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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警察权研究

占善刚*

摘 要 法庭警察权乃法院为维护法庭秩序及审判的威严所享有的采取秩序措施及施加

秩序罚的权力。法庭警察权有妨害预防作用、妨害排除作用与妨害制裁作用三种基本形态。

基于法庭秩序维护的实效性与法庭警察权实施基础的客观实在性,法庭警察权依附于裁判权,

由担当裁判权的法院行使。法庭警察权以功能意义上的法庭为其实施的时空范围,以妨害法

庭秩序及审判威严的行为及状态为规制对象。对于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实施何种作用形态的

法庭警察权取决于法院的合目的性裁量,应受比例原则的规制。法庭警察权在我国由三大诉

讼法分别规范,不仅未能科学地体认法庭警察权的性质,也未能正确地廓清法庭警察权应有的

实施边界,加剧了司法实务中法庭警察权制度适用之乱象,亟待统一立法构建。

关 键 词 法庭 法庭警察权 裁判权 平等原则 比例原则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法治国家,无论是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抑或行政诉讼,法院审理案件例以在公开法庭

上进行为基本形态。这不仅是当事人有受合法裁判权之宪法上的要求在诉讼法上的体现,也是

法院所作裁判能够为包括当事人在内的社会民众接受的制度保证。为求事实真相的查明并维护

裁判的威严,作为法院行使裁判权的重要场所之法庭必须时时保持井然有序之状态。基于法庭

秩序维持之实效性考量,行使裁判权的法院往往同时担当维护法庭秩序之职责。法庭秩序的维

护,自国家作用而言,称之为法庭警察,自国家权力的行使而言,称之为法庭警察权。

案例一:某合同纠纷案中,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8年9月5日、10月30日两次开庭

审理。黄某作为原告均未到庭,但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两次庭审中,诉讼代理人均变更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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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致使法院休庭延期审理。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3条“人民法院对哄闹、冲击法庭,

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予

以罚款、拘留”的规定,以黄某扰乱法庭秩序为由对其罚款5000元。〔1〕

案例二:么某某在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因不满意法院工作人员对立案相

关问题的答复,经法警及其他工作人员反复劝阻,仍滞留法院并在诉讼服务大厅大吵大闹,严

重影响法院正常办公秩序。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3条,决定对么某某拘留七日。〔2〕

案例三:四川省珙县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吴某、宋某故意伤害罪案的庭审过程中,宋某某

在旁听席擅自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并通过微信朋友圈上传到网络。法院认为,宋某某的

行为扰乱了法庭秩序,情节严重,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99条对其罚款300元。〔3〕

案例四: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审理李某诉周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李某在法官

进行法庭调解、谈话的过程中,擅自以录音的方式传播庭审情况。法院认为,李某的行为违反

了法庭规则,扰乱了法庭秩序,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3条对其罚款50000元。〔4〕

案例一、案例二中,黄某与么某某分别被法院科处罚款和拘留的处罚,其法律依据均为《民

事诉讼法》第113条,处罚行为也均属法院运用法庭警察权的表现。但其运用是否妥当,殊有

疑问。案例一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变更诉讼请求乃正当行使其诉讼权利,纵使变更诉

讼请求的申请不合法或要件不具备,法院也只能以此为由驳回其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法院

仅因原告的诉讼代理人两次变更诉讼请求致使庭审延期即认为原告扰乱了法庭秩序对其罚款

5000元显然未区分诉讼行为的实施与扰乱法庭秩序行为的应有界限。案例二中,行为人虽然

在法院内实施了扰乱法院工作秩序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均非在庭审期间法庭内实施,而是发生

在法庭外的其他法院办公场所,因而并不属于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民事诉讼法》第113条

的规制对象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本案法院错误地适用了《民事诉讼法》第113条,直接

对行为人施加罚款、拘留等秩序罚,逾越了法庭警察权的应有边界。简言之,法庭警察权在案

例一和案例二中分别出现了规制对象不明、作用场所不清等问题。

案例三、案例四中,宋某某与李某均因未经法庭许可,擅自传播庭审情况而被法院以扰乱

法庭秩序为由科处罚款。与案例一、案例二中法官错误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13条,逾越了法

庭警察权的应有边界不同的是,案例三、案例四中,法官针对宋某某与李某擅自传播庭审情况

这一扰乱法庭秩序行为,分别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99条与《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进行罚款

均是法庭警察权的合法行使。不过令人深思的是,案例三中,宋某某擅自以发微信朋友圈的方

式传播庭审情况仅被罚款300元,而案例四中,李某擅自以录音的方式传播庭审情况却被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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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8)苏0102司惩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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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元。性质、形态同一仅实施场所不同的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遭受数额差异巨大的罚款

虽然有违平等原则,我们并不能由此苛责法官裁量行使法庭警察权不合法甚至不当。因为,根

据《刑事诉讼法》第199条,法官针对刑事庭审中的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最高可处1000元的罚

款,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8条,法官针对民事庭审中的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最高可处

100000元的罚款。

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根源在于我国在理论上未能对法庭警察权有正确的认

识。反映到立法上突出表现为,在我国,法庭警察权制度并未一如大陆法系主要立法例,通过

《法院组织法》《裁判所法》等立法统一、明确地规定,而是散见于《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等相关规范中。这种分散、割裂式立法不仅未能科学地凸显及体认法庭警察权

的性质,也未能正确地厘定法庭警察权应有的实施边界与规制对象,从而加剧了实践中法庭警

察权制度适用之乱象。笔者认为,欲革立法与实践之弊,亟需在厘定法庭警察权基本理论的基

础上,对法庭警察权进行统一的立法构建,期冀本文对于法庭警察权的统一立法建构能提供一

定的理论支撑。

二、法庭警察权的基本性质

法庭警察权在德国不仅是讲学上的术语,〔5〕也是立法上的术语。德国《法院组织法》第

176条以“法庭警察”(Sitzungspolizei)为条旨,于第1款明确规定“法庭中的秩序维持由审判

长负责”为法庭警察权的行使设定了一般的法律依据。在日本,法庭警察权仅为讲学上的术

语,而非立法上的术语。日本《裁判所法》第71条以“法庭的秩序维持”为条旨,于第1款明确

规定:“法庭秩序的维持,由审判长或开庭的独任法官进行。”日本学者在所著教科书、评释书中

论及法庭秩序的维护,习用“法廷警察権”指称之。〔6〕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自1980年1月

1日实施以来,虽迭经修改,但直至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

第四次修订,始增设第54条宣示人民法院有法庭秩序维护权。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13条、

《刑事诉讼法》第199条、《行政诉讼法》第59条分别为各自领域的法庭秩序的维护提供了立法

依据。因之,法庭警察权在我国虽非立法上的用语,但在讲学上使用“法庭警察权”并无制度上

的障碍。通常认为,法庭警察权是指法院为维护法庭秩序及审判的威严所享有的采取秩序措

施及秩序罚的权力。〔7〕在行政法上,警察是个多义的用语。在组织意义上,是指依法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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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her,BeckOKGVG,7.Aufl.,2020,§176,Rn.1.
兼子一=竹下守夫『裁判法』(有斐閣,1999年)294頁参照;田宫裕『刑事訴訟法』(有斐閣,2012年)

245頁;後藤昭=白取祐司『刑事诉讼法』(日本評論社,2013年)676頁。

Karlsruher,KommentarzurStrafprozzesordnung,8.Aufl.,2019,GVG,§176,Rn.1;Zimmer-
mann,MünchenerzurZPO,5.Aufl.,2017,GVG,§176,Rn.1;法令用語研究会『法律用語辞典』(有斐閣,

2012年)1046頁参照;平野龍一=松尾浩也『新実例刑事訴訟法Ⅱ』(青林書院,1998年)3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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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政机关。在国家作用的意义上,是指为维护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基于国家的一般统治

权对人民命令、强制、限制其自由、权利的行政作用。警察有警察下命、警察许可、警察强制三

种作用形式。实施警察作用的公权力即为警察权,警察权通常由警察机关行使。〔8〕与一般

的警察权以警察机关基于国家统治权,为维护公共秩序与安全而采取限制国民的权利、自由之

行政作用为其内容不同,法庭警察权以法院针对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采取各种预防、排除措施

及科处一定的秩序罚为其内容。法庭警察权的主体为行使裁判权的法院,法院行使法庭警察

权须依附于裁判权。因此,法庭警察权从性质上讲,乃附随于裁判权的行政作用权。〔9〕

(一)法庭警察权有三种基本作用形态

法庭警察权以维护法庭的秩序及审判的威严为目的,其作用因事件的不同、庭审过程中妨

害情形的差异而形态不一,大体有妨害预防作用、妨害排除作用与妨害制裁作用三种基本形

态。〔10〕

妨害预防作用是指有妨害庭审或法官执行职务之虞的事态尚未发生,法院为避免其发生

而预先所作的处置。典型的妨害预防作用有:事先确定旁听人数、发放旁听证、预先告知旁听

事项;对进入法庭的人及其随带的物品进行搜索、检查,要求出示证件;对有不当行为可能的人

禁止入庭;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请求警察协助维护秩序;录音、录像的事前个别许可等。〔11〕

法院在实施妨害预防作用行为时,无需经由个别的审查以判断是否采取措施。如在进行安全

检查时,法院无需进行个别甄选以判定谁可以不接受安全检查。就被检查对象来讲,每个人均

必须忍受法院从整体上的安全利益出发而采取的安全检查措施。即使被检查对象认为自己并

无实施破坏法庭安全的动因故不需要接受检查也是不允许的。〔12〕由于妨害预防作用针对的

是开庭前尚未实际发生的有妨害庭审之虞的行为,因而,基于妨害预防作用而需采取的法庭警

察措施大多数已规则化了。如日本《民事诉讼规则》第77条、《刑事诉讼规则》第215条均规定

在法庭中录音、录像是否允许,由审判长决定。又如,我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7条规定,

“禁止可能危害法庭安全或妨害法庭秩序的物品进入法庭”;第9条规定,“有可能危害法庭安

全或妨害法庭秩序的人不许旁听”。此皆为著例。

妨害排除作用是指法院针对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采取的排除其妨害的处置。妨害排除作

用通常以法院发布排除妨害法庭秩序行为的秩序维持命令为内容,在行为人不遵守法院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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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上穣治『警察法』(有斐閣,1983年)3頁参照;宮田三郎『警察法』(信山社,2002年)8、75頁;法令

用語研究会『法律用語辞典』(有斐閣,2012年)7頁。中文文献可参见陈鹏:“公法上警察概念的变迁”,《法学

研究》2017年第2期,第24-40页。
兼子一=竹下守夫(前注〔6〕)294頁参照;秋山幹男『コンメンタール民事訴訟法Ⅲ』(日本評論社,

2013年)262頁;神垣英郎ほか『新版注釈刑事訴訟法』(立花書房,1997年)109-110頁。
石原一彦ほか『現代刑罰大系.第6巻』(日本評論社,1982年)43頁参照。
三井誠ほか『刑事訴訟法』(日本評論社,2018年)361頁参照。

Kulhanek,MünchenerKommentarzurStPO,1.Aufl.,2018,GVG,§176,Rn.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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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时,由法院对其施加强制措施。〔13〕根据学者解释,德国《法院组织法》第176条第1款蕴含

了审判长为维护法庭秩序可以发布广泛的不具有强制措施性质的命令的权限,如警告、训斥、

允许发言、禁止发言、禁止录音、禁止录像等。在发布相应的命令后,如果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

持续存在时,法院可依据《法院组织法》第177条采取强制退出法庭与不超过24小时的秩序拘

禁两种强制措施。〔14〕日本学者认为,日本《裁判所法》第71条第2款授权审判长或独任法官

可以针对妨害法庭秩序的人发布包括退庭命令在内的为维护法庭秩序所必要的各种命令或相

应的处置,如禁止入内、警告、强制删除未经允许的录音、录像的内容等。〔15〕

与此不同,我国三大诉讼法乃是采取限定列举的方式规定法院可以采取的妨害排除作用

措施。如《民事诉讼法》第113条第2款规定,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人民法院可以训诫、责令

退出法庭。《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对违反法庭秩序的行为,审判长应当警告制止。对不

听制止的,可以强制带出法庭。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9条的规定,对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

法院仅有训诫、责令具结悔过两种非强制性措施,强制退庭并不在内。可以看出,由于我国就

法庭警察权采区分立法,三大诉讼法关于法庭警察权的妨害排除作用的规定不尽相同。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发布并于2020年12月27日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2015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扩张了立法所规定的法

庭警察权的妨害排除作用范围,如《刑诉法解释》第307条第二款规定,未经许可对庭审活动进

行录音、录像、拍照或者使用即时通讯工具等传播庭审活动的,可以暂扣相关设备及存储介质。

《民诉法解释》第176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未经准许进行录音、录像、摄影或未经准

许以移动通信等方式现场传播审判活动的,人民法院可以暂扣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进行录

音、录像、摄影、传播审判活动的器材,并责令其删除有关内容;拒不删除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

必要手段强制删除。基于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54条之立法本旨,笔者认为,在我国,审判

长为维护法庭秩序也可以采取一切必要的处置,而不应拘泥于前述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所

规定的措施。与妨害预防作用不同的是,法院针对庭审中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采取排除措施,

必须有具体的动因,基于一般的怀疑或仅仅出于不信任是不够的。采取相应的措施的条件是

否达到,由审判长合义务性裁量(Pflichtermessen)确定。〔16〕基于妨害排除作用所采取的措施

以对实施妨害法庭秩序行为的人施加物理上的强制力为内容,具有事实行为的性质,故法院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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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Kulhanek(Fn.12),Rn.14.在有急迫的障碍或法院无暇下命令的场合,法院可以为即时强制。藤

田宙靖『行政法総論.上』(青林書院,2020年)342頁参照。

Walther(Fn.5),Rn.8-9.
小林充『刑事诉讼法』(立花書房,2015年)169-170頁;神垣英郎ほか(前注〔9〕)115頁参照。

Kulhanek(Fn.12),Rn.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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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妨害排除作用不以行为人有过错为要件。〔17〕

妨害制裁作用是指法院针对实施妨害法庭秩序行为的人施加制裁的作用。根据德国《法

院组织法》第178条的规定,对法庭中有过错的不当行为可以处以最高1千欧元的秩序罚款或

者不超过1周的秩序拘留。根据德国判例,所有阻挠司法功能的实现与破坏法庭秩序的行为

或状态均可作为“不当行为”进行评价并科处制裁。典型的“不当行为”有:旁听者虽经多次警

告在庭审法官进入法庭时仍背对着法官,被告为表示不满在判决宣告时不起立,在证人作证时

威胁证人“活不长久”,旁听者在多次警告后仍持续交谈,当事人挑衅性地穿着破、脏衣服,拒绝

脱帽等。〔18〕日本《裁判所法》未规定对实施妨害庭审行为的制裁,关于妨害制裁作用的规范

体现在《关于法庭等秩序维持的法律》中。该法第2条规定,对于不遵守法院为维持法庭秩序

所下的各种命令或必要处置以及以暴言、暴行、喧哗及其他不当的言语行动等显著地妨害法院

执行职务或损害裁判威信的人,处二十日以下的监禁或三万日元以下的罚款,也可并处之。可

知在日本,但凡在法庭中实施了“不当言语行动”的人皆可被法院科处制裁,故与德国判例所持

之解释立场一致。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13条、《刑事诉讼法》第199条、《行政诉讼法》第

59条的规定,法院对于不遵守法庭规则或不遵从法院所发布的禁止、制止命令,情节严重的人

以及以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诉讼参与人等方式严重扰乱法

庭秩序的人可以处以罚款或拘留。总体来看,我国三大诉讼法关于妨害法庭秩序行为的妨害

制裁作用规范与德国、日本立法例相当,不仅表现在可由法院科处的制裁有罚款与拘留两种秩

序罚,也表现为制裁的对象均涉及两种类型的行为,一为不遵从法庭命令或处置继续实施妨害

法庭秩序的行为,另一为其他有损法庭秩序与审判威严的“不当行为”。

法院针对实施妨害法庭秩序行为的人施加的制裁作用,无论是罚款还是拘留均为法院对

妨害法庭秩序的人过去所实施的违反义务行为的制裁,本质上为秩序罚。〔19〕因此,法院对实

施妨害法庭秩序行为的人科处罚款、拘留,必须以行为人具有可归责性或过错为要件。〔20〕在

德国,关于行为人的过错是否包含过失存在不同的见解,有认为对妨害法庭秩序的人科处制裁

须以其乃有意地实施为要件,有认为过失即为已足。〔21〕笔者认为,在我国,法院对妨害法庭

秩序的行为所科处之制裁与《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规定的警察机关对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所科

处的制裁具有同一性质,皆为秩序罚。虽然法庭秩序的破坏内含对法庭尊严、裁判威信的损害

而略不同于一般公共秩序的破坏,但在制裁主观要件的设定上,并无区分的实益。《治安管理

处罚法》所规制的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不以故意为必要,则扰乱法庭秩序行为的主观要件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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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21〕

Walther(Fn.5),§177Rn.5;Diemer,KK-StPO,8.Aufl.,2019,GVG,§177,Rn.5;田村

正博『警察行政法解説』(東京法令出版株式会社,2019年)77頁。

Walther(Fn.5),§178Rn.2.
参见吕丁旺:《法院组织法论》,一品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264页。

Zimmermann(Fn.7),§178Rn.4.
Walther(Fn.5),§178R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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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故意为必要,过失即为已足。须注意的是,法庭警察权的妨害制裁作用不包括对妨害法庭

秩序的行为施以刑罚。我国现行《刑法》虽然设有扰乱法庭秩序罪,但法院对于严重扰乱法庭

秩序构成犯罪的人并不能一如英美法系国家由法庭直接以藐视法庭罪施加刑事处罚,只能经

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依普通的刑事公诉程序审理后始能以扰乱法庭秩序罪予以刑罚制裁。

因此,法庭警察权的妨害制裁作用仅限于对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施以罚款、拘留等秩序罚,不

包括刑罚制裁。

(二)法庭警察权的主体为行使裁判权的法院

从法庭警察权的作用形态可知,仅就内容而言,法庭警察权显为国家的行政作用,与一般

的警察作用在性质及功能上并无分别。如妨害预防作用中,法院所进行的检查与行政机关为

预防一般违法行为或状态对运输工具或特定场所进行检查同为强制措施。又如妨害排除作用

中,法院将不遵守法庭秩序的人强制带出法庭与行政法中的即时强制并无分别。妨害制裁作

用中法院对不遵守法庭命令的人科处罚款、拘留,其本质与行政机关为达行政目的对违反行政

法上义务的行为施加制裁均为秩序罚。但就行使的主体而言,法庭警察权的主体为行使裁判

权的法院而不同于一般的警察权。法庭警察权之所以交由行使裁判权的法院行使,乃是因为

法庭为法院审理案件、行使裁判权的重要场所,须时时保持秩序井然之状态。赋予行使裁判权

的法院尤其是同时指挥诉讼进行的审判长以警察权,可以迅速地临机处置妨害法庭秩序的行

为,最大限度地保证法庭秩序维护的实效性与便宜性。〔22〕此外,在法庭中发生的各种妨害法

庭秩序的行为或状态往往为行使裁判权的法院所直接感知,由行使裁判权的法院尤其是审判

长迅速地对此进行处置,无论是对行为人采取妨害排除措施还是科处秩序罚均有其客观的事

实基础而具有较高程度的真实性保障。须明确指出的是,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损害的是作为

整体机构的法院的秩序与法庭的威严,由行使裁判权的法院甚至审判长基于自己直接感知的

事实对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作判断并采取相应的措置并不违背“法官不能担任自己事务的法

官”之基本原则。即便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乃是针对受诉法院合议庭成员自身实施的,诸如侮

辱、诽谤甚至殴打合议庭成员等严重的“不当行为”,亦不例外。〔23〕法庭警察权的主体为行使

裁判权的法院,法警或协助维护法庭秩序的警察只是辅助机关,在实施具体法庭警察措施时仍

需受审判长的指挥。〔24〕

法庭警察权由担当裁判权的法院行使主要是基于迅速、临机处置妨害法庭秩序行为,更好

地维护法庭秩序之需要,法庭警察的行政作用性质并未由此改变。法庭警察权虽由担当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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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Braun,LehrbuchdesZivilprozessrecht,1.Aufl.,2018,S.602.
Zimmermann(Fn.7),Rn.1.
小林充(前注〔15〕)169頁参照。根据1995年2月颁布并于2012年10月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警察法》第2条的规定,在我国,司法警察虽也属于人民警察,但该法第6至第17条所规定的种种警察职

权,其行使主体均属于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根据同法第18条的规定,司法警察乃是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行使警察职权。但迄今为止并无规范司法警察行使警察职权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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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法院行使,但考虑到法庭警察权的作用形态及对行为人的权益影响程度,法庭警察措施的

采取在审判长与合议庭之间仍存在管辖范围的分工。〔25〕德国《法院组织法》第176条虽一般

性承认审判长为维护法庭秩序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但同法第177、178条明确了审判长

与合议庭在采取退出法庭、不超过24小时的秩序拘禁等强制措施以及施加罚款、拘留等秩序

罚时各自的权限。具体来讲,对于非诉讼参与人如旁听人员、新闻媒体记者采取强制措施或科

处秩序罚,由审判长负责;针对当事人、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采取强制措施或科处秩序

罚,由合议庭负责。作如此管辖分配主要是考虑到诉讼参与人尤其是当事人在诉讼中对于裁

判结果的利害关系以及对裁判事实发现的重要作用,为求慎重,针对当事人、证人、鉴定人等诉

讼参与人采取强制措施或科处秩序罚须由合议庭裁判。〔26〕德国学者认为,本属审判长裁判

权限范围的法庭警察权由合议庭实施并不违反法定法官原则因而仍然有效。如合议庭对实施

妨害法庭秩序行为的旁听人员科处罚款虽违背了《法院组织法》第178条关于审判长与合议庭

之间的事务分配,仍然有效。与之相反,本属于合议庭管辖范围内的法庭警察权由审判长实施

则因违反了法定法官原则而无效,如审判长因证人实施了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责令其退庭即

违背了《法院组织法》第177条而无效。〔27〕根据日本《裁判所法》第71条及《关于法庭等秩序

维持的法律》第2条的规定,日本乃是将科处罚款、监禁等秩序罚的裁判权交给受诉法院行使,

除此以外的包括强制退庭在内的措施的采取均交由审判长裁判。因此,相比德国法,日本的审

判长所拥有的法庭警察权范围更宽,权限更大。〔28〕

在我国,除《刑事诉讼法》第199条明确规定警告、强行带出法庭等妨害排除措施由审判长

采取外,《民事诉讼法》第113条及《行政诉讼法》第59条均规定由“人民法院”对妨害法庭秩序

行为采取妨害排除措施与制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法庭规则》(2016年修

正)第19条的规定 〔29〕并征诸我国的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在我国,审判长与合议庭在法庭警

察权限的分工基本上可以归纳为:警告、训诫、责令退庭等妨害排除作用的采取由审判长决定,

罚款、拘留等秩序罚的科处由受诉法院决定。需要检讨的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9条、《民

事诉讼法》第119条及《行政诉讼法》第59条的规定,合议庭针对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科处罚

款、拘留并不能单独决定,而须报请院长批准。笔者认为,此乃是未能因应法庭警察权性质之

错误立法,应予废除。这是因为,如前文分析,法庭警察本质上为国家的行政作用,法庭警察权

交由审判长或合议庭行使既是基于法庭秩序维护的实效性,也是缘于判断基础的真实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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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29〕

Braun(Fn.22),S.602.
Kulhanek(Fn.12),§178Rn.12.
Walther(Fn.5),§177Rn.6;Diemer(Fn.17),Rn.6.
神垣英郎ほか(前注〔9〕)117頁参照。
令人费解的是,同属《民诉法解释》第177条却规定,在民事诉讼庭审中,训诫、责令退出法庭由合

议庭或者独任审判员决定。笔者认为,针对法庭警察权的同一作用形态,最高人法院作不同的解释显然是未

能正确地认识法庭警察权的基本性质所由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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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未参与法院审判因而也未能直接感知妨害法庭秩序行为发生经过的院长仅依凭书面材料而

决定是否批准罚款、拘留对于秩序罚的正确作出具有多大助益委实让人怀疑。在法院院长的

批准程序中,并无秩序罚的相对人的陈述、申辩,使得批准程序更多流于形式,徒具象征意义。

(三)法庭警察权依附于裁判权

法庭警察权虽由担当裁判权的法院行使,但法庭警察权并不属于法院裁判权的构成部分,

仅依附于裁判权而存在。〔30〕也即在裁判权发生的场合,为保证裁判权在整然、有序的客观环

境中运行而有法庭警察权的实施。除妨害预防作用外,裁判权尚未开始时法庭警察权固不能

行使,裁判权结束后,法庭警察权也不能行使。因为裁判权结束后,法庭警察权中的妨害排除

作用已失其目的。德国联邦法院的判例认为,在抗告审中,抗告法院如果认为原审法院针对实

施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所作处罚不适当而撤销后,只能自行确定处罚,撤销原处罚并将其发回

原审法院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在裁判权结束后即不能再行确定罚款、拘留等秩序罚。〔31〕

作为依附于法院裁判权的国家行政作用,法庭警察旨在维护法庭秩序,使诉讼有序进行。

法庭警察权与同样服务于诉讼有序进行但属于法院裁判权的一部分的诉讼指挥权虽在外观上

相似却有本质的区别,不可不辨。两造对立的基本构造,决定了诉讼若任由利害对立的两方进

行,诉讼的迅速进行必然不能期待,裁判结果的正确也有难以保证之虞,是故无论刑事诉讼还

是民事诉讼,诉讼程序的推进均是依职权进行。为使案件的审理合目的地进行,合议庭或审判

长即有必要实施旨在使诉讼本身有序进行的各种行为,这些行为统称为诉讼指挥行为。审判

长或合议庭实施诉讼指挥行为的权限即称为诉讼指挥权。〔32〕诉讼指挥行为从其内容上看,

基本上可以分为:①关于诉讼程序进行的行为,如期日的指定、变更,诉讼程序的中止与再开

等;②关于案件整理的行为,如辩论的限制、分离、合并,迟延提出的攻击防御方法的驳回等;③
关于事案解明的行为,如阐明权的行使,为解明事实关系而命当事人到庭等;④关于庭审指挥

行为,如当事人言词辩论的指挥,证据调查的指挥等。〔33〕期日的指定、变更,庭审中的指挥行

为由审判长实施,其余的诉讼指挥行为由合议庭行使。在性质上,诉讼指挥行为有的属于事实

行为,如庭审中的指挥行为;有的属于裁判行为,如命令限制辩论,合并、分开审理等。〔34〕

比较法庭警察权与诉讼指挥权可以发现,二者在外观上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如均由担当

裁判权的法院行使,在合议庭与审判长间也存在管辖事务的分工,皆旨在使诉讼有序进行等。

不过法庭警察权与诉讼指挥权性质上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在目的、作用形态及审判长的地位上

均存在根本的差异。具体讲来,法庭警察权本质上为附属于裁判权的国家行政作用,以维持庭

审的外部秩序与法院审判的威严为目的,包括强制措施与秩序罚在内的法庭警察权的种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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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观点,参见蔡元培:“论法庭警察权的形态及其界限”,《法商研究》2017年第5期,第7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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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野贞一郎=松浦馨=鈴木正裕『新民事訴訟法講義』(有斐閣,2018年)243頁参照。
兼子一ほか『条解民事訴訟法』(弘文堂,2011年)9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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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形态均与案件的实体内容及程序进展无涉。审判长独立地而不是作为受诉法院的代言机关

或代表行使法庭警察权。〔35〕诉讼指挥权本质上为法院裁判权构成部分的国家司法作用,以

谋求诉讼程序迅速、妥适的进行为目的,无论何种诉讼指挥行为均与案件的实体内容与程序进

展密切相关,脱离本案的诉讼指挥权的行使必将失其所本而毫无意义。审判长在法庭审理中

所拥有的指挥法庭辩论与证据调查的权力为法院裁判权的一部分,因而审判长乃是作为受诉

法院的代言机关或代表行使诉讼指挥权。〔36〕法庭警察权与诉讼指挥权虽存在性质上的差

异,但就个别行为的规制而言,二者之间的分际不容易清晰地判断。以禁止发言为例,在法庭

审理中,审判长基于诉讼指挥权在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及其他的诉讼关系人陈述与本案无关

的、重复的事实时,为避免诉讼的迟延与混乱可命其注意发言,在不听命令时可禁止其发言。

该命令在性质上乃诉讼指挥权的行使而不是法庭警察权的行使。若诉讼关系人不服从法院的

命令不停止发言,该行为事实上已达到妨害案件审理的程度,审判长可以基于法庭警察权对其

采取命令退庭、强制带出法庭等措施,于此即为法庭警察权的作用。又如责令退庭,为保证证

人陈述证言的客观真实,如果审判长认为某旁听人员在场可能使证人陈述证言受到影响,可以

命令其在法院对证人进行证据调查期间离开法庭,此乃诉讼指挥权的行使。若该旁听人员不

服从审判长的命令,拒不离开法庭时,审判长可以命令司法警察将其强行带出法庭,于此即属

于法庭警察权的行使。〔37〕

三、法庭警察权的规制对象

(一)法庭警察权以妨害法庭秩序及审判威严的行为及状态为规制对象

法庭警察权以维护法庭的外部秩序及审判的威严为目的,故成为其规制对象的不仅为扰

乱法庭秩序的行为,也包括挑衅审判威严的不当状态如奇装异服、蒙面穿着等。〔38〕法庭中可

能出现的妨害法庭秩序及审判威严的行为及状态林林总总,立法不可能对其穷尽列举,因而通

常采便宜原则规定法院合目的性裁量确定行为人是否妨害了法庭秩序及审判的威严。德国

《法院组织法》第176条、日本《裁判所法》第71条一般性地授予审判长法庭秩序维护之职责即

蕴含了此要义。〔39〕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13条、《刑事诉讼法》第199条的规定来看,

立法也是抽象地规定“违反法庭规则的行为”“违反法庭秩序的行为”乃法庭警察权的规制对

象。《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18条重申立法意旨,规定了审判长采取法庭警察措施的对象为

“违反法庭纪律”的行为。第17条采取例示列举规范将“鼓掌、喧哗;吸烟、进食等”列举为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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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秩序的行为外,概括规定了“其他的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为不遵守法庭纪律的行为。除

此以外,《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12条对着装作了明确要求,虽然其仅为训示规定,但为法院判

断行为人的着装是否妨害了审判威严提供了裁量基准。

德国学者认为,法院认定是否构成妨害秩序的行为,应谨慎且细心地进行,不能凭其主观

的敏感性而应根据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或评价标准(根据经验是不断变化的)进行判

断,如不能仅依新闻记者可能对案件审理作负面报道而禁止其进入法庭。〔40〕又如,携带记录

工具进入法庭并在庭审中记录其感知之庭审经过是允许的,即使该行为是受诉讼参与人的委

托而进行的,但为了向等待被询问的证人传送可能对其陈述造成不当影响的庭审信息而记录,

则被认为是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41〕德国学者认为,在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行

为”时尤其要慎重,仅仅不遵守诉讼习惯或在口头辩论中大声地或以尖刻的语言进行陈述通常

不构成“不当行为”。“不当行为”应当限定为严重或显著地侵犯法庭尊严的行为或表达,如有

损名誉的或意在挑衅的陈述等。例如,行为人在法官进入法庭或宣告判决时不起立不能确定

为“不当行为”,但在多次催告后其仍然不起立则可认定为“不当行为”。〔42〕诉讼参与人的着

装及呈现的外在形象对法院判断是否构成可施加秩序罚的“不当行为”不再起主要作用,因为

其更多的是在表达行为人不受法院规则约束的生活观念。因此,在德国,除非意在挑衅,仅仅

不合礼仪的着装如穿便装、工作装、西装短裤等不再像过去判例所认为的那样是挑战法院审判

威严的行为。当然,诉讼参与人穿着特别肮脏的服装或有意地挑衅地着装,如穿泳衣仍被认为

是损害法庭尊严的行为。〔43〕须特别提及的是,德国2019年12月根据《刑事诉讼现代化法》

于《法院组织法》第176条增设第2款,规定参与法庭辩论的人原则上禁止蒙面,以规则的形式

将审判长从合目的性裁量中解放出来。蒙面是指以纱巾或其他遮盖物、面具、太阳镜、绷带覆

盖面部。仅覆盖头发或下巴至颈部之间的区域不算蒙面。〔44〕在此之前,为保证案件审理中

合议庭或审判长能更好地听取当事人的口头辩论,更为直观地感知诉讼关系人在陈述时所呈

现出来的诸如神态、语气、举止等外部印象,审判长在非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并且在详细说明

理由的情形下也能命令诉讼关系人禁止蒙面。〔45〕而根据《法院组织法》第176条第2款的规

定,无论是否基于宗教信仰,参与法庭辩论的人原则上均禁止蒙面。仅在司法功能之保护目的

不受影响的场合例外地允许蒙面。司法功能之保护目的不受影响通常是指,参与法庭辩论的

人的身份同一性的确认与法院所作的证据评价不因其蒙面而受到损害。易言之,只要合议庭

或审判长能完全感知陈述人的面部表情并且能据此评价其陈述内容的可信凭性,蒙面即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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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禁止。〔46〕

在日本,根据其《裁判所法》第71条第2款及《关于法庭等秩序维持的法律》第2条的规

定,法庭警察权的规制对象为妨害法院执行职务的行为或不当的行状。“不当的行状”是指暴

言、暴行、喧噪及其他不妥当的言语行动。日本学者认为,法院判断庭审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

构成“不当的行状”有较广泛的裁量空间。〔47〕以在法庭中录音、录像为例,日本《民事诉讼规

则》第77条、《刑事诉讼规则》第215条均规定在法庭中录音、录像是否允许,由审判长决定。

日本最高法院1958年2月17日的判例认为,在公开法庭中,录音、录像是否允许应由审判长

根据庭审中的具体情况而定。如果录音、录像有导致诉讼程序混乱或其他诉讼关系人的正当

利益被不当地侵蚀之虞时,则不允许。日本最高法院1988年3月8日关于是否允许旁听人员

记录庭审经过的判例,较好地诠释了法院合目的性裁量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法庭警察

权的规制对象的要义。判例认为,基于宪法第21条的精神,在法庭审理中,无须严格禁止旁听

人员依其认识、见闻、记忆记录庭审经过。审判长在裁量确定是否允许旁听人员记录庭审经过

时,应斟酌以下因素而定:第一,证人、当事人等诉讼关系人在陈述时,若注意或意识到旁听人

员尤其是对其不友好的旁听人员在记录庭审经过是否动摇其陈述的心理;第二,庭审经过记录

若被公开,陈述人是否会遭受不当的利益进而影响到裁判的公正;第三,允许旁听人员记录庭

审经过是否会引发其他旁听人员的效仿而影响法庭肃静的审判氛围。日本名古屋高等法院于

2019年1月31日就旁听人员是否允许用笔记本电脑记录庭审经过所作的判例,进一步诠释

了审判长合目的性裁量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妨害庭审秩序的行为之本旨。该判例认

为,最高法院于1988年3月8日所作的判例虽然原则上允许旁听人员记录庭审经过,但旁听

人员用笔记本电脑记录庭审经过与传统的以笔记录庭审经过有显著的不同。因为笔记本电脑

具有录音、录像功能,从外观上无法直接识别该功能是否得到了利用,因而审判长判断旁听人

员在记录庭审经过时是否同时有录音、录像及其他未经审判长许可不允许实施的行为存在困

难。如果由审判人员专门予以确定不仅给旁听人员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也会妨碍诉讼程序的

顺畅进行。诉讼关系人也存在陈述时被录音、录像的担心,而造成心理上的不适与压迫感从而

影响其客观陈述。此外,旁听人员用笔记本电脑记录法庭审理经过时,键盘操作及由此发出的

声响也会扰乱法庭肃静的审判氛围。因此,旁听人员用笔记本电脑记录法庭审理经过是不允

许的。

(二)诉讼行为不属于法庭警察权的规制对象

诉讼行为是指诉讼主体及其他诉讼关系人实施的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的行为。在法庭审

理中,诉讼参与人实施诉讼行为若不合法或不当,将导致该诉讼行为不成立或无效。诉讼参与

人不合法或不当地实施诉讼行为也许会给法院审理案件带来不必要的负担,但其与作为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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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权规制对象的妨害法庭秩序及审判威严的行为具有不同的性质,不可不辩。在我国的司

法实务中,由于误认法庭警察权的性质,法院将庭审中诉讼参与人实施的不当的或不合法的诉

讼行为作为法庭警察权规制对象的事件时有发生。例如,在原告熊某某诉被告成都市国土资

源局、被告四川省国土资源厅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中,〔48〕原告申请法官回避被法庭驳回,复庭

时原告再次申请法官回避。审判长警告后,原告拒绝陈述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法院认为熊

某某的拒绝陈述行为严重扰乱了法庭秩序对其处以15日之拘留。原告事后申请国家赔偿均

被驳回。〔49〕笔者认为,原告熊某某拒绝陈述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可能基于回避申请被驳回

而表示不满的动因,但当事人拒绝陈述的行为从性质上乃以不作为的形式不行使诉讼权利,与

以作为的形式放弃诉讼权利同视。根据诉讼法理,在庭审中当事人拒绝陈述与不出席庭审具

有同一法律效果。当事人出庭的目的是为了进行言词辩论,即以口头方式陈述诉讼请求及所

依据的事实,故出庭不能仅理解为纯粹物理上的或身体上的状态。当事人仅到场而不为陈述,

并不能认为是有效地出席了庭审而应视为未到场。因此,原告熊某某拒绝陈述诉讼请求和事

实理由时,应视其未到庭,适用《行政诉讼法》第58条“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

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照撤诉处理”之规定按撤诉处理。

在司法实务中,与前述案例中法院错误地将当事人不合法或不当地实施诉讼行为作为法

庭警察权的规制对象而施加秩序罚相反,法院将本属于法庭警察权的规制对象的行为作为诉

讼行为的不当实施对待而课以诉讼法上的不利益的事件也绝非鲜见,这同样是法院未能正确

地厘定法庭警察权的规制对象所由致。2019年12月网上曝光而受公众关注的“纪爱美戴黑

色鸭舌帽被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案即为典型例证。该案乃原告纪爱美诉被告如皋市人民政

府、南通市人民政府行政诉讼,根据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6行初177号行政

裁定书所载,法院认为参加庭审的原告的穿戴不符合司法礼仪的要求,经法庭多次释明后,纪

爱美无正当理由拒绝纠正,违反了《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12条、第14条文明着装、尊重司法

礼仪的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

《行诉法解释》)第80条第1款的规定,裁定此案按撤诉处理。为回应网友、公众对案件的热

议,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6日专门发布了《关于纪爱美按撤诉处理案

的情况通报》,〔50〕在该通报中,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认为纪爱美戴帽子出席庭审,

经审判长劝告后仍拒绝摘帽的行为乃挑衅法庭规则,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并据此认为依《行

诉法解释》第80条第1款的规定,纪爱美乃是以消极对抗的方式放弃诉讼权利,裁定此案按撤

诉处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笔者认为,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此案中,关于原告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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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出庭经警告仍拒绝摘帽是挑衅法庭尊严的行为以及诉讼权利的放弃可以采取消极的方式

的认知固然正确,但从原告经警告仍拒绝摘帽行为推论其视为放弃陈述权利进而导致按撤诉

处理,无论是在法理上还是在逻辑上均不能成立。因为,第一,法院既然认定原告拒绝摘帽行

为是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根据“行为的性质与后果相一致”的原理,法院即应行使法庭警察权

对原告采取法庭警察上的措施甚至处以秩序罚。《行政诉讼法》及《行诉法解释》虽然没有关于

法庭中当事人不文明着装应作如何处理的规定,但法院至少可以依据《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

12条、第19条对其采取“责令退出法庭”“强行带出法庭”等妨害排除措施。事实上,从江苏省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通报中也已得知,原告在此前相关的诉讼中就有因戴鸭舌帽出庭而被

法院责令退出法庭的先例;第二,原告拒绝摘帽行为与拒绝陈述欠缺最基本的逻辑关联。《行

诉法解释》第80条第1款虽然明确规定,原告在庭审中明确拒绝陈述或者以其他方式拒绝陈

述视为未参加庭审因而按撤诉处理,但在本案中,法院与原告一直纠缠于“摘帽”行为本身,原

告根本就没有表达不为陈述,拒绝摘帽从逻辑上也不能推断原告拒绝陈述的意思。因此,原告

经警告仍拒绝摘帽,法院遽然认定其为拒绝陈述,既有悖法理也不合乎逻辑。笔者认为,该案

中法院之所以对原告经警告仍拒绝摘帽的行为作了不正确的处理,表面上乃误读《行诉法解

释》第80条第1款所致,根本上讲还是因为未能正确地理解法庭警察权的性质及规制对象。

四、法庭警察权的实施边界

(一)法庭警察权以法庭为其实施的时空范围

法庭警察权以维护法庭秩序及审判威严为目的,自应以法庭为其实施的时空范围。为保

证法庭秩序维护的实效性,法庭不限于狭义的庭审即审判长宣布庭审开始至审判长宣布闭庭

这一时间段。庭审前后与庭审相联系的事态如开庭前法官进入法庭,闭庭后法官及其他诉讼

参与人、旁听人员离开法庭等也属于法庭警察权的实施范畴。〔51〕从空间角度上讲,法庭警察

权中的法庭不仅指实际开展庭审的场所,也包括与法庭相毗邻的法院的其他厅舍,如法庭的走

廊,连接法庭的通道等。因为在这些场所,合议庭或审判长事实上也能直接感知到妨害庭审秩

序的行为,并且在上述场所实施的妨害行为确实也直接影响法庭审理案件,故将法庭警察权实

施的空间范围扩展到上述场所并无不当。〔52〕随着科技的发展,法院利用双向视频传输等技

术在线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甚至整体上在线审理案件不仅可能而且日益普遍。传统的法

庭以实体上的物理空间转变为非实体的在线空间,但法庭警察权以功能意义上的法庭为其实

施的时空范围并未由此改变。〔53〕由于法院在法庭外也会部分地行使裁判权,实施与法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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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具有可比拟意义或类似机能的职务行为,如合议庭成员在法庭外进行证据调查、现场勘验,

庭外询问证人等,故法庭警察权往往延伸至法庭外的职务执行场合。德国《法院组织法》第

180条、日本《裁判所法》第72条对此均有明确规定。此乃法庭警察权实施范围的正当性扩

张,与法庭警察乃附属于裁判权的行政作用并不相违背。〔54〕

考察我国的司法实践,法庭警察权逾越其应有的实施范围,被不当地扩张适用于法庭以外

的其他场所频仍发生,主要表现为行为人在法庭外的法院厅舍内实施扰乱、破坏秩序的行为直

接被法院依《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进行处罚。如依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6
司惩1号拘留、罚款决定书的记载,张某某在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哄闹、冲击法

院办公场所,故意毁坏法院办公设施,严重扰乱了法院的正常工作秩序,决定对张某某拘留15
日,罚款3000元;又如,依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2020)青0105司惩2号罚款决定书

所记载,庭审结束后,原告师某某,被告唐某某等人在大堡子法庭立案大厅相互殴打,严重扰乱

法庭秩序,决定对师某某,唐某某等人各罚款2000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55〕在前文所列

事件中,法院均以《民事诉讼法》第113条为依据,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扰乱了法庭秩序而对其科

处罚款、拘留。笔者认为,在上述事件中,行为人虽然在法院内实施了扰乱法院工作秩序的行

为,但这些行为均非在庭审期间法庭内实施,而是发生在法庭外的其他法院办公场所,因而并

不属于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法院错误地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13条,直接对行为人施加罚

款、拘留等秩序罚,逾越了法庭警察权的应有边界,混淆了行政法上的官舍管理权与一般警察

权的应有分际。所谓官舍管理权,德国法称之为“Hausrecht”,〔56〕日本法称之为厅舍管理

权,〔57〕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通常将其译为家宅权或家主权,〔58〕是指机关首长为维持官舍的安

全与秩序,对于性质上属于行政使用公物的官舍所享有的保持办公场所正常运行,允许或阻止

相关人员进入官舍或责令其退出官舍等权力。不难看出,因为法庭属于法院官舍的一部分,故

法院院长基于官舍管理权与审判长或合议庭基于法庭警察权所采取的措施具有重合或交叉之

处。如在庭审期间,院长基于官舍管理权禁止有关人员进入,对进入法院的人员及所携带物品

进行安全检查等措施与法庭警察权的妨害预防作用具有重合之处。当然,院长基于官舍管理

权采取的上述措施会导致审判长无需采取类似的法庭警察措施,这是因为,可能妨害法庭秩序

的人及影响法庭安全与肃静气氛的物品基于官舍管理权而已被阻挡在法庭外。不过,官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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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权与法庭警察权具有严格的实施界限,前者以在时间、空间与法庭审理无关的范围为限,后

者以法庭审理为限。例如,审判长基于法庭警察权责令妨害法庭秩序的人退出法庭,其权限所

及仅为令行为人退出法庭外。法庭外行为人若持续实施妨害行为而命其退出法院则属于官舍

管理权的管辖范围。〔59〕德国判例认为,为避免法庭警察权与官舍管理权交叉行使所带来的

不便,在庭审期间,官舍管理权委托给或让渡给审判长一并行使是比较合适的。〔60〕基于官舍

管理权的基本原理进行分析,笔者认为,行为人在法院法庭外的办公场所扰乱工作秩序不属于

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法院基于官舍管理权可以责令扰乱秩序的人退出法院或强制将其驱离

法院。但官舍管理权仅为维护办公场所的秩序的行政管理权,不具有警察权的性质,故对扰乱

法院工作秩序的人仅能采取妨害排除措施,而不能直接实施秩序罚。因此,在上述事件中,法

院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13条对行为人进行罚款、拘留显然滥用了法庭警察权,在法律适用上

是错误的。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对于扰乱法院工作秩序的行为,只能由公安机关依《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23条第(一)项“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

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之规定,对行为人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二)法庭警察权不能异化为诉讼警察权

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14条的规定,法院对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在法庭外实施的诸

如“伪造、毁灭重要证据,以暴力、威胁、贿买办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

证,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

被冻结的财产,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加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行的人,

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

职务,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等行为可以直接进行罚款、拘留等处

罚。笔者认为,法院在法庭以外执行职务在性质上也属于裁判权的行使,具有与法庭审判可比

拟的意义,故法院对“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直接进行

罚款、拘留等处罚本乃法庭警察权的作用,并无不当。“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的判决、裁定”乃当事人对其应尽的给付义务的违反,法院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拘留目的是迫使

义务人履行其应尽的给付义务,所科处的罚款、拘留性质上为执行罚,虽非具有妨害制裁作用

的秩序罚但也可成立。上述两类行为以外,《民事诉讼法》第114条所规定的诸如威胁证人、贿

买证人作伪证、隐藏、毁坏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对司法工作人员或诉讼参与人实施殴打、诽

谤、侮辱等行为在性质上均属于法庭外实施的扰乱诉讼秩序的行为,由法院对行为人直接进行

罚款、拘留等处罚则不仅有违基本法理,也侵蚀了行为人应有的程序保障利益。

第一,法院对行为人直接进行罚款、拘留违背了行政作用通常由行政机关担负的原理。国

家为维持其统治,往往对人民课以各种行政上的作为或不作为义务,遵守社会秩序即为人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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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的行政上的义务之一。人民若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破坏社会秩序即应遭受相应的秩序

罚。包括法庭秩序在内的诉讼秩序乃社会秩序的一部分,诉讼参与人以及案外人不实施破坏

诉讼秩序的行为乃人民应尽的遵守社会秩序义务在诉讼上的体现。该义务在性质上仍属于人

民对国家所尽的一般行政法上的义务,而不是对代表国家行使裁判权的法院应尽的诉讼法上

的义务。因此,包括法庭秩序在内的诉讼秩序的维护与其他社会秩序的维护相同,均为国家的

行政作用应由行政机关担负。法庭秩序的维护之所以交由行使裁判权的法院行使,乃是基于

法庭秩序维护的实效性与法庭警察权实施基础的客观实在性所作之合目的性考量,自有其合

理性、正当性。毋庸讳言,诉讼期间,行为人在法庭警察权作用界域外实施的扰乱诉讼秩序的

行为虽然对法院审判案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并未改变其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之性质,由未

直接感知行为的审判长或合议庭直接对行为人进行罚款、拘留,既不能满足诉讼秩序维护的实

效性,也不能保证秩序罚的基础的客观实在性,更是泯灭了国家的司法作用与行政作用应有的

功能分际,使得有固有实施界域的法庭警察权异化为“诉讼警察权”。

第二,由法院直接对侮辱、诽谤司法工作人员本人的行为进行处罚违反了“法官不得作自

己事务的法官”之基本原理。前文提及,在法庭审理中,针对审判人员自身的侮辱、诽谤、殴打

等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表面上为针对审判人员本人的损害,究其实质为对作为整体的法庭的

审判威严的损害,故合议庭行使法庭警察权对行为人进行罚款、拘留等处罚并不违反“法官不

得作自己事务的法官”之基本法理。与之不同的是,在法庭外,审判人员虽有法官的身份,但并

未行使裁判权,针对其本人的侮辱、诽谤、殴打人身、人格损害既非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也不

是扰乱诉讼秩序的行为,仅为一般的侵权行为,与行为人针对其他主体实施的人身、人格损害

并无区别。因此,在法庭审理外,针对审判人员自身的侮辱、诽谤、殴打等行为,由法院直接对

行为人进外行处罚显然违反了“法官不得作自己事务的法官”之基本原理。

第三,法院对行为人直接进行罚款、拘留等处罚侵蚀了行为人应有的程序保障利益。《民

事诉讼法》第114条仅规定可由法院直接对法庭外扰乱诉讼秩序的行为进行罚款、拘留等处罚

而欠缺明确的处罚程序,不仅难以保证处罚的事实基础的客观真实性,更是剥夺了行为人应有

的程序保障利益。对比《治安管理处罚法》及《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该问题

更显突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4条的规定,对于同法第23、42、43、50、59、60条所规定

的与《民事诉讼法》第114条所规定的可由法院直接进行罚款、拘留等处罚的行为相当的扰乱

秩序行为,诸如扰乱机关秩序、侮辱、诽谤他人、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报

复、隐藏、转移、毁损被查封、扣押的财产,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在对行为人进行处罚前应当告知

行为人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相对人有权陈述和申

辩。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听取行为人的意见,对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复核。《行

政处罚法》第44条也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

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同法第45
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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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第63条更是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由此可见,同为破

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法庭外扰乱诉讼秩序的行为因《民事诉讼法》第111条单独对其作了规制,

使得行为人在遭受法院罚款、拘留等处罚前并未获得应有的一如《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处罚

法》赋予相对人那样的陈述权、申辩权甚至听证权,欠缺正当性自无待多言。

从立法沿革上讲,法庭警察权逾越其应有的实施边界,部分地异化为“诉讼警察权”,肇始

于1982年颁行的《民事诉讼法(试行)》。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77条的规定,“以暴力、

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扰乱司法机关的工作秩序”这两类本属于法

庭警察权规制对象的行为,与其他五类诉讼期间实施的法庭外扰乱诉讼秩序的行为一并作为

妨害诉讼的行为可以由法院“训诫”“责令具结悔过”并可直接予以“罚款、拘留”。客观而论,在

当时我国并未制定关于社会秩序维护的一般规范的背景下(1986年国务院始颁发《治安管理

处罚条例》),《民事诉讼法(试行)》第77条对诉讼期间常见的妨害诉讼秩序的行为予以规制,

对于保障诉讼的顺畅进行确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不过,《民事诉讼法(试行)》第77条不区

分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与诉讼期间实施的扰乱诉讼秩序的行为的特质而作同种规制,为我国

法庭警察权的立法走向预埋了不良的根基。1991年《民事诉讼法》正式颁行,将《民事诉讼法

(试行)》第77条第(四)项后半段规定的“扰乱司法机关的工作秩序”的行为特定化“不遵守法

庭规则的行为”与“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于第101条单独规范。在删除“训诫”“责令具结

悔过”两种措施的情形下,第102条完全保留了《民事诉讼法(试行)》第77条的其他内容。其

后,《民事诉讼法》虽历经2012年、2017年、2021年三次修改,但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101
条、第102条的内容未作任何更易而为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13条、第114条完全承继。1989
年颁行的《行政诉讼法》第49条效仿《民事诉讼法(试行)》第77条,规定法院对于“以暴力、威

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以哄闹、冲击法庭等方法扰乱人民法院工作

秩序”以及其他诉讼期间法庭外实施的扰乱诉讼秩序的行为,可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甚至直

接罚款、拘留,2012年《行政诉讼法》第59条承袭《行政诉讼法》第49条沿用至今。1979年颁

行的《刑事诉讼法》未规定法庭警察权,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61条首次规定了刑事

诉讼中的法庭警察权。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并未一如《民事诉讼法》第

102条、《行政诉讼法》第59条,规定法院可直接对诉讼期间法庭外实施的扰乱诉讼秩序的行

为予以罚款、拘留。故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所存在的“法庭警察权”异化为“诉讼警察权”的现象

并未出现于刑事诉讼中。〔61〕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发布并于2015年修改的《人民法院法庭

规则》首次从规则层面对审判长的法庭警察权作了统一的布设,但囿于其规范层级,对法庭警

察权的统一布设只能限于法庭警察权作用的“妨害预防作用”与“妨害排除作用”之层面,对“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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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刑事诉讼法》第63条第2款明确规定,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打击报复,尚不

够刑事处罚的,应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此诚属正确之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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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制裁作用”即无法作相应的制度安排。2018年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所增设的第54条

仅为法庭警察权的统一立法提供了组织法上的框架,并无相应的具体制度设计,因而并未实质

改变法庭警察权在我国三大诉讼中分别运行的事实,更未扭转民事诉讼中、行政诉讼中法庭警

察权逾越其实施边界,异化为“诉讼警察权”之窘困。

五、法庭警察权的行使

诉讼虽因纠纷解决目的上的差异而分为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但在法庭秩序与

审判威严的维护上有共同的要求而应为同一规律。《刑法》第309条所设扰乱法庭秩序罪未区

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以统一的法庭秩序的破坏为规制对象即为绝佳佐证。2018
年新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54条虽为法庭警察权提供了统一的组织法架构,但法庭警察

权的具体制度安排仍散见于三大诉讼法的不同规定中,因而未能很好地照应到平等原则的内

在要求。以法庭警察权的妨害制裁作用中的秩序罚为例,虽然三大诉讼法均将罚款作为针对

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的秩序罚,但由于罚款数额设计上的不同,使得在三大诉讼中即便同

一性质或同等程度的妨害法庭秩序行为,如哄闹、冲击法庭行为,因行为人实施的场合不同而

遭受数额不同甚至差异很大的处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8条的规定,对于哄闹、冲击法庭

的行为,法院最高可以处10万元罚款,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9条的规定,法院最高可以处1
万元罚款,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9条的规定,法院最高可以处1千元罚款。同为哄闹、冲

击法庭的妨害法庭秩序行为,仅因行为人实施的妨害行为的场合不同而作不同的制裁设计,显

然有违“同等行为应为同一处理”之基本原理。

为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法庭警察权制度运行中的紊乱、失序状态,必须立足于法庭警察乃附

属于法院裁判权的国家行政作用之性质,就法庭警察权作统一的制度安排。考虑到法庭警察

权以维护法庭秩序与审判威严为其目的,以功能意义上的法庭为其实施边界,在三大诉讼中有

共同的内在要求,在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对法庭警察权作出因应其性质及实施边界的制

度安排实为规范法庭警察权制度的不二法门。

由于妨害法庭秩序及审判威严的行为形态不一、情节各异,为使法庭秩序的维护更具实

效,对于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采取何种形态的法庭警察权作用即应取决于法院的自由裁

量。〔62〕不过,法庭警察权乃拘束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人的身体、自由及对其课以秩序罚的国

家统治权的运用,为避免行为人因法庭警察权的不当行使而遭受不利益,法院在裁量行使法庭

警察权时不能恣意而为,〔63〕而须遵守国家高权行为均应共同遵守的比例原则。比例原则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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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田村正博(前注〔17〕)61頁。
参见史庆璞:《法院组织法》,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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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适用于所有的国家行为,〔64〕法庭警察权的行使亦不例外。比例原则

是指公权力手段或措施的采取不可逾越达成目的之必要限度。易言之,当存在多种手段或措

施可达到目的时,应选择对人民权利侵害最小的措施。〔65〕比例原则适用于法庭警察权的实

施领域,即强调法院行使法庭警察权所采取的措施及施加的秩序罚不可逾越维护法庭秩序的

目的所必要限度。

德国学者认为,在审判长采取法庭警察权上的措施时,警告这种最温和的手段总应最先采

取,尤其是对那些无意的或非过错地实施的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更是如此。例如,对于自发地

鼓掌,不经意间地评论庭审情况,与相邻者交谈等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审判长对行为人予以

警告即为已足。在前述场合,审判长未经警告而对行为人直接采取强制手段或科处秩序罚即

不符合比例原则。〔66〕德国《法院组织法》第177条所规定的强制退出法庭与拘禁总是以行为

人不遵守审判长依据《法院组织法》第176条发布的各种命令为前提。就拘禁而言,立法虽然

规定其最长为24小时,但根据学者普遍的观点,审判长发布拘禁命令,对行为人拘禁时间不能

超过庭审结束的时间。也就是说,审判长命令对行为人的拘禁时间虽然未超过24小时,但只

要超过庭审结束时间,即是不合法的。因为根据比例原则,对行为人拘禁只是为了排除行为人

对法庭审理的干扰,超过庭审结束时间的拘禁已经逾越维护法庭秩序目的所必要的限度。责

令退出法庭虽然一般仅针对个别人采取,但从理论上讲,部分甚至全部旁听人员实施了妨害法

庭秩序的行为,将其全部带出法庭会带来公开原则贯彻的落空,但不违反比例原则。〔67〕德国

判例认为,当事人如果实施了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将其强制带离法庭也是允许的,尽管这会

使其辩论权利受到侵蚀。此种场合,当事人并不能单独对此表示不服,但其可以原审法院违反

法定听审、未经合法代理或违反公开审判原则为由上诉或上告表示不服。〔68〕在德国,作为最

严厉的法庭秩序维护手段,《法院组织法》第178条规定的罚款与拘留等秩序罚总是最后被采

取,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在施加秩序罚之前,必须先采取其他的温和的措施。〔69〕在行为人有

责地实施显著的“不当行为”时,法院直接对其科处秩序罚不违背比例原则因而是合法的。如

对于以挑衅审判威严为目的的穿着、发出持续的掌声、尖叫声、故意辱骂证人、当事人甚至法官

等行为,法院可以不必事先警告而直接对其科处秩序罚。〔70〕德国学者认为,为保障行为人的

陈述、申辩权,法院对行为人作出处罚前,必须听审行为人,除非听审行为人已无必要或毫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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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66〕

〔67〕

〔68〕

〔69〕

〔70〕

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5页。
参见城仲模:《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124-125页;宇賀克也『行政法総

論』(有斐閣,2017年)57頁。

Kulhanek(Fn.12),§177Rn.4-5.
Walther(Fn.5),§177Rn.6.
BVerfGNJW1979,1400.
Diemer(Fn.17),Rn.8.
Zimmermann(Fn.7),Rn.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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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如行为人已被带离法庭,行为人已经被多次警告等。总体而言,在德国,法院行使法庭警察

权时,特别强调审判长或合议庭根据案件审理上的具体情况审酌何种措施对于法庭秩序的维

护是适当的并且是必要的,尤其要考虑所采取的措置对于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关系人的基本诉

讼权利的影响,以保障审判长或合议庭的裁量有充分的、坚实的根据。〔71〕

在我国,关于法庭警察权的规范散见于三大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虽部分照应到了

比例原则的精神,但比例原则所强调的法庭警察权应合目的地行使之本旨并未彰显。如《刑诉

法解释》第307条规定,有关人员危害法庭安全或者扰乱法庭秩序的,审判长应当按照下列情

形分别处理:(一)情节较轻的,应当警告制止;根据具体情况,也可以进行训诫;(二)训诫无效

的,责令退出法庭;拒不退出的,指令法警强行带出法庭;(三)情节严重的,报经院长批准后,可

以对行为人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的拘留。又如,《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19条

规定,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对违反法庭纪律的人员应当予以警告;对不听警告的,予以训诫;对

训诫无效的,责令其退出法庭;对拒不退出法庭的,指令司法警察将其强行带出法庭。不难看

出,无论是《刑诉法解释》第307条还是《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19条,虽均强调在诉讼中,法院

应根据措置的严厉程度及对行为人权利影响的大小采取相应的法庭警察手段,但严格要求审

判长或独任审判员必须依次采取法庭警察权上的措施,在前一措施未采取或没有效果的情形

下始采取后一措施似乎拘泥于比例原则的表面而未能攫取比例原则的本质。因为比例原则只

是强调法院采取法庭警察手段不能逾越维护法庭秩序所必要的限度,并非要求法院采取法庭

警察手段必须从最温和的手段开始逐个进行。可以想见,司法实务中,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如

果机械地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显然不能因应迅速、临机处置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而贻误

法庭秩序维护的时机,给法庭审理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将来立法在统一构

建法庭警察权时,应当明确地规定,审判长或人民法院行使法庭警察权应遵守比例原则。审判

长或独任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应根据扰乱法庭秩序的具体情形临机、合目的地行使法庭警察

权,确保被扰乱的法庭秩序能够即时有效地恢复。

六、结 语

诉讼虽因纠纷解决目的上的差异而分为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但在法庭秩序与

审判威严的维护上有共同的要求而应为同一规律。《刑法》第309条所设扰乱法庭秩序罪未区

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以统一的法庭秩序的破坏为规制对象即为绝佳佐证。2018
年新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54条虽为法庭警察权提供了统一的组织法架构,但法庭警察

权的具体制度安排仍散见于三大诉讼法的不同规定中,因而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法庭警察权在

三大诉讼中各自运行的窘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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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为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法庭警察权制度运行中的紊乱、失序状态,必须立足于法

庭警察乃附属于法院裁判权的国家行政作用之性质,就法庭警察权作统一的制度安排。考虑

到法庭警察权以维护法庭秩序与审判威严为其目的,以功能意义上的法庭为其实施边界,在三

大诉讼中有共同的内在要求,在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对法庭警察权作出因应上述基本原

理的制度安排实为规范法庭警察权制度的不二法门。

Abstract:Thejudiciary̓spolicepoweristherightofthecourttotakeorderlymeasuresandpunish-

mentstomaintaincourtorderandthedignityofthetrial.Suchapowertakesthreebasicformsofpreven-

tion,eliminationandsanction.Basedontheeffectivenessofcourtordermaintenanceandtheobjectivere-

alityoftheimplementationbasisofthecourt̓spolicepower,thejudiciary̓spolicepowerdependsonthe

jurisdictionandisexercisedbythecourtinchargeofthejurisdiction.Thejudiciary̓spolicepowertakes

thecourtinthefunctionalsenseasitsscopeoftimeandspace,andregulatesthebehaviorsandstatesthat

interferewithcourtorderandthedignityofthetrial.Whatkindofthepolicepowershouldbeadoptedfor

actsthatdisruptcourtorderdependsonthecourt̓spurposefuldiscretionandshouldberegulatedbythe

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Thejudiciary̓spolicepowerinChinaisregulatedbythreemajorprocedural

laws,whichnotonlyfailstorecognizethenatureofsuchapolicepowerscientifically,butalsofailsto

correctlyclarifytheboundariesofthepowerduetoitsrole,thusintensifyingconfusioninexercisingthis

power,whichneedstobecorrectedurgently.

KeyWords:Court;Judiciary̓sPolicePower;Jurisdiction;PrincipleofEquality;PrincipleofPropor-

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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