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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欲指引警察在正当范围内行使权力,必须首先在立法上明确警察权力行使的

原则,进而对警察权力做出清晰且合理的界定,明确警察权力行使的边界。 宏观上,应当重

构目的、前提、手段、程序、监督与责任六位一体的警察权力行使原则体系,使警察权行使在

目的的支配下融形式、实体与程序正义要求于一体。 微观上,由于警察法没有依警察任务

和职权性质的不同区分警察执法手段,导致实践中出现源于司法权性质的刑事执法手段被

行政强制措施代替或被降格为行政强制措施的现象,因此有关警察权力措施的规定应当予

以类型化、体系化的建构,并注重《人民警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 而对于警察权力

行使的边界,有必要在比较借鉴的基础上,建构起符合比例原则、协调有序且便于操作的警

察“连续强制力”规范体系。 《人民警察法》中有关武器使用的条款,则需要从立法模式、执
法情形及程序等方面予以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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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作为国家维护安全和社会秩序的代表,其
能否依法履行职责、行使权力,直接关系到公民切

身利益和社会长治久安。 因此,法治国家莫不对警

察权予以严格约束,使其成为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 我国也早在 1995 年制定了包含对警察组

织、人员及其行为进行规范的《人民警察法》,并在

2012 年做了初步修改①。 然而,由于立法的规定较

为模糊,实践中时有警察因为权力行使不当而被追

责甚至被认定构成犯罪的情况。 因此,欲指引警察

在正当范围内行使权力,必须首先在立法上明确警

察权力行使的原则,进而对警察权力作出清晰且合

理的界定,明确警察权力行使的边界。 故在 2016
年《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稿)(以下简称《修订草

案稿》)公开征求意见之际,对其核心内容予以审视

检讨,是规范警察权力行使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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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人民警察法》的立法定位究竟是“人员法”“组织法”
还是“综合法”,其实素有争议。 但无论如何,警察权的行使都是警

察法律体系中不能回避的核心问题。 鉴于历史原因,《人民警察法》
一直是统领警察法律法规的基础性法律,所以本文不探讨是否应将

警察行为法的规定“剥离”出去这一宏观结构问题,而仅以目前的

《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稿)为依据展开对警察权行使边界的研

究。



　 　 一、警察权力行使的原则重构

　 　 (一)《修订草案稿》中对警察权力行使原则的

规定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现代社会中,警察权堪称是对公民权利最有力

的法律保护武器,但同时也是对公民权利最具威胁

性的权力种类。 由于《人民警察法》中确立的警察

执法手段多种多样,一旦具体规定有所疏漏,极易

引发关于权力行使的争议。 因此,为了使法治精神

根植于警察的内心,从宏观上指引警察权力的行

使,就有必要确立警察法的基本原则。 可以说,警
察法的基本原则贯穿警察权力运行的全过程,是整

部法律的精神和灵魂之所在。 而现行《人民警察

法》中对此仅用第 3 条至第 5 条三个条款简短规定

了依靠群众原则、法定原则和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

原则,对警察权的规范远远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因
此《修订草案稿》对此做了大幅度增补,从第 6 条到

至第 11 条分别确立了专群结合原则、法治原则、权
力行使适度原则、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原则、国家

对人民警察的权益保护和政府保障责任原则。 不

难发现,本次修法一方面加入了“权力行使适度”的
要求来限制警察权的滥用,另一方面强化了对警察

执行职务和警察权益的法律保障,较之过去有了较

大进步,但仔细斟酌,笔者认为其规定还有进一步

完善的空间。
首先,《修订草案稿》不够重视正当的程序价

值。 主要体现在:其一,未将正当的程序原则作为

一个单独条款,而是直接将其纳入法治原则之中,
使得其很容易被忽略。 法治原则是我国的基本治

国方略,树立法治理念、使警察权在法治的视野下

运行,其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正义。 然而,按照罗

尔斯的正义论观点,正义有形式正义、实质正义与

程序正义之分,形式正义要求严格依法办事,实质

正义要求法律的内容合乎理性公平,而程序正义是

一种“过程价值”。 对法律程序的价值评价除了有

“好结果效能”的标准外,还存在一种独立的价值标

准,即“程序价值”,这种价值标准独立于程序可能

具有的任何“好结果效能”之外[1] 。 《修订草案稿》
虽然在以往体现形式法治的原则之外加入了突显

实质正义的“权力适度行使原则”,但却一定程度上

漠视了程序价值的独立性。 其二,将程序性的要求

主要限制在“人民警察实施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

施和处罚”的范围内,缩小了程序正义的实现范围。
警察权力的运行不仅仅体现在限制人身自由的强

制措施和处罚过程中,与人身无涉的其他执法手段

亦有可能侵犯公民权利,从而我们更应该要求权力

运行的全过程必须遵守必要的程序步骤。
其次,《修订草案稿》未能完全塑造警察权力责

任一致的观念。 本次修法意见的亮点之一就是加

强了对警察自身权益及警察执行职务的法律保护,
为此《修订草案稿》总则中增加了对“国家对人民警

察的权益保护”和“政府保障责任”等原则规定,具
体制度则作了“依法履职的免责和补偿”等规定,明
确了袭警的处理等。 然而反观其对应责任部分,却
不仅在总则中只字未提,且具体责任规定上除了将

“人事处理”写入,增加“教育培训、权益保护和警务

保障责任”以及“越权责任”等规定外,其他变化并

不大。 而事实上,这些新增的责任要么属于机关内

部的行政处分,完全没有必要在法律中明确,要么

责任的落实情况令人堪忧,因为无论是教育培训还

是警务保障都缺乏明确的责任衡量标准。
再次,《修订草案稿》对警察权的监督缺少统领

全局的原则规定。 尽管“监督”是警察法的重要内

容,但其涉及的条款仅肯定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依法

接受行政监察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的外部监督,同时

要求设立投诉委员会以强化内部监督。 由于缺乏

监督的法律后果,尤其是对不服处罚或处理的救济

方式的规定,使得无论是外部监督还是内部监督都

有一纸空谈之虞。 虽然随后“法律责任”中提及行

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但这却是从赋予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权利的角度而言的。
(二)警察权力行使原则的重新梳理

针对以上不足,为了规范警察权的行使,我们

应当呼吁重新构建目的、前提、手段、程序、监督与

责任六位一体的警察权力行使原则体系,使警察权

001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行使在目的的支配下融形式、实体与程序正义要求

于一体,同时接受监督制约,并在违法行使权力时

承担责任。
1. 人权保障原则———指引警察权行使的目的

“警察活动必须符合警察权力的目的。” [2] 而警

察权力行使的终极目的则非人权保障莫属。 虽然

警察的职责任务决定一定限度内的警察权是为保

障公民权所必需的,但警察权的扩张性、高度的自

由裁量性及其执法手段的强制性决定了这种权力

一旦在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时失控,即有侵犯公民权

利之虞。 因此,警察法必须以人权保障为依归,警
察法是否为“良法”,也应以其是否以保障人权为出

发点作为重要判断标准。 如果警察法的整体定位

不重视对权利的保障,会使得整个警察法治体系偏

离宪法价值体系而发生合法化危机[3] 。 确立这一

原则可以指引警察在权力行使中注重以人为本,防
止僵化执法从而最终实现警察法的立法目的。

2. 依法原则———规范警察权行使的依据

从静态层面而言,这一原则首先要求警察权行

使必须有法律上的依据。 警察权作为重要的国家

政治权力,必须以宪法为根据并由法律来确认,立
法上应预先规定警察权的种类、执法手段及其具体

要件、法律责任等,这是规范警察权行使的前提。
从动态层面而言,则应要求警察必须严格依法行使

权力,这也是法治的应有之义。 对此,《修订草案

稿》第 7 条基本已有所反映,鉴于依法原则可引申

出警察权独立依法行使、不受非法干涉等内容,立
法机关可以考虑将《修订草案稿》第 7 条和第 9 条

的内容整合为一个条款。
3. 比例原则———控制警察权行使的手段

如果说法定原则是从形式法治的角度对警察

权行使的首要要求,那么比例原则就是从实质法治

的角度对警察权行使的深层要求。 对此《修订草案

稿》第 8 条有“权力行使适度”的规定,其实是将行

政法上比例原则具体化到警察法领域。 从历史上

看,被誉为行政法“帝王条例”的比例原则本就发端

于警察法领域,并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逐步发展出

包括合目的性、必要性和相称性(狭义比例性)等子

原则在内的丰富内容。 作为“实质意义法治国原则

的典范” [4] ,在与犯罪有关的行政警察活动以及司

法警察活动中,人们尤其应慎重适用比例原则[5] 。
但从《修订草案稿》第 8 条表述看,它将必要性置于

手段相当性之后并不完全合适,并且遗漏了目的性

的要求,从而无法完全从目的取向上规范警察权与

警察执法手段之间的比例关系。 只有加入“人民警

察行使权力必须符合警察权力行使的目的”的类似

规定,才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维护的公共利

益越是重大,赋予警察的权限也相应大一些” [6]55。
4. 程序正当原则———审查警察权行使的程序

程序是对权力的一种制约,鉴于程序正义作为

一种独立价值目前已得到普遍认同,故为推进正当

法律程序在警务实践中的运用,应在《人民警察法》
中单独确立程序正当原则并贯彻于警察活动的全

部,即“人民警察行使权力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规定

的条件和程序”。 在这一原则框架之下,具体制度

安排上则需要进一步对警察执法手段的方式、步骤

等作出明确规定。 如警察在执法时如无特殊原因

都应表明身份、说明理由并告知当事人权利。
5. 责任原则———明确警察违法行使权力的

后果

权力是具有偏私性的,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为了

达成执法目标可能有越权的风险。 因此,要使警察

法与警察权力正向对接,就必须确立责任原则。 为

此,《修订草案稿》除在“法律责任”章中详细规定责

任的主体、内容和形式等之外,在“执法和监督”中

还确立了“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 为进一步形成

对警察权的约束,使警察在权力行使过程中秉承合

法、适度、谨慎行使的态度,可于总则中规定:“人民

警察行使法律规定的职权,对违法或不当行使职权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6. 司法最终审查原则———强化警察权力行使

的监督

警察权行使应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监

督。 警察权受到司法权的控制已成为国际通行惯

例。 司法权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对

警察权行使享有终局性裁决权。 其中,由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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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警察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审查主要以

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为模式,此为事后的司法审

查;而警察在采取某些涉及公民基本权益的执法手

段,如搜查等之前,则一般必须取得事先批准,此为

事前的司法控制。 然而,对于刑事侦查行为,目前

还没有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就使得这部分

权力的监督显得较为薄弱。 故笔者建议以《人民警

察法》的修改为契机,增加“人民警察行使权力的行

为受法律监督,其合法性由司法机关最终裁决”的

原则规定。

　 　 二、警察权力种类的规范审视

　 　 (一)前提:警察权的法律性质廓清

所谓警察权,一般认为是指由国家宪法、法律

赋予的,国家警察机关执行警察法律规范、实施警

察事务的权力[6]55。 警察权的性质由警察职能和任

务所决定。 根据《修订草案稿》第 3 条,警察同时肩

负维护治安、保护权益和防治犯罪等任务,所以警

察权既具有行政权的属性,也具有司法权的属性。
其中行政权力主要表现为在法律设定的范围内,能
够主动对国家事务进行管理,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进

行约束,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权力。 由于行政权

具有执行性、管理性与支配性等特征,因而在警察

权行使过程中,为了防止危害发生影响社会稳定,
立法上不得不赋予警察大量的行政管理手段以应

对日常警务活动需要。 虽然有学者以司法的中立

性、独立性、被动性等特征而对警察权的司法属性

持否定态度,但如果不将司法权简单地等同于审判

权,而将司法理解为一种诉讼活动,则由于警察不

仅可以参与到刑事诉讼活动中进行刑事侦查,而且

可以自行决定采用一系列强制性侦查手段,甚至还

有限制公民基本权益等事项的决定权,因此它也符

合司法性的特征[7] 。
(二)表象:立法规定的警察执法手段

正是因为警察权横跨行政权与司法权,所以

《修订草案稿》中采取逐一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大量

的警察执法手段,包括身份证件查验、行政强制与

行政处罚、传唤、现场处置、盘问检查、继续盘问、检
查搜查、交通工具拦停检查、人身检查与生物信息

采集、信息收集查阅和调取、保护性约束措施、交
通、现场和网络管制、警械使用以及武器使用等。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既有具备预防危险的行政性质

的措施,如身份证件查验,也具有刑事追诉司法属

性的措施,如搜查等,立法并没有将其依照分属的

任务与职权的不同方面予以归类。
(三)质疑:不同性质警察执法手段的交错

鉴于《人民警察法》是所有警察据以执法的依

据,其任务兼具维护治安和防治犯罪两方面,而某

种意义上讲,防治犯罪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治安

和稳定,刑事侦查与治安秩序的维护又都有着犯罪

控制的功能,因此,目前《修订草案稿》中这种逐一

列举的立法模式,等于认可所有警察无论是在行使

社会管理职能还是刑事侦查职能时,都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采用各种自认为必要且被立法列举的执法

手段。 由此导致实践中会出现警察不顾及自己所

履行的职责性质而将源于行政权性质的执法手段

与源于司法权性质的侦查手段交替使用的现象,形
成行政权与司法权行使的模糊局面。 许多行政强

制措施在事实上替代了具有司法权属性的警察侦

查手段。 比如以往侦查实践中警察往往以仅需要

出示工作证件的盘问检查措施替代本应通过搜查

才能实现的功能。 正如有学者所说:“路检盘查随

时可以衍生搜查、检查、扣押、留置乃至拘留。” [8] 而

在刑事诉讼法上,搜查作为一种强制性侦查手段,
它是国家对权利人“基本权利之侵犯”行为[9] ,域外

基本以司法令状方式限制其发动,我国也要求搜查

除紧急例外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 一旦盘

查这种权能强大、程序简便、风险较小的“行政强制

措施”成为规避刑事诉讼法上程序复杂、风险较大

的刑事侦查或强制措施的手段,极有可能造成警察

权运行的失范。 与此同时,将被公认为强制侦查措

施的搜查在警察法中同时予以规定,而两者的规定

又不完全一致时,如《修订草案稿》规定人民警察经

出示工作证件即可以进入公民住所搜查的前提是

“遇有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抓捕违法犯罪嫌疑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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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的其他紧急情形”,而《刑事

诉讼法》却要求只能在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遇有

紧急情况,才可不另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这
就使得警察可能对搜查的性质产生困惑并无所适

从,也使得搜查似有被降格为行政强制措施的

嫌疑。
(四)应对:基于警察权性质的执法措施之区分

对于警察执法手段是否需要强行区分行政与

司法性质,学理上有一种不必要说,其着眼于现实

面及机能面,主张以行政警察作用涵括司法警察作

用,并将侦查原理适用于行政警察作用[10] 。 然而,
这种观点并不合适。 因为行政与司法各有不同的

目的,对公民基本权利可能造成的侵害的种类和程

度亦有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从监督角度而言,倘
若警察的执法行为属于刑事追诉范畴,则较易受检

察机关的监督指挥,反之,则属于警察主管的权限。
基于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离,检察机关就很难有底

气去监督警察的行政执法活动,换言之,以行政强

制措施去完成侦查职能,将严重削弱检察机关的侦

查监督职能[11] 。 相应地,因为警察任务之行政或司

法性质的差异,所行使的措施不同,权利救济管道

便有不同[12] 。 若为行政性质措施则主要应依据行

政法规寻求救济,与侦查权限滥用的刑事追诉在后

果上差别较大。 因此,警察权力种类基于其性质的

差异应有区分的必要。
故于立法上而言,笔者建议作如下调整:第一,

有关警察权力措施的规定应当予以类型化、体系化

的建构。 首先应当区分该措施属于行政权抑或司

法权(侦查权),将具有行政权属性,或针对性质较

轻的行政违法行为的执法措施,比如信息收集查阅

和调取、现场管制等规定在前;将体现司法权属性,
进入刑事追诉阶段亦可能采用的措施规定在后,比
如盘问检查、继续盘问、使用武器等。 从《修订草案

稿》可以看出,事实上司法性质的措施一般已明显

针对涉嫌犯罪的行为而适用,其首要目标是惩治已

经发生的犯罪。 如此规定,立法上形成轻重衔接有

序的权力措施体系,将有助于使警察区分不同情形

采用轻重有别的执法手段。 此外,体系化的构建还

要求将具有类似性质的具体措施进行逻辑上的梳

理,如身份证查验、交通工具拦停检查都可以归入

盘检之下,从而建立起盘查措施体系。 第二,对于

搜查这类具有较多司法属性,极易对公民权利造成

侵害的侦查措施,建议不再于《人民警察法》中作出

规定,而直接援引《刑事诉讼法》作为执法依据。 事

实上,《修订草案稿》第 26 条明确规定“人民警察因

侦查犯罪活动的需要,可以依法采取侦查措施和刑

事强制措施”,而《刑事诉讼法》已对侦查人员(包括

警察)的搜查作了详细规定,为避免《人民警察法》
与《刑事诉讼法》在同一措施上规定的不协调,当然

应以《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准。 第三,有些执法措

施处于治安维护与刑事追诉的临界点,因无法分离

而不排除重叠的可能性,可谓是“警察双重功能措

施” [13] ,如盘查就具有“危害防止”和“刑事追诉”的
双重目的[14] 。 由于《刑事诉讼法》对此规定暂付阙

如,而实践中盘查却早已越界成为事实上的强制侦

查措施,许多警察借盘查之名行侦查之实,所以建

议《人民警察法》注重弥补《刑事诉讼法》规定之缺

漏,对于盘查等措施从适用条件、程序、后果、救济

方式等方面作出较为详细的规定,以初步划定警察

采用这类执法手段的边界。 同时,应注意这类措施

在警察法中的规定应有别于刑事诉讼法上的规定,
如在适用条件和应遵循的程序规则上,警察法中的

盘查可能针对违法嫌疑人,并只需要出示工作证,
而刑事诉讼中的检查应针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
品、人身而进行且必须持有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

关的证明文件,从而体现行政与司法的不同。

　 　 三、警察权力行使边界的划定———以武器使用

为侧重点

　 　 (一)问题的提出:警察武器使用的实践难题

警察权力的行使必须有严格的边界限制,因此

从规范的立场对权力行使的条件、情形予以明确是

控权的重要路径。 鉴于《人民警察法》规定的权力

种类较多,不一而足,而武器使用是最为严厉的执

法手段,故下文以此为侧重点展开规范研究。 总体

而言,尽管警察使用武器的正当性究竟是源于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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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权力代表而维护社会秩序的职务行为,还是基

于正当防卫的理论素有争议[15] ,但立法上早已普遍

承认警察在特定情形下的武器使用权,并屡有司法

案例为证。 然而实际生活中,只要警察使用武器执

法造成他人死伤,几乎无一例外会成为社会关注焦

点。 因为使用武器的杀伤性是其他警察执法手段

无法比拟的。 如果警察在使用武器时缩手缩脚,在
面临严重危及公共安全等案件中犹豫不决,就会贻

误时机而造成他人死伤、嫌疑人逃脱等后果;相反,
如果警察任意使用武器,又会引发公众对警察使用

武器侵犯公民权利的担忧。 因此,如何构造科学的

武器使用机制,是修法必须要审视的问题。
(二)新旧法案对比:立法规定与价值取向

现行《人民警察法》第 10 条规定:“遇有拒捕、
暴乱、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他暴力行为的紧急情

况,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

用武器。”这一规定的概括性显而易见,由于操作性

太差,以往警察使用枪支不得不参考行政法规层级

的 1996 年国务院颁布的《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

器条例》和 1999 年《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

定》。 但是武器使用事关公民健康和生命等基本权

利,属于法律绝对保留的领域,因此,在《立法法》颁
布之后,仍然沿用行政法规是不合时宜的。 《修订

草案稿》充分弥补警察武器使用在法律保留方面的

先天不足,从可以使用、不得使用、停止使用武器的

情形、使用武器的必要限度原则以及程序等方面作

了详细规定,从而使得警察使用武器这一羁束裁量

行为一方面受到明确的法律约束,另一方面又被赋

予了一定的裁量空间,进步性不言而喻。
通过分析《修订草案稿》背后的价值取向,我们

不难发现立法者试图通过进一步完善规范来打消

警察使用武器的顾虑。 在此之前,基于法律规定的

原则性,警察不愿、不敢使用武器的现象时有发生,
因为一旦被认定不恰当使用武器就有可能承担刑

责,一些地方的警察甚至因害怕枪支丢失、被抢等

亦要担责而干脆不带枪出警。 如此一来,不仅警察

的执法效果大打折扣,警察自身也可能面临反被罪

犯侵袭的危险。 所以《修订草案稿》通过大篇幅细

化警察使用武器的规定,是为了更好地防卫社会安

全,同时也是为了强化对警察的人身安全保护。
(三)《修订草案稿》新规解读:比较视野下的

追问

由于对武器使用必须持极为慎重的态度,因此

域外对此莫不审慎对待。 比较域内外有关武器使

用的规定和实践,我们可以发现其在如下方面存在

不同,由此也引发对我国相关规定的反思。 各国都

对作为致命性强制力的武器使用的情形作了严格

限定。 如法国在《使用武器总条件的有关规定的要

点》中指出:“警察使用火器是一种重大的、严肃的

行为,与一般公民相比,警察在这方面不拥有更大

的权力,只能在下述规定的合法防卫的情况下开枪

……”我国 1996 年《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

例》亦列举了 15 种可以使用武器的情形。 《修订草

案稿》将其内容浓缩整合,从其规定看主要限于严

重危及安全和暴力袭击等情形,属于国际上基本认

可的枪支使用范畴,然而其立法方式、具体规定上

却又存在细微差别。
一是《修订草案稿》第 31 条完全采取的是列举

方式,极有可能在面临突发事件时遭遇法理难题。
日本《警察职务执行法》第 7 条规定:“警察官为逮

捕人犯或防止脱逃,或为防护自己或他人,或为压

制妨害公务之抵抗,有相当理由可认为必要时,得
经合理判断于必要限度内,因应事态使用武器。”与
日本相关法律规定相比,我国的规定较缺乏灵活

性,立法的不周延会导致警察在立法没有明确授权

的情况下使用武器,则行为的合法性难以保证。
二是对于可以使用武器的范围限定不一。 由

于缺乏对使用武器单独的必要合理原则的规定,所
以我们只能从《修订草案稿》列举的可以使用武器

的情形中推断其总的指导思想:当行为严重危及国

家、公共安全或者危及警察自身或第三者生命安全

时,警察才可以使用武器。 与域外比较,它可能存

在两点差异:其一,它将实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
共安全行为后或者实施危及他人生命安全行为后

“拒捕、逃跑的”的情形也纳入可以使用武器范围,
即只考虑行为人所为之犯罪性质。 而域外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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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践对这一问题争议较大。 美国传统上依循源

自英国普通法的“脱逃重罪犯规则” [16] ,肯定警察

为逮捕拒捕或脱逃之重罪嫌疑人可使用武器。 理

由是普通法的重罪通常为严重暴力犯罪且最高可

判处死刑,因此为逮捕重罪犯而用枪,即使导致死

亡结果被视为不过是“加速”处罚程序或提早实现

对其所为之处罚[17] 。 但随着时代演变,美国联邦最

高法院却在一起案件的判决中认为,警察射杀单纯

脱逃嫌疑人所能实现之公共利益很难优于嫌疑人

生命法益,警察不考虑具体情况而对重罪嫌疑人开

枪以防止脱逃,在宪法上并不合理①。 之后美国部

分州逐渐有废弃普通法规则的趋势,转而改采《模

范刑法典》规定的模式,除要求为逮捕重罪外,还要

求同时“逮捕者相信该犯罪涉及使用或者威胁使用

致命强制力,或如迟延逮捕,该人将造成死亡或重

大人身伤害之实质风险”②。 日本《警察职务执行

法》对于使用武器虽然看似规定宽松,甚至不限制

犯罪性质而肯定对脱逃犯的用枪权,但是该法第 7

条第 1 项和第 2 项加入了“警察有相当理由足以相

信无其他手段可以防止”的要求。 而从日本法院对

警察用枪支的判决而论,亦倾向仅支持警察于防卫

生命之情形用枪,而对逮捕脱逃重罪犯的用枪则持

否定立场。 由此启迪我们思考,对于不危及警察或

第三人人身安全的单纯脱逃行为,警察用枪究竟有

无正当性? 其二,《修订草案稿》对于暴力袭警的武

器使用仅限于“危及人民警察生命安全的”也与域

外不完全相同。 如前述美国《模范刑法典》除防卫

生命型武器使用外,还肯定对存在“重大人身伤害

之实质风险”者可使用致命强制力。 实际上,紧急

情况下警察很难对袭警行为是否会危及生命做出

准确判断,适当放宽至包括重伤在内的即时威胁场

合,更加符合司法实际所需。

三是不得使用和停止使用武器情形范围过窄。

《修订草案稿》第 32 条和第 33 条对原法规定的不

得使用和停止使用武器情形基本予以保留,仅稍作

修改,从其限制武器使用的角度看主要涉及特殊对

象(怀孕妇女、儿童)、场合(人员聚集和危险物品场

所)和目的实现(停止违法犯罪、丧失侵犯逃跑能

力)。 然而,不能使用枪支的情形远不止于此。 对

比 1999 年《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第 22

条,其规定警察在下列情形下亦不得使用枪支:“第

一,处理一般治安案件、群众上访事件和调解民事

纠纷;第二,在人群聚集的繁华地段、集贸市场、公

共娱乐及易燃易爆场所;第三,在巡逻、盘查可疑人

员未遇暴力抗拒和暴力袭击时;第四,从事大型集

会保卫工作时;第五,在疏导道路交通和查处交通

违章时;第六,与他人发生个人纠纷时;第七,使用

枪支可能引起严重后果时。”可见在肯定列举与否

定列举夹缝中还存在诸多情形,其能否使用武器按

《修订草案稿》也可能无法判断。 《修订草案稿》中

另一突出变化是将原先作为特殊场所不得使用武

器之例外的“将发生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除外”同

时也适用于特殊对象的适用例外。 而这一修改与

其他国家的做法亦有不同。 德国《联邦与各邦统一

警察法标准草案》第 41 条是将“使用射击武器为唯

一排除目前生命及身体危险之方法者”作为例外,

美国《洛杉矶警察手册》则将“警察本人或第三人的

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 排除在不得使用武器之

外[18] ,二者共性在于都只以生命安全为标准,对不

得使用武器的例外控制更加严格。 例外意味着可

以使用武器,而仅在可能造成更严重危害后果时就

可以使用武器,显然与体现武器使用基本原则的

《修订草案稿》第 31 条存在冲突。

四是可直接使用武器的规定与不得使用武器

的规定不够协调。 首先,对武器使用的场所的要求

不同。 例如:对于危及公共安全、人身安全且拒不

听从人民警察停车指令的车辆,《修订草案稿》规定

可以直接使用武器,然而行进车辆也可能处在人员

聚集场所,此时是否又属于不得使用武器的情形之

一呢? 这似乎是一个疑问。 而有些国家如美国,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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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原则上被禁止从运动中的车辆或对运动中的车

辆开枪射击①。 此种情形下直接使用武器规定的合

理性就有待考证。 其次,武器使用的具体方式不

同。 对此,我国历来不做明确规定,似乎只要符合

法定条件,无论采用何种用枪方法、射击何种部位

都是允许的。 但是,域外法律规定和实践都对武器

使用持极为慎重的态度,如德国实践中要求必须瞄

准目标的非躯干部位射击。 这就促使我们思考,法
律上应否对警察使用武器的具体方式等也作出规

定呢? 倘若需要,是明确具体部位还是作出一般性

的规定更为可行呢? 再次,使用武器前应履行程序

的不一致。 警告几乎是大多数国家规定的枪支使

用的必经程序,但是警告有口头警告和鸣枪警告之

分,不同国家对此规定并不一致。 我国无论是现行

《人民警察法》还是《修订草案稿》都笼统规定为

“警告”,实践中基层民警多认为这一“警告”指的是

“鸣枪示警”②。 俄罗斯、日本、越南等国家则明确授

权鸣枪示警,如《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警察法》
第 20 条规定:“人民警察干部、战士只能在阻止或

鸣枪报警之后开枪,紧急情况除外。”而英美国家则

多持相反态度。 美国执法机关用枪规范均禁止或

不鼓励警察鸣枪警告,如新泽西州警察使用武力咨

询委员会 2000 年《总检察长的强制力使用政策》中
就规定警察不能为警告而开枪③。 可见,“警告”的

含义如何,立法尚需进一步明确。
(四)规范完善方向:权力边界的合理设置

以上分析充分暴露出由于立法的模糊、粗疏和

有失协调,可能导致警察权力行使的边界仍然不

清,法律只有进一步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做出合理

规定,才能降低对警察执法的质疑。
第一,立法模式上应采用“概括授权+肯定列举

+否定排除列举”的方式,从宏观上明确警察使用武

器的边界,并为警察权力行使的情形作出避免挂万

漏一的规定。 如前所述,结构性规范若有缺漏而导

致功能不足时,应由概括条款承继并弥缝之,以发

挥规范完整功能。 故首先应用概括条款授权警察

在特定情形下可以使用武器,此时的重点是明确警

察使用武器的前提和原则。 笔者认为,就前提而

言,目的的正当性是必须要强调的。 如果只是为了

在案件中使犯罪人屈服以制止违法犯罪,那么警察

有多种执法手段可以采取,所以使用武器的目的一

定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治安秩序

或者人身、财产的重大安全。 此外有三个原则必须

遵循:首先是防卫生命或人身重大安全原则,即必

须犯罪行为使得自身或他人的生命或重大人身安

全受到威胁时才能动用武器。 这是法益衡量的必

然结论,因为警枪权限之发动,必须是针对一种值

得用枪对付之法益破坏行为始具有正当性[19] 。 其

次是必要性原则。 事实上第一项原则也是必要性

的应有之义,但是除了强调此项外,由于司法实践

中警察遇到的犯罪情景各不相同,并不是存在人身

伤亡风险选择武器使用就一定合适,所以还应当加

入“警察有相当理由认为必要”这一要件。 再次则

是有效制止原则,即警察使用武器以有效制止犯罪

行为为限,这也是比例原则之权力行使适度的现实

化要求。 由此,警察需合理判断使用武器的行为是

否在合理限度内。 通常而言,警察使用武器只要能

够制止违法犯罪即可,应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故不能认为警察用枪的唯一目标就是射杀犯

罪人。 警察使用武器还应配合以刑法中正当防卫

的规定作为行为限度的具体判断标准,我国《刑法》
的细致规定保证了防卫限度审查的层次性和认定

上的客观性[20] 。 因此,以正当防卫限度作为警察使

用武器的限度标准更有利于确保警察使用武器的

权力。 如此亦无须再为武器使用的部位是否应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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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如美国纽约州警察局就做了明确指引,详情可参见:James
 

P.
 

O’Neill.
 

2015
 

Annual
 

Firearms
 

Discharge
 

Report
 

[EB / OL]. (2016
-10 - 01) [ 2018 - 08 - 15 ].

 

https: / / www1. nyc. gov / assets / nypd /
downloads / pdf / analysis _ and _ planning / firearms - discharge / annual -
firearms-discharge-2015. pdf.

认为警告指鸣枪警告的法律依据由来于 1990 年国务院

《看守所条例》第 18 条第 2 款规定,“需要开枪射击时,除遇到特别

紧急的情况外,应当先鸣枪警告”。 (参见:余凌云. 警察使用枪支之

程序研究[J]. 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公安学刊),2002(2):
74-78. )

具体文件参见:New
 

Jersey
 

Use
 

of
 

Force
 

Advisory
 

Committee.
 

Use
 

of
 

Force:
 

Attorney
 

General’ s
 

Use
 

of
 

Force
 

Policy[Z]. New
 

Jersey
 

Use
 

of
 

Force
 

Advisory
 

Committee
 

,2000:6.



出明确规定费尽思量。
综上,可将《修订草案稿》第 35 条“警械武器使

用必要限度原则”的内容作为统领武器使用的基本

情形规定:“人民警察为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
社会治安秩序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在犯罪行为危

及自身或他人的生命或重大人身安全而有相当理

由认为必要时,可在正当防卫限度内,视犯罪行为

和违法犯罪人的危险性质、程度和紧迫性等具体情

况使用武器。”其下再进行肯定例示性列举。 而为

避免遗漏,应最后增补一项堵截式条款:“其他严重

危及生命和重大人身安全的情形。”同理,不得使用

武器之情形亦有必要做兜底性之规定。
第二,完善武器使用之情形的规定,明确是否

有必要允许为抓获、逮捕重罪犯罪嫌疑人而对其中

脱逃之人使用武器。 如果单纯只是为了制止脱逃,
则这种对于人的射击与武器使用的一般原则并不

相符;况且只要使用武器,即使是朝非致命部位如

腿部射击,都有可能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如因动

脉血管破裂而有致命之虞,而死亡风险发生了,刑
事追诉亦将无法实现[21] ,因而这种武器使用情形很

难合法化。 但是出于预防性观点的考虑,如果拒捕

脱逃者携带有危险物品如武器、爆炸物等,或在过

程中挟持了人质从而严重危及生命和人身安全,则
对其使用武器就是正当的。 因此《修订草案稿》应

在“拒捕、逃跑”后补充“且严重危及警察或他人生

命和人身安全”的要件。
第三,协调警察武器使用相关规定的冲突。 针

对不得使用武器情形与可以使用武器情形的冲突,
应将可以使用武器的例外规定为“但严重危及警察

自身及他人人身安全的除外”。 而针对直接使用武

器与不得使用武器情形的冲突,笔者建议应当规定

警察一般不应向行进中的车辆,或向行进中车辆的

司机或乘客开枪,除非有充足理由相信存在对警察

或他人造成死亡或重伤的即时危险,而且当时无其

他可以阻止或消除危险的有效手段。 由此并非完

全排除警察对行进中车辆开枪的权力,而是强调对

于此种情形下的武器使用必须特别慎重,原因在

于:此时的命中率较低,有可能伤及无辜人员,如击

中车内的无辜乘客;无实证研究表明击中轮胎就能

立即阻止车辆行进,即使击中犯罪嫌疑人也往往无

法使汽车停下;而无论是击中车辆还是击中开车的

犯罪嫌疑人,都可能造成汽车的失控,进而造成更

为严重的后果。 但是如果嫌疑人驾车撞向警察,或
在道路上横冲直撞,危及公共安全,则此时就符合

了防卫生命和重大人身安全的规则,警察出于自卫

和保护他人即可使用武器。
第四,将使用武器之方法部位的选择权交由警

察裁量而不在法律中作明文规定。 因为如果要求

警察在面临急迫状况仍优先射击非致命部位,由于

实践中警察使用武器精准性无法确保,反而会置警

察或他人于死亡或重大伤害的风险之中。 法律不

应该将严重暴力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保护凌驾于警

察或无辜第三人的保护之上,让其他人冒巨大风

险。 且如前述,非致命性射击的概念本就不当,因
此在明确一般原则后对具体如何使用武器应留给

警察足够的弹性应变空间,而不宜过度限缩警察的

自由裁量权。 通常只要是立法允许的射击,即便警

察误击而引发非故意的致命伤害,其使用武器行为

的合法性也不会丧失。 但是警察必须始终牢记,使
用武器的目的不在于消灭或射杀犯罪嫌疑人,否则

即与警察执行死刑无异,这不仅逾越警察用枪的权

限范围[22] ,更从根本推翻刑事程序上无罪推定的

法理[23] 。
最后,规范使用武器的程序,明确规定以“口头

警告”为原则,而将鸣枪警告纳入使用武器的范畴。
为解决“警告”的语焉不详问题,有必要权衡鸣枪警

告利弊并审视其法律性质。 对于逐渐异化成警察

开枪必经程序的“鸣枪警告”,有学者将其归因于警

察固有的职业习惯和避免事后无法举证“警告”的

担忧等因素[24] 。 但是这些理由并不充分。 事实上

只要鸣枪就能“显著增加执法活动的危险性” [25] ,
比如跳弹可能误伤他人,即使对空鸣枪,失去动能

的弹头落下也可能击中无辜人员;还有可能使当事

人误认为警方开始攻击而用武力进行反击,甚至在

紧张复杂的现场误导其他警察认为是嫌疑人开枪

袭警进而做出错误反应。 从实际情况看,鸣枪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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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易使犯罪嫌疑人以为警察暂时不会直接开枪,造
成有额外时间以武器攻击警察或他人的反效果。
所以有些国家将“警告”与“警告性射击”严格区

分[26] 。 笔者认为,“警告性射击”或许更能反映“鸣
枪警告”的本质,因此,鸣枪警告的适用时机应当是

满足武器使用的条件,而作为武器适用前置程序的

警告应当限于“口头警告”,当然有原则必有例外,
《修订草案稿》考虑实际情况规定了“来不及警告”
和“警告后可能导致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两种情

况,避免了诸如持械人对人民警察或其他公民突然

发动危及生命的袭击时,警察使用武器仍需口头警

告的不合理现象,值得赞许。 至于鸣枪警告,只要

符合开枪的条件,在实际朝当事人开枪之前,警察

可以斟酌案发现场的具体情形裁量使用,如此既能

够充分发挥鸣枪的威慑效果,又能够将鸣枪警告的

不利后果降至最低。

　 　 四、结语

　 　 以上笔者以武器使用为侧重点探讨了如何规

范警察权力行使,并建议进一步完善《人民警察法》
的相关条款。 不同的警察执法手段强制性存在差

异,故立法形成了一种“连续强制力”的规范体系,
以对应处理嫌疑人危害程度由低到高的各种违法

犯罪行为或抗拒行为。 当前,我们正处在重大转型

期,社会失范现象较为突出。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

下,《人民警察法》的修改应在遵循法律原则基础

上,廓清警察权力的性质和种类,建构起符合比例

原则、统一有序且便于操作的警察权力行使法律规

范体系,在警察权益保护、公民权利保障与社会治

安维护、制止违法犯罪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从而

最终实现警察法的任务。 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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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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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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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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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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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ure
 

Law.
 

As
 

to
 

the
 

limits
 

of
 

the
 

policemen’s
 

exercising
 

right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ystem
 

of
 

continuous
 

coercive
 

force
 

which
 

is
 

conforming
 

to
 

proper
 

proportion,
 

coordinate,
 

and
 

feasible.
 

As
 

to
 

the
 

terms
 

concerning
 

the
 

use
 

of
 

weapons
 

in
 

the
 

Law
 

of
 

Police,
 

they
 

shall
 

be
 

improved
 

from
 

the
 

following
 

perspectives,
 

namely,
 

legislation
 

model,
 

law
 

enforcement
 

situation
 

and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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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彩霞:警察权力行使规范的反思———以《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稿)中有关武器使用的条款为侧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