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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考察中国行政主体理论的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现有的行政主体理论在如下方

面存在的问题：一是行政主体理论与行政诉讼的发展；二是行政主体理论中的行政主体资格的分析；三是行政

主体理论与行政组织法，发现中国现有的行政主体理论制约着中国行政诉讼和行政法学的进一步发展，亟需

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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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现有行政主体理论与中国行政诉讼的发展

中国行政主体理论在形式上应行政诉讼发展的需要而

诞生，但事实上它对中国的行政诉讼并没有做出多少实际的

贡献。

从产生时间上看，1989年，王名扬先生著述《中国行政

法》，首次在国内著述中使用行政主体概念，并介绍了法国的

行政主体理论。与此同时，中国的行政诉讼法经过几年的酝

酿也已走上立法的最后阶段——公布实施阶段。中国的行

政主体理论正是在这时候创立的，但被行政法学界接受是更

晚一些时候的事了。因此，从产生时间上看，行政主体理论

应是在讨论行政诉讼法的过程中形成的，或者说中国行政诉

讼法的出台推动了中国行政理论的诞生。它是与中国行政

诉讼法同时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

行政诉讼中规定了两种被告，即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

权组织，而中国行政主体理论中的主体范围也一直就是这两

种主体。这种学说与法律上的严格对应关系，只能说明理论

的层次太低，还处在对法律的注释水平上。尽管如此，应该

况这种针对性很强的理论创设，对司法实践中如何确定被告

还是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的。但它的研究重点一直停留在对

主体资格的确认、主体分类和行政机关与授权组织等方面。

这种研究总带有以确认行政诉讼被告为目的的色彩，如内

部、外部行政主体的划分、主体资格中强调与民主体资格几

乎一致的责任要件、名义要件等。对行政主体理论其它需要

研究的内容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这种强烈的偏颇，也难怪

有人认为主体理论阻碍了行政法学其它理论的研究。

行政诉讼法中片面地强调原告确认被告的义务，客观上

阻碍了中国行政诉讼的发展，中圈行政主体理论一直没有给

予应有的反思。行政诉讼法中对原告起诉资格的规定中有

一条“被告适格”要求，并规定，如果原告提不出适格的被告。

法院有权驳回起诉，不予受理。这种对民诉法的照搬照抄，

实际上并不适应行政诉讼的要求，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国情

下更是如此。原因如下：一是中国的行政组织法不健全，机

关设置随意性很大，造成了机关林立，机构一再膨胀的恶果，

到底这些机关间的关系如何，行政机关上至国务院都不能轻

易理出个头绪来，作为原告的普通百姓又怎能做的更好呢?

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二是，由于多年来的传统，行政机关的

设置一般被作为行政机关内部的事，并没有严格的向社会公

布的程序，普通公民很难掌握机关设置的具体情况。当然更

无从去确定机关间的各种关系。事实上，行政机关间职责权

限不清的问题是中国的世纪性难题，把这样的难题在行政诉

讼中交给具体的公民去理清，这实际是等于把相当多的公民

排斥在行政诉讼的大门之外。三是，普通公民首先知道的是

谁采取违法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的权益，并不一定了解该公

务员在行政系统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遇到所谓“内部机

构、受委托组织和派出机构”的情况时，更难以理清其相互间

的关系，到底以谁为被告，就是拿着《行政诉讼法》也无济于

事，有些情况下，法官和学者又能拿得准吗?

行政诉讼法的这种被告确认设计，实际上阻碍了中国行

政诉讼的发展。司法实践中，被告确认不清的事情屡屡发

生，司法解释越来越细，最终还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症结

的所在就在于这种设计的不合理。与行政诉讼被告确认密

切相关的行政主体理论对此的反应令人很失望。

被告责任的定位错误，使现有行政诉讼难以达到监督行

政的目的，违法行政行为并没有得到有效地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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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责任定位错误”，是指行为者与责任承担者的错位。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者⋯
公务人员与其所在机关的责任错位，即公务人员的违法行政

行为的责任由其所在机关承担；二是派出机构、内部机构、受

托组织等的违法行政行为责任由其主管机关承担：三是行政

机关的责任与国家责任的错位。行政诉讼法中对被告的这

种规定，现有主体理论中也便给予相应地诠释。

这种责任承担的错位会带来如下恶果：

l、承担责任者推卸责任，结果责任没有人承担。这种情

况尤其是在中国机关林立，相互间关系纵横交错，职权划分

不清的状况下，更容易发生，行政诉讼实践中不乏这样的事

例。

2、行为者不承担责任或承担责任太轻，导致他们并不怕

违法。由于违法行政行为的责任全部或主要由主管机关承

担，造成行为者没有顾忌的心态，结果是他们在下次行为中

并没因上次受到惩罚而提高警惕。这种状况，违法行政行为

怎么能得到有效遏制呢?

3、原告讨个说法的对象往往就是行为者，但在法庭上却

无法与其交锋，胜诉后也难以看到具体行为者承担责任的情

况，“民愤”并没有得到宣泄。行政机关执行法律，具体都要

落实到作为个体的公务员去执行，而违法行政行为一般就发

生在具体行政行为领域，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作为法

律的经并没歪，问题就出在把“经”念歪的“歪嘴和尚”身上，

不追究“歪嘴和尚”的责任，却追究“掌经者”的责任，后果是

很明显的。

现有行政主体理论把承担部分公务职能的公用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它社会组织排除出行政主体范围之外，造成在行

政诉讼实践中一些案件的被告无法确定，既无法律依据，也

无也无学理根据。中国行政诉讼经历十几年的实践，积累了

大量的经验；在中国整体社会结构大变迁的背景下，也遇到

了一系列的难题，其中如何定位承担部分公务职能的企事业

单位和社会组织的性质与地位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二、现有行政主体理论的行政主体资格要件分析

在主体定位上，由于仅停留在对《行政诉讼法》被告确认

部分进行诠释的层面上，中国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视角不仅

低下而且狭隘，因此不能真正框定适应中国发展需要的主体

范围。

(一)翻看中国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主体的论述部分，会

发现大多数著作都认为我国行政主体只有两种：一是行政机

关，二是授权组织。这与《行政诉讼法》的被告确认部分的规

定相一致。而且行政诉讼法没有变化，行政主体理论这部分

内容十年间也没有变化。这种诠释的研究视角便展现无遗。

中国的行政主体现状，真的就如此适应中国的发展吗?在这

两种主体之外的那些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在行政法中如何

调整?”

(二)从通说中行政主体的资格要件的分析人手，会看到

原有主体理论的根本性失误。

通说的三个资格要件是：l、行政主体必须是依法享有行

政职；仅的组织：2、行政主体必项是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

政活动的组织：3、行政主体必须是能独立承担行政责任的组

回

织。本文主要对l、3两个要件进行分析，来‘考察这种理论

设计的局限生。

首先来看第一个要件，行政机关和授权组织真的享有行

政权吗?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在

国家机构建设方面采取的是民主集中制，不是分权制，立法、

司法和行政权的区别，仅只是分工的不同，而非分权。由此

看来，行政机关并非是国家行政权力的所有者，它只是国家

为了行使行政权力而设立的执行工具。这与作为民事主体

的所有权性质根本不同。行政主体无权处置行政职权便是

它不享有行政权的最有力的证据。行政机关并不享有行政

权，准确地说，它只是依国家意志使用国家行政权，它拥有的

只是行政权一定程度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授权组织更是

如此。

出现这种偏差的原因，一是因为创设主体理论时，对民

法中民事主体理论的借鉴时，没有深入考查行政法自身特点

的结果。二是与我国的政治传统有关，人们日常观念中，国

家机关代表国家，甚至就是国家。

再来看第三个资格要件的问题，中国的行政主体真的能

独立承担行政责任吗?

I、它没有收益。因为它是为公益而存在的，它的类似收

益的行为，所获得的一切都必须上缴国家。

2、它的一切费用开支全部来源于国家。在这方面，它是

完全依附于国家的。如果从民法的角度看，所谓的“独立承

担责任”就无从说起。行政主体的财产责任事实上是由国家

承担的，如国家赔偿法中的规定，赔偿由国库开支。自己的

行为责任要别的主体承担，这种情况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任何主体对自己的行为不承担责任对于民主社会那是十分

令人不安的事，既然行政主体在财产上无法独立承担责任。

那么只能从它本身的其它方面寻求承担责任的基础。行政

主体是行政权的使用者；行政权的使用表现为行政行为；而

带来违法与合法效果的也正是行政行为。但行政行为本身

不能承担责任，能承担责任的是行政行为的实施者。行政行

为只能作为承担责任的一个依据、标准或尺度。现实中也正

是这样做的。但是，行政主体作为一个集合概念，它的责任

只能具体的落实到它的组成人员身上，其它找不到可承担责

任的东西。因为行政主体的财产、办公用具等都是为公益而

设的，它们的损失同时就是对公益的损害。

因此，结果只有一个：行政主体承担责任的方式是它的

公务人员因其所实施的行政行为而承担责任。这正是现有

行政主体理论没有给予应有关注的问题之一。过去往往过

高的强调国家责任和机关责任，而对公务员的行政责任重视

不够。这一点表现在诉讼中，公务员只因“故意或重大过失”

而承担责任，表面上于法有掘，事实上是为公务员承担责任

留下了很大的法律盲区；即便如此，公务员的责任法院出无

权追究，只能交给行政主体通过“内部行政行为”去追究。∞

这种“内部”追究就如发生在铁暮中的事一样，“外部”的公

民、法院都无权过问。在复议领域也一样，公民只有权针对

整个行政主体要求承担违法责任，而元权就“内部行政行为”

要求具体的行为人承担违法责任，这只能靠行政主体自己去

追究。在行政行为领域，问题更为严重，作为相对方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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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自己的暴力抗拒之外，几乎没有其它要求公务员承担责任

的有效途径。

现有行政主体理论在这方面研究的缺失，过分地、盲目

地强调机关责任、国家责任，事实上给中国行政实务界的违

法行政行为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

一个认识上的失误，在于对国家责任的性质和目的认识不

清，1、由于国家主权的至上性、最高性和自主性，它的意志通

过制定法律表现出来，包括设立行政机关，都是立法表现出

来的。但国家对立法责任的承担不是外在力量追究的，而是

它自主决定的。因此，所谓“国家责任”，法院是无权追究的。

2、国家授权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是要求其依法行使，并

没有许可其它违法行使。那么，国家对依法行使的行政行为

负责任，没有理由对违法的行为负责任。违法行为只能由违

法行为者自己去承担责任。

原有行政主体理论没有理清国家责任、行政主体责任和

公务员责任的区别之所在，在具体对待上，偏重于让国家责

任和主体责任吸收具体行为者——公务员的违法行为责任。

这正是有学者批判原行政主体理论“主体责任错位”的原因

之所在。[2]

因此，关于“行政主体独立承担责任”的最终含义，应是

具体行为者承担责任。合法行为的责任当然由国家承担，但

违法行为的责任只在权衡后作适当的承担。但这不是因为

国家违法而承担责任。违法责任只能由行为者具体的公务

人员承担，其承担的依据就是其实施的违法行政行为，一句

话，“谁行为，谁责任。”

这一理念在中国行政主体理论中的引人，带有革命性的

冲击。

三、中国现有行政主体理论与行政组织法

中国现有的行政主体理论，不仅没有处理好行政组织法

在本理论中的地位，相反，甚至有把行政组织法研究排除出

去的倾向。因此，最终没有建立起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表

现得散乱无章，结果当然无法显示它对中国社会的强大指导

作用。

这样狭隘的研究范围和低下的研究视角，造成的结果是

这样的：

l、研究重点放在被告资格的确认上，虽然也认识到主体

资格的确认有利于确定行政行为的效力，但由于又把行政主

体和行政行为作内外划分，内部的方面认为不在行政法的研

究范围内，那么行政主体自我确定自己行为效力的问题，当

然是内部行为了；相对方被认为是被管理者，行政行为有没

有效，相对方如果仅仅自己作判断，究竟能对行政主体产生

多大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因此，行政主体资

格要件的研究，重点就放在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研究上了，

因为这似乎才是唯一能产生实际效果的部分。

2、孤零零地研究行政机关和授权组织，似乎这就是对行

政主体理论中的主体的穷尽式的研究，别的没有其它问题

了。至于各行政主体内部的结构，权力分配，各行政主体之

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依然停留在对实然状态的描述的阶

段，或者处于研究的空白。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庞大的行政

机构，反应在行政法学中仅只有两个孤立的、相互之间没有

联系的空洞的主体外壳，既缺乏强壮的筋骨，又无丰满的血

肉，与中国现实中那种无处不在的强大行政机构极不相称。

这样的研究，当然无法指望它能产生什么有意义的功能来

它既没有概括出实然的中国行政系统，更没有发现中国需

要的应然的行政系统。它采取的是一种孤立的、片面的、机

械的研究方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把行政组织法

的研究排除出关注视野。

行政组织法本应是主体理论的当然研究对象。因为行

政组织法规定的唯一内容就是关于行政主体的内容，它规定

行政主体的建立条件、职权划分、相互关系、内部职位设置等

等问题，如果不把它纳入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范围，在行政

法学中，它又到哪里寻找自己的位置呢?实际上它在行政主

体理论中有自己的位置，那就是，它塑造一个个行政主体的

完整架构，又明确厘清各主体的相互关系。从行政主体理论

的角度看，如果缺少了这部分内容，主体理论便只能是既不

研究各主体的内部结构也不研究其相互关系的主体理沦，这

又是什么样的主体理论呢?

原有主体理论中，对主体的分类有一种奇怪的分类，即

内部主体和外部主体的分类。原有理论认为，行政主体是享

有行政权，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行政权并独立参加行政诉

讼的组织。那么，内部行政主体则是对行政主体的内部事务

进行管理的组织，它无权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行为，当然也更

无权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并且认为它本身就没有独立

性，无从承担行为责任。那么，这种“内部行政主体”，它是

“行政主体”吗?就是这样的一种十分奇怪的主体分类，以及

同样奇怪的内外行政行为的分类，认为“行政法是调整行政

关系和行政监督关系的法律”，“行政关系是行政机关在行使

职权过程中与相对人之间发生的关系”。【31那么，因“内部行

政行为”形成的“内部行政关系”，不是与相对人发生的关系

便不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由此，有关行政组织问题是行

政“内部”的问题，与此相关的行政组织法便也被顺理成章的

划归“行政内部问题”，似乎也不是行政学的研究范围；荐加

上行政诉讼法把“内部行为”排除出诉讼范围，这似乎又为这

种论调找到了“现实的法律依据”。就这样，行政组织法被有

些学者有应无意的剔出了行政法学的研究范围。这真是行

政法学研究的一个天大的陷阱，请问，如果仅研究所谓“外

部”的问题，那么，这外部的从何而来?如果这外部的有许多

问题要僻决，不研究它内部的根据，能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

吗?中国行政法难道就应该停留在这种外部的表面上的研

究层面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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