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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违宪审查机构的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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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法学院，北京 100089）
要： 虽然我国目前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条件还不成熟，但学者仍可探讨“将来 ”需要时，该机构
的设置模式。根据我国国情，这一机构放在最高法院内较为合适，或设一个宪法庭，进行专门审查; 或不
摘

设宪法庭，由各审判庭做附带性审查，但需辅之以宪法咨询; 或就违宪审查案件组成特别陪审庭，陪审员
可在学术性的宪法委员会成员以及社团代表或普通民众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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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1982 年宪法第五条规定：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一切国家
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
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其中虽然有违宪审查之
意，但这只是《总纲》中的一个原则性规定，在其后的《国家机构 》一章中，对违法审查 （ 审查法规 ） 、违规
审查（ 审查规章） 都较为明确地规定了审查的主体、对象、形式等，但对违宪审查则基本没有涉及，由此
可见 1982 年宪法制定时并没有违宪审查的制度设计 。
笔者仍坚持认为，我们目前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条件还是不成熟的 ① 。 有人说在中国违宪审查并
不是对着人大来的，并不是要审查法律违宪的问题，而是想以此来制约党的行为。笔者认为在现有模式
下，我国宪法第五条已经规定了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所以党不但要遵守宪法还要遵守法
律。而法律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 ，任何团体包括执政党如有违反法律的情况 ，应该由人
大出面解决。也有人说人大目前根本不可能制约党 ，如果人大制约不了，成立一个违宪审查机构恐怕同
样也制约不了，因此在现有体制下还是应该加强人大的监督制约机制 ，把体制内的资源用足用够，不要
总是试图另辟疆场，突破现有的制度模式搞改革。作为民间可以有各种呼声，各种呼吁，作为学者考虑
问题应该更严谨一些，不但要有理论性，而且还要有实际可操作性。
当然，
我国总有一天会建立自己的违宪审查机构，
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将来需要设置这一机构
时，
它到底应该怎么设置？ 该机构到底放在哪里比较合适？ 学者们对此曾经有过很多的方案和措施②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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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具体论述可参看马岭著： 《宪法原理解读》，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五章第一节“违宪与违宪审查之界分”。

②

可参见陈云生著： 《宪法监督司法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25—549 页。此外，这两年又有学者提出借鉴伊朗违宪审

查制度的模式，我国的违宪审查机制设计“应该由最高权力机关（ 在中国是共产党） 直接掌握”，并“在一般的国家机构（ 作为立法机构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委员、国务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之上。”秦前红、涂四益： “以伊朗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化
2012 年 12 月（ 总第 49 期） 。这样的机构是不是违宪审查机构、能不能起到违宪审查的作用，有点令人怀疑。
解政治困局”，载《领导者》，
笔者仍坚持认为，不能期望用“违宪审查”做政治体制改革的开路先锋。详见马岭： “违宪与违宪审查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清华法学》
（ 第十一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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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上还是略显粗糙，有进一步深入、细致探讨的必要。笔者认为在全国人大里面设立一个和人大常
委会平行的宪法委员会的思路，作为过渡是可以接受的，作为一个最终的模式则不可取，因为它基本上
只能完成违法审查的任务，作为违宪审查却存在自己审查自己这一致命弱点 （ 这一弱点足以使该模式
被虚置） 。此外像德国那样设立一个既有权威又高度独立的宪法法院 ，似乎是一种世界潮流，也被我国
的许多学者所钟爱； 在最高法院中设立一个宪法庭，其地位仍然在全国人大之下，并不挑战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这一模式也被一部分人认为是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 。笔者认为以上模式都有可取之处，也都有
一定的漏洞，因此特提出自己的一些初步设想，供大家参考。
一、建立德国的宪法法院模式： 需以权力格局大调整为前提
德国的宪法法院模式与美国的违宪审查模式相比 ，其违宪审查的职能要宽泛得多 ①，除了审查法律
是否违宪之外，宪法法院还有很多其他的职能，如处理各个国家机关之间的纠纷，中央和地方的纠纷等
等，许多公权力之间的矛盾都由宪法法院进行终局性裁决 ②。 宪法法院第一位的任务是审查法律是不
是违宪，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工作，宪法法院如果只做法律的合宪性审查这一项工作 ，其职能可能过
于单薄，作为一个专门机构（ 而不是像美国法院那样作为审判机关只做附带性审查 ） ，除了违宪审查外
它还应该有其他任务，如处理公权力之间的政治纠纷。
如果我们采用宪法法院的模式，那么是否也和德国、韩国等一样，这个法院不但要审查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的法律是否违宪，还要解决公权力之间的许多纠纷问题 ，如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之间发生了
纠纷，是不是要到宪法法院那里告状？ 如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总理发生矛盾是否也要到宪法法院
那里去解决？ 还有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之间、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之间，以及两院与人大之间、与国
家主席之间、与国务院之间，总之最高层所有权力之间的纠纷是否都要拿到宪法法院去解决 ？ 或者其中
大部分纠纷拿到宪法法院去解决 ？ 那么哪部分纠纷进入宪法法院、哪部分不进入？ 理由是什么？ ……
笔者很怀疑这一模式在我们国家是否可能 ，是否必要，恐怕不光是当权者不能接受，知识界亦未必真正
接受，因为这种模式把现有的国家政治体制框架全部打乱了 ，前提是几乎要全部重新洗牌，中央国家机
构几乎都要重新定位，在很多方面都要重新调整彼此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成立宪法法院。前苏
联和东欧为什么采取宪法法院模式 ，也是有这个前提的，它们有全部重新洗牌性质的社会变动 。当然这
①

可参看马岭： “德国和美国违宪审查制度之比较”，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 年第 2 期； 《宪法原理解读》，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版，第五章第三节。
关于宣告褫夺基本权利之案件（ 基本法第 18 条） 。二、关于
② 《德国宪法法院法》第 13 条规定了联邦宪法法院的管辖权范围： 一、
宣告政党违宪之案件（ 基本法第 21 条第 2 项） 。三、对于联邦众议院就选举效力，或就取得或丧失联邦众议院议员资格之决定，所提起
之异议案件（ 基本法第 41 条第 2 项） 。四、关于联邦众议院或联邦参议院对联邦总统提起之弹劾案（ 基本法第 61 条） 。五、就最高联邦
机关，或其他依基本法或依最高联邦机关之处务规程规定被赋予固有权利之当事人，因其权利义务范围的争议所生之关于基本法的解
释（ 基本法第 93 条第 1 项第 1 款） 。六、对于联邦法或邦法在形式上或实质上是否符合基本法，或邦法是否符合其他联邦法，发生争议或
疑义，经联邦政府、邦政府，或联邦众议院三分之一议员申请者（ 基本法第 93 条第 1 项第 2 款） 。六之一，关于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第 72
条第 2 项的要件所发生的争议，经联邦参议院、邦政府或邦民意代表机关声请者（ 基本法第 93 条第 1 项第 2 款之一） 。七、关于联邦及邦
之权利及义务，尤其是邦在执行联邦法及（ 联邦在） 行使联邦监督时所发生之歧见（ 基本法第 93 条第 1 项第 3 款及第 84 条第 4 项第 2
句） 。八、关于联邦与各邦间，各邦相互间，或一邦之内所生之其他公法上争议，而无其他法律救济途径者（ 基本法第 93 条第 1 项第 4
款） 。八之一，关于宪法诉愿案件（ 基本法第 93 条第 1 项第 4 款之一及第 4 款之二） 。九、对联邦法官或邦法官提起之法官弹劾案（ 基本
法案第 98 条第 2 项及第 5 项） 。十、经由邦法将裁判权移转给联邦宪法法院时，就一邦内之宪法争议案件（ 基本法第 99 条） 。十一、关于
联邦法或邦法是否符合基本法，或邦法律或其他邦法规是否符合联邦法，由法院提起申请者（ 基本法第 100 条第 1 项） 。十一之一，关于
德国联邦众议院之决议成立调查委员会是否符合基本法规定的案件，经依调查委员会法第 36 条第 2 项提出申请者。十二、国际法上某
项规则是否为联邦法之构成部分，或此项规则是否直接创设个人之权利及义务发生疑义，而由法院提起申请者（ 基本法第 100 条第 2
项） 。十三、邦宪法法院于解释基本法时，欲背离联邦宪法法院或其他邦宪法法院所做裁判时，由该邦宪法法院提起申请（ 基本法第 100
条第 3 项） 。十四、对于作为联邦法之法理规范是否仍持续有效发生歧见者（ 基本法第 126 条） 。十五、其他依联邦法律规定由联邦宪法
1988 年设立的宪法法院其运行状况可供我
法院裁判之案件（ 基本法第 93 条第 2 项） 。与我国有相似文化背景的韩国（ 同为东亚文化） ，
们参考，韩国宪法法院的职权除了违宪法律审判权外，还有弹劾审判权、政党解散审判权、权限争议审判权、宪法诉愿审判权，笔者认为
除了违宪法律审判权外，其中的宪法诉愿审判权也值得借鉴。有关详情可参见莫纪宏主编： 《违宪审查的理论与实践》第八章“韩国违宪
审查制度的历史与实践”，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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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模式并非完全不可取，要视中国社会的发展、改革的进程而定，但我们应该知道宪法法院模式设置的
前提条件是什么，具备哪些条件时才可能采用这种模式 。
二、建立美国的最高法院模式： 司法独立、精英法官是其保障
如果像美国模式那样，由联邦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在民事 、刑事等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附带审查法
律是否违宪，这意味着我国的最高法院刑庭、民庭、经济庭、行政庭的法官们在审理具体案件的时候都可
能顺带审理法律是否违宪的问题 ，这恐怕要求我国最高法院现有的全部法官都要相当熟悉宪法 ，他们都
要有审查法律是否违宪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是一种具体的司法裁决的能力，而且是一种相对抽象
的立法能力（ 违宪审查要求审查者具有某种立法者的素质 ） ，不仅要有法律判断能力，而且还要有政治
判断能力，即用法律手段处理政治问题的能力 ，我国最高法院的众多法官们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颇令人
担忧。
更重要的是，司法的违宪审查本意就是通过司法权制约立法权 ，而在我国司法的独立性至今都没有
实现，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法院都受制于人，法院对行政立法行为的审查也还没有确立。 因此
必须首先解决司法独立的问题，并以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做铺垫 ，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完成这些环节之
后，司法的违宪审查才有可能提到议事日程 。 但即便如此，那时我们是否就适宜采用美国模式也很难
说，因为法官的素质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迅速加以改变的 。
三、最高法院内设宪法庭的模式： 揉合德、美二模式是否可能？
如果在中国的最高法院内部设一个宪法庭，既与美国模式相似 （ 由最高法院处理违宪问题 ） ，又与
德国模式相近（ 违宪审查权由专门机构负责） ，是否可取呢？ 表面上看这一模式并没有使整个国家体制
的框架发生大的变动，只在最高法院内部增加了一个审判庭而已 ，但是它怎么审案子？ 怎么操作？ 美国
是附带审查，而宪法庭显然是专门性机构，如果民事庭正在审理一个案件，如果发现民法某个条文违宪
了，把这个案子移交到宪法庭，宪法庭的法官结合案情对法律进行审查后，作出一个裁决 （ 合宪还是违
宪） ，再发回民庭继续就该民事案件进行审理 。这种模式解决了普通法官对宪法不熟悉的问题 ，但是这
种模式其实还是德国模式，运作的程序基本与德国是相同的，只不过机构设在最高法院之下而已 。但这
样一来还是出现了老问题，宪法庭成立以后的职能是否过于单薄 ？ 因为它平时不可能审理一般案件，它
只审查法律违宪。如果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功能，像德国、韩国的宪法法院不光是审查法律违宪问题，还
解决其他国家机构之间的纠纷，那难度就更大了。我国最高法院下设的一个法庭不可能有这样的权威 ，
如果宪法法院都不可能去处理国家主席 、总理、人大等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最高法院下设的宪法庭就
更不可能去处理这些国家最高级别的政治纠纷了 ，因此最高法院内设宪法庭看似合理 ，但其实还有一些
关键问题没有解决。
四、关于违宪审查权隶属于最高法院的三种模式之设想
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参考世界上所有模式，但又不必拘泥于任何模式，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有
所创造，有所发挥。鉴于权力制衡的必要以及尽量保持和利用现有体制资源的考虑 ，违宪审查权放在最
高法院还是比较合理的，这一模式除了与现有制度能够比较有效地“对接 ”之外，还可以将违宪审查局
限于法律问题，而不过多涉及政治问题，政治问题还是通过政治途径解决比较好，我国的司法机构没有
解决政治问题的能力和传统，对此不可勉强为之。
其具体方案有三种可供选择：
( 一) 宪法庭模式
即在最高法院内部设宪法庭，
专门审理合宪性案件。如果采取这一模式，
关键在于是否能够给宪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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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好其他的功能？ 我们不一定像德国那样令宪法法院在违宪审查的同时还肩负裁决政治纠纷的责任，
但我们可以给宪法庭安排其他的功能，如与违宪审查有一定关系的司法解释、
司法批复、
案例指导以及对
行政立法行为的审查，
包括在行政诉讼中对地方性法规、规章进行审查。其中对地方性法规、规章的司法
人大和同级一府两院是
审查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途径①。我们一般认为中央和地方是纵向关系，
横向关系，
其实还有一种斜向关系，
如最高法院与地方人大、
地方政府的关系，
这个渠道目前还没有很好地
利用起来。由最高法院通过审理案件来制约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
既加强了中央的权威，
也加强了司法的
权威，
同时审查地方人大立法也应成为审查全国人大立法的铺垫或前奏。怎样合理地配置宪法庭的职能，
是这一模式能否成功的关键，
而这些职能是什么、
有哪些，
还需要进一步仔细研究和论证。
( 二) 附带审查与宪法咨询相结合模式
即在最高法院内不设宪法庭，违宪审查在一般案件的审理中附带进行 ，同时设立宪法咨询委员会以
弥补法官宪法知识不足的缺陷。
首先，地方各级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如涉及合宪性审查，一律移送到最高法院有关一庭，如刑
事审判目前有五个庭，民事审判有四个庭，在刑事或民事审判中涉及违宪审查问题时，案件一律移送到
刑一庭或民一庭，这样相对缩小了处理违宪问题的法官范围。 同时案件的审理可以继续进行 （ 改由最
高法院刑一庭或民一庭等审理） ，违宪审查仍然是附带性审查。
其次，成立宪法咨询委员会，由 7 名 （ 或 9 名 ） 宪法学专家组成，委员全部来自或主要来自高等院
校、研究所等学术单位②。委员任期 5 年，连选连任不超过两届 （ 10 年） 。该委员会属于学术性团体，在
违宪审查中不参与案件裁决，没有投票权； 在组织上也不隶属于最高法院，平时可作为学术性团体活动。
再次，在法官审理具有违宪审查内容的案件过程中 ，要将案卷移送宪法咨询委员会，就其中所适用
法律是否违宪征询委员会的意见 ，这是法定程序。宪法咨询委员会在结合案情充分讨论其中所适用的
法律是否违宪并作出表决后，应根据多数意见形成书面报告。报告中不仅要有结论性意见，而且要有详
细的理由说明，并附有少数持不同观点委员的“附随意见 ”，甚至可以要求每一个参与会议的委员书面
写出最终的个人意见（ 可规定一定字数） ③，这有点类似美国法院不仅公布多数法官形成的判决理由 ，还
公布少数持反对意见的法官的“附随意见”。该报告和“附随意见 ”等一并交法庭供法官审理案件时参
考，使法官们了解关于本案所适用的法律其合宪性问题的各种不同意见 ，在此基础上作出判断。对宪法
咨询委员会提交的书面报告及“附随意见”，法官们有采纳其意见的权力，也有不采纳的权力； 有采纳多
数委员意见的权力，也有采纳少数委员或个别委员意见的权力 。
最后，为避免法官擅断，将宪法咨询委员会当作花瓶和摆设； 也为避免学者被收买，或意气用事，不
负责任地信口开河，法律应明确规定宪法咨询委员会的书面报告及其“附随意见 ”要连同法院的判决书
一样公开发表，使学者和法官都面临公众、媒体的社会监督④。 之所以要求每一位委员以书面形式公布
自己的意见，是因为这些年来许多学者在公共事务中的表现不佳 ，因而对学者涉及权力的行为也有加以
约束的必要（ 公开化就是一种约束） 。
在这一模式中，是否可以考虑将宪法咨询委员会的讨论和判断作为有法律效力的裁决 （ 类似于德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以法律和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
”第五十三条规定：
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
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
①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参照国务院部、
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
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人民法院认为地方人
民政府制定、
发布的规章与国务院部、
委制定、
发布的规章不一致的，
以及国务院部、
委制定、
发布的规章之间不一致的，
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请
”这基本上是行政途径而非司法途径。
国务院作出解释或者裁决。
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纳为该委员会的当然成
② 该委员会是否应由学者和政治家共同组成？ 如是否可以将前一任的人大委员长、
员（ 借鉴法国宪法委员会的构成） ，其余成员来自学界。这样的组成有其长处： 违宪审查通常不仅具有法律性，而且有较强的政治性，经
验丰富的政治家的参与有利于问题的实际解决； 但也有其弊： 中国的司法体制本来就是政治性太强，法律性太弱，政治家的介入可能会
助长权力的干预（ 虽然他们已卸任，但其影响力还在） ，妨碍司法独立。因此笔者倾向于委员会成员由学者组成，或主要由学者组成，也
可以有约 1 /3 的成员来自民间人权组织，这需要根据改革进程中各种社会力量对比关系的发展状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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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当然如果有委员认为这还不足以表明自己观点的话，可以在有关学术杂志上撰文进一步阐明其论点论据。

④

但应是案件审理后的公开，不是开会过程中发表意见的公开。

马

岭: 我国违宪审查机构的模式选择

国宪法法院的裁决） ？ 如果是这样那它就类似于第一种模式 ———宪法庭模式了。如果宪法咨询委员会
保留民间学术团体的性质，就不能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而只能提供具有咨询性的意见书。笔者倾
向于认为，审判权还是应该由法官们掌握，在正常情况下，法官们对宪法咨询委员会的意见一般都会慎
重考虑，而且采纳的可能性较大。如果宪法咨询委员会的意见不被法官们接受 ，也需要在判决书中说明
理由①，如果法官们要一一驳斥宪法专家们的意见，对法官们无疑是一场严峻考验。 若真发生这种情
况，不论法官们的驳斥是否在理，都是对全社会的一场极其生动有效的宪法教育 。法官们的驳斥如果经
不起推敲，将会有损国家司法权的尊严； 法官们的驳斥如果有理有据，宪法学家们将自惭形秽。
( 三) 特别陪审模式
即在最高法院内部不设宪法庭，违宪审查在一般案件的审理中附带进行 ，也无需将案件交宪法咨询
委员会讨论，而是临时就此类案件组成特别陪审庭 。鉴于违宪审查案件的重要性，需陪审员和法官共 9
人组成合议庭。陪审员从宪法咨询委员会中抽签产生 ，在比例上陪审员 4 人、法官 5 人较好。陪审员不
仅有发言权，而且有裁决权②。这一模式中的宪法咨询委员会可适当扩大规模 （ 如 30 人左右 ） ，任期可
适当延长（ 如三届 15 年） 。这一模式的问题是作为陪审员的宪法委员会成员不仅要熟悉宪法问题，而
且要熟悉有关具体适用的部门法问题 （ 如碰到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必须熟悉这些法的有关规定 ） ，因
为陪审员不仅要参与法律的违宪审查问题 ，而且要参与案件的整个审判过程。如果采纳这一模式，将可
能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陪审制，也是一种独特的违宪审查模式，但效果如何还有待于实践检验。
关于第二模式和第三模式中的宪法咨询委员会成员的产生 ，笔者认为最好不要有官方参与 （ 如最
高法院指定） ，而由学界或有关社团自己推选，以免权力对独立思想的控制。
司法的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不仅涉及有关法律 （ 如《立法法》、《行政诉讼法 》等） 的修改，而且涉及
到宪法的修改，是国家体制的重要变更。 此外还需专门制定一部《违宪审查法 》，详尽规定违宪审查的
机构、成员、启动程序、审判程序等等，在这方面，国外有很多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On the Choice of Constitutional Ｒeview Organ
Ma Ling
（ Law School，China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tudies，Beijing 100089）
Abstract： Though it seems that presently it is still impossible to establish constitutional review mechanism in
China for wants of conditions needed therefor，the scholars may yet make their contributions on choice of constitutional review organ to be established in the coming futu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it may be appropriate to set up such an organ within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It is argued that either a constitutional tribunal could be set up for carrying out the functionaries of constitutional review，or such
functions could be vested into all the tribunals of the very court which ought to exercise such power in accordance with advisory on constitutional issues，or a special tribunal should be with juries from academic member of
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 and representatives of associations or people should be formed whenever a constitutional issues arises．
Key words： constitutional review；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constitutional tribunal； constitutional consultancy commission； special jury
如“不宜适用”、“不符合国情”、“与宪法有关精神冲突”等一句话的说明模式，需要在有关
① 如何避免在说明理由时简单粗糙，
《违宪审查法》中作出明确规定，这些具体规范的内容需要进一步研究。
②

在陪审员中除了宪法专家外，是否还需有人大代表、社团代表或普通民众？ 笔者认为人大代表明显不合适，因为违宪审查中审

查的法律是人大制定的，因此人大代表作为当事人之一应当回避。社团代表（ 如一些人权组织的代表） 和普通民众代表参与从理论上说
是必要的、合理的，但怎么操作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这一模式的宪法咨询委员会中，是否需要如有些国家那样吸收前任国家
领导人，如已经卸任的人大委员长、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成为当然委员？ 鉴于我国政坛有老人干政的传统，笔者认为不宜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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