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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行政法判例与学说”为题展开讨论。由于行政法不存在总则性的规定，因此判例与学
说对于行政法理论的形成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判例和学说之间的关系，行政法领域既有
针对个别论点所展开的讨论，也存在概观性的反思。
追溯过往，早在１９８５年，作为本学会会员的原田尚彦教授和室井力教授就曾分别在学会作了
题为《行政判例的变迁与探讨》和《公法中的判例与学说》（发表于《公法研究》第４８号）的报告。前
者讨论了现代型行政诉讼中存在的问题，后者则关注基本人权和民主主义等相关问题。两篇论文
均指出了判例和学说之间存在脱节的情况。而上述所言的脱节，在当下无论是得到了缓解还是有
所加剧，至少依然继续存在。〔１〕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法务研究科教授。本文日文原稿参见久保茂樹「行政法判例と学説」日本公法学会『公法
研究』第六十六号（有斐閣），二一二—二二四頁。【为了避免日文汉字与中文汉字的混乱，本文在全部注释中的日
文部分添加了下划线。】
 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１〕 就行政诉讼判例和学说的对立，在此之后本学会进行了多次讨论。公法研究五二号（一九九○年）、同六
三号（二○○一年）参照。
当然，判例与学说的脱节也并非是行政法所独有的问题。其他部门法领域的研究可参见ジュリスト七五六号
（一九八二年）、法学教室一○○号（一九八九年）的各特集。前者收录了原田尚彦「行政法における学説と実務」，
后者收录了三辺夏雄「行政法における判例と学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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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也将研究聚焦于判例与学说脱节的问题，同时鉴于该问题又往往与“行政法解释”这一主
题密切相关，因此本文的考察重点将会对于判例和学说两者的解释方法和思维方式进行对比。本
文结构如下：（一）对于战前至今有关判例和学说二者之间关系的变迁作概览性的梳理；（二）相对
较新的两个论点———判例中的民法思维；以及（三）原告资格“缓和”的判例；（四）在（二）、（三）的
基础上，对判例和学说在进路上的不同进行讨论。

二 、判例与学说关系的变迁
（一）判例与学说———相互作用及法文化
与在其他实定法领域一样，在行政法学中，判例与学说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功能。一般来
说，判例的作用在于运用公权力解决现实中发生的纠纷，并通过确立面向将来的纠纷解决标准确
保法的安定性；与之相对，学说的作用则重在实现知识的创造、体系化以及传承，从而为审判实务
提供准则并为立法改革指明方向。〔２〕 因此，即使就同一对象进行法解释时，判例思维着重于实现
结论的妥当性及保障法的安定性，而学说思维则更为侧重于实现学问的先进性以及理论的一
贯性。
从这一视角而言，判例和学说在法解释上确实会存在不同，而这种不同正是由其各自的性质
所决定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法解释上确实会存在不同这一前提下，判例和学说又会相互影响，进
而对可预期之未来的法律发展产生久远的影响。
判例和学说相互作用的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各有特点。例如在法国，由于法国行政法的主要原
理都是在判例法的主导下所形成的，因此学说的作用主要在于为判例所创造的法提供理论上的说
明。〔３〕 鉴于此，学说研究的主流就是对判例进行分析，即使要批判，该批判也多是在既存判例法
的路线内所做出的。〔４〕 由此可以认为，法国的法文化应属于判例主导型。而类似的法文化在英
美法系这样的判例法国家就更为常见。
与之相对，在我国的行政法学中，传统学说一直发挥了很大作用。日本自明治时期开始就借
由学说的引入而继受了德国行政法的诸多内容，另一方面，战前的行政判例又基于严格的列记主
义而不作充分展开，也就是说学说主导了日本行政法的形成。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形成了学说主
导型法文化，也就是由学说基于独立的立场对于法进行讨论。〔５〕 而日本真正开始对学说和判例
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则始于战后日本国宪法下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
（二）战后行政判例的作用
以前文所提及的原田教授论文为代表的诸多研究成果都对战后行政判例的变迁进行了梳理，
在此不再重复。本文仅就战后行政判例的作用以及判例与学说之间关系中的两、三个小点进行
展开。
首先必须要指出的是，战后的行政判例基于不同角度针对传统学说中的特殊公法理论，提出
竹下守夫「民事訴訟における学説と実務」民事訴訟法雑誌四六号（二○○○年）二○頁参照。
法国行政法中判例与学说的相互关系，参见兼子仁『現代フランス行政法』（一九七○年）一頁以下、橋本
博之『行政法学と行政判例』（一九九八年）、同『行政訴訟改革』（二○○一年）一六七頁以下。
〔４〕 兼子·前掲書二三―二五頁。
〔５〕 例如，美濃部達吉『行政法判例』那篇著名的序言（大正 １４年执笔）指出，当时的学说充满了不满足于判
例的危机感。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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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诸多值得重新思考的点。〔６〕 虽然在有关公法私法的区别以及特别权力关系等领域，判例并没
有呈现出一贯性和明确性，但是其有别于既有理论的做法也为战后新的学说潮流提供了绝好的讨
论素材。〔７〕
第二，与上述论述相关联的，判例一改以往概念演绎的进路，而多是采取利益衡量以及现实主
义的视角对于已有的理论框架进行修正。〔８〕 行政裁量的相关判例不再纠结于传统学说中的羁束
行为与裁量行为的二分论，而是立足于二者的相对化，开启有关裁量逾越和裁量滥用的讨论。另
外，就行政行为无效的原因，相较于原有的重大明显说，判例更倾向于采取利益衡量的进路（最判
昭和４８．４．２６）。
第三，战后的行政判例还就传统学说未涉足的新兴问题进行了讨论，从而推动了行政法学的
新发展。其典型是在行政程序领域，判例在制定法准据主义的基础上，推动了正当程序理论的产
生，而这一成果已体现于现行的《行政程序法》中（最判昭和４６．１０．２８，最判昭和５０．５．２９等）。不仅
如此，判例还对于法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创设作用。举例来说，判例创设了政策变更中的信赖利
益保护理论（最判昭和５６．１．２７）、行政指导的界限理论（最判昭和６０．７．１６）等。此外在下级审判中，
尽管判例没有做出像上文那样的开创性贡献，但其也对学说产生了重大冲击。著名的判决例如个
人出租车判决（东京高判３８．９．１８）、日光太郎杉判决（东京高判昭和４８．７．１３）、药害等涉及的规制权
限不行使责任的判决（东京地判昭和５３．８．３等）、预防接种损害涉及的国家补偿责任判决（东京高
判昭和５９．５．１８ 等）等。在上述事件中，同样也可以发现判例和学说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调
关系。
综上可以认为，战后的行政法判例结合战后新的行政法学说，共同推动了日本战后行政法学
的发展。而另一方面，自昭和四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民事禁止诉讼的限制、处分性／原告资格／诉
的利益等严格诉讼要件的设定、广泛行政裁量权的确认等，行政诉讼领域中判例的僵化现象也逐
渐出现。大多数学者一般认为，上述现象是由于判例对于现代性诉讼的不适应所导致的。〔９〕
然而，判例与学说之间的对立和脱节并非是行政诉讼领域所独有的。以裁量权界限为代表，
判例与学说在实体法上甚至出现了一些观点上的严重对立。〔１０〕 然而在现代，当与学说关系不大
的判例开始主导法的形成时，过去的学说主导型法文化已逐渐丧失影响力。在去年的学会上，高
木光教授针对“怎么说也不听的法官”这一现象指出，学说确实陷入了“疲于解释”的状态，〔１１〕但是
这一状态也是由于学说和判例之间欠缺本应有的健全的“对话”所导致的。从另一方面说，该状态
也与审判实务的现有状态密不可分，以下就这个观点进行展开。
（三）审判实务与学说的脱节
相较于以前，行政法学说在当今审判实务中的影响力确实已大大减弱。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通过战后半个世纪的累积，行政判例在很大范围内已经相对成熟。在判例成熟的领域，
即使存在非常优秀的学说，法院在审判的时候也还是会优先尊重已有判例，而不再过多关心该领
域内学说的发展。当然，此时有必要对于判例的意义和射程进行反思，但是即便如此，学说能够起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参照。

田中二郎「行政法における判例の意義」別冊ジュリスト·行政判例百選（新版）六頁以下参照。
就公法和私法区别的相关判例分析可参见塩野宏『法治主義の諸相』（二○○一年）六九頁以下。
就这点可参见園部逸夫『裁判行政法講話』（一九八八年）中所列的判例及解读。
原田·前掲報告一三○頁参照。
室井·前掲報告一三八頁以下参照。
高木光「司法の現状分析———公法学の影響———行政訴訟———」公法研究六三号（二○○一年）一○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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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作用依然不大。毕竟在日本实务界，遵循先例有着支配性的地位，当下级审判存在着强烈的
追随已有判例的倾向时，学说能起到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１２〕
第二，随着行政判例的不断累积，法院自身也开始积极着手进行判例的收集、分析以及体系化
等理论活动。〔１３〕 实务理论活动已成为当下行政审判实务工作不可欠缺的一部分。然而遗憾的
是，大多数的实务理论仅限于对判例进行整理和解读，除了少数调查官所做出的解读外，一般来说
其并不能如学说那样形成宽广的视野。由于实务理论基本以判决内容为前提，因此其多仅对判决
中的法律判断进行讨论，而缺乏对于超越判例内容的问题的讨论以及对判例本身的反思。〔１４〕 尽
管保障判例的柔韧性发展是学说与其进行“对话”的必要前提，然而事实上，学说与实务在理论层
面几乎没有任何交流。〔１５〕
第三，在行政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行政案件的处理会受到法官对于行政法的熟悉程度、法院体
制等因素的影响。然而从事行政审判的法官，又并非都接受过完整充分的行政法教育，因此在很
多时候也并不能很好地处理行政案件。〔１６〕 实践中，很多审理行政案件的法官还需要处理大量的
民事案件，确实也没有时间去充分研究学说。最高院的调查官倒是对于学说有一定了解，但如果
下级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并未作充分讨论，最高院此时介入可能会造成种种影响。
以最近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件为例。在宝冢市弹珠店等的规制条例事件的上诉审判决（最
判平成１４．７．９民集５６卷６号１１３４页）中，自治体基于条例的规定下令停止施工，然而对方并不停
止，自治体由此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停止。最高院以“国家或者地方公共团体作为专门的行政权
力主体，在对国民提起诉讼要求其履行行政上的义务时，该诉讼不符合裁判所法第３条１项所规定
的法律上的争讼”为由，认为该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将停止施工这一民事执行问题提升到是否
属于“法律上的争讼”高度，此前的学说和判例中都从未有过，更没有进行过任何深入的讨论。〔１７〕
暂且不论该案结论是否合适，但是本案中关于 “法律上的争讼”这一事关司法权基础的根本性问
伊藤正巳『裁判官と学者の間』（一九九三年）四三頁以下指出，日本法院尊重先例的思维方式，甚至比判
例国家更加明显。另外，就水害诉讼和原告资格的判断，也有实务人士认为下级法院过于强调尊重最高法院的判
决。谷口正孝『裁判について考える』（一九八九年）八八、九四頁、岩淵正紀『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民事編平成元年
度』三一頁等参照。
〔１３〕 『行政事件訴訟十年史』（一九六一年）的发行可谓是划时代的大事，其和最高院判决调查官解读一起，成
为了解行政判例动向所不可或缺的资料。另外，还有面向实务家的解说书和论文［例如最近的司法研究报告书『行
政事件訴訟の一般的問題に関する実務的研究』（一九九五年）］，以及不定时就重要论点召开法官会议后并经过编
集、发布后所形成的资料等。即使对外国法的研究，也不再是学说所独占的领域了 （園部逸夫 『最高裁判所十年』
（二○○一年）三一二頁以下参照）。
〔１４〕 “撤销诉讼＝公权力排除诉讼”的观点可以说是实务理论和学说缺乏“对话”的典型。该理论以较早期的判
例为基础形成，而实体公权力概念的思维方式也早被当下学说认为已过时。但是实务书中却根据这一理论赋予了第
三人原告资格。（前掲「行政事件訴訟の一般的問題に関する実務的研究」一○七頁）但是由于第三人的原告资格与
公权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上述论述显得非常勉强。阿部泰隆『行政訴訟要件論』（二○○三年）一九八頁以下。
〔１５〕 尽管也可以通过召集学者和法官一起进行演讲、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让法官和学者交换意见从而实现学
说和实务的交流，但是这样的机会毕竟不多（后者例如「行政訴訟判例展望」ジュリ九二五号、前掲『行政手続法逐
条研究』）。
在本学会中由在职法官进行报告和发言的场合也非常少，现在几乎可以说没有。而在法国，在和行政法无关
的研究集会（ｃｏｌｌｏｑｕｅ）中，大学的研究者和行政法官作为报告者交换意见的场面非常常见。尽管确实存在法文化
上的差别，但是考虑到法的形成必然要借由理论和实务来共同推动，日本的现状可以说并不正常。
〔１６〕 濱秀和「実務を通じてみた行政訴訟制度の問題点」公法研究五二号（一九九○年）一八○頁。
〔１７〕 作为例外，大阪高判昭和六○．一一．二五判時一一八九号三九頁直面了这一问题，并认为可以提起民事
诉讼。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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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没有经过下级审和学说反复慎重的讨论而由最高院一小法庭直接做出了决定。从这点可以看
出，当今判例的形成确实暗藏着一些严重的问题。

三 、判例的民法思维与学说
（一）民法思维

在就判例与学说的思维方式进行比较的时候，近年来常被提及的是判例中所呈现出的民法思
维倾向。当然，这里所涉及的民法思维的内容究竟为何，也存在不同的学说。〔１８〕
例如阿部泰隆教授认为，现行行政诉讼法虽然仍保存着一方具有公法／公权力上优越性的观
念，但由于该法其他方面依赖于民事诉讼的基本构成，这使得基于民事诉讼法而产生发展的行政
诉讼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会妨碍行政救济的实现。〔１９〕 这不仅体现在管辖范围、举证责任、诉讼类型
的选择等方面，在处分性、原告资格等问题上也是同样，在行政诉讼中引入民法上的权利义务观念
可能会导致不恰当的民事诉讼思维模式，形成类似民事诉讼的行政诉讼观念。阿部教授同时指
出，战后行政法学中官权优位的思想也可能会使得行政法本应有的特性无法被很好呈现，而这又
进一步助长了法官的民法思维模式，进而将行政法推入更为贫瘠的深渊。〔２０〕
从上述梳理中可以看出，民法思维模式会遇到的主要问题在于，对行政法进行解释的时候究
竟应在多大程度上承认行政法的特殊性。这一问题虽然不能作为连接判例和学说的桥梁，但是现
实中，相较于探求行政法特性为使命的学说而言，沉浸于民法的法官确实更倾向于采用民法思维
模式进行判决。〔２１〕
可以看出，阿部教授的上述观点主要是围绕于行政诉讼的制度设计和运用等问题所做出的，
而最近桥本博之教授的研究则是以解释方法论为中心就民法思维的问题进行了阐述。笔者对此
则更为关注。〔２２〕 以下就以桥本教授的研究为线索，以判例特有的思维方式就民法原理及民法的
利益衡量等问题进行展开。
（二）民法理论还是行政法理论？
根据桥本教授的观点，判例的民法思维往往出现在结构化解释无法很好运作的领域。〔２３〕 也
就是说，在法律条文齐备且通过条文解释能体现法制度结构的领域，学说和判例之间在解释上不
会存在太大的差异。暂且不论上述观点是否正确，但在基于条文解释无法解决从而不得不借助于
除本文提出的问题外，审判实务中偏重实体审查这点也被认为属于民事进路或者说民事思维模式。小
早川光郎編『行政手続法逐条研究』（一九九六年）一○八、一○九頁。
〔１９〕 阿部泰隆「行政訴訟の基本的欠陥と改革の視点」公法研究五二号（一九九 ○ 年）一三八頁以下（同收录
『
于 行政訴訟改革論』（一九九三年）一頁以下）。
〔２０〕 阿部泰隆「基本科目としての行政法·行政救済法の意義（一）」自治研究七七巻三号（二○○一年）九頁
参照。
〔２１〕 园部教授指出，由于战后行政诉讼的改革，由本来仅审理民事案件的司法法院来合并审理行政案件。因
此在处理行政案件时，就可能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其一是将行政诉讼法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部分的民诉
志向型思维，其二则是强调行政诉讼独立性的行诉志向型思维。这里显然就是第一种思维模式。［「現代行政と行
政訴訟」公法研究四五号（一九八三年）一四五頁以下。同收录于『現代行政と行政訴訟』（一九八七年）。］
〔２２〕 橋本博之「行政実務と行政法学説」『行政法の発展と変革·上巻』（二○○一年）三六一頁以下参照。
〔２３〕 橋本·前掲三六四頁。 就 “结构化解释 ”，参见塩野宏 「行政法と条文 」『法治主義の諸相 』（二 ○○ 一
年）三二頁以下。盐野教授的论文指出，最高院的行政判例中经常适用“结构化解释”，从而说明在行政法解释中法
的结构解释的意义。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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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性的思维模式进行解释的领域，判例和学说二者在自身思维方式上的不同特点就会被鲜明呈
现。法的一般原则的适用就是非常典型的领域。正如笔者所指出的，这一领域的判例有着强烈的
适用民法基本原理的倾向，而对于法治主义理论、行政行为理论及其整合等则并不十分关注。
不仅如此，在法的一般原则中，行政法还有其独有的法律原则存在，例如信赖保护原则。如果
一律适用民法法理，则甚至可能会产生与行政法理论相对立的结果。
例如在著名的由于不良债权而引发纳税返还的案件中 （最判昭和 ４９．３．８ 民集 ２８ 卷 ２ 号
１８６页），尽管最高院指出“基于之后发生的不良债权而做出溯及既往的课税处分当然是违法且无
效的，应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对于课税处分的效力做出限制”，然而却实际上认可了不当得利的返
还。基于既有学说，此处应该适用行政行为论（对之后发生之事所做出的处分无效、公定力的范围
论等）的内容，但是判例却并未秉承该理念，而是将行政行为论看作是另一次元下私法原理的扩
张。尽管上述判例确实适用了民法思维模式，然而如果考虑到法的一般原则也已经包含了行政法
原则以及不当得利返还在法理上存在普遍性等，此案也不能百分百说就是适用了与行政法原理完
全不同的民法原理。〔２４〕
另一个著名的案件是铁桩撤去案件（最判平成３．３．８民集４５卷３号１６４页）。判例认为撤去铁
桩是“不得不做的紧急措施”，因此根据 “民法 ７０２ 条 （紧急避险）的法意”判决认可这一费用的支
出。尽管直至今日该判决也并不被认为违反了法治主义原则，但是此处援用民法理论却未免让人
感觉唐突。笔者认为，上述事件适用紧急避险理论并不合适，将其作为公物管理的问题也许更为
妥当。如果这样的话，今后学界可以通过对公物法理论的研究，为判例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２５〕
对于具体案例的讨论到此为止，仅基于上述两个例子就能看出，就法的一般原则而言，判例和
学说确实在立场上有着微妙的不同。至于说是否有向民法法理倾斜，则还是要基于各个问题类型
分别进行评价。
（三）法治主义思维与民法思维的对立
判例中采取民法思维模式的典型，就是有关国家赔偿法第１条第１项中的违法性问题。在类
似学校事故那样不存在明示行为规范的案件中，判例往往会就教师的注意义务、损害以及行为样
态等相关关系等进行考察从而得出结论。而学说在处理上述事件时，则一般不会采取民法的判断
方式，而是基于比例原则等不成文规范，在行政的行为规范限度内做出判断。
与之相对，即使在处分要件非常明确的场合，最近也有判例认为违反处分要件并不直接构成
国家赔偿法第１条第１项中的违法，从而有扩大职务行为基准说进路的倾向。在著名的奈良税务
署上诉审判决中（最判平成５．３．１１民集４７卷４号２８６３页），法院判决认为，“尽管税务署长在所得
税更改中认定的所得金额过大，但这并不直接构成国家赔偿法第１条第１项中的违法，就税务署长
搜集资料以及在此基础上就课税要件事实所作的认定、判断而言，只有认定其并未尽到职务上通
常应该尽到的注意义务而胡乱更改时，才符合上述规定”。〔２６〕
根据本案调查官的解读，国家赔偿诉讼中的违法性是指，“基于究竟应由谁来承担损害填补的
责任才是公平的这一出发点，对行政处分的法要件以外的诸多要素进行综合判断。国家赔偿诉讼
民法和行政法就法的一般原则在进路上的比较，可参见宇賀克也、大橋洋一、高橋滋編『対話で学ぶ行政
法』（二○○三年）一九頁以下（中田裕康 ＆ 大橋洋一）。
〔２５〕 橋本·前掲三七○頁评论认为，“使得向行政法通则上法概念的向心力变得稀薄化”，为了提示结构性解
释的边界领域上的解释论而让法结构化，这要在学问上追问指出“行政法通则上的概念”。
〔２６〕 国家赔偿法中违法的判断，在住民票亲属关系记载事件的上诉审判决（最判平成一一·一·二一判例時
報一六七五号四八頁）中也有类似判断。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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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违法性与行政处分效力要件中的违法性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后者主要考量对他人造成损害的
行为是否在法律所容许的范围内，也即行为规范的违反性”。〔２７〕
尽管在违反行为规范的问题上上述观点与相关关系说在立场上有所不同，然而从该观点将国
家赔偿法中的违法性要件与行政处分违法性要件相分离、并为利益衡量预留较大空间等方面，可
以认为该观点更加偏向于民法思维。
当然，学说中也有观点赞成将违法性相对化。〔２８〕 如今，出于重视国家赔偿制度的违法性统制
机能，不少学说都对于上述判例中就违法性的理解进行了批判。国家赔偿制度并不仅是单纯的损
害填补制度，其也应具有与行政诉讼法相同的确保法治主义实施的功能。而在实践中，判决对于
违法性的认定确实也能起到纠正行政活动的作用。〔２９〕
在国家赔偿法第１条所涉及的领域，判例的民法化思维会使得国家赔偿制度发生变质，这也
是重视法治主义的学说对此不满的原因之一。

四 、原告资格的“缓和”判例和学说
本文的最后将对于最近判例中涉及的原告资格的“缓和”政策进行讨论。对于原告资格的判
断标准，判例呈现宽松化的倾向，而判例的立论基础“法律保护的利益说”与学说大多支持的“法律
上值得保护的利益”实际上非常类似，〔３０〕然而这不代表着今后判例与学说之间的对立就能够得到
消解。以下就以判例解释方法中所存在的问题为中心展开论述。
（一）原告资格“缓和”的现状
众所周知，最高院通过新泻机场事件等一系列判决，对于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做出了放宽。
当下，行政法规是否包含着应将不特定多数者的利益作为个别的利益来进行保护，存在以下观点：
１．基于“该行政法规的宗旨、目的以及保护利益的内容、性质等”来进行判断 （文殊核电站事件）；
２．而且这一判断，“不仅仅包括处分所依据的法规，也包含相关联的法规”（新泻机场事件）。
尽管判例仍然坚持“法律保护的利益说”，但实质上其与“法律上值得保护的利益说”二者之间
在方法上的对立已经大部分得到了消解。〔３１〕 然而，之后判例有显著进展的也仅限于有关人的生
命、身体安全等案件，〔３２〕在环境利益及消费者利益等案件中，判例对原告资格的扩大依然持消极
态度。
例如在弹珠赌博店营业许可案件中，最高院基于对风俗营业取缔法的立法目的和设定许可基
准规定进行解释，认为该法存在保护周边住民个别利益的目的。同时，法律规定限制风俗业在住
井上繁規『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民事編平成元年度』三七七頁。
将国家赔偿的违法性建立在填补损害的必要性、公平性上的相关学说可参见遠藤博也 『国家補償法上
巻』（一九八一年）一六二頁以下。
〔２９〕 代表性学说参见宇賀克也『国家補償法』（一九九七年）四二頁以下。
〔３０〕 藤田宙靖『行政法Ⅰ·総論（第三版再訂版）』（二○○○年）三九一頁以下参照。
〔３１〕 小早川光郎「抗告訴訟と法律上の利益 · 覚え書き 」『政策実現と行政法 』（一九九八年 ）四三頁以下
参照。
〔３２〕 参见① 最判平成九·一·二八民集五一巻一号二五○頁、② 最判平成一三·三·一三民集五五巻二号
二八三頁、③ 最判平成一四·一·二二民集五六巻一号二四六頁 （其中 ③ 承认了建筑物所有人具有原告资格）。
其他肯定的判决还可参见最判平成六·九·二七判時一五一八号一○頁、最判平成一四·三·二八民集五六巻三
号六一三頁。
〔２７〕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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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集中地区进行营业，其目的是对一定范围的地域环境给予一般性的保护，这与限制特定设施进
入特定地区有所不同（最判平成１０．１２．１７民集５２卷９号１８２１页）。然而，在通过地域限制实现营
业管制的场合，尽管可以认为法律存在保护特定地域内居民的个别利益之目的，但判例却仍然抱
着公共利益应与个别利益相区别的观念，以特定地区范围较大为理由，否定了个别利益。
为扩建环状六号线等而做出的城市规划认可处分导致了周边居民的不满。在该案件中，除去
征收法律效果所及的土地所有者外，法院没有认可周边居民及经过此处上下班、上下学的人的原
告资格（最判平成１１．１１．２５，判时１６９８号６６页）。该案中无论是有关公害防止计划的规定还是决
定听证会的规定，都被认定为是保护公共利益的规定。判决在对环境基准以及道路噪声等诸项制
度所涉及的相关法规进行解读后，采取了消极的做法。
不仅如此，在因墓地经营许可纠纷所产生的案件中，最高院认为，虽然墓地埋葬法没有规定许
可要件，但都道府县的知事应基于公益来决定是否颁发墓地经营许可。法院还指出，条例是针对
一般性的设施为对象从而制定的，其目的不包含保护特定设施的个别利益（最判平成１２．３．１７判时
１７０８号６２页）。
上述判决中否定原告资格的论据有：１．法律仅做出了一般性质的规定；２．居民的利益其地域
范围较广；３．受害的程度并没有特别严重。判例维持了一贯立场，认为从利益的内容和性质上看，
环境利益应有别于人的生命、身体等具体的利益。当然也有观点认为，保持良好的风俗环境、城市
规划的确定、墓地所在地的环境等这些涉及城市发展的问题与每一个居民的具体利益均密切相
关。然而问题在于，这些利益是否能与城市主干道路沿线居民所遭到的废气、噪声、震动、地基沉
降等不利以及弹珠赌博店周围居民所遭到的噪声、喧哗等不利相提并论。
（二）判例中的行政诉讼观
尽管原告资格的判断基础有所放宽，但是与以往相比，判决结论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上述判例所呈现的思维方式的背后，起主导的依然是行政诉讼制度设计者的诉讼观念，也就是
将行政诉讼限定于保障权利以及法律上明确保护的利益 （民事诉讼模式的行政诉讼观念 ）。〔３３〕
基于这一诉讼观念，不属于特定个人的地区居民所共通的利益也就不能被认为是 “法律上的
利益”。
为了弄清楚究竟什么才是行政诉讼的应有功能，近期的学说就判例所立足的传统行政诉讼观
念进行了讨论。
例如，阿部泰隆教授认为，由于单靠民法无法对环境利益和消费者利益进行救济，因此必须要
寻求行政法的保护，而当这些利益遭到侵犯时当然应赋予当事人通过行政诉讼寻求救济的可能。
而这正是行政诉讼之所以存在的意义。阿部教授同时指出，基于上述思维方式，“当原告属于法律
所要保护的范围时，就应该认为其具有原告资格，而根本无须考虑 ‘个别具体的保护 ’这一要
件”。〔３４〕 另外，亘理格教授认为，行政法规规定了防止大气污染以及保护环境等目的，多数住民基
于此所享有的利益应被称为“共同利益”或 “集团利益”，该利益应是有别于一般公共利益的一种独
立的利益种类。保护这种“共同利益”应该是行政法的特质所在。〔３５〕 而将原告资格从“个别利益”
塩野宏『法治主義の諸相』（二○○一年）三三一頁以下参照。另外也可参见小早川光郎『行政訴訟の構
造分析』（一九八三年）二四六頁以下所提到的标准的行政诉讼观；高柳真一「行政国家制より司法国家制へ」『公法
の理論（下Ⅱ）』（一九七七年）二二九一頁以下的分析。
〔３４〕 阿部泰隆『行政訴訟要件論』（二○○三年）三七頁以下参照。
〔３５〕 亘理格「行政訴訟の理念と目的」ジュリスト一二三四号（二○○二年）八頁以下参照。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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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坚固的外壳中解放出来并扩展至“共同利益”的思维模式和指导理念，则正是行政诉讼的改革
方向。
基于上述战略性的法理基础，学说针对具体的案件类型通过解释论扩大了原告资格的范
〔
３
围。 ６〕 在国立市公寓拆除命令诉讼的第一审判决中（东京地判平成 １３．１２．４ 判时 １７９１ 号 ３ 页），
由于判决承认了地权者具有享受景观的利益而使得此案备受关注。而这正是受到山本隆司教授
所提倡“互换关系论”的影响。〔３７〕 这可以说是学说影响判例的一个典型。

五 、结

语

本文在聚焦判例与学说思维方式的同时，重点考察了两者在进路上的区别究竟是如何形成
的。由于上述问题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过论述，因此本文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论点，而只是试图
对之前的讨论进行整理并稍作评论。以下就站在笔者的立场对于学说所应当扮演的角色谈下自
己的看法，聊作结尾。
从学说的视角出发，毫无疑问会对当下的判例存在诸多不满。而判例的形成绝非是某一案件
主审法官的“偶然思考”，而是会受到已有先例、法官的思维模式、裁判实务的制约，并与学校教育
方式等各种因素有关。如果想要试图填补判例和学说之间的沟壑，则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改革。
因此更重要的是，就学说而言，解释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当然，学说在一如既往踏实地提倡
解释论的同时，有时候也应对判例研究的方法进行考察。
例如，学说每年都会做出海量的判例评释，但是在这之中有多少是认真在对判例研究的方法
和目的所进行的探讨？〔３８〕 学说基于其独立立场对判例所进行的批判（不“亲近”判例），也只是表
明了其在学说主导型法文化中的基本姿态，要想摆脱判决实务中“脱离学说”的现实，就要有意识
地以法解释论去影响法官的思维过程。这也是判例研究的其中一项意义所在。对学说而言，想要
重新与判例实现“对话”，就一定要努力做到与法官进行真正平等的交流。
这些年行政法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现如今改革行政诉讼制度的呼声逐渐兴起，而
法科大学院也开始注重实践性的教学。上述制度改革无疑有可能改变判例和学说之间现有的胶
着状态，但是这一可能性究竟是否能够被转化为现实，则有待于今后学说和判例的努力。
本文是在学会报告的基础上作成，并对于内容进行了一定修改，特此说明。
（责任编辑：蒋红珍）

芝池義一「取消訴訟の原告適格判断の理論的枠組み」『京都大学法学部創立百周年記念論文集』（一九
九九年）九六頁中提到“法律保护的利益”与“法值得保护的利益”的区分并没有太大意义，学说在今后应该做的是
形成判断原告资格基准理论的具体内容。
〔３７〕 山本隆司『行政上の主観法と法関係』（二○○○年）三 ○ 五頁以下参照。另外，在高世三郎 · 時の判例
（最判平成一四·一·二二）ジュリスト一二三八号（二○○三年）一一四頁以下所提到的“相互防波堤论”中，也对
于都市空间的公益性问题进行了讨论。
〔３８〕 基于与民法学的比较而对于行政法学中的判例研究方法所进行的讨论，参见太田匡彦「行政法学におけ
る判例研究の開始」『行政の変容と公法の展望』（一九九九年）六六頁以下。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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