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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因法解释学未提供健全的司法审查标准等因素，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权的运行实效严重受限。参见余军、张文:《行政规范性

文件司法审查权的实效性考察》，《法学研究》2016 年第 2 期。

②引文分别出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3)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 2014)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2015－2020 年) 〉》( 2015)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 2017) 。

摘 要: 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是维护我国法制和政令统一的重要机制。然而，人们尚未分清该

审查的准确对象，更未厘定界分对象必需的基础理论。根据规范概念论与言语行为论，该类审查的准

确对象并非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而是由语义和语力结合成的语用学规范的合法性。语用维度内的

规范合法性审查对象是被审查文件内语义学规范的合法性，以及生成被审查文件效力的制规行为要

件的合法性。前者包含规范的适用条件、规范模式及规范内容的合法性，后者包括制规主体资格、制
规意图表示、制规实体行为前件及制规程序的合法性。因制规行为的合法性单向决定制规结果的合

法性，法院等审查机关应当既审查文件内语义学规范的合法性又审查制规行为各要件的合法性，否则

将得不出完整的审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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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宪法》《立法法》《行政诉讼法》以及《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等法律法规，已经设立了规范性

文件的备案审查与附带审查等审查制度，但受研究滞后等因素的制约，①该制度数十年来并未完全发

挥应有的保障宪法法律权威、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功能。中共中央近年来先后强调要“完善规范性

文件合法性审查机制”、“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要“落实合法性审查”，“加强宪

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②时至今日，无论在政治与法律上，还是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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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中，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 含合宪性审查) 都是一个亟待加强研究的中国特色法制课题，

需要逐步构建起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为更好地开展审查工作提供指导。③ 尽管该课题有诸多问题

有待解决，但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是: 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准确对象究竟是什么? 这是因为，在

实务上，审查者确定不了准确的审查对象，就无从查找准确的审查依据与审查标准，就难以得出正确

的审查结论，在研究中，只有厘定了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准确对象，才能解决相应的审查依据与

审查标准等问题，才能建构较为完整的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理论。
尽管我国现行立法与司法解释、现有法院判决，以及关于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与附带审查的研究

成果，已经提出了某些关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对象的观点，但根据它们并不能全面厘定规范性文

件合法性审查的准确对象。首先，现行法规定的审查对象既粗略又错乱。根据现行我国《立法法》第

96 条与第 97 条、《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第 10 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诉讼法＞的解释》第 148 条等相关规定，规范性文件的不合法情形包括违反上位法规定、超越权限、违
背程序、与上位法相抵触等。从中可知，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对象包括被审查文件是否符合上位

法规定、是否符合制定权限、是否依照制定程序，以及同上位法是否相一致。这些情形常被认为均属

于同上位法相抵触的情形。这导致前述概念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混乱。因被审查文件超越上位法规

定的权限规则与程序规则，也是不符合上位法规定的情形，所以前两者不能和后者并列。另外，下位

法不符合上位法的情形仅限于立法规范与其相应的被立规范之间，而下位法抵触上位法规定的情形

则仅限于内容同域、事项同类且适用条件相重合的同位阶法规范之间，两者在概念上并非重合，而是

全异关系。④ 因此，现行关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规定，并未规定准确的审查对象。其次，行政

诉讼实务中认定的附带审查对象并不严谨。有人从法院判决中分析出，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

的三个层面是制定权限、制定程序与规范内容; ⑤还有人分析出，法院采用的规范性文件审查标准由

三部分构成: 制定主体的身份和权限、制定程序，以及规范性文件的内容。⑥ 根据这些分析，法院在行

政诉讼中所针对的审查对象是被审文件的制定主体、制定权限、制定程序与文件内容。2015 年我国

《行政诉讼法》修改后的全国首例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案的一审判决书，就载明法院从制定主

体、制定权限、规定内容、制定程序入手判断被审查文件的合法性。⑦ 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审查的对象，

虽然比现行法规定的更为详细，但仍然未分清制定权限同文件内容的关系等问题。最后，现有研究成

果既未厘清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准确对象，也未阐明现有分类方法的理论根据。很多研究者主

张把“相抵触”作为立法合法性审查标准，把下位法规定的规则、原则与精神列为审查对象。⑧ 还有很

多研究者沿用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论，把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对象罗列为主体、权限、内容、
程序的合法性。⑨ 不过，人们迄今尚未根据相关原理阐明，为什么要把制定主体、制定权限、规定内容

与制定程序并列为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对象。
综上所述，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对象似乎应当确定为被审文件的制定主体、制定权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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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与制定程序的合法性。然而，当前关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对象的研究，既不能断定这一分类

是否周延———相互排斥、联合穷尽地列举了审查对象，也未能分清制定主体、制定权限、规定内容与制

定程序的结构层次，更未阐明认定前述审查对象的理论基础。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显然是审查

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如果不对规范性文件及其构成部分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并且不对规

范性文件应当符合的法律规定有较为详细的认识，那就必然不能较为全面、详细地认定该类文件合法

性审查的对象。根据通说的法律构成要素论，规范性文件的基本构成部分是各类规范，规范性文件应

当符合之法律规定也属于规范范畴。这就决定了只有基于系统的规范理论，如规范概念论、规范结构

论、规范关系论等，才能深度厘定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准确对象是什么。当前的研究成果之所以

未能深入系统地厘定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对象，也许是因为研究者囿于立法规定、限于直觉经

验、困于某些不健全的法学理论，以至于未能把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问题置于规范理论领域加以研

究。
规范性文件合法性问题是规范理论领域的特殊问题。只有基于规范理论及相关基本原理，才能

深入、系统地解决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对象等基本问题。下文将根据规范定义论、规范类型论、
规范结构论，以及语言哲学中言语行为( Speech acts) 的组成部分论、构成层面论与做成要件论等原理

论，拟证立下列命题: 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对象并非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也不限于文件内语义

学规范的合法性，而是作为立规结果的语用学规范的合法性。语用学概念的规范蕴含语义与语力两

部分，其语力部分生成于制规行为( 指立法行为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制定行为) ，故规范性文件合法性

审查的准确对象包括语义学规范要件的合法性，以及制规行为要件的合法性。

二、为何不是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

“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这个词已经明确显示，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对象是规范性文件的

合法性。“规范性文件”是我国官方文件———如我国《行政诉讼法》《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 以下

简称:《监督法》) 以及《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使用的术语，它指的是规定

不特定的人和事并在将来被反复适用的文件，包括立法类规范性文件与非立法类规范性文件。根据

我国《立法法》《监督法》等的规定，这两类文件均要受到合法性审查。官方文件中采用“规范性文件

合法性审查”作正式术语，的确能向人们指明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整体与部分合法性审查的法律活动。
然而，为了避免审查工作无的放矢、对象不明或者残缺不全，审查者必须首先厘定准确的被审查对象。
“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能否成为准确的审查对象，无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笔者认为，因

“规范性文件”在概念上指称的对象并不准确，导致该概念不具有可操作性，造成“规范性文件的合法

性”不足以成为准确的被审对象。
首先，实践中被审查的通常是规范性文件内若干规范个体而非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一方面，审

查者完全可以只审查规范个体，即文件中某一条或若干条规范。按法理学通说，法律的基本构成要素

是概念、规则与原则，规则与原则作为规范也是立法类与非立法类规范性文件的主要构成部分。尽管

规范在法律体系中同其他规范有内部关系或外部关系之分，瑏瑠但每一条规范都有独立的逻辑结构与

规范功能，因而均能被发现并分离出来而成为被审查的对象。国外有学者认为，概念并不具有指引人

行为的完整功能，只有规范才是最基本且最重要的法律单元。如果一个给定的法律要件不是规范，那

它或许是规范的组成片段。瑏瑡 据此，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中被审查的最基本对象是成条的规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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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其他非规范的法律构成要素应当解释成规范的组成部分才有被审查的意义。因此，无论主张规范

是规范性文件的构成要素之一，还是主张规范是规范性文件的唯一构成要素，在理论上均可能只审查

规范的合法性而不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也确实只需要大量审查规范个体。
行政诉讼中的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受原告诉讼请求及审查行政行为( 依据) 合法性原则的限制，法

院通常拒绝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整体上的合法性审查，一般仅审查作为行政依据的规范个体的合法

性。瑏瑢 并且，由于造成规范性文件整体不合法的情形———制定主体不适格、制定程序不合法、文件形

式不合法等———易于被预防或避免，而文件内规范的不合法情形则难以被事先避免，所以规范性文件

整体不合法的概率，要远远小于规范不合法的概率。据此可推定，规范个体合法性审查的数量远大于

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数量。况且，即使是在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监督的备案审查工作中，审查

机关也需要遵循“部分构成整体”的哲学诠释学准则，也要从构成规范性文件的各规范入手进行合法

性审查。由此可见，把“规范合法性”作为被审查的对象或许更加符合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实际

情形。
其次，对规范整体的合法性审查可以取代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或许有人会反对上述结论。

其理由可能是，如果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无资格、整体上超越制定权限或者制定程序违法等情形造

成规范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根据“整体决定部分”的准则，被审查规范性文件内的所有规范也都应

当被认定为不合法，但前述关于规范合法性审查的观点仅能理解为规范性文件构成部分的合法性审

查，并不包含规范性文件整体的合法性审查，所以将“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改称“规范合法性审

查”，将遗漏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整体合法性审查。或许有人会进一步提出，只要将规范性文件的合法

性审查分成整体合法性审查与部分合法性审查，就可以不但保留“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这一词

语，而且还能明确划分规范性文件的被审对象。这种整体合法性审查与部分合法性审查的二分法观

点，在逻辑上不但可以将规范性文件的被审查对象划分成两部分，而且还能告诉人们规范性文件合法

性审查的完整对象由规范性文件的整体合法性与部分合法性构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规范性文

件的部分合法性审查”同“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一样，两者的最大缺陷是其所指称的对象并不

准确。若不借助规范理论这一法律构成理论的基本理论，“规范性文件整体合法性审查”与“规范性

文件部分合法性审查”这两个术语，在实践中既不能告知审查者应当审查什么，也不能指引审查者寻

找相应的审查标准。尽管存在根本缺陷，但这些观点仍能提醒人们，仅把“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
理解为对“规范个体合法性”的审查，显然存在某种疏漏。

然而，如果“规范合法性审查”能蕴含规范整体合法性审查，就能弥补上述论证的疏漏。因为同

属于一个规范性文件的若干规范个体，都是由同一立规主体、行使同一规行为、经过同一规程序制定

的，所以只需要审查被审查规范个体与其他在同一个文件中的规范个体的共同合法性要件，就可以断

定它们所构成的规范整体的合法性。这种层面的规范合法性审查可称为对同一文件内的所有规范个

体共同构成的规范整体的合法性审查。使用“规范整体合法性审查”这个术语，既可以显示出规范合

法性审查的被审查对象是规范，也可以将所谓的规范性文件整体合法性审查纳入规范合法性审查概

念之内。更为重要的是，采用“规范合法性审查”的概念，可以把规范合法性审查纳入规范关系理论，

乃至法律体系理论之中，从而搭建规范合法性审查理论同规范理论、法律体系理论的理论关联，以便

扭转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研究长期缺乏规范理论基础的困境。
最后，规范个体合法性的完整审查涵盖“规范性文件整体合法性审查”的对象。规范个体合法性

的完整审查项目包括前述规范整体合法性审查的项目。这是因为，同一规范性文件中的规范个体，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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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一制规主体、实施同一制规行为、经过同一制规程序而制定出来的。根据制规行为单向决定制规

结果合法性的原理，若要全面审查作为制规结果的规范个体的合法性，就不能不审查生成这种结果的

前期过程各构成项目的合法性。因此，规范个体本身的合法性审查相当于狭义上理解的规范个体合

法性审查、规范性文件构成部分的合法性审查。规范个体制规行为及其相关项目的合法性审查，则相

当于对规范个体所构成整体的合法性审查、规范性文件的整体合法性审查。若无特别交代，下文均在

规范个体完整合法性审查的意义上使用“规范合法性审查”这一术语。综上所述，“规范性文件合法

性审查”作为官方文件中的术语，能够概括性地指出在法制维护活动中查处不合法文件与不合法规

范的活动，但其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工具却有指称含混模糊之不足。若不加辨析地使用这个术语，

将不利于审查者准确认定规范合法性审查的对象，也不利于研究者把规范合法性审查纳入规范理论，

与法律规范体系维护理论的领域。采用“规范合法性审查”一词，则既能包含规范性文件的整体合法

性审查与部分合法性审查，也能将规范合法性审查论置入法律体系维护论的领域。这样，“规范性文

件合法性审查”所指的准确对象其实不是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而是规范的合法性。职是之故，下文

使用“规范合法性”概念而非“规范性文件合法性”概念进一步探讨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准确对

象。

三、语义学维度内的准确审查对象

如前所述，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对象实际上是规范的合法性，而合法性是规范在法律体系中

的一种属性，所以对规范的理解必然决定对规范合法性的认识。当前关于规范合法性审查的研究并

未基于规范理论，因而存在诸多尚未解决的难题。为了探析规范合法性审查的准确对象，解决规范合

法性审查论尚存的诸多难题，就必须厘清规范是什么，包括规范的定义是什么，其可分成哪些类型，其

具有什么样的一般构成要件，等等。
国内外学者界定了两大类规范概念。一类是规范的本质论概念。这是通过概括规范的本质特性

并采取属加种差的方法界定的概念。如国内法理学者主张的，法律规范概念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

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准则和标准。瑏瑣 另一类是从语言学的角度界定的概念。这是通过分

析规范的语言表达形式、使用语言作出规范的情形而厘定的概念。从语言学角度界定的规范概念可

分成两类: 一类是通过分析规范的表达形式而界定的规范的语义学概念，即规范是表述当为( Ought
to) 观念的规范语句的意义; 瑏瑤另一类是通过刻画语言的使用情形而厘定的规范的语用学概念。瑏瑥 根

据语言的使用行为即言语行为的原理，规范表达主义者认为，规范是一种语言被规定性使用的结

果，瑏瑦或者是一种意志行为的意义，经由该行为特定的行为被命令、允许或者授权。瑏瑧 尽管规范的本质

论所界定的概念指明了法律规范区别于其他规范的某些特征，但未界定明确的规范涵义，也未厘定准

确的规范类型，瑏瑨所以笔者选择语言学进路下界定的两种规范的概念，即规范的语义学概念与语用学

概念。为了厘定规范合法性审查不可或缺的准确对象———语义维度的规范合法性，必须先厘清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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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95 页;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第 5 版，第

115～ 116 页。
See Ｒobert Alexy，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Ｒights，translated by Julian Ｒiver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21～ 22．
See Carlos E． Alchourrón ＆ Eugenio Bulygin，the Expressive Conception of Norms，in New Studies in Deontic logic: Norms，Action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Ethics，Edited by Ｒisto Hilpinen，Dordrecht: Ｒ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1，p 95．
See Ibid，p． 95．
See Hans Kelsen: Pure Theory of Law，translated by Max Knigh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p．4～ 5．
参见袁勇:《法律规范冲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8～ 53 页。



的语义学概念。
( 一) 规范的语义学概念

语义学是研究语言符号与其所指对象之关系的学科。瑏瑩 有学者认为，静态的规范可被看作形而

上的、抽象的、不依赖于语言形式的、命题一样的概念实体，就像命题能被语句描述出来成为描述语句

的意义一样，这种意义上的规范也可以用语句表述出来。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不但规范与规范语句

不同，而且规范与规范语句可以分开; 规范语句是表述规范的语言形式; 任何规范都可以用一个或多

个规范语句表达出来。瑐瑠 例如，“室内禁止吸烟”、“在室内不得吸烟”、“不准在室内抽烟”，表达的均

是同一规范。瑐瑡 从语义学角度看，规范就是指规范性语言组成的语句( 规范语句) 所表示的意义( 内

容) ; 所谓规范语句就是不同于单纯陈述语句的、具有规范性意义的语句，例如“禁止在室内吸烟”; 这

种规范性意义即应当、禁止或可以做某事，瑐瑢或者在 C 条件下 X 被当成 Y。瑐瑣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所有规范必然要通过规范语句表述出来，但决定一个语句是不是规范语句

的，并不是这个语句含有的语言标记( 如含有“应当”) 。尽管表述规范的语句通常含有模态词( 如
“应当”) ，但不含有这些词的语句也能表述出规范，甚至不用语句也能表示规范( 如红绿灯、交通警察

的手势等) 。这就清楚地表明，规范的观念先于规范的语言形式，即规范的观念既先于规范语句表述

的意义，也先于语言形式被用于发布规范，因此我们依赖规范的观念来确定一个表述是否被用作了表

示规范的语句或被用了发布规范的语言形式。不过，虽然不能根据语言形式的逻辑研究进行规范的

概念研究，但每一条规范都能通过道义语句来表达出来。瑐瑤 据此可以把道义模态( Deontic modes) 作

为帮助认知规范的标准。瑐瑥 道义模态是指含有强制性的( 即人们必须做) 、被准许的( 即人们被准许

做) 、被禁止的( 即人们必须不做) 之类概念的逻辑样态。瑐瑦 这些模态是决定行为规范根本特性的核心

要素，瑐瑧其类别共有五个: 必须的( 或应当的) 、禁止的( 或不得的) 、准许的( 或允许的) 、无须的( 或免

为的) 、任意的。瑐瑨 含有前两个模态的规范是强制规范、含有后三个模态的规范是非强制规范。其中，

必须规范与准许规范是具有独特功能的最基本的独立规范类型，其他规范均可在逻辑上转换成前两

种规范。瑐瑩 这些含有道义模态的规范也被称为道义规范，这种规范规定是人在开放或封闭条件下的

行为模式，其功能仅是调整人的行为，因此也被称为行为规范( Conduct norms) 、调整性规范。
然而，自霍菲尔德提出权力的概念之后，瑑瑠特别是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界定了三类次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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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瑩

瑐瑠

瑐瑡

瑐瑢

瑐瑣

瑐瑤

瑐瑥

瑐瑦

瑐瑧

瑐瑨

瑐瑩

瑑瑠

See George Yule，pragmatic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4．
参见前注瑏瑤，Alexy 书，第 21～ 22 页。
参见前注瑏瑥，Carlos E． Alchourrón ＆ Eugenio Bulygin 文，第 95 页。
参见前注瑏瑥，Carlos E． Alchourrón ＆ Eugenio Bulygin 文，第 95 页; 参见前注瑏瑤，Alexy 书，第 21 页。Carlos E． Alchourrón，Conflicts of
Norms and the Ｒevision of Normative Systems，Law and Philosophy，Vol． 10，No． 4，( Nov．，1991) ，p．415．
See Alf Ｒoss，Directives and Norms，London: Ｒ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68，p54; John Ｒ． Searle，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p．33～ 41．
See G． H． Von Wright，Norm and Action: a Logic Enquiry，London: Ｒ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63，pp．102～ 103． 参见前注瑏瑤，Alexy
书，第 22 页。
参见前注瑏瑤，Alexy 书，第 22 页。
See G． H． Von Wright，Deontic Logic，Mind，1951，VoL． LX，No．237，pp．1～ 4．
参见前注瑐瑤，G． H． Von Wright 书，第 70～ 72 页。
See Paul McNamara，Deontic Logic，in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Logic ( Volume 7) ，Dov M． Gabbay ＆ John Woods ( Eds．) ，North Hol-
land: Elsevier，2015，pp．197～ 207．
See G． H． Von Wright，Deontic Logic: A personal View，Ｒatio Juris． Vol．12 No．1 March 1999，pp． 32～ 35; Eugenio Bulygin ＆ Carlos E．
Alchourrón，Permissory Norms and Normative System，In Eugenio Bulygin，Essays In Legal Philosophy，Carlos Bernal et． al．( Eds．) ，Ox-
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p． 325～ 336．
See Wesley Newcomb Hohfeld，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Ｒeasoning，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23，

pp．50～ 60．



则( 尤其是作为权力规则的改变规则) 之后，瑑瑡学者们逐渐认识到，除了调整人行为的道义规范之外，

还有一种非道义规范。这类规范并不调整人的行为，而是设定在 C 条件下 X 当成 Y，其功能是构成

原先不存在的制度性事实，因而可称为构成性规范( 或规则) 。瑑瑢 在法律体系中，构成性规范的典型是

授予权力的规范，即授权规范。授权规范可分为直接授权规范与间接授权规范，前者的一般结构是:

如果 p 在 c 中以正确的方式做出 a，那么 p 就改变了规范( 或地位) ; 瑑瑣后者的一般结构是: 如果 p 在 c
中以正确的方式做出意图改变规范或地位的行为 a，那么 q ( 如法院) 应当遵从该规范或承认该地

位。瑑瑤

( 二) 语义学规范的构成要件

如上所述，在语义维度内，根据规范作用的不同，可以把规范划分成调整性规范( 即道义规范、行
为规范) 与构成性规范( 即非道义规范，其典型是授权规范) 。前者是调整自然行为或制度行为的规

范，后者是设立制定事实的规范。行为规范的完整结构由适用条件、当为要求( 或称为道义模态) 与

规范内容构成; 其道义模态由道义模态词表示、适用条件与规范内容由描述语句表示，可用符号表示

成 q→Op( 或标记为 T→OＲ) ; 瑑瑥在道义逻辑中，道义模态词作为道义运算符( Deontic operators) 算定的

描述句所表示的规范结果( 即 Op 或 OＲ) ，也称作规范后件。q→Op 也被记作 O( q→p) ，并且可简化

成 Op。瑑瑦

授权规范及其他构成性规范并不包含明确的道义模态，其实质结构是在特定制度中，X 在 C 条件

下被当成 Y。不过，构成性规范并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法则，它们之所以具有规范性，是因为它

们是一种要求受其作用的所有人，在其条件存在后都必须承认其规范结果的对世规范。构成性规范

的基本结构仍然是凯尔森所揭示的规范基本结构，即“如果存在条件 A，则应当成就结果 B( Ought to
be B) ”。瑑瑧 这意味着，所有构成性规范均隐含着一个应当( 或必须) 的道义模态。因此，构成性规范同

行为规范一样，在语义维度内均可以在逻辑上分成两部分: 描述性部分与规范性部分。前者是对实

体、事态或行为的陈述; 后者是明示的或隐含的道义运算符算定的描述性部分所产生的具有规范性意

义的部分。瑑瑨 只不过，构成性规范的描述性被称为规范主体、行为条件、行为及行为模式、规范受众

等，其规范性部分则被称为构成结果或规范结果。如此，构成性规范也具有“如果……那么……”的

基本结构，其可以具体表述为: 如果 X 在 C 条件下，那么它应当被当成 Y，也可以记作 O( X in C→Y) 。
该结构式同样可简化成 Op。

( 三) 规范合法性审查语义上的准确对象

根据规范的语义学概念，所有规范均是或均能用规范语句表示出意义，该意义的基本结构可以用

Op 表示( “O”表示规范性要件、“p”表示描述性要件) 。瑑瑩 语义维度内规范合法性审查的对象显然是

111

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准确对象探析

瑑瑡

瑑瑢

瑑瑣

瑑瑤

瑑瑥

瑑瑦

瑑瑧

瑑瑨

瑑瑩

See H． L． A． Hart，The Concept of Law，third edi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80～ 83．
参见前注瑐瑣，Alf Ｒoss 书，第 54 页; 参见前注瑐瑣，John Ｒ． Searle 书，第 33 ～ 41 页; Eugenio Bulygin，On Norms of Competence，Law and
Philosophy，Vol． 11，No． 3，( 1992) ，pp．205～ 216．
See Neil MacCormick ＆ Ota Weinberger，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Law: New Approaches to Legal Positivism，Dordrecht: D． Ｒeidel Pub-
lishing Company，1986，p．65．
参见前注瑏瑡，Spaak 文，第 94～ 95 页。
See Aulis Aarnio，the Ｒational as Ｒeasonable: A treatise on Legal Justification，Dordrecht: D． Ｒeiedal Publishing Company，1986，pp．61～
67; 参见［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3 页;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

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50 页。
See Pablo E． Navarro ＆ Jorge L． Ｒodríguez，Deontic logic and legal syste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p．122～ 123．
See Hans Kelsen，Causality and Imputation，Ethics，Vol． 61，No． 1，( Oct．，1950) ，p．6．
See Eugenio Bulygin，Norms and Logic: Kelsen and Weinberger on the ontology of norms，In Legal Ｒeasoning，Vol． I，Edited By Aulis Aar-
nio ＆ Neil MacCormick，England: Dartmouth Publishing Co．，1992，pp．429～ 430．
参见前注瑏瑥，Carlos E． Alchourrón ＆ Eugenio Bulygin 文，第 97 页。



并且仅是规范性文件内的规范语句所表示的规范。这种被作为审查对象的规范，理论上包括调整性

规范( 即行为规范、道义规范) 与构成性规范( 非道义规范) 。前者包括强制规范( 必须规范与禁止规

范) 与非强制规范( 准许规范、无须规范与任意规范) ，后者包括授权规范与纯粹构成性规范。瑒瑠

根据语义维度之调整性规范的构成要件论，调整性规范的基本构成要件是适用条件、规范模式与

规范内容。据此，无论是对强制规范的合法性审查，还是对非强制规范的合法性审查，均可再细分成

对其适用条件、规范模式与规范内容的合法性审查。当然，根据表述它们的描述性语句所含词语所表

述的意义或概念，可以再细分到构成句子的词语之涵义合法性的审查。一般而言，备案审查基本就是

在进行前述规范语句所表示意义的审查。在规范语句的词语涵义模糊或有歧义的情况下，就需要结

合具体案件进行具体审查。瑒瑡

根据语义维度之构成性规范的构成要件论，构成性规范的基本结构由规范前件( X 在条件 C
下) 、规范后件( Y) 构成。据此，对构成性规范的合法性审查可再细分成对其前三类基本构成要件的

合法性审查。就授权规范而言，其规范前件是行使权力的各种必要条件，包括规范主体、行为条件、行
为模式、行为内容等，其规范内容是应当被制规行为改变了的规范或地位。被制规行为改变的“规

范”，在语义维度内可能是任何一类调整性规范，也可能是任何一类构成性规范。这表明授权规范是

关于规范的元规范。对构成性规范的合法性审查也可以在特定情况下深入细化到对表述制规行为必

要条件之描述性词语意义的审查，但对授权规范内容的审查，因其后件是规范，则又递归到语义维度

内之规范合法性审查的层面。

四、言语行为论域内的准确审查对象

根据规范的语义学概念及其构成要件，尽管可以厘定规范合法性审查在语义维度内的准确对象，

但此类对象只是规范性文件内的规范语句所表示的规范之合法性，仅是规范性文件某个部分的合法

性，仅是规范个体本身的合法性。因此，前述语义维度内的规范合法性审查的对象，仅相当于学者们

普遍提到的“规范内容”的合法性，并不包括规范性文件的整体合法性或者规范整体的合法性。由是

观之，语义维度内的规范合法性审查对象仅限于规范语义内容的合法性，并不包含学者们大多已经认

识到的主体、权限与程序合法性等对象。为了厘定规范合法性审查的全部准确对象，还需要根据相关

理论进一步分析。
根据常识，规范性文件内的规范是特定个人或组织制规行为的产物，或者说是制规行为的结

果———制规结果; 制定主体资格、制定权限与制定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则属于制规行为合法性层面的问

题。因此，若要突破制规结果的语义层面进行合法性审查，更准确地讲，若要突破规范性文件内含语

句意义的语义维度，就必须解析制规行为的合法性。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制规行为是一种言语行

为。瑒瑢 以下笔者融合规范理论与言语行为理论，通过解析制规行为各层面的合法性，进一步厘定规范

合法性审查的准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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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规范的语用学概念

规范的语义学概念所界定的仅是规范语句所表达的、无效力的规范。这种概念既不涉及规范是

如何产生的，也不涉及规范为何是有拘束力的，因而是一个解释力相当弱的概念。瑒瑣 西方学者大多在

规范表达观( The expressive conception) 下持有另一种规范概念。他们认为，规范是特定主体使用语言

表达出来的，应当被看作是语言规定性使用的结果，其实质就是命令; 命令的本质是一种语言使用活

动，视使用者的意图是命令还是禁令，其结果才会出现相应的强制做某事或强制不做某事的规范。瑒瑤

例如，“室内禁止吸烟”这个句子，既能在适当条件下被用于针对特定受众( 如甲对其子) 发布一条个

别命令，也能被写入某个文件中( 如某市制定的《控烟条例》发布一条一般规范) 。相对于规范的语义

学概念，这是一种在语用学维度内界定的概念。语用学是研究语言使用，如言语行为、指示、隐喻等问

题的学科。瑒瑥 从语用学的角度看，语言表达观下的规范概念明显地以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瑒瑦可谓是

在语用学维度内界定的概念，可称为规范的语用学概念。
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及语言哲学的主要理论之一。在该理论中，言语行为是指说者经由说某

些事而做意图之事的行为，即说者经由说 X 而对听者做成意图的 Y。瑒瑧 例如甲经由说“室内禁止吸

烟”而意图对其在家的儿子下达一个命令或者个别规范。这个规范就是甲意图经由说“室内禁止吸

烟”而发布的。笔者拟选取相关言语行为理论证明下列观点: 制规行为是一种言语行为，语义学规范

是制规行为的内在固有结果，语用学概念的规范是语义与语力相结合而形成的概念。
在言语行为的基本类型方面，语言哲学家塞尔把言语行为划分成: 断言、指令、承诺、表情与宣告

等五类。其中，指令( Directives) 是说者要求听者做某事的行为，包括命令与要求; 宣告( Declaratives)
是说者在满足既定制度条件的情况下宣告某种事态，就会造成与说者意图相一致的后果的行为。瑒瑨

他明确指出:“颁布法律既有宣告的情形( 命题内容变成了法) 也有指令的情形( 法律在意图中是指

令) 。”瑒瑩他说的“颁布法律”在法学中的涵义即广义上的制定法律，也可称为制规行为。根据塞尔的

观点，可以将制规行为理解为: 制规主体在满足既定制度条件的情况下宣告某文件是规范性文件，并

要求人们遵从文件所规定之指令的言语行为。
在言语行为的构成层面，任一言语行为由三类截然不同的行为构成: 其一是发语行为( Utterance

acts) ，即说出或发布一些词或句; 其二是命题行为( Propositional acts) ，即指称或预测某些事物; 其三

是语行行为( Illocutionary acts，或译为以言行事行为) ，即表示陈述、提问、命令与承诺等意图并产生相

应语力的行为。瑓瑠 例如，甲对其子发布禁烟命令的行为也可解析成三类: 发语行为即针对其子说出
“室内禁止吸烟”; 命题行为即借由发语指称“室内禁止吸烟”的命题内容; 语行行为即经由说“室内禁

止吸烟”而意在对其子发布命令。有权机关制定一般规范的行为也可以解析成前三类: 发语行为即

发布文本; 命题行为即通过文本中的语句表达出命题内容; 语行行为即经由发布文本而意在宣告文本

为人们应当遵从的规范性文件。
在言语行为的组成方面，塞尔主张，言语行为在逻辑上可分成命题内容与语力两部分。言语行为

的典型形式可用 F( p) 表示( “F”表示言语行为的语力要件、“p”表示言语行为的命题内容) ，语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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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在语行行为这个层次上的功能。瑓瑡 据此观点，制规行为的命题内容是所制定文件中的规范语句

或其他语句表述的命题内容; 制规行为的语力是宣告文本中的规范语句所表示的命题为法规范或准

法规范并要求遵从之的力量。在此意义上，制规行为是一种蕴含宣告的指令( 要求遵从某文件规定

的同时也宣告了该文件是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 ，若用“!”表示指令，就可以用“!”替换“F”，从而将

指令记作“! ( p) ”。瑓瑢

根据前述观点可以断定制规行为是一种言语行为。然而，制规行为同语义学规范是何关系? 制

规行为同语用学上的规范又是何关系? 根据言语行为的三个构成方面与言语行为的两个组成部分，

可以认定语义学规范是制规行为蕴含的内在固有结果。规范与制规行为的关系不是一棵苹果树与该

树上的一个苹果那样能被截然分开的物体关系，而是人们从不同角度看到的不同范畴。同样根据前

述原理，语用学规范是规范语句的意义与立规行为的语力相结合而形成的有效力的个体。例如，甲对

其子发布的“室内禁止吸烟”的命令是三个方面( 发语行为、命题行为与语行行为) 合成的整体。语用

学规范就是“室内禁止吸烟”的语义再加上甲的语行行为语力。如果硬要从中析出一条孤立的语义

学规范( 室内禁止吸烟) ，那么该言语行为的语力将无法体现，其后果是把甲做出的室内禁止吸烟行

为撕裂成不完整的且无拘束力的语义学规范。
根据言语行为的组成逻辑，仅有命题内容而没有语力，显然做不出一个有效的指令。反之，仅在

发语行为中经由“要求”、“命令”等指令性动词表达的语力而没有明确的命题内容，显然也做不成一

个完整的指令。因此，只有将命题行为与语行行为的意义相结合，才有可能做成完整的言语行为、才
有可能成功做出一条既有意义又有效力的符合语用学概念的完整规范。尽管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

( 即制规行为) 相对于制定个别规范的行为更加复杂，但前者仍然是一种法律上的言语行为。一个完

整的制规行为通常生成一个规范性文件内的一批一般规范，该批规范的不同命题行为通常表述不同

的命题内容。与此同时，这批规范的语力由同一个制规的语行行为产生并同等地与各个命题内容相

结合。尽管规范性文件制定行为具有这种特殊性，但其中各个命题内容仍然要同同一制规行为的语

力相结合，才能构成完整的语用学规范。参照指令的标记法，制定一条规范的行为可记作:“! ( p) ”，

那么经由发布文件而成批制定规范的制规行为可记作:“! ( p1，P2，p3，……，Pn) = ! p1+! p2+!

p3+……+! pn”。
综上所述，语用学规范是由制规行为的命题内容与行为语力相结合而形成的整体，因其是制规行

为形成的结果，可简称为制规结果。制规结果的载体通常是规范性文件，规范性文件的主体构成部分

是规范。根据言语行为的构成层面内容与规范的语用学概念，制规结果( 规范性文件) 中的规范，在

语义上完全等同于制规行为的命题内容，即制规主体使用语句所表述的规范性意义。根据前述命题

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第一，语义学维度内的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对象就是制规行为的命题

内容。这意味着，制规行为命题内容同制规结果中的语义学规范具有一致性，制规行为的命题内容不

合法的，制规结果中的语义学规范必然有相同的不合法情形。同理，消除制规行为命题内容的不合法

之处，也就是在消除将来之制规结果中的不合法之处。这是应当在语义学维度内事前审查制规草案

合法性的根本原因。第二，制规结果除了规范性语句的语义，还有制规行为的语力，以及两者相结合

的语用学概念上的规范。根据言语行为的组成部分内容，若没有规范性文件中的语句作为载体，制规

行为的语力将随制规行为的结束而消逝得无影无踪、无迹可查，因此制规行为的语力不能单独成为规

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对象。据此可知，规范合法性审查的对象，除了语义学规范，仅剩下其与制规

行为的语力相结合而形成的语用学概念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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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制规行为决定制规结果的合法性

前述已经在语义学的维度内分析了规范合法性审查的准确对象，即语义学规范合法性审查的准

确对象，那么，如何确定语用学规范合法性审查的准确对象呢? 因为语行行为所表示的语力需要和命

题内容相结合才有完整意义，所以不能单独对制规行为的语力进行审查。或许有人会提出，既然制规

结果在语义维度内同制规实体行为的内容相等同，那么能不能主张规范合法性审查工作，只需要审查

静态制规结果的合法性，而无必要审查动态制规行为的合法性呢? 笔者认为，必须审查制规行为的合

法性，否则将不能完整审查制规结果的合法性。
在制规行为结束但制规结果静态存在的时间之维中，语义学规范作为制规行为结果，是非个人心

理意义上的，是存在于第三世界的抽象的客观实体。瑓瑣 这种抽象实体即制规行为之命题行为所表述

的命题内容，也就是语义维度的规范。根据前述的规范语义学概念与语用学概念可知，静态实际存在

维度上的规范( 即语义学规范) 仅是语用学概念的规范的构成部分，并非规范的完整存在状态。为了

探知规范的完整状态，在制规行为的动态历程消逝后，只有基于静态实际存在的规范或其他相关历史

资料去理解动态历程维度的规范生成情形。尽管普通人通常会直接承认( 更准确地说是推定) 静态

实际存在维度的规范是有效的规范，但对严格审查静态实际存在维度之规范合法性的审查者而言，制

规行为是制规主体使用话语做事的动态过程，任一做成制规行为的必要条件不完满、不合法，都会影

响作为制规结果之规范( 语用学规范) 的完满性与合法性。或者说，语用学规范中所包含的语力生成

自制规行为。若制规行为不合法，那么其生成的语力将面临有无或强弱的问题，那么蕴含语力的语用

学规范也就产生了有无效力及效力强弱的问题。
根据前述立规行为单向影响立规结果完满性与合法性的原理，审查者必须基于各种记录制规行

为的资料尝试审查当时的动态制规行为是否完满、是否合法。只有如此，他们才能断定产生被审查的

制规结果的制规行为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然后才能审查认定被审查的规范是否在语义与语用两个维

度均完满、合法。因此，若要审查语用学规范的合法性，就应当根据制规行为与制规结果的合法性单

向传递原理，基于制规结果中的语义学规范反向推定地审查制规行为的合法性。如前所述，制规行为

是一种法律上的言语行为，是立规主体在既定条件下经由既定程序通过语句把指令在文件中定立下

来的行为。为了确定立规行为合法性审查的准确对象，就必须分析立规行为的构成要件。
( 三) 做成制规行为的必要条件

制规行为作为一种言语行为，在现代国家均是一种高度法制化的行为。如果说任何言语行为的

做成都需要遵照一套人们约定俗成与普遍接受的规则，那么要做成制规行为则要遵照制规制度中的

诸多规则。虽然关于立法等制规行为的规则已经法典化，人们也经常提到主体、程序等制规行为的某

些方面，但迄今尚无关于制规行为一般构成要件的理论。为了厘定分析制规行为合法性审查的对象

所需的理论基础，下面通过分析并转化应用奥斯丁、塞尔的言语行为做成条件论，拟厘清作为言语行

为的制规行为的做成条件。
奥斯丁指出，若想完满地做成一个言语行为，除发语行为必须的词语，还应当遵循言语行为的正

确生成与实施规则，这些规则设定了完满做成言语行为所必须满足的明显条件。瑓瑤 他将此类条件分

述成三组、每组各含两个条件。第一组的条件是，存在规定某个人在某个环境中发出某个话语的惯习

性规则; 特定人员恰当援引特定程序。第二组的条件是，所有参加人都必须正确地遵行程序; 所有参

加人都应当完整地遵行程序。第三组的条件是，该程序通常被设定为由具有特定想法或感情的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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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或者设定为引起任一参加人的特定后续行为，因此援引行为程序的人必须在事实上具有那些想法

或感情; 所有参加人必须打算这样做、必须后来在实际上照其意图行为。瑓瑥 奥斯丁认为，这些条件不

仅适用于言语类行为，而且适用于所有仪式性行为( 如宗教上的洗礼、婚礼) 。瑓瑦 制规也应当在内。
塞尔则列举了适用于命令( Order) 的五个具体规则。第一个是基本前提规则，即正常的语言表达

与理解条件规则，指促使语言的表示与理解成为可能的任何条件。例如说者与听者均掌握同种语言、
均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没有说与听的障碍、不是在开玩笑或者在演戏，等等。第二个是命题内容

规则，即说者在发语中表述了特定的命题并且在表述中预料了将来的某个行为。第三个是预备规则，

即听者能做被要求的行为，而且说者相信听者能做到; 对说者与听者来说，听者在通常情况下不会明

显出于自己的考虑而做被要求的行为; 说者相对于听者处于权威地位。第四个是诚意规则，即说者真

实地想要听者去做被要求的行为。第五个是本质规则，即处于权威地位的说者之意图，是把发语当成

使听者做被要求之行为的方式。瑓瑧 这五类规则分别规定了做成完整的言语行为必须具备的五类条

件。
比较这些条件的具体内容及适用情景可知，奥斯丁给出的是做成任何言语行为都应当遵从的程

序性构成条件。不满足这些条件的言语行为，将是不当行为，视具体情形可能分别是失败的或滥做的

行为。塞尔列出的则主要是做成“命令”———这种特定言语行为———所必须具备或做到的内部构成

条件; 不具备这些条件的言语行为，将是有重大缺陷的行为。换言之，奥斯丁给出的大体上是做成所

有言语行为必须具备的程序性条件，塞尔列出的则主要是做成命令的内部构成条件。这或许能解释，

奥斯丁为何认为他给出的条件适用于任何言语行为，而塞尔却分别列出了各类言语行为不同的要件。
尽管这两组条件的层面有所不同，但两者都分别提供了判断言语行为是否正当、是否完整的深刻洞

见。笔者拟重组这内外两重条件，并尝试提出一组做成制规行为的必要条件。
第一，先在制度条件。言语行为是一种依赖先在制度条件的行为。奥斯丁反复指出，言语行为是

惯习行为、是必须遵守惯习性程序的行为; 言语行为不是由意图或事实构成的，它们实质上是由惯习

构成的。瑓瑨 塞尔则明确指出，言语行为的特征是根据成组的构成性规则所发出的表述而实施的行

为。瑓瑩 他还指出，人们据以做出言语行为的规则分布在语言制度及语言外( extra－linguistic) 的制度，人

们通过掌握语言制度中的语言规则而形成语言能力，并且说者与听者在语言外的制度中具有特殊地

位，说者才能做成指令或宣告，例如，只有存在教会、法律与国家之类的制度，而且说者和听者在这些

制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说者才会做出把听者逐出教会或者宣战之类的行为等。瑔瑠 制规行为作为蕴

含宣告的指令或者命令，当然也是一种必须根据语言制度及其外的制度才能做成的言语行为。这意

味着，事先决定制规行为的规则有两类: 一类是语言制度内的读法、写法、语法与用法等规则; 另一类

是习惯法或制定法等惯习与法制内的规则。因本文主旨所限，下文最小化论述语言规则，最大化论述

法律规则。因为制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法律上的言语行为，有必要基于法律规则加以分析。
制规行为既是一种言语行为，也是一种法律行为，是得到既定规则授权的机关创设和发布规范的

行为。有学者把设定制规行为必要条件的规则统称为权能规则( Ｒules of competence) 。此种规则由

三部分构成: 其一，确定主体权能的规则，说明哪些人有资格来参与创设新法的程序; 其二，确定程序

权能的规则，界定应当被遵守的程序; 其三，确定实体权能的规则，说明有资格的人以规定的方式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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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指令所涉及的那些事。瑔瑡 这三类规则分别设定了制规行为必须满足的三类法律制度条件: 其一，

设定何人( 单数或者复数) 有资格来实施制规行为的条件( 主体条件) ; 其二，设定行为应遵从程序的

条件( 程序条件) ; 其三，设定被创制规范的对象、情景和主题之可能范围的条件( 实体条件) 。瑔瑢

第二，信息交流条件。制规主体基于语言制度与法律制度具有了语言能力与制规权能，但这仅具

备了制定规范的制度可能性。若要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还需要其他多重条件。其中一重是纯粹

事实层面的条件，即制规主体( 相当于说者) 与潜在制规受众( 相当于听者) 之间要具备正常信息交流

的条件。此处的“信息”主要是语音与文字记录与表达的信息，也包括其他符号( 如身体动作、交通标

志与信号、禁烟标记) 等记载与表达的信息。就信息交流应当达到的具体要求而言，笔者大体上接受

前述塞尔的观点，即制规主体与制规受众能在同一语言系统内和( 或) 同类信息系统进行正常表达与

理解。瑔瑣 不过，说者与听者应当不是在开玩笑或演戏，可以划入制规主体意图应当真实、制规受众意

图应当真诚的条件。
第三，行为构成要条件。制规主体具备了语言制度和法律制度事先设定的条件与信息交流条件，

就在制度上与事实上均具备了实施制规行为的能力或可能性。不过，若想做成制规行为，还必须具备

言语行为理论所厘定的行为内部构成条件。参照前述塞尔关于使用语言发布命令的规则，这些条件

有五个方面: 其一，主体适格条件，即制规主体相对于制规受众应当处于权力地位; 其二，意义明确条

件，即无论是直接发布个别规范的命题行为，还是通过文件成批宣布一般规范的命题行为，制规主体

都必须通过语句表示清楚自己意图的行为是什么; 其三，行为可行条件，即制规主体不但要向制规受

众表达出明确具体的在将来被要求的行为，而且还必须是制规受众事实上能够做到的行为; 其四，效

果意图条件，即制规主体在命题行为中表达出的未来行为是其意图让制规受众所做的行为，即表达出

了要求制规受众遵从命令并实施被命令行为的意图; 其五，意图真实条件，即制规主体表达出的意图

是其自身真实意愿的外化，而非演戏、撒谎、开玩笑、被胁迫等情景中的虚假意图。瑔瑤 这五个条件是做

成制规行为的必要条件，只有具备这五个条件才能构成一个制规行为。
第四，行为程序条件。在现代法治国家，制规程序承载着集思广益、发扬民主、制约权力等重要功

能。设定制规行为程序的规则是该类行为必须遵从的重要规则。组织化的制规主体( 如国务院) 未

遵从既定程序( 如《行政法规制定程序》) 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应当被承认为有效的文件。参照奥斯

丁的观点，制规主体在实施制规行为的过程中必须具备下列程序条件。其一，真诚条件，即制规主体

应当真诚援引业已存在的、适用于其立规行为的程序规则。其二，正确条件，即立规主体应当遵行先

在制度中的程序规则，既不能适用不存在的程序规则，也不能适用本不应适用的程序规则; 或者说，制

规主体声称适用的规则不能是不存在的规则或本不应适用的规则。其三，完整条件，即制规主体的整

个行为过程都应当完整适用已经存在且应当被适用的具体程序规则，而且在适用时，一不能适用不完

全( 折扣适用规则) ，以免造成行为程序瑕疵; 二不能漏掉应当适用的具体规则，以免造成行为程序缺

失。瑔瑥

第五，行为生效条件。制规行为是宣告与命令相结合的复合行为。宣告的本质特性是宣告的成

功实施造成命题内容与事实的一致，保证了命题内容与世界的对应。瑔瑦 如果制规行为对制规受众没

有任何影响，那就显然没有圆满做成制规行为。奥斯丁指出: “除非产生一定的作用，否则言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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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被圆满地、成功地实施。”瑔瑧这就需要考虑，制规行为对制规受众发生了何种作用，制规行为才

称得上生效。参照奥斯丁关于一般言语行为的生效条件，可以将制规行为的生效条件确定如下: 其

一，得到受众理会( uptake) ，即为受众所领会，只要规范性文件得不到制规受众的理会，制规行为就未

生效或形成结果; 其二，发生存在效应，制规行为被制规受众理会之际，就立即从制规主体的行为意向

世界( 第二世界) ，进入并存在于两个以上主体( 制规主体与制规受众) 之间共识的客观思想世界( 第

三世界) ，瑔瑨即具有了存在效应; 其三，产生惯习或制度反应，制规行为被制规受众理解并存在，仍然不

等于制规行为发挥了完整效应，它还需要制规受众知道相应的惯习要求并做出相应的惯习性反应，即

具有哈特所说的那种内在观点下的服从感。瑔瑩

( 四) 制规行为合法性审查的准确对象

前述制规行为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受到法律事先设定或规定，就不会成为合法性审查的对象，

因为合法性是一个双位关系概念，即 a 是否符合 b; 假设 a 是立规行为，那么 b 就是审查 a 的法律依

据。没有法律依据显然就不能评价制规行为某些要件的合法性。根据制规行为的先在制度条件，作

为制规行为要件合法性审查法律依据的是且仅是先在制规制度中设定或规定制规行为要件的法律规

范。据此，判断前述制规行为要件是不是合法性审查对象的唯一方法，就是看它们是不是制规制度中

的法律规范设定或规定的。有法律设定或规定的就是合法性审查的对象，没有的则不是。
按照前述方法可以认定，制规行为的某些必要条件并不能成为合法性审查的对象。首先，构成制

规行为先在制度条件的各类语言规则与法律规范不是合法性审查的对象。其中的制规法律规范反而

是审查制规行为合法性的依据。其次，制规行为必备的信息交流条件是做成制规行为的事实条件，尽

管它们与制规行为的成立有关，但这些条件并非规范构成的，所以不是合法性审查的对象。再次，制

规行为作为言语行为的行为程序条件，是对制规行为提出的行为程序要求，其本身是一种标准而非可

评价的实体条件，因此也非合法性审查的对象。最后，制规行为的三个生效条件———得到受众理会、
发生存在效应及制度反应，属于制规主体与制规受众的心理状态。它们本身并非合法性审查的直接

对象，但表现它们是否存在的行为，例如作为制规结果的规范性文件的公开、送达等程序性行为，则是

合法性审查的对象。
除了前述必要条件外，其他完成制规行为的必要条件均被明文的与隐含的法律规范所设定或规

定，所以均是制规行为合法性审查的对象。根据前述权能规范大体上可分成主体权能规范、实体权能

规范与程序权能规范三类的观点，相应地，制规行为合法性审查的对象大体上也可分成制规主体、制
规实体行为与制规程序的合法性三类。不过，从前述做成制规行为的必要条件中可以看到，制规主体

的意图表示也是做成制规行为关键条件之一。制规主体表示的意图不真诚、不真实、不明确，均会导

致制规行为存在严重缺陷。从法理学的角度看，制规行为是制规主体通过并依据明示的或推定的意

图表示而行使制规权来改变规范或地位的法律行为，瑖瑠所以制规意图表示不仅是一种心理活动，而且

也是在法律上应当被评价的行为，因此制规意图表示也存在合法性问题。根据做出制规行为所具备

条件的内在顺序，前述制规行为合法性审查的四类准确对象可排列如下。
第一，制规主体资格的合法性。塞尔明确主张，做成命令的预备条件之一是说者相对于听者处于

权威地位。瑖瑡 从实践理由的角度看，“某个命令是有效的，仅当命令者有权威，即有规范性权力发布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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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瑖瑢 在做成命令必要的先在制度规则中有一类被称为确定主体权能的规则。这类规则说明的

是哪些人有资格来参与创设规范的程序。不但言语行为规则中有这种行为的主体资格规则，而且立

规制度设置了多样化的立规主体资格规则。例如，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国家立

法机关，国务院有权就全国范围内的行政管理事项制定行政法规。因此，若要审查制规行为的合法性

就需要审查制规主体资格的合法性。没有主体就无行为，制规主体资格的合法性显然是制规行为合

法性审查的对象。
第二，制规意图表示的合法性。根据塞尔论证的做成宣告与指令的必要条件，有权制规主体的意

图表示，必须是它们自身真实的表示，而非演戏、撒谎、开玩笑、被胁迫等情景中的虚假意图。不仅如

此，制规主体的意图表示的命题内容还应当是明确具体的，能被制规受众清晰认知的，否则将不符合

制规制度中的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瑖瑣 最为重要的是，制规主体在其意图中必须表示出要

求制规受众遵从其所立规范并实施规范所规定行为的意图，否则就因缺少制规行为的本质要素而不

是在做制规行为。意图表示在民法学中被称为意思表示，相似的分类是把意思表示分解成行为意思、
表示意思与效果意思。瑖瑤

第三，制规实体行为的合法性。制规实体行为是行使制规主体权能与制规实体权能的行为，如全

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行政强制法的行为、国务院制定《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的行为。制规实体行为

是受制规实体行为规范调整的行为。参照行为规范的三个基本构成部分———适用条件、行为模态及

其限定的规范内容，制规实体行为合法性审查的对象可分成相应的三类: 行为事实条件、行为模式、行
为内容。这三类对象是制规行为合法性审查的主要部分。首先，行为事实条件通常被称为立法事实

或制规现实背景等，可分成事实生成后就应当制规的肯定事实条件，以及事实存在后就不得制规的否

定事实条件。其次，行为模式是指制规实体行为的作为或不作为。在行为事实条件成就的情况下，制

规实体行为规范规定制规主体应当制规但其不作为的，则该不作为违法。反之，制规实体行为规范规

定制规主体不得制规但其作为的，则该作为违法。最后，制规实体行为的内容，就是其作为言语行为

之命题行为的命题内容，也是作为制规结果之语义学规范的前身。制规实体行为的内容作为规范语

句表示的意义等同于前述语义学规范。因此，前述语义学维度内的规范合法性审查的准确对象等同

于制规实体行为内容合法性审查的准确对象，在此不再赘述。
第四，制规程序的合法性。无论是作为言语行为，还是法律行为，制规行为均要依照先在制度中

的程序做出。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制规制度中，程序既是构成制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承载着不可

或缺的重要价值。例如，我国《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以及某些省

市制定的行政程序规则，一般均设立了立案、起草、审议、表决、通过、公开等基本的制规程序环节。如

果缺少其中的关键环节，例如表决或公开，则该制规行为将因严重不合法而被视为无效。前述各个环

节由各类制规程序权能行使行为，即制规程序行为构成。目前，虽然人们已普通注意到，制规程序的

合法性是制规行为合法性审查的对象，但是通说中的“违背法定程序”基本上是指未依法完成制规程

序环节，并没有将制规程序的合法性再分成制规程序环节的合法性、制规程序行为的合法性。因制规

程序环节同制规主体资格、制规实体行为条件等一样，均由构成性规范设定，在法律结果上，制规活动

悖离构成性规范的，不同于制规实体行为与制规程序行为违反调整性规范的，实有必要加以区分。
综上所述，语用维度内制规行为合法性审查的对象是制规主体、意图表示、实体行为及制规程序

的合法性，而制规结果内的文件内容的合法性则是语义维度内语句意义的合法性。它们显然不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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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次的审查对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前述类型中并无“制定权限的合法性”，之所以将其排除，是

因为“制定权限”是一个并无准确实体可被指称的、似是而非的概念，或者说制定权限最终成不了被

审查的对象，实际上被审查的是制规实体行为各构成要件的合法性，“制定权限”本质上仅是一种制

定权的行使在实体上受到限制的情形。根据制规行为规范的构成要件，法律限制有权主体制规权能

行使域的方式，只能是设定明确的行为条件、确定的行为方式，以及( 或) 规定行为内容的准确范围、
种类与幅度等领域。这三个方面受到法律规范限制的情形，虽然可以概称为“制定权限”，但在审查

过程中实际上被审查的仅是制规行为的事实条件、行为模式和( 或) 行为内容的合法性。由于“制定

权限的合法性”并无实指内容可查，而且这个高度不确定的概念也指明不了实际被审查的对象，因此

在事实上成不了被审查的准确对象。若无必要，勿增实体，这种抽象概念应该被消除。

五、结 论

现有的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 含备案审查与附带审查) 研究，尚未厘定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

的正确对象。当前关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对象的简单分类，例如制定主体、制定权限、制定程序

与文件内容的分类，普遍存在概念分层错误、概念外延混乱的缺陷，可以说既没有厘清应当被审查的

准确对象，更没有厘定划分被审对象必需的基础理论。
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准确对象是语用学规范的合法性，而非作为制规结果的规范性文件的

合法性。语用学规范是制规行为的命题内容与制规行为的语力结合而成的概念。根据该概念，规范

合法性审查的基本对象是语义学规范的合法性，以及将其生成有效规范的制规行为的合法性。根据

规范结构论，前者作为合法性审查的对象处于语义维度，可分成三类，即适用条件的、规范模式的及规

范内容的合法性; 根据言语行为要件论，后者作为合法性审查的对象处于语用维度，可分成四类，即制

规主体资格的、制规意图表示的、制规实体行为的及制规程序的合法性。由于制规实体行为的命题内

容等同于制规结果中的语义学规范，语用学概念的规范合法性审查也可称为“制规行为的合法性审

查”。
制规行为的构成要件论也适用于认定行政行为等公权力行使行为的构成要件。根据前述制规行

为合法性审查的对象，也可确定行政行为等公权行为合法性审查的对象。所以，前述结论不仅适用于

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也适用于行政诉讼中的附带审查。根据前述审查对象的类型及其构成层次，

特别是根据制规行为单向决定制规结果合法性原理，笔者并不赞同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只附带审查系

争规范性文件中若干语义学规范的合法性，也不赞同法院不审查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合法性的观点。
无论附带审查还是备案审查，审查机关在审查每一部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时，都应当将前述合法性审

查的对象逐个、逐层审查完毕，否则将因遗漏被审查对象而不能全面完整地断定被审文件的合法性。

( 责任编辑: 姚 魏)

On the Precise Objects of The Legality Ｒeview of Normative Documents

Yuan Yong
Abstract: The legality review of normative documents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maintaining the

uniformity of legal system，policies and orders in China． However，the precise objects of the review have not
been clarified and classified，and the basic theory necessary for such clar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ha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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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n determined yet．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normative concept and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the precise
object of such review is not the legality of a normative document，but the legality of the norms of pragmatics
combined by semantics and language force． The objects of legality review of norms in pragmatic dimension is
the legality of norms of semantics of the reviewed document and the legality of norm－making act resulting in
the effect of the reviewed document． The former includes the legality of the application conditions of norms，
the normative model and the contents of norms; the latter includes the legality of the qualification of the
norm－making subject，the expression of the norm－making intent，the substantial act of norm making and
the norm－making procedur． As the legality of norm－making act unidirectionally decides the legality of the
norm－making result，the court and other review authorities must review both the legality of norms of seman-
tics in the document and the legality of each constituent of the norm－making act，otherwise，a complete
conclusion will not be obtained．

Keywords: Norms; Normative Documents; Speech Act; Norm－making Act; Legality Ｒ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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