，由证券公司代理买卖挂牌公司

股份。〔２〕 因此，非上市公司这个概念在我国是实践的产物，首先早于公司、证券立法而产生于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初的公司股份制改造的异化，其次产生于公司、证券立法后中国证监会捆绑上市的做法扼杀了

正常可以出生的募集设立非上市公众公司，而使非上市公众公司只能表现为退市公司。

二、非上市公司股份流动现状———一个关于股份流通性的神话

股份公司股份可以自由流通是一个让许多人困惑的问题，因为《公司法》第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

“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是除了上市公司股份可以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

所流通，少部分非上市公司股份进入深交所的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外，几乎再也没有合法的交易渠道，即

使地方产权交易所从事的非上市公司股票托管以及个人股（“法人股个人化，职工股社会化”的产物）交

易等业务，也被认为属于非法场外交易。〔３〕 在证监会系统的人士看来，只要是场外交易（深交所的代办

股份转让系统除外），〔４〕均属于非法股票交易，〔５〕或者换句话说，非上市公司股份不能进行标准化、证

券化交易，否则就是非法，这使得非上市公司股份丧失交易渠道，除非进行整体转让。

修订前的《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其股份，必须在依法设立的证

券交易场所进行。”该规定被指为“恶法”，因为它使股份公司的股份除了上市之外，根本无法流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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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侯水平、周中举、王远胜《非上市公司：问题与对策》，载《天府新论》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实际上，现实存在的非上市公司情况更复杂，应该还包括如下两类，一是股权经过转让的股份公司。在股份制

初期，除国家批准设立的沪深交易所外，还存在ＳＴＡＱ和ＮＥＴ系统为法人股提供电子报价交易，武汉、沈阳、海南、天津和
淄博等地的证券交易中心为定向募集公司提供交易的现象，１９９８年为防范金融风险，国务院发文对这些非法交易场所
进行了清理，但在这些非法交易场所挂牌交易过的公司，由于股权经过流通，形成了非上市公众公司。二是发起人人数

众多的发起设立公司。由于１９９３年《公司法》并未对发起人人数上限做强制规定，一些公司设立过程中，设置了大量的
发起人，以达到融资或规避法律的目的，从而出现了一些发起人数量众多的非上市公众公司。

１９９８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方案的通知》，将非上市公司股票、股权证
交易视为“场外非法股票交易”，予以明令禁止，各地产权交易所纷纷被关闭或处于停业或半关闭状态，虽然现在一些地

方产权交易所得到恢复和发展，重新开始从事非上市公司股权登记托管等业务，并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在全国有影响

的的区域性的产权交易机构，如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产权交易所、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等，但是仍采取的是整体转让

方式，必须遵循证监会“不得拆细、不得连续、不得标准化”的条件，达不到股份标准化交易要求。

场外交易也可以有交易场所，如深交所的股份代办转让系统以及将来可能从事标准化、证券化的非上市公司

股份交易的的产权交易所等，只是将其与全国统一集中交易的主板市场、二板市场（中小板、创业板）相区别而言被称为

场外交易。

自１９９８年中央整顿金融秩序，证监会发布《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方案的通知》以来，证监会一直认为非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交易行为是非法的，属于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行为，应该严厉打击和取缔。证监会办公厅在

２００３年发布《关于处理非法代理买卖未上市公司股票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证监办发［２００３］１５号），２００４年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打击以证券期货投资为名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严厉禁止代理和买卖非上市公司股票。



行《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股东转让其股份，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或者按照国

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相比此前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有所突破，但是人们对于何谓“依法设立

的证券交易场所”在理解上又有很大分歧，特别是是否包括产权交易所和技术产权交易所等具有很大

的争议，证监会只认可上海、深圳的证券交易所和依附于深交所技术系统的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但是产

权系统有人认为产权交易所也属于法定的证券交易场所。实际上严格按照《证券法》规定设立的证券

交易场所确实应仅为上海、深圳的证券交易所。而增加规定的“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截止现在还

没有明确是什么。因此，如果严格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只要进行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均被视为非法。但

是这显然非常不合理。根据《公司法》上述规定，沪深交易所仅进行上市公司的股份转让和股票交易业

务，并不开展非上市公司的股份转让和股票交易业务，非上市公司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其次，《公司法》

和《证券法》中关于股份的发行和转让的规定，也只是对上市公司的股份转让和股票交易进行了规定，

对于显然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上市公司的３０多万家非上市公司的股份转让问题没有规定。〔１〕 再次，我
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

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当发起人、公司董事、监

事、高管持有股份的锁定及流通限制不存在时，这部分股份也需要流通。最后，《证券法》第十条、第十

二条、第十三条、第五十条分别明确了公开发行的概念、公开发行的条件和上市条件，公开发行条件和上

市条件的分离使公开发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存在成为可能，也因此提出了公开发行非上市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转让问题。

股权流动是天赋的秉性。股票有七个特征与生俱来：收益性、风险性、稳定性、流通性、股份的伸缩

性（指股份的拆细、合并）、价格的波动性、经营决策的参与性，而其中的可流通性则是其区别于其他金

融工具的根本特点。因为，对于发行了股票的企业来说，这样筹得的资金不必像银行借款或是债券一样

还本付息，而对于持有股票的股东来讲完全相反，如果没有办法流通，则根本无法取回本金。作为对应

的补救措施，则是它的流通性，对此，世界各国，概不例外，否则，就不叫股票（股权证）了。从各国的物

权立法看，股权既不是禁止流通物，也不属毒品、武器、文物等限制流通物，而是一种普通的流通物，是完

全的所有权，股权人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含转让、赠予、继承等）的权利。其转让权当然属于股

权持有人自己。但是如上述非上市公司股份无合法流通渠道。

如果合法合理的渠道迟迟不能开辟，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流动就受到了约束和限制，继续延续下去，

非上市公司的股权就会成为一种“怪胎”，无形中也剥夺了股东转让所持股权的合法权利。前面我们已

经提到，在公司股份制改制初期，由于政策的变通和各地自行举办的股权交易，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持有

人已不仅限于内部职工和发起人，早已流向了社会。社会自然人所持有的股权，他们追求的不仅是股权

分红，他们期待政府给提供一个合法交易的场所，使自己所持有的股权能随时变现，或赚取买卖的差价。

而不可转让的股权称不上资本的所有权，因而股权的持有者无法真正行使股东的权利。当股权不能交

易时，股东至多能行使“用手投票”的权利，而被剥夺了“用脚投票”的权利。流通性是股票本身固有的

特性，而要使股票流通，必须承认它具有可交易的性质。因此，对股份公司而言，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

上市公司，都要求股票是可交易的，股份是可以转让的。

事实上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一直在社会上进行交易，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过这种交易是不公开、不

规范的黑市交易，投资风险很大。从规范和整顿黑市交易的角度考虑，政府应当为社会提供一个合法

的、公开透明的、有规则的、有监管的交易场所。证监会应该依职权提供规范化的服务，而无权用变相

的、间接的办法禁止转让。为此，人们提出了让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合法化的呼声，面对建立多层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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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本市场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证监会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１日成立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办公室，开始探
索对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同时作为整治非法证券活动协调小组办公室行使相关职责。２００８年３
月，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的批复，中国证监会新设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部，新设立的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管部将主要承担以下五项职责：拟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不上市股票（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的规则、实施细则；审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不上市股票的申报材料并监管其发行活动；核准以公开

募集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拟定公开发行不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信息披露规则、实施细则并对

信息披露情况进行监管；负责非法发行证券和非法证券经营活动的认定、查处及相关组织协调工作等。

这里我们终于看到了股份公开发行与上市交易的分离，意味着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将切实纳入法制轨

道。

正如业内人士指出的，“根据《公司法》规定，我国现有的公司制企业主要区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而股份公司又可区分为上市的股份公司和非上市的股份公司。上

市的股份公司由于其上市为众人所关注，对其监管力度也较大。而非上市股份公司数量众多，问题成

堆，并未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１〕现在应该是加强场外交易市场建设，建立我国多层次股份流通

市场的时候了。

三、我国场外交易市场的法律构建

《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与《证券法》第三十九条给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股份流通的合法性预留了

空间。《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股东转让其股份，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或者按

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证券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依法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

券，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者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转让”。虽然它们都

只对证券交易所场内市场进行了明确规定，而且《证券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其交易标的也只能限定于

公开发行的证券，而将非上市公司股份流通问题置于“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

证券交易场所”之中。但是，其中“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的规

定，实际上也恰恰可以认为是非上市公司股份流通的法律根据，实际是为非上市公司股份场外交易这一

重大问题扫除了法律障碍。再结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上市公司的股票，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及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市交易。”即上市公司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交易，非上市公司的

股票可以在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场所转让。非上市公司股份的场外交易如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现在和将

来可能出现的地方性或全国性的产权交易市场、股权交易中心就是“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

所”，为非上市公司股份流通进行的股份报价、股权托管等服务就是“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我们要

做工作是细化股东转让其股份的“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例

如，“其它证券交易场所”的合法化条件为“国务院批准”，即法律授权国务院履行证券市场发展的具体

职责，凡是国务院批准的就是特定的证券交易场所，进一步说明“其他证券交易场所”的具体条件与程

序即可。将“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明确为如做市商双向报价、集合竞价、协商定价等交易方式。总

之，对《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和《证券法》进行目的解释和扩张解释，确立场外交易的合法地位。

（一）明确何谓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

首先，深交所的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和为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公司股份报价的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本身即属于“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在这里进行的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当然是合法的场外交易。

其次，天津股权交易所属于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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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江连海：《高度重视非上市股份公司发展和监管》，载《中国金融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２００６年６月，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中指出：“鼓励天津滨海新
区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则上可安

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２００６年９月，天津市政府向国务院上报的《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总体方案》中提出：“在天津滨海新区设立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同年１１月，又向国务
院上报《设立全国柜台交易市场的具体意见和初步方案》。２００７年３月，再次向中国证监会、国家发改
委上报《市场建设方案修改稿》和《１０个与市场建设直接相关的专题研究报告》。２００８年３月，国务院
正式批复《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该试点方案表明，国务院已明确支持在天津滨

海新区设立全国性统一场外交易市场。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６日，天津股权交易所正式开业运营，专门从事
“两高两非”企业（高新区内高新技术企业、非上市非公众企业公司）股权和私募基金份额交易。〔１〕 当

然，本研究讨论的是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股份流通问题，天交所应该认为是“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

交易场所”。

再次，技术产权交易所属于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

《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若干配套政策》提出：“推进高新技术

企业股份转让工作。在有条件的地区，地方政府应通过财政支持等方式，扶持发展区域性产权交易市

场，拓宽创业风险投资退出渠道”。科技部《关于加快发展技术市场的意见》更加明确提出：“积极发展

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在发展较好的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开展国家高新区内未上市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流通

的试点工作”。这里所指的“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和“技术产权交易市场”，符合“国务院批准的其他

证券交易场所”的定义。在这些场所开展非上公司股权转让，正是“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２〕

最后，各地产权机构也应该属于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

目前，许多省市的产权交易机构或股权托管机构都在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托管的基础上，探索

性地开展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业务。当然，上述这些机构进行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业务，与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的股票交易有根本区别，主要是沿用国有股权或其他性质股权进场转让

的方式和交易规则，通过信息披露最终达成协议转让。转让完成后，股权托管平台再进行股权过户。

尽管在产权交易市场按照上述方式转让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仍处于探索阶段，没有健全的法

律法规，但都符合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股权具有转让的资本内在属性，所以，非上市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权交易势在必行，对此宜疏不宜堵。《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

见》（即“国九条”）中已经明确提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积极探索和完善统一监管下的股份

转让制度”。我们认为，将产权交易市场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先行在省级产权交易机构开展非上

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是在现行法律法规制度下一种有效并现实的选择，也能够为我国逐步形成

区域性的股票柜台交易市场积累经验。〔３〕

也有人正确地指出，１９９８年将全国各地的产权一律交易视为“场外非法”交易，也是缺乏依据的：一
是社会上的一切股份，无一不是经过各级政府审批发行的有效权证，且依政府文件进行过规范、确认；二

是一切产权交易所都是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组建运作的合法场所；三是以上两点都是政府根据当时的

政策或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的合法行政行为。其结论显然是：产权交易是各级政府的正常行政行为，是符

合政策法规的合法行为，不是“场外非法”交易，将其视为“场外非法”交易缺乏依据。所以，关闭产权交

易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则，因为股权平等，同股同权，是股份制的本质特征，人为地将国家股、法人股和个

人股分等分级，区别对待，厚此薄彼，与市场主体平等原则不符。在我国，公股的转让从未禁止过，国有

股份转让还有审核、中介、促成、协调等保护支持措施。非上市公司法人股可以通过三板（指ＳＴＡＱ、ＮＥＴ
系统）进行流通，连外资股都可以通过 Ｂ股市场流通，唯独禁止非上市公司个人股进行任何形式的转
让，这是不公正的，是用计划经济管理办法扭曲了市场经济法则。其实，更应该给最缺乏权益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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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参见雷鸣《天津场外交易市场发展综合分析与建议》，载《企业经济》２０１０年第７期。
任胜利、黄卓：《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的制度安排》，载《产权导刊》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参见任胜利、黄卓《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的制度安排》，载《产权导刊》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的定向募集公司个人股一个交易公平，对它的歧视、压制、冻结，表面看损害的是个人投资者的利益，实

质上损害的是社会经济整体效益。我国的产权交易体系，在其正常开展业务的这几年中，取得的成果是

有目共睹的，就其产生发展的背景和发展时间来看，存在不足乃至缺陷也是可以理解的，要整顿金融秩

序，防范金融风险，那解决的方式应该是拿出可行的方案和政策，积极进行健全完善，使其更规范，更成

熟，更上一个台阶，而不应一关了之。关闭不是规范，整顿不是无限期冻结。如果仅就防范金融风险而

需要关闭股票交易市场的话，则首先应该是关闭沪深大盘交易，因为较之各地产权交易，沪深股市才是

高市盈率、高投机、高风险、高犯罪率的场所，毫无投资价值。政府的职能应是为证券市场提供具有公信

力、规范化、标准化的交易场所。强行将现有正常合法的中介场所关闭，不顾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利

性，这不仅是一种回避问题、讳疾忌医的消极态度，而且损害了法治的尊严。〔１〕 当然，该论者所针对的

是在我国股份制试点初期，因为定向募集设立股份公司在实践中发生了超范围、超比例发行，“内部股

公众化、法人股个人化”，而形成的事实上的社会募集公司股份转让问题。

由此，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构成是：沪深主板市场，中小板、创业板组成的二板市场，非上市公司代

办股份转让系统、天津股权交易所、各地技术产权交易所和区域性、地方性的产权交易所组成的三板市

场（场外交易市场、柜台市场），〔２〕弥补我国曾经单一化、扁平式资本市场的结构性缺陷，为股票提供全

流通的场所。如下图。

（有关数据来自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ｏｍ、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截止到２０１１年５月３１
日）

（二）明确何谓股东转让其股份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

从本源上来讲，金融市场主要有两种最基本的交易模式：做市商模式（ＤｅａｌｅｒｓｈｉｐＭｏｄｅ）和以集中竞
价为特征的拍卖模式（Ａｕ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现在世界各国各个层次的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
外汇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黄金市场等）所实行的交易机制其实都是这两种基本运行模式的混合体，

只是这两种交易机制在各个市场各有侧重而已。我国《证券法》第四十条规定：“证券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应当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集中交易方式

删除了“竞价”二字，为竞价以外的证券交易制度如做市商制度预留了法律空间，虽然这里是针对证券

交易所交易，但是如前述，场外交易场所也是我国合法的证券交易场所，我国证券场外交易采用集合竞

价、连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交易方式，均有法律依据。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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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参见谢非非《恢复、健全非上市公司产权交易势在必行》，载《中国投资》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当然，非上市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服务对象既包括公开发行未上市股份公司即本研究界定的非上市公司

如原“两网”公司和场内交易退市公司，也包括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非上市公司如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高科技企业，主

要是２００人以下的股份公司；产权交易所、股权交易所将来成为非上市公司股份场外交易的组成部分，也仍然继续从事
实物产权交易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交易。



（三）场外交易市场由中国证监会统一监管

我国目前的场外交易监管处于分散状态：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由中国证监会行政监管和证券业协会

自律监管结合，产权交易机构归口国资委系统管理，技术产权交易所归口科委系统管理，天津股权交易

所由天津市政府批准设立。

世界大多数国家对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监管模式。虽然各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

存在差异，统一监管模式也存在差异，但统一市场、统一监管却是不可动摇的基石。例如美国，证监会

（ＳＥＣ）统一监管形成少数集中的联邦交易市场、跨州的区域性交易市场、各州股票交易所、场外交易市
场四个主要层次。美国证券法规定，全美证券市场由国家统一立法，赋予 ＳＥＣ统一监管的法定职权。
美国资本市场完全体现了现代市场体系的特征———统一、开放、竞争、有序。正是由于 ＳＥＣ的统一监
管，不但主板市场、纳斯达克市场健康发展，而且各州的证券交易所也一直正常运转，长期为地方经济发

展提供融资支持。

我国必须在中央一级建立统一监管机构。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中国证监会是我国

场外交易的统一监管机关。２００８年３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复中国证监会，同意设立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管部，非公部依法实施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由其负责制定统一的上市标准、上市程序、交易办

法、交易制度并监督实施；制定信息披露、股权登记和股份波动控制等一系列规则；以及引入合格投资人

包括做市商制度（活跃并稳定市场）。

同时赋予省级政府对场外交易的监管职权。这符合我国场外交易市场监管的历史沿革和现状。目

前产权交易机构探索非上市公司股权登记托管服务，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股权托管、股权质押、

增资扩股、转让过户、分红派息等服务，均以地方政府政策为依据，省级人民政府还负责场外市场的硬件

建设和日常管理，地方政府实际上对这些市场履行了监管职责。

证监会的统一监管结合地方政府对本辖区内非上市公司股份交易实施的监管，确保场外交易市场

股权交易在省级层级上规范有序进行。

（四）场外交易市场采用做市商双向报价、集中竞价与协商定价结合的交易制度

证券交易制度无非两种，一种是竞价方式或集中交易方式，如集中竞价或集合竞价，其运行方式表

现为指令驱动（ｏｒｄｅｒ－ｄｒｉｖｅｎ），另一种是柜台方式（ｏｖｅｒ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ｅｒ），也称作买入卖出制（ｂｉｄａｎｄａｓｋ），
如由证券公司作为做市商组织的证券场外交易，其运行方式表现为表现为指令驱动（ｑｕｏｔｅ－ｄｒｉｖｅｎ）。
从国际经验看，做市商制度几乎成为场外交易市场的同义词，成功的场外交易市场都普遍采用了做市商

制度。〔１〕 而目前我国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实行的客户指令驱动机制即竞价交易制度，而不是做市商双向

报价的报价驱动机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场外交易的发展。做市商制度具有强大的定价功能，提高股

票的流动性，促进市场平稳运行，有利于建立企业与投资者的稳定关系。但是做市商制度也不是十全十

美，其最大的缺陷之一，就在于做市商利用其所处的信息不对称的做市的优势地位，凭借其信息优势、专

业化优势与定价优势，垄断市场，操纵价格侵害其他投资者合法权益。随着场外交易市场的发展与演

变，做市商制度也呈现出由传统的双向报价的做市商交易制度向做市商为主的混合型交易制度转变的

趋势。因此，适当引入竞价、议价等交易制度，能较好克服传统做市商制度的缺陷，集中竞价和协商定价

制度形成了对做市商报价行为的制衡机制，有效地防止做市商对市场价格的操纵，使做市商的报价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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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１〕

（五）场外交易的市场准入标准

第一、到场外交易市场挂牌的公司的标准。从域外来看，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场外交易市场

的上柜门槛都很低，几乎都没有规定特别的上柜条件。以美国的公告板市场（（Ｏｖｅｒ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Ｂｕｌｌｅ
ｔｉｎＢｏａｒｄ，ＯＴＣＢＢ）为例，该市场几乎没有任何规模和赢利的要求，只要经过 ＳＥＣ的核准，有３名以上的
做市商愿意为证券做市，就可以向ＮＡＳＤ申请上柜。再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兴柜市场，其上柜条件也非常
宽松，只要上柜企业的总资产在三千万新台币以上且没有累积亏损，成立满一个会计年度，对公司的收

益则没有要求。在满足这些条件下，有两家以上的券商愿意对该企业推荐并做市，即可申请上柜。此

外，近年来发展迅速的韩国场外交易市场————韩国第三市场，也没有对其上柜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

状况等方面做任何数量方面的要求。〔２〕 根据深交所自２００９年７月６日起施行的《证券公司代办股份
转让系统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试点办法（暂行）》第九条的规定，申请在

代办转让系统中转让的企业应具备以下实质性条件：存续满两年。有限责任公司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

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存续期间可以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主营业务突出，具有持

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股份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取得北京市人民政府出具的

非上市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试点资格确认函以及证券业协会要求的其他条件。该办法也没有对申请挂牌

公司在规模和盈利等方面设置门槛，我们认为此种做法值得坚持。

第二、场外交易的投资者。如上述，与主板市场和二板市场相比，股票场外交易市场的标准较低，公

司的规模通常较小、证券的流动性也较差，因此，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与主板和二板市场的投资者相比

要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出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需要，市场应当实行 “合格投资者”制度，投资者必须具

有一定的识别风险和承担风险的能力才被允许进入。为了培育市场，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个人等中小投

资者的利益，在市场建立的初期，应当只允许具有较强资本实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券商、基金、保险公

司、财务公司、风险投资机构和私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介入，个人投资者暂不能直接参与柜台市场的交

易。个人投资者只能通过参与公司、合伙企业、基金等经济组织的方式，间接投资于场外交易市场，等到

市场发育到一定的成熟度以后，再放开允许具有一定的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的合格个人投资者直接投

资于场外交易市场。深交所自２００９年７月６日起施行的《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中关村科技园区
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试点办法（暂行）》第六条规定：参与挂牌公司股份报价转让的投资

者，应当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可以是下列人员或机构：（一）机构投资者，包括法人、信托、

合伙企业等；（二）公司挂牌前的自然人股东；（三）通过定向增资或股权激励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

股东；（四）因继承或司法裁决等原因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五）协会认定的其他投资者。挂

牌公司自然人股东只能买卖其持股公司的股份。将场外交易的投资者限定为机构投资者和特定的自然

人，是符合我国目前实际的。例如，为了解决我国“内部股公众化、法人股个人化”而形成的社会募集公

司问题，对自然人股东也应当采取类似限制。

（六）场外交易中的做市商

如上述，我国场外交易市场采用做市商双向报价、集合竞价与协商定价结合的交易制度，对做市商

的监管必须以法律法规或行业规则的形式就其资格审批、监管措施及责任处理机制做出全方位的规定。

就资格审查与批准而言，除应具备中国《证券法》所要求的综合证券商的资格外，在做市商资格上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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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推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资本市场构建研究》课题组《全国统一场外交易市场的积极探索———天津股

权交易所的建立与发展》，载《产权导刊》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
参见晋入勤《股票场外交易市场的制度构建应遵循五项原则》，载《区域金融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有以下要求：①必须是中国证券业协会会员，接受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和做市商协会的监管；②
为降低库存证券的风险，必须具有充足的资金和管理证券库存的能力；③经营条件、经营机制、抗风险能
力以及从业人员素质都应符合监管机构制定的具体考核指标；④应具有５年以上的证券业务经验，取得
良好业绩，且近３年没有重大违法违纪记录。在资格审查方式上，可以采取由中国证券业协会进行考
核，由中国证监会进行审批的方式。〔１〕 深交所自２００９年７月６日起施行的《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
统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试点办法（暂行）》中的“主办券商”并非做市商，

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实行的交易制度仍然是竞价制度，主办券商提供的更多的是经纪服务，而不是报价服

务，交易是在买卖双方之间进行的，即投资者委托证券公司报价，依据报价寻找买卖对手方，达成协议

后，再委托证券公司进行股份的成交确认和过户。该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成交确认委托是指投资者买

卖双方达成成交协议，或投资者拟与定价委托成交，委托主办券商以指定价格和数量与指定对手方确认

成交的指令。对主办券商的诸多限制，如：公司股份转让只能委托一家证券公司、主办券商不得自营所

代办公司的股份等，使主办券商缺乏做市的动机。

（责任编辑：王建敏）

—７４—

《法学空间》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论我国非上市公司场外交易市场的法律构建

〔１〕 参见刘勇、杨峰《我国证券场外交易监管制度的完善》，载《中国商法年刊》２００８年版。



作者简介：王维芳，女，山东财经大学（筹）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

农村金融创新立法的完善研究

王维芳

　　［摘要］金融创新是金融机构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不断开发并推出新的金融产品、改进金融服务方式的
行为。金融创新不仅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金融业自身改革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农村金融体制作为农

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制约因素，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制还存在不少的矛盾

和问题，现有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仍然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需要，农村金融仍然是我国整个金

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分析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国外农村金融制度的成功经验以及农村金融

法律制度创新的具体设计，对于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农村；金融；立法；

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
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农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机制还不健全，在

经济发展过程中多次出现很大波动。近年来我国的农业改革措施主要是以政策性文件的形式出台的，

没有把法律手段作为改革的主要操作手段，各项农村经济决策的制定仍缺乏程序性和规范性，且缺乏相

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各项调整和管理经济的措施未能解决经济波动的深层次矛盾。可以说，农村经济立

法不完善是我国农村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

要规范和发展农村金融业，就必须要有完备的金融法律体系，这是构建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农村

金融体系改革是整个金融体制改革中最重要但又最薄弱的环节，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又是农村金融政策

的重中之重。然而，就目前的农村金融体制而言，我们国家还未制定出一部关于农村金融体制的法律，

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金融体制的建设是非常滞后的，而且各国实践的经验也表明，要促进农村金融的

发展就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

一、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金融组织制度存在缺陷

１．农村金融市场的集中度较高，金融服务竞争力弱
农村金融市场被国有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所占据。同时，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存款和放贷业

务都被国有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主导。从表面上看，农村银行金融机构种类比较齐全，国有商业银行、政

策性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以及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似乎在农村地区已经形成了一种金融

竞争的局面，但实际上从这些金融机构在农村的区域布局的考察角度可以发现，除农村信用社和还没有

开展贷款业务的邮政储蓄银行以外，极少乡镇有商业银行的业务网点，而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作为

一种农村金融创新组织形式在农村更是很少。

２．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立法缺失
在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信用合作社。从其他国家合作金融的发展看，不管是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着完善系统的合作金融立法来保障合作金融机构的发展。但我国有关农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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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金融的立法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立法分散，没有制定专门统一的《合作金融法》，有关

农村合作金融的法律规范主要散见于行政法规和规章之中；第二，立法滞后，法律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

没有进行规定，即使是行政法规层次也只有对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泛泛的规定；第三，立法理念不明晰，制

度不完备，立法空白点较多。

３．政策性金融功能严重弱化，农业政策性银行缺乏法律基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惟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其主要功能是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

融业务并代理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但事实上，农业发展银行的功能已经成为只负责粮棉油收购资

金的发放和管理，没有承担起支持农业开发、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重要的功能。产生这些

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定位及功能设置缺乏法律基础。我国农业政策性银行需要

法律在性质和功能上作出相应的规定。

（二）农村金融市场制度不完善

农村金融市场的完善应当是银行业市场和非银行业市场的共同协调发展。从目前来看，农村金融

市场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农村金融市场监管、服务和保险制度的滞后上。

１．农村金融市场监管制度的滞后
由于我国农村金融监管的方式主要还是采用行政手段，农村金融行为的客观标准和奖惩方法都不

明确，没有一套明确的规范化的标准，使得农村金融监管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１〕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中，只有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加入银行业公会，农村信用社还没有自

己的自律组织；同时，还缺少一些规范经营、服务农村金融的专业金融中介服务公司，如资信评级机构，

降低了农村金融监管的效率和有效性，使有限的农村金融监管资源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农村金

融的监管具有自己的个性，应当有专门法律法规来加以规范。

２．农村金融市场服务制度的滞后
农村金融发展比较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就当前法律规定的农村金

融服务产品的类型来看，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存款、贷款、汇兑，以及代理保险、代理收付、代签汇票等少数

中间业务，对于在城市中非常普及的银行卡业务并未开展起来，很多在城市中已经非常成熟的个人金融

产品也由于法律没有规定而不能及时推广，这使得目前的农村金融服务产品远不能满足农村经济主体

多样化、多层次和现代化的金融需求。农村金融机构整体服务水平仍处于低效率、低层次阶段，农村金

融机构主要以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为主，支农贷款品种相对较少，不能有效地满足农

村经济发展的多元需求。特别是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中，随着农业生产链条延伸、资金回流周期拉

长，金融机构贷款期限和服务产品也未随之发生调整和改变，这种供需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产

业化和优质特色农业的发展。

３．农村金融市场保险制度的滞后
农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属于弱势产业。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的发展，由于农业的发展受

到不确定性原因影响比较大，农村持续、稳定的农业运作离不开相应的保险支持。一个国家农业金融制

度创新，也离不开农业保险的保障。但是我国目前的农业保险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还在于

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滞后。就当前实施的《农业法》而言，只有第４６条规定了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
险制度、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等内容。２００９年最新修订的《保险法》，只是在第１８６条规定“国家支持
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而且，农业保险市场中从事

保险的组织制度、业务经营方式和会计核算制度等都是依照《保险法》中对商业保险的规定，忽略了农

业保险的特殊性，使得农业保险普遍存在着收费难、理赔难的问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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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民的金融权益保护不力

农民群体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做好农民这一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

内容。从农民的实际利益来说，保护农民金融权益对于平等地实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的分配制度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从保护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高度重视维护社会公平，

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了重要的位置，积极建立健全维护社会公平的体制和机制。在我国，由于过去一直

实行向城市倾斜的金融政策，造成农村金融资金不断外流，使得国家金融资源配置制度不利于农民金融

权益的保护。在国家金融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农民往往失去了话语权。〔１〕

由于受到我国几千年来传统的儒家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农民一直以不同方式处于极其被动的

地位。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农民对于拥有的权利认识不够充分，对侵害权益的行为缺乏保护意识，对

自己应当拥有的金融权益表现出冷漠的态度，在经济活动中并不积极争取自己的金融权益，自身的权利

意识的淡薄也使农民的金融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二、国外农村金融立法创新的借鉴

不同国家，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金融制度的发育程度不同，其农村金融体制也就不同。探究

国外的农村金融制度，并总结外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发展经验，对建立我国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具有重要

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发达国家农村金融创新制度

１．美国的农村金融创新制度
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农村金融体制是典型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式，这种模式主

要是以私营金融机构为基础，合作农业信贷体系为主导，政府农贷机构为辅助来共同运作完成。多种金

融机构形成了一个分工协作、互相配合的农村金融制度，较好地满足了美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

需要，充分体现了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和导向作用。

为弥补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不足，美国政府先后成立了政府所有，专门为农业发展服务的农业政

府金融机构，按照政府农业政策，对新创业家区、农产品销售等给予价格支持，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长期

贷款支持。

美国的保险业在支持农业发展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稳定农村经济，提高国民的整体福利

水平，美国政府积极参与农业保险体系的设计。美国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农业保险体系。

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的农村金融已经建立了包括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以及农业

保险在内的多层次、系统完备、分工合理的农村金融体制。美国政府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这种金融

模式的政策，通过立法建立专门的金融机构，并且以此为支撑，建立推动城市和农村合作社发展的支持

体系，实施其合作社与社区发展政策，使得多种农村金融机构互相配合、分工协作，形成了庞大复杂的农

村金融制度，而且较好地适应了美国的国情，较快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２．德国农村金融创新制度
德国是欧洲最早建立信用合作组织的国家，也是最早建立农业金融制度的国家，至今己有２００多年

的历史。德国实行的是以信用合作为主体的农业金融制度，同时政府通过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来保护

和支持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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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合作银行体系是一种多级法人组成的金字塔式体系。包括自上而下的三个层次，其组织构架

由基层合作银行、地区合作银行和中央合作银行组成。各层次间自下而上地持股，自上而下服务，各层

都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三个层次之间是通过经济杠杆调节的合作关系。德国的信用合作银行体系是欧

洲最大的合作银行体系，现在已经成为世界５０大银行之一。
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农村金融制度的国家，由于德国是欧洲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源地，因此合作金

融在德国金融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其他的组织体系完备，层次分明，而且拥有完备的风险防范和保护

系统，共同构成了德国的农村金融制度。

（二）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

１．印度农村金融制度
印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就其领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结构而言，和我国国情相似，是较典型的农

业大国。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印度就实施绿色革命，以推动印度农业的发展。经过多年发展，印度
的农村金融制度也得到完善与发展。目前，印度农业金融制度由农村合作信贷机构、国有商业银行、政

策性金融机构和私人信贷者构成。

印度的信用合作事业开始于２０世纪初，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信用合作体系己经在印度金融体系中
占据了重要地位。总的来说，印度的农村金融制度特点是结构合理，制度安排健全，层次分明。印度的

农村金融是多渠道、多系统的，既有合作金融，又有商业银行和农村银行，既有基层信贷单位又有最高机

构，各自发挥其自身的功能，为印度的农村信贷资金的流通作出了贡献。〔１〕

２．孟加拉农村金融制度
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简称 ＧＢ）作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帮助穷人摆脱贫困落后

状态的先行者，积累了一整套十分成功的经验，被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扶贫项目模式。这

种模式在国际上被广为推崇，还被复制到了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有超过１亿穷人从中受益。
其乡村银行具有福利主义倾向，强调其社会功能，即帮助贫困者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并建立可持续发

展的能力，为贫困户服务和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但更强调为核心贫困阶层提供贷款服务，更注

重帮助穷人、脆弱集团，强调以妇女为主要的目标集团。它是在确保扶贫不偏离的前提下，追求机构的

可持续性。〔２〕

（三）国外农村金融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的国情与其他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各有不同，有着自己的特点。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农村金融制度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各国农业金融组织构造各有差异，但它们在农村金融制度发展

方面的许多成功经验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１．通过法律法规保障农村金融，支持农村金融的发展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法律的保证和规范，各国不但要在创建农村金融制度的

过程中，十分注重以健全的法律法规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环境，还要在出台各种优惠措

施支持农业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立法形式来推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建设。例如美国、加拿大、日本和

菲律宾等开展农业保险较早的国家，都是以专门的法律对其地位和运作规则进行了特别规定。印度

１９８１年制定了《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法》，该法律对农村发展银行的外部制度安排和内部经营管理
作了全面的规定，是农村政策性金融重要的制度保障。美国依据 １９１６年的《联邦农业贷款法案》建立
了联邦土地银行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世界，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通过健全完善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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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体系规范农村的金融组织的业务行为，都用立法手段规定农村金融机构对农业发展应该承担的

责任。与此同时，农村金融的快速、健康发展也促进了农村金融法律和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两者相

互促进，良性循环。

２．因地制宜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农村金融制度
因为各个国家历史地理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各个国家的国情也不尽相同。每个国家都会通过建

立合作金融、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各司其职、分工明确的农村金融制度来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但又

都各有侧重、各具特色。我国的农村金融制度也要充分考虑本国国情，建立适合国情特点的农村金融制

度。

３．政府对农村金融制度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府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是成功构建农村金融制度的关键因素，也是农村金融制度得以快速发展

与完善的重要保证。为了农村金融机构的正常运作，政府会采取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和措施：一是直接出

资支持。如美国联邦土地银行主要由政府出资发起成立，在经济危机中，政府为了帮助其度过难关，曾

出资认购股票进行救助。二是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如美国对信用社不征收营业税和所得

税。三是政府通过建立担保机构来帮助筹集资金，降低农村金融风险，优化农村金融环境。如印度政策

性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通过发行由政府和央行担保的债券、吸收存款和借取外币等途径来筹集稳定的

长期信贷资金。

４．重视和支持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是一种市场化的风险转移机制。通过农业保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来确保农业和农村

经济持续进行。在实践中，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保护制度，对法律的依赖度很高，需要建立有关

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加以保障，这就要求国家农业保险立法要十分健全和完备。同时，还要考虑到农业

保险法的适应性，即根据经济发展不同情况和不同阶段适时调整农业保险法，使其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

务。

５．合作金融、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以及农业保险互相配合，共同发展
只有各个机构实现互补、共赢，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形成合理、有序的竞争，才能保持可持续发

展的金融制度，从而推动农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例如印度、孟加拉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农村存在大量

的非正式金融组织，非正式金融和正式金融制度一起构成了完善的农村金融制度，满足了农村多样化的

金融服务需求，促进了农村经济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

三、我国农村金融立法的完善

（一）重新构建农村信用合作社机制

１．从举措层面来讲
支持人民银行加快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建设，整合各方信息资源，积极促进企业信用评级和个人征

信，完善社会征信体系；有效发挥政府推动作用，培育信用服务市场需求，扩大征信产品使用范围；推进

建立信用信息共享交换机制，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舆论监督等手段，加强信用监督，研究建立失信惩戒

机制和守信奖励机制；加强区域内的金融诚信文化教育，政府将金融诚信作为区域经济发展软实力建设

的一项重要任务，给予足够的重视。农村合作金融是农村金融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日益

深化的今天，合作金融要想依然表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就必须进行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激发农村金融

市场参与主体的经营活力，提高农村金融交易的效率，保证农村金融运行的安全和稳健，推动农村金融

的发展。建立完善的组织体系是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重要组织保障，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成功经验，各

国农村合作金融基本上都形成了全国性或者区域性较为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这些金融机构还通过各

—２５—

《法学空间》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农村金融创新立法的完善研究



种渠道与国家政府部门建立紧密的联系，全面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１〕

２．从立法层面来讲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通过建立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来推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建

设，规范农村金融组织的业务行为，给予农村金融组织法律方面的保护和支持。我国目前虽然制定了

《商业银行法》，但是不能适应我国新形势下金融体制改革和农村金融事业的发展需要。农村合作金融

改革缺少权威的法律作为保障，难免造成改革的随意性与盲目性，这也是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参与者的所

有者权益经常受到侵犯和参与管理积极性不高的重要原因。因此，国家和地方相关立法机关应完善农

村法律体系来确立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制定统一的《信用合作社法》和《合作银行法》及配套的法规，给

农村合作金融以应有的法律保护。

（二）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监管法律制度

应当着力构建金融监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更加科学合理的协调配合机制。加强与银行、保险、证

券三家监管机构之间的工作衔接和政策协调，建立长效机制，是研究解决金融发展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的必由之路。支持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的机构建设，支持其加强和

改善监管，提升监管服务质量，形成科学有效、信息通畅、预警及时、监管到位的监管体系，创造公开、公

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和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在监管部门准备大规模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之际，

在条件许可下应制定高位阶的法律法规来增强监管的效力，如制定《村镇银行法》或《社区银行法》对较

为成熟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进行规制。另外，农村金融市场的变化很快，如不及时动态地调整法律法

规，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就可能出现教条主义的机械操作。我国应根据农村金融环境的变化和农村

金融机构自身发展的适时地调整相关法规中的监管指标或标准。

（三）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服务制度

１．健全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法律体系，完善农村金融竞争管理制度
农村金融遵循市场化导向原则，必然引入竞争机制。公平的竞争有赖于法律制度的保护，建立充分

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是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核心内容。所以完善农村金融竞争法律制度应做到以下几

点：

第一，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进一步细化，加快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立法，规范农村金融的竞争

行为。把农村金融业的竞争通过立法引导到服务质量、技术和人才竞争中来，明确规定农村金融市场的

竞争行为，规范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加强农村金融竞争的硬性约束；

第二，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培育农村金融市场的公平观念，提高人们合法竞争的意识。同时，还要清

理有碍于市场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消除那些意在加强金融垄断的制度障碍、取消所有制形态的制度歧

视，给农村民间金融以合理的法律地位、引导农村民间金融的有序发展。〔２〕

２．建立农村金融市场准入制度
科学合理的金融市场准入制度能够强化农村金融服务，增强农贷供给。我国对农村金融市场采取

严格的准入制度，这种限制稳固了现有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减少了竞争，不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质

量和设立新的农村金融组织，造成农村金融组织资源和金融产品供给不足，形式单一。农村金融需求的

多层次性和多样性必然要求农村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实现农村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多样化

的途径主要在于取消金融业的准入限制，降低市场准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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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许桂红、肖亮《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参见丁忠民《农村金融市场成长机制与模式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四）完善农村保险制度，制定农业保险法

从各国实践来看，各国举办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有两类：一类主要是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

设，同时兼顾农业发展；另一类主要是促进农业稳定发展。目前世界上约有４０多个国家推行农业保险
立法，这说明我国出台专门的《农业保险法》也非常有必要的。具体的制度设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１．明确政府在农业保险中应发挥的作用。包括三个方面：保费补贴、费用补贴以及实行优惠政策。
２．明确农业保险的实施范围和实施方式。应当扩大农业保险的实施范围，包括农作物的耕种、收

获、储藏、加工及其运输的保险，农业生产过程中所使用财产的保险，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身保险以及各种

手工艺和家庭产品的保险等。

３．完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建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商业保险公司、合资或
外资保险公司等多元化的农业保险经营体系。

４．确立法定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适当推行强制投保的制度。〔１〕

（五）保障农民的金融权利实现

金融的本质是为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提供资金融通，保障民生。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

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存在权和发展权是一切法律必须坚持的价值追求。在广大农村，资金成为许多人从

事生产经营的基本条件，融资事实上已经成为公民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融资权利也成为公民生存权

和发展权的一部分。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国家应该用法律明确规定农民的金融权利，其中包括农民获得

金融资金支持的权利、获得农业保险的权利和农民的金融合作的权利。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具体对于农

民的金融权利做出规定，农民的金融利益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在执法过程中，也同样需要对农民的金融

权利进行保护。由于农村执法和农民接触多，并代表国家权利直接作用于农民的权利和义务，会对农民

的生活、生产和经营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执法人员涉及到农民金融权利时应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

平衡国家权利和农民的金融权利。

（六）优化人才环境，大力发展金融高等教育

１．重视高校的金融相关专业重点学科建设
要培养精通现代金融业务的复合型高层次人才，积极开展金融系统员工培训，加强对金融企业员工

的定期岗位培训，重视培养金融高级管理人才，鼓励金融企业选派人员到国外学习先进的金融管理经验

和金融技术，完善金融企业人才管理机制。

２．进一步改革金融业现行的人事制度、薪酬制度
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引进国内外优秀人才，鼓励金融企业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吸引

国内外高素质人才，尤其是金融业急需的熟悉国际金融市场、精通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创新技术的高级

人才。

３．加强与国内金融研究部门、大学金融研究机构的联系
要充分发挥国内金融智力资源优势，鼓励金融企业通过设置战略发展顾问、投资咨询顾问等方式建

立与国外金融机构和国际知名金融专家或企业家的联系、交往渠道，探索利用国外智力资源，搭建金融

人才服务平台，设立金融人才服务中心，为金融人才聚集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就业、创业、培训、生活等全

方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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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我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举措。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在生产性服务业中处于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因此要打赢“转方式、调结

构”这场硬仗，必须把加快金融业发展作为服务业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支点和突破口，放到更加突出、优

先筹划的重要位置，努力开创我国金融业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新局面。

（责任编辑：王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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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主要问题探讨

孔令学

　　［摘要］存款保险是经济金融危机的产物，也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宏观审慎管理工具。本文基于政策设
计的视角，对我国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下的存款保险制度建设中的主要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增加我国存款保险制

度的完备性和效用性。

［关键词］存款保险；

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
金融管理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以存款保险机构向投保金融机构提供保险保障服务为基础的综合性金融管理制

度，其主要特征是由专业存款保险机构向投保金融机构收取保险费，依法承担部分金融监管职责，向面

临经营失败的投保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资助，或代替破产倒闭的投保金融机构或特定未投保存款金融

机构在一定限额内对存款人给予偿付。存款保险制度与微观审慎监管和中央银行最后贷款援助构成金

融安全网的三大支柱，也是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存款保险：从危机应对到金融宏观审慎管理

历史地看，存款保险制度是经济金融危机的产物，因危机而产生，因危机而完善。最早的存款保险

制度是１８２９年纽约州设立的保险基金，其运作模式是由各家银行共同成立互保性的卡特尔组织，一家
银行倒闭了，由其他银行共同负责偿还倒闭银行的存款。早期互保性存款保险制度产生和发展的主要

原因是在美国单一银行制度下，银行的抗风险能力较弱，在危机时期很容易诱发系统性风险。

现代存款保险制度的催生因素是１９２９年 －１９３３世界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使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倒
退到１９世纪末的水平，工人大量失业，银行破产数量激增。１９３０到１９３３年美国破产银行年均近３０００
家，约是此前十年间的年均数量的五倍，３年间美国银行破产造成的总损失高达２５亿美元，其中存款者
承担的损失达１３．４亿美元。为应对危机和随时可能爆发的大规模银行挤提事件，罗斯福总统颁布实施
了一系列经济金融新政策，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设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ＦＤＩＣ），对２５００美元以下
的存款实行全额保险，恢复了公众对银行的信心，化解了银行存款大规模挤提风险。

鉴于存款保险制度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稳定作用，目前，全球已有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建立了
存款保险制度。在推动和影响各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各种因素中，经济金融危机的推动作用当属首

位。以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例，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发生的香港银行业危机历时４年，波及多家银行，到
１９８５年，３５家香港注册银行总计净亏损１．２亿港元，是１０多年间业绩最差的一年。这次危机引发银行
业界和学界呼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但香港当局对是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仍议而不决。最终催生香港

存款保险制度的是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对香港冲击巨大，并且危及到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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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当局始下决心建立存款保险制度。２００４年５月，香港立法会通过了《存款保障计划条例》，同年７
月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成立，并于２００６年９月开始实施存款保障计划。

存款保险制度的核心作用是阻断个体银行风险的系统性蔓延，由此衍生出了金融监管、破产银行接

管和资产处置等相关职能，并作为金融安全网的重要支柱成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重要风险管

理工具，进而与其他审慎管理工具实现功能的耦合与联动，共同维护金融系统安全和稳定。

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以逆经济周期综合管理为核心，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金融

稳健运行为主要目标，其主要内容包括对银行的资本要求、流动性要求、杠杆率要求、拨备规则，对系统

重要性机构的特别要求，会计标准和衍生产品交易的集中清算等〔１〕，其主要决策和实施部门包括中央

银行、金融监管机关、财政部门、国际金融组织和存款保险公司等。就存款保险制度而言，它以防范和处

置金融机构个体风险为主要手段，防范和控制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为基本目标，以经济金融平稳健康发展

为最终目标，并在基本目标和最终目标实现与其他框架内成员机构的协调一致。另外，存款保险机构作

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的重要成员，在管理手段和管理目标上也与中央银行、其他金融管理部门等

金融管理机关实行互相协调配合，保证了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制度的有效性。（见框架示意图）

二、我国存款保险机构组织形式

各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组织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政府主导建立和控制，其特点是自成

体系、独立操作、分工明晰，政府的控制性最强，在金融管理框架中承担的职能也最多，大部分国家采用

这种组织形式，代表国家是美国和加拿大；二是在政府支持下，由银行同业按协会形式组织，其特点是商

业运作，自主决策，政府的控制性最弱，基本不承担或承担较少的金融管理职责，代表国家是德国和法

国；三是由政府和银行机构共同出资设立并共同管理的组织，主要是融合了上述二种类型的特点，代表

国家是日本和比利时。

在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根据我国的国情和金融体系现状，我国存款保险机构应当采取第一种

组织形式，即设立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存款保险公司，定位为全国性、非盈利性、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

事业单位。具体来说：其一，在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制度安排下，只允许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少数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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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参与出资，一方面可以减少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实现国家对存款保

险公司的资本控制，还可以很好地维护公众信心，提高存款保险机构的权威，有效防控机构的道德风险；

其二，在非盈利的制度安排下，规定收支两条线的财务安排，以及在存款保险基金亏损时由国家财政或

中央银行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既可以实现国家对存款保险公司的有效控制，也可以保障存款保险公司

有效履行职责；其三，在事业单位的制度安排下，既可以通过法律授权赋予存款保险公司相应的行政监

管职能和银行破产财产管理人职能，还可以为收取保险费用提供制度支撑；其四，在全国性的统一制度

安排下，赋予我国存款保险机构与银监会平行的机构定位，一方面可以实现存款保险公司对全国性银行

机构和地方性银行机构的统一保障，防止出现不同存款保障制度安排下的区域差异，另一方面又可以实

现存款保险机构和中央银行、银行监管机关在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协调配合，发挥协同管理效

应。另外，由于存款保险公司担负着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职责，应当在制度构建

上保障存款保险公司或其工作人员正常履行职责时，基于忠实义务而做出的决策与行为免于承担民事

或刑事责任，并规定适当的补偿规定和适当的问责机制，以保证其遵循适当的利益冲突规则与行为准则

服务和服从于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概言之，设置国有事业性存款保险公司切合我国的国情，可以较好地

实现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金融保障与监管职能。

三、我国存款保险保障范围

确定加入存款保险的金融机构范围和金融机构参加保险的方式，是存款保险制度的核心要件之一。

从存款保险范围上看，主要有全部参加和部分参加之分，前者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商业银行、信用社

等全部存款类金融机构，通常也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后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体系中

系统重要性高、抵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或自愿参加存款保险的那些存款类金融机构。与之相对应，金融

机构参加存款保险的方式有三，即强制性、自愿性和自愿与强制相结合（见存款保险机构范围和方式示

意图）。参考《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２００９》的建议，考虑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业占据垄断
地位，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相对较大的现状，为了有效降低逆向选择，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实行存款类金融

机构强制保险制度，即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城乡信

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和外资银行在华机构等都必须参加存款保险，即选择下图第一区间的范围。

存款保险机构范围和方式示意图

为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提供保险保障可以说是存款保险制度的操作工具，其目的是通过为存款人

的存款损失提供有效保护，从而在投保银行发生问题时，消除由于问题银行存款挤提产生的恐慌蔓延到

整个银行业，阻止个别问题金融机构的风险扩大化、系统化，维持公众信心和金融稳定，所以，是否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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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存款人的存款保障额度对存款保险制度能否有效运转至关重要。在存款保险保障额度方面，主要有

实行限额保险还是实行全额保险的两种类型，顾名思义，限额保险就是存款保险机构只在一定限额内对

存款人在金融机构的存款提供损失赔付保证，全额存款保险就是对存款人在金融机构的全部存款由存

款保险机构提供全额保证。

目前，实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各国大都选择限额保险，其限额确定主要采取两种标准，一种标准是根

据一国人均ＧＤＰ的倍数来确定，ＩＭＦ推荐的标准为３倍；另一种标准是应以覆盖面为主考虑偿付限额，
保证９０％ 以上的存款人得到全额偿付。实践中各国普遍实行存款保障额度相对固定与及时调整原则，
如１９３３年美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时，规定的存款保障限额是２５００美元，其后经过多次调整，１９８０年提
高为１０万美元，《２００８年紧急经济稳定法》又将存款保险限额提高到２５万美元。

我国虽然一直实行隐性的金融债权国家保护制度，但从上个世纪末开始，除个人储蓄存款仍实行全

额保障外，对破产或行政关闭的金融机构自然人委托理财款项开始实行１０万元以上本金差额返还政
策，而且单位债权风险自担。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存款保险既要保障大部分存款人的财产安全，又

要有利于存款保险机构和存款人履行金融行政监管和市场监督职责，实行较高限额标准的存款保险制

度是最佳选择。借鉴各国存款保险限额标准，以及我国银行存款增长较快的特点，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应

设定较高的赔付限额，目前设定为２０万元比较合适，这一标准会使９９％（２００５年银行机构存款账户情
况抽样调查表）以上储蓄存款户享受到存款保险，可以比较切实有效地保护中小存款人的利益。

２００５年银行存款账户情况抽样调查表

存款账户金额 ５万元以下 １０万元以下 ２０万元以下 ５０万元以下

账户数占全部调查

存款账户数的比例
９６．１８％ ９８．３２％ ９９．３２％ ９９．７％

存款金额占全部调查

存款账户金额的比例
２０．５４％ ２９．４７％ ３７．６１％ ４６．０８％

账户金额与２００５年
人均ＧＤＰ的比例

３５９％ ７１７％ １４３４％ ３５８６％

说明：前三项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稳定报告２００６》，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０月第１版第１０８页，中国人民银行金融
稳定分析小组。２００５年人均ＧＤＰ为１３９４３．６０元，来源于《中国２００５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在我国存款保险保障的存款类型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仅对储蓄存款提供保险，这符合我国金

融机构市场退出实践中对企业债权国家不提供保障的做法，上述中央银行进行的存款账户调查就是基

于储蓄存款进行的；二是对储蓄存款和企业存款提供同等保险保障，但对金融机构同业存款和机关团体

的财政性存款不提供保险保障。我们认为第两种观点更适合我国国情，因为我国企业存款无论在账户

数量还是存款金额上，都占了银行存款的半壁江山，存款保险如果不对企业存款提供保障，一旦金融机

构出现风险，仍然可以造成存款挤兑从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另外，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金融体系

相对稳定的大环境中，将企业存款纳入存款保险还可以增加存款保险基金规模，提高保障能力。

四、我国存款保险基金构成和保险费率问题

存款保险基金主要由三部分构成———资本金、保费收入和保险基金投资收入。资本金是存款保险

机构经营运转和抵抗风险的基础，各国存款保险制度规定的存款保险机构资本金的筹集方式主要有三

种类型，即政府全额出资、政府与银行共同出资以及由银行全额出资等。根据前述我国存款保险机构适

宜的国有独资或控股组织架构，其资本金来源有两种选择，一是全部资本由国家出资，在具体出资方式

上也可以采取两种方式，即由中央财政全额拨付，或者部分由中央财政拨付，部分由外汇储备基金拨付；

二是控股资本金由国家出资，系统重要性银行缴纳其余部分资本金。

近年来我国银行机构虽然没有出现系统性风险，但个别金融机构经营失败的问题时有发生，为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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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存款保险机构的偿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与我国庞大的银行存款额相对应，存款保险机构的资本金应

保持一定的规模。目前，我国存款保险机构的注册资本应当不少于２００亿元人民币，具体构成上，可以
考虑由中央财政出资６０亿元，外汇储备基金拨付６０亿元人民币的等额外汇资金，工、农、中、建四家国
有银行各出资２０亿元。另外，还可以考虑在存款保险机构章程中规定，当存款保险基金达到一定规模
时，存款保险机构可以将经营收益部分转为资本，并有权赎回四家国有银行的股份，以消除其运营中的

商业银行影响因素。

存款保险费率是存款保险制度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各国存款保险制度采取的保险收费方式大致可

以分为两种模式，即单一费率模式和差别费率模式。前者不考虑投保银行的风险状况，按照统一标准计

算保险费；后者根据投保银行不同的风险等级，确定不同的存款保险费率档次，分别计算保险费。我国

银行机构的风险状况是大银行风险相对低、系统性影响大，中小银行风险相对高、系统性影响小，在宏观

审慎管理框架下要发挥存款保险机构的作用，目前可以选择实行基本费率与风险费率相结合的简单差

别保险费率，即存款保险费＝计算期投保银行的存款余额×（基本费率 ＋风险费率）。如对所有银行机
构的存款保险基本费率统一设定为万分之二，风险费率则要根据投保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确定，主要

依据资产规模和资本充足率两个指标确定保险费率，目前可在万分之零点五到万分之一之间浮动。这

种基本费率加浮动费率的制度设计，既有助于筹集足额的存款保费基金（见前溯至２００５年的我国存款
保险基金规模估算表），还有助于防范投保银行的道德风险，也赋了存款保险机构一定的监管权利，有

助于健全和完善我们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体系。

前溯至２００５年的我国存款保险基金规模估算表（单位：亿元）

年份

存款额

存款总额 储蓄存款

年保费收入 保险基金总额

１ｂｐ ３ｂｐ １ｂｐ ３ｂｐ
全部

存款

储蓄

存款

全部

存款

储蓄

存款

全部

存款

储蓄

存款

全部

存款

储蓄

存款

２００５ ２８７１６９．５２ １４１０５０．９９ ２８．７２ １４．１１ ８６．１５ ４２．３２ ２８．７２ １４．１１ ８６．１５ ４２．３２

２０１０ ７１８２３７．９３ ３０３３０２．４９ ７１．８２ ３０．３３ ２１５．４７ ９０．９９ ２８６．０３ １２８．３９ ８５８．０９ ３８５．１８

２０１５ １４５２１８５．９８ ５２３８７０．３９ １４５．２２ ５２．３９ ４３５．６６ １５７．１６ １０４４．８４ ５４１．４２ ２７３４．５２ １２２４．２５

２０２０ ２９３６１３５．８５ ９０４８３９．８６ ２９３．６１ ９０．４８ ８８０．８４ ２７１．４５ ２１７４．６８ ９０９．３６ ６１２４．０５ ２３２８．０８

　　说明：本估算表中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０年的存款总额和储蓄存款数据摘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其年均增长率为什２０．
１２％和１６．５５％。考虑到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下浮５个百分点，即１５．１２％和１１．５５％计
算。存款保险费率按２个基点上下浮动１个基点计算，资本金按２００亿，从２０１５年开始计入，暂不计算投资收入。

在存款保险保费征收方式上，我国存款保险基金可以考虑实行统一的事前征收模式。主要理由有

三：其一，事后征收主要是共同保险机制下的制度安排，这对防范个别银行机构风险相对有效，对大规模

系统性风险则无法有效应对；其二，事前征收符合我国已经实行的证券投资者保障基金、期货投资者保

障基金和保险保障基金的相关规定，可以保证制度的一致性；其三，事前征收可以形成有效的基金积累，

还可以通过基金投资收入实现基金规模的自我增长，为银行机构破产倒闭形成有效的资金屏障。另外，

存款保险制度设计中还要设定必要的限额，如果某银行机构缴存的保费达到法定限额后，存款保险机构

应当停止向该银行收缴保费。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法定限额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应当和银行的风险状况

挂钩，并根据情况适时调整。

五、存款保险公司对市场退出机构的监管与破产清算职能

各国存款保险机构对可能或实施市场退出的投保机构主要有三种参与方式，即不参与、适当参与和

全面参与。银行机构实行市场退出不仅关乎本机构的出资人，更关乎银行存款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还

关乎一国银行体系的稳定，作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金融安全网的重要一环，存款保险机构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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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机构的市场退出事宜既不利于投保银行风险防控，也不利于存款保险基金的保全，更不利于银行破

产处置成本的控制。所以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存款保险机构全面参与市场退出机构的风险监管与破产

清算的制度安排，从具体内容上看，全面参与主要包括参与市场退出银行机构的风险监管，主导破产重

整与债务承接安排，负责破产清算，以及参与对破产银行相关人员的法律追责等方面。

在我国现行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银行业监督管理机关负有主要的银行监管职责，中央银行、

外汇管理机关、证券监督管理机关和保险监督管理机关承担部分监管职责。在构建存款保险制度后，存

款保险机构将承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关和中央银行承担的银行机构市场退出管理职责，与之相适应，需

要赋予存款保险机构必要的风险监管职权，对经营正常的银行机构而言，存款保险机构的监管主要通过

前述确定保费的浮动费率、投保资格等措施来实施，并实现与专业监管机关的良性互补。对经营失败的

银行机构而言，存款保险机构的监管则要深度介入，有权根据明确的标准对该银行是否处于或即将处于

严重的财务困难做出早期研判，并有权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以便将机构风险降到最低或控制在可控的

范围内，并将存款保险基金损失降到最低。

与一般工商企业不同，银行机构破产倒闭系统性影响大、风险传染效应强，需要实行特殊的制度安

排。根据新《企业破产法》和《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我国银行机构的破产启动有两种途径，一是由

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二是商业银行

自己报经银行业监管机关同意后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在实际操作中，对经营失败的银行机构，监管机

关通常会实施接管、重组、撤销或关闭等行政处理措施，债权债务清理也基本完成。人民法院通常要求

金融监管机关或主管地方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后再允许进入破产司法程序，并确定由国务院金融管理

部门或地方政府主导破产清算工作。在设立存款保险公司后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下，存款保

险公司负有对存款人的保险赔偿责任，履行保险责任人通常也会是破产银行机构的最大债权人，应当通

过存款保险法规定由存款保险公司担任破产管理人，并规定重整程序是银行机构破产的必要程序。存

款保险公司根据授权主导进行银行破产重整，可以通过银行持续经营援助（ｏｐｅｎＢａｎｋ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ＯＢＡ）
和投保存款转移（Ｉｎｓｕｒｅ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ＩＤＴ）等措施来实现债权调整，达成重整协议，从而实现存款
人合法权益最大保障、债权人最小损失和存款保险基金最小损失，进而实现破产申请银行的重整再生。

存款保险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其对投保银行的管理上仍应以市场化运作为主要方式，在破产清

算管理上，存款保险机构应当参与破产银行资产处理回收管理和财产分配事宜，目前实现的破产倒闭银

行机构资产委托资产管理公司或其他银行机构处理可以视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制度尚不健全环境

下的权宜之计。在破产银行资产处置过程中，法律可以授予存款保险机构在立案、证据和执行等方面的

相应的司法便利权，以提高其资产处置效率。

另外，为保证存款保险机构的金融监管权和破产财产管理权的有效实施，在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

框架中，还应当赋予存款保险机构对有不当行为的破产倒闭银行之董事、经理等高级职员和内外部审计

人员等相关责任人员的追诉权，并通过适当的权力划分实现和金融监管机关等金融安全网其他成员行

政权力的有效配合。

六、结论

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应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作为完

善我国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重要措施之一。在目前阶段应当设立由国有的非营利性的并承担部分

金融监管职责的存款保险公司，实行强制保险和较高限额保障，通过实施差别化保险费率，享有部分监

管权力和主导银行机构破产清算等职责实现存款保险机构与中央银行、专业金融监管机关等其他成员

的协调配合，形成金融综合管理合力。

（责任编辑：黄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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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信息经济学分析

马国泉

　　［摘要］金融消费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金融消费对象的金融商品具有高度的虚拟性、信息
不对称性，导致金融消费者巨大的信息搜集成本。信用是金融消费成功的关键，但是信任不是凭空就能建立的，他们不

仅需要证券技术，更需要金融交易法和金融监管法来支撑，尤其是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实现对金融消费者及

时、有效、适度保护。

［关键词］金融消费；金融消费者；

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
信息不对称

一、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提出

（一）金融消费的出现

构成消费者最基本的两类行为是消费行为和储蓄行为，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影响着消费者的收入

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分配。随着金融结构变迁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及发展，消费者的收入分配行为

模式也不断发生变化，如，除了传统上的商业贷款来增加当前的可支配收入，还可以利用对金融商品的

投资增加未来的财富，借以摊平未来的负担。尤其是在现代金融社会里，就像人们的衣食住行一样，人

们对金融的需求已逐渐内化为个人消费需求的深层要求，通过金融消费途径可以有效解决个人生活消

费需求，缩小收入差距。通过金融消费活动，不仅可以有效地改变个人的消费时间以及空间，更重要的

是可以改善个人的消费质量以及生活质量。

金融消费者实现个人金融需求的途径包括利用支付结算需求、信用供给与需求以及金融资产运用

需求。个人不论是涉及银行存贷款或者购买各种保险，不论是购买股票、债券还是办理信用卡，或者是

购买花样繁多的个人理财产品还是买卖黄金或者是外汇，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生活中对支付结

算、信用供给与资金运用等不同方面的金融需求。

（二）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

一般认为，金融消费者指的是传统上消费者的概念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延伸和演化，泛指与金融服务

机构确立金融交易或服务合同关系，享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其特征如下：第一，发生资金移动即应该

有提供资金或者服务的转移支付机制；第二，风险管理，即必须对其所购买的金融商品或者服务进行风

险管理评估并且做出决策；第三，把未来预支，主要体现在家庭信用，包括向私人的借款、较长期无担保

借款、短期无抵押贷款、担保借款等等；第四，储蓄或投资，让渡闲散资金的使用权构成将来的现金流入。

金融消费者与普通商品消费者的最大差别在于：金融消费者购买金融商品或者享受服务的消费行为不

仅仅是导致当前的现金流动，而且还直接关系着将来的现金收入或者支出，并且为未来导致了一定程度

的不确定性风险，这种不确定性包括可能是不确定的收益也有可能是不可预知的风险，这些不确定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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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利用金融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传播到整个经济中去，产生极大的负外部

性。〔１〕

由于金融商品的虚拟性及复杂性，作为个体的金融消费者，其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具体

了解到所有金融商品和金融服务者的收益变化和市场波动等方面的信息。〔２〕 然而由于这一问题又无

法依靠金融市场机制自身改善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通过制定

完善、具体的金融法律规范来弥补市场缺陷，形成对金融市场、金融服务机构和金融活动的明确制约，为

金融消费者提供有效的保护。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信息经济学分析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

施蒂格勒认为，经济主体掌握的初始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因此其决策和行为都面临着极

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由于信息具有消除不确定性的功能，经济主体要做出最优决策，必须对相关信息

进行搜寻，但搜寻是需要经济成本的。这样，信息就和成本、收益联系起来。由于经济关系的一方主体

掌握的信息比另一方主体多，他多掌握的就是他的“私有信息”，从而他有利用私有信息占便宜的动机。

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主要问题是不讲真话和不守信诺。结果是导致欺骗行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信

息经济学告诉我们，好的制度设计能够自行“区分真伪”，好的制度能够提供遵守合同的激励。〔３〕

（二）信息不对称对金融消费者的影响

如哈耶克所言：“资源的配置都是特定决策的结果，而人们做出的任何决策都基于给定的信息。”〔４〕

尤其是在金融市场中，金融服务者提供的交易对象是虚拟的金融商品及服务，交易主体没有类似于实体

经济的交易主体的限制，交易以获利为目的，没有时间和空间的严格限制，价格的形成主要靠信息来形

成和交易。〔５〕 因此，金融市场所面临的最根本问题不是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是如何利用好分散在整个

市场中的不同信息。信息经济学研究表明，卖者比买者拥有更多的私人信息的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产生

的非对称性市场是最普遍存在的非对称性市场，金融资本市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

信息不对称极有可能造成两种负面现象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１．逆向选择对金融消费者的影响
逆向选择是指与广义的商品质量或交易对象素质方面有关的信息不对称相联系，主要是在交易之

前对人们的行为造成影响，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通过隐匿信息可能做出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另一方的

选择行为，当金融消费者受到伤害时即“购买次品”时，金融消费者也不再选择“好商品”，或者在选择

“好商品”时不愿付更高的成本。金融消费者在金融商品或服务信息披露不完全的情形下，再加上个体

本身的经济、知识程度等条件的制约，根本不可能清晰地辨别金融商品的质量瑕疵，所以无论质量再好

的金融商品或者服务，他只同意用一般质量的金融商品的对价来支付。这样，在良莠不齐的金融市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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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那些成本较高的质量上乘的金融商品，按照一般质量价格来支付，导致这

类金融商品的生产者获取的利润就相对较低。生产质量上乘的金融商品反而无法获取应该得到的利润

或者价格激励，因此，质量上乘（高于平均的）金融商品就逐渐会退出市场，最终结果是金融市场上只剩

下那些质量较低的金融商品。这样会行成一个恶性循环：当购买到质量依次下降的金融商品或者服务

时，金融消费者乐意支付的对价从而也会随之下降，那些质量较次的金融商品也会由于利润降低或者亏

本而退出市场。经过一定时期的恶性循环达到平衡时，只留下质量较次的普通商品或劣质商品充斥在

市场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柠檬市场”。这种因为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 “柠檬市场”影响着金融消费

者需求的实现，这种现象使得市场风险极容易被放大和强化，严重影响金融秩序和损害金融消费者利

益。

２．道德风险对金融消费者的影响
道德风险是指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一方获得自己行为的收益，但是却把行动的成本移

转于给他人，导致他人损失的可能性。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专业知识有限性、搜寻信息的高成本以及

金融服务机构对信息的故意隐匿导致了金融服务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严重信息不对称发生。

在金融消费中，作为信息优势的主体是金融服务机构，而信息劣势的主体是金融消费者。金融服务

机构同金融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即金融消费者是委托人，而金融服务机构

是代理人，所以，金融服务机构为了谋求最大化的自身利润，本能地具备依赖其信息优势地位侵害金融

消费者利益的道德风险或者动机。〔１〕 道德风险的危害极大，一方面会造成信息劣势的一方遭受财产损

失，另一方面会打破原来的市场平衡，造成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三、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信息经济学对策

金融业是“三信”产业即信息、信用、信心三位一体，信息是前提，信用是核心，信心是保障，共同支

撑起金融大厦。〔２〕 金融交易是跨时空的价值交换〔３〕，正因为金融交易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人际价值交

换，彼此信任是交易成功的关键，信用和安全是金融交易的核心基础。但是信任和安全不是凭空就能建

立的，他们不仅需要证券技术，更需要金融交易法和金融监管法来支撑，尤其是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和

完善。

（一）金融服务机构的广告信息标准

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出发，金融服务机构的广告信息（有关金融商品和服务的）是与金融

消费者知情权相对应的，保证金融消费者实现知情权的义务，以避免出现金融消费者不了解金融交易信

息的条件下盲目地接受金融服务机构提供的金融商品或服务，从而无法满足本身期待的利益，甚至导致

金融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都落于不合理的危险之境地。〔４〕 金融商品或服务信息应当符合以下的标准：

１．真实性即金融信息首先所必须具备的性质。金融服务机构在销售宣传时没有虚假性陈述以及误导性
解释；２．充分性即所披露的金融信息应该具备完整性并且能够充分地体现金融交易的重要的实质性内
容。判断信息具有“重要的实质性内容”的标准是：一是只要信息可能影响或决定着金融消费者做出正

确的判断或选择就意味着是具有重要的实质性内容；二是只要信息可能影响和决定着金融消费者正当

行使权利或正常使用金融商品、享受金融服务的情况就说明具有重要的实质性内容；３．有效性即披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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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要具有明白易懂和及时传递的特性。金融服务机构在披露金融信息时，尽量使用通俗易懂、浅显直白

的语言，禁止使用漫天的金融专业术语和晦涩难懂的技术概念，以便更好地让金融消费者理解和接收金

融服务机构所披露的金融信息。此外，金融信息的披露应该具备及时性，传递信息时应该在金融消费行

动之前而不是在金融消费行为终结之后，更不应该传递业已失效的金融信息。

（二）向特定金融消费者提供信息的义务

对特定金融消费者的“信息提供”是以了解金融消费者为基础的。

１．提供信息的内容：其一是关于金融服务提供者及其服务的相关信息；其二是所蕴含风险的合理提
示和说明信息；其三是执行的场所；其四是成本及相关的费用。

２．提供信息义务的性质是一种“结果义务”即判断是否完成的标准以是否达到某一结果。也就是
说，违反向金融消费者提供详细信息的义务即构成过错，在金融消费者受损害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民事

损害赔偿。

３．提供信息的时间。提供信息的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合同条款、金融服务提供者等相关信
息；第二部分是特定金融工具或者投资服务的性质、风险、成本、费用等信息。前者的提供应该在金融消

费者与金融服务提供者签订服务合同之前。后者的提供可以在向金融消费者提供特定的金融工具或者

投资服务之前的合理期限内。

４．信息提供的载体。信息必须以一种“持久媒介”的形式提供，原则上应以书面形式提供。
５．举证责任。信息提供义务是一种“结果义务”。金融服务提供者不能要求金融消费者签订“我已

经获得所有需要的金融信息”的条款来逃避自己的举证责任。

（三）获取金融消费者信息的义务

应当遵守“了解你的客户”的原则向金融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这样才能更好地根据金融消费者的

认知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提供相应的金融工具或者投资服务。借鉴欧盟立法经验，有必要对金融服务

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进行分类：第一是资产组合管理和投资建议（类型Ⅰ）；第二是交易指令的执
行———单纯服务（类型Ⅱ）；第三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其他投资服务（类型Ⅲ）。其中，第一类金融服务
对金融服务提供者的要求最高，而第二类金融服务对金融服务提供者的要求最低。

１．类型Ⅰ的金融服务———应当通过适宜性测验。金融服务提供者应当获取金融消费者下列信息：
首先是该金融消费者或者潜在金融消费者与该特定类型的金融商品或服务相关的金融知识及经验；其

次是金融消费者的资产状况；第三是金融消费者的投资目标。尤其是，金融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据这些信

息估算其所建议的金融商品或服务与该金融消费者的投资目标是否相适宜，相关风险是否在该金融消

费者投资目标的预期之内。所以，在类型Ⅰ的金融服务中，应该是金融服务提供者对特定的交易是否符
合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做出最终决定。

２．类型Ⅱ的交易指令执行———单纯服务（类型Ⅱ），金融服务提供者获取信息的义务最低。因为此
种金融服务仅仅是执行交易的指令服务，金融服务提供者不需了解金融消费者的资产状况、投资目标、

相关知识及经验即无须获取任何金融消费者信息。

３．类型Ⅲ的金融服务———应当通过适合性测验。这类金融服务要求金融服务提供者获取信息的义
务要低：该金融消费者或者潜在金融消费者与该特定类型的金融商品或服务相关的金融知识与经验。

目的在于帮助金融服务提供者判断提供或者即将提供的金融工具或者服务与该金融消费者或潜在金融

消费者的金融知识与经验是否相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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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险告知义务

保护金融消费者财产安全是金融机构的法定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准确地揭示有关业务的风

险，同样是金融服务机构的一种告知义务。各国为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者自愿开户的条件下，一方

面规定金融服务机构应该履行说明义务，同时要求金融机构应该履行风险告知或告知制度当作说明义

务的补充和强化。而风险告知或者告知的最终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警告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之前

应该慎重地估算投资风险；二是只要金融服务机构依据法律规定履行了风险告知或提示，金融消费者自

行评估并自负风险责任，这样就分清或者免除金融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

揭示金融商品或服务的风险是当前金融服务机构面临的突出问题，金融消费者主动要求了解或者

购买有关金融商品时，金融服务机构应当向金融消费者说明有关金融商品的风险和风险管理的基本知

识，并以书面形式确认是金融消费者主动要求了解和购买该金融商品。风险提示应设计金融消费者确

认和签字栏，确认栏应载明金融消费者抄录：本人已经阅读上述风险提示，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本金融

商品风险，愿意承担相关风险损失。金融商品交易法规定，如果没有做到以上风险告知义务，金融商品

运作出现亏损时，金融机构应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五）保护私人金融信息

个人金融信息即金融隐私权，是指个人在参与金融交易、金融服务等金融活动时，对与此产生的相

关信息享有支配并排除他人非法侵害的权利。我国对金融隐私保护比较滞后，当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

门保护金融隐私的基本法，对个人金融信息的保护分布于银行、证券、保险等相关金融法规，立法层次不

高，规定过于笼统，法律救济手段不足。随着网络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信息的数量和内容也在不

断增加和充实，在金融领域侵犯个人信息隐私权的纠纷屡见不鲜。〔１〕 因此，尽快进行《个人信息保密

法》及《征信法》的立法，规范金融服务机构必须履行的保密义务及例外条款，严格规定个人金融信息的

搜集和利用范围，加强对违规利用个人隐私信息的惩罚强度和力度，严禁个人金融信息的隐私权以防止

被滥用于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目的。

（责任编辑：黄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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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安全视阈下的资产证券化监管法律制度改革

于朝印

　　［摘要］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工具，资产证券化在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在相关国际金融组织及主要发达国家的努
力下，资产证券化正在逐步得到恢复。要保障资产证券化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对资产证券化进行监管法律制度改革。对

资产证券化监管的首要目标是维护金融安全，对金融效率、金融自由的追求必须符合维护金融安全的要求。相关国际组

织及一些国家对资产证券化监管法律制度改革的实践基本表明，金融安全是金融监管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金融安全；资产证券化；监管法律制度；

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
改革

一、资产证券化：金融安全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证券化”、“资产证券化”与“结构性融资”这三个术语可以交互使用，它们都是指企业用资产产生

的现金流进行融资，而“证券化”则特指在现金流的基础上发行证券。〔１〕学界与实务界几十年来从不同

的侧重点对证券化下过很多的定义，但不管是那个学科，金融学或者是法学，证券化的定义中都突出了

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工具的特征，金融学的定义中突出了证券化相对于传统融资方式的创新，法学

则突出了证券化中权利实现方式的创新。

理性认识与利用作为金融创新工具的证券化对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对于证券化，利用得当则利于金融与经济发展，利用不当则会造成诸如金融危机一样的损害。在次贷危

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人们才渐渐地意识到证券化犹如希腊神话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在带来金

融繁荣与投资活跃的表象背后隐藏着种种危险与杀机。全球的私人担保证券总发行量从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几乎从零开始，到２００６年高峰时已达到了５万亿美元。但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逐渐发现曾如
此繁荣的证券化也成为引发危机的原因之一。美国经济学家 ＮｏｕｒｉｅｌＲｏｕｂｉｎｉ曾指出，危机发生的原因
是很多泡沫破裂的结果，其中把房屋抵押贷款及其他贷款转化成复杂的、有毒的和破坏性的金融工具的

证券化产品就是其中的泡沫。〔２〕ＨｏｌｄｅｎＬｅｗｉｓ指出，道德风险是指当人们在以某种方式得到保护或保障
时会如何轻率行事。房屋抵押贷款标准变得不严格是因为抵押贷款的每个环节在获取利益的同时都会

认为它会把风险传给下一个环节。〔３〕资产证券化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实现风险隔离，风险隔离一个负

面作用就是会造成抵押贷款过程中的道德风险。虽然本次金融危机不能全部归罪于资产证券化，但是

证券证券化得到不当应用也是不争的事实。危机后，资产证券化的发行量急剧下降，到２００９年上半年，
全球的私人担保证券化的发行量只有１万多亿美元，发并且在总发行量中有６千多亿美元是资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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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票据（ＡＢＣＰ），就美国来说，债务抵押证券（ＣＤＯ）以及以其他证券化产品作为支撑的债务抵押证券
（ＣＤＯ２）与私人担保ＭＢＳ市场几乎全部崩溃。〔１〕

虽然资产证券化遇到了发展过程中的低谷，“但是，如果以此就认为证券化的高潮已过，甚至寿终

正寝，那就太小觑华尔街银行家的创新能力和生存能力了。”现在瑞信、高盛等知名投行正推出保单证

券化业务，这有可能会成为继按揭抵押证券化产品后的又一资本市场热点。〔２〕 除此之外，美国的资产

证券化市场上在进行被称之为“Ｒｅ－Ｒｅｍｉｃｓ”的再证券化活动。Ｒｅ－Ｒｅｍｉｃｓ被用于对那些从起初是
ＡＡＡ级但后来被降级的优先的私人担保按揭贷款支持证券（ＭＢＳ）的再证券化。在一个典型的 Ｒｅ－
Ｒｅｍｉｃ中，一组被降级的证券被划分成新的ＡＡＡ级优先证券与低级别的中间级证券。２００９年的上半年
主要针对以优质按揭抵押贷款支持的ＭＢＳ大约发行了２５００亿美元。鉴于大多数在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０７年
间发行的私人担保ＡＡＡ级ＭＢＳ证券都已经降级，这一市场发展的潜力可能是巨大的。〔３〕 ２００９年底澳
大利亚的ＢｅｎｄｉｇｏａｎｄＡｄｅｌａｉｄｅＢａｎｋ公司发行了十亿澳元的居民住房抵押贷款证券，这一少有的市场发
行表明了投资者对证券化资产的需求正在回升。〔４〕 另有报道，加拿大的证券化市场经过两年的低 Ｓｅ
ｃｕｒｅｄＣｒｅｄｉｔ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ＣＳＣＦ），从４月份开始，Ｎｉｓｓａｎ与ＢＭＷ都进行了私人交易，在６迷也正在恢复，加政
府在２００９年１月宣布发行１２０亿加元的加拿大有担保信用融通（Ｃａｎａｄｉａｎ月福特汽车证券化信托在没
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在公开交易中销售了价值６亿加元的ＡＡＡ级证券。〔５〕

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来看，对证券化都有必要进行监管。首先，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形式，其

起源就有“脱法”的嫌疑。ＴａｍａｒＦｒａｎｋｅｌ曾指出，信托与证券化作为创新，它们都被运用于规避税收与
监管的目的。〔６〕 虽然学界与实务界对于政府的监管方式与范围一直存在争议，但是任由金融活动不受

监管地自行其是恐怕也不符合金融的发展规律。其次，既然证券化是一种金融工具，其设计、使用与操

作等事项就应当受到规制，否则这种金融工具就会被滥用，造成对金融与经济的破坏。再次，金融危机

发生后，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证券化也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在ＩＭＦ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中指出，证券化市场存在着诸如证券化增加了风险集中与关联、信用评级机构的利益冲突与方法论缺

陷、会计标准落后于证券化市场的发展和有缺陷的审慎监管等问题，〔７〕也可以说，证券化市场所存在的

问题也是引起金融危机的诸多原因中的组成部分。既然已经发现了证券化所存在的诸多问题，而且也

可以确定证券化这种金融工具也不会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淡出历史舞台，那么对证券化进行监管就理

所当然了。

二、相关国际金融组织及国家的资产证券化监管法律制度改革

次贷危机后，相关国际金融组织与美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对资产证券化市场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并提

出了很多的监管措施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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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Ｐ８５－９２．



（一）相关国际金融组织的资产证券化监管法律制度改革

１．国际证券委员会的资产证券化监管法律制度改革
２００９年９月，ＩＯＳＣＯ发布《对证券化市场与ＣＤＳ市场的最终监管建议》，该建议的最终建议１和最

终建议２是针对证券化市场的。针对错误动机的最终建议一包括：（１）为使证券化价值链条中利益适
当地一致，考虑要求发起人与／或保证人（ｓｐｏｎｓｏｒ）保留对证券化的长期风险；（２）通过由发行人向投资
者披露所有由承销商、保证人及／或发起人所实施或承担的验证（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ｉｔｏｎ）与风险控制以要求增加透
明度；（３）在服务商提供的服务或意见影响到投资者购买证券化产品时，要求由发行人雇佣或以发起人
的名义提供服务的主体的独立性；（４）要求发行人的服务商保留与证券化产品期限一致的流通报告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ｏｆｒｅｐｏｒｔｓ）。针对不当风险管理行为的最终建议二包括：（１）对发行人向投资人的披露的提高
提供监管支持，包括基础资产池运行的初始与持续信息。披露还应当包括对发行人有直接或间接责任

的人的信用可靠性的详细信息；（２）在相关市场中重新审视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及有经验的投资人的
定义，并在相关市场的背景下提高这些要求；（３）鼓励投资者开发有助于理解复杂金融产品的工具。〔１〕

在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Ｇ—２０的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发布了２０项建议应对在《金融危机与信息空白》报
告中所述之信息空白（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ａｐｓ），其中第六项建议是：证券市场的监管者通过ＩＯＳＣＯ进一步调查
复杂结构产品的披露要求，包括为金融报告目的的公开披露要求，考虑到监管者与其他相关主体的工

作，如果必要则提出其他改善的建议。〔２〕 作为回应，２０１０年５月，ＩＯＳＣＯ公布一篇名为《资产支持证券
（ＡＢＳ）披露原则》的报告，对证券监管者发展与重新审视其公开发行与上市监管披露规则体系提供了
指导。ＡＢＳ的披露原则概括规定了对公开发行与上市的ＡＢＳ的发行与上市文件中应当包括的信息，它
应当包括下列详细信息：１．对文件负责的当事人；２．交易涉及的当事人身份；３．证券化交易涉及的重
要当事人的作用与责任；４．静态资产池信息；５．池内资产；６．池内资产重要的义务人；７．资产支持
证券的描述；８．交易结构；９．信用增级及其他支持，不包括某些衍生产品；１０．某些衍生产品；１１．风
险因素；１２．市场；１３．公开发行的信息；１４．税收；１５．法定程序；１６．报告；１７．附属机构与某些关
系及相关的交易；１８．专家与法律顾问的利害关系；以及１９；其他信息。〔３〕

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产证券化监管法律制度改革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在分析总结了危机前的资产证券化所

存在的问题后，提出了旨在重启稳定的证券化的政策措施，具体包括：第一，信用评估机构改革，投资者

对证券化产品或结构信用产品的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为必要的，但是在不同的监管

中评级要求，有关部门事实上不经意间鼓励了它们的过度使用。第二，提高披露与透明度标准，修正证

券化市场的标准，提高披露和透明化标准，以使沿媒介链参与的各方都能实施充分的适当谨慎。提高披

露标准并把构成结构金融产品基础的资产的详细信息公之于众也有助于减少对评级购买。第三，重构

监管资本规定，银行业监管巴塞尔委员会（ＢＣＢＳ）已对巴塞尔 ＩＩ框架中的不足进行了不同的改善。这
些变化包括多重目标，旨在通过增加附在这些暴露下的风险权重来更好地反映证券化产品与再证券化

产品的风险，并消除下列监管套利（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ａｒｂｉｔｒａｇｅ）机会。第四，建立在长期业绩（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基础上的补偿，对结构证券化引入长期全面的审视会使发起人更好地对风险返回的交易证券
负责，并对更好的承销标准提供激励。以前，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允许证券化主体在证券化起始就承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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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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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ＩＯＳＣＯ／ＭＲ／１７／２００９Ｍａｄｒｉｄ，４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９，ＩＯＳＣＯｉｓｓｕｅｓｆｉｎ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ＤＳ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ｏａｒｄ，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ｒｉｓｉ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ａｐ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ＲｅｐｏｒｔＡ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ｓａｎｄＴｉｍｅｔａ
ｂｌｅｓ，Ｐ９．

ＳｅｅＩＯＳＣＯ／ＭＳ／０２／２０１０Ｍａｄｒｉｄ，０８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０，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ｆ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ａｎｄＬｉｓｔｉｎｇｓｏｆＡｓｓｅｔ
Ｂａｃｋｅ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ＡＢＳ）．



售收益。现在，根据美国ＧＡＡＰ的规定，某些按揭贷款的证券化如果没有转移控制权，将不允许做销售
收益的会计处理；相反，证券化主体要随着时间推移在收益报酬时才能认可收益，由此消除了这些证券

化的先期盈利。这样会提高收益报表的透明度并向发起人提供更好地评估暴露在证券化下的风险的激

励。第五，产品的标准化与简约化，大多数产品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有益的标准化。这将增加透

明度，也会增加市场参与者对市场风险的理解，以便于流动性二级市场的发展。如果证券化产品能够简

化，那么价值评估的困难也会降低。第六，最近几项政策动议企图使更多的证券化主体受到利益制衡，

以确保有人对勤勉的贷款承销与监管承担责任，为了激励发行人更强的勤勉努力，欧洲与美国的相关机

构建议修改与证券化有关的监管规定以激励发行人在他们发行的证券化产品中保留一定的经济利

益。〔１〕

（二）美国的资产证券化监管法律制度改革

美国２０１０年７月通过的《金融改革法》要求银行与其他金融公司必须审查按揭抵押贷款申请人的
收入和信用历史，以确保他们能偿还。把按揭抵押贷款进行打包成投资工具的企业在其账册上至少保

留这些投资工具的５％。这是对企业保证贷款质量的一种激励，而不是把问题贷款转而全部丢给外部
的投资者。〔２〕

《金融改革法》第９４２条在信息披露方面，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制定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者提供信
息格式的标准，它应当在可行合理的限度内，利于对相似的资产类型就这些信息进行比较。”

“要求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者，最低限度地披露资产层面或贷款层面的信息，如果这些信息是投资

者实施合理谨慎所必须，它应当包括：含有与贷款经纪人或发起人有关的唯一标识符的信息；支持证券

资产的经纪人或发起人补偿的性质与程度；由发起人或这些资产证券化业者所保留的风险数值。”

另外，美国财政部已特别要求ＴＲＡＣＥ（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Ｅｎｇｉｎｅ）进行扩张，以包括资
产支持证券。事实上，在 ２０１０年 ３月，金融监管局（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扩张了
ＴＲＡＣＥ的职能，以包括联邦政府机构、政府企业、以及由政府发起的企业（ＧＳＥｓ）所发行的债券，以及在
ＴＲＡＣＥ所选择的债券在一级市场中交易。在这种扩张下，ＴＲＡＣＥ的交易经纪商应当报告。除了别的
以外，金融监管局（ＦＩＮＲＡ）会向公众发布由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如房利美、房地美、联邦家庭贷款银行和
联邦农业信用系统发行的与非按揭抵押贷款类的债券在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上的交易情况。而且，在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２日，证券交易委员会（ＳＥＣ）批准了 ＦＩＮＲＡ制定的将 ＴＲＡＣＥ包含所有资产支持证券
（ＡＢＳ）的规则，包括按揭抵押贷款支持证券（ＭＢＳ），以及债务担保证券（ＣＤＯ）。尽管没有效率，ＦＩＮＲＡ
起初只是想收集ＡＢＳ的交易信息，经过对市场详细的分析和观察后，ＦＩＮＲＡ会决定公布ＡＢＳ的信息是
否适当。〔３〕

三、资产证券化监管法律制度改革的逻辑起点：金融安全

（一）危机前的证券化产品交易

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ＩＯＳＣＯ）在２０１０年７月发布了《结构化金融产品的透明度》的最终报告，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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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Ｐ９３－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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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ＩＯＳＣＯ２０１０／０７），Ｐ１４．



告对危机前的证券化产品的交易市场与形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

全球的结构性金融产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ＦＰ）的交易几乎都是在场外交易的基础（ＯＴＣ
ｂａｓｉｓ）上进行的，尽管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交易可以在受监管的市场或有组织的市场上进行，如英国、德
国、巴西、瑞士、意大利和香港，但是交易却很少在这种市场上发生。几乎所有的国家主要的交易方式还

是通过传统的人工经纪（ｖｏｉｃｅｂｒｏｋｉｎｇ）进行的。虽然有少数几个国家允许某些ＳＦＰ产品在电子平台上
交易，如澳大利亚，但也不占据重要的市场份额。在美国，与证券有关的很多ＳＦＰ的上市与销售要在证
券交易委员会（ＳＥＣ）登记，在公开上市后销售并公开地在场外交易中交易。它们不允许在证券交易所
进行发行与交易。另外，在美国几乎所有的 ＣＤＯ产品在豁免交易中销售的，不必在 ＳＥＣ登记。在欧
洲，危机前ＳＦＰ产品本打算在受监管的市场上发行但是进行场外交易。在资产支持商业票据（ＡＢＣＰ）
市场中，产品几乎全部是私募提供的。尽管在一些国家在技术上可以允许 ＡＢＣＰ在管监管的市场上交
易，但实际上却不可行。〔１〕

（二）资产证券化监管法律制度改革的逻辑起点：金融安全

本轮资产证券化监管法律制度改革是通过加强监管以实现本领域中的金融风险可控性，从而维护

金融安全，可以看出，金融安全是作为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存在的。

金融风险是指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时，由于结果与预期的偏离而造成资产或收入损失及未获利

的可能性。〔２〕 在金融活动中信息不对称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结果与预期的偏离也就成为一种常态，在

这个意义上说，金融风险是金融活动的必然产物。但是，金融风险的产生构成对金融安全的威胁，金融

风险的积累和爆发造成对金融安全的损害。〔３〕 因此，控制风险就成为维护金融安全的首要手段。控制

金融风险大体上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第一条是“通过贯彻古典契约自由精神、偏向于保护卖方

利益的‘购者自慎’原则”来实现。〔４〕 但是在金融市场、金融产品日渐复杂化与专业化的背景下，“购者

自慎”原则要发挥发用只能是投资者少投资或不投资。第二条途径是通过金融监管规范金融市场和金

融产品。虽然监管不能解决金融领域中的所有问题，并且监管者还会被监管者俘获、造成权力寻租以及

金融活动的低效率等问题，但是监管可以使投资者能够在掌握较为全面的信息的条件下实现对金融风

险的控制。相对于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的股票与债券等场内交易而言，证券化产品受到的监管是比

较少的，因此存在于证券化领域中的金融风险的可控性就相对较小。前述资产证券化领域中的监管法

律制度改革，基本上是通过下列监管来加强对证券化领域的风险的控制，从而维护该领域中的金融安

全。

１．提高透明度以实现证券化领域的金融安全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提高透明度也是对证券化产品进行监管的最好办法，也是投资者了解证券化

产品最佳的途径。前述几个法律文件中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了透明度的问题。ＩＯＳＣＯ发布《对证券
化市场与ＣＤＳ市场的最终监管建议》中，有两项提高透明度的建议：通过由发行人向投资者披露所有由
承销商、保证人及／或发起人所实施或承担的验证（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ｉｔｏｎ）与风险控制以要求增加透明度；对发行
人向投资人的披露的提高提供监管支持，包括基础资产池运行的初始与持续信息。披露还应当包括对

发行人有直接或间接责任的人的信用可靠性的详细信息。ＩＯＳＣＯ公布的《资产支持证券（ＡＢＳ）披露原
则》，列举了ＡＢＳ发行与上市应当披露的事项，对证券监管者发展与重新审视其公开发行与上市监管披
露规则体系提供了指导。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也明确抽调提
高披露与透明度标准，修正证券化市场的标准，提高披露和透明化标准，以使沿媒介链参与的各方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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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充分的适当谨慎。

２．风险保留有利于消除道德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贷款机构对贷款对象不严格审查，甚至向“三无”

人员贷款，埋下了次贷危机的种子。贷款机构在贷款时不严格审查，主要是因为贷款机构在把贷款打包

销售以后就实现了风险转移。没有利益制约下的风险转移最终引发了道德风险的产生。ＩＯＳＣＯ发布的
《对证券化市场与ＣＤＳ市场的最终监管建议》中建议为使证券化价值链条中利益适当地一致，考虑要求
发起人与／或保证人（ｓｐｏｎｓｏｒ）保留对证券化的长期风险；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全球金
融稳定报告》也建议要使更多的证券化主体受到利益制衡，以确保有人对勤勉的贷款承销与监管承担

责任；美国２０１０年７月通过的《金融改革法》规定，把按揭抵押贷款进行打包成投资工具的企业在其账
册上至少保留这些投资工具的５％。风险保留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证券化的稳定。因为风险保
留，贷款机构在发放贷款时就会更加注重贷款人的信用历史和还款能力的审查，保证贷款的质量，从而

保证资产池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其次，这也有利于实现证券化贷款机构、发起人与投资者的利益一

致，实现权益制衡，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

３．证券化业者经营行为的规范化是实现金融安全的机制保障
成熟的市场应当模式化，成熟的产品应当标准化。证券化业者行为的规范化是证券化市场、产品成

熟的外在表现，是市场参与各方对证券化市场与产品较为全面认识和较多认同的结果。证券化业者经

营行为的规范化是维护该领域金融安全的机制保障。在本文所涉及的几个法律文件中还从不同的角度

提出了对证券化业者的规范措施，如保证证券化服务商的独立性、对评级机构与评级制度进行改革、对

证券化产品进行标准化与简约化改造等，这些建议都是针对证券化在危机中所暴露出的缺陷所提出的

改良性措施，有较强的应对性。

四、资产证券化监管法律制度改革的评析

（一）确立了金融安全是金融监管的优先价值选择

金融监管应当以金融安全作为优先的价值选择。金融监管理念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会随

着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和对金融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演进。在１９２９经济大萧条之后的金融管制时期
的金融监管注重金融安全；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经济“滞胀”之后的金融自由化时期的金融监管则着重
强调金融效率；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一系列的区域性金融危机，该阶段的金融监管
则在金融安全与效率之间寻求均衡；本轮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再次向金融安全回归。

历史的轮回再次说明，金融监管的首要宗旨应当是维护金融安全，离开金融安全这个前提去追求金

融效率、金融自由或金融创新最终会出现如本次金融危机一样的金融动荡。金融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

间的博弈实际上就应当是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的博弈，监管者维护金融安全，被监管者追求金融效率，

金融的正常发展应当是在监管者的金融安全与被监管者的金融效率之间不断平衡协调的结果，如果金

融监管者放弃金融安全，那么金融发展机制中的制衡机制将不复存在，金融动荡的出现将在所难免。金

融安全作为资产证券化监管法律制度改革的逻辑起点，在价值层面，它是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规范层面，它表现为减少金融风险或使金融风险具有可控性的措施。

（二）维护金融安全的监管措施仍存有不确定性

监管当局会对证券化最终采取什么样的具体监管措施以及监管措施对证券化领域的金融安全能起

到多大作用，现在依然是有争议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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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ＳＣＯ公布的《资产支持证券（ＡＢＳ）披露原则》在提高证券化产品的透明度方面最为全面详细，最
有利于对证券化产品的监管和投资者了解证券化产品的信息。但是，从某一定程度来说，该披露原则恐

怕也是实施难度最大的文件。在２００９年底，美国证券化网对美国证券化论坛（ＡＳＦ）成员对未来证券化
的观点进行了专门的调查。某些结果与传闻相吻合，比如，多数人反对ＡＢＳ的特别立法，这被认为是市
场恢复最大的潜在障碍。在“对未来１２个月证券化恢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中，建议
的规制与立法以及相关的不确定性以３１％的比例位居各项回答的之首，对“证券化需要特殊的立法改
革吗？像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玛丽夏皮罗建议的以及国会在法案中提出的那样？”６２％的人作否定回
答，远高于３２％的肯定回答。〔１〕 这项调查表明大多数的ＡＳＦ的成员反对证券化的特殊立法，但没说明
他们反对的原因。从美国《金融改革法》涉及资产支持证券的披露与报告的９４２条来看，对信息披露的
规定则显得十分笼统。证券交易委员会还没有制定出相关的具体规定，信息披露的监管规定能否如人

们在危机中所期望的那样，则取决于立法者与证券化业者在立法上的博弈结果。

对于风险保留的规定，也有持不同意见者。美国证券化论坛的执行董事乔治米勒对奥巴玛政府的

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发表意见时曾指出，“我们支持使证券化市场参与者的经济动机一致和实现更大的

风险透明度的政策动机，我们相信对资产发起人和证券化发行人的强制性的风险保留可能并不是实现

这一目标最有效的方式”。〔２〕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也提到，如有
学者指出，风险保留的规模与方式对于勤勉的激励是关键的，但建议可能过于简单了。事实表明，就哪

些证券应当保留以及应当保留多少而言，最适宜的风险保留机制，关键依赖于对资产池质量与在证券化

期间对经济条件预期的合理假定上。保留权益证券在贷款质量高或经济形势好的情况下是个有用的激

励机制，但在衰退的环境中贷款资产组合质量低的情况下，则另当别论。权益证券是资产组合运行不良

时第一个吸收损失的，但如果它们运行的的确太差，权益证券就容易被清除。因此，在经济很可能衰退

时，一个被迫保留暴露在低质量贷款组合支持的权益证券风险下的证券化主体，就不会有激励去勤勉地

检查和监督基础贷款，因为不管任何的检查和监督，权益证券的持有人利益实现不了的几率是很高

的。〔３〕

五、对资产证券化法律监管改革的建议

与世界各国的资产证券化一样，我国的资产证券化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相对而言我国的

资产证券化市场受到的影响不大，原因之一是我国证券化的资产大部分是银行的优质资产，借款人不能

还贷的风险较小，之二是我国的资产证券化的市场规模也比较小，到目前为止只有三十多款产品和几百

亿的规模。但是在金融危机期间，从金融安全角度出发，银监会叫停了不良资产的证券化，并于２０１０年
２月制定了《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中国的资产证券化应当适度的发展，在
发展过程中应当充分借鉴各国的监管经验，以期少走弯路。

（一）以金融安全为中心不断调整监管方式以适应金融创新的发展

为维护金融安全，对资产证券化进行监管法律制度改革是必要的，但是特定监管法律制度改革只能

是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维护金融安全，它并不能一劳永逸地维护金融安全，因为金融创新的步伐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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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在此背景下，金融监管应当始终以金融安全为中心，随着不断发展的资产证券化的创新积极主动

地调整监管方式，以完成维护金融安全的使命。

（二）注重行业自律、内控机制与监管的配合

首先，从监管产生的原因与监管的对象两个角度来看，监管只能跟在被监管者后面，要求监管具有

前瞻性是不符合逻辑的。尤其是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形式所具有的“脱法”特性，生动地印证了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句俗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２００９年年报中指出，总的来说，金融监管机构无
能力察觉金融创新繁荣背后隐藏的风险集中和有缺陷的激励机制。市场纪律或监管都未能遏制过去多

年积累的由快速创新和杠杆率提高所产生的风险。〔１〕 其次，社会各界对金融监管所提出的合理的建

议，因为经济、政治甚至利益集团的影响，未必能成为证券化运行的规范，因为，“法律…是以非对称权

力和需要达成妥协为特征的政治过程的产物。”〔２〕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证券化监管的机制很多时候因

为立法过程中的利益博弈是不完善的，并不能完成维护金融安全的使命。

加强政府监管是在资产证券化的领域实现金融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是金融监管的力量和作用

都是有限的，单纯地依靠金融监管难以实现维护金融安全的目标，维护金融安全不能过分依靠政府监

管。因此，在资产证券化领域中实现金融安全要同时加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内控机制，通过多环节、

多形式的监管的配合，尽可能的实现资产证券化的稳定发展。

（责任编辑：黄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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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程序构建的基本逻辑

————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陈瑞华

　　［摘要］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立法部门需要对多方面的因素加以考量。其中，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适当
平衡，是防止国家权力滥用、避免公民权利受到任意侵犯的首要制度安排。对那些违反法律程序、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

从实体结果和诉讼程序上设定妥善的司法救济措施，是保证刑事程序得以有效实施的程序设计。为避免传统的“立法推

进主义”制度形成模式的缺陷和风险，立法部门应以科学方法观察和总结那些为司法机关所创制的改革经验，及时将那

些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吸收到法律之中。最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应当在遵守宪法的前提下展开，不得违背宪法所

设定的体制框架和权利保障要求。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权力制约；权利救济；司法推进主义；

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
宪法根基

一、引言

自１９７９年我国颁布第一部刑事诉讼法以来，立法部门已经对该法做出过一次较大的修订。如今，
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工作已经正式启动，立法部门公布了多达９９条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向全社
会公开征集修改意见。这在中国刑事诉讼立法史上尚属首次，标志着立法的民主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

的阶段。对于这部修正案草案所提出的一些新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社会各界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展

开了激烈的争论。而在法学界和司法界内部，对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也没有达成共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

着较大的分歧。

从修正案草案的内容来看，立法部门所要修改的主要是证据、辩护、强制措施、侦查、审判、执行等六

方面的程序，所要增设的则是少年司法程序、刑事和解程序、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以及特定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随着立法征集意见程序的结束，立法部门可能会对修正案草案的

内容作出一定的调整。但从立法部门对修正案草案所作的说明来看，这些草案的内容是在经过广泛征

求意见，“在充分论证并取得基本共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１〕可以预计，这部修正案草案的基本框架和

主要程序设计，在全国人大正式通过时将很难有较大的变化。

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问题做出深入的理论研究。从１９７９年刑事诉
讼法的颁布，到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的第一次修订，再到２０１２年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修改，中国刑事诉讼
制度经历了３０余年的发展和变化。在可以预计的未来，这部法律还会随着时代的发展面临一些新的问
题和挑战，也将会迎来第三次甚至更多轮次的修订。但是，法律制度一经颁布实施，就不再是立法者所

能完全操控的规范，而成为一种“生命有机体”。有了合适的“土壤”、“养料”、“气候环境”，这一“有机

—５７—

《法学空间》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法律程序构建的基本逻辑



体”会逐步得到发育，并有机会茁壮成长。否则，就可能“枯萎凋零”，甚至流于消亡。〔１〕 中国刑事诉讼

法所确立的一些制度得到了有效的实施，而也有个别制度受到了普遍的规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程序

失灵”现象，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因此，面对过去和当下的刑事诉讼立法问题，我们有必要总结法律

程序形成、发展和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提炼出一些经得起时空考验的理论要素。

作为一部程序法，刑事诉讼法在修改过程中究竟要考虑哪些基本因素呢？从形式上看，法律程序就

是指一系列具体的方法、步骤、程式，带有“技术性手续”的意味。但实际上，作为一部人权法，刑事诉讼

法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乃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问题。刑事诉讼活动是由一系列国家专门机关

和当事人共同参与下进行的，刑诉法需要对国家权力加以适度的限制，而对公民权利做出必要的保障，

对国家专门机关和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做出适当的设置。其次，对于那些违反法律程序、剥夺当事人基本

权利的行为，刑事诉讼法应当确立必要的权利救济机制。再次，法律的目的不在于颁布，而在于得到有

效的实施。要使一种新的刑事程序得到实施，而不至受到规避、搁置或者架空，立法者就要尽量将那些

在司法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制度，特别是经历过反复试验的制度，吸收到成文法之中。不仅如此，刑事诉

讼制度的改革还必须在现行宪政体制框架下进行，既不能突破现行宪政框架，也不能使公民的宪法权利

受到无理侵犯。立法者只能在现行宪法所限定的范围内展开刑事诉讼立法活动。

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对法律程序构建中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做出分析。首先，笔者将对国家权力与

公民权利的平衡问题作出分析，讨论公权力的分工与制衡、被追诉者的主体地位以及诉权裁判权的制约

等问题。在此基础上，笔者将对刑事诉讼中的救济机制做出理论上的评价，对立法部门如何吸收那些实

施效果良好的改革经验问题发表意见。最后，本文还要论述一个为立法者所忽略的问题，那就是法律程

序生成的宪法根基问题。

二、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

刑事诉讼是一种以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为目的的诉讼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国家专门机关与诉讼

参与人各方会发生复杂的法律关系。其中，国家专门机关与被追诉者之间构成了这种法律关系的主要

方面。如何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加以平衡，如何在保证国家权力有效形式的前提下，对嫌疑人、被告

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权利加以保障，这是刑事诉讼立法所要处理的一个首要问题。例如，不赋予国家追诉

机关有效的调查权和强制处分权，法律就无法保障案件的有效侦破，更谈不上对犯罪活动的有效惩治。

但是，假如一味地强调对国家追诉权的扩张，而不对这些权力做出适当的限制，那么，嫌疑人、被告人及

其辩护律师的权利就会受到任意侵犯，有关国家权力也会遭到滥用。因此，在对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和

执行程序的设计方面，法律需要对这些机关的法律关系做出适当的调整。而为了保障被追诉者的辩护

权，刑事诉讼法也需要确立他们的诉讼主体地位，使辩护方通过行使诉权对裁判者形成有效的制约，同

时使被告方的辩护活动具有切实的效果。下面依次对这些问题做出理论上的分析。

（一）权力的分离与制衡

“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原告和辩护人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这种集中是和心理学的全部规律相矛

盾的。”〔２〕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揭示了刑事诉讼中权力分离与制衡的重要性。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也

指出：在刑事诉讼中，假如原告就是法官，那只有上帝才能充当辩护人。〔３〕 这也显示出刑事诉讼中的权

力集中，会直接导致被告人在行使辩护权方面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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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国家公权力的滥用，防止被追诉者的权利受到任意侵犯，立法部门在制定和修改刑事诉讼

法时，必须确立基本的权力分离与平衡机制。在这一机制中，追诉权与审判权的分离是最重要的制度安

排。〔１〕 具体而言，负责刑事追诉的官员不得享有司法裁判权，而负有司法裁判职能的法院则不能承担

追诉犯罪的使命。这对于审判程序和审判前程序的设计都是适用的。在审判程序中，法院不得代行追

诉犯罪的职能，尤其不能超出检察机关起诉的范围，而对那些未经起诉的人、案件事实加以审理，不得随

意变更检察机关起诉的罪名。而在审判前程序中，那些涉及限制、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和基本权利的强制

性侦查措施，只能由那种不负责刑事侦查的机构来加以授权、审批或者作出决定，使得强制措施的申请

权、决定权和执行权发生分离。否则，无论是逮捕、拘留、监视居住还是搜查、扣押、技术侦查，都有可能

遭到滥用。

另一方面，在执行程序中，对刑罚及其执行方式的变更权属于司法权，而对生效刑罚付诸实施的权

力则属于行政权，这两种权力应当在行使主体上发生分离，而不应由同一国家机构来集中行使。其中，

减刑属于对法院生效判决所作刑事处罚的变更，而假释、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社区矫正则属于对法院生

效裁判所确定的刑罚方式的变更。这些权力都应由司法机构按照司法程序来加以行使，而不能直接交

付监狱、看守所或者它们的上级主管部门自行加以审批和决定。

在刑事诉讼立法过程中，我国立法部门注意贯彻国家权力的分离和制衡的理念，避免了刑事追诉

权、审判权和执行权的过分集中。在这次公开征集意见的修正案草案中，这一理念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体

现。例如，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草案要求检察机关一律派员出庭支持公诉；最高法院复核死刑案

件，要听取最高检察院的意见；对于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检察机关可以向法院或其他批准机关提

出书面意见，等等，就都加强了不同专门机关的相互制约。

但是，无论是在侦查领域还是在执行程序中，追诉权与裁判权、执行权与裁判权高度集中的现象仍

然是存在的。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被视为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例如，看

守所由公安机关直接管理，就带来未决羁押权与侦查权的集中问题；侦查机关自行审批和决定拘传、取

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也带来了侦查权与对人身自由的剥夺权的集中问题；侦查机关

自行决定实施搜查、扣押、辨认等强制性侦查手段，也带来了侦查权与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剥夺权过于集

中的问题。又如，在监狱或看守所服刑的犯罪人，要办理保外就医、监外执行，需要向省级以上监狱管理

部门或者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报批，而无须由法院通过司法程序加以决定，这又带来了执行实施权与刑

罚执行方式的变更权的高度集中问题。再如，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逮捕至今仍然由检察机关做

出批准或者决定，这在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案件中或许是具有合理性的，但对那些由检察机关自行侦查

的案件而言，检察机关对同一案件自行决定逮捕、自行侦查、自行提起公诉，这种将多项权力高度集中于

一身的情况，使得逮捕成为一个容易出现权力滥用的领域。当然，在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中，逮捕

的批准权已经不再由负责侦查的检察机关自行决定，而是交由上一级检察机关批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加

强了权力的制衡，但检察机关权力集中行使的问题依旧存在。

近期公布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明确授权公安机关对多种严重犯罪案件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

施”，检察机关对于重大贪污、贿赂以及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案件，也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

施”。这些技术侦查措施可以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自行审批、自行实施，而无须征得其他国家机关的

批准；这些技术侦查措施自批准决定签发之日起三个月内有效，还可以经过侦查机关批准，延长有效期，

而且每次批准延长的有效期可达三个月。

应当说，包括窃听、手机定位、电子邮件提取、手机短信调取等在内的技术侦查措施，对于公民的隐

私、人格尊严等宪法权利都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侵犯。从保障侦查破案的角度看，由公安机关、检察机

关对自行侦查的案件进行自行审批，这是最为便利、也是最有效率的。但是，站在公民权利保护的角度，

我们也会对这种制度设计所带来的国家权力滥用问题表示担忧。其实，要做到有效侦查与保障权利之

间的平衡，就要对技术侦查权确立基本的制约与平衡机制。比如说，对于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案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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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机关应向检察机关申请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由检察机关负责审批；检察机关负责侦查的案件，检察机

关要向法院申请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由法院负责审批。这就犹如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案件，应向检察机

关申请批准逮捕一样，并不会带来侦查效率的降低问题，反而会对侦查机关依法适度地行使技术侦查

权，产生有效的督促作用。

（二）被追诉者的主体地位

修正案草案对“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性宣示，激发了人们对确立沉默权制度的立法期望。然

而，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条款依然得到了保留，而这一直接来自“坦白从宽，抗

拒从严”政策的法律条款，所剥夺的不仅是嫌疑人保持沉默权的自由，而且还包括嫌疑人有效辩护的权

利。而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嫌疑人、被告人一旦保持沉默，或者不认罪、提出无罪辩护意见的，都有

可能被视为“认罪态度不好”或者“无理狡辩”，法院可将此作为从重量刑的情节。这显然意味着，嫌疑

人、被告人保持沉默或者积极行使辩护权的行为，会招致严厉的惩罚。

一个被告人因为行使辩护权而遭受惩罚，这不难说明被告人的当事人地位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确立。

在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中，被告人因为其诉讼角色的不同而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地位：一是享有辩护权的

当事人，二是了解案件事实的证据提供者。作为当事人，被告人可以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并可以提出

本方证据，对公诉方的证据加以质证，然后参与法庭辩论。而作为言词证据的提供者，被告人被要求如

实回答，向侦查机关提供真实、可靠的陈述。很显然，法律要求被告人同时充当这两种诉讼角色，这会使

被告人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这是因为，被告人假如要充分地行使辩护权，就可以自由自愿地选择自己

的诉讼角色，而不受任何外在的强迫。例如，被告人可以选择不认罪，作出无罪辩护，充当与公诉方直接

对立的辩护方；被告人可以选择认罪，放弃无罪辩护，充当与公诉方合作的一方。当然，被告人也可以放

弃辩护权，而选择保持沉默。相反，假如单纯强调被告人提供证据的义务，那么，被告人保持沉默或者拒

绝如实陈述，就当然被视为一种“抗拒行为”，甚至就连被告人行使无罪辩护权的行为，也应受到严厉的

惩罚。

在中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有时会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之中：一旦做出有罪供述，就有可能受到宽大

的刑事处理，却经常是违心的、不自愿的；而假若自自由自愿地选择无罪辩护，就有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

刑事处罚。在这两难境地之中，被告人往往会被迫放弃无罪辩护和保持沉默的机会，而被迫选择与刑事

追诉机构保持合作，成为一种事实上的“控方证人”。在这种被告人被迫放弃辩护权的制度下，他们的

诉讼主体地位和当事人资格就都无法得到保障。

确立“禁止任何人自证其罪”的条款，对于维护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当然是有益的。不

过，这一原则具有较为丰富的内容，刑诉法假如仅仅规定了这一宣言性规定，却没有具体的制度保障，那

么，嫌疑人、被告人仍然无法自由自愿地选择自己的诉讼角色。为贯彻实施这一原则，修正案草案已经

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得法院可以将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被告人供述排除于

法庭之外；修正案草案还要求侦查人员讯问应在看守所内进行，讯问过程可以进行全程录音录像。这些

新的程序设计对于减少刑讯逼供、保障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无疑具有积极的保障作用。

然而，要保证嫌疑人、被告人自由自愿地选择诉讼角色，仅仅确立上述程序还是远远不够的。最为

紧要的制度安排应当是保证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在侦查阶段，嫌疑

人一旦行使保持沉默的权利，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立即终止；在法庭审判中，被告人假若保持沉默，法庭

不得强迫其做出陈述；嫌疑人、被告人无论在哪一阶段行使沉默权，法院都不得将此作为从重量刑的根

据。除沉默权以外，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权利也应为嫌疑人、被告人所获得。在接受讯问过程中，嫌疑

人要求会见辩护律师的，讯问应当立即中止，只有在嫌疑人得到辩护律师法律帮助之后，才可以在征得

嫌疑人同意的情况下恢复讯问程序。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侦查机关应当为其指定法律援助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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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担任辩护人，为其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１〕

刑事法庭的现场布局也是影响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的重要因素。按照现行的法庭布局，审判席位

于中央上方，公诉人席和辩护人席分列于审判席两侧，被告人席位于审判席对面，被告人被置于专用栏

笼之中，面向审判席。这种法庭布局完全将被告人与辩护人分离开来，使他们无法在法庭审理中进行沟

通、协商和交流，使得被告人无法及时获得辩护律师的法律帮助，使得辩护律师也无法与被告人协调辩

护立场。一旦出现被告人突然变更辩护立场或者被告人与辩护人的观点发生冲突的情况，辩护律师根

本无法与被告人进行沟通，所作的辩护有时难以得到被告人的认同和支持，两者的辩护观点出现相互抵

销的情况。再加上辩护律师即使申请法庭休庭，以便与被告人进行庭外会见，也往往为法庭所拒绝。结

果，很多辩护律师都以作所谓的“独立辩护”而自居，使得被告人无法获得有效的辩护。

要保证被告人与辩护律师进行充分的交流，就要像民事法庭那样，允许当事人与其诉讼代理人坐在

一起，以便协调一致，发挥两者的诉讼合力，而避免两者诉讼观点的冲突和诉讼效果的相互抵销。刑事

法庭应当避免给社会留下“对被告人治罪”的不良印象，对被告人的席位和法庭布局应进行重新安排。

比如说，可以考虑将被告人位于法庭中间的栏笼撤除，使被告人与辩护人坐在一起。也可以考虑将公诉

人席与辩护人席作出调整，使他们都坐在面向审判席的位置，同时允许被害人坐在公诉人旁边，而使被

告人坐在辩护人旁边。这样的法庭布局对于提高被告人的诉讼地位、确保被告人获得有效的保护，都将

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诉权对裁判者的制约

所谓“刑事诉讼”，其实是指通过诉讼的形式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问题的活动。但是，那种以控辩

双方平等对抗、法庭居中裁判为标志的诉讼形态，往往只存在于审判阶段。而在整个审判前阶段，由于

没有中立司法官员的参与，侦查和审查起诉还带有明显的“行政治罪构造”。应当说，在侦查和审查起

诉程序中，由于不存在中立的第三方，无法建立一种由控诉、辩护和裁判三方构成的诉讼构造，因此，所

谓“诉权制约裁判权”的问题并不存在。

而在审判程序中，由于存在较为完整的由控诉、辩护和裁判三方组成的诉讼构造，因此，诉权对裁判

权的制约问题才是非常重要的程序问题。所谓“诉权”，其实是指诉诸司法裁判的权利。〔２〕 无论是公诉

方还是辩护方，都是通过行使诉权的方式来对司法裁判施加影响的。在刑事诉讼中，尽管案件的裁判结

局最终要由裁判者来作出，控辩双方无法直接决定案件的结果，但是，控辩双方通过行使诉权，却可以参

与裁判制作过程，并对裁判结论的形成施加积极的影响。唯有如此，控辩双方才属于司法裁判过程的协

商者、参与者和被说服者，而不仅仅是被动接受裁判结果、消极承受法院处置的客体。据此，对于审判程

序，唯有控辩双方提出申请，法院才可以启动，从而行使“程序启动权”；对于某一影响控辩双方诉讼权

利的程序模式，法庭应尊重控辩双方的自愿选择，控辩双方行使“程序选择权”；对于某一裁判结论，司

法官员只有在控辩双方同时参与下才能做出裁判结论，控辩双方行使“程序参与权”。不仅如此，对于

司法机关做出的某一裁决结论，控辩双方还可以行使“程序救济权”。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对审判程序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体现了以诉权制约裁判权的理念。例如，草案设

置了一种庭前预备程序，要求法官在庭审前同时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以便解决诸如回避、证人出庭名

单、非法证据排除等可能的程序争议问题，这就给予控辩双方共同参与庭前准备活动的机会，体现了对

诉权的尊重。又如，草案将被告人必须自愿认罪并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确立为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前提

条件，这也体现了对被告人自由选择权的尊重。再如，在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安排上，草案规定

“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法院

应当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这样，被告方只要对证言笔录提出异议的，法院就应当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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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长永《沉默权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页以下。
参见［法］让·文森等《法国民事诉讼法要义》（上），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９７页以下。



证人出庭问题上，控辩双方拥有了自由选择权。最后，最高法院在复核死刑案件时，应当讯问被告人，听

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必要时也要听取最高检察院的意见。相对于过去那种以书面和间接方式进行死刑

复核的做法而言，这种新的制度设计更有助于诉权的有效行使。

尽管如此，修正案草案在审判程序的设计上仍然给予法院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控辩双方难以左

右某些程序的选择。例如，在庭前预备程序的设计上，被告方一旦所提出变更管辖、延期审理、查阅调取

公诉方掌握的证据等诉讼请求，法官可以不将其纳入庭前听证程序之中，而可以通过行政审批的方式作

出决定。又如，在二审开庭问题上，草案要求被告方对一审判决提出事实和证据上的异议，二审法院

“认为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才会进行开庭审理。在二审开庭审理问题上，显然二审法院仍

然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再如，对于公诉方提交的鉴定意见存有疑问的，辩护方即便向法庭提出重新鉴

定、补充鉴定的请求，法庭也通常予以拒绝。对于这一在司法实践中司空见惯的问题，修正案草案并没

有给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这些例子足以显示，在审判程序中，诉权仍然难以对裁判权施加有效的制

约，法院“信马由缰”地行使裁判权的情况仍然是存在的。

三、刑事诉讼中的权利救济机制

一般而言，成文法对某一权利的确立，最多只能算作立法者对保护该项权利所作的法律承诺。假如

有关国家机关阻挠有关权利的实现，或者故意侵犯有关权利，那么，被侵权者就要诉诸权威机构，请求其

制止侵权行为，并对侵权者实施法律层面的制裁。这时，权利救济的问题就开始出现了。在某种意义

上，只要存在侵权现象，只要立法者不满足于权利的列举而追求权利的实现，那么，权利救济问题就将是

无法回避的立法问题。

在刑事诉讼制度中，权利救济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实体性救济”，也就是针对侦查机关、公诉

机关、法院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法律确立一种旨在宣告其无效的程序性制裁措施；二是“程序性救

济”，亦即作为被侵权者的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律师，针对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法院剥夺其辩护权利的

行为，获得向法院申请司法裁判的机会，从而促使法院对侦查、起诉或审判程序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

其中，“实体性救济”作为法律规则中的“法律后果”要素，具有确定侵权行为之法律责任的功能。没有

这一要素，任何权利在遭受侵犯之后就无法获得必要的补救，任何违法者和侵权者也无法被追究法律责

任。而“程序性救济”作为一种诉权规则，构成所有权利赖以实现的中介和桥梁，甚至可以被视为诉诸

司法机关加以裁判的诉讼权利。没有“程序性救济”，法律即便确立了“违反法律程序行为的法律后

果”，这类条款也会形同具文，侵权行为不会受到自动的制裁，被侵权者更不会获得有效的救济。

迄今为止，刑事诉讼法针对二审法院“违反法律程序，影响公正审判”的行为，确立了“撤销原判，发

回重审”的法律后果。从诉讼法理论上加以解读，这一制度意味着二审法院可以将一审法院违反法律

程序的行为做出无效之宣告，并责令一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重新审判。２０１０年，两高三部通过
了两部具有司法解释效力的证据规则，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

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正式写入国家基本法律之中。根据这一草案，对于侦查人员通过刑讯逼供等非

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通过暴力、威胁等手段取得的其他言词证据、通过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手段

所取得的实物证据，法院都可以将其予以排除，不得将其作为定罪的根据。由此，一种旨在宣告非法侦

查程序无效并否定非法证据之法律资格的程序性制裁制度，将逐步被确立在中国刑事诉讼法之中。〔１〕

可以说，排除非法证据与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作为两种独立的程序性制裁制度，构成了我国刑事诉

讼中的实体性救济机制。但是，这两种制度分别针对一审法院的非法审判行为和非法侦查行为而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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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非法采取强制措施、滥用公诉权以及二审法院的程序违法行为，却无法得到适用。例如，对于公

安机关违法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等措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宣告无效的法律后果；

对于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后反复重新起诉的行为，法律没有确立宣告诉讼终止的后果；对于二审法院任意

不开庭或者限制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为，法律也没有规定进一步的实体性救济措施。

即便是对侦查机关违反法律程序、无理侵犯嫌疑人辩护权的行为，刑事诉讼法也没有将其纳入非法

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之中。例如，对于看守所、侦查机关任意剥夺律师会见权的行为，对于检察机

关无理拒绝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行为，对于法院违法拒绝辩护律师调取证据和通知证人出

庭作证的行为，刑事诉讼法都没有将其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内，使得辩护律师的会见

权、阅卷权和调查权都变成无法得到有效救济的权利。又如，对于侦查机关非法采取的技术侦查、秘密

侦查等行为，法律尚未将其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对象之中。应当说，２０１０年通过的两个证据规
定，已经大大扩展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但是，侦查机关通过违反法律程序、剥夺嫌疑人基本

权利所获得的一些“非法证据”，仍然无法被有效地宣告为无效。

而作为另一种程序性制裁措施，“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所针对的主要局限于“违反回避制度”、“违

反公开审判制度”、“审判组织组成不合法”以及“剥夺当事人诉讼权利”等行为。但何谓“剥夺当事人

诉讼权利”的行为，法律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而在司法实践中，很多经常发生的限制、剥夺被告人

辩护权的行为，都无法被二审法院通过“撤销原判”的方式加以宣告无效。例如，一审法院有时会无理

拒绝辩护律师延期审理的申请，使得法庭审判中被告人无法获得律师帮助的机会；辩护律师申请法院调

取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法院有时会加以无理拒绝；辩护律师申请通知证人、鉴定人出庭作

证，申请重新鉴定的，法院也不予支持；辩护律师要求法庭将某一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法庭也通常不予

理会，或者无理做出拒绝排除的决定……对于上述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刑事诉讼法尚未明确将其纳入

“撤销原判”的适用对象之中。

很显然，律师在辩护活动中所遇到的困难，可以被归结为法律对侵权行为不设定制裁性后果的问

题。作为一种强调“程序中心主义”的制裁方式，程序性制裁并不一定导致侵权者个人承担法律责任，

却可以发生“剥夺违法者违法所得之利益”的功效，最大限度地消除违法者侵犯诉讼权利的动力，从而

迫使其不得不遵守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只有这样，违法者的侵权行为才能够得到遏制，法律程序规

则也才有得到实施的可能性，那些为法律所设定的权利也才能得到救济。

而从“程序性救济”的层面来看，由于法律没有对很多涉及限制、剥夺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

诉讼权利的行为确立明确的程序性制裁条款，律师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也就没有法律基础了。无论是

会见在押嫌疑人、查阅案卷材料、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还是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律师在这些辩护活动中一

旦遇到困难，都无法将问题诉诸司法裁判程序，法院也不会对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甚至下级法院拒绝为

律师提供法律保障的行为进行任何形式的合法性审查。

早在上个世纪末，一些律师针对那种极其严重的侵犯会见权的行为，曾将公安机关告到法院，法院

以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了受理，甚至在极个别的案件中，律师会获得了胜诉，法院以行政裁判的方式支

持了律师的会见请求，并宣告公安机关剥夺律师会见权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但是，随着最高法院的司

法解释将侦查行为排斥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这种通过提起行政诉讼来获得权利救济的方式

最终受到否定。

２０１０年由两高三部颁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首次确立了法院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
查的制度。根据这一制度，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向法院提出侦查人员存在违反法律程序行为，要求排除

非法证据的，法院只要认为这一诉讼请求符合法定的受理条件，就应当终止对案件的实体审理，优先解

决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在这种程序性裁判中，公诉方要承担举证责任，传召侦查人员及其他证人出

庭作证，出示案卷笔录，播放录像资料，以证明侦查行为的合法性。由此，在中国刑事审判制度中，首次

出现了一种针对侦查行为合法性问题举行的程序性裁判机制。这是一种“诉中诉”、“案中案”或者“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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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之中的审判”，是中国刑事审判制度的最大发展。〔１〕

在笔者看来，辩护律师将会见权问题诉诸行政诉讼，固然不符合中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要求。

但是，这种针对侦查行为合法性所确立的程序性裁判机制，却是由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所启动的司法

审查之诉。既然法院可以对侦查人员涉嫌刑讯逼供等方面的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那么，对于侦查人

员任意剥夺律师会见权的“非法侦查行为”，法院为什么就不能进行类似的司法审查呢？假如这种程序

性裁判机制能够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大到对律师会见权的保障问题上，那么，辩护律师遇到会见权受

到侵犯的情形，岂不就可以在刑事司法体系中获得司法救济了吗？

不仅如此，在提供程序性救济方面，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尽管可以做出撤销

原判的裁定，却通常不进行全面的司法审查。二审法院的开庭审理往往针对那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案件，而对于那些存在着违反法律程序行为的案件，二审法院不会仅仅为此启动开庭审理程序。不仅如

此，即便对二审法院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做出了撤销原判的裁定，二审法院也通常不会在裁判文书中指

出二审法院违反法律程序的事实，更不会对重新进行的法庭审判提出纠正程序性违法的要求。这就使

得二审法院通过宣告无效来制裁一审程序性违法行为的效果受到严重的限制。

四、法律程序构建的经验基础

我国传统的变法修律所遵循的是一条“立法推进主义”的道路。按照这一道路，立法机关就某一领

域的立法问题确立“立法规划”，然后征集法学界的学术观点和司法实务界的立法建议，在此基础上形

成法律草案。在对法律草案再次征集意见和反复审议的基础上，立法部门最终通过该项草案，促使草案

变成生效的法律。这种制度变革道路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容易将法学理论、国外法制经验吸收

进行法律条文之中，使所通过的法律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同时也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

题。然而，这一立法模式也暴露了一些明显的不足：一些制度设计在理论上是没有争议的，也有西方国

家的经验来印证其合理性，但却未必能够有效解决中国的问题；很多制度安排没有经过“改革试验”，人

们无从观察这些制度的实施效果，无法对其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作出科学的评估，立法带有明显的冒险

性；司法实务界在实践中发现和创制的很多制度，无法被立法部门及时获悉，更难以上升为普遍的法律

规范。〔２〕

“立法推进主义”的制度变革道路还有可能出现一个消极的后果，那就是成文法律所确立的一些制

度在现实中无法得到实施，甚至受到一定程度的规避和搁置。尤其是在刑事诉讼领域，一些本来在理论

上具有正当性的制度却存在日趋严重的“程序失灵”现象，一些问题重重的“潜规则”却在大行其道。例

如，逮捕本应是“暂时剥夺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在实践中却变成了“刑罚的预演”和“判处有期

徒刑的前奏”；取保候审本应是一种“替代未决羁押的强制措施”，却实际发挥着“适用缓刑之序曲”的作

用；合议庭本应是我国基本的审判组织，但实践中却普遍践行一种“承办法官”制度，真正对案件负责审

理和制作裁判的却是一名法官；法庭审理本应是形成裁判结论的主要方式，但真正对裁判结果具有决定

作用的却是法官的庭后阅卷活动……〔３〕

近年来，在立法部门主导的立法修律活动之外，出现了由政法决策机构主导、司法部门积极参与的

司法改革运动。这种司法改革通常并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却是针对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所作的一

种制度变革试验。无论是最高政法决策机构还是最高司法机关，往往只是出台一些原则性的司法改革

“规范指导意见”，对全国司法机关的制度改革给予一定的指导。甚至在一些全国性的司法改革方案实

施之前，很多基层司法机关已经开始进行了改革探索，对相关制度做出了一定的“改革试验”。通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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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第二版），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３３页。
参见陈瑞华《制度变革中的立法推动主义》，载《政法论坛》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参见陈瑞华《刑事程序失灵问题的初步研究》，载《中国法学》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察这些自下而上、自生自发的改革试验，对其改革效果做出适当的评估，最高政法决策机构将那些较为

成熟的改革经验上升为国家司法方案之中，并在更大范围甚至全国范围内加以推行。近年来逐渐达成

共识的一些刑事程序改革，如刑事和解制度、少年司法程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被害人国家司法救助

制度、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等，就都经历了从基层司法机关改革探索到推广到全国司法机关的制

度形成过程。

应当说，在立法部门尚未将某一改革经验确立为法律规范的情况下，这种改革仍然属于探索性的，

还不等于制度变革的完成。即便是最高司法机关以司法解释的行使确立了某些方面的制度规范，这也

只能说是新的制度试验得到逐步推广而已。只有对那些行之有效的改革经验，立法部门经过研究和评

估之后，最终以成文法的形式将其确立在法典之中，这种制度变革才算最终完成。在这次刑事诉讼立法

过程中，有多个新的制度就曾在经过多年的改革试验之后，其合法性最终得到立法部门的承认。例如，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开始启动的少年司法改革，逐步催生出了一种颇具特色的中国少年司法程序。包
括“教育、感化、挽救相结合”的少年司法方针以及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记录封存在内的特

殊程序，就被修正案草案确立下来。又如，从２０００年前后开始，一些基层司法机关开始探索通过促成被
害方与被告方达成和解协议，来对案件做出宽大的刑事处理。这一旨在化解矛盾、恢复社会关系的“刑

事和解”制度，在这部修正案草案得到确立。再如，２１世纪初期开始出现在一些基层法院的“普通程序
简便审”制度，因为对于有效解决诉讼拖延问题颇有积极效果，后来为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所接

受。在这次刑事诉讼立法中，这一特别程序与那种适用于轻微案件的简易程序一起，最终被合并成为一

种新的简易程序。这种由基层法院针对被告人认罪案件适用的简易程序的确立，最终完成了从制度试

验到规范确立的制度形成过程。还有，近年来在部分侦查机关逐步推行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由于在预

防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积极效果，因此最终被吸收到修正案草案之中。

对于这种从司法机关改革探索，到最高司法机关全面加以推行，再到立法部门确立为法律规范的制

度形成过程，我们可称之为“司法推进主义”的道路。相对于传统的“立法推进主义”的道路而言，“司法

推进主义”的制度变革道路并没有轻视立法部门的作用。相反，立法部门在制度形成过程中仍然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一项改革试验最终转化为成文法规范的环节，在不同部门发生争议的时候，

立法部门的果断决策可以发挥“临门一脚”的功效，对于促成一项制度的最终出台具有关键作用。但与

“立法推进主义”道路不同的是，这种新的制度形成模式具有以下方面的独特优势：一是所确立的新制

度都经历过长时间的改革试验，其实施效果可以得到科学的观察和评估；二是新的制度经历了完整的

“试错”过程，其制度的劣势和负面影响得到准确的把握，其负面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三是新制

度不再仅仅属于个别基层司法机关的特殊经验，而被证明具有向全国加以推广的价值；四是新制度的实

施效果显示，它的推行可以有效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有关该制度理论正当性

的争议；五是该项制度已经得到全面的推行，逐步成为全国司法机关所遵循的法律程序。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颁布，而在于得到有效实施。立法部门将那些经过实践探索被证明行之有效的

制度确立下来，并将其转化为法律规范，这是法律程序形成的经验基础。通过将这些制度及时吸收进成

文法典，立法部门就可以避免传统立法方式所带来的法律规避之风险，防止出现那种“法律一经颁布即

告失效”的问题，从而保证所颁布的法律是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的法律。

在这次刑事诉讼立法过程中，立法部门尽管吸收了不少近年来推行的新制度，但对于这类新的制度

仍然采取将信将疑的态度，以至于在吸收这类改革经验方面显得带有较大的保守性。例如，在对刑事和

解制度的确立上，修正案草案将其适用范围限制在轻微刑事案件上面，而对于那些可能判处重刑甚至死

刑的案件，却拒绝适用这种特别程序。这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拒绝承认司法机关在重罪案件中适用刑事

和解程序的合法性，对于被告方与被害方达成和解协议无疑会构成一定的法律障碍。〔１〕 又如，在对少

年司法程序的确立上，修正案草案并没有将那些已经得到２０余年改革探索的制度吸收进来。诸如法庭
教育、圆桌审判、社会调查报告、暂缓判决等制度，已经得到多年的改革试验，其改革效果被证明是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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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显著的。〔１〕 但立法者显然没有对此进行有深度的调研，致使这些制度没有上升为法律规范。这不仅

影响少年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推行，甚至就连这些制度的合法性都将成为疑问。

为立法部门所忽视的不仅是上述改革经验，就连那种已经在全国得到推行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

序”，也没有得到修正案草案的确立。该草案只是规定控辩双方“可以对证据、案件情况和定罪、量刑发

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按照立法部门的解释，这一规定意味着“在法庭审理程序中增加规定量刑

的内容”。

然而，相对于最高法院近年来启动的量刑程序改革而言，立法部门对量刑程序的制度安排显得谨慎

有余，而开拓性则远远不够。最高法院在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曾明确提出“健全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

刑程序”，在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中则进一步提出“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由最高
法院会同其他四个部门通过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法院审理刑事案件，

“应当保障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根据这一司法解释，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的同时可以提出量刑建

议，被害人可以提出量刑意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则可以提出量刑辩护意见。在被告人不认罪案件中，

法庭调查分为定罪调查和量刑调查两个环节，而法庭辩论则分为定罪辩论和量刑辩论两个阶段。而在

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案件中，法庭只要确认被告人自愿认罪并知悉认罪的法律后果的，就可以直接围绕着

量刑问题来展开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最后，法院对案件做出判决书之后，在对定罪部分进行充分说理

的基础上，还要逐一说明已经查明的量刑事实及其对量刑的作用，并详细说明量刑的理由及其法律依

据。这样，我国刑事审判制度首次实现了“定罪与量刑程序的相对分离”，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不仅已

经得到初步建立，而且在实践中落地生根，已经成为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审判刑事案件所要遵循的基本

程序。〔２〕

如今，量刑程序改革尽管仍然处于“试行”阶段，但全国各级法院和检察院都在进行进一步的改革

探索。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已经在司法实践中达成共识，并得到全面的推行。例如，检察院的量刑

建议制度、辩护律师的量刑意见制度、针对未成年人案件的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法庭上的量刑调查和量

刑辩论制度、判决书就量刑部分展开说理的制度等，都已经被纳入各级法院的审判程序之中。〔３〕 根据

实证研究的结果，量刑程序改革试行之后，检察机关提出的大多数量刑建议都得到了法院的采纳，法院

就量刑问题的判决说理得到了显著加强，控辩双方对一审法院量刑裁决的上诉（抗诉）率显著下降。结

果，法官在量刑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了合理的规范，检察机关在量刑环节上的公诉权得到了加强，被

告方的量刑辩护取得了积极的效果。〔４〕

令人遗憾的是，立法部门在修正案草案中没有将那些达成共识并取得积极效果的改革成果吸收进

来。这一修正案草案一经获得全国人大的通过，至少在量刑程序的设计上将大大落后于量刑程序改革

的现实，不仅对下一步的量刑程序改革难以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而且还会造成一种客观上的“司法改

革合法性危机”。假如立法部门不同意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主导的量刑程序改革，完全可以通过合

法程序阻止这一改革的继续展开。这样，各级法院和检察院所推行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也就不必

再冒着“改革违法”的风险了。但出人意料的是，立法部门既不对这一改革提出异议，又不在刑事诉讼

法草案中确立量刑程序改革的主要成果。这种对量刑程序“保持沉默”的态度，无疑会造成司法解释与

刑事诉讼法的冲突。假如各级法院、检察院拒绝执行刑事诉讼法，而是遵循司法解释有关量刑程序的规

定，那么，这难道不会损害刑事诉讼法的权威性吗？难道我们非要等到将来司法解释与刑事诉讼法的冲

突变得不可收拾的程度，以至于刑事诉讼法受到搁置、规避甚至出现程序失灵的时候，我们才会对刑事

诉讼法做出适当调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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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建明等《论圆桌审判在少年刑事审判中的运用》，载《青少年犯罪问题》２００５年第６期；金兰等《基层法
院实施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调研报告》，载《法治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

参见李玉萍《我国相对独立量刑程序的设计和构建》，载《法律适用》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参见陈瑞华《量刑程序中的理论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８页以下。
参见李玉萍《中国法院的量刑程序改革》，载《法学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五、法律程序构建的宪法根基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对各项部门法的制定、修改和实施具有最权威的规

范作用。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各项部门法都要根据宪法来加以制定和修改，宪法所确立的原则和规定构

成了各项部门法立法的宪法基础。而从消极的层面来看，任何部门法在制定和修改中不得与宪法条款

发生抵触，否则，那些与宪法发生抵触的部门法规则就属于“违宪规范”，将失去其法律效力。可以说，

在立法活动中，宪法对所有部门法的制定和修改具有最高的规范作用，部门法无论做怎样的修改和调

整，都要在遵守宪法的前提下来展开立法活动。

按照我国的宪政体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都享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负责对宪法加以解释的则

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最高法院作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最高检察院作为国家最高法律监督机关，都

不享有监督宪法实施和解释宪法的职权。这就意味着遇有国家公权力机构涉嫌违宪的情形，任何公民

和单位都无法向最高司法机关提起宪法性诉讼，而只能请求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做出宪法解释。不过，

对于国家立法活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可以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无论是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

地方性法规，还是部门规章，一旦存在与宪法规定发生冲突的情况，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将其宣告

为无效。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已经设置了专门的法规审查部门，对于部门法发生违法宪

法情况的，是可以进行违宪审查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无效之宣告的。

作为一部刑事程序法律，刑事诉讼法是根据宪法制定出来的，其修改也应遵循宪法的规范要求。宪

法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具有直接规范作用的条款主要集中在第一章“总纲”、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

和义务”和第三章“国家机构”之中。其中，宪法第一章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宪法原则，要求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

律的特权”，同时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宪法第二章确立了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是

一切公民法律权利的宪法根源。例如，宪法承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

严、住宅、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非法搜查、非法侵入住宅和非法侵犯通信自由

和通信秘密。宪法第三章确立了最高法院的“最高审判机关”和最高检察院的“最高法律监督机关”的

地位，同时确立了四项极为重要的刑事诉讼原则：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原

则，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求，以及法院公开审判和被告人有权

获得辩护的原则。

在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立法部门根据“全国人大代表和有关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和建

议，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要求”，起

草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１〕 草案明显加强了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确立了侦查阶段律师

之“辩护人”的地位，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使得辩护律师的会见权和阅卷权获得了有效的程序

保障。同时，草案为保证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做出了一些新的程序保障，适度扩大了二审开庭审理的

案件范围，强调最高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听取辩护人和最高检察院的意见。这些规定显然都符合宪

法有关“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基本原则。

草案确立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条款，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对侦查人员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获取的其他言词证据，都应当

予以排除，确立了一些预防刑讯逼供的程序措施，如拘留、逮捕后立即将嫌疑人送交看守所羁押，在羁押

期间进行的讯问一律在看守所内进行，同时确立了对讯问过程的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等等。这些旨在防

止刑讯逼供的程序设计，有助于贯彻落实宪法有关“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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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草案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逮捕的条件做出了较大的调整，对这些强制措施的适用程

序做出了改革，要求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为防止超期

羁押和不必要的关押，草案确立了检察机关对羁押必要性进行持续审查的程序，确立了在办案期限到期

后办案机关解除羁押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制度，并给予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申请解除或变更强

制措施的救济措施。这些新的制度安排，无疑对于实施宪法“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任意侵犯”的条款，

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

修正案草案在加强公民权利保障方面所作的积极努力，既是根据宪法所作的制度调整，也符合宪法

有关条款的基本要求。在这一方面，立法部门确实是具有宪法意识的，也尽量做到了与宪法条款的协调

一致。但是，考虑到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中，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都深

度参与了立法过程，修正案草案的很多条文设计都是在立法部门“协调部门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因

此，修正案草案也确有部分程序设计过分迁就了某些部门的利益，而忽略了宪法有关国家机构设置和公

民权利保障的基本要求。可以说，修正案草案在“不得与宪法相抵触”这一点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值得反

思的问题。

在近期围绕着刑诉法修正案草案所展开的讨论中，对于公安机关是否属于“司法机关”的问题，社

会各界发生了激烈的争议。修正案草案为了防止强制措施的滥用，专门确立了程序救济措施，却将诸如

“不依法释放、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违法采取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等侦查措施”的行为，视为“司

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很明显，这些行为的实施者经常是公安机关，而公安机关作为国家的

“治安保卫机关”，在这部草案中被确定为“司法机关”，这确与宪法的规定不符。〔１〕

有关公安机关是不是“司法机关”的问题，表面看来是一种立法语言表述的问题，具有较强的技术

性。但实际上，这从深层次上反映出公安机关的宪法地位与修正案草案赋予公安机关的逐项权力是否

相抵触的问题。按照我国的宪政体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各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由

各级人大选举产生，向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并向各同人大报告工作。而作为维护社会治安、负责侦查

刑事案件的公安机关，只是各级政府所设置的一个职能部门，它们对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检察院是不

可同日而言的。既然如此，公安机关既然属于各级政府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各级政府又都属于无可争议

的行政机关，那么，公安机关当然也就具有行政部门的性质，而不属于司法机关，这似乎是不容置疑的结

论。

然而，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作为行政部门的公安机关，尽管可以不被称为“司法机关”，却经常

行使一些本应由司法机关行使的权力。比如说，对于嫌疑人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拘留，一

直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自行执行，遇有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提出异议的情形，也是由公安机关自行接

受申诉和提供救济的。但这些强制措施都程度不同地限制或剥夺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公安机关作为治

安行政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可以申请司法机关采取这些强制措施，而不能代行司法机关的职权，对这些

强制措施直接行使决定权、执行权和救济权，否则，就必然带来侦查权（具有行政权的性质）与司法权的

集中和混淆。又比如说，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可以采取各种强制性侦查措施，如搜查、扣押、辨

认、强制取样等，这些措施也程度不同地侵犯了公民的隐私、财产或人格尊严。这些措施本应由中立司

法机关作出决定或加以审批的，公安机关也代行了司法机关的职权。

至于近年来受到广泛争论的特殊侦查措施，在司法实践中也是由公安机关自行审批、自行决定和自

行执行的。修正案草案将这类侦查措施区分为两类：一是技术侦查；二是秘密侦查。其中，技术侦查可

以包括窃听、秘密录音录像、手机定位、电子邮件获取等措施，秘密秘密侦查则主要是指利用特情、耳目

或线人获取情报的诱惑侦查手段。以上这些特殊侦查手段一旦实施，在不同程度上会侵犯公民的权利

和自由，特别会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个人隐私、通信秘密、住宅秘密等宪法权利。对于这些涉及侵犯宪

法权利的特殊侦查措施，刑事诉讼法草案本应做出最严格的法律限制，也避免它们的滥用。但是，从修

正案草案的规定来看，公安机关对这类特殊侦查措施仍然拥有审批权、决定权和执行权，对这类侦查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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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采用仍然不受法院的司法审查；公安机关采用这类侦查措施竟然在时间、时效和次数方面，没有受

到严格的限制；那些被严重侵犯权利的公民无法向法院申请司法救济，既无法申请将那些非法采用特殊

侦查手段所获取的证据排除于法庭之外，也无法申请法院将有关非法措施宣告为无效。可以说，在特殊

侦查措施的实施上，草案仅仅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做出了授权性规定，允许法院将此类证据采纳为证

据，却没有对这类可能严重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措施作出严格的司法控制。

需要引起深刻反思的远不止公安机关的宪法地位以及公安机关行使强制措施的决定权问题。刑诉

法修正案草案所确立的一些新制度，直接涉及对公民宪法权利的限制和剥夺问题，但立法者似乎只关注

这些公权力的授予问题，而对这些权力的制约和平衡却缺乏基本的制度设计。例如，对嫌疑人、被告人

逃匿、死亡案件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就属于对公民财产权的剥夺制度。根据这一程序，经检察机关

提出申请，中级法院组成合议庭，就此发布公告，经公告六个月后，没有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法院可

以进行书面审理，直接做出没收的裁定；而只有在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法院才会举行庭审程

序。相对于现行的“追缴赃款赃物程序”而言，这种通过法庭审理来实施没收财产的制度设计确有进

步。然而，根据宪法有关保障公民合法财产不受任意侵犯的条款，对于这类剥夺“违法所得”的权力本

应设置更为严密的程序。比如说，所要没收的财产是否属于“违法所得”或“犯罪所得”，应当有专门的

程序加以审查；对于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与其家庭成员的合法所得，应当建立分割程序；对于嫌疑

人、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应当建立价格评估制度；对于没收财产的裁定，应当赋予利害关系人提起上诉的

权利；对于没收来的财产，应当保障其进入国库，而不能转化为办案机关的办公经费，等等。而在这些基

本的权利保障制度都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如何防止公权力的滥用、防止公民宪法权利不被任意侵犯呢？

又如，草案所确立的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属于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剥夺

制度。本来，为防止公安机关任意将一个公民确定为“精神病人”，法院应当对被告人“暴力行为”的程

度以及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等问题，委托中立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做出令人信服的鉴定意见，然后举行开

庭审理，允许被告人、辩护律师与公诉方同时出席法庭审理，就被告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以及是否需要强

制医疗的问题举行举证、质证和辩论，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出是否强制医疗的决定。但是，草案只是要求

法院在检察机关提出申请后进行“审理”，就连是否“开庭审理”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试想一下，在

公安机关自行委托鉴定人出具被告人患有精神病的鉴定意见、法庭通过书面审理即做出强制医疗之决

定的情况下，这种“强制医疗”权力会得到适当的行使吗？宪法所规定的公民人身自由如何才能得到维

护呢？

六、结论

要构建一部较为完善的刑事程序法，立法部门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例如，要考虑法律程序背后

的价值理念问题，对于诸如“程序的正义性”、“程序的工具性”、“程序的经济性”〔１〕、“程序的和谐性”

乃至“程序的诊疗性”〔２〕予以兼顾，并加以适当的协调。又如，要考虑诸多基本原则的贯彻问题，将诸如

无罪推定、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禁止双重危险、有效辩护等基本原则，落实到具体的程序设计之中。再

如，要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刑讯逼供、冤假错案、证人出庭作证、超期羁押等，提出有针对性

的解决方案。这些因素都在过去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讨论。

为避免重复过去的研究，本文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问题进行了重新讨论。在笔者

看来，刑事诉讼立法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于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做出适当的平衡，避免国家权力

的滥用，防止公民权利受到任意的侵犯。为此，立法部门需要认真考虑刑事追诉权与司法裁判权、执行

权与裁判权的分离与制衡问题，维护被追诉者的诉讼主体地位，确保诉权对裁判权的有效制约。刑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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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２０页以下。
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第二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３页以下。



讼立法只有在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才能真正解决诸如刑讯逼供、冤假错

案、超期羁押等实践难题。

刑事追诉权的扩张势必带来国家机关违反法律程序的问题。而公民权利的扩大也经常会衍生出权

利受到任意侵犯问题。为解决程序性违法和诉讼侵权的问题，刑事诉讼法需要全面构建一种权利救济

机制。为此，立法者需要考虑构建一种以宣告无效为核心的程序性制裁制度，使得违法侦查、任意公诉

和不公正的审判行为，都能受到相应的程序性制裁。对于现行的“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制度，立法者需

要适当地扩大其适用范围；对于逐渐得到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者也需要将更多的侦查违法行

为纳入其适用对象之中。不仅如此，对于被追诉者所提出权利救济申请，刑事诉讼法还应设立专门的司

法救济程序，使得这种程序合法性之诉得到及时和有效的受理和裁决。

为保证刑事诉讼法得到有效的实施，立法者需要将那些行之有效的司法经验加以及时总结，并将其

从部分地区的法制经验上升为普遍的法律规范。传统的“立法推进主义”的制度形成之路，由于存在种

种缺陷和风险，应当受到适度的限制。近年来逐渐出现的“司法推进主义”的制度变革模式，则显示出

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为立法部门创制新制度提供了新的制度源泉。在刑事诉讼立法中，对于那些自生自

发的改革经验，如刑事和解、少年司法程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被害人司法救助等，应当进行最大限

度的吸收和整合。

作为一项国家立法活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依据宪法来展开。立法部门无论是创设新的制度，

还是对已有的制度作出变革，都不能突破宪法所确立的体制和原则。其中，宪法所确立的司法权力配置

以及公民权利保障条款，对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构成了一种严格的外部限制。只有具备充分的宪法意

识，将宪法奉为刑事诉讼立法的最高准则，才能避免立法沦为部门利益协调的工具，也才能真正有效地

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责任编辑：李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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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ＦｒｉｔｉｏｆＣａｐｒａ，ＵｎｃｏｍｍｏｎＷｉｓｄｏｍ，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ｉｍｅｎ＆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８８．转引自王泽应：《自然与道德》，湖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５７页。
〔８〕《道德经》第四十二章。

〔９〕《庄子·齐物论》。

环境刑事司法中的利益衡量

———从“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说起

吕　欣
　　［摘要］我国现有的环境刑事司法状况之所以不尽人意，主要原因在于法律适用方法中的利益衡量存在问题。法
官在环境刑事司法过程中，应当认识到：在以天人合一为思想渊源的环境伦理的指导下，环境刑法的法益不再限于传统

的人类利益，还包括新的环境法益，在此基础上进行利益衡量时需要把环境法益放在优先位阶考虑。

［关键词］环境刑事司法；利益衡量；

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
环境伦理

一、“天人合一”的现代生态价值

作为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天人合一”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自新石器农耕时代以来，它就与人顺

应自然（天时、地利）而生存具有密切关系。〔１〕儒家之集大成者董仲舒综合和提升先秦的儒家思想，提出

“事物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２〕。后世儒家发展出了各种类型的“天人合一”观，

如“天人相通”说、“天人相交”说、“天人相与”说、“天人一体”说、“天人一理”说等等。〔３〕儒家对“天人

合一”内涵的理解各异，而这也正是后世对这一思想贬褒不一、评价截然不同的主要原因。李泽厚先生

认为，如果今天还保留“天人合一”这个概念，便需要予以“西体中用”式的改造和阐释。笔者以为，所谓

的“西体中用”式的改造，其实就是以现代的生态学、环境科学知识来诠释这一古老的哲学理念，去除其

所具有的神学目的论色彩，以及基于农业小生产之上的“顺天”、“委天数”等主宰和命定的内容，〔４〕保留

其最原初的也是核心的含义———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和睦、合一，这其中所包含的生态智慧就是：尊

重自然的存在权利，维护生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这是“天人合一”中最具现代意义的因

素。〔５〕

“天人合一”是儒家思想中的主要内容，“但中国哲学中讲天人合一的不只是儒家”〔６〕，道家思想中

也有类似的命题，不仅如此，道家哲学所蕴含的生态智慧更为丰富，连美国当代物理学家卡普拉也说：

“在伟大的诸传统中，据我看，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是最完美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

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７〕老子认为道是根本，道“先天地生”，“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８〕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９〕这是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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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天地自然万物同源、同构的意义上讲“天人合一”；道教生态思想不只是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它对

于人与天地自然关系的进一步诠释更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１〕

人对自然万物及规律应有的态度是有限度的利用与尊重，而不是盲目的蔑视与掠夺，自然而然之道，本

身就是一种和谐。庄子说：“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合者也。……与人合者，谓之

人乐；与天合者，谓之天乐。”〔２〕不仅要求人与天地自然和谐，还把这种和谐与社会和谐（与人合）联系

起来。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已经积淀为中国人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一部分，并渗透到

我们的生活方式和道德习惯之中，因而它所蕴含的具有现代生态价值的思想精华，也能够成为易于为中

国民众所接受和遵行的生态理念。

近年来，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我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目标，而这

一目标中所蕴含的生态伦理观可以从“天人合一”中找到宝贵的思想资源：构建和谐社会除了建立人与

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外，更应该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这正是“天人合一”最原初也是最核心的

含义。显然，我国的决策者已经认识到，过去几十年，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迅速恶

化的后果，并且已经严重威胁到人民的生活。

二、我国环境刑事司法存在严重问题：不当利益衡量之结果

我国的环境刑法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最严厉和最后一道法律屏障，在１９９７年刑法修改时成为专门
一节，这是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一大突破。但现有的环境刑法在遏制环境犯罪、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并未

发挥应有的作用，环境状况继续恶化。环境刑法本来是在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为弥补其他法律

的制裁不力而出现的，立法者希望通过刑事制裁的严厉性来遏制或者至少是减少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破

坏行为。但事与愿违，初步建立起来的环境刑事法网并没有为解决环境问题带来预期的效果。新刑法

颁布之后，司法实践中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并不多见〔３〕，我国的环境状况仍在继续恶化，严重的环境事件

非但没有减少，相反却在不断蔓延和增加。〔４〕

在笔者看来，环境刑事司法状况的不尽人意主要原因在于其法律适用方法中的利益衡量存在问题。

作为一种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法律适用方法，利益衡量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由利益法学派提出的。
随着法律方法论研究的深入，利益衡量已经成为近年来我国法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频繁出现的词汇，但

这些研究并没有在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譬如对利益衡量的概念、作用场域及对法治的作用等并没有统

一的认识，甚至存在相反的看法。而且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法领域，对于在罪刑法定原则约束下的刑法领

域，很少有人主动提起这一敏感话题，或者干脆断言在刑法领域中不能适用利益衡量方法。对此种结

论，笔者表示怀疑，并斗胆就这一敏感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并进而认为，正是利益衡量方法的不恰当运

用，导致了我国环境刑法实施状况离环境保护的迫切要求相去甚远，也没有达到环境刑法的立法初衷。

首先，对于利益衡量的定义，笔者以为杨仁寿先生的定义应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而且也常常作为

经典被引用。他认为利益衡量是指“法官在阐释法律时，应摆脱逻辑的机械规则之束缚，而探求立法者

于制定法律时衡量各种利益所为之取舍，……斯即利益衡量。……以是之故，利益衡量系法官处理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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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庄子·天道》。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在２００５年１１月于北京召开的环境立法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上提到一个发人
深省的数字：近年来全国以破坏环境罪定案的只有３起。参见王淳《破坏环境罪：８年全国定案为何仅３起》，载《半月
谈》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９日。

据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数字，我国２００６年第三季度工业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攀升，局部地区污染严重，环
境质量总体上仍呈恶化趋势。参见金三林《探究环境质量恶化的制度根源》，载《学习时报》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２日。



案件之一种价值判断。”〔１〕依杨先生之见，利益衡量乃是一种价值判断或价值衡量。笔者亦以为，在法

律方法论的范畴内〔２〕，利益衡量或曰法益衡量与价值衡量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达。因为法官在司法过

程中就具体个案所进行的“价值”考量，只能是就当事人的具体利益进行权衡、比较，不可能以抽象的公

平、正义等作为考察的对象，那是法学家、哲学家的事情，不是作为法律职业人的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能够

顾及的。

其次，对于利益衡量之适用场域，也存在诸多纷争。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利益衡量作用的场域涉

及如下两个方面：第一，从适用的前提及案件范围来看，部分学者认为只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

下，需要运用利益衡量来补充漏洞或者对不确定概念进行具体化，本质上是一种法的创造〔３〕，也有人认

为利益衡量存在于所有案件中，既可以是法的解释方法又可以是法的创造方法。〔４〕 但笔者以为，作为

法律方法的利益衡量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而非一种续造法的方法，而且仅存在于狭义的法律解释（即

不超出文本的解释）中。法官在文本的视域内解释文本时所进行的利益比较与取舍才是本文所定义之

利益衡量，至于在进行超越文本的解释及漏洞补充时的利益权衡，因为文本不能涵摄其考量的结果，所

以本质上是一种“造法”时的价值补充，而这时的价值可以是较为抽象的公平、正义等法律价值。第二，

从利益衡量所可能涉及的法域来看，大多数学者从维护法治的立场出发，对于利益衡量的研究囿于民事

法域，但是，“作为一种应当具有普适意义的司法活动或者司法方法，利益衡量的研究就不应当限于民

事法律领域，而应当在法理的背景下，界定其内容、标准与规则。”〔５〕所以，利益衡量后来被推广到属于

公法领域的宪法诉讼中。〔６〕 笔者以为，在重新界定利益衡量的概念及作用场域之后，利益衡量作为一

种法律解释方法，完全可以在刑事法领域中适用，并且不会象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因此而违背罪刑法定原

则。因为利益衡量是一种不超出文本的法律解释方法，对于刑事案件的利益衡量结果不会超出“法定”

范围。

最后，围绕需要衡量的各种利益的结构层次所形成的不同观点，大都是将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抽象为

几种诸如个人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或者其他几种分类，然后排出一个大致的次序。

笔者认为这种过于抽象的做法对于解决具体案件的利益比较可能只具有间接的指导意义，因为利益衡

量的对象是案件当事人的具体利益，案件本身的千差万别决定了当事人之利益的不同，只能由法官在法

律秩序内“根据它在具体情况下赋予各该法益的‘重要性’，来从事权利或法益的衡量。”〔７〕按照拉伦茨

的说法，这正是利益衡量存在的必要性所在，也是该方法的最困难之点：之所以要进行利益衡量，“正因

为缺乏一个有所有法益及法价值构成的确定阶层秩序，由此可以像读图表一样获得结论。”如果真能如

此，那么利益衡量就不需要作为一种方法存在了。所以，抽象的利益分类及排序并不能解决个案的利益

权衡与比较问题，还需要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根据法律文本进行考量。

三、环境伦理视域中刑法法益的扩展

厘清了关于利益衡量的基本内容之后，再来审视我国环境刑事司法中的利益衡量问题。之所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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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３４－２３５页。
笔者当然不否认在其他语境下，利益与价值之间存在明显的甚至是极大的差别，但在针对个案的司法过程中，

强调这些差异是没有意义的，只能使概念更混乱。

如德国的海克，即日本的加藤一郎均持此观点，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
２３４－２３５页。

参见徐钢《利益衡量概念的辩说》，载陈金钊、谢晖《法律方法》（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胡玉鸿：《关于“利益衡量”的几个法理问题》，载《现代法学》２００１年第８期。
参见［日］加藤一郎《民法解释与利益衡量》，梁慧星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二卷），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版。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７９页。



环境刑法实施状况不佳归因于司法中的利益衡量方法运用不当，是因为环境犯罪所侵犯的为环境刑法

所保护的利益（或曰法益）〔１〕与其他犯罪所侵犯的法益有根本不同，因而在运用利益衡量时需要司法者

对此有特别的认识以及进行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的比较、权衡。

传统刑法立足于人本主义的哲学思想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主要保护与个人有关的生命、健

康、财产、安全等利益，虽然传统刑法中也有与危害环境相关的犯罪，但仅仅是由于这类行为以对环境要

素的侵害为媒介而侵害了人类的生命、健康、财产等，仍旧局限于对传统法益的保护。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以来，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已经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愈来愈严重的

环境灾难，人类不得不反思并逐步改变近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人类利益至上、无视自然的人本主义思

想，从而确立了重视自然、与自然和睦相处、协调发展的思想。〔２〕 同时，哲学、伦理学界也开始关注人与

自然的关系，并形成了一种新的伦理———环境伦理，由此，主宰西方两千多年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

向面临环境伦理的非难，承认与尊重自然本身的价值、维护整体生态平衡、强调人与环境和谐成为一种

全新的价值观。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与西方伦理观相比，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一直比较崇尚尊重

自然、与环境和谐相处，“天人合一”就是其中最典型的具有现代生态价值的思想。〔３〕 西方的许多环境

伦理理论都从“天人合一”思想中汲取了诸多精华，说明我国古代的这一理论具有当代普世性价值，我

们对于自己本有的思想资源，更需要重新发掘和理解运用。

哲学思想与价值取向的变化必然地影响到了刑法，各国加强了对环境的刑法保护，环境刑法以此为

契机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并在刑法的思想渊源、价值取向、保护法益等方面突破了传统刑法

的理论和规范。于是，环境刑法作为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所保护的法益除了传统的生命、健康、财产

及公共安全等，还增加了一个原先被人类所忽略的利益———环境利益。〔４〕 保护环境利益并非如某些人

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单纯保护生态学上之环境利益的“生态学的法益观”，〔５〕并非是舍弃或者不顾人类

利益而只保护环境利益。在“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的指导下，环境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应

既包括人类的环境利益，也包括环境本身的利益。而在人类的环境利益中，可以上升为法益的应当是那

些与环境有关的合理的、正当的利益需求，同时必须是可以为实然的法律制度所保护的利益，即“公民

的环境权”；而环境本身的利益中可以上升为法益的应当是对人与环境整体和谐有利的环境生态功能，

两者统称为环境法益。保护环境法益的本质在于：通过保护各种环境要素而维护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

和平衡，最终目的仍然是维护现代及未来世代人类的生存、健康、发展所必需的环境条件。

四、在环境刑事司法中进行恰当的利益衡量

环境刑法的法益不仅具有立法指导功能，而且具有司法解释功能，〔６〕即运用环境法益解决司法过

程中的法律解释问题，以确保以刑法保护环境之目的的实现，实际就是法官在环境刑事司法过程中运用

环境法益进行的利益衡量。如前所述，虽然我国的环境刑法在立法上实现了突破，但是纸面上的法律只

有运用到实践当中，对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经过定罪量刑予以惩治，才能最终发挥效力，达至立法目的。

由于我国环境刑法在规范结构上具有行政从属性的特征，对于环境犯罪的认定需要借助于对有关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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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５〕

〔６〕

法益在广义上指一切法律所保护的利益，而在狭义上仅指刑法规范所保护的利益，本文是在狭义上使用这一

概念的。

参见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４－２５页。
参见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当然，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和担忧，认为这是对刑法谦抑精神的挑战。参见黄丁泉《环境保护、科技发展，刑法

谦抑性原则能维持吗》，载陈兴良主编《公法》第５卷。但笔者以为，刑法的谦抑性也是相对的，在刑法发展的整个过程
中，除罪与入罪始终相随，只要从整体趋势上，刑法的严苛性、扩张性是在不断退缩的，我们就可以说刑法是谦抑的。

参见程红《环境刑法保护法益比较研究》，载高铭暄等主编《刑法论丛》（第９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参见杜万平《论环境刑法的法益》，载吕忠梅、徐祥民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法规的理解，而且据以区分罪与非罪的犯罪构成规定得不很明确，因此，环境犯罪的认定与惩罚更多的

倚重法官在办案过程中的利益衡量。利益衡量作为法律方法体系中的黄金方法，其重要性在环境刑法

的适用中得以彰显。

在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的总体设计内，以“天人合一”为思想渊源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

伦理应该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伦理规范，这就决定了包括环境刑法在内的环境法律体系，在立法目的及

价值趋向方面应当体现这种伦理，并通过法律的实施在社会中引导、培育、养成这种伦理。为了达到这

一效果，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就应对于环境刑法所保护的环境法益有正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

符合立法目的的利益衡量。具体而言：

首先，法官要明确认识到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不再仅限于传统的生命、健康、财产、公共安全等，

而是在此之外又增添了一项新的法益———环境法益。但是，由于我国对环境伦理的关注和研究开始较

晚，目前仍主要限于译介西方国家的既有成果，环境伦理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学者们研究的对象，远未

成为公众普遍接受并遵行的伦理规范，〔１〕包括法官在内的民众的伦理意识也仍然停留在传统的人域伦

理框架内。〔２〕 此种伦理下的法益保护观念必然是以对传统法益的保护为主。另外，我国的环境刑法作

为刑法典中的一节，其保护环境法益的立法目的无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只能体现在环境犯罪的法条当

中。就目前我国刑法中环境犯罪的一些规定来看，对环境法益只是一种间接的保护。这种隐含的法益

保护更为法官的认识增加了难度，所以，我国法官往往对保护环境法益这一点认识不够甚至根本没有认

识到。要改变这种现状，除了要以全面保护环境法益为主旨完善立法的内容之外，还要加强对民众包括

法官的宣传和教育，逐步培养民众的环境忧患意识、环境道德意识、环境法律意识环境参与意识等。整

体的环境意识提高了，又有完善的立法依据，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对保护环境法益就有了内在的驱动力和

外在的法律基准。

其次，法官对于环境法益与其它法益的位阶次序要有正确的认识。从本质上看，环境法益不同于几

种传统法益。表面上它具有社会公共利益的某些特征，但又有根本不同，因为除了当代人的共同利益，

它还包括未来世代人的共同利益，除了一国之内全体民众的利益，它还涉及相邻国家及全球人类的利

益，所以，总体上它是与其他法益相区别的一种新型法益。具体到某一案件，环境法益与其他法益的位

阶必须结合该法条所体现的立法目的来确定。分析我国目前环境刑法中的环境犯罪条文及相关司法解

释，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保护环境法益的犯罪，如第３４１条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非法狩猎罪，第３４４条非
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

品罪等。另一类是将财产或人身法益作为保护目标，同时间接地保护了环境法益，如第３３８条重大环境
污染事故罪，第３４２条滥用农地罪，第３４５条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等。在第一类环境犯罪中，环境法
益应当予以优先保护，这一点已经内含在法条中，法官通过立法内容就可以对此类环境法益的优先位次

有明确的认识。而第二类环境犯罪，由于我国目前各种条件的限制，立法还未将环境法益放在优先位

置。因此，法官应当认识到在这一类犯罪中，环境法益的与人身、财产等人类传统法益同等重要，应当在

现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尽可能兼顾环境法益的保护。

最后，环境法益的保护是知与行的统一，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处理环境犯罪，不仅

仅要对环境法益本身以及与其他法益的位阶次序具备正确的认识，还要在处理具体环境犯罪、进行利益

衡量时，切实能够把环境法益作为优先考量和保护的利益，尽最大努力排除那些单纯以经济发展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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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公众对具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环境问题特别是环境污染等负面问题认知程度较高，但对于可持续发展、代际公

平等利益关系不直接的正面问题认识远远不够，而且认识程度与参与程度差距很大，这说明环境伦理在民众中并未成为

一种普遍认可和有效的伦理规范。具体数据参见钟寰《公众对环保关注很高，参与不强———写在首次大型环保民意调查

结果公布之际》，载《中国国情国力》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这是江山先生所提出的概念，用以指称人类社会内部的伦理，与其相对的“人际伦理”即通常所指环境伦理，

用以指称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参见江山《人际同构的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００－３１０页。



的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将侵犯环境法益的犯罪依法定罪量刑，使相关行为人严重侵害环境法益的行为

确实得到应有的惩罚，从而逐步改变我国环境刑事司法在遏制环境犯罪方面收效甚微的尴尬现状，真正

为我国环境的保护提供现实而有力的刑法保障。

（责任编辑：李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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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震，男，山东财经大学（筹）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

刑事辩护律师执业权利之构建

李　震
　　［摘要］新《律师法》对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等执业权利进行了完善，并增设了律师言论豁免权。但
是，新《律师法》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存在诸多冲突；赋予刑辩律师的许多执业权利可操作

性不强；刑辩律师应当享有的某些执业权利并未赋予。对刑辩律师执业权利之建构与完善的途径是：尽快修改《刑事诉

讼法》，使其与新《律师法》协调一致；需增设律师通信权、执业豁免权、拒绝作证权和救济权等权利。

［关键词］新《律师法》；刑辩律师；执业权利；

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
救济权

新《律师法》的颁行，强化了刑事诉讼活动中刑事辩护律师（以下简称刑辩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

和调查取证权等既有的权利，同时也新设了律师自行调查取证权、庭审言论豁免权等权利。这些权利的

强化和赋予，对于律师充分有效的行使权利、积极全面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构建新型的抗辩式诉讼模式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一、新《律师法》完善和新增的刑辩律师的执业权利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８日第十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又对原《律师法》进行了部
分修订，并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新《律师法》对原《律师法》、《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

刑辩律师的执业权利作出了修正和补充，在第四章中作出了专章规定。根据第四章的规定，完善和新增

的刑辩律师所享有的执业权利主要有：

（一）修改完善的权利

１．会见权
第一，律师会见被明确为一项权利。原《律师法》对于律师会见规定地很笼统，“律师依照诉讼法律

的规定，可以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会见”。《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

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原《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对于

律师会见用的措辞是“可以”，“在语言学上，‘可以’的语词强度不大，其中不包括“该当性”的涵义，”

因此，此种情况下，律师会见不是一项独立的权利，它需要相关职权部门的批准才能行使。司法实践中，

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需要侦查机关的批准，侦查机关经常以案件涉密等理由拒绝律

师会见。

新《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

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根据上述规定，新《律师法》将律师会见明确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律师“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

任何机关和人员的批准。

第二，律师会见的时间提前。原《律师法》对于律师会见的时间没有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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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时间是“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新《律师法》将律师会见的时间提前到“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第三，对律师会见的限制减少。原《律师法》对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侦查人员是否可以在

场没有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

要可以派员在场。也就是说，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均可以派员在场监听、

监视。新《律师法》对此有了突破，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不被监听。即，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

人时，侦查机关不得派员在场，如果侦查机关认为根据案件情况需要派员监督的话，监督之人也不能在

场，只能在看得见但听不见的地方实施监督。可见，新《律师法》赋予了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自由交流的

权利，有利于保证犯罪嫌疑人与律师充分地交流，律师可以较早获得对案件的全面把握，充分地行使辩

护权，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新《律师法》对于刑辩律师会见权的规定，与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一九九０
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七日 古巴哈瓦那）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八条规定是相吻合的，第八

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

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

见的范围内进行。

２．调查取证权
原《律师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

况。《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

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

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律师调查取证也不是一项独

立的权利，律师调查取证要征得被调查人的同意，或者同时还需获得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许可。如

果被调查人不同意，或者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许可，律师就不能调查取证。

新《律师法》第三十五条对律师调查取证的限制作了修正，律师需要调查取证的，既不需要获得人

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许可，也不必征得被调查人的同意，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

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３．阅卷权
原《律师法》第三十条规定，律师依照诉讼法律的规定，可以查阅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刑事诉讼

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

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

事实的材料。原《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律师独立的阅卷权，只是规定律师“可以”查阅

有关材料，而且对律师阅卷的范围作出了限制。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仅能查阅起诉书以及技术性鉴定

材料，不能查阅案卷；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律师只能查阅与指控的犯罪事实有关的材料，对能够证明被

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律师无权查阅。

新《律师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赋予了律师独立的阅卷权，律师“有权”查阅案卷材料，不需任何单位

和个人的同意，而且扩大了律师阅卷的范围：审查起诉阶段，律师有权查阅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和案

卷材料；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律师可以查阅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包括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的材

料，也包括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材料。

新《律师法》对于刑辩律师阅卷权的规定，与《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二十一条是相吻合的，

第二十一条规定，主管当局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局所拥有或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和

文件，以便使律师能向其委托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应该尽早在适当时机提供这种查阅的机会。

（二）新增的权利

新《律师法》增加了一项权利：言论豁免权。言论豁免权是指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为履行辩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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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免受刑事、民事等追究。〔１〕

新《律师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该条规

定并不是说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任何言论都不受法律追究，对于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

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还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二、新《律师法》赋予刑辩律师执业权利的不足

新《律师法》与原《律师法》、《刑事诉讼法》相比，刑辩律师的执业权利规定的比较全面、详细，操作

性也比较强。但是，新《律师法》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一）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存在诸多冲突

新《律师法》赋予的刑辩律师的执业权利许多是对《刑事诉讼法》的突破，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刑事

司法过程中两部法律产生冲突时，应优先适用哪部法律，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新《律师法》是新法，《刑事诉讼法》是旧法，当两部法律冲突时，应根据新法优于旧

法的原则，优先适用新《律师法》。全国人民代表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第１５２４号（政治法律类１３７号）何悦委员关于如何解决新律师法与刑诉法之间冲突的提
案这样答复：“依照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在不与其基本原则

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修改和补充新修订的律师法，根据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和国务院提

出的修订草案以及各方面的意见，总结实践经验，对刑事诉讼法有关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权利的有些

具体问题作了补充完善，实际上是以新的法律规定修改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此应按修订后的律

师法的规定执行。”〔２〕

第二种意见认为，《刑事诉讼法》是基本法，新《律师法》是除基本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根据法律体

系中法律位阶的排序，基本法的地位应当高于其他法律的地位，因此，《刑事诉讼法》是上位法，其与新

《律师法》相冲突时，当然应优先适用《刑事诉讼法》。

司法实践中，律师界普遍认为新《律师法》是新法，与《刑事诉讼法》冲突时，应优先适用新《律师

法》；但公、检、法机关普遍认为《刑事诉讼法》的效力为高，当《刑事诉讼法》与新《律师法》冲突时，优先

适用《刑事诉讼法》，拒绝执行新《律师法》。因此，新《律师法》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一部由最高立

法机关颁布施行的法律在司法实践中却得不到执行！相应的，新《律师法》赋予的刑辩律师所享有的执

业权利，例如律师会见权、阅卷权以及言论豁免权等，得不到切实有效的实施。

（二）新《律师法》赋予刑辩律师的许多执业权利可操作性不强

新《律师法》赋予刑辩律师的许多执业权利缺乏保障措施，即当律师的执业权利受到侵害时，缺乏

救济，这违反“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法理要求。

１．律师侦查阶段的自由会见权缺乏保障
新《律师法》规定，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刑辩律师携带证件等有效文书可以自由会见在押犯罪嫌疑

人，无需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而且会见时不被监听。但是，在侦查阶段，如果侦查机关或者羁押机关无

正当理由拒绝律师会见或者会见时侦查机关派员在场监听，律师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相关部门和人

员将受到什么样的制裁？新《律师法》并未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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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彭海青《辩护律师权利的发展与缺憾》，载《政法学刊》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关于新律师法与刑诉法冲突，人大法工委：按修订后律师法执行。



２．律师调查取证权流于形式
新《律师法》规定刑辩律师有自行调查取证权，既不需要得到司法机关的批准，也不需要征得被害

人、证人等被调查人的同意。但是，新《律师法》并未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程序，也未规定被害人、

证人等被调查人的义务。如果律师根据案件情况，需要向被害人、证人等被调查人调查取证，被调查人

如无正当理由拒绝作证，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如何实现？被调查人应承担何种法律后果？律师调查取证

的权利和被调查人接受调查的义务不相对等，律师自行调查取证权的实现是不切实际的。

新《律师法》还规定，刑辩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

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也就是说，律师有要求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申请权，

也有要求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权，但对律师如有正当理由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查

取证，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接受律师申请后在法定时间内未完

成调查取证，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调查取证或者人民法院无正当理由拒绝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律师的

权利如何救济？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承担何种法律制裁后果？新《律师法》没有规定。因此，律

师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予配

合的，律师无计可施。

３．律师阅卷权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新《律师法》赋予刑辩律师阅卷的权利较大，阅卷的范围也比之前大了许多。但是还存在以下两点

不足：

第一，侦查阶段律师阅卷权没有规定，而侦查阶段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证

据的发现多半是在该阶段完成的，如果作为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的律师在这个阶段无法享有阅卷权，那就

相当于让一个没有任何武器的盲人上战场。对案情的了解和对证据的掌握就是辩护律师保护当事人的

武器。加之，在律师行使阅卷权的时候，由于缺乏具体可操作的规定和具体条件的限制，导致很多律师

就算有机会阅卷也很难真正地充分全面地掌握所有情况及证据。〔１〕

第二，对于保障律师阅卷权的正当行使，检察机关和法院应履行何种配合义务没有规定。例如，如

果刑辩律师向检察机关或者法院提出阅卷申请，检察机关或者法院无正当理由拒绝律师阅卷，或者对律

师阅卷的范围作出种种限制，律师应当向哪个部门提出救济申请，检察机关或者法院应当承担何种法律

后果，新《律师法》没有规定。

４．律师言论豁免权范围过窄
新《律师法》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根据该条规定，我们可以看

出新《律师法》将律师的言论豁免权仅仅局限于法庭审理阶段，律师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

意见是不享有豁免权的。但是，“律师在侦查和审查起诉或在任何司法机关、行政当局履行职责阶段同

样承担着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运用其执业权利与公安

机关、检察机关的公权力相抗衡的职责，同样处于弱势地位，有很大的执业风险。”〔２〕

５．对于被依法拘留、逮捕的律师的救济权利规定的不彻底
新《律师法》规定，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因涉嫌犯罪被依法拘留、逮捕的，拘留、逮捕机关应当在

拘留、逮捕实施后的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该律师的家属、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以及所属的律师协会。追溯该

条的立法原意，立法者的初衷应当是对于被依法拘留、逮捕的律师，逮捕机关应及时通知相关人员，相关

人员能够尽快地为涉嫌犯罪的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或者救济。但是，新《律师法》仅仅规定了律师被依法

拘留、逮捕时的相关人员的知情权，对于相关人员的其他权利，特别是对该律师所在律师事务所和律师

协会在此过程中享有什么权利、如何为该律师提供法律救济没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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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吕蕾《新律师法律师权利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论文，２００９年。
邓卫卫：《论完善我国律师执业权利的法律保障机制》，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３

期。



（三）刑辩律师应当享有的某些执业权利新《律师法》并未赋予

１．刑辩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通信权没有规定
原《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均规定刑辩律师可以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信，刑辩律师的通信

权和会见权是律师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刑辩律师不仅可以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面交流，也可以

通过通信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交流。特别是当律师会见权由于司法当局的原因不能有效行使

或者因律师自身等原因不能行使时，通信权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新《律师法》却取消了刑辩律师与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通信权，这不能不说是律师制度的倒退。

２．刑辩律师要求控方证据展示的权利没有规定
虽然新《律师法》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刑辩律师有权查阅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但

是并没有明确规定刑辩律师有权要求控方向其展示所有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包括控方拟在法庭上

出示的证据和不在法庭上出示的特别是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虽然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刑辩律

师可以查阅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但是《刑事诉讼法》只是要求控方向人民法院移送主要证据复印

件，并没有要求控方向人民法院移送所有证据复印件，而且对于何谓“主要证据”，控方享有自由裁量

权。所以，从表面上看，律师的阅卷权扩大了，但是，律师还是不能见到所有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

３．刑辩律师的拒绝作证权没有规定
原《律师法》和新《律师法》均规定了律师有保密的义务，原《律师法》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

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新《律师法》扩大了律师保密的范

围，规定，律师不仅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当事人的隐私，对于在执业活动

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也应当予以保密。但新旧《律师法》均没有规定刑辩

律师保守秘密的义务同时也是权利———拒绝作证权。《刑事诉讼法》作出了与新旧《律师法》相矛盾的

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律师也不例外。

三、刑辩律师执业权利的建构与完善

根据上文的分析和说明，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现行法律赋予的刑辩律师执业权利的不足之处主要在

于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不合理、某些执业权利操作性不强、刑辩律师的救济权没有规定

等等。因此，我们对建构与完善刑辩律师执业权利的安排如下：

（一）尽快修改《刑事诉讼法》，使其与新《律师法》协调一致

新《律师法》的实施之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步履维艰，主要在于其与《刑事诉讼法》的不统一，造成司

法机关和律师在遇到新《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冲突时，优先适用哪部法律的作法截然相反。我们认

为，立法机关应当尽快修改《刑事诉讼法》，使其与新《律师法》的内容相统一，这样，司法机关就不能借

口两部法律不统一而拒绝执行新《律师法》，新《律师法》赋予的刑辩律师的执业权利才能落到实处。

１．侦查阶段应赋予刑辩律师辩护人的地位
原《律师法》对于侦查阶段刑辩律师的身份没有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

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也就是说，当案件移送到检察院之日起，刑辩律

师才具有辩护人的身份，在此阶段之前，即侦查阶段，刑辩律师则不具有辩护人的身份。新《律师法》对

于上述问题也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侦查阶段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诉讼阶段。因为，绝大多数指控犯罪嫌疑人有

罪、罪重的证据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面对的是以国家机器为后盾的强大的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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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机关，因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再加之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对于法律大多不熟知，如果没有具有专业法

律知识的律师为其提供帮助和辩护，其合法权利极易受到侵害，极易造成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是，在如

此重要的侦查环节，《刑事诉讼法》仅仅规定律师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其

他权利律师并不享有。

因此，有必要赋予刑辩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使其享有会见交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等

权利，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切实充分的辩护，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正如陈光中教授主编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以下简称《建议稿》）第四十九条规定：在侦查期间，

只能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第五十一条规定：公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立案之日起有权委托辩

护人。此两条规定既考虑到侦查工作的特殊性（某些案件的涉密性），又考虑到了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

保护。对《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可参考上述意见。

２．会见交流权的完善
《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

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公函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

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侦查机关或者羁押机关应当予以配合。如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侦查机关在正

常工作时间，除讯问等正当理由外，应当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但侦查机关不能以正在讯问或其他

理由为借口拒绝律师会见。因此，应当规定，侦查机关以正在讯问为由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律师会见的次

数不得超过两次。如果犯罪嫌疑人已经羁押在看守所，则看守所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应无条件安排律师

会见。侦查机关或者看守所应当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提供必要的场所，并不得限制会见的时间、次

数。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人员不得在场，如侦查机关认为需要，可以派员监督，但监督人员只能

在看得见但听不见的位置监视会见的情况，不得监听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对话。

３．调查取证权的完善
首先，自行调查取证权的完善

《刑事诉讼法》应规定，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公函，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

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包括向被害人、证人调查取证，被调查人无正当理由应当予以配合，被调查人

如无正当理由拒绝作证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同时还应规定，如被调查人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律师

有权申请侦查机关、检察院或者法院调取，如申请合理，侦查机关、检察院或者法院应当在一定时间内调

取；如认为申请不合理，应作出书面说明送达申请的律师。正如陈光中教授在《建议稿》中有了这样的

规定：辩护律师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和材料，有关单位或个人不予配合

的，辩护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集、调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

同意收集、调取证据的，应当吸收提出申请的律师参加；不同意的，应当以书面方式说明理由并附卷。

对于被调查人无正当理由妨碍律师调查取证的，《刑事诉讼法》可作出如下规定：律师可向侦查机

关、检察院或者法院提出控告，侦查机关、检察院或者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如律师抗告有理，对妨碍律师

调查取证的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单位负责人可处１５日以下拘留；对自然人，处
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或者处１５日以下拘留。

其次，申请调查取证权的完善

律师自行调查，被调查人拒不配合的，或者律师根据案情需要，申请侦查机关、检察院或者法院调查

取证的，侦查机关、检察院或者法院同意调查取证的，可以吸收提出申请的律师参加；不同意的，应当以

书面形式告知。同时，侦查机关、检察院或者法院应当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调查取证，调查收集到的证

据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请的律师。

４．阅卷权的完善
在侦查阶段赋予刑辩律师辩护人的地位，相应的，刑辩律师在侦查阶段也就享有了阅卷的权利。陈

光中教授的《建议稿》第五十五条对侦查阶段刑辩律师的阅卷权作了规定：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有权

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可以查阅、摘抄、复制犯罪嫌疑人的陈述笔

录、技术性鉴定材料以及本案的诉讼文书。我们可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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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解决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刑辩律师的阅卷权问题，理论界主要集中在是否建立证据

开示制度。笔者认为，只要赋予刑辩律师充分的阅卷权，就没有必要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理由有二：〔１〕

一是从变革的成本来讲，我国现有的司法资源难以承受建立一套新的证据开示制度所需要的成本。在

现有基础上完善辩护人的阅卷权，效果相当，但其投入的人力、物力要小。二是证据开示制度与阅卷权

的初衷都是为了让辩护人全面掌握事实和证据，履行好辩护职能，我国多年来形成并已经习惯阅卷方

式，以往的经验已经证明只要给予辩护人充分的阅卷权，就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而没有必要推倒原来

的制度重建一套。

陈光中教授的《建议稿》对此也有相应规定：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十日后至一审判决前，辩护律师有

权到检察机关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在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再审程序中，辩护律师有

权到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

因此，《刑事诉讼法》应当明确刑辩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有权查阅与案件有关的全部材料，包括对

犯罪嫌疑人不利的材料和有利的材料，也包括公诉机关拟移送法院的材料和不移送的材料。在审判阶

段，律师也有权查阅所有案卷材料，包括公诉机关移送法院的材料，也包括法院自行调查的证据材料。

同时，还应规定，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或者法院应当为律师查阅案卷材料提供必要的场所和时间。

（二）需新增设的权利

１．通信权
新《律师法》没有规定刑辩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通信权，《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与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有通信权。为使两部法律相统一，应在新《律师法》中规定，律师与有权与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通信。之所以要赋予律师通信权，是因为准许有关机关较长时间拘禁犯罪嫌疑人的同时，确

保犯罪嫌疑人不与外界隔绝，能及时得到法律专家的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不当的侵犯。从犯罪

嫌疑人的角度考察，与辩护律师通信也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２〕

２．执业豁免权
新《律师法》对于刑辩律师的庭审言论豁免权作了规定，但是，这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执业豁免权。

《刑事诉讼法》不仅未规定律师的执业豁免权，反而在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

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与此相对应，《刑法》

第三百零六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

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就是律师谈虎色变的律师伪证罪。《刑事诉讼法》及《刑法》的上述规定对于刑

辩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是极为不利的，律师的执业豁免权也难以真正实现。

根据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制定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二十条规定：“律师对

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

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我们也应当赋予律师完全的执业豁免权，立法

可作如下规定：第一，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进行辩护时发表的言论，不受刑事法律追究。同时，司法机

关有权对律师违反诉讼程序和秩序的行为进行警告和制止，但不得采取伤害其人身和限制其人身自由

的手段。第二，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向法庭提供或出示之文件、材料失实，不受法律追究。取消《刑法》第

３０６条“辩护律师妨碍证据罪”的规定，律师在执业中有妨碍证据行为时，除要受到律师执业纪律的追究
外，还可由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处罚。第三，在明确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的前提下，为防止其滥

—１０１—

《法学空间》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刑事辩护律师执业权利之构建

〔１〕

〔２〕

参见李本森《论我国律师调查取证权立法完善》，载《人民司法》２００４年第３期；转引龙云辉《律师权利研究》，
重庆大学法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８年，第１４３页。

参见龙云辉《律师权利研究》，重庆大学法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８年，第９６页。



用，可作出例外规定。〔１〕

３．拒绝作证权
新《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应同时规定，律师就其在执业活动中获悉的当事人的秘密有拒绝作证

的权利。但是，律师拒绝作证的权利并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说律师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拒绝作证，其保

守秘密的例外即是拒绝作证的例外：律师对于当事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

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

４．刑辩律师执业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权
刑辩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执业权利大都与侦查机关、检察院或者法院的相对义务是相对应的，侵害

刑辩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为往往是上述机关作出的。例如，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无正当理

由不予安排；侦查机关或者检察院限制律师阅卷的范围；律师申请侦查机关、检察院或者法院调查取证，

上述机关无正当理由不予调查取证的，法律应明确规定侦查机关、检察院或者法院侵害律师执业权利的

法律后果。“法律不仅应宣示权利，而且还应同时配置救济的各种程序。”〔２〕

刑辩律师执业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权应当规定在新《律师法》中还是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抑

或两部法律都作出规定？笔者认为，应在《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因为，“律师的大部分具体执业权，

根据不同诉讼业务或者其他业务的情况而存在较大差异，其间很多规定涉及到国家机关、司法体制等方

面的立法内容，《律师法》作为一部‘非基本法律’，对很多权利的完善问题涉及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增

加相关的保障义务、违反责任等内容，而为这些国家机关设定义务显然已经超出了《律师法》的调整范

围，将有关内容划归刑事诉讼法调整不仅与律师辩护权利属于诉讼权利的本质更加接近，与两部法律规

范功能上的各自特点也更加契合。〔３〕

因此，《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侦查机关、检察院或者法院工作人员侵害律师执业权利的，其所

在单位应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对律师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

责任或者刑事责任；打击报复律师的，从重处罚。如果侵害律师执业权利的工作人员所在的单位不追究

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律师可向其上一级机关提出抗告。如果侦查机关、检察院或者

法院侵害了律师的执业权利，律师可直接向其上一级机关提出抗告。当地司法行政机关律师管理部门

和当地律师协会应当对受侵害的律师提供帮助。

５．刑辩律师人身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权
新《律师法》应当增设刑辩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人身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权，人身权包括生命权、

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身体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人格权和荣誉权、亲属权等身份权，律师作为公

民自然也应当享有上述人身权。律师在职业活动中因其身份的特殊性，其人身权利较之普通公民更容

易受到侵犯，特别是受到司法当局或者相关人员的侵犯，故规定律师人身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权尤为

重要。

因此，在新《律师法》中应明确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包括律师在执业活

动中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限制，住所、办公场所和人身不受非法搜查，电话、通信权不受非法监听等等。

如其人身权利受到侵害时，可求助于司法行政机关律师管理部门和当地律师协会，司法行政机关律师管

理部门和当地律师协会应当代表律师向相关部门提出控告，维护律师的合法权利；或者人身权利受到侵

害的律师可直接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诉、控告。对于司法当局侵害律师人身权利的，律师可向哪个部门提

出控告、相关部门的义务要求等，应在《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对于相对人侵害律师人身权利的，可

在新《律师法》中加以规定。

（责任编辑：纪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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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婷茹《建立我国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的构想》，载《理论月刊》２００３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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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卫东《刑事辩护律师权利体系的合理架构与立法规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作者简介：纪建文，女，山东财经大学（筹）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经济学。

〔１〕即摩托车。此外，台湾还有很多用语与我们不同，如称“地铁”为“捷运”，称“Ｕ盘”为“随身碟”，称“打印”为
“列印”，称“暴雨”为“豪雨”，称“挖掘机”为“怪手”，称“信息”为“资讯”，称“电子化”为“数位化”等。一些读音也与我

们迥异，如“包括”读为“ｂａｏｇｕａ”，“垃圾”读为“ｌｅｓｅ”，“和”读为“ｈａｎ”等。
〔２〕据说，在台北，五、六十坪的住所即可以被称为“豪宅”。１坪＝３．３平方米。

【学术访问与观察】

印象台湾：寻找差异之旅

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櫷

纪建文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２日清晨，天公微降小雨。作为山东财经大学首批赴台湾世新大学交流的成员，我们
一行四名教师及十八名学生惜别亲人及师友，背负各自的使命及学校的期待，飞向既熟悉又陌生的台

湾，抵达台北。

因为机会的难得，我们将在台的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对待，因此不敢有丝毫懈怠，也不忍浪费一

分一秒，除奔波在世新大学、台湾大学、国家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台北大学之间，听课、查资料、访谈、交

流、讨论，争取与台湾法学界有更多的相互了解之外，还利用假日及往返途中拼命观察台湾，了解台湾，

“努力像个台湾人一样生活”，日子充实而忙碌。

离开之前，一位在中央研究院作访问学者的师长问我：“你对台湾印象如何？”我一时语塞，稍后，反

问之：“您指哪方面？”他笑答：“有人用‘三多’来形容台湾———庙多、狗多、机车〔１〕多。”我哈哈一笑，觉

得这个总结很精辟，但稍稍表面及片面了些。可是转念一想，每个人对台湾的印象都会因为自己的前

见、经历、视角而不可避免的带有主观性，所以本篇小文可能是片面的，甚或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但却

是当我在台湾生活四十九天———相对于观光客不短，相对于台湾人或在台湾攻读学位的人不长———之

后获得的台湾印象。

一、台湾风光

每次回想台湾之行，首先忆起的还是满满的绿色。亚热带气候使树木四季常青，丰沛的雨水则足以

洗刷叶子上的灰尘，使其永葆清澈。许多在中国北方被作为室内盆栽而小心呵护的植物，如常青藤、滴

水观音等，通常都默默生长在路边某个不会被轻易发现的小角落里，并且，强壮的不可思议。如果你愿

意抬头仰望蓝天或做深呼吸，通常还会有惊喜：在某棵树上，悬挂着或熟悉或陌生的果实！在台湾，树木

很少受到管理，可是它们却一直安静且有序的存在，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危机似乎尚未到来。我们居住的

世新会馆是新北市（原台北县）一栋依山而建的建筑，在我房间向窗外望去便是绿色的山林，我在台湾

的每一天均由这些自然的绿色开启。某日清晨，窗外的一棵枯木轰然倒地，我离开时，它仍然躺在那里，

只是早已被某种绿色的藤类植物覆盖严实。在台北，看惯了密集的建筑、狭窄的街道及普遍拥挤的居住

环境，〔２〕再转而看看这些被保存完好的广袤的绿色，崇敬之情更会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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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大陆与亲朋好友再见面时，寒暄过后，大家往往会问我“台湾好玩吗？”这实在也是一个极难回

答的问题。原因是，我担心我的贸然回答会影响提问者将来是否去台湾旅行的决定，或成为其对台湾印

象的一部分。而实际上，“是否好玩”同时取决于“想玩什么”及“能玩什么”。我的几位多次去过大陆

的台湾朋友都将“台湾真的很小”挂在嘴边。起初还以为是戏言，或是自谦，可是不久自己竟也有了同

样的感受。

在北方生活久了，初到台湾时，看到台湾大学的椰林大道及街道两边茂盛的榕树着实兴奋了一下。

可是，再继续看下去，才发现台湾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自然景观均没有太大差别。赴台之前，友人为我

打预防针说“台北的城市建设还不如济南”。确实，除台北的１０１大楼、中正纪念堂外，台湾确实少见非
常宏伟、现代的建筑，双向四车道以上的马路也为数不多，散发着陈年气息的屋子及窄窄的、甚至不容汽

车通行的小巷密布在每个城市里。不仅如此，我甚至发现许多小镇，如鹿港、九份、淡水、三峡的主要旅

游景点是“老街”，而非现代化的所在。台湾人有非常好的记录历史的习惯：许多大学都设有校史馆供

访客参观；在台南，当地人会自豪的认为历经三百多年的赤坎楼“好有历史”！此外，许多产品也主打

“遵循古法”牌，人们固执的一笔一划的写着繁体字，很多年轻人认为简体字“歪歪扭扭”。可是铺天盖

地的美妆、追赶潮流的服饰，被异常广泛使用的ｉｐｈｏｎｅ、ｉｐａｄ、Ｗｉ－Ｆｉ无线网络等却为这里贴上明显的现
代标签。对此，我只能总结说台湾追求现代，但不拒绝传统。

还有一种风光不得不提———庙宇———位居之前有人所概括的台湾“三多”之首。庙宇是台湾旅行

的重要景点，人神共居的现象相当普遍。除一些著名的庙宇，如艋岬的龙山寺、埔里的中台禅寺外，在大

街小巷随处可见大大小小、香火旺盛的寺、庙、宫，许多人家里也都供奉着神仙。这不仅在相当大的程度

上影响了台湾人的行为方式及精神面貌，还成为台湾文学、艺术的重要主题。

二、台湾人

如果为台湾人贴标签，客观来说，第一个标签应当是热情好客。大部分台湾人都很友善，在台生活

一段时间后，我们形成的共识之一就是不要轻易问路，因为对方往往会亲自将你带到你要去的地点，然

后再折返走向自己的目的地。世新会馆的值班人员每天清晨都会热情的与每个人打招呼，提醒各位同

学、老师记得吃早餐，记得带雨伞；每天晚上则会笑意盈盈的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回来”。

第二个标签是修养。我们接触到的台湾人大都衣着干净得体，妆容精致，对人彬彬有礼，将“对不

起”挂在嘴边。台湾街头很少有垃圾桶，但随手扔垃圾的现象却极为少见。乘坐电梯时自觉站在右侧，

将左侧留给需要赶时间的人。无论是乘车，还是购物、吃饭、去洗手间，都习惯甚至是喜欢排队，有这样

一种说法：来到台湾，在熙熙攘攘的老街及夜市里，如果你面对各色小吃而无从选择，那就挑队伍排的最

长的那家，虽然未必符合我们的口味，但一定是当地人的最爱。来到台湾后，发现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

细察原因，才发现原来周围人说话声音都很低，而公共场所也大都贴有“请轻声细语”的“小叮咛”。在

台湾，基本上没有遇到过手持移动电话，旁若无人的做“现场直播”的人，如果迫不得已要接听电话，也

大都以手遮口，尽量压低音量，所以就算近在咫尺，也不会听清其讲话的内容，因此我们经常感叹电话那

端的先生或女士实在有超强的听力。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使台湾得以保持安静，那就是基本上没有

鸣笛的现象。司机大都会耐心等待行人通过———这些天来我真的没有听到过一次鸣笛，并在马路上默

默遵循自己的前进路线而不随意变道。在这里，人们大概只会通过摩托车及改装过的小轿车的轰鸣声

来宣泄情绪、张扬个性。

第三个标签是辛苦与敬业。我时常觉得，台北人和大陆的北京人、上海人一样因为包括房价在内的

物价均比较高而生活的实在辛苦。他们的工作时间普遍较长，比如世新大学法律学系的秘书会从上午

八点一直工作到晚上七点半左右，出租车司机会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且常常可以看到白发苍苍的

老者依然在开出租车谋生计。由于每天出门在外的时间太长、太累，在台湾的大街小巷上行走的女士们

也几乎清一色的平跟鞋，高跟鞋出现的频率很低。早晨八、九点钟的捷运或公交车上，则坐满了尚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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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完全清醒的上班族。或许，这也许是为什么台湾人对咖啡非常依赖，对一杯咖啡涨价五元钱那么耿

耿于怀的重要原因。尽管辛苦，但看起来台湾人都用非常崇敬的心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一天中总是保

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再普通的工作也都神圣起来。

尽管台湾人的文明程度相对较高，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由于过度谨慎、生活压力过大，过于强

调生活细节，台湾的男性群体少了些必要的阳刚之气，再比照北方男人的大大咧咧，这一特点更为突出。

再者，在大陆人面前，台湾人或多或少会流露出些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又多半源于对大陆政治、经济、

文化、历史，包括美景、美食的缺乏了解或一知半解。

三、台湾的公共服务

在台期间，常常感慨于其超赞的公共服务。其中，便利店最让台湾人引以为傲。据说，台湾便利店

的密度是全世界最大的———平均每三百公尺（米）就有一家，“７－ｅｌｅｖｅｎ”、莱尔富等便利店遍及学校、风
景区、火车站等，二十四小时营业，全台统一定价，且提供简单的桌椅、无线网络、卫生间、热饮水，并且与

运输部门合作，代办相当于济南公交卡的悠游卡，并可免费提供充值服务。如果要求不高，在便利店里

你完全可以解决早、午、晚餐。便利店出售的咖啡每杯普涨五元新台币一事引起台湾各大媒体持续、深

度报道，足见便利店与台湾人关系之密切。

台湾也为在台的外地人提供了良好的服务。飞机场、捷运站、客运站及各景区都提供免费导览图

（地图）供游客索取，这大大降低了外地人了解台湾的难度，方便并且欢迎外地人成为“台湾通”。一些

小镇的导览图甚至清晰的标注着当地各著名小吃的位置，有效促进了台湾美食的推广。在捷运站，相隔

不远就有一幅地图，告诉你目前的位置及周围的建筑名称，让你永远不会迷路。在马路上，如果你习惯

于低头行走，也不必担心，因为地标同样会告诉你周围各大建筑的大概方向。

虽然面积狭小，寸土寸金，但位于台北市爱国西路上的国家图书馆却宽敞气派的只能用奢侈来形

容。只需填写一张申请表，递交一张一寸照片，无需缴纳任何费用，笑意盈盈的工作人员就会很快为你

办理一张永久有效的阅览证。馆内分区明确，资料丰富，服务完善，阅读环境舒适、人性。更诱人的，如

果确有需要，线上递交申请并且经过审核后，就有机会阅读馆藏的珍宝———明清善本。不仅如此，国家

图书馆还会定期举办各种公益讲座及特展，每每都大受欢迎。而包括世新大学在内的各高校图书馆也

都能为校内外人士提供非常好的服务，在里面接连泡上许多天都不会厌烦。

在台湾，尤其是台北，非常值得一提的还有整洁的卫生间及各种温馨提示。基本上所有的卫生间都

没有异味，提供手纸及洗手液，有残障人士专用洗手间，每个小间里，还都在非常方便的位置设有紧急救

助铃以备不时之需。为了敦促各位保持公共卫生，会贴上一些温馨的提示，如“弹指神功弹入盆，勿让

水滴落地痕”；“便后随手冲，春泥了无痕”等。在捷运站里也时常能看到“搭乘电扶梯请站稳踏阶、紧握

扶手。安全的停留，是对生活的一种温柔”；“捷运内不饮食、不嚼口香糖，也不吸烟，请记住这些说‘不’

后依然美丽的字眼”；“旅客搭车时，先下后上的顺序，是一种默契，而当默契在交流互动时，也请注意月

台间隙！”每每看到这些文字，我都忍不住多读几遍，认真体味规则的温情表达方式。当然，这种状况，

台北最好，而南方稍次。

四、台湾的法学教育及法学研究

在台湾，律师、法官、检察官的高收入、高地位使法学成为文科学生的第一报考专业，生源普遍较好，

水涨船高，也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从事法学教职。法学教师大都拥有日本及欧美国家较为响亮的博士

头衔，一般都掌握两门外语。司法院的大法官，如林子仪先生、苏永钦先生等也往往会在高校兼任教职，

并受到学生的格外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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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世新大学法律学系外，我们也主动与台湾大学法律学系、政治大学法律学系进行学术交流，选择

性听取了相关大学部、研究生课程，了解授课模式及内容。授课老师都非常热情的欢迎我们，随后会送

上大作及相关课程资料，并邀请共进午、晚餐，以便更多的交流。此外，我们还参加了一些论坛及讲座，

并对一些在大陆知名度较高的老师进行了访谈，商讨将来进一步的合作。忙碌多日后，逐渐对台湾的法

学教育及法学研究有所认识，后来又在世新大学图书馆看到台大法律系毕业生杨智杰先生于二零零六

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千万别来念法律》的书，更是将已经形成的认识逐渐厘清。

据说有一段时间，台湾法律学系大学部的到课率相对较低，同学们都跑去上司法考试补习班了。但

近些年来情形有了很大改善，学生到课率较高，如果有教师迟到，学生则会耐心的等待教师到来。在课

堂上，即便教师讲的比较乏味，学生也大都能保持清醒而不打瞌睡，实在令人佩服。教师通常都会通过

点名、期中考、期末考来敦促学生学习，并会在学期初将同学们分成若干讨论小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为了让学生的学习更具系统性及主动性，教师会在学期初始发给学生一份课程进度单与每节课的

相关阅读文献列表。很多文献是英文的，但即便是大学部的学生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反感与抗拒。由

于台湾高校校园里都有无限网络覆盖，很多教师也将其充分利用，将课程资料放在 ＣＥＩＢＡ等电子教学
平台上，方便学生随时查阅。所以，有很多学生会携带笔记本电脑上课，实在无聊时会玩游戏、浏览网

页，而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却没有丝毫的觉察。

在台湾高校的法律学系中，招收研究生数量最多的是民法学专业，最冷门的则是法理学专业。这既

与民法学的实用性相关，也与台湾法理学研究主要是法哲学研究有关。

就我查阅的相关资料及亲自旁听的课程来看，台湾大部分部门法教学及研究还是比较恪守法条，而

较少注重研究方法，这使其多少显得有些固步自封、创造力不足。一些在大陆非常火爆的交叉学科，如

法律经济学等在台湾更是市场很小。中央研究院与台湾大学合聘的副教授简资修先生在台大开设法律

经济学课程，选课的大学生、研究生及少数博士倒是将一个小教室坐满，但一次点名时，才发现居然很多

是从大陆高校毕业去台湾读研的学生。简老师的助教、也是为数不多的追随者之一说：“在台湾，简老

师很冷门。”可是，简老师却因其研究的深度及理论的高度而在大陆法经济学界拥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台湾许多法律学系也设有科际整合法律学研究所，但很多仅仅是为招收非法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而开，

有点类似于法律硕士，所发挥的学科交叉的功能着实有限。

如果阅读台湾法学者的著作或论文，会发现其突出特点：注脚多、参考文献多。学者们大概是想借

此躲避他人对其论述及观点的质疑，却也形成一种阅读经典的风气，并注重对经典的导读。２０１１年下
半年，台湾法理学会、台湾法学会基础法学委员会及台湾大学人权暨法理学研究中心继续举办四场经典

导读活动，内容涉及康德《法学的形上学基本原理》、卢曼《社会中的法》、拉德布鲁赫《法哲学》及罗尔

斯《政治自由主义》，这一活动大大推动法理学同行们不断深化研究，并使台湾法理学人虽数量颇少但

总能体会交流的快乐。学者们注重经典，但丝毫不会忽略新近的国外文献。我注意到，在２０１１年度公
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竟不乏英美、日、德同年度的文献，资料引进、消化速度之快实在令人咋舌。

记得赴台之前，在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处主持的“赴台湾世新大学访学临行前工作会议”上，郝书

记要求大家珍惜学习交流机会，寻找差异，学习提高。回来之后，回忆所见、所闻，才发现这些差异已经

深深印在我们脑海里，成为台湾印象的重要组成。接下来的任务，应该就是寻求继续提高了。

（责任编辑：刘奇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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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许晖整理）

学术讲座回眸

题目：体育法相关理论知识

主讲人：荷兰 Ａｓｓｅｒ国际体育法研究中心主任、鹿特丹大学法学院教授Ｓｉｅｋｍａｎｎ
内容：Ｓｉｅｋｍａｎｎ教授在１０天的访问教学中为我院师生讲授体育法相关理论知识，主要涉及到十个

方面：体育法的概念、特征、渊源；通过调研各国的体育法加以比对；体育法的特殊性；电视转播权及如

何防止其竞争垄断；体育博彩；通过对话，维护球员和俱乐部的权益；运动员的国籍问题；成员的转会问

题；反兴奋剂条例；足球流氓。

题目：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ｗ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主讲人：美国巴尔的摩大学法学院的埃里克·Ｂ·伊斯顿教授
内容：埃里克首先向大家解释了法律实践的含义，指出传统以来国内法更加重要，国际法仅作为补

充，而如今“律师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应对全球的经济形势”，并介绍了美国大学法学院涉及的诸多重

要的学科，如世界贸易法，国际环境保护法等；之后与同学们重点讨论了从国外学习法学能够得到的收

获，比如毕业后能充分适应国外的工作环境，学到很多跨国文化的交流技巧、外语技巧；能够有条件建立

自己的职业交往圈；留学经历可以让大家接触到不同的法律体系、法律文化，还有助于收获自信，增加自

己在国内的机会等等，同时指出作为学生在学习上应该更加积极主动，打开自己的思想，应当有自己的

思考和见解，并且应该具备必要的分析方法、写作能力等；最后埃里克教授简单介绍了一下巴尔的摩大

学的法律学习情况以及毕业后的发展前景等。

题目：韩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与展望

主讲人：韩国大邱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国比较公法学会常务理事郑克元教授，法科大学院学科长金

声培教授

内容：郑克元、金声培详尽介绍了韩国司法考试形势、法学教育改革和韩国高校法学教育的现状，耐

心回答了大家的提问。

题目：现代性法学思想论证及其意义

主讲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赵雪纲

内容：赵雪纲梳理了在现代性语境下分析实证法学与自然法学的论争，试图思考建立一种真正具有

批判性、反思性之自然法学的新路径，认为自由主义构成了现代性的一个核心内容，并以此为框架展开

了对分析实证法学与自然法学的分析，从分析学派鼻祖奥斯汀讲起，从纯粹法学派凯尔森到倡导道德与

法律分离的哈特，借助其深厚的哲学、法律功底将实证分析法学的主流思想呈现出来；以凯尔森为线索，

引入了施密特与列奥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题目：法学沙龙第２２期之中国民法的发展方向
主讲人：山东财经大学（筹）法学院副教授周植

!

内容：周植
!

与２００９级、２０１０级部分同学围绕“中国民法的发展方向”这一主题进行深入讨论。周
植

!

介绍了当前国内民法体系存在的缺点及台湾与德国民法体系在这一方面的优势，并就药家鑫案存

在的民法体系的缺点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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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依政策行政与依法律行政的矛盾与消解

主讲人：山东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相焕伟

内容：相焕伟以依政策行政与依法律行政的区别和概念为切入点，进行了相关概念的解析；从政策

的弱民主性和法律的公共意志性、依政策行政对法的安定性的侵害两方面系统阐述了人治与法治之间

的矛盾；通过分析法律本身的局限性和政策对法制的影响，他认为，要正视以政策性正是对依法律行政

的补足这一现实，并得出了依政策行政应与以法律行政并行的结论；围绕政策法治化指出依政策行政与

依法律行政的矛盾的消解之道是政策法治化与法律的克制主义。

题目：法学论文的选题与写作

主讲人：山东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刘奇耀

内容：刘奇耀以“法学论文的选题与写作”为中心，从法科生的读书、论文选题与写作两个方面分别

进行讲解。首先是读书问题，通过“从哪里出发去读书、读什么样的书、怎样读书和如何对待看教材听

讲座”等四个方面阐释读书的重要性，并指出读书要广泛涉猎，合理安排时间。其次是论文的选题与写

作，主要结合国内指导论文写作的相关成果，以具体论文为例向大家介绍了论文的“骨髓”和“皮囊”。

最后重点介绍了本科阶段论文写作应该注意的几点问题，从论文的选题即题目的设定、摘要、关键字和

正文四个方面，指出论文写作要有自己的观点、切入点要明确，并且要有问题的分析和解决。

学术活动回顾

山东行政法学界 ２０１０年度学术座谈会暨“社会管理创新与转型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
１月 ８日，山东省行政法学界 ２０１０年度学术座谈会暨“社会管理创新与转型社会治理”学术研讨

会在山东大学召开，来自山东大学、山东政法学院、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山东经济学院、济南大学、聊城大

学、烟台大学、山东科技大学、济宁学院、潍坊学院、山东省委党校、山东省检察院等高校、研究机构和实

务部门的专家学者近 ５０人参加会议。山东大学肖金明教授主持开幕式，山东政法学院法学院院长刘
炳君教授致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社会管理创新理论与机制”、“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转型社

会治理与公法理论”等专题展开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我院何翠凤教授、刘奇耀讲师参加学术研讨会。

何翠凤教授在学术会议中担任第三单元主持人，刘奇耀讲师参与了各单元自由讨论并担任第三单元评

议人。与会专家学者还就 ２０１０年度公法事件进行研讨，对典型公法事件进行筛选。

２０１１年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年会
５月 ２１日至 ２２日，由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主办、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云南大学法学院承办

的“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 ２０１１年年会”在云南玉溪抚仙湖畔举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建
初、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许前飞、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刘绍怀出席了此次会议。我校法学院的王建敏

教授及王仰光博士应邀参加了会议，并提交了学术论文。王建敏教授再次当选为新一届研究会理事。

“中日学术交流：信息公开的课题与展望”学术研讨会

６月 ４日，由中国山东大学、日本放送大学、日本独协大学、日本国士馆大学主办的“中日学术交流：
信息公开的课题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召开，日本学者与中国山东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等高校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和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代表参加了会议。山东大学学术研究部副

部长肖金明教授主持开幕式，日本放送大学儿玉晴男教授致开幕辞，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林明教授主

持专题研讨。

—８０１—

《法学空间》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学术动态



与会学者围绕“信息公开的课题与展望”会议主题，分为“信息公开制度现状”与“信息公开制度专

题”两个部分。日本学者三宅弘教授、儿玉晴男教授、小林成光教授、南开大学赵正群教授、山东大学肖

金明教授、牟宪魁副教授、烟台大学林宗浩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董妍等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言。我

院刘奇耀讲师参加研讨会并与山东大学冯威讲师、李春明博士、山东政法学院化涛博士一起担任学术评

议人，对发言人的论文和发言进行了点评。

第七届全国“民间法／民族习惯法”学术研讨会
８月 ５日至 ７日，第七届全国“民间法 ／民族习惯法”学术研讨会在甘肃省天水市召开。全国百余

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就“民间法 ／民族习惯法与司法审批研究”、“各民族习惯法专
题”、“民间法 ／民族习惯法的本体研究 ”、“民间法 ／民族习惯法实证研究 ”、“民间法 ／民族习惯法与
法治研究 ”、“民间法 ／民族习惯法与纠纷解决研究 ”等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我院纪建文副教授以
“不完全信息视阈下的规则变迁与民间法形成”为题做了专题发言，获得广泛好评。

中国国际法学会２０１１年年会
８月 ２６日，中国国际法学会 ２０１１年年会在北京召开，我院王春婕教授应邀参加此次年会，并听取

了外交部条法司黄惠康司长做的“当前国际法领域中的若干热点问题”专题报告，商务部条法司李成钢

司长做的“当前国际经贸领域中的若干法律问题”专题报告，联合国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Ｍｏｒｒｉｓ女士做的“联合国国
际法视听图书馆”专题报告。

亚洲国际法学会第三届双年会

８月 ２７至 ２８日，亚洲国际法学会第三届双年会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国际法学会和中国
外交学院联合主办，会议主题为“亚洲与国际法：一个新的时代”。会议讨论的议题涉及海洋法、气候变

化、国际刑法、区域安排等众多热点国际法问题，３００余名中外国际法学者参加了会议，我院王春婕教授
应邀参加了本次双年会。会议期间，王春婕教授参加了“亚洲、区域安排与贸易协定”、“亚洲与国际法

教学研究”、“纪念 Ｒ．Ｐ．Ａｎａｎｄ教授”等小组议题的研讨，并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与各国代表进行了充
分交流。

山东省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

８月 ２７日 ，山东省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 ２０１１年年会暨“社会管理创新与宪法实施”学术研讨会在
济南锦绣山庄召开。来自山东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山东政法学院、青岛大学、济南大学、山东大学威海

分校、山东工商学院、山东交通学院以及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山东省委党校、济南市

人大常委会等高校和实务部门的专家学者近五十人参加了会议。

在学术讨论阶段，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社会管理创新与宪法实施”这一主题，分“大会主题发言”、

“社会管理创新”、“宪法学基本理论”、“宪法实施与制度建设”四个单元进行了学术交流。研讨会广泛

涉及转型社会矛盾、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社会风险应对、社会管理创新、宪政社会基础、宪法与政策法治

化等议题，特别是社会管理创新与宪法实施、宪政建设的关联问题。我院何翠凤教授作为学术评议人进

行评议，刘奇耀讲师以“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转换与治安综治的理念更新”为题做了专题发言。

第一届法律、翻译与文化国际研讨会

８月 ２８日，第一届法律、翻译与文化国际研讨会在中国政法大学国际交流中心第一会议室隆重举
行，来自英国阿斯顿大学、美国西雅图大学、法国滨海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韩国梨花女子大学、西班牙巴

塞罗那自治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国内外二十

多所高校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就中外法律问题、法律翻译问题以及法律文化问题展开了卓

有成效的交流与讨论。我院章彦英副教授应邀参加本次盛会，提交论文 ＯｎＬｅｇ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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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进行宣讲并回答现场提问，获得与会代表好评。

山东社科专题论坛

８月 ３０日，由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大众报业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烟台大学、烟台市
社科联承办的，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主题的第五次山东社科论坛在烟台举行。我院王维芳教授、张

晓霞博士应邀参加了此次论坛并提交了学术论文。两位老师分别做了“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立法对我国

的启示”和“论灵活就业女性的社会保障权及其实现途径”的专题发言，获得了广泛好评。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２０１１年年会暨第十九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
１０月 １５日，由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主办、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律研究院承办的中国法学会

经济法学研究会２０１１年年会暨第十九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此次会议共有来
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政府机构的代表 ３００余人参加。本次年会的主题为“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背景下经济法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完善”。会议分为经济法总论、宏观调控法、市场秩序规制法和市

场运行监管法四个分组，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我国当前经济法制建设过程中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展开

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积极为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建言献策。我院黄娟教授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并参加了

市场秩序规制法和市场运行监管法两个分组的讨论。本次年会还进行了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的筹备登

记工作，讨论了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的章程，进行会员登记。

泰山学术论坛———民商法学专题

１０月２２日，由山东省教育厅主办，烟台大学承办的“泰山学术论坛———民商法学专题”开幕式在烟
台大学逸夫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法律政策与法学教育”。来自国

内外大学和科研机构的２０多位专家就民商法学领域相关热点问题和法学教育的发展现状及趋势进行
了深入研讨交流。我院梁如霞、邵文涛、于忠翔、王仰光等老师参加会议．

鑫士铭杯山东省大学生模拟法庭大赛

１０月 ２２日至 １０月 ２３日，鑫士铭杯山东省大学生模拟法庭大赛在烟台大学举行，我院副书记邵文
涛及何翠凤教授、吕欣博士带队参加比赛。经过两天三场激烈比拼，我院代表队在全省 １４支法学院系
代表队中脱颖而出，喜获季军和团体二等奖，作为法学实践教学的有效载体，此次比赛通过师生全员动

员和艰苦的过程性训练进一步提升了法学院实践教学的水平，比赛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也进一步激发了

全院师生的信心，将进一步强化法学学科的自身发展，并为高水平财经大学建设做出独特的贡献。

齐鲁研究生学术论坛———法学分论坛

１０月 ２３日 至 ２４日，由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主办，烟台大学承办的“齐鲁研
究生学术论坛———法学分论坛”在烟台大学举行。本次论坛以“启迪智慧、激发兴趣、激励创新”为宗

旨，以“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和法律制度创新”为主题，吸纳了来自全省包括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山

东大学威海分校、烟台大学、山东财经大学、青岛大学等在内的 １１所高校的法学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学
术论文 １０７篇，并从中评选出优秀论文一等奖 ８篇，优秀论文二等奖 １４篇。

参加本次论坛的专家学者和各高校研究生近２００人，并邀请了烟台大学校长房绍坤、山东大学威海
分校副校长陈金钊、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长军等作了精彩的主题报告。我校法学院共有 ２名硕士
研究生参加本次论坛。其中，２０１０级民商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温衡在本次论坛优秀学术论文交流会中作
了精彩发言，并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其论文《应届大学毕业生失业保险法律问题研究》荣获“

２０１１年齐鲁研究生学术论坛———法学分论坛”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２００９级民商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汲
长彪所撰写的论文《“不动产物权合同权利”交易的司法困境及突破》和《民事证明妨碍制度的构建》获

论坛参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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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鲁?民商法学研究会２０１１年会
１０月２９日至３０日，由山东、河南、安徽三省民商法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豫鲁?民商法学研究会

２０１１年会暨论坛”在山东烟台举行，来自豫鲁?３省的８０余名专家学者参与了此次会议。会议围绕
《公司法》及《侵权责任法》等相关内容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我院赵建良博士应邀参加了此次会

议，并发表了题为《论我国证券场外交易市场的法律构建》。

国际经济法暨台湾法律问题研究会２０１１年年会
第５届山东省国际经济法暨台湾法律问题研究会２０１１年年会由烟台大学法学院和山东大学威海

分校法学院联合主办，烟台大学法学院具体承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法学研究与中国的法治模式问题、

国际经济法的法理基础、国际经济法各部门热点问题研究、台湾法律问题研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

讨。我院副院长王春婕教授受邀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区域与 ＷＴＯ法律争端解决机制的冲
突及协调》的论文。

台湾世新大学访学

９月，我院副院长赵信会教授、纪建文副教授赴台湾世新大学访学。期间，两位老师与世新大学的
专家学者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探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我院教学科研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

老龄社会法律应对与老年人权益保障学术研讨会

１１月 ５日，由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办，山东大学承办的“老龄社会法律应对与老年人权益保
障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举行。山东大学学术研究部副部长肖 金明教授主持开幕式，山东大学党委常

务副书记尹薇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斯喜分别在开幕式上致

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在研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国

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内务室主任于建伟作了会议总结。

来自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民政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山东省内务司法委、山东省老龄委办公室等

单位的同志以及囊括法学、社会学、公共政策学、护理学、人口学等不同学科的立法”国内高校和日本学

习院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专家学者共 ５０余人参加了会议。山东大学肖金明教授、民政部
政策法规司副司长许立群、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朱勇、山东大学申政武教授分别主持了四

个阶段的研讨。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稿）》，集中围绕

“老龄社会法律应对与老年人权益保障立法”这一主题，踊跃发言，既充分肯定该草案对老龄社会应对

的积极意义，又结合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现状，就具体条款提出中肯的立法建议与意见。

我院梁如霞教授、何翠凤教授、黄娟教授和刘奇耀、牟利成、张晓霞等教师参加了研讨会，在发言中

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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