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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行政比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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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比例原则被誉为行政法的“皇冠原则”，是行政权运行的一条重要原理。文章分析了行政比例原则的
渊源、内涵以及该原则在国外行政法中的适用。在此基础上，与合理性原则作比较，论述中国行政法引入比例原则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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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行政比例原则的渊源及内涵

法的重要意义，更是司法上据以审判的重要工具，其
在行政法上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尤其在警察

现代行政法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将国家

法上更为显然，因为警察法上几乎所有的手段与措

权力（在行政法上为行政权）的行使保持在适度、必

施都是以侵害相对人的权益为代价的，也正因为此，

要的限度之内，特别是在法律不得不给执法者留有

在历史上，比例原则最初就孕育萌芽于警察法之中，

相当的自由空间之时，如何才能保证裁量是适度的，

是警察法上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但近年来，比例原

才不会为目的而不择手段，不会采取总成本高于总

则有不断泛化的趋向，适用的领域也由侵害行政扩

利益的行为。在大陆法中，这项任务是通过对手段

展到授益行政。

与目的之问关系的衡量，甚至是对两者各自所代表

在比例原则发展的历史上，德国对比例原则的

的、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问的权衡来实现的，也就是借

法释义学上的贡献最大，使该原则不再是抽象的法

助比例原则进行有效的控制。据考证，这种权力必

律原则，而是具有了规范性质，并可能进入司法层面

须合比例的思想，最早可以上溯至１２１５年英国的

进行操作。德国行政法学鼻祖奥托·麦耶在其著名

“自由大宪章”中关于犯罪与处罚应具有衡平性之

的《德国行政法》一书中，对比例原则进行了深刻的

规定，即人民不得因为轻罪而受到重罚。其后，在国

阐释。奥托·麦耶自己也曾将比例原则誉为行政法

家的契约理论，特别是宪政国家以及宪法基本权保

的“皇冠原则”。对该原则的最著名的、也是最通常

障等理念的支持之下，逐渐提炼出具有客观规范性

的阐述为“三阶理论”，也称三项“构成原则”，即适

质的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并进而扩展到宪法层面，

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的比例原则。【２１具体

成为具有宪法阶位的规范性要求。之所以会这样，

来讲，比例原则具有以下三层含义：

是因为宪法赋予公民基本权利，其本身就已蕴涵着

第一，适当性原则（也称妥当性原则、目的实现

对抗国家权力对于自由领域的不当侵害与限制的意

原则、特殊性原则等），是指行政机关所选择的行为

味，也就是预设了国家权力行使的例外和权力有限

方式和措施必须属于正确的手段，并且能够实现法

的内在思想，当国家行使公权力而与基本权利发生

律规定的目的或至少有助于目的的实现，而不是与

冲突时，就必须凭借某种审查标准来判断上述公权

法律目的相背离。

力的行使是否为宪法所允许，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

第二，必要性原则（也称最少侵害原则、不可替

侵害是否适度、合比例，在其问便要有比例原则来发

代性原则、最温和之手段原则等），是指在达成法定

挥决定性作用，作为保护基本权利而“加诸国家之

行政目的的过程中，如果有许多措施可以实现该目

上的分寸要求”。…因此，比例原则不仅具有规范执

的，则必须选择那些最有必要的，而所谓“最有必要
的”就是选择对公众不会造成损害或损害最少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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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换言之，就是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能给人民造成
更小侵害的措施来取代该项措施了。
第三，狭义的比例原则（也称相称性原则、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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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原则、合宜性原则、法益衡量原则、合比例原则

修订案之《联邦与各邦统一警察法标准草案》（第二

等），是指必需的行为方式和措施对个人所造成的

条）明文规定：“一、警察应就无数可行处分中，选择

损害与社会获得的利益之间应成比例、保持均衡。

对个人或公众伤害最小者为之。二、处分不得肇致

２外国行政法上比例原则的适用

与其结果显然不成比例之不利。三、目的达成后，或
发觉目的无法达成时，处分应即停止。”

自从１９世纪德国提出了比例原则以来，比例原

德国虽然是比例原则的最早倡行国，但是在比

则作为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在行政法治较为发

例原则的适用上却不如有些国家和地区广泛而深

达的国家和地区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适用，但同时

入。

也存在较大差异。

２．２法国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

２．１德国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

法国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的核心是对人民自由

德国虽然在其某些具体法律中较好地体现了比

的限制不得超过维护公益所必要之程度。因此，法

例原则，但是，在１９７６年制定的《联邦行政程序法》

国虽然没有明确的比例原则，但比例原则的因素是

及其以后的历次修订中都没有明确规定比例原则是

存在的。根据最高行政法院判例，对公民自由的限

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只是在个别条款中体现了

制与公民自由的行使对公共秩序可能造成的危险必

比例原则的某些精神。在立法制度上，比例原则正

须具有足够充分的关系。法国行政法的比例原则，

式被国家立法所承认源于１９３１年６月１日公布的

主要集中反映在《警察法》等特定的领域ｊ

《普鲁士警察行政法》。该《普鲁士警察行政法》随

在《警察法》领域，法国行政法院在坚持比例原

后就成为德国各邦相同法律的“母法”，广被采纳。

则时，认为一般行政警察的目的，在于保证公共秩

这是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原则”在成文法中的首

序。专门行政警察的目的在于保证某一专门领域的

度出现。１９４９年《德国基本法》公布后，次年的黑森

秩序。警察活动必须符合警察权力的目的，行政机

邦《直接强制法》（第四条）即规定：“行政直接强制

关利用警察权力以达到非警察活动的目的，不论出

只应选择对当事人及公众损害最小的方式为之，并

于私人的利益或图谋其他公共利益，都是权力滥用，

且不得与所达成之结果明显地不成比例”。１９５３年

这种行为可能为行政法院撤销。在审查行政裁量行

的《联邦行政执行法》第８条第２项中规定：“强制

为时要考虑限制公民自由与行政措施所要实现的公

方法必须与其目的保持适当比例。决定强制方法时

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应尽可能考虑当事人和公众受最少侵害。”这些都

２．３

揭示了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原则”及“狭义比例原

日本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
日本法中的比例原则与德国一样都源自警察权

则”０［３１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１日判决的“药房案”中，法院

的行使。在日本学者的论述中，比例原则也是与行

对于人民自由权利（本案是营业权）之侵犯约合法

政裁量紧密相连的。在法治实践中，日本法中的比

性问题，提出了所谓的“三阶理论”——就是手段的

例原则集中在警察法。日本《警察法》第１条规定，

“适当性”、“必要性”及“狭义比例性”原则。【４０以后

警察的目的是：（１）保护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维持公

的法院审判实务也就将这“三阶理论”作为“比例原

共安全和秩序；（２）警察的管理与动作应基于民主

则”的内容。沿传至今，行政法学界已形成通说，将

理念而施行；（３）规定足以有效地执行其任务的组

“三阶理论”视为比例原则的内涵。１９６１年３月１０

织。在该法第２条中，又规定警察执行职务时应当

日，联邦德国又颁布了《关于联邦官员行使公权力

“以不偏不倚、公平中正为宗旨，不得随意滥用涉及

间接强制执行法》，它进一步丰富了８年前制定的

于涉日本国宪法保障的个人权利及自由等

《联邦行政执行法》（１９５３年４月２７日，联邦德国颁

权限。”［ｓｊ

布了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基本法典，即《联邦行政

日本《警察（官）职务执行法》第１条第２项规

执行法》中的问接强制手段部分，再次巩固“问接强

定：“本法规定手段之行使，以执行前项目的之必要

制优于直接强制”的观念。

最小限度为限，不得滥用”，另在同法第七条规定：

１９７６年６月１１日经德国联邦内政部会议议决

“警察为逮捕人犯，防止逃逸，保护自己成他人，或

通过，随即又予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２５日经同会议通过其

压制妨害公务之抵抗，有相当理由，可认为必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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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经合理判断，于必要限度内，因应情况使用武

规定：“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

器。”此为比例原则明文化的规定，在强调比例原则

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

的“适当性”和“必要性”两个原则。日本行政法学

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

界对“比例原则”亦多有阐释。

法。”《人民警察适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四条规定：

２．４美国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

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

在美国，法院的判决也经常阐述必要性原则的

为，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原则。此条文含

思想。赫尔姆斯大法官曾经说过：“没有一个文明

有必要性原则中的最少侵害因素。国务院新近颁布

政府，会使其人民所受之牺牲，超过其予人民的协

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社会

助。”这一思想与比例原则的精神是一致的。在成

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分另Ｕ以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文法上，美国的《运输部法》和《联邦补助公路法》中

配收人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

都有关于比例原则的规定。

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

在美国，法院判决亦常彰显出比例原则的思想，

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北京大学公法研

只是名称上稍有不同罢了，有的称为“较缓和的手

究中心提出的《行政程序法》（专家试拟稿）规定了

段”，有的称为“较缓和的选项原则”。不管名称如
何，均是彰显政府的侵害行为不得逾越宪法所容许
的范围，或者是面对特定目的若有同等效用的手段
足供役使，应选择对人民权利自由最少侵害者为之，
尤其在政府订立有关限制人民言论、宗教、集会结
社、旅行及其它自由的法案时，法院常审究有无其它
更缓和的措施足供采行以追求同一目的。此种考
量，揭示了比例原则的“必要性”原则的精神，有助
于保障人民的权利自由。
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条款第五条及第十四条
所揭露的正当法律手续原则，不仅成为立法所应遵
循的原则，也是行政手续所遵奉的信条并且意欲实
现的目标。由此可知，美国虽然没有等同德国和日
本的比例原则理论架构，但是，在实务上就对人民基
本权利的保障而言，均体现了比例原则思想的精神。

比例原则。中国的《行政强制法》草案中也规定了
比例原则０［６１
比例原则引进的必要性

３．２

第一，从“控权”角度看，比例原则与合理原则
接近但并不完全等同。合理性原则在１６世纪起源
于英国，在普通法国家主要适用于司法审查以确定
裁量行为合理与否，是一个“定性”的原则。合理原
则侧重权衡行政裁量权行使结果的收益程度，是一
种“积极标准”。但实践中其操作具有抽象性和主
观性，这方面比例原则明显优于合理原则，可以弥补
之不足，“从现有的实践与研究看，只能丰富合理性
原则的内涵，构成不合理的一个特别的表征，更加精
细原来的界限或范围。”而在中国，行政法的基本原
则是行政法治原则，其又分解为合法性原则和合理
性原则，前者足“全方位适用”，后者主要适用于“自

３比例原则在中国行政法中的体现以及该

由裁量领域”。【『列这里合理性原则是以行政法治原

原则引进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则的子原则出现在行政法基本原则之中的，与普通

３．１

法国家的合理原则在性质和内容等方面有着很大的

比例原则在中国行政法中的体现
比例原则虽然在中国法律中尚无明文规定，但

中国的一些相关法律的立法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差别。
第二，在中国合理性原则的内涵包括：行政行为

和体现了比例原则的精神。如中国《行政处罚法》

的动因要符合行政目的；行政行为应建立在正当考

的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

虑的基础上；行政行为应合乎情理。司法实践中对

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

于“不合理”的把握与普通法国家相比更远之，再加

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上中国亦没有判例的保障和合理性原则本身的缺

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四条规定：“行政

陷，要使得合理原则在中国发挥像在普通法国家中

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

那样的作用，目前来看是很困难的。

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
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行政复议法》第一条也

因此，中国确有必要引入比例原则来促进行政
法治的发展和行政管理观念的转变。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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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引进行政比例原则的可行性

权，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必须加强对比例原则的

中国学术界对引进比例原则有很大的争议，大

研究和适用，这不仅有利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重构，

致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比例原则应独立作为基本

而且能够拓展司法审查的广度和深度，保障人权，构

原则而屏弃合理原则，以充分发挥其作用；二是认为

筑更为公平的社会环境，最终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

应将比例原则作为合理原则的补充，弥补合理原则

目标。

的不足。笔者认为前者较为可行，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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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的行政法体系，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

［７］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法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２１４—２１６．

立足本国的实际，但是也必须吸收借鉴世界法律文
化的有益成果，比例原则就是其一。在中国保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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