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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上诉审程序中亟待完善的问题之思考
刘学在
（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要：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建立附带上诉制度很有必要，特别是对提起附带上诉的要件应作
出合理的规定。上诉审程序中的撤回起诉制度应得到立法上的明确认可 ，其条件和法律后果也应合理
摘

予以界定。“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这一发回重审的事由应予废除，以违
反法定程序为由发回重审的情形则应予以严格限制 。基于裁定与判决的性质不同，应当构建不同于判
决之上诉审程序的相对独立的裁定之上诉审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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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 》（ 以下简称《民诉法 》） 对于上诉审程序
限于当时主客观因素的制约，
（ 第二审程序） 的规定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故如何完善民事上诉审程序问题，是近年来民事诉讼理论
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关注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中，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在重构民事审级制度
（ 例如确立三审终审制或者多元化的审级制度 ） 的基础上对民事上诉审程序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此类改
革主张对于构建科学的民事上诉审程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但也应当看到，此种根本性变革不仅涉及
民事诉讼法的程序结构的重大修改问题 ，而且关系到与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法
律的协调问题，其在制度构建上所面临的难题和在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都需要立法者花更多时间、
精力去做更为深入的调研论证，故短期内可能难以完成这样的“大手术 ”。 在暂不变动审级制度的前提
下，民事上诉审程序有必要在以下方面进行卓有成效的改进 ，以促使程序制度设计的科学化并解决实践
中面临的诸多困境。当然，倘若果如学者所言，立法上对审级制度作出变动，则同样有必要对本文论及
的程序问题进行相应的完善。
一、建立附带上诉制度
附带上诉，是指一方当事人提起上诉后，被上诉人在已经开始的第二审程序中，也对第一审判决声
明不服，请求第二审法院废弃或变更第一审不利于己的判决的诉讼行为 。 这是一种既充分保障双方当
事人行使上诉权利，又抑制不合理上诉和轻率上诉的一种制度 。
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 ，附带上诉的种类有二，一为非独立的附带上诉，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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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独立的附带上诉。被上诉人于其上诉期间内提起附带上诉 ，且该附带上诉符合上诉的其他合法性
要件的，为独立的附带上诉； 被上诉人于上诉期间过后或因其他情形致上诉权消灭后始提起的附带上诉
为非独立的附带上诉。对于非独立的附带上诉而言，在上诉经撤回或因不合法而被驳回时 ，该附带上诉
丧失其效力。而对于独立的附带上诉，若上诉人的上诉经撤回或因不合法而被驳回时 ，附带上诉不失其
上诉之效力，即此时视为独立的上诉。实际上，附带上诉的意义和功能主要体现在非独立的附带上诉制
度上，而规定“独立的附带上诉”则意义不大，这是因为，在所谓“独立的附带上诉 ”之情况下，被上诉人
本来即具备提起上诉的各种要件 ，其可以首先提起上诉或者在对方提起上诉之后也提起上诉 ，不必借助
于所谓“独立的附带上诉”寻求救济； 而且，从日本和台湾地区的规定来看，在“独立的附带上诉 ”之情形
下，如果上诉人的上诉经撤回或因不合法而被驳回时，“独立的附带上诉 ”即转化为独立的上诉，因而所
谓“独立的附带上诉”，并无自己特殊的法律后果。 正因为如此，德国民事诉讼法在 2001 年修改之前，
虽然也规定了非独立的附带上诉和独立的附带上诉两种类型 ，但是 2001 年的《民事诉讼改革法 》则完
全放弃了此前规定的独立附带上诉 ，而仅规定了非独立的附带上诉，也即其附带上诉仅指在被上诉人已
［1］

不具备上诉的合法要件之情况下允许其在上诉审程序中提起附带上诉
（ 一） 附带上诉制度的必要性

。

附带上诉制度的最重要的功能在于 ，可以平衡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保护，维持和实现诉讼的公
平。因为，在双方当事人于第一审判决各有部分胜败的情形下 ，本来可以各自独立提起上诉； 但在诉讼
实践中，一方当事人可能基于息事宁人或其他动机 ，希望双方不再上诉，因而自己先为舍弃上诉权或放
任上诉期间经过或撤回上诉，致使该当事人已无上诉机会。然而，对方当事人却可能不肯息讼，仍然提
起上诉。在此情形下，如不允许被上诉人提起附带上诉 ，那么依“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 ”，上诉人之诉讼
地位显然处于有利情形，而被上诉人仅能就对方的上诉为防御 ，无法主动提出请求，显然处于不利的地
位。所以，立法者为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起见 ，并且为减少当事人的盲目上诉，有必要允许被上诉人在
［2］
第二审程序中为附带上诉，对第一审判决声明不服而求有利于己之废弃或变更 。
与上述功能紧密相关，附带上诉还具有如下重要意义，即可以消除当事人“预防性 ”上诉的心理，并
打消好讼当事人的侥幸心理，便于实现息讼。实践中，有时当事人对于是否上诉心存犹豫，提起上诉则
把握不大，放弃上诉又担心对方上诉而自己错过上诉期限 ，于是为了保险起见，特别是在一些律师的策
动下，当事人只好将一些可上诉可不上诉的胜诉把握不大的案件提交上诉 ，在二审探听虚实之后再撤诉
［3］

或接受调解

。有的当事人则抱着侥幸的心理，在上诉期间届满前很短时间内提起上诉，使对方当事

人没有机会再提起上诉予以对抗 。如果建立附带上诉制度，则可以使那些犹豫不决者由于有了安全感
而放弃率先上诉，对心存侥幸者则是一种有效的制约 ，最终双方都可能自愿放弃上诉，达到促使当事人
服判息诉、纠纷及早得到最终解决的目的。同时，附带上诉还具有鼓励当事人接受一审判决，减轻上诉
［4］
法院的负担之功能 。
就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言，在双方当事人都具备提起上诉的条件时 ，则双方都可针对对方提出
上诉，从而互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此种规定体现了对双方当事人的平等保护 ，可以实现大陆法系民事
诉讼中的独立的附带上诉的功能 。尽管如此，这种规定显然无法实现非独立的附带上诉之诉讼功能 ，也
即被上诉人在其上诉期间已届满或上诉权已消灭时 ，因现有制度不允许被上诉人再提起上诉 ，所以无法
为被上诉人提供公平的程序保障和实体救济 。鉴此，从实现双方当事人的公平视角出发 ，我国在修订民
事诉讼法时，确立附带上诉制度很有必要。
（ 二） 附带上诉的要件
基于前文分析，我国在对附带上诉进行规制时，应当参考德国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其限定为非
独立的附带上诉之情形，而对于日本和台湾地区所谓“独立的附带上诉 ”，则没有规定的必要。 这里所
谓“附带上诉的要件”，即是针对非独立的附带上诉而言 。具体来讲，有必要对以下几个要件作出规定 ：
1． 须有合法的上诉存在
即他方当事人已经提起上诉，且该上诉案件尚系属于第二审法院中 。如果上诉已经撤回或被驳回，
或因其他原因该上诉案件不再系属于二审法院 ，则不得再提起附带上诉。附带上诉对主上诉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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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表现在附带上诉提起之时，而且体现在提起附带上诉之后，也即提起附带上诉后，主上诉经撤回或
不合法而被驳回时，附带上诉亦失其效力。
2． 被上诉人的上诉期间已满或上诉权已消灭
被上诉人提起附带上诉时，其上诉期间已经届满，或者由于曾抛弃上诉权等原因而上诉权已消灭。
否则，如果被上诉人仍具备独立的上诉合法要件 ，则不需要通过附带上诉制度为其提供救济 。
3． 须由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起
这是附带上诉的主体要件。须注意的是，对于普通的共同诉讼，其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所为上诉，对
于他人无影响，故对于未提起上诉的人，不得提起附带上诉。但就必要的共同诉讼而言，其共同诉讼人
中有一人提起上诉的，被上诉人对于其他共同诉讼人均可提起附带上诉 。另者，由于附带上诉是当事人
对于所受不利益的第一审终局判决声明不服的方法 ，因而在第一审获全部胜诉判决的当事人 ，不许其提
［5］
起附带上诉 。
4． 须对上诉人所上诉的第一审判决声明不服

上诉与附带上诉须针对的是同一判决 ，也即附带上诉人与上诉人所不服的是同一判决。 至于第一
审判决系就可分之诉讼标的或数项诉讼标的或本诉与反诉以一判决而为裁判的 ，无论上诉人就上列各
项中的何部分提起上诉，被上诉人即可对于同一判决中不利于自己的其他部分 ，提起附带上诉。上诉部
［6］
分与附带上诉部分，不以关联为必要 。
5． 须在法定期间内提起
关于提起附带上诉的期限，日本和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规定须在第二审言词辩论终结前提出 。 德
国民事诉讼法在 2001 年修改之前，对提起附带上诉的期间之规定也较宽松，但修改后的第 524 条第 2
款则规定附带上诉至迟应当在上诉理由书送达后 1 个月之不变期间内提起。 国内有学者则认为，我国
［7］
在规定附带上诉制度时，应当以第二审判决作出之前作为提出附带上诉的最后期限 。
笔者认为，被上诉人提起附带上诉的期限，应当与第二审程序中允许上诉人变更上诉请求的期限相
一致，以维持双方之间的攻击防御手段的平衡 ，实现诉讼的公平。据此，如允许上诉人在言词辩论终结
前可变更其上诉请求，则被上诉人提起附带上诉的期限也应界定为言词辩论终结之前 ； 如将上诉人可变
更其上诉请求的期限限定为第一次开庭审理之前或其他某个时间点 ，则也有必要对附带上诉的期限予
以适当的限制。从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立法和实践来看 ，由于一般允许上诉人在言词辩论终结前可扩张
其应受判决事项之声明，故而规定在言词辩论终结之前被上诉人可以提起附带上诉 。 综合考量双方当
事人的权益保护之充分性，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必要规定附带上诉应在言词辩论终结前 （ 即法庭辩论终
结前） 为之。至于国内有学者所主张的应以第二审判决作出之前作为提出附带上诉的最后期限之观
点，笔者认为是不可取的，因为言词辩论终结至第二审法院作出判决之时，往往还有一段时期 （ 甚至是
相当长的时期） ，在此过程中如果还允许提起附带上诉，则意味着案件必须再次开庭审理，这就会严重
拖延二审程序的进程，使案件难以及时审理终结，而且也有违诉讼的公平性。
至于德国 2001 年修改后的规定，虽然其较严格地限定了提起附带上诉的期限，故而可使双方当事
人的诉讼地位及早清晰地确定，有利于加快二审程序的进程，提高二审的效率，但考虑到我国民事诉讼
中当事人的实际情况，该项期限规定并不值得效仿。 而且，德国 2001 年就附带上诉的期限之规定实际
上与其他条款的内容之间存在着不协调 ，故在 2002 实施后不久立法机关就不得不对其作出修改 。 具体
而言，根据第 524 条第 2 款第 2 句的规定，附带上诉应当在上诉理由书送达后 1 个月内提出，这就会导
致一个令人困惑的结果，即提起附带上诉的期限往往较之提出上诉答辩书的期限更短 ，因为附带上诉的
法定期限是上诉理由书送达后的 1 个月，而提出上诉答辩书的期限则是由上诉法院依照第 521 条第 2
款自由裁量决定的。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德国的立法机关不得不对第 524 条第 2 款进行修改。目前，提
起附带上诉的法定期限与提出上诉答辩书的期限之届满期日是一致的 。如果上诉法院没有指定提出上
诉答辩书的期间，那么附带上诉可以在正式口头辩论终结之前提出 。如果提出上诉答辩书的期间被延
［8］
长了，则可以提起附带上诉的期间也将延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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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二审中的撤诉制度
（ 一） 是否应当允许二审中的撤诉
《民诉法》第一百三十一条就第一审程序中的撤诉问题规定： “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
由人民法院裁定。”而对于在第二审程序中一审原告能否撤诉 （ 即撤回一审中的起诉） 的问题，《民诉法 》
没有明确作出规定（ 第一百五十六条仅规定了申请撤回上诉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
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适用意见》） 第一百九十一条则规定： “当事人在二审中达成和解协
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 ，对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并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 因
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但对于这一条款的理解和适用，无论是
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均存在一定的分歧 ，肯定说认为该条中的“申请撤诉 ”是指申请撤回一审中的起
诉，也即可以在二审中撤回起诉； 反对说则认为该条款中的撤诉是指撤回上诉 ，二审程序中不能申请撤
［9］
回起诉 。从一些二审法院的裁定书引用该条所解决的程序问题看 ，有的是准许撤回上诉，有的则是
准许撤回一审起诉①。
从诉讼法理上讲，基于民事纠纷的性质、当事人处分原则和司法权之消极性等基本原理，原告起诉
后如申请撤回，法院自无不许之理。案件即使已经系属于上诉审法院，只要原审法院的判决尚未确定，
也应允许一审原告撤回起诉。正因为如此，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中 ，无不承认二审程序中
原告有撤回起诉之权。在德国，依照其民事诉讼法第 269 条的规定，案件发生诉讼系属后且只要它还处
于诉讼系属，原告均可撤诉； 即使法院的判决已经宣告，只要其尚未发生既判力 （ 尚未确定 ） ，则可以在
［10］
所有审级中撤回诉讼 。日本民事诉讼法第 261 条第 1 款也规定： “在判决确定之前，诉讼可以撤回其
全部或一部分。”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二条第一款亦作了类似规定 。就我国而言，关于

上述《适用意见》第一百九十一条中的“申请撤诉 ”之规定，从文意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角度看，
［12］
自应理解为系指撤回一审中的起诉 。但即便作如此解释，《适用意见》第一百九十一条将二审中可以
撤诉的情形仅仅限定为当事人已经达成了和解协议之情形 ，则显然限制得过死②。 而且，该条款对于二
审中的撤诉之要件问题也没有作出合理的规定 ，对于二审中撤诉的法律后果问题亦没有予以明确。 所
以，在修订民事诉讼法之际，显有必要对二审中的撤诉问题作出合理规制 。
（ 二） 二审中撤诉的要件
1． 申请撤诉的主体是一审中的原告
二审中的撤诉不同于撤回上诉。撤回上诉是由上诉人所为，该上诉人可能是一审原告，也可能是一
审被告； 而二审中的撤诉仅一审原告始可为之 ，在二审中其可能居于上诉人的地位，也可能属于被上诉
人。
2． 须于第二审判决宣告前提出撤诉申请
我国系采两审终审制，第二审法院的判决宣告时即发生效力 ，故二审中撤诉的期限应界定为第二审
判决宣告之前。这一点与采取三审终审制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有所区别 ，其第二审法院的判决宣告
后，在判决确定前乃至在第三审期间 ，原告仍然可以申请撤诉。
3． 须向诉讼所系属的第二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
因案件已系属于第二审法院，故原告只有向第二审法院做出撤诉的表示才能达到预期的法律效果 。
① 笔者在“北大法律信息网”（ 网址 http： / / chinalawinfo． com / index． aspx） 上所检索的 8 个案例中，有 5 份裁定书引用该条来处理
“撤回上诉”问题（ 其中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 2 份裁定书） ，故显然是将该条中的“申请撤诉”理解为申请撤回上诉； 有 3 份裁定书引用该
条来处理“撤回一审起诉”问题，因而是将该条中的“申请撤诉”理解为申请撤回一审中的起诉。前 5 份裁定书分别是最高人民法院的

“（ 2004） 民三终字第 1 号”和“（ 2006） 民三终字第 4 号”民事裁定书、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 2004） 穗中法民四终字第 2800 号”
和“（ 2005） 穗中法民四终字第 431 号”民事裁定书以及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 2009） 新中民一终字第 582 号”民事裁定书； 后 3
份裁定书分别是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 2010） 皖民四终字第 00068 号”、“（ 2010 ） 皖民四终字第 00094 号”和“（ 2010 ） 皖民四终字第
00153 号”民事裁定书。
②

尽管实践中往往是在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的情况下，由原告申请撤诉，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双方未达成和解协议而原告申请

撤诉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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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申请撤诉的形式，应规定一般情况下须采取书面形式 ，但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则可以采取口头形式，
由法院记入笔录。
4． 须征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
准许撤诉是对原告处分权的尊重 ，但在决定是否准许原告撤诉时，也应考虑被告权益的保护，否则，
如允许原告任意撤诉，且撤诉后又可再次起诉，则对被告显失公平，故各国一般均规定如被告已进行了
本案的言词辩论的，撤诉须取得被告的同意①。 而对于第一审判决后，原告申请撤诉的情形，更有必要
规定须经被告同意。否则，在被告败诉时，将因原告撤回诉讼而被告的上诉利益被剥夺 ； 在被告胜诉时，
其确定私权的结果，将因诉讼撤回和诉讼系属的消灭 ，而成为未确定私权的状态。虽然可规定原告不得
再提起同一之诉而使被告避免再行应诉之烦 ，但其已应诉而得的确定私权之诉讼上利益 ，由原告片面的
［12］
意思而被剥夺，对被告颇不公平 。
（ 三） 二审中撤诉的法律后果

即使认为《适用意见》第一百九十一条已经认可特定条件下二审程序中一审原告可以撤诉 ，但对于
此种情形下撤诉的法律后果问题 ，该条则并未予以明确。就理论而言，二审中的撤诉与撤回上诉的效力
存在不同。撤回上诉仅导致第二审程序的终结 ，对原判决并不产生影响； 原判决的上诉期间届满的，即
发生效力。而二审中的撤诉将产生整个诉讼事件不再系属于法院的诉讼法上效果 ，不仅第二审法院须
停止案件的审理，而且原第一审法院所作的判决也失其效力 。除此之外，关于二审中撤诉的法律后果，
仍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予以明确 。
（ 1） 二审中撤回起诉后能否再行起诉 ？ 从诉讼理论上讲，撤诉视同未起诉，而且，《适用意见 》第一
百四十四条第一款针对一审中撤诉的后果问题规定： “当事人撤诉或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当事人以
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而根据《民诉法 》第一百五十七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
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 ”之规定，二审中撤回起诉后，似乎也应允许
原告可再次起诉。但如果允许原告再次起诉，其弊端则是显而易见的，即它会使法院 （ 特别是一审法
院） 在此之前的所有劳动和解决纠纷的努力付之东流 ，且有违诉讼经济原则。故此，立法上有必要对此
予以必要的限制。对于这一问题，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均规定，对于在本案终局判决作出后撤诉的，禁
止再提起同一之诉。而在二审中撤诉，当然属于一审终局判决作出之后，故在二审程序中撤回起诉的，
禁止再提起同一之诉。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269 条第 4 款则规定： “诉在撤回后如重新提起时，被告在
受到诉讼费用的偿付前，可以拒绝应诉。”据此，原告在第二审程序中撤诉的，仍然可以重新提起诉讼，
［13］
但是被告在受到前一诉讼程序的诉讼费用偿付前 ，可以拒绝应诉 。 笔者认为，由于二审中的撤诉是
在一审法院作出终局判决后所为的撤诉 ，为防止原告忽而撤回、忽而再诉，浪费司法资源，我国民事诉讼

法应借鉴日本的规定，禁止原告再提起同一诉讼。至于被告在原告撤回其诉后，提起同一之诉的，则不
在禁止之列。
（ 2） 原一审判决应如何处理？ 关于二审法院准予原告撤回起诉的同时，是否应对一审判决的效力
［14］
予以明确的问题，实践中有不予处理、宣告撤销、宣告无效等多种做法 。 笔者认为，就撤诉的法律后
果而言，撤回起诉即视为未起诉，因而二审法院准许原告撤回起诉后，一审法院已作出的判决即不再发
生效力，所以二审法院无须在准许撤诉的裁定中撤销或宣告原判决无效 。 另者，在撤诉的情况下，并不
意味着原判决存在不当或错误，而撤销或宣告无效等处理方式一般是针对原判决存在不当或错误时所
采取的程序处理方式，从此角度言之，二审法院也不宜在裁定中有撤销或宣告原判决无效之类的表述 。
鉴此，立法上只需规定第二审法院准许原告撤诉的 ，原判决视为撤销即可。
（ 3） 撤诉时是否有必要同时申请撤回上诉 ？ 由于在二审程序中撤回起诉会产生整个诉讼事件不再
系属于法院的诉讼法上效果，所以，二审中原告撤回起诉的，无论是哪一方提出上诉的，二审法院均无须
要求上诉人撤回上诉，仅需审查原告申请撤回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要件 ，其中，裁定准许撤诉的，即可结束
整个诉讼程序，而无须对上诉请求再行处理。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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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构发回重审制度
（ 一） 发回重审制度存在的问题
1． 发回重审的标准模糊，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存在滥用现象
根据《民诉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所适用的情形包括两类，但这两
类发回重审的事由在理解和适用时都极富弹性 ，致使不当发回重审的现象时有发生 。
（ 1） 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对于此种情形，第二审法院既可
以裁定撤销原判决，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也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 从《民诉法 》第一百五十三条
第一款第三项的表述来看，对于“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认定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之情形的处理，更
加突出了发回重审的优先地位①。至于其具体标准如何掌握，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 事实上，该项
规定是较为原则、笼统的，在审判实践中较难把握，案件是否发回重审完全由二审法官自由裁量 ，很容易
造成适用上的混乱。不少第二审法院动辄以“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
足”为由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甚至反复以此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 很多二审法院对于既可直接
改判也可发回重审的案件，往往不选择改判，而多适用发回重审。
（ 2） 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 这一情形较之上述第一种情形在适用上更加
具有弹性。为了更好地指导各地法院适用这一规定，《适用意见》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 “第二审人民法
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有下列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之一 ，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应依照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①审理本案的审判人员、
书记员应当回避未回避的； ②未经开庭审理而作出判决的； 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未经传票
传唤而缺席判决的； ④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尽管如此，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的，
在适用时仍然具有十足的弹性。
为了限制反复发回重审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 2002 年 7 月 31 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
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 》（ 以下简称《发回重审规定》） 第 1 条明确指出： “第二审人民法院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将案件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的 ，对同一案件，只
能发回重审一次。第一审人民法院重审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仍有错误 ，或者原判决
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但是，第二审法院以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为由
而发回重审的，则没有发回次数上的限制； 而且，该项规定也没有改变发回重审之标准的模糊性问题 。
因此，该司法解释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实践中的不当发回重审的现象 。
2． 二审法院所审结的案件中，发回重审的比例过大
由于立法上规定的发回重审的标准过于弹性 ，且实践中二审法院具有发回重审的偏好 ，因此尽管有
上述限制性规定，但在实践中根本不能有效遏制一些二审法院在发回重审问题上的随意性 ，发回重审的
案件在二审法院审结的案件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一些二审法院多次依据上述两类事由将案件发回重
审的情形仍时有发生。
从一些法院的统计数据看，虽然 2002 年至 2003 年期间因《发回重审规定》的发布，二审法院将案件
发回重审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之后发回重审所占比例总体又呈上升势头 。例如，山东省德州市中级法院
1996 年至 2005 年 期 间 共 审 结 二 审 民 事 案 件 10897 件，其 中 发 回 重 审 887 件，占 同 期 二 审 结 案 的
8. 14% 。其中，
1996 年至 2001 年，发回重审率一直持续上升； 2002 年至 2003 年，发回重审率呈现下降
2005 年发回重审案件所占比例达到十年中的最高点
趋势； 2004 年至 2005 年，发回重审率又开始回升，
［15］
（ 见图 1）
。
根据另一份统计，黑龙江省高级法院及其所属各中级法院 1996—2005 年期间二审发回重审的案件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表述是： “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
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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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占二审审结案件的比例也表现了相类似的特点 ，即在 2001 年之前发回重审的案件呈上升趋势，
［16］
。
和 2003 年则有所下降，但 2004 年和 2005 年又开始回升（ 见图 2）

3． 其他问题
实践中，发回重审还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 1） 在发回重审的案件中，以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或者事实
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而发回的案件所占比例较高。 例如，2005 年黑龙江省全省法院二审发回重审的
1768 件案件中，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的有 933 件，占发回重审案件的 52． 8% ，以原
判违反法定程序而发回的有 564 件，占 31． 9% ，因提供新证据或其他原因被发回重审的有 271 件，占
15． 3% ［17］。（ 2） 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后，新的判决与原审判决结果一致的所占比例较高； 而且，
［18］

原审法院重审审理后，当事人再次上诉的比例也很高

。（ 3） 发回重审案件的理由超出法律规定的范

围。即除了《民诉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四项规定的情形外，不少二审法院还以“判决不当 ”、
“适用法律错误”等其他事由将案件发回重审。（ 4） 发回重审的法律文书内容过于简单 。 裁定书中发回
重审的理由多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 ”等空泛的套话，对发回重审的真
正理由不作详细说明，使当事人无法了解二审法院的处理根据 ，极易给外界留下法院暗箱操作的口实，
［19］

客观上也不利于法官审慎采取发回重审措施

。

发回重审的程序混乱，究其原因主要有： （ 1） 法律规定自身存在缺陷。即《民诉法 》第一百五十三条
中规定的两项发回重审事由之表述都极为含糊其辞 、模棱两可，因个人理解不同而容易产生不同的认识
和不同的结论。（ 2） 对于一些当事人矛盾尖锐、处理起来较为棘手的案件，二审法院本着“矛盾下交 ”的
思想而将案件发回重审。实践中很多案件被二审法院发回乃至反复发回重审便是出于此类法律外因素
的考虑，例如对于矛盾尖锐、处理较为棘手案件，或者当事人有赴省进京上访的倾向的 ，不少二审法院由
于害怕当事人将来缠讼、申诉、上访，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负担”，难以达到“案结事了 ”之目的，就本着
“矛盾下交”和避免“惹火烧身”的思想，将“皮球 ”踢给下级法院，并要求下级法院“妥善处理 ”，而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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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则“敢怒而不敢言”。（ 3） 二审法院的工作负担较重，故不少二审法官对于很多其可予以改判也可
发回重审的案件，倾向于采取发回重审的方式处理 。
（ 二） 发回重审的弊端
从我国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制度的适用效果看 ，乃是一种成本高、审理期限长、整体效率低下且易给
当事人造成讼累的二审结案方式 。具体而言，二审案件被不当地发回重审或反复发回重审 ，由此带来的
一系列弊端是：
1． 拖延了诉讼进程，降低了诉讼效率
在不延长审限且不存在期间扣除之情形下 ，按照一审的 6 个月审限和二审的 3 个月审限之要求，二
审法院如果以维持、改判或调解方式结案，案件一般在 1 年内能够最终审结，当事人的权利能够及时得
到保护。但是，如果案件被发回重审，则又要重新在一审、二审法院之间循环，而且由于上诉期间、上下
级法院卷宗移送等环节也需要一定时间 ，因而可能需要大约两年时间才能做出终审判决 ； 若是两次发回
重审，时间则更长，大约要 3 年时间案件才能有审判结果。如果案情较为复杂，一审、二审进行中依法进
行了审限的延长，或者存在一些可以从审限中扣除的期间，则发回重审可能使案件变为“马拉松 ”式的
漫长诉讼，导致诉讼程序的极度迟延。
2． 增加当事人的讼累，浪费司法资源
与诉讼迟延之弊端紧密相关的缺陷是 ，发回重审会增加当事人的讼累、加大当事人的负担，并且也
会增加国家的诉讼成本、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
3． 使得当事人之间长期处于对抗的诉讼状态 ，不利于社会安定
发回重审使当事人辗转、奔波于一审、二审法院之间，其相互间的矛盾和对立情绪往往在漫长的诉
讼过程中进一步激化。同时，案件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极易引发
其不满情绪，致使当事人到处上访，不利于社会稳定。
4． 降低了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 ，不利于提高司法的权威
表现在： 第一，如前所述，由于发回重审往往导致案件的审理周期过长 ，这自然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
当事人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影响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第二，一般而言，当事人上诉即表明他们对一
审判决不服，对一审法院或法官不信任，而对二审抱有信心。二审法院不直接审理和判决，而是将案件
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时，显然会在当事人的心里投下阴影，对一审重审后作出的判决仍可能会表示不
满①； 特别是在原审法院重审后维持原判的情况下 ，上诉方对原审法院的意见就更大，此时不管判决结
［20］
果公正与否，其对一审法院的司法审判会更加不信任 。 第三，如果当事人认为二审法院本可以自己
作出判决但二审法院却不当地将案件发回重审 ，其对二审法院也会产生不满，不利于二审法院司法权威
的树立。
5． 引起下级法院的不满，不利于建立良好的上下级法院关系和科学的审级制度
实践中，对于某些案件，二审法院为了回避矛盾、推卸责任而将案件发回重审，希望由一审法院处理
这个“烫手的山芋”，这种发回重审的结果不仅可能会加剧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冲突，而且会引发一审法
院对二审法院的不满，不利于形成良好的上下级法院关系 。另一方面，二审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时，往
往要附一份“内部指导函”，作为原审法院重审时的参考，但不少“内部指导函 ”对于发回重审的理由之
阐述过于原则、笼统或者含糊不清，使原审法院不知到底错在何处和如何处理 ，从而引起下级法院的不
满。有些指导函对案件应如何处理提出了倾向性的意见 ，但此时实际上一审法院无论是按照二审法院
的意见判决还是不按照其意见判决 ，都将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 如果重审案件未遵照二审法院所发的指
导函判决，则无异于对二审法院不“尊重 ”，会引起二审法院的不满； 但若按照二审所发的指导函判决，
则实质上使两审终审变成了一审终审 ，违背了两审终审制的司法原则，因为此时当事人即使再上诉，一
般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且，对于重审后当事人又上诉的，二审法院由于此前已发了指导性意见 ，故审
理时即使发现案件有错也难以纠正或为了“顾及脸面”而不便于纠正。

①

案件发回重审后，当事人对重审后作出的判决再次提起上诉的比例非常高即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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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域外发回重审制度之借鉴
其实，对于我国规定的“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这类发回重审
的事由，域外一般是没有的，原则上应当由上诉审法院自为裁判。其主要理由在于，由于第二审程序一
般采取的是续审制，允许当事人在第二审程序中提出新的证据等诉讼资料 ，故而第二审法院在进行审理
时，应当综合考量双方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资料 ，并在此基础上认定事
实，适用法律，作出裁判，这是第二审法院的审判职责和第二审程序的诉讼功能之所在 ，因此，第二审法
院审理上诉案件时，如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应由其查清事
实后改判为宜，而不应动辄将案件发回重审。
而对于违反法定程序，从而将案件发回重审的情形，域外有关国家和地区也是严格控制的 。例如在
2001 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对第二审法院发回重审较之以往作了相当大的限制 ，以便实现诉讼经
德国，
济、促进程序的进行、提高诉讼效率。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538 条第 1 款规定： 第二审法院应为必要证据
调查及自行为本案裁判。第 2 款规定了若干可以发回重审的情形 。共有 7 种情形，其中，除第 7 种情形
不需要当事人提出申请外（ 针对一部判决提起的上诉） ，其他情形下，需要当事人提出申请，二审法院才
可以将案件发回重审； 而且，对于所有这些情形，规定的是“可以”发回，而不是“应当”，即是否发回重审
［21］

总是由控诉法院（ 即第二审法院 ） 自由裁量。 第 538 条第 2 款规定的可发回重审的具体情形包括

：

（ 1） 若第一审程序有重大瑕疵，且基于此一瑕疵，确有必要采取“广泛 ”及“浪费 ”的证据调查程序。 这
里所谓“广泛”及“浪费”的证据调查程序，是指进行证据调查时需要对众多证人及鉴定人进行讯问或者
［22］

证据调查的地点甚为遥远，而由较近的第一审法院讯问具有经济上的意义等情形

。（ 2） 一审判决将

异议作为不合法而拒绝，而控诉法院却认为它是合法的。（ 3） 原判决仅就诉之合法与否作出裁判的。
（ 4） 对于就请求权的原因和数额都有争议的请求权 ，原判决预先对请求权的原因而为裁判或就该诉予
以驳回的，可以发回重审，但关于请求权数额的争议已达到可以裁判的程度时除外 。（ 5） 原判决是关于
证书诉讼或票据诉讼而宣告保留权利的 。（ 6） 原判决是缺席判决。（ 7） 被声明部分的判决系部分判决
（ 一部判决） ，而该判决是在违反第 301 条规定的情况下作出的①。
在日本，由于控诉审（ 即第二审） 属于事实审，所以原则上第二审法院应该自行裁判 ，而发回重审一
般适用于第二审法院考虑到当事人的审级利益并认为由一审法院进行审理更为合适的情形 。依据日本
308 条的规定，发回重审可分为必要的发回重审和任意的发回重审两种类型。 必要
民事诉讼法第 307、
的发回重审是指第二审法院撤销驳回原告之诉的原判决时 ，应当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的情形 ，因为
此时原判决属于诉讼判决②，并非一审的本案判决，为了保障一审的本案审理而需要将案件发回重审。
但即便是此种情形，也并非绝对要发回重审，换言之，如果第二审法院认为对案件没有必要重新辩论时 ，
也可以自行判决。任意的发回重审是指在其他情形下 ，如果第一审的审理程序存在重大缺陷，而且，从
审级制度的运作上来看，当第二审法院认为需要从第一审开始重新进行审理时 ，可以依据自由裁量将案
［23］

件发回重审

。

从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 ，其第 449 条和第 450 条中分别规定： 第二审法院认为上诉
为无理由者，应为驳回之判决； 第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为有理由者 ，应于上诉声明之范围内，为废弃或变更
原判决之判决。而对于发回重审，则仅限于第 451 条所规定的原审程序有重大瑕疵之情形，即规定：
“第一审之诉讼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 ，第二审法院得废弃原判决，而将该事件发回原法院。但以因维持
审级制度认为必要时为限。前项情形，应予当事人陈述意见之机会，如两造同意愿由第二审法院就该事
件为裁判者，应自为判决。依第一项之规定废弃原判决者，其第一审诉讼程序有瑕疵之部分，视为亦经
废弃。”由此可以看出： 其一，在我国台湾地区，发回重审仅限于第一审程序有重大瑕疵之情形 ； 其二，即

①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301 条： “在以一诉所主张的数个请求中的一个请求，或者一个请求中的一部分，或者在提起反诉后，只有本

诉或反诉，达到可为终局裁判的程度，法院应该以终局判决（ 一部判决） 作出裁判。法院依案件的程度认为不宜于为一部判决时，可以不
为一部判决。”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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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驳回原告之诉的诉讼判决所处理的情形，我国一般采取裁定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的方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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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有重大瑕疵，也不是当然要发回重审，而是由第二审法院斟酌具体情形决定之，即要看是否确有维护
当事人的审级利益之必要； 其三，即使原审程序有重大瑕疵且因该瑕疵而有必要将案件发回重审以维持
审级制度，但如双方当事人愿意由第二审法院裁判 ，则第二审法院不能将案件发回重审 。
总之，从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来看 ，基于续审主义原理，各国均无将“原判决认定事实
错误或者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作为发回重审的情形之规定。 发回重审一般仅限于第一审程序有
重大瑕疵且基于维护当事人的审级利益而有必要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之情形 。这种发回重审
制度之定位，值得我国参考和借鉴。
（ 四） 完善我国发回重审制度之建议
基于对我国发回重审制度的现行规定与实践的分析以及对域外制度的考察 ，立法上对发回重审制
度确有予以仔细斟酌和修改的必要 。（ 1） 应当明确第二审法院“自为判决 ”与“发回重审 ”的关系，即前
者是原则，后者是例外。（ 2） 在加强第一审的审判功能（ 一审的事实审之审判功能） 的同时，对于涉及案
件的事实认定和证据问题，二审法院不应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而应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自为判决。
（ 3） 对于因为有重大程序瑕疵且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审级利益而有必要发回重审的情形 ，应当作出列举，
而不应含糊不清。（ 4） 即使属于有重大程序瑕疵而有必要发回重审的情形，如果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
二审法院作出判决的，二审法院应自为判决。（ 5） 应当严格限制发回重审的次数，可考虑规定二审法院
不论以何理由发回重审的，只能发回重审一次。
四、构建独立的裁定之上诉审程序
现行民事诉讼法中的上诉审程序 ，主要是一种针对判决提起上诉的情形所规定的处理程序 ，而对于
就裁定提起上诉的情形，则缺乏科学、合理的程序规定，表现在可提起上诉的裁定的范围过于狭窄 、上诉
的主体过于单一、审理程序上的特别之处未予凸显等诸多方面 ，导致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程序权利和
实体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制度性保障 ，法院及其法官的程序违法行为也不能得到有效的制约 。 相比较而
言，在域外，特别是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 ，对裁定之上诉审程序规定得相当完善 ，并且
将其与判决之上诉审程序相区别 。我国在修改民事诉讼法之际，从程序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必要性
等角度而言，借鉴域外的有益经验，构建相对独立的裁定之上诉审程序是非常必要的①。 具体而言，可
考虑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 一） 扩大可上诉的裁定种类
现行民事诉讼法将可以上诉的裁定限定为不予受理 、驳回起诉和对管辖权异议的裁定 ，其范围过于
狭小，使得裁定之上诉审程序本应具有的诸如保障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促使法院遵守法定
程序、防止法官滥用权力等功能难以充分发挥 。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应当在拓宽适用裁定处理的事项
范围之同时，大幅增加可以提起上诉的裁定的种类 。当然，扩大可上诉的裁定的范围，并不是说去鼓励
当事人等对法院所作的所有裁定都提起上诉 ，从而“纠缠 ”于一些程序性问题。 其立法意义在于，通过
对裁定设置合理的上诉审程序，为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提供一种声明不服和寻求保护的救济性渠道 ，并
且对法院及其法官的程序违法行为予以强有力的制约 ，使其能够慎重地对待和行使法律赋予的裁定权 。
在具体界定可上诉的裁定范围时 ，可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民事诉讼法中的一般做法 ，即在有关
上诉审程序中对可以上诉的裁定作出概括性规定 ，并在其他有关条款中明确规定可以上诉的或者不可
以上诉的一些具体情形。例如，概括性的规定可表述为“对于裁定，除法律规定不许上诉的以外，可以

①

笔者多年前曾专门撰写了《民事裁定上诉审程序之检讨》（ 载《法学评论》2001 年第 6 期） 一文，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并呼吁立法

机构对其予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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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或者表述为“对于裁定，以法律明确规定的为限，可以上诉 ”①。 就具体情形来说，结合我国的实
际情况，至少对以下裁定应当允许提起上诉 ②： （ 1） 不予受理的裁定； （ 2） 驳回起诉的裁定； （ 3） 关于管辖
权异议的裁定； （ 4） 驳回回避申请的裁定（ 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决定 ”） ； （ 5） 驳回缓交、减交、免交
诉讼费用申请的裁定（ 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决定”） ； （ 6） 驳回证据保全申请的裁定； （ 7） 关于财产
保全和先予执行的裁定； （ 8） 中止诉讼或终结诉讼的裁定； （ 9） 对诉讼参与人或案外人处以罚款或拘留
措施的裁定（ 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决定”） ； （ 10） 驳回顺延诉讼期间申请的裁定 （ 现行民事诉讼法
规定的是“决定”） ； （ 11） 驳回公示催告申请的裁定； （ 12） 不予受理或驳回破产申请的裁定（ 《企业破产
法》第 12 条已作规定） ； （ 13） 驳回执行申请的裁定； （ 14） 对执行异议的裁定 （ 不包括案外人对执行标的
提出异议之情形，因为此种情形下可提起异议之诉 ） ； （ 15） 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主体的裁定 （ 如果立法上
规定了债务人异议之诉，则不包括此种情形） ； （ 16） 驳回参与分配申请的裁定； （ 17） 中止执行或终结执
行的裁定。
（ 二） 拓宽享有上诉权的主体范围
这一点与上述应当扩大可上诉的裁定的范围之措施是相一致的 。由于裁定不仅可以针对当事人作
出，而且可以针对其他诉讼参与人乃至于案外人作出 ，因此凡因该裁定而受不利益裁判的人，原则上应
当享有相应的上诉权。例如，就对当事人以外的人处以罚款或拘留措施的裁定 、驳回利害关系人对执行
行为的异议的裁定、驳回参与分配申请的裁定等来说，由于裁定的对象是当事人以外的人，并且其权益
会受到法院裁定的极大影响，故有必要赋予他们相应的上诉权。由此看来，就享有上诉权的主体而言，
裁定之上诉审程序应当有别于判决之上诉审程序 ，在后者中，上诉权的主体仅限于案件的当事人 。
（ 三） 合理界定上诉审程序中当事人之称谓
在判决之上诉审程序中，存在着严格的当事人对立的诉讼结构 ，其中提起上诉的一方当事人称为上
诉人，而另一方当事人则称为被上诉人 。在裁定之上诉审程序中，则未必都采取严格的当事人对立的诉
讼结构。也就是说，对于裁定的上诉，有些情况下存在着对立的利害关系人，但有些情况下却只有上诉
［24］

的一方当事人，而没有利害对立的另一方当事人 ，例如对当事人以外的人处以罚款的裁定等

。 而且，

在很多情况下，虽然是由一方当事人对有关的裁定提起上诉 ，但该上诉主要是针对法院的行为，而与对
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没有关系或者没有直接关系 。因此，就裁定之上诉审程序来说，可将当事人分
别称为上诉人和相对人，而不宜采用被上诉人的称谓； 并且在有些情况下，只存在上诉人，而没有相对
人。
（ 四） 完善上诉后的处理程序
基于促进诉讼进程、提高诉讼效率的考虑，对于因裁定而上诉的案件，在处理程序上应当作出一些
不同于因不服判决而上诉的案件的规定 。对于这一问题，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来予以完善 ：
1． 原则上不停止原裁定的执行
裁定主要是针对诉讼中的程序性事项所作的判定 ，因而如果扩大可提起上诉的裁定的范围 ，则有可
能拖延诉讼的进程，影响诉讼效率的提高。因此，为了避免因对裁定提起上诉而使诉讼过于迟延，有必
要规定该上诉行为在一般情况下无停止原裁定执行的效力 ，同时，对于确有必要停止执行的例外情形则
应作出相应的列举式规定。从理论上讲，民事诉讼程序主要系以判决及其上诉程序为中心而展开 ，裁定
及其上诉程序虽为配合诉讼程序的进行而有其存在的必要 ，但在程序规定的设计上必须简单迅速 ，不能
阻碍、影响判决及其上诉程序的进行和终结 。而且，裁定所处理的事项大都属于法院指挥诉讼所需的程

①

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其民事诉讼法第 428 条即规定： “对于裁定，得为抗告。但别有不许抗告之规定者，不在此限。”从而将可

以提起上诉规定为一般原则，而将不许上诉视为例外。至于具体可以上诉的裁定，除了非讼事件法、强制执行法、破产法、公证法、提存
36、
56 － 1、
60、
77
法、商务仲裁条例等民事程序法中的相关裁定外，仅民事诉讼法典中规定的裁定即不少于 40 种，具体条文包括第 31 － 2、
－ 1、
89、
98、
100、
104、
105、
107、
109 － 1、
113、115、
149、
177、178、179、187、232、242、249、254、303、310、311、323、333、349、357 － 1、367 － 2、
371、
376 － 2、
409、
409 － 1、
449 － 1、
482、
483、
507 － 3、
528、
554、
606、
607 条等。
限于篇幅，这里仅列出可上诉的裁定的种类，而暂不就各个裁定论述其具体理由。至于其一般理由，可参见拙文《民事裁定上诉
审程序之检讨》，载《法学评论》2001 年第 6 期，第 57 页以下。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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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性问题，其性质具有附随性，如果一经上诉即停止裁定的执行 ，则裁定的功能之发挥必然受阻而拖延 ，
［25］
无法迅速配合全部诉讼程序的要求 ，势必影响、阻碍诉讼程序的整体推进 。故此，对裁定之上诉与对
判决之上诉的法律后果应有明显的区别 ： 即前者原则上无停止执行之效力，仅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才
能停止执行； 而后者有阻断原判决确定之效力 ，除非有例外情形①，原则上不能就原判决为执行。
规定裁定之上诉时原则上不停止执行 ，既可以使一审法院的裁定受到当事人诉权的强有力的制约 ，
并及时得到审级制度的监督，以确保一审裁定的正确性及维护当事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又不至
于因裁定之上诉审程序的提起而使一审案件的审判过于迟延 ，从而在注重程序公正的同时，最大限度地
顾及了诉讼效率的要求。
2． 规定原审法院的审查与更正程序
基于裁定及其上诉程序的自身特点 ，立法上有必要规定对于裁定之上诉案件 ，原审法院在收到上诉
状后，如果原审法院认为上诉有理由，则应当更正原裁定（ 包括撤销和变更原裁定 ） ； 如果认为上诉无理
由，则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将上诉案件移交给上诉审法院 。如果原审法院作出了更正，那么上诉的目的在
这个范围内即获得了实现，该裁定的上诉程序因此而终结。作出这样的规定，可以使相当一部分的因裁
定错误或不当而被当事人等利害关系人提起上诉的案件及时在原审法院得到纠正 ，既体现了诉讼公正
的要求，又兼顾了诉讼效率的提高。正因为如此，德、日等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均对原审法
院的审查与更正程序作出了规定 ②。
3． 言词辩论原则之适用的缓和
对于判决的上诉，二审法院在审理时应当贯彻言词辩论原则 ，即应当经过开庭审理和口头辩论程序
才能作出裁判，以便为当事人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 ③。而裁定所处理的主要是程序性事项，就事项本身
性质和诉讼效率而言，并非所有的裁定之上诉案件都有必要经过言词辩论程序才能作出终审裁定 。 所
以，对于裁定之上诉案件的审理，可规定以任意的言词辩论为原则，而不是必须经过言词辩论程序。 现
行民事诉讼法关于在法定条件下二审法院可不必开庭而径行对不予受理 、驳回起诉和对管辖权异议的
裁定作出终审裁定的规定即体现了这一要求 ④。 未来如果扩大可提起上诉的裁定范围，则可就此问题
作出一般性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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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Improvements of Appellate Civil Procedures
Liu Xuezai
（ Law School，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
Abstract： It’s extremely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collateral appellate institution for the amendment of the
Civil Procedural Law，especially to provide reasonable requirements for the elements of filing a collateral appeal． The procedure of filing withdrawal in appellate process shall be explicitly recognized by legislation，and its
conditions and legal consequences shall be reasonably defined as well． The grounds on remand，such as “the
mistake or ambiguity of facts ascertaining and lack of evidence in the original judgment”，shall be repealed，
and meanwhile the remand on the ground of violation of statutory procedures shall be strictly limited．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nature between order and judgment，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ppellate procedure against an
order shall be established，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at against a judgment．
Key words： collateral appeal； withdrawal in appeal； remand； appeal against an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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