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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曾經說過：「  統治階級除了必須以國家形式組織自己

的力量外，還必須給予他們自己的這些特定關係所決定的意志，

以國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現形式  」。1 基於此，統治階級必須

通過立法過程把自己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通過合法化的過程

把政策變成法律，取得合法性，這無論在資本主義社會或是社會

主義社會皆不例外。因此，中共雖然盡力在抨擊資本主義社會的

立法過程，但中共作為社會主義的實踐者，卻仍必須通過立法過

程來維護其共黨領導高層統治的合法性，以及推動社會主義政策

上的便利性。2 

第一節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立法關係 

    由於本論文根據《立法法》所採用廣義法的概念，連帶使得

立法主體的範圍也相對的增大，它包括中央層級的：全國人大及

其常委會、國務院及其各部委；地方層級的：(1)省、直轄市人大

及其常委會與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委會、(2)省、自治區政府所在地

的市和經國務院批准的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3)經濟特區

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4)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

大的市的人民政府。3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1956 年 )，頁 378。 
2 朱蓓蕾，從中央與地方互動關係論中共政經體制之運作(1978-1998)(中國文化大學中山
學術研究所博士論文，民 87 年 6 月)，頁 118。  

3 就社會主義中國而言，狹義的「法」係指由國家立法機關依照一定程序所制定的行為

規則，依此定義，狹義法的「立法主體」僅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和有權立法的地方

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準此，人民代表大會上下級之間的關係，是法律上的監督關係、

業務上的指導關係、工作上的聯繫關係，而不是領導關係。請參閱楊小雲，「近期中

國中央與地方關係研究的若干理論問題」，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31：1，2002

年 1月)，頁 38-45。  

 第 111 頁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節制能力之研究 

  一、「法」的範圍：  

    「法」通常有廣狹二義。狹義的「法」是指由國家立法機關

依照一定程序所制定的行為規則；廣義的「法」則指除法律外，

包括憲法、法令、命令、條例、決議、指示、規則和章程等，即

由所有國家政權機關制定的行為規則。 以上廣義的「法」，已為

中共多數的法學家所接受。4 

根據甫於 2000年 3月 15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

( 以下簡稱《立法法》)，5 中共政權的「法」共有以下幾類：法

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與規章等。 「法

律 」 是指由行使國家立法權的機關對下列事項所為之規定者：  

(1) 國家主權事項；(2)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法

院和人民檢察院的產生、組織和職權；(3)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特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4) 犯罪和刑罰；(5) 對

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6) 對

非國有財產的徵收；(7) 民事基本制度；(8) 基本經濟制度以及

財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9) 訴訟和仲裁制

度；(10)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

他事項(第 8條)。所稱「行政法規」係指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

就下列事項所作之規定：(1) 為執行法律的規定需要制定行政法

規的事項；  (2) 憲法第 91條規定的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的事項

(第 56 條)。  

                                           
4 張鑫，「立法體制之改革」，收錄於翁松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論文集 (香港：中文
大學出版社，1988 年)，頁 172；王蘭洲、李春花，「法、立法、立法體制、立法機關」，
中學政治教學參考(第 10 期，2000 年)，頁 44-45；朱力宇，「立法體制的模式問題研
究」，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 4 期，2001 年)，頁 86-94。  

5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於 2000 年 3 月 15 日經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
該法並明定於同年 7 月 1 日正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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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地方性法規」， 係指由有權的地方立法機關就下列事

項所為之規定：(1)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需要根據本行

政區域的實際情況作具體規定的事項；(2)屬於地方性事務需要制

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第 64條)。「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是

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所制定者(第 66條)。而「規章」

則是由行政機關所制定者，包括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前者

是由國務院各部委、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

的直屬機構所制定；後者是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6的

人民政府所制定(第 71~73條)。  

  二、立法主體： 

就中共五十幾年來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我們可以從縱橫兩

個方面來分析當前中共的立法主體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從縱向

看，有中央和地方兩級；從橫向看，每一級裡又有不同的層次和

部門。7 

根據《八二憲法》及《立法法》之內容，中央一級有全國人

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與國務院各部委等四個立法主體。

(1)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它們行使國家立法權(憲法第 57

條；《立法法》第 7 條第 1項)；(2)全國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

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憲法第 62條第 3款；《立法

                                           
6 所謂「較大的市」，依《立法法》第 63 條是指：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
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准的較大的市。  

7 應松年，中國走向行政法治探索(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1998 年)，頁 525；王稱心，
「試論我國立法體制的現狀與完善」，中央政治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 5 期，1999 年 )，
頁 42-46；朱力宇，「論新中國立法體制的沿革──紀念 1982 年《憲法》頒布生效 20
周年」，法律適用(第 12 期，總第 201 期，2002 年)，頁 20-24；李林，「關於立法權限
劃分的理論與實踐」，法學研究(第 5 期，1998 年)，頁 58-78；李亞虹，「中國的『過
渡型立法體制』──評轉型時期中央與地方立法關係的變化」，當代中國研究  (總第
46、47 期，1995 年)，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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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7條第 2項 )；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除應當由全國人大制

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對全國人大制

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憲法第 67條第 2、3款；《立法法》

第 7條第 3項)；(3) 國務院有權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

(憲法第 89條第 1款；《立法法》第 56 條)；此外，它接受全國人

大及其常委會的授權立法。關於《立法法》第 8條所規定的事項，

在尚未制定法律之前，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有權作出決定，授權

國務院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對其中的部分事項先制定行政法規，

但是有關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

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除外(《立法法》第 9 條)；(4)

國務院各部委、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

屬機構，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

部門的權限範圍內，制定規章( 憲法第  90 條第 2項；《立法法》

第 71條)。  

地方一級的立法主體，根據《八二憲法》、《立法法》以及《地

方組織法》的規定，總共有五個層次。(1)省、直轄市人大及其常

委會有權制定地方性法規(憲法第 100 條；《立法法》第 63條第 1

款；《地方組織法》第 7條第 1款)；此外，省、自治區、直轄市

和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根據本地方的具體情況和實

際需要，在除《立法法》第 8條規定的事項外，其他事項國家尚

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規之前，制定地方性法規  (《立法法》第

64條第 2款)；(2)省、自治區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准的

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有權制定地方性法規  (《立法法》第

63條第 2款；《地方組織法》第 7條第 2款)；(3) 自治區人大有

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

條例( 憲法第 116條；《立法法》第 66條)；(4) 經濟特區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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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全國人大的授權決定，制定法

規(《立法法》第 65 條)； (5)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

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直轄市的

地方性法規，制定規章(《立法法》第  73 條；《地方組織法》第

60條)。  

綜上可知， 《八二憲法》所規定的立法主體僅有以下幾個，

在中央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及其各部委；在地方則

為：省、直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與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委會。而《立

法法》和《地方組織法》則對中央和地方層級的立法主體作更進

一步的擴充，增加了憲法所未規定的立法主體與事項。例如：在

《立法法》的規範下，增加國務院在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於某些

事項尚未制定法律前，得經該二機關之授權對該些事項制定行政

法規的權力(授權立法)；再如地方層級的：(1)省、自治區政府所

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准的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2)經濟

特區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3)省、自治區、直轄市

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都在《立法法》與《地方組織法》的規

範下，獲得了立法的權力。8 此外，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

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也在《立法法》的授權下，得到了授權

立法的權力。9 以上這些都是立法主體擴充的表現，現行中國大

陸的立法主體，已經涵蓋了全部的中央與部分的地方國家權力機

關與行政機關。 

                                           
8 辛向陽，百年博弈──中國中央與地方關係 100 年，頁 253。薄貴利，中央與地方關
係研究，頁 116；周阿求，「我國《立法法》良性違憲嫌疑現象淺析」，人大研究(2000
年，第 10 期)，頁 24-25；周永坤，「法治視角下的立法法──立法法若干不足之評析」，
法學評論(雙月刊)(第 2 期，2001 年)，頁 112-117；趙小寧，「中央與地方立法的經濟
分析」，甘肅高師學報(8：3，2003 年)，頁 21-23。  

9 鄭賢君，地方制度論，頁 41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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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立法權限的劃分：10 

    法律是社會關係的調整器，是治理社會和國家自身的工具。

立法範圍的大小，由統治階級自身來決定。根據《八二憲法》、《立

法法》及《地方組織法》的規定，吾人可以將中共政權的立法權

限概括為國家專屬立法權、地方立法權、行政立法權和授權立法

權等四種，並具體總結為：全國人大立法權限、全國人大常委會

立法權限、國務院立法權限、國務院各部委立法權限、地方權力

機關立法權限、地方政府立法權限、經濟特區權力機關立法權限

與自治地方自治機關立法權限等八種。 

   (1)國家專屬立法權：11 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的立

法權，二者都可以制定法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權限是

十分廣泛的，凡是需要規範調整的事項，都可以進行立法：全國

人大行使制定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之權；

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制定除應當由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

其他法律之權(《八二憲法》第 62 條第 3 款、第 67 條第 2 款)。

《 立法法》更具體的限定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項： ①國家主權的

事項；②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

的產生、組織和職權；③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

基層群眾自治制度；④犯罪和刑罰；⑤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

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⑥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⑦民

事基本制度；⑧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

貿的基本制度；⑨訴訟和仲裁制度；⑩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0 許安標，「立法法對立法權限的配置」，法律之星──中國法律信息網。網址：

http://www.law-star.com/。   
11 趙建民、張淳翔，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與選舉制度(台北：國立編譯館，民 90 年)，
頁 81-84；李林，「關於立法權限劃分的理論與實踐」，法學研究，頁 5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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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第 8條)。  

   (2)地方立法權：12 由地方權力機關行使的立法權，根據《八

二憲法  》、《立法法》與《地方組織法》，這是制定地方性法規之

權，包括：①省、直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②自治區人大及其常

委會；③省、自治區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准的較大的市

的人大及其常委會；④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

會。根據憲法，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在不與憲法、法律和行政

法規相牴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第 100條)。至於何

謂不「牴觸」，《立法法》作了進一步的規定，地方性法規僅得就

下列事項作出規定：①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需要根據

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作具體規定的事項；②屬於地方性事務需

要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第 64條)。 

   (3)行政立法權：13 指由行政機關所行使的立法權，包括行政

法規與規章兩種。前者是由中央行政機關，即國務院所制定者；

後者再分為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兩類，部門規章是由國務院

各部委所制定者，地方政府規章則由地方人民政府所制定者。根

據《立法法》，行政法規可就下列事項作出規定：① 為執行法律

的規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規的事項；② 憲法第 89條規定的國務院

行政管理職權事項(第 56條)。部門規章所規定的事項應當屬於執

行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事項(第 71 條)。而

                                           
12 沈關成，「對地方立法權的再認識」，中國法學(第 1 期，1996 年)，頁 17-22；何建貴，
「地方立法若干問題思考」，中國政法大學學報(第 1 期，1996 年)，頁 6-9；苗連營，
「也談地方立法的幾個問題──兼與何建貴同志商榷」，中國政法大學學報(第 2 期，
1997 年)，頁 121-127；沈春耀，「關於地方立法問題的幾點認識」，廣西市場與價格(第
11 期，2002 年)，頁 3-7。  

13 劉哲瑋，「淺論行政立法與抽象行政行為的關係」，天府新論(第 6 期，2002 年)，頁
71-73；畢雁英、栗力，「加強行政立法監督是完善行政立法的關鍵」，行政論壇(第 9
期，總第 53 期，2002 年)，頁 26-28；劉玉平，「行政立法權限制度研究」，財經問題
研究(第 11 期，總第 228 期，2002 年)，頁 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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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規章可以就下列事項作出規定：①為執行法律、行政法

規、地方性法規的規定需要制定規章的事項；②屬於本行政區域

的具體行政管理事項(第 73條)。  

   (4)授權立法權：14 授權立法是由《立法法》所創設，中央與

地方兩個層級皆有獲得授權者。在中央層級為國務院，它有權在

《立法法》第 8條規定的事項尚未制定法律之前，由全國人大及

其常委會授權國務院，對其中的部分事項先行制定行政法規( 第

9 條)；在地方層級為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它們有權

在除《立法法》第 8 條規定的事項外，其他事項在國家尚未制定

法律或行政法規前，可以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規。且即使在國家制

定法律以後，有關地方性的法規還可以存在(第 64條第 2 項)。 

    總之，與《八二憲法》的規定相對照，《立法法》的規定使

中國大陸的立法權更趨分散，主要表現在：15 

    1、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的權限進一步擴大： 

    《立法法》第 56 條第二款第二項所列制定行政法規的事項

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限制，其規定涵蓋了憲法授予國務院的全

部「行政管理職權的事項」， 即在國務院全部行政管理職權的事

項上，國務院都可以制定行政法規，這已大大越出了憲法授予國

務院的職權。因為在理論上，並不是所有的行管理範圍內的職權

均可以制定行政法規的形式來完成。不僅如此，同款第一項還規

定，國務院「為執行法律的規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規的事項」與第

                                           
14 趙建民、張淳翔，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與選舉制度，頁 97-103；鄒麗君，「關於完善
我國授權立法監督制度的思考」，甘肅行政學院學報(第 3 期，總第 43 期，2002 年)，
頁 50-52；劉建華，「試論我國授權立法的位階」，天水行政學院學報(第 5 期，總第 17
期，2002 年)，頁 50-53；朱力宇，「論新中國立法體制的沿革──紀念 1982 年《憲法》
頒布生效 20 周年」，法律適用，頁 20-24。  

15 周永坤，「法治視角下的立法法──立法法若干不足之評析」，法學評論(雙月刊)，頁
11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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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並列，可見第一項的規定是在「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事項」

以外的。由於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區分只是形式上的，而非實質上

的，所以實際上行政法規成為與法律部分並列( 在法律未規定的

事項上)部分從屬(法律已有規定的事項上)的規範體系，國務院成

為實質上的比人大還重要的立法機關。  

例如地方國家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的事項，在憲法裡也做了

規範，其效力層級自然與中央國家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相同，因

此其組織與職權，至少都必須由中央國家權力機關以法律的形式

來制定規範，否則任由中央國家行政機關的國務院依據《立法法》

的前述規定加以補充，則增加國務院不當影響地方政府的機會，

這也是本論文第三章小結中認為，在地方國家行政機關的領導人

的心中，在地方國家權力機關與中央國家機器之間的天平自然向

後者傾斜的另一個原因。  

    2、地方立法權限進一步擴散： 

    《五四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行使國家立法權

的唯一機關」(第 22 條)。《七五憲法》和《七八憲法》維持《五

四憲法》的體制，而《八二憲法》為了適應改革開放的立法需求，

立法權開始向地方擴散。隨著時間的延長、時勢的轉移，向地方

分散立法已經帶來了法制不統一、立法地方保護主義、地方立法

對市場經濟的阻礙、各種侵犯人民權利的地方立法等弊端日漸暴

露，但《立法法》卻將本已太分散的立法權進一步分散。表現在：

(1)地方立法主體擴展。原來地方立法權的主體僅包括兩類：省級

和大市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其中的「大市」只包括省、自治

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准的較大的市。《立法法》

則將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列入「較大市」的範圍(第  63 條)；(2)

地方立法權事項範圍擴大。除了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以及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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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事務可制定行政法規外，地方立法還包括除法律保留(第 8條)

以外，國家尚未制定法律和行政法規的事項。且即使在國家制定

法律以後，有關地方性法規還可以存在(第 64條第 2款)。  

  四、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立法關係：  

    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其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之間，都存在著

某種既定的關係，這種關係是和一個國家的結構形式互相緊密聯

繫的。中共實行的是單一制中央集權的國家結構形式，在中央和

地方之間通常是按照各自管理的範圍來劃分權限的。根據《八二

憲法》的規定，中央和地方國家機構職權的劃分，係遵循在中央

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 第3條

第 4項)。因此，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就是依此總原則來開展的。 

    首先，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性質關係。 

中共的中央立法分為國家立法與行政立法兩種；地方立法分

為法規立法與規章立法兩種。兩者在性質上是不同的，其中央立

法是基本性的、主導性的立法。中共的國家立法權是由最高國家

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的(憲法第  58 條)，其目的在

於調整國家社會中基本的、帶全局性的社會關係，其所制定的法

律是行使其他各種立法權所制定的法規的立法依據和基礎；而即

使是中央行政立法，其所制定的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對於地方

立法來說，亦是具有指導的作用。亦即，中央立法是具有基礎性

的和主導性地位的一種立法，16 而地方立法則是從屬性的、被支

                                           
16 謝慶奎主編，當代中國政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387；趙小寧，「中
央與地方立法的經濟分析」，甘肅高師學報，頁 21-23；李林，「關於立法權限劃分的
理論與實踐」，法學研究，頁 58-78；邱霈恩，「論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理論
前沿(第 17 期，1997 年)，頁 9-10；任進，「中央與地方監控關係與合作關係比較」，
廣東行政學院學報(第 2 期，1996 年)，頁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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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性的立法。 

    可見，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在性質上是根本不同的。這種

不同的性質決定了它們之間的關係，那就是中央立法對地方立法

具有支配、控制的作用，地方立法必須服從中央立法。 

    其次，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效力關係。  

中央立法有國家立法與行政立法兩種，已如前述。其中的國

家立法是一個國家基礎性的、主導性的立法，它不僅支配、決定

地方立法權的行使，而且也支配、決定中央行政立法權的行使，

因此，國家立法是一種具有最高效力的立法。17 

中央行政立法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

規，另一種是國務院各部委制定的行政規章。行政法規是國務院

所制定的規範性法律文件的總稱，是「為執行法律的規定、為履

行憲法第  89 條規定的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立法法》第 56

條 )所制定的規範性法律文件。可見，行政法規對全國的行政工

作具有指導和約束的作用。在中共的法律體系中，行政法規是根

據憲法和法律，由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制定的，因此承擔了貫徹、

落實憲法和法律的使命。同時，行政法規又起著領導和管理全國

行政工作的作用，為下級行政機關具體執行法律提供依據，從而

成為各級行政機關制定行政規章、發布命令、決定及進行其他管

理活動的法律依據。行政法規的這種性質，決定了行政法規的效

力低於憲法和法律，而高於地方性法規和規章。18 

國務院各部委所制定的行政規章又稱部門規章，部門規章是

國務院各部委、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

屬機構，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

                                           
17 《立法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  
18 《立法法》第 79 條第 2 項規定：「行政法規的效力高於地方性法規、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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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限範圍內所制定者(《立法法》第 71條)。國務院部門立法雖

屬中央立法的組成部分，但在多種層次、多種類別的中央立法體

制中，它是位於最低層次的一種立法。19 然而，屬於中央政府各

部委所制定的行政規章，其效力是否高於地方性法規與地方政府

規章？地方性法規與地方政府規章若與之相牴觸，是否得構成無

效或撤銷的要件？ 

根據《立法法》第 82條，其答案是否定的。該條規定：「部

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之間具有同等效力，在各

自的權限範圍內施行  」。就此一問題，《立法法》第 86條另有作

出「裁決」的安排，該條第  2 款規定：「地方性法規與部門章規

章之間對同一事項的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國務

院提出意見，國務院認為應當適用地方性法規的，應當決定在該

地方適用地方性法規的規定；認為應當適用部門規章的，應當提

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裁決」；同條第 3 款又規定：「部門規章之間、

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之間對同一事項的規定不一致時，由國

務院裁決」。 

雖然如此，吾人認為部門規章之效力應高於地方性法規和地

方政府規章才是。因為：部門規章一般是直接根據法律和行政法

規制定的，而地方性法規不得與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牴觸，

將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的效力等級分出前者高後者低，在邏輯

上是說不通的。尤其是部門規章中有不少是行政法規的實施細則

或實施辦法，它們實際上是行政法規的具體化，如果將地方性法

規的效力等級置於它們之上，則地方性法規不得與行政法規相牴

觸的制度即難以維持。20 

                                           
19 王貴國、周旺生、梁美芬，中國法律制度(香港：三聯書店，2000 年)，頁 130。  
20 周永坤，「法治視角下的立法法──立法法若干不足之評析」，法學評論(雙月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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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從以上的說明可知，由於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性質

和效力方面的不同，決定了中央和地方的立法關係是一種支配和

被支配、約束和被約束的關係。 

第二節  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法位階節制 

本於中共的國體與政體結構，其地方立法的制定權都來自於

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亦即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所制定的憲法和法

律。地方性法規制定的範圍都受到法律和行政法規的限制，其內

容不得與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牴觸，都受到中央國家機關的

節制。21 亦即，國家立法是基礎性的、主導性的立法，它不僅支

配、決定地方立法權的行使，而且也支配、決定中央行政立法權

的行使，因此，國家立法是一種具有最高效力的立法。22 

    首先，《八二憲法》序言有言 ：「本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全國各族人民、 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

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

本的活動準則」；憲法第  5 條更明定：「  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

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牴觸」。再者，《立法法》第  78 條規

定：「 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

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都不得同憲法相牴觸」。 憲法

是一國之根本大法，具根本性、最高性等特質，是世界上所有立

                                                                                                                         
116-117；李莉，「《立法法》的實施與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關係」，學習論壇(第
3 期，2001 年)，頁 16-17；李林，「關於立法權限劃分的理論與實踐」，法學研究，頁
58-78；石碧波，「當前中央和地方關係中的幾個法律問題及其解決辦法」，探求(第 5
期，新 40 期，總第 103 期，1997 年)，頁 46-48。  

21 趙小寧，「中央與地方立法的經濟分析」，甘肅高師學報(8：3，2003 年)，頁 21-23；
邱霈恩，「論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理論前沿(第 17 期，1997 年)，頁 9-10；
任進，「中央與地方監控關係與合作關係比較」，廣東行政學院學報(第 2 期，1996 年)，
頁 13-18。  

22 《立法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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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國家的通性，不論是民主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皆同。23 可見： 

1、 憲法是其他法律的立法基礎，憲法所規定的基本原則是立法

機關進行立法的基礎和根據； 2、憲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法律

不得與憲法相牴觸，如有牴觸，法律即無效，並導致被撤銷或改

變的後果。  

    其次，《立法法》第  79 條規定：「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法規、

地方性法規、規章」；第  80 條規定：「地方性法規的效力高於本

級和下級地方政府規章；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的效

力高於本行政區域內的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 」。從前

述憲法的最高效力以及這二條的規定看來，中共整體法律體系的

位階，依效力的高低排序，依序是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

性法規、規章。當有下位法違反上位法的規定時，憲法、《 立法

法》和《地方組織法》都做了相當明確的規定： 

一、憲法的相關規定：24 

《八二憲法》第  62 條第 11款規定：全國人大改變或者撤銷

全國大大常委會不適當的決定；第  67 條第 7款規定：全國人大

常委會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牴觸的行政法規、決定

和命令；同條第 8款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撤銷省、自治區、直

轄市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牴觸的地方

性法規和決議；第 89條第 13款規定：國務院改變或者撤銷各部、

各委員會發布的不適當的命令、指示和規章；同條第 14 款規定：

國務院改變或者撤銷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的不適當的決定和

                                           
23 張治安，中國憲法及政府(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 87 年)，頁 13-15；管歐，中
華民國憲法論(台北：三民書局，民 89 年)，頁 8-10；王月明主編，憲法學 (上海：華
東理工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8。  

24 任進，「中央與地方監控關係與合作關係比較」，廣東行政學院學報，頁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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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第 79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大有權改變或者撤

銷本級人大常委會不適當的決定；第 104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地

方各級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本級人民政府的不適當的決定和命

令、撤銷下一級人大的不適當的決議；第 108條規定：縣級以上

的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有權改變或者撤銷所屬各工作部門和下級

人民政府的不適當的決定。 

二、《立法法》的相關規定： 

《立法法》在憲法及相關法律的基礎上，規定了憲法、法律、

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與規章的梯級效力等級體系。25 當有明確

上下級效力等級關係的立法文件發生衝突時，《立法法》第 87條

規定了需予以改變或撤銷的五種情形，即： (1)超越權限的；(2)

下位法違反上位法規定的；  (3)規章之間對同一事項的規定不一

致，經裁決應當改變或者撤銷一方的規定的；(4)規章的規定被認

為不適當，應當予以改變或者撤銷的；(5)違背法定程序的。  

同法第  88 條並明確的規定改變或者撤銷法律、行政法規、

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的權限：(1)全國人大有

權改變或者撤銷它的常委會制定的不適當的法律，有權撤銷全國

人大常委會批准的違背憲法和《立法法》第  66 條第 2款規定的

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2)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同憲法和法律

相牴觸的行政法規，有權撤銷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牴觸的

地方性法規，有權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常委會批准的

違背憲法和《立法法》第  66條第 2款規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

例；(3)國務院有權改變或者撤銷不適當的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

                                           
25 卞琳，「論我國立法衝突及其控制機制──兼評《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東方法
律網－－華東政法學院。網址：http://www.east-law.com/faxueyuanjiu/yanjiu0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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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4)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它的常委會

制定的和批准的不適當的地方性法規；(5)地方人大常委會有權撤

銷本級人民政府的不適當的規章；(6)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有權

改變或者撤銷下一級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適當的規章；(7)授權機關

有權撤銷被授權機關制定的，超越授權範圍或者違背授權目的的

法規，必要時可以撤銷授權。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立法法》首次明確而有系統的將《行

政訴訟法》26和國務院發布的《法規規章備案規定》27 綜合，建

立了裁決的機制。所謂裁決，是指沒有明確的上下級效力等級關

係的立法文件之間發生衝突時，由第三者對是否構成衝突以及如

何適用問題作出決定的機制。28 

《立法法》第 85條規定：「法律之間對同一事項的新的一般

規定與舊的特別規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全國人大常

委會裁決；行政法規之間同一事項的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別規

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國務院裁決」。第 86 條規定：

「地方性法規、規章之間不一致時，由有關機關依照下列規定的

權限作出裁決：(1) 同一機關制定的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別規

                                           
26 《行政訴訟法》第 53 條規定：「人民法院認為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發布的規章與國務
院部、委制定、發布的規章不一致的，以及國務院部、委制定、發布的規章之間不一

致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請國務院作出解釋或者裁決」。  
27 《法規規章備案規定》第  8 條規定：「法規、規章經審查發現的問題，分別按下列規
定處理：(1)地方性法規同法律、行政法規相牴觸的，由國務院提出處理意見提請全國
人大常委會處理；(2)地方性法規同國務院部門規章之間有矛盾的，由國務院提出處理
意見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處理；(3)規章同法律、行政法規相違背的，由國務院予以撤
銷、改變或者責令改正；(4)地方人民政府規章同國務院部門規章之間或者國務院部門
規章相互之間有矛盾的，由國務院法制局進行協調；以協調不能取得一致意見的，由

國務院法制局提出意見，報請國務院決定；(5)規章在制定程序及技術上的問題，由國
務院法制局提出處理意見，並轉告原報機關處理」。  

28 卞琳，「論我國立法衝突及其控制機制──兼評《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東方法
律網－－華東政法學院。網址：http://www.east-law.com/faxueyuanjiu/yanjiu0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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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一致時，由制定機關裁決；(2) 地方性法規與部門規章之間

對同一事項的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國務院提出

意見，國務院認為應當適用地方性法規的，應當決定在該地方適

用地方性法規的規定；認為應當適用部門規章的，應當提請全國

人大常委會裁決；(3) 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

之間對同一事項的規定不一致時，由國務院裁決。根據授權制定

的法規與法律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全國人大常

委會裁決」。 

三、《地方組織法》的相關規定： 

《地方組織法》第 8 條第 11款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

人大有權改變或者撤銷本級人大常委會的不適當的決議；同條第

12款規定：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大有權撤銷本級人民政府的

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第 9條第 9款規定：鄉、民族鄉、鎮的人

大有權撤銷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的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

第 44條第 7款規定：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

下一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不適當的決議；同條第 8款規定：縣級

以上的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本級人民政府的不適當的

決定和命令； 第 59 條第 3款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政

府有權改變或者撤銷所屬各工作部門的不適當的命令、指示和下

級人民政府的不適當的決定、命令。 

綜合以上所述，中共整個法的位階可如圖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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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法律

行政法規

部門規章

地方性法規

地方政府規章

自治區自治條例單行條例

自治州、自治縣
自治條例單行條例       

圖4-1：中共法位階圖

說明：

表示完全從屬關係

表示非完全從屬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第三節  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立法規劃節制 

    所謂立法規劃，是指立法主體根據黨和國家的政策方針、國

民經濟及社會發展總體規劃的布局，根據當前的形勢和本地區的

具體情況，在立法預測的基礎上所制定並發布的今後一個時期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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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工作的任務和綱領。29 如前所述，就中共立法主體的性質來劃

分，中共的立法體系可分為立法機關立法與行政機關立法兩類；

如就立法主體是中央還是地方來劃分，可分為中央立法和地方立

法兩層級。立法規劃既是立法主體所制定者，則立法規劃亦可分

為立法機關的立法規劃和行政機關的立法規劃，以及中央立法機

關的立法規劃和地方立法機關的立法規劃。 

    立法規劃是中共立法程序中的一環。不論是中央層級或地方

層級、立法機關或行政機關，依照規定都必須制定五年期的立法

規劃和一年期的年度計劃。五年期的立法規劃通常與中共各個時

期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計劃」相一致，例如國務院即在

「七五」期間制定了《國務院「七五」期間立法規劃》， 提供各

立法相關部門的立法依據。30 在立法機關制定立法規劃方面，如   

1988年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關於

五年立法規劃的初步構想》、1998年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

《九屆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31等；在行政機關的立法規劃方面，

國務院除了配合「五年經濟計劃」制定五年立法規劃外，每年都

還印發年度立法計劃，如《國務院立法工作若干意見和 1998 年

立法工作安排的通知》、《關於進一步加強國務院立法工作幾點意

見和 1999年立法工作安排的通知》等。32此外，國務院還在 2001

年 11月 16日制定了《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33  該條例第 6

                                           
29 李培傳主編，中國社會主義立法的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1991 年)，頁

122；周旺生主編，立法學教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年 )，頁 224；馬懷德主編，
中國立法體制、程序與監督(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 年)，頁 231；周旺生、張
建華，立法技術手冊(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 年)，頁 85。  

30 谷安良主編，立法學(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 年)，頁 124。  
31 劉政、于友民、程湘清主編，人民代表大會工作全書(1949-1998)(北京：中國法制出
版社，1999 年)，頁 851-855。  

32 Tdctrade.com--貿發網。網址：http://www.tdctrade.com/airlaws/gd/。  
33 《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於 2002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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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即規定：「國務院於每年年初編製本年度的立法工作計劃」。34 

至於地方層級的立法主體，包括權力機關與行政機關，也會各自

訂定五年立法規劃和年度立法計劃，如上海市於  1983 年所定的

《1983~1986年經濟行政立法規劃設想》、廣州市於 2001 年 10

月 9日訂定的《廣州市地方性法規制定辦法》35及深圳市於  2001

年 7月 23日訂定的《深圳市制定法規條例》等。36 

在編製立法規劃時，主要的依據有：(1)共產黨的有關政策和

方針。如《中國共產黨章程》、1991年規定五項黨對立法工作領

導方式的中發八號文件；37  (2)憲法和有關的法律、行政法規。

如憲法第  111 條規定：「城市和農村按居民居住地區設立的居民

委員會或者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居民委員會、村

民委員會同基層政權的相互關係由法律規定」。 依據憲法的此一

規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即應把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城市居民

委員會組織法，適時的列入立法規劃內。  

再如，有的法律在附則部分授權實施細則由國務院制定，或

者由國務院有關部門擬定報國務院批准後發布施行。據此，在編

製立法規劃時，就應把制定的有關的實施細則考慮進去；(3)國民

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原《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暫行條例》即規定，

行政法規的立法規劃，要根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計劃所規

定的各項基本任務來編製。38 例如《國務院「七五」期間立法規

                                           
34 中國國家法規數據庫，網址：http://10.21.20.206:168/detail?M,,,1,1,1,1,1,0,1,24。  
35 《廣州市地方性法規制定辦法》第 9 條規定：「常務委員會每屆任期編制地性法規制
定規劃」；第 10 條規定：「常務委員會每個工作年度編制地方性法規制定計劃」。  

36 《深圳市制定法規條例》第 9 條規定：「常務委員會應當根據深圳市國民經濟和社會
發展的進程，制定立法規劃和年度立法計劃」。  

37 中發 8號文件係《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對國家立法工作領導的若干意見》，參 Murray Scot 
Tanner, “ The Erosion of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over Lawmaking in China” , The 
China Quarterly, No.138(1994), pp.398-399. 

38 周旺生，「論立法規劃的基本原則」，法學評論(第 58 期，1993 年 3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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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即是遵照第六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批准的《關於第七個

五年計劃的報告》內容所制定的；(4)上級立法主體所制定的五年

立法規劃亦是下級立法主體擬定立法規劃的主要依據。有了以上

編製立法規劃的參考依據，才能避免立法主體之間或立法主體與

上級立法主體之間的立法衝突、重複立法或一法多立的現象，並

保持國家法制的統一。 

總之，立法規劃不僅對國務院及其所屬部委的行政立法具有

指導性的意義，它還對地方政府制定規章與其它地方性立法具有

指導性的意義，如此就把地方權力機關與人民政府的立法納入了

國家立法機關和最高行政機關的管理之下。 

第四節  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立法範圍節制 

    中共地方立法的內容和範圍都是由中央直接節制的，它嚴格

控制在憲法、法律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所授權或明文規定的事

項以內。39 此處所謂地方立法內容，係指中央立法對地方立法的

規範密度而言；而所稱地方立法的範圍是指地方立法主體的範圍

與地方立法事項的範圍。 

一、地方立法的規範密度： 

    所謂規範密度，係指立法內容的精確度與精密度。規範密度

應視所規範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

合理之差異。40 因此中央立法的規範密度自然宜與地方立法的規

                                           
39 俞可平稱此為「有限的立法權」，參閱氏著，中國政治體制(台北：風雲論壇，2001
年)，頁 38。  

40 參司法院 86 年 12 月 26 日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443 號解釋；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
用(台北：三民書局，民 88 年)，頁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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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密度不同，中央立法宜粗不宜細，即法律關係應僅作原則性或

綱要性的規範；而地方立法則宜細不宜粗，它所規範的對象應是

屬於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等次要事項，它應具有因地而制

宜的特性。 

    中共自改革開放以後，由於經濟方面的重大變化，牽動中央

與地方諸多關係的變化，就以中央與地方立法權力關係的變化而

言，即從一個極端陷入另一個極端的兩極分化的情境之中。總的

而言是從 1979~1998年的「強地方、弱中央」的立法格局向 1998

年迄今的「強中央、弱地方」的立法格局傾斜，而這也正是中央

向地方實施立法規範密度節制的結果。 

    首先，「強地方、弱中央」的立法格局。  

從 1979年 7月 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後經三次

修正的《地方組織法》賦予「省級」和「兩市」41 人大及其常委

會行使地方性法規制定權起，至  1998 年 3月九屆全國人大換屆

前，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權力關係是逐漸呈現：前者弱而後者強的

格局。當時為了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人們普遍接受的觀念是：

中央的立法是宜粗不宜細，僅作原則性與綱要性的規範即可；地

方立法則宜細不宜粗，應該因時、因地而制宜，以適應各地方的

差異性。前者如《行政處罰法》第 13 條第 2款即原則性的規定：

「罰款的限額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規

定」；42 後者則在短短的十幾年間，全中國大陸各省級和兩市人

大及其常委會已制定逾  6700 件的地方性法規，地方行政規章更

是數以萬計，而且頻頻「先行立法」。43例如《  上海市票據暫行

                                           
41 此處所謂的「省級」，是指：省、自治區、直轄市；所謂「兩市」，是指：省、自治區   
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准的較大的市。  

42 該法律載於中國法律網，網址：http://www.chinalegal.net/databank/。  
43 趙小寧，「中央與地方立法的經濟分析」，甘肅高師學報，頁 21-23；李莉，「『立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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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已實施了七年之後，中共的《票據法》才於  1995 年 5月

10日公布，並於  1996 年 1月 1日施行；再如 1993年 12月 29

日公布並於 1994年 7月 1日施行的《公司法》，由於該法制定歷

時數年，幾度難產，最後不得已，全國人大常委會只得讓深圳市

先制定並實施股份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兩個條例，以應地方燃眉

之急。44這個時期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權力關係，其主要的特徵是：

中央立法相對滯後又原則，地方立法相當活躍且高產。 

    其次，「強中央、弱地方」的立法格局。 

由於前一時期的中央立法顯得相對滯後又原則，社會急需、

市場等用的規則呼之不出，而來之不易的法卻又可操作性差；而

地方立法則是相當活躍且高產，但立法越權、45 立法侵權、立法

爭權等無序和衝突等現象嚴重。46 中共當局亟思改變此一異常情

況，但卻又陷入另一極端之中。從 1998 年 3月九屆全國人大換

屆至今，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權力關係，就明顯的具有「強中央、

弱地方」的傾向。 

就中央立法而言，一方面，在立法實踐中，中央立法的走向

是能細則細，可操作性明顯增強。就本(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實施與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關係」，學習論壇(第 3 期，2001 年)，頁 16-17；
李林，「關於立法權限劃分的理論與實踐」，法學研究(第 5 期，1998 年)，頁 58-78；
徐向華，中國立法關係論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3-4。  

44 徐向華，「論中央與地方的立法權力關係」，中國法學(第 4 期，1997 年)，頁 11-17；
徐向華，中國立法關係論，頁 4。  

45 地方性法規越權規定的現象屢見不鮮，有的地方性法規甚至規定了罪名。如《福建省   
普及初等全務教育暫行條例》第 5 條即規定：「阻擾女學童入學的父母(撫養人)，情節
惡劣構成犯罪的，按虐待婦女、兒童罪論處」。參見曲耀光，「論我國的立法衝突」，

中國法學(第 5 期，1995 年)，頁 42。  
46 自 1993 年 7 月起，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秘書局開始組織對備案的地方性法規進行
審查工作。從 1993 年至 1995 年，各地共備案地方性法規 2001 件，審畢 1232 件，審
畢率為 61.57%，其中與法律、行政法規相牴觸的 47 件，佔審畢數的 3.81%。參見蔡
定劍，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年)，頁 318；李莉，「『立法
法』的實施與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關係」，學習論壇，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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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修改公布的六部法律47 的條款數而言，從原來的  250 條  379

款增加到 321 條 540款，平均增加幅度為 28.40%和 42.48%。48此

外，與保護市場主體權益和維護市場秩序有關的立法，更是顯得

無微不至、絲絲入扣。例如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合同

法》和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六次會議通過的《證券法》， 兩者的

條數分別達到 428條和 214條，後者達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所立

之條文數的最高紀錄，前者則大大超過了作為其前身的三部合同

法條文數的總和。 

當然，中央立法的加強，並不只是反映在立法數量的增加或

者規模的擴大上，更重要的是在立法內容上注重民主、科學和有

效。如行政復議49 作為中共人民權利的一種行政救濟手段，冀望

透過行政機關的反省與自律，以謀糾紛之解決。它與行政訴訟所

提供的司法救濟相比，具有及時、方便和成本低等優越性，理應

更易為人民所接受。然而，從《行政復議條例》50 實施的效果來

分析，大量的行政糾紛並沒有通過行政復議的途徑得到解決。根

據統計，從 1991年 1月《行政復議條例》實施到 1997 年度的 7

年間，全中國大陸僅有行政復議案件 22 萬件，平均每年只有 3

萬多件，而同期行政訴訟的案件卻逐年上升，僅  1998 年便達到

10萬件之多。51 

                                           
47 這些法律包括《森林法》、《土地管理法》、《收養法》、《兵役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  
和《消防法》等。  

48 徐向華，中國立法關係論，頁 5。  
49 中共之行政復議類似我國之訴願，其制定的《行政復議法》與我國的《訴願法》相當。 
惟我國原則上係採訴願前置主義，提起行政訴訟之前須先經訴願程序；而中共則採並

行主義，除法規另有規定者外，得由人民自由選擇提出行政復議或提起行政訴訟。參

中共《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與我國《訴願法》、《行政訴訟法》。  
50 《行政復議條例》是由中共國務院於 1990 年 12 月 24 日訂定發布，該條例曾於 1994
年 10 月 9 日修訂。該條例已被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1999 年 4 月 29 日另定《行政復議
法》所取代，《行政復議法》於同年 10 月 1 日實施。  

51 張春生、童衛東，「我國行政復議制度的新進展」，人大工作通訊(第 10 期，1999 年 )，
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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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言可喻，《行政復議條例》實施效果之所以不盡如人意，

制度設計存在著缺陷應是重要的原因。於是 1999年 4月 29日九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所通過的《行政復議法》，便在程

序上設定了一系列方便申請人的制度，如在管轄上改「條條管轄

為主」為「原則上讓申請人自己選擇」(第 12條)、在申請形式上

改「書面申請」為「口頭、書面」皆可(第 11條)、申請復議時限

從一般為 15天放寬至 60天(第 9條)、明確規定行政復議機關受

理行政復議申請不得向申請人收取任何費用(第 39條)。此外，該

法還大幅度地擴大了行政復議的範圍(第 6、7條)。  

    另一方面，中央在「統一市場需要統一立法」的口號下、在

「著重於維護地方社會經濟管理秩序」的考量下，本來可以由各

地方因地制宜的立法區域，也由中央廣泛而頻繁地「搶佔跑道」，

並且所設規範過於細密，為地方所留因地制宜解決問題的彈性立

法空間相對減少，以致地方立法步履艱難、效率低下。因為地方

立法的主要領域為行政法範疇，一旦上位法的規定不切合當地實

際，地方便陷入兩難的境地：若根據上位法制定其實施性規則，

則法的實施效率低下必定無疑；若背離上位法的規定，則勢必冒

「違法立法」之大不諱。52 

    就地方立法而言，一方面，隨著中國大陸地域性經濟的發展

和政治改革的深入，以及「依法治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實踐，

人們在理念上，已能日趨贊同滿足地方政府對立法權力資源的需

求。然而，另一方面，地方立法的生存空間卻漸趨縮小，地方立

                                           
52 《行政處罰法》第 11 條第 2 款規定：「法律、行政法規對違法行為已經作出行政處罰
規定，地方性法規需要作出具體規定的，必須在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給予行政處罰

的行為、種類和幅度的範圍內規定」。此外，該法第 13 條第 1 款也對地方行政規章的
制定作了類似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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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功能正逐步萎縮之中。53  如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在編製 1998

至 2002年  5 年地方立法規劃時，不得不刪除不少雖然是上海市

發展亟需，但卻可能衝撞中央立法權力範圍「紅燈」的項目。根

據研究，在京、津、滬、渝四個直轄市中，除重慶之外，其他三

市自本屆地方人大換屆以來，地方性法規的出台數急劇下降，其

中天津從過去 5年的年均立法 18件，下降為 1998年的 4件。上

海市人大常委會在 1998年雖然公布地方性法規 13件，跟前幾年

的 14、15件相差無幾，但其中卻有  6 件是地方性法規的修改，

實際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僅  7 件，新立法數下降了 50 %以上。同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布規章 9件，與九○年代中期年均訂定規

章 40件左右相差甚遠。54 

總之，本時期的中央與地方立法權力的關係是：中央立法速

度快、數量多，細密的法律規則在贏得操作性的同時，僵硬性陡

增而彈性驟減，大量立法尤其是國務院各部委的行政規章的無所

不涉，已令地方立法步履唯艱；地方立法中的無序和衝突現象雖

然獲得一定程度的扼制，但隨著中央立法結構細密度的增加，地

方立法的特點，即「地方特色」、「適應省情、市情」正在逐漸淡

化，重復立法的矛盾較前突出，地方立法的活力和生機正在悄然

消退之中。  

    從以上中共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與地方立法權力關係的兩個

階段的變化中，中央與地方立法角色強弱的互換可以清楚看出，

                                           
53 此可以從《立法法》制定後。國務院已依據該法於 2001 年 11 月 16 日訂定了規範國
務院訂定行政法規的《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以及規範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各級人

民政府訂定行政規章的《規章制定程序條例》，但統一規範地方性法規制定程序的法

律或法規卻仍未出台，可見一斑。  
54 徐向華，中國立法關係論，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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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對地方立法的規範密度節制，確實可以相當程度的影響地方

的立法行為。 

二、地方立法主體的範圍： 

    中共地方立法的範圍受到中央的節制，最顯明的例子就是中

央透過法律的制定，突破了憲法的規定，擴大了地方立法的主體

範圍。55原來根據《八二憲法》，地方層級中只有省、直轄市的人

大及其常委會有權制定地方性法規(第  100 條)；民族自治地方的

人大有權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第  116 條)。其他的地方國家

機關皆無立法之權，至多僅是地方各級人大有發布決議 ( 第 99

條)、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有發布決定和命令( 第 107條  )

之權。 

    然而在實務上，中共現行的立法體制中，地方層級的立法主

體已因《立法法》和《地方組織法》的規定，而大大的增加了。

除了憲法原規定的省、直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有權制定地方性

法規、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有權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外，增

加了  ：(1)自治區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有權制定地方性法規(《立法

法》第  63 條；《地方組織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43 條第 1 項)；

(2)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較大

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有權制定地方性法規(《立法法》第 63條

第 2、4款；《地方組織法》第 7條第 2 項、第 43條第 2項)；(3)

省、自治區、直轄市、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有權制定地方政府規

章(《立法法第 73條》；《地方組織法》第 60條)。以上地方立法

主體範圍的增加，都是依賴由中央所制定的《立法法》和《地方

                                           
55 閔琦等著，轉型期的中國：社會變遷──來自大陸民間社會的報告(台北：時報文化，

1995 年)，頁 322；李林，「關於立法權限劃分的理論與實踐」，法學研究，頁 5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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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法》兩種法律所賦予的。不過，中央能制法增加地方立法的

主體範圍，自然也得視需要修法將此權力取消，故中央擁有立法

主體範圍的節制權。 

三、地方立法事項的範圍： 

    從前述地方立法主體範圍的說明，可以知道《八二憲法》對

於地方立法的事項，僅止於原則性的規定「制定地方性法規」而

已，至於哪些事項是地方性法規所要規範的對象，則不可得知。

究竟地方可就和不能就哪些事項立法，只有在《立法法》中尋求

答案。 

    首先，由中央所制定的《立法法》係採取列舉與概括的方式，

對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限範圍作劃分。 

《立法法》明確列舉了國家法律的專有事項，以排除地方立

法的涉足；而概括性的規定地方性法規、規章等各自的權限，以

利發揮其優越性。56 第一，該法明確的規定全國人大制定和修改

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

定和修改除應由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  (第 7條第

2、3項)。  

第二，明確限定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項：1、國家主權的事項； 

2、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產

生、組織和職權； 3、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基

層群眾自治制度；4、犯罪和刑罰；5、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

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 6、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7、

民事基本制度；8、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稅收、海關、金融

                                           
56 卞琳，「論我國立法衝突及其控制機制──兼評《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東方法
律網－－華東政法學院。網址：http://www.east-law.com/faxueyuanjiu/yanjiu004.htm/。 

第 138 頁 



第四章  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之立法節制能力 

和外貿的基本制度； 9、訴訟和仲裁制度；10、必須由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第 8條)。以上明

確列舉了國家法律的專有事項，並排除地方立法的涉足。 

    第三，《立法法》概括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及其

常委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

法律、行政法規相牴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較大的

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

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牴觸的前

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第 63條第 1、2項)。第四，《立法法》

概括規定地方性法規可以規範的事項 ：1、為執行法律、行政法

規的規定，需要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作具體規定的事項；

2、屬於地方性事務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第 64條)。  

    第五，概括規定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

根據全國人大的授權決定，制定法規，在經濟特區範圍內實施；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

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第 65、66條)。第六，概括規定省、

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法律、行政法

規和本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方性法規，制定規章；地方政府

規章可以就下列事項作出規定  ：1、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地

方性法規的規定需要制定規章的事項； 2、屬於本行政區域的具

體行政管理事項(第 73條)。  

    其次，雖無法源依據，但經國家立法機關以特別決議方式授

權的那些過去的立法實踐經驗，現在皆由《立法法》以法律授權

的形式加以確認的事項。 

在《立法法》公布施行之前，中共為了實際的需要，在無憲

法依據的情況下，由國家立法機關授權地方國家機關立法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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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個：57 1、1981年 11月 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

《關於授權廣東省、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所屬經濟特區的

各項單行經濟法規的決議  》，授權廣東省、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

會，制定所屬經濟特區的各項單行經濟法規；2、1988年 4月 13

日，第七屆全國人大通過《關於建立海南經濟特區的決議》， 授

權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海南經濟特區的具體情況和實際

需要制定法規；3、1992年 7月 1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

過《關於授權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分別制定

法規和規章在深圳經濟特區實施的決定  》，授權深圳市人大及其

常委會和人民政府，制定深圳經濟特區的法規和規章；4、1994

年 3月  22 日，第八屆全國人大通過《關於授權廈門市人大及其

常委會和廈門市人民政府分別制定法規和規章在廈門經濟特區

實施的決定》，授權廈門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和人民政府，根據廈

門經濟特區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制定法規和規章；5、1996年

3 月 17日，第八屆全國人大通過《 關於授權汕頭市和珠海市人

大及其常委會、人民政府分別制定法規和規章在各自的經濟特區

實施的決定》，授權兩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和人民政府制定法規

和規章。58 

《立法法》公布施行後，依該法第 65 條規定：「經濟特區所

在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的授權決定，制定法規，在經濟特區範圍內實施」，則經濟

特區所在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此法取

                                           
57 蔡定劍、王晨光主編，人民代表大會二十年發展與改革(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0
年)，頁 170-172；馬懷德主編，中國立法體制、程序與監督，頁 36-37；李亞虹，「中
國的『過渡型立法體制』──評轉型時期中央與地方立法關係的變化」，當代中國研

究(總第 46、47 期，1995 年)，頁 159。  
58 王貴國、周旺生、梁美芬，中國法律制度(香港：三聯書店，2000 年)，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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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授權立法的權力。此外，《立法法》第  64 條第 2項亦規定：「除

本法第八條規定的事項外，其他事項國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行政法

規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根據本地方的具體情況和

實際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規」。 

    最後，除國家權力機關以特別決議的方式對地方國家機關進

行立法授權外，許多的單行法律、法規甚至規章中也有授權性法

律的規範。59 

這些如：1、1988年《河道管理條例》第 49 條規定：「各省、

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本條例的規定，結合本地區的

實際情況制定實施辦法」；2、1989年公安部發布的《 臨時身份

證管理暫行條例》第 26 條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

局可以根據本規定制定具體的實施辦法」；3、1986年《  河北省

公路管理條例》第 37條規定：「省交通行政部門可根據本條例制

定實施細則，報省人民政府批准後施行」；4、1988年《  湖北省

鼓勵外商投資優惠辦法》第 19條規定：「省計劃委員會、經濟委

員會、財政廳、勞動人事廳、土地管理局、稅務局和有關銀行可

根據本辦法對有關問題作出具體規定，報省政府備案」。60 

    總之，地方國家機關目前所獲得的立法權力，除了憲法明文

規定的省、直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有權制定地方性法規、民族

自治地方的人大有權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外，包括地方權力

機關及人民政府所得到的立法權，都是由法律或其他方式授權而

來，該立法權既是「授而得之」之權，則能「授」之，也就能「收」

之。此外，這種立法權一般都是針對特殊的需要而授予的，當特

殊性消失時，該立法權也就可能失效或被收回。  

                                           
59 謝慶奎主編，當代中國政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391。  
60 馬懷德主編，中國立法體制、程序與監督，頁 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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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立法過程節制 

    立法具有階段性、關聯性和完整性，它是動態的、有序的活

動過程。這一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立法準備階段、由法案到法

的階段、立法的完善階段，這三個階段之間是緊密的聯繫在一起

的。任何一種立法，在法案正式提交立法主體審議、表決之前，

都有不同程度的準備工作要作；在產生法之後，一般也有繼續完

善的必要，而這種完善往往又為新的立法準備了條件。這三個階

段結合在一起，構成了完整的立法活動過程。61 

    本論文所指中央對地方的立法過程節制，是謂發生在第二階

段與第三階段之間，當立法主體初步完成其立法程序後，經過一

定的步驟，讓該立法程序結束的一個過程。就現行中共的立法體

制而言，此立法過程節制有批准和報備兩種。這兩種制度是中共

憲法和法律為了解決立法實踐中所存在的法規、規章與法律相牴

觸或不一致；或法規與法規之間、法規與規章之間、規章與規章

之間互相矛盾和不一致的問題。它們是中共保證其法律體系和諧

和協調、維護法制統一，提高立法品質的二項重要立法監督制度。 

    批准是事前審查的一種立法監督方式，在未經有權機關的批

准前，該經立法主體依立法程序所完成的法案，是處於一種效力

未定的狀態。經有權機關批准的法案，才具有法的效力。根據《八

二憲法》和有關法律的規定，關於批准制度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

方面：621、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

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自治區的自治條例和

單行條例，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後生效。自治州、自治縣的自

                                           
61 王貴國、周旺生、梁美芬，中國法律制度，頁 156。  
62 馬懷德主編，中國立法體制、程序與監督，頁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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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省、自治區人大常委會批准後生效( 憲法

第 116條；《立法法》第 66條)。2、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

的市和經國務院批准的較大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規需經省、自治

區人大常委會批准後施行(《立法法》第  63 條第 2項；《地方組

織法》第 7條第 2項)。  

    備案是事後審查的一種立法監督方式，法案一經立法主體完

成立法程序，即發生效力。將已生效的法規、規章上報法定機關，

使其知曉並在必要時審查的程序。63依照憲法與有關法律的規定， 

需要備案的法規、規章包括  ：1、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及其

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  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備案

(憲法第 100條；《立法法》第 89條第 2款；《地方組織法》第 7

條第 1項)。2、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

須由省、  自治區的人大常委會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備案

(《立法法》第 89條第 2 款；《地方組織法》第 7 條第 2 項)。3、

自治州、自治縣制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須由省、自治區、

直轄市的人大常委會，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備案( 憲法第

116條；《立法法》第 89條第 3款)。 4、地方政府規章須報國務

院與本級人大常委會備案(《立法法》第 89條第 4款；《  地方組

織法》第 60條)。 5、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應當同

時報國務院、省、自治區的人大常委會和人民政府備案 (《立法

法》第 89條第 4款；《地方組織法》第  60 條)。6、根據授權制

定的法規應當報授權決定規定的機關備案(《立法法》第 89條第

5 款)。 

                                           
63 馬懷德主編，中國立法體制、程序與監督，頁 345；卞琳，「論我國立法衝突及其控
制機制──兼評《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東方法律網－－華東政法學院。網址：

http://www.east-law.com/faxueyuanjiu/yanjiu0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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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立法法》第 90條至 92條，以及國務院於 1990年 2

月  18 日發布的《法規規章備案規定》對於法規和規章的備案，

都有詳盡的規定。它確保中央對地方所制定的法規與規章內容的

節制，並對維護中共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有巨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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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結： 

    改革開放之前，由於中國大陸呈現的是高度中央集權的中央

與地方關係模式的特質(參照本論文第二章)，因此其實行的也是

中央集權的立法模式。在這個時期，立法權限比較集中，除民族

自治地方外，其他地方權力機關均不享有立法權力，各級國家行

政機關亦無立法方面的權力。《五四憲法》規定，全國人大是行

使國家立法權的唯一機關，有權修改憲法和制定法律，全國人大

常委會有權解釋法律和制定法令。 1955 年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二

次會議才通過《關於授權常務委員會制定單行法規的決議》，把

享有國家立法權的範圍擴大到全國人大常委會； 1959 年第二屆

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進一步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全國人大閉

會期間根據情況的發展和工作的需要，有權修改現行法律中已經

不適用的條文。儘管如此，立法權也仍然侷限於中央層級的國家

權力機關。 

    為了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 1979 年 7月，第五屆全國人大

第二次會議通過的《地方組織法》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

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和

國家的憲法、法律、政策、法令、政令不牴觸的前提下，可以制

定和頒布地方性法規，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備案。641986

年所修改的《地方組織法》規定，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

的市和經國務院批准的較大市的人大，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報

省、自治區的人大常委會批准後施行(第 6條)；省、自治區、直

轄市以及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准的較

                                           
64 這一部分在《八二憲法》中得到肯認，100 條規定：「省、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和
它們的常務委員會，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牴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

法規，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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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市的人民政府，還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制定

規章(第 35條)。 1992 年 7月，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26 次

會議通過決定，授予深圳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規的權力。

1994年和 1996年又先後授予廈門市、珠海市及汕頭市的人大及

其常委會制定法規的權力。 

總之，這個時期所呈現的是集權的分權立法模式，它是為了

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在未經修改憲法的情況下，經由法律和立

法機關的授權，確認法律體系上行政規章的制定權，擴大了立法

權限的主體與範圍，基本上構成了中共從中央到地方、從權力機

關到行政機關行使立法職權的立法權限體系。65 

    2000年  7 月 1 日《立法法》的施行，又為地方權力機關的

立法權限作進一步擴大，該法擴大地方立法的主體與事項範圍。

就前者而言，原來地方立法權的主體僅包括兩類：省級和大市級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其中的「大市」只包括省、自治區的人民

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准的較大的市。《  立法法》則將經

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列入「較大市」的範圍(第 63條)，使經濟特區

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取得了地方性法規的制定權；就後者而言，

除了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及地方性事務可制定地方性法規外，

地方立法還包括除法律保留(第 8條)以外，國家尚未制定法律和

行政法規的事項。且即使在國家制定法律以後，有關地方性法規

還可以繼續存在(第 64條第 2款)。 

綜上，根據現行憲法、《地方組織法》、《立法法》和有關的

                                           
65 《八二憲法》除了增加地方省級權力機關制定地方性法規的權力，也增加中央行政機
關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的權力，過去國務院只能制定行政措施。89 條規定：「國務院
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規，發布決定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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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中國大陸目前的立法主體有：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

院及所屬各部委(中央國家權力機關與行政機關)；省、自治區、

直轄市和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地的市以及經國務院批准的較大

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經濟特區人大及其常委會；民族自治地

方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地方國家權力機關)；省、自治區、直轄市

和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經國務院批准的較大的市

的人民政府；經濟特區人民政府(地方國家行政機關)；特別行政

區政權機關等。這是一種立法主體眾多，法出多門的立法體制。 

根據以上的說明，為了適應改革開放的需求，中國大陸立法

權總的趨勢是向地方擴散。根據目前已經出現法制不統一、立法

地方保護主義、地方立法對市場經濟的阻礙、各種侵犯人民權利

的地方立法等弊端，種種現象是否意味中央政府已無力控制地方

政府的立法行為？ 

事實上不然，雖然依中共憲法的規定，人民代表大會上下級

之間的關係，是法律上的監督關係、業務上的指導關係、工作上

的聯繫關係，而不是領導關係。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地位平等，

都是國家權力機關，只不過各自行使權力的層次、範圍不同。但

是，本於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的性質和效力關係，就決定了中央

和地方的立法關係是一種支配和被支配、約束和被約束的關係。

只要中央認為有必要，它就可以主動積極的透過法位階節制、立

法規劃節制、立法範圍節制(規範密度、主體範圍、事項範圍)、

立法過程節制(批准、報備)等諸手段，配合加大力度與強度，來

控制地方政府的立法行為。就此一向度來看，中央政府對地方政

府之立法節制能力還是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