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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司法的政策形成功能

一以大法官解釋第二四二號為核u*

陳士章*

中文撞要

哲學家和法律學者最期以來，思考建立一一套既符合法治國家民主

原則又能兼顧訟爭解決的司法獨立審判制度。尤其是發生在那些

缺漏法規或判倒等叮供裁判援引的重要『政治問題是個案，持積

極解決爭訟而作成裁判的實證主義理論者…那些法官將運用自身

的判斷力裁決這些重要的館案一卻陷入再法政策甜定期採取法律

哲學的困境。司法者究聽話演積極或消極的角罷，對於社會議題，

法者究蔥否介入，以及應以如何方式介入。而司法者的決定，

究竟有無可能帶動社會改革，以及司法者將如何問對權力分立、

法治主義、或反多數法等角度的質疑，是本文關心的重點。最後，

本文欲透過我國大法官第二四二號解釋，初步探究可法的政策形

成的功能 O

閱當宇:可法政策、可?去消極主義、可法積極主義、大法官解釋

第二四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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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司法的政議形成功能 以大法宮解釋第二四二號為例

The Study on Impact of Judicial Policy Making 

-- Through Interpretation No.2尋2 by Grand Justice 

Chen Shih-Chang 

Abstract 

Philosophers and le主al scholars have long debated the means by which 

decisions of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can 己e reconciled with 益emocr汶口c

i這eals. The problern of justifyìng judicial decisions is 伊rticularly acute in 

cas的。{ impOl1ant agenda, those cases in which the result is not clearly 

dictated by statute or precedent. The positivist theory of adjudication-that 

JU這ges use their discretion to decide cases of important 地enda-fails to 

resolve this dilernma of judicial decision咐lakìn豆，

Key wor悔: judìcial policy 、 judicial pessimism 、 judicial activism 、

interpretation NO.242 by Grand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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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提出

傳統以來，我們對於司法的圖像，總是存有一股抹不去的消雖被動

身影，對於1司法者的角色，毋寧f晃眼於法律的通用上，對於向法者在國

家政策的發與，學說上似乎在意無意增略通不誤，然間，可法機關對於

鹿三支政策的形塑，乃至於闢家發展所扮演的角色是否如此無力，實有待

筒榷。本文所主要之報注點在於，傅絞去被認為消極被動的司法機體對

於國家的政策影成 (policy叩aking) 的是否扮演一定的角色，亦即可法機

關有無可能成為輔放棄制定者( policy-maker )。倘若仁闊前提問題成立，

高司法機關應以怎樣的方式介入政策決定，宿在上開政議形或的過程

中，司法機關如與政、治部門如何對話，亦係本文的關注點之一。

本文擬以司法院大法宮解釋為對象，探討司法機瞬作為盟家權力政

治的~戲者之一，是否有介入政策好成的可能性，在背景介紹上，一併

討論可法積極主義與可法治種主義、或司法自制的相關聽絡，蓋因對於

母法機關所應的演角色的認知不同，對於可法機關應否介入政裝形成的

討論上會有用影響 o 此外，並以釋宇第三四二號為佛，說明本文所採取

立場之緣由。

、司法政業形成功能之可能性

一、傳統概念~~F之可法權

向來司法槽係與行政權、立法權挂到為分權理論下之一睛，間就其

，在認為司法{芳:法律上爭議之裁判，此種見解最能表連司法在

民事訴訟上的作用，然~r而對於刑事訴訟，則不見得妥遍，況就玉昆今許多

國家採行的憲法訴訟，其中亦有以法規審查為任務，不具當事人爭議者。

本看學者認為 I司法係就具體事實通用法律，宣告何者為法的作躬，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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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此行政處分亦{系在具體案件中宣告何者為法，此;嗔見解無法反映行政

處分與可法裁判兩者之差別。亦有學者主張，司法乃保障個人權益、審

查人民的權益是否被違反侵害的作用。此項見解著跟於可法需有正確性

的保障， r的欲求正搶i全之保障，法官必須中立，語為使法官能中立、客

觀，必須保障其獨立性。而可法惟一的臣的，就是作盡可能正確的為法

的判斷。綜觀仁觀見解，吾人可歸納出可法所具有的特徵有以下數端，

亦即可法其有被動性，法宮需具獨立，性與中立性俾以保證結果之正罐

性，可法具宵權威性，司法之{乍弟在於具體案件中宣示法之所在!。

從上閱特徵歸納可以得知，司法播之主要作用在於在異體個案中宣

示法之所在，瑞典行政機相較，可法權與行政權自然均在適用法律、執

行法律，然而行政權適用法律除了須受法的支自己外，其解釋法律以寫適

用另需考慮其所追求的目的，亦即，行政權之行使具有強熱的合目的性

存在，此與一般所認知可法權之行{吏誨客觀中立、不帶利益性的考量有

別。

那令在被認為係政治法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憲法領域中，學者亦主

張，違憲審瓷戒憲法解釋，大法官不應民結果考察的不詞， r前影響其解

釋內容。簡言之，在法律與政泊軍分的前提下，法律(司法)部門與政

治(行政、立法)部門爾者有別的思考邏輯下，大法官是不應容許作後

果考察的， [去!司法者既「職諒J J r 7:去 J 負責審判所關佑的亦僅能是 γ是不

是適法 j 的問題，而不是應該像政府與關會為決策時，需考量其後果如

何?況法之解體原本僅係將事寞桶攝於法律用得出結果的一種三段式論

法，並不容有將解釋所可能產生的影響提前拿到解釋的階段加以斟酹的

可能2 。

1 翁岳佳，向法權發閥之隨勢，收於法泊關家之行政法與司法，台~t :月旦出版社，

可三三五(民!嘴八十六年)。

'憲法與政治，收於現代蠣家與憲法:李鴻摺教侵六秩第誕祝賀論文葉，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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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是之故，吾人所認知之可法權，應{堇係於個案中，正確、客觀中

立地適用法律，宜示法之所在，司法者在樹攝個案事實於法律並得出結

論的過程中，是不應考量其所做的解釋或法定將產生如何之後果，此外，

司法權的行使，亦不具合目的姓之考量，哥法者用爵的{堇係籍的單純之

三段式論法，宣示法之所在，司法權之行使並不其;有政策形成功能，此

項見解，可謂為吾人長久以來所習以為常，並引之為主泉。

一、司法政策形成功能之意義

所謂司法的政策形成，望文生義即知{系經由可?去者長青為的政策形

成，或鼓策決定。裁政策形成諾言，意;指決策者藉出對權rr於行為用品，成

結果之影響，得知何種行為將導出社會所欲的結果，而行使其權力以連

成上開社會所企求結果之過程3 。與政策形成相對贈者係解釋，亦即政府

官員行使其權力，俾以決定現存法律文本 (legaltext) 何以意福係正攏，

其也權威挂的決定攝程。土問定義並非意味政策形成完全脫離法律文本

或法律依棒，即令在可法的政策形成功能中，由於憲法賦予司法者對於

特定爭議之決定權限，司法者仍可在現有法律架構下找到其法律依據，

然而與解釋不同的-點是，政策形成係以上聞法律依接作為其審判權限

的來源，吉lJ非將之親寫決定做成的導引。當哥法者在能事解釋時，

者訴諸於可資溫舟的法律依據，不論是藉由文義解釋，體系解釋‘

白、規範目的、藉由上開方式司法可以得出決定之內容 o 然而，

法者從事政策形成時，法律文本僅係可法者取得審判權限的依據， WrJ就

結果之導出兩吉，所依賴的並非來自於法律架構之導引，立ij{系來[~:哼哼望

自司法者主龍之問醋，認為何種結果係社會所在這三( socially desirable) , 

丹 盯凡φ扎i出出!f'1!版版:妝缸i以H品u巴1社J

請參!閱3茲羽II蘇永欽，訶結i5果棋取K叭向3司j 的憲憲屯 j法去解釋 能i穗想闢法學方方、j去封?裡里論、贊務i混噶析我i闢晶大迂法;官 f會穹議

，收於氏著合黨性將;阿拉j理論與實際，台北 :H旦出版社，頁二判丸李:頁六六九(

盟;\+三1f)。

克on孟ld Dworkin門只ard casεs， 88 Harvard L. Rev. 1067, 1067-1073 (197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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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為決定人易古之，就解釋而言，法律文本係可法者決定形成之起點，

亦係可法者決定形成之絡點，前相較於此，在司法者從事政策形成時，

另一非法律架構所導引之價值觀念主導了罵法者決定之做成， 1It~...~價值

觀念主費取決於可法者認為何種為社會企求之所在。

三、向法的政策形成功能之可能性

(吋否定說

論者否定叫法其有政策形成功能，認為政策形成與司法解釋二者無

異的論述，理由如下:

其一{系基於i豆豆器默 (Gadamer) 及海德格( Heidegger )等人斯主導的

龍釋學思潮，認為所有敘站都是詮釋陸的，亦即認為政策形成與解釋一﹒

者之間的軍分， f草係文化影響下的產物人詮釋學思潮下影響所及，主要

來自於語霄{吏J謂的重視。認為人類文明社會的發展肇基於語言的使用，

，而有社會的存在， 11尚吾人欲對社會實象作一理解，均壽透通

，而語音並不受其指稱對象、內容的制約，語百本身RP係一

自我目的6ω 高古人透j晶語言對於j社會實象容所認知之影響，

其指核對象之斷裂，造成吾人對透過語言對社會實象之瞭解模糊不清呈

報眛不明，在詮釋學的架構下，社會實象謹不過是人類文明的社會建構

(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目前，在此脈絡思考下，囡藉自語言本身

的曖昧，崖，區分文本的解釋以及解釋後的政策形成是沒有意義的。

中言之，論者認為可法者所為的行負均具有政、治性，不論所謂的政

策形成或是單純解釋、適用法律。更進…步諾言，因為法律文義的不醋

定，性，攪得法官在露對斷時具有甚大的自由空間，在此前提下，萬分司

4 Malcolm M. Feeley、 Edward L. Rubin, ludìcial Polìcy Makin草 and the Modern State : How the 
Courts Reformed Amerìca's priso間，你mbridge ， U.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5. 
5 惘茄詮， P 8 0 

6 資建輝，讓憲審裝與司法譜法，在曹大學法律研究用傅論文，百六至七(民關八十

四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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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薩斯為的究竟是單純解釋或政策形成是困難的。

此外，多數法官也否認該等在個案判臨時具有政策形成的可能性，

多數法官宣稱:倘若法盲從事於政策形成的事務，這是錯誤的，法當所

能事的僅是單純的解釋法律， ~通用法律7 。島吉之，就竇務之操作而言，

多數法官本身否認司法有存在政策形成之空間。

i尚書定說

對於上開否定見解認為所有的司法行為均是詮蟬，哇，或均是政治性

的主張，肯定見解認為，即令所有的司法行為都是誰釋性或都具有政治

性，然詣，這些特性無番話於司法政策形成功能的存在 O 詳吉之， 1m令社

會實聾的認知均係一文化單物，一種社會建構，然而這項理解無礙於我

們在這社會建構下試關區分法條指涉範圍內的司法解釋與法條解釋範居

外的政策形成。同樣的，司法行為回然在某種層面上其有政治性，或法

條文義上本身所具有的不確定性，在操作上並非無法臨分司法解釋與司

法政策形成二者。再者，就實證經驗諾言，即令法宮們宣稱其等從事的

均係單純的解轉法律，在普通法 (common law) 的傳統捏，我們可以明

確的看封法官在個案判決藉出新的教條 (doctrine) 的提出形成政策的軌

跡。軒在歐際法系中，同樣的司法政策形成現象亦不陌生，法律漏、1毒的

填補對吾人哥哥言，一一樣耳熟能詳息。

'的於傳統司法機關路能的還移變往，可法審判不再純碎是超

然搗立於政治之外，只依法律來作邏輯的推理! ，以其結論作為法院判決

的靜態行為過程，司法審判母寧是捲入政治門爭之中，在法律規範與法

律行為的適用與詮釋的審判過程中，於不斷地接受各種外來壓力之情提

下，權衡社會政治之動態現實，卻又努力以既定法律的靜態規能為憑據，

努力做成兩者差距不大，卻又合乎公平正義的裁判行為過程。基於上開

?問註 4 ' P 9-10 c 

8 I可註 4'pl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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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審判意義的現代理解，司法審判的政策形成功能輪廓，也就可以這

漸描繪出來。質言之，司法審判從傳統的靜態意義與功能，演變成為現

代動態的可能附帶政策形成功能，是一種辯證的發展過程。首先，在社

會全盤政治化的現代，可法審判雖必須採依法審判的形式，但這立tJF意

指法官必須亦步亦禪地通用法律，全無酹留一定的司法裁量餘的。

司法審對畢竟是以依法審判為原則，司法判決如果不是依既存的法律規

範，以合理的法的遲遲輯推理使之當偉、合法化，說無法承認其具有法

的效力。lZ9說，司法審判無論如何總是有一定、不可忽視法的規範與眼

界。然而，由於一般法規範嘗試抬象、概括的規定，難以括對明確掃興

定可以通用的法律事實。現實上，司法審何也絕不是既存法律的

買機，並非一定的法律事實在溺用…定的法律規範後，

一固定的判決 Q 換言之，法官會在法律規範所定限界裡'

的複數可能中，裁量潛擇其…，作為最後判決。而在這種司

證過程中，不可連免的法院的可法裁軍之結果，當然對社會的價值與利

益，產生說整與分配的重要影響。這種可法審判的政策形成，

代社會中逐漸難以退避，福且連用得當，拿捏得準，對於促進

與現代政迫與社會闊步進賤，也有璽要意義9 。

四、司法機關，應否真看，政策形成功能

司法權的行(吏，自然主要在於解釋法律之所在，將之屆擂於特定摺

案事實而得出結果，然而上開三段式論證的推演方式，

社會所企求的結果，或是上開三段式論證的推演會讓

的困境( rnoral difficu1ty) ，其中有來自於現有規範的不足，亦有來自於現

有規範與司法者或社會一般價值相左，以職司違憲審查的大法官解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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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憲法土充斥著高度掛象性的規範概念，訴諸憲法權威的違憲審

查種原R[]擁右相當寬廣的法定餘峙，而再加上法學論證向j道德論誰及政

治目標開放的法典範聽遷，無授的增加的司法進憲審查機制的政策形成

功能。更深層來看，在現象的措述上得法的政策形成功能之空問是否存

，以及就規範層面討論，可法者是否應具宵政策形成功能，

憲政治體制下立法者作為被監督者，以及司法者做為監督者兩者閱本存

在的基本禪:三是關係。其次係，立憲主義與民主捕者理念闊的矛盾辯證，

同時也標誌出立憲法秩序下，法與政?告闊的互動與衝突10

參、司法政策彤成功能之合讚挂

、法官國家的怒，讓

古典自由主義的社會模型認為，憲法應保障-個免於國家支配的自

主經濟社會，在經濟社會中，每個人混過其自主意思，追求自己的幸福

與利益 O 至於社會的公共利益則由一雙看不見的手( invisible hand) 運作

的結果，能個人利益的競還可以問時達成公益的目標 G 亦即憲法的功能

不在於保障個人的幸揖與公共福祉，它的功能只在於保障插入免於閻家

侵害其自我這求幸福與社會的自主。至於國家的目標與任務是政治的任

務 'm不在成為憲法規範的內容。正因躊基本權這種混極防衛的功能，

問1ft司法機關主要功能也就在於確保餌人免於來自於國家的垂直侵害。

因而自由主義可以用古典的權力分立模型來處理行政、立法、司法三者

之闊的關係 G 立法乃取向於未來的政治決定，行政則是處理現在發生的

問題，司法則是在法律的拘束下處理路去的事情，司法機關所扮演的角

色是消極的，被動的。

10 蘇彥關，立法者的形成餘i臨時護憲審查審查密度理論的解析與險討，台大法律學研

(八十t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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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古典自由主義一方面沒有處理這些優勢闡體或階級對於弱勢

團體或階級水平的權利侵害問題，另一方面沒布處理這些優勢圖體或階

級支配或俘虜國家機器的問題。面對這個問題，德國從白山法治國翻轉

到社會法治國，透過社會國這個概念將法秩序實質化，成為政治的目標，

並且是法律適用的原則。在此情形下，無可避免的造成司法機關的權利

增漲，以及判決空間的增加 O 而由於司法判決必須取向於憲法的基本原

則與憲法的整體性，致使司法機關必須權衡法律秩序的制度史，因而其

任務轉變成主要處以現在與未來的問題，司法機關的政策形成功能越來

越明顯 O

再者由於基本權不只具有防衛國家權利侵害的功能而巴，他還要防

止社會優勢團體或組織的支配，基本權不再先於國家的存在，它不能只

是針對國家而己，基本權變成內在於國家秩序之中，並Jl>在新的國家與

社會關係中，不斷要求國家適當地介入社會領域，以實現基本權利。

然而基本權利的這種功能演變，也引起了學者的疑慮 O 擔心得|或l會

從法治國家變成法官國家 O 認為基本權具有客觀法基本原則的說法，無

異是在破壞法治國家對於法的制定與法的適用之間的區|誦。國會從法制

定者被矮化為基本權利的法律具體化者，而憲法法院則從解釋性的法律

適用者被提升至創造法律具體化功能。立法與司法之間質的差異消失，

兩者變成皆是以具體化的形式在建構法律，並且在彼此競爭 O 在這種競

爭關係中，立法者有優先權，而憲法法院確有優越權，而此深層的主要

問題無非是憲法法院的民主正當性問題11

二、權力分立( separation of powers ) 

(一)形式論( fonnal approach ) 

11 陳英鈴，立法權與司法權一憲法審判的角色與正當性，律師通訊，第一七四期，頁十

一至十三(八十三年三月)。



50 論司法的政叢形成功能一以大法官解釋第二四二號為制

限的行建作彈性的設計。然而上聞彈性設計應維持三種闊的均衡，

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嵩均有其不能被其棉槽力侵奪的核心禎城，

目前乃在於維持正權問的均衡狀態，因此，要討論某一政府組織設計

或權限行使是否違皮權力分草原則，主要的關提即在於這樣的制度設計

或權限行使是否侵奪了任一其他權力的核心領域悅。

而就權力分立的功能論晶言，雖然辛亥領域的概念界定困難，但是

吾人可以明暸一點就是，可法者在i屆案中，因值案正義的要求，在酒案

中作判斷進再形塑政策，車無連於權力分立所要求的制衛狀態。

、法治主義(如le oflaw) 

法治主義倡言之在於法院須受限於→ J接受、明碼、以及普遍接受的外

在眼艇，而H這限寄自就是法律體系本身。大陸法系醫家向來以制定法為法

官裁判的首要依禱，認為法草只覺依法審勢的角色，法官不得已俏，其判決

創設出任何行為的一般規則，亦不得超越制定法的文義本身 O 在英美法

係關家的基於判例躍循原間 (stare decisis) ，認為前次判決為本件裁判的

故捧，法官不得任予否決。因llt不論在大陸法保或英美法係國家，傳統

的司法判決理論均在制定法、何例對法官其嚴格拘束的前提下，認為司

法判決活動乃係一機械化的法律溫用過程 O 法官的職責在於宣示法律之

所在15 。

在此前提下，對於司法政策形成或司法造法持否定見解論者ml主張

上開特告影響了法官對於其職務的角色扮演，以及法宮戶丹東負有功能的

認知。多數法宮作為…一個法律的遵請者，皆會考量制定法乃至於斜的對

於其職務執行的限制。話豆，倘若法官競走進!lt限制，則在違依法審判的

要求16 然而肯定論者卻持相反兒解，認為這輯現況，並不能否認可法政

14 悶註悶，豆豆一三八 a

15 參見黃建輝，品!揭註 6 論文，

16 同位 4 . P 241-2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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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形成功能的存在，以及它的命意性 o ~晃就法官對於法律之審查權角度

出發，法官間有一起定法或判例審計j的義務，的戲法官，在系爭案件為裁判

1法條是在藍錯了上位規麓，乃至於是否諱:盔，從而

法官具有體系審查權乃至違憲審查權殆無窺義。而在法冒發現所適用的

法律規定，倖瘖憲法時，法官得把子過瘖17 。而就此無法通用的狀況 f' 係

爭法律即出琨法律漏洞，法院皂，蔥、以可法造法方式棋補之。而這種司法

造法的法律螺補工作，顯然是品種司法機關以其主觀認知所寫的政策形

成工作 o 再者，在這憲審查體制下，法院對於何種法律應予宣告違蔥，

除了憲法所鎮定的惡本價值外，其飽關時代i報說演變的社會思想，對於

法院為違章:審查時，其有重要的影響，無疑的法院在此向哼，扮演了極

重要的政策形成功能18

四、民多數決困境

區從美輯學者 Alexander Bickel 在一九六二年出版其鉅著 The Least 

Danger仰s Branch ' 反多數決困境( 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1ty )就成為

美關學說上經常對於司法違憲審查之正當性諸多質疑的主要論據

19 所謂反多數決困境意詣法律本身具有民主決定之特色，就立法者多數

意見所通過的法律問霄，不僅具有多數決的性質，且說程序而苦，自閣

會公開、透明的立法過程，革增拍了民主的色彩，因此法院在說事司法

17 參見黃建轍，前揭註 6 論文，頁凹

i在我窮大法官解釋釋字第二六一號解釋可聽讓側，在憲法藥構完全相間的前提下，大法
話聽庸、時代潮流，政治民主化之演變，作了與之前釋宇三一號、八五號、 A 品七號解釋

，足認制定法盟然為法院適用法解釋主要依據，並或為其主接限

制，然而，在社會政經背景的影懇、下，司法者無可避亮的將扮海某據程度的政策形成路

能，龍去守憲法變遷之相觀主藍藍並請參見，葉{愛榮，

機籠，收於大法官釋:寄去。"卡讀年研討會認錯，賀詞，三至認六八(民間八十t三年) ; 

'憲法聽還與憲法解釋一東歐民主轉塑踹家憲法法展鐘海u及其功能之評析，政治大

學法律學研究所韜士論文(民盟八十八年) ;楊峙清，憲法變主體與髒憲政治…民主轉型

關家的問皇軍裝略及其(局限，台灣大學法律學研安街領土，論文(民臨八十七年~ )。

19 Matthew D. Adler, Judicial restraint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beyond the 
conuntennajoritarian difficulty, 145 U. PA. L. Rev , 759-760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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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時，法院倘若宜告立法者通緝之法律違蔥，顯然是與多數決所震生

的意見有悸，國此，基於上站對於民主多數決的尊重，法院應採取較為

自髓的審主主立場20

因此，兢司法者是否議主在扮演消極的封關者角色之外，更積極地

形單社會秩序，前面軒的反多數決的質婿，恐，[，自主仁宣告立法者所通過的

法律無效來的更具爭議佳。除了司法者是否具有油當的人員、配備，足

以支持司法機關做成正蟬的政策決定外，自少數法官扮演積極的政策形

成角色，扮演監護者以及教導者的的角色，是否符合民主的要求，更是

充滿藹多黨疑。

對於可法審查所面臨的反多數決困境，學者 John Ely 以及 Bruce

Ackerman 各自提出其理論基蟬，藉;其解決上;但島問題。 Ely 所倡導的是…

、代議補強式的連憲審查 o )韋憲審查的目的在於確保政治通

程中的公司s.與間放，而不應涉及實體價值的選擇。僅在代議軒農夫露，

赤即代議決策的程序不借得佑任詩，法院始應介入褔強、導正21 0 Ø[J令

Ely 試間為可法審查的反多數決提供理論基礎，然而， Ely 對於司法機關

的角色定位，毋寧是消極被動的。對於可法者完否適宜扮演政策形塑者

或價館決定者的角色，在ly 毋寧是較為保留的。

Ackerman 認為在二元民主政治 F' 可以逼分為憲法政治與常態政

，準ltt代議;士所為的決議亦可屆分為尋常政;在決定以及憲政決定，如

何攏，保憲政政治下人民成功動員，設社會秩序基本問題，經過深到思辯

所獲致的結果(憲法) ，不至於在常態、政治下，遭代議政府與利益團體用

旋而盡生的法律閉路餘，乃違憲審查的義務。如此…來，

沒有反多數決困境的原罪，反而變成捍衛憲法「更高的立法 J 對抗代議

20 , p 770 0 

21 湯悔、三笑，立法數量之呵?去審查的憲法放捧一i違憲審資正當性瑚論初擇，

法官八十九年度噹術研討會記錄，買十五至十八(貝簡九十年)。

法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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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普通的立法」之侵害的守議者μ 。基於上闊論述，可法者負有維護憲

法所鎮定價值的義務，對於是皮憲法價值的法律或行政行為，司法者P應

有義務加以非難，在此前提下，司法者介入政策形成的空間似較為寬闊。

肆、司法哲學的論辯

一、動態的法院觀 V. 自制的法院觀

對於司法者在社會改革乃至於政策形成上應扮演怎樣的角色，在11:

壞i情況下可法。者會是社會改革的推動者，以及在何種情況下，法院應允

許人民對於社會議題或社會決策提出訴訟，進而促進社會改革，此皆取

人FE如何定fct司法者者角色，亦即吾人所期待的-{1M謙讓自割的

法院與或是個主動積蟬，富有動能的法院，前者可J;)稱之為自制的法

院觀 (constrained court) ，接者則可以稱之為動態的注:史觀( dynamic 

court )。前者著重於法院的結構限制，樣者則問重於法院所能發揮的實效

功能 O

自甜的法院觀( constrained cou叫

女Ll前所述，主張白詩IJ法說觀的主要論據在於著眼於法院的結構限

缸其中文可分成權利本身的限制性格，可i去揖立性的限制(純度上的

因素) ，以政法院在決定執行上的困難以及與其他制度闊的關係等三個出

向。

就權利本身的限制性梅而言，封'~~þ賄的的權利都是憲法所保障的權

利，進而得以提起訴訟，這項特徵導致諸如國民住宅、社會福利等社會

權性質的權利無法以訴訟的方式保護，再者，即令主張將憲法問保懦的

權利擴張三三社會權面向，耐心缺之細膩的準則以供海循，法院在此仍無3萬:

力的空間，更何況惡於長久以來的司法文化影響，法院對於擴充權利的

00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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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皆保持一摺謹慎的態度 G 拉外，法院所扮演的角色毋寧是對於現有

程序或法律體系的還是福，對於當事入過格( standíng )或是爭議

( controversÍes )戒訟案 (case) 的要求，亦使得請求法院保護的困難度

增加。

前就司法獨立性的限制而言，法院對於特定議題的涉入往往帶來政

治部門的不滿，可法機關的獨立性並不如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強而有力。

舉例而言，立法部門可以藉由大法官提名過程的審壺，或是改變大

的的行使職權方式或是審判權範醋的改積23 藉以影響司法者對於政治或

社會議題的涉入。

間就實行及與其他制度闊的關係而言，司法權與行政權或立法構相

較，既沒有荷包亦沒在劍，司法機關照擁有的只不;起來自於其他部門的

'鬥 l法接瞬無法自行執f了其決定，對於法院判決結果的執行，有賴

於何政部門或立法部門的協助24 。

由此，自制的法院觀點主張，只有在政治、社會及經濟條件均支持

攪遷時，法院方可有紋的龍成重大的社會改革，為克服憲法權利質上

的限制，對於社會改革的速度品須是漸進的，亦即必須先有較小的變遷

才可以有較大的嘴邊，為克服司法欠缺獨立性的限制，制度上的支持郎

，寫克服法院判決執行的關難，人民的支持誠屬必要 O

當菁英及輿論支持法院判決時，法院方可動員人民以有效的執行其判

決，只有人民的意見開始改變，法院的判決才可加連改蟹。

i抖動態的法院觀( dynamic court ) 

主張動態的法院觀點的學者則強調法院的實效，煌，

23 於我國之著餌，應闡釋字第七十六號國會讓解釋斯衍發的後續效憊。
24 -'w-刷刷的邁瞥罰法之解釋，先於六十九年釋字一六六號解釋在案，為立法機關均未為

，直至七十九年間做成釋字三五一號解釋，提期失效後，立法部門去含有對上

，可為j鸝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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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獨立性、法院可做為催化劑、逐漸演化的程序規定等方面 Q

首先，就司法的獨立體而言，因為司法機關無須面臨選舉的酪力，

司?玄機關有能力處理其他政治吾守所無法承載的議題。而相軒於此，政

治部門思為選舉壓力，對於喪失選票的政策或議妞，政治部門則顯的捉

襟見制。Ilt外，因為可法的獨立性，持司注機關的可以拉澳積極主動動

態的有力的法院龍的學者亦主張，從法院的判決中亦可發現司法機關在

公民權或是i生別議題上的努力與成效 O 諾基在行政部門的宮僚系統內，

並非所有族群、囂體的意見均在辦法如質地透過和接團體、選說攝體進

入行政體系 O 然而相較於說，可法懿門所要確保的則是，每一個市民團

體皆可藉由訴訟制度傳連其意見，表達其訴求 o 因為程序上的規定對於

每但入都一體通用，司法機關在立的獨立性影響下，亦可確保所有的意

見均可於法院內自由惡現。因此，因為法院只講當事人的主張是否有道

，而非其政治或經濟的地位，對於經常尋求社會改革的窮人、楊勢者，

以及無組織的群體，法院提供-了絕佳的機會。

其次，就法院作為憲法體蟬的會踐者觀點甜言，法院可以藉由判決

指出憲法價值的真正吊在，對於一般社會大敗而言，司法者所扮演的通

常是一個催化者的角色，在大泉未意識到該項議題的重要性，或政治部

門國為壓力不顧處理，藉由爭訟的請程，法院可以持社會的注意力導引

至這些被忽甜的議題上。自此，就爭訟退程而言，實具有促進催化社會

議題成熟的功能。而就實證經驗而言，吾人可以發現許多社會議題的立

法'均可以藉由之前的可法訴訟中找至2端倪，因此，對於社會改革法院

實可發揮其動能面向的實效。

，由於訴訟程序的演侃，法院可以藉由調查或蒐集資訊、聽審，

或是與利益富有豐對話等主式作為法院的助手，藉此補強法院對於資訊來

源的不足 O 例如法院可以指派特對代理 (special masters) 以彈措法院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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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上的指點，依此指定的將是古代理可以為法官故集資料、與當事人對談，

聽審，謂齋，起草權當裁定等，他們可以行使神些法官所無法行(吏的職

權fffJ有利於和僻的達成 Q

ITrí雖然法院的決定有賴於立法部門或行政部門的附合， {兵，法院可以

扮演積種角色，藉以促進抖決結果的實踐。時就實證驗布言，學者藉

由檢驗科羅拉多(Colorado)及紐約鼎的ew York)的的教育議問挽蹺，雖然

'jf司與斗法如門在此議題上均相當積輯，但是研究發現司

發揮作v!!:!之響力較立法部門來的大了許多25

v. 可

司法機關對政治力的調控功能，或司法機關對於社會議也究竟誰拉

法領輛的角色，或轉祭自身的限制， I fIj採 fi 軒的立峙，此傾其;長久以

來 i 司法積輯:主義與司法的組兩種司法哲學的論辯。

陪讀可法輯個主義 (judicial activism) 意捕，司法機關應盡應用

職位，對於係爭法律問題之解決，應琮取積極的態度。但l~t並不意味對

詞:毒者的意圖及憲法文義毫不加以考庸、或採闊，而是認為司法機關不應

我設限演變成過度的司法消種主義(judic結1 pessimism) 

葦憲法並非靜態的法律文件，而是 4詩;活生生的法律，當

法「可制品。

無可誰免地需對當前的憲政問題及解釋:後對社會吋能建弦的結果，

為目的性的考量，以達到公共的利益與福祉。司法，積恆主義者的主張主

按著眼於司法機關可以保護在故治 t無法得到充分代表的少數1哎，於是

法治極主義有眼中不代表民悉的缺點，司法積輝主義論者卻成為優

25 Gerald N，訣。如nberg ， The hollow hope : can courts bring about social chang章， Chicago:
Univers舟。fChica阱， 1991 ， p 峙-30 0 關於本文之中文資料請參見，陳輯、菇，法律作為社

，法令月 f日，第間十八卷車回2月，至三四(民閻八才六年)。
缸與司法鴨綠主義概念 t是否 4致，容有爭議。

念區分，將兩者作相同的意義解譚 η 參見，訝:台:雄，司

(民關八卡間年六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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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工亡國司法機關不必面對選民，對於在話，態政治下pfT按您視的族群，

法機關乃得以正式，並保持其譯益。對於可法，積揮主義論者自言，司

法機關成為決策機闊，其不J政策形成功能，非但不會姑害氏主政治，反

而可以補充民主正當性的均衡 G 易言之，可法積拉II主義論者主

:老主義的觀點來詮釋:民主政治，乎j\HrJ以立憲主義的的實質民主觀昆立論

基礎。蓋立謠:主義之最終目的在於保障人權，其他如多數統治充其量只

是臻至人權保障的立憲日的之比較妥當的手段或目的之- 0 j主於此觀

點，戰司司法審查的司法機關與其說是違反多數統治具有反民主自彩，

毋寧說更健全的民主政治的體質。因此，對於可法精棋主義著兩苦，可

法審查機關應積才是i介入了{法的讀域，以諸人權保障之目的27

用謂司法消極主義，或訶]法自海IJ論(judicial self-restraint) 係指

機關行使違章:審委時，應空子立法部門及行政部門等政策決定者之決斷，

採取最大限度的謙讓與敬意( rnodesty and deference )立場 G 而在實輯操

f乍上，可 軍避免?是事重法判斷，以免落入反多數決或臣民主的

泥~Jc主21\易言之，司法消極主義一方語問然承認可法機關具有保障人權的

功能，具有其實質之正當哇，然而，司法機關畢竟不是具有民意基礎的

政府部門，故亦宣正視其在程序民主正當性上較一般政治部門來得薄弱

'荷有必要自我限制的秉持權力分立原則，避免恣意位站其他政

治部們的政治白白形成空間。司法消極主義的論述早於 Marbury v. 

Madison 。案中即已提出，主張可法部門的民主性，並不同於FJJ人民還舉

出代表議會的民主，亦不用於行政部們掌心理無所不包的國家事務以及社

會資源分配。借此，司法部門態環守其界限，避琵適度涉入立法及行政

27 I~東始皇日， ，國立白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雇主論

，其九一至九三(上是關八十A八年)
28 

22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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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的事務，而陷入 γ法官為治的政府一iom

就司法積梧主義與可法治插主義兩者的話分，就功能上的觀點而

，其概念操作之實益，或其衝突之用以彰顯，主要來自於當司法部門

與其他政治部門對於社會議題所組持態度相左峙，司法部門組該議是每所

採取的態度， ~IJI滑仁閱rJJ突fffi更彰顯。詳言之，倘以對於特定議題搗持

動態或靜態的觀點區分，將政治部門與司法部門所採取的立場加以高

別，則可以得到如表-f努力支之國示 O 由表一之內容可以得知，當政治部

門採取動態的態度，而可法部門採取靜態的立場，此時，可法積極主義

的色彩較為彰顯，此可以美國新政時期，擺斯編總統進行一連串新政改

革，問屢遭最高法院以違反財產權之保護及違反自由放任( laiss侃-faire)

由市場政東為自主告違憲為其著例。時樣的，俏司法機關起於某一議

題採敢動態的立場，而其他政治部門t采取消極之立場，同樣的，此時亦

具有司法積輯主義的色影。 此可以美國內戰後，對於種族隔離政策的改

變之 Brown v. 話。ard of Education 為著柄。用當司法部門採取靜態立場，

高其他政治部門亦?是取靜態立場時，可以說是可法消極主義的表徵。時

四種可能性別是當可法部門採取動態、立場，而其他政治部門亦採取動

態立場時，段時，對社會議題的改革有相得益彰的加乘效果，而在ltt情

形下，司法積極主義或可法消極主義的區分貝IJ較無實謊，亦較不明顯30 。

29 學除出如，的揖註 23 ~!晶玄，東九閱至九五。惟譯說明者，上闊論文中將司法消極主

義與前法借剩三者在概念上予以直分， If:t點與本文不同。

30 Glendon Schubert, Judìcíal polícy making; the polìtical role ofthe courts , Glenview, I11.。
Scott, Foresman ( 1974) ， pI98-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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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串門與其龍政治部門於政策形成之態度比較表

資料來諱:本文自繪

zt給改#NJßfiJ

Static 

Stαtic Restraint 

母法tJßfiJ IActivism 

/Restraint 
Dynamic Activism 

伍、以大法宮釋字銷工聞工號解釋為f9lJ

，其中有幾號解釋是相當耐人尋味

的，其中由於兩岸分悶所康生的法律問題，以及大法官們無面對的這種

困境， 四二號解釋的產生，以下擬以本號解釋為例，藉

以說明司法的政策形成功能，在我國司法實務上所呈現的面貌。

:鄧兀自與吳秀智於民國四十九年三月二卡四日

依法定程序結婚， '迄今將近三十年。惟鄧元貞於兩

親，

一十九年於福建省締結婚姻，品司因兩岸開放採

中t也方法院依舊民法第九百九卡三條

，台中地方法案院，於七卡六年:月

中增方法院七十五年度家訴字第六三號民事判決為原告勝

, f誰說鄧元貞與吳秀琴二人之婚蝠，鄧元員;二訴二審、

中分院及最高法院以台灣高等法院在中分院七十

、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二六 O

，言ß咒貞復於七十七年提起再審之訴，

，鄧元貞之婚姻受法院議錯之事實業告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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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f衣司法院大法宮會議法第四11菜第 J項第二款「人民於其憲法上Jîfr保障

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制Jp)可

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拉姆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諦解釋憲法。 J 之規

，聲請解釋。

、大法官之見解

本號解釋中，多數見解首先說明七卡四年六月三日修正公布前之民

法親屬編，其第九百八十五條規定 r有配偶者，不得重婚 J 第九百

九十二~{I荼規定 r 結婚連反第九百八十五降之規定者，利害關係入得向

法院請求撤銷之。 f且在前婚姻關係消滅後，不得請求撤銷」

條規定，↑互為維持一夫一妻婚姻知度之社會秩序所必要，與憲法並無抵

觸。多數見解昌先肯認上開規定的合蔥'f笠，然ff百多數意見在肯認上開規

定的合憲性後，郤基於「國家遭i岳重大變故，在夫妻隔離，相聚無窮之

情阻 F所發生之重婚事件，與一般車婚事件究有不同，對於此種有長期

實際共同生活事實之後婚姻關係'仍得適用上自第九臼JLI--三條之規定

予以攝銷，嚴重影響其家庭生活及人倫鞠{系，反足妨害社會秩序，就此

，自與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人民區串及權利之現定有所抵觸 J

故，多數意見以國家華於是大變故產生的長久隔離，相聚無期以及社會

秩序的安定性為由，認為倘長久時期共阿生活的接婚姻關係仍得放民法

第九百九←三條之規定，加以聽錯，與憲法保障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規定

;有所抵醋。多數意見並指明，本件情形得依

釋字第 a七七號及第一八五號解釋意旨，提起詢:審之訴，以資救濟-'1

二二、劉鐵錚大法官不同意見書

劉鐵錚大法官在其不同意兒書中認為:七卡四年六月三日修正公布

前之民法親屬蝠，其第九百九七二條岳重細聽銷權，未改合理除斥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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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令利害關係人可無限期地行使極利之規定，恆續憲法第二十二條及第

三燥，依聞法第…百七十一條應為無效。首先，劉鐵錚大法宮肯認

一夫一妻之婚姻政策， {.系為維持男女平等、家鹿和睦之理想、制度，亦即

肯認一夫一妻婚青固割成的妥通性。而在七十四年修正品民法對於重婚採

得撤銷制度，立主將撤銷權歸自利害關係入行(吏，進而認為，站立法者以

為容認重婚事竇存在之裁量，開設一夫一妻制度之倒外 r 單婚在未撤

銷前為合法，則在憲法的層面上，法律便不能完全無視於第二次婚姻所

建構之家聽人倫秩序 J 進而認為必須在此前提下，進一步討論聲民法

第九百九十二條，未設合理除斥期間，任令科書關係人可無限期的行使

重婚撤銷槽之規定，是否聽觸蔥法，方有意義 o

辜u織錚大法官投進一步以身分行為之瑕疵，自顧慮、身分之安定性，

聽錯構之行使，皆有…定期限，如逾站該期限時即不得撤銷，以更破壞

長期存在之現存秩序，而無梅於公錯。而就體系解釋而霞，民法為求財

產設權秩序之穩定，也設有十五年之一般請求權消滅時效之規定，相較之

下，豈非當民法對於因後婚姻所建立之家聽人槍秩序之保障，皮不知對

財麓債務人之保險?研單婚依刑法規定為犯罪行為，但其追訴權仍屆十

年不行使而消撮，相較之下，豈非舊民法軒於後婚姻所建立之家庭人倫

秩序之割裁，反嚴苛於國家對提害社會法論之刑事犯之懲處?該第九百

九十二條規定不合理之，喔，至為酌然。盡婚不論其理由為何，也不品、問

其為平常時期或非常期，樹已有長期竇際夫妻生活之事實，真可為維持身

分行為所建立之人偷秩序， 1:是法應;規定體銷權人聽:於合理期間內行使其

權利，否則不予保護，毋寧是更合乎法之正義，性及目的世之要求。

此外，人民有免受嚴苛、異常制裁之自由權利， 1ft在法治先進獨家，

為其憲法無胡文保障，在我關，此項原則應處憲法第二十二龍人民權利

保障之補充規定所蘊葦，是故，俏重婚之規定，在相對撤銷主義下未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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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涂斥期島之規定，無真是對接婚姻當事人的異常嚴厲說裁 c 應昭之違反

憲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

再者，當民法既已肯認後婚可以合法建立，亦即容認人民可以建立

第二次的家庭關係與人倫秩序，則其一旦建立，自應!可受憲法保障，

法者不能予與侵奪，任意以違憲方式侵害後婚配偶之婚姻權。是故舊民

法第九百九十二線容許撤銷權人可以不問久暫，臨時得以訴訟撤銷後婚

姻之填定，既憊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之規定，其必須接受罵法第二十三樣

之考驗，殆為當然 c 按憲法第二十三條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之規定，必須

符合公共利益之目的，須以法律限制，及必要原則等三項要持。而觀之，

舊畏法係採取得撤銷主義以控制重婚，立法者自聽預見後婚網配偶可因

後婚姻之合法締結晶構建後婚姻之家庭調係與人倫秩序，撤銷權規定之

目的，無非在阻卻後婚婦之締結，以保護前嬌媚之配偶， 'f'是此一限制

的，立法者說站設除斥，期間，對於後婚姻之締結，仍可具有阻谷[J效用，

但其對於立法者原巳容認之後婚姻配偶之婚網權與其家廳關{系、人f會秩

序之破壞，較之未設合理除斥期間之得聽銷制度，顯僻、侵害較少，是以

未設除斥期問之得撤銷制度，對於入民婚嬋權家庭倫理關係之限制，並

非對人民損害最輕、負擔最低之手段，與憲法第三十三傑限制人民告由

權利之規定不符咒。

因此，就上開論述，劉鐵錚大法直認為舊民法對於重婚得撤銷的規

，未設除斥期間之規定，囡違皮憲法第三十三條及第二十三懷之規定，

應予無效之宣告。

四、陳瑞掌大法官不

陳鵑堂大法官在其不同意見書指陳，多數意見一方面認定榜正前之

民法第九百八十五條及第九百九十三條「乃維持一夫一妻婚姻輯皮之社

32 一…二號解釋，劉鐵錚大法官不同意見書參照。



政治學學報第二期恕。在年 2 月 1 日的

會秩序陌生2、耍，與憲法並無怪續 J 另一方首卻認為「國家選活重大變

故，在夫妻隔離，相聚無期之情況下黑發生之重婚案件，與一般重婚案

件，與一耐受重婚案件究有不間，軒於此種有長期實際共同生活事實之後

婚姻關係位得i雇用 t開第九吾九十二條規定予以撤銷，嚴重影響其家聽

生活及人倫關{系，反足妨害社會秩序，就此而言，自與憲法第二十二饒

保障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規定有所紙觸 o J 究係詣修正前之民法第九百九

十二傑競選婚末設除斥摺詞，故該法饒尾部分這憲，確定結局裁判援引

該法憲之法律判決重婚撤銷有所不當;抑係指有關重婚之上項規定全部

，但確定將局裁判適用該法律於本案部構成瑋蔥，並未胡耀釋示，

將使本許解釋之效力如傳發生爭議。質言之，陳瑞空大法官指出了多數

意見在論證上的盲點，究竟是法接來設除斥期間為i晨，抑或法條規定並

'克{系法律i由用的話果，亦即判決結果違憲 o 多數意見對此含糊

其詞。

陳瑞堂大法官並進一步指出，維護一夫一妻制，乃t些界i轎車，問我

問民法將重婚撤銷未設除期間既非立法上疏漏，亦為一夫 J妻制開設

øu外，黨有其立法上之相當理由存在。本件解釋碟的書雖肯定有關重婚

插銷之規定不設餘斥期間「乃在使撤銷權人臨時得行使其擴鈴權」卻認

為確定終昂裁判撤銷長期存在之後婚配龍之最婚為皮書?是婚配之自由

護和出租觸憲法，有背馳立法湖謊，連反常理之錄。

'說屬;去為規律人之身分關係之法。大率與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有關 G

身分關{系在法律上發生何單權利義務，均依法律規定開定。

有強制法之佐質 Q 文民法第一條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

無習s買者，依法理J 。有關重婚撤錯事項，民法既有胡文規定，在裁判

上有無將此詩及公益之強制法規捨策不用， ~鑫依法理作相反之解釋，藉



6是論司法的政策形成功能一以大法官解釋草二泌二號為例

以阻止的婚配偶行使重婚撤銷權之餘地，饒有接問 O 法律之解釋固應針

對社會情勢之需要與清事變潛之現況而為機動之適盾。{且解釋之機動仍

有其梅限，揭岸重婚問題研形成尷尬白宮局說露，歷史悲顧之產物，站令同

情。但llt究屬常態社會之部分特殊事f91J偕正前民法草九臼八十五偉及

第九百九十二條係就正常i肯況下貫徹…夫一妻制所設，就此常態法言，

多數入民對於一夫一妻制之價值與餅不但未閻部分特殊事例而有所影

響，毋寧因民法修正重婚之銬正而更趨嚴樁化 G 在此情形下，法律與部

分特殊現象之脫節，唯有循修法或訂定特別法之途控以套補救，而非期

求執法者為救濟特殊個案不顧該常態法之公益性與社會意義，任意為逸

出常軌之解釋。否則親麗法夫一妻之基本原則以及基本入倫關係將因

此特殊案f91J之救濟需發全動搖 O

, r凍瑞堂大法官對於多數意見…方面肯認撤館權行{史的合憲

怪，另一方面在結果上認為臨定封決所適用的結果與憲法有所抵觸，基

於…夫一委制度的立法顯謊，以及法律解釋以及強制規定態如何禮用，

提出其不同意見。認為兩岸分陷進成婚姻狀況之不穩定，固然{曉得同情，

然而是否閥釷即應做出對決結果違反憲法精神之判斷，殊館'1雲疑。

五、小結

就本件釋字三四二號解釋中，以陳晶堂大法官而言，其論述可謂基

於哥法消極主義琨司法自制的觀點所為之闡述，認為法律既有明確規

'況法律對於撤銷權行使之未設除斥期間之規定， 1系基於立法裁量權

的正當行使，在違憲審查機制下，可法機關當無一方面肯認法規之合憲

性，另一方面部質疑法律j鹿島結果之合憲與否。易古之，法律之適用，

縱於但案中因兩岸分隔造成的特聽環境，致使法律適用結果與一般人法

律感，情有逞，然並不能執此即j鑫於個眾中焉不用之判斷，畢竟上開涉及

價值判斷之法律判斷，接非釋蔥機關閉憨審酌之因素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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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i話說誓:鎮錚大法官之不!可意見而言，其認為重婚撤銷權無除斥期

憫之規定，問係i晶於嚴厲之制裁違反憲法第三十二條之其他自由權之保

，而其對於人民權利之限制，又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價原則之規定有

。對此，對!鐵錚大法官對於連憲審資者所應扮演之

角色，可謂持，較積極之態度 o

然而，就多數意見高言，多數意見可謂是主持吾ír'f的產物，顯有語多

保留。一方面肯認撤銷權之行使之合罩住，未對民法未設除斥期問是否

合憲加以說明，而對判決結果卻基於兩岸分隔之特殊背景加以非難，

為如IIt與憲法第二十二檬保障人民權利之規定有違 o 苦多數意見顯然有未

盡說明義務之處。

本文以為，本號解釋中有兩個議題是品須現;其體誨的，首要即是聽

銷權行使之未設除斥期問規定，其合;害性如何，其次，倘若肯認未設除

ff期間之規定，係立法裁量權之正當行(吏，並末違憲。就法條於個案

具體連串研單成的這德國境，大法官究應如何自廳，究應採積極主動的

立場，還是如陳瑞堂大法官所言，應採取較遠保守自輯之立場。

首先就撤銷權行使未設除斥期間之規定而言，其中涉及兩項價值觀

念之拉扯，其一係一夫一妻主義之堅持，其二則係對於後婚所建構之家

庭人信秩序，以及其社會觀係層i語法安定性的考量，兩者究應如何抉擇。

志~1J1Í爵若立法著諱:於-夫一妻之婚摺之輯度之堅持，認爵應賦予利害關

係人隨時得撤銷婚姻之權利此項i軒在較為重要時，則應肯認該法線之音

憲性 O 倘若認為後婚所建構之人倫秩序及社會關係層面法安定性的要求

較為重要峙，則應認立法者在制定法律對於土問撤銷槽之行使未設除斥

期問之規定，自違反比1亮康問之要求，龍應宣告還第。本文以為，

必然而，在此主義有…噴克為根本的閉路有待解潰，亦即本件轉讓的樺的究竟為何?

家之權力行使不法借害人民基本權利，有攝憲法第二十二條政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9 亦即在法律制，應有除斥期間之投置而未規定，



的論司法的政策形成功能一以大法官解釋第二四二豈是為1r'J

(最鎖定之權限而言，立法機關應具有穫先搓，易言之，立法機關在需者

價值權衡中，立法者應有權決定其所重視的究竟是一夫一妻甜度的堅

持，抑或是後婚人倫秩序的考量。既然立法者在價值判斷的選擇上已經

選擇了一夫一妻的制度作為其認為較重要之價體委員吏，目IJ司法機關本應

就ltt加以尊章。故就撤銷權石頭未設除斥其耳聞規定一節，應無法憲之鷹。

其次，就個案適用的妥適性問:言，司法機關在此是否應就個案之妥

適為判斷，此N[J涉及本文中 4.2 部分所提及司法積極主義與司法消轍主

義之司法哲學抉擇，也就是本文所欲討論的，司法機關是否具有政策形

成的功能，以及室主否具政策形成的功能之格心。從釋字第二四二號解將

可以發現，大法官對於社會政策的介入以及社會需求之臣，憊，茱種程度

竇發揮了其政策彤成的功能 o 易言之，司法者，在本件中係司法院大法

宮解釋藉違憲審查的功能，表壞了其對於兩岸長久分隔婚姻撤銷制度應

如侍處現的回應，在結論上認為，此種兩岸長久分臨的的特殊社會背景，

法律，應對其作不向之適用。

對此，八十九年「二月三十日樓正議通的壺灣地~與大陸地區人民

輯係條例第六十四條規定「夫妻囡一方在秦灣地區， ~------"'"方在大陸地區，

不能同盟，昕一方於民鷗仁十四年六丹四日以前重婚者，利害關係人不

得聲請轍銷;其於七十四年六月五日以後七「六年卡一月一日以語重婚

，該後婚視為有效。前項情形，如夫妻警方均車婚者，於後婚者重婚

之日起，原婚細閱係消滅J 。第七!-六條規定「配館之一方在舉灣地區，

一方在大陸地i盔，而於民國七十六年十一丹…臼以前重為婚姻或與非配

偶以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者，免予追訴、處罰;其相婚或與同居者，亦

同 J 。則可視為立法機關對於 1二閱司法機關所為的政策決定的侶，慧。

擇手可受干事損害 o 亦部:本~{牛究竟是講求司法接聽排除侵害墊

織若是前者，本件之攏銷行使權人謀人民，與傳統自由權係荒於問家之侵害之概念是否

相符，亦非無進一步研求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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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司法者究應扮演積極或消陋的角色，對於社會議題，司法者究應、否

升入，以及應以如何方式介入。話司法者的決定，究竟有無可能帶動社

會改革，以及司法者將如何面對權力分立、法治主義、或反多數決等角

度的質疑，是本文關心的重點。對於台灣五十多年來的社會發展，

機關的確指演了一個不可抹濕的角色，本文以釋字第二四二號解釋為

例，發現不同的的大法官因為其司法哲學的豆豆異，對於特定議題往往採

取不同的主張，並進而發現，多數意見雖然原貼上肯認法律的合憲性，

但是說錯案，可面對的道德菌境，仍進一步積極的扮演政業形成的角色，

在禍。岸分隔下的婚姻制度上作了一定程度的政第形塑。基於此，立法機

關在之後的立法上也作了一定程度的個車。其中八十九年軍遁的兩岸人

民麗係謀例R[J依大法官所為之解釋意曾作了類似的規定 G

規範由自由法治國演變為社會法治國的客觀背景下，司法機罷不只消極

的聽琵關家慢害人民之基本權利，辛苦時，更須積極的介入社會議題或政

治政策的形成，此時，司法機關的頭:“貌與傳統認知的消極被動，顯然有

時許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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