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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武汉大学、 山东大学、 厦门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党中央文件的释宪效用与释宪领导权法治化研究” （项目编号： 18BFX036）、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党政合
设、 合署背景下的行政法基本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 18ZDA148）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譹訛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重点涉及党的领导问题的讲话和文章主要有： 2012 年 12 月 4 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3 年 2 月 23 日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014 年 1 月 7 日在中央政法工作
会议上讲话； 2014 年 2 月 17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
话； 2014年 9月 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4 年 10 月 20 日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说明； 2014 年 10 月 23 日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加快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015 年 2 月 2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
研讨班上的讲话； 2018年 2月 28日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 2018 年 8 月 24 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2019 年 7 月 5 日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的
讲话； 2020年 11月 16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等。

譺訛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35页。

蒋清华 *

内容提要： 习近平法治思想之党的领导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开篇之论， 深刻回答了全
面依法治国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 怎样坚持党的领导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这一理论的主
要构成是： 党的地位作用论， 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 是推进全面依
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党法关系论， 强调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 党的
领导和依法治国高度统一， 党大还是法大是伪命题， 权大还是法大是真命题； 宪制原则
论， 强调宪法确定党的领导地位， 要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大前提下处理好党政关系， 党总
揽不包揽、 协调不取代； 领导方式论， 强调依法执政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依法执政
的关键是依宪执政， 要义是 “三统一， 四善于”， 并要求加强党内法规建设、 推进依规
治党。
关键词： 习近平法治思想 党的领导 党法关系 党政关系 依法执政 依规治党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1.001

坚持党的领导： 习近平法治思想开篇之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 党
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作出一系列科学深刻论述， 丰富和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思想， 其中包括从全面依法治国角度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的重要论
述，譹訛 深刻回答了全面依法治国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 怎样坚持党的领导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构成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开篇之论， 居于统领地位。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譺訛 坚持党对
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之魂。 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 必须认真学习领会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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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主要有张恒山： 《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坚持党的领导》， 载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9 年第 12 期； 陈惊天： 《推进全面依
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思想体会之七》， 载 《人民法治》 2018年第 11期； 武宇红： 《习近平法治思
维的核心： 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高度统一》， 载 《湖湘论坛》 2017 年第 5 期； 孙德龙、 邢冰： 《试论习近平法治思想
对党的领导理论的新发展———以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关系为研究视角》， 载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2017 年
第 2期。

譼訛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106页。
譽訛 参见前引譺訛，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第 35页。

近平法治思想之党的领导理论。
从目前关于习近平党的领导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状况来看， 专门聚焦习近平法治思想

中党的领导理论的研究成果还很少，譻訛 并且这些成果囿于篇幅等原因， 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领导
的法治论述， 梳理得还不够全面系统。 只有踏实读原文， 方才可能准确悟原理。 笔者研读习近平总
书记有关讲话和文章时深深地感受到，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党的领导重要论述立意高远、 内涵丰富、
论述深刻、 守正创新， 金句频出令人击节叫好， 鞭辟入里使人豁然开朗， 深邃隽永让人掩卷沉思，
因而很有必要对这些重要论述进行系统梳理， 以供理论界进一步学习研究之用。 本文把习近平法治
思想之党的领导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四大方面： 一是地位作用论， 从政治上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 二是党法关系论， 从法理上回答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之高度统一； 三是宪
制原则论， 从体制上阐述党的领导之根本法效力与规范内涵； 四是领导方式论， 从机制上明确党坚
持依法执政需要做到 “三统一， 四善于”。 限于水平和时间， 本文所做的梳理只是初步的， 不足之
处恳请方家指正。

一、 地位作用论： 党的领导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 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坚持党
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十四个坚持” 基本方略之首； 坚持党
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十一个核心要义之首。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之魂， 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这一条。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譼訛 党
的十九大报告强调， 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道路。

习近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 这一重大论断。 具体到法治领域， 习近平强调： “我们必须牢记，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之魂， 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 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建不起来。”譽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 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 是我国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党的领导对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作用主要体现在为推进依法治国把好方向、 为攻克
法治难题凝聚力量、 为实现人民权益提供后盾等方面。

（一） 党的领导为推进依法治国把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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譾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91页。
譿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229页。
讀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111页。
讁訛 同上注。
輥輮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264页。
輥輯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224页。
輥輰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107页。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 才能保证全面依法治国的正确政治方向。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
不能办好， 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 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 具体讲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譾訛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
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 走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 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 决不能走西方
‘宪政’、 ‘三权鼎立’、 ‘司法独立’ 的路子。”譿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管总的东西。 古
今中外， 由于政治道路选择错误而导致社会动荡、 国家分裂的例子比比皆是。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不能走封闭
僵化的老路， 因为 “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 我们要学习借
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讀訛 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而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 “必须坚持
以我为主、 为我为用， 认真鉴别、 合理吸收， 不能搞 ‘全盘西化’， 不能搞 ‘全面移植’， 不能照搬
照抄。”讁訛 只有扎根本国土壤、 汲取充沛养分， 在本国历史文化传统、 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长期发展
改进、 内生演化的制度安排才是最可靠和最管用的。

（二） 党的领导为攻克法治难题汇聚力量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 才能凝聚各方面力量共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 这一优势概括起来讲就是，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 才能把全国各族人民、
各种进步政治力量团结凝聚起来， 应对挑战、 克服艰险， 共同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不懈
奋斗。 习近平在建国七十周年前夕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巨大优势， 提出有
四个方面的优势最为重要：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优势， 二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优势， 三是坚持全
面依法治国的优势， 四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对于坚持党的领导这一优势， 他阐述道： “七十
年来， 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 集中力量办大事， 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 开展各项工
作， 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 克服无数艰难险阻， 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輥輮訛 坚持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制在当今世界各国法治体制中最为突出的比较优势。 法治中国
前进道路上新的 “娄山关” “腊子口” 需要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征服跨越。 “全面依法治国是一项长
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 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当前， 立法、 执法、 司法、 守法等方面都存在不
少薄弱环节， 法治领域改革面临许多难啃的硬骨头， 迫切需要从党中央层面加强统筹协调。”輥輯訛 2018
年，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正式成立， 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 负责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
设计、 总体布局、 统筹协调、 整体推进、 督促落实， 在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三） 党的领导为实现人民权益提供后盾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 才能建设以人民为中心、 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治中国。 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十四个坚持” 基本方略的第二条， 也是习近平法治思
想十一个核心要义的第二条。 坚持人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輥輰訛 “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 本质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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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輱訛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19页。
輥輲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141页。
輥輳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2页。
輥輴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71页。
輥輵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106页。
輥輶訛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3年 12月 26日）， 载 《人民日报》 2013年 12月 27日第 2版。
輥輷訛 参见前引譺訛，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第 34页。
輦輮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42页。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不断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的进程。”輥輱訛 以人民为中心， 说到底就是要切实维护和实
现最广大人民的权益， 将宪法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落到实处。 习近平多次指出， “保护人民
权益， 这是法治的根本目的。”輥輲訛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輥輳訛 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根本政治保证是党的领导。 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是党的初
心和使命。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輥輴訛 “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
国、 厉行法治， 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輥輵訛 “党的一切工作， 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
高标准。 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 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 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
了改善， 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輥輶訛 党章总纲规定， 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
益， 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也是我们
党能够把保障人民权益放在最高位置的坚实基础。 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斗争为例。 面对疫情
暴发来势汹汹，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为理念， 宁可接受一定时期经
济发展的严重损失， 也要全力保障人民生命权、 健康权， 并及时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 做好 “六稳” 工作， 落实 “六保” 任务， 平衡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民生， 交出了一份人民满
意、 世界瞩目、 彪炳史册的答卷。

二、 党法关系论： 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处理好党和法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 处理得好， 则
法治兴、 党兴、 国家兴； 处理得不好， 则法治衰、 党衰、 国家衰。 我们党执政 70 多年来， 虽历经
坎坷但对法治矢志不渝， 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治国理政须臾离不开法治。 但国内外一些人对于在共产
党全面领导、 长期执政的国家能否厉行法治抱着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提出了所谓 “党大还是法大”
的问题。 少数人之所以热衷于炒作这个命题， 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是想把党的领导和法治割裂开
来、 对立起来， 最终达到否定、 取消党的领导的目的。 对此， 习近平 2015 年 2 月 2 日在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作
出专门论述。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党大还是法大’ 是一个政治陷阱， 是一个伪命题。 对这个问
题， 我们不能含糊其辞、 语焉不详， 要明确予以回答。”輥輷訛

（一）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

习近平反复强调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一致性。 例如， 2014 年 1月 7 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
讲话指出：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
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 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不能把坚持党的领导同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对
立起来， 更不能用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来动摇和否定党的领导。 那样做在思想上是错误的， 在
政治上是十分危险的。”輦輮訛 2015年 2月 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指出： “社会主义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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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輯訛 参见前引譺訛，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第 36页。
輦輰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43-44页。
輦輱訛 参见前引譺訛，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第 121页。
輦輲訛 参见前引譺訛，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第 34-35 页。 习近平这里提到的西方法学家是指英国著名法学家、 英

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 （FBA） 马丁·洛克林 （Martin Loughlin）， 他被引用的这一论述见中译本： [英] 马丁·洛克林： 《公法
与政治理论》， 郑戈译， 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 第 8页。

輦輳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43页。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在我国， 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
现， 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 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 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 这
就是党的领导力量的体现。 全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 这是我们党的高度自觉， 也是坚持党的领
导的具体体现， 党和法、 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輦輯訛

党和法的高度统一要求党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 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与支持司法是一致的， 目的在于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宪法法律正确统一实施， 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2014 年 1 月 7 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指出：
“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是我们党的明确主张。 ……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对怎么坚持党
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认识不清、 把握不准， 有的该管的不敢管、 不会管， 怕人家说以权压法、 以言代
法； 有的对政法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情管得过多过细， 管了一些不该管、 管不好的具体业务工作；
有的甚至为了一己私利， 插手和干预司法个案。 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适应科学执政、 民主执
政、 依法执政的要求， 支持政法系统各单位依照宪法法律独立负责、 协调一致开展工作。”輦輰訛

党和法的高度统一要求党领导人民切实维护法治的权威和尊严。 宪法是党和人民共同意志在国
家制度上的最高体现， 法律是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集中体现。 2015 年 2 月 2 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专题研讨班上， 习近平强调： “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 捍卫宪法法
律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 保证宪法法律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輦輱訛

（二） 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

习近平深刻阐释党和法高度统一的法理基础。 “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
法治当中有政治， 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 西方法学家也认为公法只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话语形态， 公
法领域内的争论只是政治争论的延伸。 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 每一种法治模式当
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 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 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道路， 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 我们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理论， 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法治问题上的理论成果； 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輦輲訛

党的领导首先是在治国理政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上的领导， 法律则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
矩， 所以， 党和法、 政治和法治的关系首先表现为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 对此， 习近平
在 2014 年 1 月 7 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作了科学回答： “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
志的反映， 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 是立法的依据和执法司法活动
的重要指导。 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 形成法律， 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
效实施， 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党的政策成为国家法律后， 实施法律就
是贯彻党的意志， 依法办事就是执行党的政策。 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 也领导人民执行宪法
法律， 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輦輳訛 由此不难理解前文所引的论述： 保证宪法法律实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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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輴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223页。
輦輵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2页。
輦輶訛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 中国方正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122页。
輦輷訛 参见前引譺訛，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第 37-38页。

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
政治定性和定向法治， 法治规范和保障政治。 全面依法治国要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 法治化。

2018 年 8 月 24 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 习近平指出： “关于党的领导和法治关系
问题， 我反复讲过。 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 法治化， 既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应有之义， 也是法治建设
的重要任务。 ……我们要继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 法治化， 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輦輴訛 2020 年 11 月 16 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
上， 习近平强调： “全面依法治国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
作机制， 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 法治化， 通过法治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实施。”輦輵訛 党的领导制
度化重在把领导行为纳入制度轨道， 党的领导法治化则进一步要求领导法规的良法善治。

（三） 党的领导绝非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违法的挡箭牌

习近平鲜明指出权大还是法大是一个真命题。 2013 年 1 月 22 日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
习近平强调， 如果权力没有约束， 就必然导致腐败。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 任何人都没有法律
之外的绝对权力”。輦輶訛 这一论述就蕴含着权力在法律之下、 受法律约束， 即 “法比权大” 的法理。 2015
年 2 月 2 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 习近平进一步指出： “我们说不存在 ‘党大还是法
大’ 的问题， 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 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 具体到每个
党政组织、 每个领导干部， 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 就不能以党自居， 就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
个人以言代法、 以权压法、 徇私枉法的挡箭牌。 我们有些事情要提交党委把握， 但这种把握不是私
情插手， 不是包庇性的插手， 而是一种政治性、 程序性、 职责性的把握。 这个界限一定要划分清
楚。” “如果说 ‘党大还是法大’ 是一个伪命题， 那么对各级党政组织、 各级领导干部来说， 权大还
是法大则是一个真命题。 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 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
民， 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輦輷訛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我们党加大法治控权反腐力
度， 吏治刷新、 民心大振， 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更加信任和拥护。

三、 宪制原则论： 坚持党的领导是宪法确定的根本政治原则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 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的基石是宪法。 党的领导要
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首先就要依靠宪法。 社会主义宪法和资本主义宪法最大的区别是明确规定国体
（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 社会主义宪法通过确定国体来确定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
领导核心地位。 从 《共同纲领》 到 “五四宪法”， 再到现行宪法， 新中国宪法确定了党的领导地位，
为党发挥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
根本法制保障。 随着时代前进， 党与国家政权之间、 党的组织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 （通常简称为
“党政关系”） 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调适完善， 成为我国宪法体制的重要内涵， 是习近平法治思想
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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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輮訛 《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1480页。
輧輯訛 参见蒋清华： 《现行宪法中党的领导之法教义学阐释》， 载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 6期。
輧輰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92页。
輧輱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223页。
輧輲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82页。
輧輳訛 参见前引輥輱訛，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第 74-75页。

（一） 宪法确定党的领导地位

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 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 无产阶
级专政只有通过作为其指导力量的共产党来领导才能实现。 1949 年 6 月 30 日， 毛泽东发表 《论人
民民主专政》 一文指出： “总结我们的经验， 集中到一点， 就是工人阶级 （经过共产党） 领导的以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 这就是我们的公式， 这
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 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輧輮訛 从 1949 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规
定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体以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体制
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1982 年通过的现行宪法除了在正文规定国体条款蕴含党的领导地位之外， 还在序言中以叙述历
史与表达意志的复合形式明示了党的领导地位。 不过， 一个时期以来， 主流观点倾向于认为宪法序
言对包括党的领导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的表述只是叙述性的语言， 而不是规定性的语言。 这就对四
项基本原则的宪法效力问题带来了疑问。 实际上， 文义解释和原旨解释均表明， 宪法序言对党的领
导不仅是写历史， 更是写主张。輧輯訛 2014 年 10 月 20 日习近平作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稿说明时鲜明指
出： “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 建设、 改革取得的成果， 确立了在历
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对这一点， 要理直气壮讲、 大张旗鼓讲。”輧輰訛

为了进一步在全体人民中强化党的领导意识， 有效地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工作全过程和各方
面， 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现行宪法第五次
修改， 明确将党的领导载入宪法正文。 2018 年宪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规定， 在宪法第一条第二款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之后增写一句：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最本质的特征。” 习近平 2018 年 8 月 24 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 “这次
修改宪法， 在宪法序言确定党的领导地位的基础上， 我们又在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强化了党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领导地位。”輧輱訛 2018 年宪法修正案的
这一增写， 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高度来确定党的领导地位， 将坚持党的领导从具体制度层面上升
到国家根本制度层面， 结束了党的领导是否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争议， 有利于把党的领导更好贯彻
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是坚定 “四个自信” 的集中体现。

宪法序言还专门规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这是
我国的政党制度， 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习近平称之为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
度， 称赞其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并作出不少新的理论阐述。 例如， 2014 年 9 月 5 日庆祝
全国人大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指出： “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 加强社会各种力量的合作协调， 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 相互倾轧的现象。”輧輲訛 2015 年
5 月 18 日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强调， 我国政党制度 “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
鲜明特色”， “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是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
证。”輧輳訛 2018 年 3 月 4 日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民盟等委员联组会时， 习近平系统总结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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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輴訛 习近平： 《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242页。
輧輵訛 参见前引輧輴訛， 习近平书， 第 230页。
輧輶訛 参见前引輧輴訛， 习近平书， 第 230-231页。
輧輷訛 参见前引輧輴訛， 习近平书， 第 231页。
輨輮訛 参见蒋清华： 《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基础理论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9年版， 第 250-255页。
輨輯訛 《王岐山在参加北京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构建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体制 提高执政能力 完善治理体系》， 载 《人民日报》 2017

年 3月 6日第 4版。

国政党制度的三大比较优势： 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 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 有效避
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 恶性竞争的弊端； 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
阶级利益、 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輧輴訛

（二） 不能简单讲党政分开或党政合一

党政关系是中国宪法体制的一个基础性重大问题。 我们党从抗日战争时期局部执政就开始探索
恰当的党政关系。 改革开放初期曾讨论过党政分开问题。 当时以及后来一个时期， 社会上对党政分
开作出有意或无意的引申， 蕴含着弱化甚至否定党的领导的危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守正创新， 就党政关系问题提出了新的、 明确的观点， 其思想集中见于 2018 年 2 月 28 日在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可梳理为如下要点。

第一， 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党政分开的有关认识和政策举措只是探索性的。 “党政关系既是重大
理论问题， 也是重大实践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曾经讨论过党政分开问题， 目的是解决效率不
高、 机构臃肿、 人浮于事、 作风拖拉等问题。 应该说， 在这个问题上， 当时我们的理论认识和实践
经验都不够， 对如何解决好我们面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是探索性的。”輧輵訛 所以， 我们对
历史上的一些探索摸索要有全面、 客观、 科学的认识。

第二， 不管做了哪些探索，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这个大前提是一直没有改变的。 “改革开放以
来， 无论我们对党政关系进行了怎样的调整， 但有一条是不变的， 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 ‘我们
要坚持党的领导， 不能放弃这一条， 但是党要善于领导’。 ……处理好党政关系， 首先要坚持党的
领导， 在这个大前提下才是各有分工， 而且无论怎么分工， 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
导。”輧輶訛 也即， 调适党政关系的各种 “术”， 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不变之 “道” 的范围内。

第三，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权力是不可分割的。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 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
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权力是不可分割的。 不能简单讲党政分开或党政合一，
而是要适应不同领域特点和基础条件， 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輧輷訛 党的领导权不
可分割， 这是一个原理性的重要命题。 党的领导权是宪法确立的一种不同于国家机构职权、 社会组
织公权力的， 独立的、 居于枢纽地位的公权力类型。輨輮訛 党的领导权必须与国家权力、 社会权力紧密嵌
合， 而不能 “分开”。 党不代行国家机构职权， 这不等于 “党政分开”， 而是一个领导方式和执政方
式问题， 不能简单地以权力分开、 职能分开来解释和引申。 正所谓 “在党的领导下， 只有党政分
工、 没有党政分开， 对此必须旗帜鲜明、 理直气壮。”輨輯訛

第四， 打破所谓的党政界限不是简单的党政合一。 “这次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对在新时代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统筹设置党政机构、 提高党和政府效能进行了深入思考， 着力点就是要对加强
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出制度设计和安排， 对一些领域设置过细、 职能交叉重叠的党政机构进行整
合， 一些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办事机构就设在政府部门， 打破所谓的党政界限， 同一件事情
弄到一块去干， 增强党的领导力， 提高政府执行力， 理顺党政机构关系， 建立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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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輰訛 参见前引輧輴訛， 习近平书， 第 231页。
輨輱訛 习近平：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402页。
輨輲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44页。
輨輳訛 习近平： 《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的说明》， 载 《人民日报》 2015 年 11 月

4日第 2版。
輨輴訛 习近平： 《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的说明》， 载

《人民日报》 2020年 11月 4日第 2版。
輨輵訛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外文出版社 2020年版， 第 170页。

作的决策协调机制。 这是党中央总结以往正反两方面经验作出的重大决策。”輨輰訛 在新时代， 根据不同
领域特点和基础条件， 对一些领域的党政机构采取合并设立、 合署办公、 归口领导、 归口管理等多
种方式进行统筹设置， 有利于增强党的领导力， 提高政府执行力， 提高治理效能。

（三） 总揽不包揽、 协调不取代

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正文， 是在总纲一章， 不是在国家机构一章。 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不
同于国家政权本身， 也不能降为一种具体的国家机关。 党对一切工作进行领导， 主要是把方向、 管
大局、 作决策、 促改革、 保落实， 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 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而
不是事无巨细都抓在手上。 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时就对此作出思考和部署。 例如， 2003 年 12 月 5 日
浙江省委常委务虚会上， 习近平指出， 积极探索和完善 “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 的领导体制， 省委
的主要职责是 “集中精力把好方向， 抓好大事， 出好思路， 管好干部， 总揽不包揽， 协调不取代，
实现省委对同级各种组织的领导， 对各个工作领域的领导， 保证省委决议贯彻落实到位。”輨輱訛 党的十
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总揽不包揽、 协调不取代的思想， 既有力坚持党的
领导核心作用， 又有效发挥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关的职能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体制顺畅运行。

以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为例。 2014 年 1 月 7 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指出： “党对政法
工作的领导是管方向、 管政策、 管原则、 管干部， 不是包办具体事务， 不要越俎代庖”， “党委政法
委要明确职能定位， 善于议大事、 抓大事、 谋全局， 把握政治方向、 协调各方职能、 统筹政法工
作、 建设政法队伍、 督促依法办事、 创造执法环境”。輨輲訛

又以党中央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建议为例。 习近平在十三五规划说明中指
出： “（党中央的） 建议在内容上重点是确立发展理念， 明确发展的方向、 思路、 重点任务、 重大举
措， 而一些具体的工作部署则留给纲要去规定， 以更好体现和发挥建议的宏观性、 战略性、 指导
性。”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 是管全局、 管根本、 管方向、 管长远的东西， 是发展思路、 发
展方向、 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发展理念搞对了， 目标任务就好定了， 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
了。”輨輳訛 在十四五规划说明中， 习近平指出： “党中央的建议主要是管大方向、 定大战略的。 综合考
虑各方面因素， 建议稿对 ‘十四五’ 和到 2035 年经济发展目标采取了以定性表述为主、 蕴含定量
的方式。 编制规划 《纲要》 时可以在认真测算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量化目标。”輨輴訛

再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为例。 2018 年 2 月 28 日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习近平指出： “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是总揽， 而不是事无
巨细都抓在手上。”輨輵訛 2019 年 7 月 5 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 习近平强调： “决策议事
协调机构重点是谋大事、 议大事、 抓大事， 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更好坚持民主集中制， 提高
决策的科学性。 同时， 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对重大工作的领导是总揽， 不是事无巨细都抓在手上。”
“要发挥好党的职能部门统一归口协调管理职能， 统筹本领域重大工作。 归口协调管理首先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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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 要把重点放在把方向、 谋全局、 抓大事上， 调动被归口部门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形
成职责明确、 协同高效的运行机制。”輨輶訛

对于习近平的上述思想，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副校长 （副院长） 何毅亭撰写解读文章讲
道： “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不是说党要 ‘包打天下’， 事无巨细什么都去管； 党领导一切， 并不
是 ‘取代一切’， 也不是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各个领域、 各个行业 ‘上下左右一般粗’。 习近平总书记
在讲到党的全面领导时多次指出， 党的领导主要是管方向、 管政策、 管原则、 管干部， 发挥把方
向、 谋大局、 定政策、 促改革、 保落实作用， 而不是包办具体工作。” “各级党委主要是集中精力把
好方向、 抓好大事、 出好思路、 管好干部， 总揽不包揽， 协调不取代。 要对全局工作通盘考虑、 整
体谋划， 明确哪些是党委亲自抓的工作， 哪些是党委推动的工作， 哪些是党委支持的工作， 哪些是
党委放手的工作， 形成全面的工作机制。”輨輷訛 从宪法体制来说， 党发挥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领导核
心作用， “总揽” 应当是在保证国家机关职权独立前提下的总揽， “协调” 应当是在维护国家权力监
督制约基础上的协调。輩輮訛 这样就既可以避免国家权力的不同分支各自为政， 又能发挥各分支的主动性
积极性创造性， 从而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效能。

四、 领导方式论： 党依法执政对厉行法治具有重大作用

党要适应形势发展而完善领导体制， 改进领导方式， 增强执政能力， 这是党章总纲提出的要
求。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 长期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深刻总结经验
和教训， 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
方式， 明确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关键。 2019 年，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
强调， 坚持依法执政这一基本领导方式， 自觉把党的领导活动纳入制度轨道。 习近平从推进全面依
法治国角度丰富发展了依法执政思想， 是党对一切工作实施领导的重要遵循。

（一） 依法执政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就对依法执政作出深刻思考。 2006 年 4 月 25 日， 浙江省委十一届十次
全会通过 《关于建设 “法治浙江” 的决定》， 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
“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党执政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我们要按照法治国家对执政党的要求，
把依法执政作为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我们党依法执政， 就是要把党的执政活动纳入法治轨道，
依法掌权、 依法用权并依法接受监督， 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 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贯
彻党的执政宗旨。”輩輯訛

党的十八大之后， 习近平 2012 年 12 月 4 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的
讲话中首次提出 “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2013 年 2月 23 日十八届中央政
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上， 习近平强调执政党能不能坚持依法执政， 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大作
用。輩輰訛 2014年 10月 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习近平进一步强调： “依法治国是
我国宪法确定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而能不能做到依法治国， 关键在于党能不能坚持依法执政，

輨輶訛 参见前引譿訛， 习近平书， 第 299-301页。
輨輷訛 何毅亭： 《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载 《学习时报》 2019年 5月 17日第 1版。
輩輮訛 蒋清华： 《支持型监督： 中国人大监督的特色及调适》，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19年第 4期。
輩輯訛 参见前引輨輱訛， 习近平书， 第 355页。
輩輰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16、 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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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能不能依法行政。 我们要增强依法执政意识， 坚持以法治的理念、 法治的体制、 法治的程
序开展工作， 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推进依法执政制度化、 规范化、 程序化。”輩輱訛 继党的十
五大把依法治国定位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之后，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依法执
政定位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部署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这是习近平法治
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 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十一个核心要义之中， “坚持依宪治国、 依宪执政” 居其一。 全面贯彻实施
宪法， 需要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早在 2002 年 12 月 3 日， 习近平出席浙江省暨杭州市纪
念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二十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时就提出了 “依宪执政” “依宪办事” 的概念： “各级
党组织要切实增强依宪执政、 依法执政的观念， 提高依宪办事、 依法办事的自觉性， 模范地执行宪
法和法律”。輩輲訛

2012 年 12 月 4 日， 即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后不久，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 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依法治国，
首先是依宪治国； 依法执政， 关键是依宪执政。 新形势下， 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
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 依据宪法治国理政。”輩輳訛 2014 年 10 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第一次在中央全会决定中提出 “坚持依法治国首
先要坚持依宪治国， 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这一重大命题突出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
法和各项法律制度总依据的至上地位， 彰显了宪法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作用， 表明
了我们党尊崇宪法遵守宪法捍卫宪法、 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坚定决心。

必须指出的是， 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是不折不扣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治国理政， 这
不同于西方的 “宪政”。 习近平 2014 年 2 月 17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强调： “我们必须搞清楚， 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 ‘宪政’ 本
质上是不同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我们讲依宪治国、 依宪执
政， 不是要否定和放弃党的领导， 而是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 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
律， 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輩輴訛 2015 年 2 月 2 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
习近平又强调： “坚持依宪治国、 依宪执政， 就包括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
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 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否定中
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都是错误的、 有害的， 都是违反宪法的， 都是绝对不能接受
的。”輩輵訛

（三） 依法执政的基本要求是 “三统一， 四善于”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创新， 完整地提出了依法执政的基本要
求， 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 “三统一， 四善于”。 这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又一重大理论贡献。

輩輱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113页。
輩輲訛 参见前引輨輱訛， 习近平书， 第 359页。
輩輳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15页。
輩輴訛 参见前引譺訛，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第 21页。
輩輵訛 参见前引譺訛，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第 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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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月 4日， 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 “三善于”。 2014 年 9
月 5 日，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大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将 “三善于” 发展为 “四善于”。 在习
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决定》 完整概括了坚持依法执政必须做到的 “三统
一， 四善于” ———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 把党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同
人大、 政府、 政协、 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 开展工作统一起来， 把党领导人民
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 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
国家意志， 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 善于通过国家政
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 维护全党全国团结
统一。

“三统一， 四善于” 是党依法执政历史经验的总结， 具有纲领性作用， 抓住它就能纲举目张，
就能实现党领导立法、 保证执法、 支持司法、 带头守法。 “三统一” 侧重从理念原则层面明确党与
政权、 党与宪法法律的辩证统一关系， “四善于” 侧重从目标任务层面明确党依法执政的要点和抓
手。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按照 “三统一， 四善于” 开展治国理政活动， 有力地维护了宪法法律
权威， 推进了宪法法律实施， 促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 例如， 按照习近平关于 “凡属重大改革要于
法有据” 的要求， 党中央关于调整生育政策、 废止劳教制度、 开展公益诉讼、 创新国家监察体制等
一系列改革主张， 都及时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予以推行。 又如， 中办国办印发 《领导干部
干预司法活动、 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 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 进一步强化支持司法机关依法
独立公正行使职权。

（四） 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

治国必先治党， 治党务必从严， 从严必依法度。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 “依法执政既要求党
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 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明确把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 习近平 2014 年 10 月 20 日作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稿说明时指出： “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 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相互保障的格局。”輩輶訛 2016
年 12 月 23 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 依规治党统筹推进、 一体建
设。”輩輷訛 2017年 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 将其作为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十四个坚持” 之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2018 年 8 月 24 日在中央全
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 “依规治党深入党心， 依法治国才能深入民心。” “要发挥依
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互补性作用， 确保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 又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从
严治党。”輪輮訛

党带头遵守国家法律， 是依法执政的起码要求。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厉行依规治党， 有利
于保障党带头守法。 习近平 2014 年 5 月 9 日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讲话
指出： “要完善党内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 实行权责对应， 坚决反对特权， 防止滥用职权。 执政党
对资源的支配权力很大， 应该有一个权力清单， 什么权能用， 什么权不能用， 什么是公权， 什么是
私权， 要分开， 不能公权私用。”輪輯訛 为此， 要扎紧制度笼子， 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执政党的党

輩輶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96页。
輩輷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169页。
輪輮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223、 231页。
輪輯訛 参见前引輦輶訛，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 第 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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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法规不仅有利于规范和保障党内政治生活高质量开展， 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 而且有助于约束
执政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 保障和促进国家法律遵守执行， 因而是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

党依据党规实施领导， 是依法执政的提质增效。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厉行依规治党， 还有
利于党依规领导。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增强依法执政本领， 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
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加强和改善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 之所以把党内法规
建设和领导国家政权机关联系起来， 是因为出于党务自理、 下不定上、 宪法授权等方面原因， 国家
法律一般只抽象确认党的领导地位， 而不应具体规定党如何领导， 将领导主体具体化、 职责任务清
单化、 工作运行机制化、 保障措施制度化的任务应主要由党内法规———党的领导法规来承担。輪輰訛 离
开党内法规， 依法执政所要求的 “三统一， 四善于” 就缺乏清晰完备的制度遵循。 党中央明确要
求， 完善党的领导法规制度， 加强和改进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 为党发挥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领
导核心作用提供制度保证。輪輱訛 所以，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 依法执政的 “法”， 首先是指国家
法律， 也包括党内法规。 依法执政实际上构成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逻辑纽带。輪輲訛

结语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
主义法治。 坚持党的领导， 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 命脉所在， 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 幸福
所系， 因而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 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全面依法治国决不是
要削弱党的领导， 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不断提高党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 巩固党的
执政地位。”輪輳訛 “国际国内环境越是复杂，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越是繁重， 越要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巩固执政地位、 改善执政方式、 提高执政能力， 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輪輴訛

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 至少需要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细化理论研究、 深化实践探索。 一是如何更好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 科学有效地推进党的全面领导入法入规， 健全党领导全
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法治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 持续提高党的领导制
度化水平； 二是如何更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途径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切实做到 “三善
于， 四统一”， 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 充分实现党领导立法、 保证执法、 支持司
法、 带头守法， 持续提高党的领导法治化水平； 三是如何更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提高党的领
导能力和执政能力， 实行科学的民主的决策，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充分保障和实现人民权益， 持
续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 思想引领力、 群众组织力、 社会号召力。

輪輰訛 参见蒋清华： 《党的领导法规之法理证成》， 载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法治论丛）》 2020年第 2期。
輪輱訛 《中共中央印发 〈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 载 《人民日报》 2017年 6月 26日第 1版。
輪輲訛 参见林华： 《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逻辑及其进路》， 载 《环球法律评论》 2020年第 3期。
輪輳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228页。
輪輴訛 参见前引譼訛， 习近平书， 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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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叶海波）

Abstract: The�theory�of�CCP�leadership�is�the�primary�theory�of�Xi�Jinping�thought�on�the�rule�of�
law,�which�profoundly�answers�a�series�of�important�questions�such�as�why�and�how�to�adhere�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run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in� an� all-round�way.� The�main�
composition�of�this�theory�is:�the�theory�of�the�status�and�function�of�the�Party,�which�emphasizes�
that�the�leadership�of�the�Party�is�the�soul�of�the�rule�of�law�of�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
tics�and�the�fundamental�guarantee�for�promoting�the�comprehensive�rule�of�law.�The�theory�on�
party-law�relationship�emphasizes�that�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party�and�the�law�is�a�concen-
trated�reflection�of�the�relationship�between�politics�and�the�rule�of�law,�the�party’s�leadership�and�
the�rule�of�law�are�highly�unified,�whether�the�party�is�big�or�the�law�is�a�false�proposition,�and�
whether�the�power�is�big�or�the�law�is�a�true�proposition.�On�the�principle�of�constitutional�sys-
tem,�it�emphasizes�that�the�Constitution�establishes�the�leading�position�of�the�Party,�and�it�is�nec-
essary�to�properly�handle�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Party�and�the�government�on�the�premise�of�
adhering�to�the�leadership�of�the�Party.�The�Party�is�overall�but�not�exclusive�and�is�coordination�
rather�than�replacement.�In�the�theory�of�guiding�mode,�it�is�emphasized�that�law-based�state�gov-
ernance�is�the�basic�way�for�the�party�to�govern�the�country�according�to�law,�the�key�to�law-based�
state�governance�is�to�be�in�power�according�to�the�constitution,�and�the�essence�is “three�unifica-
tions�and�four�being�good�at”.�It�is�required�to�strengthen�the�construction�of�inner-party�laws�and�
regulations�and�promote�rule-based�party�governance.

Key Words: Xi�Jinping�Thought�on� the�Rule�of�Law； Party�Leadership； Party-Law�Relation-
ship； Party-Government�Relationship； Law-based�State�Governance； Rule-based�Party�Gover-
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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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 2017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
譹訛 《立法法》 并未明确 “常委会工作机构” 的指涉对象， 实践中通常指涉法工委。
② 《监督法》 明确了司法解释仅存在违法问题。 另外， 《监督法》 第三十三条并未明确专门委员会督促最高司法机关自我纠正

的方式， 推知通常会采取口头或提出书面意见的方式。
③ 最新发布的 《法规、 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 总结了近年来法规、 司法解释备案审查的工作经验， 为完善 《立法法》

《监督法》 奠定了基础。 鉴于该办法出台时间较短， 实施情况暂不明朗， 本文在此稍微介绍了该文件的内容， 后文中， 笔者
将重点考察法律层面的建议自纠机制。

备案审查中建议自纠机制的合理性基础、 运行状
况与优化建议

程 能 *

内容提要：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分别通过 《立法法》 《监督法》 确立了备案审查中的建议
自纠机制。 这一机制的确立不但有助于减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负荷， 而且丰富了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审查处置方式， 有助于妥适解决规范抵触的问题。 与此同时， 这一机制整体
上也合乎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工作机构的职能定位。 近年来， 建议自纠机制的运行状况逐
渐偏离了法律文本， 合法性略显不足。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后， 建议自纠机制仍有一定
的必要性， 但宜适度调整。 为了优化规范性文件审查机制的运行效果， 法工委不宜再承担
督促制定机关自行纠正违宪法规的职责， 而建议自纠机制也宜被调整为可供审查机构选择
的机制。
关键词： 全国人大常委会 备案审查 建议自纠机制 法工委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1.002

引言

《立法法》 《监督法》 分别规定了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工作机构 （专门委员会独自） 在审查、 研
究过程中，譹訛 认为法规 （司法解释） 抵触宪法或法律， 通过先行与制定机关口头沟通或提出书面意
见， 督促制定机关及时修改或废止的机制。譺訛 根据上述法律， 制定机关若是依照审查机构的意见纠
正， 那么， 审查程序终止； 制定机关若是未能接受审查机构的意见纠正， 那么， 审查机构应当 （可
以）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与此同时，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委员长会议最新通
过的 《法规、 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 重申并且发展了 《立法法》 《监督法》 规定的纠错机制。
根据该文件， 当法规、 司法解释存在需要纠错的情形时， 专门委员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为 “法工委”） 须遵循 “首先与制定机关沟通———然后考虑是否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研究意见
督促纠正———最后考虑是否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的程序规定。譻訛 鉴于制定机关不必严格遵循

15· ·



法 治 社 会 2021年第 1期

相关审查机构提出的口头、 书面意见行为， 该项前置程序表现出指导性、 非强制性。 对此， 本文暂
将其命名为 “建议自纠机制”。

目前， 关于建议自纠机制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划分为三类观点： （1） 肯定说。 有学者立足于实践
维度， 主张通过沟通、 协商的方式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 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备案审查方式。譼訛

也有学者认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存在某些外部职权， 应明确其向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提出修改或
废止、 撤销的建议权。譽訛 （2） 质疑说。 有观点认为 《立法法》 确立的此种纠错机制堵塞了宪法解释
空间， 建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需要废除此一程序。 还有学者立足于宪法文本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才
有权解释宪法、 法律， 并主张废止该项机制。譾訛 （3） 折衷说。 有学者立足于党政关系， 强调党领导
下的人大制度构成了督促自纠机制的宪法基础， 同时也提出若干操作性建议。譿訛 整体而言， 既有研
究仍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 相关研究大多未能紧贴现行法律审视建议自纠机制； 其二， 多数研究也
未全面阐释建议自纠机制的确立依据， 该项机制的合宪性长期悬而未决； 其三， 多数研究也未考察
建议自纠机制的运行状况， 分析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后， 建议自纠机制的去留与否以及优化思路
等问题。

有鉴于此， 本文将聚焦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的制度实践，讀訛 重点考察 《立法法》 《监督法》
规定的建议自纠机制及其运行状况， 力图完成如下论证任务： 一方面， 阐释建议自纠机制的实践功
能， 解释该项机制的合宪性， 以回应部分学者的质疑； 另一方面， 描述建议自纠机制自确立以来的
运行状况， 分析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背景下该项机制的去留问题， 提出优化这一机制的相关建议。

一、 建议自纠机制的合理性基础

2000 年 《立法法》 第九十一条规定， 专门委员会审查认定法规抵触宪法法律，讁訛 可以直接或者
听取制定机关说明后， 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专门委员会若是认为法规违宪违法而制定
机关不予修改， 可以向委员长会议提出撤销议案， 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审
查决定。 2006 年 《监督法》 第三十三条也规定了专门委员会督促最高司法机关纠正违法司法解释的
程序。輥輮訛 由此， 法规、 司法解释备案审查中， 建议自纠机制被初步确立起来。 2015 年 《立法法》 修
改进一步发展了该项机制， 确立了由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工作机构协同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研究意
见，輥輯訛 督促制定机关自我纠错的机制。輥輰訛 那么， 建议自纠机制究竟发挥着何种功能呢？ 与此同时， 根

譼訛 参见李松峰： 《“沟通” 和 “协商” 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备案审查制度》， 载 《法学》 2019年第 3期。
譽訛 参见于文豪：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合宪性审查职责的展开》， 载 《中国法学》 2018年第 6期。
譾訛 参见刘松山： 《备案审查、 合宪性审查和宪法监督需要研究解决的若干重要问题》，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18年第 4期。
譿訛 参见蒋清华： 《支持型监督： 中国人大监督的特色及调适———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为例》，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19

年第 4期。
讀訛 官方文件指出我国形成了多套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 本文将聚焦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此一机关的备案审查实践。
讁訛 立法监督程序通常涉及到相关专门委员会的协作。 为简洁计， 本文以 “专门委员会” 统一指代。
輥輮訛 根据监督法第三十三条， 当司法解释抵触法律而最高法和最高检不予修改或废止时， 专门委员会可以提出要求最高法或最

高检予以修改、 废止的议案或者提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法律解释的议案。
輥輯訛 有学者认为法工委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审查建议中的双重角色是 “启动要件的独立审查主体” 和 “实质审查的会同主

体”。 参见郑磊：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建议反馈实践： 轨迹勾勒与宏观评述》，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18年第 1期。
輥輰訛 按照 2015年 《立法法》 第一百条， 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工作机构认为法规等法律文件抵触宪法、 法律时， 可直接或先听取

制定机关说明情况后再向制定机关提出审查意见、 研究意见。 制定机关应当及时反馈。 制定机关者按审查意见、 研究意见
予以修改或废止， 审查程序即告终止。 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工作机构认为存在抵触现象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 应向委员
长会议提出予以撤销的议案、 建议， 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委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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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宪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法规、 司法解释备案审查的权威机关，輥輱訛 《立法法》 《监督法》 确立建
议自纠机制， 是否会架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定备案审查机关的地位呢？ 对此， 本部分将回应这
些问题。

（一） 建议自纠机制的功能定位

1. 有助于减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负荷
在我国，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 遵循集体行使职权的原则。 由于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多达上百人， 并非全都是驻会专职代表， 因而经常召集讨论、 决定问题
的成本较高。 根据学者统计， 自第六届全国人大至第十二届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常委会每年开会频
率基本稳定为 6 次， 而具体工作天数分别为 258 天、 206 天、 204 天、 166 天、 159 天、 134 天、 156
天。輥輲訛 由此可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法日常性地开展工作。

然而， 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着二十余项职责，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任务繁重， 其
中， 立法工作尤甚。 文革结束后， 党中央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意
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 “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的
十六字法制建设方针。 其中， 有法可依一直都是我国法制建设的第一目标， 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长期都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工作的中心主题。 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立法任务相对繁重，
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行备案审查职责的时间也势必有限。

为了满足社会变革时期的立法需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能
便朝着横向、 纵向维度分散。 1982 年修宪明确了国务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规， 1986 年 《地方组织法》
修改进一步授权省、 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 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 而全国人
大常委会于 1992 年开始分别授予深圳等经济特区的立法权限……与之相应， 规范性文件数量呈指
数级增长，輥輳訛 报送审查的规范性文件愈发增多。 以 1993 年至 1995 年为例， 相关统计显示， 该阶段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备案的地方性法规数量分别为 299 件、 819 件、 883 件， 而未审查的件数分
别为 27 件、 229 件、 495 件。 此外， 从规范抵触问题的生成机理来看， 无论立法机关制定出多么完
美无瑕、 逻辑自足的规范性文件， 一旦运用于生活世界时， 便会由于语境不同导致语义变化， 进而
衍生出语言模糊、 歧义等问题，輥輴訛 这意味着规范抵触的现象通常产生于日常生活中， 表现出连续性、
动态性。 由此可见， 立法主体的扩容使得规范性文件数量呈指数级增长， 这些规范性文件实施中抵
触上位法的现象变得更加普遍。 为了避免规范抵触问题长期积压， 这要求其他机构协助全国人大常
委会及时处理。

基于此种背景， 本文认为， 建议自纠机制的确立有助于减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负荷。 由于
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工作机构通常组成人数较少、 工作方式相对灵活，輥輵訛 具有集会成本低、 处理效

輥輱訛 现行宪法不仅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 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 撤销省级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
宪法、 法律、 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的职权， 而且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
的职权， 这些被认为是法规、 司法解释备案审查的宪法依据。

輥輲訛 参见周成奎等： 《以良法促善治， 以监督护权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人谈》，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18年第 1期。
輥輳訛 在我国， 根据不同界定标准， 规范性文件指涉范围各异。 本文中， 规范性文件主要指代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备案的行

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自治条例、 单行条例等法规以及司法解释。
輥輴訛 参见张志铭： 《法律解释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1页。
輥輵訛 为简洁计， 本文 “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工作机构” 指代 “专门委员会和法工委” 和 “专门委员会” 两类情形。 因为 2015 年

《立法法》 要求专门委员会和法工委须协同督促法规制定机关纠正， 而根据 2006 年 《监督法》 要求专门委员会独自督促最
高司法机关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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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高的优势， 这合乎及时解决规范抵触问题的需要。 囿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能力的局限， 前置的
建议自纠机制的确立， 使得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机构得以扮演安全阀、 过滤器的角色。 专门
委员会或常委会工作机构审查认定规范性文件存在违宪违法情形后， 通过与制定机关沟通或者提出
书面意见， 提醒制定机关修改或废止， 及时化解一些容易处理的违宪违法瑕疵， 减轻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的工作负荷。 总之，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定期性工作机关， 审查能力相对有限， 前置的建议自
纠机制的确立避免了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长期积压， 纷纷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2. 丰富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处置方式， 有助于妥适解决规范抵触的问题
一般而言， 审查机关审查公权行为， 形成合宪/违宪、 合法/违法的结论后， 便会采取相应的

手段消除公权行为的瑕疵。 考察多数国家的制度实践， 审查机关通常依据公权行为瑕疵轻重、 具体
情境等因素， 灵活运用了不同类型的处理方式， 以呼应不同国家机关间既制约又合作的关系。 以德
国为例， 尽管 《德国宪法法院法》 确立了违宪法规自始无效原则， 但是联邦宪法法院进一步发展了
裁判主文宣告类型， 灵活运用了包括完全合宪之宣告、 合宪解释之宣告、 警告性裁判、 与基本法不
符之宣告、 立法不作为之宣告和无效宣告等多重处置方式。 由于裁判宣告方式相对丰富， 宪法法院
便能基于个案情况选择适切的处置方式， 实现实质正义的同时确保法秩序的相对稳定。 与之相比
较， 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处置方式表现出相对单一、 严厉的特点。 宪法文本仅规定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 法律抵触的行政法规以及省级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
法、 法律和行政法规抵触的地方性法规的权力。 据此， 全国人大常委会若是审查认定法规同上位法
相抵触， 应当行使撤销权， 以确保宪法、 法律中的价值得以贯彻落实。輥輶訛 对此， 本文认为， 立法者
确立建议自纠机制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处置方式， 有助于妥适解决规范抵触的
问题， 具体而言：

一方面， 部分规范抵触情形中， 由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工作机构积极同制定机关交涉， 建议制
定机关自我纠正有助于节省制度运行的成本。 规范性文件实施中， 上下位法抵触的原因具有多样
性。 其中， 一类规范抵触的现象并非源自下位法制定机关故意违法立法， 而是受情事变更因素的影
响。 面对社会生活的变化， 上位法制定机关完善自身通过的规范性文件后， 下位法制定机关若未及
时依照上位法自我清理， 便会导致下位法在一定时期内抵触上位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果频繁、 直
接动用撤销权消除法规中的瑕疵， 不仅成本偏高， 而且偏严厉， 毕竟下位法制定机关无故意违法立
法的意图。 此时， 考虑到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工作机构的组成人员通常具备专业知识，輥輷訛 能够提出
内容上具有较强说服力的纠错建议， 通过与制定机关交涉， 提醒制定机关注意到抵触宪法法律的规
范性文件，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督促制定机关及时纠正， 维护法制统一。 另一方面， 建议自纠机制的
确立， 因应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需要。 根据宪法，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国家立法权。輦輮訛

然而， 社会转型时期， 立法信息具有分散和变动的特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碍于人员组成等因素， 表
现出立法能力不足、 立法效率偏低等缺陷， 社会立法需求与规则供给之间的矛盾相对突出。 对此，
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得不仰仗相关机关参与立法工作，輦輯訛 协同构造法律体系， 具体而言： 第一， 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相对原则， 依赖于有关机关细化补足。 为了减少工作失误， 规避政治风险， 全国

輥輶訛 制宪者并未明确违法司法解释的处置方式， 有赖立法形成。 在此， 笔者主要结合宪法关于法规审查的处置方式展开论述。
輥輷訛 现实中， 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大多缺乏相关专业背景。 立法者规定由常委会工作机构 （指代法工委） 协同专门委员会提出

纠错意见， 旨在发挥法工委长期参与立法工作的优势， 强化纠错意见的内容说服力。
輦輮訛 参见郭道晖： 《论我国一元性的立法体制》， 载 《法学研究》 1986年第 1期。
輦輯訛 林彦教授对此种关系有一定阐释。 参见林彦： 《法规审查制度运行的双重悖论》， 载 《中外法学》 2018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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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会长期奉行宜粗不宜细的立法理念，輦輰訛 致使创制的法律相对简约。 然而， 为了让规则更加
明确、 可操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常依赖于国务院等主体制定配套规则， 以因时因地解决问题。輦輱訛

其次， 立法条件不成熟时，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有关机关创制规则以探索实验。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
予国务院等主体派生性的制规权能， 这些主体凭借自身信息收集、 分析的优势制定试验性的规则以
填补法律空白， 并且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累积经验。 例如， 全国人大常委会曾授予国务院制
定改革工商税制、 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的立法权限。 其三， 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立法也长期依赖
相关机关的参与、 协作。 彭真同志曾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时要加强同国务院、 省级人大常委会
分工协作， 密切配合， 做到经常互通信息、 交换意见、 酝酿准备。輦輲訛 实践中， 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
依仗国家机关提出法律草案， 审议阶段也比较注重听取相关部门的意见。 为了避免挫伤此种规则创
制的协作关系，輦輳訛 影响这些机关继续发挥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补缺、 参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立
法的功能，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常会尽可能审慎、 稳健地处置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 针对备案审查
中存在的问题， 王兆国同志曾主张交由有关部门、 地方主动修正， 而不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撤
销。輦輴訛 对此， 通过确立建议自纠机制， 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工作机构可以通过与制定机关交涉， 提
醒制定机关纠正错误。 由于制定机关享有是否接受纠错意见的权利， 这种审查处置方式相对温和， 给
予了制定机关适度尊重， 有利于保护制定机关的工作积极性， 回应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需要。

（二） 建议自纠机制的合宪性解释

本文认为， 建议自纠机制的确立意味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立法明确了专门委员会或常委
会工作机构可以行使部分的审查判断权能， 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工作机构由此变成了相对独立的审
查机构。輦輵訛 整体而言， 这合乎宪法要求。 为了证明该命题， 首先需要回顾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工作
机构的职能定位。

1. 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工作机构仅是工作机关， 不具有最终决定权
一般认为， 专门委员会构成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助手。 在我国， 专门委员会由全国人

大设立， 受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 的双重领导。 就该机关的性质而
言， 胡乔木指出： “（专门委员会） 大体上需要做哪些事呢？ 我们设想， 应该主要是通过调查研究，
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便于人大及常委会制定法律或者决议。 这是它的主要工作。 这些专门委员会不
是任何形式的权力机关， 它只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助手。”輦輶訛 与此同时， 规范文本也确证了专门委员
会作为工作机关的性质。 全国人大通过的 《全国人大组织法》 第三十七条明确了专门委员会的 “工
作” 职能， 要求专门委员会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交付的被认为同宪法、 法律相抵触的法规、 决定、

輦輰訛 参见黄文艺： 《信息不充分条件下的立法策略》， 载 《中国法学》 2009年第 3期。
輦輱訛 参见彭真： 《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年版， 第 246页。
輦輲訛 参见前引輦輱訛， 彭真书， 第 249-250页。
輦輳訛 当然， 全国人大常委会过度依赖有关机关、 部门参与立法也导致了部门利益法制化、 地方利益法制化等问题。 对此， 党中

央近年来不断强调要推动人大主导立法工作。
輦輴訛 参见王兆国： 《加强地方立法工作 提高地方立法质量》， 载 《中国人大》 2004年第 16期。
輦輵訛 2000年 《立法法》 通过后， 胡锦光教授曾指出专门委员会变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违宪审查机构。 参见胡锦光： 《立法法对我

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与不足》， 载 《河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 2005年第 4期。 胡锦光教授近期撰文再次强调了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作为相对独立的合宪性审查机关的角色。 参见胡锦光： 《论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中不同主体的职能定位》， 载 《法
学家》 2020年第 5期。

輦輶訛 胡乔木： 《胡乔木文集 （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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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等， 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輦輷訛 这意味着， 专门委员会仅扮演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工
作助手的角色， 因为修宪者担心专门委员会如果享有最终决定权， 可能会架空、 肢解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的职权。

为了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 《全国人大组织法》 规定常委会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工作委员
会。 由于常委会工作机构隶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服务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 而且这类机构
并非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 也不享有最终决定权。

2. 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工作机构对外提出纠错意见并未架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职权
人们通常认为， 意见是指对事情的看法或想法， 由于缺少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而缺乏规范性， 因

而， 无论是审查意见抑或研究意见均不同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的、 具有实体拘束力的决定、
决议，輧輮訛 制定机关无须承担修改或者废止相关规范性文件的的义务。 然而， 实践中， 制定机关大多
不理睬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工作机构提出的审查意见、 研究意见， 立法者为了强化审查意见、 研究
意见的督促效力， 让制定机关认真对待审查意见、 研究意见， 规定制定机关承担在法定时限内 （两
个月内） 反馈的程序性义务。 由此， 根据 《立法法》， 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工作机构对外提出审议
意见、 研究意见仅具有程序法上的拘束效力， 制定机关只需按照要求告知、 反馈给专门委员会、 常
委会工作机构。

根据 《立法法》， 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工作机构认定法规抵触宪法法律， 协同提出的审查意见、
研究意见未能为制定机关设定调整法规内容的义务， 制定机关既可根据审查意见、 研究意见修改或
废止， 也可不遵循审查意见、 研究意见， 实体处分权能仍归属于制定机关自身， 均属合法。 是故，
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工作机构虽然有权判断规范性文件违宪违法与否， 但此种审查判断权能并不完
整， 因为这些机构的判断仅具有内容上的说服力， 而无法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 不具有终局性。
基于 《立法法》， 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行使部分审查判断权能以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
这合乎专门委员会乃至常委会工作机构作为工作助手的理论定位。 与此同时， 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
工作机构若是认为法规违宪违法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 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工作机构根据 《立法
法》 被要求向委员长会议提出撤销议案、 建议， 由委员会会议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决定。輧輯訛

由此可见， 全国人大通过明确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工作机构协同行使部分审查判断权能， 当制定机
关拒不修改时， 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机构承担着提出撤销法规议案的职责， 这并未淤塞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查并作出最终处置的通道。

根据 《监督法》， 专门委员会认为司法解释违法时， 通过与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交
涉后， 最高司法机关如果不予修改或废止， 专门委员会可以提出要求最高司法机关予以修改、 废止
的议案， 或者提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法律解释的议案。 由此可见， 专门委员会针对最高司法机
关的司法解释是否违法作出的专业判断， 不具有终局性。 若是最高司法机关不予修改或废止， 专门
委员会可以提出议案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处置决定。 虽然专门委员会提出议案与否直接决定了

輦輷訛 王汉斌同志主持了 《全国人大组织法》 的修改工作， 指出： “根据宪法精神， 为了突出强调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机构性质， 该
法对专门委员会没有用 ‘职权’ 而是用 ‘工作’ 二字。” 参见王汉斌编： 《王汉斌访谈录》，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87页。

輧輮訛 本文认为， 宪法规定专门委员会可以研究、 审议、 拟定相关议案， 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通过集体讨论， 形成审议意见，
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参考， 因此， 专门委员会的 “意见” 被称为 “审议意见”。 与此相对， 常委会工作机构是全国人大常
委会内部处理日常工作的辅助性机构， 不承担审议职责， 这类机构的意见被称为 “研究意见”。

輧輯訛 2015年修改 《立法法》 弱化了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工作机构的独立性， 试图促使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 至于实践中没
有出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事例的缘由， 可能并非制度安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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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輰訛 参见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废止》， 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law/349194.htm， 2020 年 5 月 20
日访问。

輧輱訛 参见蔡木子： 《乔晓阳详解我国宪法监督职能 10年推动 44件法规修改或废止》， 载 《长江日报》 2015年 4月 9日第 3版。
輧輲訛 包括 “潘洪斌要求审查杭州市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地方性法规以审计结果作为工程竣工结算依据” 等事例。
輧輳訛 参见 《法规备案审查尚无公开撤销案例》， 财新网： http://topics.caixin.com/2017-03-09/101064366.html， 2020年 7月 20日访问。
輧輴訛 参见 《明年对问题法规 “回头看” 集中清理， 适时 “撤销”》， 澎湃网：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23366，

2020年 5月 25日访问。

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否行使最终决定权， 但全国人大常委会理论上仍享有最终处置权。 故而， 本文认
为这一机制并未遮蔽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最终审查机关的地位。

总之， 《立法法》 《监督法》 明确了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工作机构部分的、 有限的审查判断权能
以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备案审查工作， 整体上合乎宪法要求。

二、 建议自纠机制的运行状况与优化建议

基于前述分析， 又该如何评价建议自纠机制自 2000 年初步确立以来的运行状况呢？ 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成立后， 又该如何对待建议自纠机制的去留问题呢？ 如何进一步完善建议自纠机制呢？

（一） 建议自纠机制的运行状况及其相关问题

1. 建议自纠机制的运行状况及其特征
2000 年 《立法法》 通过后， 我国立法监督的运行情况一直不被外界知悉， 长期以来， 也鲜见全

国人大常委会公开审查、 作出决定的报道。 2003 年， 孙志刚被拘禁致死后， 多位学者曾上书全国人
大常委会， 建议审查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反馈审查建议，
也未严格依据 《立法法》 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督促国务院及时修改或废止。 面对社会舆论的质疑，
国务院常务会议最终认定收容遣送办法不再合乎形势需要， 最终废止了收容遣送办法。輧輰訛 可见，
2000 年 《立法法》 初步确立的、 由专门委员会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督促制定机关自纠的机制并未得
到有效实施。

2004 年 5 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法工委下设法规备案审查室， 具体承担规范性文件审查工作。
据乔晓阳同志回顾， 从 2004 年至 2014 年， 法规备案审查室审查出存在问题的法规、 司法解释共计
44 件， 均提请至法工委召开讨论会议。 法工委通过积极与制定机关沟通， 最终修改或者废止了违宪
违法的规范性文件。輧輱訛 据此， 法规备案审查室成立后， 建议自纠机制的实施情况逐渐偏离了 2000 年
《立法法》 以及 2006 年 《监督法》 的规定。

自 2017 年以来，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方才正式对外公开。 根据三份备查年度
工作报告， 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 法工委展现出相对积极的工作状态， 具体承担督促制定机关纠错
的工作职责， 并视制定机关的不同， 灵活运用了纠错手段。 已公布的、 为数不多的审查事例中， 法
工委要么与制定机关沟通督促制定机关修改违法的规范性文件， 要么建议制定机关自我清理， 甚至
在部分案例中直接发函要求地方人大常委会修改地方性法规。輧輲訛

与之相应， 法工委督促制定机关纠错的实践， 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规范抵触的情况， 达到了维护
宪法法律权威的效果。 许安标同志指出： 自法规备案审查室成立以来， （法工委） 通过沟通协商、
督促制定机关纠正的法规、 司法解释累计上百件。輧輳訛 而按照梁鹰同志的说法， 法工委将审查研究意
见送交制定机关后， 制定机关均积极配合， 并无明确拒绝纠正的情况。輧輴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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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近年来， 建议自纠机制的运行状况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 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工作
机构的审查权能日渐向法工委集中， 法工委独自行使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法律明确的审查判
断权能；輧輵訛 第二， 法工委在 《立法法》 《监督法》 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纠错手段， 除提出书面研究
意见外， 还灵活运用了包括 （打电话） 提醒、 约谈、 发函要求等方式； 第三， 法工委督促纠错效果
良好， 制定机关按照法工委的意见自我完善， 未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撤销的事例。輧輶訛

2. 建议自纠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自 2000 年 《立法法》 初步确立建议自纠机制以来， 这一机制实施中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一方

面， 立足于规范视角， 法工委运用多样化手段独自督促制定机关纠错， 与 《立法法》 《监督法》 相
背离， 毕竟 2000 年 《立法法》 规定应由专门委员会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2015 年 《立法法》 规定常
委会工作机构理应协同专门委员会提出审查意见、 研究意见， 按照 2006 年 《监督法》 理应由专门
委员会单独督促最高司法机关修改或者废止违法的司法解释。 法工委集中行使立法机关授予的审查
权能、 自我发展纠错方式的实践， 虽可视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了加强备案审查工作， 自我调整的结
果， 但由于偏离了法律规定， 合法性略显不足， 有待调适；輧輷訛 另一方面， 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审查的工作情况长期未能对外公开， 难以明确制定机关如果不遵照法工委提出的审查意见自行纠
正， 法工委是否严格遵循程序提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决定， 毕竟外界从未得见全国人大常委会
公开撤销的事例。輨輮訛 鉴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未能行使最终处置权， 长此以往， 人们便形成了一种法工
委 （或法规备案审查室） 才是备案审查机关的错觉。

（二）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后建议自纠机制的优化建议

1.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后， 建议自纠机制仍有一定的必要性
为了回应党中央关于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 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要求， 2018 年修宪将法律委

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然而， 这未能响应学界长期以来的呼声， 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专门
的、 独立的宪法委员会， 行使宪法监督职权， 因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与其他专门委员会性质相同，
受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 的领导， 负责研究、 审议和拟定有关议案。
鉴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自身并无独立审查职权， 因而， “合宪性审查不是这个机构 （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 能够独立完成的。”輨輯訛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后， 构建合理可行的审查程序相对迫切。 少数学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
是真正的备案审查机关， 主张让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工作机构的审查权能悉数回归全国人大常委
会，輨輰訛 这意味着必须废除建议自纠机制。 然而， 一旦建议自纠机制被废除， 有关审查机构不再督促
制定机关纠错， 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否有效应对呢？

本文认为受限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性质， 全国人大常委会仍难以应对。 一方面， 纵然延长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会期， 也无法满足备案审查日常工作的需要。 “人大会议的长短， 应以能否充分地

輧輵訛 根据三份备审工作报告， 未曾看到专门委员会督促最高司法机关纠正违法司法解释的实践， 也未看到专门委员会和法工委
协同督促制定机关纠正违宪违法法规的事例。

輧輶訛 参见前引輧輳訛。
輧輷訛 官方可以考虑适时修改 《立法法》 《监督法》， 弥合法律与现实间的不一致。
輨輮訛 2019年 12月 2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废止了自身关于收容教育的决定以及国务院制定的相关办法。 然而， 废止理由中仅提

及收容教育制度已不合时宜， 尚不明确该制度是否因违反宪法而被撤销。
輨輯訛 张春生等： 《推进合宪性审查 加强宪法实施监督》，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18年第 4期。
輨輰訛 参见前引譾訛， 刘松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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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輱訛 刘政：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足迹》，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201页。
輨輲訛 目前， 有学者已认识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整体偏短， 主张延长这一机关的工作时长。 参见周伟：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期

与议程研究》， 载 《清华法学》 2008年第 5期。
輨輳訛 参见前引輥輯訛， 郑磊文。
輨輴訛 2019年 9月 21日， 梁鹰同志在北航备案审查制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上， 承认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后， 仍由法工委具体承

担备案审查工作。
輨輵訛 例如， 韩大元教授认为应当尽快整合法律草案审议与法规的合宪性审查职能， 将备案审查中法规的合宪性审查部分整合进

宪法与法律委员会。 参见韩大元： 《从法律委员会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体制和功能的转型》，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8年第 4期； 胡锦光教授认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后， 需要区分合宪性审查、 合法性审查。 参见胡锦光： 《论法规备案
审查与合宪性审查的关系》，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8年第 4期。

輨輶訛 有学者或许会认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存在事务多、 会期短的特点， 而且部分委员并无法律专业背景， 主张将建议自纠的职
能全部委诸法工委。 对此， 本文并不反对法工委承担督促制定机关纠正 “违法” 规范性文件的工作职责， 而是主张将督促
制定机关纠正 “违宪” 规范性文件的工作职责交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一来是试图区分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 二来是
试图提升督促纠正机关的级别， 凸显合宪性审查的严肃性， 优化建议自纠机制的实际效果， 三来是考虑到合宪性审查的事
例通常较少， 也与审查主体的情况相适应。

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来考虑。”輨輱訛 为了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理应享有更长
的会期去行使监督职权。輨輲訛 既然 《全国人大组织法》 第二十五条规定了委员长会议决定全国人大常
委会会期的权力， 初步来看， 委员长会议视存在违宪违法嫌疑的规范性文件的数量合理调整会期，
问题不大。 然而， 一旦需要审查的规范性文件数量过多， 实难全部提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决
定， 毕竟全国人大常委会遵循集体行使职权的原则， 而人大代表也须履行在闭会期间吸纳民意的职
责； 另一方面， 一旦建议自纠机制被废除， 有关机构审查、 研究后， 须将存在抵触上位法嫌疑的规
范性文件提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 面对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复杂性、 规范抵触原因的多样性，
在备案审查处置形式未能得到拓展的情况下， 全国人大常委会恐难作出相对稳妥的处理结论。 总
之， 由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仍非独立审查机关，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受限于审查能力、 处置方式， 恐
不适宜包揽全部的审查判断权能， 建议自纠机制仍有一定的必要性。

2. 建议自纠机制宜适度调整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后， 建议自纠机制仍有一定的必要性， 但立法者宜适度调整建议自纠机

制， 以便优化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的运行效果。
（1） 法工委不宜再承担督促制定机关纠正 “违宪” 规范性文件的职责
法工委单独承担督促制定机关纠错的工作虽然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 2015 年 《立法法》 修改

也为法工委行使审查权能提供了相关依据， 但是， 法工委集中行使法律规定的违宪违法审查权能，
不但不利于区分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 而且某些情况下也造成了 “小马拉大车” 的效应，輨輳訛 不
利于制定机关及时有效地消除公权行为的瑕疵。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18 年 6 月作出专门决定， 确定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在承担统一法律审议的基础上， 增加推动宪法实施、 开展宪法解释、 推进合宪性审查、 加强宪
法监督、 配合宪法宣传等职责， 这为专门、 集中审查法律草案以及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合宪与否奠定
了组织基础。 然而， 依照梁鹰同志的说法，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以来， 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持着由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负责法律草案审查， 法工委负责备案审查的工作格局。輨輴訛

为了理顺、 整合我国备案审查体制与合宪性审查体制， 部分学者提出了相关方案。輨輵訛 基于此，
本文也认为构建规范性文件审查程序时， 法工委不宜再督促制定机关纠正违宪的规范性文件，輨輶訛 毕
竟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已经明确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承担宪法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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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开展宪法解释的职责。 法工委经过研究， 若是发现法规存在违宪瑕疵， 理应先提交至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 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审查后再与制定机关交涉， 督促制定机关及时修改或废止。輨輷訛

（2） 宜将建议自纠机制调整为可供审查机构选择的机制
根据 《立法法》 《监督法》， 建议自纠机制具有前置、 必为的特点， 这意味着无论何种情形下专

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工作机构都须先行提出意见督促制定机关纠错。 与此同时， 最新通过的 《法规、
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 也规定道： 专门委员会、 法工委经过审查研究， 认为法规、 司法解释
抵触宪法或法律、 存在明显不适当等情形时， 应当遵循首先与制定机关沟通———再考虑提出书面审
查研究意见督促制定机关纠正———最后才可以考虑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处理程序。輩輮訛 本文认
为， 此种制度设计虽然因应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需要， 但随着备案审查工作的进一步推进，
立法者宜将建议自纠机制调整为可供选择的程序机制， 赋予有关审查机构视情况相机而行的裁量
权。輩輯訛 由此， 审查机构可视规范抵触的情况， 选择直接向委员会会议提出撤销议案、 建议， 由委员
长会议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决定， 或选择先行提出纠错建议， 提醒制定机关注意， 督促制
定机关自我完善。

赋予有关审查机构选择程序机制的权力，輩輰訛 具有如下方面的意义： 首先， 有助于彰显全国人大
常委会作为备案审查机关的地位， 提升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 法律的活跃度。 专门委员会或者
常委会工作机构直接提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 必然涉及宪法、 法律内涵的阐释， 这有助于激活
长期以来沉睡的宪法解释权，輩輱訛 提升作出法律解释的频次。 其次， 赋予有关机构选择程序的裁量权
能， 也有助于在某些情形下减少不必要的沟通、 交涉环节， 避免纠错程序久拖不决， 持续损害公民
权利、 公共利益。 最后， 有助于惩罚违法立法的主体， 震慑存在违法立法倾向的其他主体。 以 《甘
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 “放水” 事件为例， 该条例自颁行以来历经多次修改， 但部分规
定始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抵触。輩輲訛 由于地方立法机关故意缩减上位法的禁止性
规定， 纵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最终造成了严重后果。 此时， 相关审查机构若能自主选择审查程
序， 便可视具体情况省去交涉环节， 直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违法的立法， 这势必有助于警
示、 惩戒恶性立法事件， 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吁求。

结语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分别通过 《立法法》 《监督法》 规定了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工作机构通过
与制定机关沟通、 提出书面意见的方式， 督促制定机关纠正违宪违法规范性文件的 “建议自纠机

輨輷訛 根据 《法规、 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 官方虽然凸显了法工委在法规、 司法解释审查中的角色， 但却未能区分合宪性
审查、 合法性审查， 稍显遗憾。

輩輮訛 根据 《法规、 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做出最终决定有赖于专门委员会、 法工委是否分别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 建议， 这似乎同 2015年 《立法法》 的修改背离， 全国人大常委会可能更难作出决定。

輩輯訛 对此， 部分学者或许会质疑相关审查机构可能由于自利动机而沿用建议自纠机制， 继续回避审查。 本文认为， 宜将建议自
纠机制调整为可供审查机构选择的程序机制的设计可能不算最为彻底的方案， 但考虑到目前备案审查决定的溯及效力未能
明确， 审查处理方式拓展与否并不清楚， 本文提出的方案体现了笔者试图稳步激活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权能的期待， 仍有
一定的意义。

輩輰訛 审查机构须尽可能阐明选择程序机制的理由， 这不仅有助于压缩审查机构的裁量权， 同时有助于让公众信服。
輩輱訛 现行宪法明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和法律的职权， 根据国家机关职权职责统一的原则， 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果长期不

作出宪法解释， 可能被认为怠于履职。 对此， 引导备案审查权能逐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回归， 以便提升宪法解释的频次，
显得极为重要。

輩輲訛 参见王秀中： 《地方立法为破坏生态 “放水”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专项审查》， 载 《南方都市报》 2017年 8月 21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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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虽然部分学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是权威备案审查机关， 并力主废除此一建议自纠机制，
但本文认为，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规定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工作机构对外提出纠错意见的权能， 没
有淤塞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审查的空间， 也未遮蔽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真正审查机关的宪法地位，
整体上合乎宪法要求。 建议自纠机制的确立不但有助于减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负荷， 而且丰富
了审查处置方式， 为妥适解决规范抵触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从实践层面来看， 近年来， 建议自纠机
制的运行状况逐渐偏离了法律文本， 合法性略显不足。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后， 建议自纠机制仍
有一定的必要性， 但宜适度调整， 以便优化规范性文件审查机制的运行效果。

Abstract: The�National�people’s�Congress�and�its�standing�Committee�have�respectively�estab-
lished� a� self-correction�mechanism� through� suggestion� in� the� record� review� system� through� the�
Legislation�Law�and�the�Supervision�Law.�The�establishment�of�this�mechanism�not�only�helps�to�
reduce�the�workload�of�the�Standing�Committee�of�the�National�People’s�Congress,�but�also�en-
riches�the�examination�and�disposal�methods�of�the�Standing�Committee�of�the�National�People’s�
Congress,�which�contributes� to�solving�the�problem�of�conflicts�of�norms.�At� the�same�time,�on�
the�whole,�this�mechanism�also�accords�with�the�functional�orientation�of�the�working�bodies�of�
special�committees�and�standing�committees.�In�recent�years,�the�legitimacy�of�the�self-correction�
mechanism�through�suggestion�has�been�weakened�slightly�by�the�fact�that�its�implementation�has�
gradually�deviated�from�legal�texts.�After�the�establishment�of�the�Constitution�and�Law�Commit-
tee,�there�is�still�a�certain�need�for�the�self-correction�mechanism�through�suggestion�which�should�
be�adjusted�appropriately.� In�order� to�optimize� the�operation�effect�of� the� review�mechanism�of�
normative�documents,�the�Legislative�Affairs�Commission�should�not�assume�the�responsibility�of�
urging� the� legislative� bodies� to� self-correct� the� unconstitutional� regulations,� and� it� is� suggested�
that�the�self-correction�mechanism�should�also�be�adjusted�for�a�mechanism�which�can�be�selected�
by�review�bodies.

Key Words: Standing�Committee�of�the�National�People’s�Congress； Record�Review； Self-cor-
rection�Mechanism�through�Suggestion； Legislative�Affairs�Commission； Constitution�and�Law�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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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旨龙， 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院研究员， 法学博士； 李文慧， 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院研究助理。
譹訛 参见田野： 《大数据时代知情同意原则的困境与出路———以生物资料库的个人信息保护为例》，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8

年第 6 期。
譺訛 See Tom L. Beauchamp& James F, Childress Principles of Biomedical Eth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25.
譻訛 ［英］ 洛克： 《政府论》 （下篇）， 叶启芳、 瞿菊农译， 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第 74 页。
譼訛 参见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范扬、 张企泰译， 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第 24 页。

郭旨龙 李文慧 *

内容提要： 数字化时代信息的爆炸性增长使得数据控制者和数据处理者更加难以获得有效
的同意， 个人信息的公共属性削弱了个人控制其信息的能力。 知情同意原则作为个人信息
保护的帝王原则其本身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 在信息处理者与个人不对等的关系中， 权利
人的同意是对于信息处理者最好的限制， 适用的困难不能作为动摇制度架构的理由。 通过
考察知情同意原则的形成过程， 归纳知情同意原则的规范结构， 进一步分析知情同意原则
中国化过程中的嬗变、 存在的问题， 以及大数据对知情同意原则适用造成的具体冲击， 在
此基础上可以提出上述双重困境之下知情同意原则可能的破局思路。 其一， 在法律层面确
立知情同意原则 “充分告知 +实质同意 +同意例外和撤回” 的规范结构； 其二， 可以参考
互联网领域的多元规制理论， 充分发挥平台治理的能动作用， 引入风险评估机制等多元路
径， 以知情同意原则为基点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的综合性框架。
关键词： 知情同意原则 个人信息保护 规范结构 平台治理 技术嵌入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1.003

引言

知情同意原则最初是医学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 是指医生必须披露足够的信息， 以使具有表达
能力的患者可以在充分理解某种医疗方案、 医疗行为和医疗措施的前提下对是否同意接受治疗作出
决定， 反映了对患者的自主权和自身权尊重。 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一原则已经逐渐开始在个人信息
保护领域适用， 成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 个人信息保护体系中的知情同意原则起源于前信息
时代， 强调同意必须基于个人对于其信息的收集利用的充分知情。譹訛 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强调个人自主
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和密尔的道德理论。譺訛 洛克在 《政府论》 中写道： “一切自然人都是自由的，
除了他自己同意以外，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他受到世俗权力的限制。”譻訛 黑格尔则主张人作为其意志
的存在形式， 有权在任何事物中表达其意志， 但只有在人们作出决定后， 这种意志才是现实的、 特
定化了的意志， 因此包括个人信息在内的事应由本人自治自决， 个人不能处于被操控的地位。譼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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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訛 参见前引譼訛， 黑格尔书， 第 111页。
譾訛 ［美］ 丹尼尔·伯斯坦、 戴维·克莱恩： 《征服世界 数字化时代的现实与未来》， 吕传俊、 沈明译， 作家出版社 1998版。
譿訛 ［美］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 胡泳、 范海燕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2页。
讀訛 Leecia M. McDonald ＆ Lorie Faith Cranor, The Cost of Reading Privacy Policies, A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Vol. 4, No. 3 (2008), pp.540－541.
讁訛 吴泓： 《信赖理念下的个人信息使用与保护》，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1 期。
輥輮訛 参见 ［美］ 理查德·A.波斯纳： 《论隐私权》， 常鹏翱译， 载 《私法》 2011 年第 2 期。
輥輯訛 范为：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重构》， 载 《环球法律评论》 2016年第 5期。
輥輰訛 参见姚岳绒： 《论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在我国的证成》， 载 《政治与法律》 2012 年第 4 期。
輥輱訛 参见任龙龙： 《论同意不是个人信息处理的正当性基础》， 载 《政治与法律》 2016 年第 1 期。

然而，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知情同意原则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而冲击的核心就在于 “同意
困境”。譽訛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人类社会开始逐步进入到以数据化、 网络化和智能化为特征的后
信息时代，譾訛 数字化生存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 也就是说， 信息不再 “推向” 消费者， 而是人们或
他们的数字勤务员将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拿过来并参与他们的创建。譿訛 在这一活动过程中信息开始由个
人控制转向社会控制， 作为个人控制其信息被收集、 处理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知情同意原则受
到了数字化时代的严重冲击。

在此背景下掀起了一股知情同意原则否定论的思潮。 一些知情同意原则的批判者认为， 在现代
的信息处理场景中， 并不必然需要知情同意原则。讀訛 还有学者认为， 由于假定的理性人在大数据背景
下其实并不具备自决能力， 此时的同意并非是真正的同意， 以自决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是理念
定位的错误。讁訛 无论是在日常社会生活中， 还是在经济活动中， 始终需要知悉个人信息， 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 不公开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欺诈。 如果对人们为了误导他人而隐匿个人信息的行为
给予法律保护， 从经济学上来说与允许商品销售中的欺诈行为没有实质性差别。輥輮訛 甚至有学者直接
指出， 知情同意原则在大数据时代的冲击下已经走向穷途末路。輥輯訛

综合看来， 批判者们的理由大多集中于后信息时代个人的信息自决和信息自控的能力实际上已
经不存在， 知情同意已经不能在数字化时代很好地发挥作用。 但上述理由不足以构成对知情同意原
则的抛却理由， 个人行使不好权利就不赋予其权利的逻辑存在一定的问题。 在数字化时代个人同意
能力的不足是知情同意原则在适用中的问题， 而不是其正当性和必要性的问题， 法本身是需要付出
代价的， 故对于一个原则尤其是基础性的原则的考察不能单纯基于能否十分经济地适用。

知情同意原则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帝王原则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 它代表了一种个人塑造自己
形象、 安排自己生活的能力，輥輰訛 故基本的价值导向应当是将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放在首位， 而对于具
体适用中的诸如个人同意能力不足的问题则可以通过改良知情同意原则来弥补。 但笔者对于否定
“同意” 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正当性基础， 主张以路径重构取而代之的观点并不能完全认同。輥輱訛 不可
否认， 知情同意原则在现实适用中需要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 但是对于知情同意原则的完善应当坚
守其核心内涵———个人自主、 个人自决， 这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是底线一般的存在， 在企业和国家
的双重利维坦的侵袭之下， 个人已然处于弱势地位， 个人信息自决的能力与对于个人信息的控制程
度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如果将个人控制自由的阀门 “同意” 关上， 从长远来看， 能否说是一种
经济的考量还有待商榷。

本文通过考察知情同意原则的形成过程， 梳理知情同意原则的规范结构， 进一步分析知情同意
原则中国化过程中的嬗变， 以及我国的现在法律框架内知情同意原则面临的来自大数据的具体冲
击， 在此基础上探究上述双重困境之下知情同意原则可能的破局思路， 提出首先在法律层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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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輲訛 Slater v. Baker& Stapelton, 95 Eng. Rep 860 (K. B. 1767). 转引自赵西巨： 《医事法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08年版， 第 57页。
輥輳訛 赵西巨： 《从知情同意原则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轨迹看其所保护之权利及其性质》， 载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 4期。
輥輴訛 Schloendorff v. The Society of New York Hospital, 211 N.Y. 125, 127, 105 N.E. 92 (1914), abrogated by Bing v. Thunig, 2 N.Y.2d

656, 143 N.E.2d 3 (1957). 该案件在当时引起极大的争议是因为纽约医院本身是一家慈善医疗机构， 除病人自身所需膳食费
外不收取任何费用， 当时一项既定规则是该类医院对医生和护士在治疗病人的疏忽不承担责任。 具体到本案中法官认为该
案医生未经同意摘除肿瘤的行为已经不是疏忽而是非法侵入。

輥輵訛 Slago v. Stanford Jr. University Board of Trustees, 317P.2d 170 (1957).

“充分告知+实质同意+同意的撤回+同意例外” 的规范结构， 可以参考互联网领域的多元规制理论，
充分发挥平台治理的能动作用， 引入风险评估机制等多元路径， 以知情同意原则为基点建立个人信
息保护的综合性框架。 如此， 可为知情同意原则在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中更好地适用提供参考。

一、 知情同意原则规范结构的实证考察———案例和文本的实证考察

（一） 从 “同意” 到 “告知同意”： 美国法中知情同意原则的形成

“知情同意” (informed consent) 起源于普通法系， 英文文献中最早涉及知情同意的记录可以回
溯到 1767 年的 Slater 案， 该案法官确认了在进行手术前取得患者的同意是 “外科医生之惯例和法
则”。輥輲訛 知情同意最初在医事法律中得以确认和发展， 在美国法中经历了从患者 “同意” 缺失到 “知
情同意” 的缺失。輥輳訛

1914 年美国的 Schloendorff 案首次明确了知情同意原则。 1908 年 1 月， 该案的原告玛丽·施洛
恩多夫因肌瘤到纽约医院就诊， 为了确认该肌瘤是否为恶性， 玛丽同意了其主治医生史汀森 （被
告） 对她进行麻醉检查， 而史汀森医生在检查中发现该肿瘤是恶性的之后， 直接在玛丽麻醉昏迷时
切除了肿瘤。 术后， 玛丽的左臂出现坏死， 她的一些手指不得不被截肢， 玛丽认为自己在此期间未
作出任何关于同意切除肌瘤的表示， 医生应当对手术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负责。 该案的法官在判决中
认可了玛丽主张的 “自主决定权”， 并发表了知情同意原则的经典表达： 即 “每一个心智健全的成
年人均享有处置其身体的决定权， 医生没有取得患者的同意径行实施手术的行为成立暴行， 该暴行
产生的损害应当由医生负责。 除非存在实施紧急手术的例外， 否则应当坚持知情同意原则。”輥輴訛

到二十世纪中叶的 Martin Salgo 案法院开始关注患者的 “知情同意”， 在该案中患者马丁·萨尔
戈的主治医生怀疑患者腹部主动脉阻塞， 建议使用一种需要注射造影剂的方法进行进一步检查。 患
者对这一检查表示同意， 不幸的是由于检查过程中向萨尔戈的背部大动脉导入造影剂致使患者失去
行动能力， 下肢瘫痪。 患者认为医师未将这一风险告知他， 他的同意是在不知道该检查的风险下作
出的， 医生仍然应当对其行为负责。 对此， 审理该案的布雷法官表明 “如果医生没有就其所建议的
诊疗方案所依据的必要事实和风险告知患者， 即违反了告知义务，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輥輵訛

由上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出知情同意原则的形成经历了从 “同意” 到 “告知同意” 的过程。 至
此， 美国法中知情同意原则基本成型， 即告知———知情———授权同意， 也是现代各国知情同意原则
规范的最基本的结构。

（二） 知情同意原则的例外： 欧盟对于知情同意原则的发展

1960 年至 1970 年这段时期， 欧洲开始大量在信息收集和处理领域使用信息通信技术 （ICT），
与此同时数据保护也逐渐开始引起人们关注。 在此背景下， 欧洲委员会 （Council of Europe）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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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輶訛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Automatic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由于在欧洲理事会 《欧洲条约
集》 （European Treaty Series） 中编号 108， 因此这一公约通常被习惯性地称为 “108 号公约”， “108 号公约” 被公认是最为
重要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国际公约性法律文件。

輥輷訛 Regulation (EU) 2016/679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27 April 2016.
輦輮訛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Data Protection Regime in China, 2015.
輦輯訛 陈飞等译： 《个人数据保护 欧盟指令及成员国法律、 经合组织指导方针》， 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3-61页。
輦輰訛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Regulation (EU) 2016/679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27 April 2016.
輦輱訛 Ibid 22, Recitals 32, 42, 43 and Article 7 § 4; Recital 32 and Article 7 § 2; Recitals 32, 42 and Article 7 § 2; Recital 42.
輦輲訛 Ibid 22, Recitals 51, 71 and Article 9 § 2; Articles 7 § 3.

1980 年发布了 《关于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的个人保护公约》 （下文简称为 “108 号公约”）。輥輶訛 这是欧
洲委员会为在整个欧洲采用数据保护法提供的框架性尝试， 该公约规定数据主体的同意是处理个人
数据的法律依据之一， 并确定了授权使用个人信息的形式同意要求。 此后，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
分别于 1995 年 10 月 24 日和 2016 年 4 月 27 日公布了 《关于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个人保护以及此
类数据自由流动的指令》 （95/46/EC） （下文简称 《95指令》） 和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輥輷訛 这也是欧盟
现行法律中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主要法律。輦輮訛

《95 指令》 是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的一种立法形式， 但它们并不是僵硬地立法， 而是 “将执行
形式和选择留给当局”。 正如其名称所述， 《95 指令》 旨在能够协调对个人基本隐私权的保护与成员
国之间数据自由流通， 其第 7 条规定成员国应当制定依据 《指令》 制定国内法严格限制处理个人数
据的情形： (a) 数据主体明确表示同意； ……第 8 条规定了特殊类型数据之处理要求， 第 4 节则是
规定了告知数据主体的信息内容， 第 6 节第 13 条规定了个人数据处理的例外和限制， 即国家安全、
防务、 公共安全、 对于刑事犯罪或者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预防、 调查、 侦查和起诉。 《95 指令》 确
立了欧盟对于个人信息保护中以知情同意为首要正当性的基础地位， 同时也在知情同意原则的规范
结构中增加了同意的例外和限制。輦輯訛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下文简称 GDPR） 对 《95 指令》 的相关规则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首先，
GDPR 仍然坚持并强调了知情同意原则作为个人数据处理的合法性基础地位， 并在知情同意外规定
了其他五种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 即履行合同所必需、 处理者履行法律义务所必需、 为了保
护公共利益所必需、 保护数据主体切身利益所必需、 处理者或者第三方追求合法利益所必需。輦輰訛 这是
对知情同意原则的另一种程度的完善。 其次， GDPR 对有效的同意提出了基本的框架要求， 包括自
愿提供， 同意应当明确、 特定、 可审核的要求。輦輱訛

在此基础上， GDPR 第 2 章第 9 条对禁止处理的特定个人信息进行了规定。 该条明确禁止对能
够显示种族、 宗教、 政治观点、 哲学信仰的个人数据的处理， 禁止仅仅出于确认自然身份的目的处
理生物基因数据， 禁止处理能够表现人的性生活或性取向的数据。輦輲訛 但该条第 2 款第 1 项同时又规定
了数据主体明确同意的除外。

最后， GDPR 的第 7 条第 3 款对同意的撤回作出了规定， 在该条款下数据控制者应当在数据处
理之前告知数据主体有随时撤回其同意的权利， 且其撤回不影响撤回之前基于有效同意所做出的合
法数据处理。 此外， 数据控制者应当为数据主体撤回同意提供与取得同意时同样的便利。

综上， 可以看出欧盟始终坚持知情同意原则在个人数据处理中的地位， 进一步对知情同意原则
的适用条件具体化。 至此， 知情同意原则的规范结构中增加了例外限制与同意的撤回， 最终形成了
知情同意原则的规范结构： 告知———知情———授权同意———同意的撤回———同意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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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輳訛 《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第二条中明确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在业务活动中收集、 使用公民个人
电子信息应当经被收集者同意。

輦輴訛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十四条： 消费者在购买、 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 享有人格尊严、 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
享有个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的权利。

輦輵訛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收集、 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经消费者同意。
輦輶訛 《民法总则》 第一百一十一条：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 应当依法取得并

确保信息安全， 不得非法收集、 使用、 加工、 传输他人个人信息， 不得非法买卖、 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輦輷訛 徐丽枝： 《个人信息处理中同意原则适用的困境与破解思路》， 载 《图书情报知识》 2017 年第 1 期。
輧輮訛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规定》 第二条， 2012年 12月 28日通过。
輧輯訛 参见前引輦輴訛，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十四条。
輧輰訛 参见前引輦輵訛，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九条。

二、 数字化时代知情同意原则在我国遭遇的双重困境

我国最早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是 201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
的决定》。輦輳訛 随着个人信息的重要性增加， 个人信息保护条款逐渐成为若干法律中的必要条款， 相关
法律中开始逐步引入个人信息保护的知情同意原则。 2013 年修订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十四
条輦輴訛、 第二十九条輦輵訛， 2017 年实施的 《网络安全法》 第四章以及 《民法典》 第一百一十一条輦輶訛、 第六
章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 6 个条文等法律对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以告知和权利
人同意为核心构建的个人信息隐私保护制度已经根植于我们的立法和实践中，輦輷訛 但是我国在引入知情
同意原则的过程中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知情同意原则的具体适用过程中引发的问题， 导致知情同意
原则在我国面临告知形式化、 同意形式化的困境。 这种困境又经由大数据的冲击发生了倍增效应。

（一） 对规范结构的偏离

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以下简称 《决定》） 是我国最
早在法律层面规定同意原则。 该法第二条规定 “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在业务活动中
收集、 使用公民个人电子信息， 应当……明示收集、 使用信息的目的、 方式和范围， 并经被收集者
同意……”，輧輮訛 从条文本身可以看出此时的知情同意原则仅为原则性规定， 法律本身并未具体明确告
知的形式、 如何保证充分知情以及同意的方式， 司法实践中也并未出台相关配套措施。 2013 年修订
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十四条輧輯訛、 第二十九条輧輰訛 也是如此， 但仍然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在此之后，
知情同意原则逐步成为若干法律中的必要条款。

2017 年 6 月 1日生效的 《网络安全法》 又被称为一部小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其中第四十一条规
定网络运营者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 除合法、 正当、 必要原则等， 并经被收集者同意。 此处的表述
“并经” 相较于 《决定》 的 “应当”， 强调被收集者同意是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数据的必要条件。
《网络安全法》 第四十二条又在此基础上区分了匿名信息和可识别个人信息。 但是， 《网络安全法》
确立的知情同意原则的结构相较于 《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并未有大的改变， 同样对于告
知的具体义务、 同意的方式没有明确说明， 也未引入知情同意原则的例外与撤回。 《网络安全法》
本身作为一部基本性质的法律， 其规定仍然有待实施细则加以具体化， 但遗憾的是目前为止并未有
知情同意原则相关实施细则出台。

2020 年 5 月 28 日颁布的 《民法典》 第一百一十一条、 第六章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 6 个条
文等法律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其中规定 “处理个人信息的， 应当遵循合法、 正
当、 必要原则， 不得过度处理， 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 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 但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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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輱訛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三十五条。
輧輲訛 朱悦： 《连美国大法官都不阅读隐私协议， “知情同意” 原则如何落地？》， 腾讯网： https://news.qq.com/omn/20190102/

20190102A11Y3X.html. 2019年 1月 2日访问。
輧輳訛 Susan Athey& Christian Catalini and Catherine Tucker, The digital privacy paradox: small money, small costs, small talk, i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2017), p.1-26.
輧輴訛 参见前引讁訛， 吴泓文。

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輧輱訛 《民法典》 的这一规定进一步强调了我国法律中知情同意原则位于
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地位， 但是此条款中的 “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暂时在我国没有很
明确指向的法律法规， 这也为未来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出台留下了一个口子。 此外， 值得肯定
是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三十六条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的豁免。 但是， 总体看来民法典关于知情同意
原则的条文表述相较于 《网络安全法》 的知情同意原则的表述和结构并无较大区别。

近年来， 我国知情同意原则也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 2020 年 10 月 1 日实施的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下文简称 《信息安全规范》） 第 5.4 条对于知情同意原则的规范结构进行了详
细规定， 将个人信息区分一般个人信息、 敏感个人信息、 生物识别信息、 儿童的个人信息分别规定
了授权同意、 明示同意， 数据控制者和数据处理者在收集敏感信息时不仅需要征得信息主体的明示
同意， 而且应当保证个人信息主体的明示同意是其在完全知情的基础上自主给出的、 具体的、 清晰
明确的意愿表示。 第 5.6 条规定了知情同意的例外。 之后 《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告知同意指南》
（征求意见稿） 更是对个人信息、 个人敏感信息、 个人信息控制者等进行了详细规定， 这两个国家
标准是目前我国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较为系统具体的规定， 是我国在规范层面对于知情同意原则结
构的规定的进步， 各大平台在 《信息安全规范》 出台后也纷纷修改自己用户隐私协议， 但是受国家
标准的效力层级限制， 这种修改如何真正落地有待未来的实践检验。

综上， 我国现行法律中的知情同意原则在规范结构层面有一定的偏离， 知情同意的核心是个人
信息自决与自主使用， 知情同意原则在我国立法层面的规范机构的缺点反应在司法领域， 就成为了
其适用流于形式化的原因之一。

（二） 受大数据的冲击

当人类社会进入到大数据时代， 数据量之大、 数据处理之频繁使得知情同意原则在个人信息保
护的框架中开始显得力不从心。 知情同意原则在大数据的影响之下， 正在慢慢失去其原本的面貌，
失去自决灵魂的同意就只是一副躯壳， 以让渡自决得来的使用上的便利， 是一种时代性的 “变节”。輧輲訛

首先， 对于个人主体来说， 信息爆炸带来的海量而专业的数据使得个人的同意失去了自决的意
义。 据研究， 面对各种冗长的隐私声明， 很少有人去认真地阅读，輧輳訛 一是受限于隐私声明的冗长和专
业性， 普通网民往往难以把握关键信息； 二是没有时间， 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使得公众没有时间
和精力去阅读千字文般晦涩难懂的隐私政策； 三是即使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读完读懂了隐私声明的内
容含义， 如果要使用某项服务也没有拒绝的权利， 这也进一步降低了公众的积极性。 在这种情况
下， 麻木地点击在线一键同意按钮已经成为一种无需思考的例行操作， 而自决在这种例行公事式的
同意中的作用是极其微小的， 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同意的作用已被虚化、 弱化。輧輴訛

其次， 信息收集者与信息处理者获取同意的难度和成本大大增加， 信息收集者、 信息处理者面
临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是伴随人们的隐私观念的增减而与日俱增的严格的监管， 一方面是信息收集
者和信息处理者自身商业运作的生存需要。 而且， 在大数据条件下， 信息通常是全数据处理， 一些
大数据分析师表示在数据处理结果出来之前他们甚至也不知道具体会是怎样。 这种目的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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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輵訛 参见丁晓强： 《个人数据保护中同意规则的 “扬” 与 “抑” ———卡-梅框架视域下的规则配置研究》， 载 《法学评论》 2020
年第 4期。

輧輶訛 [美] 劳伦斯·格莱斯： 《代码 2.0： 网络空间中的法律》， 李旭、 沈伟伟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根据书中格莱斯提
出的概念框架， 法律之外， 市场、 技术架构 （architecture） 以及社会规范 （social norms） 同样是网络空间中约束 （constrain）
行为的基本规制力量， 互联网的政策和问题不可能单靠单一手段解决， 每一种手段都需要至少两种规制方式的结合。

輧輷訛 翁清坤： 《告知后同意在个人资料处理之适用》， 转引自前引輥輱訛， 任龙龙文。

和模糊性使得前信息时代事前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模式不能满足信息主体对于信息保护的期待。 此
外， 由于大数据时代数据商业化的大趋势以及大数据的本身的资源属性， 信息收集者对其收集的数
据可能进行不止一次的处理挖掘， 如果每当这种处理、 挖掘、 使用甚至转让超出原始同意的范围
时， 原始同意即告失效， 那么可以想象当一个信息收集者和信息处理者面对数以万计的主体需要征
求数以万计次同意时， 其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会是多么巨大， 这一点也成为很多对于知情同意原则
批判的主要理由之一。

最后， 大数据增加了知情同意原则的监管难度。 如果司法机关完全认可同意是使收集利用个人
信息的行为获得合法化的依据， 那么就必须对同意的方式进行重大改进， 否则数据主体的同意反而
可能成为数据处理者和数据控制者的规避责任的利器。 实践中， 数据收集和处理企业有可能将这种
同意机制异化为一种近乎为默认的机制， 绝大多数用户并不知道自己 “同意” 就已经构成了 “同
意”， 典型的比如 2018 年的支付宝个人年度账单正式发布事件的处理。

三、 数字化时代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中知情同意原则的脱困思路

在国家、 企业 （数据控制者和数据处理者） 和数据主体构成的个人信息控制和处理的三方结构
中， 数据主体无论是从信息获取还是从对自己利益的保护能力上都处于一个弱势地位， 因此对于个
人数据的保护， 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念应当是经济技术的优先发展不能建立在牺牲个人信息保护的前
提下， 而是应当有所衡量， 以平衡个人信息之间的保护与利用作为最基本的理念。輧輵訛 对于个人信息保
护中知情同意原则在我国面临的困境， 一方面可以期待未来在立法层面完善其规范结构， 一方面可
以参考互联网领域的多元规制理论， 充分发挥平台治理的能动作用， 引入风险评估机制等多元路
径， 以知情同意原则为基点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的综合性框架。輧輶訛

（一） 规范层面： 修正和完善我国立法框架中的知情同意原则

由上述分析可知针对知情同意的规范结构， 我国现行知情同意原则的规定， 首先对于告知的规
定过于原则性， 导致了实践中的数据控制者和数据处理者利用各种手段规避义务， 使得告知不能达
到充分知情的目的。 其次， 对于知情选择权， 实践中尤其是数字化时代数据主体即使是充分知情也
很难实现自主选择， 对此应在法律层面确认 “知情后选择原则” 充分尊重个人信息自决。 此外， 对
于同意的形式、 同意的类型化、 个人信息的类型化需要明确导向。 最后， 对于民法典中规定的同意
例外应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加以具体规定， 未来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 中应当考虑确立强化个人信
息保护的基本导向。

1. 充分告知
在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信息主体与信息搜集者之间存在 “资讯不对称” 或 “知识落差”， 因此，

关于个人信息的搜集、 利用和分享， 应有 “告知后同意” 与 “告知后选择” 原则之适用。輧輷訛 我国对于
个人信息收集中信息收集与控制主体的告知义务大多在隐私协议、 用户协议之中， 且不论用户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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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輮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三十六条： 处理个人信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一） 在该自
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的范围内合理实施的行为； （二） 合理处理该自然人自行公开的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信息， 但是
该自然人明确拒绝或者处理该信息侵害其重大利益的除外。

輨輯訛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 35273—2020。 第 5.6 条 征得授权
同意的例外。 以下情形中， 个人信息控制者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不必征得个人信息主体的授权同意： a) 与个人信息控制者
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相关的； b) 与国家安全、 国防安全直接相关的； c) 与公共安全、 公共卫生、 重大公共利益直接相
关的； d) 与刑事侦查、 起诉、 审判和判决执行等直接相关的； e) 出于维护个人信息主体或其他个人的生命、 财产等重大合
法权益但又很难得到本人授权同意的； f) 所涉及的个人信息是个人信息主体自行向社会公众公开的； g) 根据个人信息主体
要求签订和履行合同所必需的； h) 从合法公开披露的信息中收集个人信息的， 如合法的新闻报道、 政府信息公开等渠道；
i) 维护所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安全稳定运行所必需的， 如发现、 处置产品或服务的故障； j) 个人信息控制者为新闻单位， 且
其开展合法的新闻报道所必需的； k) 个人信息控制者为学术研究机构， 出于公共利益开展统计或学术研究所必要， 且其对
外提供学术研究或描述的结果时， 对结果中所包含的个人信息进行去标识化处理的。

多大程度上获取信息， 这些格式协议本身就有很多的企业通过文字规避告知义务的操作空间。 对
此， 《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 （草案）》 第十五条规定了明示义务， 即数据收集、 处理者应当对自身
的基本信息， 收集、 处理的目的、 方式和范围， 风险， 安全保护措施， 数据存储期限， 以及数据权
行使方式等个人数据收集、 处理规则以通俗易懂、 明确具体、 易获取的书面方式完整、 真实、 准确
的向授权主体披露。 《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告知同意指南》 附录中分场景给出示例的方式来达到
充分告知的要求。

未来首先应当在立法中明确企业的告知义务及以明显突出的告知形式要求， 在法律层面确认数
据处理者、 数据控制者的明示告知义务， 并设立相应的罚则。 此外， 可以成立个人信息保护的第三
方中立机构， 对于具体的告知形式可以参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为了实现知识产权的全球民
众老少皆懂， 无文字障碍， 对一些知识产权的以图标形式进行统一释义的做法。 在知情同意原则的
使用中诸如用户协议的一些常用条款， 可以由上述第三方中立机构对一些常见多用的告知条款进行
统一的图标释义或其他统一定义， 使得人们能够充分获取和理解信息。

2. 实质同意
如上文所述， 我国对于一般性与敏感性的个人数据采用的是同等保护模式， 导致我国的知情同

意原则在适用时通常流于形式化， 有必要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中的 “同意” 进行细分。 对此可以参
照相关规定在未来的个人信息基本法律中明确规定同意包括明示同意和默示同意， 在强调获取所有
数据都需要获得清晰和明确的同意基础上， 区分个人敏感数据与非敏感性数据适用无争议同意与明
示同意的模式， 并对未成年人、 公众人物等特殊主体的个人数据设立特殊的同意规则， 以此达到强
化对敏感个人数据的保护和对一般个人数据的利用目的， 实现二者之间的利益平衡， 也避免 “同
意” 的形式化， 不让法律上对敏感性数据的保护缺位。 此外还可以出台相应的分场景分个人信息的
种类引入推定同意 （presumed consent）、 开放同意 （open consent）、 概括同意 （broad consent）， 使
得同意具有实质意义。

3. “同意” 的撤回和例外
民法典规定了行为人处理个人信息除征得个人同意外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两个例外， 即信息处理

者对于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和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该自然人的合法权益所作出的合理处理不承担民
事责任，輨輮訛 初步确定了同意并非唯一性的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 这有利于数字化时代个人信息
处理、 使用。 《信息安全规范》 中同样也规定了共 11 项征得授权同意的例外，輨輯訛 相较于民法典的规
定更为具体， 但是 《信息安全规范》 的效力层级较低， 不足以起到完善知情同意原则在我国的规范
结构的作用， 故在未来的个人信息立法中应当参考 《信息安全规范》 规定对知情同意原则的例外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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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说明， 在不同的价值之间进行价值衡量， 确立个人信息保护中知情同意原则的撤回与例外规则。
《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 （草案）》 规定了同意的撤回， 给予数据主体撤回权， 即自然人有权随

时撤回根据法律、 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作出或被视为已经作出的同意， 但不应影响在撤回前基于同
意作出的合法的数据处理。 数据收集、 处理者不得利用服务协议以及技术等手段， 对自然人撤回同
意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 不得向该自然人收取费用。 自然人撤回同意后， 数据收
集、 处理者应当对存储的数据及时有效删除， 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规定
同意的撤回权， 部分是出于对于数据市场的发展需要， 《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 （草案）》 的这一规
定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可以在此基础上引入同意的撤回规则， 使得知情同意原则的结构完整， 给予
数据主体更进一步的保护。 与此同时， 要对个人信息处理的例外进行限制， 不能使其成为信息处理者
和信息使用者规避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凭借， 应当受到正当目的原则和必要原则对告知同意的限制。

4. 举证责任
鉴于数据主体的信息获取能力， 有学者主张在涉及个人信息侵权的案件中， 应当确立除 “谁主

张， 谁举证” 之外的特殊规则， 即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也就是说由被控数据侵权方承担其已取得同
意的举证责任， 从而降低信息主体的维权门槛， 实现在诉讼中对于信息主体的二次保护。輨輰訛 同意作为
信息处理行为的合法性基础， 其证明责任的归属对于个人信息纠纷案件的处理而言十分重要， 对
此， GDPR 第 7 条第 1 款规定如果信息处理者主张其信息是基于信息主体同意的基础之上的， 则信
息处理者和信息控制者就应当对其取得的同意承担证明责任。 我国未来的立法可以参考此规定对个
人信息保护中知情同意原则的同意举证责任做进一步的规定。

（二） 实践层面： 针对知情同意原则的适用过程引入其他保护机制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 大数据时代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技术的高度专业化发展， 由于个人
信息本身的财产和人身权属性的复杂性、 信息处理和信息挖掘技术的高度发展、 侵权方式的多变
性，輨輱訛 因此政府很难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主体进行全流程的监管， 司法主体只能在侵权行为发生
后， 对侵权人采取事后的民事诉讼、 行政处罚、 刑事追究等措施， 由上述分析可知此类救济措施又
受限于被侵权人的取证和举证能力， 这就使得个人信息的保护措施在面临种类繁多的个人信息侵权
形式显得精疲力竭， 因此有必要在完善规范层面的基础之上， 辅之以多元规制模式。

1. 事前告知阶段
在告知+知情+授权同意+同意撤回与例外结构中， 告知通常是采用隐私协议的方式来对消费者

进行提示， 但是隐私协议文本的专业性使得这种形式的告知沦于形式化。 对此， 为应对信息时代的
节奏， 可以考虑引入社会自我规制， 通过国家预设目标与架构， 引导行业内部采用风险评估工具通
过对个人信息的风险性进行评估，輨輲訛 可以由行业主导根据行业内部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流程与实践
中本行业个人信息处理中暴露的侵权问题制定一个统一的 “知情同意” 模板， 数据控制者和数据处
理者可以直接使用经监管机构审核过的模板。 如此， 将隐私协议、 隐私条款的审核义务赋予有权的
监管机构， 解决消费者机械性点击同意的弊端， 同时还能降低企业拟定或修订隐私协议的成本。輨輳訛

2. 事中持续信息披露

輨輰訛 王进： 《论个人信息保护中知情同意原则之完善———以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为例》， 载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8年第 1期。

輨輱訛 方明： 《个人信息多元保护模式探究》， 载 《学海》 2018年第 6期。
輨輲訛 Helen Nissenbaum, Privacy as Contextual Integrity, Washington Law Review, Vol.79 NO.1, P119-158 (2004).
輨輳訛 参见前引輦輷訛， 徐丽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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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輴訛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 35273—2020， 第 3.9 条个人信息安
全影响评估针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检验其合法合规程度， 判断其对个人信息主体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各种风险， 以及评
估用于保护个人信息主体的各项措施有效性的过程。

輨輵訛 参见前引輨輴訛。
輨輶訛 参见龙凯、 高瑞鑫： 《个人信息保护场景的区块链技术嵌入研究》， 载 《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 2018 年第 7 期。 具体原理

为： A 指用户、 B 为数据使用方、 C 为数据提供者、 数据源、 D 为监管方 （1） A 向 B （连带 C） 充分授权， 区块链写入 A
的授权行为及其附属信息； （2） B 向 C 提出使用 A 的个人信息的请求， D 查核 A-B （C） 授权有效性； （3） C 向 B 提供 A
的个人信息反馈； （4） A、 B、 C、 D 任何一方需要查询、 验证或者监督授权记录时， 均可提供验证。

輨輷訛 参见戴昕、 申欣旺： 《规范如何 “落地” ———法律实施的未来与互联网平台治理的现实》，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16年第 4期。
輩輮訛 参见申欣旺： 《淘宝互联网纠纷解决机制———结构化维权及其司法价值》， 载 《法庭内外》 2016年第 3 期。

《信息安全规范》 第 3.9 条规定了个人信息安全影响评估制度， 有针对性地对于个人信息处理全
过程进行审查， 评估处理手段的合法性、 处理方式的合规性、 对于个人信息主体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的可能造成的风险，輨輴訛 对应地将最终的风险等级划分为高、 中、 低三种类型分别对应不同级别的保护
模式。

（1） 个人信息分类分级评估。 针对 《信息安全规范》 表 A.1 个人信息举例中列举的个人基本资
料、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 个人财产信息、 个人通信信息、 联系人信息、 个人上网记录、 个人常用设
备信息等制定相应的个人信息保护分级分类保护细则。輨輵訛 对应不同级别不同类别的个人信息划分不同
的同意层级， 从最严格的特别同意到自由度极大的空白同意， 再到推定同意、 指定信息共享范围的
同意、 排除特定目的条款的同意等。

（2） 用户授权机制过程中的充分性评估。 针对知情同意原则适用环节中授权用户可能面临的重
复授权的问题， 实践中已经有技术人员设计了一种将区块链去中心化的加密技术嵌入用户授权的机
制， 其原理基本为利用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点， 简化了知情同意的授权环节的核验部分，輨輶訛 首先使得
用户、 数据使用方数据提供者、 数据源、 监管方都可以从公链获取数据而无需再获得用户的重新授
权， 数据使用者与数据处理者省去了重复获取同意的成本； 其次， 由于区块链的难以篡改性也有利
于防止对于个人信息的非授权使用的几率。 因此， 在充分利用技术嵌入机制的基础上， 通过出台
相应的标准在事前保证第一次授权同意的充分性， 促进规范的落地实施。

3. 事后有效救济
针对互联网平台的治理现实以及法律规范的落地， 有学者主张参考平台治理模式， 即通过由行

业主导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自身积累的海量交易数据和预测算法， 在交易行为发生之前尽可能地将知
情同意原则的合规方案等具体内容传达给规制对象。輨輷訛

比如淘宝的消费者保护规则， 一开始淘宝是依靠人工处理投诉程序来解决商家与消费者的纠
纷， 耗费了大量人力但取得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后期淘宝平台充分利用大数据的发展， 从结构上
整体改变其消费者维权规范与程序， 首先， 淘宝通过对其平台内记录的消费者投诉的案例及其处理
情况进行大数据的分析整理， 将具体的退款原因和拒绝退款的原因从林林总总的案例中梳理出来，
形成数据报告； 进一步以此为基础根据不同的场景建立不同的处理流程； 最终将不同的投诉需求分
配到不同的流程中， 从而为消费者提供最合适的维权方案。輩輮訛 在纠纷绝对数量随平台交易量迅速增长
的背景下，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参考淘宝平台的纠纷解决机制， 在知情同意原则的事后救济中充分利用数据采集、 数据分析技
术来达到规范细化的目的， 从而增加对同意的分级分类以及动态同意机制的可行性， 真正做到知情
而后同意的可能性。 此外， 信息监管部分还可以引入知情同意原则中的白名单和黑名单机制， 通过
黑名单机制向社会发布风险预警， 通过白名单机制激励企业和平台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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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輯訛 参见前引譹訛， 田野文。

总结

正如卡多佐大法官对知情同意原则所作的经典表述：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均有权自主
决定怎样处理自己的个人信息， 即这是 “我” 的信息， 只有 “我” 有权决定怎样处置。” 知情同意
原则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帝王原则其本身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 在信息处理者与个人不对等的关系
中， 权利人的同意是对于信息处理者最好的限制， 适用的困难不能作为动摇制度架构的理由。 信息
自决是自由价值、 自主的时代性表达， 同意是自决意义上的自我控制的实现方式， 保证同意有效是
实现信息时代自我决定的阀门。 因此， 知情同意原则在大数据时代走出困境基本路径不应是放弃其
信息自决的内核式改进， 而应是完善知情同意原则的规范结构， 协调好法律原则的坚守与创新的关
系。 “同意” 困境是知情同意原则在大数据挑战面前产生不适的应激性反应， 而不是生死存废之争。輩輯訛

知情同意原则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石， 自主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灵魂始终应该坚守。

（责任编辑： 李广德）

Abstract: In�digital�age,�the�explosive�growth�of�information�has�made�it�more�difficult�for�data�
controllers� and� data� processors� to� obtain� effective� consent,� and� the� public� natur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has�weakened�the�ability�of�individuals�to�control�their�information.�The�principle�of�
informed� consent,� as� the� imperial� principl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has� a� profound�
legal�basis.�In�the�unequal�relationship�between�the�information�processor�and�the�individual,�the�
consent� of� the� right� holder� is� the� best� restriction� to� the� information� processor.� The� applicable�
difficulties� can� not� be� used� as� a� reason� to� shake�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By� examining� the�
formation�process�of� the�principle�of� informed�consent,� summarizing� the�normative�structure�of�
the� principle� of� informed� consent,� and� further� analyzing� the� transmutation� of� the� principle� in�
China,� the� problems� that� exist,� and� the� specific� impact� of� big� data�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we� can� propose� a� possible� breakthrough� idea� for� the� principle� of� informed� consent�
under� the� above-mentioned� dual� dilemma.� First,� to� establish�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the�
principle�of�informed�consent�at�the�legal�level�of “ adequate�notification�+�substantial�consent�+�
consent�exception�and�withdrawal”.�Second,�we�can�refer�to�the�theory�of�multiple�regulation�in�
the�Internet�field,�give�full�play�to�the�role�of�platform�governance,�introduce�multiple�paths�such�
as� risk� assessment� mechanism,� and�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protection�based�on� the�principle�of� informed�consent.� In� this�way,�we�can�provide�
theoretical�and�practical�references�for�the�better�application�of�the�principle�of�informed�consent�
in�the�protection�of�personal�information�in�China.

Key Words: Informed�Consent；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Regulatory� Structure； Plat-
form�Governance； Technical�Embe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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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行政规章并不属于影响合同效力的法律位阶范畴， 但司法实践中依行政规章将
合同归于无效的案件不在少数。 行政规章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行为禁止型、 资格
许可型案件中， 法院往往以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行政规章系相关法律授权” 以及 “违
反行政规章资格许可规定” 等路径认定合同无效。 行政规章影响合同效力具有一定正当
性， 亦有其必要性。 但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和法律规制， 认定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无效之路
径有架空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之嫌， 亦存在社会公共利益界定不统一和
公法过度干预私法自治等弊病。 为防止公法过度干预私法自治， 同时为了保障裁判的统一
性及司法公正， 以各种裁判路径将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归于无效， 须受到严格的法律规制。
关键词： 行政规章 合同效力 社会公共利益 法律规制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1.004

行政规章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正当性与界限

一、 提出问题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款将影响合同效力的法律位阶限定在 “法律、 行政法规”；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又进一步将影响合同效力的规
定限制在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的范围内。 随着 《民法典》 的出台， 上述规定为 《民法典》 第一百
五十三条第一款所整合、 吸收。 司法审判实践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严格遵守该规定认定合同效
力， 而近年来行政规章在部分案件中开始成为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 但由于缺乏统一的适用标准及
规制， “同案不同判” 的现象屡见不鲜，① 损害司法公正。

在法律明确规定将行政规章排除在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之外的情况下， 行政规章以何种路径影
响合同效力？ 其正当性何在？ 行政规章是在特定案件类型中影响合同效力， 抑或是在所有案件中均
如此？ 现行司法审判中依行政规章认定合同效力是否存在问题？ 其界限何在？ 上述问题不仅是理论
上厘清公、 私法界限的重要课题， 亦是司法审判实务所面临的困扰。 笔者将立足司法审判实务案件
的整理与分析， 结合现行法律及理论， 对行政规章影响合同效力的合理路径及法律规制提出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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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8) 最高法民申 3043号民事裁定书。
譻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5) 民申字第 1395号民事裁定书； 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人民法院 (2017) 云 0328 民初 1305 号民事判

决书；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 (2016) 川 1802民初 1797号民事判决书等。
譼訛 参见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2017) 渝 0103民初 2589号民事判决书。

二、 行政规章影响合同效力之案型与路径

（一） 行政规章影响合同效力的案件类型

在司法审判实践中， 当事人以合同违反行政规章主张合同存在效力瑕疵的案件不在少数， 通过
判决梳理发现， 法院认定合同有效的案件居多， 但也有部分法院将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归于无效。
按照当事人所依据的行政规章划分， 大致可分为五种案件类型： 行政审批型、 行为禁止型、 资格许
可型、 规范秩序型以及内部管理型。 行政规章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仅体现在行为禁止型案件和资格许
可型案件中。

1. 行为禁止型
行为禁止型案件指行政规章规定当事人不得从事某活动或实施某行为， 一方当事人违反该类规

定从事该活动或实施该行为， 另一方当事人依此向法院主张双方之间的合同无效的案件。
行为禁止型案件最为常见， 且这一类型案件存在裁判观点分歧： 有的法官严格遵照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以下简称 《合同法司法解释
（一）》） 第四条的规定， 认为违反行政规章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有的法官则借由其他解释路径， 采
用迂回的方式认定违反该类行政规章的合同无效。 在 “陕西龙盛商务有限公司、 安康市诚鹏典当有
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中， 当事人主张 《借款合同》 因违反了 《典当管理办法》 关于 “典当企
业不得从事信用贷款” 的规定而无效， 法院认为， 依据 《合同法司法解释 （一）》 第四条的规定，
“《典当管理办法》 属部门规章， 依法不能作为判断合同无效的依据”， 对龙盛公司提出的合同无效
主张不予支持。② 实践中， 大多数案件的裁判理由和裁判结果与上述所举案件如出一辙，③ 但是也有
部分案件另辟蹊径。 例如， 在 “莫逆与重庆祥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新大渝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委托合同纠纷” 一案中，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认为莫逆将一级建造师证书挂靠到祥云公司违
反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 关于 “注册建造师不得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执业活动” 的规定，
同时 “莫逆与新大渝公司签订的 《个人授权委托书》 及莫逆与祥云公司约定的关于资政证书挂靠的
内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进而认定各方之间的合同均无效。④

2. 资格许可型
资格许可型案件即行政规章规定当事人从事某活动应当获得特定资格或者许可， 而当事人在未

获得特定资格或许可的情况下从事了该活动， 进而依行政规章主张合同无效的案件。 该类型的案件
主要涉及经营资格、 经营范围、 从业资质、 商品房预售许可等其他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许可。

对于违反行政规章的资格许可型案件， 实践中亦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审判结果。 在 “杨士毅与
龚宏彬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 “左林普与河北春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 与 “镜尚广
告传媒 （上海） 有限公司与北京华美之星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中， 当事人分别以对
方缺乏 《个人外汇管理办法》 所规定的外汇交易资质、 不具备 《建设施工机械租赁行业管理办法》
规定的法定资质以及未取得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要求的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
证》 为由， 主张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合同无效， 但是均未获得法院的支持， 审理法院均依 《合同法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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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訛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9) 沪 01民终 9466号民事判决书； 河北省魏县人民法院 (2016) 冀 0434 民初 920 号民事
判决书；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6) 沪 02民终 4518号民事判决书。

譾訛 参见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 汴民终字第 1223号民事判决书。
譿訛 参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黑 01民终 3530号民事判决书。
讀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2) 民再申字第 318号民事裁定书。
讁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08) 民提字第 61号民事判决书。

法解释 （一）》 认为 “违反行政规章并不构成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⑤ 然而， 在 “刘闯、 刘岳与袁道
彬委托合同纠纷” 案中， 法院的观点与上述案件完全相反， 法院认为 “经营劳务签证的代办， 按照
商务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 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需取得
商务部许可的经营资格”， 远航咨询部没有取得该资格， “双方签订的意向书违反行政规章的禁止性
规定”， 故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无效。⑥

（二） 行政规章影响合同效力之路径

司法审判实践将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归于无效主要通过以下三个路径实现， 其中大部分案件仅
采取其中一种路径认定合同无效， 但也不乏同时采取两种路径的案件。

1. 以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为桥梁
所谓以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为桥梁， 即法官在裁判说理中先认定合同违反行政规章， 进而阐

述合同违反该行政规章的规定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最终依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认
定合同无效。

法院以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为桥梁判决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无效的路径不仅运用最为普遍，
且在司法审判中存续时间已久。 在 “于胜利、 吴金凤合同纠纷案” 中， 于胜利购买经济适用房未满
5 年便上市交易， 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违反了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的规定，
且于胜利 “违反行政规章的行为导致国家土地收益及行政收费受损， 其他中低收入者丧失福利机
会， 最终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由此认定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⑦ 早在 2012 年， 最高人民法院就
曾以上述判决说理路径认定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无效： 在 “重庆悦诚律师事务所与肖文书及一审被
告、 二审被上诉人、 原审被申请人田胜诉讼、 仲裁、 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案” 中， 最高人民法院认
为悦诚律师事务所与肖文书签订的 《刑事案件委托合同》 的内容属于风险代理， 违反了 《律师服务
收费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的规定， “如果认定悦诚律师事务所与肖文书所签订的刑事案件风险委托
代理合同有效， 将不利于规范律师事务所的业务行为， 不利于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 可能引起部分
律师事务所利用当事人急于求胜诉结果的心理而违规高收费， 导致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情形发生”， 因
此， 法院认定悦诚律师事务所与肖文书签订的 《刑事案件委托合同》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合同无效。⑧

值得一提的是， 最高人民法院曾指出 “在法律、 行政法规没有规定， 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的行政规章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情形下， 可以参照适用其规定， 若违反其效力性禁止性规
定， 可以以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 （四） 项的规定， 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
由确认合同无效”。⑨ 最高人民法院这一观点无疑为行政规章影响合同效力开启了先河， 亦为各级法
院认定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无效提供了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这一司法裁判路径。

2. 行政规章系相关法律授权
法院运用这一裁判路径的说理模式为： 行政规章系经相关上位法律明确授权所制定， 与相关目

的上位法的立法目的一致或在法律地位上等同于上位法， 因此违反行政规章与违反相关法律的后果
一致， 故合同应当归于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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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輮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7) 最高法民终 529号民事裁定书。
輥輯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6) 最高法民申 1285号民事裁定书。
輥輰訛 参见包建华、 陈宝贵： 《技术标准在司法裁判中的适用方式》， 载 《法律适用》 2019年第 13期。
輥輱訛 参见张红： 《论国家政策作为民法法源》，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15年第 12期。
輥輲訛 参见贵州省剑河县人民法院 (2019) 黔 2629民初 841号民事判决书。
輥輳訛 参见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 (2017) 冀 0208民初 2748号民事判决书。

在 “福建伟杰投资有限公司、 福州天策实业有限公司营业信托纠纷案” 中， 天策公司、 伟杰公
司签订的 《信托持股协议》 违反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 《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 第八
条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一百三
十四条的明确授权制定 《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 且该办法的立法目的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 的立法目的都是 “为了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促进保
险事业的健康发展”， 违反该办法将出现与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一样的危害后果。⑩ 本案
中， 法官采用 “行政规章系相关法律授权” 路径的同时， 还另外结合了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之路
径， 共同认定涉案合同无效。

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类案件， 合同并非因违反行政规章而无效， 但在法院认定合同效力时认为
应当适用该行政规章的规定。 例如， 在 “广西桂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乐业县嘉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以下简称 “广西案”） 中， 法院审查合同是否违反 《招投标法》 的
强制性规定时， 需要先判断涉案工程是否属于必须招投标的工程范围。 一审法院认为 “《工程建设
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 属部门规章， 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 在判断招标范围时不
予适用该规定”， 但二审法院纠正了一审法院的观点， 认为该 “范围和规模标准是直接根据招投标
法的授权而制定， 并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施行的， 故该规定的法律地位等同于招投标法的规定”， 应
当予以适用。輥輯訛

我国授权立法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空白授权， 即由于立法机关缺乏相关领域的经验与专业性，
在法律条文中明确授权专门行政机关对某些要求和标准作出规定； 二是不确定授权， 即 “由于法律
的滞后性和语言的模糊性”， 法律中某些规定并不清楚， 行政机关对该法律条文的原则性规定作出
具体解释。輥輰訛 若是不问授权种类， 认为只要有法律授权的行政规章皆能用以认定合同效力， 则势必会
导致绝大部分行政规章涌入私法领域， 破坏私法自由； 若依法律授权的种类限制用以认定合同效力
的行政规章范围， 则又显得过于机械， 将导致不应适用的行政规章在适用范围内， 而应当适用的行
政规章却被排除在外。 因此， “行政规章系相关法律授权” 这一路径并非行政规章进入私法领域的合
适通道。 但是， 在广西案中， 判决合同无效的真正裁判依据是法律规定， 法律授权的规章仅是裁判
说理的一个环节。 在这一逻辑关系视角下， 实质上影响合同效力的为法律， 行政规章只是在裁判理
由中对真正的裁判依据起补充作用。輥輱訛 以这一方式将法律授权的行政规章运用到司法审判中是合理的。

3. 违反行政规章资格许可规定
这一裁判路径下， 法官几乎不进行说理， 以一方当事人缺乏资质或许可， 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

同违反行政规章的规定， 径直认定合同无效。 这一裁判路径虽缺乏技术构成， 但结合司法审判中的
案例深入分析， 亦能发现其中的正当性。

在 “李青波与杜承虎劳务合同纠纷案” 中， 法院认为 “杜承虎将其承接的工程分包给个人， 违
反行政规章关于禁止将劳务 （工程） 分包给个人的规定， 双方之间的协议无效”；輥輲訛 在 “杜添辉与唐
山隆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 中， 法院认为被告未取得 《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 违反了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的规定， 因此原被告签订的认购协议书无效；輥輳訛 在 “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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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輴訛 参见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 (2009) 龙民初字第 359 号民事判决书； 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 汴民终字第
1223号民事判决书。

輥輵訛 史尚宽： 《民法总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331页。
輥輶訛 参见李建伟： 《行政规章影响商事合同效力的司法进路》， 载 《法学》 2019年第 9期。
輥輷訛 参见易军： 《“法不禁止皆自由” 的私法精义》， 载 《中国国社会科学》 2014年第 4期。
輦輮訛 参见许中缘： 《再论 〈合同法〉 第 52条第 5项———兼评 “法释 〔2009〕 5号” 第 14条》， 载 《私法研究》 2012年第 2期。

彬与刘闯、 刘岳委托合同纠纷案” 中， 一审法院认为 “经营劳务签证的代办， 按照商务部、 国家工
商管理总局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 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须取得商务部许可的经营资
格”， 远航咨询部没有此资格， 所以涉案意向书无效， 二审法院亦认为 “双方签订的意向书违反行
政规章的禁止性规定， 一审认定该意向书无效正确”。輥輴訛

从法院的判决书来看， 似乎这类案件都是径直依行政规章判决合同无效， 但进一步深究， 法院
判决背后皆有相关法律及法理的支撑， 只是未在裁判文书中体现。 首先， 该类案件中当事人欠缺的
资格、 许可皆是 “市场准入资格”。 史尚宽先生曾提到： “法律以有一定之资格者始得为一定企业或
交易时……如非以其违反行为为无效， 则不能达成该规定行为之目的， 则为效力规定”。輥輵訛 设置“市场
准入资格” 的目的便是确保进入某一特殊交易领域的主体皆为有资格者， 以维护该交易领域的秩序
和稳定， 若不使欠缺 “市场准入资格” 之主体订立的合同归于无效， 则该目的无法达成。 其次， 该
类案件认定合同无效均有具体法律支撑， 以上述三个案例为例： 关于工程分包， 《建筑法》 对于分
包方与承包方均限定为 “单位” 或 “企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亦规定将工程分包给个人的合同无效； 关于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的问
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明确规定未取得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而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无效； 第三个案件中当事人欠缺的资格系国家特许经
营的范围， 依 《合同法司法解释 （一）》 第十条的但书规定， 违反国家特许经营规定范围的合同应
当被认定为无效。 由此可见， “违反行政规章资格许可规定” 这一裁判路径背后实质是法律、 行政
法规或司法解释在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 无关行政规章影响合同效力问题。

公权干涉私法需要受到严格限制， 我国司法亦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了长远的努力， 并取得了一
定成就，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将影响合同效力的法律位阶严格限制在 “法律、 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 便是这一成就的突出表现。輥輶訛 最近颁布的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也延续了这
一规定。 目前， 司法审判实践中渐渐出现合同因违反行政规章而被认定为无效的案件， 似乎与现行
法律的规定相悖， 同时也似乎在动摇和破坏 “限制公法干涉私法” 这一司法成就。

三、 行政规章影响合同效力的正当性

（一） 公法进入私法领域的正当性

私法领域的行为原则为 “法无禁止即自由”， 该原则的准确含义为 “只要行为人不实施侵犯他
人合法的私人领域这一为法所禁止的不正义行为， 他就享有充分的自由”，輥輷訛 因此， 私法自由并非没
有边界。 出于国家管理的需要， 公法在特定时候须对私法进行调整， 公法渗透到私法领域在所难
免， 但为了避免公权力过度干预私法， 公法规定不能直接要求私法主体为一定行为， 而仅能对私法
主体之间的行为效力进行管控。輦輮訛

从行政规章的法律地位来看， 其一， 《立法法》 确立了行政规章在我国法律渊源的地位； 其二，
在 《行政诉讼法》 规定了行政规章在行政审判中的参照适用地位。 由此可见， 我国法律体系并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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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輯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2) 民再申字第 318号民事裁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 (2016) 最高法民申 1285号民事裁定书； 广东省东
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粤 19民终 4130号民事判决书。

輦輰訛 参见耿林： 《强制规范与合同效力———以合同法第 52条第 5项为中心》，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313页。
輦輱訛 参见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鄂 02民终 509号民事判决书。
輦輲訛 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苏 01民终 5828号民事判决书。
輦輳訛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浙 01民终 3140号民事判决书。

认行政规章在司法审判活动中的适用，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认可行政规章的司法裁判适用。 从行政规
章的规范内容来看， 并非所有的行政规章规定的内容都有害于私法自治， 有些行政规章的规定有利
于防控交易风险、 维护交易秩序和市场稳定， 这一类行政规章进入私法领域便能对私法领域产生积
极影响。 例如国家发展、 改革委员会和司法部关于禁止刑事案件风险代理的规定， 原国家发展计划
委员会关于必须招标的工程范围、 标准的限定， 商务部关于全国统一打印当票的规定等。輦輯訛 由此可
见， 公法规范适当进入私法领域有其正当性。

（二） 行政规章影响合同效力的必要性

“违法合同无效” 之规则见于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项， 《民法典》 颁布后规定在总则部分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 该规定将法之范围限于 “法律、 行政法规”， 此种依法律位阶 “一刀切”
的划分方式显得过于僵硬， 亦过于机械化。 对于一些低位阶的法律， 如行政规章等， 我们也不能忽
略其强制性调整功能。輦輰訛 严格的法律位阶划分， 有时会使司法审判陷入两难境地。 例如， 司法实务中
存在如下情形： 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并未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 其违反的是行政规章的规
定， 合同继续履行便会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或者会使行政规章让合同归于无效的立法目
的落空， 例如合同中的 “保底条款”、輦輱訛 个人与企业的车辆挂靠协议、輦輲訛 营业房承租权资格买卖輦輳訛 等。
此时， 法官便会陷入两难境地： 若严格遵照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认定合同有
效， 则最终的裁判结果似乎不合法理， 公众难以接受； 若径直判决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无效， 又似乎
与现行法规定有违。 因此， 从司法审判实践经验看， 行政规章影响合同效力是有必要的， 只是需要
加以限制。

四、 行政规章干预合同效力之弊病与规制

（一） 以行政规章否认合同效力之弊病

基于国家管理的要求以及应对司法实践某些特定情况的需要， 行政规章影响合同效力有其正当
性和必要性。 然就目前司法实践现状观之， 依行政规章将合同归于无效的做法缺乏规制， 存在如下
几方面之弊病。

1. 或有架空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之嫌
新颁布的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延续了 《合同法》 第五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 旨在

限制公法过度干预私法， 现司法审判实践以多种迂回的方式认定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无效， 无疑回
避了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 若对审判实践中该做法不加以限制， 或将导致 《民
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形同虚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为桥梁的审判
路径给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带来的冲击。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的合同效力的规定见
于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四项， 现被吸收至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 欲厘清这一问
题， 须从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范意旨及其与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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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輴訛 参见苏永钦： 《以公法规范控制私法契约———两岸转介条款的比较与操作建议》， 载 《人大法律评论》 2010 年卷专题研究：
民法规范论。

輦輵訛 参见前引輦輮訛， 许中缘文。
輦輶訛 参见胡康生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 （第 3版）， 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104-105页。
輦輷訛 参见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 （第四版）， 法律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232页。
輧輮訛 参见前引輦輰訛， 耿林书， 第 114页。
輧輯訛 参见黄忠： 《违法合同的效力判定路径之辨识》， 载 《法学家》 2010年第 5期。
輧輰訛 参见前引輦輷訛， 韩世远书， 第 241页。
輧輱訛 参见前引輦輰訛， 耿林书， 第 115页。

间的关系展开分析。
（1）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范意旨
从性质来看，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属于典型的转介条款。 转介条款将公法的规范

转介到私法领域中， 亦具有调和管制与自治之间矛盾的功能。輦輴訛 作为转介条款， 该规定起着协调公法
和合同等民事法律的关系的作用， 其使得公法规范既顺理成章又严格受限地调控私法事项。輦輵訛

从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的含义来看， 只有违反了这些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的合同才无效， 此处表达的 “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应当包括法律、 行政法规的
禁止性规定， 尤其应当注意的是， 该项的规定只限于法律和行政法规， 不得将该范围任意扩大。輦輶訛 合
同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大法， 是市场交易的基本规则， 统一的大市场的建立要求交易规则的统一，
要求合同法制的统一， 因此不允许不同的部门及不同的地方设立不同的交易规则，輦輷訛 故立法者在合同
效力条款中刻意将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 行政规章排除在外。

（2）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与第二款的关系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与第二款的关系， 实质上便是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项

与第四项的关系， 对二者关系学界存在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二者系特殊法与一般法的关
系， 持该观点的代表学者耿林认为 “把二者作为同等地位看待的做法会导致规范上的矛盾或者特别
法客观上被搁置的结果， 这不符合法律体系逻辑性的要求”。 在规范的位阶上， 前者高于后者。輧輮訛 第二
种观点认为，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仅仅是第四项的具体化， 前者属于后者范畴， 第四项处
于最上位的地位， 是合同无效规范上的 “帝王条款”。輧輯訛 第三种观点认为二者系并列条款， 相互独立，
各自发挥规范功能，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将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
行为无效” 和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分居两款并列规定， 恰恰印证了两者应为并列
关系。輧輰訛

若以第一种观点为前提，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显然应当优先于第二款适用， 那么
以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为桥梁认定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无效便是对第一款之规定置若罔闻， 使得
该规定名存实亡。 耿林在其著作中曾提到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适用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路径的问
题， 他认为该方式易造成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与第五项在适用关系上的混乱， 不足为取。輧輱訛

若以第二种观点为前提， 适用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为桥梁认定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无效似乎合
理， 但第二种观点本身便是模糊了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立法目的和独立价值， 在这
一大前提下， 不加限制适用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的路径认定合同无效， 势必将架空 《民法典》 第
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 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最为合理且最具说服力， 但是在这一观点下观察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的司法裁判路径， 亦有架空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之嫌： 当 《民
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与第二款处于并列地位时， 法官有权利结合具体案情选择适用哪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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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輲訛 参见梁慧星： 《民法总论》 （第五版）， 法律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51页。
輧輳訛 参见胡锦光、 王锴： 《论公共利益概念的界定》， 载 《法学论坛》 2005年第 1期。
輧輴訛 参见冉克平： 《论 “公共利益” 的概念及其民法上的价值———兼评 〈合同法〉 第 52 条之规定》， 载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09年第 3期。
輧輵訛 参见杨临宏： 《试论公共利益》， 载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主编： 《修宪之后的中国行政法———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

会 2004年年会论文集》，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588-595页。
輧輶訛 参见梁上上： 《公共利益与利益衡量》， 载 《政法论坛》 2016年第 6期。
輧輷訛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1） 苏民初字第 0004号民事判决书。
輨輮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4) 民一终字第 310号民事判决书。

款， 第二款中 “社会公共利益” 范围广泛、 解释空间大， 适用时较第一款更为简单、 不易出错， 若
在认定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效力时， 法官皆选择 “社会公共利益” 条款， 那么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
款之规范目的和价值便无从实现。

2. “社会公共利益” 之界定难以统一
民法学者将 “社会公共利益” 与 “社会公德” 统称为公序良俗， “社会公德” 相当于 “善良风

俗”， “社会公共利益” 相当于 “公共秩序”。輧輲訛 关于 “社会公共利益” 的范围与内涵， 学界存在不同
观点， 主要体现为 “社会利益” “公共利益” 与 “国家利益” 三者关系之争：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利
益与国家利益都是公共利益的下位概念，輧輳訛 即公共利益既包含社会利益也包含国家利益； 也有的学者
认为公共利益、 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具有等值性， 三者含义是完全相同的；輧輴訛 还有的学者认为公共利
益与国家利益是交叉关系， 即公共利益所具有的区域性有时可以跨越国境， 有时某一事项既有利于
维护公共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 有时某一事项虽有利于国家利益但会危害公共利益。輧輵訛

“社会公共利益” 这一概念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它是一个模糊性概念、 变动性概念、 阐释性
概念、 适应性概念，輧輶訛 其内涵随案件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有赖于法官在个案中加以阐述。 基于以上特
性， “社会公共利益” 的衡量与确定之标准将难以统一， 法官的价值观差异、 法官的素养高低将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判断， 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桥梁将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归于无
效， 恐将出现滥用 “社会公共利益” 概念肆意裁判、 规避具体法律条款的司法审判乱象， 危害司法
公平正义。

在同一案件中， 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亦存在差异。 在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与昆山市超
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中， 一审法院认为， 涉案 “超华·欧尚” 购物中心
的一、 二层已出租为大型超市使用， 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公众人身、 财产安全， 属于 “关系社会公共
利益、 公众安全的公用事业项目的范围”， 应认定属于必须招投标项目范围。輧輷訛 然而二审法院认为，
涉案 “超华·欧尚” 购物中心项目是超华公司以自有资金予以投资， 项目本身属于商业用途， 不属
于关系社会公共利益、 公众安全的相关工程项目， 故不属于强制招标投标范围。輨輮訛

3. 公法过度干预私法自治
公法规范进入私法领域虽具有一定正当性， 但前提是公法规范在受到严格限制的条件下适当地

干预私法自治。 “行政规章系相关法律授权” 这一路径看似为行政规章影响合同效力提供了合理解
释， 但这一路径本身存在不足。 “行政规章系相关法律授权” 路径的论证逻辑为行政规章系相关上
位法律的授权或者对上位法律的细化， 因而违反行政规章的法律后果等同于违反上位法律的后果。
首先， 在抽象性授权层面上来看， 几乎没有行政规章是没有授权依据的， 那么绝大多数行政规章便
可通过这一路径干预私法自治； 其次， 这一路径实际将行政规章和法律、 行政法规等同， 恐将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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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复活为法源” 的法治倒退。輨輯訛 我国仍处于限制公法干预私法的进程之中， 由于我国不存在
司法审查制度， 故而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在法律位阶上做文章， 提高合同无效依据之
规范等级， 即是为了避免过度的行政管制令合同无效现象泛滥。輨輰訛 若不加限制地适用 “行政规章系
相关法律授权” 路径将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归于无效， 或将导致公权力滥用， 破坏我国已有的限制
公法干预私法的司法成就。 另外， 由于 “社会公共利益” 之界定不统一，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路
径的适用亦可能导致公法规范进入私法领域的混乱， 此亦是公法过度干预私法的隐忧之一。

（二） 行政规章干预合同效力之规制

公法干预与私法自治之间的平衡是实现私法效益最大化所必须考量的问题， “契约自由与国家
干预之间的界线自古以来也是民法学家心灵深处一直守卫着的警戒线”，輨輱訛 虽然行政规章影响合同效
力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 但为防止法官滥用行政规章将合同归于无效， 架空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
三条第一款之规定， 也为避免公法过度干预私法， 有必要对行政规章影响合同效力加以规制。

1. 探究行政规章的立法目的
依据现行法之规定， 仅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方为无效。 但效力性强

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历来遭到诸多学者的诟病。輨輲訛 判断合同是否因违反行政规章之
规定无效， 不宜区分所违反的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探究行政规章的立法目
的， 据以考量合同应否归于无效更为恰当。

探究行政规章的立法目的其实就是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 即依据法律规定设立之初所欲达到的
目的阐释法律问题。 依行政规章之规定认定合同无效时需要考虑该规定立法目的所在： 是禁止当事
人订立某类合同的行为， 还是禁止当事人实施某一不涉及他人之行为， 抑或是仅对当事人行为的方
式、 时间、 地点等外部因素的限制。 仅违反具有行为禁止与市场准入之立法目的的行政规章方能对
合同效力产生影响。 另外还需进一步考虑的是认定合同无效是否为必要举措， 即若认定合同有效是
否会导致行政规章的立法目的落空而带来不能忍受的后果？ 是否只要认定合同无效便能达成行政规
章之立法目的？ 如果前问的答案为肯定， 则可能有认定合同无效的必要， 但若是认定合同无效仍旧
无法达成行政规章的立法目的， 便没有认定合同无效的必要。

2. 授权性行政规章之限制
行政规章的授权模式分为两种： 一是上位法有原则性规定， 而行政规章依据上位法做了具体规

定； 二是上位法授权地方或部门做出解释。輨輳訛 关于授权依据， 存在上位法抽象性授权和具体条文授
权。 若采抽象性授权依据， 则几乎所有的行政规章都将成为判断合同效力的渊源， 这显然不利于公
法与私法自治的界分， 这一问题前文已阐述， 在此不赘述。 采用 “行政规章系相关法律授权” 路径
将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归于无效的， 应将授权性行政规章限制在具有上位法具体条文授权的行政规
章范围内。 此一限制， 既为行政规章影响合同效力留下一定空间， 也能限制公法规范对私法自治的

輨輯訛 参见前引輥輶訛， 李建伟文。
輨輰訛 参见朱庆育： 《〈合同法〉 第 52条第 5项评注》， 载 《法学家》 2016年第 3期。
輨輱訛 参见于立深： 《行政规章的民事法源地位及问题》， 载 《当代法学》 2005年第 4期。
輨輲訛 例如姚明斌老师认为不宜将 “效力性” 与 “管理性” 作为强制规范的封闭式分类； 钟瑞栋老师认为如此区分没有走出 “二

分法” 的窠臼， 存在 “非此即彼” 的阴影； 朱庆育老师认为效力性强制规定固然是无效依据， 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亦可能
导致合同无效， 将强制性规定作 “效力性强制规定” 与 “管理性强制规定” 二分既没有意义， 也缺乏逻辑依据。 参见姚明
斌： 《“效力性” 强制规范裁判之考察与检讨： 以 〈合同法解释二〉 第 14 条的实务进展为中心》， 载 《中外法学》 2016 年第
5期； 钟瑞栋： 《〈合同法〉 第 52条第 5项的三个争议问题》， 载 《私法研究》 2012年第 2期； 前引輨輰訛， 朱庆育文。

輨輳訛 参见李园园、 袁俊： 《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效力研究》， 载 《求索》 2012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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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輴訛 参见梁慧星： 《读条文 学民法》，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15-17页。
輨輵訛 参见于飞： 《公序良俗原则研究———以基本原则的具体化为中心》，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134-143页。
輨輶訛 参见李岩： 《公序良俗原则的司法乱象与本相》， 载 《法学》 2015年第 11期。

干预， 在审判实践中亦具有可操作性。 另外， 法官在裁判时还应分别考察行政规章与上位法授权具
体条文的立法目的与规范意旨是否一致， 并在裁判书中予以充分说理。

3. “社会公共利益” 适用的兜底性
在其他具体规则无法援引， 亦无从寻求具体上位法规则时， 应当允许适用 “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 路径将合同归于无效， 即允许 “社会公共利益” 路径的兜底适用。 在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必须
归于无效而又无从寻求具体规则的情形下， “社会公共利益” 路径的适用能化解裁判僵局， 增强裁
判的灵活性与合理性。

具体规则优先于原则适用是民法规则关系的基本准则。 法官在以 “社会公共利益” 为桥梁这一
路径将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归于无效时， 应当穷尽具体法律规则： 包括行政规章上位法授权的具体
条文以及与该行政规章所规范的实质内容相一致的具体规则。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亦
应优先于 “社会公共利益” 路径以适用。 也就是说， 当法官认定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的效力时， 需
要考察合同所违反的行政规章的实质规范内容， 考察现行法律、 行政法规中是否存有与该行政规章
所规范的实质内容相一致的具体规则， 若结论为肯定， 则应优先适用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
一款将合同归于无效； 若结论为否定， 方能考虑将违反行政规章转接到违反 “社会公共利益” 之上
判定合同效力。 需要注意的是， 这并不意味着在认定合同效力时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
应优先于第二款适用， 仅仅是在合同违反行政规章， 且要将行政规章转接到 “社会公共利益” 原则
上否定合同效力的前提下， 才将其作为兜底性条款。 另外， 法官在适用 “社会公共利益” 路径将违
反行政规章的合同归于无效时， 应当进行充分、 详实的说理， 以保障裁判的合法性、 合理性及社会
公信力。

4. “社会公共利益” 类型化与标准化
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个模糊性的、 不确定的概念， 若要以之为判断违反行政规章合同无效的裁

判路径， 需要对其进行类型化、 标准化的规范。
社会公共利益的特性决定了立法及学界无法对其赋予一个准确、 具体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概念，

但是依据一定标准对其加以类型划分尚且可以实现。 有不少学者都曾对公序良俗进行分类： 梁慧星
老师将公序良俗违反行为的类型归纳为危害国家公序行为、 危害家庭关系行为、 违反性道德行为、
射幸行为、 违反人权和人格尊重行为、 限制经济自由行为、 违反公平竞争行为、 违反消费者保护行
为、 违反劳动者保护行为和暴利行为十种类型；輨輴訛 于飞老师将公序良俗违反类型化设计分为违反基本
权利保护、 危害国家公序行为、 危害家庭关系行为、 违反性道德行为、 射幸行为、 限制经济自由的
行为、 暴利行为与违反消费者保护的行为这八种类型；輨輵訛 李岩老师在对实践中案例的适用标准进行
考量后， 将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分为 “禁止祖父母、 外祖父母等父母之外的其他近亲属探望孙子
女、 外孙子女的行为” “请托他人办事形成的协议或不当得利” “以人身为交易内容或所附条件的民
事协议” “违反性道德而为的赠与” 和 “侵犯生命周期仪式的行为” 这五种类型。輨輶訛 虽然公序良俗不
等同于 “社会公共利益”， 但两者是包含关系， 在对 “社会公共利益” 进行类型化时， 可以公序良
俗类型的划分为参照。 笔者认为， 据以认定合同无效的 “社会公共利益” 应当大致包含以下几种类
型： 危害国家公序行为型、 射幸行为型、 限制经济自由行为型、 违反公平竞争行为型、 暴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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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叶海波）

Abstract: Administrative�rules�do�not�belong�to�the�category�of�legal�rank�that�affects�the�validity�
of� contracts,� but� there� are�many� cases� in� judicial� practice� in� which� contracts� are� classified� as�
invalid�according�to�administrative�rules.�The�influence�of�administrative�rules�on�the�validity�of�
contracts� is�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ases� of� behavior� prohibition� and� qualification� permission.�
The� courts� often� find� the� contract� invalid� by� such� paths� as “ harming� social� public� interest”,
“administrative� rules�are�authorized�by� relevant� laws” and “violating� the�qualification� license�
provisions�of�administrative�rules”.�It�is�reasonable�and�necessary�for�administrative�rules�to�affect�
the�validity�of�contracts.�However,�due�to�the�lack�of�unified�standards�and�legal�regulation,� the�
ways� to� determine� the� invalidity� of� a� contract� in� violation� of� administrative� rules� make�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53� (1)� of� the� Civil� Code� a� mere� figurehead,� and� there� are� also� some�
drawbacks�such�as�the�inconsistent�definition�of�social�public�interest�and�excessive�interference�
of�public�law�in�the�autonomy�of�private�law.�In�order�to�prevent�the�public�law�from�interfering�
with�the�autonomy�of�private�law�excessively,�and�to�ensure�the�unity�of�the�judgment�and�judicial�
justice,�the�contract�violating�the�administrative�rules�should�be�ruled�strictly�by�law.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Rules； Validity�of�a�Contract； Social�Public�Interest； Legal�Regula-
tion

型、 请托他人办事协议型。 法官应当分析个案中违反行政规章所损害的社会公共利益是否落入上述
类型范围， 若并未落入上述类型范围， 则不宜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判决违反行政规章的合同无
效。 另外， 每一种类型的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并非一成不变， 其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 法官在
判断社会公共利益时， 应结合社会背景及个案加以认定。

结语

行政规章影响合同效力于司法审判而言既有其必要性亦有其正当性。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关于
合同无效的规定过于狭窄， 亦过于机械化， 有些应当归于无效的合同无法依法认定无效， 使得司法
审判陷入两难境地。 行政规章借助 “社会公共利益” 等路径进入司法审判可以较好地解决上述困
境。 允许行政规章进入私法领域关涉公法与私法的界限问题， 亦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密切相关，
对此需保持谨慎的态度。 为法官以行政规章认定合同无效设置关于 “立法目的” 的规制、 授权性行
政规章的限制、 “社会公共利益” 的兜底适用限制以及类型化与标准化 “社会公共利益” 概念是平
衡公法与私法关系、 维护私法公正的应有举措， 但行政规章影响合同效力的问题最终还是有赖于法
官在个案中的具体考量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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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陆平， 广州大学法学院讲师， 广州大学公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法学博士； 肖傲婷， 广州大学法学院 2017 级 “步云
班” 学生。 本文系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基于司法大数据的中国特色轻罪诉讼制度体系完善研究” （项目编号：
20CFX032） 的阶段性成果。

譹訛 按照陈瑞华教授的总结， 2018 年 《刑事诉讼法》 修改标志着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制度在法律上逐步得到建立。 其
中， 控辩双方一般不能就所指控的罪名和罪数进行协商， 而主要围绕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展开， 检察官对自愿认罪的被告
人可以承诺给予一定幅度的量刑减让， 故而可将其称为 “量刑协商制度”。 参见陈瑞华： 《刑事诉讼的公力合作模式———量
刑协商制度在中国的兴起》， 载 《法学论坛》 2019年第 4期。

譺訛 部分学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并展开了一些分析， 如美国学者斯蒂芬诺斯·毕贝斯的研究发现， 被追诉人在认罪协商过程中
往往处于信息匮乏、 信息不对称的地位， 而这又导致辩诉交易在非理性的状态下进行， 使得辩诉交易偏离公正。 参见 [美]
斯蒂芬诺斯·毕贝斯著： 《庭审之外的辩诉交易》， 杨先德、 廖钰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26-29 页。 又如， 龙宗
智教授在谈及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 也指出协商性司法存在 “信息不对等” “资源不对等” 并形成 “结构性风险” 等问
题， 从而导致一些无辜被追诉人认罪。 参见龙宗智：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是控辩平衡》， 载 《环球法律评论》
2020 年第 2 期。 此外， 王迎龙博士相对系统地指出并分析了协商性刑事司法错误的问题， 其中也提到被追诉人的错误认罪
这种非理性选择。 参见王迎龙： 《协商性刑事司法错误： 问题、 经验与应对》， 载 《政法论坛》 2020年第 5期。

段陆平 肖傲婷 *

内容提要： 认罪协商程序也存在错误追诉，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无辜被追诉人基于认识和判
断错误 “主动自愿” 认罪以及 “权力主导模式” 下的 “屈从自愿” 认罪， 以 “被追诉人非
理性选择” 对该现象进行概括、 分析可以带来新的认识和启发。 控辩地位的天然不平等、
检察机关考核机制、 被追诉人信息不对称且盲目乐观等因素极大地推动了被追诉人非理性
选择的形成。 解决这一问题， 需综合多种举措， 如推动检察机关考核机制改革， 完善既有
提高被追诉人的信息与谈判能力的配套制度， 还可以考虑尝试进行创新举措改革， 如结合
被追诉人信息能力不足与乐观偏见状况设计一种更为有效、 精确的信息提示机制。
关键词： 认罪协商 认罪认罚从宽 信息不对称 非理性选择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1.005

论认罪协商程序中被追诉人非理性选择的制度控制

认罪协商程序是刑事诉讼法学界近年来持续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 2018 年 10 月， 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决定》， 增加了有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条
款， 这标志着认罪协商程序在我国正式确立。譹訛 就其预期功能而言， 认罪协商程序因能在某种程度上
应对不断增多的刑事案件 （主要是轻罪案件） 而受到不少实务人士欢迎。 但该程序运作过程中犯罪
嫌疑人、 被告人 （本文统称为被追诉人） 由于非理性选择并由此导致错误追诉的问题也非常值得注
意。 纵观学界已有研究成果， 针对这一问题的系统性探讨比较缺乏。譺訛 本文将立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 围绕着认罪协商程序中被追诉人非理性选择的如下问题展开讨论： 认罪协商程序中被追诉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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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每一个独特的轻罪处理体系都会设立自己的激励和惩罚机制， 以确保被告只能保守地并代价高昂地利用正当程序模式”，
载 [美] 艾瑞克·卢拉、 玛丽安·L.韦德主编： 《跨国视角下的检察官》， 杨先德译， 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9页。

譼訛 熊秋红： 《比较法视野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兼论刑事诉讼 “第四范式”》， 载 《比较法研究》 2019 年第 5 期。
譽訛 参见前引譺訛， 龙宗智文。
譾訛 参见前引譺訛， 王迎龙文。
譿訛 参见郭烁： 《认罪认罚背景下屈从型自愿的防范———以确立供述失权规则为例》， 载 《法商研究》 2020年第 6期。

理性选择的具体表现及后果？ 被追诉人非理性选择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何种制度路径和方法可有效
解决被追诉人非理性选择问题？

一、 认罪协商程序中被追诉人的非理性选择

（一） 认罪协商程序中的错误追诉

认罪协商程序及类似的协商性司法程序由来已久。 正式制度上的最初确立及典型当属美国的辩
诉交易制度， 以发现事实真相为核心目的的大陆法系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正式
制度中都少有辩诉交易或类似结案程序的身影。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随着两大法系的交流、 融合
及司法实践中解决轻罪案件不断攀升问题的需要， 各国都逐渐地确立起了认罪协商程序。譻訛 公正审
判国际组织在对 90 多个国家的认罪案件处理机制进行考察以后， 将这一现象称为 “消失的审判”，
意为被追诉人通过承认有罪而放弃了正式的、 完整的审判。 据统计， 截至 2015 年底， 在 90 个国家
和地区中， 有 66个建立了鼓励被追诉人认罪， 放弃完整审判权的制度， 简称 “放弃审判制度” （trials
waiver systems）， 且通过 “放弃审判制度” 处理刑事案件的比例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譼訛 我国在
2016 年开展为期两年的试点工作后， 2018 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 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标志着认罪协商程序在中国刑事制度中被承认和接受。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 实行， 其间存在的错误追诉问题也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 例如
有学者认为， 这一现象是由于信息不对称、 资源不对等形成的 “结构性风险” 所导致的协商性司法
异变的结果， 其问题的关键是控辩失衡， 进而提出从值班律师制度、 当事人知情权、 证据标准以及
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等方面实现诉讼资源配置的控辩平衡以解决现存的问题；譽訛 也有学者将协商性
司法中出现的错误追诉现象定义为以无辜者认罪为典型的协商性刑事司法错误， 对收集的我国刑事
司法中无辜者认罪案例样本进行类型化分析， 提出了在完善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的教义体
系前提下， 统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与发展的应对方法。譾訛 学者们对这一现象进行界定而使用的概
念和提出的解决方案都有所不同， 但也不乏共通之处， 即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践中出现的冤案、 错
案予以重视， 并将国外协商性司法中已经出现的问题与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实际给出各自的解决方案。

本文拟采 “认罪协商性程序中的错误追诉” 对协商性司法中出现的这一冤假错案现象展开讨
论。 其中， 认罪协商程序中错误追诉概念的 “错误”， 乃基于无辜被追诉人的 “无罪” 属性。 这种
“无罪” 至少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基于错误认识和判断的 “主动型自愿” 认罪下的无罪； 二是
“权力主导权利” 下的 “屈从型自愿” 认罪下的无罪； 三是 “顶包型” 自愿认罪。譿訛 其中前两种类型
特别是第一种类型更值得关注。 具体而言， 无辜被追诉人基于各种错误认识或判断而 “主动自愿”
认罪， 大致可以分为法律认识错误、 事实认识错误、 虚假认罪以及记忆错误等类型， 其中法律认识
错误为主要原因， 而因行为仅具行政违法性而产生刑事违法性认识错误的类型又为法律认识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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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訛 王迎龙教授从我国裁判文书网中收集了对抗性司法场域中的二审、 再审改判的案例样本： 一、 二审中被告人主动承认犯罪
事实， 自愿认罪， 但是在再审中改判无罪的案件以及一审中被告人主动承认犯罪事实， 自愿认罪， 但在二审中改判无罪的
案件。 基于收集的案例中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承认指控的基本事实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相一致， 由此在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的全面推行适用的背景之下可以推定这些案例会适用该制度。 参见前引譺訛， 王迎龙文。

讁訛 如在我国违法/犯罪的二元模式之下， 公安机关同时享有刑事侦查权和行政权， 在规避行政诉讼以及行政/国家赔偿责任的情
况下会出现两种权力混用情况。 参见张泽涛： 《论公安侦查权与行政权的衔接》，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19 年第 10 期； 张
泽涛： 《行政违法行为被犯罪化处理的程序控制》， 载 《中国法学》 2018 年第 5 期。

輥輮訛 参见段陆平： 《构建中国特色轻罪诉讼制度体系： 背景、 议题与理路》， 载 《广东省法学会诉讼法学会研究会 2019 年年会获
奖论文集》， 2019年 12月。

輥輯訛 相关介绍可参见郭烁： 《在自愿与真实之间： 美国阿尔弗德答辩的启示》， 载 《当代法学》 2020年第 4期。
輥輰訛 参见前引譿訛， 郭烁文。
輥輱訛 “轻罪” 概念的界定， 采通说， 法定最低刑在三年以上的罪行为重刑， 其他犯罪为轻刑。
輥輲訛 美国除罪释放登记中心所统计的 1700例冤案中， 轻罪案件认罪率 77.8%， 相对应的， 杀人、 性侵、 抢劫冤案中做出认罪答

辩的仅分别占 8.3%、 7.9%、 11.7%。 参见前引譺訛， 王迎龙文。
輥輳訛 参见前引譻訛， 艾瑞克·卢拉、 玛丽安·L.韦德书， 第 19页。
輥輴訛 See Covey： “Plea Bargaining’s Innocence Problem” 79； Josh Bowers： “Punishing the Innocen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56 （2008）： 1338.
輥輵訛 部分国家认罪协商程序中的一方主体为法官而不是检察官， 例如德国。

主要部分。讀訛 这类案件之所以能进入刑事追诉程序中， 通常是立案、 侦查阶段的疏忽或者侦查机关两
权并存而不当行权的后果，讁訛 被追诉人的行为实际上并未触犯刑法而仅为行政违法行为， 或者由于部
分行政违法行为与轻微犯罪行为之间界限的模糊輥輮訛 而位于二者之间。 而无辜被追诉人的“屈从自愿”
认罪最极端的表现形式， 是被称作 “魔鬼契约极致形态” 的阿尔弗德答辩。輥輯訛 在我国， 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中的 “屈从型自愿” 认罪大部分情况是 “事实上有罪之人无奈选择认罪认罚”，輥輰訛 但也存在着部
分 “事实上无罪之人” 的屈从认罪。

此外， 本文将重点针对轻罪輥輱訛 领域中适用认罪协商程序产生的错误追诉问题进行探讨。 在适用
协商性司法程序的案件中， 相较于重罪案件， 轻罪案件中被追诉人错误认罪的比例较高，輥輲訛 各国对于
协商性司法适用范围的规定也使得绝大多数可适用案件落入了轻罪领域。 且轻罪案件由于案情简
单、 程序简化、 量刑较轻等特征， 其错误追诉问题通常不被人们所关注， 即便实际存在着错误追诉
的事实也因为没有类似 DNA 开罪 （DNA exonerations） 中具有确定性和易于事后查证的 DNA 证据而
几乎无法为人们发觉。輥輳訛 即便人们通常认为错误追诉案件挑战了刑事司法系统的合法性与公正性，
但对于适用了协商性司法程序的错误追诉案件却会有意识地保持几分缄默。 究其原因， 在于协商性
司法制度设计所赋予的 “正当性”， 即协商案件的处理结果是被追诉人和公权力机关的合意， 存在
自愿性和风险自担的特性。 例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有自愿承认主要的犯罪事实、 同意量
刑建议书的要求； 美国辩诉交易中也明确有认罪答辩之时被追诉人自愿性的要求。 被追诉人在协商
性司法程序中自愿的选择行为使得人们潜意识里将案件可能的错误追诉风险视为被追诉人换取刑罚
裁量大幅度减轻乃至免除的应负成本， 由此导致了人们对适用协商性司法程序的轻罪案件中错误追
诉问题的忽视。 然而， 不论是调查统计数据还是理论研究得出的结论， 都显示出轻罪案件的错误追
诉问题确实存在且其 “不实有罪答辩可能性远比广受媒体和无辜者运动关注的重罪案件要高得多”。輥輴訛

（二） 被追诉人的非理性选择

错误追诉案件中被追诉人做出认罪选择的过程通常为： 检察官輥輵訛 与被追诉人进行认罪协商， 被
追诉人为了减少案件程序上的时间成本及对案件后果不确定性而认罪 （有时还表现为明确知道并且
宣称自己是无罪的， 但是出于策略或者被威胁而选择了认罪， 其典型为阿尔弗德答辩）， 以此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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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輶訛 参见前引譻訛， 艾瑞克·卢拉、 玛丽安·L.韦德主编书， 第 17页。
輥輷訛 “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影响其直系子女、 直系父母、 配偶的参军、 公务员考试、 报考军校、 报考警校、 银行招聘、 国企招

聘等的政审。” 参见前引輥輮訛， 段陆平文。
輦輮訛 [美] 乔治·阿克洛夫： 《柠檬市场： 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经济》， 载 《经济导刊》 2001年第 6期。
輦輯訛 参见前引譻訛， 艾瑞克·卢拉、 玛丽安·L.韦德主编书， 第 74页。
輦輰訛 显然， 此处的 “交易行为” 是不等同于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语境下的交易/交换行为的， 只是一种类比。

检察官提出的认罪从宽的好处。 这种从宽在轻罪案件下通常表现为认为有罪同时判处缓刑、 管制、
单处附加刑等免予剥夺人身自由刑的量刑建议， 并在程序上使用简化程序， 例如速裁程序， 减轻被
追诉人程序成本。 但是被追诉人这一选择能带来的不只是帮助其从冗长的诉讼泥潭中脱身的利好，
还有被绝大多数被追诉人所忽略的、 给其未来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和潜在严重损失的附随后果。 例
如在美国， 刑事定罪将会影响到社会评价、 工作与职业前景、 大学助学贷款、 枪支持有权、 移民资
格以及投票权；輥輶訛 在中国， 更为严重的是对部分直系亲属及配偶的影响。輥輷訛 种种这类信息为被追诉人
忽略， 也往往无从接收， 从而在这关键的协商、 博弈过程中做出非理性的选择， 承担了巨大风险。

本文将上文所述的认罪选择称为非理性选择， 不仅在于认罪选择对于无辜被追诉人通常来说是
不利的， 还在于被追诉人在作出选择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以及由于信息获取上的劣势所带来的
过度乐观的非理性认知。 经济学家阿克尔洛夫曾在研究汽车旧货市场中好车被次车挤出市场的现象
里分析了信息不对称所导致汽车旧货市场交易消失的结果。輦輮訛 此后， 信息不对称理论也逐渐地不限于
在市场经济领域使用， 而是拓展至所有有关人们选择的问题。 当然， 认罪协商程序中的信息不对称
与经济学领域中的信息不对称是不完全相同的， 具体体现在主体、 场合、 信息内容等方面的不同，
但就其作为一种分析手段来说是功能上是共通的。

二、 何以产生： 被追诉人非理性选择的原因阐析

上文提出在认罪协商中的错误追诉案件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 但信息不对称导致被追诉人
非理性选择的具体表现以及相关的其他因素尚未明确， 下文将具体展开。 世界各地认罪协商程序的
基本结构多以检察官和被追诉人为主体， 因而有学者提出了 “检察权裁判” （Prosecu Torial
Adjuditation） 輦輯訛 的概念。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规定适于侦查、 起诉、 审判三个阶段， 但就从宽处理
决定的产生而言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在审查起诉阶段， 正是这个阶段被追诉人同意量刑建议， 并签
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即无辜被追诉人做出非理性选择的阶段。 本文有关被追诉人非理性选择的具体原
因的分析将立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检察官与被追诉人之间展开， 此外也将分析法官的审查义务。

（一） 认罪协商中的控辩地位

对协商中控辩地位的分析前提是对认罪协商程序中控辩关系的明确。 毋庸置疑， 认罪协商程序
中的控辩关系与一般起诉程序中的控辩关系最显著的区别， 在于检察官与被追诉人之间存在一种认
罪协商行为或者说 “交易行为”，輦輰訛 即检察官为被追诉人的认罪行为出价 （一般表现为对被追诉人的
从宽处理）， 被追诉人选择是否要认罪、 接受检察官的出价， 且现实中的出价行为与认罪接受行为
的顺序是不定的。 这种认罪协商的制度设计一方面赋予了检察官 “出价权”， 即更为宽广的自由裁
量权 （在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范下具体表现为对被追诉人行为涉及的罪名、 使用的法律规定和从宽
处罚的量刑建议）； 另一方面创新性地赋予了被追诉人在刑事领域的 “选择权”， 即提高了被追诉人
在刑事起诉阶段的刑事参与能力和刑事主体地位 （具体表现为被追诉人自主、 自愿地做出是否接受
认罪的选择）。 由此， 可以认为认罪协商程序中的控辩关系是不同于传统的在 “国家实现其刑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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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輱訛 参见前引譺訛， 龙宗智文。
輦輲訛 参见前引譺訛， 龙宗智文。
輦輳訛 [美] 哈罗德·孔茨、 海因茨·韦里克： 《管理学》， 郝国华等译，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387页。

的过程”輦輱訛 中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 而是一种特殊的、 发生在控辩主体之间的， 以认罪、 从宽为目的
的协商/交易关系， 并且这种特殊的协商/交易关系并非完全独立存在， 而是在传统的控制与被控制
关系上的叠加。

在一般起诉程序的控辩关系中， 由于国家刑罚权实现的需求、 刑事权力/利在控辩主体之间的分
配情况、 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往往导致控辩主体在刑事领域地位不平等； 而在认罪协商程序中的控
辩地位既存在由前者关系产生的固有的 “结构性风险” 导致的不平等，輦輲訛 又存在着基于特殊交易关系
下协商心理、 供求问题、 成本-利益分担导致的不平等。 具体表现为： 首先， 控辩双方在刑事司法
系统内， 控方由于社会评价、 路径依赖等因素， 呈现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与气场； 而辩方在历来
重视高定罪率的话语体系内， 会形成一种一旦进入审查起诉就几乎不可能扭转局势、 免除刑罚的前
见， 从而对冗长的诉讼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感。 长此以往， 这种集体性心理暗示也将影响到人
们在认罪协商程序中的行为选择与行为对策。 其次， 在认罪协商程序中， 被追诉人对于认罪从宽免
监禁的需求实际存在着， 而控方的供给却是有限且处于 “垄断” 状态。 没有任何引导的被追诉人在
经过限制人身自由的一段时间以后， 一旦得知自己能够快速地免于被监禁的痛苦， 则将产生对逃脱
痛苦极为迫切的心理， 然而他们并没有对控方提出的条件进行 “货比三家” 的机会。 最后， 双方在
协商过程中所承担的成本也是不平衡的， 在日益增长的认罪协商案件中控方失去的或许仅是众多案
件中的一个， 最多会影响自己一段时间内的考核数据， 而被追诉人则往往是以牺牲长远的利益， 换
取眼前的短期便利， 对比之下控方显然是低成本与低风险的一方。

（二） 检察机关的考核机制

控方在认罪协商程序中的有罪处理动力主要来源于考核制度。 有言 “差不多在所有的场合， 不
论是工作或消遣， 都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对表现的评价。 而且， 大多数人， 尤其是那些有能力的人，
都想了解自己干得如何。”輦輳訛 可以这样认为， 考核尤其必要， 但无可否认的是其附加作用也十分明显，
即制度的设计能塑造处于制度中的群体的行为偏好或行为策略。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 及相关的配套管理制度的规定， 我国对于检察官的考核标准
主要有两种， 一为 “德能勤绩廉”， 二为 “检察工作实绩、 职业道德、 专业水平、 工作能力、 工作
作风”。 无论是哪一种标准都可以归纳出当前我国对于检察官考核的最主要的两方面， 即实绩及工
作态度， 总体上的规定相对模糊。 实绩的考察主要依据的是年终考核表、 量化评测表等数据， 偏重
办案数量， 忽视质量。 这样的考核模式之下， 检察官为应对案件数量的考核和不断攀升的轻罪案件
数量的压力， 最终倾向于更多地使用更节省时间和精力的认罪协商制度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 美国
的辩诉交易中， 负责轻罪案件进行辩诉交易的多为由选举出任的州检察官， 州检察官们为争取选民
获得晋升机会则须注重数据的亮眼、 注重高定罪率从而避免驳回证据不足的案件、 避免做出不予起
诉的处理。 此外， 美国检察官的独立性、 较少受到司法监督以及内部审查的宽松环境也为其利用认
罪协商程序提高定罪率的行为提供了制度基础。

这种考核模式带来的固化的倾向性行为模式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久而久之， 协商定罪倾向性
的行为模式还会对检察官造成一种心理暗示， 即只要是被移交到检察院的案件大概率都是有罪的、
可以定罪的。 这也成就了认罪协商程序下被追诉人非理性选择的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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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輴訛 Tim Harford： “Mental bias leaves us unprepared for disaster”, Financial Times, August 18, 2017.
輦輵訛 [美] 理查德·塞勒 卡斯·桑斯坦： 《助推———如何做出有关健康、 财富与幸福的决策》， 刘宁译， 中信出版社 2018版， 第 38页。
輦輶訛 采集经济时代， 采集者祖先往往住在草原或森林， 高热量的甜食非常罕见， 永远供不应求。 因此， 一旦他们发现一棵长满

甜美果实的树， 为避免与其他动物的争夺， 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立刻吃到吃不下为止。 于是这种想大口吃下高热量事物的直
觉本能就这样深植在我们基因里。 参见 [以色列] 尤瓦尔·赫拉利： 《人类简史： 从动物到上帝》， 林俊宏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版， 第 39-40页。

（三） 被追诉人的信息不对称及乐观偏见

被追诉人在认罪协商程序中做出非理性选择的原因有二： 一为前文归纳的有关认罪成本的信息
不对称问题； 二则是下文将主要讨论的， 被追诉人因信息获取能力不足对认罪后果发生概率的无知
与不确定导致的乐观偏见。

被追诉人面临检察官有关认罪从宽的建议时， 一般存在这样两种信息缺失的状况： 一是被追诉
人完全不了解所谓犯罪的附随后果 （概率较小） 或有所耳闻但并不了解附随后果有哪些以及一旦发
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相信影响不大； 二则是至少对犯罪的整体附随后果略知一二， 但
对严重后果之于个体发生的概率不清楚， 从而自信地认为不利后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盲目乐观
是人类普遍拥有的一种心理状态， 在桑迪飓风登入新泽西州时， 迈耶发现即便亚特兰大市的居民认
为被飓风攻击的可能性超过 80%， 国家飓风中心给出的可能性为 32%， 却几乎没有人打算撤离， 甚
至拥有防风暴盖的人也不打算安装它们；輦輴訛 在一项针对创业者的调查中， 创业者对被问到自己的企业
取得成功的概率有多大的时候， 通常的回答是 50%和 90%。輦輵訛 日常生活中也有诸多类似的例子， 例如
自信满满地在健身房办了张年卡， 年终却发现自己去健身房的次数屈指可数。 在演化心理学看来，
种种现代人的感性认知在农耕时代乃至采集经济时期便被形塑， 留存于人类的基因里， 除本文所介
绍的乐观偏见还有例如 “贪吃基因”輦輶訛 的存在。 这些感性认知本出自人类趋利避害的需求成为了人类
进化的推动力， 但在某些时候也使得人类偏离利己的结果， 正如本文所描述的情况， 认罪协商过程
中， 乐观偏见使得被追诉人忽视了认罪后的成本， 而仅专注于当下的自由。 以上信息对于有丰富的
职业经验的检察官来说或许是可知的， 然而对于在刑事诉讼经验和认罪结果信息获取渠道都处于劣
势的被追诉人来说则是模糊的。 认罪协商程序下， 在被追诉人无法判断自己的选择将会如何影响自
己生活的情况下， 立法者给予被追诉人再多的选择权也无济于事。

其次， 各国基于认罪协商程序正当性的考虑都会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设置有关被追诉人认罪自愿
性的审查标准和保障制度， 但有关自愿性、 合法性的具体规定则有所不同。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
追诉人的自愿性为其成立要件之一， 但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关于自愿性标准的具体规定。 比较法层
面， 美国以及日本在对认罪协商程序中被追诉人认罪自愿性进行审查时， 除对认罪主体基本能力的
要求外还附加明知为前提。 并且， 协商中的当事人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通常以已知的谈判成本为底
线， 抛出条件也接受着对方的要求， 最终达成某个共同让步。 在这一过程中， 当事人对自身协商成
本、 让步底线的知悉是最关键的， 也就是需要拥有足够的有关协商内容的信息， 否则将影响自身的
利益、 影响协商的进行。 基于以上原因， 本文认为认罪协商程序中的自愿性审查应当包括被追诉人
的明知程度、 信息获取程度。 然而， 即便是在确定了自愿性审查包括被追诉人明知要素的司法审查
程序中， 也常常会因为不够具体、 不够有针对性而真正起到阻止被追诉人非理性选择的几率很小，
而且， 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例， 《刑事诉讼法》 规定了法官的审查权， 但由于也同时强调了认罪
认罚具结书的效力， 基于公信力以及在中国的诉讼体系之下检察院与法官的密切联系， 法官即便能
够发现证据上的不足也很难做出与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不同的判决。 这种制度设计无疑也促成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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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輷訛 [德] 耶林： 《为权利而斗争》， 郑永流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版， 第 13页。

追诉人在信息不对称中的非理性选择。
最后， 在程序成本上， 现实的程序成本对于处于羁押状态的被追诉人存在吸引力。 这种程序成

本不仅表现为当下的羁押状态因为认罪而存在通过保释等手段即刻逃脱的机会或者至少因为认罪协
商程序通常与简化的审判程序结合而羁押时间得以减少， 还表现为因为诉讼程序的快速终结而减少
的损失与麻烦 （例如劳动合同得以保留、 工作项目得以继续）。 这也正契合了人们怕麻烦的天性，
毕竟在现实生活中视 “诉讼造成的一切牺牲和烦恼无足轻重”， 为 “遭受不公的道德痛苦” 而提起
诉讼的 “权利人”輦輷訛 还是占少数， 绝大多数人的心态仍然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在认罪协商程序中控辩地位已处于一种双重的不平等， 而其中检察官与被
追诉人两边的推拉力更加剧了被追诉人的劣势地位， 推动了被追诉人的非理性选择， 其中， 被追诉
人的信息问题是关键也是主要原因。

三、 控制被追诉人非理性选择的制度路径

解决认罪协商程序中被追诉人的非理性选择问题需要综合多方面的因素和多种力量共同推进，
比如推动检察机关相关考核制度机制的改革， 又如通过完善既有的法律援助、 值班律师制度、 法官
的告知义务等配套制度来提高被追诉人的信息与谈判能力， 促进其自愿、 明智、 真实地作出理性选
择。 当然， 也可以考虑尝试进行创新举措改革， 例如结合被追诉人信息缺失、 乐观偏见的状况设计
一种更为有效、 精确的信息提示机制。

（一） 推动检察机关相关制度机制的改革

从制度层面规范促使公诉方主动消除有罪处理倾向性行为， 提高证据的搜集能力， 这显然是解
决认罪协商程序中错误追诉问题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做法， 但从制度体系、 实践经验与逻辑推理上
看， 如若直接禁止公诉方对证据上存瑕疵的被追诉人给予明示或暗示的具有诱惑力的量刑让步， 以
及更为具体地长远地消化掉原有的定罪倾向， 例如改革检察官考核制度， 却也并非易事。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 在各国的认罪协商制度中从未规定控方不能够以大方的让步、 免除实际监
禁等有诱惑力的条件作为吸引被追诉人接受认罪的筹码。 换言之， 这一行为在现行法律规定的范围
内至少是不违法的。 其次， 从认罪协商制度设计的目的角度考量， 这一司法程序之下所达成的结果
正是双方意思一致的结果， 反映了认罪协商程序中公诉方与被追诉人之间形成的新型友好协商关
系， 反映了提高司法效率与扩大被追诉人司法参与度的需求。 这也体现出认罪协商程序的特殊性，
即在这样的协商性制度中更注重的是双方合意的达成而不是案件处理结果是否完全合乎案件事实真
相， 这也是为何现有制度大多在审查认罪协商案件的合法性时更多关注的是被追诉人的意思是否真
实、 自愿， 而较少关注到在协商、 选择过程中被追诉人本身的协商劣势地位。 最后， 改革检察官的
考核制度的话题实际上也是为学界所讨论的热门话题， 但一方面群体行为的改变非一朝一夕， 另一
方面整体制度改革的各方面成本都太高。

退一步说， 即便我们不考虑规定的法理依据与制度体系、 目的的矛盾， 在认罪协商程序中明文
禁止公诉方对于证据有瑕疵的被追诉人给予认罪从宽免除实际监禁的条件， 将如何执行呢？ 证据有
瑕疵的案件的确切判断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谁来监督这样的要求？ 从供求的角度来分析， 若我们视
认罪协商程序为一交易市场， 原来认罪从宽免监禁的做法是一种合法流通的商品， 但现在忽然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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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輮訛 参见应飞虎： 《论结果导向的信息披露》，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19年第 5期。
輧輯訛 See Tim Harford， supra note輦輴訛.
輧輰訛 应飞虎教授在从行为经济学视角下对消费者决策受认知偏差的影响进行分析时， 提到消费者对于以后不确定事件的预估过

于乐观， 从而陷入卖家的营销陷阱， 通过风险方面的信息刺激， 能够减少消费者过度自信的程度， 引导消费者做出理性选
择。 参见前引輧輮訛， 应飞虎文。

輧輱訛 龙宗智教授在重庆市的调研从值班律师补助费用、 每天见证的案件数量、 会见被追诉人的形式与限制等方面显示出值班律
师制度的 “徒具形式”。 参见前引譺訛， 龙宗智文。

輧輲訛 林艺芳： 《值班律师再审视： 与认罪认罚从宽的捆绑与解绑》， 载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 4期。
輧輳訛 参见前引譻訛， 艾瑞克·卢拉、 玛丽安·L.韦德主编书。

止流通， 而此时市场上的对于这类产品的需求却仍是存在的， 并且也并不存在所谓的替代品， 这将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黑市将是出现的情况之一， 这也是美国禁酒令出台之后所形成的局面， 这意味
着控辩双方对于认罪免监禁的一致意愿将会以一种秘密的形式存在， 然而这种不公开也就意味着无
监督以及被追诉人将面临更高的举证难度， 那么被追诉人的权利就更加难以保证， 甚至于衍生出更
为糟糕类似于刑事欺诈的状况。 总而言之， 我们认为， 对于扭转被追诉人非理性选择地位的办法虽
然可以从控方角度入手， 但也要注意此种解决方案的局限性和其可能性。

（二） 完善当前保障被追诉人理性选择的配套机制

如前所述， 在认罪协商模式之中被追诉人陷入非理性选择的自身原因在于对于选择行为的成本
进行分析之时未能考虑到定罪以后可能的影响， 这种忽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加上过于乐观的认知偏
差所导致的。 而盲目乐观这种认知偏差虽然是人类生物进化所遗留下来的特质， 但是其本质依然是
信息问题。 乐观偏见的核心含义在于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 认为好事更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
上， 坏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更小的倾向輧輮訛 或即便意识到总体上的悲观情形， 也至少会对个人
情形过于乐观。輧輯訛 因此， 解决被追诉人盲目乐观的核心在于我们通过何种方式消除事物的不确定性
以及将具体情况发生的概率精确到个体。 具体而言， 也就是当我们提供有关认罪附随后果更为精
确、 有力、 值得信赖的信息消除人们认知中对于协商成本的不确定性輧輰訛 并明确个体遭受不利后果的
可能性， 使得被追诉人在面对认罪条件时内心的成本衡量是清晰的， 那么对于认罪协商的乐观偏见
将不攻自破， 从而扭转被追诉人的非理性选择地位， 引导被追诉人做出更利于自己的决策。

各国在设立认罪协商制度时也考虑到了从被追诉人角度去解决错误追诉的问题， 我们考察相关
的配套制度， 可以认为立法者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了在认罪协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认识到了
被追诉人放弃原有的程序性权利选择认罪协商而导致不利风险上升的局面， 出台了类似于律师援
助、 值班律师制度、 法官的告知义务等配套制度来保障认罪协商的良好运作， 例如在中国， 根据新
修正的 《刑事诉讼法》，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还存在着值班律师制度、 公检法人员的告知义务、 反
悔权等相关的制度保障。 但这些制度目前对于被追诉人传递有用的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仍然存
在诸多不足， 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 具体分析如下：

１. 值班律师制度。 《刑事诉讼法》 在第三十六条以及第一百七十三条、 第一百七十四条都有规
定值班律师的定位与作用， 制度设计者将值班律师这一主体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对于被追诉人
提供帮助以及相关信息的主要主体， 其他国家大多也有类似的设置。 但是从有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的实践调研结果来看， 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存在着不到位的问题，輧輱訛 值班律师与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的契合度并不高， 既难以适应复杂严重案件的认罪认罚工作， 也难以全面获知认罪认罚案件信
息， 且在侦查阶段和审判阶段的功能受限，輧輲訛 而其他国家指定被追诉人获得的律师的表现也饱受诟
病， 被批为 “差得令人震惊和羞耻”。輧輳訛 此外， 从信息提供的角度看， 不论是中国的值班律师还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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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指定律师都是作为 “人” 这样的个体存在， 因而不可避免的存在信息提供的 “主观性”， 法律
制度无法保障的是值班律师、 援助律师的个人能力和业务水平。 例如援助律师、 值班律师能否有意
识地区分刑事定罪的直接后果和附随后果来给予被追诉人不同的帮助？ 何况这类无辜被追诉人案件
中附随后果的具体的表现与影响需要一定时期的社会观察才能得以全面认识， 而值班律师的来源多
为需要锻炼的年轻律师， 他们极少有这方面非法学的知识储备。 因此我们认为， 现存的值班律师制
度以及类似的援助律师制度在认罪协商程序中为被追诉人提供附随后果发生概率的指引作用微乎其
微， 未来需要对值班律师制度进行深度改造完善， 比如值班律师必须以会见和阅卷为基础， 建立值
班律师与被追诉人之间的委托关系等等。輧輴訛

2. 告知义务。 《刑事诉讼法》 在第一百二十条、 第一百七十三条以及第一百九十条分别规定了
侦查人员、 检察人员以及法官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告知义务， 但是都局限在 “诉讼权利” 以及“法律
规定” 的层面上， 而未涉及到认罪认罚后的具体影响。 但我们回顾有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过
程， 却可发现在 2016 年 11 月 11 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
部 《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 中的第八条是这样规定的：
“在侦查过程中， 侦查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
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 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的， 记录在案并附卷。”
在此后 2018 年 5 月 1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外公开征求意见的 《刑事诉讼法 （修正草案）》、 2018 年
9 月 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外公开征求意见的 《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 （二次审议稿）》 都沿用了这一
规定， 只是在二次审议稿当中将 “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 限定在了侦查阶段， 然而这依然
引起了许多侦查人员的反对， 认为这样的规定实际上是直接在讯问阶段 “亮底牌”， 等于是给予了
被追诉人一种利弊权衡的考量权， 将很难进行深入的讯问工作， 会使得犯罪嫌疑人口供这一证据的
收集难度变大并且使其效用大打折扣。輧輵訛 最终在同年 10 月 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修正后的 《刑
事诉讼法》 则采取了模糊化处理。 纵观这一立法演变历程， 不可否认的是立法工作中各方利益的博
弈是无法避免的。 但最终形成的告知义务的范围明显无法对认罪协商中的被追诉人提供其需要的信
息， 未能改变被追诉人的信息劣势地位也就无法对认罪协商中的错误追诉产生足够的影响。

３. 反悔权。 通常说到反悔权， 多数时候我们是在有关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法律法规中多有提及，
赋予一些通过特殊购买途径 （通常为网上购买或者邮寄购买） 的商品消费者一种期限内无条件退货
的权利， 以此缓解消费者在购买决定作出时因没能亲自通过感觉器官进行甄别而加剧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 但根据 《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三） 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
实的”， 可知在认罪协商程序中的被追诉人在同意量刑建议， 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以后也享有反悔
权。 但因为 《刑事诉讼法》 对此权利的态度还不够明确， 同时这也是一种在刑事法律体系内的一种
创新的制度设置， 引起了学者们较多的讨论。 一些学者对于认罪认罚制度中后悔权的态度值得探
讨， 例如有学者认为 “签署具结书后反悔或者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提出上诉， 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輧輶訛

本文则不太赞同这样的观点。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反悔行为根据 《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是有法律依据
的。 其次，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定位应是一种软性制度， 一种激励手段， 有提高司
法效率的效果， 但并不是一种用来压缩诉讼资源、 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工具。 作为一种激励手段， 当

輧輴訛 相关观点亦可参见程滔、 于超： 《论值班律师参与量刑建议的协商》， 载 《法学杂志》 2020年第 11期。
輧輵訛 参见闵丰锦： 《刑事诉讼中的时空话语权争端与消解》， 载 《政法学刊》 2019年第 5期。
輧輶訛 杨立新：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理解与适用》， 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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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认罪协商程序中被追诉人非理性选择的制度控制

輧輷訛 参见前引輦輵訛， 理查德·塞勒 卡斯·桑斯坦书， 第 39页。
輨輮訛 塞勒在其书中针对如何控制社会对我们的影响的问题中通过多个社会实验的例证总结出了三种能够实现更好的社会引导的

社会影响， 分别是信息、 同侪压力以及措辞。 参见前引輦輵訛， 理查德·塞勒 卡斯·桑斯坦书， 第 62-85页。
輨輯訛 即人们通常只关注最近的生活体验， 而自然地遗忘过去发生的灾难。 参见前引輦輴訛， Tim Harford文。
輨輰訛 社会人很轻易地受到其他社会人的影响， 其中一个原因便是人们喜欢从众。 参见前引輦輵訛， 理查德·塞勒 卡斯·桑斯坦书， 第

62-85页。

激励效果不如预期时所应当做的是调整激励机制而不是否定激励结果代之以强行命令。 最后， 从刑
事诉讼法的法律价值定位来看， 刑事诉讼法被称为 “小宪法” “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法”， 承担着
保障犯罪嫌疑人实体及程序权利的价值目的， 而上诉权作为一种程序性权利不应当因为犯罪嫌疑人
选择了认罪认罚而有所减损， 对于本就处于程序性权利不完整的被追诉人来说， 进一步对其上诉权
进行限制无疑是雪上加霜， 会在权力/利层面进一步加剧在认罪协商过程中的控辩不平衡。 此外， 从
错误追诉案件产生原因的角度来看， 认罪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非理性选择的问题并不是在诉讼程序
中给予其思考时间的长短能解决的， 毕竟被追诉人在被羁押时能增加的信息来源也仅仅是其他的被
追诉人而已。 因此， 从赋予被追诉人反悔权这一层面解决被追诉人的非理性选择问题也需要进行慎
重考虑， 对其效果也不能盲目乐观。

（三） 尝试进行创新举措改革

前文所分析的几种现存的保障措施， 虽然也都是从被追诉人角度提出的解决方案， 但是显然都
各有缺陷， 在信息提供方面存在着主观性、 内容上的局限性等问题， 某些举措未来的改革完善也并
非易事。 认罪协商程序中错误追诉问题的核心在于被追诉人只有在选择做出以后， 在回归到现实生
活中短的几个月、 长的好几年以后才能发现当初选择所带来的巨大不便， 所以当具有诱惑力的免除
监禁的现实利益摆在眼前的时候， 我们很难通过简单的带有主观性的 “好言相劝” 来影响被追诉人
的选择。 如前所述，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提供信息使得无辜被追诉人明确认罪选择中的巨大陷阱，
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在其书中分析过度自信的陷阱时如此说道： “如果告诉人们一件不幸的事
情， 他们可能不会继续如此乐观下去”。輧輷訛

这时或许我们可以尝试的是更为中立、 提供更为精确、 专业信息的第三方信息提供者的介入，
由政府出资请专业团队制定一个针对无辜被追诉人的跟踪抽样调查。 由于实际上我们很难在众多的
轻罪案件中直接判断出哪些被追诉人是无辜被追诉人， 因此调查对象的确定可以通过反向排除的方
式， 即无辜被追诉人为一定时期内的在最终判处免除监禁刑的轻罪案件中排除了在与检察官进行认
罪认罚之前定罪证据充足的案件而剩下的案件被追诉人。 对抽样的做出了不同选择的两组无辜被追
诉人 （选择了认罪的与拒绝了认罪的， 相同人数） 诉讼结束以后的情况 （包括其主观感受的变化） 进
行一段时期的跟踪调查， 定期进行数据采集， 形成一个关于无辜被追诉人不同选择之后各种生活、 心
理情况的分析报告。 这个分析报告至少包括以下三项内容： 一为选择认罪的被追诉人在脱离诉讼程序
平均多长时间以后会遭遇认罪选择的附随后果； 二为选择了认罪的被追诉人所遭遇的认罪附随后果都
集中在哪几种， 分别有什么具体影响； 三为两组不同选择的人员在此后的生活中是否感到后悔， 感觉
后悔的人员在本组的占比各为多少。 将该报告精简化进行公示并形成简单明了的图纸形式， 在每一个
轻罪案件被追诉人进入到诉讼程序之时予以发放， 并张贴于诉讼程序中的各个单位部门的显眼之处。

这种方式首先在报告形式上具有客观性、 科学性， 将结论建立在数据统计之下， 通过文字的呈
现方式传递给轻罪案件中潜在的无辜被追诉人， 更具有说服力輨輮訛、 可信度、 避免遗忘偏见輨輯訛 的作用。
其次， 在报告内容上科学地利用了前见理论以及人们的从众心理，輨輰訛 在被追诉人进入认罪协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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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卢护锋）

Abstract: There�are�also�erroneous�prosecutions�in�the�plea�negotiation�procedure,�in�which�it�is�
worth�paying�attention�to� the�fact� that� the� innocent�accused�pleaded�guilty “voluntarily” based�
on�wrong�understanding�and�judgment�and “subservient�voluntary” under�the “power-dominat-
ed�mode”.�The�generalization�and�analysis�of�this�phenomenon�with “irrational�choice�of�the�ac-
cused” can�bring�new�understanding�and� inspiration.�The�natural� inequality�of�prosecution�and�
defense�status,�the�assessment�mechanism�of�procuratorial�organs,�the�information�asymmetry�and�
blind�optimism�of�the�accused�have�greatly�promoted�the�formation�of�the�irrational�choice�of�the�
accused.�To�solve�this�problem,�we�need�to�integrate�a�variety�of�measures,�such�as�promoting�the�
reform�of� the� assessment�mechanism�of�procuratorial� organs,� perfecting� the� existing� supporting�
system�to�improve�the�information�and�negotiation�ability�of�the�accused�and�we�can�also�consider�
trying�to�carry�out�innovative�measures�reform.�For�example,�some�effective�and�accurate� infor-
mation�prompt�mechanism�can�be�used�to�get�rid�of�the�defects�of�information�asymmetry�and�op-
timistic�bias�of�the�accused.

Key Words: Plea�Negotiation� Procedure； Leniency� of�Guilty� Plea； Information�Asymmetry；
Irrational�Choices

輨輱訛 龙宗智教授提到造成我国认罪认罚制度中控辩失衡的表现之一： 认罪认罚全程开启且鼓励早认， 被追诉人利益难获保障。
比较法角度， 确立了认罪协商制度的美国、 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对认罪协商制度的协商时机和环节进行了限制。 参见
前引譺訛， 龙宗智文。

之前，輨輱訛 通过展示大多数人的选择及反馈达到对无辜被追诉人的警示和引导。 最后， 显然， 通过社会
调查总结汇集的提示手册的成本要比立法成本低得多， 在效果上由于这种方法立足于行为经济学实
践验证的理论或许会比其他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

结语

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信息工具的分析运用在经济学及心理学方面是非常值得研究和应用的方
向、 方法， 但在法律领域还主要是经济法中有所研究和提倡， 笔者以为凡是被证实能有效解决有关
人的选择问题的方法是可以在众多的相关领域进行探索应用的， 刑事诉讼法领域也会涉及到信息问
题、 人的选择问题， 这时运用立足于实践经验的信息工具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 公平与效率是刑事
诉讼法中的两大命题， 认罪协商程序是对刑事诉讼效率要求的回应， 但针对其中放弃了完整程序性
权利的被追诉人的公平诉求却很少顾及到。 本文从协商双方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分析了扩大话语权的
被追诉人在协商信息上的劣势地位， 立足于经济学对于信息工具的研究结果， 提出在刑事诉讼领域
信息引导工具的运用， 以期无辜被追诉人在此种博弈过程中， 能够强硬地回绝检察官微不足道的出
价， 主动维护自己的刑事权利。

58· ·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譹訛 《立法法》 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常委会立法权所辖三个事项为： “城乡建设与管理、 环境保护、 历史文

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 因法条用语代表的事项与宪法、 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中关于地方职权事项分类的表述不一
致， 与环境保护法和城乡规划法的事项表达也参差错落， 且目前关于这三事项的范围尚无法定解释， 故边界不好确定。 特
别是 “城乡建设与管理” 一项， 尤其不好确定。 因为从广义来说 （如果不以宪法和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的职权事项
分类为比照）， 国家管理的所有国内的涉人事务， 以其所依托的地域构成来说， 就是城乡， 所有事务不是城事就是乡事， 或
含两者， 甚至历史文化保护似乎都可归于此项。 另外就是环境， 包括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环境。 以此来看， 三事
项的范围极广。 由于边界不清， 实践中通常采用逐级请示、 询问的办法， 这样虽可解决一些问题， 但由此， 立法的固定授
权体制会逐渐向行政工作体制演变。 而有权答复者是谁， 权力边界又在那里， 则又成了法律问题。

黄建武 *

内容提要： 在立法、 特别是地方立法的数量和领域都迅速扩张的背景下， 坚持审慎立法原
则， 重新思考法律的功能以及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方式， 是确保立法质量的重要基础。
本文主要以地方文明促进类立法策略为例， 从文明的目标和标准、 法律的调整对象、 调整
行为的层次性及规范选择、 行为的法律后果设置的适当性等多个方面， 来阐明审慎立法的
实践内涵。
关键词： 文明促进立法 立法审慎 法治 法律调整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1.006

论立法审慎
———以文明促进类立法策略为例

在法治被确定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后， 相关宣传得以广泛开展， 政府官员和国民的法治意识
在整体上已得到了极大提升。 同时， 随着相关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也日益走向法
治。 法治造就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稳定， 也保障和促进了我们各项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这些成就
又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法治有更高的期望和追求。 在此背景之下， 在立法领域出现的就是立法热情
的高涨， 各方面各领域都有立法要求， 似乎用法律来规范一切活动， 便是实行法治。 特别是 2015
年 《立法法》 修改后， 增设了设区的市的立法权， 极大地提升和释放出了地方立法的积极性， 加之
立法法对于设区的市立法权管辖的三个事项的法定边界不清晰，① 更难免让地方立法的积极性有时表
现为立法的冲动和有失审慎， 因此立法难免出现偏颇。

实际上， 法治并非意味用法律调整一切社会关系。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调整工具， 也不意
味可由我们随意使用而毫无局限。 对法治和法律的尊重， 表现为对法治相关原则要求的贯彻， 表现
为根据法律的特点让法律干其应干和能干之事， 以及选择适当的法律调整方式去调整所需调整之行
为。 而这些， 首先体现在对立法工作的要求上。 在立法、 特别是地方立法的数量和领域都迅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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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参见黄建武： 《法律调整》， 第八章 “法律调整与社会变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112-126页。
譻訛 参见杜涛欣： 《平坟之惑》， 载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12年 11月 19日 A04版； 王传涛： 《周口平坟回潮 权力孤行失败》， 载

《法制日报》 2013年 2月 21日 007版。

的背景下， 本文欲以 “文明促进类立法” 策略为例， 讨论立法中应如何审慎处理的一些问题， 从而
对提高立法质量作一些探寻。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所用的 “文明促进类立法”， 还不是一个通用的术语， 其指代的是我
国目前存在的一类立法。 这类立法的法律文件如各地的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精神文明促进条
例”、 “殡葬管理办法”、 “防止餐饮浪费条例” 等， 其立法内容和特点在于改造社会， 移风易俗， 促
进观念更新， 改变人们的习惯行为方式 （如交往方式， 节庆、 婚嫁、 丧葬等礼仪方式， 餐饮方式和
食品种类等）， 使人们向文明方向发展。 这些 “促进文明” 的规定， 不仅仅存在于这类题名表现为
促进文明的法律文件中， 一些一般行为调整的法律文件也包含这方面的规定， 如关于环境保护、 城
市垃圾管理、 野生动物保护等方面的立法文件， 也包含着爱护环境、 防止餐饮浪费、 禁食野生动物
等方面的要求。 本文用这个词来表达这样一类立法， 可能不够科学严谨， 但因目前没有现成可用的
专门术语， 为了便于讨论这一类立法现象， 先暂用这样一个词。

在法治意识流行的背景下， 社会改革者很自然会选择运用法律来推动社会改造和发展， 提高社
会的文明程度， 于是， 就会出现本文所说的 “文明促进类立法”。 运用法律来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
这当然是极好的事情。 但是， 法律作为一种工具， 既然要运用， 就得因循其特点和法治的规律。 运
用得当， 则可达致我们的目的； 运用不当， 就算法律依托强大的国家力量， 也可能失败。② 并且， 还
可能因举措不当而影响大众对法治的期望， 比如， 2012 年河南周口平坟冲突， 就是值得注意的例
子。③

每种立法， 都有立法策略， 它是包含立法方案选择的立法指导思想。 立法策略既是立法者的主
观谋略， 但又受制于法的结构与功能， 受制于法与社会的一般关系和特殊关系。 我们欲以法律来促
进文明进步， 必须考虑到我国法律制度的本质， 考虑到法与社会关系的原理， 以及实证法构成和行
为调整规律等方面的要求。 根据这些基本原理的要求， 本文以为， 以下几个关联到促进文明类立法
的策略问题， 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一、 谨慎确定文明的目标和标准

在文明促进类立法中， 我们通常有一个普通认同的文明的目标或标准来判断现实生活中的习惯
和行为方式是否文明进步。 比如， 《殡葬管理条例》 第一条表明其立法目的： 是 “为了加强殡葬管
理， 推进殡葬改革， 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二条规定 “殡葬管理的方针是： 积极地、 有
步骤地实行火葬， 改革土葬， 节约殡葬用地， 革除丧葬陋俗， 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 在这些规定
中我们可以看出立法推行火葬、 限制土葬， 节俭办丧事的意图， 其中何者为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或文明建设的要求， 何者为相反， 都是非常清晰的。 如日常的法制宣传中常说的， 土葬占用土地资
源， “死人与活人争地”； 土葬不卫生； 丧事大操大办浪费。 但是， 如果真把火葬视为高于土葬的文
明， 则可能有很大问题。 土葬与火葬， 何者为高一层次的文明还不好判断。 但土葬对于我国人口密
集的区域来说， 最大问题还是占用土地这一紧缺资源。 至于卫生与否， 则决定于处理方式， 如果火
葬方式不适当， 也同样有卫生问题。 从国务院这部 《殡葬管理规定》 来看， 尽管冠以精神文明建设
之立法目的， 但实质上还是可以界定为一项关于土地资源保护方面的立法， 整个法律文件将葬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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譼訛 参见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93-94页。

理作为核心内容这一特点， 是可以支持这一判断的。
其实， 《殡葬管理条例》 的制定者也未尝没看到前述文明标准的问题， 所以， 该法规的第六条

规定， “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 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 他人不得干涉。”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
家， 不同民族即有不同的文化、 文明 （它们为中华文明整体之构成部分）， 传统上有不同的信仰和
习惯， 也有不同的葬俗， 比如， 天葬、 水葬、 土葬、 火葬、 崖葬、 树葬等 （现在大概主要存在土
葬、 火葬、 天葬）。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说， 在文化和文明的比较方面， 有些是可以比较出高下
（进步与落后）， 有些是有差别但无高下之分的。④ 比如， 以科学的医疗方法治病或以巫术方式治病，
其文化和文明程度的高下明显可比。 但是， 中国不同地方的菜系， 不同民族的歌曲、 服饰， 虽有差
别， 却不存在何者更进步、 更文明的可比因素。 所以， 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不同民族中的哪种葬俗
更文明进步， 更不能以我们所习惯的一种习俗为标准来判定与此不同的习俗为不文明或不进步。 由
此， 我们可以看到 《殡葬管理条例》 对少数民族习俗的尊重， 是与我国法的本质要求一致的， 也是
符合法与社会关系一般理论原理要求的。

谨慎确定文明的目标和标准， 是促进文明类的立法都必须注意到的。 比如近期全国反响比较大
的一项涉及央地两级的立法， 即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的立法， 其存在的争议也值得总结分析。 这项立法在 “革除滥食野生动
物陋习” 的目标定位上可以说非常好， 但最后立法所呈现的则是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 也就是
说， 规范表达出的是， 食用 （而非 “滥食”） 野生动物即是一种当革除的陋习， 这就值得斟酌。 从
食品卫生和生态保护方面来说， 原来的 《野生动物保护法》， 确定了对珍贵、 濒危、 有重要生态、
科学、 社会价值的野生动物的保护， 国家的 《食品安全法》 《畜牧法》 《传染病防治法》 等法律都有
关于动物制品和食品的防疫检验制度设置， 应当说相关的制度功能并不缺乏。 现在全面禁止野生动
物， 这在实践上使许多正在饲养和驯化野生动物的扶贫项目中断流产， 也给一些地方和民族的传统
食物和餐饮形式钉上了 “陋习” 的标签。 就形势来说， 新冠疫情突发， 凶险非常， 病毒来源不明，
基于疫病可能由食用野生动物引起这一判断， 以及抗疫的急迫情势， 断然作紧急处置是非常必要
的。 但我们可以比较， 如果采用特别的行政措施而不用立法来处置， 是不是更灵活一些？ 如果后来
确证疫病源于食用野生动物， 行政措施则可转为更稳妥和稳定的立法； 如果问题不在野生动物， 行
政措施可以灵活取消， 停顿的产业和民众的生活可较快恢复。 但法律历来给人的形象是极为严谨稳
定， 是民意的稳定表达， 且反映时代的科学水平， 其废改则不能象行政措施一样灵活多变， 故两种
法律举措在回应社会需要方面， 其功能和社会影响是不同的。

或有人说， 食用野生动物就是 “陋习”， 本身即是不文明的行为， 无论是否引起疾病都当禁止。
且我们已有足够的已驯化的动物肉类， 无必要去食用野生动物或为食用而驯化野生动物。

其实， 对于食用动物或食用野生动物， 都有人认为是不文明的， 他们认为文明的人类不应 “杀
生”。 也还有人认为食用某种动物 （如狗、 猪、 牛） 是不文明的， 而食用别的动物则不存在这一问
题。 所以， 当我们以文明之名来做某事时， 特别还要以立法来推进时， 要特别慎重， 应避免以自己
的认知和习惯当然地作为文明或正当的标准， 并强加于不同认知和习惯的人群之上。 以现在有足够
肉类作为禁止继续驯化野生动物的理由， 在道理上也证明不足。 如果没有我们祖先通过驯化而食用
野生动物， 也就没有我们今天能文明地食用已驯化的猪、 牛、 羊、 鸡、 鸭。 如果为将来、 为后代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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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120页。
譾訛 参见前引譽訛， 第 121页。

续开辟驯化野生动物的道路， 就必然是不文明吗？ 这些问题， 对于促进文明类的立法来说， 是值得
思考和斟酌的。 在这一领域的立法， 我们可能还是应当采用非伤害原则作为限制的标准， 以便对不
同的文明、 不同习惯的人群给予最大宽容。 一种习俗只要对他人、 对社会 （包括对环境） 无伤害，
我们便不要轻易以科学和进步之名用法律去强制改变。

二、 确定法律的调整对象

立法应当明确法律调整的对象是什么， 这既是法与社会关系原理的要求， 也是实证法理论的要
求。 法的理论原理告诉我们， 法律的调整对象是行为， 不是思想、 不是观念、 不是感情。 所以， 思
想、 情感等状况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 但是， 在文明促进类立法中， 立法是极容易将文明中的思
想、 情感方面的内容变成法律要求的， 因为文明本身包含着很多精神方面的要求， 立法工作中不注
意或随意， 就可能将精神方面的要求直接转为法律对主体的要求。 比如， 《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 规定： “公民应当牢固树立国家观念，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第十一条）； “公民应当增强首都
意识， 维护首都文明形象” （第十二条）。 《广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规定： “公民应当忠于祖国，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 崇尚英雄、 尊重模范、 学习先进， 增强民族自信心， 自觉维护国家利益” （第
八条）。 各地的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多有类似规定， 一些地方涉及环保、 卫生等方面的立法也有
类似思想观念要求的规定。

上述法条对公民要求的 “国家观念”、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首都意识”、 “崇尚英雄”、
“民族自信心” 等， 是人们的一种内心的观念或意识。 从精神文明建设角度来说， 一个好的公民应
当有这样的思想意识， 文明建设中要求公民有这些正面的精神风貌， 也是应当的， 这是一个建设的
方向和目标。 但是， 当我们将其变为法律对其所辖的一切公民的要求时， 情况就成了这样： 我们内
心必须有这种观念或意识， 如果没有， 我们即已违法。 其实， 逻辑上还有接下来的问题： 谁有权判
断我们有无这些意识呢？ 文件没有规定。 但人们很容易按文件的逻辑往下走： 哪个机构是这部法规
的执行机构， 那个机构便是判断者。 法律作为行为规范， 现在变成了思想标准。 这是立法在确定调
整对象时或因大意、 或因随意而出的偏差。

马克思曾说： “凡是不以当事人的行为本身而以他的思想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 无非是对非法
行为的实际认可。”⑤ “只是由于我表现自己， 只是由于我踏入现实的领域， 我才进入受立法者支配的
范围。 对于法律来说， 除了我的行为以外， 我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 我的行为
就是法律在处置我时所应依据的唯一的东西， 因为我的行为就是我为之要求生存权利、 要求现实权
利的唯一东西， 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现行法的支配。”⑥ 马克思的言说所表达的法学原理， 在法学中已
是通识， 我们在立法中不能不给予重视。

当然， 法律调整并非与思想、 意志无关， 因为任何法律上的行为都是意志支配的行为， 行为是
意志的表现或表达。 在对行为的法律调整中， 意志是一个根本的内在要素。 只有在有行为表现的情
况下， 意志才被结合进来成为法律考虑的对象， 而且， 法律是以故意、 过失等意志状态作为行为的
法定构成因素的， 至于 “爱” “恨” “情” “仇” 等， 只是作为的间接因素 （动机） 来考虑， 而并非
为行为的法定构成因素。 或者说， 在无行为表现的情况下， 纯粹的意志、 观念、 情感等不是法律考
虑的对象， 因为它已与现实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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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人说， 这样规定也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发挥倡导、 引导作用， 公民没有这种观念、 情感也
不处罚， 况且宪法也规定了国家提倡 “五爱” 公德。

我们有时是将文明促进类立法， 当成了文明促进的一般工作性文件， 忽视了法律的固有特点和
要求。 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提倡 “五爱” 公德， 其实就是对国家行为的要求， 是行为调整， 即
要求国家做这些方面的事。 宪法还规定了公民基本义务有 “应当尊重社会公德”， 这也是行为要求，
即指对公德的遵守顺应和不得有蔑视公德的行为。 这些规定都没有离开 “行为” 要求。 其实， 宪法
的规定方式是很值得我们其他立法工作学习和效法的。

如果我们将规定行为规则的法律文件， 用于规定文明建设所倡导的思想观念或情感， 这就将有
什么思想、 如何想、 有什么情感， 变成了人们在法律上的义务。 这其实是让法律去做它做不到的
事。 当然， 或有人说， 人们没有这些法定思想、 情感， 法律也不处罚。 法律不处罚这些 “违法”，
这倒是值得庆幸的， 它向人们展现了这些法不是马克思批评的恶法。 但另一方面， 它也向人们展
示， 不遵守法律也不是什么大事， 并无法律后果， 人们也不必认真对待。 所以， 这样的规定及结
果， 无论如何都不会有利于提升人们对法律的尊重， 不会有利于提升人们的法治观念。

三、 确定所调整行为的层次性并做好规范选择

法律以权利义务的规定为人们提供行为模式， 一部制定得好的法律， 人们在其中可以清楚地知
道自己可以做什么、 应当做什么、 不得做什么， 如果违反， 会有怎样的法律后果。 按权利义务这一
基本分类， 人们的法律行为可以分为权利行为和义务行为两类。 权利行为是可为之行为， 义务行为
是当为或不得为之行为。 法律设定权利义务行为的最大功能在于将社会活动纳入法律的轨道， 使人
们按法律的要求和在法律的空间内活动， 合法的行为即受法律保护 （法律上有效或进一步有所奖
励）， 违法的行为即受法律否定 （法律上无效或进一步有所制裁）。 因为法律的肯定和否定都需要法
律资源， 并且， 法律的规定都有一定刚性， 因而对人们的行为自由都产生影响， 所以法律不会调整
社会所有的行为， 而只调整社会中部分行为。

在社会中， 法律、 政策、 道德、 习惯、 党团规程、 乡规民约等虽相互关联， 但又各据其特点在
其域内发挥着对人们行为的调整作用。 其各自的调整特点和调整边界， 是由各种调整形式自身构成
及与社会的关系决定的， 不宜随意改变， 如要人为调整， 也当顾及其客观因素的制约。 比如， 如果
将先进的政党对其成员的要求变为法律对全民的要求， 一定会因高标准要求致使大众难以做到而出
现大量违法现象， 如果强制实施这种法律必然会引起社会抵触； 如果将法律中保证社会基本秩序的
行为要求交由乡规民约来约束， 则必定因为重要的行为要求无强力约束而引起社会秩序大乱。 所
以， 在文明促进类立法中， 一定要注意行为分类， 用法律调整应由法律调整的行为， 切忌大包大
揽， 不作分别地将与文明建设有关的行为都交由法律调整。

比如， 以我国目前 “文明行为促进” 的地方立法文件为例， 这些文件所规定的行为大致分为四
个层次 （或说四类）： 倡导的行为、 鼓励的行为、 应当遵守的行为和重点整治的行为。

倡导的行为， 从权利义务分类来说， 既不是权利行为， 也不是义务行为， 行为构成没有法定权
利或义务的特点， 但属立法期望之行为。 如 《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第二十四条规定： 在健康
文明、 绿色环保生活方面， 提倡的行为包括： 节约水、 电、 气等公共资源； 适量点餐、 践行 “光盘
行动”； 用餐实行分餐制、 使用公筷公勺； 优先选择步行、 骑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文明
节俭操办婚丧祭贺等事宜； 等等。 《广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第二十四条规定： 崇尚健康文明、
绿色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 倡导下列文明行为： 推行分餐制、 使用公筷公勺； 减少使用一次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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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 优先使用可循环利用的产品， 拒绝过度包装； 出行时优先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机动车长时间
停车等候时关闭发动机； 节约水、 电力、 燃油、 天然气等资源， 推广绿色新能源的运用； 理性消
费， 拒绝铺张浪费、 盲目攀比， 以节俭方式进行婚丧嫁娶活动。

鼓励的行为， 是法律文件中表达法律所鼓励之行为。 如 《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第十四条
规定： 本市支持和鼓励下列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社会正气的文明行为： 见义勇为， 参加
抢险救灾救人， 依法制止违法犯罪行为； 无偿献血， 捐献造血干细胞、 人体器官 （组织）、 遗体；
积极参与文化教育、 生态环保、 赛会服务、 社会治理等志愿服务活动； 积极参与扶贫、 济困、 扶
老、 助残、 救孤、 助学、 赈灾、 医疗救助等公益活动； 拾金不昧， 主动归还他人失物。 《广州市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 第二十五条规定： 提倡守望相助、 互相关爱， 鼓励为他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鼓励具备救护技能的公民， 在他人出现伤病或者处于其他生命健康危险时， 实施现场救护。 鼓励为
有需要帮助的人拨打 120 急救电话、 110 报警电话以及 119 火警电话等紧急服务类电话， 帮助其寻
求救助。

立法所倡导的行为与鼓励的行为有些不同。 倡导行为从法条上看是无法律权利义务特征的。 鼓
励行为的鼓励， 当然不是行为人的自激励， 而是立法要求政府机构或其他社会组织提供对行为的鼓
励措施。 鼓励措施有些是在本法中直接作了规定， 有些在其他法律文件中已有规定， 有些则尚缺规
定。 而且， 这些行为如果受到阻却， 通常可以要求法律救济， 如法谚所谓 “有权利必有救济”， 故
鼓励行为中的一些行为， 其权利特点很明显。 比如， 见义勇为、 志愿者、 捐助扶贫济困等行为， 行
为有法律选择空间， 可为可不为； 有鼓励措施 （如物质或精神奖励）， 如果受到不当阻却， 可以要
求并得到法律救济。 这些行为可以归为权利行为。 但是， 鼓励行为的法律后果在可预期性方面， 与
其他权利行为的法律后果不太一样， 它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 比如， 见义勇为、 做志愿者， 可能
受到表彰， 但不必然受到表彰， 不像干一份活拿一份报酬的权利那样， 有直接的可预期性。 但正是
这种偶然性， 法律为道德的作用留下了空间， 它彰显了行为人的高尚道德素养。 这种行为的权利
性， 主要还是体现在行为受到阻却而能得到法律救济上。 法律文件中的所谓鼓励， 实质上是对政府
和社会组织的行为要求， 即要求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采取积极措施去激励这类行为。

当然， 并非现行法律文件所列的鼓励性行为都属权利范围。 比如， 拾金不昧， 已是民事法律上
的义务， 拾金不能昧， “昧” 即非法占有， 即侵权， 严重的还触犯刑法。 现行文件中规定的一些
“鼓励行为”， 还应在规范上精确定位。

应当遵守的行为， 即立法规定应为之行为， 包括作为与不作为， 其要求在法条中通常用 “应
当” 一词表达， 如 “公民应当遵守下列文明规范”。 “应当” 为与不为的规定， 从法律技术特征上
说， 我们都理解为是对法律义务的规定。 如 《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第十七条规定： 在维护公
共场所秩序方面， （公民） 应当遵守下列文明行为规范： 言行举止得体， 不大声喧哗； 着装整洁，
不在公共场所赤膊； 等候服务依次排队， 有序礼让； 乘坐电梯先下后上， 上下楼梯靠右侧通行； 娱
乐、 健身时合理使用场地、 设施、 设备， 避免干扰他人； 在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控制手机及
其他电子设备音量； 不在地铁、 轻轨等城市轨道交通的列车内进食； 等。 《广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 第十三条规定： 公民应当尊重社会公德， 遵循公共场所文明礼仪， 自觉遵守下列规定： 举止文
明， 衣着得体， 不得大声喧哗、 使用粗言秽语； 在室内公共场所收看、 收听视听资料时， 应当佩戴
耳机； 在户外公共场所进行文娱活动时， 合理控制音量， 不得影响他人的生活、 工作和学习； 在禁
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内， 不得吸烟； 患有传染性疾病时， 采取佩戴口罩等有效措施防止传染他人；
遵守公共场所经营管理单位设置的 “一米线” 文明引导标识； 遵守排队秩序， 不得插队、 相互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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搡， 乘坐公交车、 地铁、 升降电梯时先出后进； 爱护公共设施， 不得侵占、 损毁或者以不恰当方式
使用公共设施； 观看电影、 演出、 体育比赛时， 遵守相关礼仪， 不得影响其他观众， 不得向场内抛
掷物品； 操控无人机等智能设备设施应当遵守相关规定， 不得危害公共安全和损害他人的人身、 财
产等合法权益； 遇突发事件， 服从现场指挥， 配合应急处置， 不得盲目聚集、 围观； 等。

法律文件要求公民 “应当” 这样做， 我们也就应当将这些行为归为法律义务。 从法律义务角度
来说， 不履行是应当引起法律责任的， 如果法律没有规定相关责任， 那就是立法空缺 （漏洞）。 如
果说法律文件中规定这些 “应当” 不是法律义务， 那么这些 “应当” 也就没有法律意义， 这也是拿
法律做没有法律意义的事。 所以， 在法律文件中规定 “应当”， 一定要有法律的意义， 比如 《北京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第十八条规定的， 在维护交通安全秩序方面， 人们应当遵守的文明行为规范
第 （八） 项： “机动车驾驶人及乘车人下车时， 用远离车门一侧的手开门， 转头观察车辆侧方和后方
通行状况， 避免妨碍他人通行”。 该项内容的 “应当” 就不好说是确定了法律义务， 否则， 换了另
一只手开门， 则成了既不文明又违法的行为。 在各地的法律文件中， “应当遵守的” 这一类行为，
其具体的一些行为规定， 还需要从法律角度予以斟酌。

重点整治的行为， 指文明促进类立法文件中所列出要特别制止和处罚的行为。 以各地的相关立
法文件来看， 一般都有这一项分类和规定， 内容通常是涉及国家治安管理法和地方城市管理立法
（如养犬管理、 市容管理、 卫生管理、 交通管理等方面的法规） 已禁止并有罚则的、 且日常生活中
时有发生的行为。

比如， 《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规定： 在公共卫生方面， 重点治理的不文明行为有： 随地
吐痰、 便溺； 乱丢烟头、 纸屑、 塑料袋等废弃物； 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排队等候队伍中吸烟； 在公
共建筑物、 公共设施设备上乱写乱画、 乱贴小广告； 随意倾倒生活垃圾， 不按规定进行垃圾分类；
等。 在公共场所秩序方面， 重点治理的不文明行为有：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在街道、 广场、 公园
等公共场所娱乐、 健身时使用音响设备产生噪声， 干扰周围生活环境； 等。 《天津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 规定不听劝阻而要予以处罚的行为如： 在公共场所赤膊的； 在应当保持安静的公共场所大声喧
哗的；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电梯或者等候服务， 随意插队的； 在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抢占他人座位的； 等。 又如在机动车驾驶方面要处罚的行为： 违规鸣喇叭； 违规变道、 掉头； 行车
过程中以手持方式使用电话； 不按照规定礼让、 避让行人； 不按照规定停车； 等。

各地的文明行为促进类立法文件， 对这一类行为的规定。 基本都是将其他法律文件中已作的规
定再作综合规定， 比如， 高空抛物、 公交车辆上霸占他人座位、 驾车违规、 禁烟场所吸烟、 扰乱公
共秩序等， 立法的重复性比较大。

从立法策略上考虑， 以法律来促进文明， 应当对需要调整和能够用法律调整的行为作出分类，
并选择适当的权利义务规范作出安排， 让人清楚明白地知道， 该项行为是授权或是要求， 有什么法
律手段提供保证。 像倡导类行为， 从法律特点上看， 既不能归于权利、 又不能归于义务， 这样放在
法律文件中就很值得斟酌， 因为这与法律的特点和功能很不对应。 像重点整治类的行为， 大量重复
别的法律文件的规定， 从 “不重复” 的立法技术要求上说， 这样做也是值得斟酌的。

四、 注意行为的法律后果设置的适当性

法律规则的完整逻辑结构是三个要素： 行为条件 （假定）、 行为模式 （处理）、 行为后果 （肯定
性或否定性后果）。 虽然， 对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单一的制裁还是包含两重后果， 学界存在争论， 但
对于法律行为具有法律后果是无争议的。 实证法理论有关规范构成的这一原理告诉我们， 我们的立

65· ·



法 治 社 会 2021年第 1期

法要注意规范的完整性， 必须注意对行为的法律后果的设计。
无论是肯定性后果的奖励或是否定性后果的惩罚， 其设置的适当性、 妥当性一定要注意到两个

方面： 一方面是法律后果在法律体系内的平衡， 另一方面是法律后果的社会适宜性。 前者涉及类似
的行为其奖惩大体相当， 这涉及法律体系内部的公平问题； 后者则涉及行为的奖惩在社会看来的适
当性和公正性， 涉及法在社会正义方面的评价。

关于前者， 可以举一个当前许多地方正在筹划或正在进行的反餐饮浪费立法为例来讨论。 餐饮
浪费的确是一种恶习， 反餐饮浪费是非常必要的。 但在设置罚则时就要注意与各种浪费处罚的平
衡， 比如， 一桌酒席浪费几百元、 上千元， 有公开的有不公开的， 有社会影响大的有社会影响不大
的， 同时， 餐饮浪费是浪费， 房地产积压、 公共设施当开放不开放， 也是浪费， 此外还有其他浪
费， 如何比较设置处罚， 使重者重罚， 轻者轻罚， 这就是法律体系内部的平衡问题。 比如， 房屋所
有者据物权的处分权空置房屋或任由房屋损坏， 食物所有者亦据物权之处分权抛弃可食用之食物，
如果处罚后者而宽宥前者， 就显得不平衡。 还有， 餐饮浪费处罚谁， 比如， 餐饮制作者 （食堂、 饭
店， 包括打饭点餐服务员）， 购买者及食用者 （有时购买者和食用者不是同一主体， 如婚嫁生丧的
礼聚餐饮， 主办者是购买者， 宾客是食用者）， 谁在什么方面负有什么责任， 确定的原则也须在法
律系统内协调。 有些法规草案可能注意到了消费者在民法上的财产处分权， 故将责任分配在餐馆的
提示和禁止最低消费上。 但同是理性人， 如果浪费的不罚而没有提示的则重罚， 就有失偏颇。 最低
消费的禁止也需要视情况而定， 一些高级饭店的包间本来有场所的整体性和更好的服务， 所以有以
基本价格来 “承包” 这一包间的合同意味， 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到大堂而不到包间。 如果不作区别
地实行禁止最低消费， 其结果可能引起一个消费者占一个包间， 这又出现另一浪费， 最终可能会引
起 “包间” 这一中国餐饮的传统服务形式消失。 所以， 在这些可比较的方面， 如何辨别这些相似行
为的异同以确定责任， 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 在设置法律后果时， 其社会适应性也是必须注意的。 比如， 2012年以前的 《殡葬管
理条例》 第二十条规定： “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 或者在公墓和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地
方埋葬遗体、 建造坟墓的， 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拒不改正的， 可以强制执行。” 这个 “强制
执行” 就是一法律后果， 依这一规定， 许多农村地区出现政府部门对违法土葬强制平坟倒碑、 起棺
火化， 弄得民心受伤， 还引起许多官民冲突的事情。 该 《条例》 第二十条在 2012 年修改为： “将应
当火化的遗体土葬， 或者在公墓和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埋葬遗体、 建造坟墓的， 由民
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新规删除了 “拒不改正的， 可以强制执行” 的法律后果。 可以说， 这个修
改是在看到了原法律后果设置在社会适应性方面的问题后作出的。 与社会不相适应的法律后果， 有
时带来的问题可能比其解决的问题还多， 这是需要注意的。 但是， 这一修改又使法规禁止土葬的要
求没有了 “法律的牙齿”， 地方对于违法土葬没有了法律处置手段。 这一结果又提示我们当从立法
策略的整体上检讨这一立法， 考虑该选择怎样的立法、 或考虑是不是必须用立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简要结论

用法律促进社会文明， 有必要也有可能。 但必须注意法治的原则要求和法律的结构功能特点要
求。 前面基于地方现行立法材料对文明促进类立法的策略所作的一些讨论， 意在通过这些材料分析
说明： 法治并不意味将社会一切活动都法律化， 法律也不可能将一切社会活动都纳入自己的规范体
系。 法治意味在法治诸原则的支配下运用法律来调整国家、 公民及社会组织的关系， 以保证人们的
最大自由与相互和谐， 法律也只能因其结构功能特点对行为发生作用。 因此， 我们应当根据法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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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特点， 让法律干它应当干和能干的事， 选择适当的法律调整方式来调整当由其调整的行为，
不要让法律去干它不应当干和干不了的事， 这才是对法治和法律的尊重。 如果将法律当成万应灵
药， 什么病都拿它去治， 既用于治脚气皮癣， 又用于心脑血管病治疗， 还用于精神疾病康复， 这其
实是不尊重法治和法律， 最后会淡化法律、 消解法治。 这一点， 可能是立法工作尤其要注意的。

国家和社会治理， 需要多种措施并举， 有些领域可能主要靠法律， 有些领域可能主要是靠其他
规范系统 （如政策、 党团规程、 道德、 行业规则、 各种公约等） 的作用， 我们应当有所分辨和选
择， 让其各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由此， 我们的立法工作是应当审慎的。

（责任编辑： 卢护锋）

Abstract: Under�the�background�of�the�rapid�expansion�of�legislation,�especially�the�number�and�
field� of� local� legislation,�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rudent� legislation� and� rethinking� the�
function� of� law� and� the� way� in� which� law� adjusts� social� relations� are� the� important� basis� for�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legislation.� This� paper� mainly� takes� the� strategy� of� civilization-driven�
legislation�as�an�example�and�clarifies� the�practical�connotation�of�prudent� legisl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goal� and�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the� adjustment� object� of� law,� the� hierarchy� of�
adjustment� behavior,� the� choice� of� norms� and�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setting� of� legal�
consequences�of�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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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由于立法者能够控制的资源存在稀缺性， 决定了立法者不得不对资源进行不同
可能的选择与配置， 因而， 立法这一行为本身一定同时是经济行为， 科学立法实际上就是
对稀缺的资源进行有效和高效的法律配置。 无论是作为法的基本价值之一的效率， 还是其
他基本价值如人权、 自由、 正义与秩序的实现， 一样要遵循效率价值， 因此， 效率应该成
为科学立法的核心价值与必要尺度： 无论是立法本身的效率， 还是法促进的社会发展效
率。 有效高效的立法产品———即法律制度及其体系———一定要建立在立法者意图实现的纳
什均衡之上， 否则， 立法目标便难以实现。
关键词： 科学立法 效率 纳什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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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立法的效率价值及其实现
———法经济学的视角

当前学界关于科学立法的研究， 既对过往经验进行总结， 也为科学立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与共识， 这些研究对我国的科学立法水平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 这些研究大多限于科
学立法的政治、 哲学与抽象性和一般性要求层面， 对科学立法进行跨学科研究的相关成果极少， 尤
其是对立法行为作为经济行为这一层面缺乏深入探讨。 本文拟从法经济学的角度， 探讨科学立法的
效率价值， 并努力寻求具象、 微观与细化层面的工具与技术性突破。

一、 科学立法是一种经济行为

“立法行为必然是经济行为” 这一判断是探讨科学立法的必要认知前提。 从基本法理与逻辑来
看， 立法行为无疑是属于法律行为的一种。 因为 “立法是由特定的主体， 依据一定职权和程序， 运
用一定技术， 制定、 认可与变动法这种特定社会规范的活动。”① 而所谓法律行为， 就是主体实施的、
能够发生法律效力、 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 它包括宪法行为、 行政法律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与
诉讼法律行为等。 仅仅确认立法行为是法律行为只是 “立法行为必然是经济行为” 这一判断的基
础， 还不能推论出这一判断本身。 我们知道， 法律行为是主体所实施的 “受人意志支配与控制，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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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主体对一定社会价值的认同、 一定的利益和行为结果的追求以及一定的活动方式的选择” 的行
为。 且 “纯粹无意识 （无意志） 的行为， 不能看作是法律行为。”② 推而论之， 法律行为是具有意志
性的选择行为。

既然法律行为是具有意志性的选择行为， 那么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法律行为就一般性地受
经济学普遍规律的支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 由于资源是稀缺的， 所以 “每
一个经济学话题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来看都与个人选择有关， ……如果没有选择也就没有了经济学。”③

美国经济学家罗宾·巴德也认为， 基于稀缺性做出理性选择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思想。④ 进而论之，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围绕着下述论断展开的： 即由于人们生存所在的世界的资源是稀缺的， 人们作
出行为的时候不得不进行选择， 以用有限的资源最有效地满足自己的需要； 进而推知， 有选择的行
为必然是经济行为， 经济行为是建立在选择之上的。 既然资源有限， 在人们处于理性状态下， 以最
小的资源耗费来最大可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才是理性选择。 而法律行为也是选择性的行为， 它必然也
是经济行为。 为了简述二者之间关系， 以图 1 表述之。

行为类别 特征 性质 规律支配 机会成本

经济行为 资源稀缺下的选择性行为 经济行为 经济规律 有

法律行为 资源稀缺下的选择性行为 经济行为 经济规律 有

立法行为 资源稀缺下的选择性行为 经济行为 经济规律 有

法律事件 不受直接承受人的意志支配 非经济行为 ——— 无

图 1：

这里可以对图 1 进行简要陈述： 由于同在资源稀缺的约束之下， 且受意志性选择支配， 因此法
律行为必然是经济行为， 也必然受经济规律支配； 而立法行为是法律行为， 因而， 立法行为也必然
是经济行为， 且受经济规律支配。

为了进一步阐述上述判断， 这里有必要阐述法律行为与法律事件背后不同的经济学意义。 法律
事件是法律规范规定的， 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引起法律关系形成、 变更或消灭的客观事实。
由于法律事件对于直接承受人而言不存在选择的可能性———它不因当事人的意志而转移， 也即是直
接承受人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机会， 因而， 法律事件不存在经济学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 即机会成
本。 进而言之， 法律事件本身无法用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去衡量。

机会成本是探讨科学立法的一个基础且重要的概念。 “机会成本概念对理解个人选择非常关键，
……因为你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有其他的备选方案。” 而机会成本就是人们选择了某一方案而不
得不放弃的备选方案的损失。⑤ 由于立法行为是经济选择行为， 就主体意欲规范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事
项而言， 主体可以选择制定法律， 也可以不制定法律， 而选择交由其他的替代性的方式来规范，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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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节、 自治规范； 在主体制定法律的情形下， 主体可以选择制定这样的法律， 也可以制定那样
的法律。 因而， 主体的立法行为是存在机会成本的行为， 而既然立法行为存在机会成本， 那么科学
的立法行为必然要确保立法主体立法选择的机会成本最小化———也即是立法主体要确保立法选择是
最优选择。

既然立法行为是经济行为， “而法律制度像市场一样使人们面临其行为的成本”，⑥ 且立法行为存
在着机会成本， 那么， 在社会资源———包括立法本身的资源， 以及立法调整、 规范与配置的社会资
源有限的情形下， 立法主体在制定法律与否、 制定此法还是彼法的问题上都存在着需要将有限的资
源效率最大化以获得最大立法价值的选择。

二、 效率价值是科学立法的目的与工具

正如上文所述， 既然立法行为是经济行为， 且必然受经济学的一般逻辑所支配。 那么， 科学立
法必然存在效率最大化的目标追求。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效率追求目标可以量化。 可以量化测算是
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法学与经济学相比， 之所以后者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 一个关键原
因在于经济学引入了数学， 能够建立数学模型并进行数学运算。 法学与数学之间体系性、 广泛性与
细微性的关系尚未成为现实。 然而， 正如上文所述， 如果法律行为是经济行为， 为什么法学就不能
体系性地引入数学呢？ 法律行为是经济行为，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一样适用于法学研究， 因而法学的
数学引入并非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当然， 限于本文的中心论题与篇幅， 这里不做进一步展开。 但
要强调的是， 效率作为量化测算的价值目标是科学立法的重要目的与工具。

既然立法行为是经济行为， 那立法的效率追求必然可以作为基本逻辑贯穿到科学立法的全部过
程。 效率目标作为科学立法的最基本价值追求， 它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科学立法本身需要追求效率

一国各种社会关系是否需要立法调整， 这本身就面临着选择。 这种选择的重要依据就是效率。
因为社会关系的调整不仅仅依赖法律规范， 也依赖其他的诸多社会规范如市场规范、 自治规范、 道
德规范、 宗教规范、 传统与习俗规范等等。 由于立法本身存在着巨大的成本， 不同的社会关系又存
在着优先立法调整的竞争关系， 因而， 立法机关不得不进行必要的选择： 立法调整的收益应该大于
立法成本， 且立法收益与成本之正差也应该大于交由其他规范调整方式所带来的收益与成本之正
差， 否则以立法来调整便不是最优的调整方式。

（二） 科学立法尤其要促进社会发展的效率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 先进的社会制度最终赢于它能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这一基本原
理至今仍然具有科学性， 一个不具有更高劳动生产率的社会制度很难说具有先进性， 也难以具有发
展的可持续性。 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 社会制度都应该由立法予以确立与保障。 因此， 立法在制定
具有更高劳动生产率和更高社会发展效率的制度方面承担着重要的功能。

（三） 法的其他基本价值的实现需要效率

毫无疑问， 现代法律制度不仅仅是以效率为唯一价值追求。 人权、 自由、 正义、 效率与秩序都
是现代法律制度追求的基本价值。 尽管如此， 人权、 自由、 正义与秩序这些价值都需要以最小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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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现其最大化的目标， 亦即是这些价值的实现也需要追求效率。 易言之， 在法经济学的视野下，
不仅在法运行的全过程中都存在效率优化的问题， 而且法的所有基本价值的实现也存在效率优化的
问题。 法运行的效率价值与效率尺度不仅不影响其他价值的实现， 反而有利于其他价值的实现， 且
必须要有效高效地实现。 就权利的实现来说， “权利的背后， 一定有资源的付出； 运用资源时， 不
得不有成本的考虑。”⑦ 因而， “在考虑基本权利时， 不要忘记潜在的成本。 维持言论自由的权利比较
便宜， 而提供免于饥饿的权利比较昂贵。”⑧ 由此可见， 以最小成本实现更多的权利， 就必须考虑权
利实现的效率。

不仅权利的实现如此， 正义的实现一样存在成本的问题。 “法学核心的 ‘正义’， 不只可以得到
经济分析的支持， 而且可以完完全全享用经济分析一以贯之、 所向披靡的火力。”⑨ 由此简单分析可
见， 那种把强调科学立法的效率价值与尺度的追求和法的其他基本价值对立起来的判断是不正确
的。 无论从法运行的效率价值还是法的其他基本价值的实现， 效率价值都是科学立法的重要价值追
求与尺度。

三、 科学立法效率目标实现的模型选择： 纳什均衡及其构建

（一） 有效的法律制度应该是纳什均衡

在科学立法的问题上， 明确立法行为是经济行为， 并将效率作为科学立法的重要价值追求与尺
度仍然没有说明科学立法到底应该怎么做。 前述论证构建了科学立法引入博弈论的理论基础。 “博
弈论只是进行人类行为研究的一种分析工具， 如果把它视为一个学科的话， 称之为互动行为学更为
妥帖。”⑩ 在当代社会学的发展上， “如果对博弈论不了解的话， 那么， 我们在经济学、 法学、 社会
学、 政治学等学科上都很难进行前沿性的研究。 博弈论能够为所有的互动情形提供一个统一的分析
框架， 是一个 ‘统一场理论’。”輥輯訛 博弈论之所以能够用于科学立法的研究上， 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
原因： 第一， 博弈论的理论基础与前提不仅不违反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原理， 而且还建立在微观经济
学的一般原理之上， 且服从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方法； 第二， 科学立法本身也是一个博弈过程及
结果的选择； 第三， 法作为科学立法的产品本身要调整的人的行为与社会关系是服从博弈论的方法
与理论分析的。

进一步来讲， 科学立法所创立的法律制度应该是在有效的法权威之下构成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主
体之间互动行为的纳什均衡， 否则立法便难以实现其实然效力。 也就是说， 法的效力虽然由立法主
体确定， 但法的实效却是由纳什均衡来确定与实现。

所谓纳什均衡， 是 “一种策略组合， 使得每个参与人的策略是对其他参与人策略的最优反应。”輥輰訛

通俗地讲， “当人们不能通过做其他事情使自己的状况变得更好时， 就实现了经济学家们所谓的均
衡。”輥輱訛 而科学立法要建构的社会关系主体之间互动的纳什均衡是指在立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主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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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輳訛 纳什均衡是均衡中最一般最基础性的均衡。 所有的博弈论中的均衡都是纳什均衡， 因为如果不构成纳什均衡， 那么这个

“均衡” 就不可能构成均衡———不具有均衡所具有的稳定性。 纳什均衡是均衡中最一般最基础性的均衡。

间， 立法者所建立的制度正好是立法所调整的主体之间的稳定关系结局———即法律主体之间任何一
方都没有额外的好处去违反法律制度； 简言之， 如果任何一方违反法律制度反而能获得额外的好
处， 那么这个法律制度就不构成纳什均衡， 也难以为人所遵守， 就会被破坏而达不到立法者期望的
目标， 法的效力便难以实现。 因为 “任何制度， 只有构成一个纳什均衡， 才能得到人们的自觉遵
守， 一个制度即使听起来很好， 但如果它不是一个纳什均衡， 就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自觉遵守。”輥輲訛

以 201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为例， 该法第十八条规
定： “……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 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在这一条民间所谓 “常回家看看” 入法的条文中， 实际上
存在两组博弈： 第一组是家庭成员与法条的权威之间， 第二组是用人单位与法条的权威之间。 家庭
成员面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八条， 存在着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依照法律规定 “常回家看望
或者问候老人”， 第二个选择是拒绝按照法条的规定 “常回家看望或者问候老人”。 由于该法并没有
就该条的落实设定违法成本， 那些本来就不准备 “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的家庭成员存在违反
该条规定的激励———违反该条就不用付出法律要求的 “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的法律义务； 易
言之， 违反法律可以使得自己的状况变好———不用承担自己不想承担的法律义务。 因而， 这一法条
没有确定一个纳什均衡， 其法的效力难以实现。 类似的， 用人单位也存在着类似的激励， 即在给员
工放探亲假与不给员工放探亲假之间， 选择不给员工放探亲假得收益———违反法律使得自己的状况
变好。 这一立法确立的制度也非构成纳什均衡。 因而， 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八条来讲， 那些不
准备 “常回家看望或者问候老人” 的家庭成员和不准备 “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 的用人单位都存在
违反法律的激励， 因为二者都会因违反法律而使得自己的状况变好。 因而， 尽管这条规定具有法的
效力， 但由于这条法律规定的实际纳什均衡是： 那些本来就不准备 “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家
庭成员选择违反法律， 而本来就不准备放探亲假的单位也会拒绝放探亲假， 而这种结果也就是该法
的实效———立法者目标之外的纳什均衡。

虽然法律制度应该尽可能构造为纳什均衡， 但一个博弈可能有多个纳什均衡， 不同的纳什均衡
之间主体的收益是不同的， 有的纳什均衡收益高， 有的纳什均衡收益低。 因此， 科学的立法应该构
建高收益的纳什均衡的出现， 进而提高法律所能促进的效率。

（二） 法律体系应该是纳什均衡体系

从上述分析可见， 一个具体而细微的法律制度记载或者构建一个纳什均衡。 既然如此， 作为科
学的立法者一定要有这样的立法理念， 即一部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实际上是有众多的纳什均衡构成
的， 而一国的法律体系也是有无数的纳什均衡构成的。 根据立法所调整与构建的纳什均衡主体、 层
级与范围等不同， 纳什均衡可以大概分为微观均衡、 中观均衡与宏观均衡。 当然， 这里的分类只是
相对而言的， 尤其是中观均衡。輥輳訛

所谓微观均衡， 一般是指某一具体制度的均衡。 更为具体而言， 微观均衡一般体现为法律规
则， 反之亦然。 法律规则应该是纳什均衡的记载或者构造一个纳什均衡， 规范性法律文件主要部分
都是由微观纳什均衡组成的。 中观均衡一般是规范性法律文件整体力图所构造的均衡。 中观均衡一
般都体现在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法律原则之中， 它为微观的制度纳什均衡提供基础与条件， 并影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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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輴訛 武增：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解读》，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364页。

观制度纳什均衡的构成与变迁。 宏观均衡一般为宪法中的制度。 如 1982 年 《宪法》 第五条第三款，
“一切法律、 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这一规定试图构造一个宏观均衡， 它落
实在整个法律体系中， 这个均衡能否实现要通过立法法构造的中观均衡和微观均衡以及立法审查制
度去实现。

通过纳什均衡这一概念与角度来认识一国的法律体系， 重要的目的在于让立法者看到制定法律
时协调不同层级纳什均衡的重要性： 如果微观与具体层面的法律制度不能形成有效的纳什均衡， 那
么它势必会影响中观层面的纳什均衡的形成， 进而影响到宏观层面的纳什均衡的实现； 反之亦然。
如此形成制度纳什均衡的系统效果， 法律便难以实现立法者意欲实现的目标。

就科学立法而言， 微观均衡不能破坏中观均衡， 当然也不能破坏宏观均衡， 中观均衡也不能破
坏宏观均衡； 反过来， 宏观均衡与中观均衡要为微观均衡提供具体的博弈前提与条件， 进而促进符
合立法者意图的均衡的实现。 总之， 一国法律体系应该是一个纳什均衡系统， 相互关联、 相互影响。

不同的法律制度之间相互影响， 构成不同制度均衡的基础与条件。 一个制度纳什均衡要实现立
法者的目标， 和这一制度相关的制度必须构成纳什均衡并为其提供稳定的基础与条件， 使得立法者
意图确立的纳什均衡能够实现。 例如， 我国 《宪法》 第六十七条第四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行使解释法律的职权。 《立法法》 为了落实这一制度， 亦即是意图确定的这一纳什均衡， 其
在第四十五条规定： 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并对立法解释的具体范围做出
了规定； 而为了落实宪法与立法法相关规定， 《立法法》 又在第一百零四条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 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 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
文， 并符合立法的目的、 原则和原意。 该条又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外的审判机
关和检察机关， 不得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 也就是说， 关于法律解释权制度， 它是立法者意图
确定的纳什均衡， 但这一均衡的实现是以其他的制度纳什均衡为条件的， 如 《立法法》 第一百零四
条关于司法解释的制度纳什均衡。 可是， 由于我国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 人大立法备案审查制
度并不够成纳什均衡， 因而这一制度存在没有严格执行的问题。 因此， 我国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
“司法解释超越了对属于审判、 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进行解释的范围， 对本应由立法机关制定
法律或者作出法律解释的事项进行了解释”輥輴訛 的现象。 实际上， 《立法法》 第一百零四条并没有构成纳
什均衡， 而 《立法法》 第四十五条和 《宪法》 六十七条第四项中立法者意图确立的纳什均衡又是受
《立法法》 一百零四条的影响， 因而 《立法法》 第四十五条和《宪法》 第六十七条第四项意图确立的
纳什均衡并没有成功建立。

换言之， 由于我国的司法解释的监督机制并不完善， 司法解释 “立法化” 现象在 2015 年 《立
法法》 修改后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改变。 当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 “立法化” 的司法解释后， 并没有有
效的机制予以审查与监督。 因而， 最高人民法院就有继续制定 “立法化” 的司法解释的激励， 进
而， 《宪法》 第六十七条第四项与 《立法法》 第四十五条设定的制度就并非是纳什均衡， 就会被破
坏， 并形成新的纳什均衡———这一纳什均衡并不符合立法者的本意。 进一步来讲， 相关三个制度的
设立并不符合科学立法的要求。

（三） 构建纳什均衡的基本要件

1. 法律制度要确立为纳什均衡须穷尽相关变量

73· ·



法 治 社 会 2021年第 1期

輥輵訛 Eugene Ehrlich,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Sociology of Law,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p.823.

科学立法要确立的法律制度应该确保其所调整的主体的行为选择为纳什均衡， 而要确保这一制
度内含着主体行为选择的纳什均衡， 就要穷尽影响主体行为选择的关键变量。 我们常常在立法中忽
视了重要的变量， 这导致立法者意欲构建与实现的纳什均衡常常会发生变化。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
纳什均衡本身非常敏感， 如果关键变量发生变化， 且导致违法的成本与收益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纳什均衡就会改变， 相应的法律制度也就被破坏。

例如， 我国高速公路应急车道的非法占用问题屡禁不止，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目前法律与行政法
规设定的制度本质上并不能构成一个严格的守法的纳什均衡———守法并非是驾驶人的优势策略。 我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 非法占用应急车道处扣 6 分、 罚款 200 元的行政处罚。 这一
处罚的依据源于 2003 年制定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 与 2004 年制定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及相关的公安部规章的规定。 然而， 过了十多年了， 这一处罚并没有发生改变。 根据有关数据，
2017 年我国机动车辆拥有量是 2003 年的 12.5 倍， 而人均 GDP 是 2003 年的近 6 倍。 如果说， 2003
年制定的交通法律法规能够在当时形成有效的守法的纳什均衡的话， 那么如今这种占用应急车道的
违法成本早已不能构成有效的法律威慑， 形成守法的纳什均衡。

除了违法成本的设置外， 科学的立法一定不能忽视违法行为被查处的概率这一关键的变量。 因
为对不特定的潜在的违法者而言， 一次非法占用应急车道的违法成本并不是扣 6 分并罚款 200 元，
而是要将其乘以被查处的概率。 如果被查处的概率非常低， 那么对于潜在的不特定的违法者而言，
非法占用应急车道的成本就非常低， 以至于只要有机会就有人去非法占用应急车道。 在高速上的很
多路段， 非法占用应急车道被查处的可能性为零， 因此， 违法的成本就为零。 在这种情形下， 对那
些潜在的非法占用应急车道的驾驶人而言， 违法就成了纳什均衡， 立法者意图确立的守法的纳什均
衡就不会实现。

从目前我国非法占用应急车道的严重程度来看， 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制定时对违法成
本的确立很难说考虑到了违法行为被查处的概率这一个变量。 如果漏掉了违法被查处的概率来设定
法律， 立法者意图确立的守法均衡就难以实现。

2. 纳什均衡的敏感性使得违法成本最好设计成函数
因为纳什均衡的稳定性是建立在主体的收益函数之上的， 如果违法的成本大于收益， 守法的纳

什均衡就能保持其稳定性。 如果违法的成本小于违法收益， 主体的收益函数发生质的改变， 违法就
可能变成纳什均衡， 立法者的意图就难以实现。 进一步而言， 纳什均衡存在敏感性， 科学的立法应
该确保主体守法上的收益函数不会发生质的改变。 不幸的是， “每一种制定出来的规则， 从本性上
说是不完整的， 一旦它被制定出来， 就已过时了。”輥輵訛 社会生活千姿百态、 不断变化， 这种变化常常
影响到主体在守法问题上的收益函数， 如果立法者在设定违法成本时普遍使用常量， 社会生活的变
化———例如一国人均收入的不断变化， 会导致守法的纳什均衡很快就变成违法的纳什均衡， 违法便
成了主体的最优行为选择。

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 这里以深圳市特区立法为例进行说明。 在非法占用应急车道的问题
上， 深圳市立法紧跟社会的变化。 2010 年， 深圳市制定 《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
条例》 规范道路交通安全秩序， 紧接着在 2011年、 2012 年和 2014 年， 深圳市三次修改该法， 以趋
跟上不断变化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 在非法占用应急车道问题上， 2010 年的特区法规规定罚款500
元， 并规定一年之内若累计 5 次， 加重处罚； 到 2014 年非法占用应急车道的处罚修改为 3000 元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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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輶訛 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 （这里的违法者） 消费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 （意愿为违法承担的成本） 与这些
商品的实际市场价格 （实际的违法成本） 之间的差额。 这种违法消费的价格差会给消费者带来心理上的满足感， 激励违法
者继续违法。

輥輷訛 参见前引⑥， 理查德·A·波斯纳书， 第 682页。
輦輮訛 Thomas J. Miceli, An Equilibrium Model of Lawmaking,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Working Paper, 2008, p.22.

款， 一年之内累计三次以上的， 加重处罚。 一方面， 这种高频率快速的立法变化反映了深圳市立法
快、 效率高， 能够通过修法紧跟时代立法的需求与变化； 但另一方面， 四年内修法 3 次， 非法占用
应急车道从 500 元升至 3000 元， 翻了 6 倍， 这也说明制度的纳什均衡应该通过收益函数来确定，
其中最为关键的违法成本应通过函数关系来设计， 否则立法机关就会疲于应付， 甚至难以反映时代
变化的要求， 无法实现科学立法。

深圳市因为享有特区立法权， 法律规范的社会事项相对较少， 相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讲，
具有更高的立法效率与反应速度， 因此它能够紧跟现实变化， 不断修法以保持守法的制度的纳什均
衡不发生颠覆性变化。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难以拥有这种立法的机动性， 如果在设计违法成本
上， 不注意利用违法成本的函数关系而大量应用常量， 就会经常发生法律无法适应时代需要且难以
实现立法者意图的情形。

如何实现通过函数关系来保持制度的纳什均衡的稳定性呢？ 最高人民法院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五条规定： “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
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 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标准， 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 由于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是一个变量， 这个司法解释实际上就是确定了一个残疾赔偿金
的函数关系， 而非仅仅是一个固定的常量标准， 这种规定能够稳定地保持赔偿的纳什均衡的稳定
性。 另外， 深圳市在非法占用应急车道的处罚上设置累计加重处罚制， 也就是在违法次数与违法成
本上建立涵括变量的函数关系， 这也能够有效地保持守法的纳什均衡不至变动。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
讲， 如果一个人非法占用应急车道被处罚多次， 一般能够表明驾驶人在违法成本上具有消费者剩
余，輥輶訛 这表明非法占用应急车道的一般处罚对其没有威慑力， 应建立累计加重处罚制度， 以保证守
法的纳什均衡的稳定性。

总之， 要保持守法的纳什均衡不至于蜕变为违法的纳什均衡， 就要保持违法的收益小于违法的
成本。 而要在法律运行的社会条件不停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保证违法的收益小于违法的成本， 就必须
就违法的成本计算上设计函数关系， 以涵纳社会变化给违法的成本与收益带来的变动， 防止违法的
成本与收益发生颠覆性变化， 进而保证守法的纳什均衡的稳定。

3. 通过构造科学的制度来确立制度上的纳什均衡
正如上文所述， 科学立法最重要的是要构建高效的制度纳什均衡， 而构建高效的制度纳什均

衡， 世界上一般有两种典型的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普通法系国家的法院通过司法程序构造。 美国法
经济学家波斯纳认为： “美国上诉法院的法官， 他们制定了绝大多数判例法规则， ……他们会根据
案件中对抗行为中的何种行为在经济意义上更有价值来进行判决。”輥輷訛 也就是说， 美国上述法院的法
官不仅造法， 而且他们造法是依据效率价值并以之为尺度来进行的。 “普通法程序中有一种固有的
向效率进化的趋势”。輦輮訛 美国上诉法院的法官通过具体案例来一事一理， 通过具体案件制定判例法规
则， 构建效率追求的纳什均衡， 促进普通法系的科学化。 第二种途径是大陆法系国家通过立法来确
立高效的制度纳什均衡。 由于成文法立改废的立法程序没有普通法司法程序那么分散、 具体、 便利

75· ·



法 治 社 会 2021 年第 1期

（责任编辑： 叶海波）

Abstract: Scarcity� of� resources� that� legislators� can� control� determines� that� legislators� have� to�
differently�choose�and�configure�resources.�Therefore,�legislation�itself�must�be�an�economic�act.�
Scientific� legislation� is� actually� an�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legal� allocation� for� scarce� resources.�
Efficiency�as�one�of� the�fundamental�values�of� law�or�other�fundamental�values�such�as�human�
rights,� freedom,� justice� and� order� must� follow� efficiency� value.� Therefore,� efficiency� should�
become�the�core�value�and�necessary�yardstick�of�scientific�legislation�in�the�aspects�of�efficiency�
of� legislation� itself� or� law-promoted� efficiency� of� social� development.�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legislation� products� --� namely� legal� system� --�must� be� built� on� Nash� equilibrium� intended� by�
legislators,�otherwise�legislative�goals�cannot�be�realized.

Key Words: Scientific�Legislation； Efficiency； Nash�equilibrium

輦輯訛 参见前引⑥， 理查德·A·波斯纳书， 第 519页。
輦輰訛 参见前引⑥， 理查德·A·波斯纳书， 第 683页。

与快捷， 因此， 要及时因应社会的快速变化并构建能够保持稳定的制度纳什均衡殊为不易。 简言
之， 普通法系国家的司法程序中， 法院对纳什均衡的构建与维持更为敏感与及时， 每一层级的每个
法院每个工作日都可以通过具体案例确定高效的制度纳什均衡， 但成文法系国家的立法机构相对集
中， 且只能耗时漫长且一般性地确定法律规则， 难以根据具体社会情形构造高效的制度纳什均衡。
波斯纳对上述不同有着明确的论述， 他认为， “许多诉讼判决的终极问题是， 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才
能使效率最大化。”輦輯訛 但在立法程序中， “立法往往受到利益团体的影响， 而且立法被当作重新分配财
富的工具， 所以立法对社会效率的促进远不如司法程序。”輦輰訛

从中国法治实践的实际出发， 由于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 判例并非法律体系中的正式渊源， 中
国法律体系中的制度纳什均衡是由立法机关构建的。 因此， 立法程序要如何敏感与及时地反映时代
的变化， 构建并维持有效高效的制度纳什均衡， 便是科学立法的重要问题。

一般而言， 成文法国家构建并维持高效的制度纳什均衡通过两个途径： 一是通过立法尽可能构
建程序框架， 通过科学的程序框架来保证法律实体内容实施， 同时又能赋予执法者与司法者最大可
能地根据效率———无论是效率作为直接的目标价值， 还是作为人权、 自由、 正义与秩序的实现价值
来进行自由裁量； 二是尽可能地渐进稳妥下放立法权。 我国 2015 年的立法法修改已经体现了这一
思路， 但目前地级市拥有的立法权仅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 环境保护与历史文化保护三个方面， 而
原来既有的较大市的立法权还有所收缩。 中国地缘辽阔， 要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根本问
题， 应更充分赋予地方以立法权， 且逐渐扩大其权力范围， 使各地能够更敏感及时地根据自身情
况， 制定出解决问题的高效的法律制度来。 深圳市之所以能在非法占用应急车道的规制上及时地制
定出有效的地方性法规， 关键在于深圳市的特区立法权较一般地区的立法权大， 有更多权力制定出
合乎本地发展的高效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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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 2018级博士研究生。
譹訛 参见河南省栾川县人民法院 （2019） 豫 0324刑初 43号刑事判决书。

江海洋 *

内容提要： 寻衅滋事罪一直被学界定性为兜底型罪名， 有着口袋罪之污名。 寻衅滋事罪以
往的法益界定不合理， 无论是社会秩序法益说抑或是类型区分法益说都存在不足， 应将本
罪所保护法益界定为不特定社会成员安宁权。 此种界定具有合理性， 不特定社会成员安宁
权具有权利基础； 将法益界定为不特定社会成员安宁权可以涵括本罪四种行为类型； 有利
于刑事司法实务中更好区分罪与非罪、 此罪与彼罪； 有助于在网络时代提升本罪的适应性
以及发挥本罪的限缩性功能， 洗刷本罪口袋罪之污名。 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的解释， 应立
足于本罪法益， 忽视难有结果的流氓动机之争， 以双向互置法判断行为是否符合 “随意”
性； 殴打行为的对象不需限定为不特定对象； 殴打的结果可以包括致人重伤、 死亡， 适用
想象竞合原理处断即可。
关键词： 法益 不特定 安宁权 随意 殴打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1.008

寻衅滋事罪法益新解
———以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为视角

一、 问题之提出

近期， 河南 “当街殴打老师” 案① 倍受关注。 本案基本案情如下： 被告人常某某与同村的潘某
某一起外出巧遇过去曾经担任过其班主任的张某某。 常某某称其再次见到张某某， 就回忆起上学时
曾被张某某体罚的经历， 因此心生恼怒， 将张某某拦下， 先是连扇四个耳光， 又猛击张某某面部一
拳， 之后继续对张某某进行辱骂、 呵斥， 还对张某某胸、 腹部击打两拳， 最后将张某某的电动车踹
翻， 致使电动车损坏， 引发多人围观。 同时， 常某某要求潘某某为其录制视频。 事后， 常某某将所
录制视频传播给初中同学观看、 炫耀， 并在 “常氏宗亲” 微信群发布该视频， 造成该视频在多个微
信群和朋友圈传播， 后被多家媒体及网络平台连续报道， 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 法院认为， 行为人
常某某为发泄情绪、 逞强耍横， 借故生非， 在交通要道拦截、 随意殴打、 辱骂张某某， 引发众人围
观， 还同时录制视频并散布，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此种行为对张某某及其家人的生活工作造成
严重影响， 行为人的行为破坏了社会道德准则与公序良俗， 属于情节恶劣之情况， 其行为构成寻衅
滋事罪， 故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行为人当庭表示不服， 提起上诉。

早在此案之前， 就发生过类似的倍受关注的 “方玄昌、 方舟子遇袭案”。 在方舟子遇袭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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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参见尹彦品、 曾国真： 《个案公正与刑法基本原则———兼谈方舟子遇袭案》， 载 《河北法学》 2011年第 8期。
譻訛 陈兴良： 《寻衅滋事罪的法教义学形象： 以起哄闹事为中心展开》， 载 《中国法学》 2015年第 3期。
譼訛 陈兴良主编： 《刑法各论精释 （下）》，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986-987页。
譽訛 参见前引③， 陈兴良文。
譾訛 王园： 《寻衅滋事罪处罚依据与范围研究》， 武汉大学 2015年博士论文， 第 45页。
譿訛 张明楷： 《寻衅滋事罪探究 （上篇）》， 载 《政治与法律》 2008年第 1期。

被告也是对一审结果不服， 社会各界对裁判结果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学界也对此案进行过专门的学
理讨论。② 可见，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寻衅滋事罪的定性往往容易产生争议， 无论是一般公民还是刑
法学界内部， 都很难大致达成一致意见。 这一方面是寻衅滋事罪的刑事立法中罪状描述的模糊性，
行为方式与其他罪名高度重合性， 以及主观要件模糊、 难以判断造成的；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本罪法
益之界定并不能发挥对构成要件解释的指导作用。 根据目前学界通说， 法益具有指导个罪构成要件
的方法论机能， 因此有必要梳理学界对寻衅滋事罪法益的界定。 在明确了寻衅滋事罪法益之后， 才
可以进一步合体系地对寻衅滋事罪实践和理论中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 本文拟重点讨论随意殴打型
寻衅滋事。

二、 寻衅滋事罪法益目前主要学说之检视

（一） 社会秩序说

有学者认为， 虽然本罪之行为方式蕴含了对公民人身、 财产侵犯等内容， 然而本罪所保护之法
益还应是涵括了公共场所秩序的广义社会秩序。③ 以我国现行立法为依据， 坚持以刑法教义学的立场
出发， 可以认为我国刑法对寻衅滋事的规定表明立法机关明确地将破坏社会秩序作为寻衅滋事罪的
构成要件要素， 社会秩序之破坏对本罪构成要件规定四类具体寻衅滋事行为的解释具有根据指导之
功能。 殴打、 辱骂他人以及强拿硬要等侵害公民人身与财产法益之行为， 只有该行为具有破坏社会
秩序的性质时， 才可构成寻衅滋事罪。④ 换句话说， 侵犯公民人身、 财产法益的寻衅滋事行为， 也要
求同时具有侵犯社会秩序的属性， 可以认为此种寻衅滋事行为具有双重客体 （法益） 之属性。 因
此， 认定侵犯公民人身、 财产权利的行为是否可定性为寻衅滋事罪， 不仅要看该种行为是否侵犯了
公民人身、 财产权利， 还要考察该行为是否同时也侵害了社会秩序。 公共场所秩序从属于社会秩
序， 是社会秩序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侵害公共场所秩序之行为必然会侵害社会秩序。 因此， 起哄
闹事型寻衅滋事罪不具有双重客体 （法益）， 只具有侵害公共场所秩序的单一客体 （法益） 属性。⑤

针对社会秩序是否可以作为法益给予直接保护， 有学者持肯定态度， 其指出在 “法益原则”
中， 社会秩序属于一种集体法益， 对其进行侵害会危害到公民个人在社会生活与交往中的身体、 自
由、 名誉、 财产等个人法益。 因此， 侵害社会秩序无疑侵害了值得刑法加以保护的法益， 应当予刑
事制裁。⑥ 将本罪法益界定为社会秩序， 虽具有合理性且契合刑法条文， 但是由于社会秩序的模糊性、
抽象性， 不可避免被质疑。 如有学者指出， 个罪保护法益的抽象化， 必然会造成缺乏对构成要件解
释的实质限制， 进而使构成要件丧失其本该有的功能； 可能会导致原本不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 因
被认为侵犯了过于抽象的法益， 从而被认定为犯罪。 若认为寻衅滋事罪保护的法益为 “社会秩序”
或 “公共秩序”， 进而将其解释为公共场所的秩序， 再将 “秩序” 进一步细化解释为有序性、 连续
性、 稳定性， 也几乎是无济于事。⑦

（二） 类型区分法益说

有学者指出， 虽然我国刑法将寻衅滋事罪规定在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中 “扰乱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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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訛 张明楷： 《刑法学 （下）》， 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1063页。
讁訛 关于对一元个人法益说的质疑以及二元法益说合理性的说明， 可参见钟宏彬： 《法益理论的宪法基础》， 元照出版社 2012 年

版， 第 185-189页。
輥輮訛 冯军： 《论 〈刑法〉 第 133条之 1的规范目的及其适用》， 载 《中国法学》 2011年第 5期。
輥輯訛 王良顺： 《寻衅滋事罪废止论》， 载 《法商研究》 2005年第 4期。
輥輰訛 参见张训： 《口袋罪视域下的寻衅滋事罪研究》， 载 《政治与法律》 2013年第 3期。

罪” 这一节， 且规定行为只有 “破坏社会秩序” 才可构成寻衅滋事罪。 表面上看， 寻衅滋事罪之目
的在于保护公共秩序或社会秩序。 然而， 无论是公共秩序或是社会秩序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 将寻
衅滋事罪之法益界定为公共秩序或者社会秩序， 不仅不利于指导本罪的构成要件的解释， 而且也有
损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 因此， 应根据 《刑法》 第二百九十三条的具体规定， 以该条规定的具体
行为类型来具体确定本罪之法益。 “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 之法益应该界定为社会一般交往中的人
身安全， 或者说是与公共秩序相关联的人身安全； “追逐、 拦截、 辱骂型寻衅滋事” 之法益应界定
为公民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行动、 活动自由及名誉； “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 占用公私财物型寻
衅滋事” 之法益应界定为与财产相关的社会生活的平稳或安宁； “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
之法益应界定为不特定或多数人在公共场所从事活动的自由与安全。⑧

此种以寻衅滋事罪的四种类型进行区分法益的方式， 基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一元个人法
益说， 即超个人法益只能由个人法益推导出来。 但是， 即使抛开一元个人法益说理论质疑以及实务
冲突不谈，⑨ 这种将一罪区分四个法益的解释也不具有合理性。 有学者正确指出， 对任何一个刑法条
文的解释和适用， 都必须从其规范的目的出发， 刑法分则中每一个规定了犯罪成立要件和法定刑的
条文， 都具有自己特定的规范目的。 如果已经存在的刑法条文足以实现某一目的， 就不需要为实现
这一目的而另外设立新的具有罪刑构造的刑法条文。⑩ 此种一罪名四法益的解释方法， 恰好是持寻衅
滋事废止说学者批判的重点， 即若本罪所规定的法益实际上与其他的犯罪是重合的， 那么与外国刑
法不规定寻衅滋事罪的理由一样， 我国从法益上找不出寻衅滋事罪成为单独罪名的理由。 既然寻衅
滋事罪的立法缺乏特别理由， 那么我国刑法中寻衅滋事罪的存在也就是不必要的。輥輯訛

（三） 小结

上述两种界定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合理性， 但是在理论上都有其缺陷， 进而造成司法实践中的
认定难题。 社会秩序说的内涵过于包容， 将其作为寻衅滋事罪的法益对本罪的司法适用指导意义有
限， 更不用说担负起限缩本罪范围的作用了， 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 正是由于司法实践中多将
寻衅滋事罪的法益理解为社会秩序， 导致本罪正逐渐演化为口袋罪之一。 此外， 社会秩序关注的重
心是 “社会”， 正如学者批判所言， 此种单纯凸显社会秩序的重要性， 以秩序中心主义的立法、 司
法基本态度， 为了维护抽象不可言的秩序， 甚至不惜伤及某些个人权利， 将某种行为 （包括此种行
为的连带行为及延伸行为） 纳入刑事管制范畴， 严重漠视或者忽略了民众的基本权利。輥輰訛 类型区分法
益说虽然避免了社会秩序说的抽象化， 并将寻衅滋事罪所保护的中心直接投射到个体社会成员， 但
是此种与其他罪名法益相同解释方法， 也极大地削弱了寻衅滋事罪存在的必要性。 此外， 此种解释
方式也造成司法实践中对寻衅滋事罪与其他罪名之间区分的纠结与混淆， 有可能导致司法实践最后
“高效” 随意混用本罪与其他罪名。 事实上， 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等罪法益并非具有相似性， 从
两者法定刑的差别可窥知一二。 寻衅滋事随意殴打他人致一人以上轻伤即符合 “情节恶劣” 的情
形， 最高法定刑为五年有期徒刑， 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 的规定，
故意伤害罪致一人轻伤的， 法定刑最高应为二年有期徒刑， 可见与故意伤害罪相比， 寻衅滋事罪所
保护的法益必定有其他价值， 导致其在相同情形下法定刑远远高于故意伤害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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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輱訛 参见胡文华： 《精神安宁权法律地位探析》， 载 《河北法学》 2009年第 ８期。
輥輲訛 参见李拥军： 《论权利的生成》， 载 《学术研究》 2005年第 ８期。
輥輳訛 张红： 《侵害生活安宁利益之侵权责任》， 载 《财经法学》 2018年第 ６期。
輥輴訛 参见罗玉中主编： 《科技法学》，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13页。
輥輵訛 See James Spigelman, The forgotten freedom: freedom from fear, l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2010, 59 (3), pp.543-

570． 转引自前引輥輳訛， 张红文。
輥輶訛 ［美］ 乔尔·范伯格： 《刑法的道德界限 （第一卷）： 对他人的损害》， 方泉译， 商务印书馆 2013年版， 第 37页。

三、 寻衅滋事罪法益之重新界定

有必要转换视角， 跳出传统刑法的范围， 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养分。 因此， 可以将本罪法益界
定为保护不特定社会成员之安宁权。 安宁权是民法中一个新型的概念， 是一项新型人格法益， 安宁
权旨在保护自然人宁静、 稳定的社会生活， 其主体是自然人， 也仅有自然人能感知到生活安宁， 当
自然人受到外界不必要的侵扰时， 受害人常在心理上表现出恐惧、 愤怒、 忧虑、 不安、 悲伤、 痛
苦、 绝望或由于神经上的持续疼痛引起诸多负面精神状态。輥輱訛 从刑法文意出发， 将寻衅滋事罪的四种
情形认定为侵害不特定社会成员的安宁权自无问题， 无论是随意殴打他人， 或是追逐、 拦截、 辱
骂、 恐吓他人， 抑或是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 占用公私财物， 还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 这些行
为都明显侵害了社会成员的安宁权。 当然， 这种直觉感受并不具有说服力， 将本罪法益界定为不特
定社会成员之安宁权仍需要进一步充分论证合理性。

（一） 安宁权可以成为法益

将本罪法益界定为不特定社会成员之安宁权的首要问题就是需要回答安宁权本身是否可以作为
一项法益？ 关于此问题， 民法学者已进行了论证。 首先， 安宁权的法益化具备普遍的社会诉求。 社
会需求是安宁权此种新型人格利益生成的源泉与动力。輥輲訛 安宁权的社会普遍诉求可分为两个逻辑层次：
社会对安宁权诉求的普遍性； 社会对通过法律保护该项利益诉求的普遍性。 在社会关系日渐复杂、
生活方式日渐多样、 民众聚居日益紧密的现代， 社会成员对安宁权的诉求日益强烈。 其次， 安宁权
的法益化具备价值基础。 安宁权是人格自由、 人格尊严的外在体现， 是人之为人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 安宁权是宪法性权利在人格权领域的映射， 对其给予保护也是维系社会成员正常生活所必不可
少的重要手段。 其中属于安宁权涵射范围的 “免受惊扰的自由” 已作为一项基本权利被世界各国普
遍认可，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已明确将之写入。輥輳訛 最后， 安宁权的法益化契合科技进步、
社会发展需要。 新的科技发展及科技成果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引发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法律问题。輥輴訛

原有社会关系及人们交往模式的改变都需要相关法律给予回应， 社会成员在变革的社会中遭遇的新
的侵害， 也需要相关法律给予保护。 例如， 互联网的发展与应用， 一方面使公民与外界交流更加广
泛， 但同时也带来了网络暴力、 侮辱以及在网络上编造、 散布虚假信息、 起哄闹事等问题。 在当今
社会， 人与人在生活上的碰撞日益激烈， 社会成员对安宁生活的渴望和追求也更加强烈。

安宁权是一种可以从主体自由、 安全此两类大目的性价值中引申出来的自然权利。 而自由和安
全作为自然权利， 一直被欧洲启蒙思想家置于核心地位而加以讨论。 孟德斯鸠曾将人的自由概念表
述为人的 “精神安宁”。 其认为， 使每个社会成员在安全感的护佑中尽享安宁应是政治自由的主旨。
布莱克斯通认为， 个人的安全权应是第一位的绝对权利， 它由人之法定的、 不被打扰其享受生活及
保持其身体的完整性及健康和名誉的权利所构成。輥輵訛 范伯格教授也指出， 精神安宁利益属于构成 “美
好人生基本条件” 之最低限度的 “福利性利益”； 可以认为， 此种类型的利益是人本身所具有的最
为重要的利益， 若是没有这些利益的存在， 也就没有人的存在。輥輶訛 安宁权的目的在于建构一种基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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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輷訛 方乐坤： 《安宁利益的类型和权利化》， 载 《法学评论》 2018年第 ６期。
輦輮訛 参见前引輥輷訛， 方乐坤文。
輦輯訛 ［英］ J·C史密斯、 Ｂ·霍根： 《英国刑法》， 李贵方等译， 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874页。

正的规则， 维护社会成员个体存在空间， 以确保每个社会成员均能保持为社会共同体一般道德体系
所容纳的基本尊严， 保证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在充满普遍安全感的精神氛围中充分且自由地保持
和发展其个性， 免遭其他人不当侵扰。 安宁权关注的中心在于个体社会成员在社会关系中的发展，
契合人的主体性价值需求， 是人本主义社会文明发展的要求。輥輷訛 随着工业社会推进、 后现代社会的到
来、 现代科技对人们生活的冲击， 社会成员对其人格尊严和人格发展的需求愈发强烈。 将安宁权确
认为一种法定权利， 是保护普通社会成员不受非法侵扰， 维持其安稳宁静的生活状态的要求。輦輮訛

安宁权的范围广泛， 类型丰富， 有民法学者将之分为信息媒介侵扰类、 观念妨害类、 惊吓损害
类等。 就刑法而言， 英国的 《1986 年危害公共秩序法》 第 ３ 条就明确规定了 “滋事罪”， 即如果行
为人对他人使用暴力或者威胁非法使用暴力， 以及他的行为具有这样的性质， 可以使一个当场看到
这一行为的具有一般坚定性的人为他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心的， 即可成立该罪。輦輯訛 由于刑法保护的
法益是立法者从社会中众多利益中挑选出的重要利益， 所以刑法保护的安宁权范围相对于民法而言
自然是限缩状态的。 回归到本罪可以发现， 我国刑法中的寻衅滋事罪选取了四类严重侵扰公民生活
状态之安稳宁静的行为。

（二） 安宁权具有涵括本罪四种行为类型之优势

将本罪法益界定为不特定社会成员之安宁权， 可以更好的统一涵括、 指导本罪的四种行为。 从
规范目的视角出发， 将本罪法益界定为不特定社会成员之安宁权可以有效规避分则罪名之规范目的
的重合。 无论是随意殴打他人， 或是追逐、 拦截、 辱骂、 恐吓他人， 抑或是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
毁、 占用公私财物， 还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 这些行为侵犯的法益都可以为不特定社会成员之安
宁权所涵括。 本罪的四种行为类型的共同点都是严重偏离了社会规范要求的正常公民的正常行为模
式， 但是此四类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既未达到刑法上故意伤害罪、 侮辱罪、 抢劫罪、 扰乱公共秩
序罪的罪量标准， 又超出了 《治安管理处罚法》 所能处理的罪量范围， 这就造成对此种偏离社会规
范且对法益具有侵害性的行为存在处罚漏洞， 为此刑法特意将此四种行为规制在寻衅滋事罪之中。
此四类行为对人身、 财产法益的侵害程度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未达到刑法分则规定的专门保护人身、
财产法益罪名的罪量要求， 换句话说， 此四类行为对人身、 财产法益的侵害单独来看并不值得刑法
分则中保护人身、 财产罪名给予规制， 此四类行为的可罚性在于其对社会成员的人身、 财产的侵害
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不特定社会成员安宁权。

由于此四类行为对不特定社会成员的安宁权侵害尤其严重， 故刑法有干预的必要。 每个社会成
员对日常的生活都具有一种稳定性期待， 只有这样社会成员才能合理安排自身的生活， 进而自由的
发展自己的人格。 同时， 每个社会成员都需要保持精神的平和与宁静， 这是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
重要的基础。 寻衅滋事罪的四种行为本质特征就是一类滋扰行为， 这类滋扰行为侵害了社会中不特
定社会成员的安宁权， 使得社会中的不特定社会成员安稳宁静的精神生活状态被破坏， 影响不特定
社会成员自由地发展其人格， 并损害了不特定社会成员的人格尊严。 通过对寻衅滋事罪四种行为方
式的分析， 可以发现本罪规范目的并非是表面的保护人身、 财产、 秩序法益， 而是通过对这四类在
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满足人身、 财产罪名量罪要求行为的禁止， 进而保护不特定社会成员之安宁
权。 “随意殴打他人” 行为中对 “随意” 的强调凸显了 “殴打” 的不确定性， 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
处于行为人特定范围的不特定社会成员的安全感， 进而侵害了不特定社会成员的安宁权； “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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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輰訛 陈小炜： 《论寻衅滋事罪 “口袋” 属性的限制和消减》， 载 《政法论丛》 2018年第 3期。
輦輱訛 张维、 黄佳宇： 《寻衅滋事罪司法困境之评析》， 载 《法学杂志》 2011年第 5期。
輦輲訛 参见赵远： 《秦火火网络造谣案的法理问题研析》， 载 《法学》 2014 年第 7 期； 王涛： 《网络公共言论的法治内涵与合理规

制》， 载 《法学》 2014 年第 9 期； 潘修平、 赵维军： 《网络型寻衅滋事罪的定性》， 载 《江西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8 期； 曾
粤兴： 《网络寻衅滋事的理解与适用》， 载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4年第 2期。

拦截、 辱骂、 恐吓他人”、 “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 占用公私财物” 的行为， 要求达到破坏社会秩
序， 社会秩序的平稳状态的破坏是抽象的， 但是透过不特定社会成员安宁权这个中介概念， 借助一
般理性的不特定社会成员的感受就可直观判断， 这两类行为以低于刑法分则人身、 财产犯罪的侵害
程度侵害社会成员的人身、 财产之方式， 进而实现侵害不特定社会成员安宁权； “在公共场所起哄
闹事” 的行为属于典型的侵犯不特定社会成员安宁权的行为， 相比较其他三类行为， 更具直观性，
可以为社会成员更直观地感受。

（三） 安宁权具有使刑事司法实践更具区分性之优势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 对寻衅滋事罪的罪与非罪、 此罪与彼罪的区分一直是一个疑难的司法问
题。 比如 “随意殴打他人” 与故意伤害罪之间， “追逐、 拦截、 辱骂、 恐吓他人” 与侮辱罪之间，
“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 占用公私财物” 与抢夺罪、 抢劫罪、 侵占罪、 故意毁坏财物罪之间，
“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 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交通秩序罪之间， 往往
会出现区分界限模糊的情况。 学界一直试图界定寻衅滋事罪和这些罪名之间的区别， 但是效果不
佳， 观点极不统一， 而且常常自相矛盾。輦輰訛 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就是以往对本罪法益的界定不具
有独特性， 导致难以发挥对本罪构成要件解释的指导作用。 无论是社会秩序法益说抑或是区分法益
说都与刑法分则其他罪名之法益重合， 在本罪的构成要件又与分则其他罪名相似重合的情况下， 往
往只能期待从主观要件角度出发， 区分出本罪与其他罪名的界限。 但是离开了独特性法益的支撑，
本罪的主观要件也是无源之水， 很难获得很强的说服力， 学界对本罪 “流氓动机” 的争论就是例
证。 正如学者所言， 尴尬的是主观的因素本来就具有模糊性， 往往需要从行为方式等客观要素来综
合印证， 而本罪的行为方式与他罪行为相重合， 让主观要件在罪名认定与区分中承载过多的作用并
不现实， 本来是为了体现独立性而存在的特定的犯罪动机与目的不仅没有解决司法实践的认定困
惑， 反而成了寻衅滋事罪认定上的一大障碍。輦輱訛

将本罪法益界定为不特定社会成员的安宁权， 安宁权作为具体人格权的一种， 有其独特的内
涵。 不特定社会成员的安宁权法益的独特性对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的解释具有明确的指导作用， 有
助于和单纯的人身、 财产法益相区分。 同时， 相对于社会秩序法益而言， 其更具明确性以及可解释
性， 外延边界更加明确， 在建构出一定的判定标准的前提下， 有助于实务中绝大多数疑难问题的解
决。 判定是否对不特定社会成员安宁权造成侵害， 可采用社会理性一般人标准， 以事后视角结合事
后查明的所有案情事实， 由裁判者做综合判断。

（四） 安宁权具有网络时代更强适应性与限缩性之优势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的规定， 利用信息网络辱骂、 恐吓他人， 情节恶劣， 破坏社会秩序的， 依照刑法第
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 （二） 项的规定， 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编造虚假信息， 或者明知是编造
的虚假信息， 在信息网络上散布， 或者组织、 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 起哄闹事， 造成公共秩
序严重混乱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 （四） 项的规定， 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上述
司法解释一经颁布， 就广受刑法学界质疑， 争论不断， 其中既有对此司法解释合理性的质疑， 也有
如何解释适用的争议。輦輲訛 出现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寻衅滋事罪法益不明， 以该司法解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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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輳訛 参见张明楷： 《简评近年来的刑事司法解释》， 载 《清华法学》 2014年第 1期； 张向东：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寻衅滋事犯罪若
干问题探析》， 载 《法律适用》 2013年第 11期。

輦輴訛 参见陈劲阳： 《徘徊在歧义与正义之间的刑法释义———网络寻衅滋事罪司法解释妥当性反思》，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6
年第 6期。

輦輵訛 孙万怀、 卢恒飞： 《刑法应当理性应对网络谣言———对网络造谣司法解释的实证评估》， 载 《法学》 2013年第 11期。
輦輶訛 赵长青主编： 《刑法学 （下）》， 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797 页。
輦輷訛 参见关振海： 《规范与政策： 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的二重区分》， 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2年第 1期。
輧輮訛 刘艳红： 《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研究》，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4年第 1期。

饱受争议的 “网络空间秩序” 是否属于 “公共秩序” 问题为例， 支持论与反对论的学者都各自引经
据典，輦輳訛 却很难说服对方， 这也造成司法实践的迷茫无措。 正如有学者所言， 就此问题， 支持论者与
反对论者之间看似争锋相对实质上是解释方法选择之争， 唯有跳出、 超越解释方法之争，輦輴訛 方有机会
最大程度达成一致。

回归到寻衅滋事罪法益， 将本罪法益界定为不特定社会成员的安宁权， 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回
避 “网络空间秩序” 是否属于 “公共秩序” 这种难以得出结果的争论， 因为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秩
序还是网络空间秩序， 其最终的落脚点还是 “人”。 考察一个行为是否为刑法所规制， 在不违反罪
刑法定的前提下， 最重要的就是考察这个行为对 “人” 的影响。 在法治国家中， 社会中的每个人要
实现保证基本的人格尊严、 发展其自由人格的目的， 必定需要一个安稳宁静的生活状态， 这是一种
不被打扰的消极自由的体现。 在网络社会， 此种消极自由更应作为一种重要的权利加以保护。 就寻
衅滋事罪而言， 只要行为人在网络上不当行为侵犯了不特定社会成员的安宁权， 在不超出文义解释
的前提下， 就可以将此种行为解释涵括进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之中。 此种以不特定社会成员的安
宁权法益为中心的解释方法， 相对于社会秩序法益说的抽象， 其将视角转到社会成员的权利， 此种
安宁权某种程度上可以具体化为一种事实状态， 即社会成员享有的宁静、 稳定的社会生活状态。 虽
然此种状态的破坏需要社会成员主观来感受， 但是不可否认此种状态确实具有客观存在性。 因为安
宁权表征的不特定社会成员生活安稳宁静之状态是一种客观状态， 与社会秩序是否被扰乱给人带来
的抽象间接感受不同， 安宁权的关注重心是作为个体———“人” 的感受， 其关注中心发生了位移，
从抽象的秩序转移到了社会具体的一般社会成员的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 不特定社会成员安宁权的
客观性在某种程度有利于限缩本罪作为口袋罪无限的扩张趋势。 正如学者所言， “口袋罪形成的最重
要方式是通过强调结果的危险性， 进而否定了行为的规范性”， 寻衅滋事罪行为罪状的模糊性是其成
为口袋罪且不断扩张的重要原因。 若寻衅滋事罪之结果的危险性也不具体明确， 那么本罪作为口袋
罪的扩张倾向会更加无拘无束。輦輵訛 将不特定社会成员的安宁权作为本罪的法益， 进而指导构成要件的
解释， 可以通过安宁权事实状态的客观性限缩本罪构成要件的范围， 以实现抑制本罪口袋罪的倾向。

四、 立基安宁权法益之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教义学分析

在司法实务中， 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往往是最常见的情形， 同时也是法律界限最不明确的情
形。 因此， 本文立足寻衅滋事罪之不特定社会成员安宁权法益， 一一检视以往理论争议。

（一） “随意” 的判定标准

司法实践和学界对 “随意” 有着不同的认识， 比如有学者认为 “随意” 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
态，輦輶訛 也有学者认为将 “随意” 理解为一般人的主观评价更好，輦輷訛 亦有学者认为本罪中的 “随意” 可
以进一步体现出行为人的犯罪动机，輧輮訛 另有学者认为， 殴打行为是否随意并不是一种纯主观判断，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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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輯訛 参见前引⑧， 张明楷书， 第 1064页。
輧輰訛 参见前引輦輱訛， 张维、 黄佳宇文。
輧輱訛 参见前引④， 陈兴良书， 第 991-992页。
輧輲訛 参见前引④， 陈兴良书， 第 991-992页。
輧輳訛 参见前引⑧， 张明楷书， 第 1068-1069页。

是基于客观事实做出的判定。輧輯訛 无论是主观说还是客观说， 归结到一点还是 “随意” 的判定标准问题。
1. 是否为主观违法要素 （流氓动机）
当然在界定 “随意” 的判定标准之前， 有必要先对学界关于 “随意” 是否是一个主观违法要素

（流氓动机） 的争论予以厘清。
有学者认为， 在判定行为是否可构成寻衅滋事罪时， 除了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犯罪故意， 还

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所谓的流氓动机。 流氓动机是寻衅滋事罪主观方面不能缺少的构成要素。輧輰訛

陈兴良教授更是明确指出， 在某些情况下， 流氓动机作为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违法要素， 对寻衅滋事
行为具有定性作用， 对本罪的构成要件具有限缩作用。 “随意” 属于非法定的主观违法要素， 因此，
行为人只是在客观上实施了殴打行为， 还不能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此时仍需要行为人主观上具备所
谓的流氓动机。輧輱訛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以下简称“两高”） 《关于办理寻衅滋事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 2013 《寻衅滋事解释》） 第一条规定： “行为人为寻
求刺激、 发泄情绪、 逞强耍横等， 无事生非， 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 应当认定为
‘寻衅滋事’。 行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 借故生非， 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
为的， 应当认定为 ‘寻衅滋事’。” 可以看出， 两高通过对司法实务案件的总结归纳， 提出了两种类
型， 即 “无事生非型” 与 “借故生非型”。 陈兴良教授认为， “无事生非型” 中规定的 “寻求刺激、
发泄情绪、 逞强耍横” 指的就是所谓的流氓动机， “借故生非型” 虽然好像是基于行为的起因认定
的， 然而， 这种借故生非的行为起因还是反映了行为人主观上的流氓动机。輧輲訛

针对肯定说， 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 张明楷教授认为， 所谓流氓动机不是寻衅滋事罪的主观
违法要素， 并从多个方面论证： （1） “寻求刺激、 发泄情绪、 逞强耍横” 没有什么具体意义， 难以
被人认识， 具有说不清、 道不明的内容， 并不能限缩本罪范围； （2） 即使没有流氓动机， 只要侵害
了公共秩序， 就有可能严重侵害了本罪法益； （3） 完全可以从客观上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寻衅滋
事行为； （4） 与国外立法相比， 我国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已经明显限制了处罚范围， 不需要用流
氓动机进行限缩； （5） 没有流氓动机， 也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 不会客观归罪； （6） 善用想
象竞合犯原理， 就可以解决定罪问题， 一味要求区分罪名的意义有限； （7） 流氓动机只是来源于对
客观事实的归纳。輧輳訛

以上肯定说与否定说看似对立， 但是深入剖析， 会发现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
问题的根源还是一种诉讼证明的争论。 回归到司法实务， 认为流氓动机是寻衅滋事罪主观违法要素
的肯定说， 面对的最重要问题还是如何证明行为人存在流氓动机， 若是没有客观的证明标准， 那么
就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 正如否定说所质疑的那样， 流氓动机说不清、 道不明， 最终要想证明行为
人的流氓动机还得从行为人的行为出发， 单纯的口供难以支撑流氓动机的证立。 但是， 由于 “寻求
刺激、 发泄情绪、 逞强耍横” 的内涵模糊、 外延边界极不稳定， 这就造成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可以证
明行为人具有此种流氓动机的判定也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使得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时有发生， 裁判
标准的不一致导致裁判结果可信度及说服力降低， 被告人上诉机率增加。 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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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輴訛 参见前引⑧， 张明楷书， 第 1069页。
輧輵訛 董玉庭： 《主观超过因素新论》， 载 《法学研究》 2005年第 3期。
輧輶訛 何庆仁： 《寻衅滋事罪研究》，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3年第 4期。
輧輷訛 参见前引輧輶訛， 何庆仁文。
輨輮訛 参见前引輦輷訛， 关振海文。

动机不是主观违法要件， 那么是否就不需要证明行为人需具有除故意外其他主观要件了？ 很显然，
答案是否定的， 张明楷教授认为所谓的流氓动机不是主观违法要素， 而是 “一种主观的超过要素”。輧輴訛

在这里抛开主观超过要素的争议不谈， 有一点其实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主观超过要素也是需要在
司法实务中予以证明的。輧輵訛

2. 双重置换规则
无论是肯定说还是否定说， 都认为寻衅滋事罪主观要件都具有需要证明的属于自身的独特主观

要件， 两者的分歧在实务中差别并不大， 就 “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 而言， 否定说即使认为不需
要流氓动机， 但是在判定 “随意” 时也需要考虑殴打行为的独特性， 而这种行为的独特性实际上就
是表征了肯定说的流氓动机。 因此， 跳出肯定说与否定说之间的迷思， 立足本罪法益， 将关注的重
心放在 “随意” 的判定标准建构上， 会更具有意义。 事实上， 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某种程度上也是
因为本罪通说界定法益的不确定性导致对构成要件解释的指导机能弱化所造成的。 将本罪法益界定
为不特定社会成员的安宁权后， 此种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免。 正如上述， 将不特定社会成员的
安宁权作为本罪的法益， 实际上是将关注的视角从抽象的社会秩序转移到具体的社会成员， 这就造
成对本罪构成要件行为的判定更为具体、 更具有可操作性， 只需要引入一般理性人标准判定即可，
即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侵害不特定社会成员平静安宁的生活之事实状态。 那么， 行为人之随意殴打行
为何种情况下会侵害不特定社会成员平静安宁的生活之事实状态？ 事实上， 已有学者富有建设性提
出了 “随意” 的判定标准， 即双重置换规则， 即先将行为人置换为一般社会成员， 考察一般社会成
员会不会殴打他人， 然后再将被害人置换为一般社会成员， 判断行为人会不会实施殴打。輧輶訛 这种判断
双向置换的判定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实现社会成员对生活的预测、 保证不特定社会成员的安宁权， 因
为此种判定模式摆脱了抽象的社会秩序的纠缠， 直接立足于一般社会成员的标准， 以事后视角结合
事后查明的所有案情事实， 由裁判者做综合判断。 此种判定方式更能得到社会一般成员的认同， 也
便于实务操作。

（二） “殴打他人” 教义学分析

1. 殴打对象是否必须不特定
将本罪法益界定为不特定社会成员的安宁权， 是否意味着殴打的对象也必须是不特定对象？ 通

说一般认为， 本罪的对象是不特定的人或物， 如果寻衅滋事行为只是针对特定的人或物， 就不能体
现出本罪的动机，不足以使公众的安全感丧失，也难以证明行为人的行为是出于随意而实施。輧輷訛 但是，
也有学者认为， 一般情况下， 殴打不特定对象某种程度的确是凸显了行为人行为的随意性， 因此，
可以说本罪的犯罪对象在一般情况下是不特定的。 但这并不代表着寻衅滋事罪的犯罪对象必须是不
特定的， 因为殴打的对象特定与否和殴打行为是否随意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对特定对象随意
地实施殴打行为， 情节恶劣的， 同样可以认定为寻衅滋事罪。輨輮訛

立足本罪法益可知， 殴打的直接对象是否特定并不重要。 正如学者所言， 殴打的间接影响对象
才是关键， 即不特定社会成员安宁权是否受到侵害， 只要受殴打行为影响的间接对象是不特定的即
可。 只有当不特定的社会成员宁静安宁之事实状态被破坏时， 殴打行为就可被认为严重侵害了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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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輯訛 魏东、 悦洋： 《寻衅滋事罪 “随意殴打他人” 的法教义学分析》， 载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 4期。
輨輰訛 参见前引輨輯訛， 魏东、 悦洋文。
輨輱訛 参见前引輥輰訛， 张训文。
輨輲訛 参见杜启新、 安文录： 《论寻衅滋事罪的合理定位》， 载 《政治与法律》 2004年第 5期。
輨輳訛 参见前引⑧， 张明楷书， 第 1069页。
輨輴訛 参见前引輧輮訛， 刘艳红文。

法益， 从而被认定为寻衅滋事。輨輯訛 只不过在一般情况下， 若是殴打的对象为不特定对象， 则更容易造
成不特定的社会成员宁静安宁之事实状态被破坏的法益侵害结果。 但是， 即使是对特定的对象进行
殴打， 也可能引起不特定的社会成员宁静安宁之事实状态被破坏的法益侵害结果， 比如多次殴打的
情况。

2. 殴打结果是否包含重伤、 死亡结果
2013 《寻衅滋事解释》 明确规定了 “随意殴打” 造成的伤害程度包括轻伤或二人以上轻微伤，

那么殴打结果是否包括重伤、 死亡结果了？ 有学者认为， 对 “殴打” 进行限制解释， 不包括重伤和
死亡。 当寻衅滋事罪造成了重伤、 死亡等结果时， 应当采用想象竞合犯的处理办法， 从一重罪处
断。輨輰訛 也有学者认为寻衅滋事罪实为堵截性罪名， 具有补充性质， 在可能涉及寻衅滋事罪法条涵义相
关的具体案件的处理上优先选择非犯罪化处理方式， 动用刑罚时也需择优选择其他适当罪名，輨輱訛 只有
在既不构成各相关犯罪但又确实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 才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輨輲訛

先不论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二者存不存在补充关系的问题， 事实上， 此种观点在将本罪法益重
新界定为不特定社会成员安宁权之后， 其理论基础已经瓦解， 以社会不特定成员安宁权为法益的寻
衅滋事罪权利边界清晰， 已经不再是内涵外延空泛的秩序保障类罪名， 其着力点已经转向社会中
个人。

正如有学者所言， 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之间并不是对立关系，輨輳訛 不能简单将 “随意殴打” 造
成重伤或死亡结果发生排除出本罪。 随意殴打致他人重伤、 死亡的， 也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 其造
成的法益侵害程度远远大于随意殴打致一人轻伤或二人以上轻微伤的情形。輨輴訛 立足于本罪法益不特定
社会成员安宁权， 可以发现 “随意殴打” 的结果无论是轻微伤、 轻伤还是致人重伤或死亡， 都可能
侵害不特定社会成员的安宁权， 至于寻衅滋事罪最高法定刑不能实现罪刑相适应的担忧， 则完全没
有必要， 因为采用想象竞合理论， 从一重处断完全可以解决此问题。

（三） “情节恶劣” 司法解释规定之检视

一般认为， 情节是否恶劣， 应围绕法益受侵害或者威胁程度来判断， 在将本罪法益重新界定
后， 有必要检视 2013 《寻衅滋事解释》 规定的情节恶劣之情形， 即 “情节恶劣” 之情形会影响不特
定社会成员安宁权之侵害或威胁程度。 实际上， 2013 《寻衅滋事解释》 第二条规定的七种情形， 可
分类为殴打造成的结果、 殴打次数、 殴打装备 （持械）、 殴打对象、 殴打场所。 可以发现， 以上几
类均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不特定社会成员安宁权之侵害或威胁程度， 这种司法实务部门立基于实务
经验事实的归纳具有合理性。 同时， 这也侧面证立了将本罪法益界定为不特定社会成员安宁权的恰
当性。

结语

回归到本文开头争议之案例， 在将寻衅滋事罪法益重新界定为不特定社会成员安宁权之后， 重
新分析该案， 可以认为该案一审判决存在问题。 立基于本罪保护之法益， 首先检视本案行为人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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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毅坚）

Abstract: The� crime� of� provocation� has� been� characterized� as� a� miscellaneous� crime� by� the�
academic�circle,�which�has�the�stigma�of�pocket�crime.�The�previous�definition�of�legal�interests�
in�the�crime�of�provocation�is�unreasonable�and�both�the�theory�of�legal�interests�in�social�order�
and�the�theory�of�legal�interests�in�the�distinction�of�types�are�inadequate,�so�the�legal�interests�in�
this� crime� should� be� defined� as� the� right� to� tranquility� of� unspecified� social� members.� This�
definition� is� reasonable,� and� the� right� to� tranquility� of� unspecified� social�members� has� a� right�
basis.�Defining� the� right�of� tranquility�of�unspecified�social�members�can� include� four� types�of�
behavior�of�this�crime.�It�is�helpful�to�distinguish�crime�and�non-crime,�this�crime�and�that�crime�
in�criminal�justice�practice.It�is�helpful�to�improve�the�adaptability�of�this�crime�and�give�play�to�
the�limiting�function�of�this�crime�in�the�Internet�era,�and�wash�away�the�stigma�of�this�crime.The�
interpretation�of�random�beatings�should�be�based�on�the�legal�interests�of�this�crime,�ignore�the�
disputes�of�the�motive�of�the�rogue,�and�judge�whether�the�behavior�conforms�to “random” by�
two-way� interposition� method.The� object� of� assault� should� not� be� defined� as� an� unspecified�
object.�The�result�of�the�beating�may�include�serious�injury�or�death�to�the�person.

Key Words: Legal�Interests； Unspecified； Right�to�tranquility； Random； Beating

为是否具有 “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 构成要件规定的 “随意” 性， 运用双向置换规则， 可以发现
若是将被害人换成其他社会成员， 则行为人根本不会实施殴打行为， 因此行为人之行为并不具有
“随意” 性， 行为人的殴打行为也未侵害不特定社会成员的安宁权。 法院认为行为人之所以构成寻
衅滋事罪， 是因为行为人为发泄情绪、 逞强耍横， 而借故生非， 在交通要道拦截、 辱骂、 随意殴打
他人， 当时引发众人围观， 并录制视频扩散传播进而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已经严重影响被害人及其
家人的工作、 生活， 破坏社会道德准则和公序良俗。 法院的判决说理表面上并无不妥， 反而是与司
法解释相契合。 但是， 需要指出的是， 无论是 “无事生非” 抑或是 “借故生非” 都需要侵犯本罪的
法益， 即不特定社会成员安宁权， 才会构成本罪。 司法解释根据司法经验总结归纳的 “无事生非”
抑或是 “借故生非” 两种类型， 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严重侵害本罪法益 （不特定社会成员安宁权），
但是 “无事生非” 抑或是 “借故生非” 的案件类型总结并非与本罪法益百分百完美契合， 这是由于
“无事生非” 抑或是 “借故生非” 本身就具有一定模糊性， 且任何故意犯罪行为都不可能是无缘无
故的， 都具有特定的原因。 显然， “无事生非” 抑或是 “借故生非” 只是一种经验的类型总结， 本
身并非寻衅滋事罪本质归纳。 因此， 在司法实务中不能机械去嵌套文字， 应立足本罪保护法益的本
质， 以法益为中心， 根据构成要件之规定， 在不突破文义的基础上， 对案件事实进行实质判定。 最
后， 就本案而言， 法院的裁判理由可归纳为 “行为人借故生非” 以及 “引起关注”。 正如前述，
“借故生非” 只是一种经验总结， 并不具有科学的指导作用， 罪名解释应以法益为指导， 基于构成
要件出发， 就本案行为人的行为及 “引发关注” 的结果而言， 根据双重置换原则明显不具有 “随
意” 性， 且明显不具有侵害不特定社会成员平静、 安宁生活事实状态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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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理念下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
革新

孙继刚 *

内容提要： 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遵循的价值目标。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
制在发展过程中， 逐渐暴露出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三大核心原则———公平性、 协调性和持续
性上的不足。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冲突， 是其属性和外部环境
共同作用的结果。 为了推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走向更加具有可持续性的道路， 未
来应当着力探索突破 “仲裁” 性质的束缚， 主动利用国际投资协定完善相关内部制度， 并
鼓励国际社会在该机制改革上共同参与和统一协调， 进而推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
朝向更加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道路前行。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 公平性 协调性 持续性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1.009

引言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可持续发展问题逐渐成为人类社会关注的重点。 最初， 国际社会将
生态领域的环境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心， 随着时代的进步， 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渗入到社会生
活的各个领域， 无论是政治制度构建， 还是生产模式的选择， 抑或是法律制度的完善， 均可以观察
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影响。 随着最近几十年国际投资的快速拓展， 以及伴随而生的北美自由贸易协
议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以下简称 NAFTA）、 《能源宪章条约》 （Energy Charter
Treaty， 以下简称 ECT） 等涵盖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以下简称
ISDS） 机制的新型国际协定的出现， ISDS 机制逐渐成为众多国家、 国际投资者解决投资问题、 推动
国际投资自由化、 法治化的重要手段或机制， 而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在这一时期， 逐步成为评价 ISDS
机制运行状况的一项价值标准。 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 学者和民众开始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审视正
处于发展中的 ISDS 机制， 而 ISDS 机制中存在的诸多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违背的缺陷也逐步暴露出
来。 本文以此为切入点， 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三大核心原则出发， 探究 ISDS 机制与这一理念之间
存在的冲突， 并在分析二者冲突原因的基础之上， 提出 ISDS 机制的可持续性革新方案， 为该领域
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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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Aguas del Tunari, Petition of La Coordinadora para La Ddefensa del Agua Y Vida, La Federacion Departamental Cochabamiba De,
Organizaciones Regantes, Semapa Sur, Friends of The Earth-Netherlands, Oscar Oliver, Omar Fernandez, Father Luis Sachez, and
Congressman Jorge Alvrado, To The Arbitral Tribunal, available at https://www.italaw.com/sites/default/files/case-documents/ita0018.
pdf, 2020-06-02.

譺訛 Dimitrij Euler, Markus Gehring, Maxi Scherer, Transparenc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 Guide to the UNCITRAL
Rules on Transparency in Treaty-Based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2015, p.145.

譻訛 UNCTAD, 2018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July 2018, pp.92-95.

一、 ISDS机制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冲突

普遍认为， 可持续发展理念涵盖公平性、 协调性和持续性三大基本原则， 三者共同构成了可持
续发展理念的核心价值。 观察 ISDS 机制的运行实践， 会发现其在公平性、 协调性和持续性上均存
在着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冲突或者矛盾的地方， 具体来看有以下问题。

（一） ISDS 机制的公平性不足

可持续发展的本质特征之一， 是对社会公平的追求， 这种公平包括代内和代际公平， 也包括集
体与个人之间的公平， 更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权的公平等。 ISDS 机制无论是在平衡
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 还是在均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公平上， 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在平衡个人与集体利益这一问题上， ISDS 机制存在着以投资者为中心、 忽视公共利益的倾向。
而在涉及公众参与的透明度问题上， 这一问题表现得尤为明显。 例如， 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以下简称 ICSID） 仲裁的第一个有关 “法
庭之友” 的案件———“Aguas del Tunari SA V. Republic of Bolivia” 案中， 由于案件的裁判涉及广泛的
公共利益， 八家非政府组织以透明度等为理由， 请求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作为 “法庭之友” 参与案
件。譹訛 而仲裁庭未充分考虑该案的社会影响， 仅以明文规定尚未授权为由， 做出不接受这些组织提
交书面意见和参与裁判的决定。譺訛 该案过分注重裁判保密而忽视第三方参与的做法， 一经做出， 便
引起了玻利维亚和国际社会关于 ICSID 过于注重投资者利益的批评声音。

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公平问题上， ISDS 机制在仲裁员的选任、 被诉国家等问题上， 均对
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不利。 在仲裁员选任方面， 根据 2018 年 《世界投资报告》 的统计， 在已知的
ISDS 案件中， 约有 500 人被任命为仲裁员， 然而在如此众多的仲裁员中， 只有一位不是欧洲或者北
美国家公民， 而从 1987 年到 2017 年的三十年间， 承担案件最多的前三位裁判员分别来自法国、 加
拿大和瑞典， 只有来自智利的 Orrego Vicuna F. 先生，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仲裁员代表承担了 46 件
ISDS 案件的仲裁； 在被诉国家方面，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表现得同样十分明显。
1987 年至 2017 年， 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是受到最多投资者起诉的国家， 数量高达 60
起和 44起， 而在 2017年新增加的 65件案件中， 克罗地亚是受到索赔最多的国家， 有 4 起针对该国
的案件； 与此同时， 巴林、 贝宁、 伊拉克和科威特等四个发展中国家也历史性地成为被索赔国家。譻訛

（二） ISDS 机制的协调性欠缺

追求统一与协调、 防止碎片化， 是可持续发展制度构建始终追求的目标。 随着人类社会所面对
的问题更趋复杂与困难， 在涉及各国民众根本利益等问题上的全球性协调行动愈加重要。 ISDS 作为
一项可以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机制， 其在规则、 改革和裁决上所存在的协调性问题， 为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埋下了诸多隐患。

可持续发展理念下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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譼訛 例如， 早在十数年前， 以刘笋、 郭玉军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就对 ISDS机制裁决不一致的原因及具体案例进行了分析。 参见刘
笋： 《国际投资仲裁引发的若干危机及应对之策述评》， 载 《法学研究》 2008年第 6期。

譽訛 SD Franck, The Legitimacy Crisi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Privatizing Publlic International Law through Inconsistent
Decisions, Fordham L. Rev., 1(2004)， pp.1545-1546.

譾訛 ICSID, Siemens A.G.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8, available at https://www.italaw.com/cases/1026, 2020-
05-30.

譿訛 UNCITRAL, National Grid plc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available at https://www.italaw.com/cases/732, 2020-05-30.
讀訛 TPP, Article 9.24.
讁訛 CETA, Article 8.36.
輥輮訛 虽然 ISDS机制的赔偿问题不仅仅局限于赔偿标准和赔偿方式的问题上， 它还包括赔偿估价依据、 赔偿估值方法以及确定赔

偿的因素与原则等多项内容。 但是， 从持续性的角度出发， 其主要问题还是存在于赔偿标准和赔偿方式上， 赔偿的其他内
容亦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

輥輯訛 充分补偿标准， 是 1938 年美国国务卿赫尔在致墨西哥政府的信函中提出来的， 因此这一标准也被称为 “赫尔规则”， 其内
涵是征收的补偿应当 “充分、 及时、 有效”。

輥輰訛 Peters, Paul, Recent Developments in Expropriation Clauses of Asian Investment Treaties, As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5, p.
46.

ISDS 机制在具体裁判上的不协调， 是 ISDS 机制协调性方面最大的问题， 也是学者一直以来讨
论最多的内容。譼訛 由于缺乏统一的上诉机构以及用于指导案例的先例制度等原因， ISDS 机制在对同
一问题的裁判上， 存在诸多不协调的地方。 美国有学者曾将这种裁决不协调分为三类： （1） 案件涉
及相同的事实和有关当事人， 以及相似的投资权利； （２） 案件涉及相似的商业情况和相似的投资权
利； （３） 案件涉及不同的当事人和不同的商业情况， 但相同的投资权利。譽訛 具体来看， ISDS 机制下
仲裁庭， 在对待保护伞条款、 最惠国待遇条款、 公平公正待遇等条款上的不一致， 是其不协调性的
直接体现。 其中， 两件 “瑞士通用公证行案” “Siemens A.G.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案譾訛 以及
“National Grid plc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案譿訛 等案件均是这一问题的典型代表。

除了在裁判上所存在的协调性问题外， 国际社会在推动 ISDS 机制改革的过程中， 也存在着不
协调的一面。 例如， 在提升仲裁透明度问题上， 虽然近期签订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以下简称 TPP） 和全面经济贸易协定 （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以下简称 CETA） 对此问题的改革给予了较多重视， 但改革方向依然存在不同。
TPP 仅规定， 仲裁庭应向公众举行听证会， 并应与争议各方协商确定适当的后勤安排， 如果争议方
打算在指定为受保护信息的听证会中使用信息， 则应告诉法庭， 仲裁庭应作出适当安排， 保护此类
信息不被披露， 其中可能包括在讨论该信息期间关闭听证会。讀訛 而在这一问题上， CETA 相比于 TPP
则走入了更加深层次的领域， 其规定协商请求、 要求确定答辩人的通知、 答辩人的裁定通知、 调解
协议、 向法庭法官提出质疑的意向通知、 向法庭法官提出质疑的决定和合并请求等均应列入根据
《贸易法委员会透明度规则》 第 3 条第 （1） 款向公众提供的文件清单。讁訛

（三） ISDS 机制的持续性较低

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 不能超过环境和社会的承载能力， 这是可持续发展理念中 “持续性” 的
基本内涵。 ISDS 机制在维护环境和社会的承载能力方面， 有在赔偿不足的问题， 尤其是赔偿标准和
赔偿方式这两个方面。輥輮訛

在赔偿标准上， 虽然随着 ISDS 机制的发展，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利益保护的适当赔偿标准逐渐
为许多国家所接受， 充分补偿标准 （亦称赫尔规则）輥輯訛 的适用逐渐式微， 例如， 意大利、 韩国和土
耳其对 “赫尔规则” 并不推崇， 奥地利、 德国、 荷兰、 挪威、 西班牙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
国家都明确反对 “赫尔规则”。輥輰訛 但是， 目前来看， “赫尔规则” 因在部分案件裁判中所具有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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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 在当下的仲裁裁判中仍然存在着较大的适用空间， 例如近期做出初步裁决赔偿金额达到 500
亿美元的 “Yukos”案輥輱訛， 便是其适用的代表性案件之一。 这一赔偿标准的持续适用使得东道国在赔
偿问题上始终面临着较大的压力， 并极有可能影响东道国在基本医疗、 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可持续性。

而在赔偿方式上， 当前 ISDS 机制赔偿方式最主要的问题是， 将损害赔偿作为投资仲裁的首选
补救措施， 对民主选择和政府为公共利益通过创新政策制定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 经济和环境条
件构成严重威胁。輥輲訛 根据研究人员统计， 2016年之前 405起案件中， 仅有 25 起包含非金钱救济， 剩
下全为金钱性救济的裁决。輥輳訛 这种重视金钱救济忽视非金钱救济的倾向， 无论对投资者还是对东道
国均不一定为最合适的解决方式。 例如 “CME Czech Republic B.V. v. The Czech Republic” 案，輥輴訛 该
案仲裁庭在最终裁决中， 要求捷克政府支付 269814000 美元及利息给予索赔者， 并均摊 135 万美元
的仲裁费用， 这一赔偿额大致相当于国家的全部医疗福利预算。輥輵訛 又如， “Enron Corporation and
Ponderosa Assets, L.P. v. Argentine Republic” 案輥輶訛 中， 索赔人认为非金钱赔偿也应当得到支持， 仲裁
庭可以就某些行为的履行或不履行提出禁令救济， 仲裁庭裁决可以同时处理金钱和非金钱的决定，
包括具体的表现和禁令。輥輷訛

二、 可持续发展理念与 ISDS机制冲突的深层次原因

ISDS 机制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三大核心价值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冲突， 这种冲突既来自于ISDS
机制的内部， 也与外部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有较大的关系， 具体来看， 以下几个因素应当是造成
ISDS 机制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产生冲突的深层次原因。

（一） 可持续发展理念与 ISDS 机制的融合程度较低

仔细探究 ISDS 机制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合的历史， 会发现二者在国际法领域的融合并非一蹴
而就， 而是呈现出一种渐进的过程： 可持续发展理念首先通过一系列具有指导意义的国际宣言或者
报告、 众多强调环境保护和基本人权的多边协定或条约以及国际法院等司法机构的裁判实践逐渐融
入到国际公法的内容之中。 之后， 随着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念也融入到国际经济
法尤其是国际贸易立法和国际投资立法之中。輦輮訛 二十一世纪，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国际法中的不
断发展， 以仲裁庭裁决为核心内容的 ISDS 机制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 以 “Methanex
Corporation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案为代表的关注公共利益和环境保护的裁决案件受到广泛关

輥輱訛 在 Yukos 公司 （由 Hulley Enterprises， Veteran Petroleum 和 Yukos Universal 对俄罗斯联邦提起） 的三起案件中， 共计 500 亿
美元的赔偿金额是投资条约仲裁历史上最高的。

輥輲訛 Gus Van Harten and others, Public Statement on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31 August 2010, available at https://www.
osgoode.yorku.ca/public-statement-international-investment-regime-31-august-2010/, 2020-06-02.

輥輳訛 王艺琳：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救济类型分析———兼论非金钱性救济在国际投资仲裁裁决中的运用》， 载 《北京仲裁》 2016
年第 4期。

輥輴訛 UNCITRAL, CME Czech Republic B.V. v. The Czech Republic, available at https://www.italaw.com/cases/281, 2020-06-30.
輥輵訛 Gus Van Harten, Judicial Restraint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Restraint Based on Relative Suitabil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5(2014)1, 35.
輥輶訛 ICSID , Enron Corporation and Ponderosa Assets, L.P.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

italaw.com/cases/401, 2020-06-03.
輥輷訛 See supra note輥輶訛。
輦輮訛 从 GATT时代开始， WTO 争端机构就开始应用可持续发展作为案件裁判的理论支撑， 其中比较知名的包括 1991 和 1994 年

发生的两起 “金枪鱼 （Juna－dolphin） 案” “美国-精炼与常规汽油标准案” 以及 “关于美国禁止从印度、 马来西亚、 巴基斯
坦和泰国进口某些虾和虾产品案 （简称海龟-海虾案）”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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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輯訛 在 1998 年的 “海龟-海虾案” 中， 上诉机构通过援引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前言部分的 “可持续发展” 概念来证实美
国为保护环境采取的国内措施具有 “表面合理性”。

輦輰訛 OECD, OECD Working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2005/01, Transparency and Third Party Participation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daf/inv/investment-policy/WP-2005_1.pdf, 2020-06-20.

輦輱訛 Katia Yannaca Small, OECD Working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2006/01,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available at https://www.oecd.org/china/WP-2006_1.pdf, 2020-06-30.

注， ISDS 机制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融合开始呈现出一种更为积极的状态。
但是， 融合时间短、 制度构建不足以及裁判实践的缺失， 使可持续发展理念与 ISDS 机制之间

的融合仍然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 相比于 WTO 上诉机构在 1998 年的 “海龟-海虾案” 中直接援引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前言部分的 “可持续发展” 概念进行案件事实的裁判这一大胆做法，輦輯訛

ISDS 机制更多地停留在国际条约序言和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之中， 具体裁判实践之中利用 “可持续发
展条款” 的做法鲜有发生， ISDS 机制与可持续发展实现高度融合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而二者的
冲突也将存在相当一段时间。

（二） ISDS 机制内在属性的限制

ISDS 机制采取 “仲裁” 这一裁判形式， 作为解决国家与私人之间投资争端的裁决方式， 是当时
经济环境和政治考量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相对快速和公正的裁决， 对于确保投资争议解决非
政治化、 推动国际投资的发展、 提升国际社会的法治水平等， 均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是， 经过数
十年的发展， “仲裁” 所坚持的 “一裁终局” “保密” “便捷” 和 “自由” 等特性， 也给 ISDS 机制在
解决国家与投资者之间的争端上留下了众多风险。

分析 ISDS 机制在案件裁决上的公平性、 协调性问题， 会发现其与仲裁庭组成的任意性和仲裁
员选拔的自由度紧密相关； ISDS 机制在改革中的不统一和不协调， 与不同国际法主体坚持仲裁 “一
裁终局” 和 “保密性” 等特征密切相连； 而是否能持续对 ISDS 机制的运行予以完善， 也与 ISDS 机
制最终选择仲裁庭的 “特设” 或者法院的 “永久性” 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换一个角度看， ISDS 机
制目前所存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正是来自于其在最初进行制度设计时， 为推动投资自由化和鼓励
更多国家加入这一机制， 而采取仲裁这一争端解决形式所导致的。

（三）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不同

与国际法的其他领域相似， 在 ISDS 机制的规则制定上，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处于
弱势地位。

从历史上来看， 建立 ICSID 的 《华盛顿公约》、 推动 ISDS 机制快速发展的 NAFTA、 适用 ISDS
最为活跃的 ECT 等对 ISDS 发展具有显著推动作用的多边文件， 均是由英国、 美国和法国等发达国
家或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以下简称
OECD） 这样的发达国家俱乐部来推动， 亚洲、 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在具体规则的
制定上， 并没有太多的发言权。

而在 ISDS 机制近期的改革上， 发达国家依然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 由主要发达国家构成的
国际组织 OECD 早在 2005 年就针对 ISDS 机制的透明度问题， 在其国际投资工作论文 《投资者-国
家争端解决程序中的透明度和第三方参与》 中提出相关的解决方案。輦輰訛 而其 2006 年工作论文 《完善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 中， 对 ISDS 案件的审查、 监督以及建立上诉机制等问题均提出了大量
符合自身利益的建议。輦輱訛 近期关于设立国际投资法院、 提升透明度、 完善 ICSID 上诉机制等具有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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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改革规划， 也都最早体现在欧美发达国家推动的 CETA、 TPP 以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
定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简称 TTIP） 等多边文件之中， 发展中国家在推动
ISDS 机制改革上所起的作用依然有限。

（四）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分歧较大

关于 ISDS 机制的运行和发展，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内部的矛盾与分歧， 也是阻碍 ISDS
机制走向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发展道路的原因之一。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 虽然其在推动 ISDS 机制改革上具有一定的共识， 但是在具体问题上， 分
歧依然严重。 例如， 同样在提升仲裁透明度的问题上， 发达国家内部出于不同原因的考虑， 并非一
致支持进行这项改革。 美国、 加拿大等国对 2014 年贸易法委员会通过的 《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条
约仲裁透明度规则》 （以下简称 《透明度规则》） 均表示了明确的支持态度， 体现在欧盟和加拿大对
于 CETA 中透明度问题的重视以及美国在 TPP 谈判中纳入 ISDS 机制透明度问题。 但是， 一些发达
国家对此却始终持保留态度， 例如德国便对此抱有相对保守的态度， 认为在改革前， 首先应澄清
“透明度” 和 “公示” 的含义、 《透明度规则》 的益处和必要性， 且透明度条款的设定应该由当事方
协议确定。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其内部的分裂和多样化更是明显。 例如， 在设立新型的投资者-国家争
端解决中心上， 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方案五花八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数十个阿拉伯国家共同组建了
阿拉伯投资法院， 2005 年南部非洲共同体成立了南部非洲共同体法庭， 2016 年南美洲国家联盟起
草了南美洲国家联盟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草案等。 但是， 上述方案各自为政且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
在 ISDS 机制改革的道路上作用甚微： 阿拉伯投资法院的第一个案件， 直到 2004 年才做出裁判， 而
尽管已经加入该投资法院， 其成员国阿曼和科威特仍将案件提交至 ICSID； 南部非洲共同体法庭标
志性的案件是 2008 年 Mike Campbell 诉津巴布韦违法征收一案， 该案虽然判决津巴布韦败诉， 但是
却无法得到执行， 最终， 在极其低效运行了五年后该法庭被解散； 而南美洲国家联盟投资争端解决
中心， 直到当前还处于筹划阶段。輦輲訛

三、 ISDS机制可持续性革新的基本举措

ISDS 机制因其内在属性和外部环境的各种限制， 在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依然存在着许多问
题， 为了能够通过 ISDS机制持续地推动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有必要针对 ISDS机制与可持续发展
理念相互冲突之处予以革新。 具体来说， ISDS机制的可持续性革新应当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基本举措。

（一） 探索突破 “仲裁” 性质的束缚

未来 ISDS 机制的性质， 到底是 “仲裁” 还是 “法院” 抑或是 “法庭”， 是 ISDS 机制改革首先
要解决的问题。 这一问题并非理论争论， 实际上对于程序适用的法律规则、 裁决结果的承认与执
行， 以及与国内法院裁决的关系等问题均具有实质性的影响或者决定作用。輦輳訛 ISDS 机制能否走向更

輦輲訛 Jean E. Kalicki, Anna Joubin-Bret, Reshaping the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journeys for the 21st Century, Brill
Nijhoff, 2015, 406. 韩秀丽： 《再论卡尔沃主义的复活———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视角》， 载 《现代法学》 2014 年第 4 期。
Manuel a. GóMez, The South American Way: Sub -regional Integration under ALBA and UNASUR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Hungaria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58, 4(2017), 455.

輦輳訛 Gabrielle Kaufmann-Kohler, Michele Potestà, The Composition of a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Court and of an Appeal Mechanism for
Investment Awards CIDS Supplemental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www.uncitral.org/pdf/english/workinggroups/wg_3/CIDS_Supplemen鄄
tal_Report.pdf, 20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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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也将取决于对这一内在属性的坚持与否。 而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当前国
际社会对于 ISDS 机制已经形成广泛的共识之后， 尤其是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成为国际社会所共同支
持的发展理念后， 再继续固守 “仲裁” 这一任意性过强的裁判形式， 已经显得不合时宜。

当前， 欧盟和 ICSID 在这一革新方案上已经有了较大的突破。 例如， 2015 年 3 月， 欧盟发布其
概念文件 《TTIP 中的投资及其展望———改革的路径》， 欧盟应致力于建立拥有终身法官的国际投资
法院和上诉机制以取代双边机制， 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打破 ISDS 机制仲裁属性、 建立投资法院的愿
景。輦輴訛 随后， 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 （EU-Vietnam Free Trade Agreement， 以下简称EVFTA） 达成，
该协定对于投资法庭 （tribunal） 的制度规定， 使其成为全球第一个设立投资法庭制度的协定。輦輵訛 又
如， 2018 年 8 月， ICSID 发布了自 2006 年 ICSID 规则变更之后首份规则修订草案， 修订草案内容
涵盖行政和财务条例、 启动程序规则、 仲裁规则、 调解规则和附加便利规则等 ICISD 现行运行机制
内几乎所有内容， 对于仲裁员独立性与公正性保证制度、 ADR 制度、 仲裁程序透明度制度、 仲裁裁
决撤销制度以及费用和时间制度等， 均提出了不同于传统 “商事仲裁” 的改革方案。

未来， ISDS 机制改革应当借鉴欧盟和 ICSID 的做法， 从外部组织架构和内部运行制度两个方
面， 逐步打破 “仲裁” 属性的限制， 从而保证 ISDS 机制能够长期、 持续地支持国际社会和各个国
家的可持续发展。

（二） 从国际投资协定出发促进 ISDS 机制革新

ISDS 机制的运行， 并非仅仅依靠相关的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组织架构或者内部制度改革就可以实
现， 它也需要通过投资协定从外部予以规制和完善。 同样， 对 ISDS 机制进行可持续性更新也应当
借助国际投资协定的相关制度。 其中， 考虑到 ISDS 机制所存在的公平性、 协调性和持续性问题，
在投资协定中引入联合解释以及规范赔偿的相关问题， 是国际投资协定推进 ISDS 机制革新时应当
重视的两个方面。

1. 联合解释的引入
国际法中的联合解释， 指双边或者多边国际协定的缔约国政府， 为指导双方或者第三方行为，

或为限制司法机构的解释权等， 共同就协定中涉及的程序或者实体问题发布解释。輦輶訛 在国际经济法
中， 联合解释最为突出的应用当属 WTO 成员国对 WTO 相关协定的解释。 例如， WTO 专家组和上
诉机构在解释 WTO 相关协定时， 有时候也会作出不同、 甚至相互冲突的解释。輦輷訛 而解决这种解释过
程中的不确定性的途径之一， 便是要求 WTO 成员国就某一存疑条款作出一个具有约束力的解释。輧輮訛

WTO 协定附件 2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 第 3 条第 9 款规定， 该谅解的规定不损害各成
员通过 《WTO 协定》 或一属诸边贸易协定的适用规定项下的决策方法， 寻求对一适用协定规定的权
威性解释的权利。輧輯訛

輦輴訛 European Commission, Concept paper: Investment in TTIP and beyond the path for reform, available at http://trade.ec.europa.eu/
doclib/docs/2015/may/tradoc_153408.PDF, 2020-07-12.

輦輵訛 European Commission, EU-Vietnam Free Trade Agreement: Agreed text as of January 2016, available at http://trade.ec.europa.eu/
doclib/docs/2016/february/tradoc_154210.pdf, 2020-06-12.

輦輶訛 关于联合解释的具体内涵及标准， 可参考 David Gaukrodger:The legal framework applicable to joint interpretive agreements of
investment treaties, OECD Working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2016/01.

輦輷訛 张生：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条约解释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203页。
輧輮訛 Isabelle Van Damme, Treaty Interpretation by the WTO Appellate Bod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3.
輧輯訛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第 3条第 9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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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世界各国对于国际投资协定中的联合解释问题也越来越重视。 2016 年初， 印度向大约
25 个订有未到期国际投资协定的国家提出了一份联合解释声明； 2016 年 10 月， 欧盟与加拿大就
CETA 中监管和补偿等问题签署了一份联合解释性文件； 2017 年 10 月孟加拉国和印度签署了一份
涉及 ISDS 机制的联合解释说明； 此外， 最近的几个国际投资协定也设立了专门对条约规定予以解
释的联合机构， 例如卢旺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双边投资协定、 澳大利亚-秘鲁自由贸易协定等。輧輰訛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UNCITRAL） 工作组鼓励条约缔约方更广泛地
进行联合解释， 并建议进行多边层面的联合解释机制的改革尝试， 以增强对仲裁庭的约束力和更新
投资条约的其他机制。輧輱訛 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条约涵盖更复杂的领域， 联合解释将逐渐成为一种确
保条约解释与缔约国意图相符并有助于实现缔约国目的的重要工具。輧輲訛 而这一方式在 ISDS 机制中的
适用， 对于解决该机制在裁判实践中所存在的协调性、 公平性问题均大有裨益。

2. 赔偿问题改善： 标准的明确化与方式多元化
对于 ISDS 机制在赔偿问题上的不足， 相比于依赖仲裁员在具体案件中就赔偿事宜进行合理裁

定， 通过投资协定对赔偿问题直接进行明确规定， 更具规范性和指引性。
首先， 在赔偿标准上， 无论是征收赔偿， 还是违反非征收投资义务赔偿， 抑或是违反国际投资

合同的赔偿， 均应当通过投资协定予以明确。 譬如， 尽管主要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在赔偿上对
于 “赫尔规则” 的采纳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 但是对于赔偿中是否应当涵盖 “机会成本” “预期可
得利益”， 缔约国应当在投资协定中予以澄清或者排除。 又如， 虽然许多国际投资仲裁庭通常并不
区分合法征收与非法征收， 常将合法征收的赔偿标准一体适用于非法征收的赔偿，輧輳訛 但从晚近的国
家投资仲裁实践看，輧輴訛 对非法征收和合法征收的赔偿标准予以区分更有利于仲裁庭实现相对一致的
裁决。 再如， 确定赔偿时， 借鉴 CETA 的做法， 明确规定仲裁庭裁决的赔偿额要减去投资者之前已
经得到的赔偿款或补偿， 并且该赔偿不能超过投资者遭受的损失， 以及仲裁庭不能裁决惩罚性赔
偿等。輧輵訛

其次， 在赔偿方式上， 金钱赔偿与其他赔偿方式的结合应当成为 ISDS 机制完善的方向。 联合
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 等组织认为， 将赔偿局限于金钱赔偿范围之内对于 ISDS 机制的可持
续发展更为有利。輧輶訛 的确， 对于被申请国来说， 由于担心自身的法律与管理措施受到投资仲裁庭的
严格审查， 或者担忧遭遇国内政治或者宪政阻碍等， 其往往更倾向于接受金钱赔偿的方式。輧輷訛 但是，
正如前文所述， 纯粹金钱性质的赔偿， 并不能充分地满足投资者和东道国的利益诉求。 而且长期来
看， 随着 ISDS 机制在上诉机制或者投资法院制度构建上的不断推进， ISDS 机制所具有的国际司法
性质将进一步增强， 那么采取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中所规定的的恢复原状、 补偿和抵偿

輧輰訛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8, pp.98-99.
輧輱訛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Working Group III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Reform) Thirty-sixth

session,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5 September 2018, p.7.
輧輲訛 See David Gaukrodger, supra note 輦輶訛, p.15.
輧輳訛 朱明新： 《国际投资争端赔偿的法律问题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第 1版， 第 21-22页。
輧輴訛 过往未支持区分合法征收与非法征收的典型案例包括： Wena Hotels v. Egypt 案、 Middle East Cement v. Egypt 案、 Sedelmayer

v. Russia 案、 Tecmed v. Mexico 案以及 Metalclad v. Mexico 案； 而近期选择区分合法征收与非法征收的案例比较典型的有：
ADC v. Hungary案、 Siemens v. Argentina案等。

輧輵訛 CETA, Article 8.39.
輧輶訛 UNCTAD, Investment Policy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5, p.109.
輧輷訛 参见前引輧輳訛， 朱明新书， 第 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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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方式，輨輮訛 对国家所造成的物质或者精神损害提供充分赔偿，輨輯訛 将会在 ISDS机构走向更加可持续
性的同时， 赋予争端解决机构更多的灵活性， 从而促进 ISDS 机制更充分地发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
功能。

（三） 鼓励国际社会的多边参与和统一协调

鼓励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 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国际组织广泛参与到 ISDS 机制的改革之中，
是推动该机制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指导原则。 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 人权保障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例如 《巴黎协定》 《联合国人权宣言》 等对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成果， 都是在国际社会共
同努力的基础上实现的。 而 ISDS机制的可持续发展， 同样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才可以实现。

在多边参与这一问题上， 国际社会已经取得相对广泛的共识， 例如， UNCTAD 确定的国际投资
协定第二阶段改革的十项政策选择中， “多边参与” 被认为是特别具有希望的一种选择；輨輰訛 欧盟、 美
国、 中国等在外国直接投资领域具有最重要影响的国家或区域一体化组织， 也积极参与到国际投资
规则的制定中， 为投资发展注入积极因素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而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表的 77
国集团和中国在认识符合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的投资政策的重要性的基础之上， 也强调 ISDS 机制
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取决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积极和广泛参与， 并鼓励双方将自身对改革的经
验和愿景融入到 ISDS 机制的任何可能改革的方向和内容中。輨輱訛 可以肯定， 无论是来自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还是来自欧洲或者北美的 ISDS 机制改革方案， 如果能在国际社会取得更多国家和国际组
织的支持， 对于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ISDS机制都大有裨益。

与此同时， 需要指出， 如果没有一套全面的一揽子方案来解决 ISDS 机制的实质性问题， 任何
改革尝试都只能是零碎的变革， 并可能产生新形式的分裂和不确定性。輨輲訛 国际上更多主体的参与，
只是 ISDS 机制改革的一种形式追求， 其最终目标则是通过广泛的参与， 实现国际社会的统一与协
调， 从而为达成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全面且综合的方案奠定基础。

当前， 国际社会为推动 ISDS 机制改革朝向更加协调和统一已经开展了大量工作， 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便是联合国下属的 UNCTAD。 通过数十年的发展， UNCTAD 已经成为推动国际投资可持续发
展的协调中心和对国际投资问题具有高层次、 包容性共识的国际论坛， 其通过世界投资论坛、 《世
界投资报告》 等多种形式， 为解决国际投资纠纷、 促进 ISDS 机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此外，
其他联合国下属国际组织， 例如 UNCITRAL ， 也通过改革建议文件的形式， 指导全球不同国家和国
际组织对 ISDS 机制改革， 对于 ISDS 机制的改革方案达成共识同样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輨輳訛 借助上述

輨輮訛 恢复原状指尽量恢复国际不法行为发生之前存在的状况。 补偿， 也即狭义的赔偿， 指弥补经济上可评估的任何损害。 抵偿
则指可采取承认不法行为、 表示遗憾、 正式道歉或另一种合适方式。 参见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 162 大会决
议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第 34-37条。

輨輯訛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第 31 条： 1. 责任国有义务对国际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提供充分赔偿。 2. 损害包括一国国
际不法行为造成的任何损害， 无论是物质损害还是精神。

輨輰訛 UNCTAD, Improving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UNCTAD Policy Tools, p2, available at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
diaepcb2017d8_en.pdf, 2020-07-10.

輨輱訛 Mohamed Edrees, Statement on behalf of the Group of 77 and China by H.E. Mr. Mohamed Edree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E鄄
gypt to the United Nations, at UNCITRAL Working Group III meeting on the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Reform (New York,
23 April 2018)， para 9, available at http://www.g77.org/statement/getstatement.php?id=180423, 2020-07-10.

輨輲訛 See UNCTAD, supra note 輨輰訛， p.2.
輨輳訛 2017 年和 2018 年， UNCITRAL 先后发布了 “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Submissio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Reform Options for ISDS” 等改革 ISDS
机制的建议文件， 其推动 ISDS机制的步伐有明显加快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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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理念下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革新

具有全球参与性质的平台， 对那些积极参与 ISDS 机制改革的国家和区域组织进行引导， 从而在改
革方案上实现统一与协调， 是推动 ISDS机制走向更加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又一重要举措。

结语

为了推动新时期国际投资规则体系的发展， 中国应秉持 “负责任大国” 的态度， 参与到可持续
性国际投资法律和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之中来。 中国应当主动承担起国际责任， 积极地参与到 ISDS
机制等国际投资体制的机构创设、 规则制定以及案件裁判之中来， 充分借助自身主要资本输入国和
资本输出国的有利地位， 在坚持自身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同时， 与其他国家一道共同推动 ISDS 机制
的可持续发展： 借助 “一带一路” 和 “亚投行”， 探索建立 “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构”， 从而为
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处符合自身发展水平、 兼具包容性的新型投资争端解决场所；輨輴訛 在国际投资
协定的谈判或者更新中， 使用单独条款、 一般例外条款或者在序言中， 将涵盖公共、 环境、 社会等
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规定纳入到投资协定之中，輨輵訛 并可以考虑进一步将其直接纳入到投资争端的解决
之中； 在 ISDS机制的裁判中， 与其他国家一道就 ISDS 机制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发布联合解释以促
进裁判的一致； 积极参与 ICSID、 UNCITRAL、 UNCTAD 等对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具有重要影响的国
家组织的工作， 从而为 ISDS机制的革新提供更多来自中国的思考等。

（责任编辑： 刘长兴）

Abstract: Sustainable�development�has�become�a�common�value�goal� followed�by� the� interna-
tional�community.�In�the�process�of�development,�the�investor-state�dispute�settlement�mechanism�
has�gradually�exposed�its�shortcomings�in�the�three�core�principles�of�the�concept�of�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airness,� coordin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Investor-State�
Dispute�Settlement�mechanism� and�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ation� of� its� own� attributes�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
vestor-State�Dispute�Settlement�mechanism�to�a�more�sustainable�road,� in� the�future,�we�should�
focus�on�breaking�through�the�shackles�of�the�nature�of “arbitration”,�actively�us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to� improve� relevant� internal� systems,� and� encourag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to�reform�the�mechanism�by�joint�participation�and�unified�coordination.

Key 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Fair-
ness； Coordination； Sustainability��

輨輴訛 张丽娜： 《“一带一路”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完善研究》， 载 《法学杂志》 2018年第 8期。
輨輵訛 黄世席： 《欧盟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兼论中欧双边投资协定中的相关问题》， 载 《环球法律评论》

2015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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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前辈瞿同祖先生在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譹訛 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 “汉唐
间法律儒家化” 的观点， 从而成了学界几十年占据主导地位的定论。 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讲授中
国法制史时， 发现瞿先生的研究存在两个不足： 一是没有对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根本区别 （即： 对
君权的态度不同） 进行辨析， 二是视野局限于各朝法典， 而没有从宪法、 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古代的
国家政体、 国家结构， 进而对古代法制是儒家化还是法家化作出判断。

我认为中国古代法律未曾儒家化， 而是法家化，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秦汉以降的公法或
政治制度体现了法家思想精神。 《汉书·元帝纪》 记载宣帝教训太子曰： “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
道杂之， 奈何纯任德教， 用周政乎？” 宋代朱熹说： “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 所以后世不肯变。
且如三皇称皇， 五帝称帝， 三王称王， 秦则兼皇帝之号。 只此一事， 后世如何肯变？”譺訛 三代以下，
“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 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 其间虽或不无小康， 而尧、 舜、 三王、 周
公、 孔子所传之道， 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譻訛 谭嗣同在 《仁学》 中说： “两千年之政， 秦政也，
皆大盗也； 两千年之学， 荀学也”。 毛泽东说 “百代都行秦政法”。 这些看法都是基本符合实际的。

儒家的政权形式是 “圣君贤相”， 如荀子所言： “若夫兼而覆之， 兼而爱之， 兼而制之， 岁虽凶
败水旱， 使百姓无冻馁之患， 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 （《荀子·富国》） 圣君贤相的关系是一种相互
尊重、 相互制约的关系， 余英时认为，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 以初唐三省制下的政事堂制度最为
接近儒家 “圣君贤相” 互相制衡的政治理想。 唐初遇下诏敕， 便先由门下省、 中书省和尚书省举行
联席会议， 会议场所称为政事堂， 设在禁中。 中书省拟诏， 门下省复核， 再加 “中书门下之印”，
由皇帝交给尚书省执行。 可这一制度到宋代就不复存在。 只有中书省在皇宫里， 门下尚书两省都移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譹訛 参见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商务印书馆 2010年版。
譺訛 《朱子语类》 （第八册）， 中华书局 1986年版， 第 146页。
譻訛 《朱子文集》 卷 36： 《答陈同甫六》。

郝铁川 *

内容提要： 通过对秦朝至清朝国家政体从君主宰相制到君主独断制变化的研究， 进一步论
证了中国古代法制法家化而非儒家化的观点。 法制法家化的根本原因是法家比儒家洞察私
有制社会的人性， 看透了绝大多数人的行为规律是 “趋利避害”， 而儒家性善仁爱思想是
原始氏族社会一些观念的回光返照， 宗法家族制度虽可以使它苟延残喘， 但毕竟不敌私有
制和商品经济对人性的撕裂。
关键词： 封建政体 法制法家化 私有制 商品经济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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譼訛 余英时： 《“君尊臣卑” 下的君权与相权》， 载氏著： 《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譽訛 郝铁川： 《周代国家政权研究》， 黄山书社 1990年版， 第 175-186页。

在皇宫外面了， 只有中书省单独取旨， 门下尚书两省长官不再预闻政府最高命令。 所以余先生在
《“君尊臣卑” 下的君权与相权》譼訛 一文中指出， 照传统的说法， 理想的政治格局是所谓 “圣君贤相”。
圣君垂拱而治， 贤相则负责处理一切实际的政务。 这样， 皇帝虽然世袭却不妨害政府领袖———宰
相———可以永远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出最贤能的人来担任。 这对于广土众民的古代中国而言， 诚不失
为一种良好而合理的办法。 但可惜这只是传统儒生的一种理想和期待， 历史的实际却不是如此。

法家主张的政权形式是君主个人独裁制度， 这是没有争议的。 从秦到清两年间的政权组织形
式， 就是向着君主个人独裁制度演进的。 中国古代的政体变化最能体现法制的法家化。

一、 战国至元君主宰相制较之先秦宗法贵族君主制更加专制

战国之前的夏、 商西周春秋的国家政体是宗法贵族君主制。譽訛 其特点是， 在 “礼” 的前提下世袭
贵族和世袭王权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 然而这种政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君主和贵族权力的大小是
由他们拥有的军事、 经济实力所决定的， 是随着他们的军事经济实力的变化而有所不同的。 正因如
此才出现了众所周知的如下历史进程： 厉王奔彘以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春秋后期礼乐征伐自大夫
出。 而到了战国， 宗法贵族君主制从总体上走向崩溃。 春秋战国间经历了一场不同于西周春秋的社
会大变动。 在这场大变动中， 因为经济上发生了 “废井田， 开阡陌” （土地私有制代替了土地王有
制）， 政治上发生了 “废分封， 立郡县” （贵族世袭任官职被官僚选拔制代替）， 政权的组织形式也
由宗法贵族君主制被君主宰相制所代替的情况。

君主宰相制所不同于宗法贵族君主制的根本之处， 就是官僚制度逐渐取代了世袭贵族制度， 由
君主与贵族组成的政权格局变为君主与以宰相为首的官僚组织构成的新的政权格局。 官僚大都起自
布衣之士， 战国时期列国竞相招贤纳士， 而士也打破国、 族界限， 为不同阶级、 阶层和集团的利益
四处奔波， 摇旗呐喊。 以士为主体的官僚阶层与君主关系， 不同于以前君主与贵族的关系。 官僚大
都没有宗族势力做后盾， 没有封土采邑作经济支柱， 其任职全凭君主个人意愿决定， 其官俸大都为
谷物。 任之即官， 去之即民， 在上位者任免臣下不像世袭贵族时代那样困难， 而臣下亦不能轻易割
地称雄。

官僚阶层的首脑为宰相， 因此， 官僚阶层与君主的关系就表现为宰相与君主的关系。 古代人们
理想的政治格局便是 “圣君贤相”。 君主高高在上， 垂拱而治， 而宰相则日理万机， 总揆百官， 君
主虽然是世袭的， 但宰相却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贤与能， 弥补君主世袭制的缺陷。

君主宰相制中的君主与宰相， 如果要和现代政治制度相比附，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君主大体
类似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宰相大体类似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君主握有对一切政务的最后决定权， 但
一般不直接统领百官， 处理政务； 宰相负责直接统领百官， 处理政务， 然而原则上只能 “助理万
机”， 并无最后决定权和否决权。 没有君主， 在当时就可能没有秩序和政府； 没有宰相， 国家机器
就很难有效运转。 君主世袭， 人们无法选择， 但宰相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选拔， 略补君主世袭所产生
的政治不确定性的弊端。 根据我国两千多年的宰相历史， 宰相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方可称之为宰相：
一是必须拥有议政权， 二是必须拥有监督百官执行的权力。 对此， 《后汉书·陈忠传》 讲得最概括：
“三公称冢宰……入则参对而议政事， 出则监察而董是非。” 由于当时实行的最根本的政治制度毕竟
是君主专制， 宰相的上述两项权力， 虽有习惯法规定， 却没有办法保证君主一定要遵守这些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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譾訛 [清] 赵翼： 《廿二史札记》 卷 7： 《禅代》。

也就是说， 在原则上不能排除宰相权力随时遭到君权限制、 侵夺、 取代的可能性。 历史事实也是如
此： 为了统治需要， 有些爱揽权的君主 “任心而行”， “政由己出”， 不但限制甚至暂时剥夺宰相的
议政权， 某些时候还 “真如一吏” “代有司 （宰相） 行事”， 致使 “三公顿为虚器”。 即： 君主直接
处理政务， 剥夺了宰相的某些监督百官执行之权。

总之， 宰相权力虽对君主有一定制约， 但它得不到严格保证， 随时可能被君权所限制、 侵夺、
取代。 君权与相权相比， 君权无疑是绝对的、 最高的， 而相权则是从君权那里派生出来的， 由于君
主体力、 能力的有限性， 君主总也离不开宰相的辅佐作用。 因此， 圣君贤相成了人们追求的理想格
局。 这就形成了君权与相权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的君主宰相制政权组织形式。 但宰相对皇帝的制
约权力由于缺乏实力支撑， 常常流于道义制约， 根本不能和先秦宗法贵族君主制下分封贵族对君主
的制约权力相比。

（一） 中国古代政权的转移方式是法家提倡的世袭而非儒家主张的禅让和革命

中国古代的政权转移方式主要有如下三种：
1． 禅让。 所谓禅让， 是指在位的皇帝， 将帝位让给他人。 按照 《论语·尧曰》 《尚书·尧典》 等

儒家经典的说法， 禅让的特征有三： 一是出于在位皇帝的自愿， 而非他人挟持逼迫而为之； 二是接
受禅让者必须德才兼备， 民众拥戴； 三是禅让者和接受禅让者必须不是一个家族的人。 儒家禅让之
说意在崇尚 “德治”、 “人治”， 歌颂 “天下为公”。 而法家认为君臣关系是绝对不能颠倒的， 因此对
禅让理念颇不以为然。 《韩非子·忠孝》 说： “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 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
而审行之， 是以天下乱。 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 是以有弑君， 有曲于父。 尧、 舜、 汤、 武或反
群臣之义， 乱后世之教者也。 尧为人君而君其臣， 舜为人臣而臣其君， 汤、 武为人臣而弑其主、 刑
其尸， 而天下誉之， 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 即使君主无道， 为臣也不能造次。

从中国封建社会史料来看， 两千年间并没有像儒家所说那样， 真正有所谓体现 “天下为公” 的
禅让。 相反， 禅让倒成了一些篡位者夺取皇位的 “正当理由”。 如王莽篡汉， 曹魏篡后汉， 以及晋、
齐、 梁、 陈、 北魏、 北齐、 北周、 隋、 唐、 后梁与宋等之篡位， 都是假借禅让美名而行窃权之实。
这一点， 清朝赵翼 《廿二史札记》 卷七 “禅代” 篇看得一清二楚：

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 其权臣夺国， 则名篡弑， 常相戒而不敢犯。 王莽不得已， 托于周公辅
成王， 以摄政践祚， 然周公未尝有天下也。 至曹魏， 则既欲移汉之天下， 又不肯居篡弑之名， 于是
假禅让为攘夺。 自此例一开， 而晋、 宋、 齐、 梁、 北齐、 北周， 以及陈、 隋皆效之。 此外尚有司马
伦、 桓玄之徒， 以援为例。 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诛起， 而亦假代王之禅。 朱温更以盗贼起， 而亦假哀
帝之禅。 至曹魏创此一局， 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 历七八百年。譾訛

清朝王船山亦有类似看法。 “当婊子， 立牌坊” 是历史上搞禅让之人玩的把戏， 又想窃国， 又
不想公开违反君臣名分， 而遭世人唾骂， 所以上演一出禅让的闹剧。 这表明儒家鼓吹的禅让是没有
可行性的， 在这一点上， 法家比儒家现实。

2． 世袭。 与早期儒家 （孔子、 孟子） 鼓吹禅让制度相反， 法家认为君臣关系是绝对的， 因而主
张君主应该实行世袭。 所谓世袭， 是指皇位在同一家族中循例继承， 或兄终弟及， 或父子相传， 或
皇帝生前制定。 秦汉 28 帝， 以皇后嫡子继位者仅 3 人； 两宋 18 帝， 仅 3 人嫡出； 明代 16 帝， 仅 5
人嫡出。 清朝雍正之前皇帝都是生前公开立储， 雍正发明了公开的秘密立储制度。 要点有三： 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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譿訛 李启成： 《中国法律史讲义》，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115页。

皇位选择由皇帝乾纲独断， 他人不得亦不能参与和插手； 二是改变既往的立嫡、 立长原则为立贤原
则； 三是储君在登基为帝之前， 只能辅佐政务， 而不能分享皇帝的权力。譿訛

应该说明的是， 孔孟之后的儒家吸取了法家的君臣绝对观念， 公开阐述禅让和传子各有道理。
如唐朝韩愈在 《对禹问》 中说： 不传子而传贤， 会导致人人都认为自己贤， 因而纷纷争夺皇位， 天
下大乱。 而且大贤不常有， 因此， 不乱之时少， 争乱之时多； 传子则有规则可循， 能够避免争夺。
而且大恶不常有， 人多是中才， 循法继位， 仍可守成为治， 故必定出现治世多而乱世少的较好局
面。 宋代苏辙则在 《夏论》 中说认为皇位传子是顺乎人之常情。 这表明， 儒家试图坚持彻底的 “让
贤”、 “尚贤” 在古代是不可能的。 如果看看西欧中世纪由于王位没有像中国封建社会这样严格的继
承制度， 从而出现宫廷厮杀、 四分五裂， 民族国家迟迟不能形成的局面， 或许我们会对中国封建社
会君主世袭制度有了 “同情的理解”， 它是那个时代自给自足自然经济、 稳定社会秩序、 抵御游牧
民族侵略等多种因素的产物， 它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当然到了工业社会、 市场经济年代， 它
就落伍了， 必须退出历史的舞台了。

3． 革命。 这是早期儒家提出的主张。 这里所说的 “革命” 实即用武力手段进行 “改朝换代”，
而不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的改变。 《尚书》 中的 《汤誓》 和 《牧誓》 已有吊民伐罪的革命思想。
儒家不是不重君臣名分， 但早期儒家与法家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不把君臣关系绝对化。 所以孔子
说： “君使臣以礼， 臣事君以忠” （《论语·八佾》）， 前者是后者的条件。 孟子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
则臣视君如腹心； 君之视臣如犬马， 则臣视君如国人； 君之视臣如草芥， 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
子·离娄》） 因此， 当君主行为背离 “君道” 时， 儒家主张通过两种方式进行 “革命”。

一是由君主的 “同姓之卿” （宗室大臣官僚） 废除无道的君主， 另在宗室内部选择一个君主。
《孟子·万章》 对此是这样阐释的： 君主下面的同宗大臣可以对君主进谏， 多次进谏无效的话， 可以
将其革除。 而那些不同宗的大臣对君主只能进谏， 君主执意不听的话， 这类大臣只能辞职而去。

二是由新兴的、 民心所向的贤者率众推翻无道君主。 如 《易传·彖传》 曰： “汤武革命， 顺乎天
而应乎人。” 《孟子·梁惠王》 曰： “贼仁者谓之贼， 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
矣， 未闻弑君也。”

而法家把君臣关系绝对化， 尊君卑臣， 认为为臣绝无推翻君主的权力。 《韩非子·忠孝》 对此说
道： “尧为人君而君其臣， 舜为人臣而臣其君， 汤、 武为人臣而弑其主、 刑其尸， 而天下誉之， 此
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 韩非子认为君权绝对的主要理由是民智低下， 他在 《显学》 篇中说：
“今不知治者必曰： ‘得民之心。’ 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 则是伊尹、 管仲无所用也， 将听民而已
矣。 民智之不可用， 犹婴儿之心也。” 韩非子还认为 “尚贤” 是危害君主的理论， “故人臣毋称尧舜
之贤， 毋誉汤、 武之伐， 毋言烈士之高， 尽力守法， 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

但后来的儒家屈从于专制现实政治的压力， 不再宣扬 “汤武革命顺乎天、 应乎人” 这套理论，
竟或明或暗地接受了法家君臣关系绝对化的主张。 如董仲舒提出了 “三纲五常” （《春秋繁露·十
指》）， 三纲皆取于阴阳之道。 具体地说， 君、 父、 夫体现了天的 “阳” 面， 臣、 子、 妻体现了天的
“阴” 面； 阳永远处于主宰、 尊贵的地位， 阴永远处于服从、 卑贱的地位。 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
父权、 夫权的统治地位， 把封建等级制度、 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 韩愈 《原道》 说：
“君者， 出令者也； 臣者， 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 民者， 出粟米麻丝， 作器皿， 通货财， 以事其
上者也。 君不出令， 则失其所以为君； 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 则失其所以为臣； 民不出粟米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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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 作器皿， 通货财， 以事其上， 则诛。” 宋代理学也认可 “父子君臣， 天下之定理， 无所逃于天
地之间。”讀訛 只是到了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才批评了那种 “君臣之义不可逃于天地之间” 的理论：
“岂天地之大， 于兆人万姓之中， 独私一人一姓乎？”讁訛

综上所述， 在禅让、 世袭和革命三种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方式中， 儒家主张的是禅让和革命两
种， 法家主张的是世袭。 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已经证明， 禅让只是早期儒家的一种回忆， 三代之
后就没有真正的禅让了。 “革命” 也是早期儒家对三代历史的解释， 三代之后就没有出现符合早期
儒家所谓的 “革命” 条件的 “革命”。 真正行于两千年之间、 为多数人认可的， 是法家的君权绝对、
世袭不已的主张。 最后连董仲舒、 韩愈、 宋代理学也都接受了法家的理论。

（二） 立法权属于法家主张的 “法后王” 而非儒家主张的 “法先王”

儒家的立法思想有两个特点： 一是 “法先王”。 儒家认为不是任何君主都可以立法的， 必须是
“圣王” 才有资格为天下立法。 这种圣王只有古时才有。 所以 《礼记·中庸》 曰 “仲尼祖述尧舜， 宪
章文武。” 二是重视习惯法 “礼”， 不太重视成文法。 所以孔子曰： “殷因于夏礼， 所损益， 可知也。
周因于殷礼， 所损益， 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 虽百世可知也。” （《论语·为政》） 礼是一种习惯法，
兼具道德和法律两重属性， 这一点当无争议。 但后世统治者虽然不蔑视礼治， 但更青睐于法家的成
文法主张。

而法家主张 “法后王”， 商鞅变法， 旧贵族代表甘龙、 杜挚起来反对变法。 他们认为， “法古无
过， 循礼无邪。” 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 “前世不同教， 何古之法？ 帝王不相复， 何礼之循？”， “治
世不一道， 便国不法古。 汤、 武之王也， 不循古而兴； 殷夏之灭也， 不易礼而亡。 然则反古者未必
可非， 循礼者未足多是也。” 主张 “而立法， 因事而制礼” （《商君书·更法篇》）。

后世王朝基本采取了法家的主张。 制定并颁行新的法典， 是新的王朝必做之事， 绝不会沿用前
朝之法典。 它是新的王朝具有合法性的主要标志。 一个王朝的立法一般分为两类： 一是编纂法典，
这是一朝一代的基本法律， 有较强的稳定性， 一般是开国之君那一代人搞的。 作为法律基本形式的
“律”， 虽由朝臣具体编制， 但批准权和颁布权均属于皇帝； 二是编纂皇帝的诏敕及案例， 作为追加
法， 这些敕令是开国之君之后的皇帝根据需要， 随时发布的。 这些立法不仅灵活性强， 而且更能充
分体现皇帝的意志。 汉武帝时的廷尉杜周在面对别人 “不循三尺法， 专以人主意指为狱” 的指责
时， 坦然而明确地答复： “三尺 （法） 安出哉？ 前主所是著为律， 后主所是疏为令。 当时为是， 何
古之法乎？”輥輮訛 皇帝的诏令可以左右法律， 也可以创制和取消法律。 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趋于极端化， 在诸种法律形式中， 皇帝的敕令和 “钦定例” 越来越占突出的地位， 唐格、 宋敕、 明
诰、 清例无不如此。

在中国古代法典编纂史上， 大量编辑后世皇帝的诏敕， 直接制定成法律形式， 对常法和成制加
以修正和补充的 “编敕” 立法活动， 是中华法系的一大特点。 中又以宋代最具典型。輥輯訛 编敕， 即编辑
诏敕制成的法规。 按唐朝的制度， 皇帝发布的政令所用的公文形式有不同的规定， “制” 和 “诏”
用于重大典礼和国务活动， “册” 用于封赏， “敕” 用于下达处理日常政务。 敕又分为发日敕、 敕
旨、 论事敕书、 敕牒四种， 其中发日敕 （按日发布的敕书） 就可以用以 “处流以上罪”， 与刑法有

讀訛 [宋] 程颢： 《河南程氏遗书》 卷五。
讁訛 [明] 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原君》。
輥輮訛 《汉书·杜周传》。
輥輯訛 黄源盛： 《中国法史导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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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宋承唐制， 敕书应用极为广泛， 经常使用敕书来处断案件。 由于发布频繁， 时间一长， 前后就
可能有所抵触， 有必要汇编整理， 删削过时的， 保留适于时用的， 此即 “编敕”。 《宋史·刑法志》
记载宋初 “律敕并行”， 宋神宗时改 “律令格式” 为 “敕令格式”， “凡律所不载者， 一断以敕”。

李启成先生认为中国帝制时代的立法机构是： 王朝初创时期奉君主之命， 君臣集体制作律典；
王朝承平时期则奉君主之命修订法令。輥輰訛 总体而言， 可以说皇帝是 “言出法随”。

（三） 司法权属于法家主张的君主所有而非儒家提倡的民意

先秦儒家是不赞成君主个人独揽司法大权的。 孟子说 “左右皆曰可杀， 勿听； 诸侯大夫皆曰可
杀， 勿听； 国人皆曰可杀， 然后察之， 见可杀焉， 然后杀之。” （《孟子·梁惠王》） 而法家主张司法
权应归君主所有。 韩非子说： “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 二柄而已矣。 二柄者， 刑德也。 何谓刑德？
曰： 杀戮之谓刑， 庆赏之谓德。 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 故人主自用其刑德， 则群臣畏其威而归
其利矣。” （《韩非子·二柄》） 明君用来控制臣下的， 不过是两种权柄： 刑罚和奖赏。 做臣子的害怕
刑罚而贪图奖赏， 所以君主亲自掌握刑赏权力， 群臣就会害怕他的威势而追求他的奖励。 秦朝以降
采用的是法家的主张， 而非儒家的想法。 比如： 皇帝直接审案， 诏狱， 铁券丹书， 赦免权， 击登闻
鼓和邀车驾。

（四） 皇权与相权的关系不是按照儒家主张的 “圣君贤相” 格局而是沿着法家提倡的 “尊君卑
臣” 原则演进的

儒家主张君臣关系应是 “圣君贤相” 的格局。 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 “君君， 臣臣， 父父， 子
子” （《论语·颜渊》）， “君使臣以礼， 臣事君以忠” （《论语·八佾》）， 朱熹说得更具体： “盖君虽以制
命为职， 然必谋之大臣， 参之给舍， 使之孰议， 以求公义之所在， 然后扬于王廷， 明出命令， 而公
行之， 是以朝廷尊严， 命令详审， 虽有不当， 天下亦皆晓然知其谬之出于某人……臣下欲议之者，
亦得以极意尽言而无所惮， 此古今之常理， 亦祖宗之家法也” （《朱文正公文集》 卷十四）。 用今天
的话来讲， 朱熹提倡的是 “群言堂” 而非君主 “一言堂”。 而法家与此不同， 法家主张君主要玩弄
“术”， 让臣下感到其高深莫测， 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伴君如伴虎”。 后世多数皇帝采用的是法家
主张。

余英时先生在 《“君尊臣卑” 下的君权与相权》 一文中对此有详实的论述。輥輱訛 他指出， 在中国的
政治传统中， 君权和官僚制度的关系更是一部不断摩擦、 不断调整的历史。 当官僚制度的机器发展
得不符合 “君尊臣卑” 的要求时， 君主便要对这部机器作一次基本的调整。 由于相权是处在这部机
器运转的枢纽地位， 因此每一次重大的调整便导致宰相制度的变更。 李俊所撰 《中国宰相制度》 一
书， 对相权的发展作了一个简明而相当扼要的总结。 他说： 中国宰相制度， 代不相同， 然相因而
变， 有其趋势， 亦有其法则。 趋势维何？ 时代愈前， 相权愈重； 时代愈后， 相权愈轻。 法则维何？
君主近臣， 代起执政， 品位既高， 退居闲曹是也。輥輲訛

钱穆先生在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萧一山先生在 《清代通史修订本》 和周道济先生在 《中国
宰相制度研究》 中， 都认为自三代之后， 君权的发展越来越扩大、 愈来愈集中。 汉代尚可 “丞相所
请， 靡有不听” （《后汉书·陈忠传》）， 故在汉代以前， 君权去古未远， 尚多节制。 洎乎东汉， “光武

輥輰訛 参见前引譿訛， 李启成书， 第 186-188页。
輥輱訛 参见前引譼訛， 余英时文。
輥輲訛 李俊： 《中国宰相制度》， 商务印书馆 1947年版， 第 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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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愠数世之失权， 忿强臣之窃命， 矫枉过直， 政不任下。” （仲长统： 《昌言》） 独任制的宰相演变
为三公并相， 向着君权扩张又迈出一步。 魏晋南北朝而下， 以至隋唐， 多人并相的制度变得更为复
杂， 而 “唐时宰相， 名尤不正。” （欧阳修语， 见 《新唐书·百官志》） 往往有十余人同时为相。 宰相
越多， 君权的操纵越容易。 到了宋代， 君权扩张， 相权畏缩。 以朝仪言， 唐代群臣朝见， 宰相得有
座位， 并赐茶。 古所谓 “三公坐而论道”， 唐制还是如此。 迨到宋代， 宰相上朝， 站着不坐。 皇帝
诏书在唐代归宰相中书省拟定， 此种拟稿叫做熟拟， 亦称熟状拟定。 熟状拟定是详拟定稿的意思。
中书熟拟送呈皇帝， 皇帝只亲览后在纸尾批几句， 用皇帝御印可其奏， 此谓之印画。 经此手续后，
便可降出奉行。 此项手续， 其实是宰相出旨， 只求皇帝表示同意就算。

用现代话说， 皇帝在政府所下的一切最高命令有他的同意权。 到宋初， 宰相为避嫌， 为推尊皇
帝， 为使皇帝的威望地位抬高， 遇政府定旨出命， 先写一札子。 这是一种意见的节要， 对于某事提
出几项意见， 拟成几条办法， 送由皇帝决定， 所谓 “面取进止”。 然后宰相再照皇帝意见正式拟旨。
所以宰相面取进止的诏文， 仅是一种草案或条陈， 而不再是定旨出命的定稿， 这与唐代宰相之熟拟
相差就很大。 宋代的最高政令之最后决定权在皇帝， 而不在宰相， 至少皇帝就不仅有同意权， 而有
参加意见之权了。 宰相不过是奉命行事， 所以君权就重， 相权就轻了。 再说， 政府的一切重要指
示， 本来也并不全要由皇帝诏敕行之的。 在唐代， 政事堂号令四方， 其所下书曰堂帖， 宋初还有此
制， 并认为堂帖效力重于敕命。 但后来便有诏禁止， 中书不得下堂帖， 于是改用札子指挥。 其实札
子也还如堂帖。 后来有一地方官， 不服中书处分， 把原札封奏， 太宗大怒， 令公事须降敕处分， 即
用札子， 亦当奏裁。 但这一制度， 到神宗时， 还是废了， 仍许用札子。 据此诸点， 可证宋代宰相之
失职。 到了明朝，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 黄梨洲对此感叹道： “宰相既罢， 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
遂谓百官之设， 所以事我， 能事我者我贤之， 不能事我者我否之， 设官之意既讹， 尚能得作君之意
乎？”輥輳訛 降乎清代， “家法相承， 纪纲整肃， 太阿从不下移。”輥輴訛 清高宗在 《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 中
所讲的一些话， 尤能代表其时君主的一般态度： “夫用宰相者， 非人君其谁为之？ 使为人君者……
惟以天下治乱付之宰相， 己不过问， 幸而所用者若韩范， 犹不免有上殿之争， 设不幸而所用若王
吕， 天下岂有不乱者， 此不可也。 且使为宰相者， 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 而目无其君， 此尤大
不可也。”輥輵訛 故萧一山先生在 《清代通史》 中说， 清朝君主独揽政权， 而军机供传述而已， 盖事无不
综核， 日无不召对， 巡幸无不从， 章奏无不达， 内阁既成虚例， 军机亦多承旨， 故政权由内阁而转
移于军机， 亦不啻间接奉还于君主， 有清至亡， 未尝稍移焉。

（五） 内朝与外朝的替代循环不已

内朝 （亦称中朝） 由皇帝左右的亲信和宾客所构成， 外朝也称外廷， 指以宰相为首的公卿大
夫。 学界过去一般认为中外朝之分出现于武帝时， “中朝， 内朝也。 大司马、 前后左右将军、 侍中、
常侍、 散骑、 诸吏为中朝， 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輥輶訛 但我在 1988 年的博士论文 《周代国家政
权研究》 中指出， 根据彝名资料， 西周已有内朝、 外朝之分。 章太炎先生在 《中国宰相制度变迁法
则》 一文中， 从官名的变迁上揭示古代相权变迁的规律是： 宰相最初都是君主身边的内朝中人， 因
君主疑心外朝大臣不忠， 而起初甚得君主信任， 以制约外朝大臣， 慢慢地代替原来的外朝大臣， 自

輥輳訛 [明] 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置相》。
輥輴訛 《清史稿·列传·于敏中传》。
輥輵訛 转引自 《历代职官表》 卷二。
輥輶訛 《汉书》 卷七十七： “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 孟康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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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成为新的外朝大臣。 君主又对他们开始不放心， 故伎重演， 以身边内朝之人去制约外朝大臣。 如
此循环， 代代不已。 萨孟武教授云： “吾国官制， 秦汉以后， 无时不在变化之中， 而其变化的特质
则为中朝官转变为外朝官， 外朝官是国家的大臣， 中朝官是天子的近臣。 天子畏帝权旁落， 惧大臣
窃命， 欲收其权于近臣， 常用中朝官抑制外朝官。 历时既久， 近臣便夺取大臣的职权， 因之， 外朝
官乃退居于备员的地位， 而中朝官却渐次变为外朝官。 中朝官一旦变为外朝官， 天子复欲剥夺其
权， 而更信任其他近臣， 这样， 由近臣而大臣演变不已， 而吾国官制也愈益复杂起来。 三公、 尚
书、 中书、 侍中、 以及学士， 都是依这个原则， 由近臣而变为大臣的。”輥輷訛

（六） 儒家设计的限制君权措施不能从根本上阻挡皇权的任性

儒家与法家在君主理念方面的根本不同之处是： 后者认为君臣关系是君完全支配臣的绝对关
系， 因为君主不仅有立法、 司法大权， 还有 “术” 有 “势” 而令臣下战战兢兢； 前者认为君臣关系
是臣可以对君进行一定制约的相对关系， 儒家设计的制约措施主要是尊重道统、 谏议、 祖制、 朝
议、 封驳、 不肯平署等臣关系。 但法治是否能够实施， 关键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 战国以降
的儒家没有可以依赖制约君权的有效实力， 因此他们提出的限制君权措施不能有效阻止君权的任性。

道统是儒家根据历史而提炼出来的一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要求的治国理论模式。 儒家
勾勒的道统谱系， 上有远古文化英雄， 中有三代帝王， 然自孔子以下， 就没有帝王列于这一传承谱
系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 儒家的道统论使得儒者明确了自己的使命， 加强了儒学的凝聚力， 解决
了儒者长达数百年之久身份认同问题， 具有与代表皇权的治统相抗衡的意图， 理学家好言 “正君
心” 正是这一意图的反映。 道统在信奉天地君亲师的古代社会， 代表 “师”， 当然对君权有所制约。
但尊重道统属于道德， 没有法制强制力。 皇帝如果蔑视道统， 朝廷并无执法机构用暴力纠正皇帝行
为。 文庙从祀制度是指以孔门弟子及后世儒家圣贤附祭文庙， 从而彰显国家对儒家道统的尊崇， 孟
子配享始于宋代。 洪武五年 （1372 年）， 朱元璋以 《孟子》 一书 “非臣之所宜言” 而取消孟子的配
享。 虽然第二年就恢复了孟子的配享之位， 但仍然命令翰林学士刘三吾对 《孟子》 进行删节， 以此
作为科举取士的范本。

谏议制度是臣民可以对君主不当言行进行批评的制度。 谏议属于道德范畴， 没有法定约束力。
君主对臣下拥有生杀予夺的决定权， 故臣下进谏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贞观政要·求谏》 中唐太宗对
魏征所说： “人臣欲谏， 辄惧死亡之祸， 与夫赴鼎镬、 冒白刃， 亦何异哉！ 故忠贞之臣， 非不欲竭
诚， 竭诚者， 乃是极难。” 唐太宗算是善于纳谏的英明君主， 连他尚且说出这种话， 可知直言谏诤
是多么不易。 祖宗成法是开国之君制定的家法， 儒家主张 “法先王”， 祖宗家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约束后世君主。

但是如果皇帝违反了祖宗成法， 谁来纠正和制裁呢？ 没有！ 古代违反祖宗成法的情况主要可以
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错误地违反祖宗成法。 如西汉吕后违背 “非刘氏而王” 的规定而封王诸吕， 王
莽篡汉改制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是乱制。 二是正确地改革祖宗成法。 不管是错误地还是正确地违反祖
宗家法， 都说明了祖宗家法对后世皇帝没有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力。

朝议是中国古时候的议政决策方式。 它是由氏族社会时的贵族会议发展而来的。 朝议制度对君
主专制有一定的习惯制约作用， 制约作用的大小与皇帝个人的品质有关。 朝议制度是指皇帝临朝听
政与朝会日期的制度， 它从不实行投票表决、 少数服从多数制度， 最终决断权仍归皇帝所有。

封驳权是指皇帝下一诏书， 命令政府办理某事， 而宰相认为不可， 则可将诏书径直退给皇帝；

輥輷訛 周道济： 《中国宰相制度研究》， 台湾地区华冈出版社 1974年版， 第 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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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不肯平署， 是指臣下有所奏请， 已有皇帝裁可， 转给宰相时， 宰相不肯赞同者， 则可拒绝副署
（签字）， 而未经宰相副署的诏书是无效的。 宰相封驳和不肯平署权力无疑对皇权有一定约束， 但它
不同于现代权力制衡之处是， 宰相毕竟是皇帝任免的， 如果皇帝对宰相的制约不能容忍， 就可以罢
免宰相。 在这种人事任免制度下， 宰相也不可能敢于真正行使权力去制约皇权。 同时， 皇帝常常可
以避开正常的诏敕发布程序， 直接发号施令， 如唐朝有所谓的墨敕斜封， 南宋徽宗滥用 “御笔” 行
下， 南宋宁宗时屡降内批， 强迫臣下执行。 在此情况下， 封驳制度便形同虚设了。

二、 明清君主独断制较之此前君主宰相制更加专制

在中国封建社会， 自战国至元朝， 一直实行君主宰相制。 皇帝是国家的元首； 宰相则是中央政
府的首脑， 是国家最高行政长官。 相权对君权有所制约， 汉代宰相 “掌丞天子， 日理万机” （《汉
书·百官公卿表》）。 曹魏时宰相 “总典纲纪， 无所不统” （洪饴孙 《三国职官表》）， 魏明帝车驾曾到
相府， 宰相陈矫竟敢以 “君相分权” 为由， 拒皇帝于大门之外 （《三国志·陈矫传》）。 唐、 宋时代，
皇帝个人一般不得直接向政府机关发号施令， 敕书要有宰相副署， 皇帝不可代笔。 宰相建议委任某
人做官， 皇帝虽不喜欢， 有时也只好同意 （《宋史·赵普传》）。

因此， 在君主宰相制下， 君权与相权始终存在尖锐的矛盾， 这一矛盾使得相权在君权的压制
下， 步步走向衰弱。 具体而言， 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宰相的人数由一到三。 秦朝以丞相为
最高行政长官， 基本为一人， 有时则分左、 右两人。 汉初遵循秦制， 而到汉成帝时， 认为丞相一人
管事太多， 职权太重， 乃以大司空、 大司徒与大司马三人为宰相， 号称 “三公”， 分理庶政， 宰相
由一人变为三人。 第二， 宰相的机构 （官署） 由一到三。 从秦朝到东汉， 宰相的官署只有一个， 即
丞 （宰） 相府， 与皇帝的宫殿相对应。 而魏晋南北朝时期， 相府由原来的一个逐渐向三个 （尚书
省、 中书省、 门下省） 相府演变， 及隋唐实行三省六部制， 正式出现了三个相府： 中书省负责替皇
帝起草诏书， 门下省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书， 尚书省则负责执行皇帝的诏书， 吏、 户、 礼、
兵、 刑、 工六部隶属于尚书省。 第三， 宰相的机构由三变一， 而变无。 隋唐三省制本意是将草拟诏
书令 （中书省）、 审议诏令 （门下省）、 执行诏令 （尚书省） 三权各自分立， 相互制约， 而宋代以
左、 右仆射摄行尚书令， 并以左仆射尊门下侍郎， 摄行侍中， 右仆射尊中书侍郎， 摄行中书令， 三
权分立事实上已被破坏， 中书、 门下两省的权力事实上已被尚书省的左、 右仆射所侵夺。 宋代末
期， “三省之政合乎一”， 即三省权限已非截然分明， 而是混融为一。 到了元代， 干脆就废除三省制
度， 只设中书一省， 以中书省总揽全国政务。 中书省置中书令一人， 常以皇太子兼任， 其下设左、
右丞相各一人。

所以， 从宰相制度演变的趋势来看， 朱元璋废除相权是极其自然的， 或者说是千余年来君权与
相权不断摩擦的必然结局。 宰相制度的废除， 使得君主独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黄宗羲 《明夷
待访录》 敏锐地看到了宰相之存废对君臣关系所带来的变化： “古者君之待臣也， 臣拜， 君必答拜。
秦、 汉以后， 废而不讲， 然丞相进， 天子御座为起， 在舆为下。 宰相既罢， 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
遂谓百官之设， 所以事我， 能事我者我贤之， 不能事我者我否之。 设官之意既讹， 尚能得作君之意
乎？ 古者不传子而传贤， 其视天子之位， 去留犹夫宰相也。 其后天子传子， 宰相不传子。 天子之子
不皆贤， 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 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 宰相既罢， 天子之子一不贤， 更无与为
贤者矣， 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 不过， 黄宗羲只看到明朝的情况， 而没有见到清朝登峰造极
的君权。 否则， 他会更强烈地批评清朝。

我把宰相制度被废除后的君主制度称之为 “君主独断制”， 而不采用 “君主绝对专制”， 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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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对君主绝对专制的一般理解， 与中国明清时期的君主制度是有很大不同的。
根据钱乘旦先生的分析， 东方的 “专制” 和西方的 “专制” 差距很大。輦輮訛 在西文中 （包括英文）

“东方专制” 和 “西方专制” 是两个词， 前者用 despotism， 是个贬义词， 后者用 absolutism， 不含有
贬义， 隐隐约约还有褒义。 在西方学术话语中， absolutism 是他们的一个历史阶段， 并不是受批判
的对象； 相反， despotism 却是个不好的东西， 专门挨他们的骂。 从这里也可以体会到西方人的文化
偏见。 不过 despotism 和 abomutism 确实很不同， 区别在于对国家归属的理解上： 国家属于谁， 君主
与国家是什么关系。 在西方， absolutism 指的是在摆脱了以领地分封为基础的封建分裂状态后， 以
前分散在整个社会、 掌握在大小贵族手中的权力被回收， 集中到一个中心也就是君主手里， 由此形
成一种新的国家形态， 就是 absolutemonarchy， 以前翻译成 “专制王权”， 现在有人提出应该翻译成
“绝对主义王权”， 指一种 “绝对” 的权力， 不像在封建时期国王只有 “相对” 的权力。 钱先生说，
他基本赞成这种译法， 但 “专制王权” 已经约定俗成了， 要改过来却不大容易。

Despotism 则指一种独断的权力， 比如中国皇帝就有这种权力。 在国家归属问题上， 中国人从
来有 “家国” 之说。 什么是 “家国”？ “家国” 的意思是 “国” 属于 “家”， 也就是 “家天下”： “大
宋” 是赵家的， “大唐” 是李家的， 诸如此类。 “家” 包着 “国”， 这就是 “家天下”。 过去说 “天
下为公”， 其实这个 “公” 不是指 “大伙” 或 “大家”， 指的是 “公家”， 公家就是皇上， 是皇家。
普天之下都属于皇家， 每一个人、 每一寸土地都归皇家所有， 这才会有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君要臣亡， 臣不得不亡” 这样的话。 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 国家只是他的私产。

但是在西欧， 封建权力结构瓦解之后出现的 absolutism 有什么特点呢？ 专制王权 （absolute
monarchy） 的典型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路易十四， 他有一句名言： “朕即国家”， 意思是 “我就是国
家”。 把自己与 “国家” 等同， 中间画等号， 并不意味着 “国家是我的”。 国家仍然是高的， 但君主
和国家一样高， 他行使国家的绝对权力， 是国家的化身， 这就是 “专制王权”。 中国的皇帝会说
“朕即国家” 吗？ 不会的， 因为国家是他的， 嘉庆皇帝说： “大清马上得天下。” 皇帝高于国家， 国
家是皇帝手中的一个东西， 如果 “朕即国家”， 皇帝的身份就降低了， 降的和 “国家” 一样低， 中
国古代的政治理念不是这样。 所以， 把中国的皇权大一统和西方中世纪结束后出现的强大王权混为
一谈并不妥当。 西方的专制王权 （绝对主义王权） 是走向现代国家的第一步， 而中国的皇权大一统
却是一个古代的产物。 因此， 我们不要把东西方这两种制度想象为同一个东西。

基于钱先生的如上分析， 我把明清没有宰相制度的君主制度称之为 “君主独断制”。
1． 治国理政的神秘性增强。 在宰相制存在的情况下， 皇帝的决策具有较大的公开性。 朱元璋起

废除宰相之后， 皇帝决策的公开性大大减弱。 这一点， 钱穆先生在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一书中有
所提及：

帮助君主起草诏书的内阁或军机处， 不再像宰相那样管理国家事务和监督六部执行， 决策部门
与执行部门发生了严重脱节， 治国理政具有神秘性。輦輯訛

明代内阁制度和以往宰相制度不同的是， 他们在制度上始终没有监督六部、 百司执行皇帝诏令
之权。 直到明末崇祯年间， 一些阁臣为推卸责任仍在说： “昭代本无相名， 吾侪止供票拟。 上委之
圣裁， 下委之六部” （《明史·冯元飙传》）。 清代官方著作 《历代职官表》 也说： “内阁职司票拟， 其
官创自明初， 原不过如知制诰之翰林， 并非古宰相之职”。

輦輮訛 钱乘旦： 《西方那一块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215-217页。
輦輯訛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三联书店 2006年版， 第 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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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有代皇帝草拟各种文书 （大量是关于六部、 百司各类政务奏请文书的批答） 的票拟权。 它
可以是内阁先与皇帝共同讨论， 作出决定后再草拟成文字， 更多的是内阁先拟好批答文字， 连同原
奏请文书一起呈送皇帝审批。 唐宋草拟下行诏令和审核上行奏章的机构， 有中书， 有门下， 有翰林
院， 比较分散， 明代全都归口于内阁， 这就给大多数中等天资的君主实现 “君逸臣劳” 找到了一种
理想形式。 当时一般的做法是： 各类文书全归口于内阁票拟， 疑难者由皇帝召阁臣一起商议决定，
但必要时皇帝也可在禁中主动提出自己关于政事和用人的意见， 通过手诏、 中旨 （或宦官传口谕）
下内阁票拟。 对于这类手诏等， 内阁可以奉行， 也可以拒绝， 全都合法。

明代废了宰相， 清代便把此制度沿袭下来， 还是用内阁大学士掌理国政， 到雍正时， 又在内阁
之外另添一军机处。 清宫里的文华殿， 武英殿， 这是内阁学士办事的地方。 雍正又在三大殿背后，
另设一个军机处， 这就是所谓的南书房。 最初皇帝为要保持军事机密， 有许多事不经内阁， 径由南
书房军机处发出。 后来变成习惯， 政府实际重要政令， 都在军机处， 不再在内阁。 军机处的军机大
臣， 也是由内阁大臣里挑选出来的， 在内阁大臣里挑几个出来到南书房协同皇帝办事， 这样一来，
皇帝可以不再到文华殿、 武英殿商量政事， 而只在军机处密议。 所以实际上清代的军机处， 和明朝
差不多， 皇帝不出宫来办事， 只在里面找几个私人商量。 不过清代皇帝鉴于明代太监当权而导致亡
国的覆撤， 所以不在里面找太监， 而向外面调大臣。 但从制度讲， 二者还是一样的。 太监、 军机大
臣都只算是皇帝的私人秘书， 不算朝廷的大臣。 这就带来决策的神秘性。

2． 清朝创设了寄信上谕制度， 在发布圣旨的程序和内容上增加了神秘性。 清朝皇帝的最高命令
称上谕， 上谕分为两种： 一种是明发上谕， 一种是寄信上谕。 明发上谕都是比较不关紧要的事， 譬
如皇帝出外巡幸、 上陵、 经筵、 救荒， 中央政府尚书、 侍郎， 地方政府总兵知府以上的升降， 以及
晓谕中外诸事， 都由内阁拟好， 皇帝看过， 再由内阁交到六部， 这是中国向来的惯例。 寄信上谕则
是清代特有的， 不按上述程序， 而直接由皇帝的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 臂如给江苏巡抚的上谕，
直接寄给巡抚， 旁人谁也不知道。 要交给吏部尚书的， 也是直接寄信给吏部尚书， 此外无人得知。
开始时， 或因军事机密， 才用这办法， 后来凡是紧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谕发出了。 这种上谕，
由军机处拟给皇帝看， 皇帝看过以后， 封起来盖一个印， 这个印叫 “办理军机处”， 这是说办理军
机的地方。 什么人在那里办理呢？ 当然是皇帝了。 这个印一盖， 谁也不能看。 譬如有关经济财政问
题的， 送给江苏巡抚， 连户部大臣也不能看。 若是有关军事的， 送给两广总督， 兵部尚书也不能
看。 在办理军机处的人， 就叫军机大臣， 名义上是大臣， 照制度法理讲， 并不是大臣， 因为他是皇
帝御用的， 而不是政府的正式最高行政首长。 这种上谕封好， 办理军机处的印盖了， 就交给兵部尚
书， 兵部尚书并不能拆看， 只要他加一个封袋， 直接发给受命令的人。 国家大事系由皇帝一人独
断， 并由皇帝直接交给某个大臣执行， 其他人都不知道。 国家的决策管理活动都变成秘密而不再公
开了！ 这种秘密政治就是法家提倡的 “术”， 不是一种制度。輦輰訛

3． 明朝设立厂卫制度和清朝创设密折制度， 都增加了君臣关系的神秘性。 唐代武则天时已有告
密制度， 明朝有东厂锦衣卫等特务政治。 厂卫， 即直属皇帝的侦查审讯机构， 有自行处理罪犯的特
权， 是明朝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 其中东、 西两厂， 多由司礼监的太监掌控， 锦衣卫则多由皇帝的
心腹担任。 他们拥有对臣民生杀予夺的权力， 因而可以严刑拷打、 随意逮捕臣民、 窥探人们隐私。

清朝不采用明朝厂卫制度， 但创设了密折制度。 清朝诸臣向皇帝奏事原分为题本和奏本两种。
题本即大臣因公事而呈皇帝的题奏， 奏本即大臣因私事而呈皇帝的奏文。 约在康熙 20 年前后， 又

輦輰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钱穆书， 第 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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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第三种奏事制度， 即密折制度。 它是一种大臣向皇帝直接陈奏机要密事的制度， 奏文直接递送
皇帝， 不再经过内阁转呈， 而皇帝的批事也直接下达奏事大臣。 密折制度的范围开始时仅局限于皇
帝少数几个亲信， 后来扩大到所有在京大臣和地方督抚、 提镇等官。 密折绝不留稿， 手批后即还给
本人。 密折制度的作用主要有二： 一是使得朝政进一步黑箱化， 增添皇权的神秘感。 二是广大臣僚
可以用密折越级言事， 必定会引起上下猜疑， 起到了使官员、 尤其是同僚， 相互告密的作用。 密折
制度使得同僚变成了 “特务”， 谁都有打小报告的可能， 自然是防不胜防， 于是只好老老实实。

4． 清朝创设密储制度， 增加了皇位继承的神秘性。 清朝帝位继承打破过去或传位给长子或预立
太子的传统习惯， 而实行秘密建储制度。 太祖、 太宗、 世祖生前都未预立太子， 至圣祖康熙皇帝才
预立太子。 雍正帝即位后， 他吸取了历代预立太子发生的皇子、 后妃之间为争储位明争暗斗、 倾轧
不休、 骨肉相残、 造成混乱的教训， 建立了一种新的皇位世袭制度， 即秘密建储。 其方法是皇帝亲
写立储谕旨一式两份。 一份封藏于匣中， 安放在乾清宫中 “正大光明” 匾额之后， 另一份则由皇帝
保存。 待老皇帝死后， 大臣们将在两份谕旨取出对证无误， 新皇帝是何人方才揭晓。 雍正帝就是用
这种新的秘密建储制度立皇四子弘历为太子。 雍正死后， 弘历即位， 是为乾隆。 乾隆也曾两次以此
法立储， 一次是 1736 年 （乾隆元年） 选立的储君永琏在三岁就死了。 第二次是 1773 年， 所立储君
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 以后的嘉庆、 道光也均以此法建储。 至咸丰时， 因国事纷扰， 又只有一子， 故
无须秘密立储， 不久病死于避暑山庄。 同治、 光绪均无子嗣， 不需要立储， 秘密立储制度遂告终结。

三、 中国古代君主制政体愈来愈独断专制的原因

与西欧历史不同的是， 中国古代始终是君主制政体， 而不像西欧那样曾经有过雅典民主制、 罗
马共和制、 等级君主制等多种政体。 原因何在？

（一） 爱权和追求奢侈的天性

儒家认为人性善， 法家认为人性恶。 历史表明， 法家的观点在私有制社会贴近实际。 史载秦始
皇在位时期， “天下之事， 无大小皆决于上， 上至以衡石量书， 日夜有呈， 不中呈， 不得休息。”
（《史记·秦始皇本纪》） 又称， 汉光武帝时期， “每且视朝， 日侧乃罢……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 承
间谏曰： ‘陛下有禹汤之明， 而失黄老养性之福， 愿颐爱精神， 优游自宁。’ 帝曰： ‘我自乐此不为
疲也！’” （《后汉书·光武纪下》） 这些都表现了皇权渐趋专制的人类本性。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阶级社会， 是富贵合一， 贵的必是富的， 富的必是贵的， 通过贵而富。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富贵分离， 贵的未必是富的， 富的未必是贵的。 我国封建社会的皇帝地位最
高， 贪欲最大。 如同黄宗羲揭示的那样： 为人君者 “以为天下利害之权， 皆出于我； 我以天下之
利， 尽归于己。 以天下之害， 尽归于人， 亦无不可， 使天下之人， 不敢自私， 不敢自利， 以我之大
私， 为天下之大公。 始而慙焉， 久而安焉， 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 传之子孙， 享受无穷……是以其
未得之也， 屠毒天下之肝脑， 离散天下之子女， 以博我一人之产业， 曾不惨然， 曰： 我固为子孙创
业也。 其既得之也， 敲剥天下之骨髓， 离散天下之子女， 以奉我一人之淫乐， 视为当然， 曰： 此我
产业之花息也！”輦輱訛 没有权力制约， 没有民主监督， 皇帝的贪腐是无法阻止的。

（二） 尊君是我国古代思想界的共识

儒道法三家全都尊崇君权。 孔子曰： “天无二日， 土无二王， 家无二主， 尊无二王， 示民有君

輦輱訛 参见前引讁訛， 黄宗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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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之别也。” （《礼记·坊记》） 荀子说： “天子者， 势位至尊， 无敌于天下”， “南面而听天下， 生民之
属莫不振动服从， 以化顺之。” （《荀子·正论》） 董仲舒云： “春秋之法， 以人随君， 以君随天， 曰：
缘臣民之心， 不可一日无君。” （《春秋繁露》 卷一） 韩愈云： “君者， 出令者也； 臣者， 出粟米麻
丝， 作器皿， 通货财， 以事其上者也。”輦輲訛 司马光云： “君臣之位， 犹天地之不可易也。” 又云： “夫君
臣之义， 人之大伦也……为卿者， 无贵戚异姓， 皆人臣也。 人臣之义， 谏于君而不听， 去之可也，
死之可也， 若之何其以贵戚之故， 敢易位而处也！”輦輳訛

法家。 管子曰： “安国在乎尊君”， “有生法， 有守法， 有法于法。 夫生法者君也， 守法者臣也，
法于法者民也。 君臣贵贱上下皆从法， 此谓为大治……故明主之所操者六： 生之， 杀之， 富之， 贫
之， 贵之， 贱之。 此六柄者， 主之所操也。” （《管子·任法》） 商鞅云： “权者， 君之所独制也”，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 民乱而不治， 是以圣人列贵贱， 制爵位， 立名号， 以别君臣上下之义。”
（《商君书·君臣》） 韩非子曰： “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 位之至尊也， 主威之重、 主势之隆也” （《韩
非子·爱臣》）， “尧舜汤武， 或反君臣之意、 乱后世之教者也。 尧为人君而君其臣， 舜为人臣而臣其
君， 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 刑其尸， 而天下誉之， 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臣事君， 子事父，
妻事夫， 三者顺则天下治， 三者逆则天下乱， 此天下之常道也， 明主贤臣而弗易也， 则人主虽不
肖， 臣不敢侵也。” （《韩非子·忠孝》） 法家尊君之思想， 较之儒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道家的思想虽然比较放任自由， 但对君主是分类对待的， 对不符合自己道德标准的君主， 竭力
攻击； 对符合自己道德标准的， 则绝无轻视之意。 老子说： “故贵以贱为本， 高以下为基， 是以侯
王自谓孤寡不谷”， “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 处前而民不害， 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 以其不争， 故
天下莫能与之争。” （《道德经》 第六十六章） 庄子书中也常常提到帝王圣人君主， 例如， “古之王天
下者， 知虽落天地， 不自虑也； 辩虽雕万物， 不自说也； 能虽穷海内， 不自为也。 天不产而万物
化， 地不长而万物育， 帝王无为而天下功。 故曰： 莫神于天， 莫富于地， 莫大于帝王……君先而臣
从， 父先而子从， 兄先而弟从， 长先而少从， 男先而女从， 夫先而妇从。 夫尊卑先后， 天地之行
也， 古圣人取象也。” （《庄子·天道》） “有天道， 有人道。 无为而尊者， 天道也； 有为而累者， 人道
也。 主者， 天道也； 臣者， 人道也。 相去远也， 不可不察也。” （《庄子·在宥》） 可见道家对于谦抑
而处、 不为而成的君主， 非常尊重， 而对于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 亦分辨得清清楚楚， 毫不含糊。

（三） 缺乏能够制约君权的阶级或阶层

英法诸国， 其贵族在遏制君权专横方面， 曾发挥很大威力， 因此， 民主政治制度得以早早建
立。 而我国秦朝之前， 由于实行分封制度， 贵族有实力限制君权。 自秦以来， 废分封， 行郡县， 贵
族政治绝迹， 仰仗皇帝俸禄生存的官僚们无力制约君权。 梁启超云： “贵族政治为专制一大障碍，
其国苟有贵族者， 则完全圆满之君主专制终不可行”， “贵族政治者， 虽平民政治之蟊贼， 然亦君主
专制之悍敌也”， “贵族政治固有常为平民政治之媒介者焉。 凡政治之发达， 莫不由多数者与少数者
之争而胜之， 贵族之对于平民， 故少数也， 其对于君主， 则多数也。 故贵族能裁抑君主而要求得相
当之权利， 于是国宪之根本即已粗立。 后平民亦能以之为型， 以之为楯， 以彼之裁抑君术， 还裁抑
之， 而求得相当之权利……泰西之有贵族而民权反伸， 中国之无贵族而民权反缩， 盖亦有由矣！”輦輴訛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 能否有效制约君权， 关键是制约者是否具备足够的经济军事实力， 裂土治民的

輦輲訛 《韩昌黎集》 卷 11： 《原道》。
輦輳訛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 卷 73： 《疑孟》。
輦輴訛 梁启超： 《饮冰室文集》 第四册， 台湾地区中华书局 1950年版， 第 59-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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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可以， 依靠皇粮俸禄过日的官僚是不行的。

（四） 世袭及终身在位的影响

君主世袭及终身任职， 容易使他们欲望膨胀， 对君权扩张很有影响。 这一点从在位较久的君主
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例如， 秦始皇在位 37 年， 汉武帝在位 54 年， 梁武帝在位 48 年， 唐玄宗在
位 43 年， 宋仁宗在位 41 年， 宋理宗在位 40 年， 明太祖 31 年， 明世宗 45 年， 明神宗 48 年， 清圣
祖 61 年， 清高宗 60 年。 他们做了这么久的皇帝， 从好的方面来说， 也许正如明太祖所云： “朕自
起兵至今四十余年， 亲理天下庶政， 人情喜恶真伪， 无不涉历。” （《皇明祖训》） 从坏的方面来说，
就是绝对的权力， 必然是绝对的腐败。

（五） 臣下的谄媚

在中国古代社会， 从事农耕既苦又贫， 从事工商无异舍本逐末， 受人欺凌， 唯有成为读书士人
才是堂堂大道。 古来读书人， 少数人 “十年窗下无人问”， 志趣固在纯学问上， 但多数人志在 “金
榜题名”， 登上仕途， “仕宦而至将相， 富贵而归故乡。” 对于手握封赏官爵大权的君主， 就容易奉
之若神明， 平日为了邀其宠信， 言行之间， 不惜阿君之好， 谄媚有加， 固属比比皆是； 一旦发生事
端， 为求宽宥， 其申诉自责之情， 讨饶乞怜之态， 憔悴不堪， 令人感慨万千。

以上所举个项原因， “爱权的天性” 是心理原因， “豪华享受的诱惑” 是物质原因， “尊君的思
想” 是理念的原因， “世袭及终身任职” 是制度上的原因， “臣下的谄媚” 是职业的原因。 中国民主
法治所以较之英美为迟， 牵制君权力量之缺乏和尊君思想之弥漫， 似是两大主因。輦輵訛

为什么中国古代法制是法家化而非儒家化， 就是因为法家比儒家洞察私有制社会的人性， 看透了
绝大多数人的行为规律是 “趋利避害”， 道德说教往往成为幌子， 所以鲁迅才说礼教是虚伪的、 吃
人的、 愚昧人的。 而儒家性善仁爱思想是原始氏族社会一些观念的回光返照， 宗法家族制度使它得
以苟延残喘， 但毕竟不敌私有制和商品交换对人性的撕裂。 这就是中国古代法制法家化的根本原因。

輦輵訛 参见前引輥輷訛， 周道济书， 第 336页。

（责任编辑： 李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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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 [日] 龟井源太郎， 法学博士， 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教授。 译者： 钱日彤，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审校者：
闻志强， 广州大学法学院讲师， 法学博士。 本文 （Winny 事件最高裁決定と 「中立的行為」 論） 原载于 《法学研究： 法律·
政治·社会》 87卷 3号 （2014年）， 本文翻译及公开发表已取得作者授权， 内容提要、 关键词为译者所加。

譹訛 原文涉及日本年号的时间， 除判例引用年号之外， 本文一律翻译为公元纪年。 ———译者注。
譺訛 控诉审与上告审是日本刑事诉讼制度中的术语， 前者是指针对第一审判决， 向直接管辖的上一级裁判所请求撤销或者变更，

相当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二审； 而后者是指以高等裁判所的一审或者二审判决违反宪法及其判例等理由向最高裁判所
提出上诉， 请求变更原判决。 具体可参见 [日] 田口守一： 《刑事诉讼法》 （第五版）， 张凌、 于秀峰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10年版， 第 355-360页。 ———译者注。

[日] 龟井源太郎 著 钱日彤 译 闻志强 校 *

内容提要： 以往的观点多数局限于中立行为的范畴内展开对 Winny 事件的分析， 然而该案
的根本特征在于通过互联网向不特定多数人统一提供兼具合法用途与违法用途的软件， 而
并非典型的中立帮助行为。 通过梳理各级法院的裁判思路与既往判例可知， 对于向不特定
人提供价值中立工具的行为成立帮助犯， 应当以具有超出一般可能性的具体的侵害利用情
况为必要， 同时要求提供者对此存在认识和容认。 日本最高法院 2011 年 12 月 19 日裁决
的裁判基准放弃了对中立行为理论的依赖， 而是在坚持传统帮助犯理论的基础上， 合理地
附加了限制性要素， 从主、 客观两个层面综合考察价值中立行为的可罚性。
关键词： Winny 事件 中立帮助行为 帮助犯 信息网络传播权 不特定多数人
DOI： 10.19350/j.cnki.fzsh.2021.01.011

Winny事件日本最高法院裁决与 “中立行为” 论

引言

被告人通过在互联网向不特定多数人公开、 提供同时具有合法用途与侵害著作权用途的文件共
享软件 Winny， 从而帮助正犯利用这一软件侵害了著作物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在这起案件 （最决平
成 23 年 12 月 19 日刑集 65 卷 9 号 1380 页）譹訛 中， 被告人被指控成立侵害著作权罪的帮助犯， 但被
认定欠缺帮助犯的故意。 本文将对这一案例展开若干讨论。

在本案中，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所实施的行为成立侵害著作权罪的帮助犯， 而控诉审和上告审譺訛

则判决其无罪。 可见， 各审级采取了各不相同的， 同时又值得注意的判断思路。 因此， 下文首先将
归纳最高法院的判决要旨， 并在此基础上， 再稍微详细地确认这一案件中各级法院的判决要旨， 希
望据此探讨其所采取的判断路径。 此外， 在学说上对于 Winny 事件存在着不少关于其是否成立所谓
“中立帮助行为” 问题的讨论。 相应地， 下文也将尝试对 Winny 事件的最高法院裁决与 “中立行为”
理论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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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此外， 关于本案中向知情人质询以及是否需要告知其享有供述拒绝权， 本案控诉审 （参见大阪高判平成 21 年 10 月 8 日刑
集 65卷 9号 1635页） 对此作出了颇有深意的判决， 但是由于最高法院并未谈及这一点， 本文亦不将其作为讨论对象。

譼訛 参见京都地判平成 18年 12月 13日刑集 65卷 9号 1609页， 并可参见本文第 7页以下。
譽訛 按照日本 《广辞苑》 的解释， 原文中的 “認容” 是认可容许之意， 相当于汉语中的 “放任”， 但又具有一定的主观愿望。 另

外， 由于日本刑法中不存在间接故意的概念， 故本文不将其译为 “放任”， 而译为容认 （下文同）。 ———译者注。
譾訛 参见大阪高判平成 21年 10月 8日刑集 65卷 9号 1635页， 并可参见本文第 10页以下。

一、 最高法院 2011年 12月 19日裁决

（一） 事实的概要

本案中， 被告人开发了文件共享软件 Winny， 并在对其反复改进的过程中依次将该软件在网站
上公开。 在通过互联网向不特定多数人提供时， 有两名正犯利用这一软件将作为著作物的游戏软件
等信息设定为可以自动向互联网用户进行信息网络传播的状态。 由于行为人实施了违反著作权法的
犯罪行为， 侵害了著作权人对于自己作品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著作权法第 23 条第 1 款）； 被
告人则在各正犯实施各自犯罪行为之前， 公开、 提供了 Winny 的最新版本， 从而被认定为正犯侵害
著作权罪的帮助犯而受到起诉。譻訛

一审认为，譼訛 关于此类案件， 由于各正犯不存在法定的阻却事由， 也没有取得著作权人的同意，
而使用 Winny 向不特定的网络用户自动传播、 提供作为著作物的游戏软件及电影信息。 在实施侵害
各著作权人所享有的向公众传播权的违反著作权法的犯行之时， “在此之前……虽说被告人认识到
了 Winny 被不特定多数人广泛用于接收侵害著作权人对于著作物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信息，
但又对这一情况却予以容认，譽訛 甚至在其主页上提供 Winny 的最新版本， 使得不特定多数人能够获
取。 同日……提供给各正犯下载， 便利了 （各正犯） 前述的犯罪行为， 对此成立帮助行为。” “判决
所示被告人所实施的行为……无一不符合刑法第 62 条第 1 款、 根据平成 16 年法律第 92 号修改前
的著作权法第 119 条 1 号、 第 23 条第 1 款，” 从而判处被告人罚金 150 万日元。

对此， 控诉审则认为，譾訛 “Winny 属于价值中立的软件”， 基于此， “关于在互联网上公开、 提供
价值中立的软件 Winny， 当下载者利用其实施违反著作权法的行为时， 提供者是否成立帮助犯” 的
问题， “被告人在互联网上公开并提供本案中作为价值中立软件的 Winny 之时， 认定其对出现侵害
著作权的人的可能性和盖然性存在认识， 并对此加以容认。 但是除此之外， 由于不能认定被告人在
互联网上劝诱他人将该软件专门用于侵害著作权或者作为其主要的用途， 并加以提供， 所以不能认
为被告人成立帮助犯。” 进而宣判被告人无罪。

针对控诉审的判决， 检察官提起了上告。 这一上告的意图涉及到诸多方面， 但大体上包括以下
主张： 一审判决违反了判例、 一审判决所要求 “劝诱违法使用的行为” 属于法律解释适用的错误、
Winny 并非价值中立的软件； 此外， 被告人积极地怂恿了违法使用行为。

（二） 最高法院的裁决

最高法院认为， 关于违反判例这一点， 由于引用了案件事实截然不同的判例， 故对于本案是不

Winny 事件日本最高法院裁决与 “中立行为”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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譿訛 检察官主张原判决违反了关于帮助犯成立要件的判例 （最判昭和 24 年 10 月 1 日刑集 3 卷 10 号 1629 页）， 最高法院以 “案
件事实不同” 为由， 驳斥了这一主张。 但是， 最高法院引用了这一决定， 认为 “刑法第 62 条第 1 项的从犯是指以加功他人
犯罪的意思， 通过有形或者无形的方法对其予以帮助， 使得他人犯罪变得容易的人”， 故一审判决的判断思路是 “对刑法第
62 条第 1 项的错误解释”。 关于这一点， 参见岛田聪一郎： 《Winny 開発·提供者の罪責に関する最高裁決定》， 载 《刑事法
ジャーナル》 32号 （2012年）， 第 146页。 该文认为最决昭和 24 年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为了推导出 “强盗罪的帮助是明知正
犯劫取的财物属于赃物， 并收购的情形， 与教唆犯一样， 也成立收购赃物罪的从犯” 这一结论才使用了这一定义。 关于违
反判例的主张， “与案件事实不同” 的情况也是显而易见的。 换言之， 最判昭和 24 年的判例是本犯的帮助者成立收购赃物
罪 （当时） 的问题， 对于帮助犯的要件， 并没有表明一定的立场 （参见大塚仁等编： 《コンメタール刑法第二版第五卷》
（2005年）， 第 537页 〔堀内信明=安广文夫〕）。
若是如此， 最高法院引用了这一决定论述帮助的要件应当也是相当含蓄的。 最高法院的判词认为最决昭和 24 年并没有论述
帮助的一般理论。 此外， 该决定也未就帮助的一般理论展开论述。 可以说， 无论是哪一个案件， 其结论都必须限定在这一
案件事实的关系上 （或许， 不应当对其过度解读）。

讀訛 日本 《刑事诉讼法》 第 405条规定： 对高等法院所作出的第一审或者第二审的判决， 有以下列事由的， 可以提出上告： 一、
违反宪法或者对宪法的解释有错误的； 二、 作出与最高法院的判例相反的判断的； 三、 在没有最高法院的判例时， 作出与
大审院或作为上告法院的高等法院的判例或者本法施行后作为控诉法院的高等法院的判例相反的判断的。 ———译者注。

适用的。譿訛 此外， 事实认定错误、 单纯违反法律的主张， 不属于刑诉法第 405 条规定的上告理由， 并
据此驳回上告。讀訛 但是基于其职权， 仍然作出了如下判决。

最高法院多数意见的判断由三点构成。
第一， 一审判决所采取的思路是对刑法第 62 条的错误解释。 最高法院采纳了检察官所提出的

“一审判决所认为的作为帮助犯的成立要件至少以劝诱违法使用行为为必要是对刑法第 62 条的错误
解释” 这一主张， 并据此作出如下论述。

刑法第 62 条第 1 项的从犯是指以加功他人犯罪的意思， 通过有形或者无形的方法对其予以帮
助， 并为他人犯罪提供便利的人 （参见最高裁昭和 24 年第 1506 号同年 10 月 1 日第二小法廷判决
刑集 3 卷 10 号 1629 页）。 换言之， 当认识且容认使得他人犯罪变得容易的行为， 并且加以实施，
而正犯行为实际实施时， 帮助犯即告成立。 一审判决着眼于本案行为是在互联网上向不特定多数人
提供价值中立的软件这一特殊性， 并认为仅限于 “劝诱他人将软件用于实施违法行为或者作为其主
要用途， 并在互联网上加以提供的情况下”， 才成立帮助犯。 而不问该软件的性质 （被用于实施违
法行为的可能性） 或者客观的使用情况如何， 将帮助犯的成立限定于在外观上提供者劝诱他人违法
使用并提供， 难以认定具有充分的根据， 故属于对刑法第 62条的错误解释。

第二， 关于本案所应当采取的判断路径。 首先， 最高法院指出了以下三点。 亦即， 1. Winny 属
于同时具备合法用途与违法用途的软件； 2. 通过互联网将处于开发状态中的软件无偿公开、 提供给
不特定的多数人， 是软件开发方法中的合理做法； 3. 新开发的软件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好评， 同时
如果考虑到开发迅捷性的要求， 就应当避免对相关软件的开发行为过度限制。

最高法院在指出这些情况的基础上， 又作如下论述， 同时提示了其判断路径。
“单纯具有用于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一般可能性， 提供者对此存在认识和容认， 并公开、 提供该

软件， 该软件被用于实施侵害著作权的行为时， 不应当直接认为成立侵害著作权罪的帮助行为。”
“为了成立帮助犯， 应当以具有超出一般可能性的具体的侵害利用情况为必要， 并且要求提供者对
此存在认识和容认。”

最高法院对这一判断路径进行了解释， 仅限于 “软件的提供者对正在利用该软件实施具体的著
作权侵害存在认识、 容认， 并对该软件予以公开、 提供， 且实际上发生了著作权的侵害事实 （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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讁訛 此外， 无论是这些解释中的哪一个下位标准， 其后半段都要求必须实际实施了正犯行为， 如果这一点涉及到了实行从属性
的问题， 则很难说是专属于本案的判决要旨。

况称为 a）， 又或者参照该软件的性质、 客观的使用情况、 提供方法等， 能够认定在软件的获取者之
中， 不属于例外情况的使用者利用该软件侵害著作权的盖然性较高， 而提供者对此存在认识、 容
认， 并公开、 提供该软件， 且实际上发生了利用该软件侵害著作权的事实 （正犯行为） 时 （该情况
称为 b），” 则认为公开、 提供该软件的行为属于侵害著作权的帮助行为。讁訛

第三， 基于此类一般观点， 最高法院就该案件事实得出以下结论。 “被告人显然没有对正在发
生的具体的著作权侵害事实存在认识和容认， 并公开、 提供 Winny （即不符合前面的情形 a）。”
“若认定获取软件的人之中， 不属于例外情况的使用者利用本案中的 Winny 侵害著作权的盖然性较
高， 针对被告人对该情况存在认识、 容认， 并且公开、 提供Winny的行为展开讨论， 则 Winny 本身
是可以确保多种信息在通信秘密、 高效率通信的状态下进行交换的软件， 但尚未指出的一点是， 其
同时也是可以像本案中的正犯一样能够非常轻易地将其用于实施侵害著作权的行为。 所以， 正如一
审判决所指出的， 从本案当时的客观使用情况来看， 根据行为时段以及所采取的统计方法， 利用文
件共享软件侵害著作权的情况也存在着相当的变动幅度。 虽然本案当时并不存在可以准确证明
Winny客观使用情况的证据， 但是即使从原判决所援引的相关证据来看， 也可以推测出在 Winny 网
络上所传播的文件中有四分之一都是未经著作权人授权的著作物。 因此， 从本案中被告人提供
Winny 的方法来看， 其采取了附注 “禁止用于获取非法文件” 类似字样的注意事项等措施， 但没有
对能够下载的用户做出某种限制， 并且还无偿地、 持续地在网站上公开 Winny。 基于上述情况， 在
客观上不能否认被告人公开、 提供Winny的行为是在不属于例外情况的使用者利用软件侵害著作权
的盖然性较高的情况下的公开、 提供行为 （即符合前面 b 情形的客观方面）。

另一方面， 由被告人的主观方面观之， 对于这一点， 在能够认定本案中被告人在公开、 提供
Winny 时， 对有人利用其实施著作权侵害行为以及这类人的数量不断增加的事实存在认识的证据并
不充分。 此外， 使用Winny侵害著作权的人是不属于例外情况的使用者这一说法是极为模糊的， 而
足以认定本案中被告人公开、 提供Winny时， 其对于不属于例外情况的使用者利用其侵害著作权的
盖然性较高的事实存在认识、 容认的证据也并不充分。

也就是说， 最高法院所采取的判断路径是为了成立帮助犯， 对于相关的软件提供行为， 应当以
存在超出一般可能性的具体的侵害使用情况为必要， 并且要求提供者对此存在认识、 容认。 而在后
者， 即由于提供者欠缺这一认识、 容认， 故本案中被告人所实施的行为不能成立帮助犯。

对于这一结论， 大谷刚彦裁判官提出了反对意见， 并论述如下： “能够认定被告人……成立侵
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罪的帮助犯。” “为成立帮助犯， 作为其主观要素， 必须是帮助者对客观的高度盖
然性存在认识和容认的故意。 在结论上， 多数意见认为至少要认定被告人对不属于例外情况的使用
者利用该软件侵害著作权的盖然性较高这一事实存在认识、 容认的要求是极为困难的。 我认为， 本
案中可以判断被告人对用于侵害的高度盖然性存在认识和容认， 反对多数意见的理由也尽在于此。”

（三） 各级法院的判断路径

1. 第一审
正如前文所述， 第一审认为被告人使得各正犯的犯罪行为变得容易， 从而确定被告人对其予以

帮助。 因此， 其大致上采取了以下判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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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輮訛 对于这样的裁判要旨， 不难看出是以促进关系说的思路进行因果关系的判断。 参见小野上真也： 《ファイル共有ンワトの提
供につき公衆送信権侵害罪の幇助が否定された事例》， 载 《早稻田法学》 85卷 4号 （2010年）， 第 140页。

輥輯訛 参见岛田聪一郎： 《Winny事件二审判决と、 いわゆる 『中立的行為による幇助犯』》， 载 《刑事法ジャーナル》 22 号 （2010
年）， 第 60页。 此外， 还可参见前引注⑩， 小野上真也文， 第 143页以下。

輥輰訛 丰田兼彦： 《中立的行为》， 载成濑幸典、 安田拓人： 《判例プラクティス刑法Ⅰ総論》 （2010年）， 第 344页。
輥輱訛 在构成要件层面上， 对于是否成立帮助犯的问题仍然存在解释上的余地。
輥輲訛 相关论文介绍了德国的类似理论， 参见滨田新： 《幇助犯の処罰根拠限定理論について———中立的行為事例を素材として》，

载 《法学政治学論究》 93 号 （2012 年）， 第 246 页以下。 该文指出： 根据 “罗克辛所提出的行为的性质是由行为所服务的
目决定” 的主张， 除了着眼于参与者的主观层面， 还需要判断其创设的危险。

“被告人开发、 提供的 Winny 为甲和乙各自的实行行为提供了手段， 从而有形地便利了其犯罪
行为。輥輮訛 除此之外， 由于Winny具有匿名性的功能， 在客观方面上也能够认定其在精神上使得犯罪行
为变得容易。” “尽管如此， Winny 是 P2P 型的文件共享软件……其自身不需要中央服务器， 作为
P2P 技术的一种， 是存在各式各样应用途径的具有价值的软件。 被告人基于何种目的进行开发无关
紧要， 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 并且， 正如辩护人所主张的， 如果提供价值中立的技术在一般情况
下有可能成立犯罪行为， 这样无限制地扩大帮助犯的成立范围是不妥当的。” “结果便是， 实际上对
外提供诸如此类技术时， 对外提供行为自身是否具有帮助行为的违法性， 就应当取决于这一技术在
社会上的现实使用情况、 对这一情况的认识以及提供时的主观情况如何。”

之后， 第一审认为， “在本案中， 在互联网上利用 Winny 等文件共享软件获取的文件中， 有相
当一部分是著作权的对象， 正如包括 Winny 在内的文件共享软件被广泛用于侵害著作权一样，
Winny 在社会上既被用于侵害著作权， 也被作为一种安全的软件使用， 并且具备效率性和便捷性的
功能， 在得到广泛应用的现实使用情况下， 被告人对于 Winny 的现实使用情况等存在认识， 并期待
这样的文件共享软件能够孕育新的商业模式， 同时对于上述形式的使用情况予以容认。” 进而得出
结论， “本案中对于被告人公开这些软件并使得不特定多数人能够获取的提供行为可以评价为构成
帮助犯。”

关于第一审的判断路径， 是在宽泛地认定帮助的构成要件符合性之外， 关于 “是否具有违法
性”， 采取了综合考虑 （i） 技术在社会上的现实使用情况以及 （ii） 被告人对此存在的认识， 还有
（iii） 提供该技术时的主观情况的判断路径。 换言之， 可以归纳出其是在违法性阶段采取了特别的
综合判断路径，輥輯訛 以及在本案的情况下， 可以认为提供 Winny 的行为并非中立的 （创设了侵害著作权
的 “不被允许的危险”） 行为， 能够解释为肯定其作为帮助行为的可罚性。輥輰訛

即使是这样， 对于前者的归纳结果， 正如京都地方法院在前文所述的判词中所言， 至少在宽泛
地认定帮助犯的构成要件符合性上是存在疑问的。 从形式上看， 京都地方法院自始至终均围绕着
“帮助犯的成立范围” 这一问题， 并得出结论， Winny 的提供者 （即被告人） 的主观情况决定着违
法性的有无，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诚然， 虽然京都地方法院确立了 “是否具有作为帮助行为的违法性” 这一问题， 但是另一方
面， 法院又基于一定的事实关系， 认为 “被告人公开这些软件， 使得不特定多数人能够获取的提供
行为构成帮助犯。”輥輱訛

因此， 前者， 亦即从 “是否具有违法性” 这一论点来看， 应该是过多地引用了学理上的观点进
行理解的结果。輥輲訛 此外， 从整体上通览京都地方法院的判词时也可以发现， 在后者所归纳的内容中，
果不其然会令人产生京都地方法院的思路是否可以评价为客观归属理论的疑问。

无论如何， 京都地方法院的判决都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有形地在精神上 “促进各正犯的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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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輳訛 对于这一点， 参见前引注輥輮訛， 小野上真也文， 第 140页， “在此， 从以往关于从犯的一般理论出发， 不难看出其希望探讨是
否成立从犯的态度。”

輥輴訛 参见前引注輥輮訛， 小野上真也文， 第 141页。

行为”， 同时又以 Winny为价值中立为理由， 限定了 “帮助犯的成立范围”。 因此， 此时所采取的限
定方法是以处罚中立行为的帮助犯为前提， 仅仅是该帮助行为在物理上和精神上促进各正犯者的犯
罪行为是不够的， 针对外界的提供行为自身是否具有违法性， 还必须取决于技术在社会上的现实使
用情况以及对此存在的认识， 还有提供该软件时的主观情况。輥輳訛

2. 控诉审判决
对此， 控诉审判决认为， Winny 具有匿名性等功能， 由于这些功能本身不应当被视为违法的技

术， 所以 “Winny 是价值中立的软件， 即具有确保多种信息在通信秘密、 高效率通信的状态下进行
交换的实用性， 同时又能够被用于实施著作权侵害行为的软件。” 在这一评价的基础上， 其作出以
下论述， 从而否定了帮助犯的成立。

“在互联网上提供软件的行为成立帮助犯是迄今为止帮助犯的新类型， 从罪刑法定的角度来看，
对其是否需要科处刑罚有必要进行慎重的讨论。”

此外， 控诉审还谈及 Winny 属于价值中立的技术。 Winny 是价值中立的技术， 具有各种各样的
用途， 另外， 被告人提供 Winny的行为也属于价值中立的行为。 被告人是向不特定的多数人， 而非
向特定对象提供 Winny。 而且， Winny 下载者的行为具有独立性……被告人从一开始就无法控制
Winny的下载者， 并且对于这些人使用 Winny 的方法以及是否打算实施违反著作权法的行为也是无
法掌控的。 通常情况下， 关于中立帮助行为的成立， 对于正犯行为， 必须是正犯客观上实施了犯罪
行为； 且提供帮助者对此知情， 则提供帮助的行为即可评价为刑法所规定的帮助行为。 反之， 提供
帮助者对于正犯如何利用其帮助行为并不知情时， 又或者仅仅认识到这一帮助行为运用于犯罪的可
能性时， 则这一提供帮助的行为就不能评价为刑法所规定的帮助犯。 在互联网上公开、 提供开发的
软件， 从而向不特定多数人提供， 则提供者对于软件的下载者是无法控制的， 对于下载者是否希望
利用这一软件实施违法行为这一点而言同样是无法左右的， 却要因此对提供者追究与互联网上不特
定多数人的共犯责任。 对于提供价值中立软件的行为， 若是认定其成立帮助犯的话， 由于帮助犯的
公诉时效是在正犯行为结束后才开始计算的， 直到软件存续期间结束或者利用这一软件实施违法行
为的正犯出现为止， 就要对软件的提供者无期限地追究刑事责任。 从这一点来看， 对互联网上提供
价值中立软件的行为追究帮助犯的刑事责任就必须持慎重态度。 因此， 如果要认定互联网上提供价
值中立软件的行为使得正犯的实行行为变得容易， 仅仅是软件提供者对不特定多数人中存在实施违
法行为的人这种可能性或者盖然性具有认识、 容认是不够的， 除此之外， 还应当理解为在互联网上
劝诱他人将该软件专门用于侵害著作权或者作为其主要的用途， 并加以提供时， 才能成立帮助犯。

之后， 正如前文所述， 控诉审基于本案的事实关系， 认为由于无法认定在互联网上劝诱他人将
软件专门用于侵害著作权或者作为其主要的用途， 并提供 Winny， 从而否定了帮助犯的成立。

换言之， 控诉审认为： 1. Winny 是价值中立的软件， 提供行为也属于价值中立的行为； 2. 正犯
是不特定的多数人； 3. 下载者的行为具有独立性； 4. 在互联网上公开、 提供软件， 直到这一软件不
存在或者利用该软件实施违法行为的不特定多数正犯出现为止， 公诉时效就无法完成。 在揭示上述
要点的基础上， 控诉审采取了以下裁判思路： “虽然在互联网上提供了价值中立的软件， 但是若要
将其评价为使得正犯的实行行为变得容易的帮助行为……还必须要求在互联网上诱导他人将该软件
专门用于实施侵害著作权的行为或者作为其主要的用途， 同时提供该软件。”輥輴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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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輵訛 也就是说， 在实体法上， 利用竞合论解决成立的复数共犯关系时， 采取的是共犯标准说 （即以共犯行为的个数为标准的观
点）。 此外， 在程序法上， 如果采取与公诉时效起算相关的结果说 （即认为公诉时效起算的时间节点为结果的发生时间的观
点） 以及与时效期间相关的一体说 （对于存在想象竞合关系的各罪的公诉时效， 依照这些罪之中最重的罪确定公诉时效的
观点）， 则毫无例外地， 即使正犯是特定的， 在帮助行为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 正犯利用其所提供的工具实施犯罪， 也不妨
碍公诉时效的完成。 参见前引注輥輮訛， 小野上真也文， 第 145页。

輥輶訛 参见前引注輥輯訛， 岛田聪一郎文， 第 61页。 在此， 关于帮助犯的一般原理， 该判决中所提及的 “提供帮助者对于正犯如何利
用其帮助行为并不知情， 又或者仅仅认识到这一帮助行为被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 则这一提供帮助行为不能评价为
刑法所规定的帮助行为” 属于第一层次； “在互联网上劝诱他人将该软件专门用于侵害著作权或者作为其主要的用途， 并加
以提供” 这一限定就属于第二层次。

輥輷訛 参见前引注輥輮訛， 小野上真也文， 第 143页。
輦輮訛 林幹人： 《ファイル共有ンワトのWinnyの公開·提供と著作權法違反幇助罪の成否》， 载 《平成二十四年度重要判例解说》

（2013年）， 第 153页。
輦輯訛 小岛阳介： 《ファイル共有ンワトのWinnyの公開·提供につき、 開発者に著作權法違反幇助の故意がないとされた事例》，

载 《判例セルクト2012 [Ⅰ] 》 （2012年）， 第 32页。

尽管如此， 其中所指出的关于公诉时效的第 4 点， 即使是在特定的少数正犯案件中， 也是同样
适用的。輥輵訛 因而在控诉审所指出的诸多情况中， 关于公诉时效的部分应当理解为并非本案所涉及到
的特有情况。

关于该控诉审采取了对于部分帮助类型， 限定其构成要件的做法。 利用 Winny 交换的文件中仅
有百分之四十到充其量百分之四十几左右……与现实的使用情况相去甚远， 换言之， 着眼于行为自
身的性质， 可以总结出对构成要件的双层次判断路径，輥輶訛 以及 1. 提供文件共享软件的特殊领域； 2.
在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中， 重视判断作为因果性起点的帮助行为。輥輷訛

此外， 控诉审判决对于第一审判决所采取的标准， 展开了如下批判： 即使 “认识到了 Winny 的
现实使用情况并予以容认，” Winny 历经多次改进 （版本）， 在此期间持续公开、 提供， 本案到 2003
年为止， 从最初公开、 提供时起并没有成立帮助犯， 在这 1 年 4 个月之中， 从哪个时间节点、 提供
了哪个版本的 Winny 开始， 才成立帮助犯， 凭借原判决的标准是无法作出明确判断的。

在公开、 提供 Winny 时， 没有明确判断对现实使用情况存在着何种认识， 并且， 利用情况达到
何种比重的程度时才成立帮助犯， 一审判决所采取的标准上也是模糊的。 更何况， 一审判决认为是
否具有违法性应当取决于提供时的主观情况……由于实施了在互联网上提供技术自身是价值中立的
Winny 的行为， 以何种主观意图开发、 在互联网上是否有必要明确其主观意图， 以及明确的时期，
通过一审判决的标准也无法予以明确判断。 因此， 一审判决所采取的标准是极为不妥当的。

3. 最高法院的裁决
如同前文所述， 最高法院在对控诉审所采取的判断思路展开批判的同时， 认为被告人对于提供

Winny 的行为欠缺违反著作权法的帮助故意。
在对本案中最高法院的裁决进行梳理时， 可以发现该裁决依据了迄今为止几乎是很罕见的解释

论， 否定了被告人故意的成立，輦輮訛 并且在确认帮助犯一般原理的同时， 通过采取与一审判决类似的
构造， 即 “不属于例外情况的使用者利用其实施侵害的盖然性及对此存在认识、 容认”， 以限制帮
助犯的成立范围这一点上是值得重视的。 从本案中对不特定多数人予以帮助这一点来看， 作为不具
有行为中立性的危险性判断方法， 其着重于现实的使用情况也可以评价为是妥当的。輦輯訛 关于与客观方
面相联系的判断思路， 可以看出其采取了以下判断方法， 即 “不属于例外情况的使用者” 利用其实
施违法行为的 “盖然性较高” 的情况……达到足以与特定的正犯 “正在” 实施违法行为等同视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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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輰訛 参见前引注譿訛， 岛田聪一郎文， 第 150 页。 此外， 同注第 151 页认为， 虽然所谓 “不属于例外情况” ……应当评价为 “专
门为违法使用者制作”， 但是已经很难说该结论是包含于规范之中的内容。

輦輱訛 参见丰田兼彦： 《共犯的一般成立要件について》， 载川端博等编 《理論刑法学の探究第三号》 （2010年）， 第 18页以下。 此
外， 关于中立行为是否成立帮助犯的争议判例在审判实务上并不多见， 参见前引注輥輲訛， 滨田新文。 而且， 对于这一原因，
有学者指出是因为检察官具有追诉裁量的权利。 岛田聪一郎： 《広義の共犯の一般的成立要件———いわゆる 『中立的行為』
に幇助によると関する近時の議論を手がかりとして》， 载 《立命馆法学》 57号 （2001年）， 第 53页。

輦輲訛 从事存款付还工作的被告人明知农协的会长收取自己管理的付还存款后， 企图将其占为己有， 仍然办理其请求。 被告人承
担农协的出纳事务， 收到存款权利人具备形式要件的付还请求时， 由于对这一付还意图以及付还的用途没有深入调查的义
务与权利， 所以也不能拒绝这一请求。 据此， 在原判决中， 尽管明知正犯具有侵占的意图， 但仅仅办理了存款的付还业务，
是否成立帮助犯仍然存在争议的余地。

輦輳訛 卖淫防止法第 6条第 1项规定： 为卖淫斡旋者， 处 2年以下惩役或者 5万日元以下罚金。
輦輴訛 需要指出的是， 本案中小册子显然是作为广告派发给顾客的传单， 此外， 被告人还因为其他酒店经营者印刷宣传用的传单

而受到警察的警告。
輦輵訛 东京高等法院认为， 本案已经满足了帮助犯的全部要件， 关于辩护人所指出印刷行为通常属于正当业务行为、 且并没有取

得与卖淫斡旋罪相关的特别利益等理由， 无法得出不予追究被告人责任的结论。
輦輶訛 熊本地方法院认为， 由于没有实现为自己犯罪的正犯性， 因而欠缺共同实行的意思与共同实行的事实。

程度， 就可以评价为存在着发生结果的危险。輦輰訛

二、 以往有关 “中立行为” 的判例

由于存在着从与中立帮助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论述该案件的观点， 下文也将大致梳理关于
是否成立中立帮助行为的争议判例。 如果要事先阐明结论的话， 则是本案件显然无法纳入到中立帮
助行为的范畴内。 以往的判例， 包括下列①—⑥。輦輱訛

案例①： 关于为斗鸡赌博提供军鸡者罪责的判例， 大判昭和 7 年 9 月 26 日刑集 11 卷 1367 页。
案件事实的详细情况已不明确， 判决认为 “被告人……对赌场开设者将军鸡用于上述斗鸡赌博的事
实知情， 并提供军鸡， 属于使得上述的赌场开设变得容易的帮助行为。” 被告人 “所实施的行为符
合刑法第 186 条第 2 款、 第 62 条第 1 款、 第 55 条 （连续犯， 现已废除） 的规定。”

当时， 辩护人主张原本就从事贩鸡业务的被告人偶然在贩鸡途中， 被正犯劝诱而向其贩鸡， 而
且仅仅只是贩卖了军鸡。 “不考虑存在着何种程度的帮助意思， 则不应当认为构成赌博的帮助行
为。” 大审院判决道： “由于从事贩鸡业务的人对于开设赌场的牟利者将军鸡用于斗鸡赌博的事实是
知情的， 当其出售斗鸡的行为使得开设赌场牟利的犯罪行为变得容易时， 就应当以该罪的从犯论处。”

案例②： 从事付还存款业务的人明知他人的付还目的中存在刑事不法要素， 但由于其在程序上
具备形式要件， 而办理其付还请求；輦輲訛 因而认定构成业务上侵占罪帮助犯的判例， 高松高判昭和 45年
1 月 13 日判时 596 号 98 页。 法院认为， “作为付还存款业务的从业人员， 即使付还请求具有程序上
的形式要件， 只要知道其付还目的存在刑事上的不法要素， 则不能办理其付还请求在条理上也是理
所当然的。” 因此， 这一拒绝义务属于法定义务， 从而判决道： “违背上述义务而办理其付还请求，
使得付还请求人的犯罪行为变得容易时， 成立这一犯罪行为的帮助犯。”

案例③： 关于为所谓的酒店旅馆制作宣传册的印刷业务从业人员构成卖淫斡旋罪帮助犯的判
例，輦輳訛 东京高判平成 2 年 12 月 10 日判タ752 号 246 页。輦輴訛 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意旨， 法院以各被告人
具有故意为由， 指出该印刷行为并非正当业务行为。輦輵訛

案例④： 对于根据地方税法规定的不缴纳汽油交易税罪， 从实施该罪的特别征收义务人处购买
汽油的买主， 即使可以推定其明知卖家不缴纳汽油交易税的意图， 也不认为构成共同正犯的判例，輦輶訛

119· ·



法 治 社 会 2021年第 1期

熊本地判平成 6 年 3 月 15 日判タ863 号 281 页。 该判例除了认为被告人不构成该罪的共同正犯之
外， 还对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成立对正犯的帮助犯也一并进行了分析。 被告人 “并非是以帮助正犯的
犯罪行为的意思开始从事交易， 而是同往常一样， 为了谋求自己的交易利益， 从正犯那里继续购买
汽油。” 因而， 也否定了成立帮助犯的可能性。

对于汽油事件中的此类判决， 除了依据促进意思理论予以解释的观点之外，輦輷訛 还有观点认为该
判决存在着成立中立帮助行为的实质理由， 从而否定帮助犯的成立。輧輮訛

案例⑤： 向单间洗浴场的经营者提供融资资金的信用合作社分社长构成卖淫防止法第 13 条第 1
款的提供资金罪 （并非刑法总则中的帮助犯） 的判例， 大阪高判平成 7 年 7 月 7 日判时 1563 号，
147页。輧輯訛 根据认定被告人成立该罪的原判决， 由于本案所审理的是相较于一般帮助犯处罚更重的独
立罪名， 即违反卖淫防止法第 13 条第 1 款的行为。 故在认定被告人的犯罪故意时， 仅仅存在诸如
“福原地区的单间洗浴场均为卖淫场所是人尽皆知的” 此类一般的、 抽象的认识是不够的， 由于融
资方……所经营的单间洗浴场……专门从事提供卖淫场所的业务， 所以也要求对于融资资金的用途
存在具体的认识。” 进而维持了原判决。

案例⑥： 被告人身为生产、 销售汽车用品业务的主管人员， 配送销售或者经人代销可以使他人
难以拍摄汽车登记号码的金属罩盖 （又称为 “巫师”）， 由于使得购买罩盖的正犯实施超速的犯罪行
为变得容易， 从而判决构成帮助行为的判例， 大阪地判平成 12 年 6 月 30 日高刑集 53 卷 2 号， 103
页。輧輰訛 大体上， 作为应当构成犯罪的事实是， “正犯以超出最高时速的速度驾驶普通乘用车……在此
之前， 被告人……向正犯销售了一个金属罩盖 （又称为 “巫师”）， 此人将其装在车辆前部的汽车登
记号码标志外侧， 从而使自动监控超速装置在拍摄违反夜间行驶速度的证据时， 难以拍到汽车的登
记号码。 据此， 成立使得此人的上述犯罪行为变得容易的帮助行为。” 对于这一认定结果， 法院并
未做特别的说明。

无论是上述哪一个案件中， 法院都保持了一种十分沉默的态度， 既没有谈及帮助犯的一般成立
要件， 也没有对 “中立行为” 这一概念以及其所采取的中立行为理论进行根本性的解释。輧輱訛

此外， 关于 Winny 事件的各级法院也没有谈及这些判例。 亦即， 第一审与控诉审均没有论述关
于先例的内容； 此外， 最高法院所引用的先例也仅仅是前文所述的最判昭和 24年 10月 1日的判例。

輦輷訛 参见前引注輥輲訛， 滨田新文， 第 243 页。 促进意思理论是指 “为肯定中立行为成立帮助犯， 参与者必须具有促进意思这一特
殊的主观成立要件……参与者即使认识到了犯罪行为， 但是没有促进犯罪的意思时， 同样要否定帮助行为的成立 （同文第
239页）。”

輧輮訛 丰田兼彦： 《共犯の処罰根拠と客観帰属》 （2009 年）， 第 178 页。 该文将其作为中立帮助行为相关的其中一个判例予以介
绍， 并指出 “本案中被告人没有超出单纯购买者的地位， 并配合不缴纳汽油交易税的正犯行为， 实施某种特别的行为。” 丰
田教授认为， “中立帮助行为” 的问题是在间接惹起构成要件结果 （创设并实现结果发生的危险） 的行为之中， 如何区分不
可罚的中立行为与可罚的犯罪行为。 其核心问题是如何确定间接的结果惹起行为自身的社会意义， 并对其予以说明。 而
“行为的社会意义” 能够通过客观归属予以确定 （同书第 174页， 之后， 丰田教授认为可以通过 “就像从正犯计划到正犯行
为一样具体的实现， 特别地形成自己的行为” 或者 “从正犯计划到正犯行为及其特别的实现” 等关键词语， 确定行为的社
会意义。 同书第 175页以下）。

輧輯訛 正如本文所述， 本案是关于卖淫防止法中的提供资金罪 （同法第 13 条第 1 款规定， 明知第 11 条第 1 款规定业务所需要的
资金、 土地及处所并提供者， 处 5年以下惩役或者 20万日元以下罚金） 的判决。

輧輰訛 此外， 在该判决中， 虽然是由于存在着其他相关原因而被控诉， 但也存在着部分贩卖 “巫师” 而未被起诉的情况。
輧輱訛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 在案例③色情传单事件中， 除了对正犯行为存在认识之外， 还指出了其行为不属于正当业务行为。 而

在案例④汽油交易税事件中， 只是提及了被告人没有以帮助犯罪的意思开始交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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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輲訛 参见前引注譿訛， 岛田聪一郎文， 第 150 页， 其中表述为 “向不特定多数人提供概括帮助的类型。” 丰田兼彦： 《不特定者に
対する幇助犯の成否》， 载 《立命馆法学》 327=328号 （2009年）， 第 569页， 该文表述为 “针对不特定多数人的帮助犯”。

輧輳訛 《匿名解説·判例タイムズ》 136 号 （2012 年）， 第 105 页。 此外， 最高法院调查官亲自所写的判例解说指出， “尽管该决定
并未涉及到 ‘向不特定人、 不特定多数人提供帮助’ 这一论点， 但是从其决定的内容来看， 其判断是以成立不特定人或者
不特定多数人提供帮助为前提的。” 这暗示了本案并未采纳 “中立帮助行为” 的裁判思路 （矢野直邦： 《判解》， 载 《Law
Technology》 5号 （2012年）， 第 74页）。

輧輴訛 关于这一点， 反对意见与多数意见在大体上存在着共通的认识和理解。
輧輵訛 滨田新： 《関与者によって提供提供される物の利用状況と幇助犯の成否》， 载 《法学政治論究》 96号 （2013年）， 第 220页。
輧輶訛 参见前引注輧輵訛， 滨田新文， 第 220页以下。

三、 向不特定的多数人统一提供輧輲訛

对于 Winny 事件， 有观点指出不能仅从 “中立帮助行为” 这一问题上把握案件事实， 换言之，
本案中， 被告人通过互联网上向不特定多数人公开兼具合法用途与侵害著作权用途的 Winny， 存在
着向不特定多数人统一提供这一提供方式的特征， 所以有观点认为其包括了 “中立帮助行为” 以外
的问题。輧輳訛

诚然， 本案最高法院多数意见认为， “正如第一审、 第二审所说的价值中立软件一样， Winny
是既能够用于合法用途， 也能够用于违法用途的软件， 利用其实施著作权侵害行为还是将其用于其
他途径， 归根结底只能委任于对个别使用者的判断。” 此外， 反对意见认为， “虽然基于合法的目的利
用， 提供Winny的行为自身不具有侵害某一法益的危险性， 但是滥用其实用性实施侵害行为的时候，
提供行为就具有现实的法益侵害的危险性与违法性 （在此等意义上， 可以将其称为价值中立行为）。”

详言之， 尽管最高法院在前面提出了 “中立帮助行为” 的概念， 并且未就帮助犯的一般成立要
件展开不同的讨论， 但仍然可以看出其保持了谨慎的态度。

此外， 正如前面所提及的， 虽然无论是多数意见还是反对意见都出现了 “价值中立性” 这一表
述， 但是并不存在采取前述的判断路径的根据。 因此， 应当谨慎看待将本案归纳为关于中立帮助行
为的判例或者认为本案所采取的是以软件提供行为中立性为基础的判断路径的观点。

另一方面， 如果可以将本案的特征归结为向不特定多数人统一提供， 也能够更加清楚地理解本
案中最高法院所采取的 “迄今为止极为罕见的解释论”。 亦即， 多数意见认为， “由于提供给不特定
的多数人的软件， 其最终用途依赖于对个别使用者的判断， 则对于提供软件的行为， 为了成立帮助
犯， 应当以具有超出一般可能性的具体的侵害利用情况为必要， 并且要求提供者对此存在认识和容
认。” 同时， 反对意见认为， “提供 Winny行为的特征在于……其根据使用的方法……而具有法益侵
害的可能性……， 将这一软件提供给不特定多数人， 提供的范围、 对象完全没有限制。” 因而， 当
认定正犯利用其实施侵害行为的具体高度盖然性时， 则能够肯定其作为帮助行为的可罚性。輧輴訛 同样，
该提供行为不仅仅是中立的 （或者说除了是中立的之外）， 由于是向不特定多数人提供 （或者说正
因为是向不特定多数人提供）， 才能够推导出限定帮助行为成立的结论。

此外， 将这种理解与前述关于中立帮助行为的判例进行比较， 也可以总结出本案具有向不特定
多数人统一提供的特征。 关于这一结论， 在前述的判例之中， 有论者就案例③ （色情传单事件）、
案例⑥ （巫师事件） 是否属于一对一的交易行为问题，輧輵訛 展开如下论证。輧輶訛

虽然 “在色情传单事件中， 被告人是印刷业务的从业人员， 与很多顾客之间保持着交易关系，”
但是， “被告人……在已经拒绝正犯的委托之后， 又得到其为了不留下证据， 不将交易内容记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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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輷訛 对于案例⑥的巫师事件， 有观点将其评价为 “一对一的交易行为问题”。 参见前引注輦輱訛， 丰田兼彦文， 第 22页。
这种评价的差异源于观察方法的不同， 即是否属于 “一对一的交易行为”， 究竟是着眼于帮助行为人与特定化的正犯之间所
实施的个别的交易行为这一事实层面； 还是如同本文所引用的观点一样， 在考虑该行为与行为人所实施的其他交易行为之
间是否存在着质的差异， 如果能够认定存在质的差异， 即使在外观上表现为反复实施同种交易行为， 也要将其视为仅限单
次的一对一的交易行为。 此外， 前引注輦輱訛， 丰田兼彦文， 第 22页。 学者认为包括巫师事件在内的各判例， 采取了下列判断
路径， 即 “在对作为交易对象的客体是否具有中立性存疑” 的情况下， 需要 “否定交易行为的中立性” （也就是说， 只要满
足了帮助犯的一般成立要件， 帮助犯即告成立）。 如果能够肯定客体的中立性时 （论者对于汽油事件就作出了类似评价），
则要考虑 “该帮助行为对于正犯而言是否存在促进犯罪的意义”。

輨輮訛 参见前引注輧輲訛， 丰田兼彦文， 第 570 页。 虽然 “并不存在从正面讨论针对不特定者是否成立帮助犯问题的最高法院判例”，
但是在间接帮助的案件中， 中间的帮助者是被特定化的， 而在实施间接帮助时， 正犯则未被特定化 （被告人借给 A 淫秽录
像时， A将淫秽录像转借给 B后， B将其公开上映， 则存在被告人是否成立公然陈列淫秽图像罪的帮助犯的问题）。 相关案
例， 参见最决昭和 44年 7月 17日刑集 23卷 8号 1061页。

輨輯訛 此外， 对于教唆行为， 通常理解为要求被教唆者为特定的。 由于教唆是使特定的 “人” 产生实施特定犯罪的决意， 作为被
教唆者的 “人” 也必须仅限于特定化的人……对于不特定人实施教唆时， 则要将其归入到到煽动的范畴。 （参见前引注譿訛，
大塚仁等编， 安广文夫书， 第 472页）。 前引注輧輲訛， 丰田兼彦文， 第 538 页。 其中也肯定了针对不特定者成立帮助犯， 而对
于教唆行为， 则要求被教唆者须是特定的 （由于教唆是指无犯罪决意者产生具体的犯罪决意， 所以通常教唆以对特定的人
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輨輰訛 参见前引注輥輲訛， 滨田新文， 第 251页。 其中指出， “在中立行为的案例中， 争议行为的性质往往大相径庭。”
輨輱訛 石井徹哉： 《いわゆる 『デュアル·ユース·シール』 の刑事的規制について （下）》， 载 《千葉大法学論業》 27 卷 2 号 （2012

年）， 第 231页。

账簿上等条件的承诺， 并答应为其印刷传单并装订成册。” 由于 “已经超出通常的业务范围， 并实
施了个别的参与行为，” 所以 “属于一对一的交易行为问题。”

“在巫师事件中， 虽然向两名正犯中的其中一人配送商品， 并经另外一人销售， 但是除此之外
无法认定其存在个别的参与行为。 被告人对于正犯与其他大多数顾客一样同等对待。” 如果着眼于
这一事实， “巫师事件就属于一对多的交易行为问题。” 此外， 由于 “巫师” 是通过邮购的方式销售
的， 所以能够将销售 “巫师” 的行为评价为一对多的交易行为。

关于从一对特定多数交易行为的角度看待巫师事件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輧輷訛 对于这一案件， 还
存在着认为属于一对一交易行为问题的观点。 但是， 不管怎么样， 在本案中被告人向不特定多数人统
一提供Winny的行为 （即在主页上公开软件） 很明显属于以往较少从正面角度輨輮訛 探讨的问题类型。輨輯訛

总结

（一） 该裁决的意义———最高法院与 “中立行为” 论

正如前文所言， 尽管最高法院在先前提出了 “中立帮助行为” 的概念， 但并非是就帮助犯的一
般成立要件展开不同的讨论。

近期， 有学者指出 “中立行为” 的概念存在着多种含义， 或者说， “价值中立” 的意义内容是
极其模糊的，輨輰訛 等于说是以某种形式限制其要件， 或是以应当排除出处罚对象的先行价值判断为基础，
将其作为后续的的理由使用， 在这一点上， 仍然没有摆脱循环论证的困境。輨輱訛 因而， 最高法院没有
依据 “中立行为” 的概念解决问题的态度， 应当予以支持。

就此看来， 对于 Winny 事件的最高法院裁决， 与其说是作为关于中立行为的判例把握， 倒不如
说应当将其理解为以往极少讨论的对不特定多数人提供帮助的关系判断的判例。

（二） 关于最高法院的判断路径

122· ·



Winny 事件日本最高法院裁决与 “中立行为” 论

如同先前所言， 最高法院认为， 客观上存在着具体的侵害使用情况， 亦即， 能够认定 （本案中）
不属于例外情况的使用者利用该软件侵害著作权的高度盖然性； 主观上要求对这一事实存在认识、
容认， 在具体的情况下， 从客观上来看， 本案中被告人是在不属于例外情况的使用者利用其侵害著作
权的盖然性较高的情况下公开、 提供了Winny， 但是难以认定被告人对于这一情况存在认识、 容认。

概言之， 在前文所提到的要件中， 虽然满足了客观层面的要件， 但是却并不符合主观方面的要
件。 最高法院认为在本案中， 要求 “不属于例外情况的使用者利用软件实施著作权侵害行为的盖然
性较高”； 如果存在这样的盖然性， 则 “达到可以与特定的正犯 ‘正在’ 实施违法行为等同视之的
程度， 就可以评价为对结果的发生存在着危险。”輨輲訛 对于这一理解， 笔者表示赞同。

如果仅将帮助犯的成立要件与正犯的成立要件在构造上同等考虑， 则必须要求参与行为是类型
化的帮助行为。輨輳訛 换言之， 虽然帮助行为的实行行为性 （这样的表述可能会导致混淆） 可能是帮助
行为的类型性和定型性， 但是在帮助犯中要求其行为作为因果性的起点时， 即从一开始就 “认定不
属于例外情况的使用者利用软件实施侵害著作权行为的盖然性较高” 的时候， 向不特定多数人提供
道具 （即本案中的 Winny） 的行为也因此具备了类型化的违法性。

对于最高法院所采取的判断方法， 还存在着下述不同的观点。
详言之， 有观点认为， “如果被告人不存在故意……至少还应当强调被告人认为本案中的软件

具有相当的有益性， 本案与存在着多数人侵害法益的高度盖然性没有关系， 由于有益性达到某种程
度， 至少在行为当时， 应当解释为客观上不符合帮助行为。”輨輴訛

进一步从客观角度来看， 又对这一观点论述如下。 “至少在行为当时， 存在着客观的有益性，”
“在正当防卫理论中， 客观上根据危险性与有益性 （在遭受急迫的不法侵害时， 保全某一法益的可
能性） 之间的衡量， 从而认定防卫行为的相当性……则应当肯定防卫行为具有相当性。” “如果对此
做同样的理解， 在本案中……否定客观的违法性也未尝不可。”輨輵訛

尽管如此， 这样的理解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正如该观点所认为的， 如果以行为当时的有益性
为由否定帮助行为的符合性， 那么提供能够用于合法行为以及违法行为， 并且具有较高实益性的工
具时， 通常 “在客观上都不属于帮助行为”。 若是如此， 由于菜刀也被广泛用于合法的烹饪中， 毫
无疑问其也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 生产、 销售菜刀的行为也具有相当的实益性， 在特定情况下， 即
使向某一正犯提供菜刀， 也因其具备有益性从而在客观上排除帮助行为的符合性。 但是， 这一结论
难以令人接受。

此外， 关于本案中否定故意的结论， 属于事实认定的问题， 故在此不再深入探讨。 但是， 也有
反对意见认为， “在本案中， 被告人对利用侵害的高度盖然性存在认识与容认”。 所以， 对于多数意
见否定故意的做法， 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輨輶訛

輨輲訛 参见前引注譿訛， 岛田聪一郎文， 第 150页。
輨輳訛 关于反对意见， 参见前引注輨輱訛， 石井徹哉文， 第 222页 （“使他人的犯罪变得容易” 的标准是用于解释从犯的判断标准， 所

以， 关于其体系位置， 即 “是否使得他人的犯罪变得容易” 应当作为因果归属问题看待）。
輨輴訛 参见前引注輦輮訛， 林幹人文， 第 153页以下。
輨輵訛 参见前引注輦輮訛， 林幹人文， 第 153页。
輨輶訛 参见前引注輦輯訛， 小岛阳介文， 第 32 页。 “由于附注了督促使用者不要用于实施侵害行为的留言， 因此很难说被告人具有在

网络上传播违法的复制品从而破坏现行著作权制度的目的， 但是其没有正确地转告当时的客观使用情况， 所以不能否定被
告人对 “不属于例外情况的使用者用于实施侵害行为的盖然性” 的认识。 在对帮助的客观要素 （包括上述的盖然性） 存在
认识的故意之外， 该决定并没有要求其他主观要素……因而反对意见在论理上是较为合理的。” 此外， 前引注譿訛， 岛田聪一
郎文， 第 151页。 该文指出， “该决定并没有断定不能认定被告人存在故意， 而是可以理解为虽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可以证
明被告人具有故意的证据， 但是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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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輷訛 参见前引注譿訛， 岛田聪一郎文， 第 47 页。 由于大谷的反对意见认为， “在讨论本案中 Winny 的有益性、 帮助犯的成立、 利
用其实施侵害的高度盖然性等方面时已经予以考虑”， 故推测该决定所展现的标准， 即 “具体的侵害利用情况及对此存在的
认识、 容认” 应当理解为其仅仅适用的前提是案件中所提供的工具存在有益性。 但是， 即使是主要是用于实施违法行为或
者仅仅是用于实施违法行为的工具， 在是否利用这一工具上， 与 “委任于正犯” 这一点上是一样的， 所以理论上不应当具
有这样的限制。

（三） 该裁决的适用范围

最后， 简单地探讨一下该裁决的适用范围。 由于该裁决对于帮助的客观方面表现出双层次的标
准， 所以本文也将分为两个层次总结其适用范围。

正如近期学说上存在着多种主张， 如果应当通过解释帮助的一般成立要件解决所谓中立帮助行
为的问题， 则该决定所要求的 “具体的侵害利用情况” 及其适用范围应当涉及到帮助的一般内容。輨輷訛

其次， 本文希望对该决定所采取的下位标准， 即 “不属于例外情况的使用者利用软件实施著作权侵
害行为的盖然性较高”， 及该标准的适用范围予以探讨。

本案中， 除了从 “中立帮助行为” 这一切入点展开讨论之外， 还可以从 “针对不特定对象的帮
助” 这一突破口论证案件事实， 从而对帮助的要件进行严格解释， 考虑其属于其中哪一种情况。 亦
即， 关于 （a） 是否是既可以用于合法用途， 也可以用于违法用途， 即是否为 “中立的”； （b） 是否
向不特定人提供， 存在着四种可能的组合情况。 在本案中， 向不特定多数人提供具备合法用途和违
法用途的工具的模式属于第④种情形 （参见下述表格）。

仅用于违法行为 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皆可用

向特定对象提供 ① ③

向不特定的对象提供 ② ④

①向特定对象提供仅能用于违法行为的工具；
②向不特定对象提供仅能用于违法行为的工具；
③向特定对象提供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皆可用的工具；
④向不特定对象提供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皆可用的工具。
可以将该裁决中的 “认定不属于例外情况的使用者利用该软件实施著作权侵害行为的盖然性较

高” （与认识、 容认 “正在发生” 具体的著作权侵害情况， 并公开、 提供的情况不同） 这一要求理
解为考虑到对不特定对象提供帮助是本案的特征， 同时也是判断是否存在 “具体的侵害使用情况”
的下位标准。

因此， 在本案中最重要的并非是否存在 “中立的行为”， 而是是否存在对不特定对象的帮助。
如果按照笔者的观点进行理解的话， 本案中所呈现的下位标准 （不属于例外情况的使用者……） 的
适用范围就与中立帮助行为无关， 而是可以普遍适用于向不特定对象提供工具的其他案件事实。

但是， 像是本案这样， 需要被迫对相关的界限作出区分判断的情况， 似乎并不多见。 同样地，
即使是向不特定对象提供工具， 在提供仅适用于违法用途的工具时 （第②种情形）， 则一旦该工具
被使用也显然是用于实施违法行为。 据此， 对于此类提供工具的行为， 在事实上不需要像本案一样
予以谨慎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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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輮訛 参见前引注輨輱訛， 石井徹哉文， 第 220页以下。
輩輯訛 在可罚违法性的判断上， 在判例中关于绝对轻微性的范畴， 自一厘事件 （大判明治 43 年 10 月 11 日刑录 16 辑 162 页。 该

案中， 被告人由于吸食了价格一厘钱的烟草而没有上缴给政府从而违反了旧烟草专卖法。 法院认为， 零细的犯法行为， 只
要不是在犯人具有危险性这种特殊情况下坚决实行的， 就不能认为在共同生活的观念中存在应该要求通过刑罚制裁进行法
律保护的法益， 就没有必要以刑法处之， 也没有必要施加刑罚制裁） 以来， 都是消解于构成要件的解释之中 （例如， 十三
张卫生纸， 一张赛马券 [在此处作者实际上委婉地引用了一个判例试图说明将可罚违法性的判断融入到构成要件的解释之
中。 参见東京高判昭和 45年 4月 6日判タ255号， 第 235页， 该判例中， 被告人盗窃了 13张卫生纸与 1张赛马券， 法院认
为价值过于微小， 不值得作为盗窃罪的客体予以保护———译者注]）。 与此相对， 关于相对轻微性的范畴则属于实质的违法
阻却 （或者说刑法第 35条规定的正当行为） 的问题。 参见前田雅英： 《可罰違法性理論の研究》 （1982年）， 第 452页以下，
第 508页以下， 同时可参见前田雅英： 《刑法総論講義 （第五版）》 （2011年）， 第 101页， 第 328页。

輩輰訛 例如， 最判昭和 24 年 8 月 18 日刑集 3 卷 9 号 1465 页 （被告人打伤了大罢工的指挥者的案件）， 在有限的情况下， 允许为
了国家、 国民、 公共的法益实施正当防卫时， 则能够肯定对阻止罢工的利益 （本案中辩护人主张所防卫的是国民的生活权
利） 与罢工指挥者的利益 （身体） 进行比较。

（四） 待解决的问题

1. 基于物理因果性的片面帮助
由于最高法院仅仅否定了被告人存在故意， 所以对于像本案这样向不特定多数人提供软件的行

为， 并非一律否定帮助的成立。
对此， 立足于否定片面帮助犯的立场， 存在着如下批判。輩輮訛

正犯在实现自己犯罪时， 使用了自己手边的其中一个工具， 从而使该工具与实行行为之间发生
了联系。 因而， 对于一开始提供工具的行为进行物理上的归属时， 需要委任于对正犯的判断。 如果
行为人主观上不存在意思上的联络而提供工具， 该工具偶然被正犯选中， 并利用其实施犯罪行为， 进
而肯定帮助的因果性， 这种结论难以令人赞同。 从心理的因果性来理解共犯的因果性是较为妥当的。

这一观点是基于混合惹起说的立场对共犯的因果性予以限制的理解， 值得重视。 关于这一点，
也期待能够在日后对其予以进一步探讨。

2. 关于阻却违法的可能性
由于本决定的多数意见否定了被告人故意的成立， 所以并没有涉及到关于阻却违法性的内容。

但是， 根据大谷刚彦裁判官的反对意见， 在考虑认定被告人作为帮助犯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及其故意
之外， 还应对是否阻却实质的违法性进行探讨。

详言之， 反对意见认为， “被告人开发和提供 Winny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追求技术的实际效
益，” 由于 “不能认为征集不特定多数人对于这一软件提供的意见， 同时推进开发的方法欠缺特别
的相当性”， “综合考虑行为的目的、 手段的相当性、 法益侵害之间的比较、 或许还有政策上的考量
等因素， 在社会一般观念上可以被容许或者从整体法秩序的角度可以被容许时， 存在着阻却违法性
等关于实质违法性问题的讨论空间。” 然而， “本案中， 对于 Winny 所具有的法益侵害性与有益性的
‘法益比较’ 这种相对比较实际上是不相适应的。” “本案中 Winny 的有益性， 在关于帮助犯的成立，
要求具有利用其实施侵害的高度盖然性等方面时已经予以考虑， 再次考虑这一点讨论实质的违法性
是不妥当的。” 进而否定了阻却实质违法的可能性。

不过， 在构成要件阶段考虑软件提供行为的有益性， 就会将所谓的绝对轻微的可罚性判断和相
对轻微的可罚性判断相混淆，輩輯訛 导致以往判例中出现可罚性判断路径不适当的问题。 并且， 由于以往
就已经预想到难以比较的价值之间存在的法益衡量，輩輰訛 故以 “本案中Winny所具有的法益侵害性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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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of�the�previous�views�are�limited�to�the�analysis�of�Winny�events�in�the�context�of�
neutral�acts,�but� the� fundamental� feature�of� this�case� is� to�provide�software�with�both� legal�and�
illegal�uses�to�an�unspecified�majority�of�people�through�the�Internet,�rather�than�a�typical�neutral�
aid� act.�By�combing� the� adjudication� ideas� of� courts� at� all� levels� and� past� precedent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for� the� act� of� providing� value� neutral� tools� to� an� unspecified� person,�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 aided� crime� with� specific� infringement� and� utilization� beyond� the�
general�possibility,�and�at�the�same�time,�the�provider�is�supposed�to�recognize�and�tolerate�it.�The�
adjudication�benchmark�ruled�by�the�Supreme�Court�of�Japan�on�December�19,�2011�gave�up�the�
dependence�on�the�theory�of�neutral�acts�but�reasonably�added�restrictive�elements�on�the�basis�of�
adhering� to�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accessory� offense� and� comprehensive� studied� the�
punishability�of�value-neutral�acts�from�both�subjective�and�objective�aspects.

Key Words: Winny� Incident； Neutral�Aid�Act； Accomplice； Right� to�Network��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Unspecified�Majority�

（责任编辑： 陈毅坚）

益性” 比较衡量较为困难为由， 从而直接认为其丧失了阻却违法性的余地， 很难说是没有疑问的。
目前关于这一点仍然有讨论的必要，輩輱訛 本文对于类似的疑问暂且先抛砖引玉， 以待后续进一步

探讨。

輩輱訛 参见前引注輦輮訛， 林幹人文， 第 54页。 正当化的原理遵循优越利益的原则， 对犯罪的 “结果” 与有益的 “结果” 之间进行比
较衡量。 对于行为， 如果在对法益侵害的 “盖然性” （危险性） 与有益性进行比较衡量之后， 否定其可罚性， 则已经欠缺帮
助犯的构成要件符合性 （此外， 还可参见林幹人： 《判例刑法》 （2011年）， 第 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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