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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参与审理案件的范围：域外视角
□ 胡 荣
世界各国的公民参与司法制度主要
存在着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的陪审制、以
法德等国为代表的参审制，以及以日韩
等国为代表的混合制 （陪审制与参审制
的结合） 三种不同类型。在这些不同类
型的公民参与司法制度中，对于哪些案
件由普通公民参与审理，哪些案件由职
业法官直接审判的问题，各个国家在法
律规定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里主要
介绍英、美、俄、法、德、日、韩等国
在公民参与审理案件范围方面的做法。

英国：主要审理刑事案件
英国陪审团既审理刑事案件，也审
理民事案件，但以审理刑事案件为主，
只有极少数民事案件由陪审团审理。
英国陪审团审理的刑事案件并不是
包括所有的刑事案件，而是一定范围的
刑事案件。案件是否由陪审团审理，主
要是看犯罪行为对社会危害的严重程度
以及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其基本原则
是：对于重罪案件，如果被告人作无罪
答辩，则应当实行陪审团审理；如果被
告人表示认罪，则可以由法官直接审
理。轻罪案件通常由法官单独审理，不
采用陪审团审理方式。
英国的刑事犯罪主要分为即决罪、
两可罪、可诉罪三种类型。即决罪是一
种轻微的刑事犯罪，如交通肇事和扰乱
社会治安的犯罪等。这类犯罪数量较多
但性质并不严重，基于诉讼经济性考
虑，通常由治安法院的治安法官按照简
易程序直接进行审理，不适用陪审团。
可诉罪是指较为严重的刑事犯罪，如叛
国、谋杀、抢劫、强奸、故意伤害等。
该罪是否采用陪审团审理，主要取决于
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如果被告人选择无
罪答辩，则必须召集陪审团审理；如果
被告人选择有罪答辩，则由法官单独进
行审理。两可罪是指一般的刑事犯罪，
如偷盗、轻微人身暴力犯罪等。这类犯
罪的审理方式，被告人可选择由治安法
官审理，或者由刑事法院的陪审团审
理。
近年来，英国赋予法官就案件是否
采取陪审团审理较大的裁量权。法官如
果认为案件审理可能给陪审团带来过重
负担，或者认为案件能够直接裁定被告
人无罪，可以决定不采用陪审团审理。
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地区，陪审团主要
适用于严重刑事犯罪案件。据统计，英
国真正适用陪审团审理的刑事案件大约
只有整个刑事案件的 0.8%。
在民事案件审理方面，英国陪审团
的适用范围正在日益收缩。其范围主要
限于侮辱和诽谤、欺诈、恶意诉讼以及
错误羁押等案件。对于这些案件，法院
如果认为使用陪审团会延长案件的审理
时间，也可以决定不采用陪审团审理。
另外，对于 1 万英镑以下的小额诽谤诉
讼，可以由法官单独审理。苏格兰和北
爱尔兰地区民事案件中陪审团的适用率
也很低，仅适用于侮辱案件或者法官同
意适用的特殊类型案件。

美国：兼审刑事和民事案件
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公民要求陪
审团审理的案件，包括联邦法院和州法
院审理的所有刑事案件，以及联邦法院
和州法院审理的部分民事案件，但实际
上，陪审团审理的案件并不多。

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在所
有重罪案件和可能判处 6 个月以上监
禁的普通案件中，被告人才有权要求
陪审团审判；其他轻微刑事案件可以
由法官直接审理。美国各州对陪审团
审理案件范围的规定有所不同。大约
有三分之一的州法律规定，所有重罪
案件都应当由陪审团审理，其他案件
由法官裁决。至于 6 个月及以下的轻
罪案件，被告人应当放弃要求陪审团
审判的权利。基于司法成本和诉讼经
济的考量，美国有接近九成的刑事案
件是通过诉辩交易解决的。因此，采
用 陪 审团 审 判的刑 事案件非 常有 限。
美国陪审团对被告人无罪认定具有终
局性，检察官不能以上诉或其他方式
推翻陪审团作出的无罪宣判。
美国陪审团也适用于审理一定范
围的民事案件。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
则的规定，在所有涉及金钱赔偿的权
利要求时，双方当事人都有获得由 6
至 12 人组成的陪审团审判的权利。虽
然美国各个州都承认民事陪审团存在
的合法性，但是，96%的州法院民事
案件没有经过陪审团而是由法官独自
审理的。
美国民事陪审团主要参与审理涉
及公共利益或者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
重大案件。民权案件、侵权案件、合
同纠纷、囚犯申诉、劳动争议、知识
产权案件占美国民事陪审团审理的绝
大多数。其中，由于民权案件牵涉到
每 个 人都 享 有的与 他人平等 的权 利，
包括种族、性别、选举权、就业、住
房、社会福利、公共服务设施等内
容，因此，民权案件是美国民事陪审
团审理最多的案件。侵权案件，特别
是产品责任侵权引起的人身或者财产
损 害 赔偿 案 件， 受到 社会普遍关 注，
也是美国民事陪审团审理的重要对
象。海事和海商方面的争议则不适用
陪审团审判。

俄罗斯：只审理刑事案件
俄罗斯在司法改革过程中采用英
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废除了原来的
人民陪审员制度 （实际上是参审制）。
不过，同英、美等国家不同，俄罗斯
陪审团只审理刑事案件，不参与审理
民事案件。
俄罗斯联邦宪法赋予公民享有由
陪审团审理案件的权利，但是，只有
那些谋害生命等特别严重的犯罪，被
告人才能享有由陪审员参加审理的权
利；对于轻微的刑事案件，通常不实
行陪审团审理。陪审团审理的案件通
常适用于可能被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
刑的案件，这些案件大多是涉及侵害
生命权益的犯罪以及造成严重后果的
刑事案件。
在适用陪审团审判的案件中，被
告人有选择权，他既可以选择适用陪
审制，也可以选择由法官审理。俄罗
斯陪审团审理案件必须符合两个条
件：一是必须是刑事诉讼法典明确列
举的罪名；二是被告人必须提出由陪
审团审理申请。对于符合陪审团审理
条件的案件，如果被告人申请由陪审
团审理，那么，不论被告人是否作无
罪答辩，法院都应当采取陪审团审理
方式。这与英美国家只有在被告人作
无罪答辩时才启动陪审程序明显不同。
按照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的规

阅读提示：世界主要国家公民参与审理案件的范围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
是，其共同经验是：普通民众通常只参与审理具有重大社会影响或者可能引起
较大社会争议的案件，其他普通案件一般由职业法官直接进行审判。职业法官
审理案件是司法审判的常态，公民参与审判是案件审理的非常态。公民参与审
理案件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实现司法民主，而且是为了排除外界对法官的不当干
预，维护司法权威和法律尊严。因此，公民参与审理案件的范围应当是相当有
限的，并非越多越好。

定，有数名被告人共同参与的刑事案
件，只要其中 1 名被告人申请由陪审
团审理，在其他被告人没有异议的情
况下，可以对所有被告人都实行陪审
理。如果其中 1 名被告人拒绝由陪审
团审理，法院可以对案件进行拆分并
单独审理。在不能对案件进行拆分的
情况下，应当由陪审团对所有被告人
参与的全部案件进行审理。
近年来，俄罗斯对陪审团审理案
件范围采取适当限制的政策。2009 年
1 月，俄罗斯取消陪审团审理恐怖主义
犯罪、劫持人质犯罪、组建或参加非
法武装队伍犯罪、聚众骚乱罪、背叛
国家罪、间谍活动罪、暴力夺取 （掌
握） 政权罪、武装暴乱罪和破坏活动
罪的规定。这些犯罪由 3 名职业法官
组成的合议庭进行审理。2010 年，俄
罗斯宣布彻底废除死刑后，陪审团审
理 案 件 的 范 围 更 加 减 少 。 自 2013 年
起，俄罗斯陪审团不再审理危害交通
安全类犯罪 （过失致人死亡） 和妨碍
司法公正类的犯罪案件。

法国：审理有限的刑事案件
在法国，参审员参与审理案件的
类型和范围较为明确和集中，只有刑
事案件参审员才参与审理，民事案件
和其他类型的案件不实行参审制审
理。
法国对参审员参与审理的刑事案
件进行了适当限制，并不是所有的刑
事案件都由参审员审理。法国取消了
死刑，只有情节特别严重，可能被判
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
刑事犯罪 ，如谋杀 、抢劫 、强奸等 ，
才采取参审制方式进行审理。违反社
会治安和其他轻微的刑事犯罪不实行
参审制审理。因此，法国主要是以犯
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不是以犯罪
行为所触犯的罪名，作为案件是否适
用参审制审理的标准。法国法律对参
审制的适用是一种强制性规定，法官
和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权。
当然，对于所有的严重刑事犯
罪，法国并不是全部采取参审制方式
审理。某些特殊性质的重罪案件不适
用参审制审理，这主要是涉及军事方
面的重罪、国家安全的重罪和有关恐
怖活动性质的犯罪。另外，对于 18 周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即使
是严重的刑事犯罪，也不采取参审制
方式审理，而是由少年法庭等专门审
判机构进行审理。
法国的参审制也适用于上诉程
序，但是原审程序的参审员不得参与
上诉案件的审理。上诉法庭的参审团
人数比原审法庭参审员的人数要多
（原审法庭的参审团是 9 名，上诉法庭
是 12 名）。可以看出，法国参审制在
上诉审理程序方面，与英美等陪审制
国家明显不同。英、美等陪审制国家
的陪审团只适用于一审程序，而不适
用于上诉程序；并且如果原审法院作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黑龙江]泰来县人民法院
四川纳黔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申请人中兴建设有限 律效力。
赵里奎、王凤娟：本院受理宋淑英诉你们担保追偿权（民间借
公司与被申请人江苏润扬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原审第三人四川纳黔
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黑0224民初1009号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5）民申字第577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福建省桂花香农果开发有限公司、
戴玉兰、
张朝斌、
林志源、
戴庆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黑龙江]泰来县人民法院
春：本院对刘梅芳诉福建省桂花香农果开发有限公司、戴玉兰、张朝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韩丹丹：
本院受理王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斌、
林志源、
戴庆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依法裁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闽民终1206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本院（2016）黑0224民初12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
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杨敏、
林锡带、
孙国成、
孙超男、
胡淑文：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逾期则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有限公司江门新会支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
现已经审理终结。
因除 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泰来县人民法院
采取公告的方式以外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孙俊唤：本院受理崔树刚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2016）粤0705民初3676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
一、
被告杨敏应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新 告送达本院（2016）黑 0224 民初 129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会支行偿还透支款本金人民币226091.69元、
透支利息24209.20元（透 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支利息暂计至2016年8月23日，
之后的透支利息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算，
从2016年8月24日起计至还清日止）；
二、
被告林锡带、
孙国成、
孙超 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则本判决即发生法
[黑龙江]泰来县人民法院
男、
胡淑文对被告杨敏的上述债务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三、
驳回原告 律效力。
李国超、刘玉凤、吴翠霞（吴翠侠）：本院受理赵君诉你们民间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新会支行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5092. 68元，
诉讼保全费人民币1784.22元，
公告费人民币650元，
合共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黑 0224 民初
人民币7526.90元，
由被告杨敏、
林锡带、
孙国成、
孙超男、
胡淑文负担。
如 129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
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 院。逾期则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泰来县人民法院
赵志军：本院受理李萍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黑 0224 民初 60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人民法院。
[广东]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
孙健：本院受理董凤珍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公告送达（2016）黑 0224 民初 728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即视为送达。如不 上诉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则本判决即发
[黑龙江]泰来县人民法院
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 生法律效力。
李修才：本院受理蒲春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黑龙江]泰来县人民法院
朱可：本院受理郭太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黑 0224 民初 134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公告送达（2016）黑 0224 民初 101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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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夏冰

出无罪判决，检察机关不能再对被告
人提出上诉。法国参审制同英美陪审
制的这种差异，主要源于人们对公民
参 与 司 法 性 质 的 认 识 存在不 同视角。
在陪审制国家看来，人民是司法的最
终裁判者，人民作出的判决不能被推
翻和更改；而在参审制国家眼中，人
民享有至上权力，人民有权变更自己
作出的司法裁判。

德国：审理案件范围广泛
德国参审员在参与审理案件的性
质和类型方面，相对于同为参审制的
法国来说，范围更广，种类更多。德
国参审员不仅可以参与审理刑事案
件，也可以参与审理民事、商事和其
他类型的案件。
在德国，刑事案件是参审员参与
审理的主要案件类型。德国法院组织
法规定，除情节非常轻微的刑事案件
外，其他刑事案件都应当由参审员参
与审理。德国轻微的刑事案件由法官
单独审理，不适用参审制审理。德国
普通法院中由参审员审理的刑事案件
主要集中在区法院和地方法院。区法
院审理的非常轻微的刑事案件以外的
其他刑事案件，由 1 名职业法官和 2 名
参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地方法院审
理普通刑事案件，通常由参审员组成
参审法庭审理。地方法院只有在认为
案情重大、复杂，参审员难以参与审
判的情况下，可以决定不采取参审制
审理，而是由职业法官组成合议庭审
理。
对于下列案件重罪案件，地方法
院必须组成参审法庭审理：对儿童实
施性犯罪致死的案件，强奸致死的案
件，强制猥亵致死的案件，谋杀案
件，故意杀人案件，杀婴案件，因遗
弃致死案件，因伤害致死案件，施毒
致死案件，恐吓掳人致死案件，掳人
勒赎致死案件，强盗致死案件，特别
重大纵火案件，引起爆炸物爆炸致人
死亡案件，对不特定多数人滥用放射
线案件，淹水致人死亡案件，攻击空
运致人死亡案件，毁损重要设施致人
死亡案件，公共危险的施毒致人死亡
案件。因为这些案件直接关系公民重
大人身和财产权益，对社会影响特别
巨大，因此应当采取参审制方式审
理。州高等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一般
不适用参审制审理刑事案件。
德国法院在民事案件审理方面，
参审制的适用范围较为广泛。区法院
一般审理较简单的民事案件，通常由
职业法官独任审理。只有在处理为数
不多的涉及农业的案件时，区法院才
会采取参审制审理。地方法院受理的
民 事 案 件 和 商 事 案 件 （如 专 利 权 纠
纷、商标权纠纷、商业秘密纠纷、不
正当竞争纠纷等） 通常采取参审制审
理。德国州高等法院审理 2 万欧元以
上或者其他特别许可的民商事一审案
件，应当采取参审制审理。对于上诉

的民商事案件，以及德国联邦最高
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不实行参
审制，由职业法官进行审理。
德国劳动案件必须由参审员和
职业法官组成参审法庭进行。德国
的少年案件、行政案件、社会福利
案件、财税案件等都实行参审制审
理。需要说明的是，德国参审员不
参与上诉案件的审理，上诉案件由
职业法官直接审理。因为上诉程序
主要审理的是案件的法律适用问
题，而不是案件事实问题。

士 （如大学退休教授、中小学退休
教师、公务员退休人员等） 参与家
事案件的审理。家事参与员可以对
当事人进行调解。如果达成调解协
议，由法官制作调解书，该调解书
同法院判决书具有同样的执行效
力。如果不能达成调解协议，家事
参与员可以发表对案件的看法和处
理建议，供法官裁判时参考。

日本：审理多种不同案件

韩国公民参与审理案件的范围限
于法律规定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刑
事案件，不包含民事案件和其他类型
案件。
韩国法律以列举方式具体规定了
公民参与刑事审判案件的范围。从总
体上看，这些案件通常是杀人、致人
死亡、强奸、强盗等社会广泛关注的
严重刑事犯罪案件。
韩国法律规定，如果提起公诉
的犯罪事实被部分撤回或者变更，
使得案件不再属于应当由公民参与
审理的案件时，法院仍可决定对案
件继续采取公民参与审理方式。但
是，法院根据案件审理的实际情况
和其他情形，认为案件明显不适宜
公民参与审理时，可以裁定由职业
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可见，法院
在是否适用公民参与审理方面具有
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在遇到需要适用公民参与审理的
案件时，法院应当以书面形式等方
法，确认被告人是否愿意接受国民参
与审判。因此，在韩国，案件是否采
取公民参与审理方式，要充分尊重被
告人的意愿。因为依据韩国法律规
定，案件是否由公民参与审判，是人
民享有的司法权利。在这个方面，韩
国与英美的陪审制度相同，而与日本
的裁判员制度有别。
按照韩国法律规定，在下列情形
下，法院应当裁定案件不实行公民参
与审理：一是陪审员、候补陪审员、
候选陪审员及其家属的生命、身体、
财产受到侵害或者具有受害危险，法
院认为影响其公正行使职权的；二是
有多名共犯的场合，其中有的被告人
不愿意实行公民参与审理，法院认为
实行公民参与审判存在困难的；三是
具有其他实行国民参与审判明显不适
当的情形的。法院在作出该项裁定
时，必须听取检察官、被告人和辩护
人的意见。对于该项裁定，当事人可
以提出抗告。
在案件实行公民参与审理过程
中，如果被告人患有疾病使得案件审
判程序长期停止，或者对被告人羁押
期间已经届满，法院认为不适宜继续
实行公民参与审理时，可以依职权或
者经检察官、被告人申请，裁定对案
件不再进行公民参与审理，但裁定前
进行的诉讼行为仍然有效。这表明，
韩国在公民参与审理案件方面具有较
大的灵活性。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系、最高人民法院新闻
局）

日本公民参与审理案件的范围
包括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劳动案
件和家事案件等。日本公民参与刑
事审判的对象主要是重大的刑事案
件，或者说对被告人有重大影响，
并且容易受到社会关注的刑事案件。
日本将参与刑事案件审理的普通
民众称为“裁判员”。日本裁判员参
与审理的案件范围包括两大类：一是
可能对被告人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
的案件。二是除死刑和无期徒刑案件
外，因故意犯罪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法
定合议案件。日本的法定合议案件，
是指法定刑为 1 年以上刑罚的犯罪案
件，主要包括杀人、放火、强奸、强
盗、绑架等案件。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日本对于
裁判员审理的案件范围的规定，是
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法院和当事人
都应当严格遵守。这与英美法系国
家由被告人选择案件是否实行由陪
审员审理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根
据日本法律，对于属于应当由裁判
员审理的案件，如果裁判员及其亲
属的人身受到伤害威胁，导致裁判
员不能履行职务时，法院可以决定
不实行裁判员审理方式。
日本在其他案件审理中也采取
公民参与审理方式。首先，在特定
领域案件中实行“专业委员”制
度。日本法院在审理诸如知识产
权、建筑、医疗等专业领域的案件
时，通常会聘请大学专家学者或者
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员 （如医
师 、 税 理 士 、 建 筑 师 、 工 程 师 等）
担任专业委员，协助法官审理案
件。专门委员在诉讼中所发表的意
见对合议庭没有拘束力，仅供法官
审理案件时参考。
其次，在劳动纠纷案件中实行
“劳动审判员”制度。法院在审理劳
资纠纷案件或劳动争议案件时，可
以任命具有劳动关系方面知识经验
的人士担任“劳动审判员”，同职业
法官一起参与审理案件。劳动审判
员是合议庭组成人员，在案件审理
过程中，同职业法官具有同等的表
决权。
再次，在简易民事案件中实行
“司法委员”制度。日本简易法院在
审理民事案件时，从普通民众中选
任具有矛盾纠纷调处经验的公民，
同职业法官一起参与案件审理。司
法委员不参加案件合议和表决，他
们所提意见仅供法官参考。
最后，在家事案件中实行“家
事参与员”制度。日本家事法院在
审理家事案件时，通常会聘请具有
良好道德修养和较高威望的社会人

韩国：审理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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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
[江苏]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钼业集团销售有限公司、洛阳科硕钨钼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洛阳恒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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