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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权衡方法的比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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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比例原则具有实体规范与方法规范的双重面向: 前者体现为成文与不成文两种形式,

具有实证法上的约束力; 后者尚处于方法论层次, 依凭明示权衡命令与内含于价值概念、 概括条
款及基本原则的默示权衡命令, 方可得以运用。 比例原则的方法面向依托于广义的德国式权衡,
在私法上经历了从规范适用的辅助工具到普遍方法的转变, 是权衡理论在评价法学时期发展成熟
的产物。 比例原则的本质是权衡方法, 其旨在权衡所有利益及价值冲突, 并无公法与私法之别,
也无法为成本收益分析所取代。 在 《 民法典》 规范适用中, 作为权衡方法的比例原则既可用于对
基本原则、 概括条款与价值概念的具体化, 也可辅助对其他法律规则的解释与漏洞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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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比例原则能够普遍适用于私法吗? 无论是反对者, 还是支持者, 多以比例原则的公法性
质作为论证起点。 但这一进路实乃缘木求鱼, 因为比例原则并不专属于公法领域。 的确, 由
于二战后各国对基本权利保护的日益重视, 比例原则被广泛运用于宪法裁判领域, 最终发展
成为享有盛名的宪法原则。 然而, 仅此尚不足以使我们认为, 比例原则自始便肩负守护基本
权利的使命。 在发生学上, 实证法中的广义比例原则并非源自公法, 而是首先诞生于私法。
《 德国民法典》 早在 1900 年颁布时即已明文确立此原则, 其第 228 条第 1 句和第 904 条第 1

句关于紧急避险之规定堪称广义比例原则的典范。 而在公法上, 必要性原则虽在普鲁士时期
便已存在, 但广义比例原则直到二战后才通过判例逐步确立。 可见, 要妥当回答比例原则的
私法适用问题, 便不应背负沉重的公法包袱, 而毋宁求诸比例原则本身。
比例原则之所以能够穿梭于公法与私法之间, 根本原因在于, 其作为权衡方法, 是规范
适用的普遍方法。 这一立场在国内已得到支持。 有学者认为, 比例原则作为目的理性的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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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 是利益衡量的基本方法, 在私法中应得到全面运用。① 还有学者区分了比例原则的本
体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 并将后者作为分析和评判现行法及相关做法之妥当性的工具。② 另
有学者进一步提出, 应 “ 从超实证规范的立场, 将比例原则融通到部门法规范解释适用中的
裁判理由部分” ,③ 以促成其适用的范式转型。 这些观点均为比例原则能够普遍适用于私法
提供了有力论据, 但与此同时, 还存在更多的基础性问题有待具体且系统的阐释, 尤其是比
例原则与权衡之间的关系问题。

其实, 比例原则与权衡如同孪生兄弟, 时常被同时提及。④ 既然比例原则在公法中被用

作权衡公共利益与基本权利之间冲突或者基本权利之间冲突的基本方法, 那么, 就私法而
言, 能否对比例原则作同样理解? 进一步而言, 比例原则的规范性质究竟为何? 在比例原则
私法适用的司法实践大量增加的背景下, 只有澄清其理论基础及规范依据, 才能提升 《 民法
典》 规范适用的妥当性与确定性。 为此, 本文首先区分比例原则的不同面向, 辨析当前讨论
中所指称的比例原则的真实意涵; 其次, 考察比例原则与权衡之关系的学说演进, 以探究比
例原则私法适用的方法论基础, 并对其进行适当重构; 再次, 以此为基础, 回应关于比例原
则的公私法之争, 及以成本收益分析取代比例原则的观点; 最后, 为体现本文之主张的实践
意义, 进一步说明比例原则如何成为 《 民法典》 规范适用的普遍方法。

二、 比例原则的双重面向
作为一种特殊的规范, 比例原则具有实体规范与方法规范的双重面向。 实体规范是指具
有法效力的法律规范本身, 其直接调整生活事实; 方法规范不直接调整生活事实, 而是指导
法律规范的适用。⑤ 因此, 在判断比例原则是否存在公私法差异时, 尤其应首先区分其所指
称者为何。

( 一) 作为实体规范的比例原则

1. 成文的比例原则

作为实体规范的比例原则, 首先表现为成文的比例原则, 即以比例原则为明文内容的法

律规定, 其在公法领域与私法领域皆有体现。 根据具体表述的不同, 成文的比例原则又分为

两类。 一类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表述 “ 比例原则” 一词, 如 《 希腊宪法》 第 25 条第 1 款、
《 德国民法典》 第 1666a 条。 另一类明确依据比例原则作出相关规定。 比如, 在公法上, 我
国 《 突发事件应对法》 第 11 条第 1 款规定: “ 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采取的应对突发事件的
措施, 应当与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性质、 程度和范围相适应; 有多种措施可供选
择的, 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 在私法上, 我
国 《 民法典》 第 182 条第 3 款规定: “ 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 造成不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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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的损害的, 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在这些法律规定中, 比例原则被直
接用于调整不同法领域中的各种具体法律关系, 因此被附加了一定程度的领域特征。
2. 不成文的比例原则

在比较法上, 比例原则多以一般法律原则的方式隐含地成为法秩序的基础。 典型如德国

法上的比例原则, 其最早成为行政法领域的一般法律原则, 后经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之判例,
上升为宪法原则, 被认为适用于包括私法在内的整个法秩序。 在我国, 比例原则尚未被法律
所明文规定, 但作为一项不成文的法律原则, 其在行政法领域已经得到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
广泛认可,⑥ 且在私法领域也呈现此种趋势。 然而, 比例原则在公法领域与私法领域的体现
各有千秋。
在公法中, 比例原则主要是一项实体原则, 被赋予限制公权力滥用、 保护基本权利的使

命。⑦

由于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合比例这一观念深植于公法发展史,⑧ 因此, 比例原则极具

公法色彩。 不少学者认为, 比例原则只能适用于国家机关与私主体之间的高权关系, 而在民
事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中, 其并无适用余地。⑨ 必须承认的是, 以比例原则审查民法对民事
 有学者主张, 应将比例

权利的限制是否正当, 仍属于对公法范畴的民事立法行为的限制。
 虽然这种观点将比例原则定性为

原则的私法适用限制于私主体彼此实力差距悬殊的情形。

控制处于强势地位的主体过度行使权力的 “ 工具性原则” , 但无论是法定社会权力情形下的
比例原则, 还是事实性社会权力情形下的比例原则, 实际上均源自公法视角下的旨在限制权
力行使的实体原则。
与此不同, 比例原则在私法上的规范效力并非源于公法使命。 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和德
国联邦劳动法院的判例来看, 比例原则之所以能够成为统摄整个法秩序的一般法律原则, 端
 在

赖其被作为在限制权利时的审查工具, 被用于权衡法律关系中各方当事人的全部利益。

私法中, 比例原则被作为冲突利益的权衡工具。 也就是说, 当为了保护一方权益而损害另一
方权益时, 须采取适当、 必要的手段, 且受保护方的权益与受损害方的损害程度应成比例。
 但此 “ 法律原则” 不同于公法上的实体

比例原则虽然被认为是统摄整个民法的法律原则,
 就其结构而言, 比例原则解

原则, 而毋宁是作为方法规范的形式原则 ( formales Prinzip) 。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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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了不同法益、 价值以及利益之间的冲突, 但没有作出任何内容上的声明。 事实上, 即便在
公法领域, 比例原则也不都是以作为实体原则的方式被接受的。 比如, 在刑法中, 比例原则


也被作为贯彻法益保护原则的审查方法, 而非后者之实体内容的补充。

既然作为形式原则统摄整个民法秩序, 那么, 比例原则能够因此成为民法基本原则吗?
答案是否定的。 民法基本原则是民法秩序所追求的价值, 对民事主体存在直接的法律约束
力。 假如认同比例原则是民法基本原则, 那么, 所有的民事法律行为就应当以合比例的方式
作出, 否则, 将无法产生行为主体所期待的法效果。 然而, 在民法上, 只要不损及他人权
益, 民事主体原则上仍被允许以不合比例的方式行使其权利。 如果将比例原则作为一项民法
基本原则, 那么, 无疑将使民法丧失意思自治的品格。 鉴于此, 比例原则应当以方法规范的
面貌在私法中获得普遍性。

( 二) 作为方法规范的比例原则

1. 方法规范之界定

 方法规范

方法规范旨在规范法之发现的过程本身, 因此也被称为 “ 法之发现规则” 。



存在广狭二义, 狭义的方法规范具有法律约束力, 被称为 “ 方法之法” ( Methodenrecht) ;

而除此之外, 广义的方法规范还包括方法论层次的不必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思维程式。 狭义
的方法规范又分为两类: 一类为法律明确规定, 如 《 瑞士民法典》 第 1 条和第 4 条、 《 奥地

 另一类虽未被法律所明确规定,

利通用民法典》 第 7 条以及 《 意大利民法典》 第 12 条;

但仍具有规范效力, 如具有宪法位阶的方法规范。 由于 《 民法典》 并未明确规定方法规范,
故若未加说明, 本文主要在广义上使用这一术语。

方法规范与实体规范主要在规范层次、 规范功能以及自身与其他规范之间的关系上存在
 具体而言, 其一, 实体规范是法律适用的对象, 处于一阶层次; 而方法规范为实体

差异。

规范适用提供指导, 处于二阶层次。 若仅因比例原则可以广泛作用于民事立法、 民事司法和
民事行为, 就将其定性为处于一阶层次的民法基本原则, 似有不妥。 其二, 作为实体规范的
原则与规则以不同的方式指导行为主体。 原则直接规定了要实现的价值目标, 可以间接地推
导出行为要求; 而规则直接规定了行为要求, 可以间接地实现某种价值目标。 然而, 方法规
范既不直接规定要实现的价值目标, 也不直接规定行为要求, 而是直接指向法官, 为原则和
规则的适用提供标准。 其三, 原则与规则之间彼此影响, 在价值上可能发生聚合或互斥。 但
是, 方法规范处于方法层面, 不与原则和规则发生冲突。 比例原则因其 “ 内容空洞” , 故无


法与实质性原则或基础原理相冲突。

2、 权衡命令作为规范基础

作为方法规范, 比例原则的运用需依凭权衡命令。 权衡命令体现于立法者赋予法官决定

空间的法律文本, 包括明示和默示两类形式。



















参见张明楷: 《 法益保护与比例原则》 , 《 中国社会科学》 2017 年第 7 期, 第 100 页。
Vgl. Christiane Wendehorst, Methodennormen in kontinentaleurpaischen kodifikationen, RabelsZ 2011, S. 731.
Vgl. Detlef Leenen, Methodenrecht, in: Methodenlehre zwischen Wissenschaft und Handwerk, 2019, S. 65.
参见 [ 奥] 恩斯特·A. 克莱默: 《 法律方法论》 , 周万里译, 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8 页。
See Humberto Ávila, Theory of Legal Principles, Springer, 2007, pp. 83-132.
Vgl. Lothar Hirschberg, Der Grundsatz der Verhältnismäßigkeit, 1981, S.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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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示的权衡命令是指立法者直接规定的诸如 “ 权衡” “ 衡量” “ 考虑……因素” 等语词。

作为具体化任务, 明示的权衡命令要求法官 “ 权衡债务人的给付障碍和债权人的给付利益”

( 如 《 德国民法典》 第 275 条第 3 款) 、 “ 权衡双方利益” ( 如 《 德国民法典》 第 281 条第 2
款) 、 “ 考虑到个案的全部情事和权衡双方利益” ( 如 《 德国民法典》 第 314 条第 1 款第 2

句) 。 我国 《 民法典》 第 998 条所规定的 “ 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 影响范围、 过错程
度, 以及行为的目的、 方式、 后果等因素” 和第 1026 条所包含的 “ 考虑……因素” 也属于
此类权衡命令。

权衡命令更多地以默示的形式内含于价值概念、 概括条款及成文化的基本原则。 黑克形
象地描绘了概念的核心与边缘, 概念的核心包括在语言上可以被清晰归属的事实, 而概念的
 这种语言所固有的模糊性决定了大多

边缘则指无法被明确归入概念意义的 “ 漫射领域” 。

数法律概念都存在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 但不确定性概念通常仅指那些概念边缘极大且模
糊、 概念核心相较之下极小的概念。 在法律适用中, 法律概念越不确定, 法律续造的比重就
越大; 法律概念越确定, 法官所受的约束就越大。 然而, 并非所有的不确定性概念均内含权
衡命令。 相反, 唯有那些包含了价值判断和当为内容且要求法官自己在个案中进行判断的开
 如我国 《 民法典》 第 580 条第 2 款规

放的规范性概念 ( 或称价值概念) 才内含权衡命令,

定的 “ 过高” 、 第 497 条第 2 项规定的 “ 不合理” 等。 如果价值概念构成了某项规则的核心
 如 《 民法典》 第 132 条规定的禁止权利滥用与 《 民法典》

内容, 则该规则构成概括条款,

第 153 条第 2 款规定的公序良俗条款。 此外, 于我国而言, 默示的权衡命令还内含于法律所
明确规定的基本原则, 如 《 民法典》 第 3 条至第 9 条。 基本原则表征最为抽象的理念和价
值, 需经具体化, 才能够向可适用的规则转化。 同时, 由于不同原则之间往往存在冲突, 甚
 故也内含权衡命令。

至单个原则内部也蕴含对立面向, 非权衡无以适用,

通过权衡命令, 立法者为法官提供了评价空间, 要求法官开启权衡作业, 从而形成得以

适用于个案的大前提。 有鉴于此, 权衡不仅成为法官的权力, 更成为其义务。 法官不能以标
准不清楚为由拒绝裁判。 同时, 由于权衡命令不可避免地有损法律的确定性, 会引起立法与
司法权限之间的紧张关系, 故以程式化方式限制权衡过程的比例原则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权衡
方法, 与权衡命令相伴相生。 在此意义上, 权衡命令意味着以比例原则为方法之权衡作业的
开启, 故其亦可被称为 “ 合比例权衡命令” 。 不过, 此类方法规范处于方法论层次, 尚不具

有法律约束力。 换言之, 作为方法规范的比例原则只是在思维方式上约束法官。 也就是说,
法官若不遵循合比例权衡命令, 仅产生方法上的不当, 但法律适用的最终结论未必错误。

综上, 比例原则具有实体规范与方法规范的双重面向, 具体可参见图 1。 在实体层次

上, 无论是采成文形式, 还是采不成文形式, 比例原则皆因直接调整不同的生活事实而不可
避免地呈现出一定的法领域特征。 尤需注意的是, 作为一般法律原则的比例原则因具有浓厚
的公法色彩, 故于私法领域存在较多限制。 比例原则在私法中更多地体现为形式原则, 被用
于权衡私权益之间的冲突, 不能成为民法基本原则。 在私法领域, 其属于方法规范, 处于方













Vgl. Philipp Heck, Begriffsbildung und Interessenjurisprudenz, 1932, S. 52, 60.
Vgl. Rüthers / Fischer / Birk, Rechtstheorie mit juristischer Methodenlehre, 10. Auflage, 2018, S. 121-123.
参见 [ 奥] 恩斯特·A. 克莱默: 《 法律方法论》 , 周万里译, 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36 页。
参见易军: 《 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脉络》 , 《 法学研究》 2018 年第 6 期, 第 56-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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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论层次, 需依凭权衡命令而得适用。

图1

三、 比例原则与权衡的关系重构
 在国内外文献中总是如影随形。 那

如前所述, 无论在何种法领域, 比例原则与权衡

么, 权衡究竟为何? 其与比例原则存在何种关系? 这种关系对于论证比例原则的普遍性及其
私法适用又有何益? 下文将从权衡理论的基础性命题出发, 对这些问题予以回答, 以期还原
比例原则的方法规范面貌。
( 一) 权衡概念界定

在我国, 由于权衡理论来源多样, 加之术语中译的相似性, 因此, 权衡与相关术语极易
发生混淆。 为了厘清比例原则与权衡之间的关系, 首先应严格区分两对不同的权衡概念。
1. 广义权衡 vs 狭义权衡

权衡存在广狭二义, 但更为我国学者所熟知的是狭义权衡。 狭义权衡即原则权衡, 是指

法律原则的典型适用方式, 与规则涵摄相对。 这种观点由阿列克西所主张, 其将主要用于解
 广义权衡则不限于此, 泛指 “ 一

决基本权利位序冲突的权衡方法拓展至原则冲突的情形。

切在搜集、 称重 ( Gewichtung) 和最终评价性比较不同观点 ( Gesichtpunkt) 的基础上所作的

 其中, 所谓 “ 观点” 是指支持或者反对某项法律决定的理由, 可以是利益、

法律决定” 。

价值、 权利、 义务或者责任等等。 所谓 “ 称重” , 并非指数学上可得测量的大小, 而是指对
行为结果的评价。 本文所指称的权衡属于广义权衡。
2. 德国式权衡 vs 美国式权衡

尽管均被译为 “ 权衡” , 也皆为克服概念法学及形式主义的弊端而生, 但德国式权衡与











权衡包括立法权衡和司法权衡, 在方法论领域, 人们更多关注后者。 若无特别交代, 本文亦在司法权衡的意
义上使用权衡这一术语。
参见 [ 德] 罗伯特·阿列克西: 《 法: 作为理性的制度化》 , 雷磊编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131 页
以下。
Thomas Riehm, Abwägungsentscheidungen in der praktischen Rechtsanwendung, 2006, 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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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式权衡判然有别。 在德国, 权衡对应的术语是 Abwägung, 最初主要被作为一种法的发
现的方法。 权衡在德国法学方法论中经历了自由法学、 利益法学和评价法学的发展, 最终完
 德国式权衡具有方法性品格, 不追求特定

成了从法律适用的辅助工具到普遍方法的转变。

的个案结果, 较少关注法院的体制地位。 但在美国, 权衡对应的术语是 balancing, 其发轫于

自由法学, 兴盛于美国法社会学派, 止步于评价法学的门前。 美国式权衡具有政治性品格,


追求特定的个案结果, 更关注法院的体制地位。

二者区别的根源在于, 制定法在法源结构中的不同地位导致了方法上的根本差异。 正如



拉伦茨所言, 法学方法论是某特定法学的方法论, 其不能忽视作为该法学基础的法状态。

虽然两国的法源中均包含大量的制定法和裁判先例, 但两国的法官在司法裁判时经历不同的
过程。 在裁判时, 美国的法官尽管要从制定法出发, 但最后还是要诉诸先例; 而德国的法官
在消化了相关判决后, 需回到制定法, 才能作出判断。 在权衡时, 美国的法官基于各种因素
 而德国的法官则必须尊重立法者的权威

追求个案中的公平正义, 成为意识形态的执行者;

地位, 或者至少把自己放在立法者的位置去思考, 设想自己是建构了民法体系的立法者, 即
 可

自己于此情形下会如何创设规则, 从而实现法教义学与司法共构法律解释体系的宏景。

见, 对于如何识别权衡概念, 应当在横向比较不同权衡模式的基础上, 结合本国的法源结构
而定。
相较于美国式权衡, 德国式权衡更适合我国。 诚然, 美国式权衡曾经经由日本的利益衡

 日本的利益衡量论受德国自由法学和美国现实主义

量论而间接地推进了我国的司法实践。

法学的影响, 在基本立场上与德国的利益法学存在较大区别, 被视为颇具日本本土特色的方
 日本的利益衡量论与德国的利益法学均旨在克服概念法学的僵硬性, 将目光转

法论学说。

向个案中彼此冲突的利益。 然而, 利益法学始终强调法规范在裁判中的决定性意义, 尤其强
调权衡需以立法者的评价为基础, 但日本的利益衡量论走得更远。 具体而言, 由于日本的利
益衡量论旨在解决日本盲目继受他国法律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因此, 其弱化了法规范
的地位, 转而重视法外的国民意志、 社会评价等, 并据此衡量个案中的冲突利益。 鉴于此,
有必要区分日本利益衡量论的利益衡量与德国利益法学的利益权衡 ( Intereseabwägung) 。 实


际上, 后者更契合我国以制定法为核心的法源结构。

( 二) 从权衡到比例原则

在德国, 权衡的意涵并非始终如一, 而是伴随着方法论流派之更迭与发展而不断地演

























Vgl. Joachim Rückert, Abwägung-die juristische Karriere eines unjuristischen Begriffs, JZ 2011, S. 913-914.
See Jacco Bomhoff, “ Genealogies of Balancing as Discourse” , Law & Ethics Human Rights, Vol. 4, No. 1 ( 2010) ,
pp. 116, 137-138.
参见 [ 德] 卡尔·拉伦茨: 《 法学方法论》 , 陈爱娥译,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第 119、 121 页。
参见 [ 美] 邓肯·肯尼迪: 《 判决的批判: 写在世纪之末》 , 王家国译, 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155 页。
参见苏永钦: 《 司法造法几样情———从两大法系的法官造法看两岸的司法行政造法》 , 载王洪亮等主编: 《 中
德私法研究 (17) : 司法造法与法学方法》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10-16 页。
日本的利益衡量论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梁慧星先生引介到中国后, 为解决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中的新型案件
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 参见 [ 日] 加藤一郎: 《 民法的解释与利益衡量》 , 梁慧星译, 载梁慧星主编: 《 民
商法论丛》 ( 第 2 卷) , 法律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74-95 页。
Vgl. Guntram Rahn, Rechtsdenken und Rechtsauffassung in Japan, 1990, S. 248.
参见张利春: 《 日本民法解释学中的利益衡量理论研究》 , 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22-23、 262-2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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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从权衡与比例原则的关系来看, 在观念上, 可以大概划分出两个时期, 即无比例原则的
权衡时期与转向比例原则的权衡时期。
1. 无比例原则的权衡

在概念法学时期, 法律适用过程不允许权衡的存在。 耶林受功利主义影响, 发生了 “ 大

 直至自由法学时

马士革转向” , 开始重视法律目的, 但只选择支配性目的, 并不作权衡。

期, 法官才被认为具有极大的裁量权, 可以代替立法者进行自由权衡, 并可诉诸法官个人的
价值判断和法外因素。 但这种观点由于轻视制定法的拘束力而显太过激进, 所以, 其仅在德
国法学方法论史上昙花一现。 相较而言, 利益法学稍显保守。 其虽将司法权衡独立于立法权
衡, 但将司法权衡限制于立法评价阙如之处。 不过, 利益法学仅确立了立法权衡的基本框
 随着权衡的运用愈加普遍, 权衡过程中的主观性愈遭严厉

架, 并未提供司法权衡的方法。


批评。

2. 转向比例原则的权衡

在评价法学时期, 司法裁决的盛行及对考量权衡冲突之法律技术的需求使权衡理论得到

 关于这

迅猛发展, 权衡理论的重心完全转移至司法权衡, 并在方法上逐步转向比例原则。

一转变, 公法文献已汗牛充栋, 此处不复赘述。 容易被忽视的是, 比例原则之所以被视为理
性的权衡方法, 其实是公私法领域之理论和实践的共同成果。 以下借助胡布曼、 拉伦茨、 阿
列克西以及里姆的权衡理论, 作进一步观察。

(1) 胡布曼的权衡理论: 与比例原则相似的利益权衡四原则

既有文献多谈及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例对规范意义的比例原则之形成的决定性作用, 但
实际上, 在奠基性的比例原则及权衡判例出现之前, 私法学者胡布曼已有论述。

1956 年, 胡布曼提出了利益权衡四原则, 即另选原则 ( das Ausweichprinzip) 、 均衡原则

( das Ausgleichsprinzip) 、 最温和手段原则 ( das Prinzip des schonendsten Mittels) 以及补偿原
 具体而言, 另选原则是指, 当数个利益发生冲突时, 如果

则 ( das Entschädigungsprinzip) 。

其中一个利益可以其他方式实现, 则相关利益人负有另选义务。 于此情形, 存在另选可能性
的利益应当得到较低的评价。 但是, 如果一方利益的另选相较于另一方利益的另选而言将产
生不合比例的损害, 那么, 一方的利益不应被要求另选。 当另选可能性对于一方当事人的另
选义务而言难以被证立时, 法官应该对每一方当事人都作出相同的分配。 均衡原则是指, 在
两方当事 人 的 利 益 均 缺 乏 其 他 实 现 方 式 时, 必 须 对 冲 突 的 价 值 进 行 合 比 例 的 退 让
( Zurücksetzung) 或者限制, 直到它们能够共存。 最温和手段原则是指, 在事实层面, 当既
不存在另选的可能, 也不存在均衡的可能, 且优势利益在成本上压倒较小利益时, 为了更高
的利益, 被评价为较低的利益应具有被侵害的可容许性 ( Zulässigkeit) 。 但是, 侵害者需证
















参见吴从周: 《 概念法学、 利益法学与价值法学: 探索一部民法方法论的演变史》 ,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年
版, 第 200-203 页。
参见 [ 德]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 《 法哲学入门》 , 雷磊译, 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 第 106 页。
Vgl. Schmidt, NJW 1969, S. 1141; Leisner, Der Abwägungsstaat, 1997, S. 238.
参见 [ 美] 邓肯·肯尼迪: 《 法律与法律思想的三次全球化: 1850—2000》 , 高鸿钧译, 载高鸿钧、 於兴中主
编: 《 清华法治论衡》 2009 年第 2 期, 第 48-50、 114 页。
Vgl. Heinrich Hubmann, Grundsätze der Interessenabwägung, AcP 1956, S. 12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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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利益相较于被侵害的利益占优势地位, 且该侵害不可避免, 以及冲突仅能通过所选方案
得到解决。 同时, 对较低利益的损害, 必须采取最温和的手段, 被限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
内, 不得超过绝对的必要, 且所产生的损害不能与由此带来的成果不成比例。 补偿原则是
指, 如果在价值相同的私法利益之间存在无法另选且不可均衡的冲突, 那么, 法官必须优先
选择实现其中一方的利益, 同时对该方强加补偿另一方的义务。
从整体上看, 利益权衡四原则与比例原则十分相似, 由此可见前者对于后者之形成的意
义。 不过, 相较于比例原则, 利益权衡四原则仍稍显粗糙。 比如, 各原则的内容存在较多重
复。 具体如, 另选原则和最温和手段原则都包含了狭义比例原则的适用。
(2) 拉伦茨的权衡理论: 比例原则作为法益权衡的方法原则

拉伦茨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权衡裁判中总结出法益权衡的三个步骤: 第一步, 法官依
据基本法的价值秩序, 判断该当法益较之于他种法益是否有明显的价值优越性; 第二步, 在
冲突的权利的位阶相同或者冲突的权利彼此不可通约时, 法官需审查应受保护之法益的被影
响程度以及需让步利益的受害程度; 第三步, 法官适用比例原则、 最轻微侵害手段原则或尽
 由于拉伦茨在狭义上理解比例原则, 并将其与必要性原则相区分, 故

可能微小限制原则。

上述法益权衡的最后一步可以被视为适用广义比例原则。 拉伦茨强调, 若缺少比例原则这一

方法原则 ( methodischen Grundsätzen) , 则权衡裁判将无法得到控制, 法官将可以堂而皇之地
 据此, 拉伦茨已然明确指出了比例原则作为权衡方法的面向, 并进一步透过法

恣意裁判。

益背后的价值, 把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价值位阶相同或者不可通约的法益。
(3) 阿列克西的权衡理论: 比例原则作为原则适用的方法

随着越来越多的运用, 比例原则的方法论意义愈加凸显, 其作用领域从基本权利扩及规
范适用。 阿列克西提出, 由于原则理论与比例原则相互蕴含, 因此, 原则的适用必然触发比
 原则要求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在可能的范围内被尽最大可能地实现, 前者意

例原则的运用。

味着对适当性原则和必要性原则的运用, 后者则意味着对狭义比例原则的运用。 阿列克西进
一步将权衡限定于狭义比例原则,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重力公式, 使权衡过程更加程式化。 在


该框架下, 权衡成为与涵摄并列的法律适用的基本模式。

(4) 里姆的权衡理论: 普遍权衡

与前述观点将权衡主要用于法之发现过程不同, 私法学者里姆的权衡理论明确将权衡融
合于整个法律适用的过程。 具体而言, 在构造大前提阶段, 在解释法律时, 要权衡各个解释
标准。 传统的法律解释标准包括文义、 体系、 历史与目的等, 它们并非独立的解释方法。 这
些标准可能分别导向不同的解释方案。 在形成小前提阶段, 在认定事实时, 需权衡各种证
据。 对任何有争议的案件事实, 法官都要根据当事人所提供的支持事实和反对事实的证据及
其各自的证明价值进行权衡。 在最后的涵摄阶段, 如果大前提中包含价值概念, 那么, 在将













参见 [ 德] 卡尔·拉伦茨: 《 法学方法论》 , 陈爱娥译,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第 279-286、 354 页。
Vgl. Karl Larenz / Claus-Wilhelm Canaris,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1995, S. 224.
参见 [ 德] 罗伯特·阿列克西: 《 法: 作为理性的制度化》 , 雷磊编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136
页。
参见 [ 德] 罗伯特·阿列克西: 《 法: 作为理性的制度化》 , 雷磊编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131 页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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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个案事实评价性地归入价值概念的过程中, 法官需权衡个案的全部情况, 综合评价所


有支持或反对的观点。

需强调的是, 里姆的理论并未涉及比例原则, 而是将权衡过程划分为素材选取、 称重观

 这与胡布曼将权衡过程划分为

点、 评价性比较和得出结论四个阶段, 谓之 “ 权衡结构” 。

发现观点、 评价观点和权衡观点三个阶段异曲同工。 不同之处在于, 除了权衡结构理论外,
胡布曼还主张利益权衡四原则。 原因在于, 前者作为内部视角, 只是在权衡作业时序上的努
 因此, 在缺乏客观标准和法律规定的胜

力, 却没有给出理性权衡所必须遵循的论证规则。

出标准时, 仍然需要比例原则。
借此, 作为权衡方法的比例原则在整个法律适用过程中皆可适用。 以构造大前提阶段为
例, 比例原则能够以可论证的方式对诸解释标准加以权衡, 并考量其各自的重要性, 得出具
有正当性的解释方案, 从而在抽象的法律文本中找到一个适于涵摄的且与案件事实相符的大
 在此意义上, 比例原则亦可被称为 “ 方法之方法” 。

前提。

( 三) 权衡与比例原则: 问题提出者与问题解决者

由上可知, 比例原则深植于利益冲突的思想之中, 并在评价法学的土壤中发展和成熟。
但令人诧异的是, 比例原则首先盛行于公法, 而在诞生了以利益权衡为核心的利益法学的私

 早期,

法领域, 却备受排斥。 事实上, 这与价值权衡在私法领域较迟得到重视不无关系。
 如此一来, 在宪

有观点认为, 唯当权衡的对象是价值时, 比例原则才可成为权衡的方法。

法领域, 基本权利的价值特性就使比例原则之适用成为当然之理。 而私法领域的利益冲突虽
然繁多, 但直到评价法学时期, 价值才得到重视。 换言之, 由于利益法学未承认作为评价标
准的价值, 故无法发展出比例原则。 唯在评价法学中, 比例原则于私法中的意义才得显现。
评价法学使比例原则在方法上恰如其分地融入权衡。 从利益权衡四原则到法益权衡的方
法原则, 从对基本权利的权衡裁判到作为规范适用基本模式之一的原则权衡, 从大前提形成
阶段的权衡到整个司法三段论中的权衡, 权衡与比例原则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惊人的变迁。 比
例原则和权衡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角色也实现了从辅助工具到普遍方法的飞跃。 具体情况可
参见表 1。




















参见 [ 德] 托马斯·里姆: 《 个案所有情况之权衡———一个不为人知的现象》 , 张抒涵译, 载郑永流主编:
《 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 ( 第 18 卷) , 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195-197 页。
Vgl. Thomas Riehm, Abwägungsentscheidungen in der praktischen Rechtsanwendung, 2006, S. 57.
参见张青波: 《 理性实践法律: 当代德国的法之适用理论》 , 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329 页。
参见 [ 德] 齐佩利乌斯: 《 法学方法论》 , 金振豹译, 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88-89 页。
实际上, 私法中的价值权衡与基本权利的权衡裁判均形成于二战之后。 之所以说价值权衡在私法领域较迟得
到重视, 是相较于私法方法漫长的发展过程而言的。
Vgl. Häberle, Die Wesensgehaltgarantie des Art. 19 Abs. 2 GG, 1972, S.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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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代表性人物
胡布曼
拉伦茨
阿列克西
里姆

权衡理论在评价法学时期的发展

法律适用模式
涵摄 ( 主)
涵摄 ( 主)

涵摄 ( 规则)

利益权衡 ( 辅)
法益权衡 ( 辅)
权衡 ( 原则)

涵摄+权衡 ( 融合)

权衡范围

权衡方法

形成大前提

四原则

形成大前提

比例原则

形成大前提

比例原则

司法三段论

-

从二者关系的演进上看, 权衡与比例原则在法律适用中分别扮演着问题提出者与问题解决
者的角色。 权衡抛出了法律适用中普遍存在的利益或价值冲突问题, 但其本身并没有给出解决
方法, 这使法律适用陷于一种不确定性。 不过, 权衡意味着以合比例的 ( verhältnismäßig / pro-

 由此, 这一问题提出者就指

portional) 方式称重, 归根结底, 就意味着比例原则的适用。

明了解决方案。 作为中立的形式结构, 比例原则既可以借助于规范意义, 使相互冲突的利益
或价值的权重在不同方面得到比较, 又能防止法官混淆处于不同层次的甚至不相关的观点,
从而证成某项权衡决定。 同时, 在比例原则的框架下, 权衡进一步被限缩于狭义比例原则
中, 并以更为精细的重力公式作为论证规则。 借此, 比例原则确保了权衡的稳定性与可预测


性, 被视为 “ 致力于法的安定性的理性承诺” 。

综上所述, 比例原则堪称横跨公私法领域的权衡方法, 甚至是理性行为的指导框架。 诚

如马克斯·韦伯所言: “ 谁若根据目的、 手段和附带后果来作为行为的取向, 而且同时既把
手段与目的, 也把目的与附带后果, 以及最后把各种可能的目的相比较, 作出合乎理性的权
 比例原则正是以这种合乎理性的特质, 致力于破除权衡过

衡, 这就是合乎理性的行为。” 

程中的神秘的 “ 暗箱操作” , 使权衡过程透明化、 理性化, 这或可理解为对权衡的 “ 祛魅” 。

四、 比例原则的公私法之别与可能的取代者
行文至此, 比例原则与权衡之间的关系已然得到厘清, 比例原则在私法方法论中的源流
与演变也得以呈现。 以之重新审思当下关于比例原则的两大争议问题, 即比例原则是否存在
公法与私法之别, 以及成本收益分析可否取代比例原则, 或许会有全新的理解。
( 一) 比例原则是否存在公法与私法之别?

诚然, 因公法与私法中法律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同, 所以, 作为实体规范的比例原则所权
衡的对象随之各异。 譬如, 在公法中, 比例原则权衡公共利益与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 或者
权衡基本权利与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 以限制公权力对基本权利的过度侵害, 起到所谓 “ 限
制之限制” 的作用; 而在私法中, 比例原则权衡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发挥均衡权利义
务及限制权利行使的功能。 尽管如此, 比例原则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公私法之别。 一方面, 权
衡思维天然地与私法相契合。 德国公法学者 Leisner 曾坦言, 权衡原则上以具有平等权利和










Vgl. 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III / 2, 1994, S. 818.
Johannes Saurer, Die Globalisierung des Verhältnismäßigkeitsgrundsatzes, Der Staat 2012, S. 30.
[ 德] 马克斯·韦伯: 《 经济与社会》 ( 上卷) , 林荣远译,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第 57 页。

197

法制与社会发展
 只是比例原则及权衡被更多用于基本权利裁判领

义务的法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前提,

域, 并借助二战后基本权利保护的 “ 东风” 而备受瞩目。 而实际上, 正如前文所述, 实证法
中的广义比例原则更早形成于私法, 且比例原则和权衡方法亦根植于诞生在私法领域的利益

法学和评价法学。 因此, 比例原则于私法中之适用, 根本不存在所谓从公法 “ 拿来” 之说。
另一方面, 比例原则之所以能够被用于权衡基本权利之间以及公共利益与基本权利之间的冲
突, 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其天然肩负着限制公权力、 保障人权的使命, 而在于其被视为理性的
权衡方法。 如果将方法规范在不同领域的适用功能或适用结果视为方法本身, 便可能导致盲
人摸象的窘境。 目前, 比例原则已得到跨法域和跨领域之认可, 逐渐呈现出普遍性。 更适宜
的做法或许是, 剥离所谓领域特征, 还比例原则以方法规范之本来面貌。
如果仍反对以比例原则权衡私益冲突, 那么, 实际上反对的就不是比例原则之私法适
用, 而是通过权衡限制私益。 然而, 民法的基本功能正是对各种利益进行权衡和调整。 民法
规则本来就是立法者针对各种案型将相关利益冲突及价值冲突事先权衡好并固化下来的结
 《 民法典》 第 3 条至第 9 条所规定的基本原则正是指导法官和私主体权衡私益从而作

果。

出取舍的价值基础。 有学者认为, 民法基本原则已能涵盖私法中的大部分领域, 故没有引入
 但事实上, 民法基本原则作为民法的内在价值, 既可以是针对冲突权益

比例原则的必要。

的评价标准, 也可以是权衡对象本身, 却唯独不是权衡方法。 评价法学虽然区分了利益和价
值, 以价值作为评价利益的标准, 但价值本身无法继续为价值之间的冲突提供权衡依据。 因
此, 必须寻求一种价值之外的方法规范。
作为权衡方法的比例原则, 正是这样的方法规范。 这一意义上的比例原则虽不为法律明
文规定, 却对整个法秩序具有导向功能, 能够引导法律决定的理性作出。 具体到私法领域,
尽管比例原则为限制私权益提供了形式性论证规则, 但其并非旨在限制私权益, 而是要求对



私权益的限制应符合理性要求。 同理, 比例原则在公法上并非旨在 “ 正当限制基本权利” ,
 作为方法规范, 比例原则只有形式框

而是为了保护基本权利, 对公权力提出理性要求。

架。 单凭比例原则自身, 无法对个案中的 “ 利益或价值何者优先” 这一问题给出答案。 个案
裁判的结果更多地取决于相互冲突且必须借助比例原则加以均衡的利益或价值本身。 此种意
 一言以蔽之, 在方法之维, 比例原

义上的比例原则属于法律决策方法, 是一种思维程序。

则并无公私法之分。
这一点在个人信息处理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 个人信息安全
与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之间的冲突使个人信息权益与公共利益及其他私权益之间形成紧张关

系。 对此, 《 个人数据处理中的个人保护公约》 第 5 条第 1 项规定, 无论是为了公共利益,



















Vgl. Walter Leisner, Der Abwägungsstaat: Verhältnismäßigkeit als Gerechtigkeit?, 1997, S. 22 ff. , 53 ff.
参见于飞: 《 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的区分: 我国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的解释论构造》 , 《 中国法学》 2021 年第
4 期, 第 40 页。
参见许玉镇: 《 试论比例原则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定位》 , 《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3 年第 1 期, 第 130 页。
参见陈景辉: 《 比例原则的普遍化与基本权利的性质》 , 《 中国法学》 2017 年第 5 期, 第 294-295 页。
参见蔡宏伟: 《 作为限制公权力滥用的比例原则》 , 《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9 年第 6 期, 第 139-141 页。
比例原则并非诉讼程序, 有学者以比例原则不包含 “ 诉权” 观念为理由否定比例原则的程序性, 值得商榷。
参见陈景辉: 《 比例原则的普遍化与基本权利的性质》 , 《 中国法学》 2017 年第 5 期, 第 2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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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为了私人利益, 数据处理均应当与其所追求的合法目的成比例, 而且在处理过程中的各
个阶段, 均应确保有关的所有利益与相冲突的权利和自由始终保持公正的平衡。 《 数据经济
原则 ( 欧洲法律协会最终草案) 》 第 24 条亦明确规定, 应以比例原则审查基于保护公共利
益之目的而侵害私主体数据权利的正当性, 数据控制者的侵害或者第三方的合法利益应是必
要的、 适当的, 且与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成比例。 同时, 根据其第 19 条第 3 款与第 24 条第 3

款, 比例原则不仅被用于判断是否应当赋予人们一项数据权利或者施加一项数据义务, 也被
用于具体化或者限制数据格式、 处理模式、 时序、 数据安全、 有效行使权利所需的更多支持
 我国法律亦是如此。 《 民法典》 第 1035 条第 1 款明确规定: “ 处理个人

以及报酬的确定。

信息的, 应当遵循合法、 正当、 必要原则, 不得过度处理” 。 同时, 具有跨越公私法特色的
《 个人信息保护法》 也明确依据比例原则。 比如, 其第 6 条规定, 在处理个人信息时, 应当
“ 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 , “ 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 。 可见, 在个人信息
安全与个人信息合理利用之间的冲突问题上, 比例原则作为权衡方法并无公私法之别。
( 二) 成本收益分析还是比例原则?

有学者主张以成本收益分析取代比例原则。 依照其观点, 效率存在一阶效率与二阶效率
两个层次。 前者是指配置效益, 即物的配置状态给人带来的福祉, 属于法律追求的价值之
一; 而后者属于一种后设方法, 旨在当法学解释方法发生冲突或目的解释自身发生冲突时,
将一阶层次的效率、 自由等价值均化约为福利, 从而在权衡时以福利高低判断好处与坏处的
 相较于此, 比例原则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 比例原则

大小, 并选择净好处最大者。

作为法律教义, 没有借助数学上的比例概念获得任何客观性和确定性。 “ 不要用大炮打麻
雀” 以及 “ 禁止过度” 等常识性说法能够给决策者提供的指导十分有限, 而且, 对于 “ 合
理” “ 过度” 等的判断, 亦不够直观。 其二, 比例原则的认知框架会引导决策者进行残缺的
成本收益分析。 程序规范通常会限定和干扰实质合理性分析, 且审查结构会割裂本应通盘进
行的成本收益分析, 增加决策者受各类思维偏误影响的风险。
上述观点有待商榷。 一方面, 成本收益分析无法取代比例原则。 首先, 法学上的合比例
不同于数学上的精确比例概念。 法学作为规范科学, 不追求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所追求的客


观性和确定性。 而且, 成本收益分析自身也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这已为该批评者所承认。

其次, 若认为成本收益分析全面而比例原则片面, 则属于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误解。 比例原则
的运用以对个案进行整体权衡为基础, 要求法官对个案相关因素进行称重和评价性比较; 而
成本收益分析所依存的效率价值只是比例原则所欲权衡的诸多价值之一, 效率仅在作为法政














See ALI-ELI Principles for a Data Economy, ELI Final Council Draft, pp. 169-170.
参见王鹏翔、 张永健: 《 论经济分析在法学方法之运用》 , 《 台大法学论丛》 第 48 卷第 3 期 ( 2019 年) , 第
839-845 页; 张永健: 《 经济人的法经济学 vs 法律人的法经济分析———答贺剑教授等师友之书评》 , 《 “ 中研
院” 法学期刊》 第 27 期 (2020 年) , 第 306-313 页。
参见戴昕、 张永健: 《 比例原则还是成本收益分析: 法学方法的批判性重构》 , 《 中外法学》 2018 年第 6 期,
第 1523、 1527-1532 页。
参见戴昕、 张永健: 《 比例原则还是成本收益分析: 法学方法的批判性重构》 , 《 中外法学》 2018 年第 6 期,
第 15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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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时, 才会成为权衡因素。

另一方面, 二阶效率作为后设方法, 存在诸多局限。 首先, 效率只是民法所追求的诸多
价值之一。 既要作为运动员, 参加与其他价值的相互权衡, 又要变身福利, 作为裁判员在不
同价值之间作出判断, 难谓合理。 如果认为福利只是一种二阶价值, 那么, 该价值将无可避
免地与其他二阶价值发生冲突。 彼时, 又要陷入寻找三阶价值甚至更多层次的后设方法的困
境。 有论者认为, 只要以福利作为二阶的、 整合性的唯一价值, 就不会存在这一问题, 唯需
 然而, 二阶层次的后设方法作为裁判员, 其核心工作

讨论的只是应当选择福利还是其他。
 那么, 其本身就不

既然在于 “ 面对不同选择可能时, 提出一套评价选择的程序或标准” ,

宜成为价值, 而应当是一种客观中立的思维程式。 如此, 后设方法不仅可以跳出价值范畴,
扮演一个中立的裁判员的角色, 也可以为价值权衡提供可证伪的途径。 退而言之, 如果必须
 而且, 福利概念如

确立一个价值作为后设方法的依归, 那么, 正义或许比福利更为妥适。

何进入民法以及福利所承载的诸价值是否皆可成为民法所追求的价值等问题, 尚有待讨论,
何谈将福利作为整合性的唯一价值? 相比之下, 比例原则更适于成为后设方法。 其一, 比例
原则以形式原则的样貌呈现。 比例原则本身不预设任何实质性内容, 对于诸多相冲突的价值
而言, 其仅是中立的裁判员。 其二, 比例原则即为正义的体现。 关于亚里士多德 “ 正义即合
 其次, 二阶效率的正当性似乎需要借道比例原则。 已有学者

比例” 的论著, 已汗牛充栋。
 还需注意的是, 有论者为了论证经济分

指出, 二阶效率思维存在与比例原则相混淆之嫌。

析在法学方法上的运用, 透过比例原则的宪法位阶, 认为比例原则就是二阶效率的体现, 进
 可见, 二阶效率作为后设方法的独立性

而得出效率在法秩序中的运用具有正当性的结论。

令人怀疑。
退一步而言, 即使认可将二阶效率作为后设方法, 具体路径仍存在严重弊端。 正如有论
者所坦言的, 福利分析非常困难, 一因福利分析本身没有具体的操作步骤, 二因福利分析需
 私法规范中的权衡命令众多, 每一个法律适用者都可能

要多个不同领域的学者共同完成。

面对权衡作业。 若以福利分析作为权衡方法, 本身就是违背福利追求的。 福利分析将使法律
适用陷于难以想象的无效率境地。


























Vgl. Michael Stürner, Der Grundsatz der Verhältnismäßigkeitsprinzip im Schuldvertragsrecht, 2010, S. 330 ff. ; Hirschberg, Der Grundsatz der Verhältnismäßigkeit, 1981, S. 372.
参见张永健: 《 经济人的法经济学 vs 法律人的法经济分析———答贺剑教授等师友之书评》 , 《 “ 中研院” 法学
期刊》 第 27 期 (2020 年) , 第 310 页。
王鹏翔、 张永健: 《 论经济分析在法学方法之运用》 , 《 台大法学论丛》 第 48 卷第 3 期 (2019 年) , 第 856 页。
《瑞士民法典》 第 4 条正是如此规定: “ 依本法, 就具体情事或重大事由的认定, 法院得行使裁量权者, 法院
应依公平与正义原则, 裁判之。”
参见 [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 尼各马可伦理学》 , 廖申白译注,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第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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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页。
参见贺剑: 《 物权法经济分析的方法论之路———评张永健教授 〈 物权法之经济分析———所有权〉 及相关论
文》 , 《 “ 中研院” 法学期刊》 第 27 期 (2020 年) , 第 272-283 页。
参见王鹏翔、 张永健: 《 论经济分析在法学方法之运用》 , 《 台大法学论丛》 第 48 卷第 3 期 ( 2019 年) , 第
844-845 页。
参见张永健: 《 经济人的法经济学 vs 法律人的法经济分析———答贺剑教授等师友之书评》 , 《 “ 中研院” 法学
期刊》 第 27 期 (2020 年) , 第 313-3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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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比例原则与 《 民法典》 规范适用
如前所述, 作为权衡方法的比例原则贯穿于包括构造大前提、 形成小前提及涵摄在内的

整个法律适用过程, 在私法上自然大有可为。 下文聚焦构造大前提阶段, 结合 《 民法典》 规
范的不同形态, 分别作出说明。

( 一) 比例原则与基本原则

我国 《 民法典》 明确规定了基本原则, 这种立法技术为民法的内在价值体系建构提供

 亦为比例原则的适用提供了绝佳平台。

了实证法基础,

一方面, 比例原则为解决实证化的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冲突提供了权衡方法。 由于法律
原则蕴含最为抽象的理念和价值, 无法直接适用于个案裁判, 故需借助权衡, 使其向可适用
 因此, 对于内在价值体系的建构而言, 《 民法典》 列举民法基本原则只是第

的规则转化。

一步, 更重要的工作是处理原则之间的关系。 基本原则属于立法者所追求之最优化命令, 不
 《 民法典》 对基本原则的

仅彼此之间往往存在冲突, 而且单个原则内部也蕴含对立面向。



排列顺序并不昭示价值位阶, 因为价值 “ 不可能通过简单的、 固定的排序来解决冲突” 。

因此, 需通过权衡来解决价值冲突问题。

另一方面, 比例原则使实现尚未实证化的私法价值成为可能。 《 民法典》 关于基本原则

 不过, 外显的基本原则并未穷尽民法的

的规定被认为是 《 民法典》 内在价值体系的外显。

内在价值, 反而可能会限制人们对民法内在价值体系全貌的认识。 在比例原则的框架下, 在
具体个案中, 当可欲但未实证化的私法价值 ( 如 “ 信赖保护” ) 与 《 民法典》 所规定的基
本原则之一发生冲突时, 前者并不因其未实证化而当然让步于后者。 如果权衡结果显示未实
证化的私法价值胜出, 则其应得到优先实现。 在这一论证框架下, 法官可以遵循比例原则的
思维程序得到权衡结果, 避免 “ 方法上的盲目飞行” 。
( 二) 比例原则与概括条款

 故

概括条款是具备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的法律规则, 但其核心内容由价值概念构成,

非具体化无以适用。 不过, 在构造大前提阶段, 概括条款的权衡环节不同于基本原则的权衡
环节。 概括条款是规则, 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得到适用, 只要构成要件被满足, 就确定地发
生法效果, 故权衡发生于判断构成条件是否被满足这一环节; 而基本原则以或多或少的方式
得到适用, 即使适用条件具备, 也不会被完全适用, 而是开启与其他相冲突原则的权衡过
程。 此外, 在适用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时, 法官面临不同的负担和风险。 在适用基本原则
时, 法官有义务提出一个一般性的具体规则, 并说明从基本原则到具体规则的推导过程; 而



















参见谢鸿飞: 《 后 〈 民法典〉 时代的中国民法学: 问题与方法》 , 《 社会科学研究》 2021 年第 1 期, 第 11 页。
参见于飞: 《 民法基本原则: 理论反思与法典表达》 , 《 法学研究》 2016 年第 3 期, 第 92 页。
参见易军: 《 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脉络》 , 《 法学研究》 2018 年第 6 期, 第 56-59 页。
谢鸿飞: 《 后 〈 民法典〉 时代的中国民法学: 问题与方法》 , 《 社会科学研究》 2021 年第 1 期, 第 11 页。
参见方新军: 《 内在体系外显与民法典体系融贯性的实现: 对 〈 民法总则〉 基本原则规定的评论》 , 《 中外法
学》 2017 年第 3 期, 第 577-580 页。
Vgl. Anna Röthel, Normkonkretisierung im Privatrecht, 2004, S.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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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用概括条款时, 法官无此义务, 其只需结合个案情况, 通过权衡具体化概括条款所包含
的价值概念, 判断构成要件是否被满足。
( 三) 比例原则与价值概念

除了概括条款, 在其他包含价值概念的法律规则中, 亦有比例原则的运用空间。 在构造
大前提阶段, 对于构成要件中的价值概念, 法官应充分结合规范目的及个案情形对概念进行
价值填充, 从而使案件事实得以涵摄。 如果规则的法效果部分包含价值概念, 亦需进行权
 换言之, 一个规则只要包含价值概念, 就需在权衡后方得适用。

衡, 方能得出结论。

这里以 “ 履行费用过高” 规则的适用为例, 作具体说明。 《 民法典》 第 580 条第 1 款第

2 项规定: “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 对方可以请
求履行, 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 ( 二) ……履行费用过高。” 据此, 若债务人违

约, 则债权人可以请求其继续履行约定, 以实现给付利益, 这是有约必守原则的要求所在。

但是, 当 “ 履行费用过高” 会给债务人带来不可忍受的不利益时, 若继续履行约定, 将违背
利益均衡原则。 那么, 对于个案情形是否满足 “ 履行费用过高” 要件, 需进行合比例审查。
第一步, 债权人不可以请求债务人继续履行约定, 这旨在保护债务人利益。 由于过高的履行
费用将使债务人陷于不公平的境地, 会使合同安排的利益均衡被打破, 故债务人此时应当得
到额外保护。 这一步具备目的正当性。 第二步, 应允许债务人不继续履行非金钱债务, 以避
免其花费过巨, 这有助于保护债务人利益及保持双方利益均衡。 这一步具备适当性。 第三
步, 应查明是否存在其他同样能够实现债权人给付利益且对债务人损害更小的违约责任承担
方式。 如果其他违约责任承担方式能够实现债权人给付利益且对债务人损害更小, 则债务人
适用 “ 履行费用过高” 规则之主张符合必要性要求。 第四步, 应比较个案中的债务人利益与
债权人利益, 判断何者更值得保护。 根据权衡法则, 有约必守原则的受损害程度越高, 利益
均衡原则被满足的重要性就越大。 对此, 可将相关参数代入重力公式进行计算。 设使有约必
守原则的受损害程度为 I i , 抽象重力为 G i , 认知确定性为 S i , 利益均衡原则的重要性程度为
I j , 抽象重力为 G j , 认知确定性为 S j , 则可将三组变量的相关关系以重力公式表示为: G i,j =
I i ·G i ·S i / I j ·G j ·S j 。

其中, 受损害程度和重要性程度分为轻、 中、 重三种度量值, 并被分别赋值 2 0 、 2 1 、

2 2 ; 认知确定性分为确定的、 可成立的、 非明显错误的三种认识论度量, 并分别被赋值 2 0 、
2 -1 、 2 -2 。 如果 G i,j 大于 1, 则利益均衡原则对有约必守原则的损害就是不成比例的; 否则,
该损害就是合乎比例的, 债务人即可主张 “ 履行费用过高” 规则的适用。 在 “ 新宇公司诉
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 案中, 债务人履行费用为 6 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价款, 债权人
 首先, 有约必守原则的受损害程度 I 较轻, 故可以

利益为 22. 5 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价款。
i

被赋值 2 0 ; 而利益均衡原则的重要性程度 I j 较重, 故可以被赋值 2 2 。 其次, 应确定有约必守
原则与利益均衡原则的抽象重力。 原则的抽象重力不依赖于具体个案, 其赋值毋宁应当根据
该原则在各个法秩序中的位阶而定。 有约必守原则是意思自治原则的当然结果, 在大陆法系







参见 [ 德] 卡尔·拉伦茨: 《 法学方法论》 , 陈爱娥译,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第 156 页。
参见 《 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6 年第 6 期, 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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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其分量重于其他原则, 故对 G i 赋值 2 2 ; 而利益均衡原则是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
在合同内容上的体现, 故 G j 至少应当被赋值 2 1 。 再次, 有约必守原则的经验确定性程度 S i

及利益均衡原则的经验确定性程度 S j 均为 2 0 。 最后, 应将以上赋值代入重力公式, 得到 G i,j
= 1 / 2。 因此, 在该案中, 利益均衡原则的重要性程度可以证成对有约必守原则的损害, 债

务人利益更值得保护。 据此, 新宇公司可以主张适用 “ 履行费用过高” 规则, 冯玉梅不得请
求其继续履行约定。

( 四) 比例原则与法律解释及漏洞填补

对于其他不包含价值概念的法律规则而言, 比例原则仍有用武之地。 就像在基本原则、
概括条款及价值概念的具体化过程中那样, 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 也存在某种程度的评价空
间。 由于文义、 体系、 历史与目的等解释标准不存在固定次序, 故在原则上, 于实践中应一
并对各解释标准作出考量, 而且, 在每一件具体案件中, 均需重新将它们相互对照, 再作出
 一方面, 比例原则可以辅助法律规则的解释。 例如, 《 民法典》 第 634 条第 1 款规

权衡。

定: “ 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数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 经催告后在合理
期限内仍未支付到期价款的, 出卖人可以请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 从目的
解释上看, 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已构成违约, 基于保护出卖人利益的考量, 可赋予出卖人
解除权。 但除了解除合同之外, 保护出卖人利益的手段还包括要求买受人继续履行约定以及
其他补救措施, 且出卖人直接解除合同相较于其他手段而言对买受人会造成更多损害, 故该
条规定了出卖人的催告义务, 且出卖人的解除权之成立以经过催告且买受人在合理期限内仍
未履行约定为必要。
另一方面, 比例原则亦可用于法律漏洞填补。 设使某项规则之可能文义已包含某类案件
事实, 但依其规范意旨不应适用于此, 则有必要增加一个构成要件以限缩其适用范围。 于此
情形中, 即可运用比例原则进行目的性限缩。 例如, 在分期付款催告要件明文化的前 《 民法
典》 时代, 一则案例颇为典型。 买受人与出卖人约定分十期偿还价款, 每期付款须在中午

12 时前完成。 买受人如约清偿前八期价款后, 因银行业务繁忙, 第九期价款延误半小时偿
还。 出卖人在未因此产生任何损失的情况下, 仍以买受人迟延履行为由而拒绝受领第九期价
 《 合同法》 第 167 条第 1 款规定: “ 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

款, 并要求买受人偿还全部价款。

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 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
解除合同。” 在此案中, 买受人迟延交付第九期价款, 且未支付的到期价款的金额为全部价
款的五分之一, 已满足该条款规定的构成要件。 因此, 出卖人的主张看似于法有据。 但以比
例原则分析之, 出卖人的合同目的在于买受人全部债务之清偿, 该目的为当事人所约定且合
法有效。 这是目的正当性审查的内容。 赋予出卖人解除权的确有助于实现合同目的。 这是适
当性审查的内容。 但除解除合同之外, 同样有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还包括使买受人就违
约所造成损害承担赔偿之责并继续履行合同。 在此案中, 买受人所须负担的违约损害赔偿费







参见 [ 德] 卡尔·拉伦茨: 《 法学方法论》 , 陈爱娥译,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第 199-200、 219-222 页。
参见施启扬: 《 民法总则》 ,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377-378 页。 亦有学者以比例原则分析该判例, 旨
在判断权利行使是否超出正当界限。 参见郑晓剑: 《 比例原则在现代民法体系中的地位》 , 《 法律科学》 2017
年第 6 期, 第 106 页。 但在现行法下, 比例原则于此更多地发挥漏洞填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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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远少于剩余两期债务, 故令买受人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方案对其损害较小, 而直接赋
予出卖人解除权的方案则较之过于严苛。 这是必要性审查的内容。 据此, 买受人履行迟延并
未使出卖人的合同目的落空, 买受人迟延履行并未导致出卖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不构成
《 合同法》 第 94 条第 4 项所规定的根本违约, 也就说, 不存在出卖人之解除权。 根据 《 合同
法》 第 94 条第 3 项的规定, 出卖人解除权之存在以经过催告且买受人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

行约定为必要条件。 但是, 《 合同法》 第 167 条第 1 款未规定催告要件, 对买受人过于严苛,
故应认定此规定存有漏洞。 这是均衡性审查的内容。 基于此, 《 民法典》 第 634 条增加了催
告要件, 从而实现了出卖人利益与买受人利益之间的合比例状态。 法律规则的解释与漏洞填
补均非借形式逻辑就可以解决, 而需诉诸法律目的或规则所承载的评价。 因此, 法官不能仅
凭主观判断任意作出决定, 而应以比例原则为指导, 进行价值导向的、 目的论的思考, 从而
使判决理由更具实质说服力。

有鉴于此, 比例原则应成为 《 民法典》 规范适用中的普遍方法。 正如维亚克尔所言, 比

 就私法而

例原则是以十分不同的密度 ( Verdichtungsgrad) 贯彻于整个法领域的普遍准则。

言, 其密度大小受到 《 民法典》 规范中权衡命令多少的影响, 即价值概念、 概括条款及基本
原则越多, 比例原则的适用越多。 同时, 其他法律规则的解释与漏洞填补过程中的合比例审
查也进一步佐证了比例原则于私法中的普遍性。

结

语

比例原则能否普遍适用于私法? 实际上, 这是民法方法乃至整个法学方法论研究领域的
重要议题。 从比例原则的双重面向来看, 即便作为实体规范的比例原则具有一定程度的领域
特征, 但这也只是将比例原则运用于不同法领域的结果。 在认识比例原则时, 不能局限于
此, 而应当剥离附加其上的所谓公法性质, 回归权衡方法的本质。 比例原则作为权衡方法,
源于利益法学的利益冲突思想, 又借助评价法学的发展而逐步完善, 被誉为 “ 法学成长迟到
 比例原则直面法学方法论研究长久以来关注的价值判断问题, 不仅将法律适用

的成熟” 。

过程中的主观因素予以呈现, 更提供了一套理性的权衡方法, 从而确保了司法权衡的稳定性
与可预测性。 因此, 比例原则不仅没有公法与私法之别, 更不能为成本收益分析所取代, 而
应当成为 《 民法典》 规范适用的普遍方法。 比例原则不仅能够使 《 民法典》 规范得到更为
科学的运用, 而且可以推动民法的价值体系与逻辑体系的进一步构建和完善。

这种观察视角并非 “ 把合比例性的思想放在更加具体微观、 实际操作的层面上来实现,

 恰恰相反, 它是合比例正义的具体体现。 二者分别处于

降低了比例原则应有的普适性” ,

实践与理念的层面, 共同指导法秩序的正常运行。 借此, 比例原则便得以跳出特定法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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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缚, 既能够实现自身的范式转型, 又能够为法学方法论的发展提供重要契机。

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has dual aspects, which are substantive norms and

methodological norms. The former is presented as written and unwritten forms, which has a binding
force in positive law; the latter is still at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 and needs to be based on the balancing - orders contains by concepts consist of value, general clauses and basic principles. The method-

ological aspect of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s oriented to a broad German - style balancing. It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an auxiliary tool for normative application to a general method in
private law. It is a product of the matur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balancing in the period of Val-

ue Jurisprudence. The essence of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s the method of balancing, which
aims at balance all conflicting interests and values.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law, nor can it be replaced by cost - benefit analysis. In the application of Civil Code norms,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as the method of balancing can be used to concretize basic principles,
general clauses and value concepts, and can also assis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other legal rules and
the filling of loopholes.

Key Words: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Substantive Norms; Methodological Norms;

Method of Balancing; Application of Civil Code 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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