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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规章越权研究
张淑芳
（ 上海财经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433）
要： 行政规章越权是我国行政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主要表现为制定机关超越了程序权限
和实体权限，前者往往通过行政法中的程序制度而得以控制 。而实体上的越权表现形式非常复杂 ，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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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公权、超越行政权、超越本土权、超越职能权、超越层级权等，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对其进
行控制，应在行政法制度中确立抽象行政行为越权无效原则 、建立私权对抗公权的法律机构、对规章进
行实质要件的备案审查、将行政规章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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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非常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控制行政规章的制定权限问题 ，
或者说，通过该法使政府行政系统的立法行为尽可能规范化 ，然而，该法颁行至今，行政规章的越权问题
仍然是我国行政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行政规章越权问
题作一系统探讨。
一、行政规章越权的构成要件
所谓行政规章越权是指行政规章所规定的事项以及制定过程中的环节超越其权限范围和运作方式
的行政违法行为。行政规章越权发生在两种情况之下 ，一是在行政规章的制定过程中，制定机关超越了
制定规章的权限，此一范畴的越权和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越权很相似 ，是在相对动态情形下的越权。 例
如，某一机关在制定规章时本应请示其他部门或征求其意见而没有请示或征求 。 规章制定过程中的越
权主要表现为超越程序权限，而不是主要表现为超越实体权限 ①，就目前行政规章的越权情形看此一范
畴的越权占有很大比重。由于《规章制定程序》的专门规定，这一范畴的越权是比较容易控制的。 二是
规章所规定的事项超出了规章本该规定事项的权限范围 。 例如，依据《人口和计划生育法 》的规定，有
关地方性计划生育的管理事项应当由地方性法规规定 ，而某一地方政府通过地方政府规章规定人口和
计划生育事项的就是一种越权行为 。此一范畴的越权所超越的主要是实体上的权限，而不是程序上的
权限。因其所超越的是实体权限，故其对于行政权的行使是非常有害的 ，对于行政权侵犯行政相对人利
益而言也是重要的形式之一。就目前来讲，行政规章实体上的越权并没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对其进
行控制，因此，应当作为理论界重点关注的问题 。行政规章越权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这是我们必须强
调的问题。在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违法大多局限在具体行政行为之中 ，即学者们所认为的行政违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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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范畴的越权在有些情况下已经不仅仅是超越行政权的问题，而最主要的是行政权有可能超越了立法权。由于《立法法》对

立法权限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因此，此一范畴的越权可以根据这些实在法而得到有效控制。也正因为如此，本文所探讨的规章越权主
要不在这个范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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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体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 ，而没有将行政违法放大到抽象行政行为中去 ①。
其实，行政规章制定行为中的实体越权是一种非常明显的违法行为 ，因为，当规章规定的事项不是它本
来应当规定的事项时，规章的内容就违反了《立法法》和相关实体性法律规范的规定。 不论从实施行政
行为的主体之角度，还是从该行为状态之角度，行政规章的越权都是一个标准的行政违法行为 。作为一
种行政违法行为自然而然地就应当有法律上的构成要件 ，即只有当制定规章的行为符合一定的法律要
件时，才能算做是超越权限的规章制定行为 。笔者认为，行政规章越权必须符合下列主客观要件 ：
其一，行政规章越权的成立，要求必须有规章制定的情形。 行政规章是行政法律的渊源之一，是实
在法的范畴。只有具备相应外形的情况下才符合实在法的基本特性 ，因此，行政规章越权的第一要件便
是必须有一个客观的、实在的行政规章的存在，若没有一个实在的行政规章的存在，行政规章越权也就
无从谈起。实在的行政规章是由享有规章制定权的行政机关制定的 。 依《立法法 》的规定，在我国能够
制定行政规章的行政机关有国务院职能机构 、国务院直属机构、地方省级人民政府、地方副省级人民政
府、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上列机关是行政规章的制定主体，只有当上列机关制定了行政规章时，才有
可能出现规章越权的情形。应当指出，规章的制定和实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规章的制定是一种行政立
法行为，而规章的实施则是一种行政执法行为 。 依此而论，规章的实施不应当成为规章越权的必备条
件，即一个规章制定出来以后，如果其内容有越权情形，即便其尚没有付诸实施，也能够以越权规章论
处。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即有些规章虽然为越权规章，但其越权的内容还没有在行政管理中
造成实际的损害后果，而这个尚未产生实际后果的规章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笔者认为，表面上看
这似乎是很矛盾的，但是，规章制定行为本身是一个完整的行政行为 ，这个行为的完成必然会有若明若
暗的社会影响，即使其内容没有付诸实施，也不能说其对行政管理过程没有产生影响 。因为政府的作为
与不作为都能够反映行政系统的形象 ，何况已经制定出来的规章本身就是一种作为的行为 。
其二，行政规章越权的成立，要求必须有规章设定权利和赋予义务的行为。 在通常情况下，实在法
都是由有关权利和义务的行为规则构成的 ，即是说，一个实在法中总是包含着这样那样的权利和义务。
行政规章作为行政实在法的一种亦必然在其行文中设定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在我国制定的诸多行政规章中，确确实实存在不设定权利和义务的情形 。 规章不设定权利义务的情形
大体上有这样一些表现： 一是有些行政规章属于行政引导和行政指导的范畴 ，其行文内容主要是确定一
些行政管理过程中的方针和策略 ，其对行政相对人来讲，没有明显的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只是指导行政
相对人，或者引导行政相对人为某种行为或者不为某种行为 。导向性的规章中即使有权利和义务也是
抽象的，或者具有柔性的，不应当认为这样的行政规章中已经设定了权利和义务 ②。 二是有些行政规章
是纯粹的执行性规章，其功能仅仅在于执行上位法已经设定的权利和义务 ，而就这一规章本身而论并没
有新的权利和义务的内容，这类规章在行政规章的总数量中占有一定的比重，《立法法 》规定行政规章
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执行上位法 ，因此，不设定权利和义务的规章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有法律依据
的③。执行上位法设定的权利和义务不应当视为该规章已经设定了权利义务 ，因为在行政法理论中，设

① 行政违法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叫“行政犯”。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行政犯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亦称法定犯，指违反行政法规的作
为不作为义务，而受处罚的行为而言。”（ 参见张金鑑主编《行政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1 年版，第 263 页） 由此可见，行政违法是一个有
确切内涵的概念。我国大陆学者对行政违法的界定也排除了抽象行政行为的违法内涵。参见《法律辞典》，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66 页。
例如 1992 年 8 月 10 日司法部第 21 号令发布的《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第三条规定： “劳动教养机关对劳动教养人员的
管理，必须全面贯彻‘依法管理、严格管理、文明管理、科学管理’的原则，加强执法工作规范化建设，提高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水平。”2003
年 6 月 3 日司法部发布的《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第三条规定： “监狱教育改造工作的任务，是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法，教育罪犯
②

认罪悔罪，自觉接受改造，增强法律意识和道德素养，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将其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当然，一个完整的规章
中可能只有一部分是导向性条款。
③

究竟哪些层面的行政法规范能够设定义务在我国法律文件上并没有作出明文规定，如果从广义上讲，只要是行政法规范似乎

都能设定义务，因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常常就能够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义务。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可能只有宪法和法律能够设定义务，
因为《立法法》规定，下位法是为了执行上位法才制定的，既然下位法是为了执行上位法，那么，下位法就没有设定义务的资格，这从理论
上是说得过去的。

42

张淑芳： 行政规章越权研究

立权利义务属于一次行政行为，而实施设定的权利和义务则属于二次行政行为 ①。 三是有些规章是内
部行政管理行为，即其所调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内部关系 ，例如，有关公务员管理的规章虽有权利义务
的内容，但其中的权利和义务属于内部性质 ，对于这样的权利义务不应当和通常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相
提并论，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所反映的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 ，至少在行政法上
是如此。上述没有设定权利和义务的行政规章还不能构成超越权限的行政规章 ，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
下这类规章对社会关系不能产生实质性影响 ，这一规章的权力范畴并没有实效性和相对独立性 ，这是行
政规章越权的第二个构成要件。
其三，行政规章越权的成立，要求必须有规章超越规定事项的状态 。行政规章在行政法的渊源体系
中处于第五或者第六层次 ②，它所规制的事项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们概括一下的话，行政规章所能够
规制的事项有三个范畴。第一个范畴是部门事项，这主要是部门规章予以规定的，国务院的职能部门和
直属机构所行使的权限都具有明显的部门性 ，依这种部门权限制定的规章亦必然是部门化的。 例如海
关机关制定的有关海关行政管理的规章只能涉及有关海关管理的事项 ，而不能延伸到海关以外。 部门
事项就构成了部门规章的基本规制对象 。 第二个范畴是区域事项。 这主要是地方政府规章的规制事
项。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主体是在一定区域内行使行政管理权的机关 ，它们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行政
事项之特点制定地方政府规章，区域性内容就是对地方政府规章规制事项的限制 。 第三个范畴是区域
性与职能性交叉的事项。部门行政规章规定的事项主要是部门性的 ，而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的事项主要
是区域性的。那么，能不能说，一个部门规章涵盖了本部门的所有事项 ，一个地方管理规章涵盖了区域
性的所有事项？ 回答是否定的。区域性和部门性的结合点是对行政规章规制事项的第一个限定 ，因为
规章的规制内容还有两个限制条件 ，就是以执行上位法和涉及事态的具体性为制定标准 ，即执行性和涉
及事项的具体性就成了行政规章规制的两个限定标准 ，将这两个限定标准放在一起就可以得出规章规
制事项是区域性和部门性相统一的结论 。上列三个方面对于规章制定和有关机关对规章制定过程进行
控制的关键点，某一规章规制的事项已经不受上列三个方面限制的就是越权的规章 ，因为对于规制事项
的越权实质上是规章制定主体权力的不当延伸 ，这些从本质权限延伸出来的权限以及这一延伸权限的
行为就是主体对权限的超越。这一构成要件是越权规章构成要件的实质要件 。
其四，行政规章越权的成立，要求必须有规章侵占了其他主体权力的情形。 行政规章在制定中，不
论就其制定过程而论，还是就其内容而论，其超越权限可以有两种表现，一是规章的制定过程和内容超
越了其职权范围，但没有明显的侵占其他主体的权力 。例如，某一规章所规定的事项上位法也没有作出
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该规章制定似乎是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因为其是对上位法留下的空白地带的
处置③。二是规章制定过程和其涉及的内容超越了自己的权限范围 ，同时，非常明显地侵犯了其他主体
的权力范围，例如，规章对本应由行政法规规定的事项作出了规定 ； 本来属于司法性的事项，行政规章作
出了规定。在第二种情况下，规章侵犯其他主体权力的情况是非常明显的 ，而在第一种情况下，规章好
像没有侵犯其他主体的权力，但是，总而言之，在此种情况下，越权规章仍然侵犯了其他主体的职权 。因
为，在行政法治实践中，留有空白地带的行政事务一般应由规章的上位法调整 ，规章调整本该由上位法
调整的事项必然会侵犯上位机构行使的权力 。笔者认为，规章超越权限的构成要件中不能没有侵犯其
他主体权力这一根本点。在现代宪政体制中，国家机关之间、国家机关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都有一个分
工，这个分工从技术层面上讲是不同机构处理不同事态 ，从宪政层面上讲，则是权力的分配，即每一个机
①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在行政行为理论中，既有一次行政行为与二次行政行为的理论区分，又有形成行政行为与确认行政行为的

区分，只有一次行政行为与形成行政行为才设定权利和义务，而二次行政行为与确认行政行为则不设定权利与义务。参见李惠宗著《行
政法要义》，元照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25 页。
② 有些行政法教科书没有将宪法作为行政法的第一渊源，而是从法律层面开始的。有些学者则认为宪法是行政法的第一渊源。
参见关保英著《行政法教科书之总论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4 页。
③

抽象行政行为中的自由裁量权理论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可以说是我国行政法的一大缺憾。因为这个理论不建立对行政

诉讼受案范围等理论都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我们将行政自由裁量权理论仅仅放在具体行政行为考虑的同时，也要
关注其在抽象行政行为中的情形。

43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2 年第 2 期

构、每一个社会主体都应当具有自己的权力范围 。一个主体若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范围 ，其权力的触角就
必然伸进到他人的领域，因而侵占了他人的权力范围。因此，行政规章越权实质上是对其他主体权力的
侵犯，这也当然地应当成为行政规章越权的构成要件之一 。
二、行政规章越权的表现形式
《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第十条规定： “国务院法制机构对报送国务院备案的法规、规章，就下列事项
进行审查： （ 一） 是否超越权限； （ 二） 下位法是否违反上位法的规定； （ 三 ） 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
或者不同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 ，是否应当改变或者撤销一方的或者双方的规定； （ 四 ） 规
章的规定是否适当； （ 五） 是否违背法定程序。”由这个规定可以看出，行政规章越权不仅仅是一个理论
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在行政法治实践中必须予以操作 ，而且能够操作，因为备案部门在对已经制定出来
的规章进行审查时，首先要审查规章制定中是否有越权行为 。行政规章越权是有关机关对规章进行控
制的第一环节。由此可见，从理论上确定行政规章越权的形式是行政规章问题研究的当务之急 。 笔者
注意到，目前的相关法律，尤其是行政法文件并没有对规章越权的具体形式作出规定 ，哪怕就是有关规
章越权的概念界定也不曾出现过 。行政规章越权形式的确定可以有诸多分析进路 ，如可以从规章制定
主体的角度，框定越权规章的主体； 可以从规章规定具体事项的角度 ，框定规章越权的具体事项 ①； 可以
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角度框定规章越权与一般行政越权的界限 ； 可以从规章制定过程中的程序规则的
遵守情况，框定规章制定中超越法定程序规则的情形等 。诸种分析进路都是有道理的，都有利于我们把
握规章越权的具体形式。然而，在笔者看来，规章越权虽然是具体的，其形式在行政法治实践中能够被
操作，能够为相关机关提供一个具体的答案 ，但是，行政规章越权是行政违法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 ，此点
要求我们对行政规章越权的探讨必须与行政违法和行政法治的一般理论结合起来 ，使行政规章越权的
形式既能够具体地予以操作，又能够有一个合理的理论阐释。由此出发，笔者认为行政规章越权的形式
包括下列方面：
第一，行政规章超越公权。公权与私权的概念在近现代法学理论中运用颇多 ，一些教科书甚至将这
两个概念视为现代法学解决的两个具体问题 ②，可见，这一对概念在现代法治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对
于这两个地位如此重要的概念在我国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中却没有一个很好的界定 ，即是说在目前我
国的法学研究中，公权和私权的概念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观点 。正因如此，我国一些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
在制定行政规章时常常规制和调整有关在笔者看来是私权的事务 。行政规章的制定主体是行政机关，
行政权属于公权的范畴，行政机关是公权的代行主体。所谓代行主体是指公权本该属于一个国家中广
大社会成员的固有权力，这些权力集合以后必须有相应的代行主体，行政机关实质上是公权的代行主
体。作为公权的代行主体其制定的规章只能对公权起作用 ，而不能对公权以外的权力起作用。 我们将
与公权对应的权力或者公权以外的权力称之为私权 ，其归社会中的个体所有，公权对私权的态度只能是
保护和不予干涉，而不能对私权进行干预，更不能为私权设定具体的行为规则。 在现代立法中，尤其现
代行政立法中常常不能不涉及私权 ，但不同体制对私权有不同的态度： “立法对于私人财产权利的侵犯
乃是所有现代社会的一个共同现象 。但是，非社会主义国家却没有接受作为满足生活基本需要的手段
的所有权和通过控制生产工具而转让权力的那些财产权利的区分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前者掌握
①

行政规章越权的理论与一般意义上行政越权的理论究竟是什么关系是需要予以研究的，可以说，我国行政法学中行政越权的

理论并不处于落后状态，但它究竟是否能够适用于行政规章越权的问题是需要探讨的。如果这两个范畴的越权是相通的，那么，我们就
有可能用一般越权理论解释规章越权的问题。
② 正如梅利曼所言： “公法则采取了一种与私法完全不同的观念。在公法范围内，完全否定私权自治的思想，政府的作用决不限
于保护私权，相反，公法所特别关注的是国家行为在实现公共利益上的作用。就这个意义来说，公法有两个主要内容： （ 1） 居首要地位的
宪法性法律，它规定政府机关组织及其活动的原则； （ 2） 行政性法规，它调整对公共事务的行政管理以及行政机关与私人的关系。在私
法关系中，当事人彼此平等，国家作为公断人，在公法关系中，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他是一方当事人，但具有高于其他任何个人
的权威。公法、私法这两个极不相同的观念的发展进一步把这种区分牢牢地扎根于法律制度中。”参见约翰·亨利·梅利曼著《大陆法
系》，顾培东等译，知识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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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人手中，而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律制度却提供了更为广泛的保护 。然而一系列可归于所有权的权利
（ 无论是哪一种土地、股票、商号、发明、有可能继承的遗产等 ） 都已经失去了往昔它所声称的那种绝对
［1］

性了。” 依现代法治精神和现代福利国家的理论 ，公权只能够保护私权，而不能介入到私权之中，更不
能为私权的行使提出具体规则。如果行政规章以私权为规制对象而不是以公权为规制对象 ，这种情况
下其就超越了公权的范围，就是行政主体的越权行为。
第二，行政规章超越行政权。行政规章是从行政系统产出的，它是行政权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行
政的一种作用结果。在一国宪政体制和宪法制度相对健全的情况下 ，行政权与其他相关权力并处于国
家政权体系之中。例如在三权分立的政体格局下，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相并列。 在五权政制之下，
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相并列。我国宪法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 、行政权、审判权、
检察权四个权力范畴。显然，行政权与立法权、审判权、检察权是相互对应的。 国家政权体制中的权力
分工如果饱和的话，那么，任何一个机关在行使权力中超出了自己的权力范围都有可能侵犯其他主体的
权力。行政规章在制定中只能是对行政权的行使 ，如果行政规章的制定过程和规制事项对其他权力产
生影响，占有了其他权力的空间就是超越行政情形 。行政规章超越行政权在我国大体上有下列具体形
式，而且这些形式在我国法治实践中还非常多见 。 一是行政规章不适当地侵入立法权的领域。《立法
法》在我国法律制度中首次确立了法律保留原则 ，即有些重大事项只能由中央立法调整，中央立法是唯
一能够规定这些事项的法律典则 ，如国家主权的事项、犯罪和刑罚的事项、民事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制
度等①，对于这些事项只能由中央立法机关做出规定。 行政规章若对法律保留的事项作出了规定就侵
犯了立法权限。当然，立法权的范围除了法律保留的这些事项之外还有一些事项 ，对于这样的事项行政
规章同样不能介入。二是行政规章侵入了审判权的领域 。审判权与立法权一样也是专属性权力，即其
只能由审判机关行使。行政规章若涉及有关审判权的事项就是超越行政权的情形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
政府规章规定对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云云 ，这实质上是对审判权的侵犯。 三
是行政规章侵入了检察权的领域 。检察权在我国是非常特别的，它既不同于人民代表机关的法制监督
权，又不同于审判机关的司法权，是一种专门的法制监督权能。这样的权限同样是专属的，行政规章的
内容不能介入这一领域，否则，同样是超越行政权的情形。可以说，行政规章超越行政权的后果是非常
严重的，它常常冲突了宪法体制，对一国宪政格局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
第三，行政规章超越本土权。理论层面上分析，行政规章超越本土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行
政规章不适当地规定了域外事项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规章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的行政事
务。这一层面的越权在我国行政法治中虽然不多 ，但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由于我国一些部门机构或地
方政府常常有涉外行为或外事行为 ，因此，其在制定此类规章时有可能超越本土权限 。二是行政规章超
出了本行政区域的主管权限，对本行政区域以外的行政事项作出了规定 。 在行政规章超越本土权限中
最为主要的是第二种情形。依《宪法》和有关的政府组织法，我国虽是单一制的政权体制，但是，我国不
同地区之间有行政区域的划分，省与省之间有地域上的划分，市与市之间有地域上的划分，县与县之间
亦有地域上的划分，我国的地域划分既有历史上的因素 ，又有法律上的依据。就行政权的范围而言地域
性是非常清楚的。然而，我国宪法和相关的法律没有适当处理属人与属地的关系 ，即仅仅划分了地域标
准而没有对地域上人的管理方式作出具体规定 ，这样便造成此一地居民到彼地生活或工作究竟适用此
地或彼地的管理规则就非常不明确 ，而这种不明确便导致了在对本行政区域内行政事务进行规制时 ，既
从属地原则出发，又从属人原则出发。其结果是一个户籍在此地的居民 ，若到彼地去便受到两地规章的
同时制约，在两地规章内容不一致时，行政相对人便无所适从，其权利常常因此受到侵害。进一步讲，各
地在管辖权上的不明、在属地和属人原则双重作用下，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规章制定主体的行为便是一
① 《立法法》第八条规定： “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 一） 国家主权限事项；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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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 四） 犯罪和刑罚； （ 五） 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
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 六） 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 （ 七） 民事基本制度； （ 八） 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
外贸的基本制度； （ 九） 诉讼和促裁制度； （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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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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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超越职权的行为。行政规章超越本土权限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有些情况下这样的越权并不是由
规章制定者故意为之的，其与我国立法体制的不完善、法律适用的不规范等都有直接关系 ①。 但是，规
章制定过程中，制定主体应当对这样的越权行为或者可能出现的在适用过程中的越权有所预见 ，应当预
见而没能预见而引起越权情况的发生 ，应当视为该行政规章超越地域权或本土权 。
第四，行政规章超越职能权。国务院职能机构和直属机构制定的规章与其职能权限有关 。换言之，
部门规章是职能机构和直属机构行政职权的延伸 ，只有在其职能权限内制定规章才是合法的。 在行政
规章制定的实践中，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有时一个规章可能会与几个职能机构或直属机构的管理权限有
关联，《立法法》考虑到了这个因素，在第七十二条作了这样的规定： “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
围的事项，应当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 。”即是说在规章调整的
事项出现职能交叉的情况时，必须由各职能部门联合制定。若某一职能部门在规章中规制了本来属于
其他职能部门管理的事项，这样的规章就是越权的规章。我国在设置职能部门时并没有对行政客体作
出目标分解，因此在很多方面的管理权限不甚明确 。也许，某一部门制定的规章其主要内容是依自己的
职能权限为之的，但可能有一部分或者一小部分本该由其他部门来制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同样是
越权规章。例如，劳动保险部门制定的文化行政管理的规章涉及城建管理部门的权限 ，若在城建部门没
有参与的情况下就设置了一些城建处罚的条款 ，这些条款就是超越权限的条款。 超越职能权限的情形
主要发生在部门规章中，但是，从我国规章制定的实际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同样存在超越职
能权限的问题，因为我国地方政府制定规章的一般程序是由主管部门提出规章制定以及有关规章内容
的立法案，再由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当然，政府法制部门在立法技术的把握上要作大量工作 ，例如，
某省要制定一个有关公路管理的规章 ，就由交通部门提出这一规章的立法案 ，当交通部门提出这一立法
案时是从自己的职能权限发出的 ，并不一定考虑其他部门的职权行使问题 。事实上，绝大多数这样的规
章都没有考虑相关部门的职权行使问题而被人民政府通过 。我们认为，尽管这样的规章是由人民政府
通过而不是由某一职能部门通过的 ，但就这一规章涉及的内容来讲仍然有超越职能权限的嫌疑 。
第五，行政规章超越层级权。行政法与其他部门法不同，是一个由多层次的渊源构成的部门法体
系。在这个体系中分布着从高到低不同的渊源层次 ，各个层次之间存在着非常严密的逻辑关系 ，我们一
般将这种关系称之为行政法的位阶。 依《立法法 》的规定，上位法的效力高于下位法。 例如，该法第七
十九条规定： “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第八十条规定： “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
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第八十二条规定： “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
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依这些规定，行政规章处在行政法体系的相对较低的位次上 。 同时，
《立法法》关于各个层次的行政法规范的规制事项也作了明确规定 ，例如有些事项只能由法律作出规
定，有些事项只能由行政法规作出规定 ，还有些事项只能由地方性法规作出规定 。这实质上使行政法不
同层次渊源在规制事项上形成了一个层级性的结构 ，各个不同层次的行政法渊源只能包容层级性的行
政事务，如果行政规章包容了地方性法规规定的事项 ，包容了行政法规规定的事项就构成了层级性越
权。在我国行政规章中这样的层级性越权并不少见 。 例如，《行政处罚法 》是法律层面的行政法规范，
具有非常高的法律效力，有关该法的实施细则只有行政法规才可以作出规定 ，然而，在法治实践中，一方
面，一些地方政府制定了本地方有关行政处罚法实施的办法 ，另一方面，一些职能部门或直属机构制定
了本部门实施行政处罚法的具体规定 ，这实质上是一种层级越权。还应指出，规章本身也有一个层级关
系，如应当由省级政府规章规定的事项 ，市级政府就不能涉及，如果市级政府的规章侵占了省级政府规
章的权限就是一种层级越权。 在我国的行政法文件中，在规章之下还有行政规范性文件等行政法渊
源②，规章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上位法渊源是否能够规定本该由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事项是一个
① 《立法法》虽然对法律适用中的冲突及其冲突解决机制作了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只有在发生具体案件时才有意义，而客观事实
是规章制定中有关事项的规定就常常存在越权问题。
②

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法渊源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这在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中似乎也不存在太大争议。然而，《立法法》则

没有确立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法渊源的地位，这其中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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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探讨的问题。我国政府组织法对此没有作出规定 ，在我国行政法学界有一种学说认为上级对下级
政府具有行政上的包容权，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行政规章规定本该由行政规范性文件调整的事项则
不构成越权。但是，若依行政权行使的层级结构来分工 ，上级行使下级的权力是违反行政管理的一般原
理的，依此而论，行政规章规定本该由行政规范性文件调整的事项同样是超越层级权限的行为 。
三、行政规章越权的相关原因分析
行政规章越权对我国行政法治的进程有非常大的制约作用 ，一定意义上讲，它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行
政法治良性循环的一大瓶颈。一则，行政规章越权具有隐蔽性，公众难以对行政规章的侵权进行合理判
断。行政规章无论如何是《立法法 》确立的法律形式，其一旦制定出来，一旦被付诸实施就是以法的形
态出现的，就目前我国公众的认知水平来看 ，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判定一个行政决定是否违法，但不太
容易对一个违法的行政规章作出判定 。从行政规章的实行实践看，诸多超越权限的规章虽然已经构成
了行政侵权，但公众并没有对此提出疑义。在笔者看来，他们不提出疑义的原因并不是认同该规章所包
含的内容，更多地是认同了规章这个法律文件形式 ，行政规章超越权限的这种隐蔽性极其不利于公众树
立正确的行政法观念。二则，行政规章越权具有侵害对象的不特定性 ，使责任追究相对较难。行政规章
是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我们知道，抽象行政行为中的对象是不特定的，涉及的事和人都是不特定的。
该不特定性并不是缩小了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的侵害对象 ，而是加大了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的侵害对象及
其范围。因为一个超越权限从而违反法律的行政规章常常能够带来无数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 ，即是说，
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是一对一的 ，即一个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产生一个违法的危害后果 ，而抽象行政行
为的违法则是一对多，即一个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常常带来多个侵害后果 。 对于行政规章越权的上列
两个特点我国行政法治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我们知道，《国家赔偿法 》规定了具体行政行为侵权的赔
偿责任，而没有规定抽象行政行为侵权的赔偿责任 ，这样便会给人们一个错觉，似乎具体行政行为的违
法要比抽象行政行为的违法显得更为有害一些 ，反过来说，抽象行政行为的违法似乎侵害后果要轻一
些。在笔者看来，这实质上是对抽象行政行为越权比较淡漠的一种行政法治理念 。 作为一个合乎理性
的行政法治制度不能仅仅停留在控制具体行政行为上 ，更应该将抽象行政行为违法作为具体行政行为
违法的源头予以控制。要有效控制行政规章越权行为必须寻找到行政规章越权的相关根源 。
其一，从行政权膨胀的角度分析。在当今宪政制度之下国家权力各归其责 ，既不能有权力行使过程
中的真空，又不能出现权力行使中的重叠。各国宪法几乎都将国家权力作了划分 ，都将权力行使的体制
作了设计。凡是制定了宪法的国家几乎都有行政权的专门规定 ，而且将行政权与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
权、行政权与其他相关权力作了区分 ①。然而，进入 20 世纪以后，尤其 20 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福利国家
的出现，行政权在其行使中已经不像原来那样有明显的范围 。总体而论，行政权的范围越来越广，行政
权的强度亦越来越大，行政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亦越来越深刻 。国家行政系统作为守夜人角色早已不
复存在，人们将这种现象叫做行政权的膨胀或行政权的扩张 。这种膨胀或扩张已经不是发生在某一个
国家的特殊情况，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不论这个国家实行的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其行政权都有扩张
的趋势。行政权的扩张反映在行政执法和行政立法等各个领域 。在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就出
现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即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希望和要求尽快制定一些行政管理的法律时 ，被国会要求由
总统首先拿出相关的立法案，哪怕一个具体的立法案，哪怕一个立法案中的具体内容都必须由行政系统
首先提供具体方案，国会实质上默认了行政系统对其立法权行使空间的侵犯 。 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理论上讲，立法权对行政权有绝对的控制和制约作用 ，但是，在我国国家权力运作的实践中，
行政权同样存在膨胀化的趋势。自 1982 年宪法赋予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和相关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

1958 年《法兰西共和国宪法》、
1949 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等。参见萧榕主编： 《世界
① 如 1787 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著名法典选编》（ 宪法卷）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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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权力以来，行政系统在立法权行使上一直就是非常强势的 ，行政系统的行政立法的数量有递增之
势①。由于行政系统的主要或直接的管理事务归于职能机构和地方行政机构 ，因此，行政权的膨胀也就
自然而然地在行政规章的制定中反映出来 。在诸多方面规章的越权似乎已经不可逆转 。在行政规章越
权的诸多原因中，行政权的膨胀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因此，如果要有效控制行政规章的越权，就必须对
行政权膨胀这一深层原因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
其二，从规章制定主体自利的角度分析 。近年，我国学者对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都进行
了深入研究。所谓部门保护主义是指行政系统中的有关部门在行政权行使中从保护本部门的利益出发
作出行政决定和实施行政行为的状况 。与部门保护主义相同，地方保护主义指地方政府在行政权行使
中为了保护本地区的利益或者从保护本地区利益出发采取行政措施和作出行政决定的情形 。这两种类
型的保护主义通常情况下出现在日常行政管理行为中 ，即各类保护主义主要以具体行政行为的形式出
现。但是，这并不排除行政规章制定主体在行政规章制定时保护本部门和本地区利益的情形 。 部门保
护主义的实施者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实施者都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行政规章的制定权 。规章制定主体一定
意义上讲，是一定的社会利益群体，至少这些制定主体本身存在利益问题，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坎
南所讲的，行政系统及其公职人员不是经济的阉人 ，即是说，行政系统及其公职人员在政府决策中 ，尤其
在牵涉到经济事务的决策中，会将自身的利益和意志考虑进去 。一旦加进去部门或地方利益，规章的制
定就必然会出现越权和违法的状况 。例如，当规章制定主体在规章中将本来不该写进去的利益写进规
章时，必然超出了规章本来应当调整的事态范围 ，这个规章本不该涉及私权，本不该对私权进行限制，但
当制定主体从本部门利益出发时 ，必然要有规章限制私人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规章便超越了公
权。行政规章制定主体的自制性不单单体现在其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上 ，还体现在其他方面。 通常情况
下，行政主体进行行政管理所追求的是行政相对人高度的服从和其管理过程的广泛有序化 ，即是说，行
政相对人的服从和行政管理过程的有序化是评价其管理质量的两个重要标准 。行政主体为了达到让行
政相对人服从常常不惜在规章中设定一些强制性的义务条款 ，为了最大化地使行政管理有序化不惜一
切手段设定这样或那样的管理关系 。而行政法上的强制手段和原始管理关系的设定本身就不该由行政
规章完成，如果行政规章刻意完成了上列行为就必然构成层级越权或者其他形式的越权 。因此，我们可
以说行政系统的自利性是导致行政规章越权的又一重要原因 。
其三，从立法体制不完善的角度分析。《立法法 》第一条规定： “为了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
制度，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据此，我国制定《立法法 》目的之一就是要理顺我国的立法体制，使
立法能够在合理的体制下完成。然而，在笔者看来，《立法法 》在立法体制的一些细节问题上还是有疏
漏的。一方面，该法没有完全理顺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所规定事项的关系 。 其关于行政法规规定事项
是这样规定的，一是“为执行法律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 ”； 二是“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
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 三是制定法律时机尚未成熟时，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授权国务院立法的事
项。在行政法规的这三个方面的事项中 ，只有第三种是清楚的，前两个并不十分清楚，不幸的是，国务院
制定行政法规所规定的事项大多数属于前两种 。 关于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是这样规定的： “部门规章
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 、决定、命令的事项。”在行政法规规定事项和规
章规定事项的行文中实质上隐含了体制性的重叠 ，即国务院有权在执行法律时制定行政法规 ，而部门规
章亦可以在执行法律的情况下制定行政规章 。这从体制上讲，关于执行法律的下位法就有两个主体资
格，一是国务院，另一是国务院的职能机构和直属机构。《立法法 》在体制上的这种设置实质上是对规
章越权的一个认可。依行政法的位次来讲，各位次之间应当保持一种逻辑关系 ，位次之间的位置既不能
颠倒，又不能有超越的情形，如果规章直接依法律制定，直接对法律的内容作出具体规定 ，实质上就超越
了行政法规的位次。在笔者看来，部门规章只有执行行政法规的权力 ，只能对行政法规的内容作出具体
①

前几年有学者作过统计，以我国中央层面的行政立法为例，大体上是这样的比例，法律占 3% ，行政法规占 15% ，而行政规章则

占到 82% 。这个比例足以说明行政法规、政府规章的数量之多。参见胡建淼主编： 《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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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而不可以对法律的内容作出具体规定 。另一方面，该法没有理顺地方性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
的关系。《立法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地方性法规规定的事项有： 一是“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
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的事项 ”； 二是“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
项”； 三是在没有制定上位法的情况下 ，地方可以根据地方事务的特点率先作出规定的事项等 。 而对地
方政府规章规定事项的规定是这样的 ： 一是“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
的事项”； 二是“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 ”。 上列规定的立法宗旨在于从体制上理顺地方
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规定事项的关系 。但是，我们从这些规章中可以看出，在诸多方面两种立法形态
规定的事项有明显的交叉性，如地方性法规可以执行行政法规，而地方政府规章亦能够执行行政法规。
而且二者都是有关行政管理的具体事务 。上列两个方面是规章越权的立法体制性原因。 此外，还有一
些方面的立法体制在我国也并没有理顺 ，在立法体制不理顺的情况下，行政规章越权就难以避免。
其四，从对行政规章规制不力的角度分析 。行政规章的制定过程以及所产生的效力等方面都表明
它是政府行政系统的行政行为，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然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强调行政权威，使行政
规章在行政法治实践中主要表现为行政法规范 ，即我们自觉不自觉地仅认同行政规章作为法的地位 ，而
忽视了行政规章作为行政法的地位 。正因为这一点，包括《立法法 》在内的相关规范行政规章的法律文
件所包含的仅仅是一些行政假定条款和处理条款 ，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包括制裁条款 ①。 就目前
来讲，有关行政规章最严厉的规定有两个条文 ，第一个条文是《规章制定程序条例 》第三十七条，该条规
定： “国务院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应当经常对规章进行清理，发现与新公布
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其他上位法的规定不一致的 ，或者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其他上位法相抵触的 ，应
当及时修改或者废止。”第二个条文是《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第二十一条，该条规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发布的规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决定 、命令的监督，依
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建立相关的备案审查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保证法律、法规的正确实
施。”这两个条文可以被看做是对包括规章越权在内的规章违法行为的制裁条款 。然而，从这两个制裁
条款中基本上看不出有关规章责任追究的内容 。行政规章是行政行为的一种，只有用有关行政行为的
法律责任追究规章制定过程和规章制定主体的法律责任 ，才能有效遏制行政规章越权，令人遗憾的是我
国目前有关规章的规制非常不得力 。除了关于规章责任追究没有严格的制度外 ，对规章规制事项、规章
制定中的民主参与、规章制定中的科学性等方面的规制都不很到位 ，这可以说是行政规章越权的直接原
因。
四、行政规章越权的法治应对
《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四条规定： “制定规章，应当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在
规定其应当履行的义务的同时，应当规定其相应的权利和保障权利实现的途径 。制定规章，应当体现行
政机关的职权与责任相统一的原则 ，在赋予有关行政机关必要的职权的同时 ，应当规定其行使职权的条
件、程序和应承担的责任。”该条实质上从正面对行政规章越权问题作出了预防性规定 ，而且在第二条
第二款明确规定：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规章无效。”这些规定虽没有明确指出越权规章的问题，但在《法
规规章备案条例》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备案机关要审查行政规章是否存在超越权限的问题。 笔者认
为，有关规章制定中不良行为的规定对于防止和纠正规章越权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目前有关越权规
章的规定还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包括《立法法 》在内的调整行政规章的行政法规范并没有对越权规章
的概念作出界定，更没有设计一套解决越权规章的制度 。第二，没有将规章纳入整个行政法治的轨道，
仅仅将规章作为行政法中的一个形式 ，像解决其他立法问题那样解决规章的制定问题 ，而没有用越权无
效、“正当行政程序”等行政法理念解决行政规章的越权问题 。虽然在《规章制定程序条例 》中确定了规
① 《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等都没有制裁条款。这些行政法文件没有
规定制裁条款的原因不得而知，但从立法科学化、责任化的角度看，将制裁条款写进来应当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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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无效的概念，但其所确立的主要是规章制定的程序制度 ，只能解决规章制定中的程序问题，而不能解
决规章制定中的实体问题，即是说规章制定中的实体越权并不适用于规章无效制度 。 基于目前存在的
这些主要问题，应从下列方面应对行政规章越权问题 ：
（ 1） 在行政法制度中确立抽象行政行为越权无效原则。 越权无效是现代行政法治的基本精神，指
政府行政系统在履行职责时若有超越职权的情形 ，其行政行为就应当是无效的。 该原则具有非常悠久
的历史，一定意义上讲，它与现代行政法理念是共生之物。随着行政法治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接受，该
原则在不同国家、不同的法律体系中有不同的表现 。学者们亦随着行政法治的不断出现给该原则注入
新的内容。例如，英国公法学者艾伦就指出： “除了为公共幸福而行使公共权力的重要性以外，更重要
的是，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公共机构不应被允许通过对自己的权力范围做出有力的描述来扩大自己的权
［2］
力，从而破坏越权原则。”
这个论点表明越权无效原则最为主要的适用范围是政府的造法行为 ，而不是日常的行政管理行为，
即具体行政行为，因为只有通过类似于规章制定的这类立法行为 ，行政系统才能扩张自己的权力。笔者
认为，这个观念对于行政法治尤其对越权无效原则的重新解读具有重要意义 。 至少在我国传统的行政
法理论中越权无效原则主要是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 ，这在《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 》和《国家赔偿
法》中都可以找到根据。深而论之，我国目前有关越权无效的法律依据只能用来阐明具体行政行为越
权问题，而关于抽象行政行为还没有确立越权无效的原则 。正因为我国在行政法治理论和行政法治实
践的定位中没有确立抽象行政行为越权无效的原则 ，才使《立法法 》以及其他调整有关行政立法行为的
行政法规范在规定规章越权中显得羞羞答答 。抽象行政行为越权无效能够在我国行政法制度中确立，
将会对我国行政法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事实上，我国确立抽象行政行为越权无效原则并不存在体制上
的障碍，因为我国虽然不实行权力分立制度，但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工尤其职权划分还是非常明确
的。我们能够在行政诉讼制度中确立具体行政行为越权无效原则 ，我们同样能够顺理成章地在抽象行
政行为中确立越权无效原则。同时，还应指出，传统的越权无效理论和制度主要突出行政机构权力超越
后对其他主体权力的侵害问题，而不太注意行政越权对社会公众权利的侵害 。 若抽象行政行为越权无
效的制度能够被确立的话，那么，这个制度并不单单具有不同机构之间的权力约束功能 ，更重要的是具
有社会公众对行政权的约束作用 ，因为抽象行政行为能够发生作用的范围主要在社会关系之中 。
（ 2） 建立私权对抗公权的法律机构。 公权与私权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权力。 一般而论，政府行政系
统所行使的权力属于公权。公权严格地讲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权力。 作为权力其行使过程具有单
方意志性，即公权主体能够单方面地作出决定 ，并在这个决定中设立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 。私权与公权
相反，其是归属于私人的权利，是社会个体的权利。私权在通常情况下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权力 。私
权即使有单方面性也是在其他主体监督和保障之下的单方面性 ，而不像公权那样是绝对的单方面性。
我国行政法制度中强调行政法关系的单方面性 ，即赋予了行政主体在公权行使中广泛的手段和能力 。
相比之下，私权的行使则没有较多的方法和手段 。尤其当公权和私权发生对立以后 ，私权基本上不能有
效对抗公权，而公权则可以凭借自己手中掌握的强制权力使私权主体就范 。 行政规章越权中除了行政
权侵犯了立法权和司法权的领域外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侵犯了私权的领域 。 以《行政许可法 》颁布以后
的情况为例，行政规章虽不能设定行政许可，但其可以通过设定法律关系、设定其他义务等方式对私权
进行限制和约束。之所以在我国存在规章越权相对较多的状况 ，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我们有公权制约私
权的良好机制，而没有私权对抗公权的良好机制 。因此，要解决行政规章越权问题，私权对抗公权的机
制必须被确立，而且这样的机制应当是非常有效的 。一些西方学者就曾提出“对官方命令的合法抵抗 ”
的理念，而且这样的理念应当通过一定的机制反映出来 。这种机制的具体内容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无
论如何，私权对抗公权的机制是约束越权规章的有效手段 。一定意义上讲，私权对抗公权机制的水准能
够反映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正如戴西所言： “假使个人不要牵入政治或只要能遵守法律 ，此人可以无
［3］
须畏惧政府，个人的自由不至受害。”
（ 3） 对规章进行实质要件的备案审查 。规章的备案审查制度是对行政规章进行内部监督的主要制
度，之所以说是内部监督，是因为规章的备案审查是在行政系统内部完成的 。2001 年制定的《法规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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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条例》对规章的备案制度作了规定，其中关于行政规章的备案审查规定得比较具体。 备案审查部
门要从六个方面对规章进行审查 ： 一是审查规章是否超越权限。这里的超越权限主要指规章制定机关
制定过程中的权限，而不是规章是否能够对某些行政事项作出规定的权限 ，因为，正如上述，规章规定的
具体事项在我国并不十分明确。二是审查规章是否有违反上位法的情形 。这个前提是上位法已经对某
个行政事项作出了规定，规章对已经规定了的行政事项作出相反的或者不相同的规定 。在笔者看来，明
显与上位法对抗的规章在我国并不多见 ，比较多的是在有关的行政事项上规避上位法。 三是同一级别
的规章对行政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 ，决定适用哪一个规章，不能够适用的规章则予以改变或者撤销，这
个审查实质上是有关规章冲突的裁决制度 。四是行政规章的内容是否适当。 至于什么为适当，什么为
不适当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也是我国行政合理性原则在适用过程中长期以来难以把握所导致
的。五是行政规章是否有程序上的违法行为。《立法法 》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 》关于行政规章的制定
程序作了规定，因此，备案审查机关对规章制定程序的审查是非常容易操作的 。 从上列审查的内容来
看，似乎我国目前的行政规章备案审查制度是比较完整的 。然而，总体上而论我国有关行政规章的备案
审查制度是有瑕疵的。最大的瑕疵在于目前规章的备案审查主要是对程序的审查 ，而没有对实质要件
进行审查。所谓对实质要件的审查主要指对规章所能够规定的事项进行的审查 。目前规章的备案审查
机关是行政系统的法律部门，而不是有关规章调整事项的职能机构 ，或者行政系统以外的其他主体，基
本上难以审查规章的实质要件。行政规章的内容应当是具体的，设定的权利义务应当是明确的，作为审
查机关本身必须对规章所涉及的人身权 、财产权等进行具体的和实质性的审查，若不是这样的审查，那
么，规章的越权问题就不可能通过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予以解决 。
（ 4） 将行政规章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司法权被认为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个论点也非
常适合于行政权的公正行使问题 。即是说，当行政系统的权力行使出现不公正时 ，其他的防范手段是必
要的，但司法手段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亦是不可或缺的 。1989 年制定《行政诉讼法 》时，受当时我国法治
进程的制约，该法仅将具体行政行为纳入了司法审查的范畴 ，而没有将包括规章在内的抽象行政行为作
为行政诉讼的标的。2001 年我国加入了 WTO，我国在加入 WTO 协定中作了诸多承诺，其中一个承诺就
是逐步地将不同形态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 。其中行政规章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主
要形态当然应当接受司法权的监督 。目前我国对行政规章的监督已经有一些制度，如通过行政系统内
部对行政规章进行备案审查就是内部监督的一种形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也规定了人民代表机关对规章以及其他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权，这些
制度是不可缺少的。然而，权力的制约是一个多元问题，即只有通过各种各样的机制才能有效制约比较
强势的行政权。其中对行政行为进行全方位的司法审查几乎是所有法治发达国家的通例 。立法与司法
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权力，立法的功能主要在于表达国家意志 ，而司法的功能主要在于对表达出来的国家
意志实施的状况进行督促。如果让表达国家意志的立法机关同时负责督促国家意志的实施 ，既有理论
上的障碍，又没有很好的操作方式。从国家权力划分的科学性来看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工才是宪政
体制所要求的。因此，将规章纳入司法审查的范畴比目前由行政系统监督和由人民代表机关监督更加
趋于合理。司法审查在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 ，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有越
权的情形，理论上讲，司法机关对行政越权的审查积累了诸多事实经验 ，形成了一套非常有效的有关越
权的理论和对越权的控制手段，如果能够有效地将具体行政行为越权的司法审查移植到抽象行政行为
中来，规章的越权就有了非常好的救济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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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Ultra Vires in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Zhang Shufang
（ Law School，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Ultra vires in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is one of the major problems in the administrative lawmaking in China，which lies in the Ultra vires of procedural competence and substantive competence，and the former is often controlled by the procedural institutions in the administrative law． The Ultra vires in substantive
rules is complicated，which includes Ultra vires of public powers，administrative powers，localized powers，functional competence and hierarchical powers，all of which are out of control under any effective means for the
time being． As a result，the principle of nullification of Ultra vires of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actions，the legal
organs for the challenge of the private rights against public powers，the institution of recording and review on
the substantive elements for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and the rules to bring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under the
judicial review shall be founded in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law．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Substantive Ultra vires； solutions in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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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of Structure of Mother Right-Child Right and Its Significance
Cui Jianyuan
（ Law School，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
Abstract： Proprietary right is mother-right whereas qualified real rights are child-rights． The concepts of mother-right and child-right demonstrate that proprietary right is the mother who gives the birth to qualified real
right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the nature of mother right-child right structure can be interpreted into various theories，such as the principle of the separation of proprietary right and its functions，the elasticity of proprietary right，proprietary right as the mother right of qualified real rights． The attribute and its principles of separation of proprietary right and its function focus on the right itself and its functions along with their characteristics to be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in contrast，they ignore the problems on the destination of the departure or
whether it will result in a right and what right it will be． As the mother right of qualified real rights，proprietary
right is not only involved in the destination of its functions but also their directions． What’s more，much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relationship of derivation between the proprietary right and qualified real rights． Although the
elasticity of proprietary right neglects the fact that the separated functions can develop into qualified real
rights，it summarized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functions can be separated from the proprietary right and it can
return to the right as well，which demonstrates the state of wane and plenilune of proprietary right．
Key words： mother right； child right； separation of right and its functions； elast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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