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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行政法法律保留原则的现状及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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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法学院, 上海 200444)
摘

要: 法律保留原则是依法行政的核心理念。关于 法律保留原 则范围的确 立标准, 学者提出 了不同 的

理论 , 从我国现实来看, 我国法律保留原则范围确立的标准采取重要性理论更合适些。在我国, 法律保留原则
已得 到运用与体现, 但也存在着许多的不足, 需要进一步检讨和修正, 以更好地发挥法律保留原则在行政实践
中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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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 t S ituation of the L egal R eservation Princip le
in th e Adm inistrative Law and Its Consummation
X IA W ei- liang, SH EN Shao- zhou
( Shanghai U niversity, Shangha i 200444, China )
Abstract: The lega l reservation princ iple is the co re idea of adm in istration law. T he estab lishm en t standard o f
the legal rese rvation princ ip le scope, the scho la rs advanced the diffe rent theor 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 f our coun
try s rea lity, the im po rtant theory ism ore appropriate. In our country, the lega l reservation pr inc iple has been w ide ly
used. How ever, the princ ip le has m any defic ienc ies, we shou ld further rev iew and am endment, then the pr inciple
can play the better ro le in the practice of adm in istrative law.
K ey word s: the A dm in istrative Law; the L egal R ese rvation; A dm in istration according to Law

在理论界, 首先提出法律保留这一概念的学者
是德国行政法学之父奥托 ! 迈耶。他认为, ∀ 法治是
由三部分构成的: 形成法律规范的能力, 法律优先及
法律保留。# ∀ 合乎宪法的法律只是对一些特别重要
的国家事务而言是必要基础。在其他所有方面对执
行权则无此限制, 行政以自有的力量作用, 而不是依
据法律, 我们把这个在特定范围内对行政自行作用
[ 1]
的排除称之为法律保留。# 由此可见, 法律保留原
则是指对于影响人民自由权利之重要事项, 没有法
律之明确授权, 行政机关即不能合法作成行政行为。
法律保留原则在限制行政权之滥用, 保障公民的基
本权利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一、
我国法律保留原则保留范围的确立标准
关于法律保留原则范围的确立标准, 德国、
日本

部保留说 #, 主张法律保留应适用于包括给付行政在
内的全部行政领域, 所有公行政作用 ( 包括行政指导
等非权力行政作用在 内 ) , 都必须具 有法律上的根
据, 没有法律根据, 所有的行政活动都不能进行; ∀ 重
要事项保留说 #, 这种观点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采
取, 认为基于法治国家原则和民主原则, 不仅干涉人
民自由权利之行政领域应有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
[ 2]
而且在服务行政原则上也应有法律保留之适用。
从我国现实来看, 笔者认为, 在我国法律保留原
则范围确立的标准采取重要性理论更合适些。具体
原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一 )重要事项保留理论能适应行政权力不断扩
张的趋势, 为行政保留理论及时提供依据
无论哪种保留范围的学说都未将传统的侵害行

和台湾地区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 主要的理论
观点有 ∀ 侵害保留论 #, 该理论认为法律保留原则的
适用范围只限于侵害臣民 ∀ 自由与财产 #的行政活
动, 这之外的行政活动只要不与既存的法律相抵触
就得自由进行, 这就是所谓的 ∀ 侵害保留理论 #; ∀ 全

政排除在外, 而只是对之的发展, 因此侵害行政一直
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不过在重要性理论下, 侵害
行政适用最严格的标准, 对于严重侵害公民权利自
由的行政行为适用国会保留, 我国有学者称为法律
的绝对保留事项, 相当于我国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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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法律只能由立法机关制定, 而不能由行政机
关制定。在目前理论界, 关于法律保留原则, 争议最
大的还是关于在给付行政和特别权利关系中是否适

∀ 粗 #, 这种 ∀ 粗 #在我国法律发展不很完善的阶段还
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能够容纳很多无法预测的情形。
我国法律的这种概括性, 为 ∀ 重要性 #抽象概括的概

用法律保留原则, 重要事项保留理论为这个问题提
供了一个解决方法和思路。
在给付行政 ( 服务行政 ) 领域中, 也应该使用法
律保留原则。基于民主原则, 给付行政不能游离于
议会的民主监督之外, 而从公民对国家的请求权尤
其是其中的受益权看, 给付行政亦关系公民的基本

念提供了比较好的生存环境。
其次, 我国的法律体系具有相应的阶梯性质, 在
不同法律规范中分配法律保留的事项比较符合我国
的实际情况。与重要性理论对重要性事物的法律要
求相符合: ∀ 完全重要的事务需要议会法律独占调整,
重要性小一些的事务也可以由法律规定的法令制定

权利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某一竞争者的给付, 即
意味着对其他竞争者的侵害, 且某些给付关系公民
的生存权, 若行政机关拒绝给付, 危害更大。因此给
付行政原则上均属重要应当由法律保留, 对其中凡
涉及人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与行使, 以及涉及公共利

机关的调整; 一直到不重要的事务, 不属于法律保留
的范围。当然从调整密度的不同要求来看, 这种阶梯
[ 4]
顺序的编排没有中断, 而是并行衔接。# 从而为不同
层次重要性事务的处理提供不同的法律依据。
二、
我国法律保留应该保留的重要事项
德国将法律保留领域分为侵害行政、
给付行政、

益的, 都应适用法律保留, 给付对象条件尤其是拒绝
给付的条件, 以及给付资金的来源等, 应由法律作出
规定。同时 法律应给行 政机关留 有一定的 裁量余
地, 对于给付额度法律可规定一定的范围行政机关
可根据实际情况裁量决定。
在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中, 行政主体与其相对
人之间的关系不属于法律关系, 因而无法律保留的
适用余地, 而由行政主体自行制定的行政规则调整
这种关系。因此无论如何重要的权利遭到侵犯, 特
别权力关系中的公民一方无法得到法律的救济。在
20世纪 50年代德国学者乌勒将特别权力关系区分
为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 基础关系涉及身份的设定
变更与消灭等行为, 这些行为在性质上属于行政行
为, 得提起行政救济; 而管理关系因涉及不太重要的
事务, 可不适用法律保留。在 70年代德国联邦宪法
法院在 ∀ 监狱受刑人案 #中认为基本权利可以适用于
刑罚的执行, 服刑人的通信自由只能通过或者根据

特别法律关系 (如刑罚执行关系、
教育事务、
行政组织
和行政程序 )。台湾地区法律保留适用的领域主要有
税捐的课征、
处罚及其处理程序、
政府公债、
大学自治
[ 2]
之监督、
接近使用媒体之权利、
限制出境等 。笔者
认为, 借鉴国外行政法律保留的界限, 结合我国法律
的规定与实际, 根据重要事项保留理论, 应该将以下
事项作为 ∀ 重要事项 #予以保留: 侵害公民或法人人身
权的行政活动; 侵害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财产权的
行政活动; 涉及到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方面的行政活
动; 涉及到劳动权、
受教育权保护方面的行政活动; 涉
及到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方面内容的事项; 涉及到税
收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行政活动等等。
三、
我国法律保留的现状
(一 )法律保留原则在我国法律中的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
的成就, 法律保留原则在立法、执法中也日益受到重

正式法律予以限制, 因此特别权力关系排除法律保
留适用被初步推翻。随后在教育行政领域中, 宪法
法院通过一系列判决表达了其观点: 法治国家原则
和议会民主原则要求立法机关自行调整有关教育领
域的重要决定, 而不能委任给行政机关。重要性理
论进而在教育 领域要求 法律保留 原则的适 用。现

视。在我国, 现行宪法和法律对必须由法律规定的
事项已做了某些 规定, 特 别是 2007 年开 始实施的
∃立法法 %对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
使的立法权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列举, 这些都表明
法律保留原则在我国已经有了广泛的实践, 此外, 法
律保留原则在 ∃行政处罚法 %、∃行政许可法 %等单行

在, 所有的特别权力关系领域依据重要性理论都有
[ 3]
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
(二 )我国目前法律体系的特点适合采用重要性
理论
首先, 概括性是我国法律的一个基本特点。这

法律中也有了相应的规定, 下面简单论述之。
根据现行宪法的规定, 我国的法律保留集中表
现在 45个宪法条文中, 其中第 62条规定, 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
国家机
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第 67条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

在很多法律中都可以体现出来, 虽然有人批评立法
∀ 宜粗不宜细 #, 但不能否认的是, 我国法律确实比较

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 这两条规定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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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宪法、
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
国家机构和其他
基本法律以及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是属于严格
意义上的法律保留事项。其他法律保留多以 ∀ &&

有效的维护, 甚至受到不应有的侵害。主要表现在:
首先,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难以得到切实保
障。我国宪 法虽然十 分重视对 公民基本 权利的规

由法律规定 # ∀ & &以法 律规 定 # ∀ 依 照法 律 规定
& &#∀ 依照法律 && #等几种基本形式的方式来规
定, 其内容主要涉及国家基本制度、
国家机构组织和
职权、有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身自由、
纳税、服兵
役等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战争与和平、对外缔
结条约等其他重要问题的法律保留。

定, 但却并未明示它 属于法律保留 的范围。 ∃立法
法 %对基本权利的保留仅限于侵害保留, 范围极窄,
没有对基本权利保留的一般规定。该法规定, 对公
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
罚, 属于法律 ∀ 绝对保留 #; 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则属
于法律的 ∀ 相对保留 #。然而, 即使在属于法律保留

∃立法法 %以宪法为基础, 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
对法律保留原则作 了全面完 整、具 体明确的 规定。
第 8条规定, 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国家主权的事
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
人民法院和人民
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

范围内的三项公民基本权利中, 也仅对人身权利作
了较为充分的规定, 而对政治权利的保障甚至没有
列入 ∀ 相对保留 #的事项。这就意味着, 公民的言论、
出版、集会、结社、
游行、示威自由可以被行政机关的
授权立法限制; 同时, 公民的平等权、宗教信仰自由、

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犯罪和刑罚; 对
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
处罚; 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 民事基本制度; 基本经
济制度以及财产、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资的基本制
度; 诉讼和仲裁制度; 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第 9条规定, 本

文化教育权利、获得物质帮助权等重要的基本权利
被排除在法律保留事项以外, 也就意味着行政机关
可以通过行政立法 ∀ 合法 #地对上述公民基本权利予
以限制、
甚至剥夺。此外, 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则属
于法律的 ∀ 相对保留 #, 目前在行政征收、
行政补偿、
行政强制等领域还没有严格的法律规定, 目前反应

法第 8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 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 授权国务院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
法规, 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
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
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司法制度等事

普遍强烈的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这一涉及到相对人基
本财产权利的行为, 还以行政机关自己制定的规则
为准则, 造成了大量侵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和财
产权利的事情发生。
其次, 立法 上存在不 足, 无法防 范行政 立法越

项除外。可见, ∃立法法 %第 8条、
第 9条对法律保留
原则以及其中的绝对保留和相对保留的规定是十分
具体明确的。第 10条更是进一步规定, 授权决定应
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
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
将该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

权。法律保留是宪法赋予立法权的专属空间, 行政
权不得侵犯。行政若无法律授权而侵及法律保留的
领域, 将会受到违宪的指责。这是权力分立原则下,
立法权足以对抗行政权侵犯的界限。 ∃立法法 %第 9
条仅将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
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列为

此外, ∃行政处罚法 %根据现代行政法中的法律
保留原则, 对其中限制人身自由由于其涉及到公民
最基本的权利只实行绝对保留, 其他处罚则根据不
同的情形作了相对保留的规定。 2004年 7月 1日实
施的 ∃行政许可法 %也在法律保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
一步, 重要表现就是在行政许可事项以及设定主体

∀ 绝对保留 #事项。 ∃立法法 %仅把对政治权利的 ∀ 剥
夺 #列为法律绝对保留事项, 用词上的含混与模糊为
行政机关对涉及公民政治权利的立法以及限制打开
了一个 ∀ 合法 #的广阔空间。法律保留的范围界定模
糊, 将使行政机关获得本不属于其行使的权力, 或使
其合法性存有争议的权力合法化, 必然导致立法实

上比较好地贯彻了法律保留原则。
(二 )我国法律保留原则存在的不足
虽然法律保留原则在我国已得到运用和发展,
但是这种运用还很不彻底, 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法学
界对法律保留原则的重视不够, 在行政法的实践中

践中, 受地方及部门利益的驱使, 加之违宪审查制度
的缺席以及立法者素质的局限, 往往不同层次的法
律规范将不属于自身的立法事项纳入其规范的内容
之中, 从而造成法律规范体系的混乱, 损害法制的统
一与尊严。

也未能很好地贯彻法律保留原则, 造成现实生活中
大量的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得不到

再次, 无法防止立法懈怠。 ∀ 法律保留 #的功能
有两个方面: 一是防止行政机关侵犯代议机关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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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 二是防止代议机关的立法懈怠。 ∀ 法律保留 #
范围内的事项对于立法机关而言是一项立法义务,
义务是不可以随便转嫁的。但就 ∃立法法 %的表述而

我国目前行政法理论界对法律保留原则重视不
够, 行政法教科书和著作基本上把行政法基本原则
概括为行政合法原则、依法行政原则或行政法治原

言, 已经将其表述为一项 ∀ 权力 #。只要是 ∀ 第八条
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都可以将 ∀ 相对法律保留 #范围内的事项
授权国务院立法。如果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务委员会的立法懈怠还可以有国务院 ∀ 查漏补缺 #的
话, 那么, 国务院的立法懈怠几乎就 ∀ 无药可救 #了。

则, 即使提出法律保留原则, 也是把它作为依法行政
原则的附属原则。行政法学界应充分认识到法律保
留原则对规范制约行政权所起的重要作用, 把行政
法律保留作为行政法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借鉴国外

既然社会的实际需要呼唤 ∀ 立法 #,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就应积极立法。而授权国务院立
法时, 也 应当 设置 相 应的 制度 防止 立法 懈怠。如
1997年 12 月 29日 颁行的 ∃中 华人民 共和 国价格
法 %第 47条规定: ∀ 国家行政机关的收费, 应当依法
进行, 严格控制收费项目, 限定收费范围、标准。收
费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但至今仍未
见任何办法出台。乱收费屡禁不止, 显然与此相关。
因此, 借鉴西方国家的 ∀ 立法催生条款 #或 ∀ 日出条
款 #, 限期完成立法事项, 就显得至关重要。
最后, 我国法律保留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 造成

成熟理论的基础上, 加紧对法律保留原则的本土化
研究, 为该原则在行政领域的立法与执法实践提供
充分的理论支撑。
(二 )在立法上应确立 ∀ 法律保留 #原则
首先, 对立法机关的 ∀ 授权 #行为要设定限制规
则, 立法机关在授权其他机关 ∀ 立法 #时, 要有授权标
准、
授权时限和监督机制的规定, (如: 全国人大及常
委会在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时, 要有授权标准、
时限和监督措施 ) , 否则, 授权无效; 其次, 确立 ∀ 不得
授权 #原则, 即按照法律保留的标准, 应该由立法机
关自己制定规则的, 立法机关不得授权其他机关去
制定, ( 如: 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事项, 该由全
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规则, 就不得授权国务院来制

有关规范公然违反法律保留原则。长期以来, 我们
忽略法律保留原则研究, 没有意识到法律保留原则
本身同样也需要其他法律制度与程序加以保障, 从
而导致法律保留原则在我国行政法治实践中的作用
非常有限, 同时在存在某些规范和制度公然违反法

定 ) ; 再次, 加 强对 ∀ 行政 立法 #的 清理规范工作, 及
时清理与 ∀ 法律保留 #相 抵触的文件, 做好 ∀ 事前预
防 #工作, 同时, 加快重要行政领域的立法和完善工
作, 尤其是行政强制、
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行政领

律保留原则而得不到修正。如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
显然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 而且是违背了法律保留
中的绝对保留, 但由于缺乏违宪审查制度, 一直得不
到修正; 2003 年国务院自行废除的 ∃城市流浪乞讨
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涉及的也是人身自由的法律保
留问题, 而不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撤销; 同时,

(三 )建立和完善对法律保留原则的保障机制
为了为了捍卫公民的基本权利, 有效规制行政
权, 应当尽快建立切实有效的违宪审查与法律监督
制度, 赋予公民宪法诉愿的权利, 使我国的法律保留

∃社会团体登记管 理条例 %∃出版管理条例 %等一系
列没有法律依据或授权而限制公民宪法所保障的结
社自由、
出版自由等基本权利的行政法规, 也不符合
法律保留原则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目的, 但由于缺
乏相应的制度保障而一直得不到修正。
四、
完善我国法律保留原则的构想
法律保留原则作为行政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核
心要素, 应该对整个行政法起着精神贯彻和实践指
导作用, 但是在我国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为了
更好的发挥法律保留原则的规制行政权力、保证公
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作用,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
面进行完善:
(一 )重视和加强对法律保留原则的理论研究

域。

由宏大的制度安排转化为具体实质的法治, 以建构
起法律保留的有效保障机制。
注: 本文得到上海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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