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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最高法院巡回法庭是本轮司法改革的重要创举，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巡回审判的兴衰史为对照
可以推出巡回法庭在实现其预期的司法去地方化、审判中心下移功能时将存在很多限制。巡回法庭的设立会
给最高院带来人员管理、案件管理乃至功能定位上的新问题，因此应当将巡回法庭和跨省法院合二为一，并重
塑最高人民法院为统一司法裁判的专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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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and Use for Ｒeference of the Circuit Trial
of the Grand Justice of US Supreme Court
JIANG Chuan
（ 2011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Planned Judicial Civilization，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

Abstract： To establish the Circuit Court of the Supreme Court is the important pioneering work of the
judicial reform，the history of circuit trial of the grand justice of US Supreme Cour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to realize its expectant judicial de － localization and moving down the trial center． Bu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ircuit Court will bring new problems to the Supreme Court in personnel management，case management and the function orientation． Accordingly，the Circuit Court and the Cross
－ provincial Court should be combined． We should reshape the Supreme Court，and take it as the
specialized agency of unifying the judicial adjudication．
Key words： Circuit Court； Supreme Court； judicial localization； facilitation of Justice
2014 年 10 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将建设最高人民法
院巡回法庭作为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措施 ，随后到年底第一、第二巡回法庭即先后在深圳、沈阳揭牌成
2015 年 3
立并开始受理案件； 其后《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 以下简称《规定 》） 出台，
月第一、第二巡回法庭第一案都已相继“落槌 ”，巡回法庭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从中央文件变成实体组织
并迅速进入角色，开展司法审判，司法改革可谓雷厉风行。然而迅速改革的背后却隐含着理论落后于实
践的隐忧。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常规性的巡回法庭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 ，异于目前所有发达国家
的最高法院模式，但最高法院法官常规性地在全国各地区巡回审判却有域外先例可循 。 其中美国最高
法院大法官到巡回法院（ circuit court） 进行巡回审判（ circuit ride） 的制度实践长达 120 年，积累了大量的
经验与教训，国内鲜有学者关注这段历史。本文即试简述这段历史，并以其为鉴，反思巡回法庭的功能
和潜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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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巡回法院史
（ 一） 巡回法院的产生
巡回法院作为联邦司法系统重要组成部分 ，其具体建立过程需回溯美国建国史 。美国 1776 年宣布
独立后成立邦联，立国 13 州签订的《邦联条例 》并未设立国家层面的司法分支，成为邦联制的重大缺
陷。随后 1787 年制宪会议重塑联邦政府时也未对司法分支进行足够的讨论，联邦《宪法 》中仅规定了
最高法院，下级法院则由国会“随时下令设立 ”。1789 年首届国会着手制定司法基本法，希望建立强大
联邦政府的联邦党人和代表州权的反联邦党人在设立下级法院问题上争论不止 。联邦党人希望建立一
个完善的联邦司法体系，提出参照英国十二世纪的全国大巡回 ，设立一个庞大的联邦法院，并分为多个
小合议庭全国巡回审判； 反联邦党人则担心联邦司法权的扩大会使其通过宪法解释和联邦立法 ，逐步扩
展国家的司法管辖，削弱州权，提议由州法院负责联邦案件的初审和多数上诉审 。 两派相持不下，最终
1789 年《司法法》采纳折衷方案： 每州设立一个地方法院及其地方法官 ； 并将全国分为三个巡回区，设立
［1］
巡回法院，由两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与地方法院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巡回审判 。 巡回法院管辖权包括
大额案件的一审和地区法院案件的二审 。
除了基于联邦制之下联邦和州权力平衡这一政治考虑之外 ，设立巡回法院还有如下几个考虑因素 ：
1． 经济成本较低。一方面联邦财政有限，大法官与地方法官共同审案，可以避免单设一级法官所带
来的开销。另一个方面，法官巡回到当地审案，使得大案可以直接在当地一审，而地方法院一审的小案
可以直接在当地进行二审，纠纷在州内解决。因此巡回法院节约了国家和诉讼当事人的经济成本 。
2． 增加法官对于国家的了解。常年在一个地方审判会导致法官观点趋于狭隘 ，偏向当地，无法接触
全国各地不同的实践，反映不同的诉求。巡回使得法官能走出首都，了解各地的地情、习俗和观点，接触
初审案件； 此外还可以熟悉各州的法律，这对于最高法院的上诉审颇有助益 。
3． 教化民众并宣传联邦。巡回法院的开庭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大法官在巡回审判中通
过召集大陪审团、指控犯罪等活动直接面对当地的民众 、法官、律师，而且大法官在履职中往往会跳出个
案向民众说明新政府的法律和组织架构 ，由此成为新联邦政府的代言人，提高新联邦的声望。
4． 提高联邦司法的威信。巡回法院的受案范围包括高争议金额的一审案件和地方法院的二审案
件，其中涵括了对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案子 ，一名及以上大法官参与具体案件的一审，巡回法院可以提高
［2］（ p307）
公众对于个案结果的信心，提升巡回法院乃至联邦司法系统的合法性 。
5． 保障全国法律统一适用。大法官判案，可以有效抵抗当地压力； 大法官和地区法院法官间的持续
交流，也可使地区法院间的差异得到降低 ； 此外大法官在最高法院已有先例的情况下，会比地方法官更
愿意遵循先例； 大法官之间的讨论也可以部分统一各巡回法院的审判意见 。
（ 二） 巡回法院的功用与问题
具体实践中，巡回法院的确发挥了部分制度预设的功能 。就经济而言，早期各州商事法律的多样性
和州法院具有的地方保护色彩，成为跨州贸易的限制因素。巡回法院在处理不同州籍人之间的争议时
较少受到地方影响，形成了相对统一的联邦法，为跨州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促进了 19 世纪的美国资
本主义迅速崛起。就法制而言，巡回法院的判决影响了本巡回区内的政府和地方法院 ，也部分影响了其
他州乃至联邦法律。就政治而言，巡回法院帮助构建了联邦的政治合法性，正如宪法史专家 Mark K．
Tachau 所言，“因为数以千计的人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巡回法院的裁判的影响 ，乃至于可能联邦政府的其
［3］（ p126）
，巡回使得最高法院大法官有机
他分支都没有司法这样如此直接地作用于这么广泛的普罗大众 ”
，
“
”
（
republican
schoolmate）
会对当地人民进行公民教育 因而获得了 共和国之友
的称呼。
然而这样的制度也是有缺陷的，集中体现在巡回的劳顿、同案再审、案累三方面。
1． 巡回本身的劳顿。巡回工作十分艰苦： 地理环境复杂，气候条件多变； 距离首都路途遥远，路况糟
糕，甚至会无桥可走无渡可过； 路途上的居住和饮食情况无常； 难以与家人交流； 旅途中还需照料马匹的
喂养、休息等问题； 巡回中人员还经常会感染天花、流感等流行病。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沿途卫生条
件又不好，大法官在巡回时健康问题频发。 仅 1789 － 1799 年十年间，就有约翰逊 （ Johnson） 、布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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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ir） 、杰伊（ Jay） 、拉特利奇（ Ｒutledge） 四位大法官辞任，而艾尔德尔 （ Iredell） 大法官甚至因为巡回而
染病英年早逝。
2． 巡回引起同案再审。最高法院大法官定期参与巡回法院审理的同时 ，其所在的最高法院却享有
巡回法院一审案件的上诉管辖权 ，因此，大法官很有可能会在最高法院二审时遇到自己审理过的案件，参
与该案初审的大法官很难改变其观点，
而且其观点会影响到其他大法官，
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二审权利。
3． 巡回引起案件累积。最高法院作为巡回法院的二审法院，
其受案范围不受限制，
因此最高法院的负
担随着联邦案件总量的增加逐年增加； 加之交通不便及部分大法官的健康问题，
最高法院经常推迟审判、
1825 年为例，最
缩短开庭期，
造成案件积压。到 1826 年的时候，大法官们同时面对两份职责已难堪其任，
［4］（ p1800）
社会公众还是当事人都难言满意。
无论于大法官、
高法院待决 164 个案件，
而仅审理了 38 件。
（ 三） 巡回法院的废除
由于前述种种困难和不便，一代代大法官都试图废除巡回制度，然而该制度仍然存续了 100 多年。
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 州与联邦权力的纠缠。美国扩张接纳新州时多次有机会解决这一问题，然而
［5］（ p1723）
。此外，内
州权提倡者认为废除巡回会导致大法官在判决时更加轻视州的利益而支持联邦权力
战也导致了南方人更反对任何扩张联邦司法权的提议 。2． 立法的保守主义倾向。通过立法权改变三权
中的司法权结构本来就需要非常谨慎 ，而国会又将 1789 年的《司法法 》视为是国父们为建立独立而强
［6］（ p76）
3． 人们普遍担心大法官脱离人民。
盛的司法系统的本意，因而普遍不愿改变既有司法系统结构。
随着国家版图的扩大，首都华盛顿偏居一隅，如果国会废除巡回审判，法官只在华盛顿附近活动就会使
得法院和国家脱节，不了解国家其他地方事务。4． 巡回审判具有符号价值，最高法院法官是终身制，并
且大多数时间在华盛顿，但他们有责任到基层直接面对人民 ，展现司法权的亲民性。
事实上，巡回义务从 1792 年起就在大法官的要求下陆续有所减轻 ，在 1801 － 1802 年间还曾短暂经
历了废除和重设历程。但是巡回义务的减少和交通便捷所带来的巡回责任的降低并未给大法官带来解
脱。随着联邦的扩大，巡回区面积增大，案件也相应增多，巡回责任有增无减。
大法官废除巡回制度的努力取得阶段性成果出现在 1869 年《司法法 》修订，新修订的《司法法 》设
立了独立的巡回法院法官，并将大法官巡回要求由一年一次改为两年一次 。 此次修法一方面是为了回
应大法官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因为内战之后国家认同增加 ，联邦权力空前强大，巡回作为一种地方治理
手段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巡回制度的废除出现在 1891 年。经过大法官对国会司法委员会的游说 ，终于
通过 1891 年《司法法》（ Evarts 法案） ，将大法官的巡回义务从强制性变成自愿性 ，同时设立了巡回上诉
法院（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 以剥离巡回法院、最高法院的的二审职能。最终于 1911 年彻底废除巡回
义务。

二、对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建设的启示
虽然国情和历史背景差异巨大，但从大国通过司法进行治理而言，中美巡回法院 （ 庭 ） 存在着相通
之处，这为我们探究我国最高法院巡回法庭的潜在问题提供了借鉴的基础 。
（ 一） 巡回法庭的功能
虽然巡回法庭的功能并无明确的官方目标 ，但是从各种官方的表达中可以总结出三点主要功能 ：
“避免地方保护主义”； “工作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群众诉讼”； “司法改革的先行者和排头
兵”。其中第三点是我国司法改革背景下独有的现象 ，暂不讨论，这里仅就前两点结合美国最高法院大
法官巡回审判史进行讨论。
1． 司法去地方化问题
地方有着与国家利益不同的自身利益 ，因此地方天然具有保护主义的倾向，同理，地方司法机关同
样也会具有地方化倾向，这与国家整体性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所需要的一体化司法相矛盾 。 因此美国巡
回审判制度从产生到废除都伴随着州权和联邦权力之间的艰难博弈 。 在邦联时期，各州法院竞相为保
护本地产业服务，在巡回审判制度确立后，这一现象得到很大的扭转，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得以建立。 联
邦制下的巡回审判可以将司法中的联邦与州的权力博弈拉向联邦一侧 ，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显然，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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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权力更大的单一制中国，巡回审判对于司法去地方化肯定会有所助益 。
但这种助益有多大，值得进行思考。众所周知，机构在地方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地方的支持和帮助，
正如中央直属管辖下的人民银行 、海关、国税等机构依旧会对地方投桃报李一样，代表中央入驻地方的
巡回法庭无可避免地还会出现为地方服务的现象 ，地方的不当影响不可能完全杜绝。 此外中美巡回法
院（ 庭） 在审级和手段上的差异会导致巡回法庭在司法去地方化问题上功能受限 。
中美巡回法院（ 庭） 在审级的差异也会影响到去地方化的成效 ，美国巡回法院负责一审、二审，外来
的大法官比之本地法官的确可以减少司法地方化问题 。然而我国巡回法庭是最高法院的组成部分，只
负责上诉审、再审案件，这些案件原本应该在北京的本部进行审理 ，巡回法庭成立之后，案件改由在沈
阳、深圳等地的巡回法庭进行审理，相比之下，就个案而言，地方影响只会比之前更加强大。
中美巡回法院（ 庭） 在手段上的差异也会增加去地方化的难度。 美国巡回审判中是通过在案例中
发现并裁决州立法违宪为主要手段 ，通过影响规则形成来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 ，是一种“技术治理 ”，大
法官本身的尊荣只是为实现这一目标锦上添花 。然而在我国，审判一般仅有个案价值，规则形成能力很
弱，巡回法庭对抗地方保护只能通过主动介入信访申诉 、审判指导等主动的手段而实现，属于“身体治
理”，由此巡回法庭的成本、压力和选择性也会更大，也更依赖巡回法庭领导的意志等法律之外的因素 。
2． 便利司法与司法下沉
美国巡回审判制度设立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为了便利司法 。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巡回可以大大降低
当事人交通成本： 一方面对巡回法院一审的案件，大法官的权威增加了纠纷化解在一审的机会，进而减
少了当事人到最高法院上诉的可能 ； 另一方面，对巡回法院二审的案件，巡回审判使得当事人无需到首
都进行二审。但随着跨越美国的铁路网络的建成 ，交通成本逐渐降低，交通成本就无法控制最高法院的
二审案件数量，而法官的双重审判任务则逐渐暴露出了这种便利司法的弊端 ，巡回便利司法的优点就不
再被强调了。
通过法官巡回来减少当事人的成本 ，进而减少社会纠纷解决总成本的逻辑同样可以适用于我国巡
回法庭建设，但正如美国的经验所揭示的，其合理性有限。其一，以现在通讯和交通之发达，当事人到法
院诉讼非常方便，而巡回法庭的巡回区有三省几十万平方公里之巨 ，试想一个齐齐哈尔的当事人到北京
和到沈阳进行诉讼，其成本差异并不大，有当事人直言“不就是一张机票而已 ”，而对于当事人而言，甚
至更希望案件是到更加遥远中立的北京本部进行审理 。
其二，跨行政区纠纷是巡回法庭的最重要的案件类型 ，然而由巡回法庭审理并不总是更经济便利
360 在北京，此时无论案件在深圳的第一巡回法
的。例如最高法院再审的 360 诉腾讯案，腾讯在深圳，
［7］（ p13）
庭或者在北京的总部进行案件审理 ，当事人的诉讼总成本并未增加，只是在当事人之间流转。
因
此看似便民节约诉讼成本的巡回 ，即使不考虑法庭的设置成本，其经济功效仍然相当有限。
其三，虽然巡回法庭一般只接受二审和再审案件 ，应当是纠纷的终极解决之地，能减少北京的信访
压力，然而由于司法的既判力很弱，当事人的诉求往往无法通过法院的正常二审而案结事了 ，到北京去
仍然是不服判的当事人更有效的寻求争端解决的策略 。因此，巡回法庭减少申诉信访类案件是个有效
但效果可疑的方式。
由此，可以看出，巡回法院可以部分实现司法去地方化和司法重心下沉两大功能 ，但是这些功能的
实现会受到很多的限制，甚至大打折扣。
（ 二） 巡回法庭的潜在问题
除了前文的比较中所揭示的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制度功能实现的潜在限制之外 ，参考美国巡回法院
，
史 巡回法庭还在人员、案件和功能定位上可能存在潜在问题 。
1． 人员管理问题
对于法官而言，巡回并非是一个好差事，正如美国巡回法院史就是美国大法官废除巡回审判义务的
斗争史，即使在交通便捷，案累降低后也不例外，大法官对这项工作的排斥揭示了巡回负担的繁重 。
在我国，这一问题同样存在，尽管现在从北京到深圳、沈阳只需要半天时间，巡回交通上的不便比之
当时的美国已经大大降低，但是巡回导致的其他问题依旧存在： 法官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扛着全家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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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年人，远离家庭驻外必然导致巡回法官无法履行家庭责任 ，享受家庭亲情； 巡回法庭案累比本部更
重，更需要接触到除了审判事务以外的信访等“麻烦事 ”； 出任巡回法庭法官还会给法官在住宿、饮食、
社会关系等各方面造成诸多琐碎的麻烦 。因此，可以预见法官参与巡回的积极性有限 。
巡回义务还将导致最高法院规模的扩大 。美国为应对巡回压力，将大法官人数从立国初期的 6 人
［8］
一度增加到 10 人，甚至有呼声希望设立 18 人的最高法院，其中定期轮换其中 9 人进行巡回审判 ，但
由于非满席审判不利于统一法制而未被采纳 。在我国，巡回的案累之下，巡回法庭也必然需要更多的法
官。巡回法庭全部建设完成后，其数量将达到 8 个，按照现有巡回法庭 13 名主审法官的规模，主审法官
需求将达到 100 人左右。虽然最高法院有 1000 多人，但最高法院民事、行政审判员人数可能只有 150
人左右，完全不够保证定期更替的巡回。因此无论是通过扩编还是借调，最高法院规模膨胀在所难免，
而这将会导致最高法院机构内部产生更大的分化和更复杂的组织结构 ，这也不利于“确保法律统一适
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目标”实现。
2． 案件管理问题
巡回法庭在便利司法的指引下必然会更接近广大人民 ，进而更多地从事纠正个案的工作，从而将大
量原本在北京无法受理的案件带进巡回法庭 。仅巡回法庭开始运行一个月，接收到的申请再审数量就
已达到去年全年申请数的三分之一 ，而“每个人的办案数量起码要比在本部时高出一倍 ”，这些增量基
本都是申诉信访案件。这种案件的增加会极大增加巡回法庭的压力 ： 法官配置给个案的单位时间减少；
［9］（ p86）
出现疏忽、错误、冲突的机会增多；
挤占了法官学习法律的时间，法官很难有时间提升自己等
问题。
此外巡回法庭打破专业之分随机分配审判人员审理案件 ，这有将专业型法官再培养成为一名能审
理各种问题的“全科大夫”的可能。由于法律是实践理性，让法官“去长补短”既不利于当事人获得足够
优质的裁判，也不利于精英法官的培养。以司法效率和准确性为代价以获得个案的形式公正 ，其损益难
以评价。
巡回法庭设置后其与本部的案件分配也是问题 。巡回法庭大量分流了本部的案件致其案累压力远
大于本部，这不利于巡回法庭的法官与本部法官之间的工作平衡 ； 而且本部法官接触到的案件相比于巡
回法庭的法官接触的案件为少，本部法官的经验和信息来源大量减少之下 ，其对于审判实践的掌握也会
降低，不利于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制定 。
巡回法庭的模式审判案件还会在规则的统一上产生问题 。这种问题体现在空间向度上，就是不同
巡回法庭之间难以统一，会产生类似美国巡回法院间案例审理标准不同 （ circuit split） 的问题，而美国通
过最高法院的判决来解决司法的分裂 ，而我国巡回法庭效力等同于最高法院，这一问题就更加复杂； 在
时间向度上，巡回法院法官两年一换，这种更替将导致审理思路的不连续与审理标准的前后差异 ，进而
扰乱巡回法庭及最高法院自身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
3． 最高法院的功能定位问题
除了前述具体问题外，巡回法庭还存在潜在风险使得最高法院偏离其应有的定位 。
（ 1） 最高法院的定位的混乱
伦奎斯特大法官评价巡回审判废除前后的大法官角色时认为 ，巡回未废除之前，大法官更像是关注
［10］（ p1）
个案的初审法官，而废除巡回后更像关注法律续造的上诉审法官 。
由于中国各审级不存在事实审
和法律审的区别，最高法院原本就处于个案公正和协调司法冲突两个方向的拉扯中 ，而巡回法庭也没有
脱离这一旧有多重职能的冲突，巡回法庭一方面需要大量处理申诉信访案件 ，一方面又声称要统一司
法。现实是巡回法庭往往需要为了个案公正而选择案件审理 ，这将导致法官处理具有法律适用意义案
件的精力更少，而审判庭随机组成更使得有法律适用意义的案件可能无法得到类似的处理 ，巡回法庭协
调司法冲突的功能被削弱。虽然《规定》中明确由最高法院本部处理“对统一法律适用有重大指导意义
的案件”来解决巡回法庭这一功能定位的偏差，但其一，从流程上说，其主动受理案件较为片面； 其二，
巡回法庭无暇明确区分案件的公共法律价值 ，更难以统一实行移送标准，其移送亦不具有确定性。由此
本部希望通过自身审判来统一法律适用 ，其基础并不坚实，甚至可能会回到广为诟病的最高人民法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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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案例和指导性案例所采用的报送 － 筛选 － 发布的旧有统一司法路径上。
（ 2） 巡回法庭的功能定位与跨行政区法院重合
美国联邦于 1891 年设立巡回上诉法院到 1911 年彻底废除巡回法院，巡回法院和巡回上诉法院共
存了 20 年，尽管其间大法官们仍然可以到巡回法院去参加审判 ，但大法官们已事实上放弃了该项职责 。
一个巡回区内两个法院的“叠床架 ”式组织形态也随着巡回法院的消失而消解。 而这样的奇特场景却
可能在当今的中国重现，在本轮司法改革中，巡回法院和跨行政区法院是一起阐述并同期开始准备的，
这两种审判组织的设计是具有系统性价值的 ，然而现在看来巡回法庭与跨省级行政区法院却呈现很大
程度上的功能重合，二者都管辖重大案件以推动司法去地方化 ，都在内部进行法官精英化和司法管理体
制变革试点。这种增量改革呈现出一种吊诡的重复建设场景 。
由于巡回法 庭 是 最 高 法 院 的 组 成 部 分，按 照 审 级 原 理“高 级 法 院 监 督 司 法、最 高 法 院 统 一 司
［11］（ p212）
”
，
其职责应当是统一巡回区内的司法 ，但是巡回法院最主要的受案类型无论是跨行政区重大
法
民商事二审案件或者申诉信访案件都应当归入监督司法的范畴 。事实上这两类案件由跨行政区法院审
理并无不妥，甚至比之巡回法庭存在多个优点： 跨省法院可以就更多、更广范围的案件进行一审，弥补巡
回法庭一审管辖权的缺位； 跨省法院作为常态化的审判机构可以有效避免巡回法庭人员外派影响最高
人民法院日常工作，也可以避免巡回造成的前述种种问题 ； 跨省法院定位于中层上诉审为主的法院，可
以避免最高法院的审判监督指导职能被巡回法庭所冲淡 ； 跨省法院较巡回法庭功能相似且层级更低 ，可
以真正实现纠纷解决的中心下移 。

四、结语
本轮司法改革的一大亮点是采用了很多增量改革措施 ，希冀通过新的组织、人员、形式来避免落入
存量司法资源的窠臼。这要求新的组织方式应当是科学而先进的 ，然而最高司法机关常规化地巡回审
判作为一种司法治理的手段却并未被各个法治发达国家所采用 ，而求诸历史，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巡回
审判的发展史大概能给我们草创巡回法庭提供一个比较的视角 ，这种比较之下可知巡回作为治理手段
存在诸多弊病，也与现代的司法原理存在诸多抵牾 ，这导致其预设功能的发挥会被打折扣并带来新的问
题，增量改革的效率有限。巡回法庭制度的潜在演进方向应当是与跨省级行政区法院融合 ，以司法监督
为主要职能，处理跨省重大行政、民商事案件的一审二审以及处理申诉信访案件 ，为最高法院进行案件
分流减负，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审判中心下移 、司法去地方化，并建立一个以统一司法为职责的现代最高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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