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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监督权 ： 权利抑或权力 ？
石茂生
（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2）
要： 法律监督既可以是一种权利，也可以是一种权力。法律监督权力和法律监督权利有着本质
上的区别。法律监督权力实际上是国家机关享有的各种权力体系中的不具有独立性格的一种特殊权力
摘

类型，是所有国家权力具有的一种客观功能与属性。狭义的法律监督权力，专指为了使主国家权力更好
地实现，法律赋予国家机关的具有直接控制或制约性质的权力，这种权力在国家机关权力中处于次要或
辅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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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理学界一般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分为立法 、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五个环节和方面。法
律监督是法治建设的一个环节、一个方面。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立之后 ，法律实施及法律监督问
题就提到了十分迫切的地位，需要法学界予以特别关注与研究 。
一、法律监督之含义分析
法律监督是一个非常重要且使用非常普遍的法学概念 ，学术界对法律监督有多种看法。归纳起来，
对法律监督之含义是从两个方面理解的 。
( 一) 从法律监督的主体给法律监督下定义
按照主体的不同与多寡，法律监督可以从三种意义上进行理解 ，即广义的法律监督、狭义的法律监
督和折中的法律监督。第一，广义的法律监督是指一切国家机关 、社会组织和公民对各种法律活动进行
监督，包括国家机关的监督和非国家机关的监督 。第二，狭义的法律监督是指专门监督机关对相关的法
律行为所进行的监督，在我国专指检察权的行使。第三，折中的法律监督是指有关国家机关依照相关的
程序和权限，对法的创制、实施等所进行的监督。折中意义上的法律监督，认为法律监督主体包括人民
代表大会和人民检察机关，或者监督主体为各级各类国家机关的监督行为 。
( 二) 从法律监督的内容和范围给法律监督下定义
按照监督范围、
内容的不同与多少，
法律监督也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广义的法律监督，
其监督
范围指各种法律活动是否合法。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公民，只要不遵守
或者不正确执行法律，
都有义务接受。第二，
狭义的法律监督，即通过运用法律赋予的职务犯罪侦查
法律，
权、
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
追诉犯罪和纠正法律适用中的违法行为，实行法律监督。公安、安全、监狱、拘留
所、
拘役所等机关执法活动和法院审判活动，
是否合法都在监督之列。法律的制定和行政机关的一般管理
活动则不在监督之列。第三，
折中的观点指监督的范围包括国家机关的所有权力活动，包括制定法律、执
行法律、
适用法律的权力活动，
而普通公民、
社会组织的守法活动则不是法律监督的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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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就我国法治社会而言，法律监督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 第一，法律监督的主体是一切有监
督权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法律赋
予的监督权范围之内都有权进行法律监督 。在有权的国家机关所进行的法律监督之外还存在着很多的
监督，例如社会组织的监督和公民个人的监督 。这种监督也属于法律监督，它体现了法治的民主基础和
价值要求。第二，法律监督的内容与范围是广泛的 ，不仅包括对诉讼或司法活动中公安、检察、审判、监
狱等机关的法律活动合法与否实行监督 ，也包括对立法机关、其他行政机关的法律活动实行监督，还包
括对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公民个人的法律性活动实行的监
督。第三，法律监督的方式是多样的。主要有： 请求、建议、抗议、命令、制裁等方式。彭真同志就特别强
调： “法律监督，除人大、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外 ，很重要的一
个方面就是群众监督。”他把法律监督分成四种，即党的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人大监督。“最高国
［1］
家权力机关监督什么？ 一个是法律监督，一个是工作监督。”
因此，
法律监督既可以是一种权利，
也可以是一种权力。人民群众或当事人等自下而上的监督就是一

监督是社会团体、
社会组织、
公民个人享有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权利； 国家机关自上而下的监督和平
种权利，
行监督或制约则是一种权力。监督权利甚至高于监督权力，
可以制约和监督国家机关享有的监督权力。
二、法律监督权力和法律监督权利
法律监督有多种分类，我们认为最重要和有意义的分类是按照法律监督权的主体 、内容、范围及效
力，将法律监督或“法律监督权”分为法律监督权利与法律监督权力 。 法律监督权利应当是一种公民权
利，主要局限于社会力量的监督层面 ，如党和人民群众、社会团体、新闻媒体对法律活动的监督，而不包
括国家机关对立法、司法、行政等法律活动的监督； 法律监督权力则表现为一种国家权力 ，主体是有权的
各级各类国家机关。
法律监督的这种划分意义首先在于正确开展法律监督 。权力、权利具有不同的特性，行使的方式和
要求就有差别，混淆了这种差别就可能造成违法使用权力和滥用公民权利 。其次，这种划分有助于我们
了解法律监督的丰富内涵，避免以偏概全，片面使用法律监督权概念。法律监督权利和法律监督权力的
主要区别在于：
1． 监督主体方面的差别。法律监督权力主体具有特定性，包括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一
般的社会成员、社会团体作为私权主体不直接行使国家权力 ； 法律监督权利的主体则具有广泛性，主要
是公民个人、社会团体、各政党、企事业单位等。
2． 监督方式方面的差别。权力不同于权利，它同义务、责任密切相关。 对于权力主体而言，行使权
力既是其法定权力又是其义务和责任 。法律监督权力要求有权的国家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履行法律监督
职权，必须采取法律规定的监督方式。而权利的行使具有任意性和可选择性 ，权利主体可以选择行使权
利或放弃权利，放弃权利本身就是行使权利的特殊方式 。法律监督权利具有权利的一般特征 ，监督方式
由主体决定，方式多种多样，只要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
3． 监督效力方面的差别。权力来自人民通过行使权利而制定的宪法和法律的授予 ，权力来源体现
了权力的正当性、合法性、权威性。法律监督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 ，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这
种权力的行使必然产生法定的后果与效力 。法律监督权利只是政党、团体、公民对法治生活中具体行为
的表扬、批评、谴责或建议行为，是一般的权利，而不必然直接发生法律强制效力和法律后果 。
4． 监督对象方面的差别。法律监督权力具有严格法定性特点，不仅法律监督权力主体是法律明确
规定的，而且法律监督权力的内容和对象 、程序和方式、效力和后果也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因此，不同
的法律监督权力所监督的对象各不相同 。法律监督权利的对象、方式一般法律也会作出规定，但是，法
律监督权利可以说是最根本意义上的一种监督 ，是人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一种最高监督 ，它所监督的对
象不应该局限于特定的范围，不仅包括行政、审判、检察活动，还包括立法、守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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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监督权力的本质与特征
法律监督权力作为国家权力形式之一，
具有权力的一般特点，
如主体的特定性、与义务不可分性、权威
性、
国家强制性、
严格的法定性等。法律监督权力和一般国家权力相比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本质与特征：
1． 法律监督权力的目的和本质是控制 ，作为权力的法律监督的类型是多样的。 法律监督的本质和
目的在于把国家机关的权力行为控制在法律设定的轨道之内 ，保证权力的依法运行。因此，在行使法律
监督权力的主体与监督对象之间可能存在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有些监督权力如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监
督权以其监督的终局性及不可逆性 ，表现出法律监督权力的极大权威性 。
2． 作为权力的法律监督普遍存在于国家权力体系之中 ，即一切权力都在履行监督职能。 法律监督
权力作为防止权力滥用、保证法律统一有效实施的手段，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广泛存在。 如在我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领导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法律监督 ； 国家机关内
部各组成部门或分支机构中也存在着广泛的法律监督权力 ，如行政机关内部的层级监督，审判机关内部
的审级监督。法律监督是所有国家权力具有的一种客观功能和属性 。
3． 法律监督权力不是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类型 。法律监督权力不是独立的国家权力类型有两层含
：
义 一是法律监督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客观功能和属性 ，与国家权力的其他属性和客观功能合而为
一，其他权力客观上成为法律监督权力的载体或实现方式 、手段； 二是作为实现主要权力的必备条件的
附带的“次要权力”或“辅助权力”而存在，离开了主权力它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存在了 。 法律监督权力
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由一个国家机关独自行使全部监督权 ，不是一种独立权力类型。
4． 广义法律监督权力和狭义法律监督权力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将法律监督权力分为广大和狭义
两种含义： （ 1） 广义的法律监督权力，既指主权力具有的客观功能与属性，又指从属于主权力的次要或
辅助性监督权力。比如，法院的裁判权力，主要是对法律纠纷进行判断，但是这种具有最终性的裁判无
疑具有对行政权的监督功能。“司法权存在的目的，一方面是给那些受到损害的个人权利提供一种最
［2］
终的、权威的救济，另一方面对那些颇具侵犯性和扩张性的国家权力也是一种中立的审查和控制 。”
由上述论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审判机关也具有监督功能、属性，“审判监督程序 ”一词就能说明这一
点。（ 2） 狭义的法律监督权力，专指为了使主权力更好地实现，法律赋予国家机关的具有直接控制或制
约性质的权力，这种权力在国家机关权力中处于次要或辅助的地位 。
四、狭义法律监督权力： 人民代表大会和检察机关的共有职权
如前所述，法律监督权力实际上是国家机关享有的各种权力体系中不具有独立性格的一种特殊权
力类型，是权力具有的一种客观功能与属性 ，在任何国家和时代都存在，只不过存在的方式不同。 在我
国，法律监督权力以多种方式存在于国家权力体系之中 ，但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监督和检察机关的法律
监督是其中两种最主要、明显和典型的监督方式，这两种监督方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 一) 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决定它拥有法律监督权力，其法律监督权力来源是人民的法律监督权利
在西方大多数国家，议会都拥有实实在在的法律监督权力 ，并且很多国家议会内还设有监督机构，
如瑞士议会两院都设有监督委员会 。与西方的议会制度不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
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它把对社会的管理权力通过宪法和法律分别授权给了
有关国家机关，自己保留了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法律监督权力就是一种。
按照宪法和法律，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职权一般各有十几项 ，但归纳起来为四类，即立法权、
［3］
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在一般的市和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只有三项 ，它们没有立法权 。 这四
项职权中前三项都具有法律监督的客观功能与属性 ，任免权和决定权的监督属性十分明显，即使立法

权，也可以通过立法实现权力合理分配控制与制约权力 ，监督权则属于狭义的法律监督权力 。人民代表
大会的这四项职权也可以进一步归结为 ： 法律监督权力和立法权力。任免权可以归入法律监督权，决定
权根据情况可以分别归入立法权力和法律监督权力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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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享有最高的法律监督权
力，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享有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监督权力 。王桂五指出： “我国人民
代表大会的法律监督机制，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直接实施的法律监督和国家设置的专门法律监督机
关———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是立法本身的内在要求，是立法权的延
伸。如果国家权力机关只是通过法律 ，而不监督法律的实施，那么法律的实施就没有可靠的保证，而成
［4］
为一纸空文。” 承认人民代表大会拥有法律监督权力的客观事实 ，把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叫作法律监
督，并不会降低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 。把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监督定义为权力监督 ，把检察机关的监督
定义为法律监督，是人为地割裂了法律监督概念的统一内涵 ，才会造成“理论上的缺憾”。
( 二) 检察机关的职权决定其法律监督权力是国家法律监督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其法律监督权力
来自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通过设置各类具体国家机关的形式实现对社会和国家的管理 ： 设立行政机关，
行使行政管理权； 设立军事机关，行使军事管理权； 设立审判机关，行使审判权； 设立检察机关，行使检察
权。人民代表大会保留了适合其行使的立法权力和法律监督权力 ，人大的这种权力与具体的执行权是
两种不同的权力，“对政府事务的控制和实际去做这些事务 ，其间有根本的区别。同一个人或同一团体
可能控制一切事情，但不可能做一切事情； 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它企图亲自做的事情愈少，它对一切事情
［5］
的控制就愈完全” 。根据密尔的上述理论，即使是立法权力和法律监督权力，人民代表大会也不可能
全部由自己行使，而是只保留了最重要的立法权力和法律监督权力 ，把大部分立法权力和法律监督权力
授权给了其他国家机关。就法律监督权力而言，人民代表大会把日常性、常规性、经常性的司法或诉讼
的法律监督权力授予了检察机关 。
我们认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力是国家法律监督权力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指包含和依附在
检察职权中的一种辅助性权力和检察权所具有的一种客观功能与属性 ，不是一种能够独立的权力类型。
它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指检察机关公诉、侦查职权具有的法律监督功能和属性； 二是指检察机关职权中
包含的具有直接监督性质的次要或辅助的检察权力 。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范围具有特定性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力不同于人民代表大会法律监督权
力。检察机关的监督是个体性的具体监督 ，其监督的对象是特别的机关和特别的行为。 特别的机关指
侦查机关、裁判执行机关和审判机关； 特别的行为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 。
2．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对象是具体的权力行为 。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是对全部权力行为，包括抽
象权力行为和具体权力行为。检察机关则把具体权力行为作为自己监督的范围 ，而不直接对一般或抽
象违法行为实行法律监督。有人认为检察机关对公民一般犯罪的批捕权 、公诉权具有对公民是否守法
的监督功能，我们则认为批捕、公诉不是对公民守法行为的监督，而是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权力和审判机
关的审判权力的监督。
3． 检察机关的监督是制度性、可操作性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功能的发挥及检察权的行使必须严
格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而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监督一般是非制度性的监督 ，监督的程序也比较灵活
与随意，可以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监督手段 。比如人民代表大会的执法大检查 、司法大检查就是非制度
性的，带有随意性和临时性特征。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这种程序性不是指检察机关只能处理程序方面
的问题。事实上，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在多数情况下处理的问题既涉及程序问题 ，又涉及实体问题。
4．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内容具有涉诉性 。监督内容限于诉讼或与诉讼有密切关系的领域的具体权
力活动。对此我国许多学者有过论述：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政体制下，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与人
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有着本质的区别 ，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主要是集中在诉讼领域 ，通过刑事诉讼
法律监督、民事诉讼法律监督以及行政诉讼法律监督 ，对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活动进行
［6］
监督。” 提前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为了指导公安机关更好地完成侦查任务； 纠正公安机关侦
查中的违法行为是为了侦查顺利完成并进入下一个诉讼阶段 ； 对有关单位进行预防职务犯罪的宣传教
育、建章立制，提出检察建议，是因为在诉讼中发现了漏洞与问题 ； 对判决执行机关活动的监督是因为这
些活动本身就是诉讼的重要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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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一种制约型的监督 。监督主体与被监督主体之间是平等并列的国家机关
之间的制约性监督，监督主体对被监督主体只有建议纠正和督促功能 ，而不具有对被监督者的实体处分
和惩戒功能。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监督是一种控制型监督 ，即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具有对被监督者的违
法行为进行实体处分和惩戒权力 。被监督者必须按照人民代表大会的意志纠正自己的违法行为 ，否则，
人民代表大会就可以对被监督者给予惩戒 。
6．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力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 。在我国，人民检察院主要行使检察权即公
诉、侦查和诉讼监督权，公诉权和侦查权作为检察机关的主要职权具有法律监督的客观功能 ，在公诉、侦
查等主要权力之外，还享有一些为保证主权力实现的监督性权力 ，如对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违法行为建
议纠正的权力。狭义上讲，检察机关侦查、公诉权的监督功能与属性不是法律监督权力。“检察官作为
公诉人，有权对法庭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 ，但这种监督实际上是他基于公正地追诉犯罪这一角度对法
官所进行的制约和平衡，而没有任何特殊性和独立性。事实上，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也同样有权对法官进
［7］
行相似的监督和制约。” “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 一种是诉讼的方式，包括刑事诉
［8］

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 一种是非诉讼的方式，主要是纠正违法的方式。” 这里王桂五讲的诉讼方式
监督就是主要职权，非诉讼方式监督就是辅助性监督权力或狭义的法律监督权力 。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法律监督是一种普遍的权力和权利现象 ，存在权力和权利的地方就会有
对权力的监督。法律监督可以是一种权力，也可以是一种权利。法律监督作为权利，是党和各种社会组
织、公民个人的一项重要的根本性权利 ，权利主体有责任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发挥在建设法治国家中
的重要作用。法律监督作为一种权力，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贯彻落实法律，实行依法管理，是所有国家
机关的重要职责和义务，每一个国家机关在行使自己主要权力时应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能 。 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检察机关在贯彻实施法律过程中具有更为特殊的法律监督权力 ，必须特别重视监督一切违反
法律的行为。这样，法律的实施才不至于流于形式，更不至于有法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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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Supervision： Right or Power？
Shi Maosheng
（ School of Law，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Henan 450052）
Abstract： Legal supervision is not only a kind of right but also a kind of power． Legal supervision power and legal supervision right have essential differences． Actually legal supervision power is the dependent power possessed by the government agency，which is a kind of objective function of all the state powers． In a narrow sense
of the word，the legal supervision power means the direct controlling or restricting power which laws give to the
government agency in order to execute the state power better． This power is in the secondary or auxiliary position in the government power system．
Key words： legal supervision； supervision power； supervision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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