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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法院创设法院委员会, 由法院院长、 庭长及管理经理组成。 里姆豪斯报告实际上是政府与司法机
关之间的合约。 依据这一合约, 如果司法机关重视内部组织结构及组织管理, 政府及国会则会增加
司法预算。

(4) “ 优化司法质量” 计划 ( PVRO, le programme pour le renforcement de la qualité de la jus-

tice) 。 1998 年, 荷兰政府决定采纳里姆豪斯报告所提出的改革建议, 启动 “ 优化司法质量” 计划。
这一计划的开展由独立的自治机构负责, 司法部资助并监督计划的实施, 但不施加直接影响。 “ 优

化司法质量” 计划有两个子计划, 分别是 “ 司法质量计划” 及 “ 虚拟司法窗口计划” 。 “ 司法质量

计划” 侧重于发展评估法官业务质量的机制。 这一评估机制主要借鉴美国初审法院绩效评估体系

的做法, 但更多集中于对法官业务质量的评估。 法官业务质量指标的制定有欧洲人权公约及美国初
审法院绩效指标两个依据。 为了得到法官的支持, 荷兰并不要求提供法官个人的数据资料, 仅要求
提供法院的平均数据资料。 法官业务质量指标体系分为五大类: 法官的公正性及廉洁性、 程序的快
捷度、 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法官的业务能力、 法官的举止行为。 所有的数据资料都将经过专门的图
表制作软件处理, 统计诉讼成本、 诉讼期限及案件质量。 除了指标的制定外, 荷兰 “ 司法质量”

计划还有较具特色的做法, 即通过 “ 同事互评模式” ( intervision) 提高法官的专业业务水平, 这需

要法官自愿参加, 并互相信任。 “ 同事互评模式” 有两种: 一是定期小组讨论。 5 至 6 名法官组成

一个小组围绕共同的问题进行讨论, 每期讨论都有顾问参与, 负责引导整个讨论流程, 集中于对共
同问题的讨论上; 二是不定期讨论。 法官参加另一位法官主持的庭审后, 就庭审中的问题一起讨

论。 “ 虚拟司法窗口计划” 又称 “ 网上法院计划” , 借助互联网实现法院与司法消费者之间的互动

交流。 信息技术司法机构 ( ERLO) 创建了三类网站。 第一类网站旨在实现法院系统内部联通, 全

国各法院均可进入此网站, 分享专栏信息, 如进入法院、 庭期日历、 年度报告、 媒体交流、 法官职
位等专栏。 该网站还有判例数据库, 判例比面向公众的网站更为丰富, 并附有法律文本的链接。 欧
洲人权法院的判例在被纳入这一数据库中。 第二类网站面向社会公众, 可以按关键字检索法院的判
决书。 判决书均为匿名, 各法院在编辑委员会的监督下上传网站。 这类网站还公布判决标准及价目
表, 如抚养金的计算、 债务诉讼中债务的返还、 集体诉讼中临时管理人的薪酬等。 第三类网站是司
法备用网站, 允许公众查询案件的进展程度及法院所作的记载, 亦可实现文件材料的网上交换。
3. 法国的司法改革

在法国, 质量议题进入司法领域起初遭到法官的强烈抵制, 法官普遍认为, 司法质量所带来的

管理效应将威胁司法权的独立地位。 故而司法质量的优化及评估在法国迟迟得不到响应及重视。 本
世纪初以来, 随着法国公共服务机构的弊端不断加剧,① 政府先后进行了财政改革、 机构改革, 司
法机构在此一背景下不得不正视司法质量的议题。 可以说, 法国司法质量的改革并非司法机关自发
型改革, 而是受外部改革影响的被动式改革。

(1) 2001 年 《 关于财政法的组织法》 ( Loi Organique relative aux Lois de Finances, LOLF) 。 该

法的出台使得绩效评估文化真正进入法院, 绩效指标的运用获得合法地位。 该法主要由两部分构

成: 财政拨款计划; 相关财政支出及年度绩效项目 ( 战略演示、 目标及绩效指标的演示, 等等) 。
该法下属 “ 正义使命” 及 “ 国家建议与调控使命” 两项使命。 “ 司法正义计划” 是 “ 正义使命”

①卡纳克 ( Canac) 在 2004 年的报告中指出, 强化质量是克服时下公共服务危机的方法: “ 国家的服务质量一直是我国值得骄傲的
地方, 也是我国的真正实力所在。 如今, 公共服务质量严重滑坡, 不仅我们的公共服务人员不再恪尽职守, 而且公共服务的财
政拨款也在减少。 但一方面, 公民的需求在增加, 他们不再满足于仅被视为公共服务的对象, 而更倾向于视其为顾客。 另一方
面, 我们的公共服务, 尤其是那些国有公共服务机构, 机构数量庞大、 运转不佳: 组织结构复杂、 划分不明确; 权力混同; 层
级繁冗; 形式僵化; 责任不明确; 管理文化缺失。” Report, La qualité des services publics, La documentation fran? aise 2005,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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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计划, 司法机构委员会会长伦纳德·贝尔纳·德拉·加蒂奈 ( Léonard Bernard de la Gatinais)

在年度绩效项目战略演示中强调, 应通过缩减案件处理期限、 机构现代化及打击累犯再犯等举措达

到公民期待, 而这一系列具体目标最终可以通过指标落实。① 虽然 《 关于财政法的组织法》 认可了

通过指标评估司法质量的合法性, 但法国国内对于构建美国式的指标评估体系仍持犹豫态度, 有学
者认为, 指标体系的构建复杂且存在争议, 就算设计出一套指标体系, 指标运用也将面临耗资巨

大、 成效一般的困境。② “ 行政司法计划” 则是 “ 国家建议及调控使命” 的子计划, 该计划主要负

责解决判决交付期限过长的问题, 旨在维护法院判决质量的同时提高判决效率。 因此, 最高行政法
院须应对三个问题: 行政法院的合理化运转; 预防有争议的诉讼程序; 通过签订行政上诉法院目标
资源合同、 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工作效率。

表 1: “ 司法正义计划” 年度绩效项目

目标

指标 ( 示例)

每类法院处理案件所耗费的平均期限; 理论
在合理期间内作出高质量的判决

上处理案件的期限; 适用解释的概率; 修改材料错误
及判决失败的概率; 各庭所处理的案件数量; 等等

拓展及多元化刑事结果

刑事结果的概率; 起诉的概率

加强刑事判决的执行力

执行率; 执行所耗费的平均期限

控制司法成本增加

每个已经有刑事处理结果的
案件所耗费的平均司法成本

确保快速登记司法判决及加快报告的发布

收到相关文书后登记判决所耗费的时间

发展现代电子通讯方式

司法机构配有视频会议设施的概率

(2) 2005 年 “ 玛丽安章程” ( la Charte Marianne) 。 该章程的出台确立了司法机构的服务管理

文化, 司法用户的满意度得到了重视。 该章程最初仅适用于传统的行政部门, 之后在全国法院普及
适用。 “ 玛丽安章程” 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公职机构接待用户的质量; 主要内容是公共服务部门应适

用的基本准则, 如文明礼貌 ( la courtoise) , 可接近性 ( l’ accessibilité) , 快捷性 ( la rapidité) , 回
复的清晰度 ( la clarté des réponses) 及 耐 心 听 取、 严 谨、 透 明 的 精 神 ( un esprit d’ écoute, de

rigueur et de transparence) 。 为保障章程实施效果, 全国各法院均设有投诉处理机构, 当事人及司法

用户可以对不满意之处及时投诉。 但司法实践中, 这一投诉机制也存在现实障碍, “ 将近 90% 的案

件, 投诉内容均为案件实体问题, 当事人通常不会满意投诉的处理结果, 唯一能使得当事人满意的
方式仍是传统的赔偿机制” 。③

上述两个改革间接推动了法国法院的管理文化, 同时也加重了管理责任主体的负担。 法国法院

① Lauren Bertier and Hélène Pauliat,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the courts in France, in CEPEJ, Qaulity management in
courts and in the judicial organiasations in 8 council of the Europe member states, 2010. p. 50.
② Emmanuel Breen, “ Les indicateurs de performance de la justice : un test pour la réforme des finances publiques” , in E. Breen, Evaluer la
justice, PUF 2002. p. 25.
③ Lauren Bertier and Hélène Pauliat,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the courts in France, in CEPEJ, Qaulity management in
courts and in the judicial organiasations in 8 council of the Europe member states, 2010. 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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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权由上诉法院院长行使, 地方法院没有真正的管理权。 因此上诉法院院长通常要承担多重管
理任务, 包括资源管理、 人事管理、 信息技术设施管理、 不动产管理及公共支出调控管理等。 为分
担上诉法院院长的管理负担, 法国设立了大区管理机构 (1996 年 7 月 8 日行政通令及 2007 年 3 月

14 日法令) 。 大区管理机构 ( le service administratif régional, SAR) 由一名对上诉法院院长及检察长

负责的协调员领导, 下设管理办公室、 预算办公室、 人力资源办公室、 信息技术办公室、 培训办公
室及不动 产 办 公 室。① 最 后, 极 为 重 要 的 是 负 责 评 估 的 部 门, 即 司 法 机 构 监 察 部 ( Inspection

Générale des Services Judiciaires, IGSJ) 。 司法机构监察部负责保证各司法机构的服务质量及程序质

量 (1965 年 1 月 5 日法令) , 包括对法官职业化的评估、 法院运转情况的评估及特定事项评估 ( 如
监狱教育、 法官帮助受害人制度) 。

二、 司法质量的优化模式
一个良好运作的司法管理系统对实现司法的价值功能至关重要, 一个能够解决纠纷并对违法行
为进行惩罚的有效司法系统是市场经济顺利运作的重要因素。 故司法质量的优化及评估发展至今已
然成为世界各国司法改革所普遍采取的一种做法。 除前述代表性国家的代表性经验外, 其他国家亦
纷纷采取类似的举措以提升司法质量。 总体而论, 我们可以将司法质量的优化模式分为四类: 程序
型、 管治型、 管理型以及结构型。 当然, 这四种模式并非对应于某个国家的具体经验, 而通常共
存, 相互配合, 以达到最佳的改革效果。
( 一) 程序型模式

程序型模式是指通过对民事程序或刑事程序的变革以达到优化司法质量目标的政策模型, 这是
传统司法改革最为常见的方法。 前述英美民事司法改革便属于这一模式。 除此之外, 欧洲一些国家
为提升司法质量也极力推动诉讼程序的改革, 如 1989 年意大利引入了对抗式的刑事诉讼程序, 以

期强化庭审的对抗性, 凸显律师地位及被告的权利保障; 1999 年葡萄牙的政府司法规划改革了诉
讼程序, 提高了纠纷的解决速度; 芬兰改革了民事及刑事诉讼程序, 设立了以直接言辞原则与集中
庭审原则为核心的程序; 丹麦司法委员会及法院致力于 “ 新语言政策” , 确立司法论据方针, 以加
快司法文书的写作进程。② 从这些国家的改革经验看, 程序型模式集中关注审判流程改革及庭审方
式改革, 旨在解决诉讼程序过于冗长的问题。 审判流程改革的典型方式是案件分类、 程序分流, 如
英国的民事司法改革依据不同类型的案件分设小额程序、 快速程序及多极程序。 美国民事司法改革
也有类似的做法。 庭审方式改革的中心点则是法官在诉讼程序中的作用: 英美普通法系国家正在慢
慢调整过分对抗的诉讼程序, 强化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积极干预、 推进诉讼的作用, 避免当事人及其
律师利用诉讼策略故意推迟诉讼程序; 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则希望法官在诉讼程序中更为消极中
立, 让双方当事人主导程序的推进; 斯堪的维亚国家则希望赋予法官更多的程序控制权以加速纠纷
的解决。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 程序性改革须伴有结构及管理上的调整, 否则很难达到预期目的。 以
英国民事司法改革为例, 其程序分流的构想是通过严格的案件管理制度实现, 法官分为程序法官
( procedural judge) 及审理法官 ( trial judge) , 前者负责审前程序的案件分配及管理工作, 后者负责
① Lauren Bertier and Hélène Pauliat,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the courts in France, in CEPEJ, Qaulity management in
courts and in the judicial organiasations in 8 council of the Europe member states, 2010. p. 63.
② Fabrim. , Jean J. -P. , Langbroek Ph. et Pauliath. , L’ administration de la justice en Europe et l’ évaluation de sa qualité, Montchrestien, 2005. p.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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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庭审并作出裁判。[5]18 伍尔夫勋爵在 2002 年 8 月的 《 英国民事司法改革后续评估报告》 中亦指

出, “ 通过引进案件管理制度可以简化诉讼程序, 因为法官可以尽早排除那些明显没有胜诉可能的

诉求, 控制证据开示程序, 并对不当行为实施制裁” 。① 可见, 在英国, 案件管理制度已经成为简

化诉讼程序的关键制度且卓有成效。
( 二) 管治型模式

管治型模式是指通过创设独立自治的权力主体以达到强化司法独立及优化司法质量目标的政策
模型。 这是欧陆国家较为亲睐的模式, 因为较之于普通法系国家, 有着职权主义传统的欧陆各国司
法系统更具科层制特征, 由法院院长及检察长组成的司法自治机构所发挥的管制效果更为显著, 最
典型的例证是司法委员会在欧洲各国的普遍设立。 司法委员会是司法系统内部成立的全国性独立自
治机构, 主要功能是保证司法官独立。 欧洲各国设立司法委员会由两种形态: 一是传统法律即有此

机构设置, 如法国 1958 年 《 宪法》 第 65 条规定的最高司法官委员会 ( le Conseil supérieur de la

magistrature) 、 意大利于 1959 年设立的最高司法官委员会。 这一传统机构经过变革拥有更多的权

力, 逐渐分割司法部的部分权力。 法国 2008 年 《 宪法修正案》 改变了第 65 条所规定的司法官高
等委员会的组成及运转, 该机构有任命及惩罚司法官的人事管理权; 二是司法改革影响下的新设机

构, 如荷兰里姆豪斯 ( Leemhuis) 委员会报告指出创设司法委员会的必要性, 其后在 1998 年实施

的 “ 优化司法质量” 计划 ( PVRO, le programme pour le renforcement de la qualité de la justice) 的推
动下正式创设司法委员会。 比利时在 2004 年迪特鲁案件后设立司法委员会应对司法危机、 确保司

法公正。 新设司法委员会的国家往往在赋予职责方面更为大胆激进, 荷兰不仅将司法官的人事管理
权赋予司法委员会, 还将协调法院关系、 管理司法行政人员、 监督司法质量、 与司法部协商每年的
司法预算并划拨给各法院的权责一并赋予该机构。 实质上, 司法委员会设置的目的在于去除司法部
传统意义上的某些权力。 具体原因有至少三: 一, 设立司法委员会可以加强司法机关的独立性, 尤
其是限制行政部门在法官遴选上的权力; 二, 设立司法委员会可以提升司法部门在财政拨款上的地
位; 三, 司法委员会具有提升司法质量、 重构民众对司法机构信任度的天然使命。 是以, 将司法部
的一些权限移交给独立的司法委员会已经在各民主国家得到尝试, 但如何平衡 “ 司法部对议会的
政治责任” 与 “ 法院通过独立的司法委员会逐渐获得功能自治” 是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因为法

院获得财政自主权的同时无需背负政治责任。 但从另一层面看, 司法委员会也是司法部与法院系统
之间的中间机构, 可促成协商型司法改革, 调动司法人员参与法院管理改革的积极性, 从实质上提
升司法改革的效果以达到优化司法质量的终极目标。
( 三) 管理型模式

管理型模式是指通过引入管理工具促进司法服务运作以达到优化司法质量目标的政策模型, 如
行动计划、 工作流程方案、 实施效果评估、 信息技术投资及通讯技术改革等。 一般而言, 几乎各国
的优化司法质量经验均会涉及管理型政策, 有的国家更是将管理型政策作为主导性政策, 如荷兰所
采用的 “ 全面管理模式” 。 行动计划是欧洲国家通常采用的管理政策, 如法国 2001 年 《 关于财政

法的组织法》 所确立的 “ 司法正义计划” 及 “ 行政司法计划” 。 该计划确立了目标及具体指标。 该

法还明确规定预算的发放与各部门达标程度挂钩, 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目标及具体指标对法院指

导的有效性。 荷兰司法机关所启动的 “ 司法机关的未来计划” 、 “ 未来法院计划” 及 “ 优化司法质
量计划” 也是行动计划步步推进的典型, 为荷兰实现 “ 法院全面管理” 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工

①Further findings - A continuing evaluation of the Civil Justice Reforms, http: / / www. lcd. gov. uk / civil / Civil Justice Reform Evaluation
-Further Findings. htm, 2014 年 2 月 1 日.

70

论司法质量的优化与评估———兼论中国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改革
作流程方案最典型如英国的民事司法改革, 其着眼于审判流程改革及程序分流制度改革, 其中案件
管理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受案初期就对争点进行过滤, 决定适用何种程序。 这一制度设置极大
改变了英国法官之前的工作流程方案, 由于分设程序法官及审理法官, 故而法官的工作更为集中
化。 实施效果评估可分为量化评估及主观评估。 量化评估的典型是美国, 其在 1990 年的民事司法

改革中已经开始尝试由独立机构量化评估民事改革效果, 其采用了 7 项指标对 20 家参与改革的法

院进行了长达 5 年的评估。 最终得出的各项指标显示民事司法改革效果差强人意。 之后的初审法院

绩效评估体系更是将量化评估推到一个高峰, 甚至成为量化评估的典型范本。 美国初审法院绩效评
估体系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 主观评估的典型是加拿大新斯科舍省, 其
所采取的评估方式是法官自行评估及律师对法官的评估, 通过发放问卷了解评估结果。 信息技术投
资及通讯技术改革是上个世纪末以来各国法院改革的重点, 如法国 2001 年 《 关于财政法的组织

法》 提出的 “ 司法正义计划” 中, 最后一项目标是发展现代电子通讯方式, 如今信息技术及通讯

技术在司法系统中的应用已卓有成效。 为加强法院系统内部信息流转畅通, 法国推进了司法内网及
司法数据库的建设, 这一举措也进而推动了判决文书质量的提高及判例法的统一。 荷兰的 “ 虚拟
司法窗口计划” 也推动了法院内部信息技术的发展。 近年来,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虚拟
庭审也在一些发达国家试行, 如 2009 年英国司法部在伦敦和北肯特郡的治安法院展开了 “ 虚拟庭

审” 的试点工作。 所谓虚拟庭审, 指在刑事诉讼的第一次聆讯中, 被告无须亲往法庭, 而可在指
控地警署通过安全视频连线的方式接受裁判。[6]147 信息技术投资及通讯技术改革具有一劳永逸的效
果, 可成为实现司法质量其他要素的依托。
( 四) 结构型模式

结构型模式是指通过该表司法组织结构、 司法职位的数量或功能以达到优化司法质量目标的政

策模式。 改变司法组织结构最典型如法国大区管理机构的设置, 该机构设置的目的是分担上诉法院
院长的管理职责。 大区管理机构被视为法国地方分权的象征, 在管理司法活动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
用, 但这也造成司法组织结构的复杂混乱、 权责不明。 因为上诉法院院长及检察长的管理权通常由
秘书与立案部门辅助行使, 这与大区管理机构的管理权时常发生交叠重合。 “ 分权” 的最终结果是

司法部官僚结构的繁冗壮大, 地方法院在管理权上仍然没有存在感, 改革所期待的优化司法质量的
效果可能被组织结构的复杂化这一缺陷抵消, 这也是法国国内对此一改革诟病最多的方面。 改变司
法职位数量以不少欧洲国家实施的 “ 统一法院” 政策最为典型, 该政策旨在通过发展规模经济优
化司法管理质量, 包括提高效率、 减少法庭建筑费用及理性分配财政预算。 意大利于 1999 年统一

了具有一般管辖权的一审法院及驻法院的检察机关。 此一改革旨在减少法庭数量, 通过创设独立机
构及重新界定法院管辖权以实现案件的合理分配。 为提高法院效率, 意大利还增设独任法官法院,
负责审理之前由 3 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审判的案件。 荷兰于 1994 年及 2002 年先后启动了统一法院政

策, 合并了分区法院及区法院, 实施效果非常好。 改变司法职位功能的政策即指专门法院的创
设。① 如意大利和葡萄牙设立治安法院, 目的在于减少具有一般管辖权法院的案件负担, 加快轻微
案件的处理速度, 并创设一种确保司法审判的非正式方式。 意大利于 1995 年引入治安法院。 治安

法官由法官高等委员会从 30 岁至 70 岁之间的法学毕业生中任命。 这是一个临时职位, 治安法官每

①Fabrim. , Jean J. -P. , Langbroek Ph. et Pauliath. , L ‘ administration de la justice en Europe et l’ évaluation de sa qualité, Montchrestien, 2005. p.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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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任职四年, 可连任一届。① 治安法院的诉讼程序比普通法院简单, 解决了急剧增加的案件数量带
来的程序阻塞的风险。 荷兰则设立了一种新型的、 专门处理交通违法案件的法院, 目的在于处理那
些不真正需要普通法院法官判决的案件。② 此外, 荷兰还在大区设立不同类型的专门法院, 如健康

侵权法院、 环境侵害法院及知识产权法院等, 专门法院的专业法官可在全国范围内灵活调动。③

三、 司法质量评估体系的引入
优化司法质量必须建立在对司法运行状况进行正确评估及分析的基础之上。 司法质量评估为优
化司法质量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是优化司法质量的基础、 手段及方法。 司法质量评估可谓之司法
质量议题的核心, 故而引入司法质量评估体系对构建良好有序的司法环境及公正效率的司法效果甚
为必要。 从北美及欧洲各代表国的经验来看, 效果评估是各国优化司法质量政策不可逾越的重要环
节, 各国均为此投入大量的资金及精力, 效果评估的方法亦各具特色。 总体而论, 欲构建一套司法
质量评估体系, 无法绕开评估目的、 评估主体、 评估内容及评估方法等重要方面。
( 一) 司法质量的评估目的

司法质量的评估目的可分为宏观目的微观目的。 宏观目的是指评估司法制度的整体运行状况,
以达到优化司法质量的效果。 司法制度的整体运行状况是一个抽象概念, 其具体表现形式多样, 如
司法服务质量、 审判程序质量、 判决质量及判决执行质量等。 宏观目的的提出具有指导意义及原则
效果, 使得司法质量评估不至沦为限制法官权力、 刺激个人攀比及部门竞争的狭隘工具。 司法质量
评估的微观目的则主要立足于司法制度运行的各项细则, 如提高案件处理效率、 降低案件处理成本
及提高司法人员的工作质量等。 不同微观目的的设定对司法质量评估方法有重要影响, 尤其在数据
资料的搜集及运用方面更是如此, 故而澄清评估目的是司法质量评估体系的前提要件。
1. 提高案件处理效率

公正与效率, 这对时有冲突的价值目标是法律科学所讨论的永恒命题, 也是司法质量的重要内

容。 一直以来, 公正作为司法质量的本质要素无可非议, 这也是各国司法的核心命题。 但公正从来
不是独立自洽, 效率的提高也是公正价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英国法谚有云: “ 迟来的正义非正
义” , 提高案件的处理效率自然成为各国司法质量改革的共同目标。 在案件数量激增的情况下, 这

一目标的实现尤为迫切。 如上世纪 90 年代, 英美为应对诉讼爆炸所进行的民事诉讼改革, 其首要

目的就是缩短诉讼期限。 有关诉讼期限的数据较易获得, 所以指标量化评估的难度较小。 司法人员
参照指标评估结果开展工作, 案件的处理效率可获提高。 但诉讼期限指标也非尽善尽美, 其无法区
分诉讼期限延长的原因。 司法实践中, 诉讼期限的延长有时不能归因于法官工作效率低下, 而是法
律规定本身所造成的, 如移送管辖。 此时, 如果过分夸大诉讼期限指标的重要性, 也可能适得其
反, 损害司法质量。
2. 降低案件处理成本

司法活动所消耗的成本包括公共财政支出及个人诉讼成本两个方面。 良好的司法应以最小的成

① CEPEJ, Systèmes judiciaires européens, Edition 2010 ( données 2008 ) , Efficacité et qualité de la justice, éd. du Conseil de l’ Europe,
2010. p. 65.
② CEPEJ, Systèmes judiciaires européens, Edition 2008 ( données 2006 ) , Efficacité et qualité de la justice, éd. du Conseil de l’ Europe,
2008. p. 55.
③ Rapport Commissie Toedeling Zaakspakketten, Specialisatie, concentratie en kwaliteit van rechtspraak, June 2008 ( report on the specialisation and concentration of court cases and quality of jurisprud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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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现最佳目标, 这是社会公共管理对作为公共服务机构的司法机构所提出的质量要求。 就公共财
政支出而言, 司法预算的合理分配至为关键, 预算效果是司法质量的重要内容。 司法预算与司法质
量管理密切相联, 在西方甚至是管理进入司法领域的突破口。 如法国法院管理文化的出现即得益于

《 关于财政法的组织法》 的出台, 该法设置了新预算框架, 将财政拨款与法院运行质量紧密挂钩。
荷兰也将划拨司法预算的权力与监督司法质量的权力合并赋予司法委员会。 以司法质量为标准划拨

司法预算, 这实际是经济学中典型的生产效率刺激模式。 就个人诉讼成本而言, 如果成本过高, 则
会出现纠纷的非理性化解决。 尤其在较小的民事诉讼纠纷中, 当事人往往诉诸于暴力解决。 因此各
国均致力于采取不同的案件分流措施, 如简易程序或调解程序。 这类程序适用于诉讼标的较小的案
件, 大大节省了诉讼成本及诉讼时间, 避免当事人寻求诉讼外的纠纷解决途径, 提高裁判的满意
度, 契合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3. 提高司法人员的工作质量

如果说前述两项是优化司法质量的外在目的, 那么提升司法人员的工作质量则是内在目的。 司

法人员的工作质量是案件处理的过程质量及结果质量的关节点, 这一目标的实现既需要从根源上调
整人力资源管理, 也需要落实相应的激励机制。 这里的司法人员包括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 司法质
量的过程质量依靠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共同实现, 如接待当事人、 举止仪表及电话答复的态度等
等, 这对建设法院服务型文化、 提升形象公信力至关重要。 司法质量的结果质量主要依靠法官实
现, 判决质量是法官工作的重点。 但反过来说, 没有过程质量, 结果质量亦难保证。 但二者又有明
显的区别, 过程质量可通过管理激励机制提升; 结果质量具有特殊性, 通过硬性指标加以评估会适
得其反。 提升司法人员的工作质量在不同的法律文化下都极为必要但又极富争议。 在司法权绝对独
立的国家, 司法的外部监督充分但内部监督机制匮乏。 在大部分案件均由独任法官处理且不上诉的

情况下, 司法质量很容易出现滑坡。 这也是美国在 90 年代急于发展司法质量评估体系的重要原因。

在司法权相对独立的国家, 国内的官僚体系和行政权也相对较为发达, 对人员的内部控制强度较
大, 与此相对, 外部监督通常显得无力。 故而这类国家更倾向于通过层级管理、 权力上提等保证下
级司法人员的工作质量。

( 二) 司法质量的评估主体

司法质量评估主体主要在三类机构中选择: 行政机构、 司法机构及独立机构。 面对司法质量评
估问题, 行政机构、 司法机构及独立机构因为立场不同, 故而存在不同的理解。 对行政机构而言,
司法质量评估是公共政治合法化、 预算分配合理化的工具; 对司法机构而言, 司法质量评估是监督
司法系统的机制; 对于独立机构, 司法质量评估是考察改革实施效果及司法运行状况的研究方法。
为避免行政机构及司法机构从各自的部门立场出发而有失偏颇, 由独立机构对司法质量进行中立评

估是大部分国家较为青睐的做法。 美国 《 民事司法改革法》 由兰德公司负责评估, 初审法院绩效

评估体系是由国家州法院中心负责, 加拿大新斯科舍司法发展计划则由专门的调查小组负责。 北美
洲的国家基本采用的是内部评估与外部评估结合的方式。 这一做法既可以保证评估结果的客观性、
真实性, 也可以避免分散行政机构及司法机构的精力。 欧陆各国则多将司法质量评估的职责赋予司
法委员会, 经过改革后的司法委员会独立性更强, 分割了司法部的某些职权。 但也有例外, 以法国
为代表, 法律传统中即有最高司法委员会设置的国家, 由于改革保守、 司法科层制较强等原因, 司
法质量评估主体仍然是司法部这类行政机构。 准确来讲, 在法国负责司法质量评估的主体是司法机
构监察部, 其是司法部的下属机构。 事实上, 从上述三类机构的立场来看, 由行政机构负责评估也
符合法国优化司法质量以财政预算合理分配为切入点的基本事实。
( 三) 司法质量的评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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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质量评估主要有三个层次: 微观层次, 即评估法官个人或司法行政人员的业绩; 中观层
次, 即评估法院的业绩; 宏观层次, 即从国家层面研究所有的数据, 或评估某一类法院, 或评估所
有法院。 依据这三个层次, 司法质量评估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业务质量、 管理质量、 判决质
量。 业务质量只关心司法系统内个人的业务质量, 如法官的培训及入职条件、 法院职员接待诉讼当
事人的情况等。 荷兰的司法质量评估工程是业务质量评估的典型。 管理质量主要关注的是法院面对
大量的案件如何处理的问题, 如审判流程管理、 法院信息化管理。 科学的法院管理有助于节约司法

成本、 缩短诉讼时间, 这尤其体现在法院信息化管理水平上。 据研究, 法国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

随着案件数量的暴涨, 结案期限并没有延长,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法院内部引入信息化处理技术。 这
段时期甚至还出现案件数量与结案期限呈反比的情况。① 判决质量一般可以通过上诉案件的判决撤

销率或监督审判决撤销率来评估, 需要注意的是, 监督审判决撤销的理由必须是违法或违反程序性
事项。 衡量判决质量还有两个重要因素, 即判决是否为诉讼当事人理解并接受、 判决理由是否合理
充分。 前者可以通过对司法消费者, 特别是败诉的司法消费者的调查予以评估。 后者可以通过研究
判决文书进行评估。 从这一点上, 判决质量的评估似乎比业务质量及管理质量的评估更为容易。 但
并不尽然, 因为判决质量的评估触及法官的实质性工作, 法官会产生抵触心理。 美国的初审法院绩
效评估体系在评估判决质量上极具启发意义, 其要求法官判决时注意同类案件判决的一致性。 初审
法院绩效评估体系还通过对律师及司法消费者的问卷调查及各种轻罪刑事判决的分析建立了一套指
数。

( 四) 司法质量的评估标准

司法质量的评估标准是动态的, 依据评估目的的不同而不同。 总体而言, 司法质量的评估标准
有法律标准、 实务规范及业务质量。 法律标准体现为一国国内法及国际法所规定的程序规则。 英美
民事司法改革即通过改革程序来提升司法质量, 凸显了法律标准的重要性。 欧盟各国除了考虑国内

法外, 尚须考虑 《 欧洲人权公约》 及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所确定的标准。 在欧洲一体化的框架下,

这一国际法标准是欧盟成员国基准线。 这些标准大致分为三大类: 法官捍卫个人自由的作用, 如公
约第 5 条对拘留的规定; 诉讼程序规则, 如公平且公开的审讯、 合理期限内受到审讯、 诉讼权

利②、 律师帮助③、 禁止诉讼障碍④、 司法机关移交请求人所有文件材料⑤、 有效执行判决⑥等; 司

法推动自由和权利发展的作用, 如公约对法律推动 “ 民主社会” 进步所作的规定。⑦ 实务规范主要

涉及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及平等性, 对类似案件设定一个参照标准, 防止相似案件的判决出入太大,
如美国的量刑指南。 但量刑指南并非促进案件平等处理、 法律适用统一的唯一方法。 荷兰着眼于提
高管理水平, 通过信息技术革新 ( NTIC) 使法官了解所有的判例, 在此基础上统一法律适用。 业

务质量是行业内部标准, 美国的初审法院绩效评估体系及荷兰的优化司法质量计划即以此为标准。
业务质量虽不是司法的核心要素, 但也是构成理想司法不可或缺的因素。 业务质量的数据资料来源
主要是法院自行统计、 观察员的观察、 与被告人及律师的交谈。
( 五) 司法质量的评估方法

① Étienne Chantrel, Rsphael Giraud, Stéphane Guibaud, “ Quelles pistes d’ analyse économique” , in E. Breen, Evaluer la justice, PUF
2002. p. 241.
② 相关判例, 请参见 CEDH, 21 février 1975, Golder c / RU, série A, n°18.
③ 相关判例, 请参见 CEDH, 9 october 1979, Airey c / Irlande, série A, n°32.
④ 相关判例, 请参见 CEDH, 21 septembre 1994, Fayed c / RU, série A, n°294-13.
⑤ 相关判例, 请参见 CEDH, 9 juin 1998, McGinley et Egan c / RU, Recueil, 1988-Ⅲ.
⑥ 相关判例, 请参见 CEDH, 19 mars 1997, Hornsby c / Grèce, Recueil, 1987-Ⅱ.
⑦ F. Sudre, “ L ‘ Europe des droits de l’ homme ” , Droits, n°14, 1991. pp. 10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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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质量的评估可分为量化评估及主观评估两种, 上文在论述管理型模式时已有论及, 此处不
再赘述, 但具体的评估方法有待进一步阐述。 从代表国经验来看, 评估司法质量所须的具体方法有
四: 其一, 经济学方法。 这一方法尤其体现在指标体系量化评估当中。 经济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
领域早已有之, 如国际国别风险指南 ( 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于 1997 年设计了 0 到 6 的

法治程度的指标; 菲沙研究所 ( Fraser Institute) 依据从 1 到 10 的等级评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及公民司法救济不受歧视原则; 毛罗 ( Mauro) 依据经济学人信息社 ( The Economic Intelligence U-

nit) 设在各国的联络员的记录设计出一国司法制度质量的指标。① 故而在司法领域应用经济学方法

不存在正当性的问题。 但经济学方法的引入不能仅停留在变量关系及权数设计层面, 而应该走向更
为深化的因果关系层面, 这需要借助计量经济学方法, 如工具变量法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测法。 针
对数据资料的不确切及不完备性, 可以借助 “ 代理 ( proxy) ” 变量, 代理变量可映射出实际变量

的特征。 其二, 问卷调查法。 这一方法主要运用在主观评估当中, 如加拿大新斯科舍司法发展计划
所依托的数据资料几乎均来源于问卷调查。 但在量化评估中问卷调查法的运用也时有体现, 通常涉
及个人观点的指标均需应用问卷调查法, 如当事人及律师的满意度、 当事人及律师对诉讼公正的感
知度一类的指标即需通过这种方法收集原始数据资料。 其三, 抽样分析法。 这种方法对宏观评估司

法质量甚为有效, 通常的做法是从全国法院司法系统内选择 1 万左右的案件, 跟踪案件发展的始

末, 并通过调查问卷掌握司法消费者及普通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感知度。 其四, 个案观察法。 这一方
法一般适用于对法官或其他司法人员业务质量的评估, 可以通过第三人跟踪观察且直接接触法官或

其他司法人员的日常工作, 第三人须做记录并提出改善建议。 荷兰司法改革中所引入的 “ 同事互

评机制” 就是对这一方法的应用。 这一方法的局限是限于内部评价, 需要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

仅适用于微观层面的评估。

四、 中国案件质量评估制度的障碍与改革
域外司法质量优化与评估的经验大放异彩, 形态各异, 展现了各国司法改革的侧重点及特色。
我国在此方面亦颇有建树, 尤其是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开展成为近年来司法机关的工作重点, 全国
法检系统掀起了 “ 绩效评估” 、 “ 绩效管理” 的热潮。 以法院系统为例, 各地方法院面对最高人民

法院出台的文件大致有三种反应: 被动型、 功利型及创新型。 这三种型态的区分标准是下级法院应
对上级法院案件质量评估工作部署的具体表现。 经调研, 被动型的出现大多是因本院受自身人力、
物力条件的限制而无法有效开展案件质量评估工作, 如未建立网上办案系统无法深入推进工作; 功
利型最直观的表现是唯数据论、 唯指标论, 其主要动力是, 本院领导对该工作的超高度重视, 强调
本院的名次排位及指标表现; 创新型的表现是, 下级司法机关结合自身具体情况及本土化经验对上

级司法机关发布的指标体系进行系统性的增减、 重组及改造, 如上海、 江苏、 重庆法院等。[7]40-41
从评估结果看, 法院系统反应案件公正、 效率、 效果方面的各项指标逐年上升, 2012 年达到了历

史高值。 但社会公众对法院的外部评价并未因此获得同等程度的提升, 涉诉信访总量仍居高不下,
一些典型冤案的曝光对法院公信力造成了致命打击。 诚然, 案件质量评估制度所凸显的定量方法从
根本上改变了全国司法系统过去较为粗放管理的方式, 但司法机关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
制度障碍, 这些问题亟待改革完善。

( 一) 案件质量评估制度的障碍

①Mauro, Paolo, “ Corruption and Growth ”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oût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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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 案件质量评估制度并非一个理论性很强的问题, 制度设计的路径基本是 “ 实验试点

———规范———实践应用” , 故而该制度所凸显的障碍即指司法实践中所暴露的诸多弊端。 这些弊端

不容小觑, 甚至对司法运行的基本规律均有根深触及, 解决起来也甚为棘手。
1. 评估目标定位不清

依据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 , 案件质量评估的目的是 “ 客

观、 公正评价人民法院审判工作, 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 强化监督, 提高审判质量” 。 仅从文本

规定即可看出案件质量评估目的具有多重性, 包括加强审判管理、 强化内部监督、 提高审判质量。
案件质量评估目标多重性的问题也导致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对该制度的最终目标认识偏颇。 这些法
院更多地将案件质量评估看作上级法院所使用的管理工具, 而不是提升本院工作的辅助手段。 因
此, 部分法院极度看重本院在案件质量评估横向比较中的数据排名。 当本院案件质效综合指数表现
不佳时, 其更多寄希望于涉及当前阶段重点工作的指标表现。 换言之, 放弃从整体意义上改善自身

案件质效的努力, 转而寻求某阶段工作上的成绩突出, 打造数据上的 “ 审执亮点” 。 司法实践中,
部分法院对阶段工作的部分强调已经超越了正常的关注程度, 表现出片面化特征。 如 《2012 年全

国法院案件质量评估分析报告》 中提到, “ 个别地区调撤率已达到 86. 8% , 该地区上诉率和一审

案件上诉改判率远超全国法院平均水平” 。[8]50 这一现象说明部分法院对调解工作的重视程度已经超

出应有程度, 甚至严重影响了法院公正审判效果的实现。 这显然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法, 不仅无法
在各个阶段持续推进案件质效的全面提升, 而且在会破坏已经构建的其他司法规范。
2. 地区差异考虑不够

由于全国各地法院所处地域及层级不同, 特定法院的工作目标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 故而各法

院适用案件质量评估及使用评估指标体系时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不能生搬硬套。 但基于最高法院
评估指标体系在法院系统内的至高权威性, 且改造评估指标体系的司法成本较为巨大, 司法实践中
各法院对指标体系的简单套用成为案件质量评估最为常见的做法。 以调解率为例, 如将发达地区法
院与偏远地区法院以同一标准进行评估, 偏远地区的调解率会远高于发达地区, 但发达地区的调节
案件数却可能远多于偏远地区。 在案件数量、 类型、 难易度均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 这样的评估
结果几乎没有可比性, 无法得出哪一法院在调解工作上相对优秀的结论。 如果要提高案件评估的实
用价值, 势必要考虑评估对象之间的可比性, 比如对各地法院采取类别化评估。
3. 定量方法过度偏重

时下案件质量评估的核心内容是定量方法的运用, 以综合指数形式数字化反映法院案件质效的

整体状况。 这也是当前审判管理活动区别与过去的最大创新之处。 但由于存在急功近利的现象, 案

件质量评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部分法院过度依赖定量方法, 甚至 “ 迷信” 定量方法,

有意忽略定性方法的应用。 最为典型的表现是, 对先进个人、 优秀法官的综合评定, 几乎完全依据

数据排名; 对案件质效的认识、 管理, 基本不再使用定性方法; 对改善审执工作的推进, 大多要求
在数据上迅速体现; 等等。 简言之, 即处处强调 “ 数据说话” , 唯数据论地看待涉及案件质效的审

判管理活动。 事实上, 部分法院有意忽略定性方法也反映了其认识上 “ 重结果、 轻过程” , “ 重数

据、 轻实质” 的问题。 因为定量方法主要关注具体指标数据结果, 展开数据层面的动态分析、 横

向比较等; 而定性方法则主要关注数据结果形成的原因, 展开涉及实务操作的过程分析、 方法比较
等。 对定性方法的故意忽略势必导致案件质效数据的应用超出司法规律的合理范畴, 这尤其体现在
一些主要受外部客观因素 ( 如法院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受理案件的数量及类型、 矛盾冲突程

度等) 影响的指标上。 忽略定性分析不仅会干扰法院对社会矛盾的认识, 甚至还会诱发硬性指标
要求下数据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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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司法用户欠缺关注

司法不是封闭的单向活动, 而是法官与司法用户 ( 当事人、 律师及其他诉讼参与人) 共同作

用的结果。 故而司法机关的业绩及质效不仅取决于法官及其他司法人员的努力, 而且取决于司法用
户的共同努力。 这类似于教师及学生的共同努力才能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但时下的案件质量评估
工作更为关注案件质效整体性的综合指数反映, 对司法用户本身的关注有限, 对社会公众重点关注
的影响较大的个案关注也不够。 从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看, 涉及司法用户的指标有限, 2011 年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指标意见虽然在效果指标下增加了 “ 公众满意度” , 但具体的调查方法尚在进

一步研究当中, 未形成官方定论。[9]372 下级法院在适用指标时, 一方面对 “ 公众满意度” 未有相应

的重视, 对案件质量评估的认识仍停留在层级监管工具的认识上; 另一方面具体操作难度也颇大,
需要尝试与社会第三方调查机构合作。 此外, 各法院的案件质效综合指数完全无法反应社会公众重
点关注的个案。 由于缺少对重点个案的指数涉及, 众多普通案件对司法公信力的正面影响足以抵消

部分重点个案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这成为蕴藏于司法公信力议题中的吊诡现象。 故而要解决司法公
信力的问题, 司法用户及社会公众的满意度必须成为司法质量评估的重点内容。 这也将成为我国司
法机关从 “ 权威型” 转向 “ 服务型” 的突破口。
( 二) 案件质量评估制度的改革建议

案件质量评估制度对司法活动正常运转所造成的障碍在司法实践中日益弥彰, 尤其遭到办案法
官的抵制, 造成法官与审判管理人员之间关系紧张, 致使法院之间形成不良竞争与攀比。 法院系统
对该制度所造成的问题也有清醒的认识, 改革也在逐步酝酿当中。 2014 年 4 月 4 日, 重庆市中基

层法院全面取消考核排名, 改绩效考核体制变 “ 成绩单” 为 “ 体检表” 。[10] 这一举措有先行意义,
是消除法院之间不良竞争与攀比的有效措施。 重庆市法院系统已逐步清晰认识案件质量评估制度宜

定位为自评自测、 自我提升的辅助工具而非层级监管的工具。 但这一先行措施是否能带来全国效应
或影响最高法院的决策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面对案件质量评估制度改革的势在必行, 改革方案的提
出尤为迫切但也甚为棘手。 依拙见, 域外司法质量优化与评估的丰富经验可为我国案件质量评估制
度的改革提供有益启发, 改革建议主要有如下几点。
1. 设定合理的评估目标

评估目标合理、 准确的设定是案件质量评估工作开展的前提条件。 目标不清或不合理是造成制

度障碍的根源。 从宏观的评估目标看, 案件质量评估制度应定位为检测司法质量的制度, 其既不是
层级监督的工具, 也不是控制法官权力的措施。 故而案件质量评估制度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其一,
案件质量评估制度以尊重司法权独立运行为前提; 其二, 明确评估结果不具有否定性或惩罚性效
力, 而是司法机关或司法人员调整业务工作的参照。 评估的宗旨在于促进司法人员的学习及适应能
力, 而非对合格者奖励、 对失败者惩罚。 此举可消除司法人员对评估的抵制心理, 也为获得真实有
效的数据资料提供路径, 从而为制度的有效开展提供良好环境。 其三, 数据资料的收集遵循自愿原
则及匿名原则。 从域外经验的分析可知, 获得真实有效的数据资料是这一制度的重要基础。 如欲触
及司法人员工作的核心内容, 探知真实的司法质量状况, 必须先消除司法人员的顾虑及担心。 自愿
原则及匿名原则是消除这一顾虑及担心的有效方法, 且加拿大的经验已证明其收效良好。
从微观的评估目标看, 基本可概括为公平、 公正、 高效及有序四种。 这也体现了司法活动的多
重目标特征。 这些目标之间可能相互冲突矛盾, 这也是目标设定的难题之一。 通常采用的做法是:
其一, 每个目标对应不同的指标体系。 如我国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包含审判公正、 审判效率及审判效

果 3 个二级指标, 下设 33 个三级指标。 美国初审法院绩效评估体系包含司法的可接近性; 案件处

理的效率与及时; 平等、 公平与诚信; 法庭的独立与问责; 公众的信任与信心 5 项一般性标准,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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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68 项指标。 其二, 适用综合性指标, 即以权数制定综合性指标。 这也是我国案件质量评估制度

所倡导的方式。 但难点是权数的分配问题, 因为其具有极强的主观性。 一般而言, 对于评估结果不
好的指标, 我们希望赋予更多的权重, 但在司法领域我们还须考虑权重增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如
一项指标旨在评估警察逮捕人数, 提高权重的同时不能忽略可能催生的警察暴力执法行为。 从某种
意义上讲, 司法领域指标的设定须更多考虑限制不利影响而非提高生产率。 由此可见, 量化评估存
在不可避免的弊端, 这也要求评估主体理性看待指标数据, 清醒认识司法活动复杂多元的特性。
2. 区分可比的评估对象

如果说收集真实有效的数据资料是案件质量评估制度的基础工程, 那么数据资料的后期分析即

是案件质量评估制度的出产反馈阶段。 但由于我国的案件质量评估制度并未对后期分析的方法作规
定, 故而各级法院在适用之时只是机械的套用指标体系, 未考虑各法院的地区差异。 针对此, 有研
究人员建议, “ 在全国法院系统中构建” 1 + 4 + 3 “ 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 即在地区差异性的处理

上, 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地域特点和案件受理数等因素将全国法院划分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及

西部地区三类; 在法院层级差异性的处理上, 则直接根据全国四级法院结构划分为最高法院、 高级
法院、 中级法院及基层法院四个层级。” [7] 46 依拙见, 这一方法可以提升同一类别法院评估结果的
可比性, 可从制度结构上避免过去无差别化评估法院工作进而产生的一些乱象。 但客观上讲, 这一
建议并非制度构架层面的建议, 而是评估结果分析方法上的建议。 评估对象的可比性也是统计分析
法最为基本的要素。 法院系统一直未认识评估方法上的流弊一方面与最高法院出台的文件未作规定
有关, 但更为重要的是评估主体单一化及封闭化。 评估分析工作通常由各级法院的审判管理办公室
负责, 不能保证评估分析的中立性, 且评估人员的专业性也无法保证。 故而改革应致力于评估分析
主体的中立化及多元化, 比较可行的建议是委托专业的第三方调查机构进行分析, 并有法官、 法学
教授、 律师及对司法工作有所了解的社会人士共同参与。 这一改革除了保证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及专
业性外, 还能缓和法院 “ 机构繁冗” 、 “ 案多人少” 的困境。
3. 引入新式的定性评估

时下的案件质量评估制度, 定量分析受到大多数审判管理者的青睐, 却受到大部分一线法官的

质疑、 抵触甚至诟病。 主要原因是, 在高度专业化的司法领域内, 评估指标体系所反映的案件质效
数据差异不能恰当说明各法院或法官在司法能力及司法水平上的实质差异。 上文在分析微观评估目
标时所指出的权数设定的主观性也是定量分析方法的一大弊端。 故而一味偏重定量分析、 忽略定性
分析的做法必须改革, 至少应该达到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并重。 传统的定性评估具有粗放型、 唯领
导意志的特点, 改革可借鉴域外经验引入新式的定性评估。 具体而言, 改革建议有两种: 其一, 引
入加拿大新斯科舍的经验, 改革法院院长或庭长评估法官的做法, 转而采用自愿参加、 自行评估的

方式, 并与 “ 良师” 交流以实现法官综合素质的提升。 这一改革方式需要制作调查问卷并保证问

卷的秘密性。 对此, 可以采用电子邮件调查方式, 此举既可节省资源, 也可保证调查的秘密性。 调
查评估结果也以电子邮件方式反馈给参与评估的法官。 其二, 引入荷兰的 “ 同事互评” 机制, 实

现同行之间的互惠互助。 定期进行小组讨论, 分析业务工作中所存在问题。 这一改革的前提是法官
之间的相互信任及致力于提升业务素质的共识, 否则可能流于形式或影响同行之间的和谐关系。
4. 增加对公信力的关注

对司法用户或公信力关注不够是我国案件质量评估制度的一大缺憾。 主要原因是, 案件质量评

估制度被定位为管理工具。 如今, 随着公信力问题愈演愈烈, 改革亦势在必行。 依拙见, 案件质量
评估制度增加对公信力关注的方式是在指标体系中设置相应的指标, 并适当提升已有反应公信力指
标的权重。 如在审判效果这一二级指标下可设当事人及律师的满意度并提升公众满意度指标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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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这类指标的设置所带来的后续问题是数据资料调查问题。 首先是调查问卷的制作, 这类问卷可
参考域外发达国家的做法, 本质上不存在障碍; 其次是问卷的发放和收集, 对于当事人及律师的满
意度这类可能产生消极评价的指标可并入调查程序; 最后, 这类指标需要长期跟踪才能得出评估结
果, 故而可以针对此制定定期评估计划。 此外, 对我国司法公信力的关注还须关注涉诉信访案件。
涉诉信访案件的形成本身会造成司法公信力的减损, 也反映了公众满意度。 司法实践中, 法院对此
项工作投注了较大的人力、 物力, 但工作成效却未能在案件质量评估制度中得到体现。 因此, 改革
可以考虑在指标体系中增加指向信访预警案件的个案分析指标。 该指标所反映的案件信息主要包括
两方面: 其一, 结合信访预警机制, 确定潜在的信访案件数量, 反映法院工作所面临的问题; 其
二, 记录最终形成的涉诉信访案件及其化解流程, 收集案件形成信访的原因、 成功化解的方法及案
件的持续时间等信息, 评价法院在该项工作上的成效。[7]47 这一细节上的处理可以防止法院通过虚
增潜在信访案件数量提高评估结果的功利化倾向。
从根本而论, 司法质量的优化与评估系司法制度改革中极为重要的选题, 不仅触及司法改革之
根本, 亦是各国无法回避的政治问题。 现代社会司法活动的高度复杂化使得正义这一司法本质属性
无法独善其身, 必须通过高效、 有序等其他价值予以巩固, 这也催生出司法活动的多重目标性。 司
法质量的优化与评估也因此呈现复杂多元的特性。 本文仅以有限的篇幅作一提纲挈领式的分析, 有
些主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分析, 包括结合实证数据对司法质量评估进行具象解析; 经济学方法及社
会调查法在后期评估分析中的具体应用; 指标体系增减、 修改及重组的具体方式; 等等。 笔者亦在
研究过程中发现, 我国案件质量评估制度的研究集中在实务部门, 学术界对此关注颇少。 实务部门
研究人员更为关注应用法学研究, 故而对该制度体系化及全面化的研究还有待学术界同仁共同努
力。 尤值一提的是, 司法质量评估体系的引入还可为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司法改革方向提供更为
理性的指引, 实现优化司法质量、 提高司法公信力的目的。 有鉴于此, 笔者再次呼吁所有关心深化
司改的同仁均能为此投入精力, 为构建良好有效的司法系统提供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1] 最高法院印发案件质量评估指数编制办法: 指导各级法院加强案件质量评估工作 [ N] . 人民法院报, 2013-06
-22 (1) .

[2] Terence Dunworth et James S. Kakalik.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in implementation of the pilot program of Civil Justice
Reform Act 1990 [ J] . Stanford Law Review, 1994, (7) .

[3] Trial court performance standards with commentary: a joint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State Courts and the Bureau
of Justice Assistance [ Z]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90.

[4] Anabasis Staub et Saeed Mohasseb. Implement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Trial Courts Performance Standards
( TCPS) - Los Angeles Municipal Court [ Z] . State Justice Institute, 1997.

[5] 英国民事诉讼规则 [ M] . 徐昕, 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3.

[6] 施鹏鹏. 虚拟的法院, 虚构的正义? [ C] / / 施鹏鹏. 十字架上的正义.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4.

[7] 钱锋等. 审判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 Z] .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课题 ( 内部资料) , 2013.

[8] 严戈, 袁春湘. 2012 年全国法院案件质量评估分析报告 [ J] . 人民司法 ( 应用) , 2013, (13) .
[9] 张军. 人民法院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理解与适用 [ M] .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1.

[10] 重庆中基层法院全面取消考核排名 [ N] . 人民法院报, 2014-04-09 (1) .

[ 责任编辑: 侯学宾]

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