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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採行司法違憲審查制度，係為當今憲政民主國家共同發展的方向。司法院大

法官為我國憲法上最高且唯一之憲法解釋機關，肩負憲法賦予維護憲政制度之重

責大任，素有「憲法守護神」之美譽。惟由非民選的法官，透過釋憲制度得逕行

宣告民選的國會所制定的法律為違憲或無效，始具爭議性，即所謂的抗多數困境

的問題。職是，大法官於權威性解釋憲法，審查、宣告其他國家機關行為之合憲

性時，勢必面臨分寸拿捏的問題，亦即對於憲法上平行之其他國家機關(立法、

行政等政治部門)之決策，應給予何種程度之尊重？申言之，大法官對於繫屬中

之違憲疑義案件究應積極介入、嚴格審查，抑或消極尊重其他國家機關之決定，

放寬審查，而介入程度及界限為何，是否有可預見之態度指標，又有否類型化操

作之可能，實有深入探討與廓清之必要，此即本文所欲探討之「司法消極主義」

與「司法積極主義」之問題。 

本文將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之解釋分為「基本權」與「憲政秩序」兩大種類，

透過類型化的分析，探討第六屆大法官，於何種事務領域中採取傾向消極或者積

極的審查態度，並分析其原因為何。最後提出審查態度取向的初步構想，以提供

可資參酌之態度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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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judicial review of constitutionality institution is the common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ies nowadays. According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Grand Justices of the Judicial Yuan are the supreme and sole 
constructionist. They are vested with the authority to shoulders the heavy duties of 
safeguard and support of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For this reason, Grand Justices 
enjoy the good name of "guardian angel of constitution". The judges not selected by 
civilians are able to adjudicate the law enacted by the Congressmen selected by 
civilians to be Constitution-violating or ineffective. This is a controversial issue, what 
so-called problem of anti-majority dilemma. Therefore, being the guardian for the 
constitution by th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of interpret constitution, as they review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other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ctions, must face the 
question which the discretion acts bashful, that is regarding constitution in parallel 
other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department such as legislation or 
administration) decision-making, should give how degree respects to them? That is to 
say, grand justices should positively involve and strict scrutiny or negatively respect 
other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decision and relax the scrutiny when review the case 
that may have doubt of violate of the constitution. When they face that situation, how 
involvement degree and boundary they can, whether has possibility of the unification 
vein to follow, also whether has possibility of the type operation, really need thorough 
discussion, this is the article wants to discuss, “Judicial Passivism” and “Judicial 
Activism”. 
  This article differentiates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ixth session of the 
Grand Justices between the classifications of basic rights and constitutional order. 
Discussing the sixth session of the Grand Justices tend to take passive or active 
attitude toward what kind of affairs area, and why it is. Finally, we bring up initial 
ideas of attitudinal orientation of judicial review,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tial index. 
 
【Keywords】Judicial Review, Judicial Passivism, Judicial Activism, the Sixth 
Session of the Grand Jus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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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法律的生命從來也不是邏輯，法律的生命是經驗。 

Oliver Holmes Jr. 1841-1935 

                                                           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壹壹壹、、、、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綜觀近兩百多年來世界各國政治的發展，大抵朝向民主政治的道路邁進，而

使民主政治確立並鞏固的基本要件，莫過於是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
1
的

發展。在憲政主義的發展之下，成文憲法國家幾乎都承認憲法為國家的最高規

範，法律與命令均須符合憲法的規範，形成法的位階，若有違反牴觸之情形，則

該法律或命令即為無效，如此確保了憲法為國內最高法的規範位階。憲法本身規

範的重點，從早期著重在國家機關的組織與職權，與政府權力行使之規範，演進

至今將人民權利的保障納入憲法規範的基本內涵，可見政府權力與人民權利均受

憲法規範的拘束與保障。而當代憲政主義國家，更多是以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為最

大目標。
2
既然憲法對一國政府與人民具有最高的指導性，則在憲政實際運作上，

該如何確保憲法的優越性(constitution supremacy)，遂為人們所關注的焦點。 

基此，採用成文憲法的現代法治國家，基於權力分立的憲政原理，莫不建立

                                                 
1
 根據劉慶瑞教授的看法，憲政主義應該包括兩項原則：第一、憲政主義就是法治政治(rule of 

law)。詳言之，政府的活動不依靠主觀的個人的任意或專擅，而須依靠客觀的法律規範。換言之，

憲政主義乃欲確立一個具有永久性的客觀法律規範，一方面以限制政府的活動範圍，他方面以保

護人民的合法權利。第二、憲政主義就是民意政治。詳言之，政府的政策須直接或間接的根據被

統治者的意思。換言之，在立憲國家，人民應有權利依直接民權的方式或代議制度的方式參加國

家的統治作用。參見劉慶瑞，《中華民國憲法要義》，台北：自刊，1996 年，頁 1。 
2
 陳文政，〈憲政主義結構內涵之體系分析〉，《師大政治論叢》，第 6 期，2006 年，頁 54。氏將

憲政主義定義為：「憲政主義是一種主張以創設深度憲法為基礎，以建構有限政府為途徑，以奉

行法律主治為手段，以保障基本權利為目的之政治信念體系。」故吾人就此可知憲政主義終以保

障人民權利為首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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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違憲審查(judicial review)
3
制度，以確保憲法在規範層級中的最高性。使

國家機關受憲法所賦予的權力受到其他國家機關所侵害，或是人民於憲法中所享

有之權利受到政府不當侵害時，可循憲法機制尋求救濟。而行使司法違憲審查權

之機關，在對法律或命令進行合憲性審查時，依其所抱持態度之不同，往往產生

消極與積極兩種解釋取向。若釋憲者於行使違憲審查權之際，對於立法或行政部

門的政策決定，給予最大限度的謙讓與敬意，不做超脫出憲法文義的違憲判斷，

此即為司法消極主義
4
者所抱持之態度。而若釋憲者藉行使司法違憲審查權，積

極介入立法或行政部門的政策形成領域，不拘泥於憲法文義，而從事落實憲法價

值與理念的「司法造法」
5
工作，則即為司法積極主義

6
者所抱持之態度。職是之

故，司法違憲審查權的行使，在消極與積極兩種不同態度的操作之下，勢必將釋

憲者的態度反映於釋憲的結果當中，而透過對釋憲結果的觀察，即可得知司法權

與行政、立法兩權互動下的消長軌跡。 

我國的職司司法違憲審查者─司法院大法官，隨著近年來民主化的發展，在

憲法解釋實務上往往扮演關鍵的角色，尤其對於涉及人民基本權的解釋案件，更

是漸漸採取積極主動的立場。雖然大法官的權力性質，具有消極被動的司法性

格，惟近年來，大法官在有關限制人民基本權的違憲法規上，卻表現出積極果斷

的態度，進而宣告法令無效或給予立法者期限修改，即便當下未有明顯之違憲事

實而於後有違憲之虞者，亦做成「警告性解釋」，提醒立法或行政部門宜為修正。

                                                 
3
 judicial review 一詞，亦有人譯為「司法審查」，或為「違憲審查」，惟兩者之概念未盡一致。

蓋「違憲審查」指對法律或命令進行合憲性審查，其實務上亦可由立法機關發動(如中國之人大

常委會行使違憲審查權)，並非司法機關之專屬權；而「司法審查」除指涉法律或命令是否違憲

外，亦包括對命令的合法性審查。由於本文討論之焦點在於司法院大法官針對法律或命令等規範

進行合憲性審查後所做成之解釋，故為求定義上之精確，將之譯為「司法違憲審查」。 
4
 關於司法消極主義之相關理論，請參見齊光裕，《違憲審查與政治問題》，台北：揚智出版，2003

年，頁 178-184。 
5
 關於釋憲者之「司法造法」一詞，學者亦有將其稱為「憲法續造」者。詳參林明鏘，〈大法官

之憲法解釋與憲法續造〉，收於《現代憲法的理論與現實─李鴻禧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台

北：元照出版，2007 年，頁 785-808。 
6
 一般而言，司法積極主義是一種指控法官超越其適當權限的說法，即法官自為立法而不再只是

解釋法律。司法積極主義並不侷限於某一價值型態，保守派可能是司法積極主義者，自由派也可

能是司法積極主義者。但不論是保守派或是自由派，兩派的積極主義皆有一共通點，即他們都揚

棄憲法有限的文字，而追求他們認為適當的、正確的、合理的途徑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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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而對國家機關間之權限爭議，更是挺身而出盡其定紛止爭之憲法義務，故吾人

對大法官釋憲權能之擴張與其所作成之解釋，切萬不可忽視矣。 

基此，本文欲就第六屆大法官
8
於其任期內所作成之解釋

9
加以整理、評析，

依其涉及之國家機關、憲政原則、保障對象、基本權種類，分為「憲政秩序」案

件與「基本權」
10
案件，再分別加以類型化謀求更細緻的分類，以分析大法官於

何種類型的案件中，較傾向採取積極或者消極的審查態度與解釋取向。 

表表表表 1-1：：：：第六屆大法官任期第六屆大法官任期第六屆大法官任期第六屆大法官任期 

大法官姓名大法官姓名大法官姓名大法官姓名 到職日期到職日期到職日期到職日期 提名次別提名次別提名次別提名次別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翁岳生 83年 10月 2日 第一次提名 88年轉任司法院院長 

劉鐵錚 83年 10月 2日 第一次提名  

吳庚 83年 10月 2日 第一次提名  

王和雄 83年 10月 2日 第一次提名  

王澤鑑 83年 10月 2日 第一次提名  

林永謀 83年 10月 2日 第一次提名  

林國賢 83年 10月 2日 第一次提名 86年轉任司法院秘書長 

施文森 83年 10月 2日 第一次提名  

城仲模 83年 10月 2日 第一次提名 87年轉任法務部長 

孫森焱  83年 10月 2日 第一次提名  

陳計男 83年 10月 2日 第一次提名  

曾華松 83年 10月 2日 第一次提名  

董翔飛 83年 10月 2日 第一次提名  

楊慧英 83年 10月 2日 第一次提名  

戴東雄 83年 10月 2日 第一次提名  

蘇俊雄 83 年 10 月 2 日 第一次提名  

黃越欽 88 年 1 月 26 日 第二次提名  

賴英照 88 年 1 月 26 日 第二次提名 88 年轉任他職 

謝在全 88 年 1 月 26 日 第二次提名  

賴英照 91 年 6 月 25 日 第三次提名  

                                                 
7
 蘇永欽教授對近年來大法官釋憲之積極態度，於其文中多所指摘。詳見蘇永欽，〈立法裁量與

司法審查關係之探討：以憲法為中心 (上)〉，《憲政時代》，第 26 卷第 2 期，2000 年，頁 122 以

下。 
8
 本文所稱之「第六屆大法官」之範圍限定於民國 83 年 10 月 2 日至民國 92 年 10 月 1 日行使職

權之大法官，惟其任期因部分大法官轉任他職而互有參差，故吾人製表以敘明之。(請參閱表 1-1) 

另本文亦將第六屆大法官之學經歷背景加以整理，以供參考。(請參閱表 1-2) 
9
 第六屆大法官於其任期內共作成 200 號解釋。(請參閱表 1-3) 
10
 關於兩者之分類本文將於之後章節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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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參見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編，《大法官釋憲史料》，台北：司法院大法

官書記處，1998 年，頁 72-73。 

 

表表表表 1111----2222：：：：第六屆大法官背景簡介第六屆大法官背景簡介第六屆大法官背景簡介第六屆大法官背景簡介 

大法官姓名大法官姓名大法官姓名大法官姓名    最高學歷最高學歷最高學歷最高學歷    主要經歷主要經歷主要經歷主要經歷    

翁岳生 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 台大法學院教授 

第三至六屆司法院大法官 

司法院院長 

劉鐵錚 猶他大學法學博士 政大法學院教授、所長 

第五屆司法院大法官 

吳庚 維也納大學法學博士 地方法院檢察官 

台大法學院教授 

行政院法規會委員 

第五屆司法院大法官 

王和雄 政治大學法學博士 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檢察長         

法務部參事、主任秘書 

東吳大學兼任副教授 

王澤鑑 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 台大法學院教授 

行政院研考會委員 

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 

林永謀 台灣大學法學士 最高法院法官、庭長 

林國賢 文化大學法學博士 最高法院法官 

士林地方法院院長 

施文森 惠勒曼特大學法學博

士 

政大法律系主任 

政大保險研究所所長 

城仲模 維也納大學法學博士 考試院考試委員 

行政院研考會委員 

孫森焱  台灣大學法學士 最高法院法官、庭長 

陳計男 台灣大學法學士 最高法院法官 

行政法院庭長 

考試院考試委員 

曾華松 中興大學法學士 律師 

高等法院法官、庭長 

行政法院評事、庭長 

董翔飛 政治大學法學碩士 中興大學公行系主任 

內政部法規會委員 

考試院典試委員 

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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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慧英 台灣大學法學士 行政法院評事 

最高法院法官、庭長 

戴東雄 邁因滋大學法學博士 台大法學院教授、院長 

蘇俊雄 佛萊堡大學法學博士 台大法學院教授 

第六屆省議員 

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 

黃越欽 維也納大學法學博士 政大法學院教授 

第二屆監察委員 

賴英照 哈佛大學法學博士 中興大學法律所所長 

台灣省財政廳廳長 

台灣省副省長 

 

謝在全 南美以美大學法學碩

士 

最高法院法官 

司法院民事廳廳長 

台中地方法院院長 

司法官訓練所所長 

資料來源：作者參閱網站資料自行編製 

網址：http://www.judicial.gov.tw/aboutUs/4-1-6-6.htm#9。(瀏覽日期：2008

年 5 月 22 日) 

 

表表表表 1111----3333：：：：第六屆大法官解釋歷年統計第六屆大法官解釋歷年統計第六屆大法官解釋歷年統計第六屆大法官解釋歷年統計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解釋號次解釋號次解釋號次解釋號次    解釋件數解釋件數解釋件數解釋件數    

83 367-369 3 

84 370-392 23 

85 393-419 27 

86 420-443 24 

87 444-471 28 

88 472-498 27 

89 499-519 21 

90 520-536 17 

91 537-554 18 

92 555-566 12 

總計 367-566 2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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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第六屆大法官對各類規範
11
進行合憲性審查，以及對憲法疑義之闡釋

所作成之兩百號解釋為研究對象，原因在於第六屆大法官之任期適逢解嚴後民主

改革勃興的時期，歷經政黨輪替與政治改革的變動，其所作成之憲法解釋對我國

民主轉型之過程有不容忽視之影響與形塑作用。
12
再者，第六屆大法官為首屆完

全適用大法官審理案件法進行憲法訴訟的屆次，於其任期內所作成之多達兩百號

解釋，亦屬歷屆大法官作成解釋件數之冠，其解釋對政府體制之界定、機關爭議

之排解、基本權利之保障，以及憲政秩序的維護多所貢獻，成績斐然，甚具研究

價值。
13
總體而言，本文之研究動機即欲透過對大法官釋憲實務的整理與分析，

嘗試勾勒出大法官對於審查各種類型的釋憲案件所抱持之態度與論證基礎、大法

官積極介入或消極迴避的領域及其成因為何，希望獲得大法官對各類型案件進行

憲法解釋時，可供參酌的態度指標，並於結論提出初步的類型化釋憲態度取向， 

為建構往後適用於各類型案件可資操作的憲法解釋模式，提供初步的研究基礎。 

俾使大法官之決策行為有跡可循，而後人對大法官於各類型案件進行合憲性審查 

之決策態度的研究，亦不至流於疑臆猜度，而能透過體系化的衡量分析，使此一

領域之研究更獲重視。 

 

                                                 
11
 關於第六屆大法官針對各類規範進行合憲性審查之類型，以及作成違憲解釋之比例，吾人製

表以敘明之。請參閱表 1-4。 
12
 學者認為，關於大法官的政治態度與違憲審查權行使之間的關係，在國內並未獲重視，相關

的研究與資料闕如。考其原因，主要由於在威權統治時期，大法官個人的釋憲角色無足輕重。我

國遲至民國 76 年解嚴，才回復到正常的法制，遲至民國 80 年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才恢

復到正常的政制。嚴格講來，自民國 82 年第二屆立委由全民普選產生，我國才正式邁向民主政

治，至今也不過 10 餘年的光景。故本文在研究對象上以任期自民國 83 年至 92 年的第六屆大法

官為主，為求在時間上切合我國民主政治之發端。參見任冀平、謝秉憲，〈司法與政治─我國違

憲審查權的政治限制〉，收於湯德宗主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 第四輯》，台北：中央研究院

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2005 年，頁 518。 
13
 如前司法院院長翁岳生教授認為，在大法官默默耕耘之下，初生不全的我國憲政體制乃得以

脫胎換骨，慢慢走向健全而進步的法治新境。相對地，隨著台灣步入民主法治常軌，大法官的職

權也有所擴增，程序亦漸臻完備，功能乃得以發揮。尤其從民國 82 年 2 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

件法公布後，大法官的權能更能充分地開展。以第六屆大法官為例，自民國 83 年 11 月起行使職

權至 92 年 9 月任期屆滿時止，總共作出 200 號解釋，對人民權利的保障、民主法治的深化、社

會自由的拓展，頗受肯定。我國大法官的功能與成就，相較於現代化民主先進國家的制度，可以

說毫不遜色。參見翁岳生，〈我國憲法訴訟制度之展望〉，《中研院法學期刊》，創刊號，2007 年，

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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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111----4444：：：：第六屆大法官解釋對規範審查之類型第六屆大法官解釋對規範審查之類型第六屆大法官解釋對規範審查之類型第六屆大法官解釋對規範審查之類型    

規範類型規範類型規範類型規範類型    審查件數審查件數審查件數審查件數    違憲件數違憲件數違憲件數違憲件數    違憲比例違憲比例違憲比例違憲比例    

法律 71 23 32% 

法規命令 46 11 24% 

職權命令 18 12 67% 

行政規則 45 15 33% 

終審法院判例、案

例 

15 8 53% 

終審法院決議 3 2 67% 

總計 198 71 36% 

資料來源：整理自蘇永欽，〈從體系功能的角度看大法官的規範違憲審查─走向

適切回應社會變遷的司法積極主義 (下)〉，《法令月刊》，第 59 卷第 7期，2008

年，頁 32-33。 

 

貳貳貳貳、、、、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若以大法官的屆次論之，就歷屆大法官作成之解釋加以整理，進行屆次之間

的比較，吾人可觀察出歷屆大法官對司法違憲審查權行使的積極程度，以及控

制、介入立法權的程度為何。本文僅就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之兩百號解釋為研究

對象，而不以歷屆大法官之釋憲成果作為比較之標的，原因在於第六屆大法官之

任期恰巧符於我國政治民主化的開展，其所作成之憲法判斷必當成為促進我國民

主化的動力之一，其對民主化、人權保障的影響與貢獻因時代的影響而更甚於戒

嚴時期各屆大法官，實有研究之價值。
14
若欲判斷從事司法違憲審查之司法者，

在對規範
15
進行合憲性審查時之態度是否積極，可就兩個面向加以觀察：其一是

宣告規範違憲的數量，其二是宣告規範違憲與否的模式。藉此可觀察出司法者行

動取向之消極或積極。而本文研究之目的即在於將第六屆大法官解釋進行初步的 

類型化，就其對規範宣告違憲之數量與對規範進行合憲性審查後的宣告方式，來

                                                 
14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做為我國唯一的違憲審查機關，過去在威權統治時期，對於許多政治敏感

問題，多有附從於執政當局意見之傾向，表現出極度的司法自制精神。直到台灣完成民主化後，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才開始提出一些和當局意見相左、影響深遠的解釋書，例如釋字第 443 號解

釋、釋字第 445 號解釋、釋字第 479 號解釋等，明顯地反映出司法積極主義的精神。請參閱陳銘

祥，〈違憲審查制度與民主政治〉，收於《現代憲法論》，台北：元照出版，1999 年，頁 342。 
15
 此處所稱之「規範」者，乃謂法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行政規則、以及終審法院之判例、

案例、決議等。(請參閱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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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司法權行使的積極與否。而再依案件類型進行區分，分析在何種案件類型中

大法官表現出較為積極或消極的立場，並據此判斷大法官對各領域的介入程度深

淺為何，進而嘗試建立起大法官針對涉及各個事務領域之規範、事項進行合憲性

判斷的態度指標，為往後相關論題提供可資參酌的研究素材。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壹壹壹壹、、、、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係指涉資料蒐集與處理資料的手段，以及其進行資料分析的程序及

技術，亦即指蒐集與處理資料的方法而言。研究方法一般又可分為量化的研究方

法(常使用演繹邏輯)與質化研究方法(常使用歸納邏輯)兩類。前者量化研究原理

是一種數理觀念的運用，研究者面對某一特定現象時，採取「數量」的觀點(即

統計學原理)做探討的切入方式；後者質化研究最主要的特徵是在「自然情境」

中做研究，與量化研究著重數理分析區別開來。
16
人文科學在從事經驗研究之際，

基於本質上的因素，其於實證分析過程無可避免的必然含有規範、理想、價值等

成分，因而無法如同自然科學般從事純粹的經驗分析，故實有必要將規範與經驗

加以調和，研擬出一套真正適於人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
17
基於此觀點，本文針

對第六屆大法官解釋之消極與積極態度取向之研究，在研究途徑上即兼採「規範」

(normative approach)與「經驗」(empirical approach)兩大途徑進行研究。在

規範研究途徑方面，針對國內外有關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司法消極與積極主義

之學理做整理與探討，以其為釋憲實務運作之基準面；在經驗研究途徑方面，乃

以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之解釋為研究標的，進行類型化的歸納與分析，嘗試建構

                                                 
16
 王立達，〈法釋義學研究取向初探：一個方法論的反省〉，《法令月刊》，第 51 期第 9 卷，2000

年，頁 24。 
17
 陳怡如，《司法院大法官有關工作權違憲審查基準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

士論文，2006 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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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大法官之司法決策取向介於消極與積極間的滑動軌跡。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採用的研究方法有三。第一為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review)，對與本文題目相關之中外文獻資料加以蒐集、整理與分析，包含憲法

學、憲法釋義學、違憲審查理論之專書、論文、期刊，以及我國大法官解釋、司

法判決，與國外之相關判決、解釋等，藉以架構出本文骨幹。第二為制度分析法

(Institution Analysis)，對世界上具有代表性國家如美國、德國之司法違憲審

查制度進行比較與分析，並探討我國對國外制度之移植繼受，而界定出我國現行

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此外，亦對我國大法官釋憲之規制與權能有所析述。第三

為案例分析法(Cases Analysis)，以實證研究的方式了解我國第六屆大法官釋憲

實務運作的情形，透過對其所作成之解釋的類型化歸納，觀察大法官對於各類型

案件進行合憲性審查時之態度取向，以期獲致清晰可循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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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圖 1-1：研究架構 

司法違憲審查理論司法違憲審查理論司法違憲審查理論司法違憲審查理論    

司法消極主義 司法積極主義 

                                  

司法違憲審查制度類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類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類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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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司法違憲審查之制度與運作我國司法違憲審查之制度與運作我國司法違憲審查之制度與運作我國司法違憲審查之制度與運作    

美國司法違憲審查標準 德國司法違憲審查標準 

              

我國對美、德司法違憲審查標準之繼受 

 

 

 

 

 

 

 

 

 

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 

 

圖表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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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研究架構如圖 1-1所示。至於章節安排方面，本文第一章為緒論，介

紹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架構、文獻資料之分析、以及研究範圍

與限制。第二章對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理論加以闡述，接著介紹司法消極主義與

司法積極主義兩種態度取向之概念，對其基本原理、表現態樣、以及實務上運用

之區別有所辨明。第三章介紹司法違憲審查之制度類型，說明司法違憲審查制度

依其運作方式之不同所產生的類型，以及介紹主要制度輸出國─美國與德國的司

法違憲審查制度，同時說明我國之現制。隨後對美、德兩國司法違憲審查的標準

加以介紹，並嘗試探討我國於釋憲實務上之繼受。最後提出第六屆大法官解釋之

總覽，作為第四、五章的類型化分析為之開端。第四章以關於憲政秩序之解釋為

討論對象，將其以涉及民主國原則、權力分立原則與法治國原則分為三大類，分

別探討大法官面臨該項原則時，採取何種審查態度。第五章以關於基本權之解釋

作為討論對象，將諸號解釋依涉及平等權、自由權、工作權、財產權，以及其他

基本權加以分類，分別探討大法官對各種基本權之審查態度。第六章為結論，為

本研究之總結，希望藉由提出本研究之發現與建議，能對相關研究提供微薄貢獻。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資料與文獻分析研究資料與文獻分析研究資料與文獻分析研究資料與文獻分析 

 

壹壹壹壹、、、、研究資料研究資料研究資料研究資料 

    本文之研究資料以國內外探討司法違憲審查理論、司法違憲審查制度，以及

憲法釋義學之專書、論文、期刊、雜誌、各研究機構與大學之學報、網路資料為

主要研究素材，亦包括國外之憲法判決與我國大法官會議所作成之解釋。憲法學

之內涵包羅萬象、涉獵甚廣，國內外各家學說與建構之體系雜然並陳，故本研究

僅能以有限之心力，擇其具代表性、受學界多數肯認的學說作為主要研究資料。 

貳貳貳貳、、、、文獻分析文獻分析文獻分析文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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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我看的比別人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If I have 

seen farther than others, it is because I was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牛頓，1776 年。 

    吾人引用牛頓之名言，意謂所有知識領域上的研究，皆是植基於學術先進的

探索與啟發之上，而本研究自無例外。關於司法違憲審查的研究，在法學、政治

學的領域中，素為學者關注的焦點。橫諸國內關於研究違憲審查理論的專著，不

可謂少；而研究者所發表的相關期刊、論文，近年來更是如雨後春筍、不勝枚舉，

可見關於司法違憲審查的研究，在我國學術領域上已有相當可觀之成果。 

一一一一、、、、關於國外學者之重要著作關於國外學者之重要著作關於國外學者之重要著作關於國外學者之重要著作    

(一) John Hart Ely 教授之著作，於一九八○年所出版的 Democracy and 

Distrust─A Theory of Judicial Review18
一書，被憲法學界認為是近二十年來

最具代表性的憲法專書，其由檢討當代關於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的爭議出發，其

將這些正當性爭議基本上歸類為「解釋主義」(interpretivism)與「非解釋主義」

(noninterpretivism)，兩者皆聚焦於憲法實體內容的討論上，這在多元社會中

很難找到一個普遍被接受的客觀實體價值標準。基此，Ely 教授提出了「程序論」

與「代議補強理論」，以建構「程序導向」的司法違憲審查理論。 

      (二) 哈佛大學 Bruce Ackerman 教授著作，於一九九一年所出版的 We the 

People:Foundations19
一書中，提出「憲法時刻理論」(constitutional moment)，

造成憲法學界長久以來的熱烈討論與迴響。憲法時刻理論之論旨在於強調：違憲

審查不但沒有反多數決的困境，反而更是民主價值的保護者與實踐者。Ackerman

教授提出了「二元民主論」來證立了司法違憲審查的正當性。 

      (三) Alexander Bickel 教授之著作，於一九六二年所出版的 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The Supreme Court at the Bar of Politics20
一書，對司法

                                                 
18
 JOHN HART ELY,  DEMOCRACY AND DISTRUST─A THEORY OF JUDICIAL REVIEW ( 1980 ). 

19
 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FOUNDATIONS ( 1991 ). 

20
 ALEXANDER M. BICKEL,  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THE SUPREME COURT AT THE BAR OF 

POLITICS ( 1962, 2
nd
 ed. 198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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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憲審查制度在美國憲政上的角色定位提出了反省。他認為法院行使司法違憲審

查權時，必然面臨「抗多數困境」之原罪，因此司法者勢必要保持「司法謙抑」

的美德，於行使權力時保持謹慎節制的態度，才不至於戕害其司法違憲審查權的

正當性基礎。 

二二二二、、、、關於國內學者之重要著作關於國內學者之重要著作關於國內學者之重要著作關於國內學者之重要著作    

關於本研究之重要議題─「司法消極主義與司法積極主義」的探討，或略論

於各研究違憲審查之專著中，或散見於各探討憲法解釋理論與權力分立原理的論

文中，以司法消極主義與司法積極主義為討論主題的專著，似乎屈指可數。而以

司法消極主義與司法積極主義為中心，分析我國大法官釋憲實務上所做成相關釋

字的著作，亦復為之欠奉。或有相近者，如周宗憲教授所著之碩士論文─《司法

消極主義與司法積極主義之研究─現代民主國家中的司法審查》
21
，其中對司法

消極主義與司法積極主義，做了理論上的闡釋與釐清，亦對美國司法違憲審查制

度演進的軌跡做出觀察，於學術上實有貢獻。而其中雖多援引美、日之憲法判決，

論述清晰，甚富參考價值，其對以我國大法官解釋為研究對象的本文，有甚多啟

發。 而黃國益之碩士論文《立法裁量與違憲審查─以日本法與我國法之立法裁

量論為主》
22
，對司法消極主義與司法積極主義亦有相當篇幅之介紹，對本文觀

念之建構實有助益。再者，黃昭元教授於《當代公法新論 (上)》所發表之〈司

法消極美德的積極實踐─評 Sunstein 教授的「司法最小主義」理論〉
23
，對

Sunstein 教授的「司法最小主義」理論有著深刻的評述與省思，亦對「司法自

制」與「思辨民主」的觀念有所辨證，對本文之研究甚有啟發。 

有關憲法解釋理論之著作，前大法官吳庚教授之《憲法的解釋與適用》
24
一

書，對國內憲法學界實有不容忽視之重要性。吳庚教授以其多年從事法曹工作的

                                                 
21
 周宗憲，《司法消極主義與司法積極主義之研究─現代民主國家中的司法審查》，文化大學政

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年。 
22
 黃國益，《立法裁量與違憲審查─以日本法與我國法之立法裁量權為主》，政治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23
 黃昭元，〈司法消極美德的積極實踐─評 Sunstein教授的「司法最小主義」理論〉，收於《當

代公法新論(上)─翁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台北：元照出版，2002 年，頁 876-917。 
24
 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台北：作者自刊，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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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經驗，對法釋義學的理論體會甚深，氏於本書中對憲法解釋的理論與原則有

許多結合實務見解的精闢論述，其中更氏引用不少國外憲法訴訟之判決實例，結

合我國大法官所作成之解釋作為理論與實務匯合之渠道，對本研究在憲法解釋方

法論上觀念的釐清，功不可沒。 

又如湯德宗教授之著作─《權力分立新論 卷一─憲法結構與動態平衡》
25
與

《權力分立新論 卷二─違憲審查與動態平衡》
26
兩卷，其中蒐集作者發表關於權

力分立與違憲審查之論文十餘篇，對權力分立理論與我國憲政體制下權力分立之

實際態貌有諸多討論，氏更以數次實際參與釋憲工作所做成之鑑定書，闡釋其「動

態平衡理論」於實務上的應用，對於違憲審查之理論與實際具有突破性的貢獻。

本書由宏觀與微觀角度，分析大法官有關「權力分立原則」諸多解釋的發展趨勢，

以及各件解釋對於憲法諸權力互動的影響，論證司法違憲審查對於維繫權力動態

平衡的作用，乃是結合權力分立原則、違憲審查理論與我國大法官相關釋憲實務

的重要作品。 

陳文政教授之著作─《世紀憲法判決：布希控高爾案之分析》
27
，為我國學

界第一本針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個案進行研究之專著，其中除對美國之憲法

爭訟制度有詳盡的析論，而對於違憲審查標準的理論亦多所介紹，氏對憲法進行

案例研究的論證方法，對本文亦有相當程度之啟發。而其架構完整、引證詳實，

亦為本研究參酌仿效的對象。 

    齊光裕教授之著作─《違憲審查與政治問題》
28
，由司法違憲審查理論的起

源與發展開始探討，對司法違憲審查制度的內涵與各國及我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

的建立與運作，有詳盡的介紹。進而由權力分立的憲政架構下，探討違憲審查是

否存在政治問題？若有，則其合理界限為何？除了「違憲審查政治問題」的學理

辨難，作者援引美國與我國相關憲法判決，作為析論的對象，企圖從實務的角度

                                                 
25
 湯德宗，《權力分立新論 卷一─憲法結構與動態平衡》，台北：元照出版，2005 年。 

26
 湯德宗，《權力分立新論 卷二─違憲審查與動態平衡》，台北：元照出版，2005 年。 

27
 陳文政，《世紀憲法判決：布希控高爾案之分析》，台北：五南出版，2006 年。 

28
 前註 4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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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治問題」做辨正和釐清，係一架構完整且論述清晰的著作。 

                而其他學者關於探討憲法學理論的專著與論文，對吾人亦有相當啟發。如許

宗力大法官所著的《憲法與法治國行政》
29
，其中收錄多篇氏著論文，由憲法基

本原理出發，逐步討論憲法中各種權力的建制與運作規範，復以我國大法官多號

解釋文作為旁徵印證，將理論與實務加以結合，是從事憲法研究極佳的參考書籍 

。又如由蘇永欽教授所著之《違憲審查》
30
，對司法違憲審查之理論與制度多所

闡述，而對大法官釋憲之實務亦深加析論，對吾人建構體系性的憲法思維架構而

言，具有不可或缺的引導作用。 

憲法著作何其浩瀚，筆者僅能就其與本研究具有相關性、代表性與啟發性的

著作於此提出，至於其他學術先進對於憲法學之重要論著，吾人將至於後面章節

依序提出，併此指明。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壹壹壹壹、、、、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首先，本文研究對象為第六屆大法官之解釋，先就此兩百號解釋進行類型化

分析，再透過大法官對每一類型案件違憲判定的比例與違憲宣告的模式，觀察第

六屆大法官整體司法決策的脈絡，欲藉此建構出屬於此屆大法官對各類型解釋案

件審查態度積極與否的類型化標準，故其他屆次大法官所作成之解釋，於本文中

或有引述，惟並非全文探討之核心範圍所在。 

    其次，本文既以大法官對案件違憲判定的比例與違憲宣告的模式作為衡量其

決策態度的指標，即是兼以「量」與「質」的結果來判斷大法官對立法、行政部

門的介入程度，以及對人民基本權保障的積極程度。而大法官審理案件時之其他

                                                 
29
 許宗力，《憲法與法治國行政》，台北：元照出版，2007 年。 

30
 蘇永欽，《違憲審查》，台北：學林文化，1999 年。 



論第六屆大法官司法解釋之態度取向─司法消極主義與司法積極主義之分析 

 16

考量因素，諸如個人偏好、意識形態、價值判斷、黨派、宗教信仰、對大法官個

人角色之認知等個人因素；社會大眾期待、判決對社會之影響與衝擊、判決執行

的可能性等社會考量因素；以及其他政府部門的反應、個人政治前途等政治考量

因素；乃至於大法官學歷背景對其法律思維、法律推理之影響因素等，屬於大法

官本身進行憲法判斷時之「心證」問題，吾人無從得知，亦不應妄加推論，僅能

就客觀之憲法解釋事實加以探討矣。 

    再者，我國大法官會議採多數決，故其所作成之解釋乃代表多數大法官之意

見。易言之，作為本文研究對象之大法官解釋，必為大法官之多數意見，始具備

效力與拘束力，而對憲政秩序與人民基本權產生影響作用。基此，代表少數意見

之大法官提出的協同意見書與不同意見書，於客觀上不生法效性，遂不為本文所

欲探討的主要對象。惟協同與不同意見書之論述，若明顯對該案件採取消極或積

極立場，或對某憲法原則有所主張或批判，甚至其所提出之學理或論證對釋憲者

或習憲者有所啟發，則本研究將舉其要者一併提出加以論述。 

貳貳貳貳、、、、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司法違憲審查制度自其建制形成以來，諸多奉行憲政主義之民主國家紛紛加

以採行之，惟其制度因各國政治文化與民主質素分殊互異，多已發展出適合該國

國情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關於司法違憲審查理論與制度之研究，以各種語言散

見於世界各國之學術社群，吾人因個人語言能力與時間之限制，未能盡覽深讀，

頗感遺憾。故本論文之參考資料多以中文與英文文獻為主，若涉及德國之司法違

憲審查制度與理論者，僅能以國內學者之譯著作為參考之依據，特此說明。 

    此外，本研究以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之兩百號解釋為研究對象，相對於至今 

大法官已作成之六百四十餘號解釋而言，略顯不足。此係因國內民主政治之起步

稍晚，致使第六屆以前之大法官縱有振聾發聵之豪情壯志，回觀政治現實之際，

亦只能將經世濟民之願，託於時不我予之慨。惟若吾人他日有機會對此題目作進

一步研究，必將嘗試以歷屆大法官解釋為對象，進行全面性的整理與審視，以更

加宏觀之視野建構出我國「司法政治」與「民主政治」進展之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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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司法違憲審查理論與釋憲者之態度取向司法違憲審查理論與釋憲者之態度取向司法違憲審查理論與釋憲者之態度取向司法違憲審查理論與釋憲者之態度取向 

 

                  我們在憲法統治之下，但我們卻是  

在最高法院所說的憲法統治之下。 

Charles Hughes 1862-1948 

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司法對法律的違憲審查最早見於一八○三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Marbury v. 

Madison一案的判決，首席大法官 John Marshall 的主要論據，就是一部和普通

法律明顯區隔的成文憲法，加上受到憲法獨立保障的法院，氏認為二者在邏輯上

已足以導出違憲審查制度。因為獨立於國會的法院，在審理案件時發現位階較低

的法律與位階較高的憲法牴觸時，除了不適用法律以外別無選擇。1基此，Marshall

大法官確立了由司法部門職司司法違憲審查(judicial review)
2
的憲法基礎。而

司法違憲審查的內涵為何，根據美國學者 Abraham 之定義，係指法院擁有終局的

權力(ultimate power)來宣告下列事項因違憲而使其他政府部門無法據以執行 

(unconstitutional and hence unenforceable)：一、任何法律。二、任何基於

法律所從事之公務行為(official action)。三、任何其他由公務員所為而被認

為與憲法有所牴觸之行為。
3
在美國憲政思想經典名著《聯邦論》

4
一書中，司法

                                                 
1 蘇永欽，〈立法裁量與司法審查關係之探討：以憲法為中心 (上)〉，《憲政時代》，第 26 卷第 2

期，2000 年，頁 122。 
2 judicial review 一詞，亦有人譯為「司法審查」，或為「違憲審查」，惟兩者之概念未盡一致。蓋

「違憲審查」指對法律或命令進行合憲性審查，其實務上亦可由立法機關發動(如中國之人大常

委會行使違憲審查權)，並非司法機關之專屬權；而「司法審查」除指涉法律或命令是否違憲外，

亦包括對命令的合法性審查。由於本文討論之焦點在於司法院大法官針對法律或命令等規範進行

合憲性審查後所做成之解釋，故為求定義上之精確，將之譯為「司法違憲審查」。 
3 Henry J. Abraham, The Judiciary─The Supreme Court i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at 60 (1994).陳文政

教授認為 Abraham 氏之定義包括四項意涵：一、司法違憲審查權之行使得由任何法院為之，而非

僅止於聯邦最高法院。二、司法違憲審查權之行使對象包括所有的法律、行政命令及行政行為。

三、司法違憲審查權之行使，以審查法律、命令、行政行為是否牴觸憲法為焦點。四、被宣告違

憲之法律、命令及行政行為，法院得拒絕適用之。請參閱陳文政，《美國司法違憲審查理論與制

度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 年，頁 1-3；李愷其，《第七屆大法官

違憲審查標準之研究─以平等權、自由權案例為中心》，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8 年，頁 19。 
4 謝淑斐譯，James Madison、Alexander Hamilton、John Jay 著，《聯邦論》，台北：貓頭鷹出版，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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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被定位為「最不危險的(the least dangerous)機關」。其不具有行政部門所擁

有之武力(政策執行權)、立法部門所擁有之荷包(預算權)，故無法指揮社會力

量，亦無法支配社會財富，並由於其並非民選性質，不負有政治責任，只擁有針

對法律所為之「高度專業判斷」，故認定由司法部門行使司法違憲審查權，宣布

一切違反憲法意旨的法律及行政行為無效，似較允當。在這樣的基礎上，儘管司

法違憲審查的地位透過 Marbury v. Madison案獲得確立，其正當性基礎毋寧單純

來自憲法的最高性，而非司法權相對於其他國家權力所享有的特殊性或優位性。

5故關於司法違憲審查之研究，其正當性爭議當屬吾人不可迴避之重要議題。 

而職司司法違憲審查之司法者，在針對法規範及行政行為進行合憲性審查

時，其所抱持之態度取向應採取消極或積極之立場，於憲法學界乃至於司法實務

界中亦素有爭論，究竟釋憲者於涉及各類型案件之憲法訴訟時，對立法權、行政

權的控制幅度、力道是否存在合理的界限？學理上是否發展出相關原則得以供釋

憲者參酌？釋憲實務上是否透過相關學理的繼受而於不同類型案件中建立可供

仿效的態度指標？亦為司法違憲審查的正當性問題外，本章所欲探討的課題。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理論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理論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理論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理論 

 

違憲審查制度的正當性所以遭受質疑，實與吾人之憲政基本認知密切相關。

6
國民主權原則是當代民主國家憲法的基本原則之一，強調統治者及其統治要得

到被統治者(國民)的同意，國民對於一國政治事務享有最終決定權。然而當代絕

大多數民主國家的憲法卻也都容許法院行使違憲審查權，而可否定人民或其代表

依民主程序所為之政治決定，以致形成憲法與政治、法治與民主之間的緊張衝突

                                                 
5
 黃舒芃，〈從普通法背景檢討美國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的問題〉，《臺大法學論叢》，第 34 卷第

2期，2005年，頁 64。 
6
 湯德宗，〈立法裁量之司法審查的憲法依據─違憲審查正當性理論初探〉，《憲政時代》，第 26

卷第 2 期，2000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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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所謂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之疑慮，指的就是既以民主為前提(或目的)，卻

又不放心民主的兩難。
7
。 

美國為最早確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之國家，而在與美國司法違憲審查相關之

理論中，論辯最多，論辯持續最久的議題，要屬「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或「司

法違憲審查與民主政治是否相容」此一議題。
8
本節欲就學界對此議題所提出之

理論，擇其具代表性者加以論述。 

壹壹壹壹、、、、John ElyJohn ElyJohn ElyJohn Ely 之之之之「「「「代議補強理論代議補強理論代議補強理論代議補強理論」」」」    

                在諸多對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加以探討的學者中，美國史丹佛大學法學院 

教授 John Ely 所提出之「代議補強理論」，為將司法違憲審查加以正當化的有力

學說。氏於一九八○年出版之 Democracy and Distrust─A Theory of Judicial 

Review9
一書，是探討司法違憲審查制度本質的甚富參考價值的著作，亦被學界

認為是近二十年來堪稱美國憲法學界最具影響力的專書。 

一一一一、、、、理論概述理論概述理論概述理論概述    

                Ely 教授於書中先就當前主要的憲法解釋方法加以分析，包括「解釋主義」

(interpretivism)與「非解釋主義」(noninterpretivism)，認為其在操作上皆

存在不足與缺失，以及未臻妥善之處。從而提出司法違憲審查理論遂有重新檢討

與建構之必要。氏認為「解釋主義」主張法官對憲法問題進行裁判時，應受限於

憲法中所明示或者顯然隱含之規定，既不可行，亦難謂明智；而「非解釋主義」

主張法官於解釋憲法時，應超越憲法文本的拘束，去探求、適用與落實憲法的精

神與基本價值(fundamental values)，則可能造成法官過度擴張個人價值判斷而

取代憲法規範之隱憂。
10
基於上述兩種解釋方式的缺失，氏提出「代議補強」的

司法違憲審查理論。 

    Ely 教授自稱其所提倡的乃是一種「參與導向、代議補強」式的違憲審查。

                                                 
7
 黃昭元，〈司法違憲審查的正當性爭議─理論基礎與方法論的初步檢討〉，《臺大法學論叢》，第

32 卷第 6 期，2003 年，頁 109。 
8
 陳文政教授對此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爭議之相關議題有所剖析評價。見前註 3 文，頁 97 以下。 
9
 JOHN HART ELY,  DEMOCRACY AND DISTRUST─A THEORY OF JUDICIAL REVIEW ( 1980 ) . 
10
 See id. at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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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目的在於保障政治過程的公平與開放，不應涉入實體價值的選擇。

12
僅於代議

制度「失靈」(malfunction)時，亦即代議決策之「程序」不值得信任時，法院

始得介入補強、導正之。氏於書中引證一九三八年 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ducts Co.13
之判例中，大法官 Harlan F. Stone 的「註腳四」(footnote 4)

作為其論證之基礎。該註腳共有三段，略謂：
14
 

    「某項立法，如從字面上看為違反法律所明文禁止者，如違反增修條文前十

條之規定時，推定合憲原則之適用範圍即可能受到限縮。此項原則因憲法

增修條文第十四條之規定，對各州平等適用… 

      吾人毋須考慮涉及限制政治程序之法律，在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之一般

限制下，是否應較其他類型法律，受到更嚴格之司法違憲審查… 

      同樣地，吾人亦毋須考慮是否應採用吾人於審查某一特定之宗教、國籍、

或少數族群的法律是否合憲時，所適用的(嚴格審查)標準。而吾人以往在

審查那些會對與社會大眾分離及隔絕之少數族群造成歧視的政府措施是

否合憲時，倘該措施對這類少數族群所賴以保障的政治程序之運作造成嚴

重阻礙時，吾人會採用相當嚴格的審查標準。」 

    上述的註腳共分三段，Ely 認為第一段是純粹解釋主義論，要求法院應適用

憲法明文規定者。至於第二段，Ely 認為係在主張：法院之適當功能在於維持民

主政府制度應有之運作，以確保政治參與和溝通之管道持續開放。Ely 認為第三

段文字在建議法院應關心多數人如何對待少數者，特別是有關宗教、國籍和種族

上少數人的法律，及類此法律對少數人歧視之影響。
15
故吾人就此可知，Ely 之

論述首先肯定代議民主制度的重要性，進而強調所有人皆應在此制度下受到平等

對待的必要性；再者，Ely 認為美國憲法主要的關注點在於「程序與結構」，至

於「實體價值」的採擇，則幾乎完全委由「政治程序」為之。易言之，美國憲法

                                                 
11
 See id. at 87. 

12
 See id. at 76. 

13
 304 U.S. 144 (1938). 

14
 ELY, supra note 9. at 75-76；陳文政，前註 3 文，頁 99-100。 

15
 陳文政，同前註，頁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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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上的特徵在於重視政府運作的程序，而非統治的意識形態；基此，Ely 認為

將社會共同價值決定交付代議士負責，若其決定有悖多數民意，則可以選票使其

去職，且非經民選之法官並不比代議士更能反映社會價值，蓋法官不必負政治責

任，故代議民主之追求仍有其必要。
16
然代議民主有其失靈而未盡能反映社會多

數價值之時，此即為司法違憲審查應該加以介入之際。 

二二二二、、、、正當性證立基礎正當性證立基礎正當性證立基礎正當性證立基礎    

        Ely 認為代議失靈的情況有兩種：
17
        

((((一一一一) ) ) ) 當權者阻塞政治變遷管道當權者阻塞政治變遷管道當權者阻塞政治變遷管道當權者阻塞政治變遷管道，，，，俾便其繼續執政俾便其繼續執政俾便其繼續執政俾便其繼續執政，，，，並使在野者繼續在野並使在野者繼續在野並使在野者繼續在野並使在野者繼續在野。。。。    

((((二二二二) ) ) ) 雖人人皆有投票權或發言權雖人人皆有投票權或發言權雖人人皆有投票權或發言權雖人人皆有投票權或發言權，，，，但有但有但有但有效的多數效的多數效的多數效的多數(effective majority)(effective majority)(effective majority)(effective majority)所所所所

支持的代議士支持的代議士支持的代議士支持的代議士，，，，因為單純的敵意因為單純的敵意因為單純的敵意因為單純的敵意(simple hostility)(simple hostility)(simple hostility)(simple hostility)，，，，或因為懷有成見而拒絕承或因為懷有成見而拒絕承或因為懷有成見而拒絕承或因為懷有成見而拒絕承

認少數與其具有共同利益認少數與其具有共同利益認少數與其具有共同利益認少數與其具有共同利益，，，，致有系統地使某一少數致有系統地使某一少數致有系統地使某一少數致有系統地使某一少數(some minority)(some minority)(some minority)(some minority)處於不利的處於不利的處於不利的處於不利的

地位地位地位地位，，，，拒絕給予該少數按代議制度對其他群體所提供之保護時拒絕給予該少數按代議制度對其他群體所提供之保護時拒絕給予該少數按代議制度對其他群體所提供之保護時拒絕給予該少數按代議制度對其他群體所提供之保護時。。。。 

        氏認為在這兩種情況發生時，其所謂「代議補強式」的司法違憲審查對民主 

政治之運作加以介入，不僅時機正確，且具有正當性。Ely 認為法院對於所有言

論或其他政治活動的禁止，皆應加以密切的監督，由於執政者無不希望永遠執

政，希望在野者永遠在野，故代議士及民選官員實施此類禁止時，司法者應積極

行使司法違憲審查權以求「暢通政治變遷管道」(clearing the channels of 

political change)。
18
再者，Ely 認為法律中之差別待遇，在憲法中所以可疑，

係在於遭受不利差別待遇之群體確實有參與(參政)管道阻塞的事實，而非僅因其

在選舉中落敗。所謂「孤立而隔絕的少數」(discrete and insular minority)，

因為社會多數對其懷有極端之成見(first-degree prejudice)或自利之刻板印

象(self-serving stereotyping)，致使渠等難以有效參與通常的政治程序，法

院乃有介入(矯正)的必要。
19
簡言之，Ely 所提出之理論要旨，在吾人皆應追求、

                                                 
16
 ELY, supra note 9. at 77-104. 

17
 湯德宗，前註 6 文，頁 8。 

18
 ELY, supra note 9. at 106. 

19
 湯德宗，前註 6 文，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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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代議民主的政治形式之前提下，代議政治之運作仍然存在瑕疵，吾人應透過

補強代議政治之代表性、暢通政治變遷管道等方式加以補救與調和，以保障社會

上少數族群在程序上平等參與政治決定的機會與權利。若然，則司法違憲審查與

民主政治乃可並行不悖、互濟其窮。    

貳貳貳貳、、、、Bruce AckermanBruce AckermanBruce AckermanBruce Ackerman 之之之之「「「「憲法時刻理論憲法時刻理論憲法時刻理論憲法時刻理論」」」」    

                在憲法學界對司法違憲審查的正當性進行討論、證立，以及對司法違憲審查 

之「反多數決困境」嘗試加以化解時，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 Bruce Ackerman

所提出的「憲法時刻理論」，堪稱對司法違憲審查的「反多數困境」有著「解套」

作用的重要論述。氏於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We the People:Foundations20
一書，

長期受到憲法學界的高度重視，為研究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理論者不可忽視之重

要著作。 

一一一一、、、、理論概述理論概述理論概述理論概述    

        Ackerman 教授認為美國憲法實際上包含兩種民主的決定(決策)，分別由兩

種不同的程序軌道作成，且兩者之效力有別。
21
質言之，Ackerman 認為美國民主

屬於所謂「雙軌民主」(或譯「二元民主」)(dualist democracy)，氏將美國民

主政治區分為「憲法政治」(constitutional politics)和「日常政治」(ordinary 

politics)，並且認為前者的效力當然高於後者，而司法違憲審查的功能正是要

維護前者所形成的憲法典範不受後者之任意破壞。由於前者是制憲或修憲者在人

民高度動員、參與的「憲法時刻」(constitutional moments)內所形成者，並且

得到之後(歷代)人民的接受與承認，可說是最具正當性的民主程序及政治決定，

因此法院可以依據「憲法政治」所產生的規範而進行司法違憲審查，並以之對抗

或推翻日常政治的決定。因為此時法官背後支持司法違憲審查的規範，是個更寬

廣、更長期的民主程序所形成的憲法典範，當然具有更高的效力。
22
 

                                                 
20
 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FOUNDATIONS ( 1991 ) . 

21
 See id. at 6-7. 

22
 See id. at 3-33；黃昭元，前註 7 文，頁 125。關於 Ackerman 之二元民主論與憲法時刻理論之

介紹，可參閱葉俊榮，〈消散中的「憲法時刻」〉，收於《現代國家與憲法：李鴻禧教授六秩華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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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kerman 教授認為在二元民主政治中，一般國民乃經由定期投票選出議員

代為問政，形成所謂常態政治(即日常政治)。民眾大多較關心自己的事務，然而

當政治活躍者企圖改變現況(status quo)或既有憲法秩序與主流政治實踐無法

回應社會變遷需求時，國民意志便會被動員起來關心公共事務或進行公共辯論，

以尋求新憲法典範之形成。因此，一個高度被動員的憲法時刻於焉形成。
23
 

  氏認為完整的憲法時刻過程，一般需要經過四個階段：
24
 

((((一一一一) ) ) ) 訊息階段訊息階段訊息階段訊息階段(signal phase)(signal phase)(signal phase)(signal phase)：：：：在此階段在此階段在此階段在此階段，，，，憲法改革議題獲得肯認憲法改革議題獲得肯認憲法改革議題獲得肯認憲法改革議題獲得肯認，，，，不像不像不像不像

常態政治中僅是無數零星的意識形態爭執常態政治中僅是無數零星的意識形態爭執常態政治中僅是無數零星的意識形態爭執常態政治中僅是無數零星的意識形態爭執，，，，憲法改革成為公共討論的焦點議題憲法改革成為公共討論的焦點議題憲法改革成為公共討論的焦點議題憲法改革成為公共討論的焦點議題。。。。    

((((二二二二) ) ) ) 提案階段提案階段提案階段提案階段(proposal phase)(proposal phase)(proposal phase)(proposal phase)：：：：公共議題逐漸發展成為一些具體可行的公共議題逐漸發展成為一些具體可行的公共議題逐漸發展成為一些具體可行的公共議題逐漸發展成為一些具體可行的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透過立法系統的支持透過立法系統的支持透過立法系統的支持透過立法系統的支持，，，，成為憲法改革的目標成為憲法改革的目標成為憲法改革的目標成為憲法改革的目標。。。。    

((((三三三三) ) ) ) 動員的公共思辯階段動員的公共思辯階段動員的公共思辯階段動員的公共思辯階段(mobilized popular deliberation)(mobilized popular deliberation)(mobilized popular deliberation)(mobilized popular deliberation)：：：：憲改提案憲改提案憲改提案憲改提案

不斷受不斷受不斷受不斷受到考驗到考驗到考驗到考驗，，，，造成兩種結果造成兩種結果造成兩種結果造成兩種結果，，，，其一為遭到沉默大眾其一為遭到沉默大眾其一為遭到沉默大眾其一為遭到沉默大眾(slient majority)(slient majority)(slient majority)(slient majority)為捍衛為捍衛為捍衛為捍衛

傳統憲政秩序而強烈反抗傳統憲政秩序而強烈反抗傳統憲政秩序而強烈反抗傳統憲政秩序而強烈反抗，，，，而導致憲法時刻的消散挫敗而導致憲法時刻的消散挫敗而導致憲法時刻的消散挫敗而導致憲法時刻的消散挫敗，，，，終歸常態政治的低調運終歸常態政治的低調運終歸常態政治的低調運終歸常態政治的低調運

作作作作；；；；其二為該提案受到支持其二為該提案受到支持其二為該提案受到支持其二為該提案受到支持，，，，因而深化因而深化因而深化因而深化、、、、廣化其基礎廣化其基礎廣化其基礎廣化其基礎，，，，逐漸步入下一個階段逐漸步入下一個階段逐漸步入下一個階段逐漸步入下一個階段。。。。    

((((四四四四) ) ) ) 法制定階段法制定階段法制定階段法制定階段(legal codification phase)(legal codification phase)(legal codification phase)(legal codification phase)：：：：順利通過前三個階段的憲順利通過前三個階段的憲順利通過前三個階段的憲順利通過前三個階段的憲

改提案改提案改提案改提案，，，，最後由聯邦最高法院將其轉換為憲法的新規範最後由聯邦最高法院將其轉換為憲法的新規範最後由聯邦最高法院將其轉換為憲法的新規範最後由聯邦最高法院將其轉換為憲法的新規範，，，，設以明文設以明文設以明文設以明文，，，，規範未來的規範未來的規範未來的規範未來的

常態政治常態政治常態政治常態政治。。。。 

    根據以上觀點，吾人可知憲法時刻之形成，必須具備三項條件，包括主觀上，

國民對憲法有高度的危機意識；客觀上，國民對憲政發展抱持關懷並且參與集體

動員；以及其動員之能量得以造成憲法革命性的變遷。此理論跳脫以往憲法漸進

式演化的傳統思維，提出以反映時代需求為目的之憲法時刻理論，確實是憲法學

界近年來突破性的發展。 

        二二二二、、、、正當性證立基礎正當性證立基礎正當性證立基礎正當性證立基礎    

                Ackerman 教授在關於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的議題上，雖然也同意司法違憲

                                                                                                                                            
祝賀論文集》，台北：月旦出版，1997 年，頁 237-292。 
23
 陳文政，前註 3 文，頁 111-112。 

24
 ACKERMAN, supra note 20. at 26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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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將面臨抗多數困境，卻進一步主張這種困境其實是一種不同世代間的「時際

困境」(intertemporal difficulty)：由於代表過去多數意志的憲法企圖要控制

表現當前多數意志的民主政治，所以會產生兩個不同時代之間的多數之間的衝

突。而克服這種時際困境的方法就是要回到他主張的二元民主之時光隧道，發現

並適用那些足以拘束當代民主的既存憲法典範。對 Ackerman 教授而言，司法違

憲審查本來就是要對抗日常政治的多數決定，甚至要進一步控制日常政治的決定

不會任意侵犯憲法時刻的基本決定。因此，所謂的「抗多數」，對司法違憲審查

來說，不僅不應是帶有負面評價的困境，反而應該是其制度的正面價值所在。
25
 

如此一來，違憲審查非但沒有「反多數」的原罪，反而一變而為捍衛憲法(「更

高的立法」)，對抗代議士之「普通的立法」侵害的憲法守護者。
26
因此，Ackerman

教授的理論不僅化解了司法違憲審查的反多數決困境，更強化其保留、實踐民主

價值的正當性基礎，對於有關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的討論，甚富參考價值。 

參參參參、、、、Alexander BickelAlexander BickelAlexander BickelAlexander Bickel 之之之之「「「「司法自制論司法自制論司法自制論司法自制論」」」」    

                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Alexander Bickel於一九六二年發表了 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The Supreme Court at the Bar of Politics27
一書，對美

國憲政運作中司法違憲審查權的角色與定位作出審視與檢討。
28
Bickel 教授認為

不具民主正當性而又享有終身任期保障的聯邦(最高)法院，在行使司法違憲審查

權而宣告由多數人民選出的政治部門之決定違憲時，必然會發生「對抗多數的困

境」(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
29
因此氏主張法院在行使司法違憲審

查權時，要秉持「消極美德」(passive virtues)，在行使權力的程序上有所自

制。本書所提出之「抗多數困境」
30
概念，受到美國憲法學界的高度重視，於有

                                                 
25
 黃昭元，前註 7 文，頁 125-126。 

26
 湯德宗，前註 6 文，頁 13-14。 

27
 ALEXANDER M. BICKEL,  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THE SUPREME COURT AT THE BAR OF POLITICS 

( 1962, 2
nd
 ed. 1986 ) . 

28
 關於 Bickel 教授之學說，可參閱黃昭元，〈抗多數困境與司法審查正當性─評 Bickel 教授的司

法審查理論〉，收於《台灣憲法之縱剖橫切》，台北：元照出版，2002 年，頁 301-342。 
29
 黃昭元，〈司法消極美德的積極實踐─評 Sunstein 教授的「司法最小主義」理論〉，收於《當

代公法新論(上)─翁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台北：元照出版，2002 年，頁 881。 
30
 Bickel 教授所謂之「抗多數困境」，其爭議之根源並非在於司法機關為何有權解釋，亦非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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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之討論時，此用詞幾乎成為學術社群進行概念溝通上的操

作型定義，用以描述所涉及的核心問題意識，對後世之影響甚為深遠。 

一一一一、、、、理論概述理論概述理論概述理論概述    

        Bickel 教授認為，美國憲法下的司法違憲審查具有其根本性困境(root 

difficulty)，因為其本身是一種「對抗多數的力量」(counter-majoritarian 

force)，是不民主的(undemocratic)，也是美國民主中的一種脫軌制度(a 

deviant institution in the American democracy)。
31
氏認為法院在行使司法

違憲審查權時，必然且永遠背負著「抗多數困境」的原罪，尤其在面對價值立場

或意見高度分歧的案件時，這困境將特別被突顯。但雖然 Bickel 教授認為司法

違憲審查會面臨「抗多數困境」，但他卻仍然認為法官應該、也有能力、也更適

合扮演憲法原則維護者的角色，而這正是法院優於政治部門或民主程序的地方。

他認為法院的基本功能正是要維護憲法的長遠價值(enduring values)，並作出

「符合原則的判決」(principled decisions)。
32
 

  氏認為，法院在面臨「憲法原則」與「多數價值」間的衝突困境時，其作成

決定之際，應考慮三種選擇可資操作：
33
 

((((一一一一) ) ) ) 制衡功能制衡功能制衡功能制衡功能(checking function)(checking function)(checking function)(checking function)：：：：宣告法律或行政行為違憲宣告法律或行政行為違憲宣告法律或行政行為違憲宣告法律或行政行為違憲。。。。    

((((二二二二) ) ) ) 正當化功能正當化功能正當化功能正當化功能(legitimating function)(legitimating function)(legitimating function)(legitimating function)：：：：宣告法律或行政行為合憲宣告法律或行政行為合憲宣告法律或行政行為合憲宣告法律或行政行為合憲。。。。    

((((三三三三) ) ) ) 兩者皆不為兩者皆不為兩者皆不為兩者皆不為(do neither)(do neither)(do neither)(do neither)：：：：採取司法自制的消極美德採取司法自制的消極美德採取司法自制的消極美德採取司法自制的消極美德。。。。 

當法院行使第一種功能時，法院固然是明白對抗多數；但即使是行使第二 

種功能而宣告法律或行政行為合憲，法院也會對未來投射出巨大的影子，特別當

合憲宣告的判決被後世或當代認為是錯誤的判斷時，這種將黒漂白所產生的負面

代價更是難以估計，甚至會遠大於違憲的法律或行政行為本身。
34
因此 Bickel 教

                                                                                                                                            
其為何有權宣告國會所制定的法律違憲，而是其決定具有「終局」效力，所有部門均須接受、執

行，亦即人民及其他政府部門無法再透過民主程序加以對抗。此概念宜先釐清，於此指明。 
31
 BICKEL, supra note 27, at16-18；黃昭元，前註 28 文，頁 310。 

32
 黃昭元，前註 7 文，頁 116。 

33
 BICKEL, supra note 27, at29-30, 69-72. 

34
 黃昭元，前註 28 文，頁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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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認為若要突破這零和困局，法院必須嘗試走出「第三條路」─司法自制的消極

美德。 

        二二二二、、、、正當性證立基礎正當性證立基礎正當性證立基礎正當性證立基礎    

                學界或有認為美國之所以會產生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之爭議，原因在於憲法

文本並未明文規定由法院來行使違憲審查權，Bickel 教授並不認同此觀點。氏

認為 Marshall 大法官雖已於Marbury v. Madison案中意識到這問題，惟當時之

客觀政治現實未能賦予其立場由正面加以證立之，即使美國制憲先賢早已意識到

違憲審查的必要性，且從歷史經驗看來，為對抗國會濫權的可能性，政治現實上

確實需要得以對法律進行合憲性審查的違憲審查權來與之抗衡，惟其強調違憲審

查制度不能僅依賴法官之假設性推論、社會之道德判斷及歷史演進，只有透過「原

則」(principle)才足以使司法違憲審查之正當性獲得證立。
35
 

    氏認為司法違憲審查具有獨特的憲法功能，即是讓法官得以從事政策決定，

以實現憲法原則與長遠價值(enduring values)，透過法官的判斷來從事政策決

定雖然有其風險存在，但不能因此剝奪其尊嚴與責任。代議政治通常只就「立即

的物質需要」(immediate material needs)加以考慮，這是民主政治之弊端；唯

有透過法院的宣示與維護，國家才不至短視近利，忽略憲法所應維護的永存價

值。而為何永存價值非應由法官加以宣示維護？Bickel 教授認為法院具備了閒

暇、訓練與獨立等學者特質，相對於行政與立法部門，更適合從事宣示與維護憲

法長遠價值的工作。
36
惟氏認為法官要先考量各種消極美德的裁判技術(其實為不

裁判技術)，以避免與當時的多數民主「過早」攤牌，但當「原則」(principle)

與「同意」(consent)衝突時，其仍然主張法院「最後」還是要介入，也必須介

入，並且應該盡力宣示並維護原則；只是法院應該避免加入自己的價值判斷，而

要以教育者的態度來引領(lead)人民以及全國的意見發展。
37
惟此，法院才能因

作成價值中立的憲法決定，而保有權力行使的正當性。 

                                                 
35
 BICKEL, supra note 27, at14-16, 24-25.  

36
 Id. at 24-26. 

37
 Id. at 239；黃昭元，前註 7 文，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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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Tom GinsburgTom GinsburgTom GinsburgTom Ginsburg 之之之之「「「「保險理論保險理論保險理論保險理論」」」」    

    Tom Ginsburg 教授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博士，目前任教於伊利諾州立

大學香檳分校區，講授憲法學、政治學科目，其研究領域兼跨法律學與政治學，

對第三波民主化與新興民主國家建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的關聯性，素有研究。氏 

於二○○三年出版之 Judicial Review in New Democracies：Constitutional 

Courts in Asian Cases38
一書，出版不久即榮獲美國政治學會頒發「赫爾曼‧普

力切」獎，被譽為是當年探討法律與法院制度之著作中最傑出的一本。氏以跨科

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將第三波民主化

所涉及的法治意涵或法院角色，以及司法違憲審查的建構與其當地政治社會的民

主化脈絡，加以整合研究，以實證與親自訪談方式進行。有別於一般憲法學者在

解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的起源，多以法律移植(例如受美國司法違憲審查及德國

憲法法院之影響)、法理論(如德國學者 Kelsen 的法階層論)、或憲政主義的普世

價值(例如認為憲政主義即當然涵括司法違憲審查)等，Ginsburg 教授於本書中

是從政治學(具體而言為政治行為科學)來解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被實際採行的

原因。氏用以證立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之「保險理論」(insurance theory)，於

憲法乃至政治學界皆廣受討論。
39
 

一一一一、、、、理論概述理論概述理論概述理論概述    

                Ginsburg 教授於本書中兼從法律學、政治學的研究取向，對新興民主國家

的司法違憲審查加以探討、理解。其主要研究的課題有二：
40
 

((((一一一一) ) ) ) 新興民主國家在接納民主選舉制度的初期新興民主國家在接納民主選舉制度的初期新興民主國家在接納民主選舉制度的初期新興民主國家在接納民主選舉制度的初期，，，，為何願意建立或強化司法為何願意建立或強化司法為何願意建立或強化司法為何願意建立或強化司法

違憲審查制度使少數法官可以推翻這違憲審查制度使少數法官可以推翻這違憲審查制度使少數法官可以推翻這違憲審查制度使少數法官可以推翻這全新多數的民意所制定的法律全新多數的民意所制定的法律全新多數的民意所制定的法律全新多數的民意所制定的法律？？？？    

((((二二二二) ) ) ) 司法違憲審查此一具有反多數決司法違憲審查此一具有反多數決司法違憲審查此一具有反多數決司法違憲審查此一具有反多數決(counter(counter(counter(counter----majoritarian)majoritarian)majoritarian)majoritarian)傾向的憲政傾向的憲政傾向的憲政傾向的憲政

主義機制主義機制主義機制主義機制，，，，在民主先進國家往往必須累積相當時間才足以採用在民主先進國家往往必須累積相當時間才足以採用在民主先進國家往往必須累積相當時間才足以採用在民主先進國家往往必須累積相當時間才足以採用，，，，新興民主國家在新興民主國家在新興民主國家在新興民主國家在

                                                 
38
 TOM GINSBURG, JUDICIAL REVIEW IN NEW DEMOCRACIES：CONSTITUTIONAL COURTS IN ASIAN CASES (2003). 

39
 國內關於本書之介紹，可參閱張文貞，〈司法違憲審查的政治起源？科際整合取向的探討〉，《臺

灣民主季刊》，第三卷第一期，2006 年，頁 137-142。 
40
 張文貞，同前註，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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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初期就大膽移植或採用此一制度民主化初期就大膽移植或採用此一制度民主化初期就大膽移植或採用此一制度民主化初期就大膽移植或採用此一制度，，，，背後的原因為何背後的原因為何背後的原因為何背後的原因為何？？？？ 

                根據對亞洲新興民主化國家進行實證觀察的結果，他提出了「保險理論」

(insurance theory)，用以說明這些新興民主化國家紛紛移植繼受他國司法違憲

審查制度的原因。 

        二二二二、、、、正當性證立基礎正當性證立基礎正當性證立基礎正當性證立基礎    

                Ginsburg 教授所提出之「保險理論」，認為在制憲(或修憲)時，制憲(或修

憲)的政治多數之所以願意接納、採行，使少數法官得以否決其多數意見之司法

違憲審查，其實是基於一種風險控管的保險心態。亦即，雖然制憲(或修憲)多數

在制憲(或修憲)當時是多數，但難保將來在憲法制定或修改後不成為少數，因此

如果在制憲(或修憲)當時一味貫徹多數意見，而僅重視多數民主機制的話，將來

萬一在民主政治運作過程中成為少數，難保不會全盤皆輸，甚至受到今日少數之

報復。因此，司法違憲審查其實是多數對於將來可能成為少數的一種保險，乃是

基於政治理性計算的決定，談不上有任何反多數決的問題。他進一步分析，如果

在制憲(或修憲)當時的多數，愈可能在制憲(或修憲)之後就成為少數，這樣的多

數愈可能在制憲(或修憲時)積極採納司法違憲審查制度，甚至願意給予法院相當

強大的權限，並期許將來發揮司法積極(judicial activism)的功能。
41
 

    此外，頗值一提的是，Ginsburg 教授於本書第五章中，對台灣建立、強化

司法違憲審查制度，透過其實證研究的過程，有完整的討論；而對於台灣民主化

過程與司法院大法官違憲審查功能連結之間亦有深入分析，值得國內學界關注。    

伍伍伍伍、、、、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司法違憲審查的正當性問題，向來為憲法學界從事司法違憲審查之研究時， 

高度重視的核心領域。縱然其外部正當性已獲多數國家憲法明文律定
42
，但是並

未化解對其內部正當性的諸多質疑。尤其當審理憲法爭訟的機關，面臨所謂「困

                                                 
41
 GINSBURG, supra note 38, at 22-27；張文貞，同前註，頁 139。 

42
 係指在憲法位階之規範中明定司法部門擁有違憲審查權。如我國憲法第 78 條所明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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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案件」，其內部正當性的基礎將益顯薄弱。
43
回觀我國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職

司違憲審查之司法院大法官並無直接之選民付託，而僅有總統提名，加上國會同

意之薄弱間接民主授權，卻有權推翻國會民意代表及總統聯手合作制定之法律，

其間存在之矛盾顯而易見，此即所謂司法審查為「反多數決」的制度特徵。
44
由

此可見，違憲審查正當性理論的探討，在我國尤其有意義。首先，我國現行違憲

審查制度容許抽象審查，實際並以抽象審查為主，稍有不慎極可能損傷司法威

信。其次，我國未有如美國之「可裁判性原則」(justiciability doctrine)，

或「移審令」(certiorari)等彈性(裁量)受理的機制，一旦符合聲請解釋要件，

大法官即應受理解釋。再者，大法官所為之憲法解釋具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

民之)一般拘束力，與普通判決僅有個案拘束力者迥異。
45
這現象若由正面觀之，

可解釋為司法者更能有效守護憲法，不受其他部門干涉；若由反面觀之，則容易

形成「司法造法」的現象，倘若釋憲者恣行妄斷，則不可不謂對其他部門權力之

過度侵攬。因此，如何在權力分立的憲法基本原則下，調和司法與其他政治部門

間可能存在的緊張關係，實有待相關憲法解釋理論與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理論為

之引導。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司法消極主義之態度取向司法消極主義之態度取向司法消極主義之態度取向司法消極主義之態度取向    

    

    由於違憲審查權的行使，除了抽象的一般性審查原則與實體上的法規範外，

                                                 
43
 黃昭元教授認為涉及下列三種困難案件時，司法違憲審查更容易發生正當性爭議。一、憲法

規範不明確的案件：如憲法中涉及基本權之方針條款、空白規範等，易造成人民與政治部門間價

值判斷的落差。二、接近現有知識極限的案件：如複製人或基因改造工程所引發之合憲性爭議，

為科學家不斷挑戰人類知識極限所造成之結果，其造成之影響實非法官依其法學素養或經驗判斷

得以盡察，若妄為憲法判斷，恐怕引發嚴重的正當性危機。三、價值立場或意見高度分歧的案件：

指即便透過民主程序之廣泛討論、公共思辯，亦無法產生起碼或明顯的共識之案件。如我國的統

獨問題、死刑存廢問題等。詳見黃昭元，前註 7 文，頁 9-10。 
44
 法治斌，〈與大法官共治，難嗎？〉，《憲政時代》，第 26 卷第 3 期，2001 年，頁 77。 

45
 湯德宗，前註 6 文，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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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相對應的制衡機制，違憲審查機關的「自我節制意識」，乃時常被論者認

為是制衡違憲審查權的唯一方法。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違憲審查權與立法權間

的權限分際難題，便時常被轉換成─「行使違憲審查權的司法者究竟應該以何種

態度來面對政治部門(特別是立法者)的決定？」這種司法哲學(judicial 

philosophy)式的命題；美國與日本的憲法學界，就此更早已在「司法消極主義」

(judicial passivism)與「司法積極主義」(judicial activism)這兩極間展開

相當熱絡的辯論與研究。
46
所謂的「司法消極主義」基本上是認為，當法院在行

使違憲審查權的時候，應對立法部門及行政部門等政策決定者的決斷，抱持最大

限度的「謙讓與敬意」(modesty and deference)，以使違憲審查權得以符合民

主精神。
47
關於「司法消極主義」之理論依據、相關學說及表現方式，於本節中

加以敘述。 

壹壹壹壹、、、、司法消極主義之論據司法消極主義之論據司法消極主義之論據司法消極主義之論據 

    司法消極主義是一個籠統的名詞，涵蓋數個不同，但卻有相通之處的概念，

其概念之主張皆包括法院應審慎使用司法違憲審查權，不得逾越分際。而探究這

些概念，吾人不難發現其皆導自「民主政治」與「權力分立」這兩大民主憲政國

家中的憲法原理。
48
 

一一一一、、、、民主政治原則民主政治原則民主政治原則民主政治原則 

支持司法消極主義之論據中，民主政治原則可謂具有最根本的理由者，亦可 

視為各司法消極主義概念間之共通理念。依民主政治原理，立法機關之成員，既

然是選自國民，則代表國民之立法機關，借法律之形式所表示之國民意思，非民

意機關之法院，自應予以尊重。蓋違憲審查權本即具有寡頭政治的特質，故有絕

對必要使非民主(非代表民意)的司法機關，在嚴格的自我限制下行使。此外，在

民主政體下，立法者行政官員等民選的人員才是正當的決策者，蓋此等人員係因

                                                 
46
 蘇彥圖，《立法者的形成餘地與違憲審查─審查密度理論的解析與檢討》，臺灣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頁 11。 
47
 蘇彥圖，同前註。 

48
 若譯之為「民主政治原理」與「權力分立原理」，亦無減其概念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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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持的政策立場、施政理念而為人民選出，其去留皆由人民決定，可促使此等

人向人民的意願負責，如此決策出自法官之手，顯然違背此一理想。
49
申言之，

議會既係最接近國民且被賦予國政決定權的民主機關，且對政策的成敗須對國民

全體負擔政治責任，因而，並非由國民於選舉中賦予政治權力，且毋須對其所下

判決負擔任何政治責任的法院，若得廢棄議會所制定的法律或政策，則於民主政

治支配之下，絕非正常現象。
50
故作為司法消極主義重要論據的民主政治原理，

透過將經由國民選舉所組成的議會視為國民意志的代表，而其作成之決定必然被

視為多數國民意志的總和，在民主國家中公共政策的制定應該委由代表國民且對

國民負政治責任的代議士決定之前提下，不具民意基礎的法院必須對立法者(議

會多數)的決策表示最大限度的謙讓與尊重，不得已維護憲法之「優越價值」為

名，侵攬立法部門之政策行成權，否則將有害於民主政治之程序與司法獨立之威

信。易言之，在此前提之下，法院被期待作為法律之單純的適用者及中立的裁判

者，不應涉入終局地係由多數者所支配的政治對立之中。
51
 

  二二二二、、、、權力分立原則權力分立原則權力分立原則權力分立原則 

權力分立原則為各國制憲之基本原則，依據此原則，由國會負責立法，行政

部門執行決策，司法部門適用法律，倘若司法部門非依憲法條文原意或立憲者意

圖以為裁判，進而宣告國會立法及行政措施無效，將大大侵蝕權力分立原則，以

致造成「司法專制」或「法官為治的政府」(judge-made-law government)。
52
基

於權力分立原則，憲法既將行政權與立法權分別委由行政機關與議會行使之，因

而職司裁判爭訟的法院若得干預行政權與立法權的運作，即是有違權力分立的原

理。易言之，法院所被賦予的憲法義務，乃是藉由法律或命令的適用過程，裁判

解決繫屬於具體訴訟事件中的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紛爭，以及無視行政機關於行

                                                 
49
 陳怡如，《司法院大法官之憲政定位與功能》，臺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頁 95。 
50
 周宗憲，《司法消極主義與司法積極主義之研究─現代民主國家中的司法審查》，文化大學政

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年，頁 41。 
51
 周宗憲，同前註，頁 46。 

52
 陳文政，前註 3 文，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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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範圍內所頒布的命令或規則之效力，原則上乃是法院逾越其司法權限，違反

權力分立原理。
53
由於行使司法違憲審查權之司法機關，於其對法規範或行政行

為進行合憲性審查時，若認定判決個案所涉及的法規範或行政行為有違憲之虞，

而將之宣告違憲，則該判決實質上等同推翻該法規範或行政行為所代表的民意與

政策；反之，若司法者支持該審查之法規範或行政行為，而宣告其合憲，則亦等

同對該民意與政策的合憲性背書。所以行使司法違憲審查權之司法機關，本身即

等同為政治機構(political institute)
54
，故吾人研究司法違憲審查之際，亦須

就政治層面加以考察。而涉及權力分立原則之機關間權限爭議問題，乃是具有高

度政治性的憲法問題，若交付予受憲法保證終身任期，亦毋須對民意負責的法院

加以裁決，則極有可能擴大憲政爭議，甚或引發難以消弭的憲政危機。
55
因此，

依權力分立原則，司法權之作用乃是就具體的有關法律之紛爭，加以審理裁判之

國家作用；亦即適用法律，以確定某種事項是否適法，俾其相關之權利關係得以

確定之作用。所以對立法權所制定的法律，司法權竟否定其效力而不適用，嚴格

說來，就是逾越司法權限而侵犯立法權，悖逆權力分立原理。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總的來說，司法消極主義從民主政治原則與權力分立原則出發，表示司法部

門對立法部門、行政部門之法律、命令應表現出最大的謙讓與敬意。具體而言，

有三個特點： 

((((一一一一) ) ) ) 法院應避免取代立法部門擔任政策制定者的角色法院應避免取代立法部門擔任政策制定者的角色法院應避免取代立法部門擔任政策制定者的角色法院應避免取代立法部門擔任政策制定者的角色。。。。    

((((二二二二) ) ) ) 法院於行使司法違憲審查權時應謹慎小心法院於行使司法違憲審查權時應謹慎小心法院於行使司法違憲審查權時應謹慎小心法院於行使司法違憲審查權時應謹慎小心，，，，不逾越權力分立之分際不逾越權力分立之分際不逾越權力分立之分際不逾越權力分立之分際。。。。    

((((三三三三) ) ) ) 法院對於涉及高度政治性的社會價值判斷法院對於涉及高度政治性的社會價值判斷法院對於涉及高度政治性的社會價值判斷法院對於涉及高度政治性的社會價值判斷，，，，應保持中立不予涉入應保持中立不予涉入應保持中立不予涉入應保持中立不予涉入。。。。 

貳貳貳貳、、、、司法消極主義之學說司法消極主義之學說司法消極主義之學說司法消極主義之學說 

                                                 
53
 周宗憲，前註 50 文，頁 52。 

54
 陳銘祥，〈違憲審查制度與民主政治〉，收於許志雄、蔡茂寅、蔡宗珍、周志宏合著，《現代憲

法論》，台北：元照出版，1999 年，頁 339。 
55
 關於法院運用權力分立原則審理機關間權限爭議的研究，請參見林子儀，〈憲政體制與機關爭

議之釋憲方法之應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權力分立案件之解釋方法〉，《憲政時代》，第 27

卷第 4 期，2002 年，頁 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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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司法消極主義之學說，吾人擇其重要、且具代表性者說明，列於其下： 

  一一一一、、、、James B. ThayerJames B. ThayerJames B. ThayerJames B. Thayer 的的的的「「「「司法自制論司法自制論司法自制論司法自制論」」」」 

    美國憲法學者 Thayer 早在一八九三年於其所著的「美國憲法理論的起源與

範圍」(The Origin and Scope of American Doctrine of Constitutional Law)56

一文中，即提出其對美國的司法審查影響深遠的司法自制論。 

氏認為：「法院不得只因國會之立法觸犯某些錯誤，即運用司法審查權而輕

易地無視該當法律的存在。得無視該當法律的效力僅限於議會犯有不容置疑的明

顯錯誤之場合」
57
。亦即當議會的立法未明白違憲時，法院應推定議會所制定的

法律為合憲、有效。至於司法的作用，僅在於確定立法部門的行為所不得逾越的

界限與範圍而已。
58
易言之，氏認為法院故得就議會的行為是否逾越立法權的界

限加以審查，然而，法院對於議會的行為得加以審查者亦僅限於此，法官由於毋

須與議會共負義務，因而議會自得就其立法作獨立於法官的決定，而法院自不得

干預議會的立法動機會政策。
59
    

        二二二二、、、、Herbert WechslerHerbert WechslerHerbert WechslerHerbert Wechsler 的的的的「「「「憲法中立性原則憲法中立性原則憲法中立性原則憲法中立性原則」」」」    

    Wechsler 於一九五九年發表的「憲法中立性原則」(Toward Neutral 

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al Law)60
一文，曾提出其對司法審查中立性維持的

相關見解。 

    Wechsler 教授認為依據美國憲法的規制，司法審查有其確固的憲法基礎。

氏認為：「當事件已被適當地提出於法院，縱使該當被審查的行為係與價值的選

擇有關，惟由法院依照憲法的條項以審查其他部門的行為，不僅是法院的權限，

                                                 
56
 J. Thayer,  The Origin and Scope of American Doctrine of Constitutional Law, 7 Harvard Law 

Review, at 129-156 (1893)；周宗憲，前註 50 文，頁 60。 
57
 Id. at 129.至於其所謂議會犯有「不容置疑之明顯錯誤」定義為何，可參照我國釋字第 499 號

解釋中謂：「修改憲法亦係憲法上行為之一種，如有重大明顯瑕疵，即不生其應有之效力。所謂

明顯，係指事實不待調查即可認定；所謂重大，就議事程序而言則指瑕疵之存在已喪失其程序之

正當性，而違反修憲條文成立或效力之基本規範。…修憲行為有明顯重大瑕疵，已違反修憲條文

發生效力之基本規範。」可視為我國釋憲實務上對其議會決議中所謂「不容置疑之明顯錯誤」作

出正面定義之初步嘗試。 
58
 Id. at 144. 

59
 Id. at 148. 

60
 Herbert Wechsler, Toward Neutral 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al Law, 73 Harvard Law Review, at 

1-35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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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憲法的義務，亦是不可避免的。」
61
不過 Wechsler 教授並不認為法院應該採

取積極的司法審查態度，蓋因氏認為法院不能以純粹的權力機關(naked power 

organ)之資格，而應以單純地處理法律事件的法院(courts of law)之資格來發

揮其權能。
62
由於法院原本的型態被認為應是單純的法院，故氏主張司法過程的

主要構成要素乃是原理(principle)，法院於作出判斷之前的所有過程，皆必須

以不預設任何結果考量的立場出發，基於真確的真理而作判斷。
63
質言之，法院

的判決不應該考慮其社會效果，而應該是根據一般性與中立性的觀點被作成。氏

雖不否定法院在就相互競合的價值與期望之間加以選擇的判斷情況中，事實上具

有政治的性格，但其強調得自由地制定政策之議會與必須依據原理作為裁判準據

的法院之間，在本質上有其重大的差異。
64
因此法院在進行憲法判斷時，應秉持

「中立性原則」作出判決，方不逾越法院本身所具判斷其他部門行為合憲與否的

權能。 

        三三三三、、、、Cass R. SunsteinCass R. SunsteinCass R. SunsteinCass R. Sunstein 的的的的「「「「司法最小主義論司法最小主義論司法最小主義論司法最小主義論」」」」    

    Sunstein教授任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氏於一九九九年發表 One Case 

at a Time65
一書，基於司法自制的基本概念，提出並且倡議「司法最小主義」

(judicial minimalism)的特殊裁判形式，引起美國憲法學界的高度關注與熱烈

討論。
66
 

    Sunstein 教授認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審理具體個案時，經常只做成很少

的實質決定，而有意地將許多相關爭點甚至重要爭點留而未決，等待以後再行決

定。法院之所以要採取這種「做得少、說得少」的方法，正是為了正當化其判決

結果，尤其是那些在民主政治過程中仍有高度爭議的爭點，例如求死權(right to 

                                                 
61
 Id. at 19. 

62
 Id. at 19. 

63
 Id. at 21. 

64
 Id. at 16. 

65
 CASS R. SUNSTEIN, ONE CASE AT A TIME：JUDICIAL MINIMALISM ON THE SUPREME COUR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66
 國內關於 Sunstein 教授所提出「司法最小主義」之討論，請參見黃昭元，〈司法消極美德的積

極實踐─評 Sunstein 教授的「司法最小主義」理論〉，收於《當代公法新論(上)─翁岳生教授七

秩誕辰祝壽論文集》，台北：元照出版，2002 年，頁 876-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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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與醫師加工自殺、同性戀之平等保障、優惠性差別待遇、單一性別的學校、

選舉經費與政治獻金的管制等。
67
因此，氏將這種「不說超出正當化結果必要者」

(saying no more than necessary than to justify an outcome)及「盡可能將

事項留而不決」(leaving as much as possible undecided)的裁判方式，稱為

「判定上的最小主義」(decisional minimalism)
68
，也就是所謂「司法最小主義」

之主旨。 

    Sunstein 教授對諸多英美法系國家的法院進行實證性考察，認為其多具備

強烈的司法最小主義傾向，更將九十年代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視為已然是最小主

義的法院。申言之，氏對司法最小主義的理解可由兩個部分加以觀察：
69
 

((((一一一一))))「「「「程序的程序的程序的程序的」」」」司法最小主義司法最小主義司法最小主義司法最小主義    

此可分為「寧窄勿寬」與「寧淺勿深」兩個層面來說明。就前者而言，Sunstein

教授認為司法最小主義者只要解決眼前的個案，而不必確立寬廣的規則。因此法

院只需針對受理的個案進行裁判，無須同時決定其他案件(即使與本案有關)，除

非其他案件確為本案件之必要前提，且法院非常必須如此做；就後者而言，氏認

為與裁判理由構成的深度有關。申言之，司法最小主義者一般都會嘗試去迴避有

關「基本原則的議題」(issue of basic principle)，如此反而能容許對最深入

的議題欠缺一致意見的人們，在判決最後還是可以達成「不完全理論化的合意」

(incompletely theorized agreement)，而對個案結論有共同的看法。其所謂「不

完全理論化的合意」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人們對具體的細節有合意，但是對其抽

象的理論基礎確有歧見或不確定之意見；另一種則相反，人們可能對抽象理論或

基礎有合意，但是對於此類抽象理論的具體適用結果則有歧見或不確定性。    

Sunstein 教授將第二種合意的抽象理論基礎稱為「不完全特殊化的抽象性」

(incomplete specipied abstractions)，並且特別強調其重要性。其主張法院

應該運用上述兩種不完全理論化的合意方式，尤其是第二種形式的「不完全特殊

                                                 
67
 SUNSTEIN, supra note 65, at 3；黃昭元，同前註，頁 882。 

68
 黃昭元，同前註，頁 882-883。 

69
 黃昭元，同前註，頁 884-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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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抽象性」，先針對個案達成具體結論，而將彼此對抽象理論的歧見留而不決 

以求解決個案爭議並有效維持社會秩序。如此即使是對於抽象理論基礎有很大歧

見的人們，也還是可以先就個案裁判結果達成合意，而不致於老是陷在抽象理論

基礎的對立與爭執，甚至一事無成。
70
 

((((二二二二))))「「「「實體的實體的實體的實體的」」」」司法最小主義司法最小主義司法最小主義司法最小主義    

                Sunstein 教授另外主張有「實體的」司法最小主義。其提出十項憲法核心

價值，認為這十項價值是美國憲法對其人們的基本承諾，也是美國人民所已經接

受的核心價值，而且是法院透過裁判可以實現、也應該堅守的底線。他所提出的

這十項實體價值是：
71
 

1.1.1.1.免於無權監禁的保障免於無權監禁的保障免於無權監禁的保障免於無權監禁的保障。。。。    

2.2.2.2.政治異議的保障政治異議的保障政治異議的保障政治異議的保障。。。。    

3.3.3.3.投票權投票權投票權投票權。。。。    

4.4.4.4.宗教自由宗教自由宗教自由宗教自由。。。。    

5.5.5.5.保障財產免於物理性侵入保障財產免於物理性侵入保障財產免於物理性侵入保障財產免於物理性侵入。。。。    

6.6.6.6.免於警察濫權侵害人格及財產的保障免於警察濫權侵害人格及財產的保障免於警察濫權侵害人格及財產的保障免於警察濫權侵害人格及財產的保障。。。。    

7.7.7.7.法治國原則法治國原則法治國原則法治國原則。。。。    

8.8.8.8.禁止政府刑求禁止政府刑求禁止政府刑求禁止政府刑求、、、、謀殺或凌虐人身謀殺或凌虐人身謀殺或凌虐人身謀殺或凌虐人身。。。。    

9.9.9.9.不受奴役不受奴役不受奴役不受奴役、、、、或基於種族或性別之階級壓制的保障或基於種族或性別之階級壓制的保障或基於種族或性別之階級壓制的保障或基於種族或性別之階級壓制的保障。。。。    

10.10.10.10.免於政府侵犯人身的實體保障免於政府侵犯人身的實體保障免於政府侵犯人身的實體保障免於政府侵犯人身的實體保障。。。。 

    Sunstein 教授提出這十項憲法應加以積極維護的實體價值，並主張當民主

政治的決定涉及以上憲法核心價值時，法院當然且必須介入，甚至可以作出範圍

寬廣或理由深入的「寬且深」判決，而不限於「窄而淺」的判決。反之，若其涉

及領域不包括這十項實體價值，則法院應抱持謹慎的態度，不應任意介入。 

        四四四四、、、、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70
 黃昭元，同前註，頁 886。 

71
 SUNSTEIN, supra note 65, at 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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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消極主義之學說雜然並陳，惟其概念大致上較為一致，對於法院行使司

法違憲審查所應有之態度，抱持相近的謙抑立場。或有異者，則屬於「司法解釋」

該如何操作的層次，而多不屬於「司法哲學」層次上，司法者角色該如何定位的

問題。吾人若對司法消極主義之相關學說加以詳察，必當有此心得。 

參參參參、、、、司法消極主義之表現司法消極主義之表現司法消極主義之表現司法消極主義之表現 

    司法消極主義為一廣泛且籠統之概念，其核心意旨在於「司法者的自我節制

意識」，蓋司法違憲審查權的行使並沒有可與之相對應的制衡機制，所以職司違

憲審查者的「自我節制意識」，遂時常被論者認為是制衡違憲審查權過度行使的

唯一方法。基此，從事判決的法院在訴訟實務的過程中，從其自我節制之憲法意

識出發，亦開展出多項憲法解釋原則作為司法消極主義與司法權之謙抑的實質體

現。此體現可分別就「憲法判斷層面」、「違憲判斷層面」以及「個別領域層面」

加以觀察。 

  一一一一、、、、憲法判斷層面憲法判斷層面憲法判斷層面憲法判斷層面    

    在司法違憲審查的過程中，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係指法院是否應就

該項爭議進行憲法判斷，對其進行合憲性審查的階段；第二階段，係指當法院決

定就其爭議作憲法判斷後，在對其進行合憲性審查後，是否作成違憲宣告的階

段。就此兩種階段而言，吾人可在「憲法判斷層面」這個階段，觀察出三項屬於

司法消極主義所衍生之原則。 

((((一一一一)))) 憲法判斷迴避原則憲法判斷迴避原則憲法判斷迴避原則憲法判斷迴避原則    

                所謂「憲法判斷迴避原則」，係指在決定是否進行憲法判斷時，盡量採取消

極不介入審查憲法爭議問題之消極性態度。
72
申言之，法院於裁判訴訟當事者間

的爭訟事件之際，對適用於該事件的法律之合憲性若不進行違憲審查，亦得解決

爭訟事件時，法院應該迴避對該當法律的合憲性進行憲法判斷，即法院不應為不

必要之憲法判斷，此稱之為「憲法判斷迴避原則」。 

                                                 
72
 黃國益，《立法裁量與違憲審查─以日本法與我國法之立法裁量權為主》，政治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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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原則於一九三六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Louis D. Brandeis 於其在

Ashwander v. Tennessee 一案中的意見書裡，獲得具體的展現。Brandeis 大法

官提出七點憲法判斷迴避的準則，分別為：
73
 

1.1.1.1.法院於非對立法院於非對立法院於非對立法院於非對立(friendly)(friendly)(friendly)(friendly)的訴訟程序之場合的訴訟程序之場合的訴訟程序之場合的訴訟程序之場合，，，，將不就立法的合憲性作將不就立法的合憲性作將不就立法的合憲性作將不就立法的合憲性作

判斷判斷判斷判斷。。。。    

2.2.2.2.法院除非於必要的場合法院除非於必要的場合法院除非於必要的場合法院除非於必要的場合，，，，否則將不預先決定憲法問題否則將不預先決定憲法問題否則將不預先決定憲法問題否則將不預先決定憲法問題。。。。    

3.3.3.3.法院不明示法院不明示法院不明示法院不明示(formulate)(formulate)(formulate)(formulate)超越依據應被適用的明超越依據應被適用的明超越依據應被適用的明超越依據應被適用的明確事實所要求者更廣確事實所要求者更廣確事實所要求者更廣確事實所要求者更廣

泛的憲法原則泛的憲法原則泛的憲法原則泛的憲法原則(a rule of constitution law)(a rule of constitution law)(a rule of constitution law)(a rule of constitution law)。。。。    

4.4.4.4.憲法問題縱使適當地以記錄憲法問題縱使適當地以記錄憲法問題縱使適當地以記錄憲法問題縱使適當地以記錄(record)(record)(record)(record)提出提出提出提出，，，，若紀錄中得處理該事件的若紀錄中得處理該事件的若紀錄中得處理該事件的若紀錄中得處理該事件的

其他理由亦存在的話其他理由亦存在的話其他理由亦存在的話其他理由亦存在的話，，，，法院將不該對該憲法問題作判斷法院將不該對該憲法問題作判斷法院將不該對該憲法問題作判斷法院將不該對該憲法問題作判斷。。。。    

5.5.5.5.法院對於無法證明其受害係因法律的施行所導致者的申訴法院對於無法證明其受害係因法律的施行所導致者的申訴法院對於無法證明其受害係因法律的施行所導致者的申訴法院對於無法證明其受害係因法律的施行所導致者的申訴，，，，將不就該將不就該將不就該將不就該

法律的效力作判斷法律的效力作判斷法律的效力作判斷法律的效力作判斷。。。。    

6.6.6.6.對於利用法律受利益者的請求對於利用法律受利益者的請求對於利用法律受利益者的請求對於利用法律受利益者的請求，，，，法院將不就該法律的合憲性作判斷法院將不就該法律的合憲性作判斷法院將不就該法律的合憲性作判斷法院將不就該法律的合憲性作判斷。。。。    

7.7.7.7.於國會立法的合憲性成為問題的場合於國會立法的合憲性成為問題的場合於國會立法的合憲性成為問題的場合於國會立法的合憲性成為問題的場合，，，，縱使關於法律的合憲性之重大縱使關於法律的合憲性之重大縱使關於法律的合憲性之重大縱使關於法律的合憲性之重大

疑問疑問疑問疑問，，，，被提出被提出被提出被提出，，，，此時由法院預先確認得迴避憲法問題的法律解釋是否可能此時由法院預先確認得迴避憲法問題的法律解釋是否可能此時由法院預先確認得迴避憲法問題的法律解釋是否可能此時由法院預先確認得迴避憲法問題的法律解釋是否可能，，，，乃是乃是乃是乃是

基本的原則基本的原則基本的原則基本的原則。。。。 

    此七點基本原則，以第四原則與第七原則之論述最為重要
74
，形構了美國法

上的憲法判斷迴避原則之原型。
75
由此發展出來的消極迴避態度，可謂形塑了早

期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保持謙抑身段的憲法定位，也成為美國「司法自制」的主要

理論基礎。對相關原則之發展，具有指標性的影響。 

((((二二二二)))) 立法動機不審查原則立法動機不審查原則立法動機不審查原則立法動機不審查原則    

「立法動機不審查原則」意指對於立法機關在憲定權限內所制定且表面上看 

屬於合憲之法律，法院於行使違憲審查權時，不得就立法機關於制定該項法律所

                                                 
73
 周宗憲，前註 50 文，頁 69-70。 

74
 申言之，第四原則係指非有必要性則不為憲法判斷；第七原則係指法院應先嘗試迴避憲法判

斷以解決訟爭之問題。 
75
 黃國益，前註 72 文，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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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或隱藏之動機加以審查。易言之，法院在行使違憲審查權以判定法律是否違憲

時，不得就立法機關的立法動機、立法政策及立法裁量加以審查或考慮。
76
 

立法部門由於在憲法上被賦予了相當廣泛的自由判斷餘地，因而只要其所制

定的法律係屬於「立法裁量」事項，或立法政策領域範圍內，縱使該法律於法政

策的評價上並不妥當或並不賢明，法院亦應自制其違憲判斷的作成。換言之，法

院的違憲審查權雖得審查立法部門所制定的法律是否合憲，惟就憲法所承認的屬

於立法權範圍之內的事項，法院對此立法部門所為的政策判斷，原則上應予尊

重。
77
質言之，法院採取對立法動機不予審查的態度，除了遵守權力分立的司法

權分際之外，在現實層面上，法院亦有其考量因素。蓋因立法動機涉及立法部門

民選代表的政治態度、政治意識形態以及政策偏好等，具有高度之政治色彩，實

難為法院所揣度；其次，法院若欲實際調查立法動機，則勢必屢屢以類似公聽會、

聽證會方式傳喚立法部門之民選代表，甚至涉及領域之專家學者至法院作證，此

勢必延宕立法決策作成之時程，造成對若干具有急迫性的社會問題無法獲得解

決，戕害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再者，若法院以該立法之不良動機宣告其無效，則

將可能導致立法機關以其他動機或形式來通過內容完全相同的法律，或者以包裹

立法的方式來通過法院的合憲性審查，以致對立法動機之審查並無實益可言。 

故基於民主政治中的責任政治原則，只有透過人民對立法機關民意代表的立

法動機加以審酌，追究其立法動機之正當性、適切性，將對立法機關課以政治責

任的權能賦予人民，方為權力分立原則運作之常軌。 

((((三三三三)))) 行政裁量原則行政裁量原則行政裁量原則行政裁量原則    

依照法治國原則之法位階秩序，憲法優位於法律，法律又優位於行政處分，

故行政權所作成之處分遂具有違憲、違法之可能，而得為法院行使司法審查權之

當然標的。原則上，行政部門所為之行政處分當然得為法院司法審查之對象，我

                                                 
76
 此概念亦有所謂「立法裁量原則」之表現方式，其與「立法動機不審查原則」在觀念內涵上

有許多相通之處。關於違憲審查與立法裁量間關係的研究，請參見羅名威，《違憲審查權控制立

法權的界限》，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 
77
 周宗憲，前註 50 文，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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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憲法第七十八條即明文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

權。」
78
等同將此規範位階關係納入憲法規範中。不過，由於國家的行政事務極

為龐雜，因而欲由憲法或法律對行政作用作詳細嚴密的指導，不僅不可能，亦不

適當，從而僅抽象宣示行政權屬於行政部門的憲法規定固不待言，即便是法律亦

僅止於確立根本的準則以規範行政作用而已。
79
行政部門依據法律所定的準則對

其所屬的行政權領域內的事項有裁量權，對此行政裁量事項法院應盡其可能予以

尊重。該行政裁量縱有不當但若不構成裁量權的濫用或未逸脫其裁量權的範圍，

法院原則上均應尊重行政部門行為的裁量，不對其作過度的干預。
80
 

  二二二二、、、、違憲判斷層面違憲判斷層面違憲判斷層面違憲判斷層面 

    違憲判斷層面之問題，涉及憲法解釋方法之採擇，究其於概念上相通之處，

可謂儘可能不將立法者之決定加以違憲化，宣告其無效，以免破壞整體法安定

性。81
 

(一一一一) 合憲性推定原則合憲性推定原則合憲性推定原則合憲性推定原則 

    法律之合憲性推定原則，是司法消極主義的主要特徵之一，係指法院進行違

憲審查時，原則上推定法律為合憲。在未經有相當可疑之理由，足證相關法律確

係牴觸憲法之前，應該推定法律之合憲性。基於責任政治原則與權力分立原則，

司法機關對代表民意之立法機關所作成之決議應予尊重，惟當該法律之制定過程

出現明顯之程序瑕疵，或者法律本身明白違反憲法規定而失去其代表民意之正當

                                                 
78 此處所謂「行政處分得為法院司法審查之對象」，係指法院對行政處分進行「合憲性審查」
而言。蓋行政處分之位階處於法律以及憲法之下，除有違憲之可能，亦有違法之虞。按我國目前
法制，普通法院得對行政處分、行政命令進行「合法性審查」，並宣告其無效。惟按我國憲法規
定，對行政處分以及行政命令有「合憲性審查」之權限者，乃為司法院大法官，此觀念應予釐清。
參見釋字第 371 號解釋：「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八十條定有明文，故依法公布施行之
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惟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
律，法官有優先遵守之義務，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
牴觸憲法之疑義者，自應許其先行聲請解釋憲法，以求解決。是遇有前述情形，各級法院得以之
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本院大法官
解釋。」 
79
 周宗憲，前註 50 文，頁 107。 

80
 此原則於憲政實務上亦常出現於「違憲判斷層面」，意指司法部門盡量不對具有高度行政裁量

性質，且對人民權利無所戕害的行政行為作出違憲宣告，以維護行政權之自主性。 
81
 國內討論憲法解釋方法之論著眾多，不可勝數。黃維幸教授對諸多憲法解釋方法有所比較評

析。請參見黃維幸，〈論最好的法律及憲法解釋方法〉，《月旦法學雜誌》，第 161 期，2008 年，

頁 13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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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時，司法機關方得宣告其違憲。
82
再者，法律的制定係基於「立法事實」，故法

律的合憲性推定於實質上即是對於立法事實的合理性及基於該事實而被制定的

法律之必要性推定。當議會的價值判斷欠缺合理的事實作為基礎，則無法再為合

憲性之推定。
83
申言之，由於法律的合憲性推定係指構成法律的基礎之事實狀態

被推定具有合理性，因而於主張該當法律違憲時，即必須擔負舉證作為法律基礎

的立法事實欠缺合理性，進而並無制定該當法律的必要性之責任。
84
故由司法積

極主義的角度觀之，合憲性推定原則實際上為主張法律違憲之司法者創設了一個

有效的障礙，使其違憲審查之權限行使時有所節制。 

(二二二二) 合憲性解釋原則合憲性解釋原則合憲性解釋原則合憲性解釋原則 

    法律之「合憲性解釋原則」意指法院在實施違憲審查，運作解釋權能時，原

則上解釋法律為合憲有效。亦即法院在實施司法審查時，若相關法律有兩種以上

解釋，其中一種為合憲有效，其他解釋為違憲無效，致生憲法上疑問與爭論，則

應採用使法律成合憲有效之解釋。
85
質言之，法律之合憲性解釋原則，並非是迴

避就法律作成憲法判斷，而是作憲法判斷之後，避免作成違憲之判斷結果。
86
實

際上，法律之合憲性解釋原則，是由法律之合憲推定原則所延伸而來的結果，雖

然兩者在概念解釋上屬於兩種不同的憲法解釋理論，但在釋憲實務上之運用，時

常是相輔相成的，並且皆有司法謙抑之態度取向。惟此二原則亦有性質上相異之

處，質言之，法律之合憲性推定原則乃是在於有必要對合憲性作一判斷時，用來

積極推定法律之合憲性；而法律之合憲性解釋原則，則在法律發生合憲性疑議

                                                 
82
 關於我國釋憲實務上對此原則之明文化，參見釋字第 499 號解釋：「修改憲法亦係憲法上行為

之一種，如有重大明顯瑕疵，即不生其應有之效力。所謂明顯，係指事實不待調查即可認定；所

謂重大，就議事程序而言則指瑕疵之存在已喪失其程序之正當性，而違反修憲條文成立或效力之

基本規範。…惟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如聽任修改條文予以變

更，則憲法整體規範秩序將形同破毀，該修改之條文即失其應有之正當性。憲法條文中，諸如：

第一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權力分

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亦為憲法整體基本原則之所在。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

由民主憲政秩序，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此號解釋

即指出修憲之程序界限與實質界限，對於法律之合憲性審查，亦有適用之處。 
83
 黃國益，前註 72 文，頁 78。 

84
 周宗憲，前註 50 文，頁 111。 

85
 陳怡如，前註 49 文，頁 109-110。 

86
 黃國益，前註 72 文，頁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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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用來消極地避免將法律解釋為無效，或儘可能地消極規避解釋合憲性問題，

以免危及法律之合憲有效。所以後一原則之採則與否，每每決諸法院的裁量斟

酌，並不具特別法效。
87
 

  三三三三、、、、個別領域層面個別領域層面個別領域層面個別領域層面 

    司法違憲審查權之行使，有其一般性與普遍性，前述之原則乃針對一般性之

法律與行政行為而言加以劃分。然違憲審查之標的若涉及特別之領域，為基於權

力分立原則所不應涉及或干預，或該當行為具有高度政治性而欠缺「司法裁判適

合性」(justiciability)
88
，則司法消極主義於此常表現於「政治問題不審查原

則」與「議會自律原則」。 

(一一一一) 政治問題不審查原則政治問題不審查原則政治問題不審查原則政治問題不審查原則 

    「政治問題不審查原則」，在英美法系國家通常稱之為「政治問題原則」

(political question)，在歐陸通常則稱之為「統治行為原則」(astes de 

gouvernement)或「不受法院審查之高權行為」，後者之稱呼似較明確。其概念主

要為涉及高度政治性或攸關國家統治根本的國家機關行為，法院在對其行使違憲

審查權進行合憲性判斷時，應設有界限，並且迴避對之作成憲法判斷。質言之，

職司違憲審查之司法機關於其受理憲法訴訟案件，行使違憲審查權能之際，對於

涉及政治問題與統治行為者，應不作成違憲與否之判斷，亦不作成司法裁判，而

交由政治部門自行解決。蓋政治問題之運作，原本屬於政治部門之權限，依憲法

之權力分立原則，本應由行政機關、立法機關，或其兩者共同商議協調，對問題

加以斟酌裁量以解決爭議，法院應尊重政治部門之意見，不干預或介入政治問題

或統治行為之紛爭，而對政治部門就此紛爭所作成之決議，自亦不可加以審理，

甚至裁判其是否違憲無效，而逕行承認政治部門所為之決定為完全有效。質言

之，政治問題原則係以權力分立原則為理論基礎，主張某些憲法案件並非由司法

                                                 
87
 陳怡如，前註 49 文，頁 111。 

88
 所謂「司法裁判適合性」(justiciability)，學術上又稱「可司法性」或「可訟性」，係指「某項

爭議可經由司法機關加以適當裁決者」，換言之，人類生活中所存在之各種爭議，並非所有爭議

皆適合由司法機關加以仲裁。見陳文政，《世紀憲法判決：布希控高爾案之分析》，台北：五南出

版，2006 年，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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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加以裁判或解釋。因此一旦承認政治問題，就必然會導出「非司法的憲法」

之存在。
89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政治問題不審查原則」，最早源自一八○三年Marbury 

v. Madison
90一案之判決。首席大法官 John Marshall 在該案判決文中強調：「法

院的職責，僅是裁判個人權利…本質上屬政治性之問題，或依憲法或法律應交付

行政部門裁定之問題，不能由法院決定之。」
91
而此觀念之發展，至一九六二年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Baker v. Carr92
一案趨於成熟完備。於此案判決中擔任主筆

的 William J. Brennan 大法官，對政治問題從正面加以定義，揭示了六項規準

(criterion)，包括：
93
 

1.1.1.1.憲法已明文將爭議委由平行之某一政治部門處理者憲法已明文將爭議委由平行之某一政治部門處理者憲法已明文將爭議委由平行之某一政治部門處理者憲法已明文將爭議委由平行之某一政治部門處理者；；；；    

2.2.2.2.缺乏解決爭議可創獲或可資操作之司法裁判基準者缺乏解決爭議可創獲或可資操作之司法裁判基準者缺乏解決爭議可創獲或可資操作之司法裁判基準者缺乏解決爭議可創獲或可資操作之司法裁判基準者；；；；    

3.3.3.3.須作成顯然非屬司法裁量之先行政策決定須作成顯然非屬司法裁量之先行政策決定須作成顯然非屬司法裁量之先行政策決定須作成顯然非屬司法裁量之先行政策決定，，，，始能作成司法判斷者始能作成司法判斷者始能作成司法判斷者始能作成司法判斷者；；；；    

4.4.4.4.法院如獨立解決爭議法院如獨立解決爭議法院如獨立解決爭議法院如獨立解決爭議，，，，勢必造成對其他平行政府部門之不尊重者勢必造成對其他平行政府部門之不尊重者勢必造成對其他平行政府部門之不尊重者勢必造成對其他平行政府部門之不尊重者；；；；    

5.5.5.5.確有非常之必要確有非常之必要確有非常之必要確有非常之必要，，，，法院應毫無猶豫地遵循已經作成之政治決法院應毫無猶豫地遵循已經作成之政治決法院應毫無猶豫地遵循已經作成之政治決法院應毫無猶豫地遵循已經作成之政治決定者定者定者定者；；；；    

6.6.6.6.因政府不同部門就同一個問題發表不同聲明可能造成尷尬局面者因政府不同部門就同一個問題發表不同聲明可能造成尷尬局面者因政府不同部門就同一個問題發表不同聲明可能造成尷尬局面者因政府不同部門就同一個問題發表不同聲明可能造成尷尬局面者。。。。 

    就前揭六項準則觀之，可以歸納出聯邦最高法院不裁判政治性爭議是基於權

力分立、缺乏裁判基準、尊重政治決策原則，以及統一對外態度等種種考量。
94
而

Brennan 大法官所提出之六大判別標準，固然可使「政治問題」有較清楚的輪廓， 

以便適用，惟其內涵仍嫌模糊，且多有重複之處，在運用上並非無疑，故頗受美

                                                 
89
 廖元豪，〈從政治問題理論，論兩岸憲法定位之可司法性〉，《政大法學評論》，第 71 期，2002

年，頁 35。 
90
 5 U.S. (1 Cranch) 137 (1803). 

91
 陳文政，前註 88 文，頁 273-274。 

92
 369 U.S. 186 (1962). 

93
 陳文政，前註 88 文，頁 274-275。該判決原文為”Prominent on the surface of any case held to 

involve a political question is found a textually demonstrable constitutional commitment of the issue to 

a coordinate political department; or a lack of judicially discoverable and manageable standards for 

resolving it;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deciding without an initial policy determination of a kind clearly for 

nonjudicial discretio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a court's undertaking independent resolution without 

expressing lack of the respect due coordinat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or an unusual need for 

unquestioning adherence to a political decision already made; or the potentiality of embarrassment 

from multifarious pronouncements by various departments on one question.” 
94
 陳文政，同前註，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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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者的批評。
95
 

    政治問題不審查原則，於我國釋憲實務上亦有所採認。如針對立法院改選

時，內閣是否應該總辭的爭議，釋字第三八七號解釋認為行政院長基於民意政治

與責任政治之原理，立法院改選後第一次集會前，行政院院長、副院長、各部會

首長及不管部之政務委員應向總統提出辭職。
96
對此，吳庚大法官提出之不同意

見書，主張此釋憲案屬於政治問題，不應予實體解釋，並引用 Brennan 大法官所

提出之六大判別標準，認為本案符合多種類型，故毋須釋憲機關逾越權力分立原

則而作出任何實體之解釋。
97
可見我國之釋憲實務已然相當程度受美國司法違憲

審查理論之影響，雖不得斷言其在態度上必然傾向司法消極主義，然在憲法解釋

方法之運用上，其司法自制之痕跡，可見端倪。然吳庚大法官之主張雖未獲得多

數大法官肯認，惟對國內釋憲實務上「政治問題原則」之繼受，難謂未有拋磚引

玉之作用。 

(二二二二) 議會自律原則議會自律原則議會自律原則議會自律原則 

議會自律原則(或可稱為國會自律原則)，係指國會得以自主且獨立地決定與 

議事有關之一切事項，不受其他國家機關之命令、指揮或監督，藉以維護權力分 

立之憲政架構。申言之，法院雖被賦予審查一切的法律、命令、規則或處分是否

合憲的權限，惟於政治部門
98
之若干行為領域，藉由該政治部門的自律判斷所決

                                                 
95
 關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涉及政治問題之判決，可參見李建良，〈論司法審查的政治界限：美國

「政治問題原則」初探〉，《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9 卷第 4 期，1997 年，頁 79。 
96
 釋字第 387 號解釋文謂：「行政院院長既須經立法院同意而任命之，且對立法院負政治責任，

基於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之原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改選後第一次集會前，行政院院長自應向總

統提出辭職。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係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且係出席行政院會議成員，參與行政決策，亦應隨同行政院院長一併提出辭職。」 
97 吳庚大法官於釋字第 387 號解釋之不同意見書中表示：「大法官布倫南（Justice Brennan）一
九六二年在一項案件之判詞中綜合歷來之先例，曾作如下之闡釋：「任何案件從外觀上認定其涉
入政治問題，主要在於由憲法之明文規定已顯見其欲將此一問題委諸相對應之政治部門；或者欠
缺解決此一問題所須之司法上創獲及處理之標準；或者一旦予以裁判即係對明顯非屬司法裁量之
事項，逕行作成政策決定；或者若作獨立判斷即屬對政府相關部門之欠缺尊重；或者有特別需要
毫不猶豫地遵循已作成之政治上決定；或者可能造成對同一問題各部門意見分歧之困窘。」凡合
於上述各種標準者，最高法院即視之為非可供司法審理（non–justiciable）之政治問題。…本
件解釋對象乃典型之政治問題或統治行為，恰似布倫南所稱：屬於憲法顯欲委由相關之政治部門
解決，司法機關對類似問題難有相同之判斷標準；不屬司法裁量事項，不應由司法機關作成決策；
可資遵循之政治上決定早已作成，司法機關所作決定顯示其對立法及行政部門之有欠尊重。本件
情形以布氏提出之數項判定政治問題準則衡量，誠若合符節。」 
98
 政治部門此係指國會、議會、內閣等其內涵相當而或因地域差別而有不同之稱謂之國家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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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國家行為，應是具有最終的效力，法院對本諸自律權的發動所行使的國家行

為領域，應消極自制地迴避不行使違憲審查。
99
 

    而議會自律原則既在保障議會職權之行使不受其他國家機關之侵攬，則其具

備之內涵為何？議會自律於何種領域內得不受司法機關之約束與審查，吾人應 

先釐清。一般而言，議會就其職權範圍之事項而得自行決定者，包括三種領域： 

1.1.1.1.議事程序議事程序議事程序議事程序：：：：立法院行使職權之方式，依憲法第六十三條
100
之規定，主 

要為「議決」，其行使方式包括「討論審議」及「表決」。此項職權如何行使，自

應遵循議會內部相關之程序規範
101
，此項程序規範，除憲法設有明文外，應交付

立法部門自行決定，誠屬當然。 

2.2.2.2.內部組織內部組織內部組織內部組織：：：：任何機關職權行使，均有賴一定組織之配合，故議會為 

行使其職權而所需之各種組織，如委員會之設置、執掌、職員之編制等，自仍應

屬議會自律之範圍。 

3.3.3.3.內部秩序之維持內部秩序之維持內部秩序之維持內部秩序之維持：：：：為使國會議事能順利進行，自應排除一切足以擾亂 

議事進行之行為，若將以維持其內部秩序為目的之權限加以區分，可分為「家宅

權」、「警察權」、以及「紀律懲戒權」三者，此等權力行使之對象主要為議會內

之人員，尚不及於議會構成員以外之人員。
102
 

    就此觀之，按議會自律原則，此三種領域為司法審查應避免介入之界限
103
所

在，我國大法官對此原則亦有作成解釋。釋字第三四二號解釋
104
表示：「立法院

審議法律案，須在不牴觸憲法之範圍內，依其自行訂定之議事規範為之。法律案

                                                 
99
 周宗憲，前註 50 文，頁 79。 

100 我國憲法第 63 條規定：「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
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 
101
 此所謂「程序規範」，主要包括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立法院議事規則、立法院

議場規則等。 
102
 有將議會自律權區分為廣義與狹義者，前者泛指包括議會秩序權(在國會範圍之內的秩序，均

由議長或經其授權之人行使維護權限)、警察權(議長得以動用警察權行使強制權力排除議會運作

之妨礙)；後者則單指國會內部之秩序權，特別指國會議員之紀律懲戒而言，尚不及於警察權。 
103
 議會自律就「內部組織」、「議事程序」與「內部秩序維持」領域所產生之爭議，屬於憲法爭

議，依我國憲法應由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經由釋憲程序解決；而所謂「國會議員言論免責權」所涉

及之毀謗、人身攻擊等相關問題，則應由普通法院審理，與憲法上之爭議並無直接相關，於此指

明。 
104
 參見釋字第 342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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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立法院移送總統公布者，曾否踐行其議事應遵循之程序，除明顯牴觸憲法者

外，乃其內部事項，屬於議會依自律原則應自行認定之範圍，並非釋憲機關審查

之對象。」而同號解釋之理由書
105
中更一步加以指明：「立法院行使職權之程序，

憲法雖未詳加規定，惟其審議法律案，須依議事規範為之，而議事規範係由立法

院組織法、議事規則及議事慣例等構成，與一般民主憲政國家國會所享有之自律

權，並無二致。立法院於審議法律案過程中，曾否踐行其議事規範所定程序乃其

內部事項，除牴觸憲法者外，屬於議會依自律原則應自行認定之範圍，並非釋憲

機關審查之對象，此在各國實務上不乏可供參考之先例。」故議會自律原則，於

我國釋憲實務上亦有所肯認，成為釋憲者進行憲法解釋時不可忽視之原則。 

肆肆肆肆、、、、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司法消極主義由民主政治原則與權力分立原則出發，主張職司違憲審查權能

的司法部門應對立法部門之法律與行政部門之決策表現出最大限度的謙讓與敬

意，不得逾越司法權之本分。觀察各主張司法消極論之學說與原則，雖然其對於 

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未必皆抱持質疑的態度，但其於對法院在扮演憲法爭議之仲

裁機關，行使違憲審查權時自身的侷限性，存有相近的看法。若加以整理，大致

上可分為以下四點： 

一一一一、、、、法院的獨立性法院的獨立性法院的獨立性法院的獨立性 

    司法的獨立性表現於其職權行使、人事、以及預算等面向。質言之，「獨立」

一詞所代表的是司法的中立客觀，不隨政治潮流而擺盪，而能以原則性、思辯性

的方式作成決議，然而這同時也代表司法決策本質上不負有責任、缺乏制衡，具

有反民主的元素。甚至獨立行使職權的法官，泰半受限於一定的教育或階級背

景，復無適當的機制控制之下，往往未能適時體現社會脈動，困於本身之學術象

牙塔，與民意產生悖離。 

二二二二、、、、法院的被動性法院的被動性法院的被動性法院的被動性 

  「不告不理」是司法權的重要特質。因此無論審查態度取向如何積極的法院， 

                                                 
105
 參見釋字第 342 號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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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無法主動對案件進行審理，換言之，若無適格之當事人106聲請救濟，則司法權

無從發動，此亦代表司法權所能給予當事人之救濟，僅受限於當事人所聲請之範

圍。被動性也意味著司法權的消極性，以及司法裁決的隨機性。因為司法沒有義

務，也沒有能力去解決政治體系中每一個問題，如果無人提出聲請，亦或該案無

法進入司法程序中進行實質審查，如此守護憲法的大法官也僅是形同虛設。 

    司法權之強弱，相當程度上繫於國家機關或人民是否願意或能夠提出訴訟或

聲請，甚至與社會上各種勢力、利益團體是否有足夠的動員力量使案件進入法院

受審查有關。因此可以想見，某些憲法條文或者憲法議題，較容易得到廣泛大眾

的關注，而某些則無人問津。所以即便司法象徵維護社會平等的天秤，但並非每

個社會議題都能在這天秤上被公平的加以衡量。 

三三三三、、、、資訊不對稱資訊不對稱資訊不對稱資訊不對稱 

  由於司法部門不若行政部門擁有執行力，可以對案件進行積極主動的調查， 

因此司法決策所仰賴的資訊，主要來自於訴訟或聲請的當事人，即便就其職權擁

有針對個案部分的調查權限，但相較於行政、立法部門得以就整體國家情勢進行

全面調查的能力，實有差距。正因司法機關欠缺對議題的全盤性瞭解與資訊分析

之能力，所以司法者對其判決所可能衍生的後續效果，在預測能力上就相對薄弱。 

若不謹慎自持，容易因一時之錯忽而造成難以挽救的憲政危機。 

四四四四、、、、缺乏執行資源缺乏執行資源缺乏執行資源缺乏執行資源 

  司法部門不若立法部門掌握預算，又不如行政部門有執行力，其只能就問題 

本身作出高度專業的司法判斷，而此判斷尚須仰賴行政部門加以付諸實現。故在

憲法爭訟中，司法部門所對抗的往往是資源豐厚的行政部門，或者是擁有廣 

大民意基礎的立法部門。司法本身未必能在此巨大壓力之下充分執行其所為之判

決或解釋，而僅能為道德上之呼籲，甚至淪為替其他部門政策背書的角色。 

  綜觀以上四點，司法消極主義論者認為司法權應儘可能最小化其違憲審查 

                                                 
106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當事人適格」一般標準之建構，經過多年來判決經驗累積，其發展已

逐漸臻於完備。詳見陳文政，前註 88 文，頁 26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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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行使之範圍，似乎不無道理。惟若司法者過度消極，聽任立法部門挾民意而 

虛索無度，放縱行政部門執公器而任意妄為，甚而戕害人民之基本權利，甚至對

憲政秩序造成破毀，則此又豈為奉行民主政治與權力分立之司法消極論者所樂

見？故消極與積極之司法態度間，應視審查對象所涉及之法益，作適當的採擇與

調和，務求司法決策不失之於偏頗。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司法積極主義之態度取向司法積極主義之態度取向司法積極主義之態度取向司法積極主義之態度取向 

 

   「司法積極主義」(judicial)與「司法消極主義」(judicial passivism)乃

是兩個相對化的司法哲學命題，是兩種相互對立的司法態度之統稱。前者主張當

法院行使違憲審查權時，應該積極介入政治部門的決定，以充分貫徹憲法意旨；

後者主張則為法院在行使違憲審查權時，對行政以及立法部門的決斷，應抱持最

大程度的謙讓與敬意，此觀念於前文已作討論。惟此籠統的立場劃分，並不足以

全然體現出兩者在司法哲學上的概念分歧。就「司法積極主義」而言，其出現於

英語文獻時，大約是用來描述法院較為頻繁的造法以回應或引導社會變遷的現

象，並不當然涉及法律的違憲審查，但在開放司法作違憲審查的國家，正因為憲

法的無上權威太好用，司法者如果要扮演社會工程師的角色，大概都會善用此一

特許執照。
107
因此，吾人論及司法積極主義時，其指涉的概念多為司法者運用抽

象的憲法，去改變一般的法律適用的現象。 

 

壹壹壹壹、、、、司法積極主義之論據司法積極主義之論據司法積極主義之論據司法積極主義之論據 

    司法積極主義之基本主張，在於法院應靈活運用其職權，對於系爭法律問題

之解決，應採取積極的態度。但此並不意味著對制憲者的意圖及憲法文義毫不加

                                                 
107
 蘇永欽，〈從體系功能的角度看大法官的規範違憲審查─走向適切回應社會變遷的司法積極主

義 (上)〉，《法令月刊》，第 59 卷第 6 期，2008 年，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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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慮或採用，而是認為司法機關不應自我設限，演變成過度的「司法消極主義」

(judicial negativism)。蓋憲法並非靜態的法律文件，而是一種活生生的法律，

當其發生疑義時，無可避免地須對當前的憲政問題及解釋後對社會可能造成的結

果，先預為目的性的考量，以達到公共的利益及福祉。
108
如前所述，司法消極主

義之論據建立於民主政治原則與權力分立原則之上，而司法積極主義既與司法消

極主義互為相對立之司法哲學態度，則司法積極主義之立論依據，必當對此二原

則有所質疑與批判。蓋其出發點乃是基於憲政主義
109
的實質民主觀來詮釋民主政

治使然，其與司法消極主義論者基於「多數決原則」之形式民主觀的民主政治，

尚屬有異。 

一一一一、、、、就憲政主義之實質民主觀而言就憲政主義之實質民主觀而言就憲政主義之實質民主觀而言就憲政主義之實質民主觀而言    

                司法積極主義係以憲政主義之實質民主觀為其立論基礎，認為立憲主義之最

終目的既在於保障人權，則諸如多數統治原則等充其量僅是為實踐人權保障的立

憲目的之較妥適的手段或工具之一，申言之，即其認為多數決原則的工具性價值

遠高於目的性價值。基此，在憲政主義的實質民主觀作為上位概念之前提下，奉

行多數統治的代議民主制度並非毫無限制。司法違憲審查制度既基於憲法優位

性，並參酌多數民意，以對於政治部門的濫權加以限制，故司法違憲審查之本質

與憲政主義之實質民主觀並無相悖。復以成文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係在制憲

權之上的一般性根本法規範(淵源於自然法)，即便是制憲權、修憲權、立法權、

乃至於一切國家的政治權力，均不得加以侵犯，違憲審查機關自有義務根據一般

性的根本規範否定侵害人民基本權利的違憲行為。
110
況違憲審查制度既具有抵抗

多數決侵害少數權利的憲政機能，故與其主張其違反多數統治的民主政治原則，

不如肯認其強化、健全了民主政治的體質。因此，由憲政主義的實質民主觀出發，

司法者採取司法積極主義之態度取向，積極介入立法領域，以求充分保障人權，

                                                 
108
 陳怡如，前註 49 文，頁 91。 

109
 關於憲政主義內涵之討論，請參見陳文政，〈憲政主義結構內涵之體系分析〉，《師大政治論

叢》，第 6 期，2006 年，頁 47-162。 
110
 陳怡如，前註 49 文，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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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實質民主價值，誠屬當然。    

  二二二二、、、、就權力分立原則而言就權力分立原則而言就權力分立原則而言就權力分立原則而言 

    主張司法積極主義者，係以「功能結構取向」
111
的權力分立原則為立論基礎。

認為憲法規制各種機關，賦予其不同的組織、結構、職權與功能，並根據各該機

關的「功能結構取向」做為國家事務分配的判準，使國家各項決定能因「功能最

適」的分配而達到「儘可能正確」的境地。
112
質言之，國家各種權力在行使之際，

其間必然有交錯制衡之灰色地帶，而有肇生疑義之可能，此時若憲法或相關規範

對機關間之權限並未設有明文規範，劃定明確之界限，則勢必要回歸各權力機關

創設之本旨及運作本質，重新檢討權力之行使是否與其在憲法上被賦予之功能相

符，是否與機關之權能有適切之對應。基此，國家機關之權力必然有其絕對不可

侵犯之核心領域，始合於憲法創設該機關之意旨。而司法積極論者即基此主張做

為憲法上權力機關的法院，當立法者未善盡其立法義務，或其所立法決策有悖於

憲法意旨、疏離多數民意時，得在不侵犯立法權核心領域之前提下，代替立法者

的角色，行使「司法造法」的積極功能。蓋「功能結構取向」之權力分立論，其

立意在於為避免國家權力過於集中，而將國家權力予以區隔，分別由不同機關掌

理，達到相互監督與制衡之目的。在此原則下職司違憲審查的法院，當然可就其

他機關核心領域權限以外之事項，加以監督審查，適時扮演司法造法之積極角色。 

  三三三三、、、、就實質法治國而言就實質法治國而言就實質法治國而言就實質法治國而言 

    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實質法治國的概念逐漸形成，針對立憲主義下的

法秩序有所反省。實質法治國的概念認為，立憲主義之下的國家統治，法律制定

不僅必須具備法律的形式，而且也要具備符合正義的實質內容。在這樣實質法治

國概念的發展下，法律基本上必須具備正義的內涵，若是不符合正義的惡法，便

是非法。
113
申言之，「實質法治國」本身係不受實定法之侷限，亦不以形式上的

                                                 
111
 關於功能取向分析法，請參見陳愛娥，〈大法官憲法解釋權之界限〉，《憲政時代》，第 42 卷第

3 期，1998 年，頁 170-222。 
112
 陳怡如，前註 49 文，頁 112。 

113
 關於實質法治國概念內涵之發展，請參許育典，《憲法》，台北：元照出版，2008 年，頁 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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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定法作為唯一規範依據，從而就司法權的內涵加以相對擴展。現代法治國家的

基本理念在於人權乃為不可侵犯之普世價值，國家應透過憲法以及相關規範確保

個人自由的發展空間，實踐憲法上實質平等之意涵。所以在實質法治國的理念

下，司法積極主義主張透過司法權內涵之擴展，而對人民基本權予以積極保障，

法院若察覺實定法存在瑕疵或有悖於憲法意旨而不利於人民之謬誤時，應當積極

加以填補、宣告違憲失效、甚至運用違憲審查權進行實質的「憲法續造」，創設

新的法律規範。 

  四四四四、、、、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由上述批判(或謂對憲法原則的不同解釋)，吾人可得知諸如權力分立原則、

民主政治原則、乃至法治國原則等，雖為司法消極主義之理論依據，但若就反面

解釋，亦將成為司法積極主義之正當性基礎，兩者間皆未能建構起充滿高度共識

的論證基礎。故消極與積極之司法態度間的互動消長如何妥適採擇，須就其個案

事實、涉及法益、以及當時之憲政環境、民意潮流等諸多外部因素加以審酌，從

動態之時空環境加以評估方有相對中肯之見解。企圖建立放諸四海皆準，且一體

適用之消極或積極態度的指標，除不切實際外，亦無實益矣。 

貳貳貳貳、、、、司法積極主義之表現司法積極主義之表現司法積極主義之表現司法積極主義之表現 

    司法積極主義之論據，多為對司法消極主義之論據所提出之悖論與反思，已

如前述。然司法積極主義於釋憲實務中之實際運用，若有其採擇之準據，則吾人

應理解為對司法消極主義所發展出之憲法解釋原則的「迴避適用」。質言之，司

法者於進行憲法爭訟之規範審查時，若抱持積極之態度取向，則其對解釋方法的

運用與選擇上，並未有具體而客觀之準則可供參酌，蓋因消極與積極之間原屬相

對之概念使然，若司法者從事審查之際，顯然不採取消極之態度，或對具有消極

性質之憲法解釋原則不予適用，則可見其審查立場之積極矣。 

    若以違憲審查之建制完備已久，實務運作上成績斐然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觀

察，吾人可見司法積極主義或消極主義在美國之違憲審查制度史中，並非是一個

一成不變的應然或者結論式的現象，毋寧說是隨著時空的轉變，職司違憲審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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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不斷的採取司法積極主義與司法消極主義交錯存在的對立狀態之態度。
114

而若就我國釋憲實務觀察，釋字第四九九號解釋應視為大法官採取司法積極主義

態度至為明顯之判決。此判決針對國民大會延任案作出違憲解釋，宣告國民大會

第五次修憲條文無效，創下我國憲政史上首宗修憲違憲，並受違憲審查機關宣告

修憲無效之先例。其解釋文謂：
115
 

「而修改憲法亦係憲法上行為之一種，如有重大明顯瑕疵，即不生其應有之

效力。所謂明顯，係指事實不待調查即可認定；所謂重大，就議事程序而言則指

瑕疵之存在已喪失其程序之正當性，而違反修憲條文成立或效力之基本規範。國

民大會於八十八年九月四日三讀通過修正憲法增修條文，其修正程序牴觸上開公

開透明原則，且衡諸當時有效之國民大會議事規則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亦屬

有違。依其議事錄及速記錄之記載，有不待調查即可發現之明顯瑕疵，國民因而

不能知悉國民大會代表如何行使修憲職權，國民大會代表依憲法第一百三十三條

規定或本院釋字第三三一號解釋對選區選民或所屬政黨所負政治責任之憲法意

旨，亦無從貫徹。此項修憲行為有明顯重大瑕疵，已違反修憲條文發生效力之基

本規範。」 

透過對修憲程序之「重大明顯」瑕疵加以正面定義，再依此宣告國民大會之

修憲決議違反此原則，應為違憲。此等同司法者為立法機關之修憲程序創設了一

程序界限，爾後立法機關之修憲程序若違反之即當屬無效。此爭議點在於立法機

關之議事程序是否應屬「議會自律原則」所涉及之領域，司法機關是否得就此領

域積極作出違憲宣告之判決，學界素有爭論。再者，解釋文中提及： 

    「國民大會為憲法所設置之機關，其具有之職權亦為憲法所賦予，基於修憲

職權所制定之憲法增修條文與未經修改之憲法條文雖處於同等位階，惟憲法中具

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如聽任修改條文予以變更，則憲法

                                                 
114
 黃國益，前註 72 文，頁 58。例如 1953 至 1969 年間，由首席大法官 Earl Warren 率領的美國

聯邦最高法院(Warren Court)，被視為美國憲政歷史上採取司法積極主義之立場最為鮮明的時

期。此段期間聯邦最高法院所作出判決對經濟自由與人權自由之保障，具有指標性意義，堪為美

國憲政史上司法積極主義發展之高峰。 
115
 參見釋字第 499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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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規範秩序將形同破毀，該修改之條文即失其應有之正當性。憲法條文中，諸

如：第一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第二章保障人民權

利、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亦為憲法整體基本原

則之所在。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

礎，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 

    此等同將憲法規範區分為「自然法」與「實定法」兩種不同位階，於其間創

設修憲之實質界限，認為憲法規範中涉及不可動搖之基本價值者，不可聽任一時

之民意加以修改，否則將視同憲法整體規範秩序之破毀。此解釋意旨形同對傾向

司法消極主義之「政治問題不審查原則」加以排除適用，蓋憲法修改乃屬高度政

治性，高度民意動員之政治活動，司法機關可否就其合憲性加以審查，甚至宣告

違憲，容有疑義。如林永謀大法官於此號解釋所提出之部分協同意見書中即對部

分解釋內容提出不同看法：
116
 

   「國民大會之議事程序與行為，縱於行使修憲權限時，亦有一定自律範圍之

保障，然憲法既不同於法律，修憲程序亦非一般立法程序所得比擬，故作為修 

憲機關之國民大會，雖亦有國會自律原則之適用，畢竟兩者之性質與功能有其差

異，如就憲法設置不同機關，賦予不同功能與結構之功能法取向而言，兩者所得

享有之國會自律範圍及界限即未必應全然等同，尚應視兩者行使職權性質之差異

而有所區別。是以『重大明顯瑕疵』審查標準，僅可適用於一般立法程序瑕疵之

審查，而不應適用於對修憲程序瑕疵之審查。亦即為兼顧修憲程序應更為慎重，

並容許國民之監督、參與之憲法意旨，以及憲法對於國會自律原則之保障，當應

適度縮小修憲機關之議事自律範圍。」 

    由此意見書中可見，林永謀大法官對於修憲之程序界限，仍持保留態度，惟

於一般法律修訂時，其適用上當無疑義。 

參參參參、、、、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無論在採行集中式還是分散式違憲審查的國家，司法積極主義的正當性基礎

                                                 
116
 參見釋字第 449 解釋，林永謀大法官之部分協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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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隨著社會的起伏而改變，而其中最容易肇生質疑的即為對「政治問題」的違憲

審查。每凡司法違憲審查涉及此領域，則其正當性爭議將一再被突顯。而司法積

極主義對違憲審查不應全然迴避政治問題的觀點，可由三方面論證之：
117
 

一一一一、「、「、「、「政治問題政治問題政治問題政治問題」」」」此一概念本身的困擾此一概念本身的困擾此一概念本身的困擾此一概念本身的困擾：：：： 

    美日等國之實際運作上，可明確看出，政治問題具有「界定不明確」、「邏輯

不周延」、「司法不公義」之爭議。因無明確標準，哪一憲法問題不是政治問題？

「高度性」政治問題可有準據？若允許違憲審查政治問題之成立，則司法釋憲者

之彈性選擇是否辦案，將不是司法正義之本質，或成玩弄憲法政客之流。這與釋

憲者不為勢劫、利誘、威屈之高道德標準將有牴觸和損傷。 

二二二二、、、、從民主理論角度分析從民主理論角度分析從民主理論角度分析從民主理論角度分析：：：： 

二十世紀以來，修正民主理論，提供一個客觀的檢驗標準，就人民是否具有

完政治程序控制政府的權力，作為民主正當性的重要條件；並推翻古典民主理論

之人人有興趣參與之迷思。協和民主理論，提供相互否決，協商溝通管道，檢討

古典民主理論之零和型態多數決原則途徑。傳統民主理論中多數決概念之多元面

向思考，是現代政治學的重要課題。 

三三三三、、、、從民主動態角度分析從民主動態角度分析從民主動態角度分析從民主動態角度分析：：：： 

    行政部門以政黨政治、委任立法等方式介入立法運作；民選議員在富人政

治、政商掛勾之情況下，「民意代表」與「民意」是否劃上等號？引發質疑。所

謂國民公意是否僅要求形式(多數選舉產生)，而不考慮行政、立法部門之質變與

國民公意實踐之本質。在這些情形下，司法違憲審查之憲法職權不宜鬆動。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綜合評價綜合評價綜合評價綜合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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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光裕，《違憲審查與政治問題》，台北：揚智出版，2003 年，頁 18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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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之強弱，對司法者釋憲態度取向消極或積極的影響，可

謂十分重大。若司法違憲審查之正當性受到廣泛的肯認，則司法者從事違憲審查

之際，較可獲積極運作之空間；反之，若正當性屢受質疑，甚至從根本被否定，

則司法者若抱持積極態度對憲法爭訟加以判斷、甚至宣告違憲，往往造成其他部

門或整體社會強烈之反彈。而司法者態度取向之消極或積極，應該如何區分，可

有建構客觀之判斷指標可供參考，亦為國內外憲法學界關注的重點。而當司法者

於司法哲學層面上的態度進行選擇後，則於釋憲實務上又該如何落實其採擇的取

向，則涉及憲法解釋方法的問題，吾人將於此節中作初步的討論。 

壹壹壹壹、、、、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內涵與釋憲態度取向之關聯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內涵與釋憲態度取向之關聯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內涵與釋憲態度取向之關聯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內涵與釋憲態度取向之關聯 

    黃昭元教授認為，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爭議其實有兩個不同層面的內涵： 

「外部」正當性與「內部」正當性的爭議。
118
茲述如下： 

  一一一一、、、、外部正外部正外部正外部正當性當性當性當性(external legitimacy)(external legitimacy)(external legitimacy)(external legitimacy)的爭議的爭議的爭議的爭議    

                所謂司法違憲審查的外部正當性爭議，指的是：在民主國家中，本來統治權

力應該得到被統治者的同意，司法權既然也是政府權力的一環，自不應例外。但

法院並非民選的政治部門，欠缺「直接」的民主正當性基礎，卻又能行使政策決

定的功能，其決定甚至還具有最終效力。除非透過修憲程序，人民或其選出的政

治部門都難以循民主政治程序對抗(最高)法院的違憲審查決定。在此意義下，人

民原本透過民主程序的自我修正機制所得行使的自我決定與自我統治權利，受到

相當大的限制。申言之，法院此時所欠缺的是來自於外部，經由人民同意的民主

正當性。Ely 教授所提出的「代議補強理論」，強調當代議制度失靈時，司法部

門應予以介入，從事程序上的補強、導正，即在外部正當性層面上作出為違憲審

查機制的辯護。Bickel 教授所提出的「對抗多數的困境」(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亦是就外部正當性的層面，針對憲法與政治、法治與民主之間的

衝突，嘗試以「司法自制」的角度加以調和。至於 Ginsburg 教授所提出之「保

險理論」，不將討論重點置於民主正當性上，而強調司法違憲審查制度的設立，

                                                 
118
 黃昭元，前註 7 文，頁 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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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於政治行為者的政治理性計算，則或可為外部正當性爭議提供另一個思考的

方向。 

        二二二二、、、、內部正當性內部正當性內部正當性內部正當性(internal legitimacy)(internal legitimacy)(internal legitimacy)(internal legitimacy)的爭議的爭議的爭議的爭議    

                除了外部正當性的爭議外，有關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的更深刻爭議在於：當

法院在審理所謂困難案件
119
時，必然會面臨規範不明確所造成的判斷與說理上困

難，甚至被質疑以法官個人價值代替立法決定而產生恣意解釋等。Ackerman 教

授所提出之「二元民主論」，即試圖針對內部正當性爭議發展出不同的法律解釋

理論。申言之，即欲就內部正當性的證立出發，進而化解司法違憲審查的外部正

當性疑慮。 

        三三三三、、、、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與釋憲態度取向之關聯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與釋憲態度取向之關聯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與釋憲態度取向之關聯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與釋憲態度取向之關聯    

                不論是就爭議成因或證立途徑來說，外部與內部正當性這兩個層面可說是相

互關連，而難以截然區隔。特別是當人民對於內部正當性有所爭議時，必然會引

發或援引其對外部正當性之質疑。反之，司法違憲審查的內部正當性之所以會特

別引人爭議，恐怕也是因為法院的外部正當性原本就存在爭議所致。
120
司法消極

主義與司法積極主義這兩種解釋取向所涉及的正當性爭議，應較偏向外部正當性

方面。蓋因司法部門缺乏直接的民意正當性基礎，亦不負有政治責任，故其就其

外部正當性所引發之爭議，似較明顯。
121
惟若該當憲法爭議已經進入違憲審查程

序，司法者已著手對其進行合憲性審查時，其所面臨之規範適用、法官心證、價

值偏好、乃至於解釋方法採擇之問題，亦非全然與內部正當性無關。 

    司法積極主義若於涉及高度政治性之憲法爭訟領域
122
內被司法者過度採擇， 

則違憲審查之正當性爭議將會特別被突顯、放大檢視。蘇永欽教授對我國司法院

                                                 
119
 關於困難案件之定義，見前註 43 文。 

120
 黃昭元，前註 7 文，頁 113。 

121
 釋憲態度取向必然是傾向或明顯採取積極主義者，始生正當性爭議；採取消極態度而不從事

憲法判斷者，即無從行使違憲審查之權能，亦無法作成司法決策，故缺乏判斷其「正當與否」之

標的。 
122
 如涉及議會自律、國體變更、締結條約、宣戰媾和、政府體制定位等，一般認為須交付立法

者或行政部門加以決定始具正當性與妥適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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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近來所積極作成之解釋，曾有所批判：
123
 

   「我們其實沒有看到整個專業社群的積極主義或消極主義，大法官的選擇性

積極主義和普通法院的消極主義，不僅沒有牽引配套、和諧的律動，隱隱然似乎

還有某種『你越政治，我越法律』的互斥氣氛，這使得憲法的司法化，本來是要

為僵硬、過於實定主義的法治注入更豐富的民主人權理念，結果反而只見法律秩

序的正常運作受到嚴重干擾。大法官的選擇性積極，非但沒有減輕，反而加重了

正當性的質疑，甚至一般用來正當化積極主義的理論，都很難提供圓滿的說明。」 

    這段話確切道出了我國政治司法化的趨向，也說明司法者抱以積極態度的決

策場域以及決策力道應當受有合理之限制，否則非但戕害違憲審查之正當性基

礎，亦可能導致「司法獨立」與「民主政治」間無法彌合之嫌隙。 

貳貳貳貳、、、、司法消極主義與司法積極主義之判別標準司法消極主義與司法積極主義之判別標準司法消極主義與司法積極主義之判別標準司法消極主義與司法積極主義之判別標準    

                司法消極主義與司法積極主義係屬相對的概念，但概念的提出，需要具體的

標準才足以提供理論之檢驗機能，來對於實務的實然面進行審視與檢討。關於違

憲審查權的實際運作上，日本憲法學者佐藤功提出具體的兩階段，於程序面與實

體面來論述司法的積極與消極主義。
124
氏認為所謂的兩階段，係指：

125
 

  一一一一、、、、是否進行憲法判斷之階段是否進行憲法判斷之階段是否進行憲法判斷之階段是否進行憲法判斷之階段：：：： 

    若積極地、經常地就涉及憲法爭點之案件進行違憲與否之判斷，則為憲法判

斷積極主義；反之，若對系爭憲法爭點多採取迴避不予審查之態度者，則可謂憲

法判斷消極主義。 

        二二二二、、、、進行憲法判斷後進行憲法判斷後進行憲法判斷後進行憲法判斷後，，，，是否進行違憲判斷之階段是否進行違憲判斷之階段是否進行違憲判斷之階段是否進行違憲判斷之階段：：：：    

                在第一階段屬於憲法判斷積極主義之類型，若於第二階段積極且經常地作成

「違憲宣告」之判斷結果，則屬違憲判斷積極主義；反之，若決定進行憲法判斷

                                                 
123
 蘇永欽，前註 107 文，頁 73。 

124
 周宗憲，前註 50 文，頁 19-20。 

125
 佐藤功，〈司法積極主義と司法消極主義 (一)─『積極主義』‧『消極主義』の意味〉，《法學

ヤﾐナー》，1980 年，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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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卻作成合憲認定之結論，則又屬違憲判斷消極主義。
126
 

    如此在消極主義與積極主義之間，根據階段之不同而形成四種類型。佐藤功

教授認為，唯有於第一階段採取憲法判斷積極主義，且於第二階段採取違憲判斷

積極主義的立場，始足以稱為「司法積極主義」。
127
如此標準之建構，頗為清楚

明確，惟此標準之判別僅就違憲判斷之有否來區分消極與積極，似乎未盡細緻，

亦未能實際反映出司法者積極態度的「力道」。 

    故吾人認為衡量違憲審查權行使的積極程度，除了就違憲宣告作成與否加以

判別外，尚須考慮違憲宣告之「宣告模式」
128
，方能確切掌握司法權對其他權力

部門介入的深淺，以及對限制立法自由形成空間的幅度。吾人對第六屆大法官所

作成之兩百號解釋加以研究的結果，將宣告模式歸類為九種，各種宣告模式皆表

現出不同的司法違憲審查權行使的力道，如： 

((((一一一一)))) 違憲無效宣告違憲無效宣告違憲無效宣告違憲無效宣告    

((((二二二二)))) 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三三三三)))) 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    

((((四四四四)))) 附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五五五五)))) 附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六六六六)))) 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七七七七)))) 附修法指示之警告性解釋附修法指示之警告性解釋附修法指示之警告性解釋附修法指示之警告性解釋    

((((八八八八)))) 合憲宣告合憲宣告合憲宣告合憲宣告    

((((九九九九)))) 未表明違憲或合憲之宣告未表明違憲或合憲之宣告未表明違憲或合憲之宣告未表明違憲或合憲之宣告    

    此外，釋憲者是否對該案件作出「訴外裁判」或「聲請外解釋」，亦是判斷

積極程度的指標之一，吾人應詳究聲請理由與解釋意旨，衡量憲法解釋原則與該

                                                 
126
 許志雄教授認為：「違憲審查機關盡量避免從事憲法判斷，即為司法消極主義；積極從事憲法

判斷，並積極為違憲判斷，則為司法積極主義；而積極從事憲法判斷，卻消極為違憲判斷(即積

極為合憲判斷)者，究係司法消極主義或積極主義，學者見解互有出入。」參見許志雄，〈司法消

極主義與司法積極主義〉，《月旦法學雜誌》，第 2 期，1995 年，頁 40。 
127
 黃國益，前註 72 文，頁 57。 

128
 關於所列之九種宣告模式，本文將於第三章第四節進行詳細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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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所涉法益間的關係，以謀求消極與積極之間更細緻的類型化區分。 

參參參參、、、、消極與積極態度取向對釋憲途徑之採擇消極與積極態度取向對釋憲途徑之採擇消極與積極態度取向對釋憲途徑之採擇消極與積極態度取向對釋憲途徑之採擇    

                消極與積極之態度，影響層面除了「憲法判斷層面」、「違憲判斷層面」、「宣

告模式層面」之外，尚包括解釋方法之採擇。在憲法解釋的方法上，美國憲法學

界經常採取「規則 v.s 基準」(rule v.s. standard)、「形式主義 v.s.功能主

義」(formalism v.s functionalism)、或是「抽象一般 v.s.具體脈絡」(abstract 

and universalizable v.s. contextual)等等二分法來加以描述。
129
吾人於此以

將之統稱為「形式途徑」(formalist approach)與「權衡途徑」(balancing 

approach)，其主張與特徵分述如下：
130
 

  一一一一、「、「、「、「形式途徑形式途徑形式途徑形式途徑」」」」 

((((一一一一)))) 規則取向規則取向規則取向規則取向(rule(rule(rule(rule----oriented)oriented)oriented)oriented)：：：：    

    法院應該盡可能在釋憲時，建構出具體明確的一般性原則(general rule)，

以拘束法官本身。而政治決策者與法官在日後的相似事件中，都不再享有裁量或

判斷的空間。 

((((二二二二)))) 以憲法文義以憲法文義以憲法文義以憲法文義、、、、結構與制憲者原意為釋憲之依據結構與制憲者原意為釋憲之依據結構與制憲者原意為釋憲之依據結構與制憲者原意為釋憲之依據，，，，排斥援用其他價值作排斥援用其他價值作排斥援用其他價值作排斥援用其他價值作    

為解釋的基礎為解釋的基礎為解釋的基礎為解釋的基礎。。。。    

                ((((三三三三) ) ) ) 演繹法演繹法演繹法演繹法(deductive)(deductive)(deductive)(deductive)：：：： 

    強調在釋憲時，法官僅能適用既有的憲法原則(包括文義、判例等)，而不能

如普通法(common law)般有「法官造法」(judge-made-law)的情形。換句話說，

法官應該「適用法律」而非「創造法律」。 

    形式途徑的釋憲方法，係以「法治」(rule of law)、「民主」以及「可操作

性」為理論基礎。就法治方面，主張僅有規則取向的論證方法，才能夠建構起憲

法案件的可預測性，並使政策決定者及法官受到拘束。持民主論者，則認為利益

衡量並非法官所應為，而是立法部門或其他政治部門的權限。政治上不負責任的

                                                 
129
 廖元豪，〈司法院大法官「法律違憲解釋」之研究─以第五屆、第六屆大法官為中心〉，《政大

法學評論》，第 63 期，2000 年，頁 91。 
130
 廖元豪，同前註，頁 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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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應該盡量避免為價值的權衡。而就釋憲實務而言，規則取向的論證亦遠較

權衡途徑來得容易說明，對法官來說是比較能夠操作的解釋方法。 

        二二二二、「、「、「、「權衡途徑權衡途徑權衡途徑權衡途徑」」」」    

((((一一一一)))) 基準取向基準取向基準取向基準取向：：：：    

基準(standards)與規則(rules)不同，它並不是明確清楚的具體行為規範，

因此無法決定個案的結果。基準只是一種「衡量因素」，使決策者(包括法官)可

以考量整體情況，衡量各種因素而為判斷。 

((((二二二二)))) 承認承認承認承認「「「「憲法以外憲法以外憲法以外憲法以外」」」」的價值仍可作為釋憲依據的價值仍可作為釋憲依據的價值仍可作為釋憲依據的價值仍可作為釋憲依據：：：：    

亦即，即使某一種價值，某一原則在憲法條文、結構以及制憲者的主觀意旨

無法導出，但是法官仍可根據時代需要，引進各類功能性的考量因素作為判決的

依據。 

    (    (    (    (三三三三) ) ) ) 採用利益權衡的論證方式採用利益權衡的論證方式採用利益權衡的論證方式採用利益權衡的論證方式，，，，而非演繹或三段論法而非演繹或三段論法而非演繹或三段論法而非演繹或三段論法：：：： 

                法官應直接列出各項考量基準，並予以權衡之後，作成決定。換言之，憲法

解釋並非僅為「適用既有規則」的事實認知過程，而是「裁量決定」(discretionary 

decision)。 

    權衡途徑的主張者，其主要的理由乃是「實質正義」(substantive justice)、 

「效益」(utility)、以及「思辯」(deliberation)。權衡途徑不拘泥於抽象一

般性的規則，而能就各案事實狀況予以考量分析，因此比較能達成個案的結果正

義。其次，權衡途徑較為彈性，而能涵納社會變遷，因應時代需要。最後，權衡

途徑公開地將法官的「選擇」攤開來，供公眾評論，而且這種論證方式才能夠促

進各類觀點與利益的對話，以成就「思辯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理

想。何況，在重大社會價值的抉擇上，法院通常在資訊以及其他資源上均未盡充

足，因此宜縮小打擊面，盡量將判決集中於繫爭個案事實，而不宜冒進地宣告抽

象的規則，而減損了公共思辯的空間。
131
 

    若對釋憲者的態度取向與其採取的憲法解釋途徑加以觀察，可發現大法官在

                                                 
131
 廖元豪，同前註，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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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形下，多半採用權衡途徑。但在違憲解釋中，卻大量採用形式的論證途徑。

132
蓋因於一般情形，大法官應基於思辯民主的觀點，在解釋憲法時詳盡說明其如

何權衡各種觀點與利益；但遇涉及高度爭議性，缺乏普遍性價值共識之案件時，

基於司法可操作性考量，大法官則可能迴避權衡途徑的論證方式，而採用形式途

徑的論證方式，直接以某一憲法條文之文義或是內容較明確可理解的規範，作為

宣告法律違憲的依據。進一步來說，由於涉及高度價值判斷的案件不易形成廣泛 

共識，法官若採取積極態度逕以權衡途徑加以宣告違憲，則可能導致司法擅權專

制之疑慮，所以法官若執意採取積極態度對其作合憲性審查，則選擇形式途徑較 

能避免含糊籠統之論證說理，而強化判決之正當性與說服力。 

肆肆肆肆、、、、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一一一一、、、、形式與權衡途徑難以截然劃分形式與權衡途徑難以截然劃分形式與權衡途徑難以截然劃分形式與權衡途徑難以截然劃分 

    實際從事憲法解釋時，形式途徑與權衡途徑兩者未必能截然劃分，而往往代

表光譜的兩端，經常出現相互影響、交錯的情形，在大法官消極與積極態度之間

的消長中，呈現相對應的滑動軌跡。途徑本身並沒有絕對的優劣區別，而只是體

現了憲法中不同的價值、原則之間的競合、消長或交互運用，故應視個案情況而

予以慎酌，以期所作成判決能盡量最小化違憲審查與多數決原則間的衝突。所謂

「最好的憲法解釋方法」是否存在，吾人應以動態的角度加以思考理解，不追求

於任何情況皆能一體適用之答案。如前大法官吳庚教授以其長期從事憲法解釋之

經驗，曾謂： 

「許多時候，法官在解釋法律之際，其思考的過程，不知不覺之中就是從文 

義開始，並隨著理論、體系或歷史的解釋規則而進行…。解釋者雖然自始至終未

提到解釋的方法或規則，然而他所得到的結論，通常都能夠用方法或規則來解

                                                 
132
 廖元豪教授對我國第五、六屆大法官所作成之「法律違憲解釋」作出歸納觀察，發現涉及法

律違憲審查的解釋中，採取形式途徑的有三十一個，其中有二十個違憲解釋，違憲比率高達 66%；

採取權衡途徑的解釋有六十七個，其中有十七個違憲解釋，違憲比率僅 25%。故可初步看出大

法官採取形式途徑時，法律較容易被宣告違憲。至於是因為「形式途徑導致違憲」，還是「為了

宣告違憲，而採取形式途徑」，從數據上無法看出。蓋大法官並未說明何時會採取何種解釋途徑，

故從解釋文中看不出其間真正的因果關係。詳見廖元豪，同前註，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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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133
 

    此段話即揭示憲法解釋實際上並不強調適用於所謂「先驗」原則，但其判決

論證之脈絡卻往往可尋得解釋方法運用的「後設」軌跡。正如同，釋憲者態度取

向之消極或積極，在其從事憲法判決之當下，亦未必先預設特定立場，而係視個

案情況，於維護憲政秩序與保障人民權利之前提下，作出充分調和違憲審查正當

性與民主多數決原則之憲法判決。 

  二二二二、、、、消極與積極態度難以明確界定消極與積極態度難以明確界定消極與積極態度難以明確界定消極與積極態度難以明確界定 

職司憲法解釋的大法官，在對各類型案件與規範進行合憲性審查時，應抱持

積極或消極的立場，迄今仍未有具高度廣泛共識的定論。甚至在司法違憲審查制

度行之有年、發展蓬勃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亦時常在涉及高度價值

判斷的訟案中針鋒相對、互不妥協。筆者於此爰提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一個具有

高度爭議性，甚能代表司法積極主義與司法消極主義之權衡與取捨的判決。除了

體現大法官於進行實際判決上常須面臨的兩難困境外，更證明在判決結果上，往

往難以清楚的界定究屬司法消極主義亦或司法積極主義。 

此判決為一九八九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DeShaney v. Winnebago County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134
案。 

    (    (    (    (一一一一) ) ) ) 背景事實背景事實背景事實背景事實    

                該案之原告Joshua DeShaney是一位遭受其父親虐待毆打而造成永久性傷害

的年幼男孩，被告是該地方政府之社會工作部 Winnebago County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以下簡稱 DSS。當 Winnebago 地區的法院首次得知 Joshua 被

虐待，是一九八二年的一月，透過與 Joshua 的父親 Randy DeShaney 離婚的第二

任妻子得到證實：「Randy 毒打男孩使其傷痕累累，是對孩子的虐待。」DSS 的社

工人員多次與 Randy 面談，但是他對相關的指控全盤否認，而 DSS 也沒有深入追

究。直到一九八三年的一月，Joshua 因為全身多處青腫與擦傷被送進醫院，負

                                                 
133
 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台北：三民書局，2004 年，頁 555。 

134
 489 U.S. 189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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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檢查的醫師懷疑男孩受到虐待，並立即通知 DSS，DSS 馬上從 Wisconsin 州的

青少年法庭獲得指令，將男孩暫時交由醫院監護。三天之後，DSS 特地召集「兒

童保護組」，開會討論 Joshua 的問題，隨後兒童保護組與 Joshua 的父親簽下了

協議書，Randy 承諾會與 DSS 方面合作，DSS 遂將 Joshua 交還給他的父親。 

一個月後，急診室的工作人員致電 DSS，懷疑 Joshua 再度受到他父親的毒

打，DSS 負責的專案人員認為不大可能，於是在接下來的六個月裡，指派社會工

作人員每個月到 Joshua 家中訪視一次。在這期間內，社工發現 Joshua 的頭部有

些可疑的傷痕；並且注意到 Joshua 被送進學校，而他父親的女朋友並沒有搬出

來住。這位社工在卷宗資料裡如實的紀錄這些跡象，包括懷疑有人在 Joshua 家

裡對他進行身體上的虐待等，但社工並沒有更積極的去作些什麼。一九八三年的

十一月，急診室再次通知 DSS─Joshua 受傷了，醫護人員肯定這次是由虐待所造

成。DSS 接著又探訪了 Joshua 家兩次，但均被告知：Joshua 生病了，不能見任

何人。至此，DSS 仍未採取行動。一九八四年，Randy 暴力毒打四歲的 Joshua， 

使其陷入足以威脅生命的昏迷狀態中。根據醫院的腦外科醫師的診斷，長期的腦

部外傷造成孩子腦部大面積的出血。Joshua 並沒有死，但是由於腦部受到嚴重

傷害以及沒有獲得及時治療，他成為深度智障，有可能終身都要在醫院度過。

Randy DeShaney 因此被法院判決犯下虐待兒童罪。 

    Joshua 與他的母親向 Wisconsin 州東區法院提起訴訟，控告 DSS 沒有按照

正當法律程序，採取有效措施保護 Joshua 免於受到他父親的暴力虐待。因為他

們知道 Joshua 正在遭受虐待卻毫無作為，因此剝奪了他的自由，侵犯了他的權

利。地區法院審前裁定被告無罪，原告提出上訴，第七巡迴上訴法院維持地區法

院判決，本案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
135
 

((((二二二二) ) ) ) 判決要旨判決要旨判決要旨判決要旨    

                本案之判決書由首席大法官 William Rehnquist 擔任主筆。判決書中指出對

於憲法第十四修正案關於正當法律程序條款的規定：「不經過公正的法律程序，

                                                 
135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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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不得剝奪任何個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原告認為，該州在 Joshua 被父

親虐待時沒有提供足夠的保護，因此剝奪了「個人安全不得受到不公正侵犯」的

權利。但這項指控並不屬於正當法律程序條款的內容，而是關於憲法本質的一種

要求；因為原告並不認為該州沒有給予 Joshua 適當程序上的保護，而認為它有

責任對處於這種受虐情況下的 Joshua 給予絕對的、無條件的保護。然而，正當

法律程序條款並沒有在字面上要求州保護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免於受到私人

的侵犯。條款在對州權利進行限制的同時，亦沒有對公民的安全提供最低的保

障。它禁止各州非法剝奪個體生命、自由和財產，但從字面上不能推衍出各州有

責任保證個人的這些權利不會受到其他形式的侵害；因為它的目的是保護人民的

利益免於受到州的侵害，而不是保護人民免於互相侵害。立法者把政府保護的責

任這個問題留待民主政治程序中加以規定。 

    與此原則相互一致，正當法律程序沒有授予政府援助的權利，即使這種權利

在拯救生命、自由、財產時是必須的。如果正當法律程序不要求各州為其公民提

供特殊保護，那就意味州不為那些如果提供保護就可以避免的傷害負責。在一般

情況下，最高法院認為，州不保護個人受私人侵害，這並不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條

款。 

    原告爭辯道，即使正當法律程序條款使州可以不對普通公眾提供保護，但是 

州對有「特殊關聯」的個體仍然應該提供保護，如 DSS 已經承諾要保護 Joshua，

實際上也採取了一些行動來保護他，但 DSS 卻沒有採取更積極的強制性手段來保

護 Joshua，這樣沒有盡責的行為，實際上已經違反了正當法律程序條款。最高

法院駁斥了這個論點。確實，憲法規定在某種情況下正當法律程序有責任保護一

些與州有關係的特殊個體。例如，當州違反某人的意願使其置於自己的收容監管

之下時，就必須承擔憲法所規定保障此人安全和健康的責任，這是因為當州限制

某人自由使其不能自己照顧自己，或者不能給自己提供生活的基本需要，例如食

物、衣服、住所、藥物和安全保護時，州就越過了第八修正案與正當法律程序條

款所允許的界限。只有當州實施了限制個體自由的行為，例如監禁、收容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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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行為時，由於是對人民自由的剝奪，所以才可以啟動正當法律程序條款對個

體予以保護。而州的其他行為，像是沒有保護個體利益等，則不能啟動此條款。 

    與其他人一樣，法官和律師也對 Joshua 深表同情，試圖找尋一些辦法彌補

他所受到的傷害。但情感歸情感，我們不得不承認加害於 Joshua 的不是

Wisconsin 州，而是 Joshua 的父親。這些州公務員最可能面對的指責，是在事

情複雜、應該多採取主動的情況下作了旁觀者。但他們也是為了保護自己，如果

他們很快的取消父親的監護權，很有可能面對不當侵犯親子關係的指控，其法律

依據一樣是正當法律程序條款。Wisconsin 州的人民寧願要他們的州及其政府官

員們，在本案的這種情況下不要採取過多的行動。 

維持原判。
136
 

((((三三三三) ) ) ) 不同意見不同意見不同意見不同意見    

                本案最終在聯邦最高法院以六比三的票數，確立了維持原判的多數意見。其

中持不同意見者共有三位，分別是 William Brennan、Harry Blackmun、以及

Thurgood Marshall 三位大法官。 

    Brennan 大法官在不同意見書中表示，本案被告只盡了一部分他原本應盡的

職責，憲法本身要求被告在這種情況下承擔一個更「積極主動的角色」。因此，

Brennan 大法官不認為被告沒有義務保護 Joshua。他進一步闡示：「我打算從另

一個方面來說明這個問題，即把問題的焦點集中在 Wisconsin 州到底對 Joshua

這樣的孩子採取了什麼行動，而不是集中在該州沒有採取什麼行動。」
137
 

    不同意見書中接著說明，Wisconsin 州建立了一個兒童福利體系，專門保護

像 Joshua 這樣的受虐孩童。該州法律規定，DSS 有責任對所知道的虐童案件進

行調查，如果有必要的話，就必須採取進一步的行動。至於是否採取行動保護孩

童免於虐待的問題，社會服務部依法有最後決定權。也就是說，雖然各式各樣的

人能提供資訊或建議，但是只有 DSS 的人才能決定最後是否干涉某個家庭的正常

                                                 
136
 See id. 

137
 109 S. Ct. (Brennan, J., diss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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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公民，甚至一個不在 DSS 工作的政府官員，都會很自

然的認為，只要他(她)把孩子受虐待的情況彙報給 DSS 就完成任務了。也就是說， 

Wisconsin 州把採取行動的責任交到 DSS 手上，如果 DSS 忽略這些受虐兒童的情

況，那麼其他的機構就無法彌補。結果，Wisconsin 州這個兒童保護體系把 Joshua 

這樣的孩子牢牢地拴在那個暴力家庭中，直到 DSS 採取行動解救他們。因此，如

果 DSS 的人不能盡責，那麼類似 Joshua 這樣受虐孩童的情況就會愈形嚴重。 

    所以，州只是「袖手旁觀」的說法很明顯是掩飾事實。透過州的兒童保護體

系，州完全積極介入了 Joshua 的生活，這種介入實際上使 Joshua 陷入了一種非

常危險的境地。 

    Brennan 大法官最後提出了一段發人省思的論述作為總結，他說：「我之所

以不贊同最高法院的判決，原因在於它沒有意識到濫用權力的『不作為』比『作

為』更糟糕。當州承擔了某種重要責任又不履行這種責任時，就會產生專制政治。 

正當法律程序條款在這裡被解釋為『州有權利保護個體，它也承諾這樣去作，但

當危險真正來臨的時候，它卻可以聳聳肩膀溜之大吉。』我認為我們的憲法不允

許這樣做。我充滿虔敬的表示反對意見」
138
 

    此外，Blackmun 大法官在他的不同意見書中，也提出了相當嚴正的批判。

他說：「這次，最高法院決定要作一個冷漠的祭司，不為『自然的同情心』所動。

這種虛偽使它陷入了毫無意義的形式主義，使它看不到擺在眼前的事實，也不知

道應該運用什麼法律原則。誠如 Brennan 大法官所指出的那樣，事實是：州不是

消極的旁觀，而是主動地介入 Joshua 的生活─正是這樣的介入使州有責任在

Joshua 遇到危險的時候給予救助。」
139
 

                                                 
138 摘錄原文如下：「My disagreement with the Court arises from its failure to see that inaction can 

be every bit as abusive of power as action, that oppression can result when a State undertakes a vital 

duty and then ignores it. Today's opinion construes the Due Process Clause to permit a State to 

displace private sources of protection and then, at the critical moment, to shrug its shoulders and turn 

away from the harm that it has promised to try to prevent. Because I cannot agree that our 

Constitution is indifferent to such indifference, I respectfully dissent.」 
139 109 S. Ct. (Blackmun, J., dissenting)；另摘錄原文如下：「Today, the Court purports to be the 

dispassionate oracle of the law, unmoved by "natural sympathy." Ante at 489 U.S. 202. But, in this 

pretense, the Court itself retreats into a sterile formalism which prevents it from recognizing e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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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進一步闡示：「本案的情況很複雜，對第十四修正案的理解可寬可窄，端

視你如何選擇。我寧願選擇『同情心』，這更符合我們對『正義』的理解，而且，

法律不一定非得排除情感。如果我們向前跨一步，也許會犯錯誤，但是我們如果

什麼都不作，將會犯更大的錯誤。」 

    最後，Blackmun 大法官寫下了一段充滿悲憫與正義的結論，除了流露出高

度同情的細膩筆觸外，對於憲法的基本價值為何，更作了深刻的檢討與反思。 

    「可憐的 Joshua！一個受盡其父親暴力摧殘的受害者，一個被社會服務部

門拋棄的孩子。被告把這個孩子置於一個危險的處境之中。他們知道正在發生什

麼事，卻聽任其作為─除了『負責任地在卷宗裡紀錄下這些事件』，這是美國生

活的悲慘實況報導。憲法上的諸多原則如此充滿著愛國熱情，驕傲地宣示『人人

擁有自由和正義』，但這個孩子─Joshua，卻無端地被迫在深度智障下度過餘生。

Joshua 和他的母親，完全有理由尋求憲法的保護，然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卻

駁回了這個合理請求。一個將案件事實置於憲法保護的觀點下考量的請求。」
140
 

((((三三三三)))) 筆者見解筆者見解筆者見解筆者見解    

                此訟案因行政部門之消極不介入而繫屬，最後卻也因為聯邦最高法院的消極

不介入而定讞。法院恪守憲法文義，客觀闡示憲法意旨的消極態度，實際上也助

長了 Wisconsin 州政府對虐童案件採取消極的縱容與漠視。兩者間相互對應的消

極態度實際上已然形成一個扭曲的法律環境。誠如 Brennan 大法官所言：「當州

承擔了某種重要責任又不履行這種責任時，就會產生專制政治。」那麼，當唯一

                                                                                                                                            
the facts of the case before it or the legal norms that should apply to those facts. As JUSTICE 

BRENNAN demonstrates, the facts here involve not mere passivity, but active state intervention in 

the life of Joshua DeShaney -- intervention that triggered a fundamental duty to aid the boy once the 

State learned of the severe danger to which he was exposed.」 
140 摘錄原文如下：「Poor Joshua! Victim of repeated attacks by an irresponsible, bullying, cowardly, 

and intemperate father, and abandoned by respondents, who placed him in a dangerous predicament 

and who knew or learned what was going on, and yet did essentially nothing except, as the Court 

revealingly observes, ante at 489 U.S. 193., "dutifully recorded these incidents in [their] files." It is a 

sad commentary upon American life, and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 so full of late of patriotic fervor 

and proud proclamations about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that this child, Joshua DeShaney, now is 

assigned to live out the remainder of his life profoundly retarded. Joshua and his mother, as 

petitioners here, deserve -- but now are denied by this Court --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the facts of 

their case considered in the light of the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that 42 U.S.C. § 1983 is meant to 

pro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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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力拯救 Joshua 的 Wisconsin 州，不屢行這項義務；而唯一有權力糾正

Wisconsin 州，責令其對受虐兒童負起積極作為義務的聯邦最高法院也不履行這

項義務，那麼這樣的司法消極主義，就反面而言，也形同司法權專擅、率斷的積

極主義。 

承上所述，司法消極與積極主義的判定，若無法睽諸大法官實際上從事判決

時的心證深入探究，實難予以斷然區分。因此，本文在消極與積極態度的判別上， 

採取較為客觀明顯的認定標準，就判決結果之違憲與否，來體現司法者與政治部

門(立法、行政部門)的對抗程度，藉以辨識司法者從事判決時採取消極或積極的

態度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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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司法違憲審查制度與第六屆大法官釋憲實務司法違憲審查制度與第六屆大法官釋憲實務司法違憲審查制度與第六屆大法官釋憲實務司法違憲審查制度與第六屆大法官釋憲實務 

 

在由意志而不是由法律行使統治的地方沒有正義可 

言，程序決定了法治與恣意人治之間的基本區別。    

        William Douglas 1898-1980 

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司法違憲審查(judicial review)
1
，係指以國家之司法機關來行使違憲審查

的制度，審查對象為國家公權力行為(state action)，包括法律、命令、行政處

分或裁判等。學理上，通常將司法違憲審查制度依照四大標準來加以區分，以便

進行類型化之分析，這四個標準為審查機關、審查時際、審查對象、以及審查效

力。本章第一節即就此類型化標準，將世界上主要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類型加以

介紹，再說明世界上主要之制度輸出國─美國與德國的違憲審查制度。第二節將

延續前一節的內容，繼續介紹我國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就其權能之演進、制度

之興革、以及現制之定位作一初步釐清。復介紹司法違憲審查程序的標準問題，

主要以美國與德國所發展出來的類型化審查標準為主體加以敘明，再對我國釋憲

實務對美、德審查標準之繼受情況作一探討。最後，本章針對第六屆大法官所作

成之解釋作初步觀察，就其宣告模式類型加以歸納，再依照所涉及之案件為憲政

秩序或人民基本權類加以區分，以作為第四、五章研究之基礎。 

 

 

 

                                                 
1
 本文採用「司法違憲審查」一詞對此概念加以界定，而未使用一般常用的「司法審查」，係考

慮司法審查除了憲法層次的違憲審查外，在概念與範圍上尚存在法律層次(行政法層次)的命令審

查，此類「合法性審查」通常由一般法院發動，與本文指涉之司法院大法官在類型上尚屬有殊。 

而另一常用之中文名詞「違憲審查」，則更將包括「由非司法機關來行使違憲審查」的情形，如

中國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即以立法機關行使違憲審查；而法國行使違憲審查權的

「憲法委員會」在體制上亦非法院，與本文所指涉行使違憲審查機關之性質有間，故吾人採用「司

法違憲審查」一詞，以求概念定義上之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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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司法違憲審查制度之類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之類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之類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之類型    

     

二十世紀中葉以還，各國紛紛採行違憲審查制度，一時蔚為風尚。然因各國

歷史背景不同，尤其對於普通法院的信賴與否、對於「法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的執著程度、以及其他現實考量等因素，各國違憲審查制度的內容

實際並不相同。亦即，由不同的機關、依不同的方式(程序)操作，產生出不同的

效力。
2
 

義大利憲法學者Mauro Cappelletti曾在其於一九七一年所出版的比較憲法

論著 Judicial Review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3
中，對二次戰後所興起的第

一波司法違憲審查浪潮有深入的探討，對二戰後採行司法違憲審查制度的國家，

就其制度間的差異與類同加以析論。氏採取三個標準來區分現代司法違憲審查制

度的類型，一是控制(審查)機關(organ of control)，二是控制(審查)程序

(process of control)(也就是審查對象)，三是審查效力(effect of control)。

4
本文以此概念為基礎，將司法違憲審查之制度類型進一步區分為四大類型，分

別以「審查機關」、「審查時際」、「審查對象」、以及「審查效力」
5
為判準，將現

行各國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約略區分為若干類型。而最後提出目前世界上最具代

表性的制度輸出國─美國與德國，作為各類型討論之歸結。 

壹壹壹壹、、、、以審查機關為判準以審查機關為判準以審查機關為判準以審查機關為判準    

                違憲審查權若立於司法權的概念下行使，則依審查機關或謂審查權的歸屬作

為判準，可加以分為「集中式審查」(centralized review)以及「分散式審查」

(decentralized review)兩種類型。 

                                                 
2
 湯德宗、吳信華、陳淳文，〈論違憲審查制度的改進─由「多元多軌」到「一元單軌」的改制

方案〉，收於湯德宗主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 第四輯》，台北：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

備處，2005 年，頁 533。 
3
 MAURO CAPPELLETTI, JUDICIAL REVIEW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1971). 

4
 See id. at 85-96；黃昭元，〈司法違憲審查的制度選擇與司法院定位〉，《臺大法學論叢》，第 32

卷第 5 期，2003 年，頁 18。 
5
 以審查效力為判準者，其中容有更細緻之分類。如其主要類型「諮詢性審查」與「拘束性審查」，

後者尚可依「拘束對象範圍」以及「拘束時間範圍」進行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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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集中式審查集中式審查集中式審查集中式審查    

    集中式審查係指違憲審查的權力僅賦予給一國之內的某個特定法院或相類

機關，亦即只有該機關可以行使違憲審查權，而這機關通常被稱為「憲法法院」。

集中式審查的原型見於奧地利一九二○年十月一日頒布的憲法(俗稱「十月憲

法」)，故又被稱為「奧地利模式」或「Kelsen 模式」。現存典範例如德國專設

「聯邦憲法法院」，負責審理憲法案件。
6
 

        二二二二、、、、分散式審查分散式審查分散式審查分散式審查    

                係指一國之內所有各級法院均有進行違憲審查並宣告法律違憲的權力。分散

式審查的原型見於美國憲法，其聯邦最高法院及下屬各級聯邦法院均有權審查法

令是否合憲；其他範例如加拿大、澳洲、日本。
7
因其發源自美國，故常被稱為

「美國模式」。 

    如以為違憲審查乃「法院參與政策制定」(policy making)的機制，則於集

中式審查制度下，僅特定釋憲機關始有參與政策形成機會；反之，分散式審查制

度下，各級法院皆有於個案審理中參與政策形成的機會。 

貳貳貳貳、、、、以審查時際為判準以審查時際為判準以審查時際為判準以審查時際為判準    

             根據審查之時際處於法令公佈之前或後加以區分，可將之區分為「事前審查」

(a priori)與「事後審查」(a posteriori)。 

        一一一一、、、、事前審查事前審查事前審查事前審查    

                係指對於法令之審查，係在法律公佈之前先予審查。如在法國，法案係於國

會通過之前，先送憲法委員會審查是否與憲法牴觸，命令未公佈前則先送中央行

政法院審查。
8
申言之，釋憲機關或法院僅得就法令或國家公權力行為公佈(或生

效)後，對其為合憲性審查，並得宣告其違憲。 

        二二二二、、、、事後審查事後審查事後審查事後審查    

                係指對於法令之審查係在法令公佈或生效之後始為之者。此為現今大多數國

                                                 
6
 湯德宗、吳信華、陳淳文，前註 2 文，頁 534。 

7
 湯德宗、吳信華、陳淳文，同前註，頁 534。 

8
 陳文貴，〈淺釋司法審查制度與裁判者義務〉，《法令月刊》，第 56 卷第 2 期，2005 年，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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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所採行之制度。
9
 

    如以為違憲審查乃「法院參與政策制定」的介入程度加以理解，則事前審查

對其他部門政策的介入程度較高，影響力較大；而事後審查對其他部門政策形成

空間的限制，相對之下則較為有限。 

參參參參、、、、以審查對象為判準以審查對象為判準以審查對象為判準以審查對象為判準    

                此分類以違憲審查之對象作為判準，是制度比較中最重要、也是最具爭議的

分類。 

        一一一一、、、、具體審查具體審查具體審查具體審查    

                係指並非直接以法令是否違憲而為審查，而係於一般之民、刑事案件，尤其

是行政訴訟繫屬中，各該受理法院對於所適用法令之合憲性，附帶的加以審查。

如果認為其違憲者，一般依兩種程序處理： 

    (一) 得拒絕適用：此為美、日兩國現行所採之制度。 

    (二) 得停止訴訟程序：該法院負有向憲法法院提出請求，就此一先決問題

作成裁判之義務。 

        二二二二、、、、抽象審查抽象審查抽象審查抽象審查    

                係直接以法令是否違反上位規範作為對象，向法院或類似司法機關提出，請

求其作成判斷。抽象審查並無對立之當事人，亦不以提出請求者本身之權利遭受

損害為限，嚴格言之，不屬爭訟程序。在德、奧等國之憲法審判制度、以及德國

之行政訴訟程序中，均有此一設計。
10
 

    在具體審查制下，法院於個案審理時因需適用憲法而解釋憲法，一如其因需

適用法令而解釋法令般，並無特殊程序。故具體審查實屬「附帶審查」(review 

incidenter)。反之，抽象審查制下，釋憲機關(法院)既需超越(擺脫)個案而專

就法令有無違憲進行審查，其程序自與一般訴訟不同。故抽象審查實為「主要審

                                                 
9
 陳文貴，同前註，頁 26。 

10
 陳文貴，同前註，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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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review principaliter)。
11
 

    具體審查與抽象審查制度的採擇，多半反映出該國對於違憲審查制度所欲達

成的目的取向。若一國採取違憲審查制度的目的，在於解決政府機關間的權限爭

議，以及中央與地方間的權限衝突，則抽象審查制較為可採；而若違憲審查制度

之欲求在於保障人民基本權利，則具體審查該為較妥適之選項。 

肆肆肆肆、、、、以審查效力為判準以審查效力為判準以審查效力為判準以審查效力為判準    

                在審查的效力上，當違憲審查的結果僅供關係人參考，客觀上不生拘束力

者，稱為「諮詢性審查」(advisory review)，若具有拘束關係人之效力者，則

為「拘束性審查」(binding review)。 

        一一一一、、、、諮詢性審查諮詢性審查諮詢性審查諮詢性審查    

                指審查之結果(判決或解釋)，僅供關係人(人民、機關)參考者，客觀上不生

拘束力。 

        二二二二、、、、拘束性審查拘束性審查拘束性審查拘束性審查    

                拘束性審查又可依拘束對象範圍與拘束時間範圍加以區別： 

    (    (    (    (一一一一) ) ) ) 依拘束對象範圍區分依拘束對象範圍區分依拘束對象範圍區分依拘束對象範圍區分    

                可分為僅及於本案「當事人間」(inter partes)之「個案效力」，與及於各

機關與人民的「對世效力」，或稱「一般拘束力」。具體審查制下，違憲審查結果

(憲法裁判)，與其他司法裁判的效力相同，僅具有拘束案件當事人之「個案拘束 

力」。惟英美法系國家因有「裁判先例拘束原則」(doctrine of stare decisis)，

各級法院須受本院及其上級法院裁判先例之拘束，故經其最高法院宣示為違憲，

因而在個案中不予適用之法令，實際上將產生「將來亦皆不得再行援用」之一般

性效力。至於在大陸法系國家，一般法院之裁判固僅具有「個案效力」，但是因

為沒有「裁判先例拘束原則」，致使某一法令雖然在個案中被宣告違憲，但是該

法令在客觀上仍然有效存在，則他人需要再行訴訟，或者立法或行政機關將其法

                                                 
11
 湯德宗、吳信華、陳淳文，前註 2 文，頁 535。另黃昭元教授將「主要審查」譯為「本案式審

查」，其概念乃屬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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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廢止或變更時，始能擺脫該違憲法令之拘束。故使憲法法院裁判具有「一般拘

束力」，有其實際的必要。所以採行抽象審查制的國家多明文規定，違憲審查之

決定具有一般拘束力。 

    (    (    (    (二二二二) ) ) ) 依拘束時間範圍區分依拘束時間範圍區分依拘束時間範圍區分依拘束時間範圍區分    

    依照規範審查之效果發生的時間點(即法令失效的時點)加以區分，可分為

「溯及既往失效」以及「嗣後失效」。前者指自法令制定時起，自始無效；後者

指自法院宣告時起，立即或經過一段時間後失效。申言之，目前各國於實務上採

行的方式主要有三種：
12
 

        1.1.1.1.拒絕適用主義拒絕適用主義拒絕適用主義拒絕適用主義    

                如美、日等英美法系國家所採行之制度，其各級法院僅在個案中不適用認為

違憲之法律，但該經認定違憲之法律仍然有效存在，惟若經終審之最高法院確認

其為違憲時，則實際上亦失其效力。 

                    2.    2.    2.    2.撤銷主義撤銷主義撤銷主義撤銷主義    

    係指憲法法院對於有瑕疵之法令，如宣告其為違憲時，僅向將來發生效力。

易言之，自裁判生效日起或在裁判中定其相當期間，於此期間經過後，法令則失

其效力，此為奧國現今所採行之制度。 

        3.        3.        3.        3.無效主義無效主義無效主義無效主義    

                係指法令經宣告牴觸上位規範者，自始的溯及既往失其效力，德國原則上即

採行此一制度，但亦有頗多例外情形。 

伍伍伍伍、、、、主要制度輸出國主要制度輸出國主要制度輸出國主要制度輸出國────美國與德國之制度設計美國與德國之制度設計美國與德國之制度設計美國與德國之制度設計    

        一一一一、、、、美國美國美國美國────典型的具體審查典型的具體審查典型的具體審查典型的具體審查    

          美國的司法違憲審查制度，是在具體個案中附帶的就法律之合憲性加以審查 

，而美國憲法理念上採取古典三權分立的政府體制，由法院掌管司法權，且每一

個法院均有司法違憲審查權，故法院就違憲審查權的行使，在方式與效力上亦力

求與一般審判行為一致，以謹守司法權的本分。詳言之，美國的違憲審查制度是

                                                 
12
 陳文貴，前註 8 文，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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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含於司法權中，交由法院行使，而依照美國聯邦憲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的規

定
13
，司法權的行使僅限於「案件」與「爭議」之裁判。故法官必然會面對具體

個案，在個案成立，進行爭訟後才可能進行違憲審查。也因此才稱為典型的具體

審查、事後審查。此外，因為每個法院均有一般性的裁判權，法官為作成本案裁

判，自得逕自解釋憲法並適用之，便以認定個案中相關法規有無違憲，也就成立

了分散制違憲審查的構造。再者，由於美國的違憲審查是於個案中發生，而其效

力亦僅有個案拘束力，也就是既判力僅及於當事人之間。在各法院均有違憲審查

權之情況下，勢必會有見解的分歧，惟英美法上有「判決先例拘束原則」的存在，

下級法院必須尊重且依循上級法院的見解，上級法院也被自己的見解所拘束，因

此當聯邦最高法院作出違憲審查的判斷，就會因為判決先例拘束原則而產生與抽

象規範審查類似的效果，亦即「一般效力」，進而得以統一法律見解。
14
 

觀察上述美國司法違憲審查之特徵，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 ( ( (一一一一) ) ) ) 以個案訴訟為基礎的具體審查以個案訴訟為基礎的具體審查以個案訴訟為基礎的具體審查以個案訴訟為基礎的具體審查    

    ((((二二二二) ) ) ) 以聯邦最高法院為終審機關的分散式審查以聯邦最高法院為終審機關的分散式審查以聯邦最高法院為終審機關的分散式審查以聯邦最高法院為終審機關的分散式審查    

    (    (    (    (三三三三) ) ) ) 以主觀權利為核心的事後審查以主觀權利為核心的事後審查以主觀權利為核心的事後審查以主觀權利為核心的事後審查    

    (    (    (    (四四四四) ) ) ) 裁判效力僅及於當事人裁判效力僅及於當事人裁判效力僅及於當事人裁判效力僅及於當事人 

        二二二二、、、、德國德國德國德國────具體審查與抽象審查的混合制具體審查與抽象審查的混合制具體審查與抽象審查的混合制具體審查與抽象審查的混合制    

    德國的司法違憲審查制度，體系上主要分為憲法法院以及各級法院兩大部

分。但因德國係屬所謂聯邦型態之國家，故其憲法法院可區分為「聯邦憲法法院」

與「邦憲法法院」。聯邦憲法法院掌理聯邦及各邦間之憲法爭訟；而邦憲法法院

則掌理各邦間之憲法爭訟。惟其釋憲機關限定於「憲法法院」，採集中式審查。 

申言之，聯邦憲法法院視個特別設置的憲法機關，它只負責有關基本法(即憲法)

爭議的解決，由於其在體制上是獨立於普通法院之外，故其特殊性格在於作為憲

法的最高守護神，它的決定具有終局性、最高性，且拘束其他法院。 

                                                 
13
 U.S. CONST. art. Ⅲ, §2, c1.1. 

14
 謝礎安，《從我國釋憲結構論法律違憲審查宣告方式之選擇》，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6 年，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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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聯邦憲法法院的廣泛權限，分散規定於在基本法中，而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十三條則有個統整的規定。其主要權限略述如下：
15
 

    ((((一一一一) ) ) ) 機關爭議機關爭議機關爭議機關爭議：：：：    

                當憲法機關間就基本法上的權利義務產生積極衝突或消極衝突時，得請求憲

法法院裁判。由於此種程序存在著對立的雙方當事人，即機關，且爭議已發生並

持續存在，故定性上屬於具體審查。 

    (    (    (    (二二二二) ) ) ) 抽象規範審查抽象規範審查抽象規範審查抽象規範審查：：：：    

    指聯邦政府、邦政府或三分之一以上的聯邦眾議院議員，得聲請憲法法院審

查聯邦法或邦法是否牴觸基本法，或審查邦法是否牴觸聯邦法規。有如此之名稱

乃因這時法院不須藉由一般的訴訟程序的存在，即可進行審查，在歸類上自屬抽

象審查。 

    ((((三三三三) ) ) ) 具體規範審查具體規範審查具體規範審查具體規範審查：：：：    

指各級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的法律，認為其有牴觸憲法之疑義 

者，應裁定停止訴訟，聲請憲法法院審查。具體規範審查的定性仍為抽象審查， 

理由已如前述。 

    (    (    (    (四四四四) ) ) ) 憲法訴願憲法訴願憲法訴願憲法訴願：：：：    

憲法法院要確保人民之基本權，故當任何人於其基本權遭受公權力侵害，經 

法定程序提起訴訟而未果者，得向憲法法院提起憲法訴願，雖然憲法法院仍然會

宣告系爭判決適用的法令違憲，而為抽象審查，但也會同時宣告系爭具體個案之

「判決」違憲，並將之廢棄而發回原審法院。如此一來，其性質就傾向具體審查

了。
16
 

    (    (    (    (五五五五) ) ) ) 違憲政黨之解散違憲政黨之解散違憲政黨之解散違憲政黨之解散：：：：    

                防衛性民主的展現，若政黨的目的或行為危害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或德意志 

聯邦共和國之存續者，憲法法院有權宣告該政黨違憲。政黨經宣告違憲者，應予 

                                                 
15
 謝礎安，同前註，頁 21。 

16
 關於此見解請參黃昭元，前註 4 文，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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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此審查之類型自為具體審查。 

                故吾人可觀察出，德國的違憲審查制度乃兼具抽象審查(抽象規範審查與具

體規範審查屬之)與具體審查(機關爭議、憲法訴願與違憲政黨解散屬之)。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我國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我國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我國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我國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    

    

                在奉行憲政主義的法治國家中，國家機關依其職權行使公權力，須於法律規

範設有明文之情況下始可為之，故國家機關組織之規制與權能之演進，可由其組

織法與行為法(或稱職權行使法)之創制或興革中探究而得。我國從民國三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開始實行憲法，實施民主憲政，至今已逾一甲子。而象徵憲法守

護著的司法院大法官，在我國六十餘年來憲法秩序的演進與轉型過程中，扮演不 

可忽視的關鍵性角色，對於民主法治規模的奠定與人民基本權的維護，歷任大法

官無不克盡職責，參與其間。關於大法官的職權，憲法第七十八條、第七十九條

第二項、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百七十三條
17
分別設有明文規範，包括有法律與

憲法牴觸產生疑義時之憲法解釋以及法令之統一解釋。而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

四項
18
亦規定，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與總統、副總統之彈劾

事項。惟實務運作上，大法官職權之行使仍集中在憲法解釋與統一解釋，對於正

副總統之彈劾與違憲政黨之解散，實例迄今欠奉。本節即就我國大法官釋憲制度

加以整理析述，將大法官之職權行使與規範建制加以釐清。 

壹壹壹壹、、、、大法官職權行使的制度規範與權能演進大法官職權行使的制度規範與權能演進大法官職權行使的制度規範與權能演進大法官職權行使的制度規範與權能演進 

    憲法對於大法官的職權，僅作簡要性的規定，如何落實，尚賴法律加以具體

                                                 
17 憲法第 78 條：「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第 79 條第 2 項：「司
法院設大法官若干人，掌理本憲法第七十八條規定事項，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第 171 條第 2項：「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第 173 條：「憲法之
解釋，由司法院為之。」 
18 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4 項：「司法院大法官，除依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外，並組成憲法
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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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19
就其組織而言，大法官之任命資格與組織型態，主要以司法院組織法作為

法源依據
20
；而程序規範上，則依其規範之更迭演進可分為三個時期。分別為司

法院大法官會議規則時期、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時期、以及現行之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時期。
21
 

        一一一一、、、、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規則時期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規則時期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規則時期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規則時期 ( ( (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至四十七年七月民國三十七年九月至四十七年七月民國三十七年九月至四十七年七月民國三十七年九月至四十七年七月))))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十五日第一次大法官會議召開，即商討如何行使憲法所託

付的任務，乃有次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規則」之制頒。該規則明定聲請主體、 

聲請程序、解釋案的聲請方式，解釋案的決議及公布等事項，使大法官得以據之

踏出釋憲的第一步。若加以觀察，第一屆大法官自行開會議決發布的會議規則恰

與本屆大法官共始終，而為民國四十七年七月立法院制訂的的「司法院大法官會

議法」所取代。此一會議規則雖然僅適用於第一屆大法官，但其所創設的「會議

之決議」審理方式
22
，加上以「解釋」形式對外公布，則確立了大法官釋憲的基

本制度格局，影響至今。 

    此一時期，大法官總計作出七十九件解釋(釋字第一號至七十九號)，對於釋

憲制度的運行，發揮了啟動性的功能，也廓清若干基礎性的憲政疑義，例如監察

院的法律提案權(釋字第三號解釋)、監察權行使對象(釋字第十四號、三十三號

解釋)。大法官更透過統一法令解釋，協助闡明憲法及法令的意涵，使當時於大

陸制定的憲法，得以配合當時的政經情勢變更，繼續適用於台灣。對於我國釋憲

制度之奠基作用，功不可沒。 

        二二二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時期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時期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時期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時期 ( ( ( (民國四十七年七月至八十二年二月民國四十七年七月至八十二年二月民國四十七年七月至八十二年二月民國四十七年七月至八十二年二月))))    

                釋憲制度的運作，不僅關係憲政體制的維護，且屬攸關人民權利的重要事項， 

                                                 
19
 翁岳生，〈我國憲法訴訟制度之展望〉，《中研院法學期刊》，創刊號，2007 年，頁 4。 

20
 現行司法院組織法第 3 條規定：「司法院置大法官十七人，審理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令案

件，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均以合議行之。大法官會議，以司法院院長為
主席。憲法法庭審理案件，以資深大法官充審判長；資同者以年長者充之。」 
21
 前司法院院長翁岳生教授將司法院大法官職權行使之制度規範與權能演進，依其所據之程序

法不同，分為三個時期，吾人加以整理分述如下。詳參前註 19 文，頁 3-19。 
22
 該會議規則第 2 條規定：「依憲法應由司法院解釋之事項，其解釋以大法官會議之決議行之。」

第 20 條規定：「大法官會議之解釋，經決議後，由司法院公布之，並通知原送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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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陸法系國家而言，衡諸法律保留原則的基本理念，應宜由立法院制定法律，

明文規範大法官會議職權行使及其程序事項，俾人民與各機關有所遵循。職是之

故，民國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總統公布立法院制訂的「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 

，大法官行使憲法所賦予的職權，自此有法律上的基礎，釋憲制度的運作，得以

符於法律保留原則，依法定程序為之。 

    惟因該法中超高門檻的議決出席人數(總額四分之三)及可決人數(出席四分

之三)，嚴重妨礙大法官職權的行使，致使大法官解釋憲法的功能形同癱瘓，實

已逾越合理的限度。
23
但若就本法影響深遠之正面規範而言，舉其要者，如人民

聲請解釋制度的建立、解釋文與解釋理由書之分列為文(解釋理由書附具於解釋

文之後)、不同意見書與解釋連同公布等。這些規定對大法官制度的健全化，頗

有助益，令大法官慢慢脫離學步階段，穩定地邁入成長期。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時期，總共歷經四屆(第二屆至第五屆)大法官。就大法

官職權功能的發揮而言，第二屆
24
與第三屆

25
大法官因受到本法高門檻可決人數的

拘囿，釋憲功能大受影響，兩屆大法官一共十八年的任期中，僅作出了六十七號

解釋(分別為釋字第八十號至第一二二號、釋字第一二三號至第一四六號)，其中

憲法解釋僅有十號，其餘大部分皆屬法律或命令的統一解釋，可說是大法官功能

的萎縮期。而第四屆大法官於民國六十五年十月走馬上任，時值台灣經濟快速發

展，中產階級興起，人民權利意識高漲，要求政治參與的欲念隨之增強，該屆大

法官也順應民意強化了違憲審查功能的發揮。該屆一共作出五十三號解釋(釋字

第一四七號至第一九九號)，因受限於會議法而數量不多，但憲法解釋即佔三十

件，其中人民聲請解釋又佔二十八件，可謂百分之五十二以上的解釋都是由人民

所聲請，許多重要的進展與突破也都發生在本屆，除了不同意見書的具名制度
26

                                                 
23
 前司法院院長翁岳生教授認為：「大法官身負『憲法維護者』之重任，職司解釋憲法，除應遵

從憲法明定條文，闡釋成文憲法的意旨外，亦應同時觀照當代憲政主義理念及精神，援引不成文

的憲法原理原則，並從憲法體系中剖析出現法的涵義，再懸之為解釋的依據。果若故步自封於上

開限制，豈不無從成為大法官解釋的依據。」請見前註 19 文，頁 9。 
24
 任期由民國 47 年 10 月至 56 年 9 月。 

25
 任期由民國 56 年 10 月至 65 年 9 月。 

26
 民國 66 年 1 月 11 日，司法院修正發布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施行細則，其中第 7 條第 2 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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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尚包括明定憲法解釋的效力(除解釋中另有規定者外，自公布時起發生效

力)
27
、突破特別權力關係理論

28
、將判例納入審查之對象

29
、確立租稅法律主義

30
等。 

    民國七十四年十月就職之第五屆
31
大法官，延續前屆餘緒，於保障人權上更

有發揮，在其所作出的一百六十七件解釋案中(釋字第兩百號至第三六六號)， 

人民聲請解釋案件就佔七成以上，舉凡保障人民訴訟權
32
、人身自由

33
、修正特別

權力關係理論
34
、貫徹租稅法律主義與租稅公平原則

35
、宣告法令違憲並定期失效

36
、解決機關間之憲政爭議、維護憲政體制，均有卓越貢獻。至此，大法官不僅

彰顯出「憲法維護者」的功能與重要性，其「人權維護者」之態勢已隱然可見。 

        三三三三、、、、司法院大法官案件審理司法院大法官案件審理司法院大法官案件審理司法院大法官案件審理法時期法時期法時期法時期 ( ( ( (民國八十二年二月迄今民國八十二年二月迄今民國八十二年二月迄今民國八十二年二月迄今))))    

                隨著民國七十六年戒嚴解除，民國八十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我國的憲政運

作逐漸正常化，社會也漸趨多元、開放，大法官之功能演進亦有長足之發展。若

加以觀察，則可探知其演進與此時期內之憲法改革甚有關聯。 

    民國八十一年的第二次修憲，增訂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三條第二項：「司法院

大法官，除依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外，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

項。」正式賦予大法官以「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解散事項之職權。而為配合

此條文之修訂，立法院爰修正「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增訂有關審理政黨違憲

事項之規定，同時將法律名稱改為「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本次修法所新

增的重要規定如下： 

                                                                                                                                            
定：「前項一併發表之不同意見書，應記明其不同意見者之姓名。」 
27
 參見釋字第 177 號、釋字第 183 號、釋字第 185 號、釋字第 188 號、釋字第 193 號等解釋。 

28
 參見釋字第 187 號解釋。 

29
 參見釋字第 153 號、釋字第 154 號、釋字第 177 號、釋字第 182 號、釋字第 185 號、釋字第

187 號等解釋。 
30
 參見釋字第 151 號及釋字第 167 號解釋。 

31
 第五屆大法官任期由民國 74 年 10 月至 83 年 9 月。 

32
 參見釋字第 224 號、釋字第 269 號、釋字第 295 號、釋字第 321 號等解釋。 

33
 參見釋字第 251 號及釋字第 271 號解釋。 

34
 參見釋字第 201 號、釋字第 243 號、釋字第 266 號、釋字第 298 號、釋字第 312 號、釋字第

323 號等解釋。 
35
 參見釋字第 210 號、釋字第 218 號、釋字第 296 號、釋字第 315 號等解釋。 

36
 參見釋字第 210 號、釋字第 218 號、釋字第 224 號、釋字第 251 號、釋字第 268 號、釋字第

273 號、釋字第 280 號、釋字第 288 號、釋字第 289 號、釋字第 291 號、釋字第 294 號、釋字第
300 號等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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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一一一) ) ) ) 降低並放寬解釋憲法的出席及可決門檻降低並放寬解釋憲法的出席及可決門檻降低並放寬解釋憲法的出席及可決門檻降低並放寬解釋憲法的出席及可決門檻：：：：改以大法官「現有」總額三

分之二出席，出席人數三分之二同意通過之。
37
 

    ((((二二二二) ) ) ) 放寬命令牴觸憲法之可決門檻放寬命令牴觸憲法之可決門檻放寬命令牴觸憲法之可決門檻放寬命令牴觸憲法之可決門檻：：：：只要有出席人數過半數同意即可。
38
 

    ((((三三三三) ) ) ) 增加聲請解釋憲法的途徑增加聲請解釋憲法的途徑增加聲請解釋憲法的途徑增加聲請解釋憲法的途徑：：：：包括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得

就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法律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聲請解

釋。
39
最高法院或行政法院就其受理之案件，對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確信有牴

觸憲法之疑義時，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大法官解釋。
40
 

    ((((四四四四) ) ) ) 審查程序更加司法化審查程序更加司法化審查程序更加司法化審查程序更加司法化((((法庭化法庭化法庭化法庭化))))：：：：如關於政黨違憲審查解散案件之審理， 

即規定有言詞辯論、搜索、扣押、評議、裁判、宣示、送達等訴訟途徑。
41
 

    ((((五五五五) ) ) ) 大法官可諭知執行之種類與方法大法官可諭知執行之種類與方法大法官可諭知執行之種類與方法大法官可諭知執行之種類與方法：：：：使大法官解釋之宣告模式得以多元

化，針對各類型案件作成不同之處置。
42
 

    ((((六六六六) ) ) ) 得發表協同意見書得發表協同意見書得發表協同意見書得發表協同意見書：：：：使大法官決議時內部之多元意見得以公開化、透

明化。
43
 

    新法之施行，首先「受惠」的即為任期僅剩一年的第五屆大法官。由於不再

受到高出席人數門檻與可決人數的限制，單在其任期的最後一年之內，就作成五

十二號解釋(釋字第三一五號至第三六六號)，幾乎追平第四屆大法官所作成之解

釋件數(五十三件)。至民國八十三年八月，第三次修憲，大法官同意權改由國民

大會行使，第六屆大法官即在新的同意權制度下產生，於其任期
44
之內作成兩百

號解釋，成績斐然。
45
而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總統公布新的憲法增修條

文，係為我國第四次修憲，簡稱「九七憲改」，亦為歷次修憲中最具根本變革性

                                                 
37
 參見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4 條。 

38
 參見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4 條。 

39
 參見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 

40
 參見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2 項。 

41
 參見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3 章「政黨違憲解散案件之審理」之規定。 

42
 參見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7 條第 2 項。 

43
 參見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7 條第 1 項。 

44
 其任期自民國 83 年 11 月至 92 年 9 月。 

45
 本研究係針對第六屆大法官於其任期內所作成之兩百號解釋加以探討，故其中具有重要性之

解釋，擬置於後面章節加以評析，於此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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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次修憲。申言之，除總統、行政院、立法院三權的調整外，司法體制亦有所

更張，其中影響大法官制度最鉅者，屬明定司法院正副院長的資格及產生方式(大

法官並為院長、副院長)、大法官人數(十五人)以及任期(縮短為八年，且不得連

任；並採間隔任期制
46
)。此番修正，一般認為具有強化大法官獨立行使職權、促

進新舊輪替與經驗傳承等多項優點，但亦有深恐大法官任期過短，釋憲經驗難以

累積，甚至為謀日後出路而投當政者所好的疑慮。 

    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一日就任的大法官，即是適用憲法新規定所產生的司法院

暨大法官新制。截至目前為止，已作成八十四號解釋
47
，數量可觀。可見大法官

權能之演進至此已然步入成熟期，惟解釋案件之爭議性，並不亞於從前，甚而猶

有過之矣。 

貳貳貳貳、、、、現制之定位與憲法訴訟之類型現制之定位與憲法訴訟之類型現制之定位與憲法訴訟之類型現制之定位與憲法訴訟之類型    

    每個國家的憲法裁判制度都必須回答兩個問題，其一是所謂的抗多數決的難

題，也就是如何面對所審查的標的，是民主程序產出結晶的困境。其二則是如何 

設置一套適當的司法程序，足以合理化其決定有超越原因案件的一般性法律效

力，或至少事實的效力。
48
分散和集中審查對這兩個問題就採取全然不同的回應

方式。採取集中審查的德奧模式有意以特設的法院組織，並提高其在司法權體系

乃至整個政府體制中的地位，來強化其決定的民主基礎。而採分散審查的美國模

式正好相反，他們用「平常心」來處理抗多數決這樣的尖銳問題，也就是表面看

起來完全無須考量任何政治因素的純粹司法組織、程序和決定。
49
 

而若以前述比較違憲審查制度中之各項標準衡諸我國之大法官釋憲制度，可

將之類型歸結如下： 

        一一一一、、、、屬集中審查制屬集中審查制屬集中審查制屬集中審查制    

                                                 
46
 間隔任期制係指每四年改選半數大法官，使大法官間任期互有交錯，故民國 92 年 10 月 1 日

就任的大法官，其中八位任期僅有四年。 
47
 由釋字第 567 號解釋至於民國 93 年 10 月 31 日所發布之釋字第 650 號解釋，共計 87 號。 

48
 蘇永欽，〈裁判憲法訴願？─德國和台灣違憲審查制度的選擇〉，《法令月刊》，第 58 卷第 3 期，

2007 年，頁 4-5。 
49
 MAURO CAPPELLETTI, THE JUDICIAL PROCES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971)；蘇永欽，同前註，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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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界多數看法與釋憲實務
50
上均認為現行制度中，唯有大法官擁有審查法律

是否違憲，並宣告其無效之權力，而其他各級法院的法官僅能就個案中適用的法

律有違憲之虞為由，裁定停止訴訟，並聲請大法官對此先決問題加以解釋。雖然 

此情形下任一法官實質上均有為審查之事實，否則不會在「聲請書內詳敘其對系

爭違憲法律之闡釋，以及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之意涵之說明，並基於以上見

解，提出其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且其論證在客觀上無明顯錯誤

51
」。然由於對法律違憲審查結果之「非難權」終究歸於大法官所專屬，故定位上

係屬集中式審查。
52
 

        二二二二、、、、屬事後審查制屬事後審查制屬事後審查制屬事後審查制    

                就我國憲法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之規定，以及歷年來多數大法官解釋

意旨以觀，現行違憲審查均屬法令施行後之抑制性審查，即在法律或命令公布生

效後始對其進行審查。惟前大法官吳庚教授認為現行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增設立法委員總額三分之一以上就其行使職權得聲請憲法疑義解釋或解釋法律

有無牴觸憲法
53
，這項規定旨在維護國會少數派之利益，有將政治衝突轉化由司

法解決之作用，並形成我國基本上屬於事後抑制性規範審查兼具事前預防性規範

審查的色彩
54
，故並非純屬事後審查制。 

        三三三三、、、、幾乎均為抽象審查幾乎均為抽象審查幾乎均為抽象審查幾乎均為抽象審查，，，，作抽象解釋而不解決個案爭議作抽象解釋而不解決個案爭議作抽象解釋而不解決個案爭議作抽象解釋而不解決個案爭議    

                我國大法官的權限，同於歐陸國家的憲法法院，均採取列舉主義。故吾人可

就各規範中設定的大法官職權與憲法訴訟類型，判斷其屬於抽象或者具體審查。

訴訟類型在釋憲案件中的運作及判斷上極為重要，因為不同的訴訟類型有不同的

程序要件，除作為程序上受理與否的審查標準外，甚至可能影響實體解釋的模式

                                                 
50 見釋字第 371 號解釋。 
51
 參見釋字第 572 號解釋。 

52
 至關於命令之審查，司法院大法官得宣告命令無效或撤銷；各級法院法官則得拒絕適用被認

為違憲之命令。是就命令違憲審查而言，我國係採分權制無疑。見陳文貴，前註 8 文，頁 26。 
53
 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 

54
 吳庚，〈憲法審判制度的起源與發展─兼論我國大法官釋憲制度〉，《法令月刊》，第 51 卷第 10

期，2000 年，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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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結果。
55
我國法規範中所列舉的訴訟類型，可分為以下數類： 

    (    (    (    (一一一一) ) ) ) 單純憲法疑義解釋單純憲法疑義解釋單純憲法疑義解釋單純憲法疑義解釋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前段、同條第三款前段：「中

央或地方機關，於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依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

之一以上之聲請，就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由於此種類型之解釋，予

法令違憲之疑義解釋類型，在法條文字上皆有「疑義」之用語，乍見之下容易混

淆，故吾人將其稱為「單純」憲法疑義解釋。至於在法條文字上，法令違憲之類

型有「牴觸憲法」之用語，單純憲法疑義則無，為實務上之區別。大法官依此規

範行使「闡明憲法意涵」之職權，毋須系爭之法規範，即就憲法條文加以解釋，

係屬極端之抽象審查。 

    (    (    (    (二二二二) ) ) ) 機關爭議之憲法解釋機關爭議之憲法解釋機關爭議之憲法解釋機關爭議之憲法解釋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中段規定「中央或地方機關因

行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時，可聲請解釋。若就法條

文義觀察，既為爭議，本應為具體審查，一如德國法。但部分學者認為在實務操

作上，仍然以抽象審查的方式操作之
56
，因為大法官既不受爭議機關聲請理由之

拘束，也未必解決機關權限之爭議。而前大法官吳庚教授甚至認為該權限並非是

真正的「機關爭議」
57
，因為機關爭議是指機關間的權限爭議而言，但是司法院

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的規定卻是兩個以上機關對於適用憲法時，因理解不同而生的

爭議，未必涉及彼此間權限的積極或消極爭議。故其性質上反而類似機關間的統

一解釋，只是從法令理解上的不同轉換成為對憲法理解的不同。若依此見解，則

本項職權更當屬抽象解釋。故吾人傾向歸之為抽象解釋。 

    (    (    (    (三三三三) ) ) ) 法令違憲之疑義解釋法令違憲之疑義解釋法令違憲之疑義解釋法令違憲之疑義解釋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後段規定，當「中央或地方機

                                                 
55
 吳信華，〈論中華民國的違憲審查制度─回顧、檢討與展望〉，發表於：《2006 兩岸四地法律發

展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主辦，2006 年，頁 13。 
56
 釋字 520 號解釋即為顯例。參見湯德宗、吳信華、陳淳文，前註 2 文，頁 560。 

57
 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台北：三民書局，2004 年，頁 36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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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行使職權，適用法律與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釋憲。同條第

三款規定，立法委員在沒有具體爭議或案件存在的情形，即可就法律與命令是否

有牴觸憲法聲請釋憲。此兩款的定性是謂標準的「抽象違憲審查」，在德國法上，

此稱為「抽象規範審查」。
58
蓋其均僅有「聲請人」而無「相對人」，完全未有「個

案事實情況」之故。 

    (    (    (    (四四四四) ) ) ) 地方自治之疑義解釋地方自治之疑義解釋地方自治之疑義解釋地方自治之疑義解釋    

                依照地方制度法第三十條第五項
59
與第四十三條第五項

60
之規定，各級地方自

治團體之立法機關議決之自治事項或自治法規(包括自治條例、自治規則)，是否

牴觸憲法或法律疑義之案件，得聲請司法院解釋。就其聲請主體而言，法條文義

上似指監督機關及地方自治團體，但釋字第五二七號解釋將其限縮為「就相關業

務有監督自治團體權限之各級主管機關」。
61
申言之，該號解釋中謂：「衡諸憲法

設立釋憲制度之本旨，係授予釋憲機關從事規範審查權限（參照憲法第七十八

條），除由大法官組成之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解散事項外（參照憲法增修條文

第五條），尚不及於具體處分行為違憲或違法之審查。」依本號解釋意旨，在地

方自治疑義解釋此類型上，當屬抽象審查。 

    (    (    (    (五五五五) ) ) ) 人民人民人民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釋憲法人或政黨聲請釋憲法人或政黨聲請釋憲法人或政黨聲請釋憲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
62
規定，開放人民基本權遭

侵害的救濟途徑，惟其所得請求救濟(聲請解釋)者，限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的

法律或命令有無違憲之聲請，只能再依釋字第一七七號與第一八五號解釋，解釋

效力及於當事人據以聲請的案件，並可作為再審或非常上訴的理由，藉以廢棄原

侵害其基本權的終局裁判，亦即直接權利保護仍屬普通法院的任務。雖然論者有

                                                 
58
 謝礎安，前註 14 文，頁 37。 

59 參見地方制度法第 30 條第 5 項：「自治法規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
團體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 
60 參見地方制度法第 43 條第 5 項：「第一項至第三項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法律、中央法規、
縣規章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 
61
 參見釋字第 527 號解釋。 

62 參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
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
牴觸法之疑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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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如此一來，功能上已相當德國憲法訴願的制度
63
，但德國訴願後的結果若公權

力係屬違憲，便應判聲請人勝訴，憲法法院可直接廢棄原判決或行政處分，較之

我國迂迴的救濟方式，更能進一步保障人民基本權。至於此係屬抽象審查或具體

審查，仍有爭議。但依本文之認定，大法官受理人民聲請釋憲時，仍僅為抽象解

釋以認定法令是否違憲，不作本案裁判來解決個案爭議，故實屬抽象審查。
64
 

    (    (    (    (六六六六) ) ) ) 機關聲請統一解釋機關聲請統一解釋機關聲請統一解釋機關聲請統一解釋    

                釋字第二號解釋認為：「憲法第七十八條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

法律及命令之權，其於憲法則曰解釋，其於法律及命令則曰統一解釋，兩者意義

顯有不同，憲法第一百七十三條規定憲法之解釋由司法院為之，故中央或地方機

關於其職權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時，即得聲請司法院解釋，法律及命令與憲法有

無牴觸，發生疑義時亦同。至適用法律或命令發生其他疑義時，則有適用職權之

中央或地方機關，皆應自行研究，以確定其意義而為適用，殊無許其聲請司法院

解釋之理由，惟此項機關適用法律或命令時所持見解，與本機關或他機關適用同

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異者，苟非該機關依法應受本機關或他機關見

解之拘束，或得變更其見解，則對同一法律或命令之解釋必將發生歧異之結果，

於是乃有統一解釋之必要，故限於有此種情形時始得聲請統一解釋。」此即對機

關聲請統一解釋之要件加以規範，將之限定於法律或命令的見解不同，而非屬具

體爭訟。而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中央或地方機

關，就其職權上適用法律或命令所持見解，與本機關
65
或他機關適用同一法律或

命令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異者。但該機關依法應受本機關或他機關見解之拘束，

或得變更其見解者，不在此限。」究其條文意旨，亦應屬抽象解釋。 

    (    (    (    (七七七七) ) ) ) 法官聲請解釋法官聲請解釋法官聲請解釋法官聲請解釋    

                                                 
63
 陳新民，《憲法學釋論》，台北：自版，2005 年，頁 697。 

64
 謝礎安，前註 14 文，頁 38。 

65
 條文中之「本機關」當屬贅文，因本機關既有權表示見解在先，自有權變更其見解於後，不

必也不許聲請解釋。參見吳庚，前註 55 文，頁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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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二項：「最高法院或行政法院就其受理之

案件，對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確信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時，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

序，聲請大法官解釋。」其指出最高法院或行政法院就其受理案件上所適用之法

律或命令，得在一定要件下聲請大法官解釋。但此類聲請是否僅限於最高法院與

行政法院，迭有爭議。
66
釋字第三七一號解釋認為：「惟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

法官有優先遵守之義務，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

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自應許其先行聲請解釋憲法，以求解決。是遇有

前述情形，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

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本院大法官解釋。」其肯認各級法院法官均可於

一定條件下聲請釋憲。惟其類型上而言，法官聲請解釋類型與法官自身之權益無

涉，故屬「客觀程序」，性質上不對個案發生效力，屬於抽象審查。然其聲請乃 

以「個案事實」為基礎，故偏向「具體」之抽象審查，故稱作「具體規範審查」。

關於我國司法體系對於各類規範進行違憲審查上的分工，請參見下表： 

表表表表 3333----1111：：：：司法體系在規範違憲控制上的分工司法體系在規範違憲控制上的分工司法體系在規範違憲控制上的分工司法體系在規範違憲控制上的分工    

規範類型規範類型規範類型規範類型    法官法官法官法官    大法官大法官大法官大法官    

憲法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 憲律合憲章解釋認

定違反憲章而宣告失效

(釋字第 499 號) 

法律 法律合憲解釋法律合憲解釋法律合憲解釋法律合憲解釋    

審查而不認定審查而不認定審查而不認定審查而不認定    

認有違憲疑義得停止訴訟

程序聲請大法官解釋，但

外部形式瑕疵的逕為認定外部形式瑕疵的逕為認定外部形式瑕疵的逕為認定外部形式瑕疵的逕為認定

而不適用而不適用而不適用而不適用 

(釋字第 371號、第 572號)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 法律合憲 

解釋解釋解釋解釋 認定違憲而宣告失

效 

(憲法第 171 條) 

外部形式瑕疵得認定而宣外部形式瑕疵得認定而宣外部形式瑕疵得認定而宣外部形式瑕疵得認定而宣

告不生效力告不生效力告不生效力告不生效力    

(釋字第 573 號) 

預算、條約、立法院決議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 認定違憲而宣告失

效 

(釋字第 264號、第 421號) 

其他憲法機關之憲法上行

為(含立法懈怠、立法程序

 疑義解釋疑義解釋疑義解釋疑義解釋 間接認定違憲

而生停止或改正義務 

                                                 
66
 吳信華，前註 53 文，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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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無關規範創設之行

為) 

(釋字第 259、第 342、第

387 號、第 419 號、第 461

號) 

中央機關權限(含法律草

案) 

 疑義解釋疑義解釋疑義解釋疑義解釋 間接認定越權

而生停止或改正義務 

(憲法第 78 條、釋字第 260

號、第 325 號、第 520 號) 

中央法規命令、職權命令 

、行政規則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 認定違憲而不適用 

(釋字第 38 號、第 137 號、 

第 216 號)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 認定違憲而宣告失

效 

(憲法第 172 條、司法院大

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4條) 

地方自治條例、職權命令 

、行政規則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 認定違憲而不用 

(釋字第 38 號)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 認定違憲而宣告失

效 

(憲法第 125 條、地方制度

法第 4條、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第 4條) 

解釋、判例、案例、決議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 認定違憲應附理由

而不適用，終審法院得決

定是否變更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 認定違憲而宣告不

得再援用 

(釋字第 153 號、第 374 號 

第 446 號、第 576 號) 

判決、行政處分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 認定違憲而撤銷 

(釋字第 9號、第 553 號、

刑事訴訟法第 378 條、行

政訴訟法第 4條) 

 

地方機關辦理自治事項行

為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 認定行為違憲、撤銷

或命其停止、改正 

(行政訴訟法第 4條、第 6

條、第 8條) 

闡釋闡釋闡釋闡釋 間接認定上級主管

機關的監督行為違憲而生

停止或改正義務 

(地方制度法第 43 條、第

75 條、釋字第 527 號) 

契約、規約、團體協約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 認定直接或間接違

憲而無效 

(民法第 71 條、第 72 條) 

 

司法上的事實行為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 認定直接或間接違

憲而負損害賠償或停止、

除去義務 

(民法第 184條、第 765條、 

第 767 條) 

 

資料來源：蘇永欽，〈司法權的分權問題〉，《法令月刊》，第 58 卷第 1期，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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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頁 8-9。 

 

    (    (    (    (八八八八) ) ) ) 政黨違憲解散與總統政黨違憲解散與總統政黨違憲解散與總統政黨違憲解散與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之審理副總統彈劾案之審理副總統彈劾案之審理副總統彈劾案之審理    

    政黨違憲解散規定於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四項
67
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

法第十九條第一項
68
中。其意旨在於違憲政黨解散必須有政黨活動的具體事實，

主管機關才得以提出聲請，故屬具體審查。而總統、副總統彈劾規定於憲法增修

條文第二條第十項
69
、第五條第四項

70
，其認被彈劾的國家元首是否真具備該當事

時，須由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以言詞辯論的方式進行審理，並以判決方式為決

定，亦屬具體審查無疑。 

    除規範層面之訴訟類型外，我國大法官釋憲實務運作之下，尚有「補充解釋」

之形式存在。此類解釋之本質乃在於補充大法官先前所為之解釋，有學者認為此

種解釋方法欠缺法律依據，於憲法訴訟列舉原則似有不符，但大法官解釋應隨時

代進步，故有類似原因事實之案件聲請時，大法官以在後之解釋補充甚至變更先

前解釋，於法理上應無可議之處。並更進一步認為補充解釋為一種獨立的訴訟類

型，實務上演變至今日已成為一種「綜合的訴訟類型」。
71
 

    惟吾人認為，在現行法制下，基於「憲法訴訟列舉原則」，在憲法解釋上應

認為補充解釋僅為一種大法官解釋之方法、結果，並非獨立之訴訟類型，蓋聲請

人再聲請補充解釋時，仍需符合各種憲法訴訟類型之要件，且大法官因不受聲請

人聲請範圍之拘束，縱使聲請書中並無提及欲補充或變更之大法官解釋，大法官

仍可逕就相關解釋為附帶、補充之說明。
72
因此在理解上應認為「補充解釋」並

                                                 
67 參見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政黨之目的或其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
之憲政秩序者為違憲。」 
68 參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9 條第 1項：「政黨之目的或其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
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主管機關得聲請司法院憲法法庭解散之。」 
69 參見憲法增修條文第 2條第 10 項：「立法院提出總統、副總統彈劾案，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審
理，經憲法法庭判決成立時，被彈劾人應即解職。」 
70 參見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司法院大法官，除依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外，並組成
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71
 關於「補充解釋」之探討，請參吳信華，〈再論「補充解釋」〉，收於湯德宗、廖福特主編，《憲

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 第五輯》，台北：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2007 年，頁 293-340。 
72
 如釋字第 610 號解釋謂：「本院大法官釋字第 446 號解釋，應予補充。」當為顯例。 



論第六屆大法官司法解釋之態度取向─司法消極主義與司法積極主義之分析 

 90

非獨立之憲法訴訟類型，僅係大法官在解釋之內容中附帶對先前之見解的補充或

變更而已。    

參參參參、、、、大法官解釋之宣告模式與解釋效力大法官解釋之宣告模式與解釋效力大法官解釋之宣告模式與解釋效力大法官解釋之宣告模式與解釋效力    

                大法官違憲宣告之類型，經過實務上長期之累積、發展，已不限於「合憲」

與「違憲」之類型，大法官更因應個案不同之需求，而作出各種認定方式。申言

之，大法官歷來解釋憲法並非全然採用完全合憲或完全違憲之二分法，而係建立

多樣化模式，以供實務上採擇。而各類宣告模式之內涵，對該解釋之效力影響甚

鉅，吾人往往可就宣告模式而推敲出其解釋效力
73
之內涵。 

大法官解釋憲法，是以會議方式行使職權。自文義而言，會議不同於法庭，

大法官亦不同於法官，解釋尤其不同於裁判，因此關於大法官會議的地位與解釋

的性質，爭議多時。
74
就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效力之法源依據，最重要者，莫過於

我憲法第七十八、一七一、一七二與一七三條之規定。按憲法第七十八條規定：

「憲法之解釋，由司法院為之。」第一七一條第二項規定：「法律與憲法有無牴

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此等規定明白授與司法院解釋憲法之職權。

其次，憲法第七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司法院設大法官若干人
75
，掌理本憲法第七

十八條規定事項…」，將此釋憲重責大任託付予大法官行使。復次，憲法第一七

一條第一項規定：「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第一七二條規定：「命令與憲法或

法律牴觸者無效。」其一方面強調憲法於法位階體系上之最高性，另方面揭示牴

觸憲法者「無效」之法律效果。基於上開「憲法優位」之原則，釋憲機關在憲政

體制上佔有相當重要之地位。
76
 

然而，牴觸憲法者「無效」之意涵為何，以及大法官所作成之解釋具有何種

效力，我國憲法並未作出明確之規範。因此，單從現行憲法之規定，尚難推之違

                                                 
73
 此指大法官解釋之效力，為一比較廣義之概念，其內涵除包括司法裁判之確定力、拘束力外，

尚包括解釋之時的效力、解釋標的(法規)之效力，乃至於大法官解釋對其他國家機關之規範效力

(例如課以立法義務)等。 
74
 朱武獻，《公法專題研究 (一)》，台北：三民書局，1991 年，頁 46。 

75
 大法官之人數，於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1 項已明定為 15 人。 

76
 翁岳生，〈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效力之研究〉，收於《公法學與政治理論─吳庚大法官榮退論文

集》，台北：元照，2004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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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令之法律效果，乃至於憲法解釋之效力內涵，故此等問題之釐清，實為釋憲

制度有效運作之基本前提。
77
因此，在當前法制未臻完備之情形下，吾人研究大

法官解釋之效力問題，應就大法官本身在釋憲實務中逐漸發展、形構的大法官解

釋宣告模式類型以及效力體系加以整理、考察，分析相關解釋內涵，使得其梗概。 

    若就我國大法官解釋之宣告模式與解釋效力的類型發展加以觀察，可約略以

第四屆大法官
78
作為分水嶺，區分為兩個時期：

79
 

        一一一一、、、、第一屆至第四屆大法官解釋效力的演變第一屆至第四屆大法官解釋效力的演變第一屆至第四屆大法官解釋效力的演變第一屆至第四屆大法官解釋效力的演變    

    司法院大法官的功能演進，歷經第一屆兵馬倥傯、竭力護憲的草創時期(民

國三十七年至四十六年)，接著經歷第二、三屆受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嚴格限縮

權限的萎縮時期(民國四十七年至六十五年)，直至第四屆之後(民國六十五年起) 

，大法官在其功能的發展上，才出現新的契機。蓋因自第四屆起，人民聲請案件

的數量明顯增加，大法官解釋不再如以往偏重解決各級機關適用憲法時發生之疑 

義與法令上之爭議，而漸漸反應社會需求，注重法規之違憲審查，強調人民權益

的保障，逐步扮演憲法維護者所應扮演的角色。就其間對效力問題所發展出的效

力類型，可分為三類： 

    ((((一一一一) ) ) ) 原因事件之救濟原因事件之救濟原因事件之救濟原因事件之救濟((((個案效力個案效力個案效力個案效力))))    

          由於過去大法官解釋多為機關聲請，人民聲請之比例偏低，復因解釋之效力

不明，致使一般人民縱使向大法官聲請解釋，並獲得對自己有利之解釋，卻仍然 

無法據以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結果。故人民聲請大法官解釋，除抒發怨氣外， 

並無推翻前案之機會，就已確定之個案而言，於事無補。惟自釋字第一七七號解

釋開始，大法官允許人民聲請之解釋對於個案具有溯及既往之效力，開啟了大法

官解釋往後生效原則之重要例外。本號解釋對我國人民聲請釋憲救濟管道之形塑 

，可謂意義重大，影響深遠。該號解釋略謂： 

                                                 
77
 翁岳生，同前註，頁 2。 

78
 關於大法官解釋效力問題，一般咸認，直至第四屆大法官起，始因大法官正視人權保障機能，

才轉而積極面對。參見翁岳生，同前註，頁 4。 
79
 整理自翁岳生，同前註，頁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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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判決消極的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者，自屬民事訴訟法第四百

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範圍，應許當事人對之提起再審

之訴，以貫徹憲法保障人民權益之本旨。最高法院六十年度台再字第一七○號判

例，與上述見解未洽部分，應不予援用。惟確定判決消極的不適用法規，對於裁

判顯無影響者，不得據為再審理由，就此而言，該判例與憲法並無牴觸。本院依

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力。」 

該解釋理由書中進一步論述： 

「 確定判決消極的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者，自屬民事訴訟法第四百

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範圍，應許當事人對之提起再審

之訴，以貫徹憲法保障人民權益之本旨。最高法院六十年度台再字第一七○號判

例，與上述見解未洽部分，應不予援用。惟確定判決消極的不適用法規，對於裁

判顯無影響者，不得據為再審理由，就此而言，該判例與憲法並無牴觸。本院依

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力。」
80
 

 觀其解釋意旨，大法官在現有的法制框架中，針對人民聲請之案件，例外 

允許解釋結果對之發生溯及效力，進而使憲法解釋之效力，擴及聲請人所據以聲

請之「原因事件」，讓人民得以依法提起再審或非常上訴，以尋求個案救濟之機

會。本號解釋配合人民聲請解釋案件增加之時代趨勢，正面回應了個案聲請人的

訴求，於制度上建構出人民透過聲請釋憲之救濟管道，使大法官會議的功能不再

侷限於憲法爭議之解決，而更進一步負擔起保障人民權利之職責，發揮司法之主

要功能。 

    (    (    (    (二二二二) ) ) ) 一般拘束力一般拘束力一般拘束力一般拘束力((((對世效力對世效力對世效力對世效力))))    

                除上述個案效力外，第四屆大法官對於解釋效力的另一項重要貢獻，就是將 

大法官會議解釋之「一般拘束力」，在未有法律明文之情形下，由解釋加以確定。 

釋字第一八五號解釋，對於大法官解釋的一般效力上具有突破性的發展。其謂： 

    「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為憲法第七十八條所明

                                                 
80
 詳參釋字第 177 號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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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所為之解釋，自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各機關處理有關事項，

應依解釋意旨為之，違背解釋之判例，當然失其效力。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

律或命令，或其適用法律、命令所表示之見解，經本院依人民聲請解釋認為與憲

法意旨不符，其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

已非法律見解歧異問題。行政法院六十二年判字第六一○號判例，與此不合部分

應不予援用。」 

    該號解釋對於行政法院七十二年判字第一○○四號判決持同院六十二年判

字第六一○號判例之見解81，認為大法官解釋作成於原判決之後，解釋雖有法規

之效力，惟其在司法上之適用仍當依「法律不溯既往」之原則，故不影響已經確

定之判決，依照上開解釋意旨予以糾正，實質宣告上開判例違憲。本號解釋原本

屬於「判例牴觸憲法是否失其效力」之問題，大法官卻藉此機會，將之引申為對

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一般拘束效力，使大法官解釋非如各級法院僅具有個案效力 

，而係擴及全國各機關(當然包括各級法院)及人民之對世效力。 

    (    (    (    (三三三三) ) ) ) 原則上往後生效原則上往後生效原則上往後生效原則上往後生效，，，，但不排除溯及之可能性但不排除溯及之可能性但不排除溯及之可能性但不排除溯及之可能性    

                大法官解釋既有其效力，然其效力發生之時點為何，並非毫無爭議。基此，

大法官作出釋字第一八八號解釋，該號解釋認為： 

    「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發生見解歧異，本院依其

聲請所為之統一解釋，除解釋文內另有明定者外，應自公布當日起發生效力。各

機關處理引起歧見之案件及其同類案件，適用是項法令時，亦有其適用。惟引起

歧見之該案件，如經確定終局裁判，而其適用法令所表示之見解，經本院解釋為

違背法令之本旨時，是項解釋自得據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 

    該解釋意旨闡明「除解釋文內另有明定外，應自公布當日起發生效力」之往

後生效原則，亦即採取解釋效力不溯及既往之原則，避免因為全面性溯及失效，

                                                 
81 行政法院 62 年判字第 610 號判例稱：「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
十六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對於本院判決，固得提起再審之訴，惟民事訴訟法第四百 
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原判決所適用之法規與該案應適用之現
行法規相違背，或與解釋判例有所牴觸者而言，至於法律上見解之歧異，再審原告對之縱有爭執，
要難謂為適用法規錯誤，而據為再審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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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衝擊既有之法安定性。其次，大法官指出：「各機關處理引起歧見之案件及

其同類案件，適用是項法律時，亦有其適用。」此段意旨再次重申釋字第一八五

號解釋所示大法官解釋具有拘束各機關之效力。而最後大法官宣告：「惟引起歧

見之該案件，如經確定終局裁判，而其適用法令所表示之見解，經本院解釋為違

背法令之本旨時，是項解釋自得據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允許統一解釋之

效力例外亦得溯及於原因個案中，使人民透過聲請解釋之個案救濟管道，益為完

整。蓋釋字第一八八號解釋在顧及法安定性之餘，基於謀求個案正義之考量，允

許統一解釋效力例外及於原因案件，因而可能引發撼動既定法秩序與既得利益之

疑慮，故第五屆大法官基此接續作出釋字第二○八號
82
、第二○九號

83
等解釋，確

認人民提起再審之訴的聲請，仍然受到民事訴訟法所定「五年」不變期間之限制，

藉以防止個案永遠存在翻案之可能性，致使判決結果永無確定之日。 

        二二二二、、、、第五至六屆大法官解釋效力的演變第五至六屆大法官解釋效力的演變第五至六屆大法官解釋效力的演變第五至六屆大法官解釋效力的演變    

                民國七十四年十月，第五屆大法官就任，於九年任期中作成釋字第二○○號

至第三六六號，共計一百六十七件解釋案；其後第六屆大法官更是承先啟後，自

其於民國八十三年十月上任以來，作出釋字第三六七號至第五六六號，共計兩百

件解釋案，成績卓著。就解釋效力方面的建構，自第五屆起，大法官除明確宣告 

命令或法律違憲之外，開始明白宣告違憲之命令或法律失去效力，或明定其「失 

效日期」或「定期使其失效」。第六屆之後，非但宣告法律違憲之比例增多
84
，在

解釋效力之宣告方式上，更趨於多樣，甚至有以解釋代替法律，直接給予救濟效

力而無待另行立法者。就此期間內大法官宣告方式而言，大致上可區分為下列數

種： 

    (   (   (   (一一一一) ) ) ) 定期失效定期失效定期失效定期失效    

    大法官從第五屆起，對於法規違憲審查之解釋案件，開始採取「定期失效」

之宣告方式，亦即在指出法規違憲之同時，進一步宣告該違憲法規可以繼續適用

                                                 
82
 參見釋字第 208 號解釋。 

83
 參見釋字第 209 號解釋。 

84
 關於第六屆大法官宣告法律違憲之比例，請參第一章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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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期限，逾期失效。開先例者，為針對人民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所為之釋字第二 

一八號解釋，其宣告財政部函釋： 

    「不問年度、地區、經濟情況如何不同，概按房屋評定價格，以固定不變之

百分比，推計納稅義務人之所得額自難切近實際，有失公平合理，且與所得稅法

所定推計核定之意旨未盡相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六個月內停止適用。」 

     此件首宗宣告命令定期失效的案例，確立命令定期失效之宣告模式，此後 

經常為大法官所援用。至於「法律定其失效」宣告模式之啟用，則應歸功釋字第

二二四號解釋，大法官針對稅捐稽徵法官於申請復查，以繳納一定比例之稅款或

提供相當擔保為條件之規定，作成以下宣告： 

    「與憲法第七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之意旨有所不符，均應自本解釋公布

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在此期間，上開規定應連同稅捐之保全與

優先受償等問題，通盤檢討修正，以貫徹憲法保障人民訴願、訴訟權及課稅公平

之原則。」 

    其解釋意旨不僅首度明確指出法律違憲，更訂定「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

力」之底線，並課以行政機關檢討修正之義務，對釋憲功能之提升與人民權利之

保障，貢獻卓著。此後，已「定期失效」之方式宣告命令或法律違憲，並課以修

法義務的宣告方式，儼然成形，成為大法官慣用的解釋宣告模式之一。 

    (    (    (    (二二二二) ) ) ) 立即失效立即失效立即失效立即失效    

                於此期間內，大法官真正針對「法律」宣告其立即失效之案件，始見於釋字 

第三四○號解釋。該解釋謂：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政黨推薦之區域、山胞候

選人，其保證金減半繳納。但政黨撤回推薦者，應全額繳納』，無異使無政黨推

薦之候選人，須繳納較高額之保證金，形成不合理之差別待遇，與憲法第七條之

意旨有違，應不再適用。」 

    其解釋文中之「應不再適用」一詞，更於該號解釋理由書中申明為「應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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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公布之日起不再適用」
85
，確立其失效之期限。此後，大法官於多號解釋中

頻以「停止適用」、「不再適用」、「不予適用」、「不予援用」
86
等用語，宣告法律

違憲並立即失效，使大法官違憲審查之功能又向前邁進一大步。 

    (    (    (    (三三三三) ) ) ) 定期命為修法定期命為修法定期命為修法定期命為修法    

                鑒於一般所謂「單純違憲宣告」固然給予立法者一定之形成空間，卻因並未

對修法之時程有所指示，而使違憲狀態之修復遙遙無期，第六屆大法官於釋字第

四五五號解釋中開展出另一種新的宣告方式：「定期命為修法」。該號解釋認定行

政院人事行政局有關服義務役軍人僅得於任公務員後，服役者始得併計公務員退

休年資之函釋，違反平等原則，而略謂：  

    「此項年資之採計對擔任公務員者之權利有重大影響，應予維護，爰依司法

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諭知有關機關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一年

內，基於本解釋意旨，逕以法律規定或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依上開條例第三十

二條第二項之授權妥為訂定。」 

    大法官於此作出「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一年內」之宣示，要求定期立法或修

法，為大法官首次訂出原則、立下期限，責成行政機關有所作為之解釋。而採類

似宣告方式之解釋尚有釋字第四五七號解釋及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前者命「 

主管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六個月內，基於上開解釋意旨，就相關規定檢

討，妥為處理」
87
；後者要求「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解釋意

旨，且參酌社會實際狀況，賦予警察人員執行勤務時應付突發事故之權限，俾對

人民自由與警察自身安全之維護兼籌並顧，通盤檢討訂定」
88
。以上各號解釋， 

有關機關均能遵守解釋意旨，在大法官所定之期限內，妥為修正、訂定相關規定

或法律，頗值肯定。 

                                                 
85
 參見釋字第 340 號解釋理由書：「是上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係對人民參政權所為不

必要之限制，形成不合理之差別待遇，與首開憲法第七條規定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不再適用。」 
86
 參見釋字第 371 號、第 439 號、第 453 號、第 471 號解釋。 

87
 參見釋字第 457 號解釋。 

88
 參見釋字第 535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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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四四四四) ) ) ) 逕以解釋代替立法逕以解釋代替立法逕以解釋代替立法逕以解釋代替立法    

                除前述之解釋宣告方式外，第六屆大法官透過釋字第四七七號解釋之作成 

創設「直接以解釋替代立法」之解釋方式，將大法官解釋之規範效力推向極致。 

本號解釋涉及「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六條有關漏未規定得請求國

家賠償者之重大立法瑕疵問題。大法官面對此種造成不平等之立法疏漏情事，考

慮到如果單純宣告該條文違憲而失效，反而使原有受益者喪失回復權利之機會；

但若等待立法者修法補充，又緩不濟急。故在不得已之情形下，大法官直接在解

釋文中表示： 

    「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六條適用對象，以『受無罪之判決確定

前曾受羈押或刑之執行者』為限，未能包括不起訴處分確定前或後、經治安機關

逮捕以罪嫌不足逕行釋放前、無罪判決確定後、有罪判決（包括感化、感訓處分）

執行完畢後，受羈押或未經依法釋放之人民，係對權利遭受同等損害，應享有回

復利益者，漏未規定，顯屬立法上之重大瑕疵，若仍適用該條例上開規定，僅對

受無罪判決確定前喪失人身自由者予以賠償，反足以形成人民在法律上之不平

等，就此而言，自與憲法第七條有所牴觸。是凡屬上開漏未規定之情形，均得於

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該條例第六條規定請求國家賠償。」 

    其等同逕行宣示依該條例第六條比照冤獄賠償法相關規定，請求國家賠償，

予以彌補漏洞。此種宣告方式，針對立法者之明顯不作為瑕疵，以解釋代替法律，

直接給予請求救濟之請求權基礎，無待另行立法，對於人民基本權之保障頗為周

全。惟此種以「司法解釋」代替「立法決定」之作法，實已臨界司法釋憲權之邊

緣，自宜審慎行事，以免侵攬立法者之權限。而釋字第四九九號解釋89更認為國

大修憲之內容違反憲法基本精神，而逕予宣告民國八十八年增修之條文失其效

力，亦屬「司法積極主義」之實質展現。 

    綜上所述，第五屆及第六屆大法官在實務中逐案發展，確立眾多解釋之宣告

方式以及解釋效力，使大法官解釋之態樣趨於多樣而豐富，能因應個案之不同需

                                                 
89
 參見釋字第 499 號解釋。關於本號解釋，本文將於後章中加以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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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作出不同認定方式。顯而易見，大法官在第五、六屆中已逐步走向司法積極

主義，嘗試以多樣化方式解決憲法爭議，為保障人權而創設多種解釋方式，惟其 

宣告模式之採擇，影響解釋效力甚鉅，大法官仍應謹慎斟酌，以免逾越權力分立

之分際。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大法官解釋之效力相當於司法裁判，於釋字六○一號解釋中獲得肯認，該解

釋理由書中略謂：  

    「大法官憲法解釋之目的，在於確保民主憲政國家憲法之最高法規範地位，

就人民基本權利保障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等憲法基本價值之維護，作成有拘束力

之司法判斷。大法官為具體實現人民訴訟權、保障其憲法或法律上之權利，並維

護憲政秩序，而依人民或政府機關聲請就個案所涉之憲法爭議或疑義作成終局之

判斷，其解釋並有拘束全國各機關與人民之效力，屬國家裁判性之作用，乃司法

權之核心領域，故與一般法官相同，均為憲法上之法官，迭經本院釋字第三九二

號、第三九六號、第五三○號、第五八五號等解釋有案。」 

                稽其解釋意旨，可得知大法官憲法解釋，理論上自應具備裁判之一般效力，

也就是不會因解釋程序或解釋結果不同而有所不同的效力，即解釋之羈束力與確

定力。另一種也不會因解釋程序或解釋結果而有所不同的大法官憲法解釋效力， 

是大法官解釋之特別效力，學說上稱為解釋之一般拘束力。
90
可見關於大法官解

釋之效力，就歷屆釋憲實務觀察，已有逐步向一般化、普世化擴展之趨向。解釋

憲法，是憲政國家釋憲機關最沉重的責任，程序嚴謹與效力強大，是維持憲法解

釋公正性與實效性的兩大必要條件，程序寬鬆而效力強大，固有濫權之虞；而削

弱效力，既不能解決程序寬鬆的問題，只是另外又破壞了憲法原有的成長設計，

這可能也不是國人所樂見。
91
故發展出案件類型化、操作精緻化的憲法解釋原則，

配合適當之法制規範，應可強化大法官解釋效力之正當性基礎。    

                                                 
90
 彭鳳至，〈司法院大法官憲法解釋之效力─兼論大法官憲法解釋一般拘束力與德國聯邦憲法法

院法第三一條規定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之效力〉，《月旦法學雜誌》，第 161 期，2008 年，頁 129。 
91
 彭鳳至，同前註，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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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司法違憲審查標準之問題司法違憲審查標準之問題司法違憲審查標準之問題司法違憲審查標準之問題    

    

    司法違憲審查制度是我國憲政發展的一個重要機制，歷屆大法官作為憲法維

護者與人權捍衛者，於釋憲實務上屢有佳績。惟因憲法文義未盡明確而導致在解

讀上的高度開放性，以及司法部門相對於立法部門較低的民主正當性，如何確保

大法官解釋憲法不流於恣意妄斷、難以預測，乃是憲法學上重要議題。由於司法

違憲審查制度與政治過程的相對隔離，一般公眾與政治人物無法透過政治動員、 

抗議、遊說等手段影響大法官決策，故僅能由釋憲結果與方法而觀的「標準」與

「可預測性」，遂為司法釋憲制度正當性與一致性的基礎。 

大法官在釋憲實務中，對其他國家機關行為進行合憲性審查，進而判斷其違

憲與否時，必然面臨分寸拿捏的問題。質言之，司法者對憲法上平行的其他國家

機關(立法、行政等政治部門)之決策，應給予何等程度的尊重？基此，釋憲機關

作為憲法守護者，於其行使憲法上職務權威性解釋憲法時，據以判斷的「尺度」，

也就影響審查範圍的大小及介入程度。申言之，該尺度即為大法官在「案件」裡

衡量(判斷)系爭國家機關行為是否合憲的標準。美國憲法上將此標準稱為「審查

標準」(standards of judicial review)
92
，而德國憲法學上將其稱為「審查密

度」(kontrolledichte)。「違憲審查標準」與「審查密度」於形式上並未見諸於 

美、德兩國之憲法文本，而係皆由其法院在個案中所發展出來的「總稱」。凡有 

違憲審查之事實，即有探討違憲審查標準之必要，此一必要不因各國憲法是否載

有「人權限制條款」及其形式而有所差異。
93
本節即欲就美、德釋憲實務中所發

展而成的違憲審查標準作一整理，提出比較；再對我國大法官釋憲實務上對美、 

德違憲審查標準之繼受加以評析。 

 

                                                 
92
 「審查標準」與「審查基準」皆為 standards of judicial review 之譯名，於其概念內涵上並無實

質差異。 
93
 我國憲法第 23 條之內容，即為人權限制條款之憲法明文化之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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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美國司法違憲審查標準美國司法違憲審查標準美國司法違憲審查標準美國司法違憲審查標準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涉及人民基本權利案件之審查標準，於實際上涉及甚

廣，內容也頗為繁複，無法一言以蔽之。
94
若制度規範加以觀察，美國採分散式

具體違憲審查制度，所有聯邦法院於個案裁判中皆得附帶解釋(審查)裁判所需適

用之法規有無牴觸聯邦憲法，從而決定是否拒絕適用。若就法律傳統的角度觀察， 

美國遵循著案例法(case law)的傳統，法院在各類案件的個案裁判中逐漸發展出

類型化的「司法審查標準」(standards of judicial review)。初期法院對國會 

十分尊重，除法律有「明顯錯誤」(clear mistakes)，而不免遭受合理質疑外，

殆推定為合憲。
95
大體而言，聯邦最高法院對於涉及人民基本權案件之審查，初

期除了以種族為區分基礎之「可疑性分類」(suspect classification)會受到比

較嚴格之審查外，對於大多數案件皆採寬鬆之「合理審查標準」(the rational 

relationship test)加以審查，系爭法律相當容易通過合憲性檢驗。惟隨著時代

進展，美國的違憲審查標準於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中亦有所演進，以下即就涉及

人民基本權最具代表性的標準理論加以論述。 

        一一一一、、、、雙重審查標準之初步建構雙重審查標準之初步建構雙重審查標準之初步建構雙重審查標準之初步建構    

                一九三八年 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ducts Co.96
一案，Stone 大法

官於著名的「註腳四」(footnote 4)中始提示「合憲推定」應予限縮適用之情形， 

被認為是司法判決採取「嚴格審查」(strict scrutiny)之先河
97
，其主要內容謂： 

                「某項立法，如從字面上看為違反法律所明文禁止者，如違反增修條文前十

條之規定時，推定合憲原則之適用範圍即可能受到限縮。此項原則因憲法增修條

文第十四條之規定，對各州平等適用… 

    吾人毋須考慮涉及限制政治程序之法律，在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之一般限

                                                 
94
 陳文政，《世紀憲法判決：布希控高爾案之分析》，台北：五南出版，2006 年，頁 334。 

95
 湯德宗，〈違憲審查基準體系建構初探─「階層式比例原則」構想〉，發表於：《第六屆「憲法

解釋之理論與實務」暨釋憲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員法律學研究所暨中華民國憲法學

會主辦，2008 年，頁 18。 
96
 304 U.S. 144 (1938). 

97
 陳文政，《美國司法違憲審查理論與制度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9 年，頁 131。 



第三章  司法違憲審查制度與第六屆大法官釋憲實務 

 101 

制下，是否應較其他類型法律，受到更嚴格之司法違憲審查… 

    同樣地，吾人亦毋須考慮是否應採用吾人於審查某一特定之宗教、國籍、或

少數族群的法律是否合憲時，所適用的(嚴格審查)標準。而吾人以往在審查那些

會對與社會大眾分離及隔絕之少數族群造成歧視的政府措施是否合憲時，倘該措

施對這類少數族群所賴以保障的政治程序之運作造成嚴重阻礙時，吾人會採用相

當嚴格的審查標準。」
98
 

                Stone 大法官在註腳四中闡明對「分離與隔絕之少數族群」(discrete and 

insular minorities)之相關立法，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而不能只適用寬鬆的

合理審查標準，並逕自推定這些法律合憲。雖然註腳四本身並沒有明白提出後來

所謂的「嚴格審查標準」，也沒有對「目的」或「手段」各自所應適用的審查標

準提出清楚的主張，但從審查標準演進的歷史來看，註腳四等於是為法院「何時」

(有限地、有選擇性地)、「應該或可以」加以審查，首度提出一個一般性的正當

性基礎。
99
申言之，當立法涉及憲法明文保障之人民基本權利(言論自由、宗教自

由、工作自由、出版自由、請願權等)，其中或與限制政治程序、侵害與社會大

眾「分離與隔絕之少數族群」權利的歧視性法律相關者，應受較嚴格之審查標準

檢驗，但無關上列權利之立法案件，則可自外其中。此概念之提出對之後審查標

準的多元化、細緻化，提供了寬嚴互見的初步發展基礎。 

        二二二二、、、、三重審查標準之提出三重審查標準之提出三重審查標準之提出三重審查標準之提出    

          一九七○年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逐漸發展出另一種寬嚴程度介於兩者之間

的審查標準，稱為「中度審查」(mid-level scrutiny)
100
，形成今日更為多元的

「三重審查標準」。三重審查基準之內涵在於，聯邦最高法院在審查涉及人民權

之案件時，會依據所涉及基本權的類型、立法目的、及限制手段之不同，而採取

                                                 
98
 陳文政，同前註，頁 131。 

99
 黃昭元，〈憲法權力限制的司法審查標準：美國類型化多元標準模式的比較分析〉，《臺大法學

論叢》，第 33 卷第 3 期，2004 年，頁 101。 
100
 中度審查標準乃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1976 年 Craig v. Boren 案中首度提出，大法官認為實際

上涉及性別平等的此案，並不適用於過於寬鬆的合理審查標準，亦不適用於過於嚴苛的嚴格審查

標準，遂因該案實際需要而創設出中度審查此折衷作法。請參 429 U.S. 190；陳文政，前註 97

文，頁 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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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鬆(合理審查標準)、折衷(中度審查標準)、嚴格(嚴格審查標準)三種不同程度

要求的審查標準。質言之，法院在三種不同審查標準之採擇時，據以判斷的標準 

有二：其一，涉及基本權之政府立法或行政措施的「目的」；其二，政府欲達成

此目的所採行的「手段」。換言之，聯邦最高法院在審理涉及基本權之系爭案件 

時，將先就政府立法或行政措施之「目的」進行審查，以確定其合憲性。在「目

的」合憲下，再就其為達成此目的所採用之「手段」進行審查，以裁定其合憲性。

101
換言之，三重審查標準於具體適用時，最大的區別就是法院對於「立法目的」

以及為達該「目的」之限制「手段」兩者間關聯程度之審查，將採取寬嚴不同的

規範要求。此三種寬嚴互見之標準，茲述如下： 

    ((((一一一一) ) ) ) 合理審查標準合理審查標準合理審查標準合理審查標準 ( ( ( (低標低標低標低標))))    

                合理審查標準又稱「合理關聯性標準」，係指法院在審查涉及人民權利之政

府立法或措施時，只要政府立法或措施所欲達成之「目的」是追求政府的正當合

法利益(legitimate interest)，即予以合憲推定。至於在「手段」審查方面，

倘若政府立法或措施所採用之「手段」與「目的」達成之間，具有合理關聯性( 

rational relationship)即屬合憲。
102
合理關聯性審查標準是三重標準中最寬鬆

者，因為所謂「正當合法利益」是極為抽象的概念，亦是極易滿足的條件，只要

政府立法與措施係以公共福利、社會秩序之追求為出發點，均可滿足此條件。基

此，法院若採此標準對系爭立法進行審查，則該立法與行政措施極易被推定為合

憲。大抵看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自 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ducts Co.

一案判決後，對有關經濟性或者社會福利的立法或政府措施，原則上皆採取合理

審查標準，以符合政府對社會福利政策推動的欲求。
103
 

    (    (    (    (二二二二) ) ) ) 中度審查標準中度審查標準中度審查標準中度審查標準 ( ( ( (中標中標中標中標))))    

                中度審查標準乃介於寬鬆與嚴格之間的中標，法院若採取中度審查標準，在 

「目的審查」上會先探究立法或措施是否為「重要的」(important)或「實質的」 

                                                 
101
 陳文政，同前註，頁 134。 

102
 陳文政，《世紀憲法判決：布希控高爾案之分析》，台北：五南出版，2006 年，頁 337。 

103
 蘇彥圖，《立法者的形成餘地與違憲審查》，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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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tial)政府利益，然後在「手段審查」上，要探察政府所選定之手段與

目的達成間是否具有實質的(substantially related)或緊密契合(close fit)

之關聯性，若有實質關聯性，法院即予以合憲認定。
104
中度審查標準介於合理審

查標準與嚴格審查標準之間，其審查之強度一方面不及於嚴格審查之高標程度，

另一方面又高於合理審查標準之低標要求，正因處於兩極端之間，而內涵要件亦 

非相當具體明確，故適用中度審查標準之案件，政府負有舉證責任，以證明系爭

立法或措施合憲之正當理由，而不適用「合憲性推定原則」。惟在此標準之操作

上，法院仍具相當大之司法裁量空間。聯邦最高法院在審理涉及「性別」及「非

婚生子女」之平等保護案件
105
時，均採用中度審查標準為之。 

    (    (    (    (三三三三) ) ) ) 嚴格審查標準嚴格審查標準嚴格審查標準嚴格審查標準 ( ( ( (高標高標高標高標))))    

                嚴格審查標準係為三重審查標準中之「高標」，對系爭立法採取最嚴格的要

求，所謂「理論上嚴格，實際上致命」(strict in theory,fatal inpractice)
106
，

於此標準下受審查之系爭立法，幾為違憲宣告。申言之，聯邦最高法院若採取嚴

格審查標準審理系爭案件，首先在「目的審查」時會先探究系爭之政府立法或措

施所追求的目的，是否為「極為重大急迫」(compelling)之公共利益。然後，在 

「手段審查」上會探察政府之手段是否為達成目的之「必要且嚴格限縮」

(necessary and narrowly tailored)
107
手段，或手段與目的達成之間是否具有

「完全契合」(perfect fit)之關聯性。
108
此標準與前述之中度審查標準，均認

政府必須負舉證義務，而在嚴格審查標準之操作下，系爭立法或政府措施完全合

憲之可能性，可謂微乎其微。 

    實務上，聯邦最高法院會採用嚴格審查標準之案件，包括涉及個人不可或缺

                                                 
104
 陳文政，前註 102 文，頁 337。 

105
 法治斌，〈司法審查中之平等權：建構雙重基準之研究〉，《研究彙刊：人文與社會科學》，第

6 卷第 1 期，1996 年，頁 39-40。 
106
 Gerald Gunther, Foreword：In Search of Evolving Doctrine on a Changing Court：A Model for a 

New Equal Protection, 86 Harvard Law Review, at 8 (1972). 
107 “necessary and narrowly tailored”另有學者譯為「必要並從嚴限縮之範圍」，參見法治斌，前註

105 文，頁 37。 
108
 陳文政，前註 102 文，頁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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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本性權利，如隱私權(包括婚姻自由、生活方式選擇權、性行為及性伴侶選

擇權、婦女終止懷胎選擇權)、旅行權、選舉權、訴訟權、結社自由權。此外，

聯邦最高法院對涉及種族或外國人差別待遇之政府立法或措施，亦從嚴審查。
109

此外，涉及「針對言論自由內容之規制」(content-based regulations)
110
者，

聯邦最高法院亦以嚴格審查標準繩之。 

        三三三三、、、、三重審查標準之細緻化三重審查標準之細緻化三重審查標準之細緻化三重審查標準之細緻化    

                關於美國多元化的違憲審查標準，在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實務發展之中，已

能掌握「顯著的關鍵點」，以「目的」及「手段與目的之關聯」來區分出寬嚴不

同的審查標準，惟對於其他「細微的關鍵處」，似乎缺乏更精確的闡述。有鑒於

此，美國學者 R. Kelso 教授嘗試在「目的」及「手段與目的之關聯」之外，加

入另外兩項要素─「限制較少之替代手段檢驗」(less restrictive alternatives 

test)及「舉證責任」(burden of proof)
111
，分析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各個權利

領域所採取的審查標準，歸納得出三種「合理審查」、兩種「中度審查」與一種

「嚴格審查」。並主張以此「三層六種」違憲審查標準形成一套光譜般的完整體

系，以供法官於個案裁判時參酌採納。
112
此三層六種之違憲審查標準體系，本文

以下表說明之： 

 

 

 

                                                 
109
 陳文政，前註 97 文，頁 136-137。 

110
 「針對言論自由之規制」係指政府立法或措施的內容直接針對某言論所表達之思想或訊息本

身，或政府目的在限制該思想或資訊所產生的「資訊傳播影響」(communicative impact)者，即屬

之。例如，禁止大學教授在課堂上講授共產主義思想，禁止機密性資訊出版，或禁止在特定地區

展示納粹十字標記(swastika)。See Geoffrey R. Stone, Content-Neutral Restrictions, 54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46, 47 (1987)；林子儀，〈言論自由的限制與雙軌理論〉，《現代國家與憲法

─李鴻禧教授六秩華誕祝賀論文集》，台北：月旦出版，2007 年，頁 663-665；陳文政，前註 102

文，頁 338。 
111
 湯德宗，前註 95 文，頁 19。 

112
 R. Randall Kelso, Filling Gaps in the Supreme Court’s Approach to Constitutional Review of 

Legislation：Standards, Ends, and Burden Reconsidered, 33 Texas Law Review at 493-599 (1992)；R. 

Randall Kelso, Three Years Hence：An Update on Filling Gaps in the Supreme Court’s Approach to 

Constitutional Review of Legislation, 36 Texas Law Review at 1-43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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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333----2222：：：：KelsoKelsoKelsoKelso 之三層六種違憲審查標準體系之三層六種違憲審查標準體系之三層六種違憲審查標準體系之三層六種違憲審查標準體系    

審查標準審查標準審查標準審查標準 

三層三層三層三層 六種六種六種六種 

目的檢驗目的檢驗目的檢驗目的檢驗 手段檢驗手段檢驗手段檢驗手段檢驗 舉證責任舉證責任舉證責任舉證責任 是否為限制較少是否為限制較少是否為限制較少是否為限制較少

替代手段檢驗替代手段檢驗替代手段檢驗替代手段檢驗 

最低合理性標準最低合理性標準最低合理性標準最低合理性標準 追求政府正當

合法之利益即

可 

(全然尊重立法

者) 

手段與目

的達成之

間只要有

合理的關

聯性即可。 

(全然尊重

立法者) 

人民負起 不為限制較少替

代手段檢驗 

基本合理性標準基本合理性標準基本合理性標準基本合理性標準 追求政府正當

合法利益即可

(並非全然尊重

立法者) 

手段與目

的達成之

間只要有

合理的關

聯性即可。 

(並非全然

尊重立法

者) 

人民負起 進行輕微的限制

較少替代手段檢

驗 

 
 
 
 
 
 
 
 
 
 
 
 
 
 

合
理
審
查
標
準

合
理
審
查
標
準

合
理
審
查
標
準

合
理
審
查
標
準 

 

帶有殺傷力的合理帶有殺傷力的合理帶有殺傷力的合理帶有殺傷力的合理

審查標準審查標準審查標準審查標準 

追求政府正當

合法利益即可

(並非全然尊重

立法者) 

手段與目

的達成之

間只要有

合理的關

聯性即可。 

(並非全然

尊重立法

者) 

政府負起 進行輕微的限制

較少替代手段檢

驗 

 
 

中
度
審
查
標
準

中
度
審
查
標
準

中
度
審
查
標
準

中
度
審
查
標
準 

 
 
 
 
 
 
 
 
 
 
 
 
 
 
 

基本的中度審查標基本的中度審查標基本的中度審查標基本的中度審查標

準準準準 

追求政府「重要

的」或「實質的」

利益 

手段與目

的之間要

具有「實質

的」或「緊

密契合」之

關聯性 

政府負起 進行實質的限制

較少替代手段檢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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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殺傷力的中度帶有殺傷力的中度帶有殺傷力的中度帶有殺傷力的中度

審查標準審查標準審查標準審查標準 

追求政府「重要

的」或「實質的」

利益 

手段與目

的達成之

間要具有

「直接」相

關。 

政府負起 進行實質的限制

較少替代手段檢

驗 

 
 
 
 
 
 

嚴
格
審
查
標
準

嚴
格
審
查
標
準

嚴
格
審
查
標
準

嚴
格
審
查
標
準 

 
 
 

嚴格審查標準嚴格審查標準嚴格審查標準嚴格審查標準 追求政府「極為

重大迫切」利益 

手段與目

的達成之

間須有「必

要且從嚴

限縮適用

範圍」或

「完全契

合」之關聯

性 

政府負起 進行實質且從嚴

限縮的限制較少

替代手段檢驗 

資料來源：整理自 R. Randall Kelso, Filling Gaps in the Supreme Court’s 

Approach to Constitutional Review of Legislation：Standards, Ends, and 

Burden Reconsidered, 33 Texas Law Review at 493-599.(1992)；R. Randall 

Kelso, Three Years Hence：An Update on Filling Gaps in the Supreme Court’s 

Approach to Constitutional Review of Legislation, 36 Texas Law Review at 

1-43 (1995)；湯德宗，〈違憲審查基準體系建構初探─「階層式比例原則」構想〉，

發表於：第六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暨釋憲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中央

研究員法律學研究所暨中華民國憲法學會主辦，2008 年，頁 20-25；李愷其，《第

七屆大法官違憲審查標準之研究─以平等權、自由權案例為中心》，臺灣師範大

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頁 49-50。 

     

    Kelso 教授所提出三層六種之違憲審查標準體系，較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歷

經多次判決所創設之三重審查標準，在內涵上顯為精緻。雖然在美國尚未蔚為通

說，但對於違憲審查標準理論與司法判決實務上的匯通甚有助益，從事美國司法

違憲審查標準之研究者，應予重視。 

        四四四四、、、、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違憲審查標準之建構，並非無中生有的判決蹊徑，而是職司憲法解釋者長久

以來歷經社會變動、憲政發展，順應人權保障趨勢而與時俱進的憲政結晶。美國

聯邦最高法院經由個案的累積，在不同領域間逐步發展出不同的憲法原則，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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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原則實際上轉化為最高法院審查國家行為時據以操作的審查標準，無論是「三

重審查標準」、「三層六種審查標準」、乃至於審查言論自由的「雙軌理論」、「雙

階理論」
113
，皆係法官在不同案件中根據個案事實需要，逐漸摸索形成之原則，

具有高度之經驗內涵。這些審查標準的建構，雖然有其未臻完備之處，但對司法

違憲審查的內部正當性與判決可預測性的強化，無疑有廣泛而長遠的貢獻。 

貳貳貳貳、、、、德國司法違憲審查標準德國司法違憲審查標準德國司法違憲審查標準德國司法違憲審查標準    

                關於德國司法違憲審查標準，最具代表性以及被學界與實務界所承認之通

說，當為「比例原則」。
114
「比例原則」發展自歐陸，尤其以德、法兩國為主， 

其概念之主要內涵為政府所採取之行政措施，與其所欲達成之目的間，必須合乎

一定的比例或均衡(proportionate or balance)，始為合理。隨著憲政經驗的發

展，比例原則之規範位階逐漸由「行政法位階」演進至「憲法位階」，而比例原

則亦發展出三段式的檢驗內涵。
115
本文將就其三段式檢驗之具體內涵加以介紹， 

再論及實務上常與之搭配使用的「三重審查密度」。最後，對涉及職業自由的三

階理論作一初步的考察。 

        一一一一、、、、比例原則之三段式檢驗比例原則之三段式檢驗比例原則之三段式檢驗比例原則之三段式檢驗    

                比例原則作為上位概念，其下有三個子原則(或稱派生原則)，茲述如下： 

    (    (    (    (一一一一) ) ) ) 適合性原則適合性原則適合性原則適合性原則    

                「適合性原則」在學術上又謂「適當性原則」、「妥適性原則」、「合目的性原

則」等，係指國家之立法行為或行政措施中所規定的「手段」，必須適合於(有助

於)「目的」之達成。就立法權而言，乃指立法者所訂定限制人民權利的法律必

須適合於公益目的之追求；就行政權而言，乃指行政行為所採取之手段必須適合

                                                 
113
 關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查涉及言論自由案件時所採取的審查標準，請參見林子儀，前註 110

文；許宗力，〈談言論自由的幾個問題〉，收於《台灣憲法之縱剖橫切》，台北：元照出版，2002

年，頁 239-267。本文礙於篇幅，於此不贅。 
114
 關於德制之「比例原則」，國內學者多有介紹。其中最詳盡者，當屬學者盛子龍之碩士論文。

參見盛子龍，《比例原則作為規範違憲審查標準之準則─西德聯邦憲法法院判決及學說之研究》，

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年。 
115 李愷其，《第七屆大法官違憲審查標準之研究─以平等權、自由權案例為中心》，臺灣師範大

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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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立法目的之謂；就司法權而言，乃指法院判決所採取之手段，必須符合追求公

平正義之目的。
116
申言之，「適合性原則」旨在檢視手段是否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而所謂「有助於」之界定，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通常採取「明白性審查標準」，僅 

就立法者所為之事實(立法事實部分)預測「明顯錯誤」時，法院始予非難。
117
易

言之，只要系爭手段並非「全然無助於」或「完全不適合」達成目的，即可通過

「適合性原則」之檢驗。惟聯邦憲法法院有時也個案情況而採取「可支持性審查

標準」甚或「強烈的內容審查標準」，進行適合性審查。 

    (    (    (    (二二二二) ) ) ) 必要性原則必要性原則必要性原則必要性原則    

                通過「適合性原則」之檢驗後，即須進一步觀察系爭手段是否為達成目的所

必要。按聯邦憲法法院之定義：「如果別無其他有效且對基本權未予限制或限制

較小之手段可供選擇」
118
，故其係指於所有同樣能達到目的之手段中，必須擇一

予人民最小侵害之手段，所以又可稱為「最小侵害原則」或「必要且最小侵害原

則」。本原則適用的前提，唯有在有一目的與數手段同時存在的情況下才能發生，

否則只有一手段可達成目的時，本原則即無適用餘地。
119
質言之，必要性原則之

檢驗依序應分為兩個層次：「相同有效性」及「最小侵害性」。所謂「相同有效性」， 

係指其他手段可以相同的適合性程度實現預設之目的。蓋選擇達成目的之手段，

固屬立法裁量之範圍；面對不同適合性程度之手段，原則上立法者有選擇之自

由，並非聯邦憲法法院應代為決定也。而「相同有效」之概念，按聯邦憲法法院

之見解，須該手段之各方面，皆可明白確定對於目的之達成與立法者所採行之措

施具有相同之價值時，始足當之。
120
其次，關於「最小侵害性」，聯邦憲法法院

原來僅有模糊的標準，申言之，即以對基本權侵害之強度作為判斷依據，愈接近

各該基本權保護範圍之核心者，侵害程度愈強；僅觸及基本權保護範圍之外緣

                                                 
116
 李愷其，同前註，頁 67。 

117
 例如在「磨坊結構法」案(BverfGE 39, 210 (230).)，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表示：「立法者在經濟

政策事務之判斷上的預測是否合理而且可以支持，聯邦憲法法院只有當可以明白地確認措施對目

的不適合時，才可以加以否認。參見盛子龍，前註 114 文，頁 59。 
118
 BverfGE 33, 171 (187). 

119
 李愷其，前註 115 文，頁 67-68。 

120
 參見「原油煉製品儲存」案(BverfGE 30, 292 (319).)；盛子龍，前註 114 文，頁 8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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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侵害程度較弱。直至「藥房案」
121
，始提出三階段判準。

122
 

    (    (    (    (三三三三) ) ) ) 狹義比例原則狹義比例原則狹義比例原則狹義比例原則    

                系爭法律或行政措施通過適合性及必要性原則之檢驗後，最後必須通過「狹

義比例原則」之檢驗，始為真正通過「比例原則」之審查。「狹義比例原則」提

供了一個更寬廣、更具權衡性的比較方法。聯邦憲法法院對此所發展出來的操作

原則，乃是「愈如何，則愈如何」之比較性命題，如系爭手段對人民基本權侵犯

之程度愈大，則相對的公益保護就必須愈迫切；對於基本權侵犯愈嚴重，所保護

的公益就必須愈大(廣泛)。質言之，狹義比例原則係指一個國家行為，雖是達成

目的所必要，但仍不可予人民「過度之負擔」。所謂「過度之負擔」，係指國家公

權力為追求此國家目的所採用的手段，在造成人民基本權損失方面，是不成比例

的。亦即，目的之利益必須大於手段之弊害。
123
 

狹義比例原則與前兩項原則之差異在於，狹義比例原則從根本上容有推翻該

目的追求之可能。質言之，由於必要手段加上副作用(予人民之負擔)，使手段產

生了價值，得以與目的進行必較衡量，該手段因具有價值，而提升至目的的層次，

成為目的和目的間的考量，德國學界稱此為「目的使手段正當化」。
124
 

        二二二二、、、、三重審查密度之概念內涵三重審查密度之概念內涵三重審查密度之概念內涵三重審查密度之概念內涵    

    聯邦憲法法院於對系爭案件進行比例原則之審查時，在進行檢驗的三個階段

中，皆不免需作立法事實的調查與判斷，作事實判斷時，法院究竟達到何種確信

程度，才足以認定事實的存在？
125
為避免法院在價值判斷上挹注過多個人色彩， 

而使判決有失客觀，憲法法院於此便發展出三種寬嚴不同的認定標準(即三重審

                                                 
121
 關於藥房案之判決介紹，請參蕭文生譯，〈關於職業自由(工作權)之判決〉，收於《西德聯邦

憲法法院裁判選輯 (一)》，台北：司法院秘書處，1990 年，頁 128-182。 
122
 此三階段判準即為涉及職業自由限制之「三階理論」，本文另述於後。 

123
 具體而言，狹義比例原則之判斷標準有三：一、基本權本質上之重要性：指基本權在價值秩

序中所佔之重要性地位，據之與該基本權受侵害之強度併為判斷。二、基本權侵害態樣之具體程

度：除前述之「核心─外緣」區分以外，亦包括基本權受侵害之量、侵害持續之時間、以及對該

基本權之侵害是否有配套措施等加以考量。三、涉及公益之迫切性：指保護之公益所面臨之危險

程度的大小，可分為「一般公益」、「重要公益」、「極重要公益」三種類型。 
124
 蔡震榮，〈論比例原則與基本人權之保障〉，收於氏著《行政法理論與基本人權之保障》，台北：

五南出版，1999 年，頁 106。 
125
 李愷其，前註 115 文，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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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密度)與比例原則搭配適用以進行審查。
126
茲述如下： 

    (    (    (    (一一一一) ) ) ) 明顯性審查標準明顯性審查標準明顯性審查標準明顯性審查標準 ( ( ( (低標低標低標低標))))    

                明顯審查標準係為三重審查密度中的「低標」，對系爭案件採取最寬鬆的審

查查標準。申言之，當憲法法院採取此審查標準時，立法者將擁有最寬廣的政策

形成空間。由於此項標準的用意，僅是想確保憲法的「最外圍界限」不致受到侵

犯，因此亦僅當系爭法律規範「一望即知地」、「任何人皆可辨認地」「顯而易見

地」、「明顯地」、「毫無疑義地」或者「顯然地」違反憲法規範時，憲法法院才會

將之宣告為違憲。
127
雖然明顯性審查標準被部分論者認為是最沒有爭議的一項審

查標準，可是憲法法院對於這項審查標準的操作運用方式，毋寧並沒有如其要求

內涵一般的清晰明確。
128
憲法法院在此標準的實際操作上，並非以「一望即知」

的直觀方法來論證手段必要性的審查衡量，而係往往以「相同有效性」及「最小

侵害性」同時作為對系爭規範進行「必要性原則」審查的前提條件。憲法法院如

此嚴謹而詳盡的一貫風格，往往使「明顯性審查標準」與「可支持性審查標準」 

在實務上的區隔不易。因此欲就審查結果辨識顯然採取明顯性審查標準的案例， 

在實務上的確有其侷限性。 

    其顯例可以兩德基本關係條約案
129
為例，憲法法院於此指出，統一乃是基本

法上的要求，不過以何種途徑達成，始可視為政治上正確且合目的，必須由負責

行政行為之機關判斷之。聯邦憲法法院只有當立法者明顯的逾越裁量範圍，或是

其措施自法律或事實而言，顯然違反在自由的前提下統一的目標時，憲法法院始

得阻止之。聯邦憲法法院進一步說明，以何種政治上的方法或途徑，去實現基本

                                                 
126
 三重密度審查標準係發展自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 1976 年之「勞工參與案」((BverfGE 50, 290).)

一案中，就歷年來的聯邦憲法法院判決，歸納出對於立法者的確認事實與預測的三種不同審查密

度。請參許宗力，〈比例原則與法規違憲審查〉，收於《戰鬥的法律人：林山田教授退休祝賀論文

集》，台北：元照出版，2004 年，頁 215；陳愛娥，〈大法官憲法解釋權之界限─由功能法的觀點

出發〉，收於《大法官釋憲五十週年學術研討會紀錄》，台北：司法院書記處，1999 年，頁 342。 

羅名威，《違憲審查權控制立法權的界限》，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頁

127-132。 
127
 許宗力，〈基本權的保障與限制 (下)〉，《月旦法學教室》，第 14 期，2003 年，頁 51；蘇彥圖，

前註 103 文，頁 73。 
128
 李愷其，前註 115 文，頁 69。 

129
 BverfGE 3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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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規定的統一目標，或至少更接近它。估計其成功率是聯邦政府與國會多數黨

的工作，法院既無法批評，亦無就政策成功的可能性表達意見的餘地。
130
在此案

中，吾人即可明確得知，憲法法院對此案之審查係採明顯性審查標準，給予立法

部門與行政機關最大的政策形成空間，在此空間內，司法者不予介入。 

    (    (    (    (二二二二) ) ) ) 可支持性審查標準可支持性審查標準可支持性審查標準可支持性審查標準 ( ( ( (中標中標中標中標))))    

                可支持性審查標準係屬三重審查密度中的「中標」，其在三重審查密度均定

位為是針對立法者之「事實論斷」與「預測決定」之「內容審查」的基本模式理

解下，主要在要求立法者所作的決定必須是出自於「合乎事理並可以支持的判斷 

」，即立法者依其所能接觸到之資訊而為的評價判斷，必須達到能使憲法法院具

體理解而可以支持的程度。申言之，本標準之意義係為，只要受審查之立法者的

評估合乎事理或適當，聯邦憲法法院即予以尊重。立法者於此雖然無法享受到如 

在明顯性審查標準下所擁有的充分政策形成空間(自由)，但其決定空間仍相當大 

。本審查標準的出發點為，立法者的預測內容比較具有確定性，聯邦憲法法院對

於其要判斷的對象，有理解與認知的能力，能與立法者針對同一資料來源，分別

判斷其正確性。
131
聯邦憲法法院採取此審查標準審查系爭案件是否具有「可支持

性」時，其進行評價的立場建構於，立法者所為的評價判斷在內容上在內容上是

否具有「可支持性」的問題，基本上應取決於立法者於制定法律規範時，是否有

充分考慮到其可以接觸得到的知識來源、有無徵詢專家的意見、是否適切地運用

了實證調查或統計分析等因素。
132
換言之，「可支持性審查標準」原本設定之「 

合乎事理並可以支持」的內容合理性要求，相當程度上將轉換成為立法者謹慎立

法的行為要求，只要立法者屢行其「謹慎義務」，則憲法法院基本上便會支持、 

肯認其所為評價判斷的合理性與合憲性。
133
 

                                                 
130
 羅名威，前註 126 文，頁 129-130。 

131
 羅名威，同前註，頁 130。 

132
 這三種審查標準乃源自 1976 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勞工參與案」的判決，關於憲法法院 

於此案適用「可支持性審查標準」要求立法者負起謹慎立法義務的討論，請參盛子龍，前註 114

文，頁 29。 
133
 李愷其，前註 115 文，頁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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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審查標準就其立意而言，係最符合權力分立原則之審查標準，蓋由不同功

能的機關分別就共同可理解的事務加以審查，可尋求制度上較高的正確性。法院

與國會、行政部門在組織結構上有其根本差異，就各別領域上所掌握的資訊亦有

不同，故法院於經濟、租稅等並未全然熟悉的事務領域，採取可支持性審查標準，

以「適當性」作為控制標準，以客觀合理為評價指標，可避免法院在審查時受限

於專業能力不足的問題。 

    (    (    (    (三三三三) ) ) ) 強烈內容審查標準強烈內容審查標準強烈內容審查標準強烈內容審查標準 ( ( ( (高標高標高標高標))))    

                強烈內容審查標準係屬三重審查密度中的「高標」，對立法者的要求最為嚴

苛，憲法法院採取之標準進行審查時，強度最為強烈。依據此標準，立法者所為

之規範形成決定，必須是具有「充分之真實性」或「相當之可靠性」的事實論斷

或預測決定，而為了確保此項要求標準，憲法法院必須對立法者的判斷作具體而

詳盡的深入分析，並在實質正確的觀點下審查其合憲性。
134
強烈內容審查標準與

前述明顯性審查標準採取相反的審查立場，在此審查標準下，憲法法院之違憲審

查權可以作最大的延伸，而立法者的政策預測空間或形成自由被壓縮到最小的範

圍。具體而言，適用強烈內容審查的案件，憲法法院對立法權的態度是基於實質

正確性的角度出發，也就是原則上由憲法法院來決定答案的對錯。
135
強烈審查標

準的適用領域，大致上可包括以下三種：
136
 

        1. 1. 1. 1.個人自由權之傳統核心案型個人自由權之傳統核心案型個人自由權之傳統核心案型個人自由權之傳統核心案型    

涉及生命權、人格權、人身自由、遷徙自由以及住宅不受侵犯之自由等。 

        2.        2.        2.        2.與民主政治具有直接關聯性之基本全案型與民主政治具有直接關聯性之基本全案型與民主政治具有直接關聯性之基本全案型與民主政治具有直接關聯性之基本全案型    

涉及政治平等權、言論自由、資訊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組織政黨自

由乃至於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等。 

        3.        3.        3.        3.其他對於基本權利之干預較強的類型其他對於基本權利之干預較強的類型其他對於基本權利之干預較強的類型其他對於基本權利之干預較強的類型    

                雖然聯邦憲法法院對於涉及核心基本權之案件類型，多採取強烈內容審查標

                                                 
134
 許宗力，〈憲法與政治〉，收於氏著《憲法與法治國行政》，台北：元照出版，1999 年，頁 49。 

135
 羅名威，前註 126 文，頁 131。 

136
 蘇彥圖，前註 103 文，頁 79-80。 



第三章  司法違憲審查制度與第六屆大法官釋憲實務 

 113 

準，但若觀其實際判決內容，可知即便是嚴重的基本權限制，聯邦憲法法院仍不

可能將立法者之意志排除在外；不過憲法法院也為自己創造了介入的理由，同時

預留了與立法者辯論的空間，相較於其他兩種審查標準，顯然已是最嚴格的審查

態度。
137
惟就案例的觀察來看，也只有在涉及高度限制基本權，或受限制的是無

條件保障的基本權(例如信仰自由、藝術自由、學術自由)時，此一嚴格審查標準

始有適用之正當性。 

        三三三三、、、、涉及職業自由之三階理論涉及職業自由之三階理論涉及職業自由之三階理論涉及職業自由之三階理論    

    憲法法院在對系爭案件進行審查時，除了以受侵害基本權之性質、侵害之程

度
138
作為權衡之基準，系爭案件所涉及公益的重要性，亦為不可忽視之考量取向。 

憲法法院於「藥房案」
139
判決中，針對公益目的發展出三階理論，將國家限制職

業自由所追求的公益目的，大致上分為三個階層，茲述如下： 

    (    (    (    (一一一一) ) ) ) 單純執業規定階層單純執業規定階層單純執業規定階層單純執業規定階層：「：「：「：「一般公益一般公益一般公益一般公益」」」」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於此階層中，立法者的形成自由最為寬廣。蓋立法者只要是出自為追求一般

公益的合理考慮，憲法法院即可將之正當化。亦即，只要立法者是為了一般性公

益，而其追求之目的不違反基本法之價值秩序時，即可對職業活動之種類方式、 

手段及形式、內容及範圍加以規定。 

                ((((二二二二) ) ) ) 主觀許可條件階層主觀許可條件階層主觀許可條件階層主觀許可條件階層：「：「：「：「重要公益重要公益重要公益重要公益」」」」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所謂「重要公益」(或稱相對公益)係指因社會現實所需，由立法者所設定出

之公共價值，例如消費者保護、有效能之司法救濟制度等。憲法法院並強調，在

此一階層，只有當立法者之觀點(重要公益措施)已明顯錯誤，或與基本法之價值

秩序不符時，法院始可予以違憲認定。而立法者若欲對其所追求之重要性公益目

的設以職業限制，一般情況為執業者必須具備某些條件始得從事某類職業，即為 

對職業選擇之許可條件。例如設定最高執業年限、要求提出專業證明等。 

    (    (    (    (三三三三) ) ) ) 客觀許可條件階層客觀許可條件階層客觀許可條件階層客觀許可條件階層：「：「：「：「極端重要公益極端重要公益極端重要公益極端重要公益」」」」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137
 羅名威，前註 126 文，頁 132。 

138
 參見前註 123 文。 

139
 關於「藥房案」之判決，請參前註 121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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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極端重要公益」(或稱絕對公益)，係指社會上普遍承認之公益，有社

會價值獨立性的特徵，且先於立法者存在的公共價值，例如國民健康、交通安全、 

減低失業與促進就業等。
140
客觀許可條件對職業自由之侵害最為嚴重，故僅在可

以證明追求極端自由公益得以防止嚴重危險時，始得正當化對職業自由客觀許可

條件的限制。立法者於實務上的作法，係規定從事某一職業須具備一定條件，而

該等條件與人的天生條件或後天努力無關，即個人對該條件能否屢行不能加以影

響者，係為客觀許可條件之限制。 

        四四四四、、、、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對行政、立法權的控制密度，反映在法院於系爭案件操作

上採擇的審查標準。而最多討論的聚焦點，在於對立法結果的控制程度，也就是 

對法律內容的本身對人民基本權利造成限制的控制程度。從德國憲政經驗來看， 

若就事務之領域來觀察違憲審查權行使的程度，德國學界大概可以整理出一個初

步的共識，即聯邦憲法法院就外交問題、經濟政策、教育政策上保持低密度的審

查，而在限制人民基本權的刑罰法律上，採取最嚴格的態度。而就立法種類而言， 

也可區別出憲法法院的控制密度。現代國家基於行政任務的複雜性，對於行政計

畫之需求日深，不僅行政部門，連立法機關也受到影響。行政性質的法規範，基

於所牽涉利益與資訊的複雜性，立法者於此開放相當多的空間給予行政機關，由

行政機關衡量各種資訊及利益狀態，以實現計畫之目的。而若就基本權受侵害的

程度而觀，可發現憲法法院的審查密度必須與基本權的侵害強度合乎比例，或有 

謂之為「愈…則愈…」公式。
141
大體而言，德國的違憲審查標準，發展上有愈來

愈精緻之趨向，對於涉及人民基本權之立法控制，亦有與時俱進之特徵。若能透

過判決經驗的累積，輔以不同審查密度理論的佐證，建構更精細、可預測性更高

的審查標準體系，應可強化對人民基本權之制度性保障。 

 

                                                 
140
 李愷其，前註 115 文，頁 86。 

141
 許宗力，前註 127 文，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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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美美美美、、、、德司法違憲審查標準之綜評德司法違憲審查標準之綜評德司法違憲審查標準之綜評德司法違憲審查標準之綜評    

                美、德兩國由於其憲法規範內涵、違憲審查制度、憲政發展脈絡之殊異，進

而發展出兩套截然不同，卻又有相通之處的司法違憲審查標準，導致在違憲審查 

實務上的發展，呈現了迥異的風貌。如對美、德之司法違憲審查標準加以比較、

綜合評價，可由四個面向加以觀察： 

        一一一一、、、、審查標準之論述架構審查標準之論述架構審查標準之論述架構審查標準之論述架構    

                美、德之司法違憲審查標準目的皆在界定與區隔司法違憲審查機關對於政治

部門價值判斷之合理性要求的寬嚴程度問題，可是這兩套理論模式對於各項審查

標準之論述架構可說容有差異。
142
美式的三重審查標準，是針對「目的重要性」

及「手段與目的不同關聯性」這兩項課題的論證要求所架構，法院審查政治部門

規制決定之合理性問題的寬嚴程度，基本上便是透過這兩項課題之不同程度的論

證要求，來進行區隔與界定；至於德國的比例原則及三重審查密度，則無疑是以

較為抽象的方式，直接表達各自對於立法者所為評價決定之合理性或可靠性所設

定的論證要求程度，而在沒有針對具體問題設定具體論證要求的情況下，尤其是 

德式三重審查密度的「明顯性審查標準」與「可支持性審查標準」這兩項審查標

準之間，就會出現無法被明確劃分的問題。
143
申言之，德式三重審查密度由於其

上位規範「比例原則」本身即為一項獨立的審查標準，所以沒有如美式三重審查

標準上，進一步建構出「目的重要性」與「手段與目的不同關聯性」的論證架構。 

蓋德式三重審查密度的兩個派生原則「必要性原則」與「狹義比例原則」的規範

要求內涵實際上已經相當固定
144
，因此並沒有針對不同密度之間的操作解釋空間 

加以進一步的區隔。一般而言，美式三重審查標準在論證架構上被認為比較清晰

明瞭，界定上也較為清楚，爭議程度不如德式三重審查密度來的大。 

        二二二二、、、、審查標準之多元與單一審查標準之多元與單一審查標準之多元與單一審查標準之多元與單一    

                在實體價值層面，兩種模式的主要差異在於：德國的比例原則模式強調各種

                                                 
142
 李愷其，前註 115 文，頁 92。 

143
 蘇彥圖，前註 103 文，頁 85-86。 

144
 而另一派生原則「適合性原則」，咸認尚留有法官心證裁量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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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權利(平等權除外的其他權利)都應受到同等保障，法院也應一視同仁，因此

在規範上應適用「單一審查標準」。
145
美國模式似乎認為各種憲法權利的地位不

盡相同，而有所謂「優位權利」(個人權利)與「非優位權利」(財產權)的位階或

序列差別。然而優位權利的主張在美國法上早也已受到質疑，如今美國法之所以

採取「多元」而非「單一」的審查標準，並非全然因為在實體價值上選擇抽象的

區分各種憲法權利的位階高低，而同時尚有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與程序功能的考

量，甚至後者的考慮比重還時常高於前者。
146
 

    因此，如果認為司法違憲審查的確會發生「正當性」(legitimacy)而非「合

法性」(legality)的疑慮，應該就比較容易接受多元審查標準的思考模式。又如

果願意正視各種憲法權利及其事務領域的多元、複雜性質，並且從功能論的角度

思考權利分立與法律保留等問題，應該也會理解並且接受多元審查標準的分析模

式。
147
 

        三三三三、、、、實質價值標準的採擇實質價值標準的採擇實質價值標準的採擇實質價值標準的採擇    

                如果對兩種模式的出發點加以探究，可發現德式的比例原則模式由於強調單

一標準，尚且要能適用到所有的權利類型，因此其思考方向是與各種權利的內涵

分離，而往總論式的抽象單一標準發展，故容易成為價值中立的空洞模式。
148
反

之，美國模式的審查標準與各種憲法權利的實質內涵相結合，因此會發展成各論

式的具體多元標準。這也是美國與德國憲法學在基本權利理論體系上的重大差異

之一：德國非常重視總論式的基本權利理論，甚至在主觀公權利理論之外，還發

展出客觀規範理論，而有制度性保障、國家保護義務、組織程序保障功能等；反 

之，美國法幾乎不談這類抽象理論，而直接進入並發展個別憲法權利的理論。
149
 

對美國法而言，法院要發展出特定的具體標準來適用於個案審查，才算是採取有

                                                 
145
 由於德國法對於平等權案件是否適用比例原則仍有爭議，在此限度內，德國模式也有「雙重

標準」。但不論是自由權或平等權之內，則都是單一標準。參見黃昭元，前註 99 文，註 210。 
146
 黃昭元，同前註，頁 112。 

147
 黃昭元，同前註，頁 112-113。 

148
 李建良，〈基本權利體系之構成及其思考層次〉，收於氏著《憲法理論與實踐 (一)》，台北：

學林文化，1999 年，頁 93-94。 
149
 黃昭元，前註 99 文，頁 113-114。 



第三章  司法違憲審查制度與第六屆大法官釋憲實務 

 117 

用、可行的審查標準
150
；而德國的比例原則模式似乎在審查標準與各個憲法權利

的內涵或保障範圍的界定上，並未加以嚴格區分，因此在德國模式下，權利內涵

或保障範圍的解釋與比例原則適用，較之於美國，似乎始終是涇渭分明的兩個不

同階段。 

        四四四四、、、、規範要求與具體適用的問題規範要求與具體適用的問題規範要求與具體適用的問題規範要求與具體適用的問題    

                德國模式雖然發展出所謂的「審查密度理論」，但似乎強調這只是同一比例

原則在具體適用時，因應所謂立法事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操作密度；在規範層面， 

則仍是相同的審查標準─比例原則。
151
相對地，美國模式下的多元審查標準本身

則始終是規範層面的要求，而非只是具體適用時的不同操作密度。
152
惟美國模式

下的各種審查標準在具體適用時，其實也還是會有其審查密度的問題，因為各種

審查標準都不可能是完全機械式的適用，而將立法事實略之不顧。 

    雖然美式的審查標準與德式的審查標準存有上述差異，但德式的比例原則經

過審查密度的操作，其實也會產生類似美國多元審查標準的結果。
153
從正面來看， 

這正是比例原則內涵的類型化與多元化發展。反之，如果比例原則可以和不同的

審查密度並存，而仍然可以宣稱是規範上的單一標準，那此種「單一標準」式的 

比例原則勢將成為語意學上的堅持，而喪失其真正的規範力量。
154
因為德國憲法 

法院在面對不同個案審查，對各種審查密度進行採擇時，必然也會面臨如美國聯

邦最高法院在選擇審查標準時將面臨的類似問題，而必須對權利類型、事務領域、 

立法目的、限制目的與手段，以及侵害程度等因素間的交互影響進行考量，才能

做出判斷。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審查標準或密度勢必也將朝向類型化的多元標準

發展，而非僅限於概念操作上的單一標準。所以雖然兩國的審查標準的殊異反映

在許多層面上，但實際上已有相互融合匯通之趨勢。 

                                                 
150
 如涉及言論自由案件的「雙軌理論」和「雙階理論」等。 

151
 許宗力，前註 127 文，頁 53-55；蘇彥圖，前註 103 文，頁 76-86。 

152
 黃昭元，前註 99 文，頁 114。 

153
 關於比例原則從行政法原則延伸其適用範圍而成為憲法規範層次的原則之相關討論，請參蔡

宗珍，〈公法上之比例原則初論─以德國法的發展為中心〉，《政大法學評論》，第 62 期，1999 年，

頁 93。 
154
 黃昭元，前註 99 文，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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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我國對美我國對美我國對美我國對美、、、、德司法違憲審查標準之繼受德司法違憲審查標準之繼受德司法違憲審查標準之繼受德司法違憲審查標準之繼受    

                司法院大法官近十多年來對於我國憲政民主保障及促進之功，有目共睹，特

別是大法官於許多重要案件中，明示地或暗示地，一次次繼受、援用外國憲法學，

以解決我國之問題，進而使我國於人權保障上與西方民主國家同步。
155
若對我國

歷屆大法官解釋加以觀察，可發現大法官於解釋中往往沒有明確說明「審查標準」 

，而只是彈性甚或口訣式地援引「比例原則」或「必要」等概念
156
，分別作成合

憲或違憲的結論。
157
這些繼受之美、德的審查標準多半以隱晦的概念散見於各涉

及基本權的釋憲案件，且並非每個涉及基本權的案件，大法官皆會使用此概念標

準以操作審查；或者大法官於解釋中曾提及相關概念，但卻並未依此概念於系爭

案件中進行有意義的審查，遑論適用該等原則。所以吾國對美、德司法違憲審查

標準之繼受，若就體系化、類型化的角度來看，仍處於一個起步的階段。 

    現任大法官有鑒於此，對美、德司法違憲審查於釋憲實務上的採擇繼受，曾

嘗試加以明確地援引、適用，甚至試圖仿效美、德建構起類型化的違憲審查標準。 

吾人即以現任大法官中曾就美、德司法違憲審查標準具體、正面地加以援引，甚

至進行類型化建制，具有代表性者，加以提出，分就美、德兩主要模式加以論述。

158
 

        一一一一、、、、致力精緻化正統致力精緻化正統致力精緻化正統致力精緻化正統「「「「比例原則比例原則比例原則比例原則」」」」的許宗力大法官的許宗力大法官的許宗力大法官的許宗力大法官    

                「比例原則」的用語雖然早已出現在大法官解釋的解釋文中，並認為比例原

則就是憲法第二十三條的內涵。
159
但觀察現任大法官已作成的解釋，曾對比例原

                                                 
155
 林超駿，〈試論大法官繼受外國法之特色與挑戰：影響繼受結果「質」的幾個關鍵〉，《臺大法

學論叢》，第 34 卷第 3 期，2005 年，頁 75。 
156
 如林子儀大法官於釋字第 584 號解釋之不同意見書中指出：「我國釋憲實務所謂『必要』手段，

在不同個案中往往代表不同程度的合憲性要求」這樣的援引，並未提供可供質疑或對話空間的論

證基礎，而使審查標準未能使審查結果有初步的可預測性。基此，大法官開始致力於摸索、建構

所謂的層級化、類型化審查標準，以資參酌。 
157
 廖元豪，〈高深莫測，抑或亂中有序？─論現任大法官在基本權利案件中的「審查基準」〉，《中

研院法學期刊》，第 2 期，2008 年，頁 222。 
158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在於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之解釋，故對於本章節中美、德司法違憲審

查標準之繼受的討論，以現任(第六屆大法官卸任後所繼任)大法官所作成解釋中，對美、德司法

違憲審查標準採正面論述且具有代表性者為探討對象，以期不致逸脫研究之焦點。 
159
 如釋字第 436 號解釋謂：「亦應遵守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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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中的「適合性原則」、「必要性原則」、以及「狹義比例原則」等派生原則依序

演練，作為檢驗政府行為合憲性的依據，進行階層化論證的解釋，似乎付之闕如。 

基此，留德背景的許宗力大法官，嘗試在數號解釋中，示範操作教科書的「比例

原則三階論」加上階層化的「審查密度」，以證明「比例原則」並不當然是「空

洞公式」，而是一種可以應用、可以判斷分析的工具。對比例原則的精緻化與實

用化，極有貢獻。 

    ((((一一一一) ) ) ) 釋字第五七八號解釋協同意見書釋字第五七八號解釋協同意見書釋字第五七八號解釋協同意見書釋字第五七八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釋字第五七八號解釋的爭點在於：勞基法課雇主負擔勞工退休金是否違憲？

最後審查結果肯定系爭制度為合憲。許宗力大法官於此號解釋的偕同意見書中首

先指出：「比例原則」的公式雖然不變，但是由於「立法事實」的認定標準不同，

仍有寬嚴不同的審查標準。同時進一步引進德國的「最寬鬆審查標準」、「中度審

查標準」以及「最嚴格審查標準」，分別加以說明。隨即以「扣除法」說明理由

後─質言之，不適合採嚴格審查，也不應該放寬到最鬆的標準，所以只剩中間的

標準─認定「本件應採中度審查標準」。
160
而中度審查標準的內涵，則為「就立

法事實的認定與預測，審查是否合乎事理、說得過去」，亦即「可支持性審查標

準」。 

    再者，許宗力大法官按照「比例原則」中三個派生原則進行檢驗操作：第一，

系爭勞基法規定，既非完全無法達成「照顧勞工退休生活」之目的，而仍至少照

顧到百分之四十五的勞工，「適合性原則」已檢驗通過；第二，由於「勞僱協商

退休制度」在當時環境，恐怕難以有效達成目的，所以強制雇主承受仍然為最小

侵害的手段，「必要性原則」也因此通過；第三，在狹義比例原則的利弊權衡方

面，氏並未於此作任何具體的比較，而僅探究系爭制度是否對中小企業造成過重

負擔，並認定「立法者依此判斷系爭規定尚不至對中小企業造成不可期待之不合

理負擔，應尚屬言之成理，可以支持」。 

    最後，許宗力大法官於協同意見書之結尾的說明，足以顯示「審查標準」的

                                                 
160
 廖元豪，前註 157 文，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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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爭點所在： 

「然立法有缺失，並不就當然表示違憲。只要社會保險不是憲法要求之唯一

選項，只要本案不可能採嚴格審查標準，系爭規定仍屬合憲，只是立法者負有密

切注意事實之發展，並配合事實變遷檢討改進缺失之義務，以避免未來可能之違

憲情事發生。至於如何進一步改善勞工退休生活，例如採附加年金制，或採個人

帳戶制，或其他制度等，即使本席傾向支持以社會保險為核心，企業退休金採自

願實施的制度，這也不是因為憲法的要求，基本上還是立法選擇的問題。總之，

改善勞工退休生活，主戰場是立法院，不在大法官會議桌上。」
161
 

    這段話指明了「違憲」與「不當政策」的差異，也點出了「司法釋憲」的侷

限。如果採取「非嚴格審查標準」，就意味「主戰場不在大法官會議桌」，也就表

示大法官原本就無須擔任所有重大憲政爭議的裁決者，而可以將很多爭議案件理

所當然的「發回」政治部門或民間社會解決。透過「審查標準的採擇」，大法官

可以同時為「爭議裁決之論壇」界定出管轄權的界限。於此，審查標準具有表面

意義外的更深刻功能。 

    此號協同意見書雖然仍留有很多模糊之處，但操作的精確與「與教科書合致」 

程度已經遠非大法官以往對「比例原則」的操作可比。同時許宗力大法官點出了 

「立法事實」與「審查標準」的必要性。也證明了：即便運用(看似非常嚴酷的) 

比例原則，相關法令還是可能在尊重立法機關判斷的前提下，輕騎過關的。
162
 

    (    (    (    (二二二二) ) ) ) 釋字第五七九號解釋不同意見書釋字第五七九號解釋不同意見書釋字第五七九號解釋不同意見書釋字第五七九號解釋不同意見書    

                此號解釋涉及平均地權條例以所有人徵收價定額補償承租人之規定是否過

度侵犯財產權。大法官的多數意見認為系爭法律「尚不生侵害問題」。許宗力大

法官認為此案應採「中度審查」，蓋本法屬社會經濟立法，故對立法政策形成自

由應予尊重。而又因為財產權之干預強度甚高，所以應該提高到中度審查標準。 

    而在三個派生原則的依序審查方面，許宗力大法官認為「適當性」與「必要

                                                 
161
 參見釋字第 587 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 

162
 廖元豪，前註 157 文，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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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均「非說不過去」，故可過關。惟在狹義比例原則的審查上，認定「補償地

價三分之一」的規定不合比例，蓋因佃農已不再依賴承租耕地之使用收益，出租

人卻承受重大犧牲之故。氏甚至認為此案即採最寬鬆的合理審查標準，也顯然站

不住腳。
163
 

    (    (    (    (三三三三) ) ) ) 釋字第五八四號解釋協同意見書釋字第五八四號解釋協同意見書釋字第五八四號解釋協同意見書釋字第五八四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此號解釋審查「特定前科犯終身不得開計程車」的規定，最後的結論是「合

憲」。許宗力大法官於此號解釋協同意見書認為本案一方面涉及職業自由的「主

觀條件限制」，係可以藉由人民主觀努力加以滿足或避免的條件；另方面又因涉

及的事務領域屬於複雜而須專業評估，因此再度採取「中度審查」。 

    在比例審查的階段，許宗力大法官區分為「目的合憲性審查」、「手段適合性

審查」、「手段必要性審查」，然並未特別進行「狹義比例原則」的利害權衡。
164
 

氏認為系爭條文是否屬於「最小侵害手段」，乃是本件最值檢討之處。就此，許

宗力大法官對聲請人所提出的各種可能之「較小侵害手段」分別加以檢驗，其檢

驗之標準並非「是否為最小侵害」，而是「是否相同有效(防止犯罪)」。最後，許

宗力大法官認為在相關機關並無統計研究的情況下，終身限制「尚屬達到目的之

不得已手段」，係為合乎事理且可獲支持的結論。如氏於此案中強調的，舉證責

任仍由聲請人負擔，因此「是否相同有效」未盡確定時，系爭法律就可通過審查。 

而在主管機關並未援引精確嚴謹之科學數據時，本法依然可以過關。可知此案中

的「中度審查」，給予立法者相當大的立法形成空間，審查尺度顯然寬鬆許多。 

    另一值得吾人注意之處，許宗力大法官於協同意見書中提出關於大法官的「 

調查能力」，亦為本案合憲推定之因素之一： 

    「或者大法官自己調查能力有限本身是可歸責的，然大法官助理人數受限是 

客觀事實，只能寄望立法者能透過修法使大法官得以擺脫助理人力不足的困境。」

                                                 
163
 參見釋字第 579 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 

164
 究其可能之因，係因許宗力大法官認為在本案中若以「狹義比例原則」審查，必定毫無疑問

可以過關；抑或氏認為比例原則之三項派生原則無須按表操課一一審查，可以選擇性的採擇適用

的原則加以檢驗？頗值吾人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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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二二二二、、、、引進引進引進引進「「「「多重審查標準多重審查標準多重審查標準多重審查標準」」」」與方法的林子儀大法官與方法的林子儀大法官與方法的林子儀大法官與方法的林子儀大法官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透過個案的累積，發展出許多適用於不同領域中的審查標

準，已如前述。相比起我國以往一招「比例原則」企圖放諸各案皆準的釋憲方法， 

美國係以各個具有高度經驗內涵的審查標準，適用於不同類型的國家行為中，進

行多元化審查標準的採擇、運用。在個案審判的前提下，美國法院仍願意將審查

標準類型化、體系化，以求一致。我國從事抽象審查之大法官，在可能的範圍內

亦應試圖發展出不同且一致的審查標準。畢竟司法不可能用同樣的標準去審查所

有的國家行為。而大法官在實務運作上，也的確有著不同的審查尺度。
166
 

    在這樣的背景下，留美背景的林子儀大法官，曾在多號解釋的協同與不同意

見書中，提出了更精細的多重審查標準，並詳細說明採用不同審查標準的原因與

理論根據，於我國對美式司法違憲審查標準的繼受，具有指標性之貢獻。 

    (    (    (    (一一一一) ) ) ) 釋字第五七一號解釋協同意見書釋字第五七一號解釋協同意見書釋字第五七一號解釋協同意見書釋字第五七一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此號解釋涉及內政部九二一震災慰助金發放標準之「以受災戶是否涉籍或實

際居住為差別待遇標準」，是否合乎憲法平等保障意旨的問題。多數大法官認為

與憲法平等原則並無違背。而林子儀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中認為「本案應採取寬

鬆之合理審查標準，並依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就立法目的之正當性、手段與目

的之合理關聯性依序審查」。探究此段解釋意旨，可見氏認為「合理審查標準」

係屬「寬鬆」之標準，且平等權之審查應遵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目的正當性」

以及「手段必要性」兩項原則。而林子儀大法官於後又清楚指明審查標準採擇之

關鍵因素： 

    「按司法審查標準寬嚴之決定，係司法釋憲者基於權力分立制衡之理論上及

實際上需求、民主制度之反省（包括司法釋憲者對自身在民主制度中的角色及其

民主正當性基礎之認知）、自身專業能力、與特定議題之社會共識等考量，而在

                                                 
165
 參見釋字第 584 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 

166
 廖元豪，〈美國憲法釋義學對我國憲法解釋之影響─正當程序、政治問題與方法論之比較〉，《憲

政時代》，第 30 卷第 1 期，2004 年，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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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不同類型之案件時，對於政治部門已作之決定要介入到多少程度之判斷。」

167
 

    就上段解釋意旨觀察林子儀大法官的見解，可發現氏認為司法違憲審查標準

與司法的「制度能力」(institutional capacity)與民主政治是密不可分的。
168
 

至於本案中採取寬鬆審查標準之考量因素，林子儀大法官認為包括：災變之嚴峻

性、緊急命令的特殊性、慰助金之一次與特殊性、給付措施的資源分配屬高度政

治判斷等因素，故復出自「盡可能尊重政治部門之救災決策」考量下，本案自應

採取寬鬆審查標準。至於寬鬆的「合理審查標準」內容為何？氏認為包括：目的

係屬正當、手段非屬恣意、手段與目的之間屬合理關聯此三項內容。適用此三項

內容進行審查時，即可看出「寬鬆」之程度。林子儀大法官認為基本上，只要政

府所提出的理由與手段，表面上、大體上言之成理，即毋須要求政府舉證證明「其

所宣稱之目的為真」，或「手段達成目的之比率很高(手段有效性)」。 

    (    (    (    (二二二二) ) ) ) 釋字第五八釋字第五八釋字第五八釋字第五八○○○○號解釋不同意見書號解釋不同意見書號解釋不同意見書號解釋不同意見書    

                此號解釋認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三項有關「出租人收回耕地應補

償承租人」
169
之規定，違憲失效。理由係過度侵犯財產權，且與憲法第二十三條

之比例原則不符。林子儀大法官對此採不同見解，援於該號解釋不同意見書中發

表。氏認為本案應採取最寬鬆的「合理審查標準」，蓋系爭規定「如與達成國計

民生之均足或扶植自耕農之目的間，不具備合理關聯性或純係立法之恣意」始能

被認定違憲。亦即，採行手段僅要或多或少與實現正當目的相關，即可通過審查。 

    採取如此寬鬆的審查，則是基於系爭權利─「財產權」的特性。林子儀大法

官基於「財產管制措施」的「資源(重)分配」特徵，進而認為系爭法律乃屬「政

治部門對於社會資源應如何分配所為之政策決定」。因此，類似的決策原則上應

委由具備民主正當性與決策所需之資訊與專業，並對其決策負政治責任之政治部

                                                 
167
 參見釋字第 571 號解釋林子儀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 

168
 廖元豪，前註 157 文，頁 232。 

169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9 條第 3 項：「出租人依前項規定收回耕地時，準用第十七條第二項

規定補償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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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予以決斷。司法部門在此一領域所能發揮的功能相對有限。氏謂： 

    「惟從司法釋憲者本身的功能與角色而言，我們不僅缺乏決定政策所需之資

訊，亦不具進行社會資源重分配所需的專業能力與民主代表性，更不對所作決定

負政治責任，是政治部門的決策倘非全然恣意，或明顯與國計民生均足的目標背

道而馳，我們實不宜貿然宣告政治部門有關社會資源分配之政策決定違憲，而以

自己的判斷取代政治部門之政策決定。」
170
 

    此段解釋意旨點明違憲審查不僅是「實體」的判斷，也是「誰來決定」的「組

織管轄權」問題。司法釋憲者採取寬鬆審查標準，不意味放棄「保障人權」、「憲

法客觀價值」等理念，只是認為「如何實現憲法價值」的問題，未必均適合司法

部門代替政治部門作成終局決定。 

    林子儀大法官於此號不同意見書中亦提出一個值得吾人關注的論點。氏認為

系爭法律「雖影響出租人之財產權，但並未涉及人民之政治性基本權利，且規範

對象亦非針對政治上之絕對弱勢團體，故該決策具備民主正當性。」此段論述由

該政策所涉及之利害關係人作為其民主正當性的論證基礎，復加深了此案採取寬

鬆審查標準的合理性。 

    (    (    (    (三三三三) ) ) ) 釋字第五八四號解釋不同意見書釋字第五八四號解釋不同意見書釋字第五八四號解釋不同意見書釋字第五八四號解釋不同意見書    

                此號解釋審查「特定前科犯終身不得開計程車」的規定，最後的結論是「合

憲」。林子儀大法官對此案所提出的不同意見書，採取「中度審查標準」。表面上

看來，林大法官與許宗力大法官皆採取「介於最嚴格審查標準與寬鬆審查標準」

間的「中度審查標準」(林大法官自稱為「『較嚴格』的審查標準」)，惟兩者之

審查方法與審查結果，卻大相逕庭。在林子儀大法官的「較嚴格審查標準」操作

下，系爭立法不僅「目的」方面必須達到多數意見所認同的「更重要之公益」；

手段與目的間的關聯性要求亦高出許多： 

    「手段不能僅是可以達成目的，而必須是可靠、具備實效，與目的之達成具

有實質關聯性之手段；同時，該手段固然不必是侵害最小的手段，但最起碼必須

                                                 
170
 參見釋字第 580 號解釋林子儀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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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經過斟酌選擇對人民權利侵害較小的手段。」
171
 

    基於以上論述，林子儀大法官認為，在此等審查標準下，相關政府機關的選

擇不再享有合憲推定，因此必須對「目的重要性」、「手段實質有效性」以及「侵

害程度可接受性」，均負舉證責任。
172
因此，在這個「舉證責任反歸於政府」與

「證明標準提高」的操作途徑下，政府所提出各種「必須依賴終身禁止考照方能 

提升乘客安全」的理由，皆不具說服力。此系爭法律採此標準下遂被認定違憲。    

    (    (    (    (四四四四) ) ) ) 釋字第六釋字第六釋字第六釋字第六○○○○三三三三號解釋協同意見書號解釋協同意見書號解釋協同意見書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此號解釋宣告戶籍法第八條「全民強制按捺指紋」之規定違憲。林子儀大法

官同意此違憲結論，惟於協同意見書中提出與多數意見不同的審查標準採擇要求 

。氏認為系爭案件應採「嚴格審查」，係考量「現代資訊科技的應用」、「指紋特

定」、「人別辨識功能」、，以及「開啟個人檔案之鑰的可能用途」後，認定個人

指紋資訊為相當敏感之個人資訊，所以強制蒐集指紋之規定應採取嚴格審查。林

大法官進一步論述： 

    「更重要的是，只有事前確立的明確立法目的、並以此而就資訊蒐集之範圍

及資訊運用之方式予以明確授權和管制，國家對人民才算已盡最低限度的告知義

務。蓋資訊隱私權重要的意義之一，在於尊重、保護個人自主選擇的權利，但有

意義的選擇須事先獲得充分翔實的資訊。指紋資料之蒐集與建檔，猶如國家其他

對新興科技的運用，雖然創造新的利益但也帶有未知的風險，所以人民對國家交

出個人資訊，至少應在受到充分告知的基礎上為之，使其有所預期與防範，方符

憲法對人民自主控制其個人資訊保障之精神。」173
 

    蓋嚴格審查的內容，除在立法目的上要求「非常具體且重大之公益目的」，

而手段與目的之關聯亦必須達到「沒有其他更小侵害之替代手段足以達成目的」

程度。此段解釋意旨中亦課以國家對人民盡最低限度之告知義務，以尊重、保護

個人自主選擇的權利，始符憲法對人民自主控制其個人資訊保障之精神。再者，

                                                 
171
 參見釋字第 584 號解釋林子儀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 

172
 廖元豪，前註 157 文，頁 235。 

173
 參見釋字第 603 號解釋林子儀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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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儀大法官認為立法者必須能夠較為具體地指明，系爭立法所欲解決的「具體

問題」，才是被承認為「非常具體且重大公益目的」的基礎。最後在「最小侵害

手段」方面，氏僅就「同樣經費轉為提升警察待遇與訓練」、「已有戶籍制度」、 

「數位照片」等手段稍加提及，認為這些手段均值「參考」或「深思」。似是認

為，在嚴格審查標準下，只要系爭個案存在「有替代可能性之手段」，即已構成

系爭法律之推定違憲基礎。174
 

三三三三、、、、初步檢討初步檢討初步檢討初步檢討    

                當前司法院大法官繼受外國憲法學所顯現之重要特色，當是在於繼受途徑，

即就繼受外國法之方法而言，大法官係利用憲法解釋為之。按外國法於未經國內 

相關機關繼受前，只是事實而已，而欲將外國法從事實地位轉換為具法律之性質， 

不外是經立法機關或是經法院為之。如果是前者，基本上是經立法程序將外國法

以實證法面目出現；如果是後者，則是透過對國內現行法律之解釋將外國法引

入。
175
就我國對美、德兩國之司法違憲審查標準繼受而言，當以後者為其繼受途

徑，以大法官之憲法解釋為繼受主體。 

    綜觀我國大法官解釋，對美、德司法違憲審查標準之繼受，在歷屆大法官的

引介之下，從早期學步階段一體適用的「比例原則」，至今已逐步邁向多元、多

重的審查標準，復因大法官於各號解釋之協同意見書、不同意見書中所為之精湛

論辯，均對違憲審查標準的省察、採擇、以及多重審查標準的體系建構有所裨益。 

針對大法官未來發展審查標準的方向，爰提出四點建議如下：
176
 

    (    (    (    (一一一一) ) ) ) 多重審查標準的發展為主要趨勢多重審查標準的發展為主要趨勢多重審查標準的發展為主要趨勢多重審查標準的發展為主要趨勢    

                立法事實(或立法目的)與行政行為隨著時代演進而變動萬千，司法釋憲者亦

應站在維護人民基本權與捍衛憲法基本價值的制高點，配合時代的演進、社會的

需求，將憲法意旨適切反映於憲法解釋之中。因此司法者進行審查時，針對系爭 

案件發展出「寬嚴有別」的多重審查標準，使審查結果不但能反映個案實際需求，

                                                 
174
 廖元豪，前註 157 文，頁 238。 

175
 林超駿，前註 155 文，頁 86。 

176
 整理自廖元豪，前註 157 文，頁 26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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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增加可預測性，遂為責無旁貸之憲法義務。 

    主張「多重審查標準」並非等同「批德揚美」，抑或批判甚至否定德國之「比

例原則」。蓋實際上德國在「審查密度」的概念下，亦屬一種「多重審查」，僅是

兩者表達的方式不同而已。層級化審查既然不可避免，則釋憲者就必須積極面對， 

並致力發展可預測的分級標準，而非以一套標準將各類案件強行適用，甚至混淆

不清無從採擇。同時，各國間的政府體制、政治文化、時代精神，以及司法制度

等因素，亦是司法者繼受他國標準時應加以考量的。 

    (    (    (    (二二二二) ) ) ) 審查標準的具體化與細緻化重於修辭審查標準的具體化與細緻化重於修辭審查標準的具體化與細緻化重於修辭審查標準的具體化與細緻化重於修辭    

             無論是德式的「比例原則」，或者美式的「審查標準」，無論於系爭個案中是

否強調每個限制人權的法律均必須通過「最小侵害手段」之檢驗。大法官的審查

標準都必須持續具體化、精緻化，使它們具有操作與預測的可能性。從大法官以

往的辯論來看，可以觀察出即使相同的用語(如比例原則、中度審查、最小侵害)， 

仍然可以導出不同的審查強度，如果未能進一步強化大法官審查標準的內涵，那

麼這些現行的審查標準，僅是取代過往的比例原則，成為新的空洞公式而已。 

    申言之，一個可操作、可預測的審查標準，最終必須以達到確認「何種『公

益』為合憲目標」，以及「何種『措施』為合憲手段」的精確程度。即便是需要

保留彈性的「個案權衡」，亦至少應指明釋憲者所欲納入考量的參數有哪些。「口

訣式」地引用空洞修辭，進而作出高度終局性的憲法裁判，實非法治國家應容忍

的現象。 

    (    (    (    (三三三三) ) ) ) 由個案到體系的逐案累積途徑由個案到體系的逐案累積途徑由個案到體系的逐案累積途徑由個案到體系的逐案累積途徑    

                美、德的司法違憲審查標準，皆是該國司法違憲審查機關，於特定的背景脈

絡下摸索成長的憲政產物，反映該國特定之時空背景與憲法精神。我國若逕行以

國外歷經多年淬煉而成的經驗產物，以外壓的方式強行套入大法官釋憲實務，恐

有困難。蓋因我國之司法制度與社會脈絡和美、德均存有殊異使然。再者，缺乏 

高度經驗內涵而僅因繼受他國經驗而生的法律，其適用上的生命力亦有所侷限，

往往未能確切體現當地社會的脈動。因此大法官應放下「統一公式」的想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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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不同領域中，根據個案情況尋求適切可行的審查標準。初期也許會遭逢「嘗試

─錯誤」不斷輪迴的「撞牆期」，但同樣或相似的案件累積多了，對該標準反覆

適用確定有把握後，自然會水到渠成形成客觀上可確信的審查標準。甚至經過反

覆援用後，漸漸成為重要的憲法學理。
177
 

    (    (    (    (四四四四) ) ) ) 以舉證責任分配課以其他機關作成立法事實認定義務以舉證責任分配課以其他機關作成立法事實認定義務以舉證責任分配課以其他機關作成立法事實認定義務以舉證責任分配課以其他機關作成立法事實認定義務    

                在審查的實務上，「立法事實」的認定與探求是影響判決結果的關鍵因素。

就司法機關本身的侷限性而言，大法官的人員編制與程序限制均無法使其對立法

事實的探求有高度的掌握性。因此課以其他部門「合理之舉證責任」，當為大法

官排除此制度性障礙的操作方法之一。蓋違憲審查進行中，舉證責任不僅決定系

爭案件之勝負，更負擔了「教育任務」。即透過課以政府機關提出統計、研究與

其他科學政治的義務，迫使政府決策能更趨於理性化、可預測化。尤其在政府部

門決策一向粗糙，甚至流於泛政治化、民粹化的我國而言，大法官負起這樣的功

能更有其重要性。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第六屆大法官解釋之總覽第六屆大法官解釋之總覽第六屆大法官解釋之總覽第六屆大法官解釋之總覽    

    

                我國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之解釋多達兩百號
178
，無論就解釋案件的增加上， 

                                                 
177
 對於違憲審查標準之體系化的必要性與必然性，許玉秀大法官所提出之見解，頗值吾人深思。

氏認為：「要達到真正的公平，審查操作程序必須是精確的，只有精確才能保證真正的公平，而

體系化旨在保證精確。法學上的刻板印象是：逐案歸納，是英美法秩序的建構模式；體系演繹，

則是歐陸法秩序的建構模式。這個刻板印象進一步衍生一連串的次刻板印象，即法律操作的多元

與單元、彈性與格式化或實質化與形式化。但是沒有文法，造不成句子，沒有邏輯脈絡，成就不

了一篇文章，逐案決斷也一定有脈絡可循，才可能類推歸納，就算是多元、彈性的法律操作，也

有特定隨機選樣的規則，否則一定是一團混亂、寸步難行，在分別情況適用規則的多元、彈性、

實質的操作模式背後，定然存在一個由特定價值取向操控的脈絡，那就是體系。」參見許玉秀，

〈刑罰規範的違憲審查標準〉，收於《民主‧人權‧正義─蘇俊雄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台

北：元照出版，2005 年，頁 368。 
178
 第六屆大法官作成解釋案 200 件，機關聲請者 50 件，佔 25%，人民聲請者 150 件，佔 75%。

參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統計網站， 

網址：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uploadfile/E100/第一屆至第六屆大法官作成解

釋之統計數據表.htm (瀏覽日期：2008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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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宣告模式之多元化上，皆為歷屆之最。
179
本節即就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之解

釋作初步的觀察，對其宣告模式加以分類、整理。接著再依各號解釋所涉及之案

件類型，區分為「憲政秩序類」與「基本權類」兩大類型。為之後針對司法積極

主義與司法消極主義的類型化案件探討，提供初步的審視基礎。 

壹壹壹壹、、、、第六屆大法官解釋之初步觀察第六屆大法官解釋之初步觀察第六屆大法官解釋之初步觀察第六屆大法官解釋之初步觀察    

                隨著我國政治發展民主化、憲政運作正常化的趨勢，聲請大法官解釋的案件

數目自第五屆乃至於第六屆，均保持相當可觀之數目。
180
於第六屆大法官任期內

所提出的兩千三百三十四件聲請案中，由人民提出聲請者，佔百分之九十二點四

六；而由政府機關提出聲請者，佔百分之七點五四。
181
由此可知，人民提出對於

憲法存有疑義及基本權受到侵害時對大法官提出釋憲聲請的態度，相對而言是十

分積極的。 

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之解釋，自釋字第三六七號解釋至第五六六號解釋，共

計有兩百號之多。就數量而觀，居歷屆之冠。若就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解釋之聲

請者加以區分，機關聲請案計有五十件，佔百分之二十五；人民聲請案計有一百

五十件，佔百分之七十五。
182
可見大法官對人民提出之聲請案，保持相當程度之

重視，並且實際地反映在作成解釋的比例上。而第六屆大法官對人民基本權保障

之勞心戮力，亦可從此數目上窺其梗概。 

關於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之兩百號解釋，本文依照解釋號次、解釋爭點、解

釋主旨、涉及憲法條文(相關憲法解釋)、解釋作用分類(涉及類型)、以及宣告結

果(宣告模式)等項目加以區分，作成初步之總覽，並整理於附錄，殿於本文最後

部分。    

                                                 
179
 此係指第一屆至第六屆之大法官而言，現任大法官由於已不分屆次，故不置於論列。 

180 第五屆大法官聲請解釋件數為 2702 件，第六屆為 2334 件。參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統計網站， 

網址：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uploadfile/E100/第一屆至第六屆大法官作成解

釋之統計數據表.htm (瀏覽日期：2008 年 9 月 18 日) 
181 參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統計網站， 

網址：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uploadfile/E100/第一屆至第六屆大法官就機關

聲請者與人民聲請者聲請解釋之比例作一統計.htm (瀏覽日期：2008 年 9 月 18 日) 
182
 見前註 178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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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宣告模式之觀察宣告模式之觀察宣告模式之觀察宣告模式之觀察    

        一一一一、、、、宣告模式之類型宣告模式之類型宣告模式之類型宣告模式之類型    

    第六屆大法官解釋之宣告模式，係歷來我國大法官釋憲實務上最多元化的一

屆，其間所發展出之多元宣告模式，以及不同的解釋文表達方式，使我國大法官

解釋的內涵更加豐富活躍，不再拘泥於過往單純違憲或合憲的宣告，而發展出如

「警告性解釋」、「附失效期限」、「附修法期限」等諸多宣告方式，始大法官的對

其他部門之立法、政策進行合憲性控制時，有更多的手段可資運用，更能夠積極

的保障人民權利，落實憲法基本精神。若將此兩百號解釋之宣告結果作一初步整

理，可分為三大類，其中每一分類中又有其次分類，如下所示： 

    ((((一一一一) ) ) ) 違憲宣告違憲宣告違憲宣告違憲宣告
183183183183
    

        1.        1.        1.        1.違憲無效宣告違憲無效宣告違憲無效宣告違憲無效宣告    

                係指系爭法規於受違憲宣告之際始，即刻失效，立即不生效力。此種宣告方

式對系爭規範的限制最為強烈，通常見於高度涉及人民基本權利，且具有迫切之

失效必要性，惟於立即失效之情況下，始能挽救、維護人民基本權的情況之下。

其於解釋文的表達方式多為「逾越…應即失其效力」、「與憲法…意旨不符，應自

本解釋工部之日起失其效力」、「與…憲法規定牴觸，自不生效力」等用語。此 

宣告方式展現出強烈的司法積極態度，基於權力分立原則，司法部門應審慎使用。 

        2.        2.        2.        2.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指釋憲者雖然對系爭法規作出違憲宣告，但違憲法規之往後之效力如何，主

管機關是否負有修法、改善義務，釋憲者並未提及。此種宣告方式於「違憲宣告

類」的六種宣告方式中最為多見。蓋因司法者雖然採取積極態度認定系爭規範違

憲，但基於法安定性與尊重其他部門政策形成空間等考量，並未於認定違憲後進 

一步宣告失效、或者課以該管機關修法義務。此類宣告方式於解釋文中的表達方

式，常見如「顯與憲法…精神不符」、「有違憲法…意旨，應不予適用」、「與憲法

                                                 
183
 本文統計上採形式標準，凡大法官解釋中對相關法令、行政行為以及判例，認為其與憲法或

大法官解釋之意旨不符者，即納入違憲認定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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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旨…未符，應不適用」、「與憲法…有違，應不援用」、「與…意旨不符部分，應

不予援用」、「與…意旨不符部份，應停止適用」、「與憲法…意旨牴觸，應不再適

用」、「與憲法…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佈之日起…停止適用」、「有違憲法…應

自本解釋公佈之日起不再援用」、「應為憲法所不許」、「與憲法…本旨未盡相符…

應依…解釋意旨為適當之處理」、「與…未盡相符…，於憲法…有違…應不予適

用」、「與…憲法意旨未盡相符…應不予適用」等用語。 

        3.        3.        3.        3.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    

                係指釋憲者除宣告系爭法規違憲外，尚明定其失效期限(或謂繼續適用之期 

限)，逾此明定之期限，即刻失其效力。換言之，釋憲者為該法規主管部門創設 

一段對該「將失效之法規」進行修改、重新立法的期間，將法安定性列為違憲宣 

告之考量因素，同時予以其他部門於一定期限內自行修法的空間，較之單純違憲 

宣告，為較溫和的違憲宣告方式。釋憲者採此宣告方式，解釋文中多表現如「與… 

有違…至遲於屆滿六個月時失其效力」、「與…憲法意旨不符…至遲於屆滿六個月 

時失其效力」、「與…憲法意旨不符…至遲於屆滿一年…失其效力」、「與憲法意旨 

相違…至遲於中華民國…年…月…日失其效力」、「與憲法…有所違背…至遲於屆 

滿二年時失其效力」等用語。 

        4.        4.        4.        4.附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係指釋憲者除宣告系爭法規違憲外，更進一步課以該管機關修法指示。此舉

等同將其他部門之政策形成空間限制於司法者之解釋意旨內，司法者若採取此方

式，其司法積極之態度取向甚為明顯，應慎用此宣告方式，以免逾越司法權之分

際。此宣告方式於解釋文中之用語多為「與憲法…不符，應即檢討修正」、「與…

憲法…未盡相符…檢討修正」、「與…憲法…之意旨不符…應停止適用…允宜檢討

為適當之規範」等。 

        5.        5.        5.        5.附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係指釋憲者除宣告系爭法規違憲外，尚課以主管機關修法指示，以及進一步

限定修法期限。此宣告方式所展現之釋憲者積極態度，至為強烈。第六屆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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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此宣告方式之解釋僅有三號，可見大法官對此宣告方式採擇上之謹慎。其解釋

文中之用語多為「與…不符…一年內…妥為訂定」、「與…不符…六個月內…妥為

處理」、「與…有違…應於…起兩年內檢討修正」等。 

        6.        6.        6.        6.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係指釋憲者除宣告系爭法規違憲外，尚課以主管機關修法指示，以及該法規 

之失效期限。此宣告方式較「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更為積極，除對該法 

規失效之期間加以限定，尚指示該管機關該如何創設、修改新規範，亦屬相當積 

極之司法態度取向。其解釋文中用語多為「逾越憲法…至遲於屆滿一年…失其 

效力，惟…檢討修正」、「檢討改進…不符…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均與…憲

法意旨不符…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有關機關…修正」、「相關法令應依本

解釋意旨檢討改進，…與本解釋不符部分，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

二年時失其效力。」、「與憲法…未盡相符…應自…起兩年內通盤檢討修正…逾期

未修正者…失其效力」等。 

    (    (    (    (二二二二) ) ) ) 合憲宣告合憲宣告合憲宣告合憲宣告    

        1.        1.        1.        1.附修法指示之警告性解釋附修法指示之警告性解釋附修法指示之警告性解釋附修法指示之警告性解釋    

                警告性解釋乃司法對立法之教誨與喊話，希望立法者能因此有所回應，雖然

其並無義務必須有所作為。申言之，大法官雖未認定該法規違憲，或該法規尚未

達違憲程度，但大法官顯然對現行法制不甚滿意，而希望能有所修正或改進。大

法官以此方式宣告的案件為數不少，頗值重視。惟此方式雖在積極行使職權時有

尊重立法者之目的，但若立法者長久充耳不聞，則勢必傷害司法者之威信矣。或

可從另一角度詮釋，司法者於消極宣告系爭法規合憲之餘，對該法規應可達致之 

更完善境地仍有期待，故以修法指示要求立法者進行修法，以符解釋意旨。此種

宣告方式就不同角度觀察，實介於消極與積極中間難以清楚界定，仍必須就個案

情況加以認定。惟就吾人之觀察，第六屆大法官採此宣告方式之解釋中，其釋憲 

態度傾向積極者仍居多數。 

此宣告方式之用語大抵為「與憲法並無牴觸…惟…檢討…修正」、「與憲法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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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違背…惟…檢討改進」、「固符合…惟…檢討修正」、「尚不得因…即謂與憲法…

有所違背…檢討修正」、「與憲法…尚無牴觸，惟…檢討改進」、「與憲法…無牴觸…

惟…發布命令應符合此意旨」、「與憲法…尚無牴觸…為貫徹…有關…作通盤規

劃，以法律規定為宜」、「雖不能謂有違…但…有欠周延…應…儘速檢討改進」、 

「揆諸…解釋意旨，應…從速修訂相關法律，以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本旨」、 

「與憲法…之意旨並無牴觸…其…宜審酌…相關機關應儘速檢討修正，或以其他

法律為更具體之規範」等。 

        2.        2.        2.        2.合憲宣告合憲宣告合憲宣告合憲宣告    

                大法官於系爭案件中宣告其合憲，亦無對系爭法規之主管機關課以修法義務 

。採此宣告方式者，大致上可認定為司法者之消極取向，惟仍有少數案件雖無違

憲認定，但解釋文中存在「訴外裁判」或「擴張解釋」等現象，仍應注意。 

    此宣告方式之用語常見如「與憲法…並無牴觸」、「與憲法尚無牴觸」、「均與

憲法無違」、「與憲法…不相牴觸」、「與憲法…亦無違背」、「尚無違背…不發生…

牴觸問題」、「並無不符，難謂與憲法…有何牴觸」、「與憲法之精神相符」、「與憲

法…意旨相符」、「尚不發生違憲問題」、「與憲法…不生牴觸」等。 

    (    (    (    (三三三三) ) ) )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未表明違憲或合憲之宣告未表明違憲或合憲之宣告未表明違憲或合憲之宣告未表明違憲或合憲之宣告    

                此類案件多半未針對具體規範進行審查，而係單純憲法上疑義闡明，或司法

者對系爭法規提出不生拘束力之指示或建議，而迴避宣告其違憲與否之問題。 

    關於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解釋之宣告模式類型，本文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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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333----3333：：：：第六屆大法官解釋宣告模式整理第六屆大法官解釋宣告模式整理第六屆大法官解釋宣告模式整理第六屆大法官解釋宣告模式整理    

宣告模式宣告模式宣告模式宣告模式    解釋文表達方式解釋文表達方式解釋文表達方式解釋文表達方式    解釋號次解釋號次解釋號次解釋號次    

違憲無效宣告 「逾越…應即失其效力」 

「與憲法…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工部

之日起失其效力」 

「與…憲法規定牴觸，自不生效力」 

釋 405、釋 479、釋 499 

 

未附失效或修法期

限與修法指示之單

純違憲宣告 

「顯與憲法…精神不符」 

「有違憲法…意旨，應不予適用」 

「與憲法意旨…未符，應不適用」 

「與憲法…有違，應不援用」 

「與…意旨不符部分，應不予援用」 

「與…意旨不符部份，應停止適用」 

「與憲法…意旨牴觸，應不再適用」 

「與憲法…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佈

之日起…停止適用」 

「有違憲法…應自本解釋公佈之日起

不再援用」 

「應為憲法所不許」 

「與憲法…本旨未盡相符…應依…解

釋意旨為適當之處理」 

「與…未盡相符…，於憲法…有違…應

不予適用」 

「與…憲法意旨未盡相符…應不予適

用」 

釋 368、釋 374、釋 382、釋 386 

釋 391、釋 394、釋 395、釋 399 

釋 400、釋 406、釋 413、釋 415 

釋 419、釋 422、釋 425、釋 430 

釋 439、釋 440、釋 445、釋 446 

釋 451、釋 453、釋 456、釋 459 

釋 462、釋 469、釋 471、釋 474

釋 478、釋 484、釋 487、釋 492

釋 505、釋 507、釋 514、釋 516

釋 529、釋 532、釋 558、釋 562

釋 566 

 

 

 

附失效期限之單純

違憲宣告 

「與…有違…至遲於屆滿六個月時失

其效力」 

「與…憲法意旨不符…至遲於屆滿六

個月時失其效力」 

「與…憲法意旨不符…至遲於屆滿一

年…失其效力」 

「與憲法意旨相違…至遲於中華民

國…年…月…日失其效力」 

「與憲法…有所違背…至遲於屆滿二

年時失其效力」 

釋 367、釋 380、釋 390、釋 392 

釋 402、釋 423、釋 443、釋 450

釋 452、釋 454、釋 523 

 

 

 

 

違 

憲 

宣 

告 

附修法指示之單純

違憲宣告 

「與憲法…不符，應即檢討修正」 

「與…憲法…未盡相符…檢討修正」 

「與…憲法…之意旨不符…應停止適

用…允宜檢討為適當之規範」 

釋 434、釋 483、釋 488、釋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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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修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憲宣

告 

「與…不符…一年內…妥為訂定」 

「與…不符…六個月內…妥為處理」 

「與…有違…應於…起兩年內檢討修

正」 

釋 455、釋 457、釋 524 

 

 

附失效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憲宣

告 

「逾越憲法…至遲於屆滿一年…失其 

效力，惟…檢討修正」 

「檢討改進…不符…至遲於屆滿二年

時失其效力均與…憲法意旨不符…

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有關

機關…修正」 

「相關法令應依本解釋意旨檢討改

進，…與本解釋不符部分，應自本

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

失其效力。」 

「與憲法…未盡相符…應自…起兩年

內通盤檢討修正…逾期未修正者…

失其效力」 

釋 373、釋 384、釋 436、釋 491 

釋 551 

 

 

 

 

 

 

 

 

 

 

 

合 

憲 

宣 

告 

附修法指示之警告

性解釋 

「與憲法並無牴觸…惟…檢討…修正」 

「與憲法尚無違背…惟…檢討改進」 

「固符合…惟…檢討修正」 

「尚不得因…即謂與憲法…有所違

背…檢討修正」 

「與憲法…尚無牴觸，惟…檢討改進」 

「與憲法…無牴觸…惟…發布命令應

符合此意旨」 

「與憲法…尚無牴觸…為貫徹…有

關…作通盤規劃，以法律規定為宜」 

「雖不能謂有違…但…有欠周延…

應…儘速檢討改進」 

「與…意旨尚屬相符，於…並無牴觸。

惟為…，允宜檢討及之」 

「揆諸…解釋意旨，應…從速修訂相關

法律，以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本

旨」 

「與憲法…之意旨並無牴觸…其…宜

審酌…相關機關應儘速檢討修正，或

以其他法律為更具體之規範」 

釋 369、釋 396、釋 397、釋 398 

釋 407、釋 409、釋 410、釋 417 

釋 426、釋 433、釋 441、釋 465 

釋 468、釋 472、釋 485、釋 493 

釋 496、釋 501、釋 502、釋 531 

釋 535、釋 536、釋 538、釋 539 

釋 542、釋 544、釋 550、釋 559 

釋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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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憲宣告 「與憲法…並無牴觸」 

「與憲法尚無牴觸」 

「均與憲法無違」 

「與憲法…不相牴觸」 

「與憲法…亦無違背」 

「尚無違背…不發生…牴觸問題」 

「並無不符，難謂與憲法…有何牴觸」 

「與憲法之精神相符」 

「與憲法…意旨相符」 

「尚不發生違憲問題」 

「與憲法…不生牴觸」 

釋 370、釋 372、釋 375、釋 376 

釋 377、釋 381、釋 383、釋 385 

釋 389、釋 393、釋 403、釋 404 

釋 408、釋 411、釋 412、釋 414

釋 416、釋 418、釋 420、釋 421

釋 424、釋 427、釋 428、釋 429

釋 431、釋 432、釋 437、釋 438

釋 442、釋 444、釋 448、釋 458 

釋 460、釋 464、釋 473、釋 475

釋 476、釋 477、釋 480、釋 481

釋 482、釋 486、釋 490、釋 495

釋 497、釋 500、釋 504、釋 506

釋 508、釋 509、釋 510、釋 511

釋 512、釋 515、釋 517、釋 518

釋 519、釋 521、釋 525、釋 526

釋 528、釋 534、釋 537、釋 545

釋 547、釋 548、釋 554、釋 555

釋 556、釋 560、釋 561、釋 563

釋 565 

 

 

其 

它 

 

未表明違憲或合憲

之宣告 

未表明違憲或合憲僅提出指示或建議 

憲法疑義闡明 

釋 371、釋 378、釋 379、釋 387 

釋 388、釋 401、釋 435、釋 447 

釋 449、釋 461、釋 463、釋 466

釋 467、釋 470、釋 489、釋 494

釋 498、釋 503、釋 513、釋 520

釋 527、釋 530、釋 533、釋 540

釋 541、釋 543、釋 546、釋 549

釋 552、釋 553、釋 55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二二二、、、、各類宣告模式所佔之比例各類宣告模式所佔之比例各類宣告模式所佔之比例各類宣告模式所佔之比例    

                基於上述宣告模式之分類，吾人可進一步對第六屆大法官解釋之結果進行統

計。根據統計結果，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之兩百號解釋中，違憲解釋共有六十七

號，所佔比例為百分之三十三點五；合憲解釋共有一百零二號，所佔比例為百分

之五十一；而其他未表明合憲或違憲之解釋共有三十一號，所佔比例為百分之十

五點五。詳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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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333----4444：：：：第六屆大法官解第六屆大法官解第六屆大法官解第六屆大法官解釋結果統計釋結果統計釋結果統計釋結果統計 

審查結果審查結果審查結果審查結果 宣告模式宣告模式宣告模式宣告模式 解釋數目解釋數目解釋數目解釋數目        所佔比例所佔比例所佔比例所佔比例 

違憲無效宣告 3號 1.5%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41號 20.5% 

附失效期限之

單純違憲宣告 

      11號 5.5% 

附修法指示之

單純違憲宣告 

4號 2% 

附修法期限與

修法指示之單

純違憲宣告 

3號 1.5% 

附失效期限與

修法指示之單

純違憲宣告 

5號 2.5% 

違  憲 

總  計 67號 33.5%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29號 14.5% 

合憲宣告 73號 36.5% 

合  憲 

總  計 102號 51%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31號 15.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就此整理結果加以觀察，整體而言，第六屆大法官針對系爭案件宣告違憲的

比例高達三分之一強，居歷屆釋憲結果之冠。而合憲宣告之案件總計雖逾越百分

之五十，惟仍有百分之十四點五的比例採取帶有積極態度意味的「警告性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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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大法官雖然未對系爭規範進行違憲宣告，但並未放棄行使課以其他部門修法

義務的司法積極權能。而其中百分之十五點五為未宣告合憲與否的解釋結果，吾

人若欲判斷其積極與消極，仍須就個案事實加以認定，以求精確。 

參參參參、、、、憲政秩序類解釋之整理憲政秩序類解釋之整理憲政秩序類解釋之整理憲政秩序類解釋之整理    

                若將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之解釋加以整理分析，可發現基本上可分為兩大類

型：其一為憲政秩序類，其二為基本權類。申言之，憲政秩序類解釋係指該解釋

主要涉及憲法中的基本原理、原則，而概觀之下並未直接涉及人民基本權者。本

文依此標準所列出之憲政秩序類解釋，共計有二十二號。在依照其所涉及之憲法

基本原則之不同，進一步區分為涉及國民主權原則、權力分立原則、以及法治國

原則等三類。經過初步歸納，涉及國民主權原則之解釋共有四號；涉及權力分立

原則之解釋共有十三號；涉及法治國原則之解釋共有五號。如下表所示： 

表表表表 3333----5555：：：：憲政秩序類解釋之整理憲政秩序類解釋之整理憲政秩序類解釋之整理憲政秩序類解釋之整理 

憲政秩序類解釋所涉及之憲法基本原則憲政秩序類解釋所涉及之憲法基本原則憲政秩序類解釋所涉及之憲法基本原則憲政秩序類解釋所涉及之憲法基本原則 

涉及種類 相關解釋號次 

 
國
民
主
權
原
則 

釋 387、釋 461、釋 499、釋 541 
 

權
力
分
立
原
則 

釋 371、釋 381、釋 391、釋 419、釋 435、釋 463、釋 467、釋 498 

釋 520、釋 527、釋 530、釋 550、釋 553 

 

法
治
國
原
則 

釋 388、釋 421、釋 470、釋 539、釋 54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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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基本權類解釋之整理基本權類解釋之整理基本權類解釋之整理基本權類解釋之整理    

                基本權類解釋係指該解釋概觀之下直接涉及人民之基本權，或系爭規範有牴

觸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意旨之條文(或大法官解釋)者。本文依基本權性質之不同 

，將其區分為平等權、自由權、工作權、財產權、訴訟權、以及其他類基本權(如

人性尊嚴、人權限制條款、人格權、參政權、生存權、服公職權、名譽權、隱私

權等)，並對涉及此六大種類的解釋進行歸納整理。初步歸納的結果，此類型解

釋共有一百七十八號，而其中有若干號解釋所涉及之基本權並不僅限一種，而係 

涉及一種以上之基本權
184
，故本文在分類時分別就該解釋個別涉及的基本權種

類，均予討論。就解釋所涉及的基本權種類而分，涉及平等權之解釋共有二十一

號；涉及自由權之解釋共有三十五號；涉及工作權之解釋共有十七號；涉及財產

權之解釋共有六十八號；涉及訴訟權之解釋共有二十三號；涉及其他類基本權之

解釋共有二十八號。請見下表： 

表表表表 3333----6666：：：：基本權類解釋之整理基本權類解釋之整理基本權類解釋之整理基本權類解釋之整理    

基本權類解釋所涉及之基本權基本權類解釋所涉及之基本權基本權類解釋所涉及之基本權基本權類解釋所涉及之基本權    

涉及種類 相關解釋號次 

 

平等權 

釋 398、釋 403、釋 405、釋 410、釋 429、釋 438、釋 452 

釋 455、釋 457、釋 468、釋 475、釋 477、釋 481、釋 485 

釋 491、釋 500、釋 508、釋 542、釋 547、釋 555、釋 565 

 

 

自由權 

釋 373、釋 380、釋 384、釋 392、釋 407、釋 414、釋 436 

釋 443、釋 445、釋 450、釋 454、釋 460、釋 462、釋 471 

釋 476、釋 477、釋 479、釋 487、釋 490、釋 497、釋 502 

釋 509、釋 517、釋 523、釋 528、釋 535、釋 542、釋 544 

釋 551、釋 552、釋 554、釋 556、釋 558、釋 559、釋 563 

 

工作權 

釋 390、釋 394、釋 402、釋 411、釋 412、釋 432、釋 433 

釋 453、釋 462、釋 491、釋 494、釋 501、釋 510、釋 514 

釋 538、釋 557、釋 560 

                                                 
184
 如釋字第三七四號解釋涉及財產權與訴訟權、釋字第四二九號解釋涉及平等權與服公職權

等。詳參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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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 

釋 367、釋 369、釋 370、釋 374、釋 375、釋 377、釋 379 

釋 383、釋 385、釋 386、釋 389、釋 397、釋 400、釋 406 

釋 408、釋 409、釋 413、釋 415、釋 420、釋 424、釋 425 

釋 426、釋 427、釋 431、釋 434、釋 437、釋 438、釋 440 

釋 441、釋 449、釋 451、釋 456、釋 464、釋 465、釋 469 

釋 473、釋 474、釋 478、釋 480、釋 484、釋 486、釋 487 

釋 488、釋 492、釋 493、釋 495、釋 496、釋 500、釋 503 

釋 504、釋 505、釋 506、釋 511、釋 513、釋 514、釋 515 

釋 516、釋 518、釋 519、釋 526、釋 534、釋 536、釋 537 

釋 559、釋 562、釋 564、釋 565、釋 566 

 

 

訴訟權 

釋 368、釋 374、釋 378、釋 382、釋 386、釋 393、釋 395 

釋 396、釋 416、釋 418、釋 423、釋 436、釋 439、釋 442 

釋 448、釋 462、釋 466、釋 482、釋 507、釋 512、釋 533 

釋 540、釋 546 

 

 

 

 

 

其他類型 

釋 372(人性尊嚴)、釋 376(人權限制條款)、釋 399(人格權) 

釋 401(參政權)、釋 417(人權限制條款)、釋 422(生存權) 

釋 428(生存權)、釋 464(生存權)、釋 468(參政權) 

釋 472(生存權)、釋 476(生存權)、釋 483(服公職權) 

釋 486(人格權)、釋 494(生存權)、釋 509(名譽權) 

釋 521(人權限制條款)、釋 522(人權限制條款) 

釋 524(人權限制條款)、釋 525(人權限制條款) 

釋 529(人權限制條款)、釋 531(人權限制條款) 

釋 532(人權限制條款)、釋 535(隱私權)、釋 545(人權限制條款) 

釋 548(人權限制條款)、釋 549(生存權)、釋 551(生存權) 

釋 561(人權限制條款)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伍伍伍伍、、、、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毋庸置疑，大法官解釋的主要作用在於維護憲政秩序與保障人民基本權，本

文針對這兩大類型將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之解釋加以區分，再依其涉及的憲法基

本原則與基本權種類進行分類，旨在謀求類型上的細緻化。本研究以第六屆大法

官解釋中的「司法積極主義」與「司法消極主義」作為探討之重心，自應將各號

加以細緻的類型化後，探求大法官於何種領域中較傾向採取「司法積極」或「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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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消極」的立場，如此對往後大法官於該類型案件的審查中，才能對審查結果，

甚至解釋途徑，達到初步的預測效果。 

根據本文統計，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之解釋中，憲政秩序類解釋共有二十二

號，其中有四號被認定合憲；三號被認定違憲；另外十五號大法官則並未表達合

憲或違憲之判斷。申言之，憲政秩序類解釋之合憲比例為百分之十八，違憲比例

為百分之十四，未表明比例則高達百分之六十八。可見大法官對於涉及國家機關

間權限爭議的事務領域，以及涉及國民主權原則、議會自律原則、權力分立原則、

以及法治國原則等憲法基本原則的案件，較傾向採取消極不予介入的司法態度，

給予其他國家機關充分的的政策形成空間與判斷裁量之餘地。而基本權類解釋共

有一百七十八號，其中有九十八號被認定合憲；六十四號被認定違憲；其餘十六

號解釋則並未表明合憲或違憲之判斷。申言之，基本權類解釋之合憲比例為百分

之五十五，違憲比例為百分之三十六，未表明比例則為百分之九。由此可知，第

六屆大法官在面對涉及人民基本權之案件時，不像面對憲政秩序類案件那樣多採

取迴避的態度，而係積極作出憲法判斷，所以未表明判斷的比例僅為百分之九， 

於此即有「憲法判斷積極主義」之傾向。而大法官積極作出憲法判斷之基本權類

案件，有高達百分之三十六的案件被認定違憲，而被認定合憲的九十八號解釋

中，亦有多號解釋的宣告方式為「警告性解釋」，即大法官雖不認為系爭規範違

憲，但其他部門應對該規範進行修正、補強，以求完備。於此，我們可以觀察出 

第六屆大法官對於涉及人民基本權的憲法爭訟，明顯傾向採取積極的立場，時而 

透過修法指示或限定修法期限等宣告方式，介入其他部門之政策形成領域，與其 

在憲政秩序類解釋案件中所傾向的消極，顯有不同。 

    惟此仍係就「憲政秩序」與「基本權」這兩大解釋類型所觀察而得的初步結

果，吾人既已在這兩大類型中進行更細緻的分類，則自應在各項分類中分別探求

第六屆大法官於各事務領域中的積極或消極立場，使本研究之核心概念─「司法

積極主義」與「司法消極主義」，於各事務領域中更能得到充分的體現。本文擬

就之後兩章對此作出探討。關於第六屆大法官解釋類型的初步統計，請參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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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333----7777：：：：第六屆大法官解釋類型統計第六屆大法官解釋類型統計第六屆大法官解釋類型統計第六屆大法官解釋類型統計     

解釋類型解釋類型解釋類型解釋類型    憲政秩序類憲政秩序類憲政秩序類憲政秩序類    基本權類基本權類基本權類基本權類    

解釋數目 22 號              178 號 

所佔比例 22/200＝11%          178/200＝89% 

合 憲 4 號              98 號 

違 憲 3 號              64 號 

審
查
結
果
統
計 

未表明 15 號              16 號 

合憲比例 4/22＝18%           98/178＝55% 

違憲比例 3/22＝14% 64/178＝36% 

未表明比例 15/22＝68% 16/178＝9% 

總  計 22/22＝100% 178/178＝1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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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第六屆大法官有關憲政秩序解釋之分析第六屆大法官有關憲政秩序解釋之分析第六屆大法官有關憲政秩序解釋之分析第六屆大法官有關憲政秩序解釋之分析    

 

憲法創制者給我們的是一個羅盤，而不是一張藍圖。 

Richard Posner 1939- 

前美國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首席法官 

 

    我國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之兩百號解釋中，有關憲政秩序類的解釋共計有二

十二號。我國釋字第四九九號解釋曾明白揭示：「惟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

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如聽任修改條文予以變更，則憲法整體規範秩序將形

同破毀，該修改之條文即失其應有之正當性。憲法條文中，諸如：第一條所樹立

之民主共和國原則、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權力

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亦為憲法整體基本原則之所在。基於前

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凡憲法設置之

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 

    就此解釋意旨以觀，吾人可發現大法官基於憲法整體規範秩序存立所必須維

護的憲法基本原則，即包括國民主權原則、權力分立原則等。此二原則乃等同具

有憲法位階之規範效力。而法治國原則於當代意義之憲法主義底下，已被普遍承

認係作為構成憲法之重要基本原則。然而雖然我國憲法條文當中並未明文提及

「法治國」，然而我國乃為法治國家，無論在學說或是司法實務見解上已為無庸

置疑的普遍共識。職是之故，雖然我國憲法條文當中並未明文提及「法治國」， 

然而我國亦受到法治國原則之拘束乃為學說與司法實務
1
上所普遍肯認，換言之

我國通說上係認為法治國原則在我國係屬憲法層次上之要求。故本章即就此三項

憲法基本原則，將第六屆大法官涉及憲政秩序的二十二號解釋加以歸納分類
2
，

                                                 
1
 縱使我國憲法條文中並未曾對「法治國原則」加以正面的界定，然而自從釋字第 165 號解釋以

來，司法院大法官即將「法治國」或「法治國家」視為理所當然般的廣泛運用作為違憲審查的理

論依據(審查標準)。其後之釋字第 525 號、第 547 號、第 589 號、第 629 號等解釋更是一再強調

「法治國原則為憲法之基本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之遵守」

此一意旨。 
2
 本文採此三種分類方式，並不代表涉及某一憲法基本原則之解釋，必然未涉及其他憲法基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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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探討大法官於涉及各憲法原則之事務領域上，行使違憲審查權的積極程度為

何。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涉及國民主權原則之案例分析涉及國民主權原則之案例分析涉及國民主權原則之案例分析涉及國民主權原則之案例分析    

    

我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明確揭示了我國憲

法下國民主權原則之展現，代表國民主權原則於我國已落實為憲法位階的上位規

範。國民主權原則的實踐，就是「主權在民」。申言之，主權屬於國民所有，主

權之行使亦應經國民或國民代表之同意，始得為之﹔不惟如此，行使主權的統治

者或立法者，亦應具備民意之基礎，始能稱之。亦即，統治者之產生及統治權之

行使，均應得到被統治者公開討論之同意，例如修改憲法乃最直接體現國民主權

之行為，應公開透明為之，以滿足理性溝通之條件，方能賦予憲政國家之正當性

基礎。而釋字第二六一號解釋之聲請書
3
亦指出：「國家主權之擁有者為全體國

民，憲法第二條定有明文。國家意思之形成應由下而上，方能確立統治者與被統

治者之同一性及和諧性，而其具體精神乃落實於民意政治，並藉由國會定期改選

予以貫徹。」所以國民主權原則乃係我國民意政治構成的最根本存立基礎，亦為 

任何民主國家皆奉行不悖的憲法基本原則，本節擬先就涉及國民主權原則之解釋

加以討論。 

    

    

                                                                                                                                            
則，而係就該號解釋直觀之下所直接涉及的憲法基本原則，或大法官於該號解釋中所顯然採取的

審查標準加以定義，以便類型化討論之進行。實際上，多號解釋中亦可見三種憲法基本原則有交

互匯通之處。 
3 釋字第 261 號解釋之聲請書指出：「國家主權之擁有者為全體國民，憲法第二條定有明文。國
家意思之形成應由下而上，方能確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同一性及和諧性，而其具體精神乃落實
於民意政治，並藉由國會定期改選予以貫徹。前述司法院釋字第三十一條解釋認由第一屆立法委
員、監察委員繼續行使職權，誠有背國民主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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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第六屆大法官有關國民主權原則之解釋第六屆大法官有關國民主權原則之解釋第六屆大法官有關國民主權原則之解釋第六屆大法官有關國民主權原則之解釋    

                第六屆大法官作成有關國民主權原則之解釋，共計有四號。其中僅有釋字第

四九九號解釋之宣告結果為違憲無效宣告，其他三號解釋則並未表明違憲與否。

依照宣告結果與宣告模式加以分類，整理如下： 

  一一一一、、、、違憲宣告違憲宣告違憲宣告違憲宣告    

                有關國民主權原則之解釋中，大法官唯一進行違憲宣告的係為釋字第四九九

號解釋，茲述如下： 

((((一一一一)))) 解釋爭點解釋爭點解釋爭點解釋爭點    

                八十八年九月十五日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是否違憲？    

((((二二二二)))) 解釋要旨解釋要旨解釋要旨解釋要旨    

第三屆國民大會於八十八年九月四日第四次會議第十八次大會以無記名投 

票方式表決通過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第四條、第九條暨第十條之修正，其程序

違背公開透明原則及當時適用之國民大會議事規則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其瑕

疵已達明顯重大之程度，違反修憲條文發生效力之基本規範；其中第一條第一項

至第三項、第四條第三項內容並與憲法中具有本質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賴以存立

之基礎，產生規範衝突，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所不許。上開修正之第一條、第四

條、第九條暨第十條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修

正公布之原增修條文繼續適用。
4
    

((((三三三三)))) 解釋評析解釋評析解釋評析解釋評析    

                本號解釋中，大法官針對國民大會代表自行通過延長任期一案，表達認定其

違憲的立場。認為該修憲案在程序上存有明顯且重大之瑕疵，蓋「修改憲法亦係

憲法上行為之一種，如有重大明顯瑕疵，即不生其應有之效力。所謂明顯，係指

事實不待調查即可認定；所謂重大，就議事程序而言則指瑕疵之存在已喪失其程

序之正當性，而違反修憲條文成立或效力之基本規範」，所以認為此次修憲違犯

修憲的程序規範；再者，此次修憲的內容也違反了憲法基本原則，蓋「憲法中具

                                                 
4
 參見釋字第 499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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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如聽任修改條文予以變更，則憲法

整體規範秩序將形同破毀，該修改之條文即失其應有之正當性。憲法條文中，諸

如：第一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第二章保障人民權

利、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亦為憲法整體基本原

則之所在。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

礎，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所以大法官在此號解釋中採取積極的 

釋憲態度，為修憲創設了「程序界限」與「實質界限」，進而宣告憲法增修條文

違憲且立即失效。堪為大法官釋憲實務上，對立法者形成自由採取最嚴格限制的

一號解釋。惟林永謀大法官於此號解釋所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5
，對修憲「程序界

限」部分，採取尊重議會自律原則之立場，於論理上與多數意見有所出入，頗值

吾人參考。 

        二二二二、、、、未表明違憲或合憲未表明違憲或合憲未表明違憲或合憲未表明違憲或合憲    

                大法官於釋字第三八七號、第四六一號、以及第五四一號解釋中，均未表明 

違憲或合憲之立場，惟此並不必然代表大法官在此等案件所採取之司法態度均傾

向消極。申言之，釋字第四六一號解釋之疑義在於「參謀總長是否應受立委質詢 

以及得否拒絕至各委員會備詢」，大法官認為參謀總長雖非部會首長，惟為憲法

第六十七條條所稱之政府人員，所以應負至立院委員會備詢之義務。此號解釋當

屬單純憲法上疑義闡明，大法官於此案中之態度立場並不明顯。而釋字第五四一

號解釋涉及第六屆大法官任期屆滿前，司法院正、副院長及大法官之任命程序問

題。大法官解釋中認為其任命之程序，應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此 

號解釋亦當屬單純憲法疑義闡明，無關消極與積極之立場。惟涉及立法院改選後 

內閣閣院是否應該總辭問題的釋字第三八七號解釋，涉及高度之政治問題，頗值 

提出討論。 

((((一一一一)))) 解釋爭點解釋爭點解釋爭點解釋爭點    

立法院改選後內閣閣員是否應該總辭？    

                                                 
5
 參見釋字第 499 號解釋林永謀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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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解釋要旨解釋要旨解釋要旨解釋要旨    

                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憲法第五十七條亦規定甚詳。行政院院長既須經立法

院同意而任命之，且對立法院負政治責任，基於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之原理，立

法委員任期屆滿改選後第一次集會前，行政院院長自應向總統提出辭職。行政院

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係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且係

出席行政院會議成員，參與行政決策，亦應隨同行政院院長一併提出辭職。
6
    

((((三三三三)))) 解釋評析解釋評析解釋評析解釋評析    

大法官之多數意見認為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行政院 

院長對立法院負政治責任，此乃我國憲法有關總統、行政院、立法院三者間之制

度性設計。行政院院長之任命，既須經由立法院同意，基於民意政治之原理，自

應於每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改選後第一次集會前提出辭職，俾總統得審視立法院

改選後之政治情勢，重行提名新任人選，咨請立法院同意以反映民意趨向。行政

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則係由行政院院長依其政治理

念，提請總統任命，並依憲法第五十八條之規定，出席行政院會議，參與行政決

策，亦應隨同行政院院長一併向總統提出辭職以彰顯責任政治。
7
 

惟吳庚大法官於此號解釋之不同意見書中對多數意見有不同之見解，氏主張

此釋憲案屬於政治問題，司法釋憲者不應予以實體解釋。吳庚大法官於不同意見

書中引用 Brennan 大法官所提出之政治問題理論，指出「任何案件從外觀上認定

其涉入政治問題，主要在於由憲法之明文規定已顯見其欲將此一問題委諸相對應

之政治部門；或者欠缺解決此一問題所須之司法上創獲及處理之標準；或者一旦

予以裁判即係對明顯非屬司法裁量之事項，逕行作成政策決定；或者若作獨立判

斷即屬對政府相關部門之欠缺尊重；或者有特別需要毫不猶豫地遵循已作成之政

治上決定；或者可能造成對同一問題各部門意見分歧之困窘」
8
，故吳庚大法官

                                                 
6
 參見釋字第 387 號解釋。 

7
 參見釋字第 387 號解釋理由書。 

8
 參見釋字第 387 號解釋吳庚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氏謂：「大法官布倫南（Justice Brennan）

一九六二年在一項案件之判詞中綜合歷來之先例，曾作如下之闡釋：『任何案件從外觀上認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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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本件解釋對象乃典型之政治問題或統治行為，恰似 Brennan 大法官所稱：「屬

於憲法顯欲委由相關之政治部門解決，司法機關對類似問題難有相同之判斷標

準；不屬司法裁量事項，不應由司法機關作成決策；可資遵循之政治上決定早已

作成，司法機關所作決定顯示其對立法及行政部門之有欠尊重。」此乃我國釋憲

實務上首度對「政治問題理論」作出正面闡示之先例，並且援引國外憲法學理加

以論證，雖然在該解釋案中並未獲得多數大法官之採認，但是對憲法解釋學的理

論建構與釋憲實務操作均有所貢獻。 

貳貳貳貳、、、、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    

                由此四號解釋觀察，無論該案件之解釋是否違憲，吾人皆可發現─大法官之

論證基礎，皆係以國民主權原則、民意政治、責任政治等概念互有相通的憲法原

則作為論證基礎，維護並落實憲法第二條中「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之

實體價值。除了在釋字第四九九號解釋中明顯採取與國會對抗的立場，宣告該修

憲條文違憲無效外，釋字第三八七號、第四六一號、以及第五四一號解釋中均基

於民意政治之原則對行政部門、甚至本身所屬的司法部門(大法官)課以對立法者

負責的憲法義務，可見第六屆大法官在涉及國民主權原則之解釋案中，採取積極

維護該憲法基本原則之立場，甚至不惜採取強硬手段，逕行宣告國會之修憲案係

屬違憲。 

                                                                                                                                            
涉入政治問題，主要在於由憲法之明文規定已顯見其欲將此一問題委諸相對應之政治部門；或者

欠缺解決此一問題所須之司法上創獲及處理之標準；或者一旦予以裁判即係對明顯非屬司法裁量

之事項，逕行作成政策決定；或者若作獨立判斷即屬對政府相關部門之欠缺尊重；或者有特別需

要毫不猶豫地遵循已作成之政治上決定；或者可能造成對同一問題各部門意見分歧之困窘。』凡

合於上述各種標準者，最高法院即視之為非可供司法審理（non–justiciable）之政治問題。…

本件解釋對象乃典型之政治問題或統治行為，恰似布倫南所稱：屬於憲法顯欲委由相關之政治部

門解決，司法機關對類似問題難有相同之判斷標準；不屬司法裁量事項，不應由司法機關作成決

策；可資遵循之政治上決定早已作成，司法機關所作決定顯示其對立法及行政部門之有欠尊重。

本件情形以布氏提出之數項判定政治問題準則衡量，誠若合符節。」；另摘錄 Brennan 大法官之

判決原文”Prominent on the surface of any case held to involve a political question is found a 

textually demonstrable constitutional commitment of the issue to a coordinate political department; or a 

lack of judicially discoverable and manageable standards for resolving it;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deciding without an initial policy determination of a kind clearly for nonjudicial discretio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a court's undertaking independent resolution without expressing lack of the respect due 

coordinat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or an unusual need for unquestioning adherence to a political 

decision already made; or the potentiality of embarrassment from multifarious pronouncements by 

various departments on one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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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涉及權力分立原則之案例分析涉及權力分立原則之案例分析涉及權力分立原則之案例分析涉及權力分立原則之案例分析    

    

    權力分立原則傳統上之目的在於抑制國家權力過度擴張，進而保障人民權利 

，以及個人之自由。基此，立法、行政、與司法部門所個別運作之國家權力，必

須相互監控與制衡。申言之，權力分立原則為實行民主憲政國家憲法的基本原則

之一，該原則建構之目的除了透過權力的分配與事務的分工，使權力部門的運作

更具效率，更可因權力的分散而避免政府因專權擅斷而侵害人民權利。就形式上

觀之，權力分立原則表現在垂直與水平兩個面向上。垂直面向的權力分立為中央

政府與地方政府內各部門間之權限劃分，亦即「垂直分權」；水平面向的權力分

立則為中央政府內與地方政府內各部門之權限劃分，亦即「垂直分權」。
9
在實際

的憲政秩序中，權力與權力之間在運作上勢必產生某種程度的交疊，使權力對其

他權力造成影響，甚至造成機關間權限衝突之類的憲政爭議。換言之，權力分立

原則亦為法院審理有關機關間權限衝突案件所採取的理論依據。林子儀大法官分

析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處理一系列關於機關權限爭議是否違反權力分立原則之案

例時，發現美國之釋憲者其實並未能發展出一個前後一貫的處理爭議的方法，或

是一套有系統的原則或理論。
10
而係在實務上採取「形式論」與「功能論」這兩

種主要的體系解釋方法進行操作。權力分立原則雖未見諸於我國憲法條文，但釋

憲實務上已然有所採認，甚至將之列為憲法中具有本質重要性，為憲法整體基本

原則之所在者。
11
故關於權力分立原則之大法官解釋，數量上不可謂少，對於憲

政秩序的維護亦多所貢獻。 

壹壹壹壹、、、、第六屆大法官有關權力分立原則之解釋第六屆大法官有關權力分立原則之解釋第六屆大法官有關權力分立原則之解釋第六屆大法官有關權力分立原則之解釋    

                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有關權力分立原則之解釋，共計有十三號。其中大法官

                                                 
9
 陳怡如，《司法院大法官之憲政定位與功能》，臺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頁 129。 
10
 林子儀，〈憲政體制與機關爭議之釋憲方法之應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權力分立案件之解

釋方法〉，《憲政時代》，第 27 卷第 4 期，2002 年，頁 32-65。 
11
 參見釋字第 499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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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違憲認定者僅有兩號，分別為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及釋字第四一九號解釋， 

而其宣告方式皆為「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釋字五

五○號解釋對系爭法律採取「附修法指示之警告性解釋」，釋字第三八一號解釋

採取合憲宣告。而其他號解釋
12
大法官均未表明違憲或合憲，但亦不代表大法官

於系爭案件並不採取積極態度。故吾人就上開案件，擇其具代表性者
13
加以論述，

以探求第六屆大法官於權力分立案件中所採取之解釋態度。    

        一一一一、、、、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    

    (    (    (    (一一一一) ) ) ) 解釋爭點解釋爭點解釋爭點解釋爭點    

                立法委員審議預算得否移動或增減預算項目？ 

((((二二二二) ) ) ) 解釋要旨解釋要旨解釋要旨解釋要旨    

立法院依憲法第六十三條
14
之規定有審議預算案之權，立法委員於審議中央

政府總預算案時，應受憲法第七十條「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預算案，不得為增

加支出之提議」之限制及本院相關解釋之拘束，雖得為合理之刪減，惟基於預算

案與法律案性質不同，尚不得比照審議法律案之方式逐條逐句增刪修改，而對各

機關所編列預算之數額，在款項目節間移動增減並追加或削減原預算之項目。蓋

就被移動增加或追加原預算之項目言，要難謂非上開憲法所指增加支出提議之一

種，復涉及施政計畫內容之變動與調整，易導致政策成敗無所歸屬，責任政治難

以建立，有違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立，各本所司之制衡原理，應為憲法所不許。
15
    

((((三三三三) ) ) ) 解釋評析解釋評析解釋評析解釋評析    

大法官之多數意見認為「預算案」為「形式意義之法律」
16
，所以立法機關

審議預算案具有批准行政措施即年度施政計畫之性質，其審議方式自不得比照法

                                                 
12
 係指釋字第 371 號、第 435 號、第 463 號、第 467 號、第 498 號、第 520 號、第 527 號、第

530 號、以及第 553 號解釋，大法官均未表明違憲或合憲之立場。 
13
 係指就該十三號解釋中，選擇大法官於該案中明顯傾向採取積極釋憲態度的案件加以提出，

蓋因案件眾多，且部分案件之消極與積極判斷上不致明顯，故僅能擇其明顯、重要者加以論述。 
14 憲法第 63 條：「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 
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 
15
 參見釋字第 391 號解釋。 

16
 或稱「措施性法律」，參見釋字第 391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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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案作逐條逐句之增刪修改，而對各機關所編列預算之數額，在款項目節間移動

增減並追加或削減原預算之項目，實質上變動施政計畫之內容，造成政策成敗無

所歸屬，政治責任難予釐清之結果，有違立法權與行政權分立之憲政原理。
17
此

段論述即由權力分立原則出發，認為若聽任立法院對預算案擅自刪修，則因預算

案涉及施政計畫內容之變動與調整，易導致政策成敗無所歸屬，責任政治難以建

立，與權力分立與責任政治之憲法意旨有所違背，所以宣告其違憲。 

惟大法官蘇俊雄與劉鐵錚之主張與多數意見有所出入，兩位大法官所提出之

不同意見書
18
認為若從責任政治與權力分立之憲政原理思考，憲法既將預算案視

為一特殊的法規範而非行政部門內部的施政計畫，且將預算案之提案權與議決權

分別分派給行政院與立法院，使二者能共同參與形成國家預算秩序，基於財政民

主主義的原則，自應確保立法院在預算形成程序上的參與空間，方能落實責任政

治與權力分立的理念。多數通過的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所採取的「預算行政說」，

認為預算案之規範性格僅具形式意義，實質上仍係行政行為，毋寧過度維護行政

權，不足以說明現代民主法治國家責任政治與權力分立原理下的預算性質以及預

算程序。由此可見雖然大法官均由權力分立原則出發，其論述之結果卻完全相

反，原因係在於大法官之間對於「預算案」之性質認知上有所出入所致。但就多

數意見所作成之解釋結果而言，大法官基於權力分立原則，宣告立法院審議預算

時若移動或增減預算項目形同違憲，仍傾向積極維護權力分立原則的釋憲態度。

而大法官多數意見與少數意見間對於「預算案性質」的論辯，亦有可觀之處。 

        二二二二、、、、釋字第四一九號解釋釋字第四一九號解釋釋字第四一九號解釋釋字第四一九號解釋    

((((一一一一)))) 解釋爭點解釋爭點解釋爭點解釋爭點    

                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是否違憲？ 

((((二二二二)))) 解釋要旨解釋要旨解釋要旨解釋要旨    

                副總統得否兼任行政院院長憲法並無明文規定，副總統與行政院院長二者職

                                                 
17
 參見釋字第 391 號解釋理由書。 

18
 參見釋字第 391 號解釋蘇俊雄、劉鐵錚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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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性質亦非顯不相容，惟此項兼任如遇總統缺位或不能視事時，將影響憲法所規

定繼任或代行職權之設計，與憲法設置副總統及行政院院長職位分由不同之人擔

任之本旨未盡相符。再者，行政院院長於新任總統就職時提出總辭，係基於尊重

國家元首所為之禮貌性辭職，並非其憲法上之義務。對於行政院院長非憲法上義

務之辭職應如何處理，乃總統之裁量權限，為學理上所稱統治行為之一種，非本

院應作合憲性審查之事項。
19
    

((((三三三三)))) 解釋評析解釋評析解釋評析解釋評析    

                本號解釋之多數意見認為副總統與行政院長的職務雖然並非顯然不相容，但

是副總統若兼任行政院長，勢必將使憲法中規定繼任或代行職權的設計無從實現 

。申言之，多數意見認為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及增修條文第二條第八項分別規

定：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

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總統、

副總統均不能視事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副總統與行政院院長分別設

置，乃憲法保障總統職位之繼任，所作雙重保險機制，由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

不僅使候補人數減少，且一旦總統缺位，勢將出現一人同時擔任三項職務之「三

位一體」局面，自與憲法本旨相違。
20
就其解釋意旨而觀，大法官雖然認為副總

統兼任行政院長不生顯然牴觸憲法權力分立原則之問題，而未從權力分立之觀點

認為其違憲，但是該號解釋理由書中認為依權力分立原則所區分之各個權力範圍

（如立法部門、行政部門及司法部門），若因部門內之權限，依憲法之設計，必

須由兩個機關不同之構成員分別行使者，亦在不得兼任之列。而「我國中央政制

與前述各種制度均不盡相同，但於權力分立原則之堅持則不遜於其他各國，司

法、考試及監察三權各自獨立行使職權，固無疑義。行政權與立法權亦截然劃分，

並使其成員不得互兼，此為憲法第七十五條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之所由設」
21
之

論述，亦對我國對於權力分立原則之堅持加以強調，故本號解釋之違憲認定雖然

                                                 
19
 參見釋字第 419 號解釋。 

20
 參見釋字第 419 號解釋理由書。 

21
 參見釋字第 419 號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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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出自於權力分立原則的考量，但是大法官積極維護、落實權力分立原則的立

場，甚為明確。 

    而解釋文中復認為「行政院院長於新任總統就職時提出總辭，係基於尊重國

家元首所為之禮貌性辭職，並非其憲法上之義務。對於行政院院長非憲法上義務

之辭職應如何處理，乃總統之裁量權限，為學理上所稱統治行為之一種，非本院

應作合憲性審查之事項。」係認為行政院院長於新任總統就職時應否辭職之問題

屬於「政治問題」，因其涉及高度統治行為，自不應作為法院審查之對象。此段

論旨中所展現出大法官積極維護權力分立的謙抑立場，亦屬明顯。 

        三三三三、、、、釋字第五二釋字第五二釋字第五二釋字第五二○○○○號解釋號解釋號解釋號解釋    

((((一一一一) ) ) ) 解釋爭點解釋爭點解釋爭點解釋爭點    

    行政院停建核四廠應向立法院報告？ 

((((二二二二) ) ) ) 解釋要旨解釋要旨解釋要旨解釋要旨    

行政院因施政方針或重要政策變更涉及法定預算之停止執行時，則應本行政

院對立法院負責之憲法意旨暨尊重立法院對國家重要事項之參與決策權，依照憲

法增修條文第三條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七條規定，由行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

首長適時向立法院提出報告並備質詢。其由行政院提議為上述報告者，立法院有

聽取之義務。行政院提出前述報告後，其政策變更若獲得多數立法委員之支持，

先前停止相關預算之執行，即可貫徹實施。倘立法院作成反對或其他決議，則應

視決議之內容，由各有關機關依本解釋意旨，協商解決方案或根據憲法現有機制

選擇適當途徑解決僵局。
22
    

((((三三三三) ) ) ) 解釋評析解釋評析解釋評析解釋評析    

大法官於此號解釋中先對「預算」之性質加以正面界定，其認為預算制度乃

行政部門實現其施政方針並經立法部門參與決策之憲法建制，對預算之審議及執

行之監督，屬立法機關之權限與職責。預算案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及公布為法定預

                                                 
22
 參見釋字第 520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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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形式與法律案相當，因其內容、規範對象及審議方式與法律案不同。23接著

說明法定預算已涉及重要政策，其變動自與非屬國家重要政策變更之單純預算變

動，顯然有別，所以不能以所謂法定預算為實質行政行為，認聲請機關有裁量餘

地而逕予決定並下達實施，或援引其自行訂定未經送請立法機關審查之中央機關

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核定停辦，相關機關立法院執此指摘為片面決策，即非全

無理由。然而，民主政治為民意政治，總統或立法委員任期屆滿即應改選，乃實

現民意政治之途徑。總統候選人於競選時提出政見，獲選民支持而當選，自得推

行其競選時之承諾，從而總統經由其任命之行政院院長，變更先前存在，與其政

見未洽之施政方針或政策，毋迺政黨政治之常態。惟無論執政黨更替或行政院改

組，任何施政方針或重要政策之改變仍應遵循憲法秩序所賴以維繫之權力制衡設

計，以及法律所定之相關程序。基於以上的論述，大法官以權力分立原則中的「權

力間相互制衡」及「權力間相互尊重」為出發點，課以立法與行政機關對話義務 

，使因行政院片面宣布停止執行立法院審議通過之核四預算，所引發之兩院權限

爭議不至於僵滯，甚至擴大。雖然不依據權力分立原則認定行政院之片面停建核

四屬於違憲，但是卻積極介入排解行政、立法間的權限衝突，以避免國家重要建

設停擺所可能造成之嚴重後果，亦顯屬司法積極主義之態度傾向。
24
 

    吾人應予留意者，此號解釋雖已於大法官會議中作成多數決，惟大法官內部

之意見並非全然一致，反而是各擁己見，據理以爭。使本號解釋除多數意見外，

尚有六份「協同意見書」(含一份「部分協同意見書」與三份「不同意見書」(含

兩份不同意見書)，另本號解釋成為十五位大法官共有十種意見的棘手案件。 

    王澤鑑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中表示，行政院停止執行核四預算之決定，於向

立法院補行報告前已經生效。氏謂：「本件解釋的主要意旨係在確立一項憲法上

基本原則：即行政院得因重要政策變更而停止法定預算之執行。重要政策變更乃

屬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施政方針問題，其規範意義有二：（一）行

                                                 
23
 參見釋字第 520 號解釋理由書。 

24
 關於釋字 520 號解釋之討論，可參見湯德宗，〈憲法結構與違憲審查─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

二○號解釋評釋〉，收於氏著《權力分立新論 卷一》，2005 年，頁 109-179。 



第四章  第六屆大法官有關憲政秩序解釋之分析 

 155 

政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應適時向立法院院會提出報告並備質詢，立法委員得依立

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決議，邀請行政院長或部會首長提出報告，並備

質詢。（二）行政院在憲法上既得因重要政策之變更而停止法定預算，其停止執

行法定預算之效力，不因未適時向立法院提出報告並備質詢而受影響。」
25
 

    蘇俊雄大法官於協同意見書中表示：「行政院本於其權責而為重大政策變更

之『擬議』時，負有向立法院報告說明並備質詢的憲法義務。」
26
氏所使用之「擬

議」一詞，似係認為行政院須於「事前」向立法院報告，在報告前之決定尚不生

效力。 

黃越欽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謂：「行政機關如因其施政計畫或施政方針改

變，而對法定預算不予執行，則已不復為預算法規範之範疇，而應循憲法程序為

之，即至少應以等同於法律位階之程序（例如循立法程序制定相關法律）或高於

法律位階之程序（例如循修憲程序或透過公民投票），始得對法定預算之拘束力

予以廢棄或排除而重新編製，否則國會與行政機關雙方即違反憲法中對預算「共

同協力完成」之預算高權（Budgethoheit）原則。尤其對行政機關而言，未經國

會審議即宣佈停止或不執行預算，已與「依法行政」原則有所不符。」
27
可見氏

認行政院無從片面決定停建核四，而非經立法院議決之行政院決定亦不生效力。 

戴東雄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謂：「所謂『法定預算』之效力，係指解釋理由

書所載：『設定預算執行機關得動支之上限額度與動支目的、課予執行機關必須

遵循預算法規定之會計與執行程序、並受決算程序及審計機關之監督』。」
28
依上

開解釋意旨，氏認為尚無法推論出行政院重要政策之變更須經立法院之同意，蓋

立法院就預算案之審議，不得涉及施政際會內容之變動與調整，故應視立法院決

議之內容，由各有關機關選擇適當途徑解決，以符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意旨。 

孫森焱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認為停止法定預算之執行不因立法院作成反對

                                                 
25
 參見釋字第 520 號解釋王澤鑑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 

26
 參見釋字第 520 號解釋蘇俊雄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 

27
 參見釋字第 520 號解釋黃越欽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 

28
 參見釋字第 520 號解釋戴東雄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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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而發生特別拘束力，理由在於「行政院依職權停止法定預算中部分支出項目

之執行，如涉及施政方針或重要政策之變更，經立法院議決不贊同，乃對施政方

針或重要政策之變更而為。行政院原得移請立法院覆議之機制，因憲法第五十七

條第二款規定已停止適用，立法院即無從依此程序決議使行政院院長接受該決議

或辭職。」
29
 

陳計男大法官之部分協同意見書謂：「國家重要政策係由行政院向立法院報

告，為立法院接受，所共同形成，難謂可由行政院片面決定逕為變更。從而，涉

及重要政策執行之預算，行政院(無論是否因行政院構成員之更替)如因情事變更

或認須變更其施政方針或重大政策，而決定不執行時，自應先循重要政策變更(或

廢止)之程序，向立法院提出報告並備立法委員之質詢以示對立法院負責。立法

院亦不得拒絕行政院報告之提出。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重要政策變更(或廢止)

之報告後，如有意見或不贊同時，因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規定已停止憲法

第五十七條之適用，雖不得以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比較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二款

規定)，但仍可經由政黨協商；或循通過法律案使行政院負執行之憲法上義務；

或依憲法增修條文所定爭議機制(例如行政院倘認法律案窒礙難行時，得提出覆

議或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長不信任案等)處理，本亦不生適用憲法之疑義。」30 

氏認為本件個案原可依循上述方式解決，但遺憾兩院並未循此方式而造成僵局，

故本號解釋在性質上並非對憲法本身的疑義加以闡明，而係重申憲法規定中行

政、立法間爭議的解決途徑矣。 

在本號解釋的不同意見書方面，三位發表不同意見的大法官均認為立法院作

成之反對決議具有拘束行政院之效力，行政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劉鐵錚大法官

之不同意見書認為，本號解釋文中應加上「倘立法院作成反對決議，行政院院長

應即接受該決議」一句。理由在於「預算制度乃行政部門實現其施政方針，落實

各種政策，並經立法部門參與審查及決議之憲法建制，預算案經立法院審議通過

                                                 
29
 參見釋字第 520 號解釋孫森焱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 

30
 參見釋字第 520 號解釋陳計男大法官之部分協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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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總統公布後為法定預算，形式與法律案、條約案相當，在憲法上也是與法律案、

條約案並列一款，效力應無軒輊，三種議案，經立法院議決後，若未經行政院移

請覆議或覆議而未成功，經總統公布施行後，國家機關即應遵守，俾符法治國原

則。縱國家總預算金額龐大，預算項目包羅萬象，難以精準把握執行，而應保有

若干彈性，此故吾人所可了解，預算法也有若干合理之規定。但涉及國家重大政

策之法定預算，若謂行政院亦可以窒礙難行或政策變更之理由，單獨決議停止此

項法定預算之執行，則憲法明文規定之覆議制度豈不等同虛設？今後對窒礙難行

之預算案，行政院根本不必事先提出覆議，縱提出而未成功，亦屬毫無影響，只

要事後經行政院會議議決停止執行即可。若然，則立法院代表人民行使之國家政

策參與形成權─審議預算案，豈非成為有名無實之憲法規定，權力分立與制衡關

係之憲法原則，必也被破壞無遺。」
31
 

施文森大法官之部分不同意見書中指出：「解釋理由中既謂：『若立法院於聽

取報告後作成反對或其他決議，此一決議…且有確認法定預算效力之作用，與不

具有拘束力僅屬建議性質之決議有間。』其所稱確認法定預算之拘束力究何所

指？多數意見並未敘明。實則，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行政

院對於立法院通過之預算案認有窒礙難行時，得於預算案公布成為法定預算前，

移請立法院覆議，覆議經決議維持原案，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此一憲法

條文已明文宣示立法權與行政權之互動關係，即憲法所設覆議程序在於賦予行政

院有變更立法院已通過之預算案之機會，立法院所為覆議決議無論係維持原案或

有所變更，對於行政院均有拘束之效力，其意在使具有民意基礎之立法院負起終

局之政治責任，此為憲法依民主政治代議制度之法理所設計之制衡機制，亦與憲

法第六十三條立法院有議決預算案及國家重要事項權限之規定相呼應，至於公布

後之法定預算，對於行政院之拘束效力當更甚於尚未公布前之預算案，其變更尤

無排除該款適用之理。是故，依多數意見於法定預算之執行有重大變更時行政院

應向立法院報告及備詢，立法院並有聽取之義務，此亦為行政院變更法定預算取

                                                 
31
 參見釋字第 520 號解釋劉鐵錚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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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民主正當性之程序建制，立法院於聽取報告後作成之反對或其他決議，本質上

類同經決議維持原案之預算覆議案，對於行政院有拘束力，應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三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
32
 

董翔飛大法官之部分不同意見書謂：「緊急命令尚須獲得立法院追認，國家

重要政策變更，豈能不經國會同意：按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

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所發布之緊急命令，尚且須於十日內送交立法院予以追

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而一個沒有民意基礎但須對立法

院負責的行政院院長，竟可不依憲法及相關法律規定程序向立法院報告徵詢立法

院同意，即可拒不執行涉及國家政策之法定預算，如此拒不履行憲法義務之行為

尚不構成違憲，無異是默認行政院有不遵守憲法的特權。行政院既可不遵循憲政

程序片面決定廢棄核能電廠法定預算，同樣亦可推及其他法定預算甚或一般法

律，苟如此，行政權豈非變成獨大，而憲法秩序所賴以維繫的分權制衡機制，勢

將瓦解無存。」 

綜觀上開諸多協同暨不同意見書，可見即便大法官於審理程序上雖勉可達成

多數決共識，惟對案件本身的立場與認知，尚存有高度的內部分歧。而這類分歧

往往在如涉及國家重大議題的社會矚目案件中被突顯、放大，因此大法官解釋雖

然是在「量」的「多數決」之下所形成，但是「量」其中所隱含的「質」(諸如

審查態度、論證途徑、利害權衡、解釋方法、宣告模式等)，更是吾人應審視、

檢討的重要研究素材。 

        四四四四、、、、釋字第五三釋字第五三釋字第五三釋字第五三○○○○號解釋號解釋號解釋號解釋    

  (  (  (  (一一一一) ) ) ) 解釋爭點解釋爭點解釋爭點解釋爭點    

        最高司法機關就審理事項有規則制訂權？    

((((二二二二) ) ) ) 解釋要旨解釋要旨解釋要旨解釋要旨    

審判獨立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權力分立與制衡之重要原則，為實現審判獨

立，司法機關應有其自主性；本於司法自主性，最高司法機關就審理事項並有發

                                                 
32
 參見釋字第 520 號解釋施文森大法官之部分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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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規則之權；又基於保障人民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受充分而有效公平審判之

權利，以維護人民之司法受益權，最高司法機關自有司法行政監督之權限。司法

自主性與司法行政監督權之行使，均應以維護審判獨立為目標，因是最高司法機

關於達成上述司法行政監督之目的範圍內，雖得發布命令，但不得違反首揭審判

獨立之原則。最高司法機關依司法自主性發布之上開規則，得就審理程序有關之

細節性、技術性事項為規定；本於司法行政監督權而發布之命令，除司法行政事

務外，提供相關法令、有權解釋之資料或司法實務上之見解，作為所屬司法機關

人員執行職務之依據，亦屬法之所許。再者，憲法第七十七條規定：「司法院為

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惟依現行

司法院組織法規定，司法院設置大法官十七人，審理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令案

件，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於司法院之下，設各級法院、

行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是司法院除審理上開事項之大法官外，其本身僅

具最高司法行政機關之地位，致使最高司法審判機關與最高司法行政機關分離。

為期符合司法院為最高審判機關之制憲本旨，司法院組織法、法院組織法、行政

法院組織法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檢討修

正，以副憲政體制。
33
    

((((三三三三) ) ) ) 解釋評析解釋評析解釋評析解釋評析    

本號解釋中，大法官先從權力分立與制衡的觀點出發，肯認司法機關所具有

之自主性，並表現在審判獨立上。而審判獨立在保障法官唯本良知，依據法律獨

立行使審判職權，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權力分立與制衡之重要機制；為實現審判

獨立，司法機關應有其自主性，其內容包括法官之獨立、司法行政權及規則制定

權。
34
申言之，大法官藉由此號解釋，將司法行政監督權與規則制定權明確界定

由司法院所擁有，此有依據權力分立原則來鞏固、甚至擴張司法權限的積極意味。 

而解釋文後段甚至延續前段的論述，認為司法院除大法官職掌司法解釋及政黨違

                                                 
33
 參見釋字第 530 號解釋。 

34
 參見釋字第 530 號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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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解散之審理外，其本身僅具最高司法行政機關之地位，致使最高司法審判機關

與最高司法行政機關分離。所以為符合司法院為最高審判機關之制憲本旨，司法

院組織法、法院組織法、行政法院組織法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應自本解

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檢討修正，以副憲政體制。此段解釋意旨顯然以十分積極的

態度重新塑造司法院的定位，甚至明定落實進度，要求立法院於期限內修法。此 

號解釋當屬關於權力分立之解釋案中，司法權對於自己權限界定與組織定位採取

最積極態度的解釋。
35
 

貳貳貳貳、、、、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    

                就此涉及權力分立原則之十三號解釋而觀，除上述已加以提論之解釋以外，

其他解釋大致上可分為兩大類型：一為涉及權力分立原則中的「議會自律原則」， 

其解釋有釋字第三八一號解釋、釋字第四三五號解釋等，前者採取合憲宣告，後

者則未表明違憲或者合憲，就其解釋意旨觀察，司法者均採取尊重「議會自律」 

之立場，在這領域中行使違憲審查權的態度並不算積極；其二為涉及中央與地方

權力分立或權限劃分的解釋類型
36
，如釋字第四六三號、第四六七號、第四九八

號、第五二七號、第五五○號、以及第五五三號。除了釋字第五五○號解釋
37
中

大法官採取警告性解釋，認為行政主管機關於草擬中央健保法相關之補貼規定

時，應與地方政府協商，以避免有片面決策可能造成之不合理情形，並就法案實

施所需財源事前妥為規劃；立法機關於修訂相關法律時，應予地方政府人員列席

                                                 
35
 關於司法院各類定位方案的評估與探討，請參蘇永欽，《司法改革的再改革》，台北：元照出

版，1998 年，頁 210-303；湯德宗、吳信華、陳淳文，〈論違憲審查制度的改進─由「多元多軌」

到「一元單軌」的改制方案〉，收於湯德宗主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 第四輯》，2005 年，

頁 523-592；黃昭元，〈司法違憲審查的制度選擇與司法院定位〉，《臺大法學論叢》，第 32 卷第 5

期，2003 年，頁 55-118；吳信華，〈論中華民國的違憲審查制度─回顧、檢討與展望〉，發表於：

《2006 兩岸四地法律發展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主辦，2006 年，頁 3-39；

林三欽，〈論司法改革會議「司法院定位」結論之可行性─「以大法官釋憲制度」所面臨的變革

為中心〉，《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3 卷第 1 期增刊，2001 年，頁 69-110。 
36
 關於涉及中央與地方間權力分立關係的大法官解釋的討論，請參吳明孝，《地方自治與司法審

查之研究─以憲法解釋為中心》，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37
 關於釋字第 550 號解釋之討論，請參李建良，〈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劃分與財政負擔－全民健保

補助費分擔問題暨釋字第五五○號解釋研析〉，《人文與社會科學集刊》，第 16 卷第 1 期，2004

年，頁 7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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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立法程序表示意見之機會。
38
其他號解釋均未表明違憲或者合憲，故大法官

之解釋態度在涉及中央與地方之權力分立案件時，亦不算過於積極。惟在釋字三

九一號解釋以及釋字五二○號解釋之意旨中，可發現當涉及行政及立法兩權之權

限爭議
39
時，大法官力求儘速排解的解釋態度，亦顯積極。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涉及法治國原則之案例分析涉及法治國原則之案例分析涉及法治國原則之案例分析涉及法治國原則之案例分析    

    

                「法治國原則」源自「法治主義」，係指國家一切的權力或非權力性作用(國

政)均須依法而行且受法的拘束，並以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為目的的一種主張。質

言之，它不僅是建造並保證一個國家的法秩序(形式意義)，更是意味著依循特有

的歷史發展以及憲法明確採用的法治諸原則，以臻實質意義─正義國度的境界。

40
在法治國原則下所演進而生的法律原則，如依法行政原則、法律優位原則、法

律保留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法律安定性原則、比例原則
41
、信賴保護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等，均為現代民主憲政國家中，基本權保障得以落實，憲政秩序得

以穩定的重要一般法律原則。我國憲法本文中雖然並未對法治國原則加以規定， 

但法治國原則卻早已落實於我國大法官解釋與諸多憲政運作實務中。
42
本節即就 

第六屆大法官涉及法治國原則的憲政秩序類解釋進行討論，以觀察大法官於涉及

法治國原則之解釋案件中所採取的釋憲態度。 

                                                 
38
 參見釋字第 550 號解釋。 

39
 關於大法官針對機關權限爭議所作成解釋的討論，請參郭銘松，〈違憲審查機制解決政治僵局

可能性之評估─以司法院大法官針對政治部門權限爭議之解釋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第 30

卷第 2 期，2001 年，頁 251-289。 
40
 城仲模，〈法治國建制上之基本原則〉，收於施茂林主編，《跨世紀法學新思維─法學叢刊創刊

五十週年》，台北：元照出版，2006 年，頁 3。 
41
 關於公法上比例原則之討論，請參蔡宗珍，〈公法上之比例原則初論─以德國法的發展為中

心〉，《政大法學評論》，第 62 期，1999 年，頁 75-103；蔡茂寅，〈比例原則在授益行政領域之適

用〉，《月旦法學雜誌》，第 35 期，1998 年，頁 26-27；盛子龍，《比例原則作為規範違憲審查標

準之準則─西德聯邦憲法法院判決及學說之研究》，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年。 
42
 請參前註 1 文。 



論第六屆大法官司法解釋之態度取向─司法消極主義與司法積極主義之分析 

 162 

壹壹壹壹、、、、第六屆大法官有關法治國原則之解釋第六屆大法官有關法治國原則之解釋第六屆大法官有關法治國原則之解釋第六屆大法官有關法治國原則之解釋    

                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有關法治國原則之解釋，共計有五號。其中釋字第四二

一號解釋為合憲宣告；釋字第五三九號解釋採合憲之警告性解釋；釋字第三八八

號、第四七○號、以及第五四三號解釋並未宣告違憲或合憲。究其系爭案件與解

釋意旨，釋字第四二一號解釋最為單純，司法者於此並未展現明顯解釋態度取向。 

蓋此號解釋係針對國民大會正副議長得支給並兼任公職或業務之問題進行審查 

，審查結果認定關於議長、副議長之歲費、公費及特別費部分，與憲法尚無牴觸。

43
而國民大會正副議長屬於憲法上之機關，並受有相對之報酬，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自不得兼任其他公職或執行業務，亦屬依「法律保留原則」將國民大會正副

議長兼任其他公職或業務之憲法疑義加以釐清的解釋。而其餘四號解釋，本文論

述如下： 

        一一一一、、、、釋字第三八八號解釋釋字第三八八號解釋釋字第三八八號解釋釋字第三八八號解釋    

((((一一一一)))) 解釋爭點解釋爭點解釋爭點解釋爭點    

                現職總統競選連任仍有刑事豁免權？ 

((((二二二二) ) ) ) 解釋要旨解釋要旨解釋要旨解釋要旨    

憲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總統除犯內亂或外患罪外，非經罷免或解職，不受刑

事上之訴究。此係憲法基於總統為國家元首，對內肩負統率全國陸海空軍等重要

職責，對外代表中華民國之特殊身分所為之尊崇與保障。現職總統競選連任時，

其競選活動固應受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有關規定之規範，惟其總統身分並未因

參選而變更，自仍有憲法第五十二條之適用。44    

((((三三三三) ) ) ) 解釋評析解釋評析解釋評析解釋評析    

此號解釋認為總統為國家元首，對內肩負統率全國陸海空軍、依法公布法

律、任免文武官員等重要職責，對外代表中華民國之特殊身分所為之尊崇與保

障。因此根據憲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總統除犯內亂或外患罪外，非經罷免或解職，

                                                 
43
 參見釋字第 421 號解釋。 

44
 參見釋字第 388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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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刑事上之訴究，藉以確保其職權之行使，並維護政局之安定，以及對外關係

之正常發展。但是所謂總統不受刑事訴究之特權或豁免權，乃針對其職位而設，

並非對其個人之保障，且亦非全無限制，如總統所犯為內亂或外患罪，仍須受刑

事上之訴究；如所犯為內亂或外患罪以外之罪，僅發生暫時不能為刑事上訴追之

問題，並非完全不適用刑法或相關法律之刑罰規定。
45
深究其解釋意旨，其所謂

「現任總統如犯內亂或外患以外之罪，僅發生暫時不能為刑事上訴追之問題，並

非完全不適用刑法或相關法律之刑罰規定」之意義，表示憲法第五十二條之規定

係對現任總統於其任期所犯內亂或外患以外之罪形成「刑事訴究上之障礙」，使 

現任總統得暫時於程序層面上免於刑事訴追，惟其實質構成之罪責問題，並未因

憲法第五十二條之規定而得以免除。 

    而該釋理由書後段謂：「現職總統競選連任時，因其已名列總統候選人，其

競選活動固應受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有關規定之規範，惟其總統身分並未因參

選而變更。依憲法優於法律之法則，現職總統依法競選連任時，除犯內亂或外患

罪外，非經罷免或解職，並不得適用刑法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有關刑罰之

規定予以訴究，以符憲法第五十二條之意旨。」則顯然認定競選連任之現職總統

亦屬憲法第五十二條之適用，基於法治國原則中的「法律優位原則」，總統副總

統選舉罷免法等有關刑罰之規定自不得牴觸憲法第五十二條對於現職總統免於

刑事訴究之保障。此號解釋中大法官依法論法，並未有明顯的積極或消極態度。 

惟就該解釋聲請事實而言，乃係涉及高度政治性的憲法案件。蓋因總統選舉具高

度政治性，倘若此憲法疑義不獲解決，則難免於日後徒留爭議，引起紛爭，使政

治動盪、社稷不安。故大法官對此聲請採取積極態度進行審理，並且速予解釋，

方始翌年我國首度採取直接民選制的總統選舉中可能的「先決問題」獲得解決。 

大法官於審理此案中或多或少的政治權衡考量，不可不察。 

        二二二二、、、、釋字第四七釋字第四七釋字第四七釋字第四七○○○○號解釋號解釋號解釋號解釋    

((((一一一一)))) 解釋爭點解釋爭點解釋爭點解釋爭點    

                                                 
45
 參見釋字第 388 號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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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九十二年以前，提名司法院正副院長及大法官之依據？    

((((二二二二)))) 解釋要旨解釋要旨解釋要旨解釋要旨    

                未屆九十二年以前，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及本屆大法官出缺致影響司法院職

權之正常運作時，其任命之程序如何，現行憲法增修條文漏未規定，要屬修憲之

疏失，總統如行使提名權，應適用八十三年八月一日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

四條規定程序為之。
46
    

((((三三三三)))) 解釋評析解釋評析解釋評析解釋評析    

此號解釋認為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之修憲意旨原係於現任大法官之任 

期至九十二年十月屆滿時，由繼任之大法官銜接，在此期間，司法院院長、副院

長及大法官出缺致影響司法院職權之正常運作時，其任命之程序，本應以過渡條

款規定，援用八十三年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然八十六年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就

此漏未規定，要屬修憲之疏失，總統如行使提名權，應適用八十三年八月一日公

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程序為之。申言之，在修憲條文漏未規定的情況下， 

未屆九十二年以前，倘若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及該屆(第六屆)大法官出缺致影響

司法院職權之正常運作時，即必然面臨沒有可以適用之任命程序的窘況。大法官

為排除此憲法上過渡期間的規範闕漏，認定總統如行使提名權，應適用八十三年

八月一日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程序為之。此號解釋中，大法官針對修

憲條文闕漏之問題，基於法安定性原則而提出在過渡時期得擴張適用舊法之見解 

，以避免該屆大法官出缺時無法依程序任命的情況，當屬「權衡途徑」的考量。

若就解釋結果而言，此號解釋即係以「解釋」替代「法律」之顯例，適切與否，

仍有疑義。 

如陳計男大法官與施文森大法官對此即採取不同見解，提出不同意見書。其

認為在九十二年新規定實施前，如有任命院長、副院長或大法官之必要，其程序

新增修條文既未規定，且修正前之憲法增修條文又因新增修條文之公布而失效，

則此新增修條文未特別規定之事項，自應回歸適用憲法，即憲法第七十九條之規

                                                 
46
 參見釋字第 470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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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47
而憲法增修條文中漏未規定之規範填補，均屬修憲者職權行使之範圍，應

由修憲之國民大會自行處理解決，處理前仍應回歸憲法原來之規定（即憲法第七

十九條）。兩位大法官最後甚至強烈質疑「多數大法官不待修憲者之處理，以『因

任命之程序致影響司法院職權之正常運作』為前提，預作『應適用八十三年之憲

法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程序辦理之解釋』，不無侵害修憲者職權行使之嫌，大法

官解釋權之行使，能不知所自制乎？」觀乎諸位大法官就此案的精采論辯，可知

憲政現實上的權衡與憲法原則上的論證時而存有落差，而此落差亦絕非多數決之

結果可全然弭平矣。    

        三三三三、、、、釋字第五三九號解釋釋字第五三九號解釋釋字第五三九號解釋釋字第五三九號解釋    

    (    (    (    (一一一一) ) ) ) 解釋爭點解釋爭點解釋爭點解釋爭點    

                「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法官兼庭長職期調任實施要點」違憲？    

((((二二二二)))) 解釋要旨解釋要旨解釋要旨解釋要旨    

凡足以影響因法官身分及其所應享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人事行政行為，固 

須依據法律始得為之，惟不以憲法明定者為限。若未涉及法官身分及其應有權益

之人事行政行為，於不違反審判獨立原則範圍內，尚非不得以司法行政監督權而

為合理之措置。「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法官兼庭長職期調任實施要點」

其中第二點或第三點規定於庭長之任期屆滿後，令免兼庭長之人事行政行為，僅

免除庭長之行政兼職，於其擔任法官職司審判之本職無損，對其既有之官等、職

等、俸給亦無不利之影響，故性質上僅屬機關行政業務之調整。司法行政機關就

此本其組織法上之職權為必要裁量並發布命令，與憲法第八十一條法官身分保障

之意旨尚無牴觸。惟健全之審判周邊制度，乃審判公平有效遂行之必要條件，有

關審判事務之司法行政即為其中一環。庭長於各該庭行政事務之監督及處理，均

有積極輔助之功能。為貫徹憲法第八十二條法院組織之法律保留原則，建立審判

獨立之完備司法體制，有關庭長之遴選及任免等相關人事行政事項，仍以本於維

                                                 
47
 參見釋字第 470 號解釋陳計男大法官與施文森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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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審判獨立之司法自主性，作通盤規劃，以法律規定為宜，併此指明。
48
    

((((三三三三)))) 解釋評析解釋評析解釋評析解釋評析    

                此號解釋認為「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法官兼庭長職期調任實施要

點」中規定於庭長之任期屆滿後，未因業務需要酌予延長職期，令免兼庭長之人

事行政行為，僅免除庭長之行政兼職，於其擔任法官職司審判之本職無損，對其

既有之官等、職等、俸給亦無不利之影響，故性質上僅屬機關行政業務之調整。

司法行政機關就此本其組織法上之職權為必要裁量並發布命令，與憲法第八十一

條法官身分保障之意旨尚無牴觸。
49
然解釋文理由書最後指出：「為貫徹法院組織

之法律保留原則，建立審判獨立之完備司法體制，有關庭長之遴選及任免等相關

人事行政事項，仍以本諸維護審判獨立之司法自主性，作通盤規劃，以法律規定

為宜，併此指明。」顯然係藉此解釋案，延續釋字第五三○號之解釋意旨，繼續

要求立法機關配合修法，以建構完備的審判獨立司法體系。此號解釋意旨不免有

「訴外裁判」之況味存在，而大法官急切落實司法行政之相關建制之積極心態，

亦表露無遺。 

        四四四四、、、、釋字第五四三號解釋釋字第五四三號解釋釋字第五四三號解釋釋字第五四三號解釋    

((((一一一一)))) 解釋爭點解釋爭點解釋爭點解釋爭點    

                緊急命令得再授權為補充規定？    

((((二二二二)))) 解釋要旨解釋要旨解釋要旨解釋要旨    

                緊急命令係總統為應付緊急危難或重大變故，直接依憲法授權所發布，具有

暫時替代或變更法律效力之命令，其內容應力求周延，以不得再授權為補充規定

即可逕予執行為原則。若因事起倉促，一時之間不能就相關細節性、技術性事項

鉅細靡遺悉加規範，而有待執行機關以命令補充，方能有效達成緊急命令之目的

者，則應於緊急命令中明文規定其意旨，於立法院完成追認程序後，再行發布。

此種補充規定應依行政命令之審查程序送交立法院審查，以符憲政秩序。又補充

                                                 
48
 參見釋字第 539 號解釋。 

49
 參見釋字第 539 號解釋理由書。此段論述有層級化法律保留原則之意味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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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應隨緊急命令有效期限屆滿而失其效力，乃屬當然。
50
    

((((三三三三)))) 解釋評析解釋評析解釋評析解釋評析    

大法官於此號解釋中首先認為憲法上緊急命令之發布，係國家處於緊急狀 

態，依現有法制不足以排除危難或應付重大變故之際，為維護國家存立，儘速恢

復憲政秩序之目的，循合憲程序所採取之必要性措施。所以憲法就發布緊急命令

之要件、程序及監督機制定有明確規範，以避免國家機關濫用權力，期以保障人

民權益，並維護自由民主基本秩序。接著進一步論述，緊急命令乃對立法部門代

表國民制定法律、行政部門負責執行法律之憲法原則特設之例外，以不得再授權

為補充規定即可逕予執行為原則，其內容應力求詳盡而周延。如果因事起倉促，

一時之間不能就相關細節性、技術性事項鉅細靡遺悉加規範，而有待執行機關以

命令補充者，則應於緊急命令中明文規定其意旨，並於立法院完成追認程序後，

由執行機關再行發布。又此種補充規定無論其使用何種名稱均應依行政命令之審

查程序送交立法院審查，以符憲政秩序。緊急命令之發布，雖不受憲法第二十三

條所揭示法律保留原則之限制，惟仍應遵守比例原則。
51
足見大法官對法治國原

則中之法律保留原則與比例原則於緊急命令中之適用，有所堅持之處。此號解釋

對於其公布前現行法制未臻完備之處，亦有所補足，難掩司法造法之積極意味。 

貳貳貳貳、、、、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    

                關於法治國原則之解釋雖僅有五號，但若加以細繹，當可發現大法官採取積

極態度之解釋軌跡。如大法官在釋字第三八八號解釋中積極為「現任總統競選連

任時是否受刑事上之訴追」作成解釋，以安定民心政局，預先排除翌年總統大選

之可能爭議；又在釋字四七○號解釋中積極地以「解釋」替代「法律」，以彌補

在過渡時期之規範闕漏，此舉雖然在大法官會議內部未能獲得全數支持，甚至諒

解，然而對憲法增修條文之闕漏所可能造成的大法官「任命程序障礙」，卻經過

解釋加以排除，多數大法官之斟酌與權衡，應是煞費苦心；最後，大法官在釋字

                                                 
50
 參見釋字第 543 號解釋。 

51
 參見釋字第 543 號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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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三號解釋中，對緊急命令之合法要件以及現行法制未臻完備之處，加以闡

示、補充，此對於因為現行規範闕漏而可能影響憲政秩序，甚至破壞規範位階秩

序之緊急命令，積極的運用現行法制與法治國原則中的比例原則加以限制之，此

又為大法官積極行使解釋權能，甚至積極創設規範的例證。 

    觀察這五號解釋，除釋字第四二一號解釋中未見顯然之司法態度取向外，其

餘四號解釋均有司法積極主義之傾向。故吾人可得知，第六屆大法官的憲政秩序

類解釋中，關於法治國原則者，大法官為維護憲政秩序之運作不逸脫於常軌，或

基於現實因素的權衡考量，在關於法治國原則之憲法爭訟中，幾採司法積極之態

度取向。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解釋態度取向之綜合評價解釋態度取向之綜合評價解釋態度取向之綜合評價解釋態度取向之綜合評價    

    

    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之憲政秩序類解釋，雖然為數不多，宣告違憲之比例也

不高
52
，但是並不表示大法官對關於憲政秩序上的爭議多採取消極迴避的立場。 

反而係時常藉由解釋文之表達來進行「憲法續造」或「法律續造」等積極的司法

造法作為。
53
經過對第六屆大法官憲政秩序類解釋之觀察，吾人可歸納出下列幾

項大法官於各領域中行使違憲審查權的態度傾向。 

壹壹壹壹、、、、對涉及憲法核心價值之立法決策予對涉及憲法核心價值之立法決策予對涉及憲法核心價值之立法決策予對涉及憲法核心價值之立法決策予以積極介入以積極介入以積極介入以積極介入    

                一般而言，觀察大法官解釋採取積極或消極的態度，可就其宣告的方式加以

判別。大法官若對該系爭案件宣告違憲，則代表對於該案件所涉及之事務領域， 

介入的程度較為強烈。而違憲宣告之方式中，又以「違憲無效」對該立法或行政

行為的控制最為強烈。蓋因經違憲無效宣告之法律或行政行為，一經宣告則立即

                                                 
52
 第六屆大法官憲政秩序類解釋之違憲比例僅為百分之十四，請見第三章表 3-8。 

53
 關於大法官解釋與憲法續造之探討，請參林明鏘，〈大法官之憲法解釋與憲法續造〉，收於《現

代憲法的理論與現實─李鴻禧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台北：元照出版，2007 年，頁 78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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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效力，大法官並未留予其他部門對法律或行政行為加以修正、改善的期間，

而逕自宣告其立即失去效力。綜觀第六屆大法官憲政秩序類解釋中，唯一採取「 

違憲無效」宣告方式之解釋，為釋字第四九九號解釋。 

    我國憲法條文中並未有如德國基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之規定，將「改變聯

邦與各邦之架構」、「聯邦立法原則上應有各邦參與之法條」、以及「基本法第一

條至第二十條之規定」者，視為憲法修改之界限，如逾越此界限之修憲者，該修

憲條文即屬無效。
54
而釋字第四九九號解釋透過對國民大會於八十八年九月四日

三讀通過修正憲法增修條文中，國大代表自行延長其任期之部分條文宣告違憲無

效，為憲法創造了憲法文本中未曾明文規定的「修憲界限」，並進一步指出憲法

修改的「程序界限」與「實質界限」，分述如下：55 

  一一一一、、、、憲法修改之程序界限憲法修改之程序界限憲法修改之程序界限憲法修改之程序界限 

    該號解釋謂：「修改憲法亦係憲法上行為之一種，如有重大明顯瑕疵，即不

生其應有之效力。所謂明顯，係指事實不待調查即可認定；所謂重大，就議事程

序而言則指瑕疵之存在已喪失其程序之正當性，而違反修憲條文成立或效力之基

本規範。國民大會於八十八年九月四日三讀通過修正憲法增修條文，其修正程序

牴觸上開公開透明原則，且衡諸當時有效之國民大會議事規則第三十八條第二項

規定，亦屬有違。依其議事錄及速記錄之記載，有不待調查即可發現之明顯瑕疵，

國民因而不能知悉國民大會代表如何行使修憲職權，國民大會代表依憲法第一百

三十三條規定或本院釋字第三三一號解釋對選區選民或所屬政黨所負政治責任

之憲法意旨，亦無從貫徹。此項修憲行為有明顯重大瑕疵，已違反修憲條文發生

效力之基本規範。」 

此段解釋意旨透過對修憲程序之「重大明顯」瑕疵予以正面定義，復依此宣

告國民大會之修憲決議違反此原則，當屬違憲。此等同司法者為立法機關之修憲

程序創設了一程序界限，爾後立法機關之修憲程序若違反之即當屬無效。惟立法

                                                 
54
 林明鏘，同前註，頁 797。另關於憲法修改界限的深入討論，請參見許宗力，《憲法修改界限

論》，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 年。 
55
 參見釋字第四九九號解釋暨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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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之議事程序是否應屬「議會自律原則」所涉及之領域，學界素有爭論。若立

法機關之議事程序涉及「議會自律原則」之領域，則司法者是否得就此領域積極

作出違憲宣告之判決，亦非毫無爭論。
56
 

        二二二二、、、、憲法修改之憲法修改之憲法修改之憲法修改之實質界限實質界限實質界限實質界限    

                本號解釋亦謂：「國民大會為憲法所設置之機關，其具有之職權亦為憲法所

賦予，基於修憲職權所制定之憲法增修條文與未經修改之憲法條文雖處於同等位

階，惟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如聽任修改條文予

以變更，則憲法整體規範秩序將形同破毀，該修改之條文即失其應有之正當性。

憲法條文中，諸如：第一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第

二章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亦為

憲法整體基本原則之所在。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乃現行憲

法賴以存立之基礎，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 

    此段解釋意旨形同將憲法規範區分為「自然法」與「實定法」兩種不同位階， 

並於兩者之間劃定憲法修改之實質界限，認為憲法規範中之民主共和國原則、國

民主權原則、保障人民基本權、權力分立與制衡等建構之「自由民主之憲政秩

序」，為憲法不可動搖之基本價值，不可聽任一時之民意加以修改，否則將視同

憲法整體規範秩序之破毀。此見解與德國基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之規定有所雷

同，當為我國大法官繼受國外憲法學說之顯例。而在這樣的憲法繼受下所產生的 

「憲法續造」，對限制欠缺理性之修憲，格外具有意義。 

就此可見，大法官對於維護憲法中基本價值秩序的堅定立場，並不因受到多

數民意的影響而呈現消極或退讓，反而是積極創設憲法文本中所未有的修憲界

限，以制衡挾多數民意之民主決策不致逸脫憲政秩序之常軌。 

                                                 
56
 林永謀大法官對此提出不同見解，氏認為：「國民大會之議事程序與行為，縱於行使修憲權限

時，亦有一定自律範圍之保障，然憲法既不同於法律，修憲程序亦非一般立法程序所得比擬，故
作為修憲機關之國民大會，雖亦有國會自律原則之適用，畢竟兩者之性質與功能有其差異，如就
憲法設置不同機關，賦予不同功能與結構之功能法取向而言，兩者所得享有之國會自律範圍及界
限即未必應全然等同，尚應視兩者行使職權性質之差異而有所區別。是以『重大明顯瑕疵』審查
標準，僅可適用於一般立法程序瑕疵之審查，而不應適用於對修憲程序瑕疵之審查。」參見釋字
第 499 號解釋林永謀大法官之部分協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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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涉及議會自律原則多採取尊重立法部門之立場涉及議會自律原則多採取尊重立法部門之立場涉及議會自律原則多採取尊重立法部門之立場涉及議會自律原則多採取尊重立法部門之立場    

    議會自律原則係指國會得以自主且獨立地決定與議事有關之一切事項，不受 

其他國家機關之干預、介入、監督或指揮，以維護權力分立之架構。其核心之內

容，屬於有關議事運作之自主決定，而其具體表現，則為議事規則之制定權。第

六屆大法官憲政秩序內解釋中，涉及議會自律事項的解釋計有兩號，分別為釋字

第三八一號解釋，以及釋字第四三五號解釋。前者之爭點為國民大會修憲一讀會

開議人數標準如何？，該號解釋文認為憲法修改案應該經何種讀會暨各次讀會之

出席及議決人數，憲法及法律並未規定。而修改憲法所進行之一讀會程序，並非

通過憲法修改案，其開議出席人數究採國民大會組織法第八條代表總額三分之

一，或採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所定三分之二之出席人數，抑或參照一般會

議規範所定出席人數為之，係屬議會自律之事項，均與憲法無違。至於自律事項

之決定，應符合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原則，乃屬當然，併此指明。
57
觀其解釋意

旨中認為無論修憲一讀會之開議出席人數，無論採取國民大會組織法或是憲法之

規定，皆屬於議會字律事項，與憲法並無違背。可見大法官在這開議人數的爭點

上肯認其屬議會自律事項，故採合憲宣告。 

    而後者釋字第四三五號解釋，爭點係立法委員言論免責權之範圍何在？該號

解釋先闡示為確保立法委員行使職權無所瞻顧，此項言論免責權之保障範圍，應

作最大程度之界定，舉凡在院會或委員會之發言、質詢、提案、表決以及與此直

接相關之附隨行為，如院內黨團協商、公聽會之發言等均屬應予保障之事項。
58
表

示立法委員於院內因行使職權所發表之言論均屬言論免責權保障之範圍，對言論

免責權作了最大程度的界定。惟解釋文後段亦謂逾越此範圍與行使職權無關之行

為，諸如蓄意之肢體動作等，顯然不符意見表達之適當情節致侵害他人法益者，

自不在憲法上開條文保障之列。然而具體個案中，立法委員之行為是否已逾越保

障之範圍，於維持議事運作之限度，固應尊重議會自律之原則，惟司法機關為維

                                                 
57
 參見釋字第 381 號解釋。 

58
 參見釋字第 435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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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社會秩序及被害人權益，於必要時亦非不得依法行使偵審之權限。表示大法官

對立法委員言論免責權之保障並非毫無限制，在逾越議會自律原則以外的事項，

司法機關為維護社會秩序及被害人權益，於必要時亦得依法行使偵審之權限。 

    由上開兩號解釋觀察，第六屆大法官對涉及議會自律之事項皆採取尊重立法

部門之立場，在合理的限度內給予最大程度的保障，可知議會自律原則於我國釋

憲實務中，堪為大法官行使違憲審查權的界限之一。    

參參參參、、、、對涉及政治問題之憲法爭議較傾司法積極態度對涉及政治問題之憲法爭議較傾司法積極態度對涉及政治問題之憲法爭議較傾司法積極態度對涉及政治問題之憲法爭議較傾司法積極態度    

                由於司法違憲審查之界限原本係由大量判決先例之累積以形成可資採認之

憲政慣例，方可於面對具體案件時由司法者斟酌個案差異而為判別之基準。因此

欲探索我國大法官對政治問題承認與否，必須由憲法解釋分析其所採取之態度， 

以建立政治問題界限的判別標準。我國第六屆大法官憲政秩序類解釋中，與政治

問題最具相關性者，為釋字第三八七號、第四一九號、第四九九號、以及第五二

○號解釋。其中釋字第四一九號與第四九九號解釋均對系爭案件採取違憲宣告
59
， 

而前者之理由書更對憲政慣例加以正面界定，其認為「憲法慣例或憲政上之習慣

法，其成立應有反覆發生之先例，並對一般人產生法之確信，始足當之」。
60
申言

之，大法官認為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雖有前例可循，但是否為憲政慣例，則非必

然。蓋憲政慣例之成立，必須滿足兩項條件：其一為具有「反覆發生之先例」，

其二為「對一般人產生法之確信」。故大法官認為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以往雖

有兩例，但均發生於動員戡亂及戒嚴時期，並非常態，且有違憲之疑義，自不能

視為憲政慣例或習慣法。可見大法官在這兩號解釋中，除了積極加以宣告違憲外， 

並且更積極地透過解釋憲法以增進憲法內涵，創設憲法規範。
61
 

    而釋字第三八七號與第五二○號解釋，雖並未對系爭案件進行違憲宣告，然

皆對各自所涉及之部門間權限爭議加以積極介入，亦為司法積極態度之彰顯。如

釋字第三八七號解釋認為因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行政院院長既須經立法院同意

                                                 
59
 關於釋字第 419 號及第 499 號解釋之說明與評析，於前已述，此不另贅。 

60
 參見釋字第 419 號解釋理由書。 

61
 釋字第 499 號解釋創設出修憲之程序界限與實質界限，已如前述。 



第四章  第六屆大法官有關憲政秩序解釋之分析 

 173 

而任命之，且對立法院負政治責任，基於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之原理，立法委員

任期屆滿改選後第一次集會前，行政院院長自應向總統提出辭職。即為司法權積

極介入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顯例；而釋字第五二○號解釋更對行政院與立法院間關

乎國家重要政策的預算爭議，課以兩院對話協商義務，更是大法官透過行使違憲

審查權以積極排除憲政僵局的代表性解釋。 

    就此可知，第六屆大法官面對高度政治性之憲政爭議時，非但並未採取消極

迴避的審查態度，反而積極介入審查、排解糾紛。這種司法積極主義的實質展現， 

對我國憲政爭議的解決並非毫無貢獻，但若操之過甚，會否造成司法權凌駕於行

政、立法權之態勢，亦非毫無爭議。 

肆肆肆肆、、、、對司法機關定位與權限問題顯採司法積極對司法機關定位與權限問題顯採司法積極對司法機關定位與權限問題顯採司法積極對司法機關定位與權限問題顯採司法積極態度態度態度態度    

                第六屆大法官憲政秩序類解釋中，有關司法院定位以及權限問題的解釋共有

三號，分別為釋字第三七一號、第五三○號，以及第五三九號解釋。前兩者屬於

對憲法上疑義之解釋，並未宣告違憲或合憲；後者則對「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

及其分院法官兼庭長職期調任實施要點」進行合憲性審查，最後宣告該法規合憲， 

惟對相關司法行政事項則另有指示。 

    申言之，就釋字第三七一號解釋而言，其解釋意旨明確宣告「解釋法律牴觸

憲法而宣告其無效，乃專屬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掌」
62
，不僅確立我國違憲審查制

度屬於「抽象」審查(「一般性地宣告違憲法律無效」)，同時也是「集中」審查

(「專屬」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掌)制度。
63
代表大法官除了在透過對違憲審查權歸

屬的界定，也進一步廓清了我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的定位。釋字第五三○號解釋 

為落實司法院審判機關化以及審判一元化的目標，使司法院在大法官掌理憲法解

釋權外，同時成為各種訴訟的終審法院，更是積極課以立法機關修法義務，修正

相關法律以符合解釋意旨。大法官藉由憲法解釋重新塑造司法院本身的定位與地

位，以完成「一元單軌」的終極目標，亦屬積極務實的司法態度。最後，釋字第

                                                 
62
 參見釋字第 371 號解釋。 

63 黃昭元，〈司法違憲審查的制度選擇與司法院定位〉，《臺大法學論叢》，第 32 卷第 5 期，2003

年，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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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九號解釋認為該系爭法規雖未違憲，但是為貫徹憲法第八十二條法院組織之

法律保留原則，建立審判獨立之完備司法體制，有關庭長之遴選及任免等相關司

法行政事項，應該本於維護審判獨立之司法自主性，作通盤規劃，以法律規定為

宜。可見大法官亦透過此號解釋課以立法機關修法義務，以充實司法權自主之內

涵。綜觀上開解釋，可見第六屆大法官對於司法院定位與權限之問題，皆抱持積

極態度加以解釋，並課責立法部門修法以符意旨，以完備審判獨立、擁有充分司

法自主性之司法體制。    

伍伍伍伍、、、、對涉及中央與地方之間權限爭議不為過度介入對涉及中央與地方之間權限爭議不為過度介入對涉及中央與地方之間權限爭議不為過度介入對涉及中央與地方之間權限爭議不為過度介入    

                一般而言，權力分立原則指涉兩個向度：「水平面向」的權力分立及「垂直

面向」的權力分立。前者係指平行部門間的權力劃分與並立，如行政院與立法院

之間；後者係指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權限之劃分與並立。水平面向的權力分

立，有助於遏止權力過於集中於個人或單一政府部門，然而卻無法遏止中央集

權，造成地方自治團體或是居民權利的被漠視。為了填補傳統權力分立之漏洞，

遂有「垂直的權力分立」之導入，中央與地方之關係應走出傳統之窠臼，而以民

主原則與法治國為準據，再建立彼此間的關係。一方面經民主化的要求，使得人

民有權參與與自己密切關係之地方事務，並有自我形成與決定之自治權利，另一

方面地方自治團體與上級監督機關或自治團體內部，藉由監督與制衡，形成「權

力的垂直分立」。 

綜觀第六屆大法官憲政秩序類解釋，涉及中央與地方間權限劃分的解釋共有

六號，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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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44----1111：：：：憲政秩序類解釋中涉及中央與地方之間權限爭議者憲政秩序類解釋中涉及中央與地方之間權限爭議者憲政秩序類解釋中涉及中央與地方之間權限爭議者憲政秩序類解釋中涉及中央與地方之間權限爭議者
64646464    

解解解解    釋釋釋釋    號號號號    次次次次    

  (  (  (  (公佈日期公佈日期公佈日期公佈日期))))    

    解解解解    釋釋釋釋    爭爭爭爭    點點點點        解解解解    釋釋釋釋    主主主主    旨旨旨旨        涉及憲法條文涉及憲法條文涉及憲法條文涉及憲法條文    

  [  [  [  [相關解釋相關解釋相關解釋相關解釋]]]]    

    解釋作用分類解釋作用分類解釋作用分類解釋作用分類    

  [  [  [  [涉及類型涉及類型涉及類型涉及類型]]]]    

    宣宣宣宣    告告告告    結結結結    果果果果    

  [  [  [  [宣告模式宣告模式宣告模式宣告模式]]]]    

釋字第 463 號 

(1998.9.11) 

以特別預算編

列重大建設經

費違憲？ 

憲法第 164 條

所稱預算總額

不包括追加預

算 及 特 別 預

算，教科文預算

所佔比例、數額

等問題則為立

法裁量。 

憲法第 164 條 維護憲政秩序 

[中央與地方教

科文預算問題]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467 號 

(1998.10.22) 

86 年憲法增修

條文施行後，省

仍屬公法人？ 

省地位之轉變

一不再為地方

自治團體性質

之公法人。 

憲法增修條文

第 9條 

維護憲政秩序 

[省是否為公法

人問題]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498 號 

(1999.12.31) 

地方政府人員

有無赴立院委

員 會 備 詢 義

務？ 

立法院不得以

地方機關公務

員 未 到 會 備

詢，據為刪減中

央機關對地方

補助款項預算

理由。 

憲法第 67 條第

2 款 

維護憲政秩序 

[中央與地方權

限劃分]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527 號 

(2001.6.15) 

地制法得聲請

司法院解釋各

規定之意涵？ 

自治團體得依

地方制度法相

關規定設置機

關任命職位。地

方自治團體、行

政機關、有監督

權限之各級主

管機關均得依

法聲請釋憲。 

憲法第 78、121

至 128 條 

憲法增修條文

第 5、9條 

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第

5、7、8、9條 

釋字第 260、

293、307、467

號 

維護憲政秩序 

[中央與地方自

治團體間權限

爭議問題]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550 號 

(2002.10.4) 

健保法責地方

政府補助保費

之規定違憲？ 

全民健康保險

法第 27 條由地

方政府補助被

保險人保險費

之規定，應普遍

憲法第 107、

108、109、155、

157、158 條 

憲法增修條文

第 10 條 

維護憲政秩序 

[中央與地方自

治團體間權限

爭議]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64
 因涉及中央與地方權限爭議之解釋較多，故以表格呈現便於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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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衛生保健

事業及公醫制

度 規 定 之 意

旨；且與憲法保

障地方自治團

體 之 意 旨 無

違，惟此類規定

制定過程中應

賦予地方自治

團體參與立法

程序之機會。 

釋字第 553 號 

(2002.12.20) 

北市府延選里

長決定合法？  

地方自治團體

處理其自治事

項與承中央主

管機關之命辦

理委辦事項不

同，前者中央之

監督僅能就適

法性為之；後者

得就適法性之

外，行政作業之

合目的性等實

施全面監督。地

方制度法第 83

條第 1 項所規

定者為地方自

治事項，條文中

所謂「特殊事

故」，乃不確定

法律概念，係賦

予該管行政機

關相當程度之

判斷餘地，上級

監督機關為適

法 性 監 督 之

際，固應尊重地

方自治團體所

為之合法性判

憲法第 78、118

條 

憲法增修條文

第 5條 

維護憲政秩序 

[中央與地方自

治團體間權限

爭議]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第四章  第六屆大法官有關憲政秩序解釋之分析 

 177 

斷，但如其判斷

有恣意濫用及

其 他 違 法 情

事，上級監督機

關尚非不得依

法撤銷或變更。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由上表所示六號解釋可知，除釋字第五五○號解釋之宣告模式採取警告性解

釋外，其餘皆未表明違憲或合憲。易言之，第六屆大法官於面對中央與地方權限

爭議進行審查時，判斷合憲的比例為百分之百，尚難謂其立場傾向積極。 

觀諸各號解釋意旨，幾乎均以維護地方機關(政府、自治團體)自主權為出發

點，要求中央機關尊重地方機關之憲法權限。惟當中以警告性解釋方式加以宣告

之釋字第五五○號解釋，課以相關機關修法義務，則頗有積極意味。該號解釋對

全民健康保險法責成地方政府補助保費之爭議進行合憲性審查後，先表示地方自

治團體受憲法制度保障，其施政所需之經費負擔乃涉及財政自主權之事項，固有

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但於不侵害其自主權核心領域之限度內，基於國家整體施

政之需要，對地方負有協力義務之全民健康保險事項，中央依據法律使地方分擔

保險費之補助，尚非憲法所不許。
65
而解釋後段認為於保險費補助比例之規定，

於制定過程中應予地方政府充分之參與。行政主管機關草擬此類法律，應與地方

政府協商，以避免有片面決策可能造成之不合理情形，並就法案實施所需財源事

前妥為規劃；立法機關於修訂相關法律時，應予地方政府人員列席此類立法程序

表示意見之機會。亦即大法官透過憲法解釋來保障地方政府於政策形成場域中的

意見表達權，並且指明立法機關於修訂相關法令時，應將此權利併列於內，以合

乎法律保留原則。 

綜上以觀，第六屆大法官面對中央與地方權限爭議之解釋，大致上抱持不過

                                                 
65
 參見釋字第 550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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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介入的態度，對地方機關自主權表達相當程度的尊重。質言之，大法官對於涉

及中央與地方權限的權力分立解釋案，大致上認為基於行政權的權變性，及行政

事務本質的流動性，所以在不同行政領域上針對其特性而有不同的規制要求。因

此，除了地方自治團體的核心領域外，基本上應可委諸中央立法者進行具體管轄

權限的分配，甚至對於新興事務的決定權(剩餘權)，可進行第一次的衡量決定。

但是立法者本身的決定亦須受憲法的規束，容許司法者對其決策進行合憲性控

制。如此在憲法的制度性保障與立法者的權限分配下，使地方自治團體於各具不

同本質與特性的事務領域中，形成寬嚴互見的自治空間與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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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第六屆大法官有關基本權解釋之分析第六屆大法官有關基本權解釋之分析第六屆大法官有關基本權解釋之分析第六屆大法官有關基本權解釋之分析    

 

法官為了判決而說話，判決是  

一種能在實踐中學到的藝術。  

Alfred Denning 1899-1999 

前英國民事上訴法院院長、勳爵 

 

    毋庸置疑，憲法的核心內涵在於維護憲政秩序與保障人民基本權。尤其對一

個民主法治國家而言，基本權的保障可說根本就是憲法制定的最終目的，不僅為

憲法秩序不可或缺的最重要構成部份，並被公認為實現公平正義的最重要指標。

1
論者甚至有謂，對基本權未加以保障的憲法，不足以成為現代文明國家的憲法；

沒有基本權保障的國家、社會，不足以成為公義、良善的國家、社會。基本權保

障對於憲政民主國家之重要性，由此可見。憲法中關於人民基本權利的規定，可

謂係基本權利理念「實證化」的結果，自保障人權的發展歷史進程以觀，誠具意

義。然而，時至今日，在基本權利的理論與實務上，始終存有諸多問題，有待解

決，蓋因憲法中有關基本權利的規定過於概括、抽象與精簡使然。 

    我國憲法本文中，對於人民基本權設有保障之條款，主要見於第二章人民之

權利義務部份。如憲法第七條保障人民之平等權；憲法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一

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二十二條等，保障人民於各個生活領域內的自由權； 

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之工作權及財產權；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憲

法第十七條保障人民之參政權；憲法第十八條保障人民之應考試服公職權；憲法

第二十一條保證人民之受教權；及憲法第二十二條以概括方式保障人民未列舉之

基本權等。可見我國憲法對人民基本權的保障堪稱完備，惟基本權之內涵豐富多

元，常隨時代、社會之演進而衍生出新的實質內涵，因憲法修改之不易，所以必

須由大法官透過憲法解釋對憲法中基本權規範內涵加以創設、補充，以符合社會

                                                 
1
 許宗力，〈基本權的功能與司法審查〉，收於氏著《憲法與法治國行政》，台北：元照出版，2007

年，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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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動，落實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意旨。綜觀我國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之兩百號

解釋中，有關基本權類的解釋共計有一百七十八號。
2
本文依系爭案件所涉及的

基本權類型，將諸號解釋主要區分為六大類，分別為涉及平等權、自由權、工作

權、財產權、訴訟權與其他基本權類型等六個部份
3
，於本章中各節中加以討論，

探求第六屆大法官於各類型領域中審查態度之積極與消極。 

綜觀第六屆大法官基本權之解釋，涉及平等權者共計有二十一號解釋，其中

有五號解釋結果為違憲；涉及自由權者共計有三十五號解釋，其中有十六號解釋 

結果為違憲；涉及工作權者共計有十七號解釋，其中有七號解釋結果為違憲；涉

及財產權者共計有六十六號解釋，其中有二十四號解釋結果為違憲；涉及訴訟權

者共計有二十三號解釋，其中有十號解釋結果為違憲；涉及其他類基本權的解釋 

共計有二十八號，其中有八號解釋結果為違憲。而自由權、財產權、以及其他類

基本權之類型，又可依其權利內涵之不同而細分為若干次權利種類。本文將一併

予以提出，以求論述之周延。關於第六屆大法官基本權類解釋之類型化總覽，請

見下表： 

 

 

 

 

 

                                                 
2
 參見第 3 章表 3-8。另第六屆大法官作成 200 件解釋中，機關聲請者 50 件，佔 25%，人民聲請

者 150 件，佔 75%。請參司法院大法官網站：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uploadfile/E100/第一屆至第六屆大法官作成解釋之統
計數據表.htm (瀏覽日期：2008 年 10 月 19 日) 
3 採用此六大分類，係因本文對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之兩百號解釋之歸納結果，發現大法官對於
人民基本權之保障皆見於此六大類別的領域之中，無出其外者，故採此類型化分類，便於歸整與
析論。惟因基本權內涵之常有相互交疊之領域，故此 178 號解釋中並非所有解釋均僅涉及一種基
本權類型，而係時常於同一號解釋中，涉及多種基本權類型，如釋字第 374 號解釋涉及物權與訴
訟權；釋字第 386 號解釋涉及債權與訴訟權；釋字第 407 號解釋涉及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釋字
第 436 號解釋涉及人身自由與訴訟權；釋字第 438 號解釋涉及平等權與納稅義務；釋字第 462

號解釋涉及學術自由、工作權與訴訟權；釋字第 464 號解釋涉及公法上之財產請求權與生存權；
釋字第 476 號解釋涉及人身自由與生存權；釋字第 486 號解釋涉及商標權與人格權；釋字第 487

號解釋涉及人身自由與公法上之財產請求權；釋字第 500 號解釋涉及平等權與納稅義務；釋字第
509 號解釋涉及言論自由與名譽權；釋字第 514 號涉及財產權與工作權；釋字第 551 號涉及人身
自由與生存權；釋字第 565 號涉及平等權與納稅義務等，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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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555----1111：：：：第六屆大法官基本權類解釋類型化總覽第六屆大法官基本權類解釋類型化總覽第六屆大法官基本權類解釋類型化總覽第六屆大法官基本權類解釋類型化總覽 

                涉及之基本權類型涉及之基本權類型涉及之基本權類型涉及之基本權類型 ( ( ( (相關憲法條文相關憲法條文相關憲法條文相關憲法條文))))                                    相關解釋號次相關解釋號次相關解釋號次相關解釋號次    

平等權 (憲 7) 釋 398、釋 403、釋釋釋釋 405405405405、釋 410 

釋 429、釋 438、釋釋釋釋 454545452222、釋釋釋釋 455455455455 

釋釋釋釋 457457457457、釋 468、釋 475、釋 477 

釋 481、釋 485、釋釋釋釋 491491491491、釋 500 

釋 508、釋 542、釋 547、釋 555 

釋 565 

人身自由 (憲 8) 釋釋釋釋 384384384384、釋釋釋釋 392392392392、釋釋釋釋 436436436436、釋釋釋釋 471471471471 

釋 476、釋 477、釋釋釋釋 487487487487、釋釋釋釋 523523523523 

釋 528、釋 535、釋 544、釋釋釋釋 551551551551 

釋 556、釋 559 

居住遷徙自由 (憲 10) 釋釋釋釋 443443443443、釋釋釋釋 454454454454、釋 497、釋 517 

釋 542、釋釋釋釋 558558558558 

言論自由 釋 407、釋 414、釋 509 

講學自由 釋釋釋釋 380380380380、釋釋釋釋 450450450450、釋釋釋釋 464646462222、釋 563 

著作自由 無 

表見自由 (憲 11) 

出版自由 釋 407 

信仰宗教自由 (憲 13) 釋 460、釋 490 

集會結社自由 (憲 14) 釋釋釋釋 373373373373、釋釋釋釋 445445445445、釋釋釋釋 479479479479 

收養子女自由 (憲 22) 釋 502 

婚姻自由 (憲 22) 釋 552 

自由權 

性行為自由 (憲 22) 釋 554 

工作權 (憲 15) 釋釋釋釋 390390390390、釋釋釋釋 394394394394、釋釋釋釋 402402402402、釋 411 

釋 412、釋 432、釋 433、釋釋釋釋 453453453453 

釋釋釋釋 462462462462、釋 491、釋 494、釋 501 

釋 510、釋釋釋釋 514514514514、釋 538、釋 557 

釋 560 

債權 釋釋釋釋 386386386386、釋釋釋釋 488488488488、釋 504 

物權 釋釋釋釋 374374374374、釋 379、釋釋釋釋 400400400400、釋釋釋釋 406406406406 

釋 409、釋釋釋釋 425425425425、釋釋釋釋 440440440440、釋 449 

釋 513、釋釋釋釋 514514514514、釋 515、釋釋釋釋 516516516516 

釋 534、釋釋釋釋 562562562562、釋 564 

準物權 釋 383 

時效抗辯權 釋 437 

因時效取得之登記請求權 釋 408、釋釋釋釋 451451451451、釋釋釋釋 456456456456、釋釋釋釋 505505505505 

財產權 (憲 15) 

無體(智慧)財產權 釋 370、釋 486、釋釋釋釋 49249249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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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義務 釋釋釋釋 367367367367、釋 369、釋 375、釋 377 

釋 385、釋 397、釋釋釋釋 413413413413、釋釋釋釋 415415415415 

釋 420、釋 424、釋 427、釋 438 

釋 441、釋釋釋釋 444478787878、釋 480、釋釋釋釋 484484484484 

釋 493、釋 496、釋 506、釋 519 

釋 536、釋 537、釋 565、釋釋釋釋 566566566566 

總財產價值 

財產負擔 釋 426、釋 465、釋 473、釋 495 

釋 503、釋 518、釋 559 

公法上之財產請求權 釋 389、釋 431、釋釋釋釋 434434434434、釋 464 

釋釋釋釋 469469469469、釋釋釋釋 474474474474、釋釋釋釋 487487487487、釋 526 

訴訟權 (憲 16) 釋釋釋釋 368368368368、釋釋釋釋 374374374374、釋 378、釋釋釋釋 382382382382 

釋釋釋釋 386386386386、釋 393、釋釋釋釋 395395395395、釋 396 

釋 416、釋 418、釋釋釋釋 423423423423、釋釋釋釋 436436436436 

釋釋釋釋 439439439439、釋 442、釋 448、釋釋釋釋 462462462462 

釋 466、釋 482、釋釋釋釋 507507507507、釋 512 

釋 533、釋 540、釋 546 

人性尊嚴 (憲法基本原則) 釋 372 

生存權 (憲 15) 釋釋釋釋 422422422422、釋 428、釋 464、釋 472 

釋 476、釋 494、釋 549、釋釋釋釋 551551551551 

參政權 (憲 17) 釋 401、釋 468 

服公職權 (憲 18) 釋釋釋釋 483483483483    

人格權 (憲 22) 釋釋釋釋 399399399399、釋 486 

名譽權 (憲 22) 釋 509 

隱私權 (憲 22) 釋 535 

其他基本權類型 

人權限制條款 (憲 23) 釋 376、釋 417、釋 521、釋釋釋釋 522522522522 

釋釋釋釋 524524524524、釋 525、釋釋釋釋 529529529529、釋 531 

釋釋釋釋 532532532532、釋 545、釋 548、釋 56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以粗體字粗體字粗體字粗體字標示者為審查結果為違憲之解釋號次)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涉及平等權與自由權之案例分析涉及平等權與自由權之案例分析涉及平等權與自由權之案例分析涉及平等權與自由權之案例分析    

    

                基本權類之類型態樣隨社會演進與憲政發展而日趨多元，大抵而言，主要為

「平等權」與「自由權」兩大種類，前者乃是保障人民在國家中免於遭受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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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的權利；後者則是保障人民享有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之權利。申言之，自由權

係以一定「作為」或「不作為」為保障客體，具有一定之保障內涵，例如：「言

論」、「宗教信仰」或「財產」等；反之，平等權之保障則只是提供一套「評比公

式」或「量尺」，藉以判斷人民是否受到國家不公平的待遇，故「平等權」本身

並無特定的「保護內涵」。平等權較之具有實際規範內涵的自由權，並非係屬實

體之權利，而常依附於其他權利之上，與該權利結合而成為該權利之事實內涵。 

我國憲法對平等權設有保障之條款，如憲法第七條
4
揭示之平等權保障；憲

法第五條
5
揭示之民族平等；憲法第一百二十九條

6
揭示投票平等；憲法第一百三

十四條
7
揭示應保障婦女當選名額；憲法第一百五十九條

8
揭示受教育權平等；憲

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二項後段
9
、第十條第六、七、九、十一、十二、十三項

10
等

對於平等權保障之相關規範，均為平等權於我國憲法規範中之展現。而憲法中對

自由權設有保障之條款亦有憲法第八條
11
揭示之人身自由保障；憲法第十條

12
揭示

之居住與遷徙自由保障；憲法第十一條
13
揭示之表見自由保障；憲法第十二條

14
揭

                                                 
4 憲法第 7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5 憲法第 5條：「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 
6
 憲法第 129 條：「本憲法所規定之各種選舉，除本憲法別有規定外，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

記名投票之方法行之。」 
7 憲法第 134 條：「各種選舉，應規定婦女當選名額，其辦法以法律定之。」 
8
 憲法第 159 條：「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 

9 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第 2項後段：「第三款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由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黨
選舉票之政黨依得票比率選出之，各政黨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10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項：「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
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第 7項：「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
境之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第 9
項：「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之貢獻，並對其退役後之就學、就業、就醫、就養予以保障。」第
11 項：「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第 12 項：「國家應依民
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
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對於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人民
亦同。」第 13 項：「國家對於僑居國外國民之政治參與，應予保障。」 
11 憲法第 8 條：「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
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
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
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並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本人或他
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提審。法院對於前項聲請，不得拒絕，並不
得先令逮捕拘禁之機關查覆。逮捕拘禁之機關，對於法院之提審，不得拒絕或遲延。人民遭受任
何機關非法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法院聲請追究，法院不得拒絕，並應於二十四小時內
向逮捕拘禁之機關追究，依法處理。」 
12 憲法第 10 條：「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 
13 憲法第 11 條：「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14 憲法第 12 條：「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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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之秘密通訊自由保障；憲法第十三條
15
揭示之信仰宗教自由保障；憲法第十四

條
16
揭示之集會結社自由保障；憲法第二十二條

17
對自由權保障之概括規定；憲法

第二十三條
18
之基本權限制條款等，均屬憲法對自由權保障之實質規範內涵。本

節即就第六屆大法官涉及平等權與自由權之解釋加以分析，探討於各該權利領域

內大法官審查態度的積極與消極。 

壹壹壹壹、、、、第六屆大法官有關平等第六屆大法官有關平等第六屆大法官有關平等第六屆大法官有關平等權保障之解釋權保障之解釋權保障之解釋權保障之解釋    

                平等權不僅是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甚至是十九世紀以來即與自由權並列的

兩大基本權利。隨著人們社會經濟地位的持續階級化，以及國家功能的積極擴

張，對於人民平等權的保障更成為憲法研究領域的重要議題。以適用範圍來說，

不僅是傳統的國家干預或人民義務面向時常發生平等與否的爭議，國家的給付行

政與人民權利層面亦存在平等保障的問題。平等權在法秩序階層中位屬「憲法保

留」層次，然而在實際規範的層面上，平等權的概念內涵及規範性質始終也存在

重大爭議，至今仍有空洞公式或複數權利等質疑。對行使違憲審查審查權的司法

者而言，在具體案件上究應如何實現平等規範，並發展出具操作可能的分析架構

及審查標準，更是平等權案件的一大挑戰。    

觀察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有關平等權保障之解釋，共計有二十一號。大法官

於其中五號解釋作成違憲宣告之判決結果，就宣告方式而言，除了釋字第四○五

號解釋獨採逕行宣告系爭法規違憲無效之宣告方式外，其他四號違憲解釋在宣告

方式上尚有不同。如釋字第四五二號解釋採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釋字第

四五五號與第四五七號解釋採附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以及釋字

第四九一號解釋採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可見大法官在審查平

等權的案件中，亦於宣告方式上表現出多元的採擇取向。 

                                                 
15 憲法第 13 條：「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 
16 憲法第 14 條：「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17 憲法第 22 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 
18 憲法第 23 條：「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
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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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第六屆大法官有關平等權保障所作成之解釋
19
，如下表所示： 

表表表表 5555----2222：：：：第六屆大法官涉及平等權類解釋統計第六屆大法官涉及平等權類解釋統計第六屆大法官涉及平等權類解釋統計第六屆大法官涉及平等權類解釋統計    

                        宣告結果宣告結果宣告結果宣告結果                            宣告模式宣告模式宣告模式宣告模式                            解釋號次解釋號次解釋號次解釋號次    

違憲無效宣告    釋 405    

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

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無 

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

告    

釋 452    

附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

告    

無 

附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

單純違憲宣告    

釋 455、釋 457    

違憲 

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

單純違憲宣告 

釋 491 

附修法指示之警告性解釋 釋 398、釋 410、釋 468 

釋 485、釋 542 

合憲 

合憲宣告 釋 403、釋 429、釋 438 

釋 475、釋 477、釋 481 

釋 500、釋 508、釋 547 

釋 555、釋 565 

未表明 未表明違憲或合憲之宣告 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由違憲宣告之方式可得知大法官於該權利領域內審查態度的積極或消極，一

般而言，大法官若積極加以違憲宣告，咸認為傾向積極之司法態度。本文爰就上

表將涉及平等權之解釋中，司法者積極作成違憲宣告之解釋加以提出，茲述如下： 

  一一一一、、、、違憲無效宣告違憲無效宣告違憲無效宣告違憲無效宣告    

                釋字四○五號解釋為平等權類解釋中，大法官唯一採取逕行宣告系爭法規違

                                                 
19
 關於涉及平等權保障之大法官解釋的探討，請參黃昭元，〈大法官有關平等權審查標準之分析

探討：從釋字第六二六號解釋談起〉，發表於：《第六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暨釋憲六十週

年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暨中華民國憲法學會主辦，2008 年，頁 1-21；陳愛娥，

〈對憲法平等權規定的檢討─由檢視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出發〉，收於湯德宗、廖福特主編，《憲

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 第五輯》，台北：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2007 年，頁 225-260； 

陳怡如，〈司法院大法官平等原則違憲審查標準之探究〉，《靜宜人文社會學報》，第 1 卷第 1 期，

2006 年，頁 11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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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失效之解釋，係採相當積極強烈之審查態度。該案爭點在於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就「並得在各學校間調任」之規定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憲法第八十五

條規定，公務人員之選拔，應實行公開競爭之考試制度，非經考試及格者不得任

用，明示考試用人之原則。學校職員之任用資格，自應經學校行政人員考試或經

高等、普通考試相當類科考試及格。」
20
故系爭法規使未經考試及格者與取得公

務人員任用資格者之法律地位幾近相同，有違憲法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造成

對人民平等權之重大影響，應於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二二二二、、、、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四五二號解釋之爭點在於民法關於夫妻住所以單方意思決定之規定

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民法第一千零零二條規定，妻以夫之住所為住

所，贅夫以妻之住所為住所。但約定夫以妻之住所為住所，或妻以贅夫之住所為

住所者，從其約定。本條但書規定，雖賦予夫妻雙方約定住所之機會，惟如夫或

贅夫之妻拒絕為約定或雙方協議不成時，即須以其一方設定之住所為住所。上開

法律未能兼顧他方選擇住所及具體個案之特殊情況，與憲法上平等及比例原則尚

有未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
21
系爭法規因

未能兼顧他方選擇住所及具體個案之特殊情況，而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未盡

相符，故作成附失效期限之違憲宣告。此外大法官亦認為「夫妻縱未設定住所，

仍應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互負履行同居之義務，要屬當然。」對法律規範

以外的家庭倫常觀念有所闡釋，頗具指導意味。 

  三、、、、附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四五五號解釋針對人事行政局就留職停薪入伍者年資採認之函釋進行

合憲性審查，其審查結果認為「國家對於公務員有給予俸給、退休金等維持其生

活之義務。軍人為公務員之一種，自有依法領取退伍金、退休俸之權利，或得依

法以其軍中服役年資與任公務員之年資合併計算為其退休年資；其中對於軍中服

                                                 
20
 參見釋字第 405 號解釋。 

21
 參見釋字第 452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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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年資之採計並不因志願役或義務役及任公務員之前、後服役而有所區別。」
22
而

系爭行政函釋關於「留職停薪之入伍人員，於退伍復職後，依規定須補辦考績，

並承認其年資」之規定，致服義務役軍人僅得於任公務員後服役者始得併計公務

員退休年資，與憲法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不符，故作成附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

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四五七號解釋之爭點在於退輔會之房舍土地處理要點，禁出嫁女繼承

之規定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

平等；國家應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憲法第七條暨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六

項定有明文。國家機關為達成公行政任務，以私法形式所為之行為，亦應遵循上

開憲法之規定。」23故系爭行政命令規定限於榮民之子，不論結婚與否，均承認

其所謂繼承之權利，與前述平等原則不符，故作成附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

違憲宣告，責令相關單位於期限內妥為處理。 

        四四四四、、、、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四九一號解釋之爭點在於公務人員考績法免職處分要件之授權規定

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旨在保

障人民有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權利，其範圍不惟涉及人民之工作權及平等權，國

家應建立相關制度，用以規範執行公權力及履行國家職責之行為，亦應兼顧對公

務人員之權益之保護。公務人員之懲戒乃國家對其違法、失職行為之制裁。此項

懲戒得視其性質，於合理範圍內，以法律規定由其長官為之。中央或地方機關依

公務人員考績法或相關法規之規定對公務人員所為免職之懲處處分，為限制人民

服公職之權利，實質上屬於懲戒處分，其構成要件應由法律定之，方符憲法第二

十三條之意旨。」
24
故系爭法規規定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之專案考績，一次記二

大過者免職，復規定一次記二大過之標準由銓敘部定之，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 

大法官處以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違憲宣告。 

                                                 
22
 參見釋字第 455 號解釋。 

23
 參見釋字第 457 號解釋。 

24
 參見釋字第 491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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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平等權類解釋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平等權類解釋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平等權類解釋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平等權類解釋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    

                觀察第六屆大法官關於平等權之解釋，共有二十一號，其中五號之審查結果

為違憲，在比例上幾佔四分之一強。而細究大法官在這五號違憲解釋中所採取的

宣告方式，幾乎全為附「失效期限」、「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的宣告方式， 

更有以「違憲經宣告後逕行失效」之積極宣告方式來立即抑制立法權對人民平等

權的不當侵害，而其他號解釋對違憲規範之效力期限與違憲規範之修正期限皆在

解釋意旨中亦有所範定，可見第六屆大法官對平等權之保障，傾向採取積極介入

立法者政策形成空間的審查態度。此外，其中釋字第三九八號、第四一○號、第

四六八號、第四八五號及第五四二號解釋皆採「附修法指示之警告性解釋」，大

法官對立法權課以「修法義務」的指示，亦屬司法積極之傾向，值得注意。 

參參參參、、、、第六屆大法官有關自由權保障之解釋第六屆大法官有關自由權保障之解釋第六屆大法官有關自由權保障之解釋第六屆大法官有關自由權保障之解釋    

                自由權是人民的基本權利，其特殊性在於，它是一個包容多項自由的集合概

念。自由權與自由在概念上有所不同。自由是一個表徵主體意志獨立自主程度的

概念，它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自由概念僅僅指人按照自己的意志支配客觀

事物的狀態。廣義的自由概念則是指客觀事物自為的狀態，就不同的學科領域而

言，又有不同的解釋。哲學上的自由是指人類對客觀世界認識和改造所達到的一

種狀態，它與必然概念聯繫在一起；政治學上的自由是指人們從被束縛或被奴役

中解放出來的狀態，或參與國家生活實現自己意志的活動限度，它與民主概念緊

密相連；法律上的自由則係指公民或社會團體在國家權力所允許的範圍內活動的

精神和行為的自主空間，它與權利概念聯繫在一起。進一步而言，憲法對自由權

的保障，即為國家對人民基於內在精神意志於所展現於外的自主性，所作最高程

度、不容侵犯的保障。    

憲法中對人民自由權的保障，旨在維護人民於各生活領域中不受國家不當之 

限制、侵害的權利。而隨著時代演進，人民的生活領域亦所擴張，使得自由權的

內涵隨之豐富而多元。第六屆大法官有關自由權保障所作成之解釋，其中有十六

號之宣告結果為違憲，而其宣告方式亦屬多元，請見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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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555----3333：：：：第六屆大法官涉及自由權類解釋統計第六屆大法官涉及自由權類解釋統計第六屆大法官涉及自由權類解釋統計第六屆大法官涉及自由權類解釋統計    

                        宣告結果宣告結果宣告結果宣告結果                            宣告模式宣告模式宣告模式宣告模式                            解釋號次解釋號次解釋號次解釋號次    

違憲無效宣告    釋 479    

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

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 445、釋 462、釋 471 

釋 487、釋 558    

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

告    

釋 380、釋 392、釋 443 

釋 450、釋 454、釋 523    

附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

告    

無 

附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

單純違憲宣告    

無 

違憲 

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

單純違憲宣告 

釋 373、釋 384、釋 436、

釋 551 

附修法指示之警告性解釋 釋 407、釋 502、釋 535 

釋 542、釋 544、釋 559 

合憲 

合憲宣告 釋 414、釋 460、釋 476 

釋 477、釋 490、釋 497 

釋 509、釋 517、釋 528 

釋 554、釋 556、釋 563 

未表明 未表明違憲或合憲之宣告 釋 55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因自由權所涉及之生活領域與權利面向較為廣泛多元，故本文擬將第六屆大

法官各種類型的自由權解釋中，宣告結果為違憲的類型加以提出，以判斷大法官

對於各該類型的自由權，抱持的審查態度為何，茲述如下： 

  一一一一、、、、人身自由人身自由人身自由人身自由    

                涉及人身自由之解釋共有十四號，其中有七號被認定為違憲，依其宣告方式

之不同，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 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四七一號解釋之爭點在於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關於工作處分之規 

定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憲法第八條設有明

文。限制人身自由之法律，其內容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要件。保安處分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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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所為拘束其身體、自由等之處置，以達教化與治療之目

的，為刑罰之補充制度。本諸法治國家保障人權之原理及刑法之保護作用，其法

律規定之內容，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使保安處分之宣告，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

嚴重性、行為人所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
25
而 

系爭法規不問對行為人有無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一律宣付強制工作三

年，限制其中不具社會危險性之受處分人之身體、自由部分，其所採措施與所欲

達成預防矯治之目的及所需程度，不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比例原則。故將之

宣告為違憲。 

    釋字第四八七號解釋爭點在於冤獄賠償法以受害人行為違反公序良俗為由 

，剝奪其請求權之限制規定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刑事被告之羈押，係

為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於被告受有罪判決確定前，拘束其身體自由於一定處

所之強制處分，乃對人民身體自由所為之嚴重限制，故因羈押而生之冤獄賠償，

尤須尊重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精神。」
26
而系爭法規僅以受害人之行為違反公共

秩序或善良風俗為由，剝奪其請求賠償之權利，未能以其情節是否重大，有無逾

越社會通常觀念所能容忍之程度為衡量標準，與憲法保障自由權之意旨未盡相

符，亦有違比例原則，故將其宣告違憲不予適用。 

((((二二二二)))) 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之爭點在於刑事訴訟法上檢察官羈押權、提審法提審要

件等規定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

零二條第三項準用第七十一條第四項及第一百二十條等規定，於法院外復賦予檢

察官羈押被告之權；同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三項賦予檢察官核准押所長官命令之

權；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百五十九條第一項賦予檢察官撤銷羈押、

停止羈押、再執行羈押、繼續羈押暨其他有關羈押被告各項處分之權，與前述憲

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之意旨均有不符。憲法第八條第二項僅規定：『人民因犯罪

                                                 
25
 參見釋字第 471 號解釋。 

26
 參見釋字第 487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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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

人指定之親友，並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

該管法院，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提審。』並未以『非法逮捕拘禁』為聲

請提審之前提要件，乃提審法第一條規定：『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非法逮

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逮捕拘禁地之地方法院或其所隸屬之高等法院聲請

提審。』以『非法逮捕拘禁』為聲請提審之條件，與憲法前開之規定有所違背。」

27
故該號解釋宣告刑事訴訟法及提審法有違憲法規定意旨之部分，均應自本解釋

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 

    釋字第五二三號解釋之爭點在於檢肅流氓條例中裁定留置之規定是否違憲 

？該號解釋意旨認為「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

身分，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須依法律規定，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並符合憲

法第二十三條所定相關之條件，方符憲法第八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28故系

爭法規之留置處分規定「就此而言已逾越必要程度，與憲法第八條、第二十三條

及前揭本院解釋意旨不符，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一年內失其效力。於相關法律

為適當修正前，法院為留置之裁定時，應依本解釋意旨妥為審酌，併予指明。」 

可見大法官於此除宣告系爭法規違憲，並限定失效期間外，並且在相關法律修正

前，指示法院在涉及留置裁定之案件時依該號解釋意旨加以審酌，頗有司法造法

之意味。 

((((三三三三)))) 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之爭點在於檢肅流氓條例中強制到案、秘密證人等規定

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

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

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

問，處罰，得拒絕之。』其所稱『依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

                                                 
27
 參見釋字第 392 號解釋。 

28
 參見釋字第 523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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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須以法律規定，

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相關之條件。」
29
而系爭法規

第六條及第七條授權警察機關得逕行強制人民到案，無須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

第十二條關於秘密證人制度，剝奪被移送裁定人與證人對質詰問之權利，並妨礙

法院發見真實；第二十一條規定使受刑之宣告及執行者，無論有無特別預防之必

要，有再受感訓處分而喪失身體自由之虞，均逾越必要程度，欠缺實質正當，與

首開憲法意旨不符。又同條例第五條關於警察機關認定為流氓並予告誡之處分，

人民除向內政部警政署聲明異議外，不得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亦與憲法第十六

條規定意旨相違。故宣告其違憲，並訂定失效日期。 

    釋字第四三六號解釋之爭點在於軍事審判法之相關規定是否違憲？該號解

釋意旨認為「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非由法院依法

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憲法第十六條並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現役軍人亦為人

民，自應同受上開規定之保障。又憲法第九條規定：『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

軍事審判』，乃因現役軍人負有保衛國家之特別義務，基於國家安全與軍事需要，

對其犯罪行為得設軍事審判之特別訴訟程序，非謂軍事審判機關對於軍人之犯罪

有專屬之審判權。至軍事審判之建制，憲法未設明文規定，雖得以法律定之，惟

軍事審判機關所行使者，亦屬國家刑罰權之一種，其發動與運作，必須符合正當

法律程序之最低要求，包括獨立、公正之審判機關與程序，並不得違背憲法第七

十七條、第八十條等有關司法權建制之憲政原理；規定軍事審判程序之法律涉及

軍人權利之限制者，亦應遵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
30
故大法官基於上

開解釋意旨，認為本於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人民訴訟權利及第七十七條之意旨，

在平時經終審軍事審判機關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案件，應許被告直接向普通法院

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請求救濟。故對系爭法規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部份，作成 

附失效期限之違憲宣告，並且提出修法指示。 

                                                 
29
 參見釋字第 384 號解釋。 

30
 參見釋字第 436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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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字第五五一號解釋之爭點在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誣告反坐之規定是否違

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人民身體之自由與生存權應予保障，為憲法第八條、第

十五條所明定，國家為實現刑罰權，將特定事項以特別刑法規定特別之罪刑，其

內容須符合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方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

定，業經本院釋字第四七六號解釋闡釋在案。」
31
而系爭法規未顧及行為人負擔

刑事責任應以其行為本身之惡害程度予以非難評價之刑法原則，強調同害之原始

報應刑思想，以所誣告罪名反坐，所採措置與欲達成目的及所需程度有失均衡；

其責任與刑罰不相對應，罪刑未臻相當，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比例原則未盡相

符。 

故宣告其違憲無效，並附加修法指示。 

        二二二二、、、、居住遷徙自由居住遷徙自由居住遷徙自由居住遷徙自由    

                關於居住遷徙自由之解釋共有六號，其中三號之宣告結果為違憲，依其宣告

方式，茲述如下： 

((((一一一一)))) 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五五八號解釋之爭點在於國家安全法就人民入出境須經許可之規定是

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旨在保

障人民有自由設定住居所、遷徙、旅行，包括入出國境之權利。人民為構成國家

要素之一，從而國家不得將國民排斥於國家疆域之外。於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

戶籍之國民得隨時返回本國，無待許可，惟為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人民入

出境之權利，並非不得限制，但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並以法律定

之。」
32
因此系爭法規第三條第一項仍泛指人民入出境均應經主管機關之許可，

未區分國民是否於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一律非經許可不得入境，並對未

經許可入境者，予以刑罰制裁，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侵害國民

得隨時返回本國之自由。故系爭法規與解釋意旨不符之處，應自立法機關基於裁

                                                 
31
 參見釋字第 551 號解釋。 

32
 參見釋字第 558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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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權限，專就入出境所制定之法律相關規定施行時起，不予適用。 

((((二二二二)))) 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之爭點在於以役男出境處理辦法限制役男出境是否違

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旨在保障人

民有任意移居或旅行各地之權利。若欲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加以限制，必須符合憲

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必要之程度，並以法律定之或經立法機關明確授權由行政機關

以命令訂定。限制役男出境係對人民居住遷徙自由之重大限制，兵役法及兵役法

施行法均未設規定，亦未明確授權以命令定之。」
33
大法官認為限制人民之自由

必須遵守法律保留原則，而行政院發布之徵兵規則，委由內政部訂定役男出境處

理辦法，欠缺法律授權之依據，該辦法第八條對人民自由權加以法律所無之限

制，違反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之意旨，故對系爭行政規則為附失效期限之違憲宣

告。 

    釋字第四五四號解釋之爭點在於國人入境停留居留及戶籍登記要點之否

准、撤銷、離境等規定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

住及遷徙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自由設定住居所、遷徙、旅行，包括出境或入

境之權利。對人民上述自由或權利加以限制，必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必要

之程度，並以法律定之。」
34
大法官認為系爭行政規則中關於在台灣地區無戶籍

人民申請在台灣地區長期居留得不予許可、撤銷其許可、撤銷或註銷其戶籍，並

限期離境之規定，係對人民居住及遷徙自由之重大限制，應有法律或法律明確授

權之依據。基此，認為系爭行政規則除其中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二項之相關規定，

係為執行國家安全法等特別法所必要者外，其餘各款及第二項戶籍登記之相關規

定、第三項關於限期離境之規定，均與前開憲法意旨不符，故作成附失效期限之

違憲宣告。 

        三三三三、、、、表見自由表見自由表見自由表見自由    

                                                 
33
 參見釋字第 443 號解釋。 

34
 參見釋字第 454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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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見自由一般而言有四種主要內涵，分別為言論自由、講學自由、著作自由

以及出版自由。有關表見自由之解釋中，被認定違憲者計有三號，皆見於講學自

由之內涵領域。依其宣告方式，茲述如下： 

((((一一一一)))) 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四六二號解釋之爭點在於限制公務員就懲戒提訴願之判例是否違憲 

，以及大學教師升等評審程序應如何？該號解釋意旨認為「各大學校、院、系（所）

教師評審委員會關於教師升等評審之權限，係屬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予公權力之

行使，其對教師升等通過與否之決定，與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對教師升等資格

所為之最後審定，於教師之資格等身分上之權益有重大影響，均應為訴願法及行

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受評審之教師於依教師法或訴願法用盡行政救濟途徑

後，仍有不服者，自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

35
故系爭判例與上開解釋不符部分，應不再適用。再者，大法官針對大學教師升

等評審程序作出解釋，其認為「大學教師升等資格之審查，關係大學教師素質與

大學教學、研究水準，並涉及人民工作權與職業資格之取得，除應有法律規定之

依據外，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實施程序，尚須保證能對升等申請人專業學術能力及

成就作成客觀可信、公平正確之評量，始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所

以受理此類事件之行政救濟機關及行政法院自得據以審查其是否遵守相關之程

序，或其判斷、評量有無違法或顯然不當之情事。大法官同時並諭令全國各大專

院校應依此解釋意旨，針對教師資格及升等評審程序之規定加以通盤檢討修正。 

((((二二二二)))) 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三八○號解釋之爭點在於大學法施行細則就共同必修科目之研訂等

規定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憲法第十一條關於講學自由之規定，係對學

術自由之制度性保障；就大學教育而言，應包含研究自由、教學自由及學習自由

等事項。大學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

範圍內，享有自治權』，其自治權之範圍，應包含直接涉及研究與教學之學術重

                                                 
35
 參見釋字第 462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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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事項。大學課程如何訂定，大學法未定有明文，然因直接與教學、學習自由相

關，亦屬學術之重要事項，為大學自治之範圍。憲法第一百六十二條固規定：『全

國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機關，依法律受國家監督。』則國家對於大學自治之監督，

應於法律規定範圍內為之，並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大學

之必修課程，除法律有明文規定外，其訂定亦應符合上開大學自治之原則。」
36
基

此，大法官認為大學法並未授權教育部邀集各大學共同研訂共同必修科目，所以

大學法施行細則所定內容即不得增加大學法所未規定之限制，故認定系爭施行細

則與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之意旨不符，作成附失效期限之違憲宣告。 

    釋字第四五○號解釋之爭點在於大學法及其細則就軍訓室設置之規定是否

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大學自治屬於憲法第十一條講學自由之保障範圍，舉

凡教學、學習自由有關之重要事項，均屬大學自治之項目，又國家對大學之監督

除應以法律明定外，其訂定亦應符合大學自治之原則，業經本院釋字第三八○號

解釋釋示在案。大學於上開教學研究相關之範圍內，就其內部組織亦應享有相當

程度之自主組織權。各大學如依其自主之決策認有提供學生修習軍訓或護理課程

之必要者，自得設置與課程相關之單位，並依法聘任適當之教學人員。」
37
但是

大法官亦認為大學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六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九條第三項明定

大學應設置軍訓室並配置人員，負責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劃與教學，此一強制性

規定，有違憲法保障大學自治之意旨，故對系爭規範作成附失效期限之違憲宣告。 

        四四四四、、、、集會結社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集會結社自由    

                關於集會結社自由之解釋共有三號，大法官的審查結果為三號解釋均屬違憲 

，可見大法官對人民集會結社自由之保障甚為積極。本文依其宣告方式，茲述如

下： 

((((一一一一)))) 違憲無效宣告違憲無效宣告違憲無效宣告違憲無效宣告    

    釋字第四七九號解釋之爭點在於社團作業規定之應冠所屬行政區域名稱規

                                                 
36
 參見釋字第 380 號解釋。 

37
 參見釋字第 450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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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憲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結社自由，旨在保障

人民為特定目的，以共同之意思組成團體並參與其活動之自由。就中關於團體名

稱之選定，攸關其存立之目的、性質、成員之認同及與其他團體之識別，自屬結

社自由保障之範圍。對團體名稱選用之限制，亦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要

件，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始得為之。」
38
基此，大法官認為內政部訂定

之「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業規定」第四點關於人民團體應冠以所屬行政區域名稱

之規定，顯然逾越母法授權意旨，以法律所無之限制侵害人民依憲法應享之結社

自由，應即失其效力，故作成解釋公布後逕行無效之違憲宣告。 

((((二二二二)))) 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之爭點在於集會遊行法相關限制規定是否違憲？該號 

解釋意旨認為「 憲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集會之自由，此與憲法第十一條規定

之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同屬表現自由之範疇，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

要的基本人權。國家為保障人民之集會自由，應提供適當集會場所，並保護集會、

遊行之安全，使其得以順利進行。以法律限制集會、遊行之權利，必須符合明確

性原則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39
大法官認為系爭規範在事實認定上有欠具

體明確，對於在舉行集會、遊行以前，尚無明顯而立即危險之事實狀態，僅憑將

來有發生之可能，即由主管機關以此作為集會、遊行准否之依據部分，與憲法保

障集會自由之意旨不符，故宣告其違憲。 

((((三三三三)))) 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三七三號解釋之爭點在於工會法禁止教育事業技工等組工會之規定 

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工會法第四條規定：『各級政府行政及教育事業、

軍火工業之員工，不得組織工會』，其中禁止教育事業技工、工友組織工會部份，

因該技工、工友所從事者僅係教育事業之服務性工作，依其工作之性質，禁止其

組織工會，使其難以獲致合理之權益，實已逾越憲法第二十三條之必要限度，侵

                                                 
38
 參見釋字第 479 號解釋。 

39
 參見釋字第 445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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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從事此項職業之人民在憲法上保障之結社權。」
40
故大法官針對系爭法規作出

違憲宣告，同時附加修法指示，責令立法機關妥為修法。 

肆肆肆肆、、、、自由權類解釋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自由權類解釋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自由權類解釋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自由權類解釋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    

                觀察第六屆大法官有關基本權類之解釋，共有三十五號，其中判定違憲的解

釋計有十六號。違憲比例幾乎逾半，足見第六屆大法官對於涉及人民自由權保障 

之案件採取相當積極的審查態度。其中違憲宣告之解釋皆集中在涉及人身自由、

居住遷徙自由、講學自由以及集會結社自由此四大自由領域，其中又以涉及集會

結社自由之案件被宣告違憲的比例最高，高達百分之百，可見大法官對於排除對 

人民集會結社自由的不法限制，可謂甚為用心。而其中採取警告性解釋的合憲宣

告亦有六號，分別是涉及人身自由的釋字第五三五號、第五四四號以及第五五九

號解釋；涉及居住遷徙自由的釋字第五四二號解釋；涉及表見自由的釋字第四○ 

七號解釋；涉及收養子女自由的釋字第五○二號解釋。整體而言，第六屆大法官 

對自由權類案件的審查採取明顯積極的司法態度，尤其在涉及人身自由、居住遷

徙自由、表見自由、以及集會結社自由這幾個領域時，對其他部門介入的程度更 

深，審查態度亦明顯積極許多。究其原因，則不外乎第六屆大法官任期恰逢我國

民主化腳步快速邁進之際，大法官透過釋憲運作使對人民自由權的保障得以配合

政治社會的變遷，切實地契合我國人權保障法制化的發展軌跡。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涉及工作權與財產權之案例分析涉及工作權與財產權之案例分析涉及工作權與財產權之案例分析涉及工作權與財產權之案例分析    

    

工作權亦稱「勞動權」，我國憲法之工作權應指「基本權主體以『生活創作

或維持』之意思，而在『一定期間內，反覆從事之作為』之基本權」，基本上相

當於德國基本法第十二條所規定之「職業自由」。準此，「工作」包括兩層概念，

                                                 
40
 參見釋字第 373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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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上，行為人將之作為生活關聯之活動，在此一意義上，就自然人而言，有「人

格發展」與「生存權」之意義寓焉；然就法人而言，僅有「營業自由」之經濟意

義。
41
而我國憲法所規定之財產權概念，已從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權之自由權的

傳統意義，進展成為「所有財產上利益」之法律上主張均受保護的廣義內涵。
42
我

國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從此條文

意旨，足見我國憲法將工作權與財產權與生存權並列於同樣重要的地位。隨著時

代的演進，基本權的領域亦不斷擴充、變革，工作權與財產權之規範內涵雖然在

憲法文本上並未規定甚詳，但是其實質保障內涵卻往往隨大法官解釋而有所開展

進步。本節即就第六屆大法官涉及工作權與財產權之解釋加以分析，探討於各該

權利領域內大法官審查態度的積極與消極。 

壹壹壹壹、、、、第六屆大法官有關工作權保障之解釋第六屆大法官有關工作權保障之解釋第六屆大法官有關工作權保障之解釋第六屆大法官有關工作權保障之解釋    

                工作權保障乃係社會中勞動者之福祉核心所在，且為社會權保障最重要的項

目之一。工作權的產生是任何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文明基礎上的必然結果，亦為

憲法對人民基本權保障所進化而成的產物。工作權是指人民得以在社會上選擇與

其身份、才智相適合之工作，以維持其生存的基本權利。進一步而言，產生於近

代立憲主義國家中的工作權中應包括以下權利：一、工作機會之獲得，國家應當

提拱工作之機會和再就業的指導與幫助。二、工作條件的維持和等到適當改善的

權利。三、去除不合理的工作制度。四、勞動者不被無故解雇之權利。這些都是

工作權的核心權利，對工作權的實質保障與內涵發展皆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第六屆大法官有關工作權保障所作成之解釋共計有十七號，其中被認定違憲

的解釋分別為釋字第三九四號、第四五三號、第四六二號、以及第五一四號解釋

採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釋字第三九○號、第四○二

號解釋採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以及釋字第四九一號解釋採附失效期限與

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請見下表所示： 

                                                 
41
 李惠宗，〈憲法工作權保障系譜之再探─以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為中心〉，《憲政時代》，第 29 卷

第 1 期，2003 年，頁 127。 
42
 黃越欽，〈憲法中工作權之意義暨其演進〉，《法令月刊》，第 51 卷第 10 期，2000 年，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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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555----4444：：：：第六屆大法官涉及工作權類解釋統計第六屆大法官涉及工作權類解釋統計第六屆大法官涉及工作權類解釋統計第六屆大法官涉及工作權類解釋統計    

                        宣告結果宣告結果宣告結果宣告結果                            宣告模式宣告模式宣告模式宣告模式                            解釋號次解釋號次解釋號次解釋號次    

違憲無效宣告    無 

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

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 394、釋 453、釋 462 

釋 514    

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

告    

釋 390、釋 402    

附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

告    

無 

附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

單純違憲宣告    

無 

違憲 

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

單純違憲宣告 

釋 491 

附修法指示之警告性解釋 釋 433、釋 501、釋 538 合憲 

合憲宣告 釋 411、釋 412、釋 432 

釋 510、釋 560 

未表明 未表明違憲或合憲之宣告 釋 494、釋 55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根據上表將涉及工作權之解釋中，司法者積極作成違憲宣告之解釋依宣告方

式加以分類提出，茲述如下： 

一一一一、、、、    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43434343    

                釋字第三九四號解釋之爭點在於營造業管理規則及內政部函釋所定裁罰性

處分規定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建築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營造業

之管理規則，由內政部定之」，概括授權訂定營造業管理規則。此項授權條款雖

未就授權之內容與範圍為明確之規定，惟依法律整體解釋，應可推知立法者有意

授權主管機關，就營造業登記之要件、營造業及其從業人員之行為準則、主管機

關之考核管理等事項，依其行政專業之考量，訂定法規命令，以資規範。至於對

營造業者所為裁罰性之行政處分，固與上開事項有關，但究涉及人民權利之限

制，其處罰之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應由法律定之；法律若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法

                                                 
43
 釋字第 462 號解釋屬於此範圍，惟因於前已有討論，此不另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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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命令予以規範，亦須為具體明確之規定，始符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之

意旨。」44因此，系爭行政規則關於「連續三年內違反本規則或建築法規規定達

三次以上者，由省（市）主管機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撤銷其登記證書，並

刊登公報」之規定部分，及系爭行政函釋所稱「營造業依營造業管理規則所置之

主（專）任技師，因出國或其他原因不能執行職務，超過一個月，其狀況已消失

者，應予警告處分」部份，未經法律具體明確授權，而逕行訂定對營造業者裁罰

性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與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不符，形成對人

民工作權之不法侵害，故宣告違憲，並不予適用。 

釋字第四五三號解釋之爭點在於商業會計法由主管機關認可記帳人執業資

格之規定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商業會計事務，依商業會計法第二條第

二項規定，謂依據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從事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及據以編制財務報

表，其性質涉及公共利益與人民財產權益，是以辦理商業會計事務為職業者，須

具備一定之會計專業知識與經驗，始能勝任。同法第五條第四項規定：『商業會

計事務，得委由會計師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商業會計記帳人辦理之；其認可

及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所稱『商業會計記帳人』既在辦理商業會

計事務，係屬專門職業之一種，依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之規定，其執業資格自

應依法考選銓定之。」45基此，大法官認為商業會計法第五條第四項規定，委由

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商業會計記帳人之資格部分，有違上開憲法之規定，應不予適

用。 

    釋字第五一四號解釋之爭點在於遊藝場業輔導管理規則對允未滿 18 歲人進

入者撤銷許可規定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人民營業之自由為憲法上工作

權及財產權所保障。有關營業許可之條件，營業應遵守之義務及違反義務應受之

制裁，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均應以法律定之，其內容更須符合該條規定之要

件。若其限制，於性質上得由法律授權以命令補充規定時，授權之目的、內容及

                                                 
44
 參見釋字第 394 號解釋。 

45
 參見釋字第 453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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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應具體明確，始得據以發布命令，迭經本院解釋在案。」
46
大法官認為系爭

行政規則係主管機關為維護社會安寧、善良風俗及兒童暨少年之身心健康，於法

制未臻完備之際，基於職權所發布之命令，固有其實際需要，但是該規則第十三

條第十二款關於電動玩具業不得容許未滿十八歲之兒童及少年進入其營業場所

之規定，第十七條第三項關於違反第十三條第十二款規定者，撤銷其許可之規

定，涉及人民工作權及財產權之限制，自應符合首開憲法意旨。而相關之事項若

已制定法律加以規範者，主管機關不得沿用其未獲法律授權所發布之命令。基

此，大法官認定系爭行政規則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法律保留原則，對人民之工

作權設以法律所無之限制，宣告其違憲，不予援用。 

二二二二、、、、    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三九○號解釋之爭點在於工廠設立登記規則中關於停工或歇業處分

等規定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對於人民設立工廠而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之行為，予以停工或勒令歇業之處分，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依憲法第二十三條

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二款規定，應以法律定之；若法律授權以命令為補充

規定者，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始得據以發布命令。」
47
故系

爭行政規則中關於「工廠不依照本規則之規定申請設立登記，或不依照核定登記

事項經營，或違反其他工廠法令者，得由省（市）建設廳（局）予以局部或全部

停工或勒令歇業之處分」之規定，對人民之工作權已設以法律所無之限制，違反

法律保留原則，故對其作成附失效期限之違憲宣告。 

    釋字第四○二號解釋之爭點在於財政部所定保險業務員管理等規則之裁罰

性處分規定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對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予以

裁罰性之行政處分，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其處分之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應由

法律定之，法律雖得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惟授權之目的、範圍及內容必須具

                                                 
46
 參見釋字第 514 號解釋。 

47
 參見釋字第 390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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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明確，然後據以發布命令，方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意旨。」
48
故系爭行政規則 

，對於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及公證人等從業人員違反義務之行為，訂定得予裁罰

性之行政處分，顯然逾越保險法所授權之範圍，對人民課以法律所無之裁罰處置 

，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而侵害人民之工作權，故對其作成附失效期限之違憲宣告。 

三三三三、、、、    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四九一號解釋之爭點在於公務人員考績法免職處分要件之授權規定 

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公務人員之懲戒乃國家對其違法、失職行為之制

裁。此項懲戒得視其性質，於合理範圍內，以法律規定由其長官為之。中央或地

方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或相關法規之規定對公務人員所為免職之懲處處分，為

限制人民服公職之權利，實質上屬於懲戒處分，其構成要件應由法律定之，方符

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意旨。」
49
故公務人員考績法之相關規定顯與憲法第二十三條

之意旨不符，對其作成附失效期限之違憲宣告。而大法官同時指出「懲處處分之

構成要件，法律以抽象概念表示者，其意義須非難以理解，且為一般受規範者所

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方符法律明確性原則」，復認為「受免職

處分之公務人員既得依法提起行政爭訟，則免職處分自應於確定後方得執行」， 

所以現行法規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之處，應檢討改進。大法官積極保障公務人員

工作權與救濟管道之心跡，甚為明顯。 

貳貳貳貳、、、、工作權類解釋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工作權類解釋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工作權類解釋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工作權類解釋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    

                第六屆大法官關於工作權保障之解釋共有十七號，其中有七號被認定為違憲 

，為數不可謂少。就其宣告方式而言，違憲宣告的七號解釋中有四號採取「未附

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即大法官雖然認定該法規範違憲， 

但是關於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等，並未加以規定，而留予其他部門充分之政策行

政權。就其違憲審查之操作標準而言，則被認定違憲之系爭規範，多是違反憲法

第二十三條之法律保留原則，足見大法官對行政部門對人民工作權所為之不法侵

                                                 
48
 參見釋字第 402 號解釋。 

49
 參見釋字第 491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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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已然有所留意，並積極以違憲宣告方式加以排除。此外，釋字第四三三號、

第五○一號及第五三八號解釋雖未採取違憲宣告，但作成附修法指示之警告性解

釋，對其他部門之政策領域作出深淺不一的介入，故第六屆大法官對工作權保障

的積極態度，由此可見。 

參參參參、、、、第六屆大法官有關財產權保障之解釋第六屆大法官有關財產權保障之解釋第六屆大法官有關財產權保障之解釋第六屆大法官有關財產權保障之解釋    

觀察近代西方法治主義的進展，私人財產權有著尤為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財

產權作為公民的一項基本的權利，在西方國家憲法和憲政制度中，居核心地位，

是近現代民主憲政的基石。對私人財產權保護的追求成為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推

動力。在近代的啟蒙思想家看來，財產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是與生命權、平等

權以及自由權並重的「天賦人權」。蓋因財產權為人類進入群體生活以來，最早

先擁有的權利，也是人們不分性別、種族、地域、教育程度、社經地位均得擁有，

且充分「意識」到的基本權利種類。財產權保障在現代憲法國家中，幾乎都是核

心的基本權利。即使是採取相異經濟體制的國家，財產權概念之界定也同樣是經

濟秩序的樞紐角色。近代自由主義理念強調其作為人民基本生存憑藉、對抗國家

干預的一面(例如幾乎先進國家共通的徵收補償制度）；社會國理念在尊重財產

權作為個人權利時，同時強調其所負之社會義務，進而並積極地將財產權保障延

伸到社會給付請求權之上；即使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中，財產權概念內涵之演

變也是牽連到整體經濟秩序變動的關鍵點。 

財產權之內涵隨民商法與相關訴訟法制之演進而日趨多元。第六屆大法官解

釋關於財產權部份所涉及之內涵，有關於實體權利層面者，亦有關於程序保障層

面者。進一步而言，大法官解釋所保障的財產權內涵，大致上可分為債權
50
、物

                                                 
50
 債權可分為公法上之債權及私法上之債權。前者包括公務人員薪津(見釋字第266號解釋)、公

務人員依法辦理退休請領退休金(見釋字第187、第201、第204號解釋)、公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 

(見釋字第434號解釋)、中央公教人員福利互助金(見釋字第312號解釋)；後者包括勞工請領退休

金之權利(見釋字第596號解釋)、銀行與信用合作社之股東股權(見釋字第488號解釋)、無記名公

債債票(見釋字第386號解釋)、債權人就提存物之權利(見釋字第335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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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51
、準物權、時效抗辯權、因時效取得之登記請求權、無體財產權(智慧財產

權)
52
、納稅義務

53
、財產負擔

54
、公法上之財產請求權等。

55
 

    第六屆大法官關於財產權保障之解釋高達六十六號，其中共有二十四號解釋

結果為違憲。大法官為違憲認定之解釋，在宣告方式上主要有三種。釋字第三七

四號、第三八六號、第四○○號、第四○六號、第四一三號、第四一五號、第四

二五號、第四四○號、第四五一號、第四五六號、第四六九號、第四七四號、第

四七八號、第四八四號、第四八七號、第四九二號、第五○五號、第五一四號、

第五一六號、第五六二號、以及第五六六號解釋均採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釋字第三六七號解釋採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釋字

第四三四號與第四八八號解釋則採附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除積極認定違憲

之二十四號解釋外，尚有十一號解釋採取警告性解釋之宣告方式，表示第六屆大

法官對於財產權之保障仍未全然聽任立法或行政機關之政策決定，而係在不宣告

違憲之前提下，仍保有一定程度的政策形成權，同時亦發揮相當之政策指導功能。 

關於第六屆大法官有關財產權類之解釋，依照宣告結果加以分類，請見下表： 

 

 

 

                                                 
51
 物權可分為動產物權以及不動產物權。前者包括人民之郵件(見釋字第428號解釋)、善意第三

人之物上權利(見釋字第349號解釋、動產抵押權(見釋字第216號解釋)、菸品物權(釋字第577號)、

保育類野生動物或其屍體、角、骨、牙、皮、毛、卵、器官及其製品(見釋字第465號解釋)；後者

包括土地所有權(見釋字第374、第409、第504、第564號解釋)、土地登記制度(見釋字第600號解釋)、

土地徵收補償(見釋字第425號解釋)、地上權(見釋字第408號解釋)、依取得時效制度取得之財產

權(見釋字第291、第350、第451號解釋)、房屋稅(見釋字第369號解釋)、國家強制買回(見釋字第

515號解釋)、物權化之耕地租賃權(見釋字第579號解釋)。 

52
 包括商標權(見釋字第370、第486號、第492號、第594號解釋)、專利權(見釋字第213號解釋)。 

53
 包括個人綜合所得稅(見釋字第413、第508號解釋)、營利事業所得稅(見釋字第607號解釋)。 

54
 包括課予人民租稅以外之金錢義務(見釋字第593號解釋)、罰鍰(見釋字第511號解釋)、財產刑

罰(見釋字第578號解釋)、保險費(見釋字第473號解釋)、特別公課(見釋字第426號解釋)。 
55
 詳參本章表 5-1 之分類。 



論第六屆大法官司法解釋之態度取向─司法消極主義與司法積極主義之分析 

 206 

表表表表 5555----5555：：：：第六屆大法官涉及財產權類解釋統計第六屆大法官涉及財產權類解釋統計第六屆大法官涉及財產權類解釋統計第六屆大法官涉及財產權類解釋統計    

                        宣告結果宣告結果宣告結果宣告結果                            宣告模式宣告模式宣告模式宣告模式                            解釋號次解釋號次解釋號次解釋號次    

違憲無效宣告    無 

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

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 374、釋 386、釋 400 

釋 406、釋 413、釋 415 

釋 425、釋 440、釋 451 

釋 456、釋 469、釋 474 

釋 478、釋 484、釋 487 

釋 492、釋 505、釋 514 

釋 516、釋 562、釋 566    

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

告    

釋 367    

附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

告    

釋 434、釋 488    

附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

單純違憲宣告    

無 

違憲 

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

單純違憲宣告 

無 

附修法指示之警告性解釋 釋 369、釋 397、釋 409 

釋 426、釋 441、釋 465 

釋 493、釋 496、釋 536 

釋 559、釋 564 

合憲 

合憲宣告 釋 370、釋 375、釋 377 

釋 383、釋 385、釋 389 

釋 408、釋 420、釋 424 

釋 427、釋 431、釋 437 

釋 438、釋 464、釋 473 

釋 480、釋 486、釋 495 

釋 504、釋 506、釋 515 

釋 518、釋 519、釋 526 

釋 534、釋 537、釋 565 

未表明 未表明違憲或合憲之宣告 釋 379、釋 449、釋 503 

釋 51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由上表可見，第六屆大法官關於財產權保障之解釋為數甚多，多達六十六號。 

本文爰將司法者積極作成違憲宣告之解釋依其宣告方式之不同加以分類提出，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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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如下：  

一一一一、、、、    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採此宣告方式之解釋號次為違憲解釋中最多者，多達二十一號。本文以表列

示如下： 

表表表表 5555----6666：「：「：「：「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財產權類違憲解釋之財產權類違憲解釋之財產權類違憲解釋之財產權類違憲解釋    

解解解解    釋釋釋釋    號號號號    次次次次    

  (  (  (  (公佈日期公佈日期公佈日期公佈日期))))    

    解解解解    釋釋釋釋    爭爭爭爭    點點點點        解解解解    釋釋釋釋    主主主主    旨旨旨旨        涉及憲法條文涉及憲法條文涉及憲法條文涉及憲法條文    

  [  [  [  [相關解釋相關解釋相關解釋相關解釋]]]]    

    解釋作用分類解釋作用分類解釋作用分類解釋作用分類    

  [  [  [  [涉及類型涉及類型涉及類型涉及類型]]]]    

    宣宣宣宣    告告告告    結結結結    果果果果    

  [  [  [  [宣告模式宣告模式宣告模式宣告模式]]]]    

釋字第 374 號 

(1995.3.17) 

最高法院就經

無異議經公告

確定之地界，禁

訴請另定之決

議違憲？ 

地政機關地籍

圖重測，無增減

人民私權之效

力。 

憲法第 15、16

條 

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第5

條 

保障基本權 

[ 財產權、 物

權、訴訟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386 號 

(1995.9.29) 

建設公債條例

債票不得掛失

止付之規定違

憲？ 

無記名投票公

債遺失被盜、滅

失，不得請求權

利保護違憲。 

憲法第 15、16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訴訟

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00 號 

(1996.4.12) 

行政院就有公

用地役關係既

成道路不予徵

收 之 函 釋 違

憲？  

既成道路成立

公用地役關係

應予補償。 

憲法第 15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物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06 號 

(1996.6.21) 

內政部就申請

解除限建應先

擬定細部計畫

之函釋違憲？  

內政部函釋規

定，主要計畫發

布實施已逾二

年。仍須待細部

計畫確定方得

建築執照，逾越

法律明文規定。 

憲法第 172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13 號 

(1996.9.20) 

對華僑、外國人

之就源扣繳，附

配偶居住條件

之判例違憲？ 

判例就稅捐優

惠條件，增列法

律所無之限制

者，違反租稅法

定主義。 

憲法第 7、19 條 保障基本權 

[納稅義務]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15 號 

(1996.11.8) 

所得稅法細則

「扶養親屬」之

所得稅法「家

屬」之認定，不

憲法第 19 條 保障基本權 

[納稅義務]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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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定 規 定 違

憲？ 

以同一戶籍為

唯一認定標準。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25 號 

(1997.4.11) 

內政部就徵收

補償費因待解

釋 未 依 限 發

放，徵收有效之

規定違憲？ 

土地徵收補償

費 之 遲 延 發

放，係侵犯人民

財產權。 

憲法第 15、19、

23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40 號 

(1997.11.14) 

北市道路規則

對使用道路地

下部分不補償

之規定違憲？ 

主管機關埋設

地下物妨礙土

地權利人行使

權利，形成特別

犧牲者，應給予

相當補償。 

憲法第 7、15 條 

釋字第 400 號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51 號 

(1998.3.27) 

時效取得地上

權登記要點限

制共有人申請

之規定違憲？ 

共有人得就共

有土地申請時

效取得地上權

登記。 

憲法第 15 條 保障基本權 

[因時效取得之

登記請求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56 號 

(1998.6.5) 

勞保條例細則

限專任者始為

被保人之規定

違憲？ 

勞工保險條例

對於參加勞工

保險為被保險

人之員工或勞

動者，並未限定

於專任員工始

得為之。 

憲法第 23、153

條 

保障基本權 

[公法上之財產

請求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69 號 

(1998.11.20) 

限制被害人請

求國賠之判例

違憲？ 

國賠法第 2 條

第 2 項後段之

適用要件乃係

公務員於依法

規裁量萎縮至

零時。 

憲法第 24 條 保障基本權 

[公法上之財產

請求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74 號 

(1999.1.29) 

公保法細則就

保險金消滅時

效 之 規 定 違

憲？  

公務人員保險

金請求權之消

滅時效屬法律

保留範圍。 

憲法第 23 條 保障基本權 

[公法上之財產

請求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78 號 財政部就申請 財政部函示「須 憲法第 19 條 保障基本權 違  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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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3.19) 退還土地增值

稅要件之函釋

違憲？  

經稽徵機關核

准按自用住宅

用地稅為申請

退稅之要件部

分」，係增加土

地稅法蒂 35 條

第1項第1款所

無之限制。 

[納稅義務]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84 號 

(1999.5.14) 

財政部就數人

申報契稅，緩發

稅單之函釋違

憲？  

就同一不動產

先後有數人申

報契稅，財政部

函示暫緩核發

稅單違憲。 

憲法第 15 條 保障基本權 

[納稅義務]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87 號 

(1999.7.9) 

冤賠法以受害

人行為違反公

序良俗為由，剝

奪其請求權之

限 制 規 定 違

憲？ 

以違反公序良

俗為由剝奪冤

獄 賠 償 請 求

權，不符比例原

則。冤賠法第 2

條第 2 款不予

適用。 

憲法第 24 條 

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第5

條 

保障基本權 

[人身自由、公

法上之財產請

求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92 號 

(1999.10.29) 

經濟部就解散

或 撤 銷 登 記

者，即廢止營業

之函釋違憲？ 

關於依公司法

為解散或撤銷

登記即係廢止

營業之函釋，有

違憲法保障人

民財產權意旨。 

憲法第 15 條 保障基本權 

[無體財產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505 號 

(2000.5.5) 

財政部就增資

擴展設備申請

獎勵先辦登記

之函釋違憲？ 

生產事業增資

擴展設備申請

獎勵，財政部函

認應先辦理增

資登記違憲。 

憲法第 23 條 保障基本權 

[因時效取得之

登記請求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514 號 

(2000.10.13) 

遊戲場業規則

對允未滿 18 歲

人進入者撤銷

許 可 規 定 違

憲？ 

職業自由之限

制，須符合法律

保留原則及授

權明確性原則

之要求。 

憲法第 15、23

條 

保障基本權 

[工作權、財產

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516 號 

(2000.10.26) 

行政法院就未

依 限 發 補 償

土地徵收補償

費應於法定期

憲法第 15 條 

釋字第 110、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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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徵收不失效

之決議違憲？ 

間內發給，逾期

未發徵收土地

核准案即失其

效力。 

400、409、425

號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562 號 

(2003.7.11) 

內政部就公同

共有不動產應

有部分讓與之

命令違憲？ 

土地法第 34 條

之1第1項之規

定，立法意旨在

於兼顧共有人

權 益 之 範 圍

內，促進共有物

之有效利用，以

增 進 公 共 利

益。該規定所稱

共有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之處

分，如為讓與該

共有物，即係讓

與所有權。是不

動產之應有部

分如屬公同共

有者，其讓與自

得準用該規定。 

土地法第 34 條

之 1第 1 項、第

5 項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566 號 

(2003.9.26) 

農發條例細則

等命令就非農

用 仍 農 作 土

地，課遺贈稅違

憲？ 

農業發展條例

第 31 條前段之

規定及其後之

同條例施行細

則第 21 條後段 

之規定，有違憲

法第 19 條所言

之租稅法律主

義，不符憲法保

障人民財產權

之意旨與法律

保留原則。 

憲法第 19、23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二二二、、、、    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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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三六七號解釋之爭點在於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等法令變更納稅主體之

規定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營業稅法第二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銷售

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進口貨物之收貨人或持有人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依同

法第三十五條之規定，負申報繳納之義務。同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七條關於海關、

法院及其他機關拍賣沒收、沒入或抵押之貨物時，由拍定人申報繳納營業稅之規

定，暨財政部發布之『法院、海關及其他機關拍賣或變賣貨物課徵營業稅作業要

點』第二項有關不動產之拍賣、變賣由拍定或成交之買受人繳納營業稅之規定，

違反上開法律，變更申報繳納之主體，有違憲法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三條保障人民

權利之意旨，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56大法官認

為系爭法規雖然並未增加額外稅負，但究屬課予買受人申報繳納之義務，均已牴

觸營業稅法，有違憲法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三條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故作成附失

效期限之違憲宣告。 

三三三三、、、、    附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四三四號解釋之爭點在於公務人員保險法就保費返還、非退休者之養 

老給付未為規定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公務人員保險係國家為照顧公務

人員生老病死及安養，運用保險原理而設之社會福利制度，凡法定機關編制內之

有給人員及公職人員均為被保險人。被保險人應按公務人員保險法第八條第一項

及第九條規定繳付保險費，承保機關按同法第三條規定提供生育、疾病、傷害、

殘廢、養老、死亡及眷屬喪葬七項給付，前三項給付於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後，

已列入全民健康保險。公務人員保險法規定之保險費，係由被保險人與政府按一

定之比例負擔，以為承保機關保險給付之財務基礎。…惟被保險人所繳付之保險

費中，關於養老保險部分，承保機關依財政部核定提存準備辦法規定，應提撥一

定比率為養老給付準備，此項準備之本利類似全體被保險人存款之累積。」
57
基

此，大法官認為公務人員保險法於第十六條第一項關於養老給付僅規定依法退休

                                                 
56
 參見釋字第 367 號解釋。 

57
 參見釋字第 434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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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有請領之權，對於其他離職人員則未規定，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

之意旨不符，因此宣告其違憲，並應即檢討修正。 

釋字第四八八號解釋之爭點在於銀行法等法規未明定作成行政處分之程序 

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對人

民財產權之限制，必須合於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必要程度，並以法律定之，其由

立法機關明確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者，須據以發布之命令符合立法意旨且未

逾越授權範圍時，始為憲法之所許，迭經本院解釋在案。信用合作社法第二十七

條第一項及銀行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係為保障存款人權益，並兼顧金融秩序之安

定而設，金融機構監管接管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十四條第四款雖亦有

銀行法第六十二條第三項授權之依據，惟基於保障人民權利之考量，法律規定之

實體內容固不得違背憲法，其為實施實體內容之程序及提供適時之司法救濟途

徑，亦應有合理規定，方符憲法維護人民權利之意旨；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訂定之

命令，為適當執行法律之規定，尤須對採取影響人民權利之行政措施時，其應遵

行之程序作必要之規範。」
58
基於上開解釋意旨，大法官認為前述銀行法、信用

合作社法及金融機構監管接管辦法所定之各種措施，未能對作成處分前，如何情

形須聽取股東、社員、經營者或利害關係人陳述之意見或徵詢地方自治團體相關

機關之意見設置明文；又允許主管機關逕行指派機關或人員為監管人或接管人，

並使接管人取得經營權及財產管理處分權，復由接管人及主管機關決定概括讓與

全部或部分業務及資產負債，或與他金融機構合併，無須斟酌受接管之金融機構

股東或社員大會決議之可行性，亦不考慮該金融機構能否適時提供相當資金、擔

保或其他解決其資產不足清償債務之有效方法，皆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未盡相符。故大法官對系爭法規作成違憲宣告，並諭令主管機關依此解釋意旨儘

速檢討改正。 

肆肆肆肆、、、、財產權類解釋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財產權類解釋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財產權類解釋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財產權類解釋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    

                關於財產權保障之解釋，為第六屆大法官解釋中所佔數目最多的類型，多達

                                                 
58
 參見釋字第 488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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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號。大法官對人民財產權之實質與程序上保障，與財產權保障體系之建構， 

可謂著力頗深。在這六十六號解釋中，有二十四號被宣告為違憲，違憲比例高達

百分之三十六。惟被認定違憲之解釋號次，其宣告方式多為「未附失效或修法期

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表示大法官雖然積極行使違憲審查權以保障人

民之財產權，但是在財產權所涉及的經濟、社會立法領域上，仍然給予立法部門 

充分的尊重，不過度介入立法部門對社會、經濟政策的形成空間。而其中採「附

修法指示之警告性解釋」為宣告方式之解釋，亦達十一號之多，代表大法官雖然 

對這些案件並未積極作成違憲宣告，但亦未全然放棄對立法部門的政策指導權能 

，此部份亦值吾人留意。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涉及訴訟權與其他基本權之案例分析涉及訴訟權與其他基本權之案例分析涉及訴訟權與其他基本權之案例分析涉及訴訟權與其他基本權之案例分析    

訴訟權係指人民為解決爭議進行訴訟活動，要求國家司法機關予以保護和

救濟的權利。其主要含義包括三方面：一是公民享有以訴訟方式解決自己與他

人、社會組織及國家之間利益衝突，維護自身合法利益的權利；二是公民在訴

訟活動中享有與程式相關的各種權利；三是公民享有其訴訟行為受司法機關平

等對待的權利。訴訟權主要包括刑事訴訟權、民事訴訟權和行政訴訟權三類，

就我國憲法法律文件的規定而言，其具體內容涉及的範圍極廣，有起訴權、辯

論權、委託代理權、訴訟代理權、反駁權、反訴權、上訴權等上百種權利類型，

我國憲法以及各類訴訟法等規範對之均有所範定。     

                訴訟權(或受審判之權利)之保障與強化，無論在自由主義國家或社會主義國

家，均具有擔保國家法秩序品質與和平之基本意義。
59
訴訟權可分為廣義的訴訟

權與狹義的訴訟權。就我國憲法而言，廣義的訴訟權，包括憲法第十六條
60
之訴

                                                 
59
 劉宗德，〈憲法解釋與訴訟權之保障─以行政訴訟為中心〉，《憲政時代》，第 30 卷第 4 期，2005

年，頁 393。 
60
 憲法第 16 條：「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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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權以及第八十條
61
之法官依法獨立審判。有關法定法官與法官獨立審判，雖為

程序保障之不可或缺部份，惟此可將之定性為屬於訴訟權中之組織保障，而予專

指當事人之程序地位(stellung)保障的狹義訴訟權有別。
62
本節討論之訴訟權為

涉及人民基本權利保障之訴訟權，與訴訟權中之組織保障較無關係，故應界定為

狹義的訴訟權。 

至於本節所欲探討的其他類基本權解釋，係指涉及如憲法基本原則中之人性

尊嚴；憲法第十五條
63
所揭示之生存權；憲法第十七條

64
所揭示之參政權，憲法第

十八條
65
所揭示之服公職權；憲法第二十二條

66
所衍生之人格權、名譽權及隱私

權；以及涉及憲法第二十三條
67
人權限制條款之解釋。本節即就第六屆大法官涉

及訴訟權與其他類基本權之解釋加以分析，探討於各該權利領域內大法官審查態

度的積極與消極。 

壹壹壹壹、、、、第六屆大法官有關訴訟權保障之解釋第六屆大法官有關訴訟權保障之解釋第六屆大法官有關訴訟權保障之解釋第六屆大法官有關訴訟權保障之解釋    

                訴訟權是指人民為解決爭議進行訴訟活動，要求國家司法機關予以保護和救

濟的權利。其主要意涵包括三方面：一是人民享有以訴訟方式解決自己與他人、

社會組織及國家之間利益衝突，維護自身合法利益的權利；二是人民在訴訟活動

中享有與程序相關的各種權利；三是人民享有其訴訟行為受司法機關平等對待的

                                                 
61
 憲法第 80 條：「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 

62
 就訴訟權而言，亦可分為「起訴前之保障」與「起訴後之保障」，前者係指使當事人實質上能

接近法院，而涉及有關訴訟救助、法律扶助、律師代理、小額訴訟程序、選定當事人、團體訴訟

等制度之充實，以及如何排除各種起訴障礙之問題；後者則指起訴以後，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上基

於程序主體之地位所得享有之權利，如何予以保障之問題。參見沈冠伶，〈訴訟權保障與民事訴

訟─以大法官關於「訴訟權」之解釋為中心〉，收於《司法院大法官九十三年度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及紀錄》，台北：司法院書記處，2004 年，頁 56-57。 
63
 憲法第 15 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64
 憲法第 17 條：「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 

65
 憲法第 18 條：「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 

66
 憲法第 22 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

關於憲法第 22 條所指「其他自由及權利」之形式意涵，李震山大法官認為大法官解釋多由三種

解釋方式推論而出：一、以列舉權利保護範圍涵蓋；二、以基本國策為依據；三、以憲法第 22

條為保障依據。請參李震山，〈論憲法未列舉之自由權利之保障─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之評析〉， 

收於劉孔中、陳新民主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 第三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所，2002 年，頁 367-382。 
67
 憲法第 23 條：「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

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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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訴訟權是透過程序以保障實體權利的權利類型，將訴訟權視為人民基本權

之一，係為實質法治國概念下的憲政理念。 

第六屆大法官有關訴訟權保障之解釋，共計有二十三號，其中宣告結果為違

憲之解釋共有十號。觀察其違憲宣告之方式，亦有三種類型。釋字第三六八號、

第三七四號、第三八二號、第三八六號、第三九五號、第四三九號、第四六二號、

以及第五○七號解釋均採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釋字

第四二三號解釋採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釋字第四三六號解釋採附失效期

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第六屆大法官有關訴訟權保障所作成之解釋，如下表所示： 

表表表表 5555----7777：：：：第六屆大法官涉及訴訟權類解釋統計第六屆大法官涉及訴訟權類解釋統計第六屆大法官涉及訴訟權類解釋統計第六屆大法官涉及訴訟權類解釋統計    

                        宣告結果宣告結果宣告結果宣告結果                            宣告模式宣告模式宣告模式宣告模式                            解釋號次解釋號次解釋號次解釋號次    

違憲無效宣告    無 

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

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 368、釋 374、釋 382 

釋 386、釋 395、釋 439 

釋 462、釋 507    

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

告    

釋 423    

附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

告    

無 

附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

單純違憲宣告    

無 

違憲 

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

單純違憲宣告 

釋 436 

附修法指示之警告性解釋 釋 396 合憲 

合憲宣告 釋 393、釋 416、釋 418 

釋 442、釋 448、釋 482 

釋 512 

未表明 未表明違憲或合憲之宣告 釋 378、釋 466、釋 533 

釋 540、釋 546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根據上表將涉及訴訟權之解釋中，司法者積極作成違憲宣告之解釋依宣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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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加以分類提出，茲述如下： 

一一一一、、、、    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68686868    

        釋字第三六八號解釋之爭點在於官署依裁判重為復查之決定，得與前決定同 

之判例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行政訴訟法第四條「行政法院之判決，就

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力」，乃本於憲法保障人民得依法定程序，對其爭

議之權利義務關係，請求法院予以終局解決之規定。故行政法院所為撤銷原決定

及原處分之判決，如係指摘事件之事實尚欠明瞭，應由被告機關調查事證另為處

分時，該機關即應依判決意旨或本於職權調查事證。倘依重為調查結果認定之事

實，認前處分適用法規並無錯誤，雖得維持已撤銷之前處分見解；若行政法院所

為撤銷原決定及原處分之判決，係指摘其適用法律之見解有違誤時，該管機關即

應受行政法院判決之拘束。」
69
故大法官認為系爭之行政法院判例中「本院所為

撤銷原決定及原處分之裁判，如於理由內指明由被告官署另為復查者，該官署自

得本於職權調查事證，重為復查之決定，其重為復查之結果，縱與已撤銷之前決

定持相同之見解，於法亦非有違」之意旨，與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憲法意旨有違，

故應不予適用。 

  釋字第三七四號解釋之爭點在於最高法院就經無異議經公告確定之地界，禁 

訴請另定之決議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有爭執之土地所有權人尚得依法

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解決，法院應就兩造之爭執，依調查證據之結果予以認定，不

得以原先指界有誤，訴請另定界址為顯無理由，為其敗訴之判決。」
70
故系爭之

最高法院民事庭決議中「為貫徹土地法整理地籍之土地政策，免滋紛擾，不許原

指界之當事人又主張其原先指界有誤，訴請另定界址，應認其起訴顯無理由云云」 

，與保障人民財產權與訴訟權之憲法意旨不符，應不予適用。 

  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之爭點在於限制學生對學校所為之處分提起爭訟之判 

例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各級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對學生

                                                 
68
 釋字第 462 號解釋屬於此範圍，惟因於前已有討論，此不另贅。參前註 41 文。 

69
 參見釋字第 368 號解釋。 

70
 參見釋字第 374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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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自屬

對人民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此種處分行為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

上之行政處分。受處分之學生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未獲救濟者，自得依法提起

訴願及行政訴訟。」
71
故大法官宣告系爭行政法院判例，與上開意旨不符部分，

應不予援用，以符憲法保障人民受教育之權利及訴訟權之意旨。 

  釋字第三八六號解釋之爭點在於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發行條例不得掛失止付 

之規定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發行條例第八條前段規

定：『本公債債票遺失、被盜或滅失者，不得掛失止付，並不適用民法第七百二

十條第一項但書、第七百二十五條及第七百二十七條之規定。』使人民合法持有

之無記名公債債票於遺失、被盜或滅失時，無從依民法關於無記名證券之規定請

求權利保護，亦未提供其他合理之救濟途徑，與憲法第十五條、第十六條保障人

民權利之意旨不符…」
72
，故大法官宣告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於其後依該條例

發行之無記名公債，停止適用。 

  釋字第三九五號解釋之爭點在於公務人員懲戒委員會不許對再審議議決聲 

請再審議之案例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懲戒案件之議決，有法定事由

者，原移送機關或受懲戒處分人得移請或聲請再審議，公務員懲戒法第三十三條

第一項定有明文。其中所謂『懲戒案件之議決』，自應包括再審議之議決在內。」

73基此，大法官宣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再審字第三三五號案例及其他類此案例，

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因為該當判例對公務員訴訟上之權利為逾越法律規定之限

制部分，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之規定，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不再援

用。 

  釋字第四三九號解釋之爭點在於海關緝私條例禁止未繳保金或供擔保者異 

議之規定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海關緝私條例第四十九條：『聲明異議

案件，如無扣押物或扣押物不足抵付罰鍰或追徵稅款者，海關得限期於十四日內

                                                 
71
 參見釋字第 382 號解釋。 

72
 參見釋字第 386 號解釋。 

73
 參見釋字第 395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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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原處分或不足金額二分之一保證金或提供同額擔保，逾期不為繳納或提供擔

保者，其異議不予受理』之規定，使未能於法定期限內繳納保證金或提供同額擔

保之聲明異議人喪失行政救濟之機會，係對人民訴願及訴訟權利所為不必要之限

制，與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之人民權利意旨牴觸。」
74
基此，大法官宣告系爭法

規違憲，同時宣告釋字第二一一號解釋相關部分應予變更。 

    釋字第四六二號解釋之爭點在於限制公務員就懲戒處分提起訴願之判例是

否違憲？以及大學教師升等評審程序應如何？該號解釋意旨認為「各大學校、

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關於教師升等評審之權限，係屬法律在特定範圍內

授予公權力之行使，其對教師升等通過與否之決定，與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對

教師升等資格所為之最後審定，於教師之資格等身分上之權益有重大影響，均應

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受評審之教師於依教師法或訴願法用盡行

政救濟途徑後，仍有不服者，自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

之意旨。行政法院五十一年判字第三九八號判例，與上開解釋不符部分，應不再

適用。」75至於大學教師升等評審之程序，本號解釋認為大學教師升等資格之審

查，關係到大學教師素質與大學教學、研究水準，並且涉及人民工作權與職業資

格之取得，除應有法律規定之依據外，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實施程序，尚須保證能

對升等申請人專業學術能力及成就作成客觀可信、公平正確之評量，始符合憲法

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職是，各大學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基於

專業評量之原則，應選任各該專業領域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學者專家先行審查，

將其結果報請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教師評審委員會除非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

據之具體理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度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而受

理此類事件之行政救濟機關及行政法院自得據以審查其是否遵守相關之程序，或

其判斷、評量有無違法或顯然不當之情事。 

  釋字第五○七號解釋之爭點在於專利法就告訴須附鑑定報告之規定是否違 

                                                 
74
 參見釋字第 439 號解釋。 

75
 參見釋字第 462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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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此項權利之保障範

圍包括人民權益遭受不法侵害有權訴請司法機關予以救濟在內，惟訴訟權如何行

使，應由法律予以規定。法律為防止濫行興訟致妨害他人自由，或為避免虛耗國

家有限之司法資源，對於告訴或自訴自得為合理之限制，惟此種限制仍應符合憲

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
76
基此，大法官認為系爭法規中「專利權人就第一

百二十三條至第一百二十六條提出告訴，應檢附侵害鑑定報告與侵害人經專利權

人請求排除侵害之書面通知。未提出前項文件者，其告訴不合法。司法院與行政

院應協調指定侵害鑑定專業機構」之規定，形同要求被害人必須檢附侵害鑑定報

告，始得提出告訴，此係對人民訴訟權所為不必要之限制，違反比例原則，應不

予適用。 

二二二二、、、、    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四二三號解釋之爭點在於交通工具污染罰鍰標準之裁罰標準及逾期

倍罰規定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應符合排放標準。』同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對

違反前開規定者，明定其處罰之方式與罰鍰之額度；同條第三項並授權中央主管

機關訂定罰鍰標準。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第五條，僅以當事人接到

違規舉發通知書後之『到案時間及到案與否』，為設定裁決罰鍰數額下限之唯一

準據，並非根據受處罰之違規事實情節，依立法目的所為之合理標準。」
77
大法

官基於上述理由，進一步認為雖然該行政處分所處以罰鍰之上限並未逾越法律明

定得裁罰之額度，然而以到案之時間為標準，提高罰鍰下限之額度，與母法授權

之目的未盡相符，且損及法律授權主管機關裁量權之行使。又因為秩序罰罰鍰數

額倍增之形式而科罰，縱然有促使相對人自動繳納罰鍰、避免將來強制執行困擾

之考量，但因母法既無規定復未授權，上開標準創設相對人於接到違規通知書起

十日內到案接受裁罰及逾期倍增之規定，與法律保留原則亦屬有違。基此，大法

                                                 
76
 參見釋字第 507 號解釋。 

77
 參見釋字第 423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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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對系爭法規作成附失效期限之違憲宣告。 

三三三三、、、、    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四三六號解釋之爭點在於軍事審判法相關規定是否違憲？該號解釋 

意旨認為「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非由法院依法定

程序不得審問處罰；憲法第十六條並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現役軍人亦為人民，

自應同受上開規定之保障。又憲法第九條規定：『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

審判』，乃因現役軍人負有保衛國家之特別義務，基於國家安全與軍事需要，對

其犯罪行為得設軍事審判之特別訴訟程序，非謂軍事審判機關對於軍人之犯罪有

專屬之審判權。至軍事審判之建制，憲法未設明文規定，雖得以法律定之，惟軍

事審判機關所行使者，亦屬國家刑罰權之一種，其發動與運作，必須符合正當法

律程序之最低要求，包括獨立、公正之審判機關與程序，並不得違背憲法第七十

七條、第八十條等有關司法權建制之憲政原理；規定軍事審判程序之法律涉及軍

人權利之限制者，亦應遵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
78
基於上述理由，大

法官認為在平時經終審軍事審判機關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案件，應許被告直接向

普通法院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請求救濟。而上開規範不許被告逕向普通法院以

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請求救濟部分，違背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大法官 

諭令其限時失效，並責成立法機關就相關法令檢討改進。 

貳貳貳貳、、、、訴訟權類解釋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訴訟權類解釋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訴訟權類解釋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訴訟權類解釋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    

                第六屆大法官關於訴訟權保障所作成之解釋共有二十三號，其中審查結果為

違憲者計有十號，違憲比例佔百分之四十三。而關於訴訟權保障的大法官解釋中 

，未表明違憲或合憲者亦有五號，未表明之比例高達百分之二十二，可見大法官

對於涉及訴訟權之案件，並未過度採取積極介入的立場，其中亦存在迴避審查的

空間。前大法官吳庚教授曾就歷屆大法官解釋對訴訟權保障之範圍加以界定，主

要區分為四個類型：
79
 

                                                 
78
 參見釋字第 436 號解釋。 

79
 參見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台北：三民書局，2004 年，頁 130 以下、288 以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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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有權利即有救濟原則有權利即有救濟原則有權利即有救濟原則有權利即有救濟原則    

        例如有關擴大特別權力關係救濟途徑之釋字第一八七號、第二○一號、第二 

四三號、第二六六號、第二九五號、第二九八號、第三三八號、第四三○號、第

四六二號、第四九一號等解釋屬之。 

二二二二、、、、受憲法上法官審判之權利受憲法上法官審判之權利受憲法上法官審判之權利受憲法上法官審判之權利    

  例如釋字第二二○號、第二九五號、第四三六號等解釋屬之。 

三三三三、、、、訴訟程序之法律保留與法治國家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訴訟程序之法律保留與法治國家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訴訟程序之法律保留與法治國家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訴訟程序之法律保留與法治國家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例如釋字第二九八號、第三八四號、第三九三號、第三九六號、第五二三號 

等解釋屬之。 

四四四四、、、、    審級救濟審級救濟審級救濟審級救濟應發揮實際效果應發揮實際效果應發揮實際效果應發揮實際效果    

                例如釋字第二五六號、第三六八號等解釋屬之。 

    整體而言，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有關訴訟權保障之解釋，因違憲解釋宣告方

式多為「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容有立法者政策決

定之自主空間，且未對系爭案件進行憲法判斷的比例亦屬較高
80
，而採警告性解

釋的合憲宣告亦只有一號，故相對其他權利領域而言，第六屆大法官對於涉及訴

訟權之憲法爭訟，所抱持的審查態度不算特別積極。 

參參參參、、、、第六屆大法官有關其他基本權保障之解釋第六屆大法官有關其他基本權保障之解釋第六屆大法官有關其他基本權保障之解釋第六屆大法官有關其他基本權保障之解釋    

                憲法中對於各類型基本權的保障，除了以列舉的方式呈現外，亦採取概括規

定的方式加以保障。本文前述的基本權主要屬於列舉保障，至於在憲法意旨中受

到保障，惟於憲法文本中並未以列舉方式呈現的基本權，以及在雖然憲法文本以

列舉方式保障，但在作成解釋之數量上相對較少的解釋，本文皆將其列於其他類

基本權之分類，於此一併討論。 

在其他類基本權的分類上，本文主要略分為八種。包括憲法基本原則所保障

的人性尊嚴
81
；憲法第十五條保障的生存權、憲法第十七條保障的參政權、憲法

                                                 
80
 係指其中 5 號解釋大法官並未作出違憲或合憲之認定。 

81
 人性尊嚴係屬人與生俱來之權利，此權利先於國家而存在，在現代文明國家中均被列為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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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保障的服公職權、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的人格權、名譽權、隱私權；以

及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列舉闡示的人權限制條款。 

第六屆大法官有關其他類基本權保障所作成之解釋，如下表所示： 

表表表表 5555----8888：：：：第六屆大法官涉及其他基本權類解釋統計第六屆大法官涉及其他基本權類解釋統計第六屆大法官涉及其他基本權類解釋統計第六屆大法官涉及其他基本權類解釋統計    

                        宣告結果宣告結果宣告結果宣告結果                            宣告模式宣告模式宣告模式宣告模式                            解釋號次解釋號次解釋號次解釋號次    

違憲無效宣告    無 

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

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 399、釋 422、釋 529 

釋 532    

附失效期限之單純違憲宣

告    

無 

附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

告    

釋 483、釋 522    

附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

單純違憲宣告    

釋 524    

違憲 

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

單純違憲宣告 

釋 551 

附修法指示之警告性解釋 釋 417、釋 468、釋 472 

釋 531、釋 535 

合憲 

合憲宣告 釋 372、釋 376、釋 428 

釋 464、釋 476、釋 486 

釋 509、釋 521、釋 525 

釋 545、釋 548、釋 561 

未表明 未表明違憲或合憲之宣告 釋 401、釋 494、釋 549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根據上表將有關其他類基本權權之解釋中，司法者積極作成違憲宣告之解釋

依宣告方式加以分類提出，茲述如下： 

一一一一、、、、    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三九九號解釋之爭點在於內政部就姓名讀音不雅不得改名之函釋是 

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姓名權為人格權之一種，人之姓名為其人格之表

現，故如何命名為人民之自由，應為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姓名條例第六條第

                                                                                                                                            
應加以保障的基本價值之一，已為普世共識。維護人性尊嚴之權利既是不待規定而自明，故雖未

由憲法文本明示規範，亦屬人皆明知之固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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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第六款規定命名文字字義粗俗不雅或有特殊原因經主管機關認定者，得申請

改名。是有無申請改名之特殊原因，由主管機關於受理個別案件，就具體事實認

定之。姓名文字與讀音會意有不可分之關係，讀音會意不雅，自屬上開法條所稱

得申請改名之特殊原因之一。」82基於上開解釋意旨，大法官認為系爭內政部函

釋有違憲法保障人格權之本旨，應不予援用。 

  釋字第四二二號解釋之爭點在於行政院令及內政部函以固定金額推計承租 

人生活費用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應

予保障；第一百五十三條復明定，國家為改良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

制定保護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農民之政策，明確揭示國家負有保障農民生存及

提昇其生活水準之義務。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即屬上開憲法所稱保護農民之法

律，其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

依據者，耕地租約期滿時，出租人不得收回自耕，目的即在保障佃農，於租約期

滿時不致因出租人收回耕地，嚴重影響其家庭生活及生存權利。」
83
故系爭行政

函令，關於承租人全年家庭生活費用之核計方式，逕行準用臺灣省（台北市、高

雄市）辦理役種區劃現行最低生活費支出標準計算審核表（原役種區劃適用生活

標準表）中，所列最低生活費支出標準金額之規定，以固定不變之金額標準，推

計承租人之生活費用，而未斟酌承租人家庭生活之具體情形及實際所生之困窘狀

況，大法官認係不切實際，亦失合理，應不再援用。 

  釋字第五二九號解釋之爭點在於國防、內政部以民國六十四年次男子 

為金馬區徵兵對象之函釋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金馬地區役齡男子檢定

為已訓乙種國民兵實施辦法，於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因戰地政務終止而

廢止時，該地區役齡男子如已符合該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及同條第二項之要

件者，既得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按諸信賴保護原則（本院釋字第五二五號解

釋參照），對於尚未及申請檢定之人，自不因其是否年滿十八歲而影響其權益。

                                                 
82
 參見釋字第 399 號解釋。 

83
 參見釋字第 422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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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廢止該辦法時，應採取合理之補救措施，或訂定過渡期間之條款，俾免

影響其依法規所取得之實體法上地位。」
84
大法官依上開解釋意旨，認為系爭行

政函釋不問是否符合檢定為已訓乙種國民兵要件，而一律以六十四年次男子為金

馬地區開始徵兵之對象部分，應不予適用。 

  釋字第五三二號解釋之爭點在於台省坡地變更要點就變更編定要件之規定 

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係臺灣省政府本於職權訂定之命令，其中第二、

三點規定，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森林區丁種建築（窯業）用地若具備（一）、

廠地位於水庫集水區或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內經由政府主動輔導遷廠或

（二）、供作公共（用）設施使用或機關用地使用等要件之一，並檢具證明已符

合前述要件之書件者，得申請同意將丁種建築（窯業）用地變更作非工（窯）業

使用。其內容已逾越母法之範圍，創設區域計畫法暨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關

於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內使用地變更編定要件之規定，違反非都市土地分區編

定、限制使用並予管制之立法目的，且增加人民依法使用其土地權利之限制，與

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有違，應不予適用。」
85
大法官基於上開解釋意旨，

認為系爭行政規則不僅違反非都市土地分區編定、限制使用並予管制之立法目

的，更增加人民依法使用其土地權利之限制，已非純屬執行母法有關細節性與技

術性之補充規定，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有違，故應不予適用。 

二二二二、、、、    附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四八三號解釋之爭點在於公務人員任用法等法規就高資低用人員之

規定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公務人員依法銓敘取得之官等俸級，非經公

務員懲戒機關依法定程序之審議決定，不得降級或減俸，此乃憲法上服公職權利

所受之制度性保障，亦為公務員懲戒法第一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六條及公務

人員俸給法第十六條之所由設。」
86
大法官認為系爭法規對相對人其所敘俸級已

達調任職等年功俸最高級者，考績時不再晉敘，致高資低用人員縱於調任後如何

                                                 
84
 參見釋字第 529 號解釋。 

85
 參見釋字第 532 號解釋。 

86
 參見釋字第 483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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戮力奉公，成績卓著，又不論其原敘職等是否已達年功俸最高級，亦無晉敘之機

會，則調任雖無降級或減俸之名，但實際上則生類似降級或減俸之懲戒效果，與

首開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權利之意旨未盡相符。故作成違憲宣告，並責成主觀機

關檢討改正。 

    釋字第五二二號解釋之爭點在於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

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三款授權科罰之規定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

認為「對證券負責人及業務人員違反其業務上禁止、停止或限制命令之行為科處

刑罰，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其刑罰之構成要件，應由法律定之；若法律就其構

成要件，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其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而

自授權之法律規定中得預見其行為之可罰，方符刑罰明確性原則。」87基於上開

解釋意旨，大法官認為系爭法規中「違反主管機關其他依本法所為禁止、停止或

限制命令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之規定，

其所為授權有科罰行為內容不能預見，須從行政機關所訂定之行政命令中，始能

確知之情形，與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不符，故宣告其違憲，並責成主管機關

妥為修正。    

三三三三、、、、    附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五二四號解釋之爭點在於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一條及授權所定之

醫療辦法等規定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全民健康保險為強制性之社會保

險，攸關全體國民之福祉至鉅，故對於因保險所生之權利義務應有明確之規範，

並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若法律就保險關係之內容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

其授權應具體明確，且須為被保險人所能預見。又法律授權主管機關依一定程序

訂定法規命令以補充法律規定不足者，該機關即應予以遵守，不得捨法規命令不

用，而發布規範行政體系內部事項之行政規則為之替代。倘法律並無轉委任之授

權，該機關即不得委由其所屬機關逕行發布相關規章。」
88
故大法官認為系爭法

                                                 
87
 參見釋字第 522 號解釋。 

88
 參見釋字第 524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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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有為法律明確性原則，故諭令其限期失效，並於期限內檢討修正。 

四四四四、、、、    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五五一號解釋之爭點在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誣告反坐之規定是否違

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人民身體之自由與生存權應予保障，為憲法第八條、第

十五條所明定，國家為實現刑罰權，將特定事項以特別刑法規定特別之罪刑，其

內容須符合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方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

定，業經本院釋字第四七六號解釋闡釋在案。」
89
而系爭法規未顧及行為人負擔

刑事責任應以其行為本身之惡害程度予以非難評價之刑法原則，強調同害之原始

報應刑思想，以所誣告罪名反坐，所採措置與欲達成目的及所需程度有失均衡；

其責任與刑罰不相對應，罪刑未臻相當，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比例原則未盡相

符。故大法官宣告其違憲無效，並於解釋中附加修法指示，逾期未修正者則失其

效力。    

肆肆肆肆、、、、其他基本權類解釋司法者態度取向之其他基本權類解釋司法者態度取向之其他基本權類解釋司法者態度取向之其他基本權類解釋司法者態度取向之評價評價評價評價    

    第六屆大法官關於其他類基本權保障所作成之解釋共有二十八號，審查結果

為違憲之解釋有八號，違憲比例為百分之二十八。若就個別權利領域來看，涉及

人性尊嚴之釋字第三七二號解釋為合憲宣告；涉及生存權之解釋共有八號，其中

釋字第四二二號與第五五一號解釋被認定違憲；涉及參政權之解釋有兩號，均為

合憲宣告；涉及服公職權之釋字第四八三號解釋為違憲宣告；涉及人格權之解釋

有兩號，其中釋字第三九九號解釋被認定違憲；涉及名譽權之釋字第五○九號解

釋被認定合憲；涉及隱私權之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被認定合憲；涉及人權限制條

款之解釋共有十二號，其中釋字第五二二號、第五二四號、第五二九號及第五三

二號解釋被認定違憲。綜上所述，可發現第六屆大法官在其他類基本權解釋中，

對於涉及憲法第二十三條之人權限制條款的審查最為積極，有三分之一的解釋被

認定違憲，另有釋字第四一七號及第五三一號解釋被宣告以附修法指示之警告性

解釋。足見大法官對於人權限制條款審查之嚴格程度，以及對涉及國家限制人民

                                                 
89
 參見釋字第 551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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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權之憲法爭訟中所保持的積極審查態度。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解釋態度取向之綜合評價解釋態度取向之綜合評價解釋態度取向之綜合評價解釋態度取向之綜合評價    

    

表表表表 5555----9999：：：：第六屆大法官基本權類解釋統計第六屆大法官基本權類解釋統計第六屆大法官基本權類解釋統計第六屆大法官基本權類解釋統計 

解釋類型解釋類型解釋類型解釋類型        平等權平等權平等權平等權        自由權自由權自由權自由權        工作權工作權工作權工作權        財產權財產權財產權財產權        訴訟權訴訟權訴訟權訴訟權    其其其其他類型他類型他類型他類型    

解釋數目   21 號   35 號   17 號   66 號   23 號   28 號 

合憲   16 號   18 號    8 號   38 號    8 號   17 號 

違憲    5 號   16 號    7 號   24 號   10 號    8 號 

 

審 

查 

結 

果 未表明    無    1 號    2 號    4 號    5 號    3 號 

合憲比例    76%    51%    47%    58%    35%    61% 

違憲比例    24%    46%    41%    36%    43%    28% 

未表明比

例 

   無     3%    12%     6%    22%    11% 

總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參見上表之統計，可得知第六屆大法官關於基本權保障所作成之解釋，數目

相當可觀，係憲政秩序類解釋的八倍之多，整體而言，大法官對於基本權的保障 

有著遠超乎以往的積極關照，對於陷人民於不利之法律地位的法律、行政處分、

以及法院終審判決，幾乎皆積極審理，並且在解釋結果上採取積極排除法規違憲

瑕疵的宣告方式，甚至常以指示、限期修法的方式，課以立法機關遵期改進的立

法義務。無論在規範內容上或者規範的適用期間上，均見大法官的積極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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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來說，由解釋數目而觀，大法官對人權保障之立場日趨積極。而就解

釋結果而觀，可發現在基本權類解釋中，大法官對於系爭法規進行違憲認定的立

場，較之憲政秩序類解釋，明顯較為積極而不予迴避，鮮少有對系爭規範不為憲

法判斷之情況。若就解釋本身所涉及基本權之各種態樣內涵以觀，可發現大法官

對於系爭案件積極為違憲判斷之比例，始終保持在百分之二十四以上。若對第六

屆大法官基本權類解釋加以綜合評價，可得出以下數點結論。 

壹壹壹壹、、、、對涉及平等權案件之審查傾向積極態度對涉及平等權案件之審查傾向積極態度對涉及平等權案件之審查傾向積極態度對涉及平等權案件之審查傾向積極態度    

    觀察第六屆大法官關於平等權之解釋，共有二十一號，其中五號之審查結果

為違憲，在比例上幾乎高達四分之一。進一步觀察大法官在這五號違憲解釋中所

採取的宣告方式，幾乎全為附「失效期限」、「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的宣告

方式，更有以「違憲經宣告後逕行失效」之積極宣告方式來立即抑制立法權對人

民平等權的不當侵害，而其他號解釋對違憲規範之效力期限與違憲規範之修正期

限皆在解釋意旨中亦有所範定，可見第六屆大法官對平等權之保障，傾向採取積

極介入立法者政策形成空間的審查態度。此外，其中釋字第三九八號、第四一○

號、第四六八號、第四八五號及第五四二號解釋皆採「附修法指示之警告性解

釋」，大法官對立法權課以「修法義務」的指示，亦屬司法積極之傾向，值得注

意。 

貳貳貳貳、、、、對涉及自由權案件之審查態度最為積極對涉及自由權案件之審查態度最為積極對涉及自由權案件之審查態度最為積極對涉及自由權案件之審查態度最為積極    

                觀察第六屆大法官有關基本權類之解釋，共有三十五號，其中判定違憲的解

釋計有十六號。違憲比例幾乎逾半，足見第六屆大法官對於涉及人民自由權保障 

之案件採取相當積極的審查態度。其中違憲宣告之解釋皆集中在涉及人身自由、

居住遷徙自由、講學自由以及集會結社自由此四大自由領域，其中又以涉及集會

結社自由之案件被宣告違憲的比例最高，高達百分之百，可見大法官對於排除對 

人民集會結社自由的不法限制，可謂甚為用心。而其中採取警告性解釋的合憲宣

告亦有六號，分別是涉及人身自由的釋字第五三五號、第五四四號以及第五五九

號解釋；涉及居住遷徙自由的釋字第五四二號解釋；涉及表見自由的釋字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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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號解釋；涉及收養子女自由的釋字第五○二號解釋。整體而言，第六屆大法官 

對自由權類案件的審查採取明顯積極的司法態度，尤其在涉及人身自由、居住遷

徙自由、表見自由、以及集會結社自由這幾個領域時，對其他部門介入的程度更 

深，審查態度亦明顯積極許多。    

參參參參、、、、對涉及工作權案件之審查傾向積極態度對涉及工作權案件之審查傾向積極態度對涉及工作權案件之審查傾向積極態度對涉及工作權案件之審查傾向積極態度    

                第六屆大法官關於工作權保障之解釋共有十七號，其中有七號被認定為違憲 

，為數不可謂少。就其宣告方式而言，違憲宣告的七號解釋中有四號採取「未附

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即大法官雖然認定該法規範違憲， 

但是關於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等，並未加以規定，而留予其他部門充分之政策行

政權。就其違憲審查之操作標準而言，則被認定違憲之系爭規範，多是違反憲法

第二十三條之法律保留原則，足見大法官對行政部門對人民工作權所為之不法侵

害，已然有所留意，並積極以違憲宣告方式加以排除。此外，釋字第四三三號、

第五○一號及第五三八號解釋雖未採取違憲宣告，但作成附修法指示之警告性解

釋，對其他部門之政策領域作出深淺不一的介入，故第六屆大法官對工作權保障

的積極態度，由此可見。 

肆肆肆肆、、、、對涉及財產權案件對於立法者充分尊重對涉及財產權案件對於立法者充分尊重對涉及財產權案件對於立法者充分尊重對涉及財產權案件對於立法者充分尊重    

                關於財產權保障之解釋，為第六屆大法官解釋中所佔數目最多的類型，多達

六十六號。大法官對人民財產權之實質與程序上保障，與財產權保障體系之建構， 

可謂著力頗深。在這六十六號解釋中，有二十四號被宣告為違憲，違憲比例高達

百分之三十六。惟被認定違憲之解釋號次，其宣告方式多為「未附失效或修法期

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表示大法官雖然積極行使違憲審查權以保障人

民之財產權，但是在財產權所涉及的經濟、社會立法領域上，仍然給予立法部門 

充分的尊重，不過度介入立法部門對社會、經濟政策的形成空間。而其中採「附

修法指示之警告性解釋」為宣告方式之解釋，亦達十一號之多，代表大法官雖然 

對這些案件並未積極作成違憲宣告，但亦未全然放棄對立法部門的政策指導權能 

，吾人應予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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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對涉及訴訟權案件並未過度介入立法權對涉及訴訟權案件並未過度介入立法權對涉及訴訟權案件並未過度介入立法權對涉及訴訟權案件並未過度介入立法權    

                第六屆大法官關於訴訟權保障所作成之解釋共有二十三號，其中審查結果為

違憲者計有十號，違憲比例佔百分之四十三。而關於訴訟權保障的大法官解釋中 

，未表明違憲或合憲者亦有五號，未表明之比例高達百分之二十二，可見大法官

對於涉及訴訟權之案件，並未過度採取積極介入的立場，其中亦存在迴避審查的

空間。整體而言，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有關訴訟權保障之解釋，因違憲解釋宣告

方式多為「未附失效或修法期限與修法指示之單純違憲宣告」，容有立法者政策

決定之自主空間，且未對系爭案件進行憲法判斷的比例亦屬較高，而採警告性解

釋的合憲宣告亦只有一號，故相對其他權利領域而言，第六屆大法官對於涉及訴

訟權之憲法爭訟，所保持的審查態度不算特別積極，對於立法權之介入，尚未屬

過度。    

陸陸陸陸、、、、對涉及其他類基本權案件傾向積極態度對涉及其他類基本權案件傾向積極態度對涉及其他類基本權案件傾向積極態度對涉及其他類基本權案件傾向積極態度    

                第六屆大法官關於其他類基本權保障所作成之解釋共有二十八號，審查結果 

認定為違憲之解釋有八號，違憲比例為百分之二十八。若就個別權利領域來看，

涉及人性尊嚴之釋字第三七二號解釋為合憲宣告；涉及生存權之解釋共有八號，

其中釋字第四二二號與第五五一號解釋被認定違憲；涉及參政權之解釋有兩號，

均為合憲宣告；涉及服公職權之釋字第四八三號解釋為違憲宣告；涉及人格權之

解釋有兩號，其中釋字第三九九號解釋被認定違憲；涉及名譽權之釋字第五○九

號解釋被認定合憲；涉及隱私權之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被認定合憲；涉及人權限

制條款之解釋共有十二號，其中釋字第五二二號、第五二四號、第五二九號及第

五三二號解釋被認定違憲。綜上所述，可發現第六屆大法官在其他類基本權解釋

中，對於涉及憲法第二十三條之人權限制條款的審查最為積極，有三分之一的解

釋被認定違憲，另有釋字第四一七號及第五三一號解釋被宣告以附修法指示之警

告性解釋。足見大法官對於人權限制條款審查之嚴格程度，以及對涉及國家限制

人民自由權之憲法爭訟中所保持的積極審查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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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憲法乃是一個無窮盡的、一個國家 

中世代人都參與對話的流動話語。 

Laurence Tribe 1941- 

美國憲法學者 

 

    我國大法官會議由早期勢單力薄、無人理睬，甚至淪為立法、行政部門的政

治工具，直到隨著民主化的發展而演進至今日成就斐然、地位崇隆的憲法守護

者，其權責之演進、功能之提升，實不可同日而語。
1
經由對第六屆大法官的解

釋觀察，司法違憲審查這段期間內於我國的實踐，有著明顯傾向積極審查的立

場，甚至時而可見司法權指導立法權的態勢，此在含有指示修法(司法者指示其

他部門應如何修改法律、行政措施始符憲法意旨)的宣告方式中至為明顯。論者

甚至常有司法者已逾越其權力界限，侵犯其他部門自由形成空間的擔憂。本章中 

即提出研究發現，提出第六屆大法官於何種領域中採取較為積極介入的審查態

度，其多採用的論證基礎為何；以及於何種領域中採取較為消極、保留的立場，

予其他部門充分的立法、政策形成空間，而其多採用的論證基礎又為何？再於後

分析第六屆大法官之解釋態度愈趨積極之成因。最後再觀察政治部門對於第六屆

                                                 
1
 前大法官吳庚教授曾將我國憲政發展的階段性演變，分為三個時期，並將各時期中釋憲機關大

法官會議的角色與功能予以定位。第一個時期稱為機械時期(mechanical period)，從民國 39 年至

民國 54 年，此時期大法官會議的釋憲功能，主要在於解決憲法適用的疑義，或者對現狀的維護

給予合法性的基礎，而非擔任法令違憲審查的角色；第二個時期稱為生物時期(biological period)，

從民國 55 年至民國 76 年，釋憲機關在威權籠罩下，依然無顯著的作為，因為威權主義

(authoritarianism)的特徵是：行政一權獨大，受壓抑的立法權及被削弱的司法部門。反應社會變

遷的若干政治結構改革，也完全與釋憲機關無關，縱然有一、二號解釋，宣告法律與憲法意旨不

符，仍然不能發生解釋應有之法律效力；第三個時期為民主化時期(democratizing period)，從民

國 76 年解除戒嚴迄今，大法官的角色與功能與以往相較，有重大的改變，首先，釋憲機關的任

務不再是政府部門的法律諮詢機構，而是人民權利的維護者。在機械時期所有的解釋案(包括解

釋憲法與統一解釋法令)都是來自國家機關的聲請，其後在生物時期已有少數人民聲請案件，到

了民主化時期，人民聲請案幾佔全部收案的 95.5%(從第五屆大法官就職 75 年 10 月至 88 年 12

月止)，可資佐證。其次，大法官作為憲法守護者的角色，越發明顯。在威權體制之下，行政部

門便宜行事，以命令代替法律；或者許多老舊法律已不能適應變遷中的台灣社會，由於這類因素，

第五屆(民國 74 年起)到 91 年底止經宣告違憲的法律及命令約佔全部釋憲案的 25%，比例之高，

各國殆無出其右者。參見吳庚，〈社會變遷與憲法解釋〉，收於湯德宗主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

實務 第四輯》，台北：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2005 年，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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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宣告違憲之解釋的落實情形，以了解政治部門對司法釋憲者的回應。 

再者，雖然司法違憲審查制度之正當性至今仍存有疑義，但是司法違憲審查

之建制已被大多數民主國家所採行，亦屬周知之事實。故吾人更應關切之重點在

於─司法者行使違憲審查權之合理界限為何？具體而言，即釋憲者在面對何種案

件與規範之審查時，應採取積極介入的態度；又於何種案件與規範之審查時，應

保持謙抑自制的立場，始不逾越司法權之分際？故本文於研究建議部分，提出對

於釋憲者審查不同案件、規範時，應抱持何種態度取向的初步構思，作為本文對

觀察我國第六屆大法官釋憲實務之心得。最後，提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一個甚具

爭議性的判決，為司法積極主義與司法消極主義的應然與實然，提供一個反思的

空間。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壹壹壹壹、、、、基本權類解釋多採差異化評價作為論證基礎基本權類解釋多採差異化評價作為論證基礎基本權類解釋多採差異化評價作為論證基礎基本權類解釋多採差異化評價作為論證基礎    

                若將大法官進行合憲性審查的標的分為「憲政秩序類」與「基本權類」兩大

種類，則依本文之統計，可發現第六屆大法官對於基本權這塊領域有著幾近超乎

司法者本質的積極關照。蓋因第六屆大法官時值我國民主轉型的期間，在法秩序

闕漏不少的情況下，人權保障更須補強。且觀察我國行憲以來，行政權獨大、立

法權怠惰的情形由來已久，制度設計上用以制衡它們的司法權，長久以來積弱不

振，實在應該切合民主轉型的時機，在違憲審查實務上力圖有所成就，以彰顯司

法權的功能。然而，作為審查基礎的憲法條文多數具有框架性質，其目的既在保

留回應社會變遷的空間，不讓憲法變成阻礙社會進步、長期制約後代子孫的枷鎖， 

釋憲者的任務就在於尋找落實憲法意旨與尊重多數決之間的最適均衡點。在憲法

條文不能由釋憲者更動的前提下，釋憲者可以操作的空間大抵上就是掌握足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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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或形成社會共識的基本價值，將憲法規範的內涵經由嚴謹的法學論理體系加以

差異化，一方面得以藉此回應和調適部分的社會變遷，另一方面也得以約制偏離

基本價值太遠的前衛改變或者保守堅持。這樣的差異化評價已經是現代規範違憲

審查常用的工具，可把審查的司法者推到主流價值選擇和捍衛者，或者社會體系

結構護持者。
2
  

由第六屆大法官關於基本權所作成之解釋來看，的確有以差異化評價作為違

憲或合憲判斷的論證基礎的趨向。例如我國憲法第七條所宣示的平等原則，大法

官雖然迄今仍未明確的解釋該條文中所謂「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必

須通過較高的審查標準始為合憲，但是若干解釋中已蘊含此一傾向。 

例如涉及兩性平等的釋字第四一○號、第四五二號、及第四五七號解釋等。

甚至關於兩性平等的憲法原則，更因憲法增修條文明確增訂優惠待遇條款
3
，而

使大法官得以據此透過憲法解釋主導了近年來民事身分法的逐步調整。
4
這樣出

自於差異化評價的論證基礎，就是對若干重要社會因素在平等價值的實踐上給予

較高的權重。又如以憲法第二十三條為基礎所推導出來的法律保留原則與比例原

則，其作為所有公權力限制人權均必須通過的檢驗標準，在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

亦有差別化之定調。該號解釋文謂：「憲法所定人民之自由及權利範圍甚廣，凡

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保障。惟並非一切自由及權利均無分軒輊受憲

法毫無差別之保障：關於人民身體之自由，憲法第八條規定即較為詳盡，其中內

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縱令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參照本院

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理由書），而憲法第七條、第九條至第十八條、第二十一條

及第二十二條之各種自由及權利，則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

限制之。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

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

                                                 
2 參見蘇永欽，〈從體系功能的角度看大法官的規範違憲審查─走向適切回應社會變遷的司法積 

極主義 (上)〉，《法令月刊》，第 59 卷第 6 期，2008 年，頁 83。 
3
 參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

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4
 參見蘇永欽，前註 2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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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

之方式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

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

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

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又關於給付行政措施，其

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自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

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乃屬當然。」
5
由此可見，大法官實

際上已就人權類型、審查規範所涉及的不同事務領域、以及對於人權限制的輕重

程度設定了不同的審查門檻，建立起「層級化的法律保留原則」，據以判斷系爭 

案件之合憲與否。 

    同樣的，大法官對於比例原則的檢驗也開始進行差異化的評價，如釋字第四

一四號解釋理由書謂：「言論自由，在於保障意見之自由流通，使人民有取得充

分資訊及自我實現之機會，包括政治、學術、宗教及商業言論等，並依其性質而

有不同之保護範疇及限制之準則。其中非關公意形成、真理發現或信仰表達之商

業言論，尚不能與其他言論自由之保障等量齊觀。」
6
大法官針對言論自由，區

隔其規範的社會領域而建立起高低不一的審查標準。又如釋字第四九○號解釋理

由書謂：「內在信仰之自由，涉及思想、言論、信念及精神之層次，應受絕對之

保障；其由之而派生之宗教行為之自由與宗教結社之自由，則可能涉及他人之自

由與權利，甚至可能影響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社會道德與社會責任，因此，僅

能受相對之保障。」
7
此即對宗教自由加以區分，依其不同的內涵而建立寬嚴互

見的審查標準。 

    由此可見，第六屆大法官在傾向積極審查的基本權領域，對各種權利類型、

內涵層次、以及規範領域嘗試作出合理的差異化評價，建立高低、寬嚴不一的審

查標準，而在適用高度、嚴格審查標準的系爭案件中，積極地宣告其違憲。而適

                                                 
5
 參見釋字第 443 號解釋。 

6
 參見釋字第 414 號解釋理由書。 

7
 參見釋字第 490 號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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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低度、寬鬆審查標準的系爭案件中，則多作成合憲解釋，給予立法、行政機關

充分的政策形成自由，不過度干涉其指引社會政策的立法職能與行政自主性。 

貳貳貳貳、、、、憲政秩序類解釋多採民主正當性為論證基礎憲政秩序類解釋多採民主正當性為論證基礎憲政秩序類解釋多採民主正當性為論證基礎憲政秩序類解釋多採民主正當性為論證基礎    

                第六屆大法官憲政秩序類解釋共計有二十六號，其中與我國憲政體制問題最

為相關者，為釋字第三八七號、第四一九號、第四九九號、以及第五二○號解釋。 

大法官於釋字第四一九號與第四九九號解釋中均對系爭案件採取違憲宣告，司法

積極之態度甚為明顯。前者之論述認為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雖有前例可循，但是

否為憲政慣例，則非必然。蓋憲政慣例之成立，必須滿足兩項條件：其一為具有

「反覆發生之先例」，其二為「對一般人產生法之確信」。故大法官認為副總統兼

任行政院院長以往雖有兩例，但均發生於動員戡亂及戒嚴時期，並非常態，且有

違憲之疑義，自不能視為憲政慣例或習慣法。8蓋以憲政法理為違憲判斷之論證

基礎。而後者之論述認為憲法規範區分為「自然法」與「實定法」兩種不同位階，

並於兩者之間劃定憲法修改之實質界限，認為憲法規範中之民主共和國原則、國

民主權原則、保障人民基本權、權力分立與制衡等建構之「自由民主之憲政秩

序」，為憲法不可動搖之基本價值，不可聽任一時之民意加以修改，否則將視同

憲法整體規範秩序之破毀。進而將系爭憲法增修條文認為違反憲法基本價值，與

民主原則相悖，宣告其違憲無效。 

    在涉及議會自律事項的解釋的釋字第三八一號以及釋字第四三五號解釋

中，大法官則顯然採取尊重立法部門之立場，在合理的限度內給予最大程度的保

障，對言論免責權亦作了最大程度的界定。就其論證基礎而言，則顯然採取導自 

於民主原則的議會自律原則，在議事程序程序不生顯然瑕疵的情況下，給予立法

機關最大的內部形成自由。此係大法官尊重立法者具有民主正當性的實質展現， 

亦減少了立法與司法間可能的摩擦。 

    涉及憲政秩序類的案件中，多指涉國家機關間之權限爭議、憲政體制重大問

題、以及憲法基本價值之釐定，就此所作成之解釋既具有最高性、高度終局性，

                                                 
8
 參見釋字第 419 號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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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對國家憲政運作的影響自然既深且廣。大法官於審理時所採擇的論證基礎，在

司法權先天的「反多數困境」下，理應多以「民主正當性」為出發點，對其他部

門保持一定程度的謙抑；而在論證途徑方面，亦儘量採取「權衡途徑」，充分考

量解釋結果對國家體制、各機關部門、以及憲政運作可能之影響，以作出最適切

之裁決。憲法文本具體化的程度，對於職司違憲審查之司法者固然具有一定的影

響，惟司法者仍然可以形成偏向程序論與價值論的審查哲學與解釋方法。美國聯

邦最高法院在極其簡約的憲法下可作成高度價值取向的判決，我國大法官在經過

歷次增修已然相當具體化的憲法下，何以不能基於程序論的哲學，推定國會在折

衝妥協時已經充分考量了憲法的各種誡命，從而只在代議結構有明顯不足的情形

時，扮演救援者的角色，積極審查系爭法律在價值利益的權衡上有無明顯偏頗。

無論採取何種審查態度，重要的是，面對法律這樣具有高度民主正當性的規範，

大法官必須形成清楚且明確的立場，竭盡闡明的義務，才得以回應民主多數的挑

戰。 

參參參參、、、、第六屆大法官大致上傾向司法積極主義之成因第六屆大法官大致上傾向司法積極主義之成因第六屆大法官大致上傾向司法積極主義之成因第六屆大法官大致上傾向司法積極主義之成因    

                由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之兩百號解釋以觀，司法違憲審查權在我國的實踐，

有司法權指導立法權的趨勢，尤其在諸多號解釋均採附加「修法指示」與「修法

期限」的宣告方式時，此態勢更為明顯。本文認為，此與我國司法違憲審查的制

度設計有絕對的關係，致使司法與行政、立法部門之間的權限分際產生不同於學

理的態樣。 

        一一一一、、、、司法釋憲的本質司法釋憲的本質司法釋憲的本質司法釋憲的本質    

                我國憲法第七十八條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

權。」；第一百七十三條規定：「憲法之解釋，由司法院為之。」上開憲法規範，

確立了司法院解釋憲法的權責，也讓職司規範疑義解釋成為司法院大法官的「憲 

法義務」。在最初範定有關大法官職權行使相關規定的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規則
9
 

                                                 
9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規則」於民國 37 年開始適用，至民國 47 年「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制頒

後始為取替；而該法於民國 82 年經修正公布為「司法院大法官案件審理法」後，沿用至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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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發展出當機關依職權適用憲法而發生疑義時，不需有實際上的爭議，即可聲

請司法釋憲的特殊憲法疑義解釋，襲用至今。
10
造成早期大法官釋憲制度，其主

要功能亦在於為政府各部門在制訂、適用法令時提供專業、權威性的法理見解。

究其原因，除了當初釋憲制度的設計上尚未有對聲請解釋者提供救濟的誘因，因

此大法官會議將案件審理的重心置於「疑義解釋」，亦屬制度傾向的必然。在重

視釋疑、憲法解釋的制度傾向的影響下，我國的司法違憲審查制度從一開始就不

是純粹的「實體爭議」解決，而係偏向著重「規範秩序」之維護與「抽象規範」

之釐清。因此，我國司法違憲審查的結果產出，承襲著統一解釋時期以來的模式，

在用語上採用象徵疑義釐清的「解釋」，而非代表爭訟結果的「判決」。因此， 

在我國採抽象審查，對系爭案件幾乎均為抽象解釋而鮮少解決個案爭議的影響

下，使審查結果不但在形式上不若司法判決，而在內容上也多未解決實體爭議，

反而時常藉由闡示系爭規範不明、闕漏之處，以解釋方式作成訴外裁判、額外造

法或立(修)法指示。
11
因此，大法官積極的介入立法、行政權運作，在制度層面

而言，原本就是「解釋」行為所將導致的結果。 

        二二二二、、、、抽象審查的運用抽象審查的運用抽象審查的運用抽象審查的運用    

                如前所述，司法解釋的本質上，不可避免的是一種創造，因此大法官對系爭

規範進行解釋時，其實已然形同一種造法。惟司法造法的創造程度、解釋模式、

所受限制與效力範圍，仍須受到檢驗與約束。就審查對象而言，我國現行的司法

違憲審查制度，幾採抽象審查的模式進行
12
，在案件中並無對立之當事人，亦不

                                                                                                                                            
於大法官職權行使之規範沿革，請見本文第三章第二節。 
10
 參見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四條第一項：「大法官解釋憲法之事項如左：一、關於適用憲法發生

疑義之事項。二、關於法律或命令，有無牴觸憲法之事項。三、關於省自治法、縣自治法、省法

規及縣規章有無牴觸憲法之事項。」 
11
 關於我國大法官解釋中訴外裁判、擴張解釋之討論，請參見吳信華(2007)，〈再論「補充解釋」〉，

收於湯德宗、廖福特主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 第五輯》，台北：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籌備處，頁 293-340；林明鏘，〈大法官之憲法解釋與憲法續造〉，收於《現代憲法的理論與現實

─李鴻禧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台北：元照出版，2007 年，頁 785-808。 
12 關於我國現行司法違憲審查制度之討論，請參見吳庚，〈憲法審判制度的起源與發展─兼論我

國大法官釋憲制度〉，《法令月刊》，第 51 卷第 10 期，2000 年，頁 9-29；吳信華，〈論中華民國的

違憲審查制度─回顧、檢討與展望〉，發表於：《2006 兩岸四地法律發展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

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主辦，2006 年，頁 3-39；林三欽，〈論司法改革會議「司法院定位」結論

之可行性─「以大法官釋憲制度」所面臨的變革為中心〉，《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3 卷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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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出聲請者本身之權利遭受損害為限，嚴格說來，並不屬爭訟程序。蓋因在抽

象審查制下，釋憲機關既需超越個案而專就法令有無違憲進行審查，其程序自與

一般訴訟不同。質言之，抽象審查制度，尤其如同德國法上抽象規範審查制的職

權，幾可謂「立法過程之延伸」，因其憲法訴訟無待具體爭議即可提出，於是在

立法者甫完成某項立法時，若有權聲請釋憲的一方在該法訂定的決策過程中落敗

而不認同該法，即可提出進行抽象審查的解釋聲請，以得到釋憲者宣告違憲的結

論。若然，則違憲審查不外乎是另一階段的立法過程，甚至可謂讓司法部門延續

本應完結的立法程序，對具高度爭議性的法案作「最後一讀」。因此，抽象審查

之制度本質上，比較傾向於讓釋憲者的釋憲程序較接近立法者的立法程序，而非

適用於處理個案爭訟的司法(憲法)程序。造成在抽象審查的程序中，釋憲者的立

法功能遠重於其爭端解決的功能，而該「爭端」(dispute)亦往往多為政治性，

而非司法性的。承上所述，在我國以抽象審查為主的釋憲制度下，配合憲法及大

法官審理案件法中賦予大法官「憲法疑義解釋」的職權，使以具體案件或爭議為

解釋標的這種限制司法權的手段無從落實，更無法有效的約制大法官的「司法造

法」與「擴張解釋」。因此，我國的違憲審查制度在以抽象審查為主的實際運作

下，將傳統司法者職司定紛止爭的衝突排解功能，逐漸導向影響社會立法的政策

形成功能，將政治行動者應擔負的職能轉移至司法者身上，使大法官擁有超越本

身職權的政策影響力。 

        三三三三、、、、解釋效力與範圍解釋效力與範圍解釋效力與範圍解釋效力與範圍    

                主觀上，大法官所作成之解釋具有可以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的效力
13
，更

因其決定具有最高性、高度終局性，立法者亦不能再行立法推翻，使得大法官的

解釋具有決定性的價值。而在客觀上，由於解釋文與解釋理由書在實際上區分困

                                                                                                                                            
期增刊，2001 年，頁 69-110；黃昭元，〈司法違憲審查的制度選擇與司法院定位〉，《臺大法學論

叢》，第 32 卷第 5 期，2003 年，頁 55-118；蘇永欽，〈裁判憲法訴願？─德國和台灣違憲審查制

度的選擇〉，《法令月刊》，第 58 卷第 3 期，2007 年，頁 4-22。 
13
 關於我國大法官解釋效力的討論，請參見翁岳生，〈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效力之研究〉，收於《公

法學與政治理論─吳庚大法官榮退論文集》，台北：元照，2004 年，頁 1-36；彭鳳至，〈司法院

大法官憲法解釋之效力─兼論大法官憲法解釋一般拘束力與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三一條規定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之效力〉，《月旦法學雜誌》，第 161 期，2008 年，頁 10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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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而使其在實際效力範圍上有擴張拘束力客觀射程的跡象。大法官如在解釋文

或解釋理由書中表達任何意見，均受社會高度關注而不容輕忽。此造成大法官解

釋效力的打擊面既深且廣，再加上釋憲程序中關於審查標的範定並不如普通訴訟

程序那樣明確，在程序司法性未臻完備的情況下，大法官解釋的結果是否完全限

於系爭法律，並不限於當事人之聲請意旨，因此大法官時常作成逾越當事人聲請

意旨之「訴外裁判」，藉由個案之審查、解釋，將本身於相關領域內之法律見解、

價值判斷一併提出，並作成解釋。在法律上並無可茲回復的救濟程序的情況下，

訴外裁判更是擴大了司法解釋的打擊面，使大法官對社會立法與其他價值決定得

予以裁判、甚至設計。 

肆肆肆肆、、、、第六屆大法官違憲宣告解釋之落實情形第六屆大法官違憲宣告解釋之落實情形第六屆大法官違憲宣告解釋之落實情形第六屆大法官違憲宣告解釋之落實情形    

                整體而言，由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的解釋可以觀察出大法官明顯傾向司法積

極主義的審查態度，當屬無疑。大法官透過憲法解釋，對憲法上的疑義加以釐清；

透過對規範的合憲性審查，將存有違憲瑕疵的規範宣告停止適用或對立法部門課

以修法義務，對整個規範體系而言，具有合憲性調控的積極功能。惟大法官雖然 

掌握對各類規範進行合憲性調控的權力，但是政治(立法、行政)部門對大法官解

釋結果的尊重與否、踐行與否，對大法官實質釋憲權能強弱之影響尤甚。若政治

部門對大法官解釋的結果多採取正面的回應，確實遵照解釋意旨，對存在違憲瑕

疵的法律逕行不予適用或積極進行修法；對存在違憲瑕疵或有違法律保留原則的

行政處分積極予以廢止、撤銷，或在程序上予以補正，則大法官出自於對人民基

本權的保障，而積極行使釋憲權能的審查結果，方能具體落實於市民生活與法治

社會。
14
惟若政治部門對大法官的解釋結果置若枉顧，甚至棄之敝屐，則不但司

法者之威信蕩然無存，解釋意旨亦形同具文矣。 

    關於第六屆大法官採取違憲宣告的解釋，政治部門對解釋意旨的落實情形， 

                                                 
14 關於大法官宣告違憲之規範，立法者與行政部門的回應與落實情形之探討，請參見謝礎安，《從 
我國釋憲結構論法律違憲審查宣告方式之選擇》，2006 年，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羅名威，《違憲審查權控制立法權的界限》，1998 年，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彭鳳至，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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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見下表所示： 

表表表表 6666----1111：：：：第六屆大法官違憲宣告解釋之落實情形第六屆大法官違憲宣告解釋之落實情形第六屆大法官違憲宣告解釋之落實情形第六屆大法官違憲宣告解釋之落實情形
15151515    

解釋類型解釋類型解釋類型解釋類型    聲請程序聲請程序聲請程序聲請程序    落實情形落實情形落實情形落實情形    解釋件數解釋件數解釋件數解釋件數    解釋號次解釋號次解釋號次解釋號次    

憲法疑義解釋 立委聲請 已落實 3 件 釋釋釋釋 391391391391、、、、釋釋釋釋 419419419419、、、、釋釋釋釋 499499499499    

機關聲請 已落實 2 件 釋 405、釋 453 

已落實 56 件 釋 367、釋 368、釋 374 

釋 380、釋 382、釋 384 

釋 386、釋 390、釋 392 

釋 394、釋 395、釋 399 

釋 400、釋 402、釋 406 

釋 413、釋 415、釋 422 

釋 423、釋 425、釋 430 

釋 434、釋 439、釋 440 

釋 443、釋 445、釋 446 

釋 450、釋 451、釋 452 

釋 454、釋 455、釋 456 

釋 457、釋 459、釋 462 

釋 469、釋 474、釋 478 

釋 479、釋 483、釋 484 

釋 487、釋 488、釋 491 

釋 492、釋 505、釋 507 

釋 514、釋 522、釋 523 

釋 529、釋 532、釋 556 

釋 562、釋 566 

人民聲請 

未落實 2 件 釋 373、釋 524 

立委聲請 已落實 1 件 釋 436 

規範違憲審查 

法官聲請 已落實 3 件 釋 471、釋 551、釋 558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以粗體字粗體字粗體字粗體字標示者為憲政秩序類解釋，其餘為基本權類

解釋) 

 

由表 6-1 可見，第六屆大法官採取違憲宣告之解釋共計有六十七號，其中有

三號解釋的類型為憲法疑義解釋，其餘皆為對規範的違憲審查。在憲法疑義解釋

                                                 
15
 本表蒐集第六屆大法官解釋中解釋結果採取違憲宣告的 67 號解釋，其解釋對象為憲法增修條

文、法律、法規命令、行政規則、行政函釋、終審法院之判決、判例與決議，不包括尚未生效之

法規草案，而在宣告方式上採取警告性解釋的合憲解釋不列計於內。若干大法官解釋涉及多數機

關者，若部分機關已遵照解釋意旨辦理，部分機關尚無，本文仍將之歸類為未落實解釋意旨者。

另大法官宣告違憲之行政命令、行政函釋與終審法院判例，行政機關及各級法院均以遵照解釋意

旨而不再適用、援用或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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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釋字第三九一號、第四一九號及第四九九號解釋在性質上皆屬憲政秩序類

解釋，且皆由立委提出聲請，而解釋意旨皆於解釋作成後得到落實。而在規範違

憲審查方面，以人民提出聲請者為數最多，多達五十六號解釋，除了釋字第三七

三號及第五二四號解釋外，其餘號解釋的解釋意旨亦皆得到落實。這不但代表第

六屆大法官對人民提出的釋憲聲請採取積極審查的立場，也表示政治部門對於大

法官積極保障人權的態度予以正面肯定，積極配合解釋意旨以排除違憲規範對人

民權利的不當侵害。此外，其中分別由機關、立委與法官提出聲請的六號違憲解

釋，解釋意旨亦全數獲得政治部門的落實，在在顯示大法官積極護憲的決心，能

夠得到其他部門的高度尊重。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    

    

壹壹壹壹、、、、釋憲態度取向之初步構想釋憲態度取向之初步構想釋憲態度取向之初步構想釋憲態度取向之初步構想────依案件之類型依案件之類型依案件之類型依案件之類型    

                依照本文之分類，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之解釋，依其涉及事務領域之不同， 

大致上可分為憲政秩序類與基本權類兩大類型。本文擬就此兩大類型，分別提出

釋憲態度取向的初步構想，為建構往後適用於各類型案件可資操作的憲法解釋模

式，提供初步的研究基礎。 

        一一一一、、、、憲政秩序類案件憲政秩序類案件憲政秩序類案件憲政秩序類案件    

                憲政秩序類案件，其類型不外乎涉及憲法核心價值之闡示、憲法疑義解釋、

機關間權限爭議、機關權限與定位問題等，本質上皆屬具有高度政治性之憲法案

件，其解釋(判決)結果影響國家憲政運作至深且鉅，職司釋憲之司法者不可不審

慎為之。本文認為，釋憲者對於審理憲政秩序類案件所應抱持的態度取向，可由

兩個層次觀之。 

((((1111)))) 憲法判斷層次憲法判斷層次憲法判斷層次憲法判斷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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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憲政秩序類案件幾乎皆具有高度政治性，且時常涉及一個以上的國家機

關，因此若司法者採取過於積極介入的審查態度，將造成司法權過度擴張的隱憂。 

因此，司法釋憲者在面對此類案件的審查時，應恪守「政治問題不審查原則」
16
與

「議會自律原則」
17
，對於上開原則所指涉之案件保持司法謙抑的態度，儘可能

的採取迴避審查，充分尊重其他部門的政治決策，以免遭受違反權力分立。 

本文觀察第六屆大法官憲政秩序類解釋，擬將諸號解釋中所闡示之解釋意

旨，參酌政治問題不審查原則與議會自律原則，以及相關解釋意旨，對釋憲者面

對此類案件之審理時，應儘量迴避不予審查或應積極介入予以解釋者作出正面界

定，提出若干規準。 

   釋憲者應儘量迴避不予審查者： 

1.1.1.1.憲法已明文將爭議委由平行之某一政治部門處理者憲法已明文將爭議委由平行之某一政治部門處理者憲法已明文將爭議委由平行之某一政治部門處理者憲法已明文將爭議委由平行之某一政治部門處理者    

2.2.2.2.缺乏解決爭議可創獲或可資操作之司法裁判基準者缺乏解決爭議可創獲或可資操作之司法裁判基準者缺乏解決爭議可創獲或可資操作之司法裁判基準者缺乏解決爭議可創獲或可資操作之司法裁判基準者    

3.3.3.3.須作成顯然非屬司法裁量之先行政策決定須作成顯然非屬司法裁量之先行政策決定須作成顯然非屬司法裁量之先行政策決定須作成顯然非屬司法裁量之先行政策決定，，，，始能作成司法判斷者始能作成司法判斷者始能作成司法判斷者始能作成司法判斷者    

4.4.4.4.法院如獨立解決爭議法院如獨立解決爭議法院如獨立解決爭議法院如獨立解決爭議，，，，勢必造成對其他平行政府部門之不尊重者勢必造成對其他平行政府部門之不尊重者勢必造成對其他平行政府部門之不尊重者勢必造成對其他平行政府部門之不尊重者    

5.5.5.5.確有非常之必要確有非常之必要確有非常之必要確有非常之必要，，，，法院應毫無猶豫地遵循已經作成之政治決定者法院應毫無猶豫地遵循已經作成之政治決定者法院應毫無猶豫地遵循已經作成之政治決定者法院應毫無猶豫地遵循已經作成之政治決定者    

6.6.6.6.因政府不同部門就同一個問題發表不同聲明可能造成尷尬局面者因政府不同部門就同一個問題發表不同聲明可能造成尷尬局面者因政府不同部門就同一個問題發表不同聲明可能造成尷尬局面者因政府不同部門就同一個問題發表不同聲明可能造成尷尬局面者    

7.7.7.7.法院若對系爭案件予以介入法院若對系爭案件予以介入法院若對系爭案件予以介入法院若對系爭案件予以介入，，，，將造成對議會自主性之戕害者將造成對議會自主性之戕害者將造成對議會自主性之戕害者將造成對議會自主性之戕害者    

                                                 
16
 關於「政治問題不審查原則」之討論，請見本文第 2 章第 2 節。另參釋字第 387 號解釋吳庚

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其謂：「任何案件從外觀上認定其涉入政治問題，主要在於由憲法之明文

規定已顯見其欲將此一問題委諸相對應之政治部門；或者欠缺解決此一問題所須之司法上創獲及

處理之標準；或者一旦予以裁判即係對明顯非屬司法裁量之事項，逕行作成政策決定；或者若作

獨立判斷即屬對政府相關部門之欠缺尊重；或者有特別需要毫不猶豫地遵循已作成之政治上決

定；或者可能造成對同一問題各部門意見分歧之困窘。」 
17
 關於「議會自律原則」之討論，請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另參釋字第 499 號解釋，其謂：「修

改憲法亦係憲法上行為之一種，如有重大明顯瑕疵，即不生其應有之效力。所謂明顯，係指事實

不待調查即可認定；所謂重大，就議事程序而言則指瑕疵之存在已喪失其程序之正當性，而違反

修憲條文成立或效力之基本規範。」以及同號解釋林永謀大法官之部分協同意見書，其謂：「國

民大會之議事程序與行為，縱於行使修憲權限時，亦有一定自律範圍之保障，然憲法既不同於法

律，修憲程序亦非一般立法程序所得比擬，故作為修憲機關之國民大會，雖亦有國會自律原則之

適用，畢竟兩者之性質與功能有其差異，如就憲法設置不同機關，賦予不同功能與結構之功能法

取向而言，兩者所得享有之國會自律範圍及界限即未必應全然等同，尚應視兩者行使職權性質之

差異而有所區別。是以『重大明顯瑕疵』審查標準，僅可適用於一般立法程序瑕疵之審查，而不

應適用於對修憲程序瑕疵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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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法院之審查行為可能造成法院與其他部門間之重大衝突者法院之審查行為可能造成法院與其他部門間之重大衝突者法院之審查行為可能造成法院與其他部門間之重大衝突者法院之審查行為可能造成法院與其他部門間之重大衝突者    

9.9.9.9.系爭案件之判決結果將涉及司法以外之系爭案件之判決結果將涉及司法以外之系爭案件之判決結果將涉及司法以外之系爭案件之判決結果將涉及司法以外之高度專業判斷者高度專業判斷者高度專業判斷者高度專業判斷者    

    上開規準，前六項係以 Brennan 大法官對政治問題原則所揭示的六項規準為

主，第七項係以第四九九號解釋中所闡示的修憲程序界限為出發點，在此不逾越 

此界限的前提下，釋憲者對議會自律原則應作最大的界定，給予立法者最充分的

立法形成空間。第八項亦係以釋字第四九九號解釋為出發點，蓋大法官對系爭「國

大延任案」進行合憲性審查的行為，無論審查結果合憲與否，審查行為之發動已

然造成司法者與代表當時多數民意之立法者間的緊張關係，況審查結果採取最強

烈的違憲無效宣告，形同對立法權的高度抗衡，無怪乎其後大法官會議與立法院

間之齟齬日生。第九項係以釋字第五二○號解釋為出發點，該號解釋涉及之爭議

為「核四停建案」問題，此係屬國家之重大建設，且涉及高度之專業判斷，核四

興建與否，並非司法者依其法學素養得逕行判斷，蓋司法者至多僅能就該案所涉

及之權力分立原則進行憲法論理，對機關間之僵持與爭議予以化解，不宜就實體

爭議部分作成裁決。上開九項規準，僅屬本文之初步界定，在內涵上仍須解釋與

補充。惟原則上，釋憲者對類屬上開規準之案件，仍應抱持謙抑之態度，謹遵「憲

法判斷迴避原則」
18
，始不逾權力分立之界限。 

    釋憲者應積極介入予以解釋者： 

        1.  1.  1.  1.系爭憲法疑義涉及國家政制運作且影響甚鉅系爭憲法疑義涉及國家政制運作且影響甚鉅系爭憲法疑義涉及國家政制運作且影響甚鉅系爭憲法疑義涉及國家政制運作且影響甚鉅，，，，非由非由非由非由法院法院法院法院調解不可者調解不可者調解不可者調解不可者    

2.2.2.2.系爭法律或立法行為客觀上顯然悖於憲法之基本價值者系爭法律或立法行為客觀上顯然悖於憲法之基本價值者系爭法律或立法行為客觀上顯然悖於憲法之基本價值者系爭法律或立法行為客觀上顯然悖於憲法之基本價值者    

        3.        3.        3.        3.法院若不排解爭議法院若不排解爭議法院若不排解爭議法院若不排解爭議，，，，勢必造成或延續國家機關間僵持或對立衝突者勢必造成或延續國家機關間僵持或對立衝突者勢必造成或延續國家機關間僵持或對立衝突者勢必造成或延續國家機關間僵持或對立衝突者    

        4.        4.        4.        4.法院若不排解爭議法院若不排解爭議法院若不排解爭議法院若不排解爭議，，，，勢必造成國家重大政策窒礙難行者勢必造成國家重大政策窒礙難行者勢必造成國家重大政策窒礙難行者勢必造成國家重大政策窒礙難行者    

                上開四項規準，係為釋憲者在憲政秩序類案件中，應積極介入之案型。第一

項係以釋字第三九一號為出發點，該號解釋涉及「立法院預算審查」之問題，立

法院針對得否移動或增減預算項目，聲請大法官解釋。蓋預算之審議，涉及國家

整體施政計畫之推行，對政制與社會生活之影響極為重大，立法與行政部門間既

                                                 
18
 關於「憲法判斷迴避原則」之討論，請見本文第 2 章第 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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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預算問題上處於審查與被審查的對立關係，而此項爭議又無法透過雙方協商獲

致共識或解決，因此身為平行部門之司法者應予介入，以使國家政制之運行符於

常軌。第二項係以釋字第四九九號解釋為出發點，該號解釋涉及之爭議已如前述， 

而由解釋意旨中可得知國民大會之修憲行為，無論從實質上與程序上，皆已違反

憲法之基本價值，故大法官若坐視不理，聽任該屆國會恣意妄為，則憲法之價值

秩序勢必形同破毀。惟若細究此號解釋，將發現大法官於進行實質審查前，亦須

先對系爭案件作出初步的憲法價值判斷，並且形成心證後，再決定審查與否。進

一步來說，大法官必然在進行審查之前，已經認為該立法行為有違憲之虞，先作

出初步的「違憲判斷」，才進行「憲法判斷」。因此，為不致過度侵犯其他部門的

權力，第二項規準的實際操作上，仍須配合論理嚴謹的解釋內容，始為允當。第

三項與第四項規準，皆出自於釋字第五二○號解釋，系爭案件既存在立法與行政

部門間的高度僵持，又涉及國家重大政策之推行，司法者若不加以化解，則此僵

持將無從排除，國家重大政策亦將懸宕不決，造成國家政治資源與社會成本的無

盡虛耗。故釋憲者於面臨此類型案件時，應勇於任事，採取積極審查的態度，扮

演為國家機關間衝突定爭止紛的協調、仲裁者。 

((((2222)))) 違憲判斷層次違憲判斷層次違憲判斷層次違憲判斷層次    

                當系爭案件通過上開規準的檢驗，進入實質審查程序時，釋憲者所應考量者， 

為解釋途徑的採擇問題。由於憲政秩序類案件並非如基本權類案件一般，釋憲者 

基於保障人權的立場，維護憲法基本精神，在這樣的出發點上所作成的違憲宣告

解釋，大致上皆能獲得社會輿論的肯定與其他部門的尊重。但是在憲政秩序類案

件中，大法官採取違憲宣告之解釋往往對其他部門的權力形成強烈的抑制，或者

導致司法與其他部門間的衝突與對抗。即便採取「警告性解釋」的合憲宣告，亦

時常產生司法權過度擴張的疑慮。甚至，即便釋憲者抱持謙抑退讓的態度，採取

不附加任何修法指示或行動籲求的合憲解釋，亦可能遭受外界對司法過度消極的

指摘。基此，釋憲者如何採擇與解釋內容論證基礎息息相關的解釋途徑，在進行

違憲與否判斷的層次中，也就十分重要。在憲法解釋的方法上，一般分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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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與「權衡途徑」兩種主要的方式。
19
本文認為，在憲政秩序類案件的審查

中，如果對系爭案件作出違憲判斷者，應該儘可能採取形式途徑加以論證。蓋因 

其涉及高度政治性之爭議，且缺乏普遍之價值共識，故若欲積極地宣告其違憲，

應採取形式途徑予以論證，直接以某一憲法條文之文義，或是內容明確且經反覆

檢驗均獲肯認的規範、判例或憲政慣例作為宣告該法律或政治行為違憲的準據， 

如此才能使其他部門信服，強化審查結果的正當性，並且建立該類案件的司法可

操作性。若釋憲者以積極的態度配合權衡途徑，對該類案件進行違憲宣告，則可

能導致司法專擅率斷之疑慮，戕害司法之威信。因此，在並不是非進行違憲宣告

不可的案件中，釋憲者應儘量採取權衡途徑來作成合憲宣告，對涉及該案的憲法

價值加以闡明，以超然客觀的中立者角度，對國家機關行為的利弊得失作出審慎

的評估與判斷，透過對憲法基本價值與整體社會利益的權衡，為憲法職權受到制

肘或陷於對立衝突的其他部門，給予一個原則性、方向性的指引，使憲政體制得

以符於常軌，運行不悖。 

    形式途徑與權衡途徑雖然在論證基礎上有所不同，但並不能截然劃分。他們

代表的是光譜的兩端，中間經常有相互影響、交錯的現象。例如，釋憲者可能宣

告了一項憲法規則，但創設這項規則的理由，確是利益權衡的結果。因此，這兩

種途徑只是體現了憲法上不同價值與原則的交互運用，諸如明確性、可預見性、

權力之受拘束性、民主思辯、個案正義、效益等，並沒有絕對的優劣之分，仍須

視個案所處之政治環境與所涉及之憲法爭議，慎為採擇。 

        二二二二、、、、基本權類案件基本權類案件基本權類案件基本權類案件    

                基本權類案件在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之解釋中，共計有一百七十八號，在比

例上幾佔九成，代表大法官對基本權類案件傾向採取積極進行憲法判斷的態度。 

其中作成違憲宣告的解釋亦有六十四號之多，在比例上佔該類型解釋的百分之三

十六強。可見大法官對各類規範的合憲性審查，大致上採取較為嚴格的審查方式 

在對規範進行違憲判斷的態度上較不猶疑。此外，在違憲規範的宣告方式上，也

                                                 
19
 關於形式途徑與權衡途徑的討論，請見本文第 2 章第 4 節。 



第六章  結論 

 246 

頗為多元。本文擬就憲法判斷層次與違憲判斷層次提出釋憲態度取向的初步構

想，為基本權類案件的審查提供一個討論的空間。此外，由於在宣告方式上， 

基本權類案件不若憲政秩序類案件般未有多號解釋可供參酌，所以本文觀察諸號

基本權類解釋所採取宣告方式後，另外增加違憲宣告層次，併置於論列。 

((((1111)))) 憲法判斷層次憲法判斷層次憲法判斷層次憲法判斷層次    

                由於基本權類案件中，多數案件之案由皆涉及政府對人民權利的不法侵害，

因此釋憲者在對系爭案件進行憲法判斷時，應儘量從寬認定，若系爭案件合乎下

列之聲請要件者，釋憲者即應受理，積極為憲法判斷。 

       1.1.1.1.人民受憲法上保障之權利人民受憲法上保障之權利人民受憲法上保障之權利人民受憲法上保障之權利，，，，有遭受不法侵害之情形時有遭受不法侵害之情形時有遭受不法侵害之情形時有遭受不法侵害之情形時    

       2.       2.       2.       2.經過法定經過法定經過法定經過法定之之之之訴訟程序訴訟程序訴訟程序訴訟程序，，，，窮窮窮窮盡審級救濟途徑後盡審級救濟途徑後盡審級救濟途徑後盡審級救濟途徑後，，，，取得確定取得確定取得確定取得確定之之之之終局裁判時終局裁判時終局裁判時終局裁判時    

             3.     3.     3.     3.認為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的法律或命令認為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的法律或命令認為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的法律或命令認為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的法律或命令，，，，有牴觸憲法的疑義時有牴觸憲法的疑義時有牴觸憲法的疑義時有牴觸憲法的疑義時    

       4.       4.       4.       4.認為法院所作的確定終局裁判認為法院所作的確定終局裁判認為法院所作的確定終局裁判認為法院所作的確定終局裁判，，，，與其他審判系統法院的確定終局裁判與其他審判系統法院的確定終局裁判與其他審判系統法院的確定終局裁判與其他審判系統法院的確定終局裁判    

，，，，在適用同一項法律或命令在適用同一項法律或命令在適用同一項法律或命令在適用同一項法律或命令，，，，所表示的見解有所不同時所表示的見解有所不同時所表示的見解有所不同時所表示的見解有所不同時    

    一般而言，上開要件均符合人民聲請憲法解釋的法定要件，惟基於司法經濟

性，避免人民妄啟訟端浪費司法資源之考量，在系爭案件具有下列幾種情形時， 

釋憲者應拒絕受理。 

1.1.1.1.人民依法人民依法人民依法人民依法得上訴而未上訴以致裁判確定得上訴而未上訴以致裁判確定得上訴而未上訴以致裁判確定得上訴而未上訴以致裁判確定，，，，尚未尚未尚未尚未窮窮窮窮盡審級救濟途徑時盡審級救濟途徑時盡審級救濟途徑時盡審級救濟途徑時    

       2.       2.       2.       2.對並非為確定終局裁判中所適用的法律或命令聲請解釋時對並非為確定終局裁判中所適用的法律或命令聲請解釋時對並非為確定終局裁判中所適用的法律或命令聲請解釋時對並非為確定終局裁判中所適用的法律或命令聲請解釋時    

                         3. 3. 3. 3.聲請人並未指出確定終局裁判中所適用的哪一項法律有違憲之虞時聲請人並未指出確定終局裁判中所適用的哪一項法律有違憲之虞時聲請人並未指出確定終局裁判中所適用的哪一項法律有違憲之虞時聲請人並未指出確定終局裁判中所適用的哪一項法律有違憲之虞時    

       4.       4.       4.       4.並非確定終局裁判中權利直接受到侵害者提出聲請時並非確定終局裁判中權利直接受到侵害者提出聲請時並非確定終局裁判中權利直接受到侵害者提出聲請時並非確定終局裁判中權利直接受到侵害者提出聲請時    

       5.       5.       5.       5.解釋之聲請已逾法定期限時解釋之聲請已逾法定期限時解釋之聲請已逾法定期限時解釋之聲請已逾法定期限時    

                上開要件多取範於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大致而言，憲法解釋的聲

請要件主要導自於「無訟案則不審理原則」(cases and controversies)、「當事

人適格」(standing to sue)、「未達可為司法裁判之程度」(ripeness)以及「已

逾可為司法裁判之程度」(mootness)等司法審查原則，經由原則內容適用社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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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後，不斷地涵攝發展而具體落實於法律規範中。
20
 

((((2222)))) 違憲判斷層次違憲判斷層次違憲判斷層次違憲判斷層次    

                釋憲者宣告違憲之規範類型與內涵雜然並陳、難以勝數，惟細究其作成違憲

宣告之事實基礎，主要可分為四種類型。本文認為，在以下四種情形時，釋憲者

應該積極為違憲判斷，以積極落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    

        1.        1.        1.        1.系爭行政措施限制人民基本權而無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權者系爭行政措施限制人民基本權而無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權者系爭行政措施限制人民基本權而無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權者系爭行政措施限制人民基本權而無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權者    

        2.        2.        2.        2.系爭法規或行政措施之不作為系爭法規或行政措施之不作為系爭法規或行政措施之不作為系爭法規或行政措施之不作為，，，，已顯然限制已顯然限制已顯然限制已顯然限制、、、、侵害人民基本權者侵害人民基本權者侵害人民基本權者侵害人民基本權者    

        3.        3.        3.        3.系爭法規或行政措施對特定人之作為系爭法規或行政措施對特定人之作為系爭法規或行政措施對特定人之作為系爭法規或行政措施對特定人之作為，，，，形同對其他相對人基本權之違形同對其他相對人基本權之違形同對其他相對人基本權之違形同對其他相對人基本權之違    

憲剝奪憲剝奪憲剝奪憲剝奪者者者者    

        4.        4.        4.        4.系爭法規或行政措施之存設系爭法規或行政措施之存設系爭法規或行政措施之存設系爭法規或行政措施之存設，，，，於生活領域內形成或助長一個使社會上於生活領域內形成或助長一個使社會上於生活領域內形成或助長一個使社會上於生活領域內形成或助長一個使社會上    

相對弱勢族群之基本權遭受抑制相對弱勢族群之基本權遭受抑制相對弱勢族群之基本權遭受抑制相對弱勢族群之基本權遭受抑制、、、、侵害的法律結構侵害的法律結構侵害的法律結構侵害的法律結構，，，，陷其於更不利之法律地位者陷其於更不利之法律地位者陷其於更不利之法律地位者陷其於更不利之法律地位者 

    就第一項而言，在釋憲實際運作上最為常見，蓋我國政治民主化以前，法治 

建制未臻完備，依法行政之觀念並未落實，政府機關為便宜行事，往往以行政命 

令取代法律，對人民權利設以法律所無之限制，對基本權之戕害甚鉅。故政治民 

主化後，法治國觀念盛行，行政法制趨於完備，大法官順應民主化、法制化之發 

潮流，對以往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等法治國原則之派生原則的行 

政命令與行政規則進行違憲宣告。如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該號解釋意旨認為憲 

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任意移居或旅行各地之 

權利。若欲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加以限制，必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必要之程 

度，並以法律定之或經立法機關明確授權由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基此，宣告行 

                                                 
20
 「無訟案則不審理原則」乃是美國憲法第 3 條對司法權行使之基本規範，即以所謂「案件與

爭訟」(cases and controversies)作為「司法裁判適合性」(justiciability)之前提與要件者。簡言之，

即法院須於審理具體權益對立之兩造當事人所進行之訴訟個案時，方能被動地附帶審查其所適用

之法律有無違憲。「當事人適格」是指訴訟當事人必須是適當之當事人，亦即應具備當事人之適

格地位。簡言之，就是訴訟當事人具有適當之資格與地位以進行訴訟，並接受該訴訟終局裁判之

結果者。「未達可為司法裁判之程度」是指，「一項訟案若未達到司法可為裁判之程度者，法院即 

不予審理，並不為審查系爭法律之合憲性。」蓋訟案之時機若未臻成熟，法院即不應貿然介入爭

訟，方能提高裁判之正確性，並得以保持司法應有之分際。「已逾可為司法裁判之程度」是指，

具有適格當事人所提起之訴訟案件，基於法律或事實之變化而失去「訴之利益」或缺乏「對立之

法律利益」，使法院不為裁判者。請參陳文政，《世紀憲法判決：布希控高爾案之分析》，台北：

五南出版，2006 年，頁 26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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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發布之徵兵規則，委由內政部訂定役男出境處理辦法，對人民居住遷徙自由 

為重大限制，欠缺法律授權之依據，故宣告其違憲。 

    就第二項而言，係指政府之應作為而不作為、漏未規定、或者立法者之立法 

懈怠，使人民之基本權因此遭受限制或侵害者。例如釋字第四三四號解釋，該號 

解釋意旨認為公務人員保險係國家為照顧公務人員生老病死及安養，運用保險原 

理而設之社會福利制度，凡法定機關編制內之有給人員及公職人員均係為被保險 

人。而公務人員保險法於第十六條第一項關於養老給付僅規定依法退休人員有請 

領之權，對於其他離職人員則漏未規定，造成其財產權受到剝奪，與憲法第十條 

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不符，故作成違憲宣告，責令相關單位檢討修正。 

    就第三項而言，係指當系爭法規或行政措施對社會上某一群人作出利益或不 

利益處分時，該當處分將使社會上另一群人之憲法權利受到排擠、侵害。如釋字 

第四○五號解釋，該號解釋意旨認為憲法第八十五條規定，公務人員之選拔，應 

實行公開競爭之考試制度，非經考試及格者不得任用，明示考試用人之原則。學 

校職員之任用資格，自應經學校行政人員考試或經高等、普通考試相當類科考試 

及格。而民國八十三年七月一日修正公布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中，關於「並得在各學校間調任」之規定，使未經考試及格者與取得公務人員任 

用資格者之法律地位幾近相同，造成對擁有高普考及格資格人員之基本權遭受到 

未經考選銓定人員之排擠，顯然與憲法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不符，故強烈的宣 

告系爭規範逕行無效。 

    第四項的內容最為抽象，具體而言，係指某項法規或行政措施已然存設，並 

已發生規範效力，對規範內涵所指涉之社會生活領域產生持續之規範作用。該法 

規或行政措施在程序上並無違法，實質上亦未有顯然與上位規範牴觸之處。惟該 

法規或行政措施於該生活領域內，已經默默形成或助長了一個使社會上相對弱勢 

族群之基本權遭受抑制或侵害的法律結構，讓原本已屬弱勢族群的他們，陷於更 

不利之法律地位。例如釋字第四八七號解釋，其爭點在於冤獄賠償法以受害人行

為違反公序良俗為由，剝奪其請求權之限制規定是否違憲？該號解釋意旨認為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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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被告之羈押，係為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於被告受有罪判決確定前，拘束其

身體自由於一定處所之強制處分，乃對人民身體自由所為之嚴重限制，故因羈押

而生之冤獄賠償，尤須尊重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精神。而冤獄賠償法第二條第二

款前段，僅以受害人之行為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為由，剝奪其請求賠償之權

利，未能以其情節是否重大，有無逾越社會通常觀念所能容忍之程度為衡量標準， 

顯然與憲法意旨牴觸，對原本就屬於社會上相對弱勢族群的冤獄受害人在憲法上

的請求權受到違憲剝奪，致使在訴訟上陷於更不利之法律地位。基此，大法官宣

告該法規違憲，不予適用。 

((((3333)))) 宣告方式層次宣告方式層次宣告方式層次宣告方式層次    

第六屆大法官所採取的違憲宣告方式較之以往，顯然已趨於多元而豐富，使 

釋憲者對於各類違憲規範，得審酌規範之民主多數決基礎、違憲瑕疵程度、對基

本權侵害程度、規範續造之可能等情形，選擇適切的宣告方式。此等宣告方式，

既出自於違憲判斷，則釋憲者之積極態度甚為明顯。惟不同宣告方式的採擇之間， 

亦可看出釋憲者積極態度的強弱。一般而言，釋憲者的在違憲解釋的宣告方式上 

採取愈為積極的態度，則對政治部門規範控制的幅度與力道就愈大，反之亦然。 

圖圖圖圖 6666----1111：：：：各種各種各種各種違憲宣告方式給予政治部門的政策形成空間違憲宣告方式給予政治部門的政策形成空間違憲宣告方式給予政治部門的政策形成空間違憲宣告方式給予政治部門的政策形成空間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單純違憲宣告單純違憲宣告單純違憲宣告單純違憲宣告 

附修法指示附修法指示附修法指示附修法指示    

          附失效期限附失效期限附失效期限附失效期限 

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    

違憲無效違憲無效違憲無效違憲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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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6-1 可知，各種違憲宣告方式所給予政治部門之政策形成空間有所不同 

。單純違憲宣告僅宣告系爭規範違憲，至於違憲規範應如何修正，則留予政治部

門自行決定，予其最大的政策形成空間。附修法指示之違憲宣告，進一步指示政

治部門應如何修正法律，以符合解釋意旨，對政治部門之政策形成空間予以限縮 

。附失效期限之違憲宣告，多半認為系爭規範已無存續之必要，但鑒於新規範尚

未制頒，為避免新舊規範交替之空窗期，故限定一段緩衝期間，期限截止即刻失

效。附失效期限與修法指示之違憲宣告則除了宣告系爭規範的失效期限外，更進

一步要求立法者妥為修法，以維持規範之存續。最後，違憲無效係為最強烈的違

憲宣告方式，釋憲者直接宣告系爭規範即刻失效，此常見於系爭規範對人民基本

權之侵害屬於明顯且重大程度，非以此強烈手段無法對人民予以救濟者矣。惟此

宣告方式對於立法權之對抗意味甚濃，司法者應妥慎運用，以免造成司法與立法

間之嫌隙，甚至衝突。 

貳貳貳貳、、、、釋憲態度取向之初步構想釋憲態度取向之初步構想釋憲態度取向之初步構想釋憲態度取向之初步構想────依規範之類型依規範之類型依規範之類型依規範之類型    

    釋憲者進行合憲性審查之標的，即為規範。各類規範因其位階次序與適用期

間有所不同，故可以代表位階次序的「規範密度」與代表適用期間的「時間向度」

為衡量標準加以區分，對類型化的釋憲態度取向提出初步之構想。 

        一一一一、、、、依規範密度區分依規範密度區分依規範密度區分依規範密度區分    

就整個規範體系而言，規範的抽象程度越高，則規範的密度越低；反之，規

範越具體，則規範的密度越高。規範密度的差異，代表規範約束力、作用力的不

同。在規範體系中，每一位階或層次的規範創設皆涉及對上一位階規範或前層次

規範的解釋，經由下游規範對上游規範之構成要件愈趨於具體的解釋，使上游、

中游、直至下游的規範密度逐級升高，對社會事實形成越來越周密的控制網。若

各位階規範越能保持其規範的張力，則越能夠適切的回應社會變遷，維持一個動

態且平衡的規範體系。規範本身既存在規範密度的不同，則釋憲者對於各類規範

進行合憲性審查時，亦應針對規範密度之不同，而採取與規範相對應的審查取向

與宣告方式。本文認為釋憲者對於密度越高、越具體的下游規範，應該作越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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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越完整的審查，對於違憲結果採取較強烈、較具積極指導意味的宣告方式，

因為系爭規範得以再作合憲性調整的空間已經越來越小；反之，密度越低、越抽

象的上游規範，則應該作越寬鬆、範圍越限縮的審查，對於違憲結果採取較退讓、

較不具積極指導意味的宣告方式，以保留其他部門對瑕疵規範自行修正的空間。 

    申言之，針對同一事務領域進行控制的規範，實際上形成環環相扣，由上而

下越來越具體的規範體系，規範體系隨社會變遷而進行規範繁衍以彌補闕漏，使

體系得以與時俱進，切合社會變遷的脈動。違憲審查之功能即在於透過對命令的

合法性、合憲性審查及對法律的合憲性審查，使規範體系中各位階的規範皆「向

上看齊」，以符合居於規範體系最高位階的憲法。職是，為了規範體系的平衡，

對於具有豐富規範力、牽一髮則動全身的上游規範，釋憲者不宜採取司法積極主

義之審查態度，動輒宣告其違憲，進而造成同一事務領域內之下游規範因失其附

麗而無所適從，破壞規範體系的法安定性。換言之，釋憲者對於上游規範的審查，

應抱持傾向謙抑的立場，對系爭規範的審查方式以中度審查，甚至寬鬆審查為

主，儘可能推定其合憲，以符合整條規範生產線對於「憲法忠誠」的推定。蓋因

規範密度較低的上游規範，其規範內涵難免有一些與憲法意旨未盡相符的雜質，

但是經由立法、行政部門基於憲法忠誠義務對上游規範所作的篩濾與調整，透過

法規命令、行政規則、司法判例、行政處分等下游規範，一層一層予以補充與具

體化，使上游規範中的合憲部分最大化，而與憲法意旨不符處最小化，如此便能

在避免規範衝突的前提下，維護整體法秩序的合憲性。至於規範密度較高的中、

下游規範，因其相對於法律較不具經多數決的民主正當性，得由行政部門逕行修

改(如法規命令)；規範密度更高，對人民產生之影響更為直接而迅速(如行政規

則、法院決議與判例)，故釋憲者在審查態度上應更為積極，對規範進行全面性

的嚴格審查。審查結果若認定規範內涵存有部分違憲瑕疵時，則應即刻宣告其違

憲，俾使因該違憲規範而處於不利法律地位致受權益損害之當事人，得儘速據此

尋求救濟，方符憲法保障人民之意旨。 

    關於各類規範之性質、規範密度以及釋憲者應抱持之審查取向，請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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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6666----2222：：：：各類規範之性質各類規範之性質各類規範之性質各類規範之性質、、、、密度與審查取向密度與審查取向密度與審查取向密度與審查取向    

        規範類型規範類型規範類型規範類型                法律法律法律法律    法規命令法規命令法規命令法規命令    行政規則行政規則行政規則行政規則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判例判例判例判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規範位階 上游規範 中游規範                                             下游規範 

  產出機關 立法院 行政機關 行政機關 終審法院 終審法院 

        權力本質 立法 委任立法 行政內規 司法行政 司法行政 

     規範性質 法律本身 法律的補充

規定 

法律規定的

具體化 

法律規定的

具體化    

法律規定的

具體化    

  規範密度 低     中     高     高    最高 

  審查密度 低     中     高     高    最高 

  審查態度 謙抑   積極   積極   積極   最積極 

  審查方式 寬鬆審查 中度審查 嚴格審查 嚴格審查 嚴格審查 

為違憲宣告之

違憲瑕疵程度 

明顯重大瑕

疵 

部分瑕疵 部分瑕疵 部分瑕疵 部分瑕疵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編製 

    

        二二二二、、、、依時間向度區分依時間向度區分依時間向度區分依時間向度區分    

    從縱向的角度來看，各類規範由上而下，依照規範本身性質與密度之不同， 

形成一個階層化的規範體系，已如前述。若由橫向的角度來看，則在同一位階內

的規範，亦因其立法時期、制頒時際、適用期間與修訂次數之不同，而在規範本

身的民主正當性、規範密度以及司法者對其審查時所面對的反多數決困境上，形

成程度不一的差異。以屬於上游規範，為中、下游規範之存立基礎的法律而言，

若其立法的時期處於政治民主化以前(如我國之戒嚴時期)，則該法律的民主正當

性較之於政治民主化後所制定的法律，顯然來得薄弱許多。同樣的，非當屆立法

院所制定的法律，其民主正當性又不如當屆立法院所制定的法律。申言之，依法

律授權而制定的法規命令、行政機關基於法定職權所訂定的行政規則、以及司法

機關適用法律所作成的決議與判決，勢必將法律的民主正當性反映在其規範內涵

之中。職是，由於不同時期的立法行為對規範本身形成程度不一的民主正當性，

因此，釋憲者在對各類規範進行違憲審查時，所面對的反多數決困境亦將有所不

同。關於規範位階及時間向度與違憲審查反多數決困境之關聯性，請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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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6666----2222：：：：反多數決困境與規範位階及時間向度的關係反多數決困境與規範位階及時間向度的關係反多數決困境與規範位階及時間向度的關係反多數決困境與規範位階及時間向度的關係    

 

         上游 

 

規規規規        反多數決困境反多數決困境反多數決困境反多數決困境 

      範範範範    

      位位位位    

      階階階階    

 

         下游 

          舊民意基礎            新民意基礎 

                      時間向度時間向度時間向度時間向度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由圖 6-2 可知，當規範位階愈高，或者在時間向度上愈能代表新民意基礎，

則對該規範進行違憲審查時，所面臨的反多數決困境將會愈高，兩者之間呈現正

相關的關係。因此，釋憲者若對具有新民意基礎的上游規範(法律)進行違憲審查， 

將會因為挑戰最高度的民主正當性而面臨最高度的反多數決困境。若釋憲者進一

步對該規範進行違憲宣告，則勢必造成司法權與立法權之間的緊張關係，甚至對

立衝突。
21
因此司法釋憲者面對該類規範之審查時，除了抱持謹慎謙抑的態度，

亦必須透過邏輯清晰、論證嚴謹的憲法釋義學，配合適切的審查標準與解釋方法

進行憲法論理，並在解釋結果上儘可能將意旨明確化、內涵具體化，才能在面臨

高度多數決困境的情況下，使判決結果能夠儘可能避免立法部門，甚至社會輿論

的質疑與批評。 

                                                 
21
 例如國民大會在第六次修憲時，於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1 項後段特別規定：「司法院大法官

除法官轉任者外，不適用憲法第八十一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在此之前，大法官

之所以能取得終身職待遇的保障，乃是因為司法院組織法中將任期屆滿而未連任的大法官視同停

止辦案的司法官。換言之，大法官的終身職待遇保障乃是透過法律位階加以保障。姑且不論大法

官比照司法官擁有終身職待遇保障的制度是否合理，國民大會以修憲方式更改法律位階的法規範

內容，很明顯是針對大法官釋字第 499 號解釋宣告國大延任案無效所進行的報復。更由於當時一

般認為釋字第 499 號解釋主要出自兩位學者出身的大法官之手，而這項排除學界人士適用優遇制

度的修憲規定，幾乎可以說是針對特定大法官進行政治報復。性質上，亦可視為司法與立法間的

高度對立衝突。參見黃德福、蘇子喬，〈大法官釋憲對我國憲政體制的形塑〉，《台灣民主季刊》，

第 4 卷第 1 期，2007 年，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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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法律所適用的期間愈久，往往因適用法律者長久以來對其解釋、類推， 

而產生更豐富的規範內涵；法律所修訂的次數越多，則往往因立法者基於社會事

實變遷而對法律構成要件所作的調整，而使規範密度更為細緻。因此，釋憲者對

法律進行合憲性審查的力道亦應有所調整，對規範密度愈高的法律，採取愈嚴格

的審查方式，而非拘泥於前述對上游規範應該儘量採取寬鬆審查的原則。反之，

對具有高度新民意基礎的法律時進行合憲性審查時，因其規範密度尚未升高，且

具有高度的民主正當性，因此釋憲者應採取低密度的寬鬆審查，唯有在該規範於

當下從外觀上即可認定與憲法意旨顯然牴觸；或者該規範在制定程序上存有明顯

且重大之瑕疵，而失去其程序之正當性者，始作違憲之認定。進一步而言，當釋

憲者認為新制定的法律之合憲性有所疑義，甚至規範內涵中有部分違憲瑕疵時，

除了因為面臨高度反多數決困境，而應儘量消極地避免與新民意衝突逕行宣告其

違憲外；更重要的是，釋憲者亦應積極的去引導一項尚未真正釋出規範力的法律， 

朝向避免瑕疵的方向建制。釋憲者應儘量保留民主自癒的時間與空間，讓有違憲

瑕疵之新法律的構成要件，在未來涵攝各種社會事實時，以及法律向下由延伸為

各類下游規範時，遵從解釋意旨朝向合憲的方向形成。因此，在對存有違憲瑕疵

的新法律之宣告方式上，應儘量避免逕行宣告其違憲、不予適用；而應選擇不直

接宣告違憲的「警告性解釋」，對政治部門提出警示，並在解釋內容中明確闡示

該法律未來在修訂、適用時所應遵從的憲法意旨，作為法律往合憲方向邁進的積

極導引。 

    關於司法者審查各時間向度之規範時所面臨的的反多數決困境、司法者所應

抱持的審查態度、以及進行審查時對於各規範位階之規範應採取的審查方式，本

文嘗試提出可資參酌之操作途徑。請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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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6666----3333：：：：各時間向度之規範與審查取向各時間向度之規範與審查取向各時間向度之規範與審查取向各時間向度之規範與審查取向    

時間向度時間向度時間向度時間向度    行憲前行憲前行憲前行憲前    民主化前民主化前民主化前民主化前    非當屆立法院非當屆立法院非當屆立法院非當屆立法院    當屆立法院當屆立法院當屆立法院當屆立法院    

反多數決困境     極低                                     極高 

審查態度     積極                                     謙抑 

上
游 

 

法
律 

 

最嚴格審查 

 

嚴格審查 

 

中度審查 

 

寬鬆審查 

中
游 

 

 

法
規
命
令 

 

 

最嚴格審查 

 

嚴格審查 

 

嚴格審查 

 

中度審查 

各
類
規
範
之
審
查
方
式 

 

下
游 

終
審
法
院
判
例
、
判
決 

終
審
法
院
決
議 

行
政
規
則 

 

 

最嚴格審查 

 

 

嚴格審查 

 

 

嚴格審查 

 

 

嚴格審查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編製 

 

由表 6-3 可知，就時間向度而言，當釋憲者進行合憲性審查的法律愈能代表

新民意時，違憲審查所面臨的的多數決困境將愈強烈。因此釋憲者應抱持謙抑的

審查態度，儘量採取中度、甚至寬鬆審查。相對的，當釋憲者面對的是非當屆國

會制訂或修正的舊法，由於舊法的規範內涵未必能反映當前的多數民意，所以違

憲審查所面臨的多數決困境也不如對抗新法律那樣的強烈，故可抱持較為積極的

審查態度，採取較嚴格的審查。而就規範位階而言，釋憲者對上游規範應儘量採

取中度、寬鬆審查，已如前述；惟對基於非當屆立院所制訂的法律而建制的中、

下游規範，則因舊法的規範力可能也已經大量釋出，橫向連結程序法、組織法和

其他作用法，往下延伸可能還有不少行政命令和判例、決議，這時候顯然已不能

奢談時間向度的低度審查，
22
應採取嚴格審查，以滌除規範體系內的違憲瑕疵。 

                                                 
22
 參見蘇永欽，〈從體系功能的角度看大法官的規範違憲審查─走向適切回應社會變遷的司法積 

極主義 (下)〉，《法令月刊》，第 59 卷第 7 期，2008 年，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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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本文對第六屆大法官所作成共計兩百號解釋，作出初步的觀察與分類，藉由

對解釋文、解釋理由書、以及相關意見書的判讀，對此屆大法官在釋憲態度上所

採取的立場，作出初步的釐清與討論。司法釋憲者在對規範進行合憲性審查時，

應抱持積極或消極的立場，迄今仍未有具廣泛共識的定論。甚至在司法違憲審查

制度行之有年、發展蓬勃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亦時常在涉及高度價

值判斷的訟案中針鋒相對、互不妥協。最後在合議庭裡經由民主多數決勝出的多

數意見，是否能代表世人皆應奉行不悖的憲法核心價值，亦或僅是少數的強勢意

見在內部相互攏絡、傾軋後，所作成充滿私欲與野心的政治產物？恐怕就如大法

官從事判決時的心證般，不得而知。 

    此外，大法官本身亦具有既定的政治立場、政策偏好以及意識型態，這些取

向往往深切的影響其從事判決的態度與心證。若行使大法官提名、同意權的政治

部門不予以重視，讓政治立場偏頗極端、價值信念擺盪不一者順利進入司法院大

法官會議掌典國家名器，則其所作成之憲法判決能否切實體現憲法價值、保障人

民權利，並非毫無疑慮。由於我國憲政體制的紊亂，大法官雖由總統提名，而大

法官同意權的行使機關，則迭有變動。自民國八十一年至八十九年，短短的八年

間，大法官同意權的行使機關，由原來憲法所規定的監察院，改變成國民大會，

再改變為立法院。而監察院與國民大會，並非民主政治下制定法律政策的機關，

並不需要去捍衛自己所制定的政策是否可能被大法官宣告違憲無效，而因此去關

切大法官個人的政治立場與政治偏好。
23
此係屬關於我國大法官提名任命上的制

                                                 
23
 在現任不分屆次大法官的同意權行使過程中，雖然部分立委已經意識到大法官的政治性格，

而開始重視大法官被提名人的政治價值與政策偏好，惟就整體而言，政治部門(主要是立法院)與

社會各界仍未完全瞭解大法官的政治態度與違憲審查權行使之間的關係，總以為釋憲為法律問題

而非政治問題，大法官均具法學素養，而且超然公正，政治不應也不宜去干涉司法。由於政治部

門對於民主政治的理解不夠，對於憲法理論的知識不足，不但大權旁落而不自知，甚且無知於自

己的權責，動輒聲請釋憲。例如羈押權究應屬於法官或檢察官，立法院本有權修改刑事訴訟法自

為決定，卻反而去聲請大法官釋憲。造成大法官基於個人政治立場與政策偏好，以釋憲來侵越立

法權的空間，釋字第 530 號即為顯例。參見任冀平、謝秉憲，〈司法與政治─我國違憲審查權的

政治限制〉，收於湯德宗主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 第四輯》，台北：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

所籌備處，2005 年，頁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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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性缺陷，吾人研究司法者釋憲態度取向時，應一併予以重視。    

雖然法院行使違憲審查權時，積極與消極態度間的採擇界限未甚明顯，司法

者於何種案件應採取積極審查的態度亦莫衷一是。實際上，在涉及保障社會上弱

勢族群的基本權類案件中，我們必須理解，社會上最容易迷失方向的人，往往就

是那些最希望請求政府幫助他們改變命運的人。他們大多屬於我們社會體制中最

脆弱、最容易被遺忘的弱勢族群。諸如遭受家暴的婦女、受虐兒童、罕見疾病患

者、外籍新娘、非自願失業者等。他們的觀點與利益最容易與政府與立法者相左，

甚至衝突。因此，他們與政府的互動關係，往往被制約在一個對他們最不利的法

律結構之下，讓他們的命運被整個社會體制粗暴的控制，被法律結構中最不起眼

卻又深植其中的間隙與扭曲所決定。如果唯一有能力與義務去改變這種扭曲法律

結構的法院，選擇消極的退讓，甚至冷漠的迴避。那麼社會中的弱勢族群將永遠

陷於弱勢，屬於他們的正義將永遠無法得到伸張。 

回看本文第二章第四節中所提到的 DeShaney v. Winnebago County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一案，雖然聯邦最高法院決定維持原判，但是

此案中多數意見的判斷標準卻十分簡單，即─Wisconsin 州政府是否毆打了那位

兒童？事實上，當代表多數意見的大法官注視著這世界上最孤立無援的生命時，

他們並未進一步探求「政府的力量是否以一種縱容虐待兒童而不被糾正的方式，

來改變現有的政治環境？」當最高法院宣布 Joshua 的命運並非是州政府的過

錯，而是個人行為的自然結果時，這個司法決策就不僅是一個決定「誰對誰施加

了傷害」的被動觀察；而是一種行為，這行為可能會鞏固公共冷漠(public 

indifference)的空間結構，從而塑造那些尚未出世的 Joshua 的生活。
24
因此，

居於多數意見的大法官若能察覺 Wisconsin 州政府雖然沒有毆打 Joshua，但是

卻以一個縱容虐待兒童而不被糾正的法律結構，扭曲了整個法律環境，在實際上

隔絕 Joshua 原本應能得到的援助時，對於本案中所主張的「正當法律程序條

                                                 
24
 Laurence H. Tribe, The Curvature of Constitutional Space：What Lawyers Can Learn From Modern 
Physics, 103 Harvard Law Review, at 39 (1989). 



第六章  結論 

 258 

款」，應該能有更寬容，更近乎人情的理解。 

法律是社會生活的規範，而社會生活的改變往往是自然而非人為的，也不受

到憲法或法律條文所侷限，解釋或適用法律與憲法必須符合當前法理、倫理以及

社會整體所欲維持的價值。
25
職司憲法解釋的司法者，雖然在違憲審查權限上有

其先天的限制，但在第六屆大法官作成之解釋中，仍顯然可見大法官迂迴地藉由

釋憲來擴張其權力運作空間。無論整體大法官如此的積極態度是基於極大化自身

權力的思維，或意圖扮演社會改革的推動者，皆必須在社會多數民意與政治部門

的認可與支持下，才得以在具備高度民主正當性的情況下，以最小的社會成本獲

致最大的政治收益。若大法官不認清慎用違憲審查權之必要性，甚或被大法官會

議可扮演積極有力的社會改革促進者之假象所惑，則不免將遭遇政治部門嚴厲的

報復。
26
因此，鑒於現今大法官違憲審查權的運作空間有不斷擴張的趨勢，有識

者實應以戒慎恐懼的態度來看待。 

本文礙於篇幅，耽筆於此，深望有朝一日能對司法積極主義與司法消極主義

之議題，作更為全面性的深入探討。 

                                                 
25
 吳庚，前註 1 文，頁 7。 

26
 參見前註 21 文，有關釋字第 499 號解釋與其後所造成之司法與政治部門間對立衝突的相關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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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第六屆大法官解釋總覽 

 

解 釋 號 次 

  (公佈日期) 

 解 釋 爭 點  解 釋 主 旨  涉及憲法條文

  [相關解釋]

 解釋作用分類 

  [涉及類型] 

 宣 告 結 果

  [宣告模式]

釋字第 367 號 

(1994.11.11) 

營業稅法細則

等法令變更納

稅主體之規定

違憲？ 

營業稅法施行

細則由拍指定

人繳納營業稅

變更納稅主體

違憲。 

憲法第 19、23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納稅

義務] 

違  憲 

[附失效期限之

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 368 號 

(1994.12.9) 

官署依裁判重 

為復查之決定

得與前決定同

之判例違憲？ 

行政法院若指

摘適用法律見

解有違誤時，原

處分或決定機

關須受其拘束。

憲法第 16 條 保障基本權 

[訴訟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369 號 

(1994.12.23) 

房屋稅條例就

徵收依據、稅率

及免稅額等規

定違憲？ 

稅捐義務或減

免優惠為立法

裁量事項。 

憲法第 19 條 保障基本權 

[納稅義務]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釋字第 370 號 

(1995.1.6) 

商標法就申請

評定註冊無效

須註冊已滿 10

年 之 規 定 違

憲？ 

以他人商標近

似申請評定無

效之期間限制

已兼顧公私益。

憲法第 15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商標

權、商標專用

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371 號 

(1995.1.20) 

法官有無聲請

釋憲權？ 

各級法院適用

法律有牴觸憲

法疑義時得聲

請大法官解釋。

憲法第 78、79、

80、171、173

條 

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維護憲政秩序 

[各級法院法官

違憲審查權問

題]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372 號 

(1995.2.24) 

夫妻一方不檢

致他方行為過

當，非當然構成

「不堪同居虐

待」之判例違

憲？ 

不堪同居之虐

待應斟酌具體

情形判斷。 

憲法增修條文

第 9條 

保障基本權 

[人性尊嚴]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373 號 工會法禁止教 禁止教育事業 憲法第 14、23、保障基本權 違  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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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2.24) 育事業技工等

組工會之規定

違憲？ 

技工、工友組織

公會違憲。 

153 條 [結社自由] [附失效期限與

修法指示之單

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 374 號 

(1995.3.17) 

最高法院就經

無異議經公告

確定之地界，禁

訴請另定之決

議違憲？ 

地政機關地籍

圖重測，無增減

人民私權之效

力。 

憲法第 15、16

條 

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第5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物

權、訴訟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375 號 

(1995.3.17) 

農發條例細則

就農地由一人

繼承，不予免稅

之規定違憲？ 

農地繼承人僅

有一人時無免

稅鼓勵之必要。

民法第 1138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納稅

義務]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376 號 

(1995.3.31) 

衛生署將安非

他命列入麻醉

藥品類之公告

違憲？ 

安非他命係麻

醉藥品管制條

例所稱化學合

成麻醉藥品類。

麻醉藥品管制

條例第 2、3條

保障基本權 

[人權限制條款

─公益性原則]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377 號 

(1995.3.31) 

財政部就一次

補發之薪金，依

給付日課稅之

函釋違憲？ 

個人所得之計

算係以實際取

得日期為準。

所 得 稅 法 第

14、76-1、84、

88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納稅

義務]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378 號 

(1995.4.14) 

就律師懲戒覆

審 決 議 得 爭

訟？ 

律師懲戒覆審

委 員 會 之 決

議，屬法院之終

裁判，不得再行

提起行政爭訟。

憲法第 16 條 保障基本權 

[訴訟權]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379 號 

(1995.5.12) 

承受人自耕能

力 證 明 被 撤

銷，登記機關得

撤銷登記？ 

自耕能力證明

書受撤銷，原登

記機關得逕行

塗銷所有權移

轉登記。 

憲法第 143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物權]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380 號 

(1995.5.26) 

大學法細則就

共同必修科目

之研訂等規定

違憲？ 

講學自由係屬

制度性保障，教

育部定大學共

同必修科目違

憲。 

憲法第 11、23、

162 條 

保障基本權 

[講學自由、學

術自由] 

違  憲 

[附失效期限之

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 381 號 

(1995.6.9) 

國大修憲一讀

會開議人數標

準如何？ 

修憲一讀會程

序屬議會自律

事項。 

憲法第 34、174

條 

憲法增修條文

維護憲政秩序 

[議會自律原

則] 

合  憲 

[合憲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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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條 

釋字第 382 號 

(1995.6.23) 

限制學生對學

校所為之處分

提起爭訟之判

例違憲？ 

變更學生身分

之懲處，應許學

生提起行政爭

訟。 

憲法第 15、16、

18、77、83 條

保障基本權 

[訴訟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383 號 

(1995.7.7) 

經濟部禁止探

採礦產申請之

釋示違憲？  

經濟部對礦業

法第 34 條所為

釋示與憲法尚

無牴觸。 

憲法第 143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準物

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384 號 

(1995.7.28) 

檢肅流氓條例

強制到案、秘密

證人等規定違

憲？ 

檢肅流氓條例

逕 行 強 制 到

案、秘密證人與

感訓處分等規

定違憲。 

憲法第 8、23 條 保障基本權 

[人身自由] 

違  憲 

[附失效期限與

修法指示之單

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 385 號 

(1995.9.8) 

財政部就獎投

條例施行期滿

後仍享優惠外

國公司之課稅

之規定違憲？ 

獎勵投資條例

第 3 條與第 16

條應一併適用。

憲法第 19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納稅

義務]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386 號 

(1995.9.29) 

建設公債條例

債票不得掛失

止付之規定違

憲？ 

無記名投票公

債遺失被盜、滅

失，不得請求權

利保護違憲。

憲法第 15、16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訴訟

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387 號 

(1995.10.13) 

立委改選後閣

員應總辭？ 

立委改選後內

閣應總辭。 

憲法第 54、55、

56、57、58 條

憲法增修條文

第 2條 

維護憲政秩序 

[行政院總辭問

題]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388 號 

(1995.10.27) 

現職總統競選

連任仍有刑事

豁免權？ 

現職總統競選

連任仍具總統

身分，有憲法第

52 條刑事豁免

權之適用。 

憲法第 52 條 維護憲政秩序 

[總統刑事豁免

權問題]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389 號 

(1995.11.10) 

勞保診療支付

標準表限制給

付 之 規 定 違

憲？ 

勞保醫療給付

不包括美容外

科。 

勞工保險條例

第 19、40、44、

51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公法

上之財產請求

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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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390 號 

(1995.11.10) 

工廠登記規則

停工或歇業處

分 等 規 定 違

憲？ 

停工或勒令歇

業之授權應就

目的、內容、範

圍具體明確。

憲法第 23 條 保障基本權 

[工作權] 

違  憲 

[附失效期限之

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 391 號 

(1995.12.8) 

立委審議預算

得否移動或增

減預算項目？ 

預算案審議之

款項目節移動

增減為憲法所

稱增加支出提

議。 

憲法第 63 

、70 條 

維護憲政秩序 

[立法院審議預

算問題]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392 號 

(1995.12.22) 

刑訴法檢察官

羈押權、提審法

提審要件等規

定違憲？ 

檢察機關非為

憲法第 8條第 1

項、第 2項所稱

「審問」之法

院，無羈押權

限。 

憲法第 8、77 條 保障基本權 

[人身自由]] 

違  憲 

[附失效期限之

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 393 號 

(1996.1.5) 

行政法院就因

證物偽變造提

再審所為要件

限制之判例違

憲？ 

行政訴訟再審

之訴以「為判決

基礎之證物係

偽造或變造」為

由，其解釋原則

同民訴。 

憲法第 16 條 保障基本權 

[訴訟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394 號 

(1996.1.5) 

營造業管理規

則及內政部函

釋所定裁罰性

處 分 規 定 違

憲？ 

對營造業者所

為裁罰性行政

處分應由法律

為之。 

憲法第 23 條 保障基本權 

[工作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395 號 

(1996.2.2) 

公懲會不許對

再審議議決聲

請再審議之案

例違憲？ 

公懲法第 33 條

第 1 項之「議

決」包括再審議

之議決。 

憲法第 16 條 

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第5

條 

保障基本權 

[訴訟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396 號 

(1996.2.2) 

公懲法無上訴

制度違憲？懲

戒之程序及機

關應如何？ 

公懲會相當於

司法機關。 

憲法第 16、82

條 

保障基本權 

[訴訟權]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釋字第 397 號 

(1996.2.16) 

財政部之兼營

營業人營業稅

額計算辦法及

兼營營業人營

業稅額計算辦

法，未逾法律授

憲法第 19 條 保障基本權 

[納稅義務]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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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釋違憲？ 權之目的及範

圍。 

釋字第 398 號 

(1996.3.22) 

農會法以會員

遷離組織區域

為出會原因之

規定違憲？ 

農會會員資格

以居住農會組

織區域內及實

際從事農會為

要件。 

憲法第 7、10 條 保障基本權 

[平等權]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釋字第 399 號 

(1996.3.22) 

內政部就姓名

讀音不雅不得

改名之函釋違

憲？ 

申請改名之特

殊原因由主管

機關就個案具

體事實認定。

憲法第 22 條 保障基本權 

[人格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00 號 

(1996.4.12) 

行政院就有公

用地役關係既

成道路不予徵

收 之 函 釋 違

憲？  

既成道路成立

公用地役關係

應予補償。 

憲法第 15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物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01 號 

(1996.4.26) 

選民得因國大

代表暨立委之

言論及表決不

當而予罷免？ 

國內選區選出

之 立 委 與 國

代，原選區選民

得罷免之，不受

言論免責權規

定之限制。 

憲法第 25、32、

62、73、133 條

保障基本權 

[參政權]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402 號 

(1996.5.10) 

財政部所定保

險業務員管理

等規則之裁罰

性處分規定違

憲？  

裁罰性處分之

構成要件與法

律效果應以法

律規定，或法律

具體明確之授

權為之。 

憲法第 15、23

條 

保障基本權 

[工作權] 

違  憲 

[附失效期限之

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 403 號 

(1996.5.24) 

法院得因債務

人聲請定擔保

裁定停止執行

之規定違憲？ 

法院進行強制

執行，因債務人

之聲請，定擔保

後得為停止執

行之裁定，並未

違反平等原則。

憲法第 7條 保障基本權 

[平等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04 號 

(1996.5.24) 

衛生署認中醫

師 以 西 藥 治

病，非其業務範

對人民工作之

「方法」及「資

格」或其他要

憲法第 15 條 保障基本權 

[工作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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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之 函 釋 違

憲？ 

件，得以法律限

制之。 

釋字第 405 號 

(1996.6.7) 

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就「並得在

各學校間調任」

之規定違憲？  

未經考試任用

之教育人員「得

在各學校間調

任」之規定，違

反平等原則及

考試用人之原

則。 

憲法第 7、78、

85、171 條 

憲法增修條文

第 4條 

釋字第 287 號

保障基本權 

[平等權] 

違  憲 

[違憲無效宣

告] 

釋字第 406 號 

(1996.6.21) 

內政部就申請

解除限建應先

擬定細部計畫

之函釋違憲？  

內政部函釋規

定，主要計畫發

布實施已逾二

年。仍須待細部

計畫確定方得

建築執照，逾越

法律明文規定。

憲法第 172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07 號 

(1996.7.5) 

新聞局就猥褻

出版品認定所

為 之 函 釋 違

憲？ 

猥褻出版品指

在客觀上足以

刺激或滿足性

慾，並引起一般

人羞恥感，而侵

害性的道德情

感，有礙社會風

化之出版品。

憲法第 11、80

條 

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第5

條 

保障基本權 

[自由權]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釋字第 408 號 

(1996.7.5) 

時效取得地上

權登記要點禁

止占有耕地者

申請之規定違

憲？ 

農業發展條例

所稱耕地，不得

以時效取得地

上權。 

憲法第 15、23

條 

保障基本權 

[因時效取得之

登記請求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09 號 

(1996.7.5) 

土地法、都市計

畫法就徵收目

的及用途之規

定違憲？ 

土地徵收應合

乎比例原則，而

各項要件應以

法律詳加規定。

憲法第 15、23、

108、143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釋字第 410 號 

(1996.7.19) 
親屬編施行法

未因聯合財產

制修正另設規

定違憲？ 

民法親屬編修

正前發生現尚

存之夫妻聯合

財產，適用修正

前之規定，尚不

憲法第 7條 保障基本權 

[平等權]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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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憲，但應基於

男女平等原則

儘速檢討修正。

釋字第 411 號 

(1996.7.19) 
經濟部等所訂

「各科技師執

業範圍」對土木

工程技師設限

違憲？ 

主管機關依法

限制土木工程

技師之執業範

圍，並不侵犯人

民工作權與信

賴保護原則。

憲法第 15 條 保障基本權 

[工作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12 號 

(1996.8.2) 
後備軍人轉任

公職考試比敘

條例細則之適

用範圍規定違

憲？ 

考試院訂定後

備軍人轉任公

職比敘條例施

行細則，將適用

範圍限於七十

六年後之轉任

人員，並不違

憲。 

憲法第 7、15、

18 條 

保障基本權 

[工作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13 號 

(1996.9.20) 
對華僑、外國人

之就源扣繳，附

配偶居住條件

之判例違憲？ 

判例就稅捐優

惠條件，增列法

律所無之限制

者，違反租稅法

定主義。 

憲法第 7、19 條 保障基本權 

[納稅義務]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14 號 

(1996.11.8) 
藥事法等法規

就藥物廣告應

先經核准等規

定違憲？ 

藥物廣告屬商

業 上 言 論 自

由，但可受較嚴

格規範。故藥事

法檢查藥物廣

告之規定並不

違憲。 

憲法第 11、15、

23 條 

保障基本權 

[商業性言論自

由]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15 號 

(1996.11.8) 
所得稅法細則

「扶養親屬」之

認 定 規 定 違

憲？ 

所得稅法「家

屬」之認定，不

以同一戶籍為

唯一認定標準。

憲法第 19 條 保障基本權 

[納稅義務]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16 號 

(1996.12.6) 
就違背法令如

何表明為闡析

之判例違憲？ 

第三審上訴理

由應具體指摘

之規定，並未妨

礙人民訴訟權

憲法第 16 條 保障基本權 

[訴訟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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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使。 

釋字第 417 號 

(1996.12.6) 
道交條例等法

規處罰行人穿

越車道之規定

違憲？ 

對不依規定擅

自穿越車道之

行人課以行政

罰並不違憲。

憲法第 23 條 保障基本權 

[人權限制條款

─公益性原則]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釋字第 418 號 

(1996.12.20) 
道交條例處罰

之裁定不得再

抗 告 規 定 違

憲？ 

行 政 爭 訟 事

件，得由立法者

在符合正當法

律程序之前提

下，劃歸普通法

院審理。 

憲法第 16、23

條 

保障基本權 

[訴訟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19 號 

(1996.12.31) 
副總統兼任行

政 院 院 長 違

憲？ 

1.副總統兼任

行政院長與憲

法本旨未盡相

符。 

2.行政院於總

統改選後所提

之總辭，總統得

依裁量處理之。

3.立院要求總

統為一定行為

之決議，並無拘

束力。 

憲法第 37、44、

49、51、55、57、

62、63 條 

憲法增修條文

第 2、6、7條

維護憲政秩序 

[權力分立原

則]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20 號 

(1997.1.17) 
行政法院認定

「非以有價證

券買賣為專業

者」之決議違

憲？ 

公司是否「非以

有價證券買賣

為專業」應從實

際營業情形，核

實認定。 

憲法第 19 條 保障基本權 

[納稅義務]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21 號 

(1997.2.22) 
國大正副議長

得支給並兼任

公職或業務？ 

國民大會正副

議長為經常性

職位，得由國庫

支 給 固 定 報

酬，不得兼任其

他公職或執行

業務。 

憲法第 27、28、

29、30 條 

憲法增修條文

第 1、5條 

維護憲政秩序 

[國民大會正副

議長報酬與兼

職問題]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22 號 

(1997.3.7) 
行政院令及內

政部函以固定

金額推計承租

耕地承租人最

低生活費用之

核計，不得以固

憲法第 15、153

條 

保障基本權 

[生存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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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費用違

憲？ 

定不變之金額

標準推計。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23 號 

(1997.3.21) 
交通工具污染

罰鍰標準之裁

罰標準及逾期

倍 罰 規 定 違

憲？ 

1.行政處分不

因形式而改變

其性質。 

2.無法律授權

而以「到案時間

及到案與否」為

罰 鍰 額 度 標

準，為裁量瑕

疵。 

憲法第 15、23

條 

保障基本權 

[訴訟權] 

違  憲 

[附失效期限之

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 424 號 

(1997.3.21) 
財政部就農地

分次贈與課稅

之函釋違憲？ 

農地分次贈與

應先分別核課

贈與稅，事後再

辦理退稅之釋

示並不違法。

憲法第 19、153

條 

保障基本權 

[納稅義務]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25 號 

(1997.4.11) 
內政部就徵收

補償費因待解

釋 未 依 限 發

放，徵收有效之

規定違憲？ 

土地徵收補償

費 之 遲 延 發

放，係侵犯人民

財產權。 

憲法第 15、19、

23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26 號 

(1997.5.9) 
空污防制收費

辦法之法源及

徵 收 項 目 違

憲？ 

特別公課不同

稅捐，然亦應有

法律具體明確

之授權。 

憲法第 15、19

條 

憲法增修條文

第 9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釋字第 427 號 

(1997.5.9) 
財政部就公司

合併，計算盈虧

之函釋違憲？ 

營利事業所得

之扣除虧損，僅

適用於可扣抵

期間內未發生

公司合併之情

形。 

憲法第 19 條 保障基本權 

[納稅義務]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28 號 

(1997.5.23) 
郵政法等法規

就掛號郵件補

償之要件等規

定違憲？ 

郵政服務所生

損害賠償責任

之限制，合乎憲

法第 23 條比例

原則之規定。

憲法第 23、144

條 

保障基本權 

[生存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29 號 

(1997.6.6) 
高普考訓練辦

法未就同資歷

實務訓練不得

抵免公務人員

憲法第 7、18 條 保障基本權 

[平等權、服公

合  憲 

[合憲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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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者予以排

除違憲？ 

任用訓練之規

定，並未違反平

等原則與服公

職權。 

職權] 

釋字第 430 號 

(1997.6.6) 
就基於特別權

力關係所生事

項不得爭訟之

判例違憲？ 

現役軍官被核

定退伍，得提起

行政救濟。 

憲法第 16 條 

釋字第 189、

243、298、338

號 

保障基本權 

[訴訟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31 號 

(1997.6.6) 
授田憑據處理

條例細則對「無

職軍官」之認定

違憲？ 

施行細則就母

法未定義之事

項，得為補充規

定。 

憲法第 15、27

條 

保障基本權 

[公法上之財產

請求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32 號 

(1997.7.11) 
會計師法有關

會計師行為標

準、注意義務及

懲戒範圍等規

定違憲？ 

會計師之懲戒

要件，得以不確

定法律概念規

定之。 

憲法第 15、23

條 

保障基本權 

[工作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33 號 

(1997.7.25) 
公懲法就懲戒

處分及撤職、休

職期間之規定

違憲？ 

公務員懲戒之

要件及效果，得

以法律概括規

定。 

憲法第 18、23

條 

保障基本權 

[工作權]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釋字第 434 號 

(1997.7.25) 
公保法就保費

返還、非退休者

之養老給付未

為規定違憲？ 

離職之公職人

員，均得請領養

老及死亡保險

部分保險金。

憲法第 15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違  憲 

[附修法指示之

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 435 號 

(1997.8.1) 
立委言論免責

權範圍？ 

立委言論免責

權範圍，包括一

切與行使職權

相關之附隨行

為。 

憲法第 73 條 維護憲政秩序 

[議會自律原則

問題]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436 號 

(1997.10.3) 
軍審法相關規

定是否違憲？ 

軍事審判屬司

法權，應受正當

法律程序之拘

束。 

憲法第 8、9、

16、23、77、80

條 

保障基本權 

[人身自由、訴

訟權] 

違  憲 

[附失效期限與

修法指示之單

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 437 號 

(1997.10.17) 
關於繼承權被

侵害之認定之

判例違憲？ 

自命為繼承人

而行使遺產上

權利者，應於被

憲法第 15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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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人死亡時

即已有侵害繼

承地位事實之

存在。 

釋字第 438 號 

(1997.10.30) 
營利所得稅查

核準則對佣金

之認定等規定

違憲？ 

行政命令對事

實之認定與舉

證方式之技術

性、細節性事項

予以規定，並不

違法。 

憲法第 7、15、

19、23 條 

保障基本權 

[平等權、財產

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39 號 

(1997.10.30) 
緝私條例禁止

未繳保金或供

擔保者異議之

規定違憲？ 

對裁罰處分，聲

明異議應提出

擔保之規定，係

對人民權利不

必要之限制。

憲法第 7、16、

23 條 

釋字第 216、

224、288、321

號 

保障基本權 

[訴訟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40 號 

(1997.11.14) 
北市道路規則

對使用道路地

下部分不補償

之規定違憲？ 

主管機關埋設

地下物妨礙土

地權利人行使

權利，形成特別

犧牲者，應給予

相當補償。 

憲法第 7、15 條

釋字第 400 號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41 號 

(1997.11.28) 
財政部就「研究

機構」之釋示違

憲？ 

獎勵投資條例

授權訂定之投

資抵減辦法。所

稱研究機構財

政部釋示僅含

財團法人，但其

他研究機構仍

可 依 規 定 抵

減，故該函釋不

違憲。 

憲法第 19 條 保障基本權 

[納稅義務]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釋字第 442 號 

(1997.12.12) 
選罷法就選舉

訴訟二審終結

不得再審之規

定違憲？ 

選舉訴訟二審

終結不得提起

再審之訴，未侵

害人民訴訟權。

憲法第 16、23

條 

保障基本權 

[訴訟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43 號 

(1997.12.26) 
以役男出境處

理辦法限制役

男出境違憲？ 

限制役男出境

之規定，未得法

律具體明確之

憲法第 10、20、

23 條 

保障基本權 

[居住遷徙自

由] 

違  憲 

[附失效期限之

單純違憲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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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已侵犯人

民居住及遷徙

自由。 

釋字第 444 號 

(1998.1.9) 
臺省非都市土

地使用要點，限

制保護區之使

用違憲？ 

水質水量保護

區內，不得同意

畜牧設施使用

之規定，係為執

行相關法律所

設，並未限制人

民權利。 

憲法第 15、23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45 號 

(1998.1.23) 
集會遊行法相

關規定違憲？ 

集會遊行法許

可制及刑罰規

定並不違憲，但

不得針對政治

言論內容限制

或違反明確性

原則之規定。

憲法第 11、14、

23 條 

保障基本權 

[集會自由]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46 號 

(1998.2.13) 
公懲法就起算

移請再審議期

間 之 規 定 違

憲？ 

公懲法再審議

之聲請期間，就

刑事案件不得

聲明不服或第

三者之裁判，應

自裁判書送達

之日起算。 

憲法第 16 條 保障基本權 

[訴訟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47 號 

(1998.2.27) 
政務官退勞金

之「月俸額」包

括其他現金給

與？ 

政務官退職酬

勞金之「月額

俸」應包括月俸

及其他現金給

與。 

公務人員退休

法第 8條 

政務官酬勞金

給與條例第 4

條 

保障基本權 

[公法上之財產

請求權]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448 號 

(1998.2.27) 
行政機關出 

售、出租公有財

產所生爭議之

審判法院？ 

行政機關代表

國庫出售或出

租公有財產，屬

私 法 契 約 行

為，應循民事訴

訟程序解決爭

執。 

憲法第 16、77

條 

保障基本權 

[訴訟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49 號 

(1998.3.13) 
釋字第 363 號

解釋文末段之

土地所有權人

為自然人者，得

釋字第 363 號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對釋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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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涵為何？ 依獎勵投資條

例優先投資，並

依相關規定享

有優惠。 

字 363 號解釋

為補充]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450 號 

(1998.3.27) 
大學法及其細

則就軍訓室設

置 之 規 定 違

憲？ 

大學應設軍訓

室之規定，違反

講學自由所保

障之大學自治。

憲法第 11 條 

釋字第 380 號

保障基本權 

[講學自由] 

違  憲 

[附失效期限之

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 451 號 

(1998.3.27) 
時效取得地上

權登記要點限

制共有人申請

之規定違憲？ 

共有人得就共

有土地申請時

效取得地上權

登記。 

憲法第 15 條 保障基本權 

[因時效取得之

登記請求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52 號 

(1998.4.10) 
民法關於夫妻

住所以單方意

思決定之規定

違憲？ 

妻以夫之住所

為住所，贅夫以

妻之住所為住

所，此一規定違

反平等原則。

憲法第 7、10、

23 條 

保障基本權 

[平等權] 

違  憲 

[附失效期限之

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 453 號 

(1998.5.8) 
商業會計法由

主管機關認可

記帳人執業資

格 之 規 定 違

憲？ 

商業會計記帳

人之執業資格

應依法考選銓

定。 

憲法第 86 條 保障基本權 

[工作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54 號 

(1998.5.22) 
國人入境停留

居留及戶籍登

記 要 點 之 否

准、撤銷、離境

等規定違憲？ 

對在台無戶籍

人民申請在台

長期居留之不

利處分，係對人

民居住及遷徙

自由之重大限

制，仍有法律保

留之適用。 

憲法第 10 條 保障基本權 

[居住及遷徙自

由] 

違  憲 

[附失效期限之

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 455 號 

(1998.6.5) 
人事行政局就

留職停薪入伍

者年資採認之

函釋違憲？ 

軍人不論志願

役或義務役及

任 公 務 員 之

前、後服役、均

得依法以其軍

中服役年資與

任公務員之年

憲法第 7條 保障基本權 

[平等權] 

違  憲 

[附修法期限與

修法指示之單

純違憲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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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合併計算為

期退休年資。

釋字第 456 號 

(1998.6.5) 
勞保條例細則

限專任者始為

被保人之規定

違憲？ 

勞工保險條例

對於參加勞工

保險為被保險

人之員工或勞

動者，並未限定

於專任員工始

得為之。 

憲法第 23、153

條 

保障基本權 

[公法上之財產

請求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57 號 

(1998.6.12) 
退輔會之房舍

土 地 處 理 要

點，禁出嫁女繼

承 之 規 定 違

憲？ 

行政院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本會各

農場有眷場員

就醫、就養或死

亡開缺後房舍

土地處理要點」

限 於 榮 民 之

子，不論結婚與

否，均承認其所

謂 繼 承 之 權

利，與憲法男女

平等原則不符。

憲法第 7條 

憲法增修條文

第 10 條 

保障基本權 

[男女平等原

則] 

違  憲 

[附修法期限與

修法指示之單

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 458 號 

(1998.6.25) 
財政部就依獎

投條例減免稅

捐，以特定所得

為限之函釋違

憲？ 

生產事業兼營

非自行生產之

所得及非營業

收入不適用獎

投條例納稅限

額之限制。 

憲法第 19 條 保障基本權 

[納稅義務]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59 號 

(1998.6.25) 
限制役男對體

位判定提起訴

願之司法院解

釋違憲？ 

兵役體位之判

定係屬行政處

分得提起行政

訴訟。 

憲法第 16 條 保障基本權 

[訴訟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60 號 

(1998.7.10) 
財政部就供神

壇使用之建物

非自用之函釋

違憲？ 

地上建物供神

壇之用，無土地

稅法就宗教及

自用住宅予以

適當減免之適

憲法第 7、13、

19 條 

保障基本權 

[信仰宗教自

由] 

合  憲 

[合憲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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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釋字第 461 號 

(1998.7.24) 
參謀總長應受

立委質詢？得

拒絕至各委員

會備詢？ 

參謀總長雖非

部會首長，惟為

憲法第 67 條所

稱 之 政 府 人

員，負至立院委

員會備詢之義

務。 

憲法第 67 條 

憲法增修條文

第 3條 

維護憲政秩序 

[民意政治、責

任政治原理]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462 號 

(1998.7.31) 
限制公務員就

懲戒提訴願之

判例違憲？大

學教師升等評

審 程 序 應 如

何？ 

大學教評會關

於教師升等之

評審決定為行

政處分得提起

行政爭訟。 

憲法第 23 條 基本權保障 

[工作權、訴訟

權、學術自由]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63 號 

(1998.9.11) 
以特別預算編

列重大建設經

費違憲？ 

憲法第 164 條

所稱預算總額

不包括追加預

算 及 特 別 預

算，教科文預算

所佔比例、數額

等問題則為立

法裁量。 

憲法第 164 條 維護憲政秩序 

[中央與地方教

科文預算問題]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464 號 

(1998.9.11) 
行政院對軍官

服役條例「公務

員」所為之命令

違憲？ 

退役軍官就任

公職不得兼領

退休俸及待遇。

陸海空軍軍官

服役條例第 27

條 

保障基本權 

[生存權、公法

上之財產請求

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65 號 

(1998.9.25) 
農委會就保育

類動物之公告

違憲？ 

農委會保育類

野生動物名錄

公告符合授權

明確性原則。

野生動物保育

法第 3、4、33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釋字第 466 號 

(1998.9.25) 
公保給付之爭

議 之 審 判 法

院？ 

公保給付屬公

法關係，惟於法

制未備前向普

通法院起訴。

憲法第 16 條 保障基本權 

[訴訟權]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467 號 

(1998.10.22) 
86 年憲法增修

條文施行後，省

仍屬公法人？ 

省地位之轉變

一不再為地方

自治團體性質

之公法人。 

憲法增修條文

第 9條 

維護憲政秩序 

[省是否為公法

人問題]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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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468 號 

(1998.10.22) 
總統副總統選

罷法等法規就

連署及保證金

之規定違憲？ 

總統、副總統選

舉之連署及保

證金制度並無

違憲。 

憲法第 17、23、

45、46 條 

保障基本權 

[平等權、參政

權]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釋字第 469 號 

(1998.11.20) 
限制被害人請

求國賠之判例

違憲？ 

國賠法第 2 條

第 2 項後段之

適用要件乃係

公務員於依法

規裁量萎縮至

零時。 

憲法第 24 條 保障基本權 

[公法上之財產

請求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70 號 

(1998.11.27) 
民國 92 年以

前，提名司法院

正副院長及大

法官之依據？  

民國 92 以前司

法院院長、副院

長及大法官出

缺時之任命。

憲法第 79 條 

憲法增修條文

第 4條 

維護憲政秩序 

[司法院正副院

長及大法官出

缺任命問題]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471 號 

(1998.12.18) 
槍砲條例強制

工作處分之規

定違憲？ 

保安處分涉及

人身自由之限

制，應受比例原

則之規範。 

憲法第 8、23 條 保障基本權 

[人身自由]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72 號 

(1999.1.29) 
健保法就強制

納保、繳費及滯

納金之規定違

憲？ 

全民健康保險

法有關強制納

保等規定，與憲

法並無牴觸。

憲 法 第 23 、

155、157 條 

憲法增修條文

第 10 條 

保障基本權 

[生存權]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釋字第 473 號 

(1999.1.29) 
健保法細則就

專技人員投保

金額之規定違

憲？ 

全民健康保險

法施行細則第

41 條第 4 項規

定符合母法授

權意旨，與憲法

並無牴觸。 

全民健康保險

法第 8、18、21、

22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74 號 

(1999.1.29) 
公保法細則就

保險金消滅時

效 之 規 定 違

憲？  

公務人員保險

金請求權之消

滅時效屬法律

保留範圍。 

憲法第 23 條 保障基本權 

[公法上之財產

請求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75 號 

(1999.1.29) 
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不處理在

大陸發行之債

券 之 規 定 違

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第 63 條第

3 項延緩民國

83 年前各項政

憲法第 23、27、

174 條 

憲法增修條文

第 11 條 

保障基本權 

[平等原則] 

合  憲 

[合憲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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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府 公 債 之 清

償，與憲法並無

牴觸。 

釋字第 476 號 

(1999.1.29) 
毒品條例之死

刑、無期徒刑規

定違憲？ 

肅清煙毒條例

及毒品危害防

治條例關於死

刑、無期徒刑之

規定與憲法第

23條並不牴觸。

憲法第 8、15、

23 條 

保障基本權 

[生存權、自由

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77 號 

(1999.2.12) 
受損權利回復

條例之要件及

適用對象規定

違憲？ 

擴大「戒嚴時期

人民受損權利

回復條例第 6

條適用對象」之

範圍。 

冤獄賠償法第

11 條 

戒嚴時期人民

受損權利回復

條例第 6條 

保障基本權 

[平等權、自由

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78 號 

(1999.3.19) 
財政部就申請

退還土地增值

稅要件之函釋

違憲？  

財政部函示「須

經稽徵機關核

准按自用住宅

用地稅為申請

退稅之要件部

分」，係增加土

地稅法蒂 35 條

第1項第1款所

無之限制。 

憲法第 19 條 保障基本權 

[納稅義務]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79 號 

(1999.4.1) 
社團作業規定

之應冠所屬行

政區域名稱規

定違憲？ 

人民團體之名

稱係屬結社自

由 保 障 之 範

圍，社會團體許

可立案作業規

定違反法律保

留原則應即失

其效力。 

憲法第 14、23

條 

保障基本權 

[結社自由] 

違  憲 

[違憲無效宣

告] 

釋字第 480 號 

(1999.4.16) 
產業升級條例

細則就增資償

債限期申請證

明 之 規 定 違

憲？ 

公司增資償還

貸款股票取得

新股免稅證明

期限不違憲。

促進產業升級

條例第 16 條 

保障基本權 

[納稅義務]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81 號 

(1999.4.16) 
福建省政府組

織規程未規定

省縣自治法第

64 條符合憲法

憲法第 121 條

憲法增修條文

保障基本權 

[平等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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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長及議員民

選違憲？ 

授權意旨，福建

省未選省長及

省議員無違評

等原則。 

第 8條 

釋字第 482 號 

(1999.4.30) 
未提再審不變

期間證據，無庸

命補正之判例

違憲？ 

民事訴訟再審

之訴漏未提出

遵守不變期間

之證據非屬程

式之欠缺，法院

非不得行使闡

明權裁定當事

人提出之。 

憲法第 16 條 保障基本權 

[訴訟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83 號 

(1999.5.14) 
公務人員任用

法等法規就高

資低用人員之

規定違憲？ 

公務人員任用

法俸給法及附

屬法規定，致高

資低用人員生

類似降級減俸

效果應予修正。

憲法第 18 條 保障基本權 

[服公職權之制

度性保障] 

違  憲 

[附修法指示之

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 484 號 

(1999.5.14) 
財政部就數人

申報契稅，緩發

稅單之函釋違

憲？  

就同一不動產

先後有數人申

報契稅，財政部

函示暫緩核發

稅單違憲。 

憲法第 15 條 保障基本權 

[納稅義務]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85 號 

(1999.5.28) 
眷村改建條例

等法規就原眷

戶之優惠規定

違憲？ 

原眷戶享有承

購依眷改條例

興建住宅，領取

輔助購宅等優

惠與平等原則

無牴觸。 

憲法第 7條 

憲法增修條文

第 10 條 

保障基本權 

[實質平等原

則]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釋字第 486 號 

(1999.6.11) 
商標法就有其

他團體名稱之

商標圖樣之註

冊要件規定違

憲？ 

商標法規定商

標圖樣有其他

團體名稱，未得

其承諾不得申

請註冊與憲法

無違，其他團體

指自然人法人

外其他無權利

能力團體。 

憲法第 22 條 保障基本權 

[無體財產權、

人格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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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487 號 

(1999.7.9) 
冤賠法以受害

人行為違反公

序良俗為由，剝

奪其請求權之

限 制 規 定 違

憲？ 

以違反公序良

俗為由剝奪冤

獄 賠 償 請 求

權，不符比例原

則。冤賠法第 2

條第 2 款不予

適用。 

憲法第 24 條 

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第5

條 

保障基本權 

[人身自由、公

法上之財產請

求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88 號 

(1999.7.30) 
銀行法等法規

未明定作成行

政處分之程序

違憲？ 

金融主管機關

作成處分前須

聽取關係人意

見，銀行法信用

合作社法及接

管辦法均應檢

討修正。 

憲法第 145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違  憲 

[附修法指示之

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 489 號 

(1999.7.30) 
銀行法等法規

之「其他必要之

處置」意涵？ 

主管機關對經

營不善促使被

概括承受隻金

融機構，須其未

能提出有效償

債方法始得為

之。 

信用合作社法

第 27 條 

銀行法第 62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490 號 

(1999.10.1) 
兵役法服兵役

義務及免除禁

役規定違憲？ 

因違反兵役法

之規定而符合

處 罰 之 要 件

者，仍應依妨害

兵役治罪條例

之規定處斷，並

不構成一行為

重 複 處 罰 問

題，亦與憲法第

13 條宗教信仰

自由之保障及

第 23 條比例原

則之規定，不相

牴觸。 

憲法第 7、13、

20、23 條 

保障基本權 

[宗教信仰自

由]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91 號 

(1999.10.15) 

公務人員考績

法免職處分要

件之授權規定

公務人員考績

法 等 相 關 法

規，並踐行正當

憲法第 18 條 保障基本權 

[平等權、工作

權] 

違  憲 

[附失效期限與

修法指示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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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憲？ 法律程序，方符

憲法第 23 條之

意旨。 

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 492 號 

(1999.10.29) 
經濟部就解散

或 撤 銷 登 記

者，即廢止營業

之函釋違憲？ 

關於依公司法

為解散或撤銷

登記即係廢止

營業之函釋，有

違憲法保障人

民財產權意旨。

憲法第 15 條 保障基本權 

[無體財產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493 號 

(1999.10.29) 
財政部就免稅

與應稅所得之

成本及費用計

算 之 函 釋 違

憲？ 

財政部以收入

比例作為分攤

基 準 計 算 方

式，符合公平原

則。 

憲法第 19 條 保障基本權 

[納稅義務]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釋字第 494 號 

(1999.11.18) 
勞基法延長工

時加給之計算

標準？ 

性 質 特 殊 工

作，對該新增修

條文生效日前

之事項，無適用

餘地。 

勞動基準法第

3、24、81 條第

1款 

保障基本權 

[工作權、生存

權]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495 號 

(1999.11.18) 
緝私條例就貨

物與文件不符

得沒入之規定

違憲？ 

海關緝私條例

第 31 條第 1 款

係課進出口人

常規程序，其責

任要件未排除

釋字第 275 號

之適用，與憲法

第 23 條尚無牴

觸。 

憲法第 23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負擔]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496 號 

(1999.12.3) 
減免營所稅計

算公式非營業

之虧損以零處

理 之 規 定 違

憲？ 

非營業損失，應

該據以定其歸

屬，倘難區分，

依免稅與應稅

產品銷貨比例

推估，始服租稅

公平原則。 

憲法第 19 條 保障基本權 

[納稅義務]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釋字第 497 號 

(1999.12.3) 
大陸人民入境

辦法就資格、程

序及期限之規

「大陸地區人

民進入台灣地

區許可辦法 

憲法第 11、23

條 

保障基本權 

[居住遷徙自

由] 

合  憲 

[合憲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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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違憲？ 」及「大陸地區

人民在台灣地

區定居或居留

許可辦法」未逾

母 法 授 權 範

圍，亦未牴觸憲

法。 

釋字第 498 號 

(1999.12.31) 
地方政府人員

有無赴立院委

員 會 備 詢 義

務？ 

立法院不得以

地方機關公務

員 未 到 會 備

詢，據為刪減中

央機關對地方

補助款項預算

理由。 

憲法第 67 條第

2款 

維護憲政秩序 

[中央與地方權

限劃分]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499 號 

(2000.3.24) 
88 年 9月 15日

修正公布之憲

法增修條文違

憲？ 

國代修憲程序

上違反公開透

明原則實體上

構 成 規 範 衝

突，88 年 9 月

15 日憲法增修

條文第 1、4、9、

10 條自解釋公

佈日起失效。

憲法第 1、2、

25、26、78、79、

133、135、171、

173、174 條 

維護憲政秩序 

[國民大會代表

延任問題] 

違  憲 

[違憲無效宣

告] 

釋字第 500 號 

(2000.4.7) 
財政部就高球

場入會費、保證

金徵稅違憲？ 

高爾夫球場收

取之保證金應

徵營業稅，於退

費時核實退稅

符合課稅公平

原則。 

憲法第 7、19 條 保障基本權 

[平等權、財產

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501 號 

(2000.4.7) 
公務人員俸給

法細則等就轉

任之年資官職

等規定違憲？ 

轉任人員採計

年資至所敘職

等本俸最高級

規定，與給俸法

施行細則不符

應檢討改進。

憲法第 16 條 保障基本權 

[工作權]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釋字第 502 號 

(2000.4.7) 
民法就收養雙

方之年齡限制

規定違憲？ 

收養者應長於

被收養者 20 歲

以上之規定，於

憲法第 23 條 保障基本權 

[自由權]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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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共同收養

或收養他方子

女宜有彈性。

釋字第 503 號 

(2000.4.20) 
行為併符行為

罰及漏稅罰要

件時得重複處

罰？ 

一行為同時符

合行為罰及漏

稅 罰 處 罰 要

件，除處罰之性

質與種類不同

外，不得重複處

罰。 

憲法第 23 條 

釋字第 275、

327、256 號 

保障基本權 

[財產負擔]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504 號 

(2000.5.5) 
辦理強執事項

就保全財產經

採購或徵收，法

院提存款項之

規定違憲？ 

保全程序效力

及於查封財產

代位物或代替

利益，未使債務

人陷於更不利

地位與憲法無

違。 

強制執行法第

51、113、134、

140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505 號 

(2000.5.5) 
財政部就增資

擴展設備申請

獎勵先辦登記

之函釋違憲？ 

生產事業增資

擴展設備申請

獎勵，財政部函

認應先辦理增

資登記違憲。

憲法第 23 條 保障基本權 

[因時效取得之

登記請求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506 號 

(2000.5.5) 
所得稅法細則

等就增資股票

課徵所得稅之

法令違憲？ 

公司轉投資取

得之增資股票

股利，應計入公

司所得計算未

分配盈餘。 

憲法第 19 條 保障基本權 

[納稅義務]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507 號 

(2000.5.19) 
專利法就告訴

須附鑑定報告

之規定違憲？ 

以檢附侵害鑑

定報告為行使

告訴權條件。

憲法第 16、23

條 

保障基本權 

[訴訟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508 號 

(2000.6.9) 
財政部以佃農

所得補償費半

數為所得之函

釋違憲？ 

耕地承租人因

政府徵收出租

耕地自出租人

取得之補償係

其 他 收 益 所

得，土地買賣時

憲法第 7條 保障基本權 

[平等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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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農取得之耕

作地上物權補

償費為損失補

償。 

釋字第 509 號 

(2000.7.7) 
刑法誹謗罪之

規定違憲？ 

誹謗罪控方應

負行為人毀損

名 譽 舉 證 責

任，行為人依其

證據確信言論

真實者不負刑

責。 

憲法第 11、22、

23 條 

保障基本權 

[言論自由、名

譽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510 號 

(2000.7.20) 
航空人員體格

標準限制執業

之規定違憲？ 

對於從事工作

方式及必備之

資格或其他要

件，得以法律或

視工作權限制

之性質，以有法

律明確授權之

命令加以規範。

憲法第 15、23

條 

保障基本權 

[工作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511 號 

(2000.7.27) 
道交裁罰標準

等之最低額、定

額裁罰規定違

憲？ 

主管機關依法

律授權就裁罰

事宜所訂定之

裁量基準，其罰

鍰之額度並未

逾越母法，符合

平等原則及憲

法保障財產權

之意旨。 

憲法第 7、15、

23 條 

釋字第137、423

號解釋 

保障基本權 

[財產負擔]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512 號 

(2000.9.15) 
煙毒條例限制

上訴三審之規

定違憲？  

肅清煙毒條例

第 16 條之規定

未侵害憲法保

障之人民訴訟

權，與憲法第

7、23 條亦無牴

觸。 

憲法第 7、16、

23 條 

釋字第 393、

396、418、442

號 

保障基本權 

[訴訟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513 號 

(2000.9.29) 
徵收都計區內

非公設用地之

私地須先變更

地方興建公設

徵收非公設用

地私有土地，應

憲法第 15 條 

釋字第 156 號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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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先踐行變更都

市計畫之程序

再予徵收。 

釋字第 514 號 

(2000.10.13) 
遊戲場業規則

對允未滿 18 歲

人進入者撤銷

許 可 規 定 違

憲？ 

職業自由之限

制，須符合法律

保留原則及授

權明確性原則

之要求。 

憲法第 15、23

條 

保障基本權 

[工作權、財產

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515 號 

(2000.10.26) 
產業升級條例

就未依規定使

用土地廠房，強

制收買規定違

憲？ 

工業主管機關

強制買回工業

區土地或標準

廠房，若係因非

可歸責於興辦

工業人之事由

者，興辦工業人

原繳納之工業

區開發管理基

金應予發還，否

則構成公法上

之不當得利，得

依行政訴訟法

提起給付訴訟

而請求返還。

憲法第 15、23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516 號 

(2000.10.26) 
行政法院就未

依 限 發 補 償

費，徵收不失效

之決議違憲？ 

土地徵收補償

費應於法定期

間內發給，逾期

未發徵收土地

核准案即失其

效力。 

憲法第 15 條 

釋字第 110、

400、409、425

號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517 號 

(2000.11.10) 
兵役條例就遷

居致召集令無

法送達者處刑

罰規定違憲？ 

後備軍人遷居

未申報及因而

致召集令無法

送達，妨害兵役

治罪條例第 11

條處以刑事罰

不違憲。 

憲法第 10、20、

23、137 條 

保障基本權 

[居住遷徙自

由]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518 號 

(2000.12.7) 
水利會組織規

程就掌水費負

農田水利會組

織規程規定水

憲法第 15、23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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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 等 規 定 違

憲？ 

利小組成員負

擔，掌水費用等

係屬慣行之確

認與憲法無違。

釋字第 519 號 

(2000.12.22) 
財政部就無須

報關貨物應開

發票之函釋違

憲？ 

為執行營業稅

法關於營業稅

之課徵而為之

技術性補充規

定，無違租稅法

定主義。 

憲法第 19 條 保障基本權 

[納稅義務]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520 號 

(2001.1.15) 
政院停建核四

廠應向立院報

告？ 

重要政策變更

涉及停止執行

法定預算，行政

院應向立法院

提出報告並備

質詢。 

憲法第 53、57

條 

憲法增修條文

第 3條 

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第

5、7條 

釋字第 391 號

維護憲政秩序 

[行政院與立法

院權間權限爭

議]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521 號 

(2001.2.9) 
緝私條例概括

處罰虛報貨物

原產地之規定

違憲？ 

以概括條款之

方式，處罰虛報

進口貨物原產

地 之 違 法 行

為，不違反法律

明確性原則。

憲法第 23 條 

釋字第 275、

432、491 號 

保障基本權 

[人權限制條款

─法律明確性

原則]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522 號 

(2001.3.9) 
77 年證交法第

177條授權科罰

之規定違憲？ 

法律就刑罰之

構成要件授權

以命令為補充

規定者，除須符

合授權明確性

原則外，亦須符

合刑罰明確性

原則。 

憲法第 23 條 

釋字第 491 號

保障基本權 

[人權限制條款

─授權明確性

原則、刑罰明確

性原則] 

違  憲 

[附修法指示之

單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 523 號 

(2001.3.22) 
流氓條例法院

裁定留置規定

違憲？ 

留置處分乃對

人民人身自由

所為之嚴重限

制，關於「檢肅

流氓條例」之要

件，委由法院自

憲法第 8、23 條 保障基本權 

[人身自由] 

違  憲 

[附失效期限之

單純違憲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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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裁 量 之 規

定，應於本解釋

公佈之日起一

年內失其效力。

釋字第 524 號 

(2001.4.20) 
健保法第 31 條

及授權所定之

醫療辦法等規

定違憲？ 

健保法部分條

款違背法律明

確性原則，相關

函令亦逾授權

範圍均應檢討

修正。 

全民健康保險

法第 5、31、39、

41、50、51 條

釋字第 472 號

保障基本權 

[人權限制條款

─法律保留原

則、法律明確性

原則] 

違  憲 

[附修法期限與

修法指示之單

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 525 號 

(2001.5.4) 
銓敘部就後備

軍人轉任公職

停止優待之函

釋違憲？ 

銓敘部 84 年函

停止預官轉任

公職優待，與信

賴保護原則無

違不生牴觸憲

法問題。 

行政程序法第

4、8、119、120、

126 條 

保障基本權 

[人權限制條款

─信賴保護原

則]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526 號 

(2001.6.1) 
銓敘部對經建

會人員改制前

年資，不予補償

之函釋違憲？ 

銓敘部認經建

會所屬人員在

改制前之年資

不再發給補償

金之函示，並不

違反憲法關於

平等權及財產

權保障之規定。

憲法第 7、15 條

釋字第 485 號

保障基本權 

[公法上之財產

請求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527 號 

(2001.6.15) 
地制法得聲請

司法院解釋各

規定之意涵？ 

自治團體得依

地方制度法相

關規定設置機

關任命職位。地

方自治團體、行

政機關、有監督

權限之各級主

管機關均得依

法聲請釋憲。

憲法第 78、121

至 128 條 

憲法增修條文

第 5、9條 

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第

5、7、8、9條

釋字第 260、

293、307、467

號 

維護憲政秩序 

[中央與地方自

治團體間權限

爭議問題]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528 號 

(2001.6.29) 
組織犯罪條例

強制工作之規

定違憲？ 

組織犯罪防治

條例中強制工

作規定，可補刑

罰不足、協助再

憲法第 8、23 條

釋字第 471 號

保障基本權 

[人身自由] 

合  憲 

[合憲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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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化、防制組

織犯罪，且考量

個別受處分人

之不同情狀，不

牴觸憲法。 

釋字第 529 號 

(2001.7.13) 
國防、內政部以

64 年次男為金

馬區徵兵對象

之函釋違憲？ 

不問是否符合

檢定為已訓乙

種國民兵要件

而概以 64 年次

男子為金馬地

區開始徵兵之

對象之函釋，違

反信賴保護原

則。 

憲法第 7、20 條

釋 525 號 

保障基本權 

[人權限制條款

─信賴保護原

則]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530 號 

(2001.10.5) 
最高司法機關

就審理事項有

規則制訂權？ 

1.最高司法機

關基於司法行

政監督權之行

使得以發布命

令，但不得違反

審判獨立之原

則及法律保留

原則。 

2.基於「檢察一

體」之原則，檢

察總長與檢察

長就檢察官偵

察案件的檢察

事務，有所謂

「檢察事務指

令權」，與法官

獨 立 裁 判 不

同；至於法務部

長則僅得就檢

察行政監督事

務發布命令。

3.司法院依憲

法第 77 條之規

定，應為最高審

憲法第 77、80

條 

維護憲政秩序 

[司法院定位問

題、依法獨立審

判問題]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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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機關，相關法

律應自本解釋

公佈之日起兩

年內檢討修正。

釋字第 531 號 

(2001.10.19) 
道交條例就駕

車 致 死 傷 逃

逸，吊照禁再考

領規定違憲？ 

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 62

條第 1 項關於

駕駛汽車肇事

致人受傷或死

亡並逃逸者，吊

銷其駕駛執照

並禁止其終身

考領駕照之規

定，為維護社會

秩序、增進公共

利益所必要，與

憲法第 23 條尚

無違背。然禁止

考照之規定應

視駕駛人實際

情形加以檢討。

憲法第 23 條 保障基本權 

[人權限制條款

─公益原則]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釋字第 532 號 

(2001.11.2) 
台省坡地變更

要點就變更編

定要件之規定

違憲？ 

前台灣省政府

依職權發布之

「台灣省非都

市土地山坡地

保育區、風景

區、森林區丁種

建築(窯業)用

地申請同意變

更作非工(窯)

業使用審查作

業要點」之內容

已逾越母法之

範圍，並增加人

民使用土地權

利之限制，與法

律保留原則有

違。 

區域計畫法第

13 條第 1 項、

15 條 

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理規則第

12、17 條 1款

保障基本權 

[人權限制條款

─法律保留原

則]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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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533 號 

(2001.11.16) 
健保局與醫療

機構履約爭議

之救濟程序？ 

中央健保局與

特約醫事服務

機 構 間 之 合

約，性質上屬於

行政契約，依行

政訴訟法第 8

條之規定，若有

爭議應循行政

訴訟途徑尋求

救濟。 

憲法第 16 條 保障基本權 

[訴訟權]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534 號 

(2001.11.30) 
土地法徵收之

土地因可歸責

於原土地所有

人或使用人，致

未能依限使用

者，限制原土地

所有人買回權

之規定違憲？  

土地法第 219

條第 3 項限制

原土地所有權

人買回權之規

定，於憲法保障

人民財產權之

意 旨 並 無 相

違，自不生牴觸

戲法之問題。

憲法第 143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535 號 

(2001.12.14) 
警察勤務條例

實施臨檢之規

定違憲？ 

臨檢依「警察勤

務條例」之規定

為警察執勤方

式之一，惟該條

例並未允許警

察人員得不顧

時間、地點及對

象任意臨檢，為

人民自由及警

察執勤時之人

身安全計，有關

機關應依解釋

意旨儘速檢討

修正警察勤務

規範。 

憲法第 23 條 保障基本權 

[人身自由、隱

私權]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釋字第 536 號 

(2001.12.28) 
財政部就未上

市、上市股票價

值估定之函釋

違憲？ 

財政部關於未

上市或未上櫃

公司股票價值

估算方式之函

憲法第 15、19

條 

保障基本權 

[納稅義務]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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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在於闡明遺

產稅及贈與稅

法施行細則弟

29 條之規定，

遺產稅及贈與

稅合於第 10 條

第 1 項之立法

意旨，亦與憲法

第 19 條之租稅

法律主義無違。

釋字第 537 號 

(2002.1.11) 
財政部減免房

屋稅應申報使

用情形之函釋

違憲？ 

合法登記之工

廠供直接生產

使用之自有房

屋，其房屋稅有

減半徵收之租

稅優惠，惟申報

前已按營業用

稅繳納之房屋

稅者，則不適用

修正後之規定。

房屋稅條例第7

條、第 15 條第

2項第 2款 

保障基本權 

[納稅義務]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538 號 

(2002.1.22) 
營造業規則就

戰地業者換領

證書之規定違

憲？ 

營造業之分級

條件及得承攬

工程之限額等

相關事項，仍應

遵循「法律保留

原則」，蓋此涉

及人民營業自

由之重大限制

之故。 

憲法第 7、23 條 保障基本權 

[工作權]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釋字第 539 號 

(2008.2.8) 
高地院庭長調

任要點違憲？ 

任免「庭長」之

行政行為，與其

擔任法官之本

職無關，是以司

法行政機關此

項「職權命令」

與憲法第 81 條

法官身分保障

並無牴觸。 

憲法第 80、81

條 

維護憲政秩序 

[司法審判獨立

問題]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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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540 號 

(2002.3.15) 
國宅條例收回

國宅強執事件

之審判權？ 

國民住宅出售

契約非屬公法

上 之 法 律 問

題，乃私權事

件，故對此有爭

訟，應由普通法

院 民 事 庭 管

轄，而非行政訴

訟。 

國民住宅條例

第 2條 

保障基本權 

[訴訟權]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541 號 

(2002.4.4) 
92年 10月任滿

前，司法院正、

副院長及大法

官 之 任 命 程

序？ 

司法院第六屆

大法官於 92 年

任期屆滿前，若

有出缺時，其任

命之程序，應由

總統提名，經立

法院同意任命

之。 

憲法增修條文

第 5條第 1項

維護憲政秩序 

[大法官出缺時

之同意任命權

歸屬]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542 號 

(2002.4.4) 
翡翠水庫集水

區遷村計畫居

住事實認定規

定違憲？ 

人民雖有遷徙

及 居 住 之 自

由，惟仍不得逾

憲法第 23 條之

必要程度，故依

自來水法第 11

條授權行政機

關劃定某水域

保護區，禁止人

民居住，要難謂

違憲；行政機關

訂定此一行政

命令仍須注意

平等原則。 

憲法第 10 條 保障基本權 

[平等權、自由

權]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釋字第 543 號 

(2002.5.3) 
緊急命令得再

授權為補充規

定？ 

緊急命令係直

接依憲法授權

發布，其效力、

位 階 高 於 法

律，有關細節

性、技術性事項

有待補充，應於

憲法增修條文

第 2條第 3項

維護憲政秩序 

[總統緊急命令

權問題]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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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命令中明

文 授 權 之 意

旨，且此補充之

行政命令應依

法送立法院審

查始能發生效

力。 

釋字第 544 號 

(2002.5.17) 
麻 醉 藥 品 條

例、煙毒條例，

對施用者處自

由 刑 規 定 違

憲？ 

認「肅清煙毒條

例」及「麻醉藥

品管理條例」未

按行為人是否

業已成癮為類

型化區分，按其

立法意旨係為

嚇阻毒品之施

用，與憲法第 8

條及第 23 條並

無牴觸。 

憲法第 8、23 條 保障基本權 

[人身自由]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釋字第 545 號 

(2002.5.17) 
75 年修正之醫

師法處罰業務

上違法行為之

規定違憲？ 

「醫師法」第

25 條規定所謂

「業務上違法

或不正當行為」

雖屬不確定法

律概念，惟得依

具體個案由司

法審查予以確

定，則與「法律

明確性原則」尚

無不合。 

憲法第 23 條 保障基本權 

[人權限制條款

─法律明確性

原則]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546 號 

(2002.5.31) 
院 2810 號就訴

願為無實益之

解釋違憲？ 

提 起 行 政 爭

訟，須具有爭訟

之 利 益 為 前

提，惟並不包括

性質上屬於重

複發生之權利

或法律上利益

受侵害之情形。

訴願法第 1、7

條 

保障基本權 

[訴訟權]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547 號 中醫檢覈辦法 已領有「僑」字 憲法第 86 條 保障基本權 合  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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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6.28) 就回國執業者

補行筆試之規

定違憲？ 

或「僑中」字中

醫師證書者，回

國執業時，仍應

依照中醫師檢

覈辦法第 6 條

之規定補行筆

試，方符憲法上

之平等原則。

[平等權] [合憲宣告] 

釋字第 548 號 

(2002.7.12) 
公平會「權利正

當行使」之函釋

違憲？ 

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於 86

年發布之「審理

事業發侵害著

作權、商標權或

專利權警告函

處理原則」為執

行公平交易法

第 45 條所為之

例示性函釋，未

對人民權利之

行使增加法律

所無之限制，於

法律保留原則

無違，亦不生授

權是否明確問

題，與憲法尚無

牴觸。 

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 

專利法第 88 條

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 

保障基本權 

[人權限制條款

─法律保留原

則、授權明確性

原則]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549 號 

(2002.8.2) 
勞保條例就勞

保遺屬津貼受

領 之 規 定 違

憲？ 

勞工保險條例

第 27 條、第 63

至 65 條所規定

保險給付之領

取，應以受保險

人生前撫養暨

無謀生能力之

事實為要件，方

符國家對人民

無力生活者負

扶助與救濟之

憲法意旨，相關

憲法第153、155

條 

憲法增修條文

第 10 條第 8項

保障基本權 

[生存權]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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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應依解釋

意旨於兩年內

檢討修正。 

釋字第 550 號 

(2002.10.4) 
健保法責地方

政府補助保費

之規定違憲？ 

全民健康保險

法第 27 條由地

方政府補助被

保險人保險費

之規定，應普遍

推行衛生保健

事業及公醫制

度 規 定 之 意

旨；且與憲法保

障地方自治團

體 之 意 旨 無

違，惟此類規定

制定過程中應

賦予地方自治

團體參與立法

程序之機會。

憲法第 107、

108、109、155、

157、158 條 

憲法增修條文

第 10 條 

維護憲政秩序 

[中央與地方自

治團體間權限

爭議]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釋字第 551 號 

(2002.11.22) 
毒品條例誣告

反坐之規定違

憲？ 

毒品危害防治

條例第 16 條反

坐規定，與行為

人負擔刑事責

任應以其行為

本身之惡害程

度予以非難評

價之刑法原則

有違，且與憲法

第 23 條所定之

比例原則未盡

相符。 

憲法第 15、23

條 

保障基本權 

[自由權、生存

權] 

違  憲 

[附失效期限與

修法指示之單

純違憲宣告] 

釋字第 552 號 

(2002.12.13) 
釋 362 號所稱

「類此之特殊

狀況」之意涵？ 

婚姻自由雖為

憲法上所保障

之自由權，惟應

受一夫一妻婚

姻 制 度 之 限

制。惟如婚姻關

係已因確定判

憲法第 22 條 

釋字第 362 號

保障基本權 

[婚姻自由]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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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或協議離婚

而消滅，第三人

本於善意且無

過失，信賴該判

決或協議而與

前婚姻之一方

相婚，致後婚姻

成為重婚者，後

婚姻須雙方當

事人均為善意

且無過失時，始

能維持其效力。

釋字第 553 號 

(2002.12.20) 
北市府延選里

長決定合法？  

地方自治團體

處理其自治事

項與承中央主

管機關之命辦

理委辦事項不

同，前者中央之

監督僅能就適

法性為之；後者

得就適法性之

外，行政作業之

合目的性等實

施全面監督。地

方制度法第 83

條第 1 項所規

定者為地方自

治事項，條文中

所謂「特殊事

故」，乃不確定

法律概念，係賦

予該管行政機

關相當程度之

判斷餘地，上級

監督機關為適

法 性 監 督 之

際，固應尊重地

方自治團體所

憲法第 78、118

條 

憲法增修條文

第 5條 

維護憲政秩序 

[中央與地方自

治團體間權限

爭議]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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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合法性判

斷，但如其判斷

有恣意濫用及

其 他 違 法 情

事，上級監督機

關尚非不得依

法撤銷或變更。

釋字第 554 號 

(2002.12.27) 
刑法第二百三

十 九 條 對 通

姦、相姦者處以

罪刑，是否違

憲？ 

刑法第 239 條

對人民之性行

為自由有所限

制，乃為維護婚

姻、家庭制度及

社會生活秩序

所必要。立法者

就婚姻、家庭制

度之維護與性

行為自由間所

為價值判斷，並

未逾越立法形

成 自 由 之 空

間，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

之規定尚無違

背。 

憲法第 22 條 保障基本權 

[性行為自由]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555 號 

(2003.1.10) 
受損權利回復

條例細則就「公

務人員」之界定

違憲？ 

依憲法第 86 條

及公務人員任

用 法 規 定 觀

之，稱公務人員

者，係指依法考

選銓定取得任

用資格，並在法

定機關擔任有

職稱及官等之

人員。是公務人

員在現行公務

員法制上，乃指

常 業 文 官 而

言，不含武職人

憲法第 86 條 保障基本權 

[平等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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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在內。 

釋字第 556 號 

(2003.1.24) 
組織犯罪條例

「參與犯罪組

織」之意涵？ 

組織犯罪防制

條例第 3條第 1

項及第 3 項所

稱之參與犯罪

組織，指加入犯

罪組織成為組

織之成員，而不

問參加組織活

動與否，犯罪即

屬成立。若組織

成員在參與行

為未發覺前自

首，或長期未與

組織保持聯絡

亦未參加活動

等事實，足以證

明其確已脫離

犯罪組織者，即

不能認其尚在

繼續參與。 

憲法第 8條 保障基本權 

[人身自由]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557 號 

(2003.3.7) 
用人費率事業

退休人員能續

住原配宿舍? 

行政院 49年 12

月 1 日以台四

十九人字第六

七一九令，准許

已退休人員得

暫時續住現住

宿舍，所稱「已

退休人員」，係

指「依法任用並

依公務人員退

休法辦理退休

之公務人員」，

不包括台灣省

菸酒公賣局退

休人員。 

公務人員任用

法第 33 條 

公務人員退休

法第 2條 

保障基本權 

[工作權] 

其  他 

[未表明違憲或

合憲之宣告] 

釋字第 558 號 

(2003.4.18) 
國安法就人民

入出境須經許

國安法不分在

台有無住所、戶

憲法第 10、23

條 

保障基本權 

[居住遷徙自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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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之 規 定 違

憲？ 

籍，一律非經許

可不得入境之

規定違反憲法

第 23 條規定之

比例原則，侵害

國民得隨時返

回本國自由。

憲法增修條文

第 11 條 

釋字第 265、

454、497 號 

由]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釋字第 559 號 

(2003.5.2) 
家暴法對非金

錢給付保護令

執行之程序授

權規定違憲？ 

家庭暴力防治

法有關警察機

關執行非金錢

保護令之概括

授權規定，對於

警察機關執行

保護令得適用

之程序及方法

均未加規定，且

未對辦法內容

為具體明確之

授權，應分別情

形以法律或法

律具體明確授

權之命令定之。

憲法第 8、10、

15、23 條 

保障基本權 

[人身自由、財

產權]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釋字第 560 號 

(2003.7.4) 
就業法就外國

受僱人領喪葬

津貼之限制規

定違憲？ 

勞工保險基金

係由被保險人

繳 納 之 保 險

費、政府之補助

及雇主之分擔

額所形成，並非

被保險人之私

產。勞工保險條

例中之相關規

定應基於貫徹

國家負生存照

顧義務之憲法

意旨，並兼顧養

子女及其他遺

屬確受被保險

人生前扶養暨

憲法第 7、15、

23 條 

保障基本權 

[工作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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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謀生能力之

事實予以修正。

釋字第 561 號 

(2003.7.4) 
台省耕地租約

辦法就止約登

記應備文件之

規定違憲？ 

台灣省耕地租

約登記辦法有

關出租人依耕

地三七五減租

條例申請租約

終止登記者所

應檢附之證明

文件，為主管機

關基於法律授

權所作之細節

性、技術性補充

規定，並未逾越

法律之授權，亦

未增加法律所

無之限制，與憲

法尚無牴觸。

台灣省耕地租

約登記辦法第6

條第2項第3款

耕地三七五減

租條例第 17 條

第 1項第 3款

保障基本權 

[人權限制條款

─法律保留原

則]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562 號 

(2003.7.11) 
內政部就公同

共有不動產應

有部分讓與之

命令違憲？ 

土地法第 34 條

之1第1項之規

定，立法意旨在

於兼顧共有人

權 益 之 範 圍

內，促進共有物

之有效利用，以

增 進 公 共 利

益。該規定所稱

共有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之處

分，如為讓與該

共有物，即係讓

與所有權。是不

動產之應有部

分如屬公同共

有者，其讓與自

得準用該規定。

土地法第 34 條

之 1 第 1項、第

5項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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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563 號 

(2003.7.25) 
大學就碩士生

學科考兩次未

過，以退學論之

校規違憲？ 

憲法第 11 條之

講學自由賦予

大學教學、研究

與 學 習 之 自

由，並於直接關

涉教學、研究之

學術事項，享有

自治權。國家對

於 大 學 之 監

督，依憲法第

162 條規定，應

以法律為之，惟

仍應符合大學

自治之原則。是

立法機關不得

任意以法律強

制大學設置特

定之單位，致侵

害大學之內部

組織自主權；行

政機關亦不得

以命令干預大

學教學之內容

及 課 程 之 訂

定，而妨礙教

學、研究之自

由，立法及行政

措施之規範密

度，於大學自治

範圍內，均應受

適度之限制。

憲法第 11、162

條 

釋字第 380、

382、450 號 

保障基本權 

[講學自由] 

合  憲 

[合憲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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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564 號 

(2003.8.8) 
道交條例禁止

騎樓設攤之規

定違憲？ 

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 82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在公告

禁止設攤之處

擺設攤位者，主

管機關除責令

行為人即時停

止並消除障礙

外，並處以罰

鍰，就私有土地

言，雖係限制土

地所有人財產

權之行使，然其

目的係為維持

人車通行之順

暢，且此限制對

土地之利用尚

屬輕微，未逾越

比例原則，與憲

法保障財產權

之意旨並無牴

觸。惟行政機關

對人民財產權

行使之限制，其

公告形式之作

成，宜審酌准否

設攤地區之交

通流量、道路寬

度或禁止之時

段等因素而為

之，相關條例規

定尚欠具體明

確，相關機關應

儘 速 檢 討 修

正，或以其他法

律為更具體之

規範。 

憲法第 15、23、

110 條 

憲法增修條文

第 9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合  憲 

[附修法指示之

警告性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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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565 號 

(2003.8.15) 

證所稅課徵注

意事項就停徵

範圍之規定違

憲？ 

行政機關視經

濟發展、資本形

成之需要及證

券 市 場 之 狀

況，對個人出售

證券，在一定範

圍內，就其交易

所得所採行之

優惠規定，與憲

法第十九條所

定租稅法定主

義尚無牴觸。又

此停徵證券交

易所得稅，係行

政機關依法律

授權，為增進公

共利益，權衡經

濟發展階段性

需要與資本市

場實際狀況，本

於專業之判斷

所為合理之差

別規定，與憲法

第 7 條平等原

則亦無違背。

憲法第 7、19 條 保障基本權 

[納稅義務、平

等權] 

合  憲 

[合憲宣告] 

釋字第 566 號 

(2003.9.26) 

農發條例細則

等命令就非農

用 仍 農 作 土

地，課遺贈稅違

憲？ 

農業發展條例

第 31 條前段之

規定及其後之

同條例施行細

則第 21 條後段

之規定，有違憲

法第 19 條所言

之租稅法律主

義，不符憲法保

障人民財產權

之意旨與法律

保留原則。 

憲法第 19、23

條 

保障基本權 

[財產權] 

違  憲 

[未附失效或修

法期限與修法

指示之單純違

憲宣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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