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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司法解释是我国目前数量最多且作为司法机关 办理案 件的重 要依据 的法律解 释, 在司法实 践中具 有重要

的作用, 但存在着地位过高、
主体 复杂、
形式不规范、监督 机制不 健全等 问题。只有 采取针 对性的措 施解决 这些问
题, 才能提高司法解释的质量, 确 保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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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释是指国 家司法机关在法律适 用过程中, 对具体

者认为司法解释具有 # 准立法 ∃的性质 & ; 有的学者认为司法

应用法律规范的 有关 问题 所作的 解释。它 属于 法律解 释的

解释中的抽象 解释是法律渊源 ∋ ; 还有 的学者甚至 认为司法

一种, 确切地说属于法律解释中法定 解释的一种 。根据解释

解释具有与宪 法等同的地位。

主体的不同, 司法解释又可分为审判 解释和检察 解释。当这

2. 司法解释的主体 复杂。按 照全 国人 大常委 会于 1981

两种解释有原则性的 分歧时, 由全国人 大常委会作 出解释或

年 6月 10日 通过 的 (关 于加 强法 律解 释工 作的 决议 )的规

决定, 因而司法 解 释在 法律 解 释体 系中 的 地位 低于 立 法解

定, 我国司法解释体制是以最高人民法 院和最高人 民检察院

释。司法解释是对法律漏洞的 补充, 是 对法律适用 中具体问

为法定解释主 体的二 元一 级司法 解释 体制。但 在许 多事实

题的解释, 而我国目前在审判过程中大 量地采用司 法解释作

上属于司法解 释的规范性文件中, 制作 主体不仅有 最高人民

为判决的依据, 使得司法解释对司法 实践的影响 极大。研究

法院和最高人 民检察 院, 还有大 量的 非司法 机关 如公安 部、

司法解释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并 对其进行完善, 有利 于我国法

司法部、财 政 部、妇 联、中 国 人 民 银 行 等。 据 统 计, 1980!

律制度的完善和法律 的公正实施。

一、
我国现行司法解释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990年期间, 最高人民法院共制定并 发布刑事 司法解 释 152
个, 其中有 62 个 是 与非 司 法 机 关 联 合 制 定的, 占 40% 。∗
1998年 1月 19日最高人 民法 院、最高人 民检 察院、公安 部、

1. 司法解释的地位 过高。 20 世纪 80年 代以来 , 司 法解

国家安全局、司法部、全 国人大 常委 会法制 工作 委员 会联合

释尤其是最高人 民法 院的 司法解 释得 到了空 前的 发展。据

制定的 (关于刑事诉讼法 实施中若 干问题 的规定 )是 立法机

统计, 目前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 人民检察院 的解释约

关的职 能 部 门与 # 两 高 ∃ ( 最高 人 民 法 院 和 最 高 人 民检 察

有 2000多件, 其中最高人 民法院 的解 释约 占 2 /3∀ , 其 甚至

院 )、
行政机关 # 联合行文 ∃的 先例, 若以 制定主 体来区分, 则

已成为法官审理和裁判案件的 最基本依 据。无论是从 数量、

其既是司法解 释, 又是 立法解 释, 还是 行政解 释。不仅 最高

涉及的范围还是从在司法审判 中的地位看, 最高人 民法院的

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 院也经 常与公 安部 等行政 机关 # 联

司法解释都可以被 视为 除法律 法规 和规章 以外 的最重 要的

合发文 ∃, 如 2001年 8月 6 日最高 人民检 察院、公安 部发布

# 法源 ∃。% 由于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 中的 # 崇高 ∃地位, 有的

实施的 (关于依法适用 逮捕措 施有关 问题的 规定 )。 这种司

学者对 # 司法解释在法律 体系中 的地 位低于 法律 文本, 在法

法解释制作主 体的 # 多元 化 ∃现象明 显破坏了 法定的 司法解

律解释体系中从属 于立法 解释 ∃的通 说持反 对态 度; 有 的学

释 # 二元化 ∃体制。同时, 司法解释的 # 一级制 ∃也正在被 #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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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制 ∃打破。近年来, # 两 高 ∃在对许 多涉及 犯罪数 额、情节、

什么 委员会 通过、公布时 间、施行时 间等, 非常全 面, 有的则

后果的法律适用问题 的司法 解释 中, 特别授 权 # 各省、市、区

只注明其中一 至两项或 只注 明时 间、
文 号, 有的 仅仅 就一个

高级人民法院可以 根据 本地区 经济 状况制 定具 体的数 额标

标题。另外, 司法解 释的文 号标 识不统 一, 有的 只有法 院代

准 ∃, 这 就 使得 司 法 解 释 # 多 级 制 ∃化。 司 法 解释 的 # 多 元

字如法发 [ 1996] 15号; 有的文号 连同施行 时间一 起如 # 2001

化 ∃、# 多极化 ∃导致不同主体 之间的司 法解释 在实践 中相互

年 4月 29日高检 发研字 [ 2001] 1号发布施 行 ∃; 有的 甚至没

冲突, 法律适用更为 复杂、
困难, 从而有 损法制的权威性。因

有文号。更令人费解的是, 有的司法解 释性文件中 署的不是

此, 如何完善我国现行的司法解释体制 已成为一个 非常重要

司法解释机关的文号而 是行政机关的文号, 但其制 作主体中

的课题。

却有司法解释 机关, 如 (最高 人民 法院、外交 部、司法 部关于

3. 司法解释案 的请 示来源 单一。司 法解 释案 的来 源是
指作出司法解释的动 因。在我 国, 司法 解释案的主 要来源有

执行 ,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 外文书公
约 −有关程序的通知 ) ( 外发 [ 1992] 8号 )。

二: 一是主动解释。即 # 最高人 民法 院根据 自己 审理的 案件

5. 司法解 释的监督机制不健 全, 越权解 释和不合法解释

和通 过 调 查 研 究 所 得 来 的 情 况 依 职 权 主 动 做 出 司 法 解

现象屡有发生 。 20世 纪 90年 代以来, 司法 解释 尤其 是最高

释 ∃ + 。主动解释不针对某 一个 案例, 往往 是在 没有具 体案

人民法院的司 法解释越 来越经 常性 地对法 律文 本进 行系统

件的情况下对法律条文的含义 作出抽象解释, 因此 不存在来

性甚至是整体性解释, 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 ,中华人民

源问题, 如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 人民共和 国民法 通则 −若干

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 −若干 问题的意 见 )这样的 与整部 法配套

问题的意 见 (试 行 ) )就 是主 动解 释。二是 请示 解释。 请示

的 # 解释 ∃越来越多。此外, 有些司法解释扩大法律文本本身

来源的司法解释占 司法解 释总量的 大部 分, 是通过 各 # 省高

固有的范围而 有对 立法解 释 # 侵权 ∃之嫌 (这 种现 象被 有些

院 ∃ (高级人民法 院和 省级人 民检 察院 ) 自己 在处 理案 件的

学者称为司法 解释 # 立法化 ∃ ), 如 我国 (刑法 )第 384 条关于

过程中提出或其下级人民法院 、
人民检察院向 # 省高 院 ∃提出

挪用公款罪的 规定非 常笼 统, 其中 的 # 归 个人 使用 ∃、# 数额

的。目前司法解释案大部分来 源于各 # 省高院 ∃的请示, 而实

巨大 ∃等按照 (立法法 )的 规定 都应 由立 法解 释进 行具 体表

践中并非所有 的请 示都会 通过 # 省 高院 ∃送 达 # 两高 ∃, 有些

述以便操作。对此, 全 国人 大常 委会 直到 2002年 才作 出对

请示到了 # 省高 院 ∃就不再 往上 报, 由 # 省 高院 ∃自 己作 出解

(刑法 )第 394条第 一款 的解 释, 而 最高 人民 法院 早在 1998

释后以 # 批复 ∃或 # 函 ∃的形式 直接 从内 部传达 到基 层, 而这

年 4月通过的 (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

些 # 批复 ∃或 # 函 ∃同样会被当做有 法律效力的 司法解 释运用

题的解释 )就对 (刑法 )第 384条 进行了 逐款解 释, 并 在原条

于法院审判或检察院的工作中 , 这成为 # 一级 ∃司法解释体制

文规定的 # 判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或拘役 ∃的 情形中 增加了

变成 # 多级 ∃体制 的原 因之 一。同 时, 实践 中一 些本 应 报送

# 在案发前部分或者全部归还本息的, 可以从轻处罚, 情节轻

# 两高 ∃作出司法解释的请示材 料可能到 了 # 省高 院 ∃就被搁

微的可以免除 处罚 ∃的 规定, 这是 明显 的越权 行为。 除了越

置, 致使 # 两高 ∃与 # 省 高院 ∃对某 一问 题的不 一致 看法 无法

权之外, 司法解释当中还存在违背立法 原意或宪法 原则的解

得到及时反映。而且, 由于各 # 省高院 ∃中作出解释的人的素

释。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3年 1月作出 的 (关 于行为人

质、专业水平和法律 价值取 向各 异, 很可能 会导 致对同 一问

不明知是不满 十四周岁的幼女, 双方自 愿发生性关 系是否构

题作出不同的回答, 这也会导致司法中 的不统一进 而影响司

成强奸罪问题 的批复 )中 规定, 行为 人确实 不知 对方 是不满

法公正。

十四周岁的幼女, 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 , 未造 成严重后 果, 情

4. 司法解释的 形式 不规范。 司法解 释形 式的 不规 范主

节显著轻微 的, 不 认为 是 犯罪。 这一 批复, 不 但 与我 国 (刑

要体现在名称 和格 式上。 第一, 名 称不 规范。 尽管 1997年

法 )关于强奸罪 的 立法 本意 不 符, 而且 违 犯了 (宪法 )第 48

颁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司法解 释工作 的若干 规定 )中规

条、第 49条关于保护妇女和儿童的规定。

定了司法解释的名称 和格式, 但一些地 方在实际操 作中并没
有完全依照该 规定。例 如, 按照 该规定, 司 法解释 的名 称有

二、采取有效措施, 完善司法解释

三种即解释、规定和 批复, 但现 实中 仅常见 的司 法解释 名称

1. 确立司法解 释的 原则。完 善司法 解释 首先 要确 立司

就有 # 解释 ∃、# 规定 ∃、# 通知 ∃、# 回答 ∃、# 批复 ∃、# 意见 ∃、# 答

法解释的 原则。 关于 司 法解 释的 原 则, 学术 界 目前 说 法不

复 ∃等近十种, 从名称上根本无法看出其是 否司法解释, 尤其

一。有的法理学教材认 为法律解释的原则有 合法性原 则、
合

是当名称里面包括的制作主体 不止 # 两高 ∃时, 就更难以判断

理性原则以及历史与现 实相统一的原则; 有的在前 三项原则

了 . 。此外, 像 (人民 司 法 )的 # 司 法信 箱 ∃、(人民 检 察 )的

外增加了 # 法制统一原 则 ∃。有 的学者 认为司 法解释 原则包

# 办案札记 ∃等栏目中对法律的 解释 与问答 具有 准司法 解释

括文理解释原 则、
限 制解释 原则、联 合解释 原则 和备 案审查

的性质, 其合法性 有待 研究。第 二, 格式不 规 范。司法 解释

原则; 有的学者 则 认为 司法 解 释的 原则 应 涵盖 注 重价 值取

的标题不统一, 有的将司法解释机关与 司法解释名 称连在一

向、合乎立法精神、维护法制 统一等。笔者认为, 司法解释的

起, 有的则没有; 有的在标题下 的小括号里注 明通过时 间、
由

原则首先要与法律解释 的原则相一致, 因为司法解 释仅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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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解释的一种, 但鉴 于司法 解释 的特殊 性, 其原 则应该 比法

限于各 # 省高院 ∃而导 致司 法解 释主体 的 # 多级 化 ∃, 所 以在

律解释的原则更为具体, 更加符合司 法解释自身 的特点。基

请示来源方面 应恢复到 20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 状态, 使上至

于此, 司法解释应遵守以下原则: ( 1) 合法性原则。即司法解

国家机关、下至 公 民个 人 都 可以 向 最 高 人民 法 院 提 出 # 请

释应按照法定权 限和程 序进 行, 不得越 权解 释, 不得与 高位

示 ∃。另外, 应规范司法解释的形式, 要在司法解释 过程中建

阶法及其法定解释相 抵触。 ( 2) 法制统一原则。这一原则要

立和贯彻规范 化的解释 技术, 如 一律采 用书 面形 式、统一法

求司法解释必须在法 治的范围内进行。 ( 3) 合理性原则。司

律概念的语言 文字、统一司 法解 释的文 体体 例、规范 司法解

法解释的内容要顺应客观规律 和社会发展趋 势, 不 违背公序

释的名称等。

良俗。 ( 4)价值取向相统一原 则。司法 解释要与立法原意相

5. 加强对司法 解释 的监督 。第一, 建 立备 案审 查制 度。

符合。 ( 5)历史与现实相统一 原则。司 法解释要将立法的历

应确立司法解 释的事前审查机制, 要求 司法解释在 出台之前

史背景和现实背景相 结合, 既考虑法律 制定时的历 史条件和

必须向全国人 大常委会申报, 由全国人 大常委会对 该司法解

历史要求, 又考虑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

释进行审查, 看其是 否与原 法律 文本相 抵触, 是 否违 犯宪法

2. 加强立 法解释, 进 一步理顺立法解释 和司法解释的关

或者违反立法 者的原意, 如 果有 上述情 况出 现, 全国 人大常

系。司法解释之所以存在诸多 问题, 一 个重要的原 因是立法

委会有权将其 撤销, 并且在一定范围内 将没有通过 审查的司

机关太 # 懒 ∃, 将大部分自 己份内的 工作交 给司法 解释机 关,

法解释内容及 被否决 的理 由公布 出来。对 于合 乎立 法原意

并且对司法解释机关的越权行 为熟视无睹, 甚至纵 容其越权

的司法解释则应由全国 人大常委会予以确认 , 若该 司法解释

解释。有些立法解释是等司法 解释先出台作 试点, 发现有问

通过审查则予以备案。这样, 既能有效 防止对同一 个问题和

题后再做出相应的补 充或变通, 甚至有 些法律的修 改和出台

事项进行重复 解释, 提高司 法解 释的效 率和 权威, 又 有利于

就是立法机关让 # 两高 ∃先做出司法解释, 看收效如何再采取

对司法解释的 清理和 编纂, 对维 护法 律公正 也有 重要作 用。

相应的措施。因 此, 要 从根 本上 杜绝司 法解 释的越 权现 象,

第二, 综合评价、检查 司法解 释的 法律 后果和 社会 效果。司

必须由立法机关对 属于 自己解 释范 围的问 题尽 快做出 立法

法解释和法律一样都需 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适 用, 才 知道其对

解释。另外, 应当进一步明确界定立法 解释和司法 解释的权

社会生活 有什 么 样的 影响 , 是利 大于 弊 还是 弊 大于 利。因

限范围, 对应当提请 立法解 释的 问题予 以明 确界定 , 从 体制

此, 即便是那些通过了审查的司法解释 也不代表其 对社会生

上避免司法机关的越 权解释。

活产生的全是 正面影 响。要在 司法 解释施 行一 段时 间后密

3. 严格司法解 释主 体的合 法性。这 是最 有争 议的 一个

切注意其产生的法律后 果和社会效果, 并在人大常 委会内部

问题。从我国目前的司法解释 状况来看, 司法解释 主体事实

设立一个专门 的机构来评价、
检查司法 解释的法律 后果和社

上是 # 多元多 级制 ∃, 这导 致二 审终 审制 和审 判独 立流 于形

会效 果, 并 据此开 展对司 法解释 的及时 补充、修改、废止、清

式。因为这种体制 导致 基层人 民法 院和中 级人 民法院 过分

理等工作, 以确保法制统一和法律的权威性。

依赖于 # 两高 ∃传达的 # 批 复 ∃和 # 答 复 ∃, 一 旦遇 到复杂 或疑
难的案件就立即请示 上级法院, 使得受 案法院实际 上是在用

∀ 陈斯喜: (我国法律解释的现状与建 议 ), (行政与 法制 ) 2000 年第

其上级法院的 # 解释 ∃作依据进行审判的, 即一审和二审合在

4期, 第 24 页。 % 袁明圣: (司法解释 # 立 法化 ∃现象 探微 ), (法商研

了一起。很多学者对 目前我 国司法 解释主体 的 # 多元化 ∃颇

究 ) 2003 年 第 2 期, 第 3页。 & 尹伊 君、陈金 钊: (司 法解释 论析 ),

有异议, 所提出的完 善建议 也有 许多种, 其 中一 个共同 点是
取消 # 多元化 ∃格局。至于取消后应该用什么样的主体 体制,
有的学者认为应该由 # 两高 ∃联合作出所有的司法解释, 以避
免在同一个问题上 出现 两个截 然不 同的司 法解 释而不 利于
司法统一; 有的学者则强烈质疑最高人 民检察院的 司法解释
主体资格, 认为其不应该解释法律, 因为 # 这种体制 显然是不
合理的, 容易导致司法的不公 ∃ / ; 有的学者认为司 法解释的

(政法论坛 ) 1994年第 1 期, 第 34页。 ∋孙国华、朱景文: (法理学 ),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1997年, 第 341 页。 ∗ 罗 书平: (中国 的现状
与法律思考 ), (中国律师) 2000 年第 7期, 第 5页。 +董嗥: (司法解
释论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第 220 页。 . 如对于 2001年
8月 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第 1186 次会议通过的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 相互委托送达司
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 ), (最高 人民法院、外 交部、司法 部关于我
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通过外交途径相互委托送达法律 文书若干问题的

主体应该是 # 一元多级 ∃制, 即从最高人民法院至基层人民法

通知 )等, 从名称上实在难以分辨它们到底属于什么, 但都被编进 (国

院都是司法解释的 主体。笔者 认为, 司 法解 释主体 采用 # 一

家司法考试现行法律规定汇编 )里了。 /乔燕: (司法解释体制: 改革

元一级制 ∃更合适, 即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是 司法解释的 主体。

与重新定位 ! ! ! 关于中国 司法解 释现状 的对 话 ), (法律 适用 ) 2000

因为最高人民检察 院作 为司法 解释 的主体 容易 导致司 法不

年第 7 期, 第 7页。 0 李涛: (略论我国司法解释的问题及对策 ), (云

公, 检察解释的存在缺乏合理性。0

南师范大学学报 ) 2004年第 1期, 第 52页。

4. 拓宽司法解 释案来 源的 渠道, 规范 司法 解释 的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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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 20世纪 80 年代 以后司 法解 释案的 请示 来源 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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