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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国反恐斗争中的宪法保护问题
刘琳璘
（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2 ）
要：“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国际社会加大了对恐怖活动的打击力度，德国不遗余力地采取
了一系列的措施与行动。在反恐斗争中德国强化宪法的价值与权威，在打击恐怖活动中恪守宪法基本
摘

原则，选择了有别于美国和英国的反恐模式，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研究德国反恐斗争中的宪法保护
问题，可梳理德国反恐进路选择的原因与思路，对解决当下困扰各国的国家利益与公民权利之间及安全
与自由之间的平衡问题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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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主义追求的法治、人权、权力制约和有限政府理念已成为国际社会重要的政治哲学 ，在宪法权
威下建立良好的法治秩序成为重要的政治目标 。然而“9·11”恐怖袭击事件给这一目标带来了巨大的
冲击。在此事件后国际社会纷纷加大了对恐怖活动的防范与打击 ，各国都根据国情积极制定了反恐政
策，主要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宣布进入战争状态模式及以英国为代表的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模式等 。
但在实际运行中，这两种模式都出现了国家利益对公民权利的过分侵害与破坏 ，甚至对基本的宪法规范
也有所突破，损害了宪法根本的价值秩序。如何在反恐斗争中维护宪法的权威，发挥宪法的作用，实现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共存 ，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德国在其独特的法治文化传统影响下 ，选择了
有别于以上两种模式的反恐进路 。在反恐斗争中始终恪守宪法法治原则 ，坚持通过法律手段，以修改完
善反恐立法的方式预防和打击恐怖活动 。在维护宪法正常价值秩序的同时，既有效打击了恐怖主义维
护了国家利益，又保障了公民基本的宪法权利，实现了安全与自由的平衡。 究其原因，这与德国法治主
义国家宪法理论及德国基本法中宪法的自我保护制度密切相关 。因而，分析德国反恐斗争中的宪法保
护问题可为当前反恐斗争中国家利益与公民权利 、自由与安全的冲突的解决提供一个路径 。
一、法治主义国家宪法理论对反恐策略的影响
德意志民族重新统一的完全实现及欧盟的形成 ，揭开了德国法治发展史上全新的一页。 但德国宪
法在此过程中并未做出本质性的修改 ，数十年沿革传承下来的法治主义的民主制度 、社会法治原则与联
邦国家的体制，以及在德国宪法生活中塑造形成的宪法传统都被坚守捍卫 。面对当前反恐斗争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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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解决方案过程中，这些宪法传统与理论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 。法治主义国家理论是德国独具特
色的宪法思想的结晶，它在强调个人权利自由保障的基础上 ，将国家的作用与意义纳入保障的积极因素
之中，而非一味强调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立与限制 。其理论的逻辑起点即为安全，这是公民权利自
由实现的基本前提，也是国家作用的重要体现。因而在恐怖活动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的时候 ，德国反恐
策略的形成受其影响深远。
( 一) 安全的概念与范围
生命权是宪法保护的最高位阶权利 ，而生命权又依赖于安全保障。 可见安全是人们自古以来生存
和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亚伯拉罕 · 马斯洛 （ Abraham Harold Maslow） 需求
层次理论，人们从低到高的五个需求依次是生理的需要 、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
现的需要。当基本的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人们就迫切需要安全的保障 。通常意义上的安全是指不受
威胁，没有危险、危害、损失。由于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安全的认识不同 ，因而安全有多种概念或定义。在
德国法治主义国家理论中对安全的定义则是从国家作用的层面进行界定 。这一理论认为安全的概念范
围在不同的时期是变化发展的，不存在绝对明确与不变的范围。在国家作用层面理解最基本、最核心的
安全即是公民免于某种强迫或者某种程度的强迫的安全 ，或者不受某种或近或远的侵害权利行为伤害
［1］

的安全

。唯有在此基础上建立安全的范围 ，才能避免安全被扩展得太广，或限制得过于狭窄，或在其

他的名目下界限被混杂。当然，要对此范围在现实中做出比较准确的界定也存在一定难度 ，然而在不同
时期国家可以采取或不可以采取的各种手段在这一定义前提下是可以进行审慎地分析和审查的 。换言
之，在任何时期为了促进和维持国家的作用 ，国家不得企图对习俗和民族的性格本身施加影响，不得给
民族性格确定或者使之失去某一种特定的方向 ，这即是对公民基本安全的保障。具体而言，如果一个国
家的公民在实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中不受外来的干预即是安全 ，当然这种权利有时涉及人身，有时涉
及财产，那么安全就是公民合法自由的可靠性 ，亦即国家对公民安全保障的范围只能扩及处理那些直接
和恰恰是干预他人权利的行为上 ，只需裁决有争议的权利，重新恢复被侵害者的权利，并惩罚侵害者。
一方面是出于完全平等的全体公民 ，另一方面是国家本身都必须获得安全。 国家本身的安全涉及一个
或更大或更小规模的客体，这取决于人们是更广泛地扩大它的权力还是更狭窄地限制它的权力 。因此，
对国家本身安全的界定就取决于国家目的的界定 。法治理念下的国家只能要求维持赋予它的权力和财
富的安全，且国家不能从这种安全角度出发随意限制公民权利 。当安全遭到威胁或破坏时，也不能妄加
限制自由，必须通过衡量危害、获得成效和限制自由的概率，结合过去的经验和当前的形势表明限制是
［2］
必要时，才能规定限制 。
( 二) 安全与自由的关系

法治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保护公民的自由、安全与幸福，使公众能够享受“免于恐惧”、“免于匮乏 ”
的自由。而制宪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为公众营造一个井然有序 、安居乐业的环境，使人们对未来
［3］

满怀希望

。这些目标与任务的实现，必须明确安全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实现二者的和谐共存。 对此

法治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的根本目的就是防范外敌入侵与防范内部冲突 ，维护安全，这也是国家发挥
作用的领域界定。没有安全，人们就不能培养自身的各种力量，也不能享受这些力量所创造的果实，因
［4］
为没有安全，就没有自由 。亦即安全是自由的前提，自由始终是与安全联系在一起的，撇开安全去探
讨单纯的自由，无异于画饼充饥。同时，自由会增强人的力量，而且正如它总是带来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一样，也总是带来某种危险，即“强迫行为窒息着人的力量，并导致一切自利的愿望和对弱者算计的阴
［5］
谋与手段” 。从这一层面分析，自由有时就会引发某些违法行为，给安全带来威胁。 所以对个人自由
一定范围的限制既是对安全的保障 ，也是对社会他人自由的保障。而这种限制往往通过公共机构权力
的行使来实现，因而个人生活自由程度的上升总是恰好与公共机构自由下降的程度相一致 ，与此相反，
安全总是与公共机构的自由保持同步 ，这也表明安全与国家权力的行使密切相关。 安全与自由总是处
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这与一定时期的社会背景与经济发展相一致 ，社会稳定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往
往会促使自由的范围获得拓宽，安全范围相对缩小； 而当国家处于战争、内乱等紧急状态，安全的范围便
会逐步扩大，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然而法治主义国家理论强调为了实现公民的安全 ，这种限制与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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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仅仅直接涉及后果是违反他人权利的行为者的行为 ，或者防范可能导致这一结果的行为。 在考虑
这样一种可能性时，一方面必须注意可能造成的损害的大小 ，同时又要注意通过某一项防范性法律产生
［6］
的对自由限制的必要性。当限制的理由不复存在时，这类限制也就应该消失 。 因而，在安全与自由
的关系中必须明确自由是最终的目的和核心价值追求 ，安全是实现自由的手段和保障，一定程度的安全

是自由的必须，但若为追求安全一味限制自由，则将导致专制与压迫。 正如本杰明 · 富兰克林所言：
“那些为了得到一点暂时的安全而放弃基本自由的人不配享有自由和安全 。”①
( 三) 对德国反恐策略的影响
“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成为德国日益关注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对德国宪
法秩序的一个严峻考验。法治国家的根本使命就是保障公民的安全与自由 ，服务公众。 恐怖组织实施
的爆炸、暗杀、煽动暴乱、扰乱社会治安的恐怖手段，已使德国社会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严重威胁，造
成了社会恐慌情绪，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德国政府认为，国内安全这一问题事关众多公民
的切身利益，国家理应成为公民在自由和安全环境下生活的保障 。在打击恐怖主义、制定反恐策略过程
中，德国秉承着法治主义国家理论，坚持寻求安全与自由的平衡状态，认为国家现在的全部任务就是要
防止在同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对德国宪法基本价值可能造成的危害变成现实 。国家必须采取必要的保障
措施，保护公民的自由与安全。在此方面，国家的实质和任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它不再是超强的怪兽，
它需要被驯服，以实现个人自由②。从此意义上看，国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保障自由和安全的前提。
防范与打击恐怖主义面临着向国家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 ，使国家能更好地实现控制的问题———而此种
控制必然对公民基本权利造成干涉 ，亦即安全的实现必然导致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尤其是对那些被怀疑
的人和被追捕的人的权利，这里也涉及公民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民权利 。 因此德国反恐斗争策略始终
坚持用法治手段对付充满恐怖威胁的环境 ，在采取必要防治与保护措施的同时，不损害公民的权利，强
调对自由的限制必须有理有据。正是受自由主义国家宪法理论的影响 ，德国政府将反恐斗争明确地限
［7］
定在法治范围中活动，并在反恐立法中规定了“日落条款” ，对采取的反恐措施规定一定的时间限制 ，
强调在法律规定的反恐措施到期后 ，必须根据当时国家情势得到议会的再次授权，否则不得继续使用。
由此德国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同时 ，实现了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保障，并寻求到了自由和安全之间的平衡 。
二、德国宪法社会法治原则对反恐模式的制约
社会法治原则作为德国基本法的宪法秩序基础是德国法治制度稳定运行的根本保证 ，换言之，联邦
德国的宪法秩序，应该是一种社会法治国家意义上的宪法秩序 。 基本法第 20 条规定了各项本质要素，
但对这一原则性规定的内容与意义 ，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明确答案。 基本权、行政合法性的原则、
比例原则与权力制衡等特定的权利或原则都属于法治国家原则的本质要素 ，这一点则已得到了大家的
公认③。社会法治原则关注的重点是国家权力在宪法划定的范围内运行 。 而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则
更需防范权力对宪法的威胁或突破 。正是这一原则保障了德国宪法价值与宪法秩序的存续 ，避免了针
对宪法的威胁与取消宪法的企图 。因而德国反恐模式在进路选择上始终恪守着社会法治原则 ，将国家
权力的行使限定在德国基本法的规范中 。
( 一) 社会法治原则下宪法秩序的维护
社会法治原则的思想基础源于康德 1784 年的《世界公民视角中普遍历史观 》与 1797 年的《法学形
而上学初探》。其后莫尔将法治国家概念引入法学，认为法治国家即理性的国家、理智的国家，对于法
①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主页文章《向恐怖主义宣战！ “9·11”事件余波： 安全与自由》。参见网址 http： / / chinese． usembassy － china．
org． cn / jl0202_saf． html？ op = switchOnAdmin。

转引自张美英主编：
② 译自德国联邦司法部部长 Zypries2004 年 6 月 4 日在明斯特“国家行为是保证自由和安全的前提”的报告，
《德国与欧盟反恐对策及相关法律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 页。
Grundgesetz，Abschn． Ⅶ zu Art． 20GG． ，转引自［德］康拉德·黑塞著，李辉译： 《联邦德国
③ 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参见： Maunz － Dürig，
宪法纲要》，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第 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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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家而言，最重要的事项是界定国家的任务。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基本法的社会法治原则，重点强调
行政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亦即行政既不能违反法律，亦不能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干预个人的自由空
［8］

间

。对法治国家宪法秩序习惯上的理解 ，即将它视为法之根本原则的安全保障，以及将它理解为是

纯粹为保护公民个人自由而对国家权力所做的限制 ，并为穷尽它所包含的全部意义。 如同民主秩序一
样，基本法中的法治国家宪法秩序，更多规整出的是诸项原则与程序性的规则 ； 而法之总秩序的基础，则
在这些原则与程序性规则中被创制生成 ，其更新现代化则形成了政治统一体并使之得以稳固 ，并且在被
实践的过程中，由宪法所构建出的国家才能取得其具体的与历史性的形态样貌 ①。 因此宪法不仅应该
在平常时刻中，而且应该在紧急与危机的时刻受到保护 。当宪法对于消除这些情形没有任何事先准备
措施的话，那么对此承担责任的机关，在决定性的时刻除了放弃宪法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可能 。虽然如此
便可使紧急权力正当化，然而宪法的优先性、稳定性与权威性必将被牺牲。 是故宪法必须创制一种规
则，使那些用正常的宪法手段无法消除而又很难预先确定的具体情形中的非常事态 ，能够通过宪法的途
径得以解决，同时也必须要保障非常事态下所要求的权力集中不能在非常事态结束之后还能得以继续
保留，并因此被滥用而取消正常的宪法秩序 。
权力制衡是社会法治原则的核心要素 。由于国家权力及其前提条件———政治统一体，并非是天然
地既定存在的，它必须在人群中有组织的共同活动中 ，持续不断地被重新创制与维护。在这个由宪法所
规范的进程中，作为社会法治原则核心要素的权力制衡 ，其任务不能仅为一种消极性的事后限制而存
在。权力制衡的对象，更多的还是一种人群共同生活的积极性秩序 ，这一秩序构建了各种国家权力、决
定并且限制了它们的权限、规范了它们的共同行动，并且以这种方式形成了有限制的国家权力的统一整
体②。根据基本法第 20 条第 2 款规定，国家权力由特定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机构行使。第 3 款则正式确
［9］
立了这一原则： “立法机构受制于宪政秩序； 执法和司法机构必须服从法律和正义 。” 在社会法治原则

下政府机构必须严格遵守立法、执法与司法的权力界限，实现国家的权力制衡。 且在互相制衡的同时，
政府的三个最高权力机构都必须受到宪法与法律的约束 。此外，基本法还明确赋予联邦宪政法院宪政
审查与司法审查的权力，从而为保障自身的最高权威和基本宪法秩序确定了必不可少的守护人 。 德国
宪政法院作为基本法最重要的守护者 ，在这一原则下从多个角度展现了其丰富的内容与涵义 。 在非常
事态下权力制衡原则也更能保障公权力的规范运行 ，避免出现集权专制破坏宪法秩序。 根据德国宪法
中有关非常事态法（ 亦称紧急状态法 ） 规定，只有联邦议会有权对紧张情势进行保障与审查，有权取消
建立在已经有效适用的法规命令基础上的各项紧急措施 ③。 但是由联邦宪政法院对此进行的司法审查
也被明确规定。换言之，联邦议会可以简单地多数同意通过联邦政府在安全保障法律的框架中制定的
法规命令，也可以取消业已采取的各项紧急措施 ，但此种行为皆要受到联邦宪政法院司法审查的制约 。
比例原则作为社会法治原则的基本构成要素对宪法秩序的维护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宪法秩序构
成威胁最大的莫过于非常事态，在此情境下国家存在、公共安全与秩序面临严重威胁，采用宪法预设的
正常途径无法消除这些威胁，因而只能采取非常例外的手段才能预防与消除这些威胁 。 然而此时根据
社会法治原则，宪法的根本价值与秩序仍需得到保护与坚持 ，为使这种必要性得到最佳解决，非常事态
法需要一种特殊的构造形成，这种构造形成不仅在其权限规则方面 ，而且在其安全保障方面，与实证宪
法机制的正常构造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 而尽快恢复宪法的正常状态及恢复宪法发挥其功效的前提条
件，则决定了这一区别的程度大小。换言之，在非常事态下采取的各种非常措施是否具有合宪性都是围
绕着宪法正常状态的恢复与正常运作为目标 ，它也决定了非常措施的内容，即对于恢复正常宪法秩序来
说，所有必要的措施都必须被使用，而且也只允许使用那些对于消除障碍来说必要的手段 。同时这些非
常权力措施也必须遵守这一界限 ，即只有一项旨在恢复宪法秩序并且符合比例原则的非常措施 ，才允许
① 参见： K． Hesse，Der Ｒechtsstaat im Verfassungssystem des Grundgesetzes，in： Staatsverfassung und Kirchenordnung． Festgabe fǖr Ｒ．
Smend zum 80． Geburstag（ 1962） S． 71 ff． 。
②

Ｒ． Bumlin，Der schweizerische Ｒechtsstaatsgedanke，Zeitschrift des Bernischen Juristenvereins 101（ 1965） S． 94 ff． 。

③

参见《德国联邦基本法》第 80 条 a 第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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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使用

。当这一措施对于恢复宪法的正常状态必不可少时 ，且唯有在这一条件下，才允许公权力在

常规事态中所受到的拘束力在非常事态中失效 ，特别是各项基本权、权力制衡与联邦国家原则所具有的
拘束力。通过分析社会法治原则下采取紧急措施的目的 ，可知这些措施并未包含对于常规宪法的违背 ，
相反它是对于常规宪法的补充与加强 。换言之，中止宪法局部效力的目的，是使宪法不受限制的效力能
够得以恢复，重新形成稳定的宪法秩序。
( 二) 社会法治原则对德国反恐模式的制约
恐怖主义威胁应当隶属于非常事态 ，因而面对恐怖袭击事件或恐怖主义威胁 ，国家为维护正常的宪
法秩序与国家安全，必须采取非常权力措施。基于社会法治原则，这些非常权力措施必须将自身严格限
制在针对真正的反恐斗争之非常事态下 ，且以恢复正常宪法秩序为目的，恪守宪法基本价值原则为界
限。是故德国反恐模式在确立之初，即把社会法治原则作为根本的价值基础确立起来 ，正如德国联邦司
法部长 Zypries 所言： “我们必须在法治国家的框架内活动 ，因为我们在同恐怖主义斗争时要维护民主和
国家的法治性。有句谚语说： ‘在炮火中，法律沉默。’作为司法部长，我不愿看到法律沉默。 对恐怖主
义刑事犯罪追捕的法律依据不充足时 ，我们必须修改法律，但是必须维护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① 同
时，出于对 20 世纪德国两次侵略他国悲惨教训的反省 ，防止悲剧重演，德国基本法明确宣布禁止对其他
国家的侵略性的军事行为，并规定导致战争的行为是犯罪行为。 基本法第 26 条第 1 款规定，扰乱各国
之间的和平关系特别是准备侵略战争的行为及为达到这种目的而实施的行为是违宪的 ，属于应受惩处
的犯罪行为。此外，为吸取《魏玛宪法 》因规定紧急状态的宪法程序致使 1933 年德国宪法秩序的崩溃
［11］

的教训，最初基本法没有对紧急状态做出相关规定。 直到 1968 年德国议会通过
修改基本法才对防御状态（ 亦称战备状态 ） 做出了明确规定，但由于宪法对此条件限制严格，德国政府
和纳粹政府的兴起

［12］

若要宣告和实施防御状态十分困难 。正是德国基本法对非常事态下宣布战争与防御状态的限制性
规定，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宪法秩序的稳定性 ，也使德国反恐模式在进路选择上区别于英美 。因此面对
恐怖活动威胁，德国并未宣布进入战争或紧急状态 ，也未采取设立特殊法庭或特殊法律程序方式打击恐
怖主义行为，而是通过不断修改完善相关的反恐法律 ，在法治框架下与恐怖活动进行斗争 。是故德国在
社会法治原则下建立的反恐模式使其法律具有较好的延续性 ，没有因“9·11”事件而发生重大的转向。
正如 学 者 所 言： 德 国 国 家 安 全 和 公 民 权 利 的 关 系 在“9 ·11 ”事 件 发 生 后 没 有 发 生 根 本 性 的 转 变，
“9·11”事件或许构成了一个改变反恐立法的政治上的理由 ，但对德国的民权来讲，这一事件并不是一
个重要的标志②。在反恐立法模式上，德国选择的是附属式模式，附属式是指并非通过设立独立的法律
文件来规定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是对已经生效的其他法律文件加以修订、删改的反恐立法模
［13］

。2002 年通过的《德国反国际恐怖主义法 》即是此种模式的成果。 这种立法模式，实质上就是对
德国原有法律规范的修订与完善，包括修改《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联邦宪法保护法》、《联邦情

式

报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以此保证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稳定性 。因此在反恐斗争中，德国始终坚持用
成套的“经典”刑法来处理恐怖主义，认为恐怖主义行为主要是刑事犯罪，犯罪人必须依法律程序接受
法庭审判，不得成立特殊法庭，在刑事调查、监禁和逮捕时也必须遵守法治国家和人权标准 ，从而实现在
法治框架下用法律同恐怖主义做最有力的斗争 。
三、德国宪法制度性保障对反恐行动的限制
恐怖主义为了政治目的实施暗杀 、杀人、敲诈勒索、纵火、爆炸等一系列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暴力
行为，使公众置于恐惧之中，威胁着整个社会自由、民主、法治的基本价值原则，同时也严重威胁着国家
转引自张美英主编：
① 译自德国联邦司法部部长 Zypries2004 年 6 月 4 日在明斯特“国家行为是保证自由和安全的前提”的报告，
《德国与欧盟反恐对策及相关法律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6 页。
②

Oliver Lepsius．“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Security and Civil Liberties in the Federal Ｒepublic of Germany after September 11”，in Paul

Gewirtz / Jacob Katz Cogan（ eds． ） ，Global Constitutiona － lism： Privacy，Proportionality，Terrorism and Civil Libertie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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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宪法秩序，是故面对恐怖主义威胁国家必须发挥维护基本安全的作用 ，采取一定措施进行反恐斗
争。然而在此过程中，往往存在着一个悖论，即国家如果恪守宪法的基本原则，则将难以及时有效应对
［14］

恐怖威胁。因为“那些在危机时刻不能诉诸独裁的共和国一般将在严重情况发生时归于毁灭 ”。 但
是，国家如果采取独断有效的措施，这些措施本身必将破坏法治秩序的基本构造，因为“危机或紧急状
［15］
态下的政府不可能是立宪政府” 。美国的反恐斗争就印证了这一悖论 ，每次恐怖袭击后，美国国会都
会通过一些压迫性的法律，并承诺更大的安全。然而结果却是一定时期后另一个新的恐怖组织又需要

重新设法应对。新的恐怖袭击，反过来又会为制定更为压迫性的法律提供条件，持续不断，形成了“棘
［16］
轮”效应 。为了保障宪法秩序免受来自此类状态下外部或内部的侵害 ，以及防止宪法内部功能丧失
的可能，宪法自身保护的问题需要被格外地强调与重视 。在德国法治发展历史中，产生了两种有关宪法
制度性保障的理论，即消极制度性保障与积极制度性保障 。消极制度性保障是指纳入宪法保障范围的
法律制度，立法者根据情势可以对其进行适当修改 ，但不得废弃背离该法律制度的本质内容与基本价
值。积极制度性保障是指为充分保障宪法中的基本权利 ，立法者负有构建相关具体法律制度的宪法性
［17］
义务，但也必须遵循宪法的“核心内容保障原则” 。正是此种二元结构的制度性保障成为德国宪法保
护的根本基础。

( 一) 消极制度保障对反恐行动的限制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其自身的最高权威性决定了立法者对其必须遵守 。 亦即一旦某项具体法
律制度纳入宪法的保护范畴，则具备了对抗立法者的效用。 最初德国学界将这种效用称为“宪法的制
度性保障”。根据德国著名宪法学者卡尔 · 施密特 （ Schimtt） 的观点，制度性保障是指某些先存性的法
律制度受宪法保护，并具有对抗立法者的效用，虽然立法者有权对之进行限制，但立法者不能废弃该法
［18］
律制度的核心部分 。由此可知，施密特提出的制度性保障强调的是避免某些先存性法律制度免受立
法者废弃的功能，是一种消极的制度性保障。根据这一观点，笔者认为消极制度性保障的具体内涵应包
括两方面： 其一，消极制度性保障的对象是宪法确立的法律制度或者法律秩序 ，而非宪法规定的具体权
利。宪法秩序的存在依赖于法律制度的执行与实施 ，公众宪法权利的保障也依赖于良好法律秩序的形
成。一旦宪法组织性与程序性的规则不能很好规范国家和社会生活 ，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也就无从谈起。
因此消极制度性保障强调其所保障的是一种被宪法构建 、组织并明确界分的具体法律制度。 当然也不
排除在具体制度下的公民权利与自由的保障 。概言之，消极制度性保障强调的是对整体宪法秩序下的
法律制度的维护与保护。其二，消极制度性保障的重点是立法机关 （ 也包括政府 ） 不能损害业已纳入宪
法范畴的法律制度的核心价值或典型特征 。换言之，由宪法确立的具体法律制度的本质与核心部分是
消极制度性保障的界限，如果立法机关对此修改或被政府行为所突破 ，此制度将失去存在的意义，或者
某项基本权利将被空洞化。宪法根本价值之所在正是体现在其构建的各种具体法律制度的本质特征与
核心价值上，如果立法机关或政府能对此进行修改或突破 ，必将对宪法的权威性与整个宪法秩序造成严
重侵害，是故消极制度性保障的目的就是防止此种侵害的发生 ，维护宪法的完整性与价值性。
面对恐怖主义在国内、国际的现实威胁，德国针对反恐斗争的需要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修改了现
有相关的反对恐怖活动法律条款 ，积极采取措施加强了与欧盟内其他国家的刑事合作 ，并对恐怖活动行
为予以刑事追究。同时加强了对外国人出入境的数据 、签证、居留及信息的交流与管理。然而这些行动
都要受到宪法消极制度性保障的限制 ，不得有损宪法范围内既有法律制度的典型性特征与价值 ，并以此
来实现对德国稳定的宪法秩序的维护与保护 。消极制度性保障对德国反恐行动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对宪法中审判制度的保护，使反恐斗争中德国政府不能像美国政府一样设立审判恐怖
［19］

。基本法第 101 条 （ 禁止非常法院 ） 规定： “不得设置非常法院。 任何
人不得免除受其合法法官的审判管辖 。 专门领域的法院只能由立法设置。”审判制度的核心价值就是

犯罪嫌疑人的特别军事委员会

司法公正，非常法院的设立恰是对司法公正的严重侵害 ，因而即使在反恐斗争中也不得采取成立特殊法
院的行动对其进行打击。第二，对宪法中刑罚制度的保护，使德国政府不能通过增设死刑来打击恐怖活
动行为。基本法第 102 条（ 死刑的废除） 规定： “死刑应予废除。”贝卡里亚认为，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
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因而刑罚制度的典型特征在于刑罚强度只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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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而死刑显然超出了这一限度，因为没有哪个人经过权衡后还会选择使自己彻底
地、永久地丧失自由的道路，不管犯罪能给他带来多少好处。而终身监禁的强度足以改变任何决议的心
［20］

灵

。第三，对宪法中刑事程序制度的保护，使德国政府在采取反恐行动时对恐怖犯罪嫌疑人追诉不

得违反程序规则的限制，设置特殊程序对其进行打击。基本法第 103 条规定了公民在法院中的基本权
利，第 104 条规定了公民剥夺自由时的法律保障①，以此体现了刑事程序制度的正义性。这些规定使德
国采取反恐行动时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规则 ，在修改相关反恐法律制度时也不得超越宪法的程序界限 。
( 二) 积极制度保障对反恐行动的限制
二战后，随着基本法的制定，德国学界在基本权利领域对宪法的制度性保障理论进行了发展与重
构，创立了积极制度性保障理论。德国学者 Haberle 认为，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具有双重性格，即个人
［21］

权利与制度。基本权利从权利人的角度而言，是主观公权利，而从生活关系角度而言，则为制度

。由

此形成了基本权利制度的品格，即指基本权利具有制度性保障的依赖性 ，故为了实现宪法权利的保障，
［22］
立法机关必须构建相关法律制度以形塑基本权利的内涵 ，为基本权利的保障提供制度性支持 。 相比
消极制度性保障而言，积极制度性保障强调的是对具体宪法权利在制度层面的建构保障 ，突出国家在此
方面的主动性与义务性。且基于《魏玛宪法》时期基本权利被立法机关空洞化掏空殆尽的教训 ，积极制
度性保障强调了核心内容保障原则 ，即防止立法机关由于过度使用法律保留而使基本权利空洞化 ，在其
对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或改变时 ，不得侵害基本权利的核心内容，否则即为违宪无效。具体
而言，积极制度性保障要求在社会权领域 ，立法机关对那些具有受益性质的基本权利提供的保护必须满
足最低标准； 在自由权领域则要求立法机关所构建的法律制度与已有的法律制度在原则上保持一致 ，并
遵循法治实践规律，与本国国情和国际形势相符合。此外严禁将权利主体变为权利客体 ，将基本权利的
［23］
范围缩减到毫无空间的程度 。
在国际反恐斗争中各国都面临着人权保障的问题 ，在打击恐怖活动与公民权利保障、国家安全与公
民自由的平衡中，始终存在的一个紧张关系就是航空安全中公民生命权与人性尊严权的保障问题 。 换
言之，在面对劫机这种极端的恐怖活动时 ，国家能否为保障航空安全而击落被恐怖分子控制的飞机，这
是必须由法律解决的一个难题。2006 年，德国联邦宪政法院对备受争议的“航空安全法 ”做出判决，认
为该法案不仅形式违宪，而且规定为防止特别严重不幸事件发生时 ，可以动用军队诉诸武力击落被恐怖
分子劫持的、载有无辜乘客的民航客机也构成实质上的违宪 ，与德国基本法保障的生命权与人性尊严权
［24］

相冲突

。而联邦宪政法院在审查这一法案合宪性时所依据的标准就是积极制度性保障中的核心内

容保障原则。在德国基本权利体系中生命权与人性尊严权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 ，人的生命是“作为
［25］
基础性的宪政原则及最高宪法价值的人性尊严 ”的本质基础 。而航空安全法所允许击落的飞机必须
是被用来作为武器使用威胁公众生命的飞机 ，而不仅仅是辅助工具。如果允许将其击落，则在飞机上的
乘务人员与无辜乘客就与飞机一起被视为纯粹客体 ，此种行为明显漠视了这些公民的主体地位，侵害、
剥夺了他们的生命权与人性尊严权 ，违反了积极性制度保障的核心内容保障原则 。因此，德国宪政法院
的违宪判决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 ，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德国反恐斗争中安全与自由的博弈 。
此外，德国反恐斗争中存在的另一紧张关系就是情报信息搜集中公民一般人格权的保障问题 ，尤其
是互联网上的情报信息搜集。网络的发展给恐怖主义犯罪组织的发展与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如何
针对互联网上的情报信息进行监控 、搜集在实现对恐怖活动行为防御性措施的同时又保障宪法中的一
般人格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前，德国在反恐斗争中通过法律授予了情报机关与警察部门享有获
该
① 《基本法》第 103 条规定： 任何人在法院中都有权按照法律发言。只有在行为完成前这种行为即已被规定为违法的情况下，
行为才能受到惩处。任何人不应为同一行为而根据一般刑事立法受一次以上的惩处。第 104 条规定： 个人的自由只能受到正式法律的
限制，并只能遵照正式法律中规定的方式受到限制。被拘留者不得受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虐待。只有法官才能对准许或继续剥夺自由作
出裁决。如果不依据法官命令而剥夺自由时，应该立即获得司法裁决。警察不得擅自在扣押后第二天终了时继续扣押任何人。细则由
立法规定。任何人因违法嫌疑而被暂时拘留，必须在扣押后第二天内受法官审查； 法官告知拘留的理由，对他进行查问并给予机会提出
反对的理由。法官应该立即列举逮捕理由，发出逮捕令或命令解除拘留。命令或继续剥夺被拘留者自由的任何司法裁决，应该立即通
知被拘留者的一个亲属或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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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公民和外国人大量信息的权力 ，国家及各联邦州的刑侦人员，在大学、居民户籍管理处、外国人管理
局、语言学校及飞机驾驶学校，按照以下标准进行了拉网式搜索： 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出生地或国
籍———伊斯兰国家，性别———男，职业———大学生或者已毕业或掇学的大学生等。 通过这一模糊搜索，
共得到 800 万人。经过初级过滤，剩下 32 000 人，另有 10 万人的个人资料被储存在比较数据库中 。 但
［26］
联邦宪法法院对这一做法做出判决 ，判定刑侦机关采取的模糊式拉网搜索措施，违反德国基本法 。
因为根据德国一般人格权理论，此种权力的行使是对基本法中公民的个人信息自决权的侵害 。 根据德

国宪法理论，《基本法》第 2 条第 1 款和第 1 条第 1 款结合在一起包含了一般人格权。 在具体化人性尊
［27］
严的过程中，一般人格权为范围更小的核心个人生活空间及其基本条件的获得提供保障 。2008 年
德国宪政法院又依据一般人格权理论发展出了一项新的保障 IT 系统私密性和完整性的基本权利，同时
也为国家搜集调查计算机个人信息所采取的措施确立了明确的界限 。 根据判决，只有当存在确实的根
据证明存在危及非常重要的法益的具体危险时 ，秘密在线搜查①才为宪法所允许。 此处“非常重要的法
益”是指人的生命、身体和自由或那些一旦受到威胁，就会危及国家存在的基础或者人类生存基础的公
共法益。倘若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没有足够的确定性 ，但只要有确切的事实表明在个案中某个特定的人
会危及上述列举的非常重要的法益 ，在线搜查也可被视为不违宪。 同时，判决规定进行秘密在线搜查，
必须要获得法官的指令。且授权进行此类调查行为的法律必须同时规定相应的预防措施 ，以保障公民
［28］
私人生活的核心领域不受侵犯 。这项判决也体现出了德国宪法积极制度性保障在反恐斗争中的重
要作用。
四、结语
在国际反恐斗争中，德国基于自身法治传统选择在法治原则的框架下打击恐怖活动行为 ，通过不断
调整预防性反恐措施与宪法秩序保障的紧张关系 ，实现了国家安全与公民自由之间的平衡 ，也为世界反
恐斗争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不可否认，各国的法治传统各有不同，然而法治国家追求的价值目标却是
一致的，这也成为国际反恐斗争合作的前提与基础。“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使国家安全成为各
国面对恐怖主义威胁的保障重点 ，在防范打击恐怖活动的斗争中公民自由与权利 、宪法价值原则和秩序
规范成为众矢之的。因此，寻找自由和安全之间合适的平衡成为每种民主制度 、每个法治国家的任务。
而诉诸武力、采用军事战争策略铲除恐怖主义的做法有悖于民主法治国家的基本价值取向 ，将会导致法
治国家屈服于恐怖主义及国家恐怖主义目标的实现 。德国的反恐斗争虽然在强度与广度上不及美国的
“战争模式”和英国的“紧急状态模式”，然而它所采取的通过反恐法律制度改革打击恐怖活动的模式，
不仅使德国渡过了恐怖主义威胁的危险时期 ，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与此同时，德国良好的宪法保
护制度也使得在反恐斗争中基本法的根本价值原则与秩序规范得到了很好的维护与发展 ，从而真正实
现了安全与自由的博弈，这是值得各国进行思考与借鉴的重要经验。 正如德国司法部长 Zypries 所言：
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会出现人类最糟糕、最严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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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in Germany
Liu Linlin
（ Law School，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Henan 450052）
Abstract： After the September 11 terrorist attack，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egan to make greater efforts on
the crackdown of terrorist activities． A series of measures and actions were taken at once in Germany． In the
process of tackling terrorism，Germany has strengthened the value and authority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adhered
to the basic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It chose a different approach from the mode adopted by American and
British in the anti-terrorism issue． Good social effects are achieved by Germany approach． Studying in German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problem in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can reveal the reason of the adopting of Germany
approach，which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how to reach the balance of national interests and citizen rights or the
security and freedom in anti-terrorism struggles．
Key words： Germany； constitution； counter-terrorism； the rule of law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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