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幕展现宪法诉愿的受理过程。 

 

注：此为三名法官合议场景。依次为殷怡、谭秋婕、段宇瑛。书记员为王瑞川。 

宪法法院共有 16名法官，每年要面对 5000件以上的宪法诉愿申请，实际被

受理的诉愿寥寥无几，所以宪法诉愿能否被受理被称为博彩游戏，要经过程序簿

登记、3 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审判庭决定等重重关卡。 

为让同学了解宪法诉愿整体流程，此处特别设计了这个真实庭审中没有的受

理过程。诉愿人向书记员提交了宪法诉愿申请，经书记员登记于程序登记簿后提

交给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三名法官从诉愿人的资格与期限、诉愿标的、诉愿

权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最后合议庭达成一致裁决——受理航空安全法案一案。 

第二幕是言词审理。 

八名法官头戴红帽、身着红袍，在首席法官的带领下缓缓步入法庭，待首席

法官脱帽坐下后，余人依序脱帽就坐。 



 

注：此为法官入场时着装。依次为殷怡、段宇瑛、龚春雨、马梦莹、文劲（首席法官）、谢

新辉、宋广丽、谭秋婕。 

 

 

首席法官首先进行点名，被点名者需起立并点头示意。首先是诉愿人方，其

次诉愿当事人方、诉愿参与人方。主要有：诉愿人 Lu Brandner 布兰蒂娜•陈晶

露，诉愿人之代理人汉堡大学法学教师 Bei Curie 居里•孙荣北，诉愿人之代理

人德国法合联合律所律师 Wei Clemens 克莱门斯•符燎巍；诉愿当事人方代表德



国联邦政府高级公务员 Zai Ludwig 路德维希•陈赞再，德国参议院议员 Lin Von 

Metzger 冯•梅茨格•石林；诉愿参与人方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联合代表 Ning 

Judith 尤迪特•穆宝宁，德国武装力量联盟代表 Yang von Lübke 冯•吕博克•陆

洋，驾驶员联盟和空乘联盟联合代表 Qun Hannah Arendt 汉娜•阿伦特•张群，

德国球迷协会代表 施密特·徐婷。 

点名后，首席法官依照惯例对该案进行了简单介绍：本次案件名称为航空安

全法案，主要争议为航空安全法第 14 条第 3 款授权国防部长负责下令击落被恐

怖分子劫持的民航飞机，是否因违反基本法而无效。 

随后，首席法官请诉愿人发表诉愿理由。 

 

注：此为诉愿人发表诉愿理由。依次为孙荣北、符燎巍、陈晶露。 

诉愿人首先论证了该宪法诉愿的可受理性，认为诉愿人的基本权利将会因

《航空安全法》的规定而直接受到损害。诉愿人同时认为该宪法诉愿是可证立的，

因为《航空安全法》的规定不可避免地侵犯了《德国基本法》第 1条第 1款规定

的人性尊严及第 2条第 1款第 1句规定的生命权的保护范围。国家不能以《德国

基本法》第 1条第 1款里的保护义务而为《航空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辩护，因为

对多数人的保护不能以故意杀害少数人为代价；而《德国基本法》第 2 条第 2

款第 3句为生命权所设定的法律保留也不能成为《航空安全法》合宪的理由，因

为《德国基本法》第 19 条第 2 款规定的基本权利实质内容绝不受伤害，同样禁

止以故意的身体灭绝为手段而对生命权施加侵犯。 



诉愿人同时主张，《航空安全法》规定“动用军队”同时违反了《德国基本

法》第 87条之一。据《德国基本法》第 87 条之一，军队只能用于国防目的，国

防之外的军队使用，必须由《德国基本法》的明确规定所允许。恐怖分子劫机显

然不属于国防，因此《航空安全法》不符合《德国基本法》第 87条之一。 

同时，《航空安全法》也不符合《德国基本法》第 35 条第 2款及第 3款，因

为在《德国基本法》中，动用军队并不在相应州政府的责任范围内，也不在州法

的基础上，而是根据联邦法律的规定。根据所有州的警察法，以杀害无辜者为手

段所实现的国家保护义务都是被禁止的，这个禁令不能通过联邦立法者以公务辅

助如《航空安全法》第 13 条第 1 款的形式或者通过赋予联邦国防部长相应权限

的方式加以规避。诉愿人最后认为，航空安全法是需要联邦参议院同意才能通过

的法律。 

诉愿人发表完诉愿理由后，诉愿当事人德国联邦政府代表发表意见如下： 

《航空安全法》依据《基本法》制定、颁布，具有立法权限，立法程序合法、

有效。首先，根据《基本法》第 73 条第 6 款，联邦在“航空交通”领域享有专

属立法权，《航空安全法》及其规制的劫持航空器行为均属于“航空交通”领域，

故，联邦政府制定的《航空安全法》具有合法的权限来源。其次，《航空安全法》

尊重人性尊严和生命权。《航空安全法》的存在，绝非如纳粹法律，意在侵犯生

命权，它是在特别不幸的重大灾难中提供法律框架，寻求某种手段降低损失，维

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自由、秩序与和平。盲目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将基本权利

奉为无上原则，而不考虑任何具体情况和灾难性后果，是智力上的懒惰和不负责

任。 



 

注：此处为诉愿当事人德国联邦政府代表发表意见。陈赞再。 

联邦参议院代表发表意见如下： 

就形式争议，参议院认为争议条款的宪法基础是基本法第 35 条第 3 款。人

为事件符合在 35 条第 3 款里的“重大不幸事件”的定义。另外，不幸事件也不

必已经发生，即将发生已足够。在航空安全法涉及的案件中，不仅仅一个州的领

土被危及。联邦领土在一架商业飞机高速航行的航程范围内变得很小，飞机必将

跨越数个州的范围。所以，争议条款的宪法基础应该是规定了跨州重大不幸事件

的基本法 35 条第 3 款，而不是仅涉及一州领域内的重大不幸事件的 35 条第 2

款。 

在实体上，航空安全法并没有违反基本法所保护的人格尊严。国家没有剥夺

乘客的人格尊严并使他们成为客体，真正剥夺乘客人格尊严的是劫机者。他们不

仅要剥夺乘客的生命，而且要利用乘客作为工具杀害更多的人。在这个意义上，

乘客的人格尊严已经被劫机者剥夺，而航空安全法只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被动反

应。航空安全法并没有否认人作为主体的价值，而仅仅是为一种极端的情形提供

了一种解决方案。 

其次，航空安全法也没有侵犯相关人的生命权。虽然被劫持飞机的机组成员、

乘客、劫机者的基本权利生命权被以一种最严重的方式侵犯了，但这是合宪的，



基本法第 2条第 2款明确规定法律可以对此项基本权利予以干涉。航空安全法便

是以法律的形式对基本法第二条规定的生命权的一种合宪干涉。问题的关键在于，

航空安全法第 14 条第 3 款的做法是否只有在极端情况才会发生。这个问题可以

得到肯定的回答。在人口稠密地域相对狭小的德国，除了提前击落被劫持飞机，

几乎没有防范现实危险的其他选择。 

再次，航空安全法也未违反基本法第 19 条第 2 款，根据航空安全法，只有

在符合严格的条件的前提下才可以对权利加以侵害。因此只有能在很大程度上确

定，唯有击落飞机才能防止重大不幸，被劫持飞机才是可以被击落的。 

自 911以来，恐怖活动日渐猖獗，各国的立法者都面临选择，是固守成规还

是应对新形势做出改变。立法者已经做出了唯一的选择——立法使负责人的行为

和结果合法化，尽管这可能是在用一种错误来阻止一种更大的危机。因此，航空

安全法第 14 条第 3 款赋予了国防部长和执行士兵击落被劫持飞机的行为以正当

化事由。 

 

注：此处为诉愿当事人联邦参议院代表发表意见。石林。 

随后本案的诉愿参与人方轮流发表了意见。 

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政府支持诉愿人，表达意见如下：首先，航空安全法第

14条第 3款的立法权来源是第 35条第 2款和第 3款，而非联邦政府主张其立法



权依据是基本法第 73条第 1项、第 6项。第二，航空安全法第 14条第 3款规定

的军队可直接动用武器的规定超出了基本法第 35 条第 2 款第 2 句的授权权限。

第三，航空安全法第 13条第 2、3款均授权国防部长在特定情况下可以独立做出

决定，这显然与基本法动用军队只能由联邦政府授权不符。 

 

注：此为诉愿参与人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联合代表发表意见。穆宝宁。 

德国武装力量联盟代表发表意见支持诉愿人，并认为航空安全法第 13 条至

第 15 条的规定与国家军事防御无关，而是涉及警察职能。联邦武装力量缺乏授

权基础执行此功能。另一个问题涉及法律用语的清楚与确定原则。条文中没有准

确的提及判断双方生命的标准。对于执行任务的士兵，这会导致其在遵守命令和

个人道德感之间的严重冲突，也缺乏清晰免除士兵责任的条款，使之可能遭遇法

院的调查程序和民事索赔。 



 

注：此为诉愿参与人德国武装力量联盟发表意见。陆洋。 

驾驶员联盟和独立空乘组织联合代表表示支持诉愿人，并提出：在实际情况

中，地面相关机构会很难获得准确信息来判断《航空安全法》第 14 条第 3 款规

定击落飞机的前提条件是否满足，存在很大的误判风险。  



 

注：此为诉愿参与人驾驶员联盟和独立空乘组织联合代表发表意见。张群。 

德国球迷协会代表发表了支持联邦政府和参议院的诉愿意见。 



 

注：此为诉愿参与人德国球迷协会代表发表意见。徐婷。 

在言词辩论中，首席法官首先根据上述各方发言总结了争议焦点如下：形式

上，新《航空安全法》第 14 条第 3 款是否符合《基本法》第 35 条、第 73 条、

第 87 条中确立的宪法框架；内容上是否侵犯《基本法》第 1 条、第 2 条对人格

尊严、生命权的保护。 

随后，首席法官引导双方按照形式、实体两方面争议依次有序展开辩论。 

首先是有关形式方面争议： 

第一，关于《航空安全法》的立法权来源，诉愿人方认为其立法来源为基本

法第 35 条第 2、3 款。根据基本法第 87 条，联邦动用军队出于国防目的之外的

目的要有基本法的明确授权，本案涉及基本法第 35 条第 2 款及第 3 款的规定。

《航空安全法》第 14 条第 3 款规定于第三部分“武装力量支持和行政协助”。

因此，其第 13 至 15条所规定的“动用军队”是军队在防范危险及对各州警察进



行援助的框架内对各州提供帮助。联邦在动用军队方面的立法权限来自于基本法

第 35条“为克服地域性或者跨地域性的严重不幸”。 

诉愿当事人方认为根据《联邦基本法》第 73 条规定了联邦专属立法权，第

1款规定，联邦对“外交及国防，包括平民保护”享有专属立法权，根据第 6款，

联邦在“航空运输”领域享有专属立法权，《航空安全法》及其规制的劫持航空

器行为均属于“航空运输”领域，故联邦政府制定的《航空安全法》具有合法的

权限来源。 

第二，涉及到基本法第 35 条是否限制了军队只能作为警察力量参与重大不

幸援助。 

诉愿方认为根据基本法第 35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的规定，军队在防止不幸事

件发生方面，只起到“辅助”作用，仅限于警察力量的武器范围内，不能使用特

殊的军事武装。《航空安全法》第 14 条第 3款的规定超出了基本法的授权。同时，

《航空安全法》第 14 条第 3 款也不属于基本法第 91 条和第 87 条之一第 4 款关

于联邦或州的存在以及自由民主秩序受到威胁的情况。因此动用武器是没有立法

根据的。 

诉愿当事人方认为从实质上来说，军队之所以要对警察进行援助，必定是因

为警察力量已经难以控制事态，需动用军队的人员及装备。如果军队援助不能动

用军事装备，则与警察无异。如果警察不能处置劫机事件，搬来的救兵又只能使

用警察装备，军队援助似无意义。 

第三，新航空安全法是否违反了基本法第 35条所要求的集体决策。 

诉愿人认为根据基本法第 35 条第 3 款的规定，在跨地区性的灾难紧急状态

中，动用军队必须只能由联邦政府授权。而联邦政府由联邦总理及联邦部长组成，

属于集体机构。而《航空安全法》规定对军队的使用可由国防部长单独决定，这

显然与基本法的规定不符。 

诉愿当事人认为:“联邦政府”一词的使用并不意味着集体决策。并非所有

国家事务都是由联邦政府集体决策的，事实上也是不必要、不可能的。《基本法》

第 65 条规定“联邦总理确定政策准则并对此承担责任。在该政策准则范围内，

联邦各部部长独立领导各自主管部门工作并承担责任。联邦国防部长对武装部队

拥有命令权和指挥权。”这一条已经清晰地说明，国防部长可以对武装部队的使



用作出个人决策。在劫持飞机的紧要关头，个人决策更能发挥其优势。 

在双方对形式上的争议再无异议后，首席法官引导双方开始就实质争议展开

辩论。 

第一，关于《新航空安全法》是否侵犯到人性尊严与生命权。诉愿人认为：

《航空安全法》第 14 条第 3 款侵犯了基本法第 1 条、第 2 条保护的人性尊严与

生命权。人的生命是作为基础性的宪制原则及最高宪法价值的人性尊严的本质基

础。人之为人均拥有此项尊严，并不论其特性、身体或精神状况、成就及社会地

位如何。国家应履行对人性尊严的尊重及保护义务，不得通过公权力剥夺人的主

体性质。在被劫持的客机中，无辜的机上人员不仅得不到国家的保护，反而国家

为了阻止袭击主动击落飞机罔顾他们的生命权与人性尊严。国家的此种行为明显

漠视机上人员的主体地位而将其作为保护其他人的纯粹客体，违反了基本法的规

定。 

诉愿当事人认为：《航空安全法》的存在，绝非如纳粹法律，意在侵犯生命

权，它是在特别不幸的重大灾难中提供法律框架，寻求某种手段降低损失，维护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自由、秩序与和平。事实上并非是政府，而是飞机上的歹徒

剥夺了乘客的人性尊严和生命权，政府只是被动反应。 

第二，是否可以通过法律保留来对特定情况下的生命权加以限制。 

诉愿人认为：生命权可以通过法律加以限制。但是，这样的限制需符合前提

条件。首先，限制必须符合法律保留形式上的要求。限制法案不得影响基本权利

的本质，也不能在任何其他方面与基本法相抵触。如前所述，联邦政府对生命权

的限制并没有明确的立法上的授权，因此构成违宪。从实质上而言，对生命权的

限制是有相当严格的标准的。原则上，法律只有对故意侵害生命的罪犯适用死刑。

而在本案中，显然，机组人员和乘客是无辜者，他们不仅不是故意侵害生命的罪

犯，恰恰相反，他们是需要被保护之人。在此情况下，生命权不应当受到限制。  

诉愿当事人认为：基本法已明确规定生命权是可以受到限制的。生命权是一

种极端重要的基本权利，但如果认为生命权是绝对的、至上的，则含有一种虚伪

和不切实际的成分。正如我们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剥夺罪犯的生命权。在飞机劫案

中，我们认为乘客的生命权本身已经受到了歹徒的极大限制，又已成为攻击武器

的一部分，此时政府可以为了国家共同福利，出于保护他人生命权的理由，而限



制机上乘客的生命权。 

第三，国家的保护义务是否可成为违宪阻却事由。 

诉愿人认为：《航空安全法》第 14条第 3款击落飞机的措施，其目的在于保

护地面上公民的生命。但是，国家也负有对无辜的机上人员予以保护的义务。同

时，履行国家保护义务所采取的手段，应当是与基本法相符的，不能侵害无辜人

员的生命权和人性尊严。因此，国家保护义务不能成为阻却违宪事由。  

诉愿当事人认为：国家的保护不可能是无限且必须有效的。乘客已置于歹徒

的绝对控制之下，国家已出动了警察和军队想尽各种办法试图对其保护，我们认

为国家对乘客已经尽到了保护义务。在没有办法的极端情况下，飞机即将坠毁或

爆炸，国家已无法对乘客进行保护，此时国家只能将保护的重心放在地面人员之

上。如果国家什么都不做，则是置地面人员的人性尊严和生命权而不顾，是通过

不作为的方式杀人；反之，国家采取行动，则至少保护了地面人员的人性尊严和

生命权。而且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即使国家什么都不做，机上乘客也将死亡。

在解救无望的情况下，飞机上的乘客难免一死，国家只能退而求其次将损失降至

最低 

第四，关于比例原则。诉愿人认为：航空安全法设置了所谓严格的使用前提，

但这样的条件的适用是不确定的。例如，什么情况下才能判断出使用武器是唯一

的方法呢？恐怕这也是通过不确定的信息来判定的。而且，当飞机上尚有无辜人

员时，基于此前提到的“不确定性”，航安法第 14条第 3 款是无法通过必要性之

检查的。或许恐怖分子可能已经被制服，或者这一信息可能是歹徒威胁之下的假

信息，或许还有其他同样有助于达成目的但侵害较小的方案。并且，依据禁止量

化原则，由于每个人都有其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因此生命与生命之间不得用量

化的方式加以衡量，以死亡人数的多寡来衡量击落措施是否合乎比例，明显是违

法禁止量化原则的。机上无辜人员的生命与建筑物内居民的生命是等值的，其价

值不能因为马上就要结束而有所贬损。 

诉愿当事人认为：依据“利益衡量原则”，相比于飞机上的乘客，地面上成

千上万人的生命，甚至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利益保护的天平已倾向于后者。根

据《航空安全法》第 14 条第 2 款的规定“从多种可能的措施中，应选择在预计

范围内可造成最低限度的措施”，该条款符合了比例原则当中的“必要性原则”。



当一架客机被劫持，如果对其警告、改变线路、紧逼、强迫降落、威胁使用武器

或者进行警告性的射击均不足以防止不幸事件的发生时，才可按第 14 条第 3 款

的规定直接使用武器。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符合“最小损害原则”。 

 

 注：言词辩论过程中，法官不时对双方当事人发问。文劲。 

在双方对实体争议无异议意见后，首席法官宣布言词辩论结束，休庭。 

十五分钟后，八名法官依照前此程序庄严入席并全体起立宣读判决，现场

屏幕上显示了该份形式上严格参照《联邦宪法法院法》的判决书，经过详细说理

论证，判决结果为《航空安全法》第 14 条第 3 款因与基本法第 1 条第 1 款、第

2条第 1 款、第 35条第 2款、第 35 条第 3款不符，因此无效并判决德国联邦共

和国赔偿诉愿人必要的支出。 

 



 

宣判后为同学提问环节，随后俞飞老师、郑永流老师发表了点评。 

俞飞老师对本次模拟法庭做了具体而生动的点评。他提到 9·11 事件后，各

国纷纷立法击落有恐怖袭击嫌疑的民用航空器，这对《国际民用航空公约》中不

得对民用航空器使用武器的原则性规定都提出了尖锐的挑战。1983年 8月 31 日

的大韩航空 007 航班被苏联击落,这起造成了 269 名乘客遇难的悲剧始终处于争

执与怀疑之中。而联邦宪法法院以其振聋发聩的判决表明，即使在反恐的局势下，

即使在国家面临最极端的例外状态时，人的尊严都不容抹杀。今天的模拟法庭是

很好的一课——每个人的人性尊严和生命权都值得尊重。 

郑永流教授则总结了本学期的宪法与宪法诉讼课。他谈到目前中国法学教育

重研究轻实务，与现实需求难以接轨。身为第一线教师，不能仅仅想着讲好课，

而应当身体力行推动法学教育改革，而宪法与宪法诉讼课上进行的多次模拟法庭，

即是一种尝试。他希望同学们能建言献策，一同推动中欧的课程体系建设，迈向

国际法律人才之路。 



 

注：郑永流教授点评。 

 

     注：郑永流教授、俞飞老师与本次模拟法庭全体同学合影。 

 

后记 

本次庭审模拟针对 2005 年 1 月 11 日通过的《航空安全法》而提起的第一次

宪法诉愿基本过程，完整地还原了该诉愿从受理登记、合议庭裁判、审判庭受理、

言辞审理和宣判的系列过程。然而，2006 年 1 月 15 日，宪法法院宣布《航空安



全法》相关条款违宪后，德国国内针对这一法律的争论远远没有停止。 

 

2009 年 8 月 4 日，一位前飞行员对针对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高级行政法院

在根据《航空安全法》有关规定作出的判决提起的宪法诉愿，被联邦宪法法院第

一审判庭第二合议庭裁定拒绝受理。2010 年 2 月 10 日，联邦宪法法院第二审判

庭对拜仁和黑森州政府提起的对《航空安全法》及其修订后的条款进行抽象审查

的要求进行了言词审理。2010 年 5 月 4 日，联邦宪法法院对针对达姆施塔特行

政法院相关《航空安全法》决定的合宪审查进行了宣判。2012 年 8 月 17 日，德

国联邦宪法法院专门对《航空安全法》中关于在国内使用武装力量作出了一项全

体决定，对能否在紧急情形下使用军用武器以及相关联邦和州的权限范围进行了

界定。同时还附上了法官 Gaier 的一份特别意见。2013 年 3 月 20 日，德国联邦

宪法法院第二审判庭针对拜仁州和黑森州提起对《航空安全法》其他相关条款进

行抽象审查的要求进行了判决，再次宣布有关条款违宪。 

一部法律的颁布引起如此之多宪法程序的启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航空

安全法》正如一面明镜，照射出一个国家的宪法发展水平和社会对于生命、尊严

的关注及其对权力的严格限制。对于该法律的合宪性讨论依然在进行之中，不妨

让我们引用时任德国总统 Horst Köhler 的话——这部法律会导致生命为了另一些

生命而被牺牲（Damit wird das Leben zugunsten eines anderen Lebens geopfert）。 

生命是不可量化的，可以预见的是，面对恐怖袭击，这样痛苦的抉择还会引

发人们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撰稿人：13 级陆洋、张群 

摄  影：13 级彭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