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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民事证人出庭制度的思考
—议证人出庭奖励制度
——
□ 李曼佳
［摘 要］目前我国民事诉讼司法活动中，暴露出对证人保护制度的忽视，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恶果。
本文针对目前不甚理想的证人出庭现象，
提出证人出庭奖励制度，并对此制度的具体实施与相关辅助措施提出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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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制度设立的背景
目前，
我国民事证人制度现状可集中归纳为
“三低”
：
出庭率
可信度低、
证人证言采信率低。
这种现状不仅影响到证人证言
低、
的运用及采纳，
导致证人证言在民事诉讼中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对当事人而言，
这种状况使得原本就十分有限的证据资源显
得愈发匮乏，
影响了正当诉讼请求的实现；
对司法机关而言，
则是
徒增了法官查证的负担，
影响了案件事实的认定，
降低了诉讼效
率和办案质量。造成
“三低”
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民事诉讼法》第 70 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
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即便如此，
法律并未规定对有关
公民或单位在违反这一法定义务时应负的法律后果。有些证
人虽然知道自己负有作证之义务，但亦知道保持缄默也不触
犯法律。这一立法漏洞就给“三低”现象大开方便之门。
2.国人仍然承袭了较为保守的观念，中庸的意识思维根
深蒂固，从而导致了目前社会普遍存在的
“厌诉”心态。从现今
的社会环境来看，证人拒证也是一种迫于现实的自保策略。关
系网、人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加之
证人与当事人之间是亲戚、同事、邻居、朋友或利害关系人的
情况随处可见，出于明哲保身、以和为贵的传统观念，又碍于
情面，证人大都不愿意得罪其中的任何一方而出庭作证。因
此，在接到人民法院出庭通知时，证人一般采取躲避不及、尽
可能置身事外的消极态度应对。即使被迫出庭作证，
也只是无
关痛痒地陈述，对关键事实采取回避态度。
3.人员的执法思想出现偏差。在实践中相当普遍的情况
是司法工作人员怀着怕麻烦、图省事的思想，
特别是在证人较
多的情况下，通知难度大，庭审过程也较复杂，于是尽可能地
避免证人出庭，以求用这样的方式提高庭审效率，
节省司法资
源。在实践中也存在着审判人员错误地认为证人证言已经在
卷宗中得以体现，证人出庭作证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这样的认
识。所以，在执行证据规则中有关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时，审
批人员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只是机械地按照法律的规定程
序通知证人出庭，至于证人是否出庭，存在何种实际困难，均
不予以理会。
二、
证人出庭奖励制度的实施构想
(一) 奖励数额的确定
奖励数额的确定是一项极为具有技术性和专业性的工

作，现仅凭自己浅薄的学识，
提出以下构想。
设立证人出庭奖励制度的目的在于激发其作证的积极
性，贯彻直接言词原则以求得公正之判决，
绝非策动或是鼓励
证人依靠出庭作证的行为谋得经济利益，所以奖励数额应当
设置得较为理性，若设置奖金数额过高，则有买椟还珠之嫌。
不仅如此，
奖金数额应该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或法院的裁定，若
由当事人与证人以协议的方式确定，
似有贿买证人的嫌疑。
根据诉讼标的的性质和内容，
诉可以分为给付之诉、
确认之
诉和形成之诉。针对不同的诉讼类型，
奖金的设置也有所不同。
第一，针对给付之诉，首先应当确定诉讼标的额的下限，
换言之，只有超过确定的诉讼标的额下限的诉讼案件方能够
实行奖励制度，
低于者则不适用奖励制度。
原告所主张的给付若是金钱给付，其标的额的确定能够
通过起诉状轻而易举得知，不复赘言。如果原告主张的是物之
给付，法院可根据行业价格、市场价格等对物进行估价，或是
由原告或是被告任意一方向法院提交由专业机构做出估价结
果，法院以此作为估价的参考依据，
继而确定物的价值。至于
行为给付，由于其作为或是不作为不能通过简单的估价以确
定其价值，
故行为给付不置于此类别中进行讨论，
其具体操作
方式可以参照确认之诉、
形成之诉的方式进行。
诉讼标的额的下限的确定应当根据各地区不同的经济发
各地区可以针对其特定的经济水
展水平予以区别对待。因此，
平、
综合考虑证人出庭的实际情况以及本地居民的道德程度，
制定不同标准的启动奖励制度的诉讼标的额下限。
其次，证人出庭奖金数额可参考诉讼标的额加以确定，
笔
者建议采用
“累进奖金法”
。
“累进奖金法”
的具体实施可以参考
“超额累进税率”
，
地方可以根
目前我国已经对个人所得实行的
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方案。笔者认为，
奖励比例的
上限应保持在 15%左右，
若比例制定的过高，
则不符合公平原
导致证人出庭费用畸高，
地方应设定
则。若标的数额十分巨大，
证人出庭奖金的最高限额，
保证诉讼的公正性和非功利性。
第二，
针对确认之诉，
奖金数额应当由法院加以确定。
在司法实践中，原告主张存在或是不存在的法律关系或
是法律事实纷繁复杂，
无法根据既定的标准进行简单的规定，
因此法官可以发挥其自由裁量权，
理性地确定奖金数额。在实
际操作中，
确认婚姻关系是否成立、确认收养关系是否成立等
一系列涉及人身关系的确定判决与社会之公序良俗有极为密
切的联系，证人出庭奖励的制度在此类案件上的适用难以洗
脱其功利之嫌，
但权衡社会公益，
奖金制度的设立仍尤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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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可以根据案件性质、对社
会公益的影响程度、社会影响力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确定证
人出庭作证的奖金数额。
第三，针对形成之诉，由于其存在与确认之诉类似的特
性，实际情况复杂，涉及公益的情况不在少数，因此可以参考
确认之诉的处理方式适用证人出庭奖励制度。
（二）奖励对象的确定
证人在法庭中陈述的内容有直接性和主观性的特征，所
以证言的可采度参差不齐。在司法实践中，
证人做伪证的现象
也屡见不鲜，一个案件可能有不止一个证人出庭，每一个证人
都要求得到奖金显然于理不和，
故而在奖励方面，对证人亦需
笔者认为奖励对
要区分对待，以达到最为公平的结果。对此，
象应仅限于胜诉方所提供的证人。不仅如此，在胜诉方提供的
证人中，其证言被法官采信者，
才有资格获得奖金。若胜诉方
提供之证人为两人或两人以上，
奖金在其间平均分配。而对于
败诉方所提供之证人，由于其证言未被法官采信或是其可采
度低，对诉讼未有直接贡献，故而不应成为奖励制度的主体，
其仅有权获得补偿费用而无权获得出庭作证奖金。
（三）奖金承担主体的确定
胜诉方提供之证人出庭的奖金费用，原则上由胜诉方和
双方各负担 50%，法院可根据
败诉方共同承担。一般情况下，
证言的证明力等对此比例再进行调整。
对此，笔者认为，从诉讼的角度出发，若由败诉方完全承
担胜诉方提供证人之奖励费用，对败诉方而言，未免是一项
过分苛责的负担，也不利其积极履行奖金费用的给付。胜诉
方的权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侵害且背负讼累，提供证人完全
是一个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之举，若由胜诉方单独承担其提供
证人之奖金费用，于理不和。况且，证人最终维护的是胜诉
方的利益，故胜诉方亦有正当理由给予其一定数额的报酬。
因此，双方共同承担胜诉方的奖金费用是较为合理的一种折
中举措。
三．配套制度的制定与完善
（一）继续完善对证人的经济补偿制度
证人出庭奖励制度的建立与证人经济补偿制度是互补
的，两者并行不悖。证人经济补偿制度针对的是证人因出庭作
证遭受的直接损失，具体包括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等，而奖
励制度当然为了鼓励证人出庭作证尤其是针对提供重要线索
帮助查实案件的证人可以给予一定的奖励。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第 54 条第 3 款规定，证人因出
庭作证而支付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
付，
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此规定却无法
解决无奈的现实：
法院判决书中几乎不涉及这方面费用的支付
问题，
法院实际也很少过问证人费用的负担。证人出庭奖励制
度是建立在证人经济补偿制度之上的，
如果补偿制度都无法有
效实施，
那么奖励制度显然就变作一纸空文，
不切实际。按照上
文的构想，
胜诉方提供的证人除了获得弥补其直接损失的补偿
金之外，还能够获得奖金，
这对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有
非常有效的促进作用。
（二）健全伪证制裁制度
证人出庭奖励制度带来的隐忧之一在于：当事人为了求
得对己有利的判决而请求证人出庭做出不客观的证言，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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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证言被法官采信，
最终此方当事人胜诉，证人就能够获得
奖金。毫无疑问地，
这种在金钱上的利益诱惑从而为伪证的大
量滋生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温床。
纵观各国立法实践，其中都对伪证现象进行了有力的惩
治。例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 339 条规定，
已经宣誓的当事人
进行虚伪陈述可对其处以 10 万元以下罚款。我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零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
干规定》第八十条都对伪证行为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但存在对
伪证的形式的列举过于简单，并未针对具体的情形作出具体
的规定，而且对伪证制裁的形式仅罚款和拘留两种形式也存
在操作性小，
警示力不强的缺陷。
笔者认为，法律法规应该对伪证罪作出更为细致的规
定，加大对作伪证者的打击力度。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
依情形使作伪证者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在民
事案件中，因伪证而导致法官做出错误裁判的，伪证者需承
担连带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者，还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
任等。[1](P222)
建立证人出庭奖励制度的同时，对伪证者建立信用档案
也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式。欧美等发达国家建立信用档案制
度已经有一段时间，人们惧其严重的后果而对信用表现出尤
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优质制度。
为谨慎的态度。所以，
针对我国的现状，想要在短期之内建立这样的制度尚存
在较大的难度，但是这仍是一个可以在根本上解决伪证问题
的举措之一。从道德方面让不讲诚信者付出高额成本，
从而建
立起有效的社会监督体制。一旦把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有机
地结合在一起，作伪证的现象必然会急剧下降。
（三）健全证人权益保障制度
解决证人“出庭难”问题，必须建立证人出庭的权益保障
机制，此所谓“强迫证人作证的法律有责任保护证人免遭报
复”[2](P26) 法律法规应防止证人及其亲属受到他人侵害或遭受
司法机关的不当诉讼。如果法律对证人的保护不力，
证人因作
“波及效应”，证人畏于被报复的
证而受到伤害，极易产生一种
恐慌心态，
导致社会上越来越少人愿意出庭作证，从而增大了
证人作证的难度，
司法欲寻求公正判决的难度亦增大。
目前，
我国诉讼法对证人的保护措施还很欠缺，落实也不
到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02 条对此也进行了一定的法律规
范，规定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对证人进行诽谤、诬陷、殴打或
打击报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
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条款对证人的司法保护作
了一般的规定，但仍缺乏对证人近亲属的法律保护，无法完全
地免除证人作证的后顾之忧。因此，
笔者认为，今后不仅要严
厉惩处打击报复证人的侵害人，还必须建立一套保护证人的
系统性、预防性的制度。进一步完善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法律
保护制度，另一方面也要制定相应的法律规定来追究司法机
关工作人员在保护证人方面的渎职行为，以强化其保护证人
的司法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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