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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中文摘要 
 

論文名稱：司法違憲審查在台灣民主鞏固時期之角色分析 

校（院）所別：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黃昭元博士 、陳文政博士 

研究生：黃琬珺 

論文摘要： 

    憲法乃國家與人民的契約，現代民主國家，多以成文憲法來規範國家

之權力行使，而司法違憲審查乃是憲法精神得以實踐與落實之機制。大法

官會議為我國唯一之釋憲機關，肩負憲法賦予釋憲之重責大任，凡有關政

府機關權限爭議問題及人權問題，最後仍須仰賴大法官解釋來解決，由此

可知大法官解釋與民主鞏固之關係，相當密切。 

    台灣擁有豐富的文化及民主的社會，其歷史背景亦相當獨特，此為台

灣政治值得研究之處。在台灣的政治發展過程中，存在著不少「政治問題」

與「人權問題」，而司法違憲審查是否能扮演解決問題及促進民主的關鍵

角色，乃為研究者甚為關注之議題。易言之，台灣在民主鞏固過程中，勢

必有許多人權、政治與司法問題要面對及解決，而這些正是政治學者或相

關領域學者應關切之處。因此，本論文欲從司法違憲審查對於人權保障與

政治問題之解釋結果，來探討司法違憲審查在台灣民主鞏固時期之態度與

立場。 

    由於每個國家均有其獨特的政治背景與歷史文化，是故，司法違憲審

查的制度設計不盡相同，其對於民主鞏固扮演之角色定位亦不相同。本論

文旨在探討及分析台灣的民主鞏固現況，透過民主鞏固理論及司法違憲審

查的檢視、適用與反思，以政治學之立場，做一個深度的探討與分析，以

期對於台灣民主鞏固現況及相關研究，能有所助益與貢獻。 

 

關鍵字：民主化、民主政治、民主鞏固、司法違憲審查 



The Role of the Judicial Review during the Times of Taiwa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bstract 

    For the modern democratic countries, all limitations on exercise of a state’s right 

are stipulated in its written constitution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people’s rights from 

being infringed, and, the Judicial Review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stitution to make the 

spirit of the Constitution come true.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uncil of Grand Justices is the supreme and sole constructionist. They are 

vested with the authority to shoulders the heavy responsibilities of safeguard and 

support of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Taiwan is a “islands and islets” country, its political history is very special and 

unique, and, that is why the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of Taiwan deserved to be 

studied and researche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s a highly used but confused 

concept. Whether the concept can be elaborated into a more comprehensive theory in 

the field of the politics is still an issu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zation, in 

2000, party rotation has taken us into a new time. Even though the variety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more democratic society reveal the achievement of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of political system and human rights.  

    Every country has its own unique political background, history and culture, 

therefore, the design of the Judicial Review is different, and the role of the Judicial 

Review during the times of the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of Taiwan is also different.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discuss and analyze the situation about the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of Taiwan closely based on those theories concerning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nd Judicial Review, in the hope of making some contributions to 

further relevant studies of the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of Taiwan and future the 

deepening of democracy. 

 

Keywords: democratization, democratic politic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udici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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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司法機構與民主政治之間存在的矛盾與衝突，乃自古至今棘手的問

題。學者Ronald Dworkin曾對此問題提出看法：倘若讓一群非民選之專家

來指揮或取代立法決定，即使非民選之專家的決定更好，這仍會損害民主

（democracy）之價值，亦是人民自我統治的損失。但倘若是由法院依憲法

規範來宣告ㄧ項破壞或弱化社群之民主性格（the democratic character of the 

community）的法律違憲，則此決定並非「反民主」，反而是改善民主。1誠

如Dworkin所言，法院若是按照憲法規定來處理違憲之政治問題，則應是

促進民主而非反民主。台灣在民主化之後，面臨許多政治改革及人民權利

保障等諸種問題，均需依賴大法官解釋來平息紛爭或解決，因此，司法違

憲審查對台灣邁向民主鞏固是否有正面助益，值得探討。 

    台灣歷經多國的殖民統治，政治背景充滿殖民色彩，加上島國移民文

化影響，社會呈現多元文化，如此多元的政治歷史及豐富的文化資產，使

得台灣政治不僅值得研究，且深具人文歷史意義。但也由於台灣的政治歷

史曲折，「政治問題」或「人權議題」在其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常受到扭

曲及壓迫，司法制度在許多重要時刻是否能扮演關鍵角色，推進民主政治

發展及深化？其中尤是遇到政治問題時，司法違憲審查是否能秉持正義及

公正原則審理政治爭議之案件，值得觀察及研究。此外，關注人權議題者，

更應關注司法違憲審查，因司法違憲審查關係到人權意涵之界定，深深影

響「國家權力」與「人民權利」之間的互動及拉鋸。Alan Dershowitz教授

曾言，由歷史的演進來看，人民權利並非神聖且不可剝奪的，他以Alexander 

Hamilton支持John Adams的「外國人民法與叛亂法案」（Alien and Sedition 

                                                 
1 Ronald Dworkin, 1996, Freedom's law : the moral reading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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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s），及〈獨立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起草人之一Thomas 

Jefferson協助起草（並增補）維吉尼亞州的奴隸法典（Slave Code）剝奪黑

人奴隸擁有自由權等例子，來說明權利是脆弱且容易被剝奪的。2

    研究者在研讀台灣史與台灣政治制度時，對於憲法與政治之互動深感

興趣：倘若沒有司法違憲審查，則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是否能順利全面改

選？3其次，倘若沒有司法違憲審查，台灣的政治是否難以轉型？再者，倘

若沒有司法違憲審查，台灣的民主是否難以鞏固及深化？4此外，若民主政

治乃先於司法違憲審查而存在，此表示該審查制度並非民主政治產生之要

件，而是為因應政治或法律事件而設計的制度，則司法違憲審查在台灣民

主鞏固時期之角色定位為何？ 

    從民主化初始至民主轉型，再由民主轉型邁向民主鞏固，這是一條漫

長且艱澀的路，從 1991 年起，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歷經許多困境與挑戰，

這些困境與挑戰大多來自政治層面。政治問題由政治制度解決乃毫無疑

問，但倘若政治制度陷入僵局無法解決問題時，該如何解套？哪個單位機

構可以擔任解決政治僵局的工作？而該單位機構之決定或意見，政治部門

是否須接受？此外，政治問題或人權問題，有時並非一般法院之權限可以

解決，這須要深具公正性及權威性之司法機構來裁判，才能使政治部門信

服或停止行為。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專責解釋憲法，為台灣司法違憲審查之

                                                 
2 Alan Dershowitz, 2004, Rights From Wrongs: : a secular theory of the origins of rights, New York :  
  Basic Books ,p.2. 
3 1990 年 6 月 21 日，大法官作出釋字第 261 號解釋，此對於台灣的民主發展而言，貢獻甚大。 
  研究者認為，該號解釋之意義至少有三：（1）使中央民意代表具有代表性及正當性；（2）肯定 
  統治者之政策應基於「被統治者」的同意；（3）確保憲政體制運作順暢。釋字第 261 號解釋文 
  內容：中央民意代表之任期制度為憲法所明定，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當選就任後，國家遭遇重 
  大變故，因未能改選而繼續行使職權，乃為維繫憲政體制所必要。惟民意代表之定期改選，為 
  反映民意，貫徹民主憲政之途徑，而本院釋字第三十一號解釋、憲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及動員 
  戡亂時期臨時條款第六項第二款、第三款，既無使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無限期繼續行使職權或 
  變更其任期之意，亦未限制次屆中央民意代表之選舉。事實上，自中華民國五十八年以來，中 
  央政府已在自由地區辦理中央民意代表之選舉，逐步充實中央民意機構。為適應當前情勢，第 
  一屆未定期改選之中央民意代表除事實上已不能行使職權或經常不行使職權者，應即查明解職 
  外，其餘應於中華民國八十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終止行使職權，並由中央政府依憲法之精 
  神、本解釋之意旨及有關法規，適時辦理全國性之次屆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以確保憲政體制之 
  運作。 
4 例如釋字第 520 號解釋之產出，正值台灣民主鞏固初期，該號解釋對於閣揆任命權之確定，具 
  有相當程度的政治意義，值得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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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機構，因此，欲研究台灣民主鞏固時期之政治問題及人權問題，從司

法違憲審查著手，應為更佳之研究起點。 

    司法違憲審查是源自於美國，它是美國憲法的重要特色，亦是民主政

治實踐的重要機制。5司法違憲審查在美國的政治運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此並不意謂其毫無爭議。台灣由於歷史緣故，政治情況相當特別，在國

民黨執政的時代裡，司法體系長期為附屬於行政權，權力分立失衡。1991

年第一次修憲決定國會全面改選，1996 年台灣首次舉辦總統由人民直選，

2000 年民進黨籍候選人陳水扁當選總統，台灣首次出現政黨輪替。2008

年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先生當選總統，中央執政權由民進黨轉換為國民

黨，且總統交接過程和平順利。中央政權的兩次政黨輪替和平順利，此確

定了台灣將由民主轉型朝向民主鞏固的方向邁進。在民主化與鞏固的過程

中，勢必有許多人權、政治與司法問題要面對及解決，因此，本文欲從司

法違憲審查對於人權保障與解決政治問題的案例中，來探討司法違憲審查

在台灣民主鞏固時期之態度與立場。 

貳、研究目的 

    由於每個國家均有其獨特的政治背景與歷史文化，是故，司法違憲審

查的制度設計不盡相同，其對於民主鞏固扮演之角色定位亦不相同。本論

文擬先分析有關民主鞏固之意涵，然後討論司法違憲審查之類型，並各舉

一個典型國家作為分析對象，以便對照台灣的司法違憲審查在民主鞏固之

角色定位。因民主鞏固定義困難，分析時若無「明確指標」作為依據，則

分析將毫無邏輯且意義不大，所以，建構民主鞏固「指標」有其必要性。

研究者依據多位法政學者之理論，建構出三項民主鞏固指標，以該三項民

主鞏固指標來觀察司法違憲審查對台灣民主政治發展之影響，期能描繪出

台灣民主鞏固之現況。 

    國內研究司法違憲審查之學者多為法律學系者，政治學者研究司法違

憲審查者相對較少。有關司法違憲審查之研究頗多，民主政治或民主相關
                                                 
5 John Hart Ely, 1980, Democracy and distrust : A Theory of Judicial Review,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10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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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之研究亦不少，但將兩者結合研究之文獻卻不多。研究者選擇司法違

憲審查與民主鞏固作為論文研究範圍，即是希望將司法違憲審查與民主政

治理論兩者結合，作為「憲法與政治」研究之基礎，以探索討論憲法與政

治互動的矛盾與精采。期望本論文之研究能對司法違憲審查及民主政治理

論結合之研究有微薄些許之貢獻，使該領域研究者有更多、更充分之文獻

資料來研究分析。 

    承此，本論文之研究目的為： 

（一）就台灣而言，符合台灣歷史背景的民主鞏固指標為何？ 

（二）台灣民主鞏固和司法違憲審查類型之關聯為何？ 

（三）台灣在民主鞏固時期主要的憲政問題為何？ 

 

第二節 文獻探討與分析 

壹、有關司法違憲審查之文獻 

一、中文文獻 

承上所述，國內研究司法違憲審查之學者多為法律學系者，政治學者

研究司法違憲審查者相對較少。關於司法違憲審查之文獻頗多，民主政治

或民主相關理論之研究亦不少，但將兩者結合研究之文獻則不多。是故，

研究者擬先介紹法律學者之文獻，然後再介紹政治學者之文獻。6

    首先分析法律學界對於司法違憲審查研究的學者有李鴻禧、蘇俊雄、

葉俊榮、林子儀、董保城、黃昭元、許宗力、李建良、湯德宗、李念祖、

張文貞、陳慈陽、吳志光等，因學者們著述甚多，無法在此全部描述，因

此，研究者在文獻分析部份擬分析李鴻禧、許宗力、葉俊榮、黃昭元、林

子儀、李建良等學者之著作，以作為論文論證之主要依據，其他學者之理

論或觀點，研究者將視論文各章節之需要來引用及分析。 

                                                 
6 由於司法違憲審查及民主政治的文獻甚多，基於論文大綱計畫篇幅有限，研究者在文獻探討與 
  分析此部分，僅將主要引用的學者著作整理列出及簡析，而論文最後附上的參考文獻，是研究 
  者目前已收集之書目及文章論文，但因數量甚多，無法全部寫入此部份，但日後在論文各章節 
  裡，將視章節參考需要來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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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司法違憲審查不僅植基於憲法理論，亦是政治性濃厚之制度，

因此，本論文可說是憲法與政治對話及互動之研究。職是，法律學者與本

論文研究較具相關性之學者尚包括翁岳生、李震山、蔡茂寅、蔡宗珍、許

志雄、陳新民、董保城、蘇永欽、廖元豪、蕭文生、蘇俊雄、李惠宗等，

如前所述，研究者將視各章節之需要而引用，以輔助論文分析時之論證深

度。 

李鴻禧著作甚多，其中《憲法與憲政》（1997）、《違憲審查論》（1999）、

〈臺灣法制政治之回顧與展望以立憲政治為中心〉（1999），翻譯日本學者

蘆部信喜之《憲法》（2001）一書，以及與多位憲法學者合著之《台彎憲

法之縱剖橫切》（2002），對於憲法理論及司法違憲審查論述頗多。許宗力

教授的《憲法與法治國行政》（1999）及《法與國家權力》（1999），葉俊

榮教授的《珍惜憲法時刻》（2000），涉及法治國家精神及憲政改革，是研

究憲法理論必須研讀之專書。 

法院轉型與大法官解釋立場關係密切，然大法官解釋結果對修憲及民

主轉型正義與否，亦有連結關係。葉俊榮教授在其作品〈轉型法院的自我

定位：論憲法解釋對修憲機制的影響〉（2003）一文中指出，修憲與釋憲，

皆為憲法變遷的主要途徑，惟二者的主導機關不同、運作機制、與憲法上

的正當性基礎，並不相同。部份憲法變遷固然可藉由憲法解釋的方式達

成，但某些憲法規範的變動，卻一定要經由修憲方式才可達成，例如總統

或立法委員的任期。然民主轉型國家經常會遇到政治問題，面對轉型壓力

及頻繁的修憲，大法官頻頻以解釋回應重大政治問題、社會議題及因頻繁

修憲導致的憲法規範落差，乃已司空見慣，但這對台灣民主邁向民主鞏固

是否有影響？在該結論部份，葉教授認為，大法官的憲法解釋，對於台灣

從 1990 年代開始的民主化進程，扮演了積極促進的角色，此外，大法官

解釋在台灣民主轉型與憲政改革的過程中，透過法院的自我定位，對於日

後憲法解釋與憲改政治互動之關係，應有正面影響及意義。 

     此外，葉俊榮教授之著作尚包括〈九七憲改與臺灣憲法變遷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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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從國家發展與憲法變遷論大法官的釋憲機能：1949 至 1998〉

（1999）、〈憲政的上升或沈淪--六度修憲後的定位與走向〉（2002）、〈轉

型法院與法治主義：論最高行政法院對違法行政命令審查的積極趨勢〉

（2002），及〈路徑相依或制度選擇？--論民主轉型與憲法變遷的模式〉

（2006）等，對於憲法變遷、法院定位，以及憲改後釋憲機關功能等有甚

多詳細的理論介紹及描述。葉教授在民主轉型與鞏固方面亦有精湛研究，

其關於民主轉型與鞏固方面之著作，研究者擬於民主鞏固章節中再分析討

論。 

    黃昭元教授發表之學術文章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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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ㄧ文認為，台灣司法違憲審查是憲

法明文規定，其合法性（legality）乃理所當然，無庸置疑。但由於司法違

憲審查涉及的憲法理論與方法論相當複雜，若不嚴肅面對司法違憲審查制

度背後的理論及意義，司法如何制衡有缺陷的民主？大法官如何宣告具有

民意基礎的立法機關所制定的法律違憲？該文討論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

爭議的成因，並以實體論、程序論，及權力論來分析解決司法違憲審查正

當性爭議，其中，實體論部分以Alexander M. Bickle、Ronald Dworkin，及

Bruce Ackerman三位知名學者的主張討論解決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的分析

極為精彩，值得反覆閱讀。再者，〈司法違憲審查的制度選擇與司法院定

位〉（2003）一文，首先分析司法院定位的爭議問題，然後以比較法的觀

點來討論司法違憲審查制度的選擇，最後討論台灣的司法違憲審查並對該

制度提出選擇的建議及看法。研究者認為，台灣的政治歷史相當複雜，戒

嚴時期政府箝制政治自由及言論自由，1991 年民主化之後，其所待解決的

權利問題7亦不少，司法院定位清楚及司法違憲審查制度設計符合台灣國

情，對於問題解決（尤其是政治問題）會更有效率及說服力。 

    除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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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之外，黃昭元教授之作品尚包括〈我國修憲程序與方式的檢討與

                                                 
7 人民權利包括基本權利與概括權利，請參閱李震山（2005），《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 
  未列舉權之保障為中心》，台北：元照，頁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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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1998）、〈立法裁量與司法審查--以審查標準為中心〉（2000）、〈抗

多數困境與司法審查正當性：評 Bickel 教授的司法審查理論〉（2002），以

及〈憲法權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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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等，均是關於司法違憲審查之重要著作。關於民主憲政方面，黃

昭元教授亦有豐富著作，研究者擬於民主鞏固章節中討論。 

學者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及張文貞合著之《憲法–權力分立》一

書，對於憲政主義及司法違憲審查制度介紹甚多，書中並舉出許多則大法

官解釋作為制度分析依據，分析堪稱詳細。該書指出，一般學理在討論司

法違憲審查制度時，所關切的主要議題大致可歸納為三部分：1、司法違

憲審查的正當性：執掌司法違憲審查者之所以能宣告法律或命令違憲的依

據或權源何在？其與民主正當性的衝突應如何化解？2、審查制度類型與

審查程序：誰來行使違憲審查權？審查的對象為何？審查程序又如何設

計？3、違憲審查的效力及界限：違憲的法律或命令之效力如何？相關人

民的救濟為何？違憲審查有何界限？8不同的制度設計，問題的解決方式即

不同。該書以提問方式點出問題，然後以多則裁判分析來討論司法違憲審

查，內容詳細易懂。 

在法理學及憲政方面，顏厥安有不少精湛的論述，例如〈國民主權與

憲政國家〉（2000）、〈自由主義與憲政體制之建立〉（2002）、《幕垂鴞翔 : 

法理學與政治思想論文集》（2005），以及〈戶籍法第八條與全民指紋建檔

合憲性問題之鑑定意見〉（2006）等。李建良教授對於憲法、人權理論及

行政法方面著述甚多。論及憲法與人權理論，必先討論基本權利與非基本

權利之界定與內容，然後討論權利之程序功能與程序之基本權。因基本權

利與程序保障有密切關係，是故，在分析釋憲機構對於人權保障之前提，

應先瞭解程序功能與程序保障。李教授之著作〈論基本權利之程序功能與

程序基本權--德國理論的借鑑與反思〉（2004）一文，對於基本權利與程

序保障之關係論述甚多。該文以學者 Konrad Hesse、Fritz Ossenbuhl，及

                                                 
8 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編著（2003），《憲法－權力分立》，台北：學林，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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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bert Bethge 等人的分類觀點來討論體系建構，並評析「程序身分」及「體

系建構」等問題。最後，該文指出，即使透過正當程序確保基本權利時，

仍會面臨實質正義與法安定性之間的衝突關係。是以，如何權衡、調和、

定分，諒為釋憲機關無從迴避的問題。 

    李建良教授之其他著作尚包括〈大法官的制度變革與司法院的憲法定

位--從第四次憲法增修條文談起〉（1998）、〈論立法裁量之憲法基礎理論〉

（2000）、〈外國人權利保障的理念與實務〉（2003）、〈基本權利的理念變

遷與功能體系--從耶林內克「身分理論」談起(上)〉（2003）、〈基本權利

的理念變遷與功能體系--從耶林內克「身分理論」談起(下)〉（2003）、〈「戶

籍法第八條捺指紋規定」釋憲案鑑定意見書〉（2005）、〈「解讀釋字第六一

三號解釋」議題討論〉（2006），以及〈轉型不正義？--初論德國法院與歐

洲人權法院「柏林圍牆射殺案」相關裁判〉（2007）等，均為本論文研究

憲法理論及人權理論的主要參考文獻，研究者擬於人權指標建構的理論部

份，更深入詳細引用及分析上述李教授之文獻。 

政治學界研究憲法理論與司法違憲審查之學者不多。陳文政教授之著

作《美國司法違憲審查理論與制度之研究》（1999）、《世紀憲法判決：布

希控高爾案之分析》（2006），以及〈析論教育部「大學評鑑辦法」之適法

性與合憲性〉（2008），對於司法違憲審查之歷史背景、理論基礎及類型，

以及司法違憲審查的運作過程，有深入的探討及分析，乃研究司法違憲審

查之重要文獻。 

憲政改革過程方面，李炳南教授之著作有相當詳細之介紹，尤其對於

第一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六次，以及第七次修憲改革，均有

期刊論文探討其過程與政治邏輯，其著作包括專書《第一階段憲政改革之

研究》（1997）、《不確定的憲改 : 第三階段憲政改革之研究》（1998），以

及期刊論文〈第四次修憲之研究--政黨政治過程與制度後果 （上）〉

（1998）、〈第四次修憲之研究--政黨政治過程與制度後果 （下）〉（1998）、

〈第四次修憲--重大修憲議題的政治邏輯與法理分析〉、〈第五、六次修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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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制度改革相關議題之政治邏輯與法理分析〉（2002），以及〈第七次修

憲過程瑕疵與正當性〉（2006）等。瞭解我國憲法背景及改革過程，對於

司法違憲審查及政治法發展之關係，更能有深刻的體會。 

    林水吉教授之《民主化與憲政選擇－由憲政主義析論我國六次修憲》

（2002）一書，對於憲法修正變遷有詳盡描述，該書第一章憲政主義原理

討論憲政主義意涵及美國憲政主義淵源、權力分立、人性尊嚴及人權保

障；第三章至第四章是說明修憲依據及界限，並將六次修憲過程敘述相當

詳細，第六章則是提出台灣民主化面臨的國家認同及民族認同問題，雖然

該書對問題多半只點到為止，惜未進ㄧ步深入批判或意見，但作為本論文

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及第七章的參考文獻，是相當豐富的。 

    周陽山之著作〈芬蘭新憲法與憲政體制之變遷--兼論芬蘭監察使制

度〉（2005）、〈修憲正當性與內容規劃〉（2006）、〈憲政改革歷程與監察制

度變遷：我國與芬蘭經驗的比較〉（2007），以及齊光裕教授的《違憲審查

與政治問題》（2003）一書，對於憲政體制設計及違憲審查與政治問題之

關係，有詳細描述。齊光裕教授在《違憲審查與政治問題》一書中，不僅

對於司法違憲審查制度的建構背景及理論基礎有清楚說明，對於司法違憲

審查制度與政治問題之間的敏感關係，亦舉出不少實務來析論，包括美國

及台灣的實務裁判，內容相當精采。 

二、英文文獻 

    學者 Christopher F. Zurn 對於司法違憲審查研究興趣甚深，其著作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the Institutions of Judicial Review》（2007）一

書共分九章，其內容對於審議式民主的憲政主義（deliberativ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描述詳細，並說明為何審議式民主憲政主義理論是最能

被接受理解且具正當性的憲法審查（constitutional review）。本論文引用最

多之處是第二章到第五章。第二章乃描述多數決民主與少數決違憲審查主

義之關係，第三章則是描寫從多數決民主到審議式民主的憲政主義理論，

並反問及說明何謂憲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第四章乃描述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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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式民主及獨立的司法違憲審查制度，第五章是說明學者們對於憲政民主

為何，仍有許多不同意見與看法。 

    學者 David Beatty 的著作 Human Rights and Judicial Review: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1994）是採用比較法途徑，比較日本、加拿大、

美國與印度等國的人權（human rights）與司法違憲審查之關係。各國的司

法違憲審查制度設計不同，藉由比較分析四個國家的狀況，讓讀者可以瞭

解不同制度對於人權保護的影響。學者 Tom Ginsburg 著作 Judicial Review 

in New Democracies: Constitutional Courts in Asian Cases（2003），說明司法

違憲審查制度的起源、發展，以及政治狀況是否幫助司法違憲審查權限的

擴大？該書共有八章，第二章到第四章在說明起源、發展及現勢，第五章

到第七章則是舉中華民國（The Republic of China）、蒙古（Mongolia）及

韓國（Korea）為例，探討司法違憲審查運作過程及政治變化對於司法權力

的影響。 

      Christopher Forsyth著作Judicial Review and the Constitution（2000）

一書，收集了多位知名學者的文章，包括Dawn Oliver、David Dyzenbaus，

及Mark Elliott等。此外，Robert Kenneth Carr的代表作The Supreme Court and 

Judicial Review（1970），對於美國最高法院及司法違憲審查有甚深之研究，

該書對於美國政治運作亦有生動描述，美國政治科學期刊（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對該書曾有高度的評價。此外，Alan Dershowitz

之著作Rights from wrongs : a secular theory of the origins of rights（2004）一

亦為本論文論述引據之重要文獻，該書導論部份對於權利的來源先做一個

預告動作，然後在第一部開始拋出「權利來自於何處？」的理論依據，接

下來在第二部以經驗分析來挑戰權利來源理論，在第三部舉例實證個案來

分析權利來源。最後，Dershowitz對權利的來源做出結論，並提出權利的

未來觀。 

三、小結 

綜上所述，本章節所需引用之文獻範圍包括憲法理論、憲改過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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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政治影響），以及司法違憲審查理論等，因學者及著述甚多，上述所提

之文獻乃為本論文思考及寫作之參考文獻；同理言之，以下民主鞏固、人

權保障、有限政府、及依法而治部份，研究者所引用之文獻亦僅為主要思

考及寫作之文獻，並非論文全部文獻。論文的完成需要閱讀許多書籍，本

章節之文獻分析，主要目的是將論文架構設計及主要參考文獻交代清楚，

但日後寫作中，研究者必將大量引用其他學者理論及著述作品，使論文內

容完整豐富。 

 

貳、有關民主鞏固之文獻 

一、民主鞏固理論與指標建構 

    在討論民主鞏固之前，必須先討論台灣是否已民主轉型成功？Juan J. 

Linz和Alfred Stepan對民主轉型所下的定義為：（1）政治程序產生，民選政

府獲得足夠的同意；（2）政府因普遍且自由的選舉來獲得權力；（3）實際

上政府有足夠的權威制定政策；（4）新民主政體下，行政、立法及司法各

自獨立，不需與其它團體分享權力。9由Linz與Stepan的定義來檢視台灣，

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選舉定期舉行，總統人民直選也已完成三次，行政、

立法及司法部門亦權力獨立，各司其職，尤其是行政與立法部門分屬不同

政黨掌控，彼此並無從屬關係，是故，台灣可說是民主轉型成功之國家。

但實際現狀中，台灣是否真的轉型成功，乃見仁見智之問題，值得討論。 

    民主鞏固乃ㄧ動態過程，而非靜止狀態。根據Georg Sørensen教授之觀

點，民主轉型最後一個階段就是鞏固階段（consolidation phase），也就是所

謂的民主鞏固。10換言之，民主轉型之最後階段，可視為是民主鞏固的起

始。但究竟何謂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學者們對於民主鞏

固的看法似乎頗為分歧，這在社會科學領域是常見現象，此乃因為社會科

                                                 
9 Juan J.Linz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 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3. 
10 Georg Sørensen , 1999,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 San Francisco : Westview Press Inc.,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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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之研究方法與自然科學不同，社會科學研究並非所有現象都是數字可以

解釋的。因此，研究者試圖將多位學者之觀點整理分析，再歸納出較具多

數看法的民主鞏固指標，以作為論文論證時之依據及參考。 

    外文文獻部份，學者Amartya Sen在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s

（2001）一文中指出，我們不可以用多數的規則來定義民主（democracy），

因為民主是個複雜的概念，它具有許多面向及條件。Sen並以印度經驗來

說明民主在亞洲的價值，進而分析說明民主的普世價值。11學者Giovanni 

Sartori不僅對於憲政問題有深入研究，對於民主理論亦非常專精，其著作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1987）一書，用語深入淺出，讓讀者

可以簡單明白民主理論為何。此外，Sartori的Democratic Theory .Based on 

the Author's Translation of  Democrazia e Definizione（1962）及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 Incentives and 

Outcomes（1994）等二本專書，亦是民主憲政的重要著作。 

    學者Marc F. Plattner所著From Liberalism to Liberal Democracy（2001）

一文，認為二十世紀的西方民主國家有許多民主機制，其所謂的民主是指

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與早期的自由主義定義並不完全相同。該書

說明自由與平等之意涵，並說明投票在自由民主中的意義。學者Frank 

Cunningham的著作Democratic theory and socialism（1987）一書中，對於民

主（democracy）、社會主義（socialism）及平等（equality）有詳細定義，

書中並討論許多關於自由及政治之間的矛盾，以及自由主義民主與社會主

義民主的差別。

    Juan J. Linz和Alfred Stepan著作Toward Consolidated Democracies

（2001）一文，對於民主鞏固的定義堪稱詳細，民主鞏固的要件包括公民

社會、相當自主的政治社會、主要政治行動者應依法行政、可供新民主政

府運用的國家官僚體系，以及擁有制度化的經濟社會。此外，學者Andreas 

Schedler著作What i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2001）一文，描述在第三

                                                 
11 Amartya Sen, 2001, 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s ,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The  
  Global Divergence of Democracies, The Johns Hopkins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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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third wave）民主化潮流中，約有六十個國家由威權體制轉向民主體制，

雖然這些國家的民主體制不盡相同。但民主化過程中，如何達到民主鞏

固，乃是值得的議題。民主制度的設計及運作，對於民主深化有相當的影

響。此外，學者Frank Cunningham的Democratic theory and socialism（1987）、

John Higley and Richard Gunther的Elit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1992）、Gerard Alexander的The Source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2002），以及 Jan Zielonka 的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Eastern Europe（2001）等四本作品，不僅對民主化至民主

鞏固有理論性分析，並以拉丁美洲、南歐及東歐等國家為分析對象，探討

其民主化及民主鞏固狀況，因拉丁美洲、南歐及東歐等不少國家皆曾為威

權國家，其由威權政府民主化為民主政府的過程，與台灣的政治背景甚為

相似，是故，此四本專書不僅是討論民主化至民主鞏固的參考文獻，亦可

作為分析台灣民主化過程的對照資料。

    國內學者部份，研究民主理論的學者為數不少，葉俊榮教授之《民主

轉型與憲法變遷》（2003）一書指出，政府統治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對於

民主政治之運作相當重要。但當合法性產生危機，甚至正當性產生疑慮

時，統治當局該如何面對及解決？戒嚴時期，台灣的政治是冷漠中帶著寧

靜的革命，1991 年民主化開始，透過六次修憲，逐步將民主化的成果落實

到憲法，帶動了台灣憲法的實質變遷，也影響了台灣民主轉型正義與否的

問題。該書在第三篇裡，對於憲法解釋如何帶動憲法變遷有精采分析，結

論部分雖然沒有介紹何謂民主鞏固及其未來之可能性，但對於台灣的轉型

憲政主義是持予肯定態度的。換言之，《民主轉型與憲法變遷》一書對於

台灣政治之敘述甚為詳細，有關台灣民主化及民主轉型部分，論述亦豐

富。研究者認為，唯有瞭解民主化及民主轉型意涵，對於民主鞏固之界定

才能清楚。再者，倘若台灣的民主轉型是正義且符合民主期待的，則朝向

民主鞏固及民主深化方面前進乃可期之希望。   

    承此，回顧上述內文可知，學者們對於何謂民主鞏固之看法及定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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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分歧，因此，民主鞏固可檢驗的指標面向可說不少，若要將所有涉及之

面向列入檢驗民主鞏固的指標，則論文內容將龐大繁雜且無法結束。是

故，統整上述學者之著作論述，本論文擬以「有限政府」、「依法而治」，

及「人權保障」（該三項指標內容包括政治穩定、政治參與，及政治發展

等政治學理論）作為台灣民主鞏固的檢驗指標，各項指標建構所依據之理

論基礎，茲將分述於下。 

二、有限政府：政治穩定之要件 

    有限政府係指憲法按權力分立原則規定政府機關組織權限，以限制其

權力。政府權力限制之目的，即是希望民主政治能運作穩定，以充分保障

人民之基本權利。因此，在分析有限政府之前，應先對「政治穩定」一詞

之界定有基本認識。「穩定」與「不穩定」是一種相對的狀況，而非各自

獨立的狀況；是一種比較性的概念，而非各自獨立的概念。由此可知，政

治穩定（political stability）是ㄧ個抽象概念，不同的政治體制設計，其穩

定或不穩定的狀況就會不同。具體而言，沒有ㄧ個政治體制是絕對穩定或

不穩定的，不同角度的切入點，對政治穩定的看法及結論就會有所不同。 

    政治穩定一詞之意義不容易界定，為求定義接近完整，根據Harry 

Eckstein、David Sanders、Gabriel A. Almond、Lucian W. Pye、Robert M. 

Jackson、Michael J. Stein及Eugene Stanlety等學者之觀點，研究者試圖為「政

治穩定」意涵畫出具體輪廓。 

    學者 Harry Eckstein 在其著作 A Theory of Stable Democracy（1966）一

文中指出，「政治穩定」是ㄧ種有適應變遷能力的狀態。Harry Eckstein 認

為，國內的政治穩定是有效的決策，能夠使體系的成 員追求共同的目標，

並調和變遷的環境。學者 Lucian W. Pye（1966）認為，政治穩定的本質即

是具有實現目標的變遷能力，其觀點與 Eckstein 相同，即政治制度只要設

計具有彈性，能適應社會變遷，就可稱為政治穩定。換言之，一個政治體

系之過程，達到輸出與輸入相互平衡的狀態時，這個政治體系即可存在於

穩定的狀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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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 David Sanders 在其著作 Patterns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1981）一

書對於政治穩定之定義相當清楚，該書以「不穩定」的界定標準來定義政

治穩定，讓讀者可清楚瞭解何謂政治「穩定」與「不穩定」。Sanders 並以

體制的變動、政府的變動、政治共同體的變動、暴力的挑戰，以及和平的

挑戰等五個指標來討論政治穩定狀況，每個國家均有其獨特的歷史背景，

以五個指標來討論不同國家的政治穩定與否，立場較客觀且公正。 

    政府官員任期與人事更動頻率是否會影響政治穩定？學者 Robert M. 

Jackson 與 Michael J. Stein 在其著作 Issu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 Text 

with Readings（1971）中認為，政府的穩定是「一個穩定的政府與執政者

的人事有相當的任期，政府與執政者的更換以相當的秩序為之。」換言之，

對於執政者及政府官員的任期，法律應有明確的規定，若法律無明確規

定，至少應遵循政治慣例，執政者不可隨意更換政府官員，以免政府政策

無法連貫且無持續性。Jackson 與 Stein 亦認為政治穩定與憲政秩序有相當

的關聯性。他們認為，以持久的憲政和沒有連續不斷的憲法修正來看，即

使在重大的壓力之下，國家仍能維持憲政的基本精神，為政治穩定的表現。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政治穩定含有兩個基本要素，即秩序與連續

性。雖然學者們對於政治穩定的界定與看法雖不盡相同，但其共同的特徵

皆在於追求良善與和平的政治狀態，易言之，每個國家政治設計及政治發

展的目標均是想達到政治穩定，不管是民主國家或是非民主國家皆同。 

三、依法而治：政治發展之基礎 

    台灣曾經歷過許多國家政權的統治，外來移民者亦多，是故，殖民及

文化多元色彩濃厚，也因為如此，在民主化過程中，台灣國家認同及民族

認同的問題漸浮檯面，成為不可忽視的爭執議題。政治文化及政治社會化

是影響政治發展的因素，亦是形成認同差異的因素，因此，討論台灣政治

發展，將必須把政治文化、政治社會化、國家認同，以及民族認同整理分

析，才能確實瞭解台灣的政治發展狀況。 

    關於「政治發展」（political development）一詞之用語，呂亞力教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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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發展》（1995）ㄧ書曾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歐美列強在亞、

非兩洲所建立的殖民地紛紛獨立，這些新興國家ㄧ般稱為開發中國家

（developing countries），這些國家除少數成為民主國家之外，大部份都是

獨裁國家。這些獨裁國家政治並不穩定，因為社會存有高度的分歧性，其

民族、宗教、語言及部落等差異問題更是嚴重。這些國家為力求政治穩定

及降低社會分歧性，因此，追求多方面的發展即成為ㄧ種現象，「發展」

一詞即成為開發中國家的ㄧ個口號與術語，「政治發展」就是研究開發中

國家政治的ㄧ環。易言之，「政治發展」不僅是研究開發中國家所產出的

政治名詞，亦是政治的動態描述。 

    朱雲漢教授的〈臺灣民主發展的困境與挑戰〉（2004），ㄧ文，對於政

治發展及台灣民主化過程所面臨的困境有詳細描述，讓讀者可以瞭解何謂

政治發展及台灣政治發展的過程及困境。此外，吳文程教授之著作對於瞭

解台灣政治發展亦有許多幫助，其曾主持過關於台灣政黨與民主化的國科

會研究計劃，12其著作專書《臺灣的民主轉型 : 從權威型的黨國體系到競

爭性的政黨體系》（1996）及《政黨與選舉概論》（1998），對於台灣政黨

體系轉變及民主化頗多著墨。 

    在民族主義、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方面，江宜樺教授的〈當前臺灣國

家認同論述之反省〉（1998）、《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1998）、

《民族主義與民主政治》（2003）及〈臺灣戰後政治思想與民主運動〉

（2007），對於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有深入之研究與分析。再者，吳乃德

教授著作包括〈省籍意識、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台灣族羣政治理論的初

探〉（1993）、〈國家認同與民主鞏固：共生、衝突與解決〉（1997）、〈家庭

社會化和意識型態：臺灣選民政黨認同的世代差異〉（1999）、〈認同衝突

和政治信任：現階段臺灣族群政治的核心難題〉（2002）、〈麵包與愛情：

初探臺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2005），對於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以及

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有詳細分析及討論。此外，張祐宗教授的《民主轉

                                                 
12 吳文程教授的國科會研究計劃，關於台灣政黨與民主化的包括《政黨政治與台灣地區的政治 
  民主化（一）》（1993）、《政黨政治與台灣地區的政治民主化（二）》（1994）等二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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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與臺灣政治文化的變遷 : 一九八O年代》（1991）及〈臺灣民主文化的

特色與深化〉（2006），亦是不錯的參考文獻。 

    有關台灣政黨與政治發展過程，彭懷恩教授之著作《台灣政治變遷史》

（2008），值得閱讀與參考。其次，彭教授另一著作《政治學（新版）》

（1998），不僅對於政治基礎理論介紹得相當清楚，對於司法違憲審查亦

著墨不少。 

    外文文獻部份，就司法違憲審查在民主政治過程中的角色而言，學者

Aharon Barak 之著作 The Supreme Court 2000 Term, Forward:A Judge on Judging: 

The Role of a Supreme Court in Democracy（2002）一書，描述最高法院在民主

政治之角色，進而顯示出「依法而治」在民主發展過程的原則。其次，學

者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 C. Schmitter 之著作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1986），對於民主化觀點及定義有清楚的分析。從威權政體轉型至民主

政體，是一段涉及許多複雜階段的過程，且轉型過程不必然都是平順的，

也有許多危機及倒退。 

    政治穩定建基於「法治」原則之上，論及法治部份，1885 年，英國法

律學者Albert Venn Dicey發表著作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Dicey在該書中揭櫫「法治」（the rule of law）此一用語及理

念，自此之後，任何論及此概念者，皆不能忽略Dicey之看法，可見Dicey

之理論在英國憲法學上所占的份量。Dicey在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一書中，提出三項法治的要素。13第一要素，人民非

依法定程序，並在普通法院前證明其違法，沒有人會因為未作出違反該法

律的行為而受到懲罰，或是在肉體上或財物上有損失。亦即是說當權者不

能有肆意的權力(arbitrary power)，也不能在有人作出某行為後作出有追溯

性(retrospective)的法律修改而懲罰某人；第二要素，每個英國人不論地位

或位階，無人能高過法律。沒有人能凌駕於法律之上，即法律之前人人平

                                                 
13 Albert Venn Dicey, 1889,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pp.145-368. 

 17



等；第三要素，法庭之判決乃維護個人權益之最後防線。換言之，英國憲

法是英國各法院由個案判決所累積的成果，所以是法院所保障之人權的結

果，而非保障人權之來源。 

四、人權保障：政治參與之層面 

    人權保障之議題，不僅為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tion of 

Human Rights）所揭示，亦為我國憲法之基本理念。人權保障是否完善，

乃是觀察一個國家的政治制度設計是否完善的重要面向。政治制度設計完

善，就是民主國家的表徵。因此，觀察台灣是否已達到民主鞏固之境界，

人權保障程度檢討是必然要件。 

    自 1803 年美國聯邦最高法院 Marbary v. Madison 一案以來，司法違憲

審查已成為美國民主傳統中的主要憲政運作方式在憲法解釋的過程中，大

法官是憲法能否伸張正義的重要角色。在司法體制中，法官應是最不受政

治力影響的正義化身，在人民的自由與權利受損時，法官應秉持正義及道

德作出正確的判決，而不是成為政治醜陋的遮掩板。誠如蘇格拉底（Socrates, 

469-399 B.C.）所言： 

 

法官並不是坐在那裡把公正當作一種恩惠 來分發，而是要決定公正在哪

裡，他們發誓不按個人好惡來定案，而是要依法做出公正的判決。14

 

雖然蘇格拉底的民主理念與現代民主政治並不全部相同，但其對於法

官判決鏗鏘有力的陳述，仍值得深具政治性的大法官深思。國民黨執政時

代因政治因素使然，人權部分包括自由權、隱私權，以及政治權等，皆受

到扭曲及壓迫，但在民主化浪潮及教育普及的驅使下，人民對於己身權利

越來越重視，從爭取政治權至最近的指紋隱私權等爭議，大法官是否能正

義地詮釋憲法意涵，稱職地扮演憲法賦予的神聖使命？台灣要成為民主鞏

固國家，人權保障乃必須討論之議題。人權保障不僅是民主國家政治道德

                                                 
14 王曉朝譯（2003），《柏拉圖全集》，台北：左岸，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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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亦是司法正義的展現。總言之，人權保障既是民主鞏固的檢驗面

向之一。 

    國內探討人權之文獻方面，李震山教授對於人權理論研究甚深，其著

作包括〈基本權各論基礎講座(1)--人性尊嚴〉（2003）、〈憲法中基本權利

保障規範間之關係〉（2003）、〈論移民制度與外國人基本權利〉（2003）、〈憲

法意義下之「家庭權」〉（2004）、〈法律與生命倫理--以基本權利保障為中

心〉（2004）、〈資訊時代下「資訊權」入憲之芻議〉（2005）、《多元、寬容

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列舉權之保障為中心》（2006），及〈政府資訊公開

法與資訊隱私權保障〉（2007）等，對於基本權利與非基本權利詮釋相當

詳細。 

    此外，保障人民之人性尊嚴乃現代民主國家重要議題。我國憲法並未

明定人性尊嚴為何，但憲法第二章基本人權條款、基本國策中關於社會安

全與福利之用語，以及憲法增修條文中關於婦女人格尊嚴之保障等，均可

看出我國憲法保障人性尊嚴之理念。但憲法無明定人性尊嚴，如何揭示人

性尊嚴之理念，即必須靠大法官解釋予以導出。關於人性尊嚴之意涵，李

震山教授所著之《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2000）一書，對於人性尊嚴有

精湛之分析。 

    學者Jack Donnelly所著Universal Human Righ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2002）一書，共分四大部分，第一部份是描述人權理論朝向世界主流價

值觀的過程及內容，第二部份是分析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 Relativism）

及世界化的人權，第三部份是說明世界人權機構的組成，並說明世界各國

的外交政策對於與人權保障之間的關係，第四部份則是分析當代各國對於

人權保障的理論與實踐。此外，學者Peter Uvin的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2004）及John Mahoney and Jack Mahoney的The Challenge of 

Human Rights: Their Origin,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2006）二本作

品，對於人權理論及發展都有詳細描寫，是研究人權理論需要閱讀之參考

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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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論及政治參與。政治參與包括選舉制度設計及選舉過程，亦包

括政治者的行為及任何影響政治判斷或選舉的行為與方法。15黃紀教授在

選舉及民意調查方面有相當深入的研究，政治參與包括民意調查選項，因

此，黃紀教授所作的民意調查文獻是值得參考之資料，例如《選舉穩定與

變遷：台灣選舉地緣資料庫之建置與應用（1/2）》（2004）、〈過程公開、成

果共享：「2001 年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的執行過程與資料釋出〉

（2003），以及為民意調查中心所作的認同資料等。 

    游清鑫教授的著作包括〈論當前國會選舉制度改革的一些問題〉

（1999）、〈「總統選舉與國家發展」專輯六--總統選舉與民意調查〉

（2000）、〈民意調查的演進與未來發展〉（2006）等，是關於選舉制度改

革及民意調查的研究。黃秀端教授主持過不少國科會研究計劃，大多是關

於立法委員的行為、候選人對於選區選民的認知、選舉制度，以及投票行

為， 16 其著作〈單一選區與複數選區相對多數制下的選民策略投票〉

（2001）、〈候選人形象、候選人情感溫度計、與總統選民投票行為〉

（2005）、〈兩大黨對決局面儼然成形〉（2006）三篇文章，分析選舉制度、

候選人，以及投票行為三者之關係，可作為研究者研究政治參與的參考。 

    林繼文教授之著作〈選舉制度改革對政黨國會席次之影響--理想與現

實的對話〉（2002）、〈單一選區兩票制與選舉制度改革〉（2003）、〈政府體

制、選舉制度與政黨體系：一個配套論的分析〉（2006）；洪永泰教授之作

品《政黨認同、領袖魅力與選舉競爭》（2001）及〈選舉結果與選前估票

之分析〉（2002），對於選舉制度及選舉過程有許多論述。林佳龍教授的〈總

                                                 
15 Geraint Parry在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一書中，對於政治參與研究甚深。Parry認為，政治參 
  與是為了達到某一政治目標的手段。Parry 分別從人民立場及政府立場來研究，從研究中他發 
  現，個人或團體若想爭取政府政策支持或某些資源，必須透過政治活動來達到此目的，因此政 
  治參與即為爭取權力或資源的手段；但若以政府立場而言，政府若想要人民支持政府政策以提 
  高統治正當性，利用政治參與讓人民對政府有向心力，也是一種政治操控的手段。See Geraint 
  Parry, 1972,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6 黃秀端教授的國科會研究計劃案包括《立法委員對選區的認知和對選區的服務》（1991）、《1994 
  年台灣地區市長候選人競選模式之研究》（1994）、《國會研究---從舊國會到新國會的發展: 解 
  嚴前與解嚴後立法院委員會的角色與委員會成原的行為(I)》（1999）、《國會研究---委員會的運 
  作以及立法委員在委員會的行為分析。國科會研究計劃》（1999）、《台灣地區選舉行為與選舉 
  制度 選舉制度與選民投票抉擇。國科會研究計劃》（1999）、《公元兩千年總統大選選民投票行 
  為》（2001）、《政黨、次級團體與立法院內之投票聯盟》（200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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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選制的選擇與效應〉（1999）、〈政權交接的重要原則與法制化〉（1999）、

〈台灣民主化與政黨體系的變遷：菁英與群眾的選舉情節〉（2000）及〈政

權移轉的反省與前瞻〉（2001）等，值得參考。尤其是政權交接的原則與

法制化問題，不僅是民主化國家會面臨的問題，更是具有國家認同或民族

認同的國家所應重視的問題。 

    承上所述，本論文擬以「有限政府」、「依法而治」、「人權保障」三項

指標，配合政治發展、政治參與，及政治穩定等政治學理論來檢視司法違

憲審查在台灣民主鞏固時期之角色定位，期由政治與憲法之對話，分析整

理出台灣民主鞏固之現況與政治權利之保護。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由於民主並無放諸四海而皆準且可精確估算的終極目標，因此民主化

只有起點沒有終點。無論是對已開發的自由民主國家而言，或是對開發中

的新興國家而言，民主化的研究僅是程度及情況的不同與差別，不會有民

主終站的問題。因此，對於民主化初始、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時間上的區

隔及界定，應視該國的歷史背景及政治發展而定。 

    本論文根據自由化與民主化之理論，以及台灣的政治發展過程，將台

灣民主化概分為三個階段，即「民主化初始」（1980 年代中期至 1990 年）、

「民主轉型過程」（1991 年至 2000 年），及「民主鞏固時代」（2000 年至

今）。但因本論文之研究範圍主要是「民主鞏固」，職是，民主鞏固時間點

之界定更為重要。 

    關於民主鞏固的開始應如何界定，Juan J. Linz和Alfred Stepan認為，

民主轉型的完成就是民主鞏固的開始。17但怎樣才算民主轉型完成？Linz

                                                 
17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 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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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Stepan的觀點為：當一個政府透過政治程序（自由、普遍的選舉）產生，

且有能力執行新政策，以及行政、立法、司法在運作上權力可以完全獨立

而不須要分享時，一個民主的轉型才算完成。182000 年總統大選，民進黨

籍總統候選人陳水扁贏得選舉，此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台灣中央政府首

次由「非國民黨籍」的總統執政，政治生態及政府權力運作改變，這是台

灣民主政治發展的重大變化。以Linz和Stepan之理論觀點為基礎，根據台

灣當時的政治發展及政府體制變化，研究者認為，以 2000 年作為台灣民

主轉型的完成及民主鞏固的起始，應屬適當。 

貳、研究限制 

    觀察台灣民主鞏固之面向甚多，「媒體問題」即為觀察台灣民主鞏固

之重要面向，亦可說是重要指標。但因研究者本身就讀於政治學研究所，

新聞學或傳播媒體並非研究者之專長，亦非研究領域，且媒體問題牽涉之

範圍甚廣，基於論文篇幅考慮，因此，本論文並無討論媒體問題，此為研

究限制之一。 

    再者，司法違憲審查類型甚多，嚴格來說，每個國家的司法違憲審查

皆有其特殊之處，此乃因各個國家均有其特有的歷史背景與政治文化。本

論文因考慮研究對象為台灣民主鞏固，而主要影響台灣司法違憲審查者為

集中制之集中抽象審查，但因近年來大法官解釋中援引美國司法違憲審查

者亦不少，職是，本論文僅討論集中制與分散制類型，主要目的是要作為

分析台灣司法違憲審查類型之比較參考，而非與台灣司法違憲審查作比較

制度之研究，因此，本論文並無深入探討各類型之司法違憲審查內容，此

為研究限制之二。 

    此外，民主國家在民主鞏固時期所遇到的人權問題未必相同。以美國

而言，「墮胎權」一直是美國的重要人權議題，不管是在民主鞏固時期也

好，亦或是民主深化時代也好。「墮胎權」因涉及政治、宗教、文化等多

項問題，政治人物需要考量的因素非常多，這不是任何政黨可以單獨在任

                                                 
18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supra note 17,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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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徹底解決的。就台灣而言，台灣民主鞏固時期所遇到的人權問題包括

社會權、政治權，及教育權等問題，但因研究者本身為政治學研究所研究

生，研究之領域為政治相關領域，所以，本論文在人權保障方面僅以有關

政治參與之人權為主，此為研究限制之三。 

參、名詞解釋 

    學者們對於同一名詞之定義，往往不盡相同，此乃因學術背景、意識

形態、研究方法，及研究資源不同之故。名詞定義沒有對與錯的問題，而

僅是個人研究之價值取向而已。是此，本論文擬先界定主要名詞之意涵，

以便讀者之閱讀與瞭解。茲將本論文之重要名詞之意涵界定於下： 

（1） 司法違憲審查：國內中文文獻對於「司法違憲審查」（Judicial 

review）所指涉的制度，一般稱為「違憲審查」或「司法審查」。

Judicial review直譯固然為違憲審查，但因為司法審查的對象除

了審查「法律或命令是否違憲」外，還會包括行政層次的「命

令是否違法」的審查，範圍已經超出憲法範圍。其次，各國在

實踐上，違憲審查的對象可能包括國會或其它機關，因此，本

論文採「司法違憲審查」之用語，以概括司法審查及違憲審查

兩者之概念與範圍。19 

（2） 民主政治：有關民主政治之定義相當多，Georg S∅rensen融合

Joseph Schmpeter和David Held的觀點來說明民主政治之意涵，

乃是本論文對於民主政治意涵之基本價值取向。民主政治為人

民所統治，則人民「參與」政治之過程即為民主政治之核心基

礎。20 

（3） 民主轉型：Juan J. Linz和Alfred Stepan對民主轉型所下的定義

為：（1）政治程序產生，民選政府獲得足夠的同意；（2）政府

因普遍且自由的選舉來獲得權力；（3）實際上政府有足夠的權

                                                 
19 有關司法違憲審查之解釋，請參閱本論文第三章司法違憲審查之類型。 
20 有關民主政治意涵之討論，請參閱本論文第二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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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制定政策；（4）新民主政體下，行政、立法及司法各自獨立，

不需與其它團體分享權力。21 由Linz和Stepan的定義來看，民

主轉型包括自由化與民主化，且政治運作應遵守憲法規範的權

力分立原則。 

（4） 國家認同：Anthony D. Smith認為，國家認同的面向太多，無法

用單一面向來解釋，22因為國家的「認同」與「選擇」是受到

情感及理性二種力量的牽引。23基於台灣歷史背景，本論文在

論述國家認同時，主要思考依據乃是以江宜樺教授之理論為

主。江宜樺教授界定國家認同之意義為：（1）政治共同體本身

的同ㄧ性；（2）一個人認為自己歸屬於哪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辨

識活動；（3）一個人對自己所屬的政治共同體的期待，或甚至

對所欲歸屬的政治共同體的選擇。24 

（5） 民主鞏固：本論文將民主鞏固之意涵界定為：「在自由化及民主

化之後，政治運作即有一套穩定的遊戲規則，且是當地政治領

域唯一合法的遊戲規則，任何政治行為者皆不能任意阻斷政治

系統。」25 

（6） 民主鞏固指標：民主鞏固指標係指觀察民主鞏固之指標。因為

民主鞏固之定義相當多，因此民主鞏固指標亦不少。本論文使

用之民主鞏固指標包括「有限政府」、「依法而治」，及「人權保

護」三項指標，此三項指標乃參考陳文政教授之觀點所建構。26 

 

 

                                                 
21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 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3. 
22 Anthony D. Smith（1991）, National Identity, Las Vegas: University of Nevada, p.14. 
23 吳乃德，（1993），〈省籍意識、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台灣族羣政治理論的初探〉，收錄於張 

  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北：業強，頁 44。 
24 江宜樺（1998），《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北：揚智，頁 12。 
25 有關民主鞏固意涵之界定，請參閱本論文第二章第一章民主鞏固之意涵。 
26 有關民主鞏固指標之界定，請參閱本論文第二章民主鞏固制度面向之具體指標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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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壹、研究方法 

    研究者擬採文獻分析作為論文的主要研究方法，並以裁判分析、比較

研究，以及訪談分析作為輔助說明，茲將說明於下： 

（一） 文獻分析：文獻包括專書、學術期刊、博碩士論文、政府文件、

政策報告等，亦包括非正式研究之新聞報紙、大眾雜誌刊物等。27學

者在專書及學術性期刊所發表之理論或觀點，乃為本論文分探討之

基礎，但政治發展是由許多事件累積而成的，所以報章雜誌新聞之

引用亦在所難免。台灣的政治背景特殊，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等問

題相當敏感，是故，研究者在引用報紙新聞時，會將不同意識形態

之報紙報導納入內文，以平衡分析觀點。 

（二） 裁判分析：研究者以「有限政府」、「依法而治」，及「人權保障」

等三個指標面向來探討司法違憲審查對台灣民主鞏固之功能性，三

個指標面向均是依據該領域知名學者之理論建構而成，研究者擬各

舉幾則有關之大法官解釋，在理論的基礎上進行分析討論。裁判分

析可以讓我們釐清司法違憲審查功能性為何，並瞭解其於台灣民主

政治發展過程中，對民主鞏固影響之功能為何。 

（三）比較研究：本論文主要乃研究司法違憲審查對台灣民主鞏固之影 

     響，但在分析此議題之前，研究者擬先介紹分散制與集中制兩種主 

     要司法違憲審查類型，作為研究台灣司法違憲審查類型之對照，以 

     突顯台灣混合制司法違憲審查之特色。 

貳、研究架構 

    本論文共分為七章，第一章除說明研究動機與目的，以及說明研究方

法與架構之外，最重要的部份是在於文獻分析與探討。首先，研究者會將

司法違憲審查部份主要依據的學者理論整理及分析。再者，先討論民主轉

                                                 
27 朱柔若譯，W. Lawrence Neuman著（2002），《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量化取向》，台北：揚智， 

  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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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之定義及類型、民主轉型可能衍生之問題，進而討論民主鞏固之意涵、

共識，及爭議，在瞭解上述民主鞏固之後，研究者擬試圖建構民主鞏固的

觀察指標，期能在後續章節與司法違憲審查理論結合，以利討論分析。第

四章主要是討論司法違憲審查對有限政府之功能性，這裡主要是討論分析

政府體制的選擇，對於民主鞏固之影響為何。第五章主要是討論司法違憲

審查對依法而治之功能性，以此探討政府運作過程中，是否有遵守法律主

至原則。第六章主要則是討論司法違憲審查對人權保障之功能性，本章節

舉公民投票權及集會遊行權作為討論對象，期能釐清司法違憲審查對政治

權利之解釋態度與保障程度。最後在第七章部分，研究者欲將對司法違憲

審查對台灣民主鞏固之功能性做一結論，並嘗試提出研究者本身之看法與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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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司法違憲審查對台灣民主鞏固之功能 

文獻探討 

司法違憲審查

司法違憲審查 

分散制

(美國) 

混合制

(台灣)

集中制 

(德國) 

有限政府 

民主鞏固 

法律主治 人權保障 

民主鞏固指標內涵 

民主鞏固指標建立 

研究動機 

與目的 

有限政府 依法而治 人權保障 

研究發現與討論 

 

 

圖 1-1 論文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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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民主鞏固之意涵與指標 

    法蘭西斯‧福山（Francis Fukuyama）1曾言：「有多少民主國家，就

有多少套民主理論。」2民主本身的定義，就存有很多歧異。3廣義而言，

民主（Democracy）具有從抽象到具體的意涵，它可以視為一種「以民為

主」或「由人民自主自理」的價值（value）、理念（concept）、原則

（principle）、態度（attitude）、行為（behavior）、規範（norm）或制度

（institution）。 4這些以民為主的價值，基本上乃是強調共識的重要。

Tocqueville曾言：「沒有一個社會可以在缺乏共識的信念之下，興盛繁

榮。」5而投票選舉是人民表現意見、達成共識的方法，人民惟有透過投

票選舉與政府互動，才能保障個人之自由與人權。換言之，民主化

（democratization）是指一個個人或團體追求民主價值、實踐民主理念、

遵循民主原則、培養民主態度、展現民主作為、制定民主指標或創設民

主制度的過程。6

    制度與歷史之間存在著一種因果關係，歷史會形塑制度的類型，而

                                                 
1 Francis Fukuyama是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約翰霍普金斯大學、尼茲高等國際研究院、 
  舒華茲講座、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也是美國著名的政治評論家。Fukuyama 於 1952 年在芝 
  加哥出生，是一位基督教牧師的兒子。在 Fukuyama 成為蘭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顧 
  問之前，他曾是「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小組」（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of the US State  
  Department）的成員。Fukuyama 是共和黨黨員，由於出版《歷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 ?） 
  （1989）一書，而成為國際知名學者，不久後他又發表《歷史終結與最後之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及《誠信》（Trust）（1996）二份著作，這些著作對新右 
  派（New Right）的觀念有很深的影響。 
2 Francis Fukuyama, 200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Perennial, p.68. 
3 一元主義、多元主義，及相對主義各有其一套對民主定義的看法。一元主義的基本主張是， 
  世界上存在著永恆不變的真理，並試圖提出其所謂的真理，這真理具有普世價值。馬克思主 
  義即為此一學說之代表，關於一元主義之描述，請參閱陳曉林譯，Isaiah Berlin 著（1986）， 
  《自由四論》，台北：聯經，頁 101。多元主義認為，人所追求的價值、目的是不同的，多 
  樣性的，因此，國家應包容多元的族群、多元的文化，以及多元的語言。請參閱蔡英文（1998）， 
  〈價值多元主義、相對主義與政治認同：柏林‧雷茲與葛雷觀點之分析〉，收錄於蕭高彥、 
  蘇文流主編，《多元主義》，台北：中研院社科所，頁 445。相對主義的基本主張是，世界上 
  的價值都只不過世人們的主觀好惡，因此所有的價值都是相對的，因人而異。請參考李建良 
  （1998），〈民主政治的建構基礎及其難題：以「多元主義」為主軸〉，收錄於蕭高彥、蘇文 
  流主編，《多元主義》，台北：中研院社科所，頁 119-120。 
4 陳文政（2008），〈民主化研究典範詮釋觀點之評析〉，《大陸改革開放三十年與台灣民主化二 

  十年學術研討會》，中國湖南：湖南大學法學院，7 月 1 日，頁 1。 
5 Alexis De Tocqueville, 1969,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pp.433-434. 
6 陳文政，同註 4，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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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則會影響歷史的發展。台灣政治體制的設計與運作，及民主鞏固指

標之建立，跟歷史背景、政黨菁英、意識形態7、政治文化等因素關係密

切。是故，本章節擬先分析民主鞏固之意涵，然後根據民主鞏固之意涵

來建構民主鞏固指標。再者，本論文擬在第三節部分敘述台灣政治歷史

過程，認識台灣歷史演變，方能瞭解哪些指標適合用來觀察台灣的民主

鞏固。最後，討論民主鞏固在政治上及憲法上的意義，以體現民主鞏固

指標貼近實證理論之意義。 

 

第一節 民主鞏固之意涵 

    對於民主鞏固此議題之討論，可以說最初起源於拉丁美洲政治轉型

的相關研究。81970 年代南歐興起一股民主化風潮，在國際政治、經濟及

科技資訊等的因素促成下，民主化過程在東歐及拉丁美洲9亦蓬勃展，使

得「民主化」再度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民主」一詞似乎容易成為大

多數人的愛好用詞，不管人們偏好何種政治制度，他們在心理上也會高

舉民主的旗幟。有些政治學者認為，民主就像一種「萬用袋」（gladston 

bag），只要稍微包裝，就幾乎可以容納我們所想像的任何事實。10事實上，

許多非民主國家常堅稱他們所偏好的政治制度才是真正的民主。例如，

                                                 
7 對於民主鞏固與意識形態（ideology）之間的關係，Giovanni Sartori認為，對中間意識形態 
  的支持增加、對極端意識形態的支持減少，皆有助於民主鞏固。轉引自李國雄（1997），〈我 
  國修憲過程與政治改革－從民主轉型到民主鞏固〉，《理論與政策》，11 卷 4 期，頁 60。 
8 有關拉丁美洲民主化研究可參考Dankwart A. Rustow, 1970,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2, No.3,,pp.337-363; Juan J. Linz, 1978,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 crisis, breakdown, and reequilibration,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cott Mainwaring and Christopher Welna, 2003,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 拉丁美洲自 19 世紀脫離西班牙統治獨立以來，一直處於軍事政變頻仍、經濟危機、社會問 
  題、政治鬥爭及邊界衝突之中，這使得拉丁美洲的政治發展一直處於『威權－民主－威權－ 
  民主』的循環週期中。根據學者統計，在拉丁美洲的政治發展史上，民主與威權政體交相輪 
  替，每一波的週期約為 15 年至 20 年左右。1940 年及 1950 年代是民主化的普遍期，1960 
  及 1970 年代則紛紛走回威權時代。1980 年前後則又開始走向民主。請參考周陽山（1991）， 
  〈解放、自由化、民主化與制度化－拉丁美洲經驗的反省〉，《政治科學論叢》，2 期，頁 94； 
  周陽山（1988），〈民主化、自由化與威權轉型－國際經驗的比較〉，《中山學術論叢》，8 期， 
  頁 91。    
10 Carl L Becker, 1964, Moder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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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義聲稱自己信仰民主、共產主義聲稱自己的社會民主才是民

主。但是，「民主」的意涵是什麼?是否符合學者們訂定的觀察指標即為

「民主」？ 

    由於民主並無放諸四海而皆準且可精確估算的終極目標，因此民主

化只有起點沒有終點。易言之，民主化是一種持續不斷的過程，只有起

點，沒有終點。11無論是對已開發的自由民主國家而言，或是對開發中

的新興國家而言，民主化的研究僅是程度及情況的不同與差別，不會有

民主終站的問題。易言之，政治民主化過程係指「民主轉型」（democratic 

transition）、「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與「民主深化」

（deepening democracy ）等持續性的政治過程。 

    本章節旨在探討民主化議題之相關概念，如民主化基本意涵為何？

哪些原因會促成民主轉型？民主轉型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哪些問題？以及

民主轉型完成後之民主鞏固。本章節探討民主化議題之相關概念，最重

要之目的乃是要建構符合台灣民主鞏固的觀察指標，以便觀察分析台灣

民主鞏固之現況。 

壹、民主政治與民主化浪潮 

一、民主政治之意涵 

    論及民主化相關議題，必定會先討論民主政治之意涵。首先討論何

謂「政治」。「政治(politics)」之概念，眾說紛紜，端視國家活動論、權力

關係論與權威決策分配論等不同角度來界定。12首先，以孫中山先生之

定義來看。中山先生為了讓民眾得以簡單而明瞭的認識政治，曾解釋「政

治」的意義為：「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理，管理眾人之事，便是政治。」

13政治既然是「政府管理眾人之事」，而民主政治是「由人民統治的政

                                                 
11 Georg Sørensen認為，民主是一種動態的過程，是一種會隨著時間與環境不同而與時俱變的 
  價值判斷，是一種相對性的觀念。請參考 Georg Sørense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 San Francisco : Westview Press Inc., pp.4-5. 
12 關於「政治」之概念，可參閱張明貴（2003），《政治學的第一堂課》，台北：書泉，頁 2-4； 
  林嘉誠、朱浤源編著（2004），《政治學辭典》，台北：五南，頁 284-285。  
13 民權主義第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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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此兩者之間的互動方式與規範，即是民主的意涵。 

    再者，以Austin Ranney的觀點而言，政治是非常廣泛的概念，它包

括了任何團體所從事的政策制定和政策執行之過程。由此可知，政治是

「制定政府政策的過程」（the process of making government policies）。14易

言之，決策者選擇他們行動或不行動的過程，即是所謂的政治。15

論及「民主（democracy）」，在「民主」這個名詞普遍盛行之前，雅

典人在他們的政治體制中對於民主即有一句頗具意義的描述：任何一位

公民在公民大會都享有發表言論的同等權利。16「雅典式民主」17乃民主

政治學者津津樂道之古典民主典範，但為何無法永續運作？雅典人的政

治是一套複雜的制度，公民大會（assembly）是政府最主要的核心機構，

所有的公民都有權利參與。公民大會主要是選舉一些重要官員，其他公

職人員的選舉則是透過抽籤（lottery）的方式產生。在抽籤的方式之下，

每個公民都享有平等的被選舉的機會。18有些希臘城邦為了聯合、結盟

和成為邦聯，會共同參與政治決策，可惜的是這些政治制度並沒有建立

現代所謂的代議制度。 19雖然雅典沒有留下真正的民主政治的代議制

度，但其民主政治制度在當時是非常創新的制度，仍為今日民主政治理

論的重要參考。20

                                                 
14 Austin Ranney, 1977, Governing: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Taipei: Ma Ling  
  Publish Ser., p.25. 
15 Austin Ranney, supra note 14, p.25. 
16 Sealey, Raphael, 1976, A History of the Greek city State Ca. 700-338 B. 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158.
17 西元前五世紀，雅典人就有許多創新的、複雜的「城市國家」（city-state）或政治（polis） 
  出現，這些政治制度即是所謂的「民主」（democracy 或 demokratia）。Democracy 一詞來自 
  於希臘語，demos 是指「人民」，kratos 是「統治」之意，這兩個字的結合就是「由人民統 
  治」的意思。See David Held, 1996, Models of Democrac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13; See  
  Robert Alan Dahl, 1998, ON Democracy,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11-12. 在此附 
  帶說明 demos 的原意。在當時的雅典，demos 一詞係指全體希臘人民（the entire Athenian  
  people），有時僅是指普通人民（the common people）或貧窮的人（the poor）。所以「民主」 
  一詞有時候會是貴族拿來表達對普通人藐視的稱呼，因為這些普通人從貴族手中分享了對政 
  府的控制權。See Robert Alan Dahl, 1998, ON Democracy, p.12. 
18 Robert Alan Dahl, 1998, ON Democracy,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p.12. 
19 Robert Alan Dahl, supra note 18, pp.12-13.雅典的民主政治非常複雜，詳細內容請參考Robert  
  Alan Dahl, supra note 18, pp.13-21； 楊益誠（2008），《古雅典民主與羅馬共和憲政體制之發 

  展暨其組織運作功能》，台北：冠唐；顏一、秦典華譯，亞里士多德(Aristotle)著（2001），《政 

  治學雅典政制》，台北：知書房。 
20 雅典式的民主僅能在小國寡民的地方方能運作。在後來較具規模的國家，民主政治與代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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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上約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中國，但數千年來，中國沒

有出現過民主政府。亞洲另一個大國俄羅斯，也是二十世紀末才開始出

現民主政治的轉型，但運作過程至今仍與民主政治定義有差距。這些新

興大國的例子意謂民主政治並非統治者最佳選擇的統治模式。非民主國

家也需要假民主之名來正當化及合法化其統治權，可見民主政治的表象

魅力。21是此，定義民主政治是必要的。誠如法蘭西斯‧福山所言，民

主是很難定義的辭彙，22由此可知，要定義民主政治亦是困難的。 

    Georg S∅rensen對民主政治之定義為：「民主政治乃是一種由人民進

行統治的政府形式（a form of government）。」23由S∅rensen之觀點可知，

人民有權參與國家政治，國家權力的來源即全體人民，人民並非被國家

統治的對象，而是統治國家的主人。易言之，民主政治是一種治理方式，

由所有的社會成員共同行使統治權（如直接民主），或由人民推選若干代

表來制定政策（如間接民主）。24民主政治為人民所統治，則人民「參與」

政治即為民主政治之核心基礎。但人民統治所涉及的內容非常複雜，很

難用一個理論來明確定論民主政治的實質內容， 25因此，S∅rensen舉

Joseph Schmpeter和David Held的觀點來說明民主政治之意涵。S∅rensen

認為，Joseph Schmpeter之民主概念屬狹隘意義，David Held之觀點則較

具全面性，兩者之論點可說是民主政治意涵光譜的兩端。26

                                                                                                                                         
  制之結合，有理論上與實務上之需要。理論上與實務上的結合轉變，對未來的民主政治發展 
  影響可謂既深且鉅。Robert A Dahl,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30-31. 
21 二十世紀，由於民主的吸引力，專制統治者（despotic rulers）也經常給自己披上「民主」和 
  「選舉」的外衣。在非民主的制度裡，「民主」僅是用來裝飾外表用的。請參考 Robert Alan  
  Dahl, supra note 18, p.49. 
22 Francis Fukuyama, supra note 2, p.68. 
23 Georg S∅rensen , 1999,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 San Francisco : Westview Press Inc., p.1. 
24 林嘉誠、朱浤源編著（1980），《政治學辭典》，台北：五南，頁 86。 
25 游清鑫教授認為，民主政治究竟應該包含哪些要素，以民主化研究之角度來看，其中最大 
  的爭議或許在於「程序性」（procedural）或是「實質性」（substantive）民主概念上的取捨。 
  程序性定義係指從一種程序上或形式上的角度來看待一種現象或是概念，進一步來說，就是 
  訂定出一些可觀察的指標（indicators）來協助研究者了解；實質上定義是將民主政治視為一 
  種反應出事務本質（natures）或是精神（spirits）的政治概念。游清鑫（1997），〈共識與爭 
  議：一些民主化研究問題的探討〉，36 卷 9 期，頁 65。 
26 Georg Sørensen, supra note 23, p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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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eph A. Schumpeter在其著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書中有許多令人印象深刻的論

述。27Schumpeter認為民主是一種為了達成政治決策的一種制度安排，此

種制度可以被信賴是因為它的方式優於其他制度，例如正義（justice）。28 

如Schmpeter自己所言：「民主方式（the democratic method）是達到政治

決定的制度安排，在這種安排下，個人之間相互爭取人民選票以獲得政

治決定權。」29換言之，民主政治只是一種政治方法，是一種選擇政治

領導者的機制而已。這是較為狹隘的民主政治意涵觀點。在此光譜的反

方向，David Held提供一個較為全面性的民主觀念。 

    Held把民主政治原則界定為：「個人應該自由且平等地決定自己的生

活條件，也就是說，個人應該在詳細規定的架構內，享有平等接近政治

的權利（以及相對應的義務），只要他們不要將此架構拿來否定其他人的

權利即可。」（Individuals should be free and equal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onditions of their own lives; that is, they should enjoy rights（and, 

accordingly, equal obligations）in the specification of the framework which 

generates and limits the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to them, so long as they do 

not deploy this framework to negate the rights to others.）30Held的民主政治

原則不僅包含Schmpeter的「參與」觀點在內，亦包含個人平等權的概念

（以及平等的義務），可確保個人的民主自主權利。31易言之，民主政府

才能夠確保人民的個人自由，為個人提供最大的機會，讓人民可以選擇

自己想要的規則來生活。32

                                                 
27 Joseph A. Schumpeter, 199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Carole Pateman 認為，Schumpeter 對於古典民主理論的修正，對於後來的民主理論有 

  深遠之影響，但在 Schumpeter 的民主理論中，參與並沒有扮演重要或特殊的角色，Schumpeter 

  認為只要有足夠的公民參與政治即可，民主政治的重點在於少數的領導階層，而且參與條件 

  並非不可限制，他主張財產、種族、或宗教的限制是完全符合民主政治的。CarolePateman, 
  1970,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4. 
28 Georg S∅rensen , supra note 23, p.3. 
29 Joseph Schumpeter, 199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p.260. 
30 David Held, 1996, Models of Democrac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10. 
31 David Held, supra note 30, p.285.  
32 Robert Dahl, supra note 18, p.5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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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以Austin Ranney的定義來討論民主政治。Ranney對民主政治

一詞的定義為：「民主政治一詞包括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政

治平等（political equality）、人民諮商（popular consultation）、多數決原

則（majority rule）等四項原理。」33

    「人民主權」是要求制定政治決策的最終決定權力屬於所有人民，

此人民乃是指所有的成年公民;「政治平等」是要求每一個成年公民和任

何其他公民一樣，都有相同的機會參與政治決策過程。這項原則清楚指

出「一人一票」（one person, one vote），每個人在法律前均有同等投票的

權利；34「人民諮商」包含二項要義，一為政治體系必須有某些制度上

的機制，使政府官員能夠掌握人民的意見，二為在確定人民的偏好之後，

不管政府官員喜歡與否，都要將人民的偏好付諸實現；35「多數決原則」

的要求是，當人民對某議題持不同意見時，政府應該根據大多數而非少

數人的意見行事。36  

    此外，根據學者Robert Alan Dahl的分析，在他所提出十個為何要實

行民主政治的理由中，亦說明民主政治是最保障人權的制度。是否沒有

施行民主政治就沒有人權保障，這可從實際政治經驗中得到答案。37但

什麼樣的民主才是民主？Dahl提出五項民主過程的檢驗標準，其認為檢

                                                 
33 Austin Ranney, supra note 14., p.100. 
34 Austin Ranney特別在其書中說明，他所說的「政治平等」原則，是指所有的成年公民皆具 
  有真正的機會平等，而不是實際參與的平等（the principle of political equality means genuinely  
  equal opportunities for all adult citizens and not equal actual participation）。Austin Ranney, supra  
  note 14., p.102. 
35 「人民諮商」這項原則之所以能維持民主政治的內涵，是在於它具有「民治的政府」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的精神。Ranney, Austin, supra note 14., p. 102. 
36 Austin Ranney, supra note 14, p.100-103. 有關多數決原則是否是民主政治的重要要件，從理 
  論上的角度來思考，顯然無法獲得明確的定論。多數決有其優點，即代表社會多數之共識， 
  但其缺點亦是顯而易見，即造成「多數暴政」。Robert Alan Dahl,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p.156.    
37 Robert Alan Dahl提出十個實行民主的理由：（1）避免暴政（avoiding tyranny）；（2）基本的 
  權利（essential rights）；（3）普遍的自由（general freedom）；（4）自我的決定（self  
  determination）；（5）道德的自律（moral autonomy）；（6）人性的培養（human development）； 
  （7）保護基本的個人利益（protecting essential personal interests）；（8）政治平等（political  
  equality）。此外現代民主還會導致：（9）追求和平（peace-seeking）；（10）繁榮（prosperity）。 
  請參考 Robert Alan Dahl, supra note 18,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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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民主的標準非常多，但至少應有這五項檢驗標準：38

（1） 有效的參與（effective participation）：39：在政策被社團實施

前，所有的成員應當擁有平等的（equal）、有效的（effective）

機會，使其他成員能瞭解他對政策的看法。 

（2） 投票的平等（voting equality）：每個成員都應有平等的、有

效的投票機會來決定政策，且所有的票數應當同等地被計算

（be counted as equal）。 

（3） 充分的瞭解（enlightened understanding）：在合理的時間範圍

內，所有的成員都有平等的、有效的機會來瞭解各種備選的

政策及其可能的結果。 

（4） 議程的控制（control of the agenda）：惟有成員可以決定議程

如何進行，處理哪些內容。從這個角度來看，前三項標準所

需的民主過程永遠都沒有結束的一天，只要人們願意，社團

的各項政策隨時都可以修改（open to change）。 

（5） 成年人的權利（inclusion of adults）：前四項標準，背後都隱

含了公民權利的觀點，而第五項標準正是要求全體成年的常

住居民（adult permanent residents），或者至少大多數成年的

長住居民，均應當享有這些公民權利。 

 

    Dahl以政治平等原則來制定前四項標準，這四項標準只要缺乏其中

一個，團體成員就會失去政治上的平等。40前四項標準會影響第五項成

年人的權利（這裡指的是公民權利）的規範及限制。回到上述幾位學者

對於民主政治意涵的界定，民主政治是由人民統治的政治，是一種參與

                                                 
38 Robert Alan Dahl, supra note 18, p.37. 
39 Carole Pateman認為「參與」（participation）一詞在 1960 年代已是大眾所熟希的政治字彙， 

  不僅社會大眾普遍要求參與政治，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們更是熱烈要求，因此，政治參與成為 

  政治理論的重要課題。Carole Pateman, 1970,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 但參與條件到底要如何限定才算平等? 這是一個容易回答但卻不易界 

  定的複雜概念，它基本上包含二種概念，一為特定的「政治見解」（a view of politics），另ㄧ 

  為權力的形成、分配與執行。郭秋永（1993），《政治參與》，台北：幼獅文化，頁 23。    
40 Robert Dahl, supra note 18, pp.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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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也是一種生活的態度，倘若公民無法平等地參與政治、無法選

擇自己的生活模式，這樣的政治就不能稱為民主政治。公平的遊戲規則

是民主化持續的重要基礎，誠如Donald Share所言：「民主化應該提供制

度與程序上的建立，以達到自由競爭的選舉、基本的公民自由，以及確

立的遊戲規則等三個民主原則。」41

    台灣的政治運作是受現行憲法的規範，憲法勾勒的民主模式理應為

台灣政治現狀的大概模式（至少應有憲法勾勒的輪廓存在）。若以此推

論，現行憲法之理論基礎乃建立在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之上，而中山先

生對於民主政治的描述，亦是由人民做主的政治。中山先生曾提及：「中

國自革命以後，成立民權政體，凡事都是應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現代的

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42進一步而言，將人民權利與民主政治放

在一起討論，民主政治可說是一種國民主權政治，政府所有的權力正當

性皆來自於人民的同意，政治體制是由人民直接或間接所行使的政治體

制。43此觀念即為我國公民投票制度援引的依據，但因特殊的政治氣氛，

所以公民投票的範圍與程度，目前仍是高度爭議性的議題。44

    研究者以為，人權的範圍及意涵不僅是憲法上及法律上的規範，也

是一種個人的主觀認同，因此，生活在非民主體制之外的國家是否感覺

人權有保障，見仁見智。但綜上所述，民主政治實為保障人權較佳的政

治制度，換言之，民主政治是一種最能夠建立普世價值準則的可行體制。

45誠如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對下議院演講時曾提過：「除

非所有其他的政府形式皆已反覆地試驗過，否則民主政治仍是最佳的政

府形式。」46

                                                 
41 Donald Share, 1987,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nd Transition through Transac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19, No.4, p.527. 
42 民權主義第五講。 
43 Pierre Manent, 2003, Modern Democracy as a System of Separation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4, No.1,p. 114. 
44 請參閱本論文第六章。 
45 Robert Alan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p.83. 
46 Heywood, Andrew, 2002, Politics, New York : Palgrave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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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化潮流 

    Samuel P. Huntington 所謂「第三波」的民主潮流﹐開始於1970 年

代中期的南歐，1980 年代初期與中期傳佈到拉丁美洲與亞洲一些國家﹐

然後於1980 年代晚期與1990 年代早期到達東歐､蘇聯與部分非洲國

家。47Arend Lijphart在其著作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一書中提到三十六個民主國家，其

範圍即涵蓋Huntington所界定的三波「民主化浪潮」。48

    第三波民主化引發的全球性民主化運動對拉丁美洲影響很大，它創

造了民主的時代﹐使得人類歷史上第一次有超過半數的國家擁有民主政

府的形式。49表2-1為民主化波潮分期表，從表中可看出，並非所有的國

家民主化之後就永遠保持民主政治，例如義大利，在經歷約一百年的民

主化之後，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因政治、經濟、社會等諸種問題，

引發民主倒退現象；而東歐方面的一些國家，在經歷過數次的政治轉型

之後，終於步上世界的民主化潮流。換言之，民主化時期沒有所謂的終

點。有些國家在民主化後仍會民主倒退，這與該國的政治制度及社會文

化息息相關。在表2-1裡的國家，例如德國、義大利、東歐一些國家，均

曾經歷過非民主政體的統治，民主化後仍曾民主倒退。這可推論出，假

使政治自由化之後沒有伴隨著落實政治民主化，則自由的公民權將容易

受侵害。50

 

 

 

                                                 
47 Samuel P. Huntington,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pp.13-26. 
48 Arend Lijphart, 1999, Patterns of democracy :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p.55. 
49 Samuel P. Huntington, supra tone 47, p.4. 
50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認為自由化（liberalization）與民主化（democratization）兩者 
  之差別在於「自由化可以沒有民主化而存在，而通常先於民主化而發生」，此外，民主化會 
  牽涉到自由化，且民主化是一個更為廣泛的政治概念。See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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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民主化波潮的分期表 

 

Huntington 民主化波潮的分期（1991）： 

第一波民主化長波：1828~1926 

範例：美國、英國、法國、義大利、阿根廷、英國海外殖民地 

第一波民主逆流：1922~1942 

範例：義大利、德國、阿根廷 

第二波民主化短波：1943~1962 

範例：西德、義大利、日本、印度、以色列 

第二波民主化逆流：1958~1975 

範例：巴西、阿根廷、智利 

第三波民主化：1974~ 

範例：葡萄牙、西班牙以及拉丁美洲、亞洲、非洲和東歐的一些國家 

說明：本表中「長波」、「短波」之分乃是以當次民主化浪潮維持的時間而定。

資料來源：David Potter等著，王謙等譯（2000），《民主化的歷程》，台北：

韋伯文化，頁12。 
 

    沒有鞏固的民主政治，統治當局隨時都能剝奪人民的自由。Samuel 

P.Huntington曾言：「正在展開自由化的威權政體通常會釋放政治犯、開

放某些議題給人民辯論、放鬆新聞檢查、開放一些低層的公職人員選舉、

允許公民社會的某種復興，以及循著民主化的方向採取其他步驟，但不

把最高層的決策交付民眾考驗。」51由此可知，自由化與民主化兩者間

之明顯差異在於是否有公平的競爭選舉機制及政治參與的程度。固定期

限的選舉是否是民主化？固定的選舉是否代表人民檢視統治高層的政

策？如果定期的有限選舉之外沒有任何可直接檢驗政府政策的機制，則

人民意志是否得以充分表現？權力容易使人腐化，政治上若沒有「公平

且被遵守」的遊戲規則，再多的自由也是容易失去。 

    早期的民主研究集中在兩大方面，第一是選舉過程，Robert Dahl及
                                                 
51 Samuel P. Huntington, 1996,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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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set等學者為此研究之知名學者；第二是菁英行為，著名學者有Mosca

及Michels等學者。52「選舉過程」研究者強調定期選舉及選舉公平對民

主的重要性；「菁英的行為」研究者強調的則是菁英在社會各領域中的

政治權力，權力越能下放的社會是越民主的。53 近來民主化研究對於個

人的民主價值觀有較多的研究，54以台灣而言，民主化之後，個人民主

取向一是政治學界重要的研究課題。55什麼樣的民主設計可以使台灣政

治運作穩定？什麼樣的政治參與制度才能補強台灣代議政治的不足？台

灣雖已由民主轉型進入民主鞏固時代，但政治權利限制程度及範圍仍是

爭論的議題，畢竟兩岸政治歷史關係密切，台灣政府在考量開放人民政

治參與的同時，必會考量許多層面問題，因為開放政治參與管道，不一

定能彌補代議政治之不足。例如公民投票制度是否可以補強代議政治的

不足，爭議很多。面對國家認同問題，政府很難放寬公投的審核限制，

再者，大法官解釋第645號解釋亦認為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由回歸行政

權，而非廢除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表示台灣人民仍無「完全主動」發

動公投的權利。承此，究竟什麼樣的政治參與制度才能補強台灣代議政

治的不足，以及凝聚人民的國家向心力，仍有待繼續觀察及研究。 

三、政黨政治促進民主化 

                                                 
52 蔡佳泓（2007），〈民主深化或政黨競爭？初探台灣 2004 年公民投票參與〉，《台灣政治學刊》， 
  11 卷 1 期，頁 116。  
53 蔡佳泓，同註 52，頁 117。 
54 「民主價值」很難定義，其本身就是個多面向的概念，包括平等原則、多元主義、政治信 
  任等。有關民主價值之討論，請參考徐火炎（1992），〈民主轉型過程中政黨的重組：台灣地 
  區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政黨偏好與黨派投票改變之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5 卷 1 
  期，頁 213-263；盛治仁（2003），〈台灣民眾民主價值及政治信任感研究：政黨輪替前後的 
  比較〉，《選舉研究》，10 卷 1 期，頁 115-169。   
55 1991 至 2000 年期間，台灣漸漸有一些學者研究選舉制度及個人政治取向。請參考胡佛、張 
  佑宗、歐陽晟（1994），〈台灣價值分歧的結構及對統獨立場與投票選擇的影響〉，「民主化、 
  政黨政治與選舉」學術研討會，台北：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選舉研究小組；胡佛（1998），《政 
  治文化與政治生活》，台北：三民；徐火炎（1993），〈選舉競爭與政治分歧結構的變遷：國 
  民黨與民進黨勢力的消長〉，《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6 卷 1 期，頁 37-74；徐火炎（1994）， 
  〈認知動員、選舉動員類型與選民的投票行為：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的分析〉，《社會科 
  學論叢》，42 期，頁 101-147；陳義彥、洪永泰、陳文俊、翁秀琪、孫秀蕙、鄭夙芬主編（1993）， 
  《選舉行為與台灣地區的政治民主化：從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探討》，台北：行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黃秀端（1995），〈1994 年省市長選舉選民參與競選活動之分析〉，《選舉研究》， 
  2 卷 1 期，頁 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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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競爭對於台灣的政治自由化有促進的功能，是此，討論台灣的

民主化，必然會討論政黨政治。政黨政治之關鍵字在於「政黨」（party）
56一詞，Edmund Burke為政黨所下的定義為：「政黨是人們基於某些全體

同意的特定原則，共同致力於增進國家的利益，而聯合組織的團體。」

57Burke這個與中山先生對政黨及政黨政治的理解相近。 

以中山先生有關政黨政治之論述，研究者分別就政黨的組織與目

的、政黨政治的概念與功能等二方面加以探討其思想：58

    （一）對政黨的組織與目的的看法：中山先生認為政黨是部分人的 

       政治組織，其組黨的目的在於「為國家造幸福，為人民謀樂利。」 

       （政黨之要義在為國家造幸福為人民謀樂利），59又說：「政黨之 

       目的，無論何黨，皆必以實行政策與研究政策二者為其目的。」 

       （國民月刊出世辭）。他又說：「政黨之作用，在再提攜國民以求 

       進步也。」（國民月刊出世辭）由此可見，中山先生認為政黨的 

       組織與目的乃是：由少數優秀份子(elite)集合而成，為取得執政 

       權、並主導議會及政府，領導並教育國民，為國家造幸福、為人 

       民謀樂利。可說是一種菁英型政黨理念，且富有相當高的理想性 

       政治組織。 

    （二）對政黨政治的概念與功能之意見：中山先生的政黨政治概念 

       相當開放，有政黨輪替之理念，並無一黨專政的自私想法。他說： 

       「凡一黨秉政，不能事事皆臻完善，必有在野黨從旁觀察以監督 

       其行動，可以隨時指明。國民見在位為黨不利於國家，必思有以 

       改絃更張，因而贊成在野之政策者必居多數。在野黨得到多數之 

                                                 
56 政黨之英文為party，是源自於拉丁文partire（分開）的意思，其基本上表示「部分」（part） 
  的意思。政黨的原意 part 是部分之意，但全體由多個部份組成，即為 parties，也就是現在的 
  政黨（party）。雷飛龍譯，Giovanni Sartori 著（2000），《政黨與政黨制度》，台北：韋伯，頁 
  5、49。 
57 雷飛龍譯，Giovanni Sartori著 2000），《政黨與政黨制度》，台北：韋伯，頁 13。 
58 此論述標準參閱周世輔著，周陽山修訂（2003），《國父思想要義》（修八版），台北：三民 
  書局，頁 142-144；劉世煒、傅家雄編著，《國父思想精義》（2001），台北：東華書局，頁 
  211-220。 
59 囿於篇幅，本文有關孫中山先生原著部分，僅於引文後標明出處，不再另行列註解，原著 
  引文以標楷體區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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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即可起而代握政權，變為在位黨。」可見，政黨之要義在 

       為國家造幸福為人民謀樂利）。又說：「甲黨…乙黨…輪流互異， 

       國家之進步無窮，國民之幸福亦無窮！」（國民月刊出世辭）而 

       他也認為政黨政治之功能，在防止專制政治復辟，是民主國家之 

       常態，所以說「黨爭可有，而私爭不可有，黨見可堅持，而私見 

       不可堅持」（國民月刊出世辭）。他說：「凡一國政治之善良，純 

       恃強有力之政黨以維護憲制，而抵抗少數者之專制。故政黨之作 

       用：  

（1） 以養成多數者政治上之智識，而使人民對政治上之興味； 

（2） 組織政黨內閣，執行其政策；三、監督或左右政府，以使政

治之不溢乎正軌，此皆共同活動之精神也。」（通告海外國民

黨各支部改組函），又說：「政黨政治雖非政治之極則，而在

國民主權之國，則未有不賴之以為常軌者。」（國民黨宣言）

凡此，皆與現代對政黨政治的概念相近。 

 

    由中山先生論點可知，「政黨」乃民主政治不可或缺的必要條件，事

實上，台灣近年來的民主化亦是由上而下、由政治菁英主導啟動的，因

此，政黨政治及政治菁英對台灣民主鞏固之影響甚大。60台灣這種民主

                                                 
60 一個國家之政黨類型，對於政治運作影響甚深。Sartori將將政黨類型分為七種：（1）一黨 
  （one party）：指獨一無二的政黨；（2）霸權黨（hegemonic party）：指包括一個霸權黨的若 
  干附庸黨及若干小黨；（3）優勢黨（predominant party）：指包括一個優勢黨及若干小黨；（4） 
  兩黨（two-party）：指交替執政的兩黨；（5）有限多黨（limited pluralism）：指有三至五黨； 
  （6）極度多黨（extreme pluralism）：指有六黨至十黨；（7）粉碎多黨（atomized pluralism）： 
  指有十黨以上。兩黨制是一般人民最熟悉的政黨類型，這是因為它比較容易區分。一般認為 
  英國、美國、紐西蘭、澳大利亞，以及加拿大，係屬於兩黨制國家，1996 年之後的奧地利， 
  也可稱為兩黨制國家。請參閱雷飛龍譯，Giovanni Sartori 著，同註 57，頁 53、232-233。此 
  外，另一知名政黨政治學者 M. Duverger，根據政黨的起源、黨員的吸收方式、黨員的控制， 
  以及黨員的結構等四個面向，將政黨分為幾個類型：（1）以政黨的起源來區分，可分為內造 
  政黨（internally-created parties）和外造政黨（externally-creates parties）；（2）以黨員吸收方 
  式來區分，可分為直接政黨（direct party）和間接政黨（indirect party）；（3）以黨員的控制 
  來區分，可分為極權政黨（totalitarian party）和有限政黨（restricted party）；（4）以黨員的 
  結構來區分，可分為幹部黨（cadre party）和群眾政黨（mass party）。請參考Maurice Duverger,  
  1955, Political parties :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 Methuen ;  
  New York : Wiley, pp.404-405。以我國目前的政黨政治而言，研究者認為應較相似於「有限 
  多黨」或「兩黨」，但因我國政治情況特殊，政黨背後之複雜意義，無法在此簡單說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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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情況非常符合Robert A. Dahl所提的多元政治途徑之一，即開放政治參

與之前，競爭性的政治即已開始。Dahl認為，在擴大政治參與之前，就

先有競爭性的政治存在，這表示政治菁英是促進民主政治發展的要件，

在政治競爭中，政治規則、慣例與文化逐漸形成。61

    呂亞力教授亦曾提及，從研究社會體系與政治體系來說，要判斷一

個社會民主化或現代化的程度，菁英研究為一個重要的方法。再者，要

瞭解一個社會或政治體系之變遷，比較不同時期的菁英也是一個有效的

方法。62相對的，社會、經濟及政治體系變遷也會影響菁英階層的流動，

而其中又以政治遊戲規則的改變影響最大。公民的選舉權開放和候選人

公開競選等因素帶來的民主化效應（Democratizing effect），會使菁英結

構產生變化。63David Held曾指出，現代政治的政黨，事實上，領導者是

很重要。因為領導者在選舉過程中，尤其是龐大的選舉組織，更強化領

導者的重要地位。64

    「政治菁英」（political elites）一詞，通常是指統治階級或統治者。65

政治菁英之行為對於政治發展影響甚大，因為政治菁英大多來自於政治

世家或高知識的家庭，掌握社會及政治的資源，所以有能力參與政治。

Gaetano Mosca和Michel二人均為精英政治理論者，Mosca的統治階級論

（the ruling class）及Michel著名的的「寡頭政治鐵律」（iron law of 

oligarchy）為精英政治理論代表。Mosca主張每一個社會都必須由社會精

英來管理，在其後期的著作裡，Mosca更將精英與代表制集合起來。Michel

亦認為，黨派表面上是實行民主政治的代議政治，在事實上也是一種階

級代表。66有關代議政治下，政黨政治與議會影響力之關係，請參考圖

2-1。 

                                                                                                                                         
  此並不影響本論文之研究結果，因政黨政治並非本論文之研究對象。 
61 張明貴譯，Robert A. Dahl著（1989），《多元政治：參與和反對》，台北：唐山，頁 38-39。 
62 呂亞力（1973），〈簡論領導階層研究〉，《食貨月刊》，3 卷 4 期，頁 30。 
63 R. D. Putnum, 1976,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N.J.: Prentice Hall, 171-172. 
64 See David Held, 1996, Models of Democrac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70-171. 
65 T. B. Bottomore, 1965, Classes in modern society, London, Allen & Unwin, p.7 
66 Carole Pateman, 1970,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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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政黨制度與議會影響力的腐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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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整理自David Held, 1996, Models of Democracy, p.171.67

 

 

                                                 
67 David Held, supra note 30, 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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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認為，不論是專制時代也好，民主時代也好，統治者總是少

數的那ㄧ群，而被統治者總是多數的那ㄧ群，因此，Mosca和Michel的理

論，不管在任何時代，均有其討論之價值存在。Mosca認為，每個政治組

織中，都有一個居於統治階級的領導者，此領導者必須要得到多數人的

支持才能行使統治權。統治階級的優越性在於政府模式，不同的政府模

式有不同的統治優勢。68大眾所熟希的「代議政治」，事實上並不是多數

統治，而是少數統治，因為選民是在有限的範圍內被迫選擇投票給某ㄧ

位候選人，而候選人通常有二位以上，選票分散之後，當選者未必能代

表多數人意見，僅能說其代表相對多數意見而已。69

    許多威權國家轉型至民主國家皆會遇到開放選舉及權力下放等問

題，有些國家會在選舉制度及投票制度作某些程度上的限制，以維持統

治階層之權力，此與菁英理論之觀點不謀而合。Held引用Max Weber的研

究，發現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在議會政府運作過程中，競爭式的菁英民

主模式影響力甚為明顯，因為議會政治的行政權、立法權乃融合共同行

使權力，內閣首長是由國會議員選舉產生。職是，政治菁英與民主發展

的關係密切，政黨運作也與議會影響力關係密切。70由圖3-1政黨制度及

議會影響力的關係，可看出政黨政治對於民主政治的影響。 

    圖3-1讓我們看到，對議會制度不可太過天真。因為民主化不代表政

治運作能民主鞏固，民主鞏固也不代表政治會民主深化。研究者認為，

無論任何政治制度，實際運作皆需由少數政治菁英操作。71議會部門由

國會議員操作，行政部門由行政官員控制，倘若國會議員及行政官員這

些政治菁英沒有遵守憲法規範和遊戲規則，則民主恐有倒退之慮。72

                                                 
68 涂懷瑩譯，Gaetano Mosca著（1997），《統治階級論》，台北：國立編譯館，頁 104-105。 
69 涂懷瑩譯，Gaetano Mosca著，同註 68，頁 229-230。 
70 David Held, supra note 30, pp.168-171. 
71 研究者認為「實際政治皆須由少數政治菁英操作」，因為國家社會的複雜性及多樣性，直接 
  民主事實上是有困難的，很難發展成一套常態的政治管理模式，但間接民主的代議制度有其 
  政治上的盲點，若能同時以深具直接民主意義的「公民投票」制度來補足代議制度的不足， 
  補強代議政治的功能，應更能體現主權在民之精神。  
72 從形式上看，議會是制定法律和國家政策的唯一合法機構，但實際上，政黨政治才是最重 
  要的。David Held, supra note 30, p.155. 這就是民主政治與政黨政治無法切割的關係，談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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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民主轉型過程與衍生之問題 

一、民主轉型之意義 

    轉型是一個主觀性的想法，若將其用於政治學的民主化研究，「轉型」

可定義為「一個政體與一個政體之間的間隔」。73換言之，轉型是指一個

政體由威權政體74轉向民主政體，或者是由民主政體轉向威權政體。是

此可知，民主轉型即是意指由威權政體轉向民主政體，茲將民主轉型的

定義討論於下。 

    Juan J. Linz和Alfred Stepan對民主轉型所下的定義為：（1）政治程序

產生，民選政府獲得足夠的同意；（2）政府因普遍且自由的選舉來獲得

權力；（3）實際上政府有足夠的權威制定政策；（4）新民主政體下，行

政、立法及司法各自獨立，不需與其它團體分享權力。75 由Linz和Stepan

的定義來看，民主轉型包括自由化與民主化，且政治運作應遵守憲法規

範的權力分立原則。 

    再者，Adam Przeworski對於民主轉型之定義提出二種看法。其一，

民主轉型係指從威權體制到民主體制的轉型；其二，民主轉型包括下述

三種現象：（1）政黨輪替執政有其真實的可能性；（2）能因輪流執政

而導致政策的可逆性（eversible policy changes can result from alternation 

in office）；（3）文人控制軍隊的制度已被有效建立。76此外，Sørensen

                                                                                                                                         
  主政治，一定會提到政黨政治。 
73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6. 
74 Samuel E. Finer指出，無論在任何情況之下，威權政府（authoritarian government）皆有下列 
  三項特徵：（1）透過公共討論和投票所做出的政策的技術，大部分都被威權當局的訓令所取 
  代；（2）統治者不受憲法的限制，而且可以執行其所想要執行的政策；（3）統治者對外所宣 
  稱的權威不必然且通常不必得到被統治者的同意。Samuel E. Finer, 1987, Authoritarianism, in  
  Vernon Bogdanor（ed.）, The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xford, England:  
  Basil Blackwell, p.34. 
75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 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3. 
76 Adam Przeworski, 1986,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p.56;  
  Adam Przeworski, 1992, The Games of Transition, in Scott Mainwaring, Guillermo O'Donn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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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一般而言，民主轉型的過程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模型來加以描述。

該模型的背景條件是國家統一，而轉型中相重疊的階段分別為：（1）準

備階段（the preparatory phase），特徵是政治鬥爭導致非民主政權的瓦解；

（2）決定階段（the decision phase），清楚的民主秩序已於運作過程中確

立；（3）鞏固階段（the consolidation phase），新的民主政治已進一步發

展；最後，民主習慣（democratic practices）成為政治文化中確立的一部

分。77

    綜上所述，民主轉型概念之界定，不僅只是著重於「威權政體朝向

民主政體」之事實描述而已，應延伸至民主轉型完成後之「民主鞏固」，

甚至是「民主深化」的概念範疇。78

    職是，從「非民主」轉型到民主統治，是一段涉及許多複雜階段的

過程。轉型過程不必然都是平順的，也有許多危機及倒退。且體制變遷

的結果也不必然是民主政治，許多開發中國家的例子，確實就在威權主

義及脆弱的民主政治之間擺動。79因為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社會正義及

當權者利益的衝突與矛盾，常是政治菁英面對的難題。政治體制由權威

或極權轉型為民主政治過程中，政治部門角力的結果，往往導致政治不

穩定，在此過程中，憲法如能擺脫政治枷鎖，引領國家朝向憲政法治國

家發展，不僅可補強轉型時期國家統治權之正當性，展現憲法解釋制度

的權威性，亦可促進民主鞏固。因此，在政治民主化需要協助之時，正

是憲法發揮其功能的時刻。在民主轉型時刻中，憲法扮演什麼樣的功能，

乃是研究當代轉型憲政主義的重要議題。80

                                                                                                                                         
  and J. Samuel Valenzuela, 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 the new South American  
  democra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otre Dame,Ind.:Published for the Helen Kellog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by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p.150. 
77 Georg S∅rensen , supra note 23, p.62. 
78 有些學者認為民主轉型討論不應只著重在政體轉型，應更延伸至民主鞏固及鞏固後的品質 
  提升。請參考Guillermo O’Donnell, 1992,Transitions, Continuities, and Paradoxes, in Scott  
  Mainwaring, Guillermo O'Donnell, and J. Samuel Valenzuela, 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 new South American democra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Notre Dame, Ind. : Published  
  for the Helen Kellog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by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p.18;  
  Georg Sørenson, supra note 23, p.62. 
79 例如拉丁美洲或東歐一些國家，在民主化之後，政治仍然不穩定，因此又民主倒退。 
80 葉俊榮等合著（2003），《永續台灣向前指》，台北：詹氏，頁 211。此外，「轉型正義」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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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轉型之類型 

    就民主轉型的方式而言，Huntington認為可用三種類型來分析，即變

革（transformation）、轉換（replacement）、移轉（transplacement）。81台

灣的民主轉型與Huntington提的三種類型均有關聯，此亦符合Huntington

在其著作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一

書中分析的民主轉型原因。有些國家的民主轉型是單一因素，有些國家

則不然。82

    由轉型方式進一步思考民主轉型類型，Donald Share以「引導民主化

的動力」及「民主化的速度」為分類標準，提出民主轉型四個類型：83（1）

漸進的民主化（incremental democratization）：引導民主化的動力主要是

透過威權政體而來，並且採取漸進的民主轉型模式；（2）透過革命奮鬥

的轉型（transition through revolutionary strruggle）：引導民主化的動力主

要是因為反對現有的政治體制，並且採取漸進的民主轉型模式；（3）透

過協商的轉型（transition through transcation）：引導民主化的動力主要是

透過威權政體而來，並且採取迅速的民主轉型模式；（4）透過決裂的轉

型（transition through rupture）：引導民主化的動力主要是反對現有的政

治體制，並且採取迅速的民主轉型模式。84

 

 

 

 
                                                                                                                                         
  憲法是否能實踐憲政精神的重要觀察面向。在轉型期間，法律的連續性經常受到嚴峻的挑 
  戰。轉型期合法的政治與法律變革所具有的規範性限制，通常有一連串的矛盾性。鄭純宜譯， 
  璐蒂‧泰鐸著（2001），《變遷中的正義》，台北：商周，頁 17。本論文並不嚐試定義台灣民 
  主轉型之正義問題，本論文欲以政治與法律的互動來描述台灣民主鞏固現況，以顯示出台灣 
  民主化過程中所面臨的政治問題。 
81 Samuel P. Huntington, supra note 47, p.114. 
82 Samuel P. Huntington, supra note 47, pp.31-41. 
83 Donald Share, supra note 41, p.529-530. 
84 Donald Share 的四項民主轉型類型與Terry Lynn Karl的觀點相近。Karl將民主轉型分為四 
  類，即「協議型」（pact）、「改革型」（reform）、「強迫型」（imposition），及「革命型」（revolution） 
  等四類型。其中協議型和改革型是屬於漸進式的民主轉型模式，而強迫型和革命型則屬於迅 
  速的轉型模式。See Terry Lynn Karl, 1990, Dilemmas of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Vol.23, No.1, Comparative Politics,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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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民主轉型面臨的問題 

（一）正當性與代表性問題 

    對民主政治而言，統治者的正當性非常重要。Juan Linz認為民主的

正當性，需要遵守遊戲規則及政治信任。851996 年台灣人民首次直接選

舉總統之前，有關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問題，爭議不少。 

    1945 年 8 月 15 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投降，二次大戰於焉結束。

該年 10 月 25 日陳儀銜命在台北公會堂（今中山堂）接受日本投降，當

時台灣大多數人對「光復」抱持歡迎的態度，但 1949 年國民黨自中國大

陸全面撤退來台灣，不久後台灣即進入戒嚴時期，這是國民黨統治正當

性問題的開始。861949 年國民政府播遷來台後仍宣稱對中國大陸擁有主

權，也承認無法舉行全國性的選舉，87產生兩個難題，第一是統治正當

性問題，第二是人民的政治信任問題。此外，台灣也面臨「代表性」的

問題。 

    代表性問題引起國民黨政權統治的合法性矛盾，國民黨當時尋求以

司法途徑解決問題。司法院大法官為此作出釋字第 31 號解釋，認為民意

代表選舉應等待中國大陸光復之後再舉行。國民政府對代表性所為的操

控，用司法途徑代替民主機制來解決代表性問題，對台灣憲政主義造成

威脅，這些威脅包括：88（1）立法院、監察院及國民大會的民意代表不

需改選，民意代表成為功能性的終身職；（2）只要國大投票給總統，該

總統得不限次數連任；（3）國民政府中台灣人民的代表，淹沒在多數的

                                                 
85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1978,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Europe, Baltimore ;  
  London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17. 
86 當時許多大環境的政治因素（包括日本戰敗、國共內戰國民黨戰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 
  等問題），台灣成為國民黨反攻大陸的基地，台灣進入戒嚴時期，政治危機因而逐漸累積。 
  請參閱李筱峰、林呈蓉編著（2003），《台灣史》，台北：華立圖書，頁 229-239；薛化元、 
  李筱峰、戴寶村、潘繼道編撰（2004），《台灣的歷史》，台北：玉山社，頁 72-76。     
87 釋字第 31 號解釋文：「憲法第六十五條規定立法委員之任期為三年；第九十三條規定監察 

  委員之任期為六年。該項任期本應自其就職之日起至屆滿憲法所定之期限為止，惟值國家發 

  生重大變故，事實上不能依法辦理次屆選舉時，若聽任立法、監察兩院職權之行使陷於停頓， 

  則顯與憲法樹立五院制度之本旨相違，故在第二屆委員，未能依法選出集會與召集以前，自 

  應仍由第一屆立法委員，監察委員繼續行使其職權。」（1954 年 1 月 29 日）   
88 葉俊榮（2003），《民主轉型與憲法變遷》，台北：元照，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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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代表當中。 

（二）國家認同問題 

    Alan Dershowitz認為，沒有任何權利可以在極端狀況下免於某種程

度的剝奪或權衡，89但台灣曾經出現過威權體制，經歷過憲法權利被暫

時停止的動員戡亂時代，因此，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面臨的政治權利

問題，會是一種民主轉型正義的困境。台灣民主轉型過程中遇到頗多政

治制度及意識形態問題，包括選舉改革、總統直接民選、副總統兼任行

政院長、兩岸問題、領土範圍等。有些問題經由大法官解釋之後即可獲

得解決，但有些問題非常複雜，大法官解釋只能暫時平息爭議或將問題

擱置，交由政治機關及時間去解決。尤其是在選舉期間，族群認同、政

治認同及國家認同等問題更是明顯，這是民主轉型衍生出且很難解決的

問題。 

    以國家認同而言，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在選舉過程中展現無遺，此

在學者們的研究及民調的數據中皆可看出。90國家認同問題的重要性在

於它牽涉到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成員自我命名及自我瞭解的過程。由於「自

我」如何界定常常是主體產生行動的先決條件或預設條件，因此許多人

認為國家認同問題是政治共同體最「根本」的問題。91國家認同問題並

非新興議題，亦無固定內涵，它因各國歷史背景不同而異。美國的國家

認同問題來自於移民者、日本的國家認同問題來自於二次戰後文化思想

斷層之衝擊、馬來西亞的國家認同問題來自於民族問題、92東歐與非洲

                                                 
89 黃煜文譯，Alan Dershowitz著（2007），《你的權利從哪裡來？》，台北：商周，頁 29。 
90 有關台灣國家認同之研究，請參閱例如江宜樺（國科會研究 86 年度）、陳翠蓮（國科會研 

  究 88 年度）、蔡英文（國科會研究 86 年度）、李錦旭（國科會研究 90 年度）、蕭阿勤（國科 

  會研究 90 年度）、施群芳（國科會研究 89 年度）、陳陸輝、耿曙（國科會研究 95 年度）、 

  吳乃德（國科會研究 92 年度）、游盈隆（國科會研究 87 年度）、劉義周、田芳華（國科會 

  研究 89 年度）、魏鏞（國科會研究 91 年度）等學者。此外，台灣在選舉過程中，國家認同 

  經常成為爭論的問題，請參考徐火炎（1994），＜台灣選民的國家認同與黨派投票行為＞，《台 

  灣政治學會第一屆年會學術研討會》，頁 3-9。。政治信任差異在民主國家是常態，但台灣顯 

  著的政治信任差異的存在，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民主化後國家認同議題成為台灣政黨政治 

  競爭的主軸。請參考吳親恩（2007），〈台灣民眾的政治信任差異：政治人物、政府與民主體 

  制三個面向的觀察〉，《台灣政治學刊》，11 卷 1 期，頁 147-148。 
91 江宜樺（1998），《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北：揚智，頁 3。 
92 馬來西亞是一個多族群的國家。英國殖民馬來西亞時，採政經分離統治，政治方面由馬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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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新興國家的國家認同來自於民族及殖民問題，然台灣是否有國家認

同問題？還是僅是族群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而已？ 

    論及國家認同，江宜樺教授界定國家認同的意義為：（1）政治共同

體本身的同ㄧ性；（2）一個人認為自己歸屬於哪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辨識

活動；（3）一個人對自己所屬的政治共同體的期待，或甚至對所欲歸屬

的政治共同體的選擇。93由於國家認同是一種心理情感，是一個多面向

概念，江宜樺進一步由「族群認同」、「文化認同」、「制度認同」等三個

面向來討論國家認同。「族群認同」指的是一個人由於客觀的血緣連帶或

主觀認定的族裔身分而對特定族群產生的ㄧ體感；「文化認同」指的是ㄧ

群人由於分享了共同的歷史傳統、習俗規範及無數的集體記憶，從而形

成對某ㄧ共同體的歸屬感；「制度認同」指的是ㄧ個人基於對特定的政

治、經濟、社會制度有所肯定所產生的政治認同。94研究者認為，台灣

為一移民國家，不同種族或族群的通婚混血，若要以「族群認同」來解

釋或建構台灣與中國的國家認同，基礎似乎略顯薄弱。「文化認同」是經

常被使用的認同觀念，但在不同時期不同政權的統治下，文化認同會面

臨被切割的命運，而「制度認同」對於移民現象，似乎是最能合理解釋

的面向。許多移民台灣之移民者，皆有其本身原本的血緣、族群或文化

背景，這些移民者不會基於本身的背景來認同台灣，而是基於認同台灣

的經濟及政治制度來建構認同。 

    吳乃德教授在討論國家認同時，是以族群現象來分析政黨認同及國

家認同。台灣人民對於國家認同缺乏共識，是台灣政治發展中顯著而重

要的現象。95Anthony D. Smith認為，國家認同的面向太多，無法用單一

                                                                                                                                         
  人掌控，但經濟方面較成功者是華人，這種統治方式使馬來人擁有政治優勢而經濟卻弱勢， 
  但華人擁有經濟優勢但政治卻弱勢的不平等局面，形成了馬來西亞的社會問題。有關馬來西 
  亞的認同問題，請參考王國璋（1997），《馬來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台北：唐 

  山；顧長永（2001），《馬來西亞的族群政治: 理論與實際》，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成果報告（執行期間: 2000 年 8 月 1 日至 2001 年 7 月 31）；顧長永（2000），《東南 

  亞政府與政治》，台北：五南。      
93 江宜樺（1998），《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北：揚智，頁 12。 
94 江宜樺，同註 93，頁 15-16。 
95 吳乃德（1993），〈省籍意識、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台灣族羣政治理論的初探〉，收錄於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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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來解釋，96因為國家的認同與選擇是受到情感及理性二種力量的牽

引。97吳乃德教授認為，有些人將國家的選擇視為情感性的終極價值，

它代表的是一種心理的情感取向，一種歸屬感，此稱為「國家認同」。而

有些人對於國家的選擇是基於理性的利益考量，他要不要成為一個國家

的國民，端視那個國家能帶給他何種現實利益而定，此稱為「國家選擇」，

國家選擇者可以隨時歸化至另一個國家，國家認同者雖然忠於情感，但

也是會受到現實條件的影響。98

    保障政治權利即是保障人性尊嚴，如同釋字第 603 號解釋保障隱私

權之見解一樣，「隱私權理應屬人格權之保障範圍，若有保障不足之處，

當可援引一般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保障」。99「保障隱私權其實就是保障

人性尊嚴」，換言之，「保障政治權利其實就是保障人性尊嚴」，而這也是

台灣爭取自由、平等與法治等民主化過程，從「憲法國家」提升到「尊

嚴國家」必須深刻面對的公民課題。 

    林佳龍曾指出：「民主鞏固不可能發生在人民對國家疆界高度缺乏共

識的情況下。」100台灣目前已由民主轉型邁向民主鞏固之途，但是否能

達到民主鞏固仍待考驗。101雖然台灣政府主權行使範圍相當確定，但由

於國家認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為分裂國家？還是本來就

是二個國家，並無所謂分裂問題？兩岸是否應走向一個中國？中華民國

是否等同於台灣？還是台灣應正名獨立？）與民族情感（兩岸人民是否

均為中國人？）使然，領土疆界問題仍然必須模糊。領土疆界問題雖對

                                                                                                                                         
  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北：業強出版，頁 13。 
96 Anthony D. Smith（1991）, National Identity, Las Vegas: University of Nevada, p.14. 
97 吳乃德，同註 95，頁 44。 
98 同前註，頁 44 -45。 
99 李震山（2005），《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列舉權之保障為中心》，台北：元照， 
  頁 225、228。  
100 林佳龍（2000），〈台灣民主化與政黨體系的變遷：菁英與群眾的選舉情節〉，《台灣政治學 

  刊》，4 期，頁 47。 
101 威權轉型與民主鞏固並無直接關聯，威權政府的體制崩潰可能來自許多原因，包括國家內 
  部原因（國內）及外部原因（國際），例如台灣威權轉型的原因即包括國內的國家認同問題 
  及國際上的政治壓力，但這些迫使威權轉型的因素，不一定是促進台灣民主鞏固的因素。 
  See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5,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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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過程會有某種程度的影響，例如萬年國代、總統是否由人民直選

產生。 

    就現代國家理論而言，構成國家的基本要素包括土地、人民、政府、

主權；102Patrick Dunleavy 和Brendan O'Leary認為現代國家是一個或ㄧ組

明顯單獨的組織，在其領土之內，國家擁有主權或最高的權力，對於法

律有強制的執行力，國家主權屬於領土中的每個人。103一個政治實體是

否可以稱之為國家，要看用什麼標準來定義。國際法上關於是否承認一

個國家的國家屬性，最被常引用的即是 1933 年美洲國家所通過的「蒙特

維地國家權利與義務公約」（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 104該條約第一條陳述的國家概念為：（1）永久的人民（a 

permanent population）（2）特定領土（a defined territory）；（3）政府

（government）；（4）與其他國家交往之能力（capacity to enter into relations 

with the other states）。105台灣是否符合該條約之國家概念見仁見智，但台

灣是否為一個國家？如果台灣事實上是一個國家，那為何無法成為聯合

國成員？這明顯是政治問題而非單僅法律問題而已。106政治層面包括外

部國際因素（例如國際承認、外交關係、戰爭威脅等）與內部台灣人民

的認同因素。107因此，研究者認為，一個國家除上述客觀的構成要素之

                                                 
102 彭懷恩（1998），《政治學（新版）》，台北：風雲論壇，頁 37-40。 
103 Patrick Dunleavy and Brendan O'Leary, 1987, Theories of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Liberal  
  Democracy, Basingstoke : Macmillan Education, p.2. 
104 陳英鈐（2000），〈從法的觀點論「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收錄於黃昭元主編《兩國論與台灣國家定位》， 

  台北：學林，頁 10。 
105 「蒙特維地國家權利與義務公約」網址為http://www.taiwandocuments.org/montevideo01.htm 
106 台灣是否為一個國家不僅是台灣本身內部的問題，亦是國際問題。但就台灣本身而言，中 

  華民國是否等同台灣？中華民國是否存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同屬於一個中 

  國，只是現狀為分裂國家而已？就國家構成要件而言，1949 年前後的中華民國統治的領土 

  與人民是不同的，國家構成要件顯然改變，哪來國家的同ㄧ性與延續性？黃昭元（2000），〈兩 

  國論的憲法分析－憲法解釋的挑戰與突破〉，收錄於黃昭元主編《兩國論與台灣國家定位》， 

  台北：學林文化，頁 32。就法律及政治學上的國家構成要件而言，台灣國家定位應該是清 

  楚的，但就歷史及現狀而言，台灣國家定位是很難定論的，尤其是國家認同部分，更是混亂， 

  所以，研究者認為，台灣是否為一個國家不全然是法律問題，而是政治及歷史情感問題。    
107 影響政治取向的原因很多，有內部心理層面，也有外部政治現實層面，該兩種層面均會影 
  響影響政治取向，進而影響政治發展。吳親恩在 2007 年針對台灣人民的政治信任感做一量 
  化研究，數據顯示，政黨認同及統獨立場對政治信任的態度即不同，而政治生態的不同，即 
  會影響政治穩定與民主發展。請參考吳親恩（2007），〈台灣民眾的政治信任差異：政治人物、 
  政府與民主體制三個面向的觀察〉，《台灣政治學刊》，11 卷 1 期，頁 14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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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他國的承認與台灣人民的自我認同亦非常重要，且他國對於台灣是

否為國家的主觀評價或決定，與台灣人民的自我認同會有相互作用影響。 

（三）政治參與的程度問題 

    上述之正當性、合法性，以及國家認同問題，對於人民的政治參與

程度影響甚深。政治參與的方法包括各種選舉及非選舉的政治性活動，

倘若政府統治權存在著正當性及合法性危機，加上國家又有認同問題，

則政府與人民之間將很難建立政治信任感，是此，政治參與受到限制乃

必然現象。以我國公民投票法的制定過程及全國性公投情況來看，政府

對於公投條件的限制及程序管理引起社會嚴重爭議，108這就是政治參與

的程度問題。 

    政治參與的定義非常分歧，以Sidney Verba和 Norman H. Nie的觀點

而言，政治參與即為一般公民企圖影響政府的合法行動。109以「一般公

民企圖影響政府的合法行動」此定義進一步而言，政治參與可說是「代

表性強化」的重要方法。民主國家最重要的政治參與就是選舉及投票制

度（包括一般性選舉及公民投票與一般投票110等制度），111如John Ely在

其著作Democracy and Distrust一書中強調，選舉制度是補強代議政治不

足、強化代表性的重要制度。尤其當政治制度失靈無法正常運作時，司

                                                 
108 例如 2003 年民進黨政府時期，行政院想在 2004 年總統大選時舉辦核四、加入世界衛生組 
  織（WHO）兩大公共議題的諮詢公投。陳師孟引用台大教授李鴻禧的見解說，認為諮詢公 
  投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利，並不需要法源依據，因當時在野黨國民黨的態度是反對的。請參 
  考大紀元新聞，〈陳師孟：諮詢公投與總統大選結合能節約資源〉，2003 年 5 月 24 日，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3/5/24/n318020.htm；BBC中文網新聞，〈陳水扁重申總統大選 
  日公投〉，網址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3309000/33092612.stm；大紀元 
  新聞，〈台灣總統大選 公投議題持續發燒〉，2004 年 3 月 15 日，請參考大紀元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4/3/15/n485358.htm；此外，有關入聯與反聯的公投爭議，聯合 
  報，〈入聯返聯公投變更日期？中選會：機率低〉，請參考聯合新聞網網址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9/4230372.shtml  
109 Sidney Verba and Norman H. Nie（1987）,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1,146. 
110 「投票」對民主政治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之一，因為投票是一般人民認為最方便的參與 
  政治方式。請參考Verba Sidney and Norman H. Nie（1987）,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11 若以廣泛的政治參與而言，集會、結社也是屬於政治參與的模式。研究者認為，只要是人 
  民向政府表達意見的方式，皆可視為政治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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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介入反而可以適當解決政治問題。112而此時司法的介入，不僅可免

除司法違憲審查「反多數困境」的質疑，更重要的是，這展現了司法違

憲審查的政治性功能，表示司法違憲審查的存在有助於民主政治發展。 

    研究者認為，台灣目前的政治參與方面較具爭議性者包括公民投票

制度、113結社自由、集會遊行自由等政治參與權問題。各國憲法對於政

治參與權之規定方式，大抵是於相關憲法條文中，尤其是民主制度的具

體運作的規定部分，就各種權利的具體內容與行使方式加以規定，我國

亦是如此，很明確地將參政權列為憲法上的基本權利。114儘管憲法已明

確規定政治參與權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利，但政治參與權仍是我國實際

政治運作上的重大爭議問題。關於這些政治參與權問題，將留待於本論

文第五章及第六章來討論。 

參、民主鞏固概念之共識與爭議 

    民主鞏固最早的觀念在於描寫新興民主化政府在民主轉型中所面臨

的挑戰，包括延長新民主體制的生命、避免威權主義的倒行逆施、盡力

對抗民主「逆轉」（reverse waves）的屏障等等；現在學者對於民主鞏固

的定義頗為分歧，他們是從不同的面向來討論民主鞏固的真諦、民主的

要件、民主的層次及民主的實行場域。115由於每位學者的學術養成背景

不同，加上每個國家均有其特殊的政治歷史、社會文化及風俗習慣，是

故，每位學者皆有自己的民主見解及界定方式，也因此，對於民主鞏固

                                                 
112 Ely教授指出，實體價值的判斷，應該是立法權的權責，司法權不應該越俎代庖，但是， 
  司法權應該透過司法違憲審查的權力，確保身為民主代議制度核心的立法機關，能夠充分反 
  映民意之餘，亦能保障人權。此外，司法違憲審查應該特別關注代議民主的運作，以避免代 
  議制度運作失靈。有關司法違憲審查強化代表性，請參閱John Hart Ely, 1980, Democracy and  
  distrust : A Theory of Judicial Review,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13 有學者認為公民投票並非直接民主制度，因為直接民主制度係指「立法權完全屬於民眾， 
  而由民眾所組成的一個會議所運作」；而公民投票是指「在代議政治下，在某些特殊情況之 
  下，由民眾針對特定議題投票」。請參考吳文程（1996），《政黨與選舉概論》，台北：五南， 
  頁 199。但本論文認為，公民投票乃基於直接民主概念而來，雖因各國對於公民投票程序及 
  條件皆有所規定與限制，但基於補足間接民主代議政治之觀念，公民投票制度仍可視為直接 
  民主。有關公民投票部份，請參考本論文第六章。      
114 蔡宗珍（2000），〈參政權〉，收錄於許志雄、陳銘祥、蔡茂寅、周志宏、蔡宗珍合著，《現 
  代憲法論》，台北：元照，頁 223。 
115 李酉潭（1998），〈文武關係與民主鞏固初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高雄），6 卷 1 
  期，頁 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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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指標之選擇就不同。 

一、民主鞏固之共識 

    自第三波民主化之後，學界就民主化概念作一系列的研究與討論。

民主鞏固是民主化過程之一環，是近年來民主政治學者們研究的焦點之

一。雖然學者們對民主鞏固概念有各自一套意涵界定及檢驗標準，但對

於民主鞏固基本概念仍有共識。研究者歸納 Jaun J. Linz、Alfred Stepan、

Samuel P. Huntington、Robert Dahl，及 Larry Diamond 等學者對於民主鞏

固之研究，可發現其界定民主鞏固意涵大致上包含三點： 

    （1）以制度化之程度來界定民主鞏固的意涵。ㄧ個制度化穩定的國 

       家，其民主鞏固的可能性就越高。 

    （2）以政治行為者之態度與行為來看，學者認為，只有在多數政治 

       行為者認同與實踐「民主是該國政治領域裡唯一的遊戲規則」 

       時，方能達到民主鞏固。 

    （3）以統治權力的合法性及正當性來看，政治參與管道（即選舉制 

       度、公民投票）之深度及廣度，影響政治穩定甚深，統治當局在 

       儘可能在不影響社會秩序的範圍內，減少對政治參與管道的管理 

       及限制。唯有暢通的政治循環系統，才能達到民主鞏固。如圖 

       3-1 所示，政治循環系統暢通，人民意見可藉由許多政治參與管 

       道向政府表達，而政府也能藉由人民的參與來瞭解人民需求，以 

       制定符合人民需求之政策。如此暢通循環，方能達到政治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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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政治系統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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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守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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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研究者根據David Easton的政治系統理論整理繪圖。116

 

    如圖 3-2 所示，政治體系是一個循環的系統，人民藉由不同的管道

向政府表達意見，政府在聽取人民意見後，會制定符合社會需求的政策

來回饋人民。維持政治系統暢通並非易事，這需要靠憲法規範及政治菁

英遵守規則。誠如Diamond所言：「民主規則、制度應是取得政治權力的

唯一合法途徑。」117承此，民主鞏固的共識可描述為：在自由化及民主

化之後，政治運作即有一套穩定的遊戲規則，且是當地政治領域唯一合

法的遊戲規則，任何政治行為者皆不能任意阻斷政治系統。118

                                                 
116 David Easton的政治系統理論，其構成要素有「輸入」（inputs）、「輸出」（outputs）、「要求」 
  （demands）、「支持」（supports），及「回饋」（feedback）。Easton 的系統理論雖然較為簡單， 
  無法將複雜的政治因素一一列入分析，但理論的概念性架構有助於我們瞭解大概的政治系統 
  運作。有關政治系統理論，請參閱David Easton, 1990,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structure, New  
  York : Routledge. 
117 Larry Diamond, 1997,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7. 
118 有些學者將民主鞏固的焦點放在「制度化」的類型上，他們關心的地方是政府機關（包括 
  行政機關、立法機關、司法機關）複雜行為的制度化問題，選舉制度反而不是他們關心的焦 
  點。請參考 Ronald O’Donnell, 1996, Illusions about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7,  
  No.2, pp.34-51。但研究者認為民主鞏固應可被視為一套穩定的政治制度，同時將政府機關 
  行為的制度化及選舉制度等政治參與一起分析，應較能說明民主鞏固的意涵。Shedler 曾提 
  及，民主轉型起始於脆弱的威權政體，而民主鞏固則是發生於脆弱的民主體制之下。See  
  Andreas Shedler, 2001, Taking Uncertainty Seriously: Blurred Boundarie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 Democratization, Vol.8, No.4, p.6.脆弱的民主體制最需要的就是 
  一套穩定的政治系統，遊戲規則確立，方有進一步討論民主深化及品質提升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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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鞏固之爭議 

在討論完民主鞏固的意涵及共識之後，即發現民主鞏固背後存在著

不少爭議。Paul Barry Clarke和Joe Foweraker在Encyclopedia of Democratic 

Thought一書中提及民主鞏固的爭議：「民主鞏固已經成為比較政治

（comparative politics）中最常使用的概念之一，自 1980 年代開始，這個

名詞被廣泛運用到拉丁美洲、東歐、東亞以及南歐的政治研究。近來這

個概念也被學者們運用到西歐的研究。因此，民主鞏固概念之重要性在

當代民主政治思考上已經不再有所爭議。119但是，這個受歡迎的名詞的

背後卻有其代價，尤其是缺乏民主鞏固意涵的明確性與一致共識。」120明

確性與一致共識的缺乏，使民主鞏固在驗證過程中增加了許多可爭議之

處，而這些爭議難以解決之處乃因「民主鞏固是一個動態的持續過程，

而非靜態的里程碑或最終目標」。 

O’Donnell認為「鞏固」一詞定義困難，若使用於民主政治的研究裡

面，因為「民主」本身的定義就很分歧，再加上「鞏固」一詞也不好定

義，其研究成果是有限的。121以拉丁美洲國家的政治歷史對照民主鞏固

定義來看，研究者認為，如果僅將民主鞏固的焦點放在特定的定義上，

認為只要達到這些標準的政治就是民主鞏固，此將失去研究民主鞏固的

意義。122在進行民主鞏固研究之前，應先認清民主鞏固的爭議，在爭議

中歸納共識，以共識來建構民主鞏固的觀察檢驗指標，如此，研究結果

                                                 
119 如將民主鞏固用於多元政治的討論，只要具備幾項要件，則「民主鞏固」應是可預見的， 
  這也是另外一個民主鞏固沒有爭議之處。多元政治應具備的民主要件：（1）制式暴力工具相 
  當分散或中立；（2）具備動態的多元主義現代社會；（3）具有高度的同質文化；或是，即便 
  具有異質性的文化，卻沒有進一步分裂成激烈對峙的次級文化；或是，即便具有激烈對峙的 
  次級文化，各個領導者們已經建立一套協商架構來有效舒緩次級文化之間的衝突；（4）政治 
  文化與信念有利於建立多元政體的相關制度，尤其是政治活躍人士的信念；（5）沒有受到某 
  個敵視多元政體的外國勢力的干預。請參閱 Robert Alan Dahl, supra note 45, p.264. 
120 Paul Barry Clarke and Joe Foweraker（eds.）, 2001, Foweraker在Encyclopedia of Democratic  
  Though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175. 
121 Ronald O’Donnell, 1996, Illusions about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7, No. 2, 
  pp.34, 37-38. 
122 O’Donnell認為，將民主鞏固焦點放在制度化上面，可能失去民主鞏固的理想。因為有些國 
  家僅有制度上的運作而無實質民主內涵，這樣的運作也許可以長達二十幾年，但這些表面已 
  達到民主鞏固觀察標準的國家，是否可稱為民主鞏固國家，爭議甚大。因此，我們在使用民 
  主鞏固一詞時，應謹慎小心，避免誤導「鞏固」的理想。請參考 Guillermo O’Donnell, 1996,  

  Illusions about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7, No.2,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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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較能提供民主政治研究者更具體的參考依據。 

肆、民主鞏固過程之面向探討 

    民主轉型最後一個階段就是鞏固階段（consolidation phase），也就是

所謂的民主鞏固。123Rustow提出民主轉型發展模式，最後即為民主鞏固，

Sørensen根據Rustow的民主轉型觀點，整理成民主轉型的一個模式，見

圖 3-3。 

圖 2-3 民主轉型的一個模式 

 
 
3. 鞏固階段： 

民主進一步發 

展；民主根深 

蒂固於政治文 

化之中 

 
2. 決定階段： 

開始建立 

民主秩序 

 
 
1. 準備階段： 

   非民主政權 

   的崩潰 

 
背景條件： 

國家統一 

時 間 

資料來源：引自 Georg Sørensen, 1999,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 San Francisco : Westview 
Press Inc., p.40. 

 
     

    由圖 3-2 可知，「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雖是不同的階段，但兩

者有重疊的時候。如前文所述，一個國家要先完成民主轉型方能進入民

                                                 
123 Georg S∅rensen , supra note 23, p.57. 關於民主鞏固的開始應如何界定，Linz和Stepan認 

  為，民主轉型的完成就是民主鞏固的開始。Linz 和 Stepan 認為，當一個政府透過政治程序 

  （自由、普遍的選舉）產生，且有能力執行新政策，以及行政、立法、司法在運作上不需權 

  力分享時，一個民主的轉型才算完成。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supra note 75, p.3. 再者， 

  Larry Diamond 對民主轉型完成的看法：「當一個透過新的民主體制所組成的行政、立法、 

  司法部門，在無須被迫與其他行為者（例如軍人）分享權力時，該國便完成所謂的民主轉型。」 

  Larry Diamond, 1999, Developing democracy :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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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鞏固，而每個人對於「完成」的看法不一定相同，就如同每個人對於

「民主」的看法不盡相同一樣。124因此，「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並

非絕對的兩個時期。但因論文分析時，有一些「定義」可依據的話，觀

念較易釐清，因此，內文仍須界定民主鞏固之意涵。 

    但何謂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學者們對於民主鞏固

的看法似乎頗為分歧，但這在社會科學領域是常見現象，因為即使連「國

家」這麼普遍性使用的名詞，也可以擁有許多抽象性的解釋。125學者Juan 

J. Linz對於民主鞏固的界定為： 

 

政治行為者、政黨或組織化的利益團體、勢力或機構均認為，民

主程序是獲得權力的唯一方法，再者，也沒有任何政治機構或團

體可以宣布否決經由民主程序選出的統治者的決策。這並不是說

沒有少數團體會以非民主的方式來挑戰或質疑此民主過程的正

當性，而是意味主要政治行為者不會採取非民主方式讓這些少數

團體在政治上永遠孤立。簡言之，民主必須被視為「在地政治唯

一的遊戲規則」。126

 

   就Linz的民主鞏固定義來看，「鞏固」很明顯地是與其他階段重疊的，

                                                 
124 例如學者Amartya Sen不可以用多數的規則來定義民主（democracy），因為民主是個複雜 

  的概念，它具有許多面向及條件。此與 Austin Ranney 的多數決看法有些不同。請參考 Amartya  
  Sen, 2001, 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s ,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The Global  
  Divergence of Democracies, The Johns HopkinsUniversity Press. 
125 Dunleavy and O'Leary, supra note 103, p.1.討論民主化過程，必然會討論「國家」，Dankwart  
  Rustow 認為兩者是不能切割討論的。民主化過程的前提為國家統一（national unity），國家 
  統一的意義在於「讓大多數未來將生活於民主政治的公民們…對於他們未來所屬的政治共同 
  體（political community）不會心生懷疑或持保留態度。」此外，Rustow 認為民主化階段經 
  常是重疊的，並非單一存在的狀況。See Dankwart A. Rustow, 1999,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in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14-41. 
126 原文：is one in which none of the major political actors, parties, or organized interests, forces, or  
  institutions consider that there is any alternative to democratic processes to gain power, and that  
  no political institution or group has a claim to veto the action of democratically elected decision  
  makers.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re are no minorities ready to challenge and questi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democratic process by nondemocratic means. It means,  however, that the  
  major actors do not turn to them and they remain politically isolated. To put it simply, democracy  
  must be seen as the “only game in town.” See Georg S∅rensen , supra note 23,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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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較受限制的民主導向較真實的民主的過程中，程序甚為重要。127換言

之，Linz對於民主鞏固的界定主要是在民主程序。再者，游清鑫教授認

為，除政治過程之外，民主鞏固之「鞏固」一詞，隱含制度的穩定與持

久之意，但制度的穩定與持久可能來自政治菁英間權力的互動結果，此

外，民主鞏固絕非靜止不動的狀態，它並不排除當導致體制不穩定的因

素與危機出現時，如經濟困境或政治菁英衝突，也會造成民主政府的鬆

動甚至崩潰。128換言之，民主鞏固並不全然是政治過程，亦需要社會及

經濟轉變的配合。129

    張佑宗教授認為，依照理論上結構組織的強調與否及理論所分析的

對象來區分，民主鞏固理論可分為四種類型：「政黨引導型」、「菁英引導

型」、「結構引導型」、「文化引導型」。130「政黨引導型」的民主鞏固理論

強調連結國家機關與社會間的中介機制－「政黨」，對民主政治的貢獻；

「菁英引導型」的民主鞏固理論強調菁英間的策略互動與聯盟過程，或

者強調政治菁英間為何對政治制度的改革方案產生妥協；「結構引導型」

的民主鞏固理論強調政治結構分析對於政治體制轉型的重要性，尤其是

勞工階層在民主化的過程的角色，當然，資本主義在中下階層之角色亦

非常重要；「文化引導型」的民主鞏固理論強調一般民眾對政治社群的認

同、對政治體制運作原則的價值取向，以及對政策偏好等政治文化131的

影響。 132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包括二個要素，即「認知取向」

（cognitive orientations）及「情感取向」（affective cognitive orientations）。

                                                 
127 Georg S∅rensen , supra note 23, p.44. 
128 游清鑫（1997），〈共識與爭議：一些民主化研究問題的探討〉，《問題與研究》，36 卷，頁 

  68-69。 
129 Georg S∅rensen , supra note 23, p.45.  
130 張宗祐（1996），〈族群衝突與民主鞏固－台灣民族國家政策與民主政治的政策邏輯〉，《選 
  舉研究》，3 卷 1 期，頁 182。 
131 政治文化對於民主化過程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中介變項，對各種政治變遷有反饋 

  （feedback）的影響。一個國家如果有支持民主的政治文化，則不論國家遇到怎樣的危機， 

  民主政治也不會動搖；若是沒有支持民主的政治文化，則民主也不會長久。張宗祐，同註 

  130，頁 183。Austin Ranney 認為一國的政治文化意指「該國政治和政府所普遍分享的一系列 

  思考方式，它仍是對政治事物的一種取向模式。」Austin Ranney, supra note 14, p.65. 
132 張宗祐，同註 130，頁 182-183。 

 61



133認知取向及情感取向會影響人民對政治價值的判斷。134

    進一步討論，張佑宗教授提出的四種民主鞏固理論，皆可放入Larry 

Diamond的六種民主鞏固指標來融合分析。Larry Diamond將「規範及信

念」（norms and beliefs）與「行為」（behavior）兩個層次與菁英、團體及

大眾等三個社會群體放在一起討論，進而提出六個檢驗民主鞏固的指

標，如表 3-2 所示。135

 

表 2-2 Larry Diamond 對民主鞏固的詮釋架構 

層次 規範及信念 行為 

菁英 1、多數各界領袖相信民主的正當

性。政府及政治領袖相信民主是

最佳政府形式，且相信憲政法治

值得支持。 

2、上述信念在政治菁英之言談、

論述、意識形態及各種行動表現

上，得公開獲得印證。 

1、政府、國家機關、重要政黨

及利益團體領導者，相互尊重彼

此和平競爭權力的權利。避免暴

力，遵守憲政法治並共同遵守有

關政治行為之規範。 

2、政治菁英避免以言詞誘導支

持者採取暴力、偏執或違法手

段。政治領袖不利用軍隊以獲取

政治利益。 

團體 所有重要政黨、利益團體及社會

運動在其章則、論述及宣言中，

支持民主正當性及憲政法治。 

無任何重要政黨、利益團體、社

會運動或機關企圖推翻民主政

體，或採取暴力、舞弊、違憲或

反民主手段以獲取權力或達到

政治目的。 

大眾 1、超過 70％社會大眾堅信民主 1、無任何反民主之運動、政黨

                                                 
133 Austin Ranney, supra note 14., p.65. 
134 很多政治學者都同意，政治文化對一個國家的政治穩定及政府效率影響甚深。「國家認同」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Nation）就是一種政治文化。不是只有開發中國家才有國家認同問 
  題，已開發國家同樣也有國家認同問題。例如，英國因為有威爾斯及蘇格蘭民族主義的挑戰， 
  故其國家認同問題亦算重要。此外，「政治效能感」（feeling of political efficacy）也是一種政 
  治文化。Austin Ranney, supra note 14, p.67-70. 
135 Larry Diamond, 1999,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69, table 3.1.中文翻譯參考陳文政（2008），〈民主化研究典範詮釋 

  觀點之評析〉，《大陸改革開放三十年與台灣民主化二十年學術研討會》，中國湖南：湖南大 

  學法學院，7 月 1 日，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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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體優於其它任何政體，且相信

民主政治是該國最佳統治形式。

2、積極擁護威權政體之社會大

眾，不會超過 15％。 

或組織能獲得相當多數民眾之

支持。 

2、一般公民不經常性使用暴

力、舞弊或其它違法違憲手段，

以表達其政治偏好或獲取政治

利益。 
資料來源：轉引自考陳文政（2008），〈民主化研究典範詮釋觀點之評析〉，《大

陸改革開放三十年與台灣民主化二十年學術研討會》，中國湖南：湖南大學法

學院，7 月 1 日，頁 9。 
 

    綜上所述，由民主鞏固意涵來看台灣的民主鞏固。台灣的自由及民

主程度看似相當接近民主鞏固，但如Linz所言，持久的鞏固有部份是要

看政治菁英的互動，以台灣二大政黨而言，民族主義所牽涉的國家認同

及意識形態相當分歧，政治菁英之互動模式是否能促進民主鞏固，值得

觀察。136

 

 

 

 

 

                                                 
136 討論台灣的民主鞏固，一般而言會先檢視其民主化過程。民主化因素包括內部因素（國內 
  因素）及外部因素（國際因素），Michael Bratton 和 van de Walle 以民主化研究的三個議題為 
  主，將民主化研究途徑分為六種：（1）第一個議題涉及以「結構因素」與「個人行動及事件」 
  對政治變遷的相對影響，此分為結構研究途徑（structural approaches）與權變研究途徑

（contingent approaches）；（2）第二個議題是涉及到「國際力量」與「國家」動政治變遷影響 
  的程度，此可分為國際研究途徑（international approaches）與國內研究途徑（domestic  
  approaches）；（3）第三個議題乃牽涉到有關於「政治」及「社經因素」解釋的重要性，此可 
  分為政治研究途徑（political approaches）與經濟研究途徑（economic approaches）。See Michael  
  Bratton and van de Walle, 1997, Democratic Experiments in Africa: Regime Transi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9-20.與 Bratton 及 van de  
  Walle 觀點相同的還有 Alfred Stepan、Samuel P. Huntington 等學者。請參考 Alfred Stepan, 1986,  
  Paths toward Redemocratization: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Considerations, in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 Laurence Whitehead,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64-84; Samuel P.  
  Huntington, 1996,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本論 
  文並不特地堅持採何種研究途徑，因文獻分析的研究方式即可充分客觀中立的描述研究內 
  容。此外，比較法在某種程度上，也可以比較國內因素及國際因素對於民主鞏固的影響。因 
  此，本論文不討論研究途徑，僅說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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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民主鞏固制度面向之具體指標意涵 

    S∅rensen認為民主是一種動態的過程，是一種會隨著時間與客觀環

境不同而與時俱變的價值判斷，是一種相對性的觀念。137根據S∅rensen

的觀點進一步推論：檢視一個國家是否民主鞏固的指標應具有時間性及

客觀性，且應與被檢視的國家之歷史背景有密切關係。既然民主鞏固是

一個可檢驗的過程，則必須具備某些清晰的條件或指標以供研究者檢驗

及觀察。許多學者提出可供檢驗及觀察民主鞏固的指標，例如「和平的

政黨輪替」138、「持續的民主經驗」139，以及其他政經制度等指標。140

    綜上所述之民主轉型的意涵及類型與民主鞏固的意涵、共識及爭

議，研究者認為民主鞏固可分為三個面向，即形式面向、信念面向及制

度面向：141

（1） 形式面向：檢驗指標為「通過二次政黨輪替基準」。142 

                                                 
137 Georg S∅rensen , supra note 23, pp.4-5. 
138 主張和平的政黨輪替是民主鞏固的檢驗指標的學者包括Samuel P. Huntington、Mainwaring 
  等人。請參考 Samuel P. Huntington,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Samuel P. Huntington, 1996,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cott Mainwaring and  
  Christopher Welna, 2003,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9 主張持續的民主經驗是民主鞏固的檢驗指標的學者，例如Arend Lijphart、Samuel P.  
  Huntington。 請參閱Arend Lijphart, 1999, Patterns of democracy :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Samuel P. Huntington, 
  1996,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cott Mainwaring  
  and Christopher Welna, 2003,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0 例如Larry Diamond、Juan J. Linz、Alfred Stepan等學者認為民主的信任也是檢驗民主鞏固 
  的指標之一。請參考Larry Diamond, 1999, Developing democracy :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 1996,  Problem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  
  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41 陳文政（2008），〈民主化研究典範詮釋觀點之評析〉，《大陸改革開放三十年與台灣民主化 

  二十年學術研討會》，中國湖南：湖南大學法學院，7 月 1 日，頁 15。本論文研究之範圍以 
  「制度面向」為依據，有關形式面向及信念面向之概念，僅在內文中討論時提及，本論文不 
  作特別專章之介紹和分析。 
142 Samuel P. Huntington曾提出「二次輪替試驗」（two-turnover test）之論點，他認為：「一個 
  曾經在民主轉型之過渡時期的第一次選舉中，贏得勝利並接掌權力的政黨或團體，如果在第 
  二次的選舉中失去政權，並將其政權移轉給勝選者，而第二次選舉中的勝選者也能夠和平的 
  將政權移轉給爾後選舉的勝選者，此時，這個民主政體將可被視為穩固的。」（a democracy  
  may be viewed as consolidated if the party or group that takes power in the initial election at the  
  time of transition【to democracy】 loses a subsequent election and turns over power to those  
  election winners, and those election winners then peacefully turn over power to the winners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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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念面向：檢驗指標包括「多數菁英與人民相信民主優於其

他任何政體」及「多數菁英與人民相信憲政法治值得支持」。 

（3） 制度面向：檢驗指標包括「有限政府」、「依法而治」，以及「人

權保障」。 

 

表 2-3 民主鞏固之架構 

 面向 具體指標內涵 

形式 

面向 

中央立法機關代表民選，中央行政官員直接或間接民選 

定期辦理自由公平且具競爭性之選舉 

有一個以上具實質政治影響力之在野黨（全國得票率 5％以上） 

 

民 

主 

轉 

型 

實質 

面向 

人民享有普及而等值的投票權 

 

形式 

面向 

通過「二次政黨輪替基準」檢驗 

 

信念 

面向 

多數菁英與人民相信民主優於其他任何政體 

多數菁英與人民相信憲政法治值得支持 

 

有限 

政府 

政府之創設依據權力分立及制衡原則 

憲法居於國家法最高位階並具有最高效力 

國家公權力應接受司法審查，司法獨立與中立 

 

 

 

 

 

 

民 

主 

鞏 

固 

 

 

 

 

 

 

制度 

面向 

 

 

 

法治 

國家公權力行使能符合下列法治原則： 

1. 依憲立法 

2. 依法行政 

3. 依法審判 

4. 比例原則 

5. 正當程序 

6. 法安定性 

7. 權利救濟保護 

                                                                                                                                         
  later election.）See Samuel P. Huntington, supra note 47, pp.26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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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 

保障 

政治權利建制化 

公民權利建制化 

社會經濟權利建制化 

平等權利建制化 

行為 

面向 

憲政菁英遵循憲政法治精神 

多數菁英與人民堅定支持民主並拒斥任何威權政體 

上述行為可從政治行動者的言談舉止中公開獲得印證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自陳文政（2008），〈民主化研究典範詮釋觀點之評析〉，

《大陸改革開放三十年與台灣民主化二十年學術研討會》，中國湖南：湖南大

學法學院，7 月 1 日，頁 15。 
 

    因本論文主要是以政治權利為主軸來分析司法違憲審查對台灣民主

鞏固之功能性，所以，研究者僅就制度面向為討論範圍，以「有限政府」、

「法律主治」及「人權保障」三項制度面向之指標來檢驗司法違憲審查

對台灣民主鞏固之功能。該三項指標之依據標準為：143

 

（1） 有限政府：檢驗之依據項目為：1、政府之創設乃依據權力分

立及制衡原則；2、憲法居於國家法最高位階並具有最高效

力；3、國家公權力應受司法審查，司法獨立與中立。 

（2） 依法而治：係指國家公權力行使能符合下列法治原則：1、依

憲立法；2、依法行政；3、依法審判；4、比例原則；5、正

當程序；6、法安定性；7、權利救濟保護。 

    （3）人權保障：檢驗之依據項目為：1、政治權利建制化；2、公民 

         權利建制化；3、社會經濟權利建制化；4、平等權利建制化。 

 

 

 

                                                 
143 陳文政，同註 141，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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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民主鞏固指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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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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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面向 

信念 

面向 

制度 

面向 

 

通過「二次政黨輪替基準」檢驗 

多數菁英與人民相信民主優於其他任何政體 

多數菁英與人民相信憲政法治值得支持 

有限 

政府 

依法

而治 

人權 

保障 

政府之創設依據權力分立及制衡原則 

憲法居於國家法最高位階並具有最高效力 

國家公權力應接受司法審查，司法獨立與中立

1.依憲立法             2.依法行政 

3.依法審判             4.比例原則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該制度化的三項指標項目，如圖 2-4 所示。在有限政府方面，觀察項

目包括「政府之創設依據權力分立及制衡原則」、「憲法居於國家法最高

位階並具有最高效力」，及「國家公權力應接受司法審查，司法獨立與中

立」三項，本論文擬以「政府之創設依據權力分立及制衡原則」作為觀

察司法違憲審查對有限政府的功能分析之觀察標準。其次，依法而治部

 

5.正當程序             6.法安定性 

7.權利救濟保護 

政治權利建制化 

公民權利建制化 

社會經濟權利建制化 

平等權利建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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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七項觀察項目，本論文擬採「依憲立法」作為司法違憲審查對依法

而治影響之觀察標準。再者，人權保障方面，包括「政治權利建制化」、

「公民權利建制化」、「社會經濟權利建制化」，及「平等權利建制化」，

由於本論文之討論焦點為政治權利保障，故本論文擬採「政治權利建制

化」作為司法違憲審查對人權保障之觀察標準。 

壹、有限政府 

    孟德斯鳩（Cherle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將國家權力分成行政、

立法、司法三權，洛克（John Locke）將國家權力分成立法、執行二權，

這並不是分割國家權力，而是將國家的政府組織及功能做權限分配，以

約束國家的權力行使及保障人民的基本權利。進一步而言，權力分立可

分成「功能上（functional）的權力分立」（及「組織上（organizational）

的權力分立」：144

（1） 功能上的權力分立：所謂「功能上的權力分立」，乃是以國家任

務的性質作為區分標準，而認為國家任務可以區分行政、立法、

司法三種。 

（2） 組織上的權力分立：所謂「組織上的權力分立」，則是指將行政、

立法、司法這三種不同性質的國家任務，分別交給不同的機關

來行使。 

 

    權力分立原則除要求對「國家權力之行使」在功能上及組織上必須

「分立」外，也同時要求各國家權力機關必須相互「制衡」。145依照孫中

山先生的五權分立政府之架構，並非如西方三權分立般旨在制衡，而是

分工合作以創設萬能政府，但由於制憲過程經過政治折衝與政治協商會

議之妥協，因此中山先生之「權能區分」思想並無完全落實在現行憲法

之中。146關於我國憲法上的權力分立細節部份，本論文擬於第四章第二

                                                 
144 法治斌、董保城合著（2004），《憲法新論》，台北：元照，頁 54。 
145 法治斌、董保城合著，同註 144，頁 54。 
146 李惠宗（1999），《權力分立與基本權保障》，台北：韋伯，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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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論述，以便於納入司法違憲審查制度之功能分析。 

貳、依法而治 

    從憲政史的發展來看，人民不斷追求個人自由，以防止國家專制恣

意之行為。因而當時在法治政治下，國家凡百庶政、不任諸行政或司法

官以自由意思（恣意）決定，而應以法律規定為準繩，亦即以法律之規

定，為政府行使權力之根據與界限。147法治之現代意義，是法律這學家

長期研究發展的結果。148從亞里斯多德的「法治即人治」，至今日講究保

障人權與社會福利的民主國家，法治的觀念不停地被修正及轉變以符合

社會人民之需求。 

古希臘時代，雅典人對於法治之概念已有雛形。雅典人摒除「法律

來自於神」的說法，雅典人認為法律是為了解決問題所創的共識，因此，

沒有人可以否定公眾的共識。雅典人的幾次改革都有共通之處，即確保

雅典公民的參政權。149雅典的民主概念及法治概念也許和現代民主法治

理論有不少差距，但法律觀念在雅典得到了充分的體現，在當時的年代

是非常進步的觀念，但為何雅典的民主制度無法延續至今，這是因為雅

點的民主制度本質上有其缺失。現代民主政治本質上對於人民的政治權

利給予平等的保障，政府不得任意剝奪個人的政治權利。 

    現今一般人所理解的法治原則，國家的角色已從「自由法治國」而

進展到「社會法治國」。150國家權力原本僅是保護人民之自由及財權而

已，現在已轉變為講求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的社會福利國家，許多國家在

憲法當中對於社會福利原則均有明文規範。社會福利具體落實於憲法

中，乃宣示國民享有健康而文化性最低限度生活為國家之任務。151人民

享有社會福利之同時，亦代表人民有權利向政府表達其個人或團體之需

求及期待，而這個表達意見的權利以政治權利最為明顯，且政治權利在

                                                 
147 法治斌、董保城合著，同註 144，頁 49。 
148 陳新民（2001），《法治國家論》，台北：學林，頁 1。 
149 謝德風譯，Thucydides著（2000），《伯羅奔尼撒戰爭史》（初版），台北：台灣商務，頁 137。 
150 法治斌、董保城合著，同註 144，頁 51。 
151 司法院秘書處編譯（1984），《日本國憲法判例譯本》，台北：司法院秘書處，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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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亦是重要的觀察指標。 

    如表 3-3 所示，依法而治大致包括依憲立法、依法行政、依法審判、比

例原則、正當程序、法安定性，以及權利救濟保護等七項指標，本論文研究範

圍為政治權利，因研究範圍限制，故無法依依舉例詳述。是此，本論文擬以「依

現立法」作為檢驗依法而治之指標。本論文所指的依法而治，這個「法」不僅

指一般法律，亦包括憲法在內。簡言之，依法而治主要意思為「依憲法而治」。

並於第五章討論此項指標之理論依據，並舉有關之憲法裁判佐以論證。研究者

採用該項指標，原因有二： 

    （1）我國憲法明文規定行政院、立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等五 

       願的權限範圍，但近年來，立法權的權限似乎逐漸擴大，這不僅會危 

       及憲法上權力分利原則，對於整個民主政治發展亦有傷害。 

    （2）立法院擴權的地方不少，礙於研究範圍與論文篇幅，無法在此 

       一一詳舉。因真調會案例為社會高度關注之焦點，亦涉及憲法優 

       位問題，即真調會條例是否符合「依憲立法」原則？是否有違憲 

       法優位原理？是此，研究者擬以釋字第 585 號及釋字第 633 號解 

       釋為研究標的，據此分析司法違憲審查對依法而治的功能，進而 

       討論台灣民主鞏固是否有落實依法而治之指標意涵。 

參、人權保障 

    就政治學角度而言，民主政治最主要的作用即在保障人權。根據

Robert Alan Dahl的研究分析，在他所提的十個為何要實行民主政治的理

由中，直接涉及保障人權的就佔了一半。152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人

權法非常重視參政權，亦強調參政權之本質在於促進民主原則與保障國

民主權。153人權保障並非現代新興議題，在古典希臘雅典時代即有人權

概念。在古希臘雅典的民主政治中，人權保障並非其原始動機，但其發

現保障人權有利於公眾的參政權。希臘政治家Pericles在西元前 431 年對

雅典民主的評價也同樣適用於現代：「我們在我們統治中所享受到的自

                                                 
152 Robert Alan Dahl, supra note 154, p.45. 
153 吳志光，同註（2005），〈公民投票與權力分利原則－由公民投票的事項限制談起〉，《憲政 
  時代》，30 卷 4 期，頁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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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也延伸到了我們的生活之中。」（The Freedom we enjoy in our 

government extends also to our ordinary life）154自由的前提在於平等，如

果法律上的權利是不平等的，則自由權根本無法落實。 

    我國憲法在規範人民權利義務的第二章亦對「直接民權」的行使方

式有明文規定，第十七條規定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之權利，

學理上一般稱此為參政權，即政治權利。其中創制、複決權與公民投票

精神相近，一般皆概稱其為公民投票權。公民投票法第一條開宗明義提

及，依據憲法主權在民之原則，為確保國民直接民權之行使，特制定本

法。再者，我國憲法第十四條明文規定：「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

基於此憲法規定，國家應制定相關法律保障人民該項權利。本論文在第

六章將分析公民投票及結社自由兩項政治權利，並以大法官相關解釋作

為理論基礎，檢視我國司法違憲審查對人權保障之功能性。 

    民主國家統治者的權力來自於人民的同意，基於主權在民之立場，

在不危及整體公共安全的情況之下，國家不應制定法律限制人民參與政

治及從事政治性活動。換言之，政治權利是人民維持人性尊嚴及自由的

基本權利，在無明確違害社會安全、擾亂社會秩序及使國家陷於立即之

危險的行為外，國家不應該輕易制定法律限制人民的政治權利。本論文

以公民投票及集會遊行兩項政治權利為討論主體，分析我國在民主化過

程中是否有落實人權保障之精神。國家不會主動或輕易给予人民這兩項

政治權利，這是民主化後，得來不易的權利。Dershowitz提出第三條路－

以養育（nurture）、而非以自然為基礎的經驗取向，來挑戰古典自然法與

古典法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此第三條路是由下而上來建立權利

理論，它檢驗不義的歷史、歸納經驗的教訓，並以這些經驗來倡導權利，

進而藉此建構理論。此稱為「養育的權利」（nutural rights）。155。簡言之，

不管公投法和集會遊行法如何設計內容，但至少應給予人民這樣的政治

                                                 
154 Robert Alan Dahl,1998, ON Democracy,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p.51. 
155 Alan Dershowitz, 2004, Rights From Wrongs: : a secular theory of the origins of rights, New  
  York : Basic Books.,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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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利。誠如Alan Dershowitz在Rights From Wrongs: : a secular theory of the 

origins of rights一書中所提，為了判斷ㄧ般的權利或特定的權利是否有助

於實現某個既定社會的目的，我們不一定非得具備「完美」、「最佳」或

甚至「良好」社會的概念不可，只要權利可以防止或至少減少惡行發生

即可。156

 

第三節、台灣民主鞏固之起始與發展過程 

    制度的歷史個案界定沒有辦法與理論分類完全結合，157因為每個國

家皆有其獨特的歷史背景，是此，研究者擬以時間點作分界點來討論台

灣的民主化過程及民主鞏固現況。1959 年 6 月 24 日，中央政府將第三

屆臨時省議會改為第一屆台灣省議會，158其內部成員仍是第三屆臨時省

議會的班底成員，第一屆「台灣省議會」應醞而生。按憲法第十一章地

方制度之規定，「省」為地方自治團體，其組織包括省議會及省政府，其

功能是代表台灣省民行使立法權，在憲政推動和地方制度方面，台灣省

議會都扮演重要角色。但此時台灣處於戒嚴時期，離民主政治仍有段距

離。1987 年政府宣佈解嚴，台灣在歷經多次政治運動事件之後，終於踏

上民主化之路。 

壹、民主化初始（1986-1990） 

    美麗島事件過後，政府一方面箝制異議者的政治挑戰，159一方面來

                                                 
156 Alan Dershowitz, supra note155, p.6. 
157 Samuel P. Huntington , supra note 47, p.114. 
158 台灣省議會自 1959 年開始，1998 年終止，歷經四十年，共十屆省議會。 
159 台灣在國民政府接管後，首次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是 1946 年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的 
  發生包括了社會因素、經濟因素，以及政治因素，諸種複雜的因素，很難用簡單的敘述來說 
  明清楚。因本論文探討之時間範圍主要是在解嚴後的政治時期，為避免論文失焦，因此不特 
  別說明二二八事件。但政治發展是連續的，瞭解二二八事件，有助於瞭解日後反對運動的崛 
  起及發展。有關二二八事件之詳細內容，請參考陳儀深（1996），〈論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原因〉， 
  收錄於張炎憲、李筱峰、戴寶欽主編，《台灣史論文精選》，台北：玉山社，頁 303-349；李 
  筱峰（1991），《台灣民主運動四十年》，台北：自立晚報；張旭成（1996），〈二二八事件的 
  政治背景及其影響〉，收錄於陳芳明編，《二二八事件學術論文集》，台北：前衛，頁 111-130； 
  彭懷恩（2008），《台灣政治變遷史》，台北：風雲論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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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國際民主化浪潮之壓力，不得不推動由上而下的「恩賜式民主」。美

麗島事件後至解嚴之前，有幾次重要的選舉，包括 1980 年之中央民意代

表增額選舉、1981 年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1983 年之增額立委選舉、1985

年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 1986 年之中央增額代表改選，黨外人士在這幾

次選舉中的得票率與當選率均節節升高。在 1986 年之中央增額代表改選

中，由於民主進步黨（以下稱民進黨）的成立，開始出現兩黨之競爭局

面，民主政治之雛形出現。160台灣的地方選舉，原來是作為威權的統治

工具，但伴隨著選舉所產生的半競爭性政治市場、有限政治多元主義和

組織化的政治勢力，卻逐漸導致國民黨威權體制的鬆動、轉型與民主化。

161

    台灣政治變革從蔣經國總統晚年時代即已開始。蔣經國總統晚年有

許多重大政策的轉變，象徵的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改革歷程自此開

始。其間從 1987 年的解除戒嚴開始，隨之而來的開放黨禁、報禁、開放

赴中國大陸探親，進而在 1991 年終止動員看戡亂臨時條款，結束動員戡

亂體制。 

一、解嚴後的政治自由化162

    1987 年 7 月 15 日，台灣政府解除戒嚴令。依邵玉銘教授之見解，

此一解嚴至少有三方面之益處：163（1）軍事管制範圍的減縮與普通行政

及司法機關職權的擴張，使一般人民不再接受軍事審判，即使是現役軍

人，如其所犯者為較輕的犯罪行為，也不受軍事審判。出入境及出版品

的管理，分別由警察機關及行政院新聞負責；（2）人民從事政治活動，

                                                 
160 黃富三（2001），《戒嚴時期台灣政治事件檔案與口述歷史》，南投市：台灣省文獻委員會， 
  頁 56。  
161 林佳龍（1999），〈解釋台灣的民主化：政體類型與菁英的策略選擇〉，收錄於林佳龍、邱澤 
  奇編，《兩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台北：月旦，頁 244-245。 
162 Guillermo O’Donnell認為：「自由化由一系列的措施組成，這些措施儘管促使先前的官僚威 
  權體制明顯開放（例如對某些個人的司法保障，或是在沒有自由的競爭基礎上引進議會形 
  式），但仍然不能稱為政治民主化措施。」Guillermo O’Donnell（1978）, Reflections on the  
  Patterns of Change in the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State,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13, No.1,p.8.研究者認同此觀點，自由化與民主化關係密切，但自由化不一定伴隨民主 
  化。民主化一定伴隨自由化，但自由化不一定會伴隨民主化。 
163 謝瑞智（1991），《中華民國憲法精義》，台北：謝瑞智發行、文笙總經銷，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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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普通法律保障並促成。因之，在立法院通過「人民團體組織法」與

「集會遊行法」後，人民將可自由組黨結社及集會遊行；（3）行政主管

機關的行政裁量權也不再如戒嚴時期的廣泛和較有彈性，使一般人民或

民意代表機關更能發揮監督及督促之功能。 

    但戒嚴令的解除不表示政治完全自由，政治自由仍有限制，例如「不

得違反憲法、不得主張分裂國土」的國安法，仍保留有關煽動叛亂的禁

令，以及對媒體傳播的控制。164政治自由權利的取得，知識份子亦是一

股強大力量。1989 年 4 月，堅決主張台灣獨立者鄭南榕，為了爭取「百

分百的言論自由」，寧可自焚也不願意被政府逮捕。165

二、開放黨禁與報禁 

    在 70 年代以前，國民黨政府幾乎壟斷了一切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及

社會資源。威權政治體制宰制大眾傳播媒體的生機，大眾傳播媒體根本

無法啟動政治民主化的發展。166在報禁解除之前，新報紙的發行受到禁

止，同時一份報紙的內容限於三張。167限制言論自由的種種措施，僅能

暫時鞏固國民黨政府的政權，統治正當性仍是一個問題。後來一連串的

政治改革，逐漸補強代表性。選舉制度的鬆綁，開啟台灣政治自由化之

路。台灣解除戒嚴令、黨禁、報禁等措施，是蔣經國總統晚年最重要的

政治鬆綁動作，也是威權體制轉型的開始。168台灣逐漸政治轉型，政治

體制從威權統治轉向民主統治，進入民主化時代。 

    1990 年 6 月 21 日，司法院大法官作出釋字第 261 號解釋，169要求

                                                 
164 洪金珠、許佩賢譯，若林正丈著（1994），《台灣：分裂國家與民主化》，台北：月旦，頁 
  223。 
165 洪金珠、許佩賢譯，同註 164，頁 223。 
166 林東泰（1991），〈大眾傳播與公共宣傳－以能源政策宣導為例的構型評估研究〉，《社會教 
  育學刊》，20 期，頁 105-130。 
167 葉俊榮，同註 88，頁 13。 
168 張慧英（2000），《李登輝：1988-2000 執政十二年》，台北：天下遠見，頁 15。 
169 釋字第 261 號解釋文：「中央民意代表之任期制度為憲法所明定，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當選 
  就任後，國家遭遇重大變故，因未能改選而繼續行使職權，乃為維繫憲政體制所必要。惟民 
  意代表之定期改選，為反映民意，貫徹民主憲政之途徑，而本院釋字第三十一號解釋、憲法 
  第二十八條第二項及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第六項第二款、第三款，既無使第一屆中央民意 
  代表無限期繼續行使職權或變更其任期之意，亦未限制次屆中央民意代表之選舉。事實上， 
  自中華民國五十八年以來，中央政府已在自由地區辦理中央民意代表之選舉，逐步充實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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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意代表在 1991 年全部退職，170且應於是年年底舉行全國性中央民

意代表選舉。1991 年底，立法院及國民大會接舉行了全國性選舉，這是

台灣首次由人民直接選舉出自己的中央民意代表。這裡值得肯定的是司

法的態度及正義。司法違憲審查此時表現了適當的強硬態度，不只終結

第一屆民意代表之任期，同時要求舉行全國性選舉，以確保憲政體系的

運作。171此外，「政黨政治」在解嚴之後，確實也明顯促進民主政治的發

展，此由民進黨對於選舉的積極態度亦可看出。172

貳、民主化及轉型過程（1991-2000） 

    80 年代中期至 1990 年期間，台灣政治上經過幾次重大的政治改革，

1991 年李登輝總統終止動員戡亂臨時條款，台灣正式邁入民主轉型時

代。1991 年至 2000 年是台灣政治蛻變、民主轉型的年代。1996 年台灣

人民直選總統，這對台灣民主政治發展而言，是相當重要的觀察指標。

若干拉丁美洲各國於第三波民主化浪潮影響下，進行首次民主選舉，表

3-3 是這些國家首位民選總統產生的時間。 

 

 

 

 

 

 

                                                                                                                                         
  民意機構。為適應當前情勢，第一屆未定期改選之中央民意代表除事實上已不能行使職權或 
  經常不行使職權者，應即查明解職外，其餘應於中華民國八十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終止行 
  使職權，並由中央政府依憲法之精神、本解釋之意旨及有關法規，適時辦理全國性之次屆中 
  央民意代表選舉，以確保憲政體制之運作。」    
170 司法並不一定有助於民主發展，例如釋字第 31 號解釋對於民主發展毫無幫助，甚至阻礙民 
  主發展。 
171 葉俊榮，同註 88，頁 16。 
172 民進黨成立之後，對於各項選舉皆積極投入，透過候選人的推薦、文宣的造勢及選民的動 
  員策略，形成與國民黨相互抗衡的局面，且得票率均有一定的程度。由此可知，民進黨的崛 
  起，表示台灣在解嚴之後，政治上至少已形成二大黨的政黨政治態勢。請參考黃德福（1991）， 
  〈民進黨與台灣地區的政治民主化〉，《中國的民主前途：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的回顧與展 
  望》，台北：財團法人民主文教基金會，頁 18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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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若干拉丁美洲國家首位民選總統產生的時間 

國家 時間 國家 時間 

厄瓜多 1979 宏都拉斯 1982 

祕魯 1980 薩爾瓦多 1984 

玻利維亞 1982 巴西 1985 

阿根廷 1983 智利 1989 

烏拉圭 1984 巴拉圭 1993 

 資料來源：整理自Samuel P. Huntington, 1991, The third wave :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pp.22-23. 
 

    1949 國民政府遷台之後，兩岸即分屬不同政權統治，長期以來，兩

岸政府對於三個議題始終具有爭議，此三個問題包括誰擁有「中國代表

權」、國家疆界及國家主權合理性等問題，這些議題所代表的意涵其實就

是所謂的國家認同。 173但隨著國際局勢轉變及中國大陸內部政權的穩

定，世界大多數國家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即是中國合法政權之代表，

因此國家認同問題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乃無疑問，但對於台灣而言，台

灣經歷過幾個國家政權的殖民，亦與對岸曾中斷數十年之往來，如此特

殊的歷史背景，隨著政治民主化及對岸給予的政治壓力，台灣的國家認

同議題不僅湧上檯面，尤其每逢選舉時，更是各政黨用來當作鼓動及吸

引選民的口號。國家認同議題並非總統大選時才炒熱的話題，1991 年第

二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時，因民進黨將台獨條款納入黨綱，因此引起國

家認同討論。1741992 年第二屆立法委員選舉時，國家認同話題仍為社會

爭議之話題。175 此外，1992 年 5 月另有一件歷史大事，即有關總統副

                                                 
173 趙建民（1993），〈認同危機與兩岸交流〉，收錄於《兩岸交流與中國前途之展望學術研討 
  會論文集》，台北：政治大學中山所，頁 170。 
174 請參閱中華日報（1991），〈迎接第二屆國代選舉，開展國家前途，完成歷史任務/ 系列之 

  三 國家認同與統獨之爭的屬性〉，陳ㄧ新專欄，12 月 13 日；青年日報（1991），〈強化國家 

  認同消除兩極化傾向〉，社論，11 月 2 日；聯合報（1991），〈政黨政治應有國家認同的基礎〉， 

  社論，8 月 30 日；聯合晚報（1991），〈慶祝國慶要確立國家認同〉，社論，10 月 10 日。   
175 請參閱中華日報（1992），〈發揮選票力量 加強國家認同 提振立院功能〉，社論，12 月 18 
  日；青年日報（1992），〈國家認同 不容扭曲〉，社論，11 月 10 日；台灣日報（1992），〈「二 

  屆立委選舉」仍是國家認同的選擇〉，社論，10 月 30 日；台灣新聞報（1992），〈建立國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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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選舉方式的改變。1992 年 5 月第二屆國民大會臨時會的第二階段修

憲，有關總統副總統的選舉方式規定自 1996 年第九任總統副總統起，改

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選舉之，176但選舉方式究竟採取公民直選

或委任直選，當時沒有結論，留待由下次國民大會臨時會決定。在多次

的朝野政黨協商下，1771995 年 7 月 29 日，國民大會臨時會終於通過憲

法增修條文，確定總統副總統由人民直選產生。 

    1996 年台灣首次舉行總統選舉，四位總統候選人分別為為李登輝、

彭明敏、林洋港、陳履安。這是台灣人民第一次行使「選舉總統」之政

治權，可謂是台灣民主轉型重要之里程碑。1996 年台灣首次舉行總統選

舉，李登輝先生成為台灣首任民選總統。2000 年，建黨近十三年的民進

黨候選人陳水扁先生贏得總統選舉， 178結束國民黨長達五十多年的執

政，這是台灣首次中央政權政黨輪替，象徵台灣民主化由民主轉型正式

進入民主鞏固。但台灣的多層面認同問題對政治發展及穩定影響甚深，

這關係著台灣的民主鞏固與否。179

                                                                                                                                         
  綱領共識避免國家認同危機〉，趙春山專欄，11 月 18 日；聯合晚報（1992），〈堅定國家認 

  同〉，社論，10 月 10 日。    
176 區分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及「大陸地區」在主權討論上有必要性，但本論文並不對此作 
  討論。釋字第 328 號解釋文提及：「中華民國領土，憲法第四條不採列舉方式，而為「依其 
  固有之疆域」之概括規定，並設領土變更之程序，以為限制，有其政治上及歷史上之理由。 
  其所稱固有疆域範圍之界定，為重大之政治問題…..。」由此可知，領土界定包含太多因素， 
  無法在此詳細說明。研究者認為，總統副總統由設籍中華民國的公民直選產生，使統治權更 
  具正當性，是符合政治現況的務實作法。 
177 1994 年 5 月 27 日國民大會臨時會第十四次、十五次、十六次大會，就有關第一讀會開議 
  出席法定人數問題，引發激烈爭議，甚至造成議事日程無法進行，在雙方都不妥協的情況下， 
  民進黨乃以杯葛方式抗議，第一讀會因此無法進行。其後經幾次朝野協商，決定聲請大法官 
  解釋解決。1995 年 6 月 9 日，大法官作出釋字第 381 號解釋：有關修憲第一讀會開議人數 
  屬於議會自律事項，可由國民大會自行訂定。7 月 16 日臨時大會復會後，因九件修正案內 
  容（例如僑民是否應有總統選舉權），國民黨及民進黨仍僵持不下，7 月 28 日民進黨團宣布 
  退席抗議，7 月 29 日凌晨三點多，國民黨籍代表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許水德的協調下， 
  三讀通過憲法修正案。請參考林水吉（2002），《民主化與憲政選擇：由憲政主義析論我國六 
  次修憲》，台北：風雲論壇，頁 249-251。    
178 2000 年總統選舉得票率較高的三組分別為代表民進黨的陳水扁與呂秀蓮（得票率為 39.3 
  ％）、代表國民黨的連戰與蕭萬長（得票率為 23.1％），以及無黨籍候選人宋楚瑜與張昭雄（得 

  票率為 36.84％）；2004 年泛藍政黨整合成功，代表民進黨的陳水扁與呂秀蓮得票率為 50.11 
  ％，代表國民黨的連戰與宋楚瑜得票率為 49.89％。請參考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網站： 

  http://vote.nccu.edu.tw/cec/cechead.asp 
179 民主政體鞏固需要條件，請參考梁崇民譯，Adam Przeworski, Michael Alyarez, Josē Antonio  
  Cheibub 和 Femando Limongi 著（1997），〈何者使民主體制得以存續〉，收錄於田弘茂等主 
  編，《鞏固第三波民主》，台北：業強，頁 46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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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台灣特殊的歷史背景，在詭譎的國際環境之下，台灣學術界不

得不費心去論證台灣是一個國家的「事實」。180陳水扁總統於 2000 年就

職演說中提出「四不一沒有」，包括任期內不會宣布獨立、不會更改國號、

兩國論不入憲、不推動統獨公投，以及沒有廢除國統會及國統綱領的問

題。「四不一沒有」之主張就是國家認同問題，如果台灣沒有國家認同問

題，國家領導者何必主張不改變國號及不碰觸統獨問題？台灣國家認同

問題不僅僅是台灣與中國間之問題，除美國、日本關切外，2004 年 2 月

28 日由前總統李登輝先生所領導的二二八牽手護台灣運動中，台灣國家

認同亦引起德國、瑞士、英國等歐洲國家的注意，認為這是台灣宣示主

權獨立並向中國抗議武力威脅的ㄧ項活動。181

    台灣民主政治發展過程受政府體制影響甚深。182回顧 1996 年國家發

展會議中，民進黨代表李文忠先生就明白表示：「美制總統制利在權責分

明，弊在政治僵局難以處理，且較不符合台灣的政治運作習慣。」183國

家發展會議閉幕後，時任民進黨主席的許信良先生接受媒體專訪時亦表

示：「美式總統制又與我國文化扞格不入，主要是我們沒有真正三權分立

的觀念，國會也沒有尊重行政權的觀念。」1997 年修憲期間，民進黨內

部因為主張「總統制」與「雙首長制」的對立，幾乎讓修憲中輟之際，

民進黨由中常委姚嘉文、中央政策委員會主委張俊宏、立委林濁水、政

                                                 
180 90 年代有不少學者研究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以質性方法研究國家認同之學者，例如江宜 

  樺（國科會研究 86 年度）、陳翠蓮（國科會研究 88 年度）、蔡英文（國科會研究 86 年度）、 

  李錦旭（國科會研究 90 年度）、蕭阿勤（國科會研究 90 年度）、施群芳（國科會研究 89 年 

  度）、陳陸輝、耿曙（國科會研究 95 年度）、吳乃德（國科會研究 92 年度）等學者；以量 

  化方式探討國家認同之學者，例如游盈隆（國科會研究 87 年度）、劉義周、田芳華（國科會 

  研究 89 年度）、魏鏞（國科會研究 91 年度）、胡佛、游盈隆（1984）、王昌甫（1993），及徐 

  火炎（1994）等學者。 
181 自由時報（2004），〈台灣人鏈抗中國，引起歐洲關注〉，3 月 2 日，A2。 
182 Donald Share和Scott Mainwaring指出，民主化應是公民權與規則程序擴充其適用範圍的過 

  程，除了能進一步突顯社會不同意見之外，更重要的是使權力移轉能夠成為制度性 

  （institutional）考量的一環。請參閱 Donald Share and Scott Mainwaring, 1986, Transition through  

  Transaction: Democratization in Brazil and Spain, in Wayne A. Selcher（e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in  

  Brazil: Dynamics, Dilemmas and Future Prospects, Boulder : Westview Press, p.177. 台灣民主化與 
  Donald Share 和 Scott Mainwaring 的研究很接近，而影響民主化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即為體 

  制。台灣特有的政府體制，對於台灣十多年來的民主政治發展影響可謂不小。政府體制牽動 

  政治菁英的行為及統治權力的移轉，尤其是權力移轉如何制度化成為政治制度的一環，更是 

  台灣民主轉型期間研究的關注焦點。 
183 黃昆輝等編（1997），《國家發展會議實錄》，台北：國發會秘書處，頁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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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委員會執行長郭正亮四人聯合執筆，最後經許信良主席字斟句酌潤飾

完成的「不要成為反改革的歷史」憲改萬言書，更是直陳：「美國總統、

國會及最高法院的權威，是隨著美國憲政制度的發展，共同成長的。三

者都能嚴守三權分立，尊重其他憲政機關行使職權的分際。反觀台灣，

整個舊有的憲政體制是傾向內閣制，立委習慣以內閣制的思考，去認知

行政權與立法權之間的關係。自從威權體制崩解，立法院的地位，一夕

之間，由行政部門的橡皮圖章，一躍成為國家最高的立法機關。隨著權

力意識的高漲，立法院充斥著對行政部門的不滿與不信任。在缺乏尊重

行政權分立的國會文化之上，企圖建立三權分立，相互制衡的總統制，

無異於緣木求魚。在總統民選以後的台灣，立法院抱持著舊有內閣制的

思考，將閣揆同意權當作是立法院對抗行政院最主要的武器，甚至於，

當成個人勒索政治利益的工具。這種舊有國會文化沒有徹底改變之前，

美式總統制在台灣絕無成功的可能。」184

    由上述可知，當時民進黨參與修憲協商的代表們，對美國三權分立

的政府體制評價皆高，對我國政府體制之權力分立現狀尚有疑慮。政府

體制之設計關係到政黨政治及政治生態，執政黨有自身權益的考量，在

野黨也有自身權益問題，在這樣充滿政治妥協氣氛的環境下，修憲結果

充滿政治妥協應是預料中的事。 

參、民主鞏固時代（2000 至今） 

    2004 年總統選舉只有二個政黨的代表競爭，即國民黨籍總統候選人

連戰先生與民進黨籍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先生。是年 3 月 20 日開票結果，

仍為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先生贏得選舉，當選第十一任總統。185當時因

3 月 19 日發生民進黨籍兩位候選人被槍擊之事件（簡稱為 319 槍擊事

件），引起社會大眾及國際媒體的高度關切。總統選舉是否涉及舞弊乃屬

                                                 
184 姚嘉文、張俊宏、林濁水、郭正亮，〈「『不要成為反改革的歷史』憲改萬言書〉，《聯合 
  報》，1997 年 5 月 30 日，4 版。 
185 民進黨籍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得票數是 6471970 票，得票率為 50.11%；國民黨籍總統副總統 
  候選人得票數是 6442452 票，得票率為 49.89%。有關資料請參考中央選舉委員會，網址 
  http://210.69.23.140/vote3.asp?pass1=A2004A0000000000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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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重大政治事件，因此交由司法機關來解決。最後，司法判決結果，總

統副總統當選有效，雖然解釋結果引起很大的社會爭議，但所幸並無因

這次選舉糾紛而影響日後的總統選舉。 

    研究者認為，執政權力能和平移轉是台灣民主鞏固的重要象徵，如

Juan J. Linz所定義的民主鞏固，即「民主」必須被視為「在地政治唯一

的遊戲規則」。總統選舉已成為台灣在地政治唯一取得執政權力的遊戲規

則，表示台灣已經入民主鞏固時期，是此，政府應更降低對人民參與政

治的管制及限制，讓人民能更自由地表現個人意志。2004 年總統選舉及

2008 年總統選舉皆有同時舉行公民投票，雖然 2008 年的公民投票也是

爭吵不斷，但至少最後也是和平落幕。186

    2008 年總統選舉，國民黨籍候選人馬英九先生贏得選舉，中央政府

完成第二次政黨輪替。雖然台灣逐漸符合民主鞏固檢驗之指標，但仍有

許多地方有待政治部門及司法部門努力。以本論文討論之集會自由、結

社自由，及公民投票自由等政治權利來看，政治權利建制化部份，仍有

討論空間，因為由政黨及媒體間的爭論可看出，根本的問題還是兩岸政

治問題，而兩岸政治最敏感之處，不就是「國家認同問題」？187

                                                 
186 如內文所述，許多研究皆認為，民主政治至目前為止，仍是最佳的政治制度選擇，此亦表 
  示民主政治對於政治風險的降低顯然比其它政治制度更為有效。台灣已經舉行過四次人民直 
  選總統，也舉行過而次全國性的公投。此外，台灣的民主教育也施行十幾年了，人民的民主 
  政治概念應較之前清楚。因此，降低公民投票及集會遊行等政治權利之限制，應是政府目前 
  可多考量的議題。 
187 台灣在公民投票方面之爭議，「國家認同」始終是根本問題。近年來，中國的崛起及台灣內 

  部政權的變化，「國家認同」問題逐漸浮上檯面。國家認同危機不僅影響台灣的國防政策及 

  國家整體發展，亦同時關係人民政治權利的限制。「公民投票合併總統大選」是否涉及「民 

  主」及「法治」之爭？遵守「公民投票法」之規定是否就是法治的表現？2004 年 2 月初， 

  當時陳水扁總統宣布將於 3 月 20 日總統大選時同時舉行公投，藍軍認為公投應該擇日再辦， 

  不該跟總統大選同時舉行。藍營認為，總統交付投票的根據是公民投票法第十七條，該條文 

  並未規定總統交付的公投可以和全國性的選舉同日舉行。再者，較支持藍營之媒體認為，「同 

  不同意政府購置飛彈？」這議題如交付公投，未必能代表人民意志，且對於兩岸關係亦無幫       

   助，甚至可能使兩岸關係陷入危險狀態。中國時報社論，〈公投能不能兼顧民主與法治？〉， 

  《中國時報》，2004 年 2 月 1 日，A2；中國時報社論，〈何忍將台灣人民推上第一線？〉，《中 

  國時報》，2004 年 2 月 4 日，A2。但民進黨，根據公民投票法第十七條規定，當國家遭受外 

  力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總統得經行政院院會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 

  公民投票。因此，陳水扁總統當時將公投合併總統大選並無違反法治原則，且人民有表現意 

  志的權利，這也是民主政治之精神所在。至於公投是否會危害兩岸關係？民進黨認為，防衛 

  性公投是用人民的力量維持台海現狀，無害於兩岸關係。自由時報社論，〈防衛性公投是用 

  人民的力量維持台海現狀〉，《自由時報》，2004 年 1 月 13 日，第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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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述台灣民主化過程可知，政治運作與政治權利息息相關。但就

民主鞏固而言，台灣在人權保障方面，尤其是政治權利方面，仍有不少

限制。研究者認為，民主與人權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密切的，政治民主之

定義牽涉到公民及政治權利，例如表達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和政

治參與權。假如公民及政治權利屬於民主本身的定義，那我們便會認定

民主必須促進這些權利。且這些權利的保障，相對的，也會增進民主政

治的鞏固。總結而言，研究者認為，自 2000 年至今，台灣可說是民主鞏

固的國家之一，所以人民的「政治參與權」188應該被更廣泛且深入的討

論，以期民主鞏固能朝向民主提升邁進。 

 

第四節 就台灣之民主鞏固指標所顯示的意義 

壹、民主鞏固在政治上之意義 

    「政治參與」在新興民主國家是很重要的民主化要件。1996 年台灣

首次舉行總統人民直選，選舉結果和平落幕，台灣成功地由威權體制進

入民主體制，189美國「自由之家」正式將台灣列為既是「選舉的民主」

（electoral democracy），190也是「自由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191國

                                                 
188 政治參與權（即所謂『參政權』），若根據德國學者Georg Jellinek所建立的人權功能體系來 
  看，則參政權屬於個人本於主動地位於國家中所行使的權利，也可以說是一種為國家服務的 
  權利。不同於個人本於消極地位所行使的權利之處在於，消極性權利是對國家主張有不受其 
  侵害的地位；不同於個人本於積極地位所行使的權利之處在於，積極性權利是向國家要求其 
  積極作為（提供給付、滿足需求、開放參與、程序保障等）的地位。蔡宗珍，同註 114，頁 
  223。研究者在此引 Georg Jellinek 之觀點，是希望能表達「參政權」是每個公民都應該擁有 
  且主動的權利，國家不應限制太多。 
189 1996 年總統是由國民黨籍候選人李登輝先生當選，選後沒有特別抗爭的社會運動。2000 
  年總統大選是民進黨籍候選人陳水扁先生贏得選舉，這是台灣首次出現執政黨的政黨輪替， 
  因為政黨認同、政治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等種種認同因素，「政治穩定」問題開始出 
  現。有些人認為，這些意識形態都是民族主義作祟。研究者不認為民族主義是造成台灣選舉 
  亂象的主要因素，但若從「民族」來看，如 enedict Anderson 所言：「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 

  共同體－且被想像為天生具有範圍及主權。」（it is an 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imagined as both inherently limited and sovereign），這種人為的政治教育，對政治運作確實有 

Imagined Communities :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明顯的影響。See Benedict Anderson , 1983,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Verso, p.15. 
190 民主的方法是達成政治決定的制度安排，在此種安排之下，某些人可互相競爭，以爭取人 

  民的支持來取得統治的權力。選舉的民主在程序上起碼包括秘密投票、普選權、定期選舉、 

  政黨競爭、集會結社等，請參閱 J.A. Schumpeter（1976）,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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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192 2000 年台灣首次出現中央政府政黨輪替，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

台灣正式由民主轉型邁向民主鞏固，開啟了民主鞏固之門。2008 年國民

黨籍候選人馬英九先生當選總統，中央政府完成二次政黨輪替，象徵台

灣民主鞏固之意義與重要性。 

    在多元文化的台灣，政治運作從威權體制演變為多元政治模式，以

政治學立場而言，這包含許多意義：（1）傳統自由主義主張的自由，例

如有機會反對政府、形成政治組織，及表達自己對政治問題的意見而不

必擔心政府報復等自由，重新再受到重視；（2）擴大具有政治競爭的參

與，會帶來政治領導階層組成份子的變遷，尤其是國會議員的變遷；（3）

當一個政治體系變得更有競爭性或更具包容性時，從政者就會尋求已可

較容易參與政治生活的團體的支持。競爭與包容性會帶來政黨制度本身

的變遷，同時，政黨在結構上與組織上，亦會隨之改變；（4）多元政治

是一種融合了自由民主及霸權政治的民主政治（也可以說是一種民主模

式），以政治學立場來看，民主轉型國家通常較容易呈現多元政治模式。

193

    職是，研究者認為，民主鞏固在「政治上」之意義為：在多元的民

主政治下，達到政治發展、政治參與，以及政治穩定的情況，即為民主

鞏固作為觀察民主運作的政治上意義。 

貳、民主鞏固在憲政上之意義 

     民主鞏固在憲政上的意義，莫過於體現憲政主義之精神。Louis 

Henkin認為憲政主義應具備之要件包括：194

                                                                                                                                         
  London: George Allen＆Unwin, p.269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C. Schmitter（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8-9. 
191 Sartori認為「自由的民主」乃是自由與民主二個因素組成的，所以首先要使人民自由，其 

  次才是授權給人民，讓人民統治自己，即民主，請參閱 Giovanni Sartori（1995）, “ How Far  
  Can Free Government Travel?”,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6（No.3）, 102. 
192 Adrian Karatnycky, 1997 , Freedom on the March , Freedom Review, Vol.28, No.1, p.18. 
193 張明貴譯，Robert A. Dahl著，同註 61，頁 21-29。 
194 Louis Henkin, 1994, A New Birth of Constitutionalism: Genetic Influences and Genetic Defects,  
  in Michel Rosenfeld（ed.）, Constitutionalism, Identity, and Legitimacy-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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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國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憲政主義的基礎為國民主權， 

       政府的統治正當性基礎來自於人民的同意。195

    （2） 憲法是具有規範作用的最高法：政府施政應遵守憲法的規範。 

    （3） 實施政治民主與代議政府：政府應依民主原則及法律規定來 

       治理國家，即使國家處於危險狀態時，人民仍是國家的主人，政 

       府不得以行政命令暫停或減少人民的基本權利。 

    （4）基於國民主權與民主政府，憲政主義主張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權力分立與制衡、文官控制軍隊、警察受法律規 

       範並受司法控制，以及司法獨立等。 

    （5） 政府須尊重及保障人民的個人權利：政府可因公共利益限制 

       個人權利，但限制個人權利亦有其限制。 

    （6） 設立監督機關監督政府：憲政主義主張設立監督機關以確保 

       政府遵守憲法藍圖（constitutional blueprint）。 

    （7）尊重「自決」（self-determination）：尊重各民族自行的選擇、 

       變更或終止政治結盟的權利。 

 

    由Henkin的觀點來看，憲政主義可說是一種針對政治事務所提出的

信念體系，是一種建構有限政府，確保法律主治及民主精神，以保障基

本權利的信念體系。職是，憲政主義的目標體系（objective system）是

以保障基本權利為目的。人民基本權利的核心是人性尊嚴，政府必須以

符合法律主治各項原則所要求之作為，竭力確保人民享有符合人性尊嚴

所需之各項基本權利。196

    台灣目前雖已進入民主鞏固時代，但仍有許多政治（權利）問題需

要解決。在台灣，政治權利的限制及政治問題的審查，除了台灣內部的

                                                 
195 國民主權原理係源自「社會契約論」（social contract theory），即統治者權力的正當性來自 
  於被統治者的同意（The legitimacy of governor’s powers depends on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或政府的正當性來自於被統治者的同意（The legitimacy of government depends on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See Michel Rosenfeld, 2001,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Legitimacy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No.47,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at 1307, 1311. 
196 陳文政（2006），〈憲政主義結構內涵之體系分析〉，《師大政治論叢》，6 期，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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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種因素之外，亦受兩岸政治影響。中國的崛起及台灣內部政權變化的

結果，「國家認同」問題日漸顯著，197國家認同危機不僅影響台灣的國防

政策及國家整體發展，亦同時影響區域政治的穩定。如前所述，自 2000

年至今，「認同」問題在每次的選舉中一直影響著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

因此，期待藉由「民主鞏固」的力量，確立一套穩定且暢通的政治系統，

以降低人民對「認同」之爭議，轉而關注民主品質的提升。 

     我們身處於民主與法治的時代，198民主鞏固不僅在政治上有其重要

性，在憲政上亦更深具意義。民主鞏固指標包括「有限政府」、「依法而

治」及「人權保障」，假使台灣已符合民主鞏固檢驗標準，此表示台灣政

治運作更應遵守憲法權力分立原則及法治原則，更積極保障人民之基本

權利，以達到民主深化之理想。Albert Venn Dicey教授曾言：「個人基本

權與其說是憲法形成之結果，毋寧謂為形成憲法之基礎。因而，憲法是

可以約束包括立法權在內之諸國家權力之根本法。」199是此，在民主政

治穩定發展的國家，方能按憲法規範運作政治。換言之，「鞏固」民主才

是確保憲法正常運作的政治方式。是故，民主鞏固的憲政上之意義莫過

於此：確保憲政運作，實踐其憲政主義理念。 

    總結民主鞏固在「政治上」及「憲政上」的意義，本論文選擇以「有

限政府」、「依法而治」、「人權保護」三項指標作為討論分析台灣民主鞏

固之指標依據，其內容概念涵蓋政治發展、政治參與、政治穩定，以及

人權保障等層面。直言之，台灣經歷過荷蘭、清朝、日本等幾個國家的

殖民統治，亦曾經歷過中國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因此民主發展過程中發

生的政治問題必然不少，而這些問題均屬於政治發展、政治參與、政治

穩定，以及人權保障等層面的問題。職是，本論文於分析「有限政府」、

                                                 
197 國際之間，國家的互動是引起「認同」的重要因素。國家在沒有互動之前是沒有認同、沒 

  有利益，也沒有期待存在的必要，若兩個國家之間必須要認知到自我與他人的差別時，國家 

  認同才會顯現，也才有存在的意義。袁鶴玲（2000），〈國家認同外部因素之初探－美國因素、 

  中國因素與台灣的國家認同〉，《理論與政策》，14 卷 2 期，頁，頁 146-147。 
198 陳文政，同註 4，頁 1。 
199 Albert Venn Dicey, 1889,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p.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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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而治」、「人權保護」等三項指標內容時所根據之理論，即是政治

發展、政治參與、政治穩定，以及人權保障等層面的政治學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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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司法違憲審查之類型 

第一節 總論 

    憲法與政治是永恆的對話。 1 憲法與政治關係之密切從「憲法」

（constitution）本身詞彙的概念演進可以看出。有些學者認為，早在古希

臘時代，亞里斯多德在其所著的《政治學》（politica）一書中即提出一個

國家應該有一個組成的根本大法，作為立法與國家權力行使指導原則的看

法，而該根本大法似乎頗為類似一種原始的憲法概念。2現今國家大多以成

文憲法作為國家之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性，此意義之實踐在民主政治國家

尤為重要。3民主政治依憲立法、依法行政，各個政府部門依照憲法權力分

立原則行使職權，以免政治機關逾越權限侵害人民權利。 

    當政治機關互相對峙甚至失靈時，司法違憲審查（judicial review）4應

                                                 
1 憲法與政治兩者關係密切，這從憲法的制定過程與解釋制度可以看出。許宗力（1993），〈普 

  通法院各級法官及行政法院評事應否具有違憲審查權？〉，《憲政時代》，18 卷 3 期，頁 3。 
  憲法具有強烈的政治性格，向有「政治法」之稱。憲法與政治關係之密切，可從憲法規範的 
  對象看出端倪：憲法是以國家的政治生活為規範對象。從政治權力的競逐、運作方式、程序， 
  到運作的界限，皆與憲法關係甚深。請參閱許宗力（1999），《憲法與法治國行政》，台北： 
  元照，頁 4、5。 
2 陳新民（1997），《中華民國憲法釋論》，初版，台北：自刊，頁 4。 
3 為保障人民基本權利，現代民主國家莫不基於源自自然法之立憲主義之精神制頒憲法，以為 
  立國之基本規範，因此憲法具有最高性，不僅國之一切典章制度必須以其為本，而且國家之 
  一切行為亦不得與其所規範者有所牴觸。林子儀（1993），《權力分立與憲政發展》，台北： 
  元照，頁 6。英國為例外，英國雖然為立憲主義國家，但因歷史的種種因素，所以沒有制頒 
  成文憲法。李鴻禧譯、蘆部信喜著（2001），《憲法》，台北：元照，頁 32。有關英國憲法的 
  歷史因素，請參閱Walter Bagehot, 2001,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edited by Paul Smith）,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 B. Chrimes, 1967,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 Lond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目前英國實質意義的憲法雖是由：（1） 
  憲法性質的法律與判例法（law of the constitution）；以及（2）習慣與習慣法（convention of  
  constitution）等所構成，但其不不成文憲法仍可說是規範最強的憲法之一。周志宏（2000）， 
  〈憲法的基本概念〉，收錄於許志雄、陳銘祥、蔡茂寅、周志宏、蔡宗珍合著，《現代憲法論》 
  （初版第二刷），台北：元照，頁 22-23。   
4 國內中文文獻對於「司法違憲審查」（Judicial review）所指涉的制度，一般稱為「違憲審查」 
  或「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 直譯固然為違憲審查，但因為司法審查的對象除了審查「法 
  律或命令是否違憲」外，還會包括行政層次的「命令是否違法」的審查，範圍已經超出憲法 
  範圍。其次，各國在實踐上，違憲審查的對象可能包括國會或其它機關，因此，本論文採「司 
  法違憲審查」之用語，以概括司法審查及違憲審查兩者之概念與範圍。請參閱林子儀、葉俊 
  榮、黃昭元、張文貞（2003），《憲法-權力分立》，台北：學林 文化，頁 20；黃昭元（2003）， 
  〈司法違憲審查的制度選擇與司法院定位〉，《台大法學論叢》，32 卷 5 期，頁 3。亦有學者將 
  Judicial review 一詞譯為「司法審查權」，係聯邦最高法院對於政府行為之合憲性爭議，扮演最 
  高權威機關角色之概稱。請參閱史慶璞（1991），《美國憲法與政府權力》，台北：三民，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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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什麼功能來解決政治困境？當民主政治運作過程遇到阻礙時，司法違

憲審查應扮演什麼功能來保障人民權利以維持民主價值？從各國實證經

驗觀察，主要的護憲機制大致有司法違憲審查、修憲程序及界線的控制、

人民抵抗權等。其中以司法違憲審查為實踐上最重要的護憲機制。5

    司法違憲審查不僅影響憲法實際規範效力的高低，就憲法變遷的觀點

來看，司法違憲審查亦具有保障人權、制衡政治權力，及促進憲法發展的

積極功能。6換言之，司法違憲審查之判決涉及到個人權利和政府權力、政

府各機構之間以及官方和非官方之間的固有關係。7因為，假使國家只是將

憲法列為法律最高地位，而沒有進一步授權司法審查，這不能稱為憲政國

家，因為最高效力條款只是為法院拒絕適用違憲條款提供了憲法上的可能

性，但是很難說特定國家的法院是否會認真對待這類條款。否則，中國也

將被認為是具備司法審查制度的國家(1982 年憲法前言與第五條)。8

    欲分析大法官釋憲對於保障人權、制衡政治權力及促進憲法發展之功

能，本章節擬從司法違憲審查理論、司法釋憲體系、大法官之憲政角色與

地位等討論，並以比較法來比較我國司法違憲審查，應較能適當評析其對

於民主鞏固各層面之功能9。 

                                                                                                                                            
  彭懷恩（1998），《政治學》，台北：風雲論壇，頁 292。此外，蘇俊雄大法官認為，司法審查 
  制度傳統上有「憲法審查」（constitutional review）、「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或「憲法審 
  判」（Verfassungsgerichtbarkeit）等用語。請參考蘇俊雄（2005），《憲法意見》，台北：元照， 
  頁 304。     
5 根據學者研究，在目前 18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憲法(或基本法)文本中，已有 160 多個文本規定 

  了某種形式的司法性質的憲法審查制度，而除了美國( 1803 年) 、印度尼西亞( 2003 年) 、 

  阿富汗( 2004 年) 、伊拉克(2005 年)等極少數國家之外，絕大多數國家或地區的司法審查制 

  度都是在 20 世紀建立的。如果說司法審查是憲法規定獲得落實的制度保障，那麼從憲法到憲 

  政的根本轉變確實構成了 20 世紀不可逆轉的大趨勢，並且有理由相信這個趨勢將持續到 21  

  世紀。張千帆（2008），〈從憲法到憲政－司法審查制度比較研究 〉，《人大與議會網》，網 

  址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law.china.cn/thesis/txt/2008-04/21/content_2182240.htm 
6 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2003），《憲法-權力分立》，台北：學林 文化，頁 19。 
7 彭懷恩（1998），《政治學》，台北：風雲論壇，頁 289。 
8 張千帆（2008），〈從憲法到憲政－司法審查制度比較研究 〉，《人大與議會網》，網址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law.china.cn/thesis/txt/2008-04/21/content_2182240.htm 
9 「功能」一詞實際上是解決憲法重要性問題的關鍵。在法律學上的「功能」一詞，至少在西歐， 
  通常是指分配給某個人或機構的職責或活動範圍，或是具體的任務或工作。有時候也被用來說 
  明比較一般意義上的重要性，例如政府機關的功能或是國家元首的功能。不過，在政治學裡， 
  「功能」這用語有二種不同的解釋：（1）有時「功能」一詞用來指某種現象對由其作為組成部 
  分的總體現象所有的全部結果或影響。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功能一詞，我們可以說到對於法律秩 
  序、政治制度或政治發展的憲法功能；（2）功能也用來指類似數學上的從屬量。我們可以說「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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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比較制度類型，通常以集中審查式的德國與分散式審查的美國為

比較基準。10 制度11的類型對於政治民主化影響深遠，制度內容牽動政治

發展，是故，大法官制度變遷跟政治發展息息相關，司法審查政治問題案

例在美國、台灣的政治發展經驗中，均有相當案例出現。對於大法官釋憲

態度應積極主義或消極主義，許多人看法不同，見仁見智。研究者認為，

大法官釋憲態度採何種主義不是重點，而是釋憲的態度是否符合當下政治

情況、是否能落實保障人民權利之功能而定。由司法部門在憲政爭議案件

上扮演仲裁者的角色，透過對憲法或法令義理規範的詮釋，對爭議或政策

「合法性」下達終局的判斷，日趨重要。12

    美國法與德國法可說是影響我國法律發展的兩大法律體系，過去如

此，未來也可能繼續如此。13職是，鑒於我國司法違憲審查理念係濫觴於

採行美國司法違憲審查理論，加以我國法秩序較為相近之德國司法違憲審

查制度，故本論文擬以美國和德國司法違憲審查理論為輔助比較，希冀藉

此相關理論之參酌，能更清楚瞭解我國司法院大法官之運作功能，以助民

主鞏固與民主深化。14

                                                                                                                                            
  現象是「乙」現象的功能，「乙」發生變化時，「甲」也會相應地發生變化，例如憲法和國家性 
  質就是這類問題的例子。陳云生譯，曾錦源校閱，亨利‧馬爾賽文和格爾、范德唐著（1990）， 
  《成文憲法的比較研究》，台北：桂冠，頁 371-372。  
10 司法違憲審查之類型大致可分為集中式、分散式、混合式，但各國因有其獨特的歷史背景， 
  是故，每個國家的司法違憲審查皆不盡相同。本論文僅以最常討論之集中式與分散式作為比 
  較分析之對照，集中式司法違憲審查是以德國為主，分散式司法違憲審查是以美國為主。請 
  參考吳志光（2003），《比較違憲審查制度》，台北：神州，頁 4；陳愛娥（1998），〈大法官 
  憲法解釋權之界限–由功能法的觀點出發〉，《憲政時代》，42 卷 3 期，頁 173。    
11 「制度」（system）一詞被廣泛運用於各種領域，大致而言，制度可定義為「已確立的秩序， 
  包括規則約束和標準化的行為模式」，請參考周業謙、周光淦譯，戴維．賈里、茱莉亞．賈 
  里著（1994），《社會學辭典》，台北：貓頭鷹出版，頁 340。陳文政教授認為我國司法違憲 
  審查是否為「制度」，值得商榷，因此建議使用「司法違憲審查」即可。但基於用語習慣， 
  論文內有時仍使用「司法違憲審查制度」，兩項用詞在本論文內意思相同，無區別之意，在 
  此特予說明。 
12 蔡宗珍（2001），《憲法與國家（一）》，台北：元照，頁 1。 
13 黃昭元（2004），〈憲法權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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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大法學論叢》，33 卷 3 期，頁 136。 
14 法律文獻於討論分析時，學者們常將使用transplant（繼受）、borrow（借用）、introduce（引進）、 
  receive（接受），以及 follow（遵循）等詞彙，甚至交互運用。這些詞彙之意義不可能完全相 
  同，但本論文於進行討論大法官解釋時，並不特別定義這些詞彙之意義。研究者處理本論文所 
  關心之問題，即大法官解釋對於我國民主鞏固影響為何，並輔以美國及德國之憲法解釋類型作 
  為討論對照參考，因此，本論文認為討論結果不會因為採用哪一詞彙而有影響。當然，transplant 
  （繼受）一詞有它使用上的意義，但本論文著重之處不在於實證法條，而是在民主鞏固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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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司法違憲審查的歷史來源 

    司法違憲審查源自於美國，它是美國憲法的重要特色，亦是民主政治

實踐的重要機制。15司法違憲審查初經美國聯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John 

Marshall，於 1830 年，在Marbury v. Madison案中確立。16在Marbury v. 

Madison案件之前，美國司法違憲審查制度尚未確立，美國聯邦憲法並未

賦予任何機關釋憲權年。1789 司法院組織法（Judicial Act of 1789）第二十

五條規定：「州法律有無牴觸聯邦憲法、聯邦法律或條約發生爭議，而州

最高法院的判決支持州法律有效時，得由聯邦最高法院覆審而予以駁回或

確認之。」此一法條之規定，乃給予聯邦最高法院取得聯邦司法審查之權

力。17然創立聯邦最高法院司法違憲審查之先例典範，則是 1803 年聯邦最

高法院大法官Marshall認為法律若與憲法牴觸，法院得根據憲法，拒絕適

用具有爭議性之法律條款，創立聯邦最高法院行使法律合憲與否之審查權

利。 

    Marbury v. Madison一案的「憲法之位階性」概念，展現了「憲法優位」

之精神，並展開了下述理論：18（1）憲法是高於一般法律的最高法律規範；

（2）依權力分立原理的理論，必然引出司法違憲審查的理念與結論來；19

（3）法官是法律的解釋者，此一機能與責任包含憲法與一般法律在內；

因而，對憲法與一般法律有無衝突矛盾存在，自非加以判定不可。於是美

國最高法規之憲法，已不僅具有國家的「政治底」、亦即「組織國家機關

                                                                                                                                            
  分析部份，故嚴格定義法律詞彙之使用並無太大意義。 
15 John Hart Ely, 1980, Democracy and distrust : A Theory of Judicial Review,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105-134. 
16 Arend Lijphart, 1999, Patterns of democracy :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p.223. 
17 劉瑞慶（1993），《比較憲法》，台北：三民，頁 17。 
18 李鴻禧（1999），《違憲審查論》，台北：元照，頁 44-45。 
19 政治學者Arend Lijphart在研究民主國家的政治制度中發現，聯邦制及單一制國家，不僅在權 
  力分立上有所不同，司法違憲審查之理念與思想亦會因分權面向的不同而不同。請參考 Arend  
  Lijphart, 1999, Patterns of democracy :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10〈Division of Power: The Federal-Unitary and  
  Centralized-Decentralized Contrasts〉 and Chapter 12〈Constitutions: Amendment Procedures and  
  Judici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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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秩序」的根本法的意義，而且更具有國家的「法律底」、亦即「可

由法官適用的基本規範」的根本法的意義。20現今民主國家多發展並確立

司法違憲審查制度，明確賦予法官權限，以扮演憲法維護者之角色。21

    回顧Marbury v. Madison案，政治安排可說是這判決的導火線。1800

年美國總統選舉結果，民主黨候選人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打敗欲蟬聯

總統職位之聯邦黨籍總統亞當斯（John Adams）贏得選舉。22 1801 年 2

月 17 日，傑佛遜獲眾議院投票成為美國第四任總統。亞當斯在該年一月

任命國務卿之John Marshall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Marshall於同年 2 月

4 日宣布就職。此外，聯邦黨同時失去國會多數黨席次，國會主控優勢由

民主黨取代，聯邦黨在失去行政、立法兩機關之主導權之困境下，轉而積

極爭取司法機關之控制權。23

    1801年 2月 13 日，聯邦黨通過高等法院法（The Judicial Act of 1801），

該法之補充規定，具有高度政治性之處：24（1）增設五個聯邦區法院；（2）

專設聯邦巡迴法官（circuit judge）十六名以取代大法官於巡迴法庭之工

作；（3）增加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4）聯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由

六名減為五名（原六名大法官均屬聯邦黨，首席大法官艾爾沃斯辭職之

後，只剩五位，以防止傑佛遜有機會任命大法官）。同年 2 月 27 日，國會

通過District of Columbia組織法，授權總統提名四十二名特區法官，總統於

3 月 2 日提名，參議院則於 3 月 3 日通過提名。亞當斯總統於其卸任前最

後一日簽署了這些法官的任命令，並由馬歇爾國務卿一一用印。惟在匆忙

之中，奉命發出這些人事任命的James Marshall（John Marshall之弟）未能

將這些人事任命全數送達，遺留了數份人事任命令於國務卿辦公室之中，

                                                 
20 李鴻禧，同註 18，頁 45。 
21 司法違憲審查可說是「憲法的守護者」。學者Henry J. Abraham認為司法違憲審查（judicial  
  review）的定義為：「司法違憲審查係指任何法院都擁有終局的權力來宣告下列事項因違憲而 
  無法據以執行：（1）任何法律；（2）任何基於法律之公務行為；（3）任何其他由公務員所為而 
  被認為與憲法有所牴觸之行為。」See Henry J. Abraham, 1994, The Judiciary--- The Supreme  
  Court i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Dubuque, I.A.: Wm.C. Brown Communications Inc., p.60. 
22 亞當斯與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同屬聯邦黨（Federalists）。 
23 李念祖譯（2002），〈Marbury v. Madison〉，收錄於司法院編輯，《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憲法判 

  例選譯（第一輯）》，台北：司法院，頁 37。 
24 朱瑞祥（1987），《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判例史程》（再版），台北：黎明，頁 678-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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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Marbury之人事任命令即為其中一份。25傑佛遜總統就任之後，任

命James Madison為國務卿。接受任國務卿的Madison受傑佛遜總統指示，

以此等任命為無效，按下任命令，不予發送。1801 年 12 月，Marbury等依

1789 年之法院組織法第十三條規定，向最高法院起訴請求法院判令

Madison國務卿送發人事任命令。26

    在此案判決書中，John Marshall大法官首先肯認Marbury有權起訴請求

法院審理本案，因為任官程序在原國務卿（即John Marshall本人）用印後

已經完成，被任命的Marbury等人也有權起訴要求新國務卿James Madison

送達命狀。然而，Marshall大法官認為Marbury起訴所依據的 1789 年法院

組織法規定牴觸美國憲法第三條有關聯邦最高法院管轄權的決定，因此違

憲而無效。最後即以聯邦最高法院對該案無管轄權為由，判決駁回Marbury

之訴。27由背景過程來看，Marbury v. Madison案之判決具有以下三點意涵：

28

    （1）美國成文憲法為美國最高法位階之根本法；29

    （2）一般立法違憲者應予宣告無效；30

    （3）聯邦最高法院從事違憲審查必以成文憲法為基礎31

                                                 
25 李念祖譯，同註 23，頁 37。 
26 李念祖譯，同前註。 
27 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編著，同註 6，頁 25。John Marshall大法官的判決意見 

  建立了美國司法違憲審查制度，確定法官判決須依照憲法規範。但並非每個學者都是同意 

  John Marshall 大法官的判決意見。根據 John Marshall 駁回 Marbury 的理由，採的是解釋主 

  義的憲法解釋立場，倘若你採解釋主義的憲法解釋立場，你就會同意 John Marshall 大法官 

  的看法。但若採非解釋主義的立場，則就不會認同 John Marshall 的觀點。Alexander Bickle 
  即是著名的非解釋主義者（noninterpretivist）。Alexander Bickle 對於 John Marshall 大法官判 

  決意見的批判，請參閱 Alexander Bickle，1962, 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The Supreme Court  
  at the Bar of Politics, 2nd ed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pp. 1-14. 
28 陳文政（1999），《美國司法違憲審查理論與制度之研究》，國立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 

  博士論文，頁 19；陳文政（1999），〈美國司法違憲審查理論基礎之一：成文憲法與憲法優位 〉， 

  《三民主義學報（師大）》，19 期，頁 139-140。  
29 Marbury v. Madison（1803）肯定憲法為國家最高法：Certainly all those who have framed written  
  constitutions contemplate them as forming the fundamental and paramount law of the nation, and  
  consequently, the theory of every such government must be, that an act of the legislature,  
  repugnant to the constitution, is void. This theory is essentially attached to a written Constitution,  
  and is, consequently, to be the considered, by this court, a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our society. See 5 U.S. v. 137. 
30 當法官在案件審判中，遇到法令的下級規範可能牴觸上級憲法規範時，法官必須闡明憲法規 
  範的內涵或確定它的外延，以確定法令的合憲或違憲。涂懷瑩（1993），《現代憲法原理》，台 
  北：正中，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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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司法違憲審查之主要類型 

    從歷史來看，美國是成立司法違憲審查的第一個國家，但美國的這項

重大特色卻一直到二次大戰後，才算廣泛地影響到世界各國。32此種司法

違憲審查制度之所以在世界各國普遍地制度化，成為憲政新潮，一方面，

因為事實上，戰後各國人民基本權利與自由意識高漲，並徹悟戰前法律及

命令之謬誤；另一方面，則因為在理論上，實施憲政制度的國家，本就該

設法使整個國家、政府和人民的法律生活，盡量符合憲法規定，但是當國

家機關及人民的行為，發生符合憲法規範之爭議或疑議時，自不能不以憲

法違國家法律秩序的最高規範，作為權衡判斷的準則，於是就產生「憲法

審判權」體系。33不過，各國的司法違憲審查類型並無一致，此與各國之

歷史背景、政治文化，以及憲政傳統有關。 

    比較司法違憲審查類型，可由幾方面來討論：34（1）從「審查時間」

來區分，可分為事前審查與事後審查；35（2）從「審查機關」來區分，可

分為集中制與分散制；（3）從「審查對象」來區別，可分為具體審查36與

抽象審查37；（4）以「違憲宣告的效力」來區別，可分為一般性效力與個

                                                                                                                                            
31 John Marshall大法官在判決書中提到，美國擁有成文憲法及獨立的司法部門設計，在此邏輯 
  的推論之下，隱含著聯邦最高法院的司法違憲審查權。Arend Lijphart, supra note 16, p.223. 
32 二次大戰前後著名的德國憲法學者KARl LOEEWENSTEIN曾說司法違憲審查是「美國的最重 
  要輸出」（America’s most important export），seeKARl LOEEWENSTEIN , Der Staatspraesident, in 
  BEITRAEGE ZUR STAASOZIOLOGIE, 331, 332 N.1（K. LOEEWENSTEIN）（Tuebingen, Germany）。 
  黃昭元（2003），〈司法違憲審查的制度選擇與司法定位〉，《台大法學論叢》，32 卷 5 期，頁 
  71 之註 35。 
33 蘇俊雄（1972），《憲法論集》，台北：環宇出版，頁 130。 
34 湯德宗（1998），《權力分立新論》，初版，台北：自刊，頁 153-157。司法違憲審查類型尚有 

  「立法機關審查類型」，如 1831 年的比利時憲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及不成文憲法的英國，皆為 

  立法機關審查類型。惟因此類型非當前民主國家之主流類型，故本論文不特別討論。 
35 由字面來看，事後審查係指「法令在公佈之後，如有違憲之餘，方得受理審查」，一般國家皆 
  採此審查方式；事前審查係指「就尚未公佈之法律草案進行審查」，法國即採此審查方式。法 
  國第五共和國憲法設置一個憲法委員會（constitutional council），但這個憲法委員會最初成立 
  的主要功能不是司法審查，而是保護行政權以對抗立法權（to protect executive power against  
  legislative encroachments），因為只有總統、總理及兩院議長，才能向憲法委員會聲請合憲性問 
  題的憲法解釋。Arend Lijphart, supra note 16, p.225. 
36 具體審查係指法院在審判具體案件時，即可附帶對適用法令之合憲性進行審查，如發現其適 
  用之法令有牴觸憲法之虞，或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向有權機關請求就系爭法令合憲性進行審查。 
37 抽象審查係就法令是否與上位規範牴觸，可逕向與權威機關請求審查，而不必待具體訴訟案 
  之發生，只要有一定機關之聲請，即可受理審查。此種審查不是附隨具體個案之審查，故無對 
  立之兩造。 

 93



案效力。 

    一般較常從審查機關、審查對象及宣告違憲的效力來分析，若以此三

個面向為主，目前全世界的司法違憲審查類型可概分為三種：38（1）分散

制司法違憲審查（the diffuse system of judicial review）：主要由英美法系國

家採用，各級法院皆得在具體訴訟案件中隨付行使違憲審查權，如美國；

（2）集中制司法違憲審查（the concentrated system of judicial review）：主

要由大陸法系國家採用，由專責的司法機關行使司法違憲審查權，如德國

憲法法庭、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3）混合制司法違憲審查（the mixed 

system of judicial review）：若干拉丁美洲國家採用，混合了分散制與集中

制的特色，如巴西、祕魯等。39

    大體而言，綜觀各國之司法違憲審查類型，有將司法違憲審查權賦予

普通法院，附隨於具體案件審判中行使者，如美國、日本，稱為「分散制

司法違憲審查」（centralized system of judicial review; diffuse system）；亦有

將司法違憲審查權賦予專責機關，如奧地利、德國，稱為「集中制司法違

憲審查」（decentralized system of judicial review; concentrated system）。40「分

散制」之特徵大致為：41（1）釋憲權與審判權合一；（2）所有法官皆有違

憲審查權，未特設機關；42（3）違憲審查者為一般職業法官，受相同保障；

（4）違憲審查原因限個案爭訟；（5）違憲審查程序係依一般訴訟程序；（6）

認定違憲的法律僅在系爭案件不予使用，該法律並未因此失效；（7）違憲

認定就個案當然有溯及效力。 
                                                 
38 Allan Randolph Brewer-Carias, 1989, Judicial Review in Comparative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25-326；陳文政，同註 68，頁 79-80。 
39 司法審查制（judicial review）乃是立憲政治的產物，因而和立憲政治之形成與展開，關係極 
  為密切。李鴻禧（1999），《違憲審查論》，台北：元照，頁 40。從拉丁美洲的民主化及政治轉 
  型過程，可看出拉丁美洲政治的特殊性，是故，該地區國家之司法違憲審查類型無法完全抄 
  襲美國或歐陸國家。也因為這些國家的司法制度融合了國家本身政治發展之特色，所以稱這些 
  國家的司法違憲審查為混合制，頗為合適。其實，對於許多國家來說，不同類型之間的分界顯 

  得模糊不清。但為了分析和比較之便利，仍有必要盡可能清楚地對不同國家的模式進行分類和 

  界定。 
40 「分散制司法違憲審查」與「集中制司法違憲審查」之邏輯不同，原因之一在於：國會原則 
  不同。Arend Lijphart, supra note 16, p.224-225.  
41 蘇永欽（1994），《合憲性控制的理論與實際》，台北：月旦，頁 191。 
42 所有法官皆有違憲審查權，未特設機關。換言之，分散制司法違憲審查之特色之一在於：各 

  級法院都有權審查立法的合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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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二大主要之司法違憲審查類型 

代表國家 以「審查機關」區分 以「審查對象」區分 以「違憲宣告的 

效力」區分 

美國 分散制 具體行為及抽象法規 個案效力 

德國 集中制 抽象法規 一般效力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表 3-1 為分散制與集中制。43分散制之特色在於，既係基於釋憲權乃

附帶於司法性質之內，其前提要件必得有具體爭訟的個案，而不得逕究可

疑違憲之法令為審查，因此，法院所作出的判決係約束相關當事人，屬於

個案效力，本不具對世、一般的效力。但事實上，如經終審法院（美國之

終審法院為聯邦最高法院）宣告該法令違憲，則該法令即等同喪失效力。

職是，歸納分散制之優點，大約包括：（1）違憲審查者為普通法院，無特

設機關，此在司法權定義上較無爭議；（2）係與個案爭訟結合的具體審查，

有對立兩造，討論應較為犀利、深入；（3）普通法院兼具審判權及釋憲權，

較不易發生特設憲法解釋機關與普通終審法院之間權威的衝突；（4）普通

法院法官於審判案件時即可解釋違憲法令，對於人權保障幫助甚大。44

    集中制之特色在於，國家設有憲法法院，為唯一的釋憲機關，其它一

般法院法官沒有司法違憲審查權。45因憲法法院為唯一的釋憲機關，故其

判決之效力具對世效力。但事實上，對於一般人民爭訟之案件，德國司法

違憲審查有參酌美國之釋憲精神，而使一般法院擁有違憲法令之偵測權，

                                                 
43 台灣民主轉型固然與東歐民主轉型國家的司法違憲審查類似，但幾乎都是受到德國憲法法 
  院經驗的影響，且台灣大法官解釋時亦曾多次援引美國司法違憲審查論點。此外，東歐國家 
  民主轉型過程雖與台灣類似，但因東歐國家甚多，政治發展各有特色，難以依依詳述。因此， 
  本論文選擇美國、德國兩個典範國家，以便對照論證台灣的司法違憲審查功能。  
44 當然，每個制度都有優點及缺點，分散制之缺點，例如法律效力可能需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確 
  定，因為該違憲解釋僅限於具體個案而非一般效力。此外，並非每個法官都具備整體性的公共 
  政策概念及政治學涵養，是此，由普通法院法官解釋違憲法令，難免欠缺整體性考量。集中制 
  因設有單獨之釋憲機關，大法官是由總統提名經國會同意而任命，應較有整體性的公共政策概 
  念及政治敏感度。 
45 歐陸國家，如德國，因二次大戰及納粹主義之慘痛經驗，故對於憲法精神非常關注，因而設 
  置憲法法庭以維護憲法目的。請參考蘇永欽（1988），《憲法與社會》，台北：三民，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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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有違憲疑義者，應提請憲法法院裁決，負有訴請審查義務，此亦兼具了

「個案法規審查」之方式。「集中制」之特徵大致包括：46（1） 審判權與

釋憲權分開；（2）特設的法院或機關，獨占法律違憲審查權；（3）違憲審

查者由特殊管道選任，與法官保障不同；47（4）除個案爭訟外，尚可就疑

義作抽象審查；（5）違憲審查程序異於一般訴訟程序；（6）認定違憲審查

的法律即產生無效或其它之一般效力；（7）違憲認定一般地發生溯及或向

後之效力。職是，歸納集中制之優點，大約包括：（1）違憲審查權屬於特

設單一機關擁有，較不易發生法律適用紛歧之問題；（2）法律效力不用經

過很長的時間即可確定效力；（3）違憲審查程序跟一般訴訟程序不同，較

能廣納社會意見及各種資訊；（4）特設的違憲審查人員因具有專業法律知

識且同時瞭解政治過程，因此較具整體性的公共政策概念及政治敏感度。

48

 

 

 

 

 

 

 

 

 

 

 

 

                                                 
46 蘇永欽，同註 41，頁 191。 
47 我國大法官即是由特殊任命產生，與一般法官保障不同，如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一項規定： 

  「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 

  任命之，自中華民國九十二年起實施，不適用憲法第七十九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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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當然，集中制如分散制一樣，有其缺點存在，例如違憲審查機關是特設機關，有時會因政治 
  環境影響而不易定位。再者，審判權與釋憲權分開，難免影響司法權之完整性。此外，違憲審 
  查程序異於一般訴訟程序，受害人在用盡法律救濟途徑之後，方能向憲法法院（我國為司法院 
  大法官會議）提出憲法訴願，對人權保障較顯緩不濟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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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分散式司法違憲審查之類型 

壹 美國司法違憲審查之理論依據 

    劉慶瑞教授曾言，美國司法違憲審查之最重要的理論前提乃是「根本

法」（fundamental law），49即認為國家內有一「根本法」的存在，50此根本

法可拘束國家內一切機關，包括立法機關在內，因此立法機關的權力是有

限的，其所制定的法律若牴觸根本法，則應視為無效。51除憲法優位（指

根本法概念）與立法權有限之外，劉慶瑞教授認為，美國司法違憲審查理

論根據，尚包括「權力分開理論」52與「司法獨立理論」。53司法獨立為司

法違憲審查功能之基礎，其表現於憲政運作上之特徵包括「對外獨立性」

與「對內獨立性」。所謂「對外獨立性」係旨組織獨立性而言，意即不僅

組織上獨立於其它憲法機關之外，功能發揮上亦不受其它憲法機關或輿論

之干涉；所謂「對內獨立性」則包含司法審判獨立性、司法程序獨立性、

司法預算獨立性，以及司法人事獨立性等等。54

    按美國憲法上的權力分立原則，法院將因憲法所賦予的司法權限，而

享有法令及憲法等之解釋權。Mauro Cappelletti及William Cohen認為分散式

                                                 
49 劉瑞慶，同註 17，頁 2。 
50 美國獨立革命肇造立憲國家，其過程之本質是殖民地人民為反抗其母國英國行政機關之暴虐 
  與議會制訂法律之壓迫，奮起脫離英國而宣告獨立。美國對英國「議會至上」、「立法權至上」 
  抱持不信任的態度，所以致力推動一部憲法，使之成為國家的根本法。而此種根本法則又是將 
  Common Law 的原理具體地予以實現的「理性與政治之法」的觀念，根深蒂固地深植於新大陸 
  民心。職是之故，美國從建國父祖們開始，就確信憲法乃是自然權、自然正義予以實體規範化 
  的根本法，可以限制包括立法權在內的任何權力。這種思想必然地會為司法審查理念和制度， 
  提供思想及理論的基礎，並襄助其形成和進展。李鴻禧（1999），《違憲審查論》，台北：元照， 
  頁 41。此外，有關美國獨立宣言及獨立後當時的政治歷史背景，可參考 John Grafton, 2000,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other great 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 1775-1864,  
  Mineola, N.Y. : Dover Publications;  黃延齡（1996），《從獨立宣言與聯邦憲法探究美國政治發展 

  的特質》，台北：歷史智庫。 
51 劉瑞慶，同註 17，頁 2。 
52 「權力分開理論」即為「權力分立原則」。權力分立原則為限制政府權限、避免任一政府部 
  門越權專擅。本論文將於第五章詳細討論權力分立原則，此處不先詳述。 
53 劉瑞慶，同註 17，頁 6。 
54 關於司法獨立性特徵，請參閱許志雄（1999），〈司法權與司法獨立〉，《月旦法學》，52 期， 
  頁 128-129；關於司法預算獨立與司法人事獨立之見解，請參考李惠宗（1999），《權力分立 
  與基本權保障》，台北：韋伯，頁 2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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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憲審查理論包括五點：55

  （一）法官的功能是，在具體個案中適用法律必須解釋法律。 

  （二）解釋法律之明確準則是，兩項法律相互牴觸時，法官應適 

       用較優勢者。 

  （三）面對兩項規範效力相同之法律，應依「後法優於前法」及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加以適用。 

  （四）面對兩項規範效力不同之法律，應依「高位法優於低位法」 

       原則加以適用。 

  （五）結論是，任何法官在面對一般法規範牴觸憲法時，必須適 

       用憲法。 

 

    陳文政教授認為，從美國憲政發展的歷史過程中來審視美國司法違憲

審查理論，可將理論基礎分為五個面項討論：56（1）成文憲法與憲法優位；

（2）權力分立與制衡原則；（3）多數統治與少數權利；（4）法治主義與

司法本質；（5）聯邦制度與保障人權。茲將五個面向分述於下： 

（一）成文憲法與憲法優位 

   成文憲法與法院是否擁有司法違憲審查權雖無必然關係，但司法違憲

審查須以成文憲法為基礎及依據。57憲法可分為成文憲法與不成文憲法。

凡是將關係國家根本組織、人民基本權利等事項，以有系統的獨立法典之

形式制定者，稱為成文憲法。58易言之，有關國家基本組織與權限、人民

的權利義務、基本國策等憲法內容，以明文規定為一部獨立完整的法典，

即為成文憲法。59成文憲法為構成美國司法違憲審查之理論基礎，其特性

與司法違憲審查有直接關係者有二：剛性與簡明性。60

                                                 
55 Mauro Cappelletti and William Cohen, 1979,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 Cases and  
  Materials, Indianapolis : Bobbs-Merrill, pp. 75-76. 
56 陳文政，同註 28，頁 11。 
57 桂宏誠（1994），〈美國最高法院司法審查權之檢討〉，《立法院院聞》，22 卷 11 期，頁 38。 
58 劉瑞慶（1996），《中華民國憲法要義》(民國 83 年修憲後修訂版），台北：自刊，頁 13。 
59 陳建榮編著（2003），《中華民國憲法》，台北：華立，頁 4。 
60 陳文政，同註 28，頁 13。李鴻禧教授認為，賦予憲法以不易制定和修改的剛性性格，是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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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般而言，成文憲法皆具有剛性憲法性格，意即憲法的制定與修改必

須經由特定機關以特定程序始得為之。61換言之，成文憲法之剛性性格，

與一般法律之制定與修改迥然不同，當然會使憲法本質上所具備的「位階

優越性」，以及憲法所內涵之個人與社會價值，透過「剛性」的法的保障，

而具有相對的不易或不可變動性。62

    以憲法修改難易的程度可分為剛性憲法及柔性憲法。剛性憲法與柔性

憲法的分類，是英國憲法學者James Bryce所提出，根據憲法修改的方式，

將憲法分為「剛性憲法」（the rigid constitution）與「柔性憲法」（the flexible 

constitution）。63如果修改憲法較一般法律嚴格者，稱為剛性憲法，反之，

則為柔性憲法。64剛性憲法修改程度較難，主要目的是要維持憲法的穩定

性及優越性。我國司法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裡，林永謀大法官在部分協同

意見書中曾提及剛性憲法一詞：「憲法之規範效力既非一般法律所可比

擬，則修憲程序與一般立法程序，在憲法上自應具有不同之評價，此不僅

為剛性憲法之特徵，亦為我國憲法之當然要求。…..」由此可知，我國憲

法修改程序異於一般法律，較具穩定性。美國憲法亦為剛性憲法。 

    美國聯邦憲法（The U.S. Constitution）第五條規定：「國會在兩院有三

分之二的議員認為有必要修憲時，得提出憲法修正案，或者在各州有三分

之二的州立法機關請求修憲時，亦可召開修憲會議，提出修正案，在這兩

種情況之下，只要各州有四分之三的州立法機關批准，或修憲會議四分之

三的代表同意時，無論修憲案的意圖與目的為何，均可生效，而且成為憲

法的一部分，至於採何種批准方式，由國會決定。」65由聯邦憲法第五條

規定來看，美國修憲程序包括提案及批准兩個手續，要通過修憲案頗為不

                                                                                                                                            
  違憲審查制度穩定展開的方式之一。把憲法的制定和修改的程序，規定得審慎和困難，與一般 
  法律之修改與制定迥然不同，當然會使憲法具備「位階底優越性」。請參見李鴻禧，同註 18， 
  頁 67。  
61 陳文政，同前註，頁 13。 
62 李鴻禧（1995），〈司法審查的政策形成功能底緒說－以立法權與司法審查為著眼〉，《台大 

  法學論叢》，25 卷 1 期，頁 39。 
63 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編著，同註 6，頁 8。 
64 陳新民（1999），《憲法學導論》（修訂三版），台北：自刊，頁 6。 
65 The Article V of The U.S. Constitution; Terry L. Jordan, 2005, The U.S. Constitution and  
  Fascinating Facts About It, Oak Hill Publishing Company,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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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再者，就成文憲法之簡明性而言，成文憲法在形式上即是以簡明性和

原則性的文辭敘述，來規範國家構成、人民權利義務及國家其他重要政

策。尤其是，憲法之成文化發展，使自然法思想所揭櫫的個人和社會價值

（如公平、正義、合理等）經由簡明且實定的最高規範予以表現。66是此，

可見憲法之優位與最高性。奧地利法學者Hans Kelsen（1881-1973）提出「規

範位階」（hierarchy of norms）理論。Kelsen認為法律體系是由不同位階之

法規範所構成的法位階秩序。67如圖所示，法位階可分為基本規範、下位

規範及上位規範。 

基 本 規 範 

上 位 規 範 

下 位 規 範 

 

圖 3-1 Hans Kelsen 的規範位階 

        資料來源：轉引自陳文政（2006），〈憲政主義結構內涵之體系分析〉， 

        《師大政治論叢》，6 期，頁 59。 

 

    Kelsen認為，下位規範（lower norm）的效力來自上位規範（higher 

norm），如此推演上去便可到最高規範，即「基本規範」（basic norm）。基

本規範是一種「基本前提」（initial hypothesis），不能再議論其有效性。68換

言之，基本規範的效力是不證自成的，毋須議論，也不能議論。依Kelsen

                                                 
66 陳文政，同註 28，頁 14。 
67 Hans Kelsen, 1991,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s of Legal Theory. 轉引自陳文政（2006），〈憲政 
  主義結構內涵之體系分析〉，《師大政治論叢》，6 期，頁 59。 
68 陳文政（2006），〈憲政主義結構內涵之體系分析〉，《師大政治論叢》，6 期，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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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見解，整個法規範體系如同金字塔般，下位規範不能牴觸上位規範。69以

國內法說，最上規範是憲法，也就是基本規範，其次是法律，實現憲法，

再其次是法規命令，實現法律。70簡言之，一般在形式上多認定憲法效力

高於普通法律，法律與憲法衝突時，法律經憲法法庭或我國司法院大法官

宣告無效，這是屬於憲法的最高性。71憲法位階及價值，誠如李鴻禧教授

所言：「憲法是確定人民之自由與權利諸法則的根源，也是以此為構成要

素之高次法（higher law）底不磨大典（standing law）。」72

    除剛性性格之外，簡明性亦是成文憲法相當重要之特性。憲法為國家

制定法律之依據法典，規範政府各部門之職權與責任，亦保護人民之基本

權利，因此文辭解釋相當重要。憲法本質上不可避面的以籠統曖昧的文言

用詞來表現，易造成條文詞句之晦澀不明、疑義滋生，有待解釋闡明之處

必不少。73 職是，為了闡釋成文憲法因簡明特性而衍生之眾多疑義，以及

填補制憲文義因時空轉換而產生之語意落差，現代立憲國家多有賴於司法

機關發揮其違憲審查職能，以求解決。74

（二）權力分立與制衡原則 

    1789 年法國人權宣言第十六條提及：「國家如果若不保障人民的權

利，且沒有採權力分立制度，可以視為沒有憲法。」75「權力分立原則」

為現代法治國家構造憲法所遵循之主要原理。76 早在亞里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B.C.）的政治學（The Politics）書中，已有權力分立的想法。亞里

                                                 
69 陳文政，同註 68，頁 60。 
70 法治斌、董保城合著（2004），《憲法新論》，台北：元照，頁 7。我國法位階規範於憲法第 
  一百七十一條、一百七十二條。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法律與憲法牴觸者無效。」；憲 
  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命令與憲法或法律牴觸者無效。」 
71 法治斌、董保城合著，同註 70，頁 7。 
72 陳文政，同註 28，頁 14。 
73 李鴻禧教授認為簡明性是憲法維持彈性的特色之一，請參考李鴻禧，同註 62，頁 85。憲法 

  除最高位階之外，亦同時具有「開放簡潔性」，憲法條文僅作綱要式規定，以期立法者與釋 

  憲者填補，並以此聯繫憲法與社會發展的互動，與時俱進，維持憲法的活力。請參考謝瀛州 

  （1976），《中華民國憲法論》，台北：司法院秘書處，頁 11；法治斌、董保城合著，同註 70， 

  頁 8。  
74 陳文政，同註 28，頁 14。 
75 劉瑞慶，同註 58，頁 10。 
76 湯德宗 (2000)，《權力分立新論》（增訂二版），台北：元照，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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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多德將政府分為三部份來討論：從事政府公職的人或為思辨官

（ deliberators）、或為執政官（ magistrates ）、或為司法官（ judicial 

functionaries）。77 這種區分與當今的行政、立法、司法三權頗為相近，惟

亞里士多德之分權僅為一種描述，且其區分是以何種依據來區分，亦不明

確。一般而言，討論現代立憲國家之權力分立，較常提及者應屬英國的洛

克（John Locke,1632~1704）及法國的孟德斯鳩（Che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 1689~1755）的理論。 

    洛克主張國家權力區分為立法權（ legislative power）及行政權

（executive power），他認為權力分立主要是將不同的政府職權分隸不同政

府部門，分權設計可防止專權暴政，亦可達到專業分工及效率之要求。78孟

德斯鳩將政府權力分為行政、立法、司法三權來討論，並強調權力之間的

相互制衡。79此外，為抗衡行政權與立法權，司法權之獨立有其必要性。

美國憲法起草人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曾於聯邦黨第七十八號文

告（Federalist Papers No.78）中強調，立法權控制荷包（purse）、行政權

掌握利劍（sword），然司法權卻無以裁判（judgement）影響荷包或利劍。

司法權既係三權政府中最弱之一環，憲法上政治權利遭受司法部門侵害之

危險性自屬最低。80

    美國憲法對於分權之設計，主要表現在三項安排上：81

    （1）立法、行政、司法三項權力分屬不同機關：美國憲法第一條規 

      定，本憲法所授予之立法權，均屬於由參議院和眾議院組成之合 

      眾國國會。美國憲法第二條規定，行政權屬於合眾國總統。司法 

                                                 
77 Aristotle, The Politics（translated by Sir Ernest Barker; revis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R.F. Stalley, 199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86-387. 
78 See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homas I. Cook,  
  1969）, New York : Hafner Publishing, at 91,107,144,146-148,151,153,159 。洛克的權力分立思 

  想主要表現在「政府論兩篇」（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政府權力分方面，形式上洛克 
  是分為三權，即立法權、行政權、外交權（federative power），但外交權與行政權在實質上 

  同屬於一個部門，而立法權屬於國會，所以，實質上僅分為兩權，即立法權與行政權。請參 

  閱葉啟芳、瞿菊農譯，John Locke 著（1986），《政府論次講》，台北：唐山，頁 90-100。 
79 Lawrence C. Wanlass, 1953,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by Raymond Garfield Gettell, 2d ed.,  
  by Lawrence C. Wanlass）, New York : Appleton-Century-Crofts, p.251. 
80 史慶璞（1991），《美國憲法與政府權力》，台北：三民，頁 40。 
81 陳文政，同註 28，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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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屬於最高法院及國會隨時創設之下級法院。 

    （2）各機關主要成員產生方式不同：美國憲法明文規定，總統由間 

      接選舉產生；國會中之眾議員由人民直選，代表全民；參議員由 

      各州立法機關選舉，代表各州（1913 年憲法第十七條修正案通過 

      後，參議員亦改由民選）。聯邦最高法院法官由總統提名經參議院 

      同意後任命。 

    （3）各機關主要成員之任期不同：按憲法規定，總統任期四年；眾 

      議員任期二年，參議院任期六年且每兩年改選三分之一；大法官 

      為終身職。 

（三）多數統治與少數權利 

    多數統治（majority rule）與少數權利（minority rights）乃民主政治經

常發生的矛盾。「少數服從多數」是民主生活中解決問題的慣用方式，但

相對的，倘若永遠是少數要服從多數的話，則少數的權利是否被犧牲？是

否會造成多數暴力而非民主？學者Jesse H. Choper曾言：「不論是理論上或

實際上，多數統治一直被視為是民主政體之基石。」82民主政治強調多數

統治原則，將此觀點套至司法違憲審查，由於聯邦最高法院法官並非直接

民選，而是由總統提名經參議院同意任命，當聯邦最高法院之解釋推翻國

會多數通過之法規，是否違背民主政治多數決原則？ 

    Steven P. Croley教授認為司法違憲審查不具「反多數困境」（ the 

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其理由為：由民選產生的法官未必可以公正

來捍衛少數權利。再者，選舉會有政治團體壓力及服務選民考量，此將損

及司法之尊嚴。此外，人民對於大法官之專業素養不易做出正確判斷，此

對於民主政治實質意義並無作用。83由憲政運作過程來看，美國司法違憲

審查對於少數權利之維護堪稱積極，誠如H. N. Hirsch教授所言：「保護少

                                                 
82 Jesse H. Choper, 1980, Judicial Review and the National Political Proces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4. 
83 Steven P. Croley, 1995, The Majoritarian Difficulty: Elective Judiciaries and the Rule of Law,  
  Chicago Law Review , No.62, at 693, 694,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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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是美國憲政主義的核心目的」。84承此，美國司法違憲審查同時尊重民主

政治之多數原則，亦同時可謹守捍衛少數權利之憲法職責，以落實憲法保

障個人基本權利之精神。 

（四）法治主義與司法本質 

    法治（the rule of law）85要求法律對政府權力與對人民具有普遍拘束

力，要求政府權力與人民共同尊重和遵守法律。因如果不是透過民主機制

所制定的法律，法律往往淪為政府的統治工具，不能有效地拘束政府權

力，這並不符合完整、正確的法治原則。現代民主政治的法治的意義可分

就形式上與實質上來說明。形式上之法治意義係指國家所有權力之表現必

須根據法律，法律必須根據國家所規定的形式程序而制頒，而行政與司法

則必須受法律的約束。因此形式上意義的法治即以「法律」為重心；實質

法治的意義係指以實現正義理念為內容之國家，而正義之理念，當然也包

括了社會正義。86法治的實質意義在質量上比法治的形式意義要求更多，

法治的實質意義除了以法律的形式意義為要件之外，並且更進一步要求以

實現正義為目的。法治的實質意義乃是源於正義的理念，而追求公平、合

理的人類生活。87是此可知，要明確定義法治實屬不易。 

    蘇俊雄教授認為，法治政治的概念體系包括：88

    （1）憲法基本指導原則的確立； 

    （2）分權原則：即劃分個人基本權利與自由範圍，將之與國家權力 

      作用之範圍加以分開，用以保障人民基本權利與自由。 

    （3）權力分立組織原則； 

    （4）基本法治實踐制度：包括「法律正當程序」、「法律保留」、「法 

      律優越」。 

                                                 
84 H. N. Hirsch, 1992, A Theory of Liberty: The Constitution and Minor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p.115. 
85 本論文內文為求文字整齊，故將the rule of law翻譯為「依法而治」，此用語和「法治」的意思 
  相同，在此特予說明。 
86 法治斌、董保城，同註 71，頁 49、50。 
87 法治斌、董保城，同註 71，頁 50。 
88 蘇俊雄（1991），《法治政治》，台北：正中，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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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意涵的落實需要法院，而法院獨立且公正的特質方能維持法治精

神落實。翁岳生教授認為司法權之特質包括「被動性」、「獨立性與中立

性」、「保障正確性」，以及「權威性」等四種特質。89政治機關是主動性，

司法權是被動性，這表示司法權不會主動積極去回應或改變人民的生活及

需求，較不具危險性。再者，基於獨立性與中立性，法官會約束自己做到

利益迴避，亦可降低侵害人權的危險性。 

（五）聯邦制度與保障人權 

    聯邦制度為美國憲政體制特色之一，美國之所以採聯邦制度，其遠因

乃基於地理幅員遼闊及因此所產生之社會多變性。諸如，政治、經濟、種

族、宗教等各方面均有鉅大差異，加上當時通訊不發達。至於聯邦制度形

成之近因，則是由於根據聯邦條例（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1781）

組成之聯邦政府弊病叢生，無法因應當時之需要。90美國聯邦制度對於美

國司法違憲審查制度影響甚深，由於尊重各州人口社會結構之不同，聯邦

憲法尊重各州州憲法之內容規範，以保障多元文化之共存，以達到人權保

障之意義。 

貳、美國司法違憲審查之類型特色 

    Henry J. Abraham認為任何法院皆有終局審判之權，此觀點係以分散式

的司法違憲審查為預設基礎。91在此分散式司法違憲審查制度下，司法違

憲審查的進行有賴一般法院，任何層級之法院皆得就立法及行政措施是否

違憲來加以審查；相對的，集中式司法違憲審查則仰賴單一特定的法院（通

常是憲法法院）來行使司法違憲審查權，在此制度之下，一般法院無權宣

告法律或命令違憲，最多僅能將有違憲之虞的法律轉送憲法法庭審理。92

                                                 
89 翁岳生（1994），《法治國家之行政法與司法》，台北：月旦，頁 335。 
90 陳文政，同註 28，頁 67。 
91 Henry J. Abraham, 1994, The Judiciary --- The Supreme Court i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Dubuque, I.A.: Wm.C. Brown Communications Inc., p.60. 
92 Robert F. Utter and David C. Lundsgaard, 1993, Judicial Review in the New Nation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Some Thought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o.54, Ohio State Law 
  Journal, pp.583-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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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wer-Carias曾言：「司法違憲審查是美國憲法的重要特色之一。」93美

國民主政治典範之基礎即建立在憲法規範之上。美國司法違憲審查顯示出

的意涵，包括：第一，司法違憲審查權之行使得由任何法院為之，並非僅

由單一憲法法庭；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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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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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被宣告違憲之法律、命令及行政行

為，法院得拒絕適用之。94

    司法違憲審查在美國歷史演變過程中，對美國政治及人民權利影響甚

深。換言之，每個個案判決對於政治發展及人權保障均有影響，例如墮胎

權合法化、少數民族平等權，以及政治參與權等，聯邦最高法院的解釋與

態度，決定了這些權利的存在形式，甚或是否存在。如大法官Charles Evans 

Hughes所言：「我們都在法官所解釋的憲法之下生活。」（We are under a 

Constitution, but the Constitution is what the Judges say it is.）95

    美國採分散制之司法違憲審查，二次世界大戰後，不少國家仿襲美國

分散制類型。如表 2-2 所示，這些國家大致上皆屬分散制，但內容設計方

面因各國之政情不同，因此內容設計不盡相同。審查採分散制或集中制、

抽象審查或具體審查，均會影響憲法判決之功能。 

 

 

 

 

 

 

  

表 3-2 主要採行分散制類型之國家 

                                                 
93 Brewer-Carias, supra note 38, p.1. 
94 陳文政，同註 28，頁 3。 
95 Jeffrey A. Segal and Harold J. Spaeth, 1993,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Attitudinal Mod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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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 憲法審判權之功能 人民聲請違憲審查之管道 

阿根廷 分散式違憲審查 普通法院於審判時附隨審查 

宏都拉斯 分散式違憲審查 基本權訴願性質之Amparo程序96

澳洲 分散式違憲審查 普通法院於審判時附隨審查 

丹麥 分散式違憲審查 普通法院於審判時附隨審查 

芬蘭 分散式違憲審查 普通法院於審判時附隨審查 

印度 分散式違憲審查 普通法院於審判時附隨審查 

愛爾蘭 分散式違憲審查 普通法院於審判時附隨審查（其一向許可因

主張適用法律違憲所提出之上訴） 

冰島 分散式違憲審查 普通法院於審判時附隨審查 

加拿大 分散式違憲審查；鑑

定意見 

普通法院於審判時附隨審查（大部分需要特

別的許可，例外情形依法律規定為之） 

日本 分散式違憲審查 普通法院於審判時附隨審查 

荷蘭 僅有分散式違法命

令審查；97部長及國

會議員之彈劾 

普通法院於審判時附隨審查 

挪威 分散式違憲審查 普通法院於審判時附隨審查 

瑞典 分散式違憲審查；部

長及國會議員之彈

劾 

普通法院於審判時附隨審查 

土庫曼 分散式違憲審查 普通法院於審判時附隨審查 

烏拉圭 分散式違憲審查 基本權訴願性質之 Amparo 程序 

美國 分散式違憲審查 普通法院於審判時附隨審查 

資料來源：吳志光（2003:40-41） 

 

                                                 
96 所謂基本權訴願，係指在具體個案係屬於法院時，當事人得主張其基本權受到侵害，而請求 
  進行違憲審查，其衍生出許多不同之聲請方式，在西班牙語系的國家常稱之為 Amparo 程序。 

  吳志光（2003），《比較違憲審查制度》，台北：神州，頁 40 之註 104。例如中南美洲國家祕魯。 
  Amparo 制度，例如秘魯憲法第二百零一條規定建立憲政法院，第二百條則授權普通法院受理 

  公民訴願（Amparo 程序）等憲法案件。請參考張千帆，同註 8 之註 16。 
97 荷蘭沒有法律違憲審查制度，僅有違法命令之審查。吳志光，同註 101，頁 41 之註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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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受美國法或受美國法影響而採分散式司法違憲審查的國家，大致可

分為二類：一是北歐國家；二是受到英美法系影響的國家，除日本外98，

其於多半是英國的前殖民地或部分拉丁美洲國家。如表 3-2 所示，可見民

主政治與司法違憲審查之密切關係。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仿襲美國這種司

法違憲審查制度的國家，為數不少，99但這些繼受國的實際類型與美國並

不完全相同，100因繼受國本身有其獨有的歷史背景。以阿根廷為例，阿根

廷憲法從未確立任何司法違憲審查形式，而係以美國聯邦最高法院

Marbury v. Madison一案為藍本，在實務上先確立分散式司法違憲審查制

度，再經由立法明定之。101而同屬於拉丁美洲國家的宏都拉斯及烏拉圭，

這二個國家的違憲審查制度相同，即最高法院規範審查之效力僅拘束個

案，而無一般之效力，故基本上仍為分散制類型。102

    拉丁美洲國家在二次戰前先是受到美國影響而採分散式司法違憲審

查類型，但在二次大戰之後受到歐陸集中式司法違憲審查的影響，即設置

一個違憲審查機關，並引進抽象規範審查制度，逐漸形成了類似美國又近

似德國的「混合型」司法違憲審查類型，僅有烏拉圭、阿根挺及宏都拉斯

仍採近似美國分散式之司法違憲審查。103細究拉丁美洲大部分無法學習美

國類型之因，應為：拉丁美洲在欠缺美國類似的法治文化條件下，加上許

多拉丁美洲國家政治體系長期不穩定，以致於憲政文化不易形成，此外，

                                                 
98 日本於 1946 年 11 月 3 日公佈《日本國憲法》，於 1947 年 5 月 3 日施行。當時日本是由美國 
  佔領，因此日本憲法深受美國影響，法院擁有違憲審查權。李炳南主編，蔣立峰、高洪著（2002）， 
  《日本政府與政治》，台北：揚智，頁 86-87、146。  
99 拉丁美洲一些國家，例如阿根廷、宏都拉斯、烏拉圭，也是從仿襲美國司法違憲審查模式開 
  始，然後才創設屬於自己國家特色的司法違憲審查制度。甚至連亞非一些國家，亦採襲美國類 
  型。請參考李鴻禧，同註 18，頁 38-39。 
100 美國類型是其它國家無法完全抄襲的，其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1）美國憲法採聯邦 
  制度為國家組織之基本原理。聯邦最高法院既然為聯邦憲法之終局解釋者，為維持聯邦國家的 
  統一，保障各州權益，自不能不負擔在一般單一國家所難見之特殊司法底任務；（2）美國人民 
  對憲法及立憲主義所抱持之理念與價值觀，有利於司法違憲審查理念和制度之產生。李鴻禧， 
  同註 18，頁 70。  
101 吳志光（2003），《比較違憲審查制度》，台北：神州，頁 40。 
102 吳志光，同註 101，頁 40 之註 106、頁 41 之註 109。 
103 由歷史來看，大部分民主轉型國家或新興國家均採集中制司法違憲審查制度，此乃與不穩定 

  的政治背景有關。但在許多規定了司法審查制度的國家，尤其是在集中審查制國家，司法審查 

  至少獲得了最低程度的實施，司法審查對國家的政治生活發揮了實質性作用。雖然這種作用或 

  影響的程度與範圍難以準確衡量，但可以肯定的是，司法審查的實施直接關係到一個國家能否 

  完成從憲法到憲政的進化。張千帆，同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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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社會、經濟、教育等因素，因此，美國分散制類型很難在拉丁美洲國

家運作順暢。104

 

第三節 集中式司法違憲審查之類型 

壹、德國司法違憲審查之理論依據 

在憲法及聯邦法律規範下，美國聯邦最高法院的司法權（jurisdiction）

可延伸至各州之個案訴訟。相對的，作為憲法秩序守護者（the guardian of 

the constitutional order）的德國聯邦憲法法院，是一個特殊的法院，它被賦

予解決憲法問題和有限的公共法爭議的權力。105但憲法位階優越性在美

國、德國的憲政法展過程中，並非相同，此乃與二國之政治背景關係密切。 

德國在十九世紀後半，公法學界中幾乎無人討論憲法的「位階底優越」

問題，更遑論違憲審查問題的提起了。就立憲政治的歷史而言，德國最初

就是在君權主義思想基礎上建立君主立憲制度，採用「國家法人說」，主

張統治權的主體為抽象的國家，國家是「統治權之主體」，也是所有法規

的根源。根據此種國家理論，憲法充其量只是在法實證主義上，比通常的

法律的修改及制定，形式上較為困難而已。在這種背景之下，附屬於憲法

優越地位的司法違憲審查制度，當然也就莫由產生了。106二次世界之後，

由於戰爭對德國影響甚深，德國的立憲主義立場有了大轉變。人民逐漸喪

失對「依法律給其保護」之信心，轉而求諸「保護權利之免受法律侵害」

的大轉變，使德國司法違憲審查之理念與制度開始普遍建立。107

西德於 1949 年依波昂憲法第九十三條設置聯邦憲法法院，採襲違憲

                                                 
104 吳志光，同註 101，頁 25-26。美國分散制類型在東歐亦不易運作，因為東歐國家沒有成熟的 
  民主政治，目前東歐除愛沙尼亞採美國分散制。愛沙尼亞 1992 年憲法規定國家法院作為最高 

  法院負責憲法監督並宣佈違憲法律無效(憲法第一百四十九條、一百五十二條) ，因而具有一 

  定的集中制特徵，但是同時又禁止一般法院在審判中適用和憲法衝突的法律規範(憲法第一百 

  五十二條) ，因而在總體上仍然將其歸為分散制。張千帆，同註 8。 
105 Donald P. Kommers, 1997, The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Durham, N.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p.3. 
106 李鴻禧，頁 40-41。 
107 李鴻禧，同註 106，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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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令審查之制度。108德國司法違憲審查之理論依據乃建碁於對基本權的保

護之上，且德國司法違憲審查對「程序」甚為重視。故茲將基本權概念及

其與正當程序之關係，分述於下。 

一、戰後德國憲法之理念 

基本權之保障，為憲法規範所由存在的基礎。109 基本權最早出現在

德國憲法文件上，乃是 1849 年 5 月 28 日在法蘭克福公佈的聖保羅教堂憲

草，但聖保羅教堂憲草並未生效實施。1871 年俾斯麥主導的帝國憲法沒有

包括基本權利在內，至 1919 年的威瑪憲法才重新重視基本權利。德國基

本權利理論體系的建構，可以溯自十九世紀後期公法大師Georg Jellinek

（1895-1911）所提出的「身分理論」（或稱「地位理論」），即：（1）被動

身分（passiver status）或臣屬身分（status subiectionis）；（2）消極身分（status 

negativus）；（3）積極身分（status positivus）；（4）主動身分（status activus）。
1101949 年 5 月 23 日，德意志聯邦共和國基本法生效，其之所以稱為「基

本法」（basic law），是因為西德不想在國家統一之前使用「憲法」

（constitution）一詞。111德國統一之後之新憲法，其主要原則與精神皆承

襲基本法而來，本質上並無太大改變。德國憲法第一條開宗明義說明：「人

性尊嚴不可侵犯」（dignity of man is inviolable），112此即為德國憲法之基本

理念。 

德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制定的新憲法，第一章為「基本權」，從

                                                 
108 1925 年 11 月 4 日，德國帝國法院曾以一項聯邦法律違反威瑪憲法而拒絕適用，此後其它法 
  院也曾出現類似案例，一般認為這可以視為是德國司法違憲審查之初始。Carl Schmitt 亦認為 
  國此案如同 1803 年美國的 Marbury v. Madison 案一樣，均為司法違憲審查之初始。請參考鄒 
  建中（2003），《我國憲法解釋中「政治迴避」的法理研究》，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 
  論文。  
109 李建良（2003），〈基本權利的理念變遷與功能體系－從耶林內克「身分理論」談起（上）〉， 
  《憲政時代》，29 卷 1 期，頁 1。 
110 Georg Jellinek, System der subjektiven offentlichen Rechte, 2. Neudruck der 2. Auflage 1919,  
  1979, S. 86 f., 94 ff.. 轉引自李建良，同註 109，頁 485。Jellinek 認為人在國家中有四種身分： 
  （1）被動身分：被動身分產生義務，與權利無關；（2）積極身分：積極身分產生對國家的 
  各種請求權，向國家要求给付，如無國家即無這類請求權存在的可能；（3）消極身分：消極 
  身分產生自由權，使個人自由於國家之外；（4）主動身分：主動身分是以公民的地位參與國 
  家活動包括國家意思的形成，選舉權屬於典型的這類的權利。請參閱許慶雄（1994），《憲法 
  入門》，台北：月旦，頁 48；薩孟武（1992），《政治學》（增訂五版），台北：三民，頁 21。 
111 Donald P. Kommers, supra note 105, p.30. 
112 Donald P. Kommers, supra note 105, 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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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到第十九條皆為基本權規定，充分反應德國人對基本權被糟蹋的反

思，以及回歸西方主流思想的具體表現。113基本權一章的文字自基本法生

效以來幾乎沒有作過任何變動，但文字的穩定性掩蓋不了基本權利是透過

解釋與適用方得以成形的事實。德國聯邦憲法法院的裁判長期以來密集地

對基本權利作法釋義學上的精細雕劃，已使基本權利，至少就其結構上的

部份領域而言，成為相當穩定的規範性標準。114

    基本權係以人性尊嚴為基礎，作為一個人生存所不可或缺的權利，係

先國家性與先憲法性之權利。基本權之存在要求國家各種權力乃至人民的

社會行為皆須對基本權作最大的尊重。115基本權理論，指的是「對基本權

一般性質、規範性目標與內容範圍」所作體系取向的解釋。可分為自由的、

制度的、民主功能的、社會國的基本權理論以及基本權的價值理論，將茲

分述於下：116

（1） 自由的基本權理論：就基本權之自由的核心內容（實質內容） 

     而言，基本權之自由的核心內容是先於憲法容許立法者劃定界  

     限或干預之可能性而存在。一切法律的規定，一切行政機關的 

     干涉，一切國家的侵害，原則上必須是劃定界限的、可衡量的 

     及可預計的，任何國家的控制均應是可監督的。117

（2） 制度之基本權理論：支持制度之基本權者認為，制度之自由保

障本質上乃針對現實秩序、制度、已形成之法律關係及生活關

係中具體形成之自由，因此形成了兩個表面對立卻相關之現

象。一是現存之占有狀態或是現行普遍法律規定之不可侵犯。

二是使各基本權主體之主觀自由受制於與基本權有關之制度秩

                                                 
113 吳庚（1998），〈基本權的三重性質－ 兼論大法官關於基本權解釋的理論體系〉，《司法院大 
  法官釋憲五十週年紀念論文集》，台北：司法院秘書處，頁 2。 
114 許宗力（1999），〈基本權利的解釋與影響作用〉，收錄於許宗力著，《憲法與法治國行政》， 
  台北：元照，頁 480-481。  
115 李惠宗（1999），《權力分立與基本權保障》，台北：韋伯，頁 244。 
116 許宗力，同註 114，頁 481。 
117 莊國榮（1990），〈西德之基本權理論與基本權的功能〉，《憲政時代》，15 卷 3 期，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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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及立法形成之生活關係，因此係屬制度性自由之內容。118 

（3） 依民主功能理論，保障基本權之自由領域，是為了促進及保障

政治意見形成之民主程序。基本權最主要的功能，是使個別的

基本權主體能自由地參加公共事務及政治過程，而非在國家與

基本權主體間作排除干預及劃分權限之規範。 

（4） 社會國之基本權理論的出發點，乃是修正自由的基本權理論忽

視實現基本權對自由之保障所需之社會條件的弱點。 

（5） 基本權之價值理論：價值理論對基本權之解釋的影響包括：1、

此一理論將基本權視為價值及價值決定的表達，因此基本權的

解釋，首先是純粹人文學的探討，而從傳統的法學方法中解放

出來。基本權內容的決定，乃只有人文學科之方法能處理的意

義探討，及透過對該時代人文文化價值的認識，探討基本權表

達之價值所屬之價值體系；2、個人之基本權的自由透過全部基

本權與價值之關聯，而以特殊的方式相對化。119 

 

    承上而論，基本權利的核心課題，莫不集中在如何使基本權利獲得最

大的保障與實現。120在各種保障機制中，透過「正當法律程序」以保障基

本權利，在多元利益雜陳、實值標準難覓的今日，非常重要。良以國家決

定的作成，不僅須有實質上的準據，尚須輔以正當之程序，始具有正當性

與適法性。121

二、程序保障與基本權利之關係 

    Peter Häberle122於 1971 年在德國國家法教授協會（Vereiningung der 

                                                 
118 相對於自由的基本權理論，制度之基本權理論開啟了法律形成及規範基本權保護領域之重 
  要的空間。法律主要並非用以限制及侵害基本權之自由，反而是促進實現自由。法律對行為 
  自由所加的拘束與限制，因為依制度而形成之基本權保障，概念上乃屬於制度面之基本權。 
  請參考莊國榮，同註 117，頁 36。 
119 莊國榮，同註 117，頁 36。 
120 李建良（2004），〈論基本權利之程序功能與程序基本權－德國理論的借鏡與反思〉，《憲政 
  時代》，29 卷 4 期，頁 483。 
121 李建良，同註 120，頁 483。 
122 Peter Häberle是德國知名的法學學者，其於 1970 年取得教授資格的論文《公益作為法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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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schen Staatsrechtslehrer）年會中，以〈給付國家123中之基本權利〉為

題，出基本權利在給付國家中「正當程序」的意義的觀念，力主基本權的

身分（地位）應擴展為程序的主動身分（地位），以補充耶林內克身分理

論的內涵，並將之視為一種「基本權利的擴張」，開啟了程序（權）與基

本權利關聯性之討論。124但德國學界對基本權程序內涵真正的關注是在

Mülheim-Kärlich（核能電廠）（1979）一案的裁定。125

    德國聯邦憲法法院於Mülheim-Kärlich案裁定中指出：「基本權利應透

過一定程序予以保障。憲法保障基本權利的意旨，不僅對於實體法之規定

有所影響，同時亦及於相關程序法之規定。……立法者在其負有保護義務

的特定事務領域中，如果設定一種以民眾參與為中心的程序，則此項程序

參與對相關當事人具有確保其基本權利的作用，從而此等程序規定必須作

合於（主觀）基本權利保護意旨的解釋。」126

貳、德國司法違憲審查之類型特色 

    歐洲大陸諸國因有關司法權之傳統思想與司法制度，和英美有著根本

上的差異，一般均不採用美國分散制之司法審查制度。127德國採集中型解

釋模式，基本上與我國現行憲法解釋模式相似。128表 3-3 所示，採取集中

                                                                                                                                            
  一書，堪稱探討「公益」問題的經典之作。1971 年 Häberle 在德國國家法教授協會的年會上發 

  表〈給付國家中之基本權利〉一文，對於德國的基本權利程序功能方面貢獻甚深，被譽為德國 

  基本權程序理論的奠基之論。請參閱李建良（1986），《從公法學之觀點論公益之概念與原則》， 

  國立中興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14-15；李建良，同註 120，頁 488-489。  
123 給付國家是一種透過組織及程序，直接或間接地為提供人民服務給付及服務的國家。給付國 
  家的實踐依序可分為三個階段：資源的創設、（給付）組織的創設，以及資源的分配。換言之， 
  給付國家乃是一個提供給付、分配給付，以使基本權利有效化的國家，即所謂「基本權國家」。 
  李建良，同註 120，頁 492-493。   
124 李建良，同註 120，頁 486-487。 
125 李建良，同註 120，頁 488。 
126 BVerfGE 53, 30 ff., 69 ff. 轉引自李建良，同註 120，頁 488。德國聯邦憲法第二十條之規定德 
  國國家架構基於「法律與正義（law and justice）」原則而為「民主的、社會的，以及聯邦的國 
  家」（democratic, social, and federal state），法律與正義最重要的實踐依據就是「正當程序」。 
  Donald P. Kommers, supra note 105，p.31. 
127 李鴻禧，同註 106，頁 37。 
128 我國目前司法違憲審查之法源依據，主要為憲法、憲法增修條文、司法院組織法，以及司法 
  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及其細則。又因司法院大法官為憲法解釋的唯一機關，普通法院法官沒有 
  違憲審查權力，是故，我國司法違憲審查類型常被歸類為集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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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司法違憲審查類型的國家，大多數為歐陸國家，129此與歐陸國家之政治

發展關係密切。 

  

表 3-3 採集中制司法違憲審查類型之國家 

國名 憲法法院 

設立時間 

憲法法院審判範圍 人民聲請違憲 

審查之管道 

阿爾巴尼亞 1992 1.抽象違規審查；2.具體規範審

查；3.憲法解釋；4.機關權限爭

議；5.總統彈劾之審判；6.政黨違

憲解散之終審法院；1307；選舉爭

議；8.基本權保護 

基本權訴願

（Grundrecht- 

srevision） 

亞美尼亞 1996 1.抽象規範審查；2.總統彈劾時提

出鑑定意見；3.政黨違憲解散；

4.選舉爭議 

無131

亞塞拜然 1998 1.抽象規範審查；2.憲法解釋；

3.機關權限爭議；4.提起彈劾總

統；5.政黨違憲解散；6.選舉爭議

無 

比利時 1984 1.抽象的聯邦規範審查；2.具體的

聯邦規範審查 

涉及聯邦事務之

準民眾訴訟

（Quasi-Popular-

klage）132

                                                 
129 拉丁美洲有一些國家仿襲德國集中制類型，例如玻利維亞（1945 年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五 
  項）、哥斯大黎加（1949 年憲法第十條），以及巴拿馬（1946 年憲法第一百六七條）等國，但 
  巴拿馬並未學德國設置憲法法庭，而係由最高法院本身同時職掌集中式之違憲審查權。哥斯大 
  黎加也未學德國設置憲法法庭，而是在最高法院設置憲法審判庭。吳志光，（2003），《比較違 

  憲審查制度》，台北：神州，頁 23。 
130 由憲法法院審理政黨違憲解散之事項源自德國。東歐許多國家、土耳其，以及韓國之違憲審 

  查制度，普遍繼受德國，故多半亦繼受此憲法法庭審理政黨違憲解散之制度。阿爾巴尼亞之政 

  黨違憲解散事項的下級審是由普通法院管轄，終審法院是憲法法庭。此種政黨違憲解散由普通 

  法院作為下級審法院的制度，在東歐國家尚有斯洛伐克及捷克採行。吳志光，同註 101，頁 42 

  之註 112、113。台灣關於政黨違憲解散一事，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四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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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按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我國政黨違憲解散是由大法官組成的憲法法庭管轄。  
131 亞塞拜然 1995 年憲法第一百三十條規定，公民無權直接提出訴訟，只有總統、議會、最高法 

  院和總檢察長才有權提請憲政法院審查。 
132 所謂「準民眾訴訟」，非如同提起民眾訴訟般，無任何資格之限制，而係指提起訴訟者至少須 
  有法律上之利益受到侵害，惟無須以個案爭議已發生為要件，另外若干國家尚有事項上的限 
  制。採行「準民眾訴訟」作為人民聲請違憲審查之方式者，在歐洲尚有比利時、希臘及斯洛維 
  尼亞等國。請參考吳志光，同註 101，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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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利亞 1991 1.抽象規範審查；2.具體規範審

查；3.憲法解釋；4.機關權限爭

議；5.總統彈劾之審判；6.政黨違

憲解散；7.選舉爭議 

無 

德國 1951 1.抽象規範審查；2.具體規範審

查；3.機關權限爭議；4.總統及法

官彈劾之審判；5.政黨違憲解

散；6.宣告個人基本權失效；7.

選舉爭議；8.基本權保護 

憲法訴願 

法國133 1958 1.預防性規範審查；2.選舉爭議 無 

喬治亞 1996 1.抽象規範審查；2 具體規範審

查；3.機關權限爭議；4.重要公職

人員彈劾之鑑定意見；5.政黨違

憲解散；6.選舉爭議；7.基本權

保護 

民眾訴願 

（Popular-klage）

義大利 1956 1.具體規範審查；2.機關權限爭

議；3.總統彈劾之審判 

違憲之爭議 

哈薩克 1996 1.預防性規範審查；2.具體規範審

查；3.憲法解釋；4.總統彈劾時提

出鑑定意見；5.選舉爭議 

無 

吉爾吉斯 1995 1.抽象規範審查；2.具體規範審

查；3.機關權限爭議；4.總統彈

劾時提出鑑定意見；5.基本權保

護 

俄式之憲法訴願 

 

韓國 1987 1.具體規範審查；2.機關權限爭

議；3.總統彈劾之審判；4.政黨違

憲解散；5.基本權保護 

憲法訴願（不包

括司法審判） 

克羅埃西 1964 1.預防性規範審查；2.抽象規範

審查；3.（有限制的）具體規範

審查；4.機關權限爭議；5.總統彈

劾之審判；6.政黨違憲解散；7.

選舉爭議；8.基本權保護 

憲法訴願；請願 

                                                 
133 在歐洲，法國司法違憲審查採委員會制度，並非主流類型，但在非洲，有不少國家受法國類 

  型影響。這些國家的前身多為法國殖民地，但因政治不穩定因素，故司法違憲審查沒有辦法如 

  法國那樣發展為一個超越政治的準司法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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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支敦士登 1926 1.抽象規範審查；2.具體規範審

查；3.憲法解釋；4.法律鑑定意

見；5.機關權限爭議；6.部長彈劾

之審判；7.選舉爭議；8.基本權保

護；9.列舉的行政法院審判權 

憲法訴願；針對

行政命令違法審

查所提起之民眾

訴訟（須一百名

以上有投票權人

提起） 

立陶宛 1993 1.抽象規範審查；2.具體規範審

查；3.總統、國會議員及法官彈

劾時提出鑑定意見；4.選舉爭議 

無 

盧森堡 1997 1.具體規範審查 違憲之異議 

馬爾他 1974 1.抽象規範審查；2.具體規範審

查；3.選舉爭議；4.基本權保護 

基本權訴願；民

眾訴訟（非基於

基本權之侵害） 

馬其頓 1964 1.抽象規範審查；2.具體規範審

查；3.機關權限爭議；4.總統彈劾

之審判；5.政黨違憲解散；6.基本

權保護 

憲法訴願（限於

特 定 之 基 本

權）；民眾訴訟 

奧地利 1920/1946 1.抽象規範審查；2.具體規範審

查；3.機關權限爭議；4.總統、

部長及邦總理彈劾之審判；5.選

舉爭議（包括公民投票爭議）；6.

基本權保護 

憲法訴願（但不

包括針對法院裁

判） 

巴拿馬 1941 1.預防性規範審查；2.抽象規範審

查；3.具體規範審查；4.基本權

保護 

基本權訴願性質

之 Amparo 程序 

波蘭 1986 1.預防性規範審查；2.抽象規範審

查；3.具體規範審查；4.機關權

限爭議；5.政黨違憲解散；6.基本

權保護 

不純正之憲法訴

願 

葡萄牙 1983 1.預防性規範審查；2.抽象規範審

查；3.具體（及消極的）規範審

查；4.政黨違憲解散；5.選舉爭

議；6.基本權保護 

基本權訴願 

羅馬尼亞 1992 1.預防性規範審查；2.具體規範 違憲之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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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3.總統彈劾時所提出鑑定

意見；4.政黨違憲解散；5.選舉

爭議 

俄羅斯 1991/1993

/1995 

1.抽象規範審查；2.具體規範審

查；3.憲法解釋；4.機關權限爭

議；5.總統彈劾時提出鑑定意

見；6.基本權保護 

俄式之憲法訴願 

塞爾維亞–

蒙特尼哥羅 

a)聯邦部份 

1964 1.抽象規範審查；2.機關權限爭

議；3.總統彈劾之審判；4.政黨違

憲解散；5.選舉爭議；6.基本權保

護 

憲法訴願；請願 

b)蒙特尼哥羅

共和國 

1964 1.抽象規範審查；2.機關權限爭

議；3.總統彈劾時提出鑑定意

見；4.政黨違憲解散；5.選舉爭

議；6.基本權保護 

憲法訴願；請願 

c)塞爾維亞共

和國 

1964 1.抽象規範審查；2.機關權限爭

議；3.政黨違憲解散；4.選舉爭

議 

請願 

斯洛伐克 1993 1.抽象規範審查；2.具體規範審

查；3.憲法解釋；4.機關權限爭

議；5.總統彈劾之審判；6.政黨違

憲解散之終審法院；7.選舉爭

議；8.基本權保護 

憲法訴願 

斯洛維尼亞 1964 1.抽象規範審查；2.具體規範審

查；3.機關權限爭議；4.總統及

部長彈劾之審判；5.政黨違憲解

散之上訴審；6.選舉爭議；7.基

本權保護 

憲法訴願；準民

眾訴訟 

西班牙 1980 1.預防性規範審查；2.抽象規範

審查；3.具體規範審查；4.機關

權限爭議；5.基本權保護 

憲法訴願 

捷克 1921/1993 1.抽象規範審查；2.具體規範審

查；3.機關權限爭議；4.總統彈

劾之審判；5.政黨違憲解散之終

憲法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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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法院；6.基本權保護 

土耳其 1962 1.抽象規範審查；2.具體規範審

查；3.總統、部長及法官彈劾時

之審判；4.政黨違憲解散；5.政黨

財務審查；6.審查國會議員免責

權遭國會決議免除，或國會議員

遭國會決議除名之合法性 

無 

烏茲別克 1996 1.具體規範審查；2.憲法及法律解

釋 

無 

白俄羅斯 1994 1.抽象規範審查；2.（有限制的）

具體規範審查134

無 

資料來源：吳志光，同註101，頁 42-54。 

 

    由上表可知，許多採取德國集中式之司法違憲審查的國家，大致上均

曾為威權統治國家或共產主義國家，因其人民基本權曾受到國家的重大侵

害及剝奪，是此，在基本權解釋方面，特別重視國家的解釋機關及憲法依

據。以拉丁美洲國家而言，不少國家在二次大戰之後，紛紛由美國之分散

制轉向德國之集中制，但由於歷史背景及憲政發展之影響，這些仿襲德國

集中制之國家也無法按照德國類型運作，這些國家沒有設置像德國一樣的

憲法法庭來審理違憲審查，而是在高等法院裡面設置憲法審判庭，由憲法

審判庭來審理違憲事項。135以容易發生糾紛的民事判決而言，德國一般民

事判決的終審法院係聯邦最高法院。聯邦憲法法院一直強調，聯邦憲法法

院對一般民事法院（或其他專業法院）判決的審查權有一定界限的。憲法

法院的職權主要不是審查法院之判決，而是對法條的適用與解釋是否違

憲。136換言之，一般法院關於基本權的判決是否符合憲法規範及其判斷是

否正確，最終之決定權乃在聯邦憲法法院。但東歐一些國家，例如白俄羅

斯、立陶宛、烏茲別克等國，一般法院的最高法院即為終審法院，人民沒

                                                 
134 白俄羅斯 1996 年憲法第一百二十七條規定，普通法院進行具體審查，憲政法院則進行抽象審 

  查，提出審查的主體限于特定政府官員。因此，白俄羅斯之審查類型雖被歸類於集中制，但基 

  本上應屬混合制類型。 
135 吳志光，同註 101，頁 27-28。 
136 李惠宗，同註 115，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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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聲請釋憲的救濟設計。也許這與政治歷史背景有關，政治背景對於人民

基本權利的規範內容有很深的影響。 

    綜上所述，以拉丁美洲國家而言，先是學習美國分散制類型，爾後轉

而仿效德國集中制類型，雖然最後大部分國家因政治轉型等諸多原因，137

無法完全模仿集中制，反而型融合二種類型之精神，形成了自己獨有的混

合型司法違憲審查類型。138目前拉丁美洲大部分國家的混合型司法違憲審

查之運作尚無太大的危機出現，此仍要歸功於集中制司法違憲審查的影

響，因為集中制的統一解釋制度，讓拉丁美洲國家的憲政運作較為穩定，

德國學者Bobert Lösing認為其原因有二：一是集中制違憲審查制度認定違

憲法規無效所產生之一般效力，顯仍較分散制司法違憲審查制度之個案效

力，更能對其他部門產生影響；二是由於集中制違憲審查制度相對於分散

制違憲審查制度的另一特色，就是不以個案爭議為發動違憲審查的唯一管

道，故諸如透過抽象違憲審查制度，使得許多憲政議題「司法化」，進而

更能引起公眾的關注，有助於若干拉丁美洲國家朝野及人民的「憲法意識」

的形成。139

 

 

 

 

                                                 
137 政治轉型和民主轉型意涵不同，各有其基礎定義。政治轉型包括三個研究主題，一為制度抉 
  擇（institutional choice），二為憲政體制（constitutional order），三為制度影響（institutional  
  impact）。制度抉擇是指解釋採取不同憲政體制的原因，也就是在各種不同前提要件和憲政體 
  制之間建立因果關係；憲政體制是描述及區分各種憲政制度，其重點在法律規定與憲政慣例； 
  制度影響是先確定評價憲政制度的標準然後歸結出各種憲政制度和社會價值之間的關係，從而 
  評斷制度的良窳。有關政治轉型，請參考 Arend Lijphart, 1992, Parliamentary versus Presidential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2; 許志雄（1997），〈從比較憲法觀點論雙首長 
  制〉，《月旦法學雜誌》，26 期，頁 30-37。  
138 在很大程度上，各國的司法制度其實未必是建立在理性審視基礎上的自由選擇，而多半是傳 

  統承繼的結果：實行普通法院審查制度的一般是前英國殖民地國家，例如美國和加拿大等美洲 

  國家、澳大利亞等大洋洲國家、印度、巴基斯坦以及二戰後深受美國影響的日本；實行專門機 

  構審查制度的則主要限于大陸法傳統的國家，例如德國、奧地利、義大利、法國和前法屬殖民 

  地的非洲國家以及原屬西班牙殖民地的美洲國家。然而，由於絕大多數國家的司法審查制度都 

  是在 20 世紀才發展起來，因而司法審查模式的選擇也是建立在比較、分析和借鑒的理性基礎 

  上。請參考張千帆，同註 8。 
139 吳志光，同註 101，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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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台灣司法違憲審查之類型 

壹、台灣司法違憲審查之歷史背景 

1947 年 3 月，國民政府公佈行憲後之司法院組織法。1401948 年 7 月 1

日，司法院改組成立，並經總統提名王寵惠為行憲首屆司法院長，石志泉

為副院長，經監察院同意通過。司法院為最高司法機關，其組織架構包括

院長、副院長、大法官、最高法院、行政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以及

幕僚機構。141其中，大法官人數為十七人，組成大法官會議，行使解釋憲

法與統一解釋法令之權。1949 年國民政府戰敗遷台，司法院於翌年遷台辦

公，直至審檢分隸確立之前，司法院內部組織人數有時為因應時勢需適度

調整。1421970 年新修正之司法院組織法及其它有關法律生效後，司法院之

組織除審檢分隸前之組織單位外，亦包括最高法院以下之各級法院。司法

院組織與政治發展關係密切者為大法官釋憲制度，大法官解釋即所謂的

「司法違憲審查」。 

    大法官釋憲制度的變革一直是推動司法院重新定位的主要動機之

一，143而政治運作是關係大法官釋憲制度改革的重要因素，政治環境深深

影響大法官的解釋態度。1950 年代至 1980 年代，我國司法違憲審查功能

明顯不彰，就聲請釋憲者來說，機關聲請者之比例遠高於人民聲請者之比

例，且解釋結果之作用有限。但在那個欠缺制度選擇自由的威權統治時

代，斤斤計較制度理性反而可能是一種不太理性的態度，畢竟所謂的實質

                                                 
140 民國成立後至行憲時期，我國司法權歷經南京政府、北洋政府、國民政府等時期之變遷。有 
  關這些時期變遷之過程內容，請參考鄭正忠（1999），《兩岸司法制度之比較與評析》，台北： 
  五南，頁 54-58。  
141 當時幕僚機構之組織內容：司法院置秘書長一人，下設秘書處、參事室、會計處、統計室、 
  人事室、公共關係室，並設有法規研究委員會、解釋及判例編輯委員會、變更判例會議、冤 
  獄賠償委員會。 
142 1950 年 8 月 15 日，司法院大法官就審檢分隸作出釋字第 86 號解釋，釋字第 86 號解釋文謂： 
  「憲法第七十七條所定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理民事、刑事之審判，係指各級法院 
  之民事、刑事訴訟之審判而言，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既分掌民事、刑事訴訟之審判，自亦 
  應隸屬於司法院。」在釋字第 86 號解釋後，學術界與社會團體不斷呼籲及要求政府落實審 
  檢分隸制度，直至 1970 年 7 月 1 日新修正之司法院組織法及其它有關法律（如法院組織法） 
  生效後，審檢分隸制度方確立。有關審檢分隸以前的司法院運作情形，請參考司法院史實紀 
  要編輯委員會編（1982），《司法院史實紀要第一冊》，台北：司法院，頁 14-16、19-20。   
143 吳志光（2003），《比較違憲審查制度》，台北：神州，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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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的法治仍需要以民主為前提。1441981 年前後到 1991 年之間，是台灣

從美麗島事件以後的高壓氣氛，雖有選舉制度之外殼，但並無民主理論之

內涵。質言之，在 1990 年以前，我國憲法學界對於司法院定位的爭議，

雖然一直有不同的見解；145但此項爭議在當時恐只算是茶壺裡的漩渦（還

談不上是風暴），對於實務發展並沒有什麼真正影響，也不會影響制度改

革的明顯壓力。146換言之，1990 年之前的台灣仍處於戒嚴威權時代，雖有

選舉形式的政治流動，但仍僅是橫向的政治菁英流動而已，一般人民並無

明顯影響力，更談不上要求司法改革、落實司法違憲審查功能。147

承上，大法官釋憲制度的變革一直是推動司法院重新定位的主要動機

之一，其中得以 1999 年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中，李念祖、林子儀及黃國鐘

等三位與會代表曾向大會提出的一份書面提案內容之精神為代表。148 1999

年司法院成立「司法院定位推動小組」，主要目的在於規劃憲法及相關法

律的修正、組織的架構、人員的歸併等事宜。其中有關大法官釋憲制度如

何調整的具體措施，可分為兩個範圍討論：（1）因應司法一元化及建立分

散式違憲審查制度，而擬定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修正草案；（2）於司法院

大法官審理案件法修正草案中，調整大法官的釋憲範圍及增訂相關制度。

149

                                                 
144 黃昭元（2003），〈司法違憲審查的制度選擇與司法院定位〉，《台大法學論叢》，32 卷 5 期， 

  頁 7。  
145 我國司法權之定位不易，此困境須重頭檢視憲法上的權力分立設計。我國憲法理論是以中山 
  先生之三民主義為基礎，而中山先生在其相關論述著作中，重點都在說明「權能區分」及「五 
  權分治」之概念，對司法權著墨反而不多，僅提及司法權屬於治權而已。後來惟中華革命黨章 
  曾列舉司法院之職務為裁判各部或職員之衝突，其中「裁判各部或職員之衝突」，即係司法審 
  判體系外之政治功能。請參見朱諶（1995），〈分權制度中司法權的政治功能－由法律合憲審查 
  制度談起〉，《人文及社會科學教學通訊》，31 期，頁 69-99。 
146 黃昭元，同註 144，頁 
147 1986 年 5 月 19 日，鄭南榕等人發起「519 綠色行動」，兩百多名黨外人士在龍山寺集合， 
  準備到總統府前遊行抗議戒嚴法。是年，台灣社會運動甚多，「519 綠色行動」可說是要求 
  政府解嚴的一項重要活動。1986 年下半年，可說是國民黨政權入台以來的戒嚴統治開始解 
  凍的時刻，各項禁令逐漸鬆綁，限制言論自由的報禁在 1988 年元月亦解除。請參考李筱峰、 
  林呈蓉編著（2003），《台灣史》，台北：華立圖書，頁 380-384；薛化元、李筱峰、戴寶村、 
  潘繼道編撰（2004），《台灣的歷史》，台北：玉山社，頁 122-123。一連串的政治開放與改 
  革，意味著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開始，但民主化的開始，並不代表司法改革積極行動與司法獨 
  立。研究者認為，司法積極改革與司法獨立是民主鞏固的觀察重要指標，這需要長期民主化 
  的累積，不是政治改革可以立即顯現的成果。 
148 吳志光（2003），《比較違憲審查制度》，台北：神州，頁 9。 
149 吳志光（2003），同註 148，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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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台灣司法違憲審查之理論依據 

    我國憲法關於司法違憲審查的規定有：憲法第七十七條、第七十八

條、第七十九條第二項、第八十條、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一百七十一條第

一項、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二項、第一百七十三條，以及憲法增修條文第五

條第四項。除憲法外，法律方面的相關規定則有「司法院組織法」及「司

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 

    至於違憲解釋權力之機關，釋字第 371 解釋文開宗明義即說明只有司

法院大法官才能解釋憲法：「憲法為國家最高規範，法律牴觸憲法者無效，

法律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而須予以解釋時，由司法院大法官掌理，此

觀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七十八條及第七十九條第二

項規定甚明。」（1995 年 1 月 10 日）關於台灣之司法違憲審查類型，將繼

續討論於下。 

參、台灣司法違憲審查之類型分析 

一、混合制之類型 

    我國憲法類型經歷多次修改。民國二年的「天壇憲法」採立法機關解

釋模式，150民國二十年時，「訓政時期約法」改設置特別機關來解釋憲法，

政黨介入司法權甚為明顯。151民國二十五年的「五五憲草」改由司法機關

來解釋憲法，152但當時中國政局動亂不安，故該司法機關的司法獨立概念

與現行民主政治的司法獨立概念是不同的。民國三十五年「政協憲草」亦

採司法機關解釋憲法之模式，153至民國三十六年頒行「中華民國憲法」，

明定由司法院解釋憲法及統一法令解釋，154並設置司法院大法官會議行使

職權。至此可確定，大法官會議為憲法解釋及統一法令解釋的最高決定機

關。 

                                                 
150 天壇憲草第 112 條：「憲法有疑義時，由憲法會議解釋之。」而憲法會議的組成規定於同法第 
  113 條。天壇憲草第 113 條規定：「憲法會議由國會議員組織之。」 
151 訓政時期約法第 85 條：「本約法解釋權，由中國國民黨執行委員會行使之。」 
152 五五憲草第 142 條：「憲法之解釋，由司法院為之。」 
153 政協憲草第 149 條：「憲法之解釋，由司法院為之。」 
154 現行憲法第 78 條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律及命令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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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一般法院法官是否有權解釋憲法，大法官於 1995 年作出釋字第

371 號解釋，該號解釋理由書曰：「採用成文憲法之現代法治國家，基於權

力分立之憲政原理，莫不建立法令違憲審查制度。其未專設違憲審查之司

法機關者，此一權限或依裁判先例或經憲法明定由普通法院行使，前者如

美國，後者如日本（一九四六年憲法第八十一條）。其設置違憲審查之司

法機關者，法律有無牴觸憲法則由此一司法機關予以判斷，如德國（一九

四九年基本法第九十三條及第一百條）、奧國（一九二九年憲法第一百四

十條及第一百四十條之一）、義大利（一九四七年憲法第一百三十四條及

第一百三十六條）及西班牙（一九七八年憲法第一百六十一條至第一百六

十三條）等國之憲法法院。各國情況不同，其制度之設計及運作，雖難期

一致，惟目的皆在保障憲法在規範層級中之最高性，並維護法官獨立行使

職權，俾其於審判之際僅服從憲法及法律，不受任何干涉。我國法制以承

襲歐陸國家為主，行憲以來，違憲審查制度之發展，亦與上述歐陸國家相

近。」155由該號解釋內容而言，我國司法違憲審查類型應與歐陸之集中制

類型較為相似。 

    依據憲法及法律規定，156國內多數學說及實務見解均認為我國是集中

型的違憲審查制度，只有司法院大官才有違憲審查權。157且釋字第 371 號

解釋理由書曾提及：「解釋法律牴觸憲法而宣告其為無效，乃專屬司法院

大法官之職掌。各級法院法官依憲法第八十條之規定，應依據法律獨立審

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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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可似可推論我國司法違憲審查應為集中制。但

有些學者認為，依據憲法第七十七條、第八十條規定，各級法院法官皆應

                                                 
155 司法院大法官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371
156 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法律與憲法牴觸者無效。法律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 
  法院解釋之」，第一百七十三條規定：「憲法之解釋，由司法院為之」，第七十八條又規定：「司 
  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律及命令之權」，第七十九條第二項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 
  二項則明定司法院大法官掌理第七十八條規定事項。 
157 請參閱許宗力（1993），〈普通法院各級法官及行政法院評事應否具有違憲審查權？〉，《憲 
  政時代》，18 卷 3 期，頁 3-12；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釋字第 371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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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案的違憲審查權。158再者，釋字第 371 號解釋雖然說明僅有司法院大

法官擁有解釋憲法的權力，但其解釋文同時表示我國各級法院法官享有

「違憲偵測權」之地位，此與美國具體個案審查之精神相近。159

 

表 3-4 主要採混合制違憲司法審查類型之國家 

國家 設立 

時間 

職掌違憲審查權

者 

憲法審判權之功能 人民聲請違憲

審查之管道 

巴西 1946 聯邦最高法院；

司法最高法院；

各級法院 

1.抽象規範審查；2.具體

規範審查；以及分散式

的違憲審查；3 機關權限

爭議；4.基本權保護 

法院於審判時

附隨審查；基本

權訴願性質之

Amparo 程序 

智利 1980 憲法法院；最高

法院 

1.預防性規範審查（包括

公民投票之審查）；2.抽

象規範審查；3.具體抽象

審查；以及分散式的違

憲審查；4.社團及政黨之

違憲解散；5.宣告個人基

本權消失；6.部長任命之

適法性審查；7.基本權保

護 

法院於審判時

附隨審查；基本

權訴願性質之

Amparo 程序 

多明尼加 1990 最高法院 1.抽象規範審查；2. 具

體抽象審查；以及分散

式的違憲審查；3.基本權

法院於審判時

附隨審查；基本

權訴願性質之

                                                 
158 請參閱 林子儀(1995），〈司法護憲功能之檢討與改進〉，收錄於林子儀編，《權力分立與憲 
  政發展》，台北：月旦，頁 54-55；、黃昭元（2003），〈司法違憲審查的制度選擇與司法院 
  定位〉，《台大法學論叢》，32 卷 5 期，頁 55-109。此外，亦有學者以司法院釋字第 38 號、 
  第 137 號及第 216 號解釋為依據，認為法律之為違憲查權屬於司法院，而命令之違憲審查權 
  則是司法院與各級法院法官均享有之。請參閱翁岳生（1995）〈論法官之法規審查權〉，《國 
  立台灣大學法學論叢》，24 卷 2 期，頁 105-109。此外，按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五條第 

  二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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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之疑義者。」人民沒有具體對照 

  、標的等爭訟案，即不得聲請大法官解釋，乃是典型的個案審查型態，有美國分散制司法違憲 

  審查之精神。 
159 釋字第 371 號解釋文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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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確信法令有違憲疑義者得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大法官解釋之權限，擴及 
  至各級法院法官，顯示我國法院法官享有違憲審查偵測權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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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 Amparo 程序 

薩爾瓦多 1983 最高法院憲法審

判庭；各級法院 

1.預防性規範審查；2.

抽象規範審查，以及分

散式違憲審查；3.宣告個

人基本權失效；4.基本權

保護 

法院於審判時

附隨審查；基本

權訴願性質之

Amparo 程序 

愛沙尼亞 1993 最高法院憲法審

判庭；各級法院 

1.預防性規範審查；2.

抽象規範審查；3.具體規

範審查；以及分散式的

違憲審查 

在普通法院審

級救濟中，進行

分散式的違憲

審查 

希臘 1975 終審法院設置特

別法院 

1.排除終審法院裁判分

歧的具體規範審查；2.

機關權限爭議；3.選舉爭

議 

違憲之異議；排

除終審法院判

分歧的準民眾

訴訟 

哥倫比亞 1968/ 

1992 

憲法法院；國家

委員會；各級法

院及行政機關 

1.預防性規範審查；2.

抽象規範審查；以及分

散式違憲審查；3.公民複

決修正案及修憲代表選

舉之審查；4.拒絕出席國

會調查委員會之審查；

5.基本權保護 

法院於審判時

附隨審查；基本

權訴願性質之

Tutela 程序；民

眾訴願 

墨西哥 1857/ 

1995 

最高法院；各級

聯邦法院 

1. 抽象規範審查；2. 具

體抽象審查；以及分散

式的違憲審查；3.機關權

限爭議；4.重大侵害人權

事件之調查；5.選舉過程

合法性之調查；6.基本權

保護 

法院於審判時

附隨審查；基本

權訴願性質之

Amparo 程序 

巴拉圭 1992/ 

1995 

最高法院；最高

法院憲法審判庭 

1. 具體抽象審查；2. 機

關權限爭議；3. 基本權

保護 

法院於審判時

附隨審查；違憲

之異議 

祕魯 1979 最高法院；最高

法 院 憲 法 審 判

庭；各級法院 

1. 抽象規範審查；以及

分散式的違憲審查；2. 

機關權限爭議；3. 基本

法院於審判時

附隨審查；基本

權訴願性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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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保護 Amparo 程序附

隨審查 

委內瑞拉 1961/ 

2000 

最高法院憲法審

判庭；各級法院 

1.預防性違憲審查；2.

抽象規範審查；以及分

散式違憲審查；3. 機關

權限爭議；4.依職權審查

總統在緊急狀態下頒布

行政命令之合憲性；5.

基本權保護 

訴 願 性 質 之

Amparo 程序；

民眾訴訟 

資料來源：吳志光，同註101，頁 55-61。 

 

    有不少國家與台灣相似的政治轉型國家，司法違憲審查均融合集中制

及分散制之特色，進而發展出一套適合自己的制度類型。如表 3-4 所示，

採混合制之國家多為政治轉型、政治運作較不穩定的國家。以墨西哥為

例，1957 年墨西哥引進美國分散式司法違憲審查制度，經歷一百多年的發

展，直至 1995 年時，墨西哥改採集中制與分散制兼具之司法違憲審查制

度。160綜上所述，我國司法違憲審查之類型應為「以抽象審查為主、具體

個案審查為輔」的混合型。161研究者認為，除制度創始國等原型之外，因

政治發展與文化背景不同，不論是美國分散制之繼受國或是德國集中制之

繼受國，為解決其國內政治、社會、經濟等發展衍生之諸種問題，大部分

繼受國之制度設計皆會有所調整，與原型不會完全相同，職是，繼受國之

司法違憲審查類型，均可稱為「混合型」。     

三、大法官之任命資格 

    按司法院組織法第四條規定，大法官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1）曾任最高法院法官十年以上而成績卓著者。 

                                                 
160 吳志光，同註 101，頁 59 之註 174。 
161 也許形式上我國只有司法院大法官可以解釋憲法，所以看起來似乎是屬於集中制。但研究者 
  認為，定位一個司國家的法違憲審查類型，應兼顧實質上的運作，方能歸納分析該國之類型。 
  我國雖然形式上僅有司法院大法官為唯一的釋憲機關，但因各級法院法官在遇有觸憲之虞時均 
  可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大法官解釋，此即表示我國各級法院法官有違憲偵測權，此乃屬於具體個 
  案審查制度之精神。再者，加上大法官解釋常援引美國憲法意涵或聯邦最高法院之判決。因此， 
  研究者認為台灣司法違憲審查稱為「混合制」較為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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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曾任立法委員九年以上而有特殊貢獻者。 

    （3）曾任大學法律主要科目教授十年以上而有專門著作者。 

    （4）曾任國際法庭法官或有公法學或比較法學之權威著作者。 

    （5）研究法學，富有政治經驗，聲譽卓著者。 

 

    司法違憲審查原是具有高度政治性意義之制度，由我國大法官任命資

格來看，亦是如此。任命資格之第二項「曾任立法委員九年以上而有特殊

貢獻者」，政治意味濃厚。再者，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司

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由總統提名，

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自中華民國九十二年起實施，不適用憲法第七十九

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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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任命同意權由監察院改為國民大會，然

後又改由立法院，且除法官轉任者之外，皆不是終身職，此規定是否更提

高大法官之政治性，有待觀察。 

四、大法官之判決門檻 

    大法官釋字第 530 號解釋明確指出，司法院除大法官職掌司法解釋及

政黨違憲解散之審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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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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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自本解釋公佈之日起二年內檢討修正，以符憲政體制。

162由該號解釋來看，司法院為最高審判機關，亦為最高司法行政機關， 

    「司法院定位推動小組」為因應司法一元化及建立分散式違憲審查制

度，其擬定的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修正條文，其中幾項重要建議，對於司

法違憲審查未來之定位與功能有所影響。163 其中第八項有關司法院大法

                                                 
162 請參照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釋字第 530 號解釋解釋文。 
163 幾項重要規定包括：第一項：「司法院為最高司法機關，掌理憲法之解釋、政黨違憲之解散、 

  民事、刑事、行政訴訟及公務員懲戒之審判，憲法第七十七條、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停止適 

  用。」；第二項：「前項憲法之解釋，拘束全國各機關」；第三項：「法官確信法律或命令與憲 

  法牴觸者，應拒絕援為審判之依據」；第四項：「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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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釋憲範圍及增定相關制度方面包括：164

（1） 人民聲請釋憲的範圍限制：聲請案件欠缺人民之基本權利或憲

政原理之重要意義者，得不予解釋，以示大法官釋憲與統一解

釋法令之意義。165 

（2） 聲請統一解釋法令範圍的限制：鑒於司法院審判機關化後，有

關民事、刑事、行政訴訟及公務員懲戒等案件之終審法院均同

為司法院，自生統一解釋法令之效果，因此，現行司法院大法

官審理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對於確定終局裁判得聲請統

一解釋之規定，將予以刪除。166 

（3） 上級機關應依職權解決案不得轉請解釋：聲請解釋機關有上級

機關者，其聲請本應經由上級機關聲請，但如法律另有規定或

依其性質不適宜層轉者，不在此限。167 

（4） 明定憲法法庭判決之效力：除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185 號

解釋意旨，明定憲法法庭之判決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團體及人

民之效力，各有關機關並負有採取必要措施以實現判決內容之

義務外，亦有參酌奧地利憲法之規定，增訂憲法法庭解釋案件

之裁判，如宣告法令定期失效者，其所定期間，法律不得逾兩

年，命令不得逾一年。惟據以聲請解釋之案件，其受不利確定

終局裁判之聲請人或檢查總長，得以憲法法庭之裁判意旨，依

法定程序請求救濟，不受上述期限之限制，以免因須等待違憲

                                                                                                                                            
  長，一人為副院長，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不適用憲法第七十九條之規定」； 

  第五條至第七條（略）；第八項：「為因應第一項、第四項及第五項之實施，就其相關事項為 

  特別之規定如左：」。請參考司法周刊，1040 期第一版，2001 年 7 月 18 日；司法周刊，1042 

  期第一版，2001 年 8 月 1 日。  
164 吳志光，同註 143，頁 6-9。 
165 請參考司法周刊，第 1090 期第一版，2002 年 7 月 10 日。 
166 請參考司法周刊，第 1090 期第一版，2002 年 7 月 10 日。 
167 所謂「法律另有規定」，係指地方制度法第三十條第五項、第四十三條第五項及第七十五條 
  第八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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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辦理自治事項有無違 
  背憲法、法律、中央法規、縣規章等疑義情形。而所謂「性質上不適宜層轉者」，係指遇權 
  限界定未明發生爭執之情形，此時上級機關應依職權解決不得層轉解釋。請參考吳志光，同 
  註 143，頁 7；司法周刊，第 1090 期第一版，2002 年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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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令失效期間之經過，而致無法及時獲得救濟。168 

（5） 降低大法官釋憲之門檻：目前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規定，大法官解釋憲法，應有現行大法官總額三分之

二出席，及出席人數三分之二同意，方得通過；第十四條第二

項則規定，大法官統一解釋法令，應有現行大法官總額過半數

之出席，及出席人數過半數之同意，方得通過。預計將修法調

整為無論是解釋憲法或是統一解釋法令，均應有現行大法官三

分之二出席，及出席人數過半數之同意，方得通過。至於宣告

命令牴觸憲法時，則維持現制，即以出席人數過半數同意行之。

169表 3-為現行大法官釋憲同意門檻及修正後的大法官釋憲同意

門檻。 

（6） 大法官釋憲機制「法庭化」： 為配合司法院審判機關化之改革，

未來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之方式，不分聲請案之性質，將一

率採行憲法法庭之形態，不再侷限於政黨違憲解散之案件。而

憲法法庭審理案件之判決，應作成判決書，且判決內容得諭知

執行機關、執行種類及方法，並應由參與審判之大法官全體簽

名。170 

（7） 變更少數立法委員聲請釋憲之要件：為保障少數黨立法委員對

通過決議之法律或存查之命令有表達違憲疑義之權利，並參酌

立法院職權行使法有關委員會審查行政命令之更正或廢止之規

定，將現行立法委員之聲請釋憲要件，修正為總額三分之一以

上立法委員就生效或存查六個月內之法令，發生有牴觸憲法之

疑義時，即可提出聲請，不以其「行使職權」為要件。171 

 

                                                 
168 請參考司法周刊，第 1088 期第一版，2002 年 6 月 26 日；司法周刊，第 1100 期第一版， 
  2002 年 9 月 18 日；司法周刊，第 1090 期第一版，2002 年 7 月 10 日。  
169 請參考司法周刊，第 1090 期第一版，2002 年 7 月 10 日。 
170 請參考第 1088 期第一版，2002 年 6 月 26 日。 
171 請參考第 1088 期第一版，2002 年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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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大法官釋憲同意之門檻 

項目 現行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同意

門檻 

修正後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同意

門檻 

解釋憲法 現行大法官總額三分之二出

席，出席人數總額三分之二同

意，方得通過 

現行大法官總額三分之二出

席，出席人數總額過半數同

意，方得通過 

統一解釋法令 現行大法官總額過半數出

席，出席總額過半數同意，方

得通過 

現行大法官總額三分之二出

席，出席人數總額過半數同

意，方得通過 

宣告命令違憲 出席人數過半數同意行之 出席人數過半數同意行之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自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修

正草案。172

 

    綜上所述，就憲法解釋同意門檻而言，修正後大法官之同意門檻是降

低的，由出席總額三分之二降低為過半數同意即可；但就統一解釋法令方

面，則是提高大法官同意門檻，由現行大法官總額過半數之出席提高至總

額三分之二出席。至於宣告命令違憲部份，則是維持現狀，出席人數過半

數同意行之方可。此外，2005 年 6 月 7 日第七次修憲，增訂大法官有彈劾

正副總統之權，是年 6 月 10 日，司法院釋字第 599 號解釋又賦予大法官

暫時處分之權，大法官的功能不停地擴張，似較傾向「司法積極主義」。  

五、大法官解釋之效力 

    依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及一百七十二條規定，法令牴觸憲法無效。再

者，釋字第 185 號解釋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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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此，我國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應具一般之約束力。

此外，我國解釋憲法之機關為司法院大法官，如集中制的司法違憲審查所

作出的解釋不具一般約束力，則憲法的最高性及公正性將大受影響。惟此

                                                 
172 請參考司法院大法官相關法規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7_1.asp 

 130



一效力，究竟為自始無效或事後無效，值得商榷。 

    就無效之時間而言，可分為自始無效、即時無效，及定期失效三種。

由歷年來大法官的解釋文來看，「即時失效」及「定期失效」乃屬經常使

用之方法。採「立即失效」之用語，大致包括「不予適用」、「不得再援用」，

或「應自公佈之日起失去效力」；173採「定期失效」者，大法官將設定一

個緩衝期限，讓政治機關有足夠的時間或空間來解決。174除即時失效、定

期失效的方法外，大法官亦曾使用「警告性」之解釋，釋示應檢討改進，

而未論違憲，例如釋字第 86 號175、166 號176、276 號177、342 號178等解釋，

均屬於警告性之解釋。 

二、司法違憲審查的功能 

    從形式上來說，審查標準代表法院審判時的介入尺度。而法院的介入

可能是介入「程度」的深淺，也可能是介入「範圍」的寬窄。179一般常用

司法積極主義或消極主義來分析法院的介入尺度，但所謂司法消極或積

極，可能是指法院在制度功能層面的激進或退卻，或在解釋方法運用上的

開放或閉鎖，或是實體價值立場的自由或保守。180

    我國憲法解釋及學說似都將基本權利的審查分為形式與內容審查，而

且是先進行形式審查，然後再進行內容審查。181意即先就聲請案進行討論

                                                 
173 如釋字第 188 號解釋：「除解釋文內另有規定之外，應自公佈之日起發生效力…..。」 
174 如民國七十九年的釋字第 251 號解釋：「…..前述解釋之拘留、罰役及本件解釋之處分裁決程 
  序規定，至遲應於中華民國八十年七月一日起失其效力，並應於此期限前修訂相關法律。…..」 
  大法官給予政治單位一年的期限制訂法律，以解決違警罰法的問題。 
175 如釋字第 86 號解釋：「….. 其有關法令並應分別予以修正，以期符合憲法第七十七條之本 
  旨。…..」僅以警告方式，並無宣告違憲。 
176 釋字第 166 號解釋文：「 違警罰法規定，由警察官署裁決之拘留、罰役，係關於人民身體自 
  由所為之處罰，應迅改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以符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之本旨。」此解釋之背 
  景仍為威權政體時代，故大法官採警告之解釋，應可理解。 
177 釋字第 226 號解釋及：「….. 內政部於中華民國六十九年二月二十六日修正發布之合作事業獎 
  勵規則，關於合作事業成績考列戊等者，由縣市合作社主管機關令飭解散之規定，應配合上開 
  法律一併檢討修正。」其中的「應配合」之用語，僅具警告性意味，並無違憲。 
178 釋字第 342 號解釋：「…..依前開意旨，仍應由立法院自行認定，並於相當期間內議決補救之。 
  若議決之結果與已公布之法律有異時，仍應更依憲法第七十二條之規定，移送總統公布施行。」 
  大法官採警告之解釋，並未宣告違憲。 
179 黃昭元，同註 13，頁 49。 
180 黃昭元，同註 13，頁 49。 
181 黃昭元，同註 13，頁 47 的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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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重要性事項，以及技術性等問題；內容審查則指有關基本權利內容

討論。本論文所討論的審查標準，是指「內容」之審查標準，即係以法院

在審查法令規範「內容」是否違憲時，所持的標準為討論對象。 

    如果對審查標準採取較寬的理解，而泛指法院在審查時所持的尺度，

以我國大法官解釋而言，審查標準還有一個可能的適用範圍：違憲宣告的

類型及效力。意即大法官採取何種違憲宣告方式（單純違憲宣告、定期失

效、立即失效），以及當宣告法令定期失效時，如何決定期限之長短？在

此也會發生類似審查標準的問題。182例如釋字第 436、445、585 號解釋均

涉及「比例原則」，但因審查內容不同，宣告違憲的方式則不同。183此外，

涉及「比例原則」的解釋尚有釋字第 409、414、428、436、440、452、456、

543、558、603、644、654 號等解釋，184有些是基本權利價值之爭，例如

釋字第 603 號解釋認為「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列舉之權利，惟基於人性尊

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領域免

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料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不可或缺之基本權利，而

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有些涉及政治情況，例如釋字第 558 號解釋

關於國安法就人民入出境須經許可之規定，解釋文中使用之「應自立法機

關基於裁量權限」概念，為較寬鬆的審查態度，此亦為一種審查標準。是

此可知，大法官的審查標準並無絕對一致的嚴格或寬鬆，端視個案的內容

及當時政治主流意見為定。在此，本論文擬簡單說明美國司法違憲審查的

                                                 
182 黃昭元，同註 13，頁 48。李鴻禧教授在〈釋憲制度本質之探究〉一文中指出：在憲法解釋 
  上，國家、社會之現實，通常具有決定性之意義，所以憲法之解釋必須經常注意其「現實性」。 
  因此，同樣的條項，隨著時代與政治環境之變化，有時必須作相異的解釋。請參閱李鴻禧

（1999），〈釋憲制度本質之探究〉，收錄於李鴻禧著，《違憲審查論》，台北：元照，頁 290。 
  換言之，我國特有的威權統治型態及民主轉型紛爭，在政治現實上，司法院大法官審查標準 
  不一是有其政治現實考量與壓力。 
183 釋字第 436 號解釋文認為軍事審判法第十一條，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一百 

  五十八條及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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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違憲法保障 

  人權之精神，因此，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二年時失其效力。宣告違憲法令的 

  定期失效期限為二年，審查標準採較寬之標準。其次，釋字第 445 號解釋對於集會遊行法第 
  九條第一項但書規定，認為主管機關對於偶發性集會、遊行，不及於二日前申請者不予許可， 
  與憲法保障人民集會自由之意旨有違，亟待檢討改進，乃屬於模糊解釋的審查標準。因「檢 
  討改進」之用詞有無限想像空間，無具體標準可循。而釋字第 585 號解釋結果，真調會條例 
  部分違憲、部分不違憲，顯見大法官不願得罪任一政治勢力的政治「現實性」。    
184 詳細內容請參考司法院大法官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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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標準。 

    美國對於基本權利審查標準在歷史演進中，呈現多元化標準的審查標

準，而美國法院最常適用的審查標準即所謂三重審查標準：「合理審查標

準」（rationality review test; rational relationship test; rational basis review 

standard）、「中度審查標準」（intermediate scrutiny test）、「嚴格審查標準」

（strict scrutiny test）。185

 

表 3-6 三重審查標準之要點 

比較項目 審  查  依  據 

基準類型 目  的 手  段 

系爭政府立法 

之類型 
程度 

合理關連性 

審查基準 

（ the rational 
relationship test） 

目的在追求

合法的政府

利益或公共

利益 

政府手段與

目的達成之

間具有合理

關連性 

社會及經濟性權利 寬鬆 

中度審查基準 

（the 
intermediate 
scrutiny test） 

目的在追求

重要的、實質

的政府利益

或公共利益 

政府手段與

目的達成之

間具有實質

的關連性 

1. 性別 

2. 非婚生子女 

3. 優惠性差別待遇 

4. 非針對言論內容

之規制 

中等 

嚴格審查基準 

（ the strict 
scrutiny test） 

目的在追求

極為重要、極

為急迫之政

府利益或公

共利益 

政府手段與

目的達成之

間是必要且

侵害最小 

1. 個人不可或缺之

基本性權利（隱

私權、婦女終止

懷孕......） 

2. 政治性權利（選

舉權、結社自由） 

3. 涉及種族、外國

人差別待遇之立

法 

4. 針對言論內容之

規制 

嚴格 

*聯邦最高法院對涉及優惠性差別待遇之立法或措施，於 1995 年 Adarand 
Construction, Inc. v. Pena 案中，已統一採嚴格審查基準。 

資料來源：陳文政，同註，頁 137。 

 

                                                 
185 黃昭元，同註 13，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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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昭元教授認為，審查理論具有四項主要功能，茲將分述於下：186

    （1）回應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的顧慮：法院可透過審查標準的選擇 

       及應用，來反應其與政治部門及社會共識間的互動，從而在維護 

       憲法權利與政府權利間保持平衡。就此而言，這通常會表現較為 

       寬鬆的審查標準，可算是一種消極性的民主功能。John Hart Ely 主 

       張的「代表性強化」理論，可說是此項功能的代表。187

    （2）積極促進思辨民主：法院透過審查標準也可進一步促進民主政 

       治的思辨與自我修正。這是審查標準的積極性的民主功能。以 

       Davis v. Bandemer（1986）為例，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採取較寬鬆之 

       態度來宣告原判決應廢棄，但判決理由中提及的選區劃分不規則 

       問題，給予政治部門反思與民主思辨的空間。188如 1962 年的Barker  

       v. Carr 一案，當時還沒有一人一票的原則，因此法院當時並沒有 

       以一人一票原則來作為審理該案的標準。 

    （3）提高法院裁判的可預測性：透過審查標準的選擇與適用，不僅 

       可提升法院論證的嚴密度，法院更可將原本抽象的憲法規範具體 

       化，在個案形成具體的價值判斷，因而累積判決先例，並提高法 

       院裁判的預測可能性。這可說是消極的法治功能。 

    （4）形成為憲法實踐規範所需的具體法則：審查標準不僅具有上述 

       民主功能與消極性的法治功能，同等重要的是：法院可以透過審 

       查標準來具體化憲法規範之內涵，特別是釐清基本權利的內涵與 

       其保障範圍，這也是審查標準的積極性法治功能。 

 

    我國審查標準有時礙於權力分立原則，大法官須採取較為寬鬆之審查

                                                 
186 黃昭元，同註 13，頁 50-51。 
187 See John Hart Ely, supra note 15, Chapter 4 and Chapter 5. 
188 Davis v. Bandemer（1986）判決要旨原文：We hold that political gerrymandering cases are  
  properly justiciable under 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We also conclude, however, that a  
  threshold showing of discriminatory vote dilution is required for a prima facie case of an equal  
  protection violation. In this case, the findings made by the District Court of an adverse effect on  
  the appellees do not surmount the threshold requirement. Consequently, the judgement of the  
  District Court is reversed. 中文翻譯請參考湯德宗譯（2001），〈Davis v. Bandemer（1986）〉， 
  收錄於司法院編印，《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憲法判決選讀（第一輯）》，台北：司法院，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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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以維持憲法精神及平衡政治部門運作。釋字第 571 號解釋理由書第

一段曾言：「關於救助之給付對象、條件及範圍，國家機關於符合平等原

則之範圍內，得斟酌國家財力、資源之有效運用及其他實際狀況，採取合

理必要之手段，為妥適之規定，享有較大之裁量空間。……。該緊急命令

以及執行機關所為之補充規定，其程序與本院釋字第 543 號解釋意旨，雖

有未合，尚不生違憲問題，業經該號解釋有案，惟其內容仍應符合法治國

家憲法之一般原則，以維憲政體制。」可說明大法官基於維護憲政體制、

權力分立原則而採取的審查標準。由上述可知，我國司法院大法官並未完

整發展出一套穩定系統及審查標準理論基礎。彈性的審查標準對於民主鞏

固是否能發揮其功能，此部份在論文後續部份，皆會繼續討論。 

 

第五節 小結 
    承上所述，我國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權在九O年代似較傾向「司法積極

主義」，此與台灣民主化過程有關。189台灣在民主化過程曾遇到不少政治

問題，例如中央民意代表改選問題、總統副總統選舉制度改變、領土範圍

界定、集會結社限制的降低、公民投票的程序規範等等，司法部門適當的

介入，協助政治部門解決問題（或暫時擱置問題），應可促進民主鞏固。 

    司法違憲審查雖是民主實踐的重要機制，但其「反多數困境」

（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之特性一直是學術界頗具爭議的研究，且

有趣的是，當自由派學者批評司法違憲審查時，保守派學者就支持它；反

之，當自由派學者支持司法違憲審查時，保守派學者即批評它。190 儘管

學術界的爭議不斷，在政治發展過程中，司法違憲審查仍有其功能性與重

                                                 
189 但大法官在面對高度政治性問題時，也不一定是採司法積極主義立場，例如領土範圍問題， 
  大法官即採取低調立場，以「政治問題不審查原則」迴避，把問題推回政治部門決定。釋字第 

  328 號解釋解釋文：「 中華民國領土，憲法第四條不採列舉方式，而為『依其固有之疆域』之 

  概括規定，並設領土變更之程序，以為限制，有其政治上及歷史上之理由。其所稱固有疆域範 

  圍之界定，為重大之政治問題，不應由行使司法權之釋憲機關予以解釋。」可見大法官對於高 

  度敏感政治性議題的迴避立場。      
190 Barry Friedman,2002,The Birth of an Academic Obsession: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 Part Five, The Yale Law Review, No.112, pp.15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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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司法違憲審查之功能性與重要性，在於當政治機關出現問題或人民

權利受侵害時，其有權力調和這些問題。易言之，司法違憲審查藉由調和

國家重要機關間之問題來保障國民主權。191

    首先，先檢討大法官之審查態度。在憲法解釋的過程中，大法官是憲

法能否伸張正義的重要角色。畢竟，政治轉型國家由威權統治轉型為民主

統治，勢必會遇到非常多的政治問題，因此，政治轉型國家之理論和實踐，

應比成熟民主國家之理論和實踐更值得思考。在一般司法系統而言，法官

應是最不受政治力影響的正義化身，在人民的自由與權利受損時，法官應

秉持正義及道德作出正確的判決，而不是成為政治醜陋的遮掩板。我國大

法官人數為十五人，雖大法官在接受總統任命之時即應秉持公正理念退出

政黨，但如何確定每個大法官在解釋時皆能以專業學識判斷，並輔以政治

道德判斷，這不僅涉及法官個人職業道德，亦是司法違憲審查設計應重視

的地方。 

    再則，簡析司法違憲審查類型，由內文敘述可知，德國之類型與美國

之類型基本上差異性頗大，分屬於光譜兩端。德國聯邦憲法法院及美國聯

邦最高法院兩者之根本差別在於：192

（1）、德國聯邦憲法法院擁有較美國聯邦最高法院更廣泛的審查權限， 

     即抽象的法規審查權，以及在具體的規範審查與憲法訴願程序中 

     直接針對法律的合憲性作裁判。相對於此，美國聯邦最高法院作 

     為所有聯邦法（而非僅憲法）爭議的最終審法院，只能針對個案 

     作裁判，並無抽象的規範審查權，而且關於法律是否合憲，只能 

     在具體法律爭議的範圍內附帶審查。     

（2）、美國不僅聯邦最高法院可以裁判憲法以外之其它聯邦法之爭議， 

     其一般權力救濟管道（普通法院）也可以裁判憲法問題，質言之， 

     並無像德國聯邦憲法法院獨占法律違憲宣告權限的問題，自然就 

                                                 
191 David S. Law, 2009, A Theory of Judicial Power and Judicial Review, The Georgetown Law  
  Journal, Vo.l97, pp.723-780. 
192 陳愛娥（1998），〈大法官憲法解釋權之界限–由功能法的觀點出發〉，《憲政時代》，42 卷 3 
  期，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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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會發生德國體制中如何區分違憲與違法以及憲法法院與覆審法 

     院之審判權限的問題。   

（3）、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比較置重於個人權利的保障，而德國聯邦憲法 

     法院則另外扮演政治爭議中仲裁法官的角色。 

 

    有些學者認為德國的司法違憲審查較貼近台灣的制度，因為我國司法

院大法官並非為爭議的終審法院，亦有憲法法院與覆審法院審判權限的劃

分問題，是以德國聯邦憲法法庭作為比較對象較為適宜。193但我國司法院

大法官援引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判例或釋憲法理者，所在多有，194例如，大

法官釋字第 328 號解釋、釋字第 419 號解釋等解釋即是學習美國司法違憲

審查之「政治問題不審查原則」。 

    而且，我國是基於三民主義而設計的政府體制，屬於行政、立法、司

法、考試、監察五權分立的政府，故我國司法違憲審查之思想與理論，基

本上不太可能與總統制的美國或內閣制的德國相同。中山先生曾言：「余

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之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

學說事蹟者，有吾所獨見而創獲者」。（中國革命史）195是故，我國之司法

違憲審查制度雖與德國相似，但因我國憲法上中央政府體制設計採取的是

獨特之五權政府分立體制，所以在司法違憲查上仍有其獨特之處。研究者

以為，各國之憲法解釋制度僅為參考，台灣司法違憲審查之類型及未來走

向，仍要視台灣的社會、文化、教育，以及政治環境而定。再者，無論是

否將引進分散制司法違憲審查制度，均應重視現職司法人員之「違憲審查」

意識及「政治權利」概念。 

    再回顧表 3-3 與 3-4，東歐大部分國家皆採德國之集中制司法違憲審

查，這並非純然地緣政治因素，政治背景亦是重要的理性考量因素。德國

聯邦憲法法院對二次大戰後建構德國成為法治國家的成功經驗，始得東歐

                                                 
193 陳愛娥，同註 192，頁 174。 
194 陳文政（2006），《世紀憲法判決：布希控高爾案之分析》，台北：五南，頁 4。 
195 囿於篇幅，本文有關孫中山先生原著部分，僅於引文後標明出處，不再另行列註解，原著 
  引文以標楷體區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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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拉丁美洲許多民主國家紛紛仿效其制度類型，其共同之繼受背景在於將

憲法法院作為「憲法守護者」之功能，視為因應過去極權統治經驗而建構

法治國家之最佳保證。196此外，就東歐及拉丁美洲國家在民主轉型過程

中，採集中制而捨棄分散制司法違憲審查模式，亦毋寧是一個務實之選

擇，因為與其賦予在舊制體制下培養的各級法院法官司法違憲審查權，不

如精選少數具有「憲法意識」者來獨攬釋憲工作，發揮促進民主之功能。

197

    職是，綜上所述，以比較法之觀點來看分散制司法違憲審查、集中制

司法違憲審查，以及台灣之司法違憲審查類型，研究者認為： 

（一） 美國司法違憲審查乃所有聯邦法（而非僅憲法）爭議的最終審

級法院，而我國司法院大法官並非所有法律之最終審級法院，

這方面我國似乎較類似德國之集中制。 

（二）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可以裁判憲法之爭議、聯邦法之爭議，且所

有審級法院均能裁判憲法問題；而我國僅司法院大法官能裁判

憲法問題，一般各審級法院無權裁判憲法問題，這方面我國似

乎亦較傾向德國之集中制。198 

（三） 德國聯邦憲法法院擁有抽象的法規審查權，且能在具體的規範

審查與憲法訴願程序中直接針對法律的合憲性作裁判，這方面

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似較相近於德國集中制類型。 

（四） 相對而言，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比較置重於個人權利的保障，而

德國聯邦憲法法院則另外扮演政治爭議中仲裁法官的角色，台

灣則因特殊政治歷史背景，故似乎兩者特色都有。199 

                                                 
196 吳志光，同註 101，頁 47。 
197 吳志光，同註 101，頁 49。 
198 我國法官是否有拒絕適用違憲法律之權力，曾引起社會廣泛討論。1995 年 1 月 20 日，大法 
  官作出釋字第 371 號解釋，說明大法官會議是我國唯一的釋憲機關，但該號解釋亦給予法官憲 
  法偵測權，即法官認為適用之法律有牴觸憲法之疑意時，可先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因此， 
  研究者認為台灣類型僅是相近於德國集中制，而不是與德國制一樣。  
199 研究者以為，「混合制」司法違憲審查並非是將集中制司法違憲審查及分散制司法違憲審查二 
  者全然混合，而是突顯二者以外之另一種新制度的特色而已。集中制與分散制之間必有功能重 
  疊或不相容之處，新興國家學習建立一個制度時，一定會考慮其國內本身之各種條件，所以， 
  在二種制度之間取捨而成之制度，無論較偏向何種類型，都屬於混合後的新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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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而言，我國目前之司法違憲審查類型，按憲法第七十八條規定、

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四項規定，司法院大法官掌有解釋憲法、統一解釋

法令及政黨違憲解散之權，又司法院大法官具有終局廢止違憲法令之非難

權，是此，我國司法違憲審查類似集中制之類型。由於我國之政治過程經

歷威權統治，也許由單一機關解釋憲法，較能穩定政治系統及促進民主發

展，但就民主鞏固後的台灣政治現況，分散式司法違憲審查或許更能積極

保障基本人權、實踐憲法意義。其次，依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五條，

其中有關憲法疑義所為之解釋，屬於抽象審查類型，但釋字第 371 號解釋

指出，各級法院就其受理之案件，對所適用之法律，確信有牴觸憲法之疑

義者，亦得為釋憲聲請，此屬於具體審查類型。由此可知，我國司法違憲

審查係屬於抽象審查與具體審查並行之制度。此外，就釋憲時點而言，除

省自治法、省法規及縣規章採行「事前審查制度」外，其他皆採「事後審

查制度」，但經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凍結之後，目前司法違憲審查在審查

時點上皆採事後審查制度。200

                                                 
200 美國及德國均屬於「聯邦國家」，聯邦國家之中央與地方地位是平行地位，由於需要解決中央 

  與地方的法律糾紛，因而都採取了某種形式的司法審查制度，以解決其國內各種層次之問題。 

  但台灣屬於「單一國家」，中央及地方關係與美國、德國不同。政治學者 Arend Liphart 在其專 

  書Patterns of democracy :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有專章討論聯 
  邦制與單一制的分權問題。美國、德國、印度等國家均為聯邦主義國家，在聯邦主義是一種「非 
  中央集權」（noncentralization of power）的權力分立體制。在聯邦主義之下，沒有一個地方的 
  地位高於或低於其他地方。聯邦主義（federalism）有幾個重要特徵：採行兩院制的國會，且 
  有一強勢的聯邦議會可作為國家個各地區之代表；具備修改程序非常困難的成文憲法；擁有可 
  以運用的司法違憲審查權（judicial review）以保護憲法的最高法院或是特別的憲法法院。相對 
  的，採行單一制的國家大多為「中央集權」的國家，且大多數的民主國家都是採單一制。多數 
  決模型的國家是屬於「單一制」國家，因為為了維持多數統治（to maintain the majority rule）， 
  中央政府不僅須控制中央政府機構，也必須掌握所有具潛在競爭力的非中央政府。See Arend  
  Lijphart, supra note 16, pp.185-186, 188；彭懷恩，同註 7，頁 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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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灣司法違憲審查對有限政府之分析 

    現代民主國家之憲法基本上由兩大部分組成，一為基本法，另一為國

家組織法。1基本法係指關於人民基本權利之法，國家組織法即指有關政府

機關組織構成之法，憲法按權力分立原則規定政府機關組織權限，以限制

其權力。政府權限受憲法約束，即為「有限政府」。 

研究有限政府，必須從權力分立與政府體制開始。政府體制與權力分

立主要乃規範行政權、立法權、司法權等之間的權限與責任，而大法官釋

憲之責任是維持憲政運作順暢。換言之，大法官釋憲之功能為確保政府行

為符合民主政治規範，以及維持權力分立原則以避免任一政府部門越權專

擅、侵害人權。但面對高度政治性問題，司法違憲審查是否能抗拒壓力作

出公正解釋？  

以「有限政府」檢驗指標來看，法治國家之第一要義係保護人民基本

權利，而落實人權保障之要素之一即是將國家權力分散，使國家各種權力

分屬不同機關職掌，互相制衡，故權力分立原則是法治國之基本原則。由

此可知，制度設計與運作須按憲法上的權力分立原則，乃重要之堅持。如

美國獨立宣言起草人Thomas Jefferson所言：「信任我們的代表，忘了我們

的權利的安全問題，這是危險的事。信任（confidence）是專制之母，自由

政府不是建立於信任之上，而是建設於猜疑（jealousy）之上。我們用限制

政體（limited constitution）以拘束我們委託其行使權力的人，這不是由於

信任，而是由於猜疑。我們憲法不過確定我們信任的限界，是故關於權力

的行使，我們不要表示信任。我們須用憲法之鎖，拘束有權的人，使其不

能做出違法的事。」2利用憲法之鎖，防止任一機關濫權或越權，是保障人

民權利最根本的方法。 

    承上所述，研究有限政府，必須從政府體制及權力分立開始。政府體

制涉及權力分立分配，每個政府部門之權限設計均須相當嚴謹，以避免任

                                                 
1 李惠宗（1999），《權力分立與基本權保障》，台北：韋伯，頁 2。 
2 薩孟武、劉慶瑞合著（1978），《各國憲法及其政府》（修訂增補版五刷）台北：自刊，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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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單一部門濫權。整體而言，「政府權力」與「人民權利」是相對且矛盾

的，在「權力（power）容易侵犯權利（rights）」之民主思維下，如何分權

設計以限制政府權力，是選擇政府體制時應慎重考慮的地方。因政府體制

的運作模式，不僅會影響各政府部門的權力行使，亦會影響人民基本權利

的保障問題。3

    本章節首先說明權力分立原則，權力分立可分為「垂直分權」與「水

平分權」兩個面向，垂直分權係指中央與地方之權力分立，水平分權則係

指中央政府間之權力分立，本論文是以水平分權為討論主軸。再者，討論

我國憲法上中央政府之權力分立原則，然後以「組閣權」之有關解釋來帶

出我國中央政府分權方面之困境，進而探析司法違憲審查對政府權力限制

之功能，以作為檢驗我國民主鞏固之參考。 

 

第一節 有限政府與權力分立 

     1789 年法國人權宣言第十六條提及：「國家如果若不保障人民的權

利，且沒有採權力分立制度，可以視為沒有憲法」。4直言之，實質憲法意

義應包含基本權利保障及權力分立制度。但每個國家的歷史及政治背景不

同，因此對於人民權利的觀點不同，對於分權制度設計也不同。對國家政

府組織運作及政治責任而言，職權賦予及單位的權力分配相當重要。政府

組織設計之法源來自於憲法，憲法設計完善的基本原則即為權力分立。 

    承上所言，本論文擬先簡明權力分立之基礎理論，然後再說明我國憲

法上的分權制度，期能清晰瞭解何為權力分立原則，以及我國憲法上之權

力分立原則觀點。 

                                                 
3 例如釋字第 645 號解釋對於公投審議委員會的解釋結果，不僅對立法院產生影響，對人民的政 
  治權利也是一種影響。該號解釋文提到：「公民投票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行政院公民投 
  票審議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一人，任期三年，由各政黨依立法院各黨團席次比例推荐，送交主 
  管機關提請總統任命之。」關於委員之任命，實質上完全剝奪行政院依憲法應享有之人事任命 
  決定權，顯已逾越憲法上權力相互制衡之界限，自屬牴觸權力分立原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 
  起，至遲於屆滿一年時，失其效力。」可知大法官解釋乃將公投審議委員會委員的組成視為行 
  政權範圍，此是否限制了人民公投的自由權利? 
4 劉瑞慶 (1996)，《中華民國憲法要義》(民國 83 年修憲後修訂版），台北：自刊，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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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權力分立原則之理論基礎 

    民主國家強調國家之統治基礎來自人民的同意，其方式有直接民主與

間接民主，但不論為直接民主或間接民主，民主國家又必定為法治國家。

法治國家之第一要義係保護人民基本權利，而落實人權保障之要素之一即

是將國家權力分散，使國家各種權力分屬不同機關職掌，互相制衡，故權

力分立原則是法治國之基本原則。5「權力分立原則」為現代法治國家構造

憲法所遵循之主要原理。6關於權力分立之起源，說法不一，但就對現代權

力分立原則的影響力而言，應屬英國的洛克（John Locke）及法國的孟德

斯鳩（Cherle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的理論。7

    洛克主張國家權力區分為立法權（ legislative power）及執行權

（executive power），使國家權力受到法律的約束。8洛克認為，權力慾望

是人性的弱點，如果一個人同時擁有制定法律的權力的立法權，以及執行

法律的執行權，是無法做出符合社會與政府期待的目的。9在洛克提出二權

分立理論的五十年後，孟德斯鳩提出立法、司法、行政三權分立理論，其

主張三權分立的理由為：10

（1） 當立法權和執行權集中在同一人或同一群執政官時，自由便不復

存在；因為人們將害怕這個君主或元老院制訂殘暴之法律，並用

殘暴之手段執行之。 

（2） 如果司法權不和立法權及執行權分立，便無自由可言。假如司法

權與立法權結合，市民之生命與自由將受專制之控制，因為法官

就是立法者。倘若司法權與執行權結合，法官將擁有壓迫者之暴

力。 

（3） 如果由同一個人，或由達官貴族或人民組成之同一機關兼行這三

                                                 
5 薩孟武（1992），《政治學》（增訂五版），台北：三民，頁 127、223。 
6 湯德宗 (2000)，《權力分立新論》（增訂二版），台北：元照，頁 186。 
7 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編著（2003），《憲法－權力分立》，台北：學林，頁 106。 
8 陳新民 (1999)，《憲法學導論》（修訂三版），台北：自刊，頁 4。 
9 許志雄（1992），《憲法之理論基礎》，台北：稻禾，頁 78-80。 
10 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編著，同註 7，頁 106-107。 

 143



種權力–立法權、執行公共決議權、及裁判私人犯罪或爭訟權–

則一切自由皆不復存在。 

 

    一般以為美國憲法是根據孟德斯鳩的三權分立來設計政府部門之職

權。美國憲法將立法權、行政權、司法權等三權分別規定於第一條、第二

條、第三條，各條文開宗明義即將之分別授予「由參議院與眾議院聯合組

成的聯邦國會」、「聯邦總統」及「單一之最高法院及國會嗣候設立之下級

法院」。11這些掌握憲法權力的人物各由不同的選民，在不同的選舉中選

出，並擁有不同的任期。由美國憲法概分三權分立可知，三權分立是為了

制衡，而非互相合作，因權力集中必然會導致濫權，三權分立而互相制衡，

人民之自由才有保障。12畢竟，政府和人民一樣，皆希望自己的權力與權

利能無限擴大，但政府權力和人民權利往往是相對且矛盾的，政府有主動

的力量傷害去人民，而人民大多數情況下只能被動地被政府剝奪權利。因

此，惟有限制政府權力，方能保障人民權利。由此可知，權力分立原則之

確定對民主鞏固而言，甚為重要。圖 4-1 為美國的三權分立設計對於政府

權力之限制與制衡。 

 

 

 

 

 

 

 

 

 

                                                 
11 U.S. Const. Art. §1: All legislative powers herein granted shall be vested in a Congress of the Ⅰ  
  United States, which shall consist of a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rt.  §1Ⅱ : The  
  executive power shall be vested in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Art.  §1Ⅲ : The  
  judicial p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be vested in one Supreme Court, and in such inferior  
  courts as the Congress may from time to time ordain and establish. 
12 李惠宗，同註 1，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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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美國憲法中的三權分立與制衡 

 
資料來源：湯德宗，同註6，頁 306。 

13

14

15

立原則要求對國家權力做基本的區分，而典型的「分權」表現在於「人員」
                                                

 

    權力分立原則之內涵可由形式上的兩個面向，以及實質上的兩項要義

來分析。兩個面向係指「垂直分權」與「水平分權」，兩項要義即指「分

權」與「制衡」。 垂直面向的權力分立為中央與地方政府間之權限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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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權限劃

分。 表一為司法院大法官關於水平分權之權力分立原則解釋案。權力分

 
13 湯德宗，同註 6，頁 188-190。 
14 我國關於中央及地方間之垂直權力分立原則規定於憲法第十章「中央與地方之權限」。憲法 
  第 107 至第 110 條明確列舉中央之權限與地方之權限，但有些權限屬於模糊地帶，因此憲法 
  第 111 條規定，除第 107 條、第 108 條、第 109 條及第 110 條列舉事項外，如有未列舉事項 
  發生時，其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有全省一致之性質者屬於省，有一縣之性質 
  者屬於縣。   
15 湯德宗，同註 6，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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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的分權。如果某一權力部門的人員可以兼任其他權力部門的人

員，很容易造成職務角色的混淆，或形成職務利益的衝突，而破壞了分權

原始的利益。16是此，行政權與立法權應該區分清楚，特別是我國這種五

權甚至六權政府的國家，更應該謹慎遵守權力分立原則，以避免官員的政

治責任及角色扮演混淆。 

貳、我國憲法上的權力分立原則 

    我國憲法上的權力分立原則對於政府運作有明文規範，不論憲法原意

是採何種權力分立理論，至少中央政府在實際運作上權力是分立的。我國

憲法基本原則乃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如內文所言，中山先生在設計中央

政府體制時，乃以「合作」態度為基礎，設計五權政府以服務國家人民。

中山先生曾就人民對政府的態度言：「我們人民對於政府的態度，應該要

把他們當作專家來看……所以民國的政府官吏，不管他們是大總統、是內

閣總理、是各部總長，……只要他們是有本領，忠心為國做事，我們就應

該把國家的大權付託於他們，不限制他們的行動，事事由他們自由去做，

然後國家才可以進步，進步才是很快。」（民權主義第五講）我國憲法乃

依據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為原則，由此可知，我國憲法在政府體制設計上

乃以信任為根本精神。17但英國愛克頓爵士(Lord Acton, 1834-1902)曾言：

「權力使人腐化，絕對的權力使人絕對腐化」，18中山先生亦深黯此理，是

故，我國憲法上的權力分立設計，中央政府方面是採五權分立原則，中央

與地方政府之間則採「均權制度」。19

    五權分立的政治體制（或稱五權憲法），其基礎來自權能區分，設計

                                                 
16 湯德宗，同註 6，頁 219。 
17 五權分立政府是孫中山先生的政府體制主張，與西方三權分立設計有明顯的不同。西方因 
  不相信政府，所以制度設計著重在防弊，乃基於人性本惡論，以行政、立法、司法三權分立 
  制衡來達到權力平衡與預防專斷；孫中山先生認為三權憲法有不少的缺點與流弊，不適合中 
  國採用，中國應實行行政、立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分立的「五權憲法」，透過人民四 
  權的運作，可以造就一個人民可控制的萬能政府。陳裕清(1990)，〈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與 
  現實政治問題〉，《孫中山思想與當代世界研討會論文集》，台北：太平洋文化基金會，頁 97。 
18 請參見Lord Acton網站: http://www.org/about/lordacton/ 
19 均權制度原則意指「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 

  方」（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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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感則來自西方的三權分立，再加上中國固有的考試、監察兩權而成。20中

山先生曾言：「中國在專制政府的時候，關於考試和監察兩權，皇帝還沒

有壟斷。……中國也是三權分立，中國從前實行君權、考試權和監察權的

分立。」（民權主義第六講），此話雖不盡然與事實相符，但考試、監察兩

權的確是存在已久的。 

    五權分立政府的功能表面上很單純，皆為治權底下的機關，國家元首

為總統，下設五院：行政院負責法令政策之推動、立法院由專家制定法立

及政策、監察院則負責法令與政策推動過程及執行人員的監察、司法院負

責民刑事及行政審判與法令解釋、考試院則負責考選政府各種專家的考

選，五院彼此分立之中仍相聯屬。但實際運作上是非常複雜的，這由圖 4-2

就可看出。五權分立的權力劃分比三權分立更為複雜，多向關係的結果，

政治責任就容易混淆。 

    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設計一直存在某些爭議問題，如總統的地位與屬

性為何，是政權還是治權？五院的屬性雖說是治權機關，卻也存在政權機

關之成分，如立法院是民選立法專家組成，有政權機關性質為不爭之事

實，其成員在考試與民選之間的衝突如何取得平衡也是一大問題；又司

法、監察、考試三院誰來確保其中立、誰來監督、會不會受執政者操縱等，

中山先生似未深入思考；最後，五院中成員一開始的組成，是民選還是考

試？誰來選、誰來考的根本問題也未清楚交代。 

 

 

 

 

 

                                                 
20 「權能區分」與「權力分立」兩種理論基本上是相背的，「權能區分」的萬能政府是否可實 
  現，歷史上無定論，但「權力分立」的制衡優點，歷史上實踐之例子不少。但我國中央政府 
  體制因稱遵循中山先生遺教，故運作架構上須兼顧該兩種理論。請參考林銘德編著（1988）， 
  《五權憲法中的國民大會》，台北：正中，頁 87；馬起華（1981），《民主憲政的道路》，台 
  北：國立編譯館，頁 34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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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我國憲法中的五權分立原則 

行 政

監 察

司 法

考 試

立 法

 
資料來源：湯德宗，同註6，頁 307。 

         

  對於政府權力的分配，中山先生則以「均權制度」為原則，以權力的

性質來定其歸屬，「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

性質者，劃歸地方」（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是個簡單而

清楚的原則，但卻存在許多模糊地帶，可能造成中央與地方爭權及互推責

任的現象。 

    綜言之，五權分立政府為其中央橫向的分權設計，均權制度則是其中

央與地方縱向的分權標準。在制度設計上，中山先生以簡單清楚的邏輯思

維來設計五院的政府體制，難免在現實運用上產生諸多爭議，台灣近年有

廢監察及考試兩院呼聲，蓋源於此。但研究者認為，中央政府組織以「權

力分立」與「權能區分」二個相背的理論為基礎，實際運作出現矛盾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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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解的。此外，在現行憲法增修條文之後，總統權力明顯擴大，例如憲法

增修條文第二條規定，總統有發布行政院院長與依憲法經立法院同意任命

人員之任免命令及解散立法院之命令，無須行政院院長之副署；憲法增修

條文第二條第四項規定，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得設國家安

全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一項規定，行政院院長

由總統任命之。是此，我國中央政府方面應可稱為「六權分立」的六權政

府，而非五權分立政府。21

    湯德宗教授認為，一般而言，權力分立原則之目的有二。一為追求「效

率」（efficiency），一為「避免專權暴政」（prevention of tyranny），保障人

民自由。前者以為，在不同的政府部門間進行分工，可提高政府效率；後

者以為，權力分立結果，政府權力分散，專權機會較少，人民之自由因而

獲得保障。22西方民主國家一般採行政、立法與司法「三權分立」制，23我

國採行行政、立法、司法、考試、監察與總統「六權分立」制，運作過程

中如何追求「效率」及「避免專權暴政」，實屬難題。 

    關於水平分權的解釋案，「禁止利益衝突原則」是重要的考慮因素，

例如釋字第 1 號解釋涉及立法委員可否兼任官吏問題。我國目前憲政體制

是偏總統制的半總統制，24中央民意代表之立法委員由人民直選產生，國

家元首總統亦由人民直選產生，而最高行政首長之行政院長是由總統任免

之，由此可知，我國內閣組成與總統制的美國及內閣制的英國不同。因此，

立法委員在就任官吏同時，即應辭去立委職務，較符合行政、立法權力分

立且制衡之意義。表 4-1 為我國有關水平分權之大法官解釋，即有關中央

                                                 
21 孫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第六講提及，國民大會為代表人民行使政權之機關，希望國民大會 
  成為最高權力的機關，但在經過幾次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後，國民大會已屬於任務型機關， 
  並非常任之政治機關，因此，研究者認為我國中央政府可分為行政、立法、司法、考試、監 
  察，及總統等六權。 
22 湯德宗，同註 6，頁 186。 
23 湯德宗，同註 6，頁 189。 
24 廣義之半總統制，其主要特徵乃是行政權責分屬總統與內閣總理（或稱首相），故又稱為雙首 
  長制。請參考 Maurice Duverger, 1958. The French Political System,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張金鑑，1995，《歐洲各國政府》，台北：三民書局。筆者認為我國體制應稱為 
  偏總統制的半總統制，因為我國憲法賦予總統的權限很大，而且行政院長是由總統任免，無須 
  經過立法院同意，再者，總統有許多人事任命權都無須經由行政院長副署。因此，稱為偏總統 
  制的半總統制並不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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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權力分立之大法官解釋。 

 

表 4-1 大法官有關水平分權之權力分立原則解釋案 

釋號 日期 主旨 主要解釋理由 

001 1947.01.06 立委未經辭職兼任官吏

者，應於就任官吏時視為辭

職。 

避免利益衝突，破壞分權原

意。 

004 1952.06.20 聯合國韓國委員會我國副

代表為憲法所稱之「官吏」

避免利益衝突，破壞分權原

意。 

015 1953.04.24 監委不得兼任國代 與憲法劃分其職權之原意相

違 

019 0953.06.03 監委不得兼任之「公職」不

限於官吏 

避免利益衝突，破壞分權原

意。 

020 1953.07.10 人民團體（政黨）職員非屬

「公職」；監委不得從事醫

務 

其業務與監察職權顯不相容 

030 1953.12.29 立委不得兼任國代 兼職職務性質與立委職務不

能相容 

075 1957304.08 國大代表非不得兼任官吏 尊重制憲時決定 

207 1986.07.18 省市議會議員、議長不得兼

任私立學校校長 

避免利益衝突；兼職性質與民

意代表職權不相容，會權責混

淆。 

250 1990.01.05 「現役軍人」不得兼任文官

係指正在服役者，不含外職

停役者。 

惟外職停役及其回役之程

序，應通盤檢討，由法律直

接規定。 

停役者「既無軍權，自無干政

之虞」。 

溫和指示立法者檢討 

419 1996.12.31 行政院長之任命與辭職應

如何處理，乃是總統之裁量

權限，為學理上所稱統治行

為之一種 

依憲法之規定，向立法院負責

者為行政院，立法院除憲法所

規定之事項外，並無決議要求

總統為一定行為或不為一定

行為之權限，因此總統如何選

任行政院長，無須經立法院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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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2001.01.15 該號解釋爭點為「政院停建

核四廠應向立院報告」，進

而衍生出有關「組閣權」之

權力分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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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 2004.12.15 真調會條例違憲 立法院在主動獲取職權行使

權限時，應以善盡民意機關之

職責，遵守權力分立與制衡之

機能。 

645 2008.07.11 公投法中立法院有公投提

案權不違憲；公投審議委員

的任命規定違憲 

立法院行使憲法所賦予的職

權，不違憲；委員之任命屬於

行政權，因此，立法院擁有委

員任命權是違反權力分立原

則。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自湯德宗，同註6，頁 286-293；司法院大法官網址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index.asp 
 

    就我國中央政府體制是屬於哪一種制度而言，25行政權的歸屬、行政

權與立法權之間的關係，應是分析判斷的主要基礎。由於組閣權究竟歸屬

於誰的議題，是當前憲政的主要議題，也關係到行政權的歸屬、及行政權

與立法權之間具有怎樣的制衡關係的基本問題，26因此本論文以「組閣權」

主軸，作為探討我國政府體制是屬於何種體制，以及探討大法官的解釋結

果是否發揮了限制政府權力之功能。 

參、我國權力分立原則下的組閣權爭議 

    我國在 1992 年第二屆立法委員未改選之前，討論組閣權之歸屬似乎

意義不大，因此時台灣雖已解嚴，但政治仍未真正民主化。1992 年 12 月

19 日立法院全面改選，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此時按照憲法增修條文相關

規定，行政院長是否應在立法委員改選後率同內閣總辭，即生憲法爭議。

27當時七十二位立法委員連署聲請大法官解釋之目的有三，其中之一為有

                                                 
25 中央政府體制的選擇與權利分立關係密切，且制度選擇與分權原則對於國家整體發展及人民 
  權利保障影響相當大，因此本論文第一節與第二節分別討論權力分立原則及政府體制選擇。 
26 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編著，同註 7，頁 140。 
27 當時甫宣示就職的立法委員陳水扁等七十二人，認為基於憲法第二條國民主權之精神，憲法 

 151



關行政院長是否應在立法委員改選後率同內閣總辭之問題。28組閣權雖為

憲法爭議，但實際政治運作中仍無太大問題，因執政黨與立法院多數黨皆

為國民黨，故總統行使組閣權並無影響。1995 年司法院大法官作出釋字第

387 號解釋，關於行政院長是否應在立法委員改選後率同內閣總辭之問

題，大法官解釋理由書明確指出：依憲法第五十七條規定行政院應對立法

院負責。基於民主政治以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為重要內涵；現代法治國家

組織政府、推行政務，應以民意為基礎，始具正當性。從而立法委員因任

期屆滿而改選時，推行政務之最高行政機關為因應最新民意，自應重新改

組，方符民主政治之意旨。29易言之，行政院長應於立法委員改選後率同

內閣總辭。在大法官解釋李文中，亦同時提及，行政院長是由總統提名，

                                                                                                                                            
  第五十五條第一項行政院長之任命，須經立法院同意，及憲法第五十七條行政院應對立法院負 
  責之規定，行政院院長是否應率全體內閣閣員，於立法委員重新改選後，宣誓就職行使職權前 
  總辭，迭起爭議，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聲請解釋；又依憲法第 
  六十一條：「行政院之組織，以法律定之。」關於內閣總辭，除依憲法第五十六條規定由行政 
  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閣員外，其他依行政院組織法設置之各委員會、處、局、署，及中央銀 
  行、國立故宮博物院，屬政務官性質之首長，是否應一併提出總辭，尚有疑義，故併案聲請解 
  釋。請參考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_detail.asp?expno= 387& 
  showtype=相關附件 
28 該聲請解釋關於行政院院長及其閣員應於立法院全面改選後，新任立法委員宣誓就職開始行 

  使職權前，提出總辭部分：（一）依照過去所謂慣例，行政院院長通常於下屆總統就職前，率 

  同內閣閣員提出總辭，無論從民主政治之原理原則，與我國憲法之立法意旨與學理而論，此項 

  慣例頗值商榷。行政院院長雖由總統提名，但須經立法院投票同意表示信任；總統之提名只是 

  形式上、名義上之權力，立法院之同意才是實質上之任命要件。否則，從未經同意，即表示不 

  信任，既未曾信任，行政院又如何依憲法第五十七條規定向立法院負責。（二）憲法第二條規 

  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全體國民。」揭櫫主權在之精神。本此國民主權的原理，衍生國家 

  權力分屬不同機關職掌之權力分立論；權力分立之目的在於保障人權，一切國家權力，最終還 

  是源於國民的託付並須向民意負責。立法院之全面改選及第二屆立法委員之產生，即代表了最 

  新民意的形成。行政院依憲法第五十三條，為國家最高行政機關，自亦應獲得全新民意之支持， 

  方合於國民主權原理。此項「國家權力源於國民託付」的過程，在其他民主國家端賴國會定期 

  全面改選，與內閣隨國會改選而總辭得以建立，依我國憲法，則有賴新組成的國會行使憲法第 

  五十五條之同意權始得達成，因此建立行政院院長應於立法院全面改選後，新任立法委員宣誓 

  就職並開始行使職權前，提出總辭之憲政運作制度，俾立法院得就總統重行提名之人選，行使 

  同意權，實刻不容緩。（三）如前所述，在依國民主權原理運作之憲政常軌下，內閣的閣揆隨 

  國會改選，率全體閣員總辭，乃「主權在民」之必然，閣揆得否續任，全在於國會是否信任及 

  支持；閣揆之任期，本無明定之必要，縱有任期，亦應與國會議員之任期相同。總之，斷無以 

  任期之長短或有無，害國民主權精神之理。行政院院長及其閣員隨立法院之改選總辭，此項憲 

  政制度，過去未建立，導致今日政局動盪不安，國家權力運作庶幾停擺，影響國計民生至鉅； 

  有朝一日，行政院院長所屬政黨非屬立法院之多數，或者總統與行政院院長分屬不同政黨，又 

  無內閣總辭之憲政制度，必將引起更嚴重之憲政危機。請參考司法院大法官網站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_detail.asp?expno=387&showtype=相關附件   
29 司法院大法官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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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立法院同意任命之，此表示組閣權為總統與立法院共享。30

    2000 年總統選舉，民進黨籍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先生贏得選舉，我國中

央執政出現首次政黨輪替，形成執政黨為民進黨、立法院多數黨為國民黨

之窘境，組閣權問題也因此迅速浮上檯面。 

    我國憲法是依中山先生之遺教而定，乃五權分立原則之政府體制，與

西方民主國家之三權分立原則的政治制度不同。我國現行憲法規定上之矛

盾頗多，31原本易受行政權干涉的司法權，尤其是司法違憲審查部分，因

大法官任命過程政治性意味濃厚，倘若源自憲法設計上的矛盾沒有解決，

則司法違憲審查的功能將受到限制，無法完善規範政府運作及保障基本權

利。但由近來大法官之解釋來看，大法官大多能秉持學識專業與正義原則

解釋有關中央政府之組閣權，因此，司法違憲審查對於促進民主鞏固仍有

其功能存在。 

 

 

 

 

 

 

 

 

 

                                                 
30 並非每位大法官都是完全肯定釋字第 387 號之解釋，例如大法官吳庚即認為該案件屬於政治 
  問題，大法官不宜介入作實體解釋，因我國政府體制並非完全之內閣制，憲法增修條文之後， 
  尤其難依內閣制方式運作，加以總統與立法委員之任期有差異，行政院介乎其間，究應於何時 
  以何種方式辭職，宜聽政治部門自行解決，本件解釋徒增政治上處理之困難而已。請參考大法 
  官吳庚汁不同意見書，網址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uploadfile/C100/387 意 
  見書.doc 
31 憲法第五十三條規定，行政院是最高行政機關，故行政院為最高行政首長。憲法第五十五條 
  規定，總統對行政院長有提名權，但需經立法院同意方可任命。由該兩項憲法規定，我國體制 
  似較類似內閣制。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規定，行政院長由總統任命，此外，並無規定總統任命 
  行政院長需經立法院同意，是知，總統擁有完整任命行政院長之權，此與法國現行政府體制相 
  似，但我國憲政慣例與法國並不相同，民主素養及政治文化亦不同。在缺乏憲政慣例之下，政 
  治運作上難免出現矛盾困境。換言之，政府體制運作上的困境，源自於憲法規定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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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府體制的選擇 

壹、政府體制之理論基礎 

    政府體制是規範行政、立法、司法之間的關係，一般將政府體制劃分

為總統制、內閣制、半總統制（亦稱混合制或雙首長制），以及委員制32四

種類型。學理上的內閣制，是指以英國近代政治制度為標準所發展出的政

府類型。總統制是指美國制憲時設計的政府構成方式。委員制是指瑞士所

發展出來的政府組成經驗。而半總統制在學術上的討論，則每以法國第五

共和國的憲法規定為比較基準，討論總統（國家元首）及總理（行政首長）

之間的權限設計與實際運作經驗。33

    承上，政府體制類型大約可分為總統制、內閣制、半總統制，及委員

制。我國政府體制按形式及操作定義應較偏半總統制，但因學界對我國九

七修憲後之體制定義仍無共識，是此，本論文僅整合不同學者之觀點，以

客觀立場分析我國在現行憲法規範下運作的政府體制，並不企圖將我國政

府體制作歸類。政府體制的運作乃政治是否穩定的重要因素，而政治穩定

亦是政府體制運作的重要指標，藉由觀察政府體制的設計及運作，也可同

時瞭解政治運作現況。此外，討論我國政府體制運作時，皆會提及總統制、

內閣制及雙首長制之理論，與委員制相關性較小，是故，本章節不討論委

員制理論，以免論述龐雜而失焦。 

一、總統制之意涵 

    美國為總統制之典範，因此以美國為討論對象。面對一個多元文化社

會的事實，美國如何讓政治穩定地運作下去，其政府體制確實扮演了很重

要的角色。美國的政治穩定是建立在二個重要的基礎上，其一，美國是經

由「認同」（identity）而形成的國家，這種認同是由下往上的，這對政治

                                                 
32 委員制的出現，稍晚於總統制，但較早於內閣制。「直接民主」在瑞士早已行之有年，18 世 
  紀初，拿破崙將法國大革命時盛行的政治理念帶入瑞士，與瑞士本地的直接民主觀念相結 
  合，成為瑞士隨後的制度。請參考任德厚（1993），《政治學》，台北：自刊，頁 212；薩孟 
  武、劉慶瑞（1978），《各國憲法及其政府》（修訂增補版五刷），台北：自刊，頁 195-224。 
33 任德厚（1993），《政治學》，台北：自刊，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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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延續甚為重要；其二，美國的民主政治是建立在憲法的基礎上，憲

法所保障的民主、自由與平等的理念在政治運作中一一實現。是此，美國

的總統制能如此運作並不是一個幸運，那是需要各方面互相配合的。 

    相對於內閣制及半總統制而言，總統制是最早具體成形的民主制度。

總統制（presidential system）之特徵，可歸納如下：34

   （1）總統是國家元首，也同時是行政首長。 

   （2）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不向國會負責。 

   （3）總統任期固定，並有連任之限制。 

   （4）總統提名內閣各部會首長，經國會同意後任命之，但各部會首 

       長向總統負責，不向國會負責。國會議員不得兼任部會首長。 

   （5）總統不得解散國會，對於國會所通過之法案，總統得以行政否 

       決之；國會必須以多於半數以上之多數（通常為三分之二以上之 

       多數決）才能維持原案並推翻總統之否決。 

二、內閣制之意涵 

    內閣制（parliamentary system）乃 17 世紀至 19 世紀間英國政府制度

演變而來的。因此，討論內閣制時，一般乃以英國為主要探討對象。英國

國會的開議地點位於倫敦的西敏寺（Westminister），因此，英國的政治制

度亦稱為「西敏寺模式」（Westminister model）。35

    政治制度會隨社會變遷而調整，因而無百分百確定之運作規則及模

式，但其理論與實務上之特徵，大致可歸納如下：36

   （1）國家元首由總統（女王、國王，或天皇）擔任，是一位並無任 

       何實權之虛位元首。總統通常不由人民直接或間接選出。 

   （2）行政首長由內閣總理（或首相）擔任，由獲得國會多數支持及 

       同意者出任之，通常由國會多數黨領袖擔任，並向國會負責。 

   （3）內閣總理及內閣部會首長通常由國會議員兼任，內閣向國會負 

                                                 
34 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編著（2003），《憲法－權力分立》，台北：學林，頁 126-127。 
35 Arend Lijphart, 1984, 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2-3. 
36 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編著，同註 34，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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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4）行政權與立法權相互依存。國會得以不信任投票方式，要內閣 

       去職；內閣總理得解散國會，重新舉行國會議員選舉，重組國會。 

   （5）國家元首發布命令，須經總理或內閣部會首長的副署。 

   （6）行政政策由總理及內閣部會首長合議決定，共同負責。 

 

    德國內閣制的特徵之一是總理在《基本法》的職權規定上享有實質的

權力，對政治影響甚深，故有學者稱德國內閣制為「總理民主制」，37可見

德國總理在政治過程中的支配力。 

三、半總統制之意涵 

    所謂半總統制的政府體制，也有稱為「雙行政首長制」、「混合制」、「修

正式內閣制」等。法國第五共和是這種制度的典範，除法國外，採用這種

政府體制的國家尚有芬蘭等。蘇聯解體後，俄羅斯也採這種制度。38

    義大利學者Giovanni Sartori認為法國第五共和國的政府體制具有半總

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之特徵，而半總統制之特徵內涵為：39

   （一）、國家元首（總統）由人民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任期固定。 

   （二）、國家元首與內閣總理分享(shares)行政權，因此形成二元的權 

       力結構，其三個界定標準如下： 

（1） 總統獨立於議會之外，無權單獨或直接治理國政；因此他的 

       意志必須透過政府傳達與處理。 

（2） 相反的，總理與內閣是對總統獨立、對議會依賴的。他們的 

去留取決於議會的信任或不信任（或是兩者），在任何一個法案

上皆須議會多數支持。 

（3） 半總統制下的二元權力結構，允許有不同的安排，也容許行 

                                                 
37 彭懷恩主編，秦俊鷹、潘邦順編譯（2000），《德國政治體系》，台北：風雲論壇，頁 45。 
38 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編著，同註 34，頁 127。 
39 Giovanni Sartori, 1994,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  
  Incentives and Outco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p. 12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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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門之間的權力有變動的優勢，但必須受到嚴格條件的限制，

及行政部門各構成單位必須存有「獨立行事的潛能」。 

 

    由Sartori的定義來看，法國總統擁有一定的實際權力，並非虛位元首。

法國總統之權力，在法國第五共和國憲法的規範下，主要包括「專屬權」

及「須副署之權力」，茲將分述於下：40

    （一）專屬權：總統的專屬權不須總理或相關部署的副署，其憲法規 

       範的專屬權包括： 

    （1）與行政的關係上，總統的專屬權有：1.第九條，主持內閣會議： 

       實際參與及指導；2.第十五條，主持最高國防諮詢委員會：總統是 

       三軍統帥，重要的軍事決策由該委員會作成；3.第八條，任命總理、 

       部長等，並對部分官員有免職權。 

    （2）與國會的關係上，總統的專屬權有：1.第十八條，得向國會提出 

       咨文，予以宣讀，毋須討論，如值休會，國會須為此集會；2.第十 

       二條，解散國民議會權：總統在徵詢總理及國會兩院議長意見後， 

       得解散國會，但改選後第一年，不得再解散之。 

    （3）與人民的關係上，總統的專屬權有：第十一條，賦予公民複決 

       權。 

    （4）與司法上的關係，總統的專屬權有：1.第五十六條，任命憲法 

       委員會中之三位委員及其主席；2.第六十四條、六十五條，主持 

       並任命最高司法委員會委員：該委員會可對最高法院及其他法院 

       法官之任命提出建議，也有懲戒法官權。 

     （5）緊急處分權：第六十條規定，在共和制度、國家獨立、領土完 

       整或國際義務之履行，遭受嚴重及危急之威脅時，致使憲法上公 

       權力之正常運作受到阻礙，總統在徵詢總理、兩院議長及憲法委 

       員會後，得採取必要措施。這些措施應徵詢憲法委員會之意見。 

                                                 
40 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編著，同註 34，頁 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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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國會應自動集會，並不得解散國民議會。 

       （二）須副署之權力：依法國第五共和國憲法第十九條規定，除 

       了第八條第一項、第十一、十二、十六、十八、五十四、五十六， 

       及六十一條外，其他決定，原則上應經總理之副署，必要時，應 

       有相關部長之副署。   

 

    半總統制行政權之設計，基本上是由國家元首與行政首長共同分享，

國家元首向選民負責，行政首長則向總統及國會負責，融合總統制與內閣

制的色彩。施行半總統制之國家，因各國歷史背景及政治文化不同，故形

成的原因也不同。例如，我國與法國皆同屬半總統制國家，但我國與法國

的歷史背景、政治文化不同，故制度內容設計及其運作後的情況一定不

同。41

貳、美德二國的政府體制 

一、美國的政府體制 

    美國的政治制度非起源於任何平等自由之口號，而是根源於歷代英國

移民從處理自身事務中所取得的經驗。在聯邦建立之前，北美殖民地早有

行政、立法、司法等機關。42美國獨立後，將洛克及孟德斯鳩的分權精神

寫入憲法並實踐之。根據美國憲法，美國政府體制為行政、立法、司法三

權分立之體制：43行政權屬於總統，總統由總統選舉人單獨選舉產生，他

任期明確，不向議會負責，獨立地領導各部部長；立法權屬於國會，總統

和各部部長不是國會成員，不出席國會會議（發表聽證與咨文除外），也

沒有提案權和使之通過的責任，國會兩院定期改選，總統不能解散之；司

法權責屬於法院系統，最高法院法官由總統提名經國會同意後任命，他們

                                                 
41 在民主國家體制中，最為常見者便是總統制及內閣制。總統制以美國為圭臬，內閣制以英國 

  為圭臬。然而自法國第五共和國採半總統制（或稱雙首長制）之後，半總統制亦逐漸普及，成 

  為第除總統制、內閣制外的第三種選擇。Gioavnni Sartori, 1994, Neither Presidentialism nor  
  Parliamentarism, in Juan J. Linz and Arturo Valenzuela（eds.）,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42 朱曾汶譯，查爾斯․比爾德著（1987），《美國政府與政治》（第一版），北京市 : 商務，頁 15。 
43 李炳南主編，唐士其著（1998），《美國政府與政治》，台北：揚智，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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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地行使司法審判權。 

    美國國會按憲法規定，分為參議院及眾議院，兩院在其權力和機構方

面都具有各不相同之特點。美國之所以實行兩院制，一方面是因為美國憲

法的制定者對於一個掌握全部立法權的部門心存疑忌，害怕出現新的專

制，因而不僅以行政權和司法權對立法權加以制約和平衡，而且把立法權

本身一分為二，使權力能夠相對分散；其次，兩院制也是憲法制定者們相

互妥協的結果。因為憲法必須能夠把獨立之後業已存在的十三的州聯合成

一個統一的國家，而在立法機關的組成問題上，小州的代表和大州的代表

在利益上顯然不同，最後，制憲者們即決定實行兩院制。44眾議院議員由

各州按人口比例選舉，作為人民代表，以照顧大州之利益；參議院議員按

每州二名為代表之原則產生，作為州權之代表，以照顧小州的利益。45

    根據美國憲法第二條規定，行政權屬於總統。美國制憲者們之所以採

用總統制，乃是因兩個方面的考量結果。一方面，殖民地時期英國總督濫

用職權的教訓讓人民記憶深刻；其次，邦聯政府的軟弱無力及其所帶來的

混亂也使人民感到應該建立一個強有力的行政機構。 46在實際政治運作

中，因社會情況越來越複雜，行政機構的權力亦隨之強大。 

    根據美國憲法規定，總統權力大約包括：（1）按美國憲法第二條第二

款規定，總統參議院的同意，有權任命合眾國的一且官員。聯邦政府各部

的主要官員既由總統任命，此為政治任命，因此，各部有責任執行總統的

意志及命令；（2）總統有權免職不適任的政府官員，雖然 1935 年最高法

院的見解認為總統不能因政見不同而隨意免職政府官員，47但由實際政治

而言，總統對任免官員有很大的影響力；48（3）總統擁有人事赦免權。根

                                                 
44 李炳南主編，唐士其著，同註 43，頁 87-88。 
45 李炳南主編，唐士其著同註 43，頁 88。眾議院議員任期二年，由各州人民直選產生。按憲法 
  規定，須年滿二十五歲、須成為美國公民七年以上，且須為當地居民，才能參選眾議員。參議 
  員任期六年，建國之初，參議員是由州議會選舉產生，但在 1913 年通過第十七條憲法修正案 
  之後，參議員和眾議員的產生方式一樣，由各州人民直選產生。參議員必須年滿三十歲，成為 
  美國公民九年以上，且須是他當選州之居民。李炳南主編，唐士其著同註 43，頁 89、91、92。 
46 李炳南主編，唐士其著同註 43，頁 128。 
47 See Humphrey’s Executor vs. United States, 295 U.S. 602（1935） 
48 研究者認為，由總統的選舉方式及社會文化來看，人民期待總統能領導國家讓大家生活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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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憲法第二條第二款規定，總統對於違法法律者，有權予以緩刑或赦免；

（4）雖然憲法無明文規定總統的緊急命令權，但由各條文對於緊急狀態

的規定可看出總統擁有該項權力；49（5）總統特有的外交權力。憲法雖無

明文規定總統的外交權，但由憲法內文之規範可看出總統擁有該項權力。

50

二、德國的政府體制 

    1948 年 2 月至 3 月期間，英、法、美、荷、比、盧六國在倫敦召開會

議，會後決議文認為，西方國家占領的德國應該立即制憲建國，是年 9 月，

德國依照邦議會政黨黨團勢力分配成立制憲會議。1948 年 9 月 1 日至 1949

年 5 月 8 日制憲會議召開會議，其主要任務是要提出一部理想的選舉制

度，以便未來的政治運作。511956 年 3 月修正後的選舉制度獲得大多數議

員的支持通過，此戰後新選舉制度運作穩定，迄今少有變動。 

    戰後的德國是代議制民主國家，跟其他民主國家一樣，人民有許多管

道途徑擠身於德國菁英的行列。政府部門的菁英一般而言在實務上均有相

當程度的能力，因在錄取之前，菁英會有一段很長的見習時間。全國性政

治職務、甚至州一級政治職務的候選人，一般都會有長期為政黨工作或擔

任地方職務的經歷。52換言之，長時間的見習訓練，讓德國政治菁英在獲

得實質職權之前，就已經有相當多的實務經驗，這對於政府運作的穩定有

一定程度的功能。 

                                                                                                                                            
  在人民無形的默許下，總統擁有一些憲法規定外的額外權力，在現實政治運作過程中時時可 
  見。這種現象不是只有美國發生過而已，這在許多政治轉型國家更是常見。例如俄羅斯總統普 
  丁（Vladimir Putin），他的政治權力不僅只來自於憲法規定，亦來自於個人的領袖魅力及人民 
  的默許。路透社新聞，〈蒲亭同意出任俄最大黨黨主席 鞏固卸任後權力〉，2008 年 4 月 15 日， 
  網址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0415/16/xcpc.html；路透社新聞，〈俄羅斯總理蒲 

  亭人氣仍高 支持度 78%〉，2008 年 11 月 28 日，網址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 
  a/081128/16/1a8wo.html；路透社新聞，〈俄國地方議會選舉 蒲亭政黨獲得勝利〉，2009 年 3 月 
  2 日，網址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302/16/1fbxt.html。有關俄羅斯政府與政治 
  的新聞，可參考俄羅斯新聞網 http://rian.ru/ 
49 例如憲法第一條中對於人身保護的規定：「人身保護狀的特權，不得中止，除非在發生叛亂或 
  被侵略的情況下，為了公共安全，有需要暫時停止。」 
50 例如憲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總統向參議院諮詢及徵得同意後，可任命大使，其他公使與領 
  事。 
51 郭秋慶（1996），《德國選舉制度與政黨政治》，台北：志一出版，頁 69。 
52 彭懷恩主編，秦俊鷹、潘邦順編譯（2000），《德國政治體系》，台北：風雲論壇，頁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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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後的德國政治系統，是在《基本法》的結構之內運作。531949 年

議會委員會最初制定《基本法》時，所希望的是建築一個穩定而有效的民

主政治制度。其中一個目標是在政治體制方面，維持某種歷史連續性。大

多數的德國人都熟悉議會運作，對維持聯邦的政府結構存有興趣。第二個

目標是設計一種政治制度，可以避免威瑪共和國體制的弱點，當然，新政

治制度更加強制衡，以防止免任一部門專擅。54 《基本法》對聯邦政府和

州政府的政治權力作了劃分，大部分的政策領域內，聯邦政府負有主要的

政策責任，在若干其他政策內，聯邦政府和州政府分享共同的權力，但在

發生衝突時，聯邦法律擁有優先權。而在《基本法》沒有明確分配給聯邦

政府的領域，州政府留有剩餘的立法權。55

    德國式聯邦主義的內閣制，其基本政治架構與台灣不同，雖然台灣司

法違憲審查類型是繼受德國集中制而來，但因政治架構及政府體制不同，

故運作上逐漸修正為適合台灣政治現況的「混合制」司法違憲審查，以提

供司法部門解決涉及政治問題之彈性空間。56

參、我國憲政體制下的政府體制 

    就政府體制的設計而言，當初孫中山先生曾提出五權分立。我國現行

憲法上亦明文該憲法乃依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為原則而制，因此，討論

我國現行政府體制時，仍需把孫中山先生的政治理論納進論文討論。五權

分立政府是中山先生的政府體制主張，與西方三權分立設計有明顯的不

同。西方因不相信政府，所以制度設計著重在防弊，乃基於人性本惡論，

以行政、立法、司法三權分立制衡來達到權力平衡與預防專斷；中山先生

認為三權憲法有不少的缺點與流弊，不適合中國採用，中國應實行行政、

立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分立的「五權憲法」，透過人民四權的運作，

                                                 
53 彭懷恩主編，秦俊鷹、潘邦順編譯，同註 52，頁 37-38。 
54 彭懷恩主編，秦俊鷹、潘邦順編譯，同註 52，頁 38。 
55 彭懷恩主編，秦俊鷹、潘邦順編譯，同註 52，頁 39。 
56 研究者在此須先說明，「彈性」是一種政治解決的態度或方式，但不代表這種彈性的混合制符 
  合民主化的「轉型正義」精神。也許彈性的同時，就把正義原則模糊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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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造就一個人民可控制的萬能政府。57

    我國現行憲法制訂於 1946 年，在政治協商會議所達成的十二項共識

的前提下，憲法起草人張君勱先生曾明確指出我國中央政府體制的精神為

「修正式的內閣制」。58但 1949 年政府遷台後，由於執政的國民黨長期掌

握立法院的過半數席次，所以我國政府體制確有發生類似法國第五共和

下，政府體制擺盪於總統制與內閣制之間的現象，故亦有學者以為我國中

央政府體制為雙首長制，59其關鍵即在於憲法第五十五條「行政院院長由

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的規定。1997 年修憲（簡稱九七修憲）

之後，一方面引進內閣制的不信任投票及國會解散機制，另一方面又賦予

總統任命行政院長不須經過立法院同意之權，我國政府體制應如何定位，

學界並無共識。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釋字第 76 號解釋解釋文謂：「我國憲法係依據  孫

中山先生之遺教而制定，於國民大會外並建立五院，與三權分立制度本難

比擬。國民大會代表全國國民行使政權，立法院為國家最高立法機關，監

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均由人民直接間接選舉之代表或委員所組成。

其所分別行使之職權亦為民主國家國會重要之職權。雖其職權行使之方

式，如每年定期集會、多數開議、多數決議等，不盡與各民主國家國會相

同，但就憲法上之地位及職權之性質而言，應認國民大會、立法院、監察

院共同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會。」60按釋字第 76 號解釋，我國政府體制特

殊，與西方民主國家之政府體制不盡相同。此外，釋字第 387 號解釋文認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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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陳裕清（1992），〈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與現實政治問題〉，收錄於《孫中山思想與當代世界 

  研討會論文集》，台北：太平洋文化基金會，頁 97。 
58 張君勱（1971），《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台北：台灣商務，頁 71。 
59 施正鋒（1998），《當代政治分析》，台北：前衛，頁 6；隋杜卿（2001），《中華民國的憲政工 

  程：以雙首長制為中心的探討》，台北：韋伯，頁 44。 
60 司法院大法官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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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參與行政決策，亦應隨同行政院院長一併提出辭職。」61此一解釋基

本上係從內閣制出發，但綜觀解釋文全文，並未見有內閣制或總統制之詞

出現，可見我國政府體制究屬何種體制，仍無定論。 

    1996 年 5 月，李登輝先生與連戰先生分別當選中華民國總統與副總

統，但因連戰先生為現任行政院長，連院長雖曾提出辭呈，但當時李登輝

總統以「著毋庸議」一語批示留任連院長，遂引起副總統是否可兼任行政

院長之憲政問題。62釋字第 419 號解釋之解釋文中曾提：「副總統得否兼任

行政院院長憲法並無明文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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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解釋迴避定義我國政府體制，亦無確定我國之政府體制類型。63

    回到引起九七修憲的 1995 年，當時國民黨在第三屆立法委員選舉中，

勉強獲得過半數席次，在幾乎無法確保總統提名行政院長必能獲得立法院

支持通過的威脅下，遂發生朝野為「副總統兼任行政院長」是否違憲之爭

議。1996 年李登輝總統當選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的第九任總統，便於當年

年底召開「國家發展會議」，其中「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議題一組，設

定之四項討論題綱，即以「釐清中央政府體制」為首要。在由廖義男先生

代表提出「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議題總結報告的「共同意見」中指出：

「（一）釐清中央政府體制： 1.總統、行政院、立法院的關係： (1)總統任

命行政院長、不須經立法院同意。(2)總統於必要時得解散立法院，而行政

                                                 
61 司法院大法官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387 
62 請參閱聯合報，〈總統可否慰留閣揆，62 位立委連署聲請解釋〉，1996 年 5 月 31 日，第二 
  版；聯合報，〈李登輝宣布連戰續兼閣揆〉，1996 年 6 月 6 日，第一版。 
63 大法官吳庚在釋字第 387 號解釋所提出的「不同意見書」提到關於政治體制類型：「在總統制 

  之下，雖亦有內閣之設，然內閣成員不隨國會改選而離職，亦屬周知之事實；至於混合總統及 

  內閣兩制之政體（如法國第五共和），國會改選及新總統就任，內閣均常隨之更迭，凡此皆為 

  自然形成之憲政例規，以因應不同之情勢。蓋政治情勢猶如白雲蒼狗，變化多端每出意料之外， 

  以國會改選而言，即有定期改選及特殊議題改選（通常指國會任滿前政黨因特定政治議題發生 

  僵持，而解散國會訴諸選民）之不同，特殊議題改選如內閣獲勝，當然繼續執政，毋庸辭職； 

  定期改選如議會僅有兩大政黨，而原執政黨又獲過半數席位時，內閣亦無須辭職，英國即有此 

  慣例。而所謂辭職又有真正辭職與禮貌性辭職（prot-okollarischer Zurecktritt）之分，前者必須重 

  新任命，後者僅須以書面或口頭表達留一紀錄即可，何種辭職屬真正辭職，何種辭職為禮貌性 

  質，端視憲政慣例而定，本無成文規範可循」，這段話已明顯表示出我國的政府體制屬於特殊 

  體制，只要按照憲政慣例運作即可。請參見大法官吳庚之不同意見書，網址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uploadfile/C100/387 意見書.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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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亦得咨請總統解散立法院，但須有必要之規範與限制。(3)立法院得對

行政院長提出不信任案。…(5)對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權須符合憲法嚴格程

序，並改由立法院行使。…」64便清楚的顯示朝與會之野政黨及人士有意

引入法國第五共和的中央政府體制，作為我國修憲調整中央政府體制的藍

本。隨後即於 1997 年，在國民黨與民進黨達成修憲共識——「取消立法

院對總統任命行政院長之同意權」以及「凍結省級選舉」後，由第三屆國

民大會通過憲法第四次增修條文，確認我國中央政府體制為「改良式的雙

首長制」。65

    我國在經過七次修憲之後，雖已形成某種程度的憲政慣例，但要明確

界定我國的政府體制，仍有爭議。研究者認為，我國的政府體制混合了內

閣制及總統制之精神，且又具有法國半總統制之特徵，加上特殊的政黨認

同及政治發展，姑且將我國政治體制定義為「混合制」，實較為務實。混

合制就是「混合」各種制度之特色，應非常適合我國的民主鞏固運作。 

    綜上所述，美國政治運作實務上，「分裂政府」固然幾成常態，66而美

國總統之可以應付反對黨控制的國會，是因為民主黨與共和黨間的政治差

異不大，再者，政黨在國會中難得謹守政黨方針投票，總統可以為他的提

案建立一個跨政黨的支持。67反觀我國的政治環境是否具備了這兩個條件

呢？坦白說，在我國的政治環境下，無論是當前的雙首長制，或是改走總

統制體制，當總統並無國會的多數支持，仍應考慮政治現實之困境。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而言，總統權限不僅實質增加，統治正當性亦

較符合民主政治之主權在民精神。68總統權限方面，分述於下： 

                                                 
64 黃昆輝等編（1997），《國家發展會議實錄》，台北：國發會秘書處，頁 774-775。 
65 隋杜卿（2002），〈我國現行中央政府體制的定位、爭議與前瞻〉，《國家政策論壇》，2 卷 2 
  期，頁 39-41。  
66 Lance T. LeLoup and Steven A. Shull, 1993, 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t: The Policy Connection,  
  California: Wadsworth Inc., p.6. 
67 Wilson, Frank Lee, 1990, European Politics Today : The Democratic Experienc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p.175. 
68 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規定第一項規定，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 
  之，較符合民主政治之主權在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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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二項規定，總統發布行政院院長與依憲

法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令及解散立法院之命令，無

須行政院院長之副署。 

（2） 按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規定，總統仍擁有緊急命令權。 

（3） 憲法增修條文第四項規定，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

針，得設國家安全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 

（4） 憲法第二條第五項規定，總統於立法院通過對行政院院長之不

信任案後十日內，經諮詢立法院院長後，得宣告解散立法院。 

（5） 憲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行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 

（6） 憲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行政院對於立法院決議之法律

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行時，得經總統之核可，

於該決議案送達行政院十日內，移請立法院覆議。立法院對於

行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十五日內作成決議。如為休會期

間，立法院應於七日內自行集會，並於開議十五日內作成決議。

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議失效。覆議時，如經全體立法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行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 

（7） 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

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由上述總統權限規定來看，總統實質上權限是增加的。第一，總統發

布行政院院長與依憲法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令及解散立法院

之命令，無須行政院院長之副署，行政院長似是總統的部屬，不像最高行

政首長。第二，總統擁有與動員戡亂時期相同之緊急命令權，69又擁有決

                                                 
69 緊急命令權為總統的重要權力之一，但因關係人民基本權利，故憲法第四十三條對緊急命令 

  權限制較為嚴格。憲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國家遇有天然災害、癘疫，或國家財政經濟上有重 

  大變故，須為急速處分時，總統於立法院休會期間，得經行政院會議之決議，依緊急命令法， 

  發布緊急命令，為必要之處置，但須於發布命令後一個月內提交立法院追認。如立法院不同意 

  時，該緊急命令立即失效。」。依憲法第四十三條內容來看，憲法對於總統行使緊急命令權之 

  限制，除有原因上的限制外，亦有程序上的限制。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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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經行政院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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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設置國家安全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之權，有

關內政安全之權限大大提升。第三，總統於立法院通過對行政院院長之不

信任案後十日內，經諮詢立法院院長後，得宣告解散立法院。在立法院倒

閣之後，總統僅需諮詢立法院長，即可解散立法院，可見總統具有實質解

散立法院之權。第四，憲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之規定賦予總統「覆議核

可權」，顯示總統並非內閣制之虛位元首。第五，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

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憲法明文規定大法官人數為十五人，

人數不算少，總統遇到大法官提名的機會增加。職是，總統在修憲後之權

限擴張且無制衡機制，此已有違民主政治的責任政治本質，亦不符合權力

分立原則。 

    如內文所述，司法權最容易受到行政權及立法權的干預，倘若中央政

府體制充滿矛盾且總統權力過大，司法權是否能不受干預，不無疑問。而

司法違憲審查乃人民基本權利保障的最後防線，其須建碁在司法獨立之基

礎上方能發揮真正的解釋功能，但我國目前政府體制定位不明，雖在民主

化過程中，大法官對於人權保障貢獻甚多，但有時基於政治現實考量，仍

無法作出完全避免政治干預的解釋。是此，歸咎原因仍是憲法與政府體制

設計上的矛盾所致。行政權方面的組閣權爭議，近來是我國有關中央政府

權力分立及立法與行政互動方面較受矚目之議題。有關行政權歸屬與立

法、行政互動，請參考表 4-1 與表 4-2。 

 

 

 

 

 

 

                                                                                                                                            
  令，為必要之處置，不受憲法第四十三條之限制。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之規定，使總統 

  行使緊急命令權時不受原憲法第四十三條之規定，與動員戡亂時期之權限相近。有關動員戡亂 

  時期臨時條款之論述，請參考陳新民（1997），《中華民國憲法釋論》，作者自刊，頁 825； 
  曾建元（2002），〈動員戡亂時期臺灣憲法變遷的歷史回顧〉，《淡江人文社會學刊》，10 
  期，頁 11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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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 內閣制、半總統制及總統制的行政權歸屬 

（1） 行政權的歸屬 

內閣制 半總統制（雙行政首長制） 總統制 

1. 兩個首長、一實一

虛：國家元首與行政

首長分離，行政權歸

內閣掌握，國家元首

為虛位元首。 

2. 副署制度：以副署制

度來確保國家元首不

會越權。國家元首無

人事權，也無決策

權。國家元首被動任

命國會多數黨領袖組

閣，而無實質提名或

任命權。 

3. 內閣一體、對外連帶

負責。但總理或首相

多半仍然是實質上的

行政首長。 

1. 兩個首長、都有實權：

國家元首與行政首長

分離，內閣要向國會負

責，在內閣權部分，通

常有副署制度的適

用，以牽制總統。就這

部份而言，半總統制與

內閣制相似。但總統仍

非虛位國家元首，而會

享有部分行政實權（人

事權和決策權），且有

一部分權力是來自人

民直接付託，不受國會

選舉影響。 

2. 行政權分裂、雙元領

導：總統與內閣分別掌

握一部份行政權，因此

形成雙行政首長。權力

的劃分原則通常是：涉

及國家整體、對外的權

力，屬於總統，不受國

會直接監督；屬於日常

政務的決定與執行

權，屬於內閣，並需接

受國會的監督。前者如

修憲權的發動、國家安

全的決策權（外交、國

防事務）、政府部門的

重大人事形成權（組

閣、解散國會、司法部

門之人事提名或任命

權）；屬於內閣掌理的

如內政、經濟、教育、

環保等一般行政決策

及執行。 

1. 單一首長、權力集

中：國家元首與行政

首長合一，總統兼劇

兩個角色及職權。 

2. 無副署制度、一元領

導：總統統一指揮所

有行政部門，掌握所

有決策權力並負全

責。 

3. 總統獨大，對內閣有

獨立與完整的免職

權及指揮權，但任命

權會受國會同意權

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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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總統可不用直接

面對國會，也可不受日

常政治之羈絆，因此可

集中精力於國家整體

與根本性決策，並形成

國家的政治穩定力量。

缺點：總統與內閣的權

力不容易清楚劃分，破

壞行政一體；總統權力

不受國會直接監督制

衡，而由內閣代替總統

向國會負責。在分裂政

府又換軌時，更會造成

行政權的內爭，破壞行

政一體。 

3. 總統的雙重角色：總統

既要以國家元首的超

然地位領導國家（類似

總統制下的總統），偶

爾還需要扮演政府部

門間的政爭仲裁者（例

如組閣與解散國會）。

但總統仍然要行使行

政權，且介入政治事

務，不可能完全超然。

4. 換軌機制：由於內閣會

受到國會多數的影

響，因此可能會發生換

軌。 

當總統與國會多數同

黨，內閣會完全由總統

掌握，實質上成為總統

幕僚長，不僅行政一

體，而且總統權力超大

（例如還擁有解散國

會權），會比總統制的

總統更大。 

但當總統與國會多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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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黨時（所謂分裂政

府），在上述「傾向內

閣制」的次類型會發生

換軌，亦即內閣的組成

與存續改由國會多數

決定，總統退居次要地

位，也讓出屬於內閣的

大部分行政權。因此，

半總統制的政府體制

可能會在實質上的超

級總統制（總統同時控

制內閣與國會多數）與

傾向內閣制（國會控制

內閣，總統只掌握有限

行政權力、仍非虛位）

間，因選擇結果而擺

盪。但如果是上述「傾

向總統制」的次類型，

則不發生換軌，行政權

都仍在總統手中，只是

會形成所謂的少數內

閣。 

因為總統有其固有實

權，因此再怎麼換軌，

也不會換成是典型的

內閣制。而會在「傾向

內閣制」（共治政府、

多數內閣）、「弱的半總

統制」（分裂政府、少

數內閣）、「強的半總統

制」（多數政府及內

閣，實質上為超級總統

制）間換軌。 

5. 政府型態的轉換：仍以

多數政府為理想，但也

可能會出現分裂政

府。在分裂政府時，如

果換軌，則還是多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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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如果不換軌，就會

是少數政府。總統權力

的大小及範圍會決定

其屬於哪種次類型。關

鍵權力是：總統的組閣

權（人事權）和決策權

範圍（例如我國的國安

大政方針決定權）。 

資料來源：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編著，同註7，頁 132-135。 

 

表 4-3 行政與立法的互動關係 

內閣制 半總統制（雙行政首長制） 總統制 

1. 負責制度：行政向立

法負責，此亦即上述

行政從屬性的延展表

現。 

2. 具體設計：國會以質

詢（或國會政黨辯

論）、立法、預算控制

內閣；內閣通常無否

決權或覆議權可以對

抗國會多數。就算有

覆議制度，但覆議門

檻應該不會高於二分

之一，否則就會違反

國會多數統治原則，

並因而破壞負責制

度。 

3. 確保行政從屬性的特

殊機制設計：賦予國

會「倒閣」（不信任投

票）權，但為避免國

會濫用倒閣權，另賦

予內閣解散國會權，

以對抗國會。兩者的

特色都是「對人不對

事」、「全面攤牌、而

非個案對抗」。 

1. 既制衡又負責的不對

等三角權力關係：總統

有解散國會權、國會有

倒閣權（只能倒內閣、

不能倒總統），總統與

國會爭奪組閣權。 

在傾向總統制的次類

型：（a）總統透過對內

閣的任免權，可控制內

閣的行政權，而內閣則

必須向總統負責，最多

只能透過副署制度牽

制總統，但總統可以用

組閣權逼內閣讓步，兩

者間權力不對等；（b）

總統對於國會而言，既

享有專屬總統的固有

權力，又可解散國會，

尋求新的國會多數，以

結束分裂政府；而國會

通常無法直接監督總

統個人，只能監督或控

制內閣（多數組閣或倒

閣），或透過立法預算

權來制衡總統。（c）內

閣除向總統負責外，仍

1. 對等制衡：行政權不

向立法權負責，兩權

各依選舉各自向人

民直接負責，兩權之

間是對等的制衡關

係，而非負責關係。

2. 具體設計：國會透過

立法、預算、聽證、

彈劾等權力制衡總

統，總統則以否決權

對抗之。國會無質詢

權，只能透過特定個

案的調查、聽證來監

督行政權，但原則上

不直接及於總統。另

有彈劾機制可監督

總統，但實務上少

用。 

3. 制衡機制：最主要的

機制是總統的個案

否決權（行政否

決），無倒閣、也無

解散國會權。國會要

對抗總統否決權的

門檻通常會高於二

分之一，因此總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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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閣與解散國會的行

使都無須特定理由，

並可隨時主動為之。

這種對抗機制具有

「保證相互毀滅」與

「政府替換」的效

果，因為一旦發動倒

閣或解散國會，國會

或內閣至少有一方必

然會換人做看看。國

會倒閣，內閣可同時

解散國會，進行改

選，至少國會要先輪

替；如果內閣選擇不

解散國會而自行下

台，則內閣輪替。反

之，內閣如主動解散

國會，因為人事合

一，內閣也隨之成為

看守政府，國會雖然

要先換人，但原執政

者一旦輸掉國會選

舉，內閣也隨之輪

替。 

其特色是直接訴諸人

民來解決兩權間的爭

執。而且是全盤的對

抗，而非侷限在個案

爭執之解決。這種解

決機制略友直接民主

的特色，這是優點：

但也容易使政黨間的

政治鬥爭外部化，而

拖全國人民一起下

水。故如果欠缺穩定

的國會多數，頻頻倒

閣的結果能是國會選

舉頻繁（一年兩次國

要向國會多數負責。國

會可倒閣，但內閣卻無

法解散國會。因此內閣

最為弱勢。 

在傾向內閣制的次類

型：（a）總統組閣權

（任、免）雖受到國會

多數的限制，但仍可透

過總統享有的固有行

政權（例如國家安全事

項決定權），干涉內閣

決策；內閣則得以副署

制度制衡對抗總統。

（b）總統與國會的互

動類似總統制，總統並

不對國會負責，但總統

得解散國會。（c）內閣

必須得到國會的信

任，並向其負責。在形

式上內閣因無解散國

會權，而居弱勢。但如

內閣總理同時為國會

多數政黨之領袖，則也

是會出現類似內閣制

下由內閣實際領導國

會的弔詭。 

2. 解散國會權的性質及

效果：內閣制的解散國

會權除了改選國會

外，也會同時發生行政

權輪替的效果，此即保

證相互毀滅的效果。但

在半總統制下，解散國

會權不在內閣，而屬總

統。其主要目的是要讓

總統可打破分裂政府

的僵局，以形成多數內

閣。但總統之解散國會

對抗國會多數，否決

權的制度有利於總

統。 

行政否決屬於「對事

不對人」、「個案解

決、無法全面攤牌」

的機制。行政否決是

「個案」的對決，無

法威脅對方的存

在，不會造成政權轉

移的效果；但會在個

案形成僵局。缺點是

欠缺全面解決僵局

的機制，特別是在分

裂政府時。只能仰賴

非正式的政治協商

來化解僵局，否則人

民對於重大政爭也

欠缺及時介入並直

接決定的機會，必須

等到下次大選。 

優點是：人事穩定，

只針對個案鬥爭，政

府部門或政黨間的

政治鬥爭不會輕易

外部化，而動不動就

訴諸全面改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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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選舉！）、內閣短命

（如戰後義大利），政

府整體效率反而不

彰。 

並不會造成總統必須

同時下台的效果，風險

有限。除非是總統在控

制多數內閣時，為尋求

更大的國會多數而解

散國會，才可能會喪失

既有的政治權力。例如

1997 年法國總統席哈

克在已有國會多數支

持下，仍解散國會，以

求更大多數，結果反失

去原有的國會多數席

位及內閣控制權。 

資料來源：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編著，同註7，頁 135-137。 
 

第三節 有關之大法官解釋 

    我國自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1 號解釋至第 645 號解釋為止，關於「權

力分立原則」（Doctrine of Separation of Powers）之解釋為數不少，至少有

七十件以上。本文並不整合分析歷年來所有大法官關於權力分立原則的解

釋，本文擬僅以釋字第 419 號解釋為例，分析大法官對於我國憲法上權力

分立原則之觀點與態度。也許個案分析會有見樹不見林的盲點，但釋字第

419 號及 520 號同時具有憲法上權力分立之爭議和政治穩定問題，是政治

學研究值得思考之議題，釋字第 520 號解釋也是最近不少學者關注的有關

政府權限之議題。因此，以釋字第 419 號、520 號解釋為例，某種程度上

應可顯示出我國司法機關對於憲法上中央政府之權力分立原則，以及直接

民主與間接民主（即代議政治）之權力分立原則的意見與看法。 

壹、民主轉型時期：以釋字第 419 號解釋為例 

一、案例爭點 

     是此，在沒有憲政慣例可循，亦無憲法明文規範之下，本案例之爭

點在於：副總統兼任行政院院長違憲？是否違反權力分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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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釋結果 

      對於聲請人的釋憲聲請，大法官於 1996 年 12 月 31 日作出第 419

解釋，其解釋結果：7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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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 

       議政治部門應自行再做妥善處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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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依憲法之規定，向立法院負責者為行政院，立法院除憲法所規 

       定之事項外，並無決議要求總統為一定行為或不為一定行為之權 

       限。故立法院無權要求總統盡速提名符合立法院理想的行政院長。 

三、解釋理由 

    當時台灣正處於民主轉型時代，大法官面對這種高度政治性的問題，

先不論解釋結果及理由是否得當，單是「是否要受理」就是一個考驗。再

者，就聲請目的來講，大法官應採寬鬆之解釋態度還是採嚴格之解釋態

度，也是一個考驗。此外，這種涉及「組閣權」的政治權力問題，政治部

門本身就很難解決，司法部門若受理且作出實體解釋，事實上也是一種考

驗。茲先將大法官解釋之理由分述於下，然後再提出研究分析與研究者的

個人見解。解釋理由整理如下：71

（一）該案件是否為政治問題 

    依照政治問題或類似之概念（如統治行為或政府行為）所指涉之問

題，應由憲法上之政治部門（包括行政及立法部門）作政治之判斷，而非

                                                 
70 司法院大法官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419 
71 司法院大法官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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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可供司法裁決之事項，此在立憲民主國家之憲政實踐中，所累積發展而

成之理論，不乏可供參考者。本件關於副總統兼任行政院院長之憲法疑義

部分，尚不能以政治問題或類似概念為由，不為實體之解釋。聲請意旨主

張前述兼職非屬政治問題，自屬可採。 

（二）職位兼任是否違反權力分立原則 

    關於憲法上職位兼任是否容許，憲法有明文禁止兼任者當然應予遵

守，如憲法第七十五條及第一百零三條之立法委員及監察委員兼職限制之

情形是；此外，若兩種職務確屬不相容者亦不得兼任，釋字第 20 號、第

30 號、第 207 號等皆有解釋。副總統得否兼任行政院院長憲法未作任何規

定，自無明文禁止可言，故本案例所涉者要在兩種職務兼任之相容性問

題。按所謂不具相容性，係指憲法上職位兼任違反憲政之基本原理或兼任

有形成利益衝突之虞而言。立憲民主國家，莫不奉權力分立為圭臬，故就

憲法上職位之兼任是否相容，首應以有無違反權力分立之原則為斷。一旦

違反權力分立原則，除非憲法設有例外之規定（例如美國副總統之兼為參

議院議長、內閣制國家之議員得兼任閣員），否則即屬違憲行為。 

    按學理及政治運作而言，總統與行政院長不得由一人兼任，其理甚

明。副總統為總統之備位，若由副總統兼任司法、考試或監察三院之院長，

其違反五權分立原則而為憲法所不許，實毋庸辭費。至於副總統兼任行政

院長則既不生顯然牴觸權力分立原則之問題，自難從權力分立之觀點遽認

其為違憲，應從副總統與行政院長二者之間是否亦存在制衡作用或利益衝

突來判斷違憲與否，較為適當。 

（三）有關閣揆之任期規定問題 

    憲法對行政院院長之任期並未規定，因而關於行政院院長何時卸職或

留任亦無明顯之規範可循。憲法第五十七條雖明定行政院對立法院負責，

但以往因為立法院未能全面定期改選，故無從按立法院改選結果所反映之

民意，定行政院院長及其僚屬（副院長及全體政務委員）之去留。為避免

行政院院長毫無任期之限制，遂於每屆總統改選後，由院長率同僚屬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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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總統提出總辭，四十餘年來寖假成為例規。惟行政院須於新任總統就職

時提出總辭，在現行憲法上尚無明確之依據。自八十一年起立法院已全面

定期改選，第二屆立法院於翌年二月選出後，當時之行政院院長即提出辭

職，八十四年十月十三日本院作成釋字第三八七號解釋，明白釋示基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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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院長應向總統提出辭職，此種辭職乃行政院院長憲法上之義務。除此之

外，依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立法院對於行政院之重要政

策不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行政院變更之，行政院經總統之核可，移請覆

議；或行政院對立法院決議之法律案、預算案、條約案，認為有窒礙難行

時，經總統之核可，移請覆議，覆議時分別經出席立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

原決議，若行政院院長不欲接受而向總統提出辭職時，亦屬憲法上義務性

之辭職。對於行政院院長履行其憲法上義務之辭職，總統自無不予批准之

理。至於行政院院長之其他辭職原因，本有多端，諸如因身體健康、政治

情勢、領導風格等，其辭職均非憲法上義務；新任總統就任行政院院長所

提出之辭職亦同。對於行政院院長非憲法上義務之辭職，總統自可盱衡國

家政治情勢及其他情況，為適當之處理，包括核准辭職、退回辭呈或批示

留任等皆屬總統本於國家元首之憲法職責，作合理裁量之權限範圍，屬於

統治行為之一種，尚非本院應作合憲性審查之事項。此部分聲請意旨有

謂：在五權憲法架構下，總統與行政院院長間並無從屬關係，故行政院院

長之辭職並無長官可以批示云云，核與憲法規定不符，蓋依憲法增修條文

第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意旨，不僅行政院院長須經總統之任免，縱依

憲法經國民大會或立法院同意任命人員（如大法官、考試委員、監察委員

或審計長等），亦應由總統發布任免之命令，足證是否與總統有從屬關係

無關。 

（四）閣揆任命權歸屬之問題 

    任何國家機關之職權均應遵守憲法之界限，凡憲法依權力分立原則將

特定職權自立法、行政或司法等部門權限中劃歸其他國家機關行使；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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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憲者之設計根本不採為憲法上建制者，各個部門即有嚴格遵守之憲法義

務。行政院院長之任命，立法院雖有同意權，然必須基於總統提名並咨請

立法院行使職權為前提，始得為之，憲法第五十五條之規定甚為明顯。又

依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規定，立法院對行政院之重要政策不

贊同時，得決議移請行政院變更之；立法院決議之法律案、預算案、條約

案，行政院如認為有窒礙難行時，行政院均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立法院覆

議，覆議時，如經出席立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時，行政院院長應即

接受該決議或辭職。上述規定即屬制憲者為取代內閣制國家不信任投票及

解散國會制度所為之設計，憲法歷次增修對此復未有所更改。倘認為立法

院得以讀會及過半數之決議咨請總統提名新行政院院長人選，俾其行使同

意權，總統亦依其決議辦理，則無異創設為制憲者所不採之不信任投票制

度。再依憲法之規定，向立法院負責者為行政院，立法院除上開憲法規定

之事項外，並無決議要求總統為一定行為或不為一定行為之權限。是故立

法院八十五年六月十一日所為「咨請總統儘速重新提名行政院院長，並咨

請立法院同意」之決議，逾越憲法所定立法院之職權，僅屬建議性質，對

總統並無憲法上之拘束力。 

四、研究分析 

    憲政慣例在不成文憲法國家，恆居重要地位，其規範效力亦不容置

疑。至於在成文憲法之下，雖亦有憲政慣例之概念，但僅具補充成文憲法

之作用，尚不能與前者相提並論。所謂慣例係指反覆發生之慣行，其經歷

長久時間仍受遵循，而被確信具有拘束行為之效力時，始屬不成文規範之

一種。若雖有行為之先例，但因亦曾出現相反之先例或因有牴觸成文規範

之嫌，拘束力備受質疑者，即不能認其為具備規範效力之慣例。 

    我國為成文憲法國家，既然憲法並無明文規定閣揆任命權之確切範

圍，憲法原文僅規定總統有提名權、立法院有同意權；其次，自釋字第 387

號至釋字第 419 號為止，就涉及閣揆任命權而言，大法官解釋皆認為行政

院院長在立法委員改選後應率內閣總辭，此乃基於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

 176



但研究者認為，該兩號解釋對於政治穩定並無太大實質助益，因為行政院

對「新的立法院」負責，故然是符合民主政治精神，但憲法僅規定總統有

提名權、立法院有同意權，卻無規定總統應於哪個期限內一定要提名出行

政院長，倘若立法院無上限的不行使同意權，那總統是否也可以擱置提名

行政院院長？此外，九七修憲後，立法院可利用「不信任投票」方式倒閣，

此表示行政院院長之去留不只單純如釋字第 387 號解釋及釋字第 419 號所

提的「基於民意政治」而已，而是與「立法院多數」關係較為密切。職是，

釋字第 387 號及第 419 號解釋在九七修憲後，尤其是 2000 年政黨輪替後，

應不再具有效力，因為中央政府體制已截然不同。72

    如前所述，我國政府體制為混合制或半總統制，這種體制需要憲政慣

例及政治文化的養成，台灣的民主化時間不長，很難確這些政治運作可以

定義為憲政慣例，且就政治文化而言，台灣長期處於威權統治之下，政治

文化與法國不同。因此，當民主轉型中發生政治問題時，司法違憲審查似

乎是最具「正當性」的公正判決機關。在我國民主轉型的時期，大法官解

釋對於民主發展確實有其正面功能，但釋字第 419 號解釋無法確定組閣權

歸屬，造成 2000 年執政黨輪替後，仍要面對閣揆任命權問題的困境。釋

字第 520 號解釋既以明確表示閣揆任命權乃總統之專屬權力，則政治部門

理應尊重大法官之解釋結果，不該動則以抽象之「民意政治」作為理由，

出現與總統爭取閣揆任命權的憲政怪象。 

    研究者認為，民進黨執政八年，閣揆任命權一直是總統與立法院之間

的政治難題，但在 2008 年 5 月國民黨政府重新執政之後，總統與立法院

                                                 
72 黃昭元教授認為。1997 年第四次修憲之後，釋字第 387 號解釋並不再具效力，因為中央政府 
  體制已經改變。其主張的理由，就涉及組閣的問題，行政院對立法院的負責方式已經從「事前 
  同意權」改為「事後的不信任投票」，這是修憲者的有意變更。這項改變的目的就是要使立法 
  院「在憲法上」不能再「事前」決定行政院院長的人選。立法院的多數如果反對原來的行政院 
  院長繼續留任，大可發動不信任投票，以此決定行政院院長的去留。假使從對誰負責來說，現 
  在的行政院可以說是向「既有的立法院多數」負責，而不再是向「新的立法院」負責。如果再 
  從整體政府體制來分析，現行憲法已經賦予總統單獨、完整的閣揆任命權，而且內閣能否繼續 
  存在，也不再繫於立法院定期（改選後）的多數積極同意，而是立法院是否形成偶然性的多數 
  積極反對。至於總統是否尊重立法院多數而任命行政院院長，恐怕是屬於總統的政治裁量，而 
  還不是其憲法上的義務。因此，立委改選後行政院應否辭職，在憲法上終究還是要看總統的決 
  定。黃昭元（1999），〈法學教室：立法委員改選後行政院應否總辭？〉，《月旦法學》，47 期， 
  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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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似乎完全沒有閣揆任命權的問題，甚至亦無組閣之困擾，可見當初民

進黨執政時期，立法院爭取閣揆任命權的行為，已有違當初修憲者與後來

釋憲者之本意，此外，閣揆任命權更突顯了台灣在民主鞏固過程中，政治

上一直無法解決的憲政問題，此是否會影響台灣未來的民主深化，值得觀

察。 

貳、民主鞏固時期：以釋字第 520 號解釋為例 

一、案例背景 

    2000 年民進黨政府執政後，為實現停止興建核四之競選政見，行政院

決議停止興建核能四廠並停止執行相關預算，但此舉引起立法院的不滿。

立法院認為，行政部門忽略其『依法行政』的基本職責，一再以各種方式

規避其執行法律的責任，甚而拒絕執行法律！不僅是法治社會中極壞的示

範，更是公然違法失職！立法院就行政院院長蔑視法律、違法失職之行

徑，函請監察院予以彈劾懲處，以為儆戒。」該院並據以作成決議：「函

請監察院就行政院院長張俊雄及相關失職人員蔑視法律、違法失職之行

為，予以依法糾彈」，行政院因而向司法院聲請大法官解釋。73

二、解釋結果 

    國家重要政策之變更且符合預算法所定要件，主管機關可視當時之環

境狀況，裁減經費或變動執行。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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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有關該案例之背景事實，可參考司法院大法官網站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_detail.asp?expno=520&showtype=相關附件 
74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明定：「行政院對於立法院決議之法律案、預算案、條

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行時，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行政院十日內，移請立法院覆議。

立法院對於行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十五日內作成決議。如為休會期間，立法院應於七日內

自行集會，並於開議十五日內作成決議。覆議案逾期未決議者，原決議失效。覆議時，如經全體

立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行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由此可知，行政院長如認

為難以執行立法院通過之條約案、法律案，及預算案時，可退回立法院要求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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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且立法院有聽取報告之義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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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此

指明。 

三、解釋理由 

    有關總統擁有「組閣權」的解釋理由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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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基於法治國原則，縱令實質正當亦不可取代程

序合法。憲法第五十七條即屬行政與立法兩權相互制衡之設計，其中同條

第二款關於重要政策，立法院決議變更及行政院移請覆議之規定，雖經八

十六年七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刪除，並於該第三條第二項

第三款增設立法院對行政院院長不信任投票制度，但該第五十七條之其他

制衡規定基本上仍保留於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至有關立法院職權之憲

法第六十三條規定則未更動，故公布於八十八年一月二十五日之立法院職

權行使法第十六條，仍就行政院每一會期應向立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

報告之程序加以規定，同法第十七條則定有：「行政院遇有重要事項發生，

或施政方針變更時，行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應向立法院院會提出報

告，並備質詢。前項情事發生時，如有立法委員提議，三十人以上連署或

附議，經院會議決，亦得邀請行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向立法院院會報

告，並備質詢。」所謂重要事項發生，即係指發生憲法第六十三條之國家

重要事項而言，所謂施政方針變更則包括政黨輪替後重要政策改變在內。

針對所發生之重要事項或重要政策之改變，除其應修改法律者自須向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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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提出法律修正案，其應修改或新頒命令者應予發布並須送置於立法院

外，上開條文復課予行政院向立法院報告並備質詢之義務。如前所述，法

定預算皆限於一定會計年度，並非反覆實施之法律可比，毋庸提案修正，

遇此情形則須由行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向立法院院會提出報告並備

質詢，立法委員亦得主動依同條第二項決議邀請行政院院長或部會首長提

出報告並備質詢。上開報告因情況緊急或不能於事前預知者外，均應於事

前為之。本件停止預算之執行，已涉國家重要政策之變更而未按上述程序

處理，自有瑕疵，相關機關未依其行使職權之程序通知有關首長到院報

告，而採取杯葛手段，亦非維護憲政運作正常處置之道。行政院應於本解

釋公布之日起，儘速補行前述報告及備詢程序，相關機關亦有聽取其報告

之義務。75

四、研究分析 

   該案件雖是行政院為決議停止興建核能第四電廠並停止執行相關預算

而起，但卻是民主鞏固時期重要的組閣權觀察案例。大法官於 2001 年 1

月 15 日作出釋字第 520 號解釋，當時台灣剛完成轉型進入民主鞏固時代，

因此，釋字第 520 號解釋對於組閣權歸屬的確定，有其政治運作的意義。 

    釋字第 520 號解釋理由書中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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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號解釋確定總統擁有完整的組閣權，對於搖擺

不定的政府體制選擇，理論上應有一定的確定效果。但實際政治上，卻不

盡如此。 

 

 

 

                                                 
75 請參考司法院大法官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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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釋字第 387 號解釋（1995 年）多數意見認為行政院院長應在立法委員

改選後率同內閣總辭，其理由係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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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由此解釋來看，我國政

府體制應偏向內閣制。但內閣制特徵之一為「內閣總理及內閣部會首長通

常由國會議員兼任，內閣向國會負責」，77但我國行政院院長和部會首長並

非由國會議員兼任，78此與內閣制特徵不符。 

    其次，釋字第 419 號解釋多數意見與董翔飛大法官部份不同意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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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表面上推論似偏向內閣制之政府體

制，但研究者認為，行政院院長對新任總統就職時是否應提出辭職既為「禮

貌性辭職」，而非憲法上之義務，這會發生一個嚴重的政治責任問題，即

行政院院長的政治責任問題。九七修憲時，我國政府體制係以法國第五共

和國的半總統制為師法對象，而欲將我國之政府體制修改為法國的半總統

制。80研究者認為採用法國的半總統制作為政府運作模式，是一項重大的

政治挑戰，因為：（1）我國政治背景與政治文化和法國完全不同；（2）台

                                                 
76 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編著，同註 7，頁 144。 
77 有關內閣制之特徵，請參閱本章第二節政府體制部份。 
78 有關政府官員「兼職」之憲政問題，例如，釋字第 1 號解釋對於中央政府權力分立部分曾言： 

  立委未經辭職兼任官吏者，應於就任官吏時視為辭職；釋字第 15 號解釋曾提出「監委不可兼 

  任國代」，此乃基於中央政府分權原則；釋字第 30 號解釋對於立法委員是否可兼任國代，提出 

  解釋結果：國大兼職職務性質與立委職務不能相容，因此立法委員不可兼任國大；釋字第 585 

  號解釋對於立法權擴權問題，提出之多數意見為：立法院在主動獲取職權行使權限時，應以善 

  盡民意機關之職責，遵守權力分立與制衡之機能。可知立法權在行使權力時應遵守憲法規範， 

  以免破壞憲政體制。大法官解釋明確說明，基於憲法分權原則及避免利益衝突，政府官員不可 

  兼任其它官職。這點就不符合內閣制特徵，反而與總統制或半總統制特徵較為相似。 
79 對於行政院院長非憲法上義務之辭職應如何處理，多數意見與董翔飛大法官的意見紛歧。多 
  數意見認為，總統可以視當時政治情勢，作適當處理，處理方式包括核准辭職、退回辭呈或批 
  示留任等；董翔飛大法官認為，總統處理之方式應為批示慰留或退回辭呈，不應批准辭職。林 
  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編著，同註 7，頁 153。 
80 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編著，同註 7，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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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當時正處於民主轉型時期，許多有關轉型正義的問題有待解決，不確定

的政府體制有時反而混淆政治責任歸屬；（3）我國憲法設計與法國不同，

雖然增修條文已將權力分立原則作，但原文上的矛盾點仍存在，如內文所

述，矛盾之處若不徹底解決，運作上就很難避免任一政府越權或政府間出

現政治僵局；（4）自釋字第 387 號、第 461 號、第 419 號至第 520 號，大

法官解釋逐漸明確化「組閣權」歸屬，但大法官對於政府體制的解釋甚為

模糊，反而不利於半總統制的實際運作；（5）我國憲法增修條文並無明文

規定「換軌制度」，總統與立法院多數黨若不是同政黨的話，則必面臨換

軌制度的政治困境。 

    承此，根據內文所說明的權力分立原則、政府體制特徵，加上有關之

大法官解釋，研究者認為，我國閣揆任命權之歸屬問題，在民進黨執政時

期（2000 年 5 月至 2008 年 5 月）及 2008 年 5 月國民黨政府重新執政後，

更為顯著。閣揆任命權問題在釋字第 387 號解釋已埋下伏筆，因大法官解

釋模糊了政府體制定位，政府體制定位模糊，則閣揆任命權之問題是可預

見的。倘若執政黨與立法院多數黨非同一政黨時，將會是我國政治運作之

無法突破的矛盾點。誠如大法官吳庚在不同意見書中所言：「至於可多數

決通過之解釋理由書，僅引三、四條憲法相關條文，語焉不詳，即獲得結

論，未能以宏觀之取向採用比較解釋之方法，以各國總統制、內閣制、雙

首長制或半總統制之特徵，與我國制度類比分析，恐難符各方之期望，猶

其餘事。」徒留體制類型的想像空間，恐難建立行政權與立法權互動之憲

政慣例及確定立法權與行政權之權力範圍，對於台灣的民主政治未必有

利。 

    西元 2000 年，台灣中央執政首次政黨輪替，進入所謂的民主鞏固時

代。2001 年，釋字第 520 號解釋明確表示閣揆任命權為總統之專屬權限，

由司法立場而言，大法官解釋實已解決閣揆任命權問題，但由政治上來

看，閣揆任命權始終是執政黨民進黨及立法院多數黨國民黨的權力拉鋸

戰。由此可知，閣揆任命權已是政府體制及憲政秩序的問題，此攸關政治

 182



穩定，不可謂不重要。Robert M. Jackson與Michael J. Stein認為，政治穩定

與憲政秩序有相當的關聯性，政府官員任期與人事任命問題，是觀察該國

政治是否穩定之重要面向。81是此，就閣揆任命權而言，研究者認為，建

立政治慣例及憲政秩序乃執政黨當前之重要課題，因我國現行政府體制為

半總統制（或稱雙首長制），如許多學者所言，半總統制要運作順暢，政

治慣例及憲政秩序相當重要，既然大法官解釋已解決閣揆任命權的憲政問

題，則閣揆任命權就是政治上仍須努力解決之問題。 

 

                                                 
81 有關政治穩定與憲政秩序之關係，請參閱Robert M. Jackson and Michael J. Stein, 1971, Issu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 text with reading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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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灣司法違憲審查對依法而治之分析 

第一節 依法而治原則  

    依法而治（the rule of law）1要求法律對政府權力與對人民具有普遍

拘束力，要求政府權力與人民共同尊重和遵守法律。因如果不是透過民主

機制所制定的法律，法律往往淪為政府的統治工具，不能有效地拘束政府

權力，這並不符合完整、正確的法治原則。因此，民主也可說是法治的必

要前提和實質內涵之一。民主制度之具體表現之一在於人民能直接或間接

(透過民選的議員、代表)制定各種法律，倘若法律不被尊重或遵守(特別

是不被政府所尊重或遵守)，民主制度亦形同虛設。是故，民主制度的內

涵也包含落實法治原則。本章節擬先分析法治之意涵及要素，然後舉幾則

與法治原則有關的大法官解釋，分析大法官解釋對法治原則之觀點及看

法，進而檢討大法官解釋對法治之影響及功能。 

壹、依法而治之意涵    

    誠如美國學者高道蘊（Karen Turner）所言，探討西方的制度性法治

時，法律學者幾乎不可避免地都要回頭看看亞里斯多德（Aristotle）在《政

治學》中對法治觀念的著名論斷。2亞里斯多德的法治概念可從兩方面來討

論，其一是法律制定之後，應當為社會全體成員普遍遵守，這可稱為法治

的「必要條件」；3 其二是社會大眾所服從的是良好的法律，這是法治的「充

分條件」，屬於實現法治的理想境界。4民主政治乃以社會大眾為主體，法

治討論乃屬於社會大眾，亞里斯多德認為法治較容易成功實施於貴族政

體，此並不符合現代民主政體之理念，但亞里斯多德政治思想之意涵仍值

                                                 
1 「依法而治」即為「法治」，本論文於標題上使用「依法而治」，內文因論述方便，故常使用「法 
  治」一詞。 
2 高道蘊（1994），〈中國早期的法治思想？〉，收錄於高道蘊、高鴻鈞、賀衛方編，《美國學者論 

  中國法律》，中國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頁 227。 
3 徐祥民（1999），〈亞里士多德的法治與先秦法家的法治〉，收錄於韓延龍主編，《法律史論集》， 

  中國北京：法律出版社，頁 687-688。  
4 徐祥民（1999），同註 3，頁 68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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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參考。 

    現代民主政治的法治的意義可分就形式上與實質上來說明。形式上之

法治意義係指國家所有權力之表現必須根據法律，法律必須根據國家所規

定的形式程序而制頒，而行政與司法則必須受法律的約束。因此形式上意

義的法治即以「法律」為重心；實質法治的意義係指以實現正義理念為內

容之國家，而正義之理念，當然也包括了社會正義。5易言之，形式上之法

治意義主張國家應具有一套形式上的法律制度，作為國家權力行使與人民

生活的依據，此一界定著重「以法律為治」，揚棄依個人自由意志之統治

模式；實質上之法治意義除俱備形式的制度之外，更包括正義、公平等實

質價值在內，以保護個人免於其他人之恣意專斷。6法治的實質意義在質量

上比法治的形式意義要求更多，法治的實質意義除了以法律的形式意義為

要件之外，並且更進一步要求以實現正義為目的。法治的實質意義乃是源

於正義的理念，而追求公平、合理的人類生活。7 簡言之，法治的實質意

義應包含適合性（ suitability ）、必要性（ necessity ）、狹義比例性

（proportionality stricto sensu）等比例原則，方可在政府管理與人民權利之

間找到平衡。8  

    今日我們所瞭解的法治原則，不但包括形式上之意義，也包括實質上

意義的實現。綜言之，法治的意義，應指國家所有的權力表現必須根據法

律，使人民可得預測（形式意義之法治），並且係以實現正義之內容為目

的（實質意義之法治），9提供人民一個自由平等的社會，國家不但要提供

人民提供及捍衛人民的公民權利與政治權利，亦要使人民的理想與尊嚴得

                                                 
5 法治斌、董保城（2004），《憲法新論》，台北：元照，頁 49、50。 
6 T. R. S. Allan,1985, Legislative Supremacy and the Rule of Law: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ism,  
  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 No.44, pp.112-113. 
7 法治斌、董保城，同註 5，頁 50。 
8  Mads Andenas and Stefan Zlepting, 2007, Proportionality and Balancing in WTO Law: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0, No.1,  PP.74-77.  
9 法治斌、董保城，同註 5，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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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現。10

貳、依法而治之要素 

    1885年，英國法律學者Albert Venn Dicey發表著作《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Dicey在該書中揭櫫「法治」（the rule 

of law）此一用語及理念，自此之後，任何論及此概念者，皆不能忽略Dicey

之看法，可見Dicey之理論在英國憲法學上所占的份量。11

    Dicey在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一書中，提

出三項法治的要素。12第一要素，人民非依法定程序，並在普通法院前證

明其違法，沒有人會因為未作出違反該法律的行為而受到懲罰，或是在肉

體上或財物上有損失。亦即是說當權者不能有肆意的權力 (arbitrary 

power)，也不能在有人作出某行為後作出有追溯性(retrospective)的法律修

改而懲罰某人；第二要素，每個英國人不論地位或位階，無人能高過法律。

沒有人能凌駕於法律之上，即法律之前人人平等；第三要素，法庭之判決

乃維護個人權益之最後防線。換言之，英國憲法是英國各法院由個案判決

所累積的成果，所以是法院所保障之人權的結果，而非保障人權之來源。

13法官的專業及自我價值對於判決影響頗深，誠如蘇格拉底（Socrates, 

469-399 B.C.）所言：「法官並不是坐在那裡把公正當作一種恩惠來分發，

而是要決定公正在哪裡，他們發誓不按個人好惡來定案，而是要依法做出

公正的判決。」14是此，即使內容非常完善的法律，仍需由法官來執行，

法官所作出的每個判決與解釋，均影響政治發展與民主鞏固。 

承上所述，定義「法治」並非易事，要完整明確說明法治之內容，需

                                                 
10 T. R. S. Allan, supra note 6, p.114. 
11 陳新民（2001），《法治國家論》，台北：學林，頁 4。 
12 Albert Venn Dicey, 1889,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 pp.145-368. 
13 陳新民，同註 11，頁 8。 
14 Plato（2003），《Statesman》（edited by Julia Annas and Robin Waterfield ; translated by Robin  
  Waterfield），北京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影印本），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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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更具體的檢驗指標（即要素）與案例分析。法治斌與董保城教授認為可

將法治原則重要的要素歸納為：151、基本權利之保障；2、權力分立；3、

國家所有的機關均受憲法約束，行政與司法受法律拘束（即依法行政與依

法審判）；4、比例原則；5、公權力行為應受司法審查；6、司法保障與訴

訟法上基本人權；7、法安定性之要求；8、法律溯及既往之限制等等。法

治斌與董保城教授所提之八項要素，與本論文第三章討論民主鞏固指標

「依法而治」之七項檢驗項目，16意義相似。這些法治要素基本上之特徵

可歸納為「基本權保障」、「權力分立」、「法律優越及法律保留」、「司法審

查」等四種特徵，17其主要目的在於實現實質意義的法治意涵。 

    「依法而治」為民主鞏固檢驗指標之一，本論文在第三章曾提到「依

法而治」之原則包括依憲立法、依法行政、依法審判、比例原則、正當程

序、法安定性，以及權利救濟保護等七項要素，在綜合上述「依法而治之

意涵」與「依法而治之要素」，及配合本論文欲研究之目的，本論文將選

擇「依法而治」（rule of law）作為觀察民主鞏固之指標。職是，研究者選

擇釋字第 585 號解釋與釋字第 633 號解釋作為分析個案。此外，研究者選

擇該二號解釋，除依憲立法分析要素外，更重要的是可以由此探討台灣「民

主鞏固」下的政治過程與法治原則。 

一、憲法優位 

    眾所週知，美國憲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憲法，根據此一憲法所創設

的憲法制度，在實踐經驗中具有相對的優越性。18美國憲法第六條第二款

之規定，明白表示制憲者將憲法設定在最高法位階之意圖，從而確定憲法

在法律體系中之最高性。19又美國憲法第三條第二項對於美國聯邦最高法

                                                 
15 法治斌、董保城，同註 5，頁 52。 
16 七項檢驗項目包括「依憲立法」、「依法行政」、「依法審判」、「比例原則」、「正當程序」、「法 
  安定性」、「權利救濟保護」等項目。 
17 吳庚（1993），〈論憲法之基本原則〉，收錄於司法院秘書處編，《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四十週年 
  紀念論文集》，台北：司法週刊雜誌社，頁 163-164。 
18 陳文政（1999），〈美國司法違憲審查理論基礎之一：成文憲法與憲法優位 〉，《三民主義學報 

  （師大）》，19 期，頁 133。 
19 U.S. Const. Article Ⅵ (2): This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ha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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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初審管轄權及若干上訴管轄權之規定，賦予美國聯邦最高法院管轄權法

源依據。20在憲法實踐過程中，Marbury v. Madison一案不僅確立美國司法

違憲審查，更確定了「憲法之位階性」概念，展現了「憲法優位」之精神。

21 誠如Mauro Cappelletti及William Cohen所言：「任何法官在面對一般法規

範牴觸憲法時，必須適用憲法。」22

    憲法優位與成文憲法關係密切。成文憲法之剛性性格，與一般法律之

制定與修改迥然不同，當然會使憲法本質上所具備的「位階優越性」，23如

李鴻禧教授所言：「把憲法的制定和修改的程序，規定得審慎和困難，與

一般法律之修改與制定迥然不同，當然會使憲法具備『位階底優越性』。」

24

二、憲法優位與政府權力限制 

     政府權力的重要性。「政府權力（power）」與「人民權利（rights）」常

是相對的。人民權利越多，政府權力就會越少。但就人類歷史過程來看，

政府權力如果不受限制，則人民權利就容易受到侵害，這就是美國憲法之

所以規範及限制政府權力的原因。美國憲法中之分權設計，主要表現在三

項安排上：25（1）立法、行政、司法三項權力分屬不同機關；（2）各機關

主要成員產生方式不同；（3）各機關主要成員之任期不同。 

    我國法位階規範於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一百七十二條。憲法第一百

                                                                                                                                            
  made in Pursuance thereof; and all Treaties made, or which shall be made,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be 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and the Judges in every State shall be bound  
  thereby, and Thing in the Constitution or Laws of any State to the Contrary notwithstanding. 
20 U.S. Const. Article Ⅲ (2): In all cases affecting ambassadors, other public ministers and consuls,  
  and those in which a state shall be party, the Supreme Court shall have original jurisdiction. In all the  
  other cases before mentioned, the Supreme Court shall have appleate jurisdiction, both as to law and  
  to fact, which such expceptions, and under such regulations as the Congress shall make. 
21 李鴻禧（1999），《違憲審查論》，台北：元照，頁 44；陳文政（1999），《美國司法違憲審查理 

  論與制度之研究》，台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論文，頁 19；Arend Lijphart,  
  1999, Patterns of democracy :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p.223. 
22 Mauro Cappelletti and William Cohen, 1979,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 Cases and  
  Materials, Indianapolis : Bobbs-Merrill, p.76. 
23

 李鴻禧（1995），〈司法審查的政策形成功能底緒說－以立法權與司法審查為著眼〉，《台大 

  法學論叢》，25 卷 1 期，頁 39。 
24 李鴻禧（1999），《違憲審查論》，台北：元照，頁 67。 
25 陳文政（1999），《美國司法違憲審查理論與制度之研究》，國立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 

  博士論文，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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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一條規定：「法律與憲法牴觸者無效。」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命

令與憲法或法律牴觸者無效。」由此推論，政治部門制定法律及命令時，

應遵守憲法之原則及精神，以維護政府體制運作穩定。 

 

第二節 個案分析：以釋字第 585 號解釋為例 

壹、有關立法院擴權問題 

    就實際的運作而言，各國以不同的名稱來描述著功能非常類似的政治

機關：國會（Congress, 美國的用法）、國民議會（National Assembly, 法

國的用法）、眾議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日本的用法）、巴力門

（Parliament）、代表院（House of Deputies）等。比較政治學者通常會將

這些機關歸類為議會、立法機關或巴力門。26

    我國憲法第六十二條規定，27立法院由人民選舉之立法委員組成，代

表人民行使立法權。由此可知，我國憲法採「代議民主」，由人民選出之

代表，代表人民從事政治之運作，處理公眾之事務。28換言之，民主政治

在現實的實踐上，主要是以間接民主的方式來運作。職是，許多國會議員

會對其選民提供各種服務，從解答問題、解決困難、代表選民向行政機關

接洽，到擔任紛爭的仲裁人等，類似此服務對議員個人的競選連任，非常

重要，這涉及國會與選民之間的關係。29

    我國憲法第六十三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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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立法

院主要權限來源之依據。民意代表的權限來源依據為憲法，且其產生之方

式為人民直選，因此，民意代表的權限依據來源，是由於選民的託付，一

旦失去選民的託付，就無法代表民意行使職權。我國因特殊歷史原因，在

                                                 
26 Andrew Heywood, 2002, Politics, New York : Palgrave, p.311. 
27 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編著（2003），《憲法－權力分立》，台北：學林，頁 227 
28 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編著，同註 27，頁 227。 
29 陳銘祥（2000），〈立法機關與議會民主制〉，收錄於許志雄、陳銘祥、蔡茂寅、周志宏、蔡宗 

  珍合著，《現代憲法論》（初版第二刷），台北：元照，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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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年以前從未全面改選過民意代表，當時民意代表之合法性及正當性均

有問題。釋字第 261 號解釋要求民意代表全面改學，30基於民主政治原理，

由台灣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的民意代表方能代替台灣人民行使立法院職

權，這才符合代表性與正當性。 

    立法院的權限範圍，一如政府其他各種權力，除憲法所明文列舉的權

力（enumerated powers）之外，其權力尚包括從憲法明文規定中引申出來

的權力（引申的權力，implied powers）：以及根據憲法所劃分權力的本質、

功能及憲法授權的目的，所導出的權力本質之固有權力（inherent powers）。
31因此，立法權的範圍不只有憲法明文規定的，尚有其它非列舉之權。 

    1957年，釋字第76號解釋將監察院、國民大會，及立法院，共同定位

為民主國家之國會。321993年7月，大法官作成釋字第325號解釋，認定監

察院已非民意代表機構，我國國會由三個變成兩個。2000年4月，憲法修

正案第六度修改，使國民大會成為非常設機關，只有在立法院提出憲法修

正案時、領土變更案或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並公告一段期間後，才依比例

代表制選出，集會以一個月為限，任務完成後即予解散。國民大會「非常

設化」與「任務化」之後，我國進入所謂的「新國會時期」。33

    2000年民主轉型完成，近入民主鞏固時代。當時立法院多數黨為國民

                                                 
30 釋字第 261 號解釋文：「 中央民意代表之任期制度為憲法所明定，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當選就 
  任後，國家遭遇重大變故，因未能改選而繼續行使職權，乃為維繫憲政體制所必要。惟民意代 
  表之定期改選，為反映民意，貫徹民主憲政之途徑，而本院釋字第三十一號解釋、憲法第二十 
  八條第二項及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第六項第二款、第三款，既無使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無限 
  期繼續行使職權或變更其任期之意，亦未限制次屆中央民意代表之選舉。事實上，自中華民國 
  五十八年以來，中央政府已在自由地區辦理中央民意代表之選舉，逐步充實中央民意機構。為 
  適應當前情勢，第一屆未定期改選之中央民意代表除事實上已不能行使職權或經常不行使職權 
  者，應即查明解職外，其餘應於中華民國八十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終止行使職權，並由中央 
  政府依憲法之精神、本解釋之意旨及有關法規，適時辦理全國性之次屆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以 
  確保憲政體制之運作。」請參考司法院大法官網站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 
  /p03_01.asp?expno=261 
31 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編著，同註 27，頁 242。 
32 釋字第 76 號解釋文：「我國憲法係依據  孫中山先生之遺教而制定，於國民大會外並建立五院， 
  與三權分立制度本難比擬。國民大會代表全國國民行使政權，立法院為國家最高立法機關，監 
  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均由人民直接間接選舉之代表或委員所組成。其所分別行使之職權 
  亦為民主國家國會重要之職權。雖其職權行使之方式，如每年定期集會、多數開議、多數決議 
  等，不盡與各民主國家國會相同，但就憲法上之地位及職權之性質而言，應認國民大會、立法 
  院、監察院共同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會。」請參考司法院大法官網站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76 
33 葉俊榮（2003），《民主轉型與憲法變遷》，台北：元照，頁 42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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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而執政黨為民進黨，由於我國憲政改革多次，尚無真正的憲政慣例，

且不熟悉法國半總統制的換軌制度，因此，實際上的政治過程裡，立法院

時以國會多數黨之優勢對抗總統之行政權，此由組閣權爭議即可看出。34

    近年來，民意代表擴權問題，由其是2004年三一九槍擊事件後，國親

兩黨在立法院通過的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委員會條例，及根據該條例

所設置之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委員會，由其立法目的、委員會組成，

及組織內容等，頗多地方已違反憲法的權力分立原則及法治原則，甚至有

侵犯人民基本權利之虞（例如秘密通訊自由、行動自由、人身自由等等）。 

貳、第585號解釋之分析 

一、案例背景 

    2004 年 3 月 19 日，民進黨正、副總統候選人於台南市遭受槍擊，但

當時國民黨與民進黨皆同意隔天的總統大選如期舉行，選舉開票結果，民

進黨候選人贏得選舉。國民黨與親民黨認為三一九槍擊事件影響很大，因

此於立法院提出「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例」草案，並經

立法院通過，作為調查三一九槍擊事件之法源依據。35台聯黨團及民進黨

團立法委員柯建銘、李俊毅、陳建銘等九十三人，認為立法院於 2004 年 9

月 24 日公布施行「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例」，逾越憲

法賦予立法院權限，爰就其行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並就通過之真調

會條例是否牴觸憲法之疑義，依立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聲請解釋

憲法，同時聲請於本案作成解釋前核發急速處分，宣告真調會條例暫時停

止適用。36

二、解釋爭點 

                                                 
34 有關組閣權爭議，請參考本論文第四章。 
35 陳慈陽（2005），〈論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例之違憲性〉，《月旦法學》，125 
  期，頁 48。  
36 請參考司法院大法官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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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委員會（以下稱真調會）之設立實因政治事

件而起，其草擬之真調會條例概括了許多機關單位的職權，引起很大的爭

議。因法治原則包括七項要素，本論文主要是鎖定「依憲立法」的憲法優

位原則，因此，本論文擬以第 585 號解釋中有關立法權擴權問題作為討論

主軸。是此，本論文欲討論之解釋爭點為：真調會是否有立法院擴權的問

題？是否違法憲法優位之法治原則？ 

三、解釋結果 

    大法官於2004年12月15日作出釋字第585號解釋，茲將與本論文有關

之解釋結果敘述於下：37

    （1）有關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之組織部份：真調會

條例第二條第一項前段、第二條第二項後段、第十五條第二項、第十六條

等規定有關真調會委員之任命，應經立法院院會決議並由立法院院長為

之，方為憲法之所許。 

     （2）同條例第四條規定「本會及本會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法公

正獨立行使職權，對全國人民負責，不受其他機關之指揮監督，亦不受任

何干涉」，其中「不受其他機關之指揮監督」係指「不受立法院以外機關

之指揮監督」之意；第十五條第一項「本會委員有喪失行為能力、違反法

令或其他不當言行者，得經本會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予以除名」，

關於真調會委員除名之規定，並非排除立法院對真調會委員之免職權，於

此範圍內，核與憲法尚無違背。 

    （3）同條例第八條第一項前段「三一九槍擊事件所涉及之刑事責任

案件，其偵查專屬本會管轄」、同條第二項「本會於行使前項職權，有檢

察官、軍事檢察官依據法律所得行使之權限」、第十三條第一項「本會調

查結果，如有涉及刑事責任者，由調用之檢察官或軍事檢察官逕行起訴」

                                                 
37 請參考司法院大法官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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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規定，逾越立法院調查權所得行使之範圍，違反權力分立與制衡原則。

（自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力） 

    （4）同條例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本會調查結果，與法院確定判決

之事實歧異者，得為再審之理由」，違反法律平等適用之法治基本原則，

並逾越立法院調查權所得行使之範圍。（自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力） 

    （5）同條例第八條第三項規定「本條例公布之日，各機關所辦理專

屬本會管轄案件，應即檢齊全部案卷及證物移交本會」、同條第四項規定

「本會行使職權，不受國家機密保護法、營業秘密法、刑事訴訟法及其他

法律規定之限制。受請求之機關、團體或人員不得以涉及國家機密、營業

秘密、偵查保密、個人隱私或其他任何理由規避、拖延或拒絕」、同條第

六項規定「本會或本會委員行使職權，得指定事項，要求有關機關、團體

或個人提出說明或提供協助。受請求者不得以涉及國家機密、營業秘密、

偵查保密、個人隱私或其他任何理由規避、拖延或拒絕」，其中關於專屬

管轄、移交卷證與涉及國家機關獨立行使職權而受憲法保障者之部分，有

違權力分立與制衡原則，並逾越立法院調查權所得行使之範圍。（自解釋

公布之日起失其效力） 

    （6）十二、同條例第八條第八項後段規定「機關首長、團體負責人

或有關人員拒絕本會或本會委員調查，影響重大，或為虛偽陳述者……並

依刑法第一百六十五條、第二百十四條等相關規定追訴處罰」，係指上開

人員若因受調查而涉有犯罪嫌疑者，應由檢察機關依法偵查追訴，由法院

依法審判而言；上開規定應本此意旨檢討修正。 

    （7）十三、同條例第八條第九項規定「本會或本會委員行使職權，

認有必要時，得禁止被調查人或與其有關人員出境」，逾越立法院之調查

權限，並違反比例原則。（自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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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本文見解 

    「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例」（下稱真調會條例）之

起因乃於正副總統候選人被槍擊之重大政治事件，故其立法目的及內容本

應特別謹慎。立法者應基於公益而為立法，且應出於理智的考量與判斷，

故立法者可謂公益內容的主要判斷者與形成者。38綜觀真調會條例所有十

九條條文內容，除第一條涉及立法目的與第十九條關於該條例公佈施行日

外，其大致內容皆涉及分權原則、法治原則，及人民權利。以上述整理之

解釋結果為範圍，研究者茲將幾點見解分述於下。  

    釋字第 585 號解釋文開宗明義言：「立法院為有效行使憲法所賦予之

立法職權，本其固有之權能自得享有一定之調查權，主動獲取行使職權所

需之相關資訊，俾能充分思辯，審慎決定，以善盡民意機關之職責，發揮

權力分立與制衡之機能。」39參憲法第六十三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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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以為，憲法第六十三條並未直接明確地賦予立法院

有關重大政治事件或重大刑案之調查權，僅以法律保留之概念「其他國家

重大事項之權」，賦予立法院除憲法條列權限外之權力，但此並不表示立

法院擁有有關重大政治事件或重大刑案之調查權。 

    其次，依法而治之「憲法優位」原則，本是維護憲法最高性及維持中

央機關權力分立最重要之原則，何以真調會條例能以高度政治性所組成的

真調會替代專業之刑事檢調機關？此由釋字第 392 號解釋及來看，40立法

院已違反法治之原則，明顯侵犯司法權。再者，由憲法制定之原理來看，

遵守憲法優位原則有其實際運作上的重要性，誠如英國愛克頓爵士(Lord 

                                                 
38 陳新民（2001），《法治國家論》，台北：學林，頁 253。 
39 請參考司法院大法官網址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585 
40  釋字第 392 號解釋有關刑事偵查之敘述：「司法權之一之刑事訴訟、即刑事司法之裁判，係 
  以實現國家刑罰權為目的之司法程序，其審判乃以追訴而開始，追訴必須實施偵查，迨判決確 
  定，尚須執行始能實現裁判之內容。是以此等程序悉與審判、處罰具有不可分離之關係，亦即 
  偵查、訴追、審判、刑之執行均屬刑事司法之過程，其間代表國家從事「偵查」「訴追」「執行」 
  之檢察機關，其所行使之職權，目的既亦在達成刑事司法之任務，則在此一範圍內之國家作用， 
  當應屬廣義司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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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on, 1834-1902)曾言：「權力使人腐化，絕對的權力使人絕對腐化」，41

倘若立法院可以代替刑事檢調機關之職位，權力的擴張，對於中央政府的

政治權力平衡而言，相當危險。42

    此外，真調會條例第八條第四項規定：「本會行使職權，不受國家機

密保護法、營業秘密法、刑事訴訟法及其他法律規定之限制。受請求之機

關、團體或人員不得以涉及國家機密、營業秘密、偵查保密、個人隱私或

其他任何理由規避、拖延或拒絕。」對於本項規定者，同條第七項更訂有

罰則。甚至同條第九項復規定：「本會或本會委員行使職權，認有必要時，

得禁止被調查人或與其有關人員出境。」上述規定對於人民基本權利之危

害，明顯更甚於當年刑事訴訟法之賦予檢察官羈押權，甚至也明顯更酷於

警察之不定點、不定時臨檢。43研究者認為，立法院不僅侵犯司法權，其

權力亦擴大至有關國家安全的相關單位之權力。 

    最後，真調會條例第二條規定真調會委員由第五屆立法院各政黨（團）

按固定人數比例產生，使得真調會成為政黨比例代表機構，明顯逾越立法

院人事同意權（事後同意權）的範圍，44這也是立法院一種變相的擴權。 

 

 

 

 

 

 

 

 

 
                                                 
41 請參見Lord Acton網站: http://www.org/about/lordacton/ 
42 此外，真調會是否符合高度之專業性與獨立性之要求，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陳慈陽教授認為， 
  犯罪偵查之任務具高度專業性與獨立性，從真調會的組成及組織規定即可看出真調會不符合高 
  度之專業性與獨立性之要求。請參見陳慈陽，同註 35，頁 53。此外，本於「依法而治」之原 
  則，真調會更無立場逾越分權原則，代替司法機關行使權力。 
43 黃昭元(2005)，〈真調會條例釋憲案鑑定意見－急速處分部分〉，《月旦法學》，117 期，頁 36。 
44 真調會條例第二條之規定，亦破壞權力分立原則。請參閱黃昭元(2005)，〈真調會條例釋憲案 

  鑑定意見－急速處分部分〉，《月旦法學》，117 期，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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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個案分析：以釋字第 633 號解釋為例 

壹、人事任命權 

    本論文所討論的人事任命權，係指中央政府官員之政務官。官員人士

任免屬於政治行為之一種，尤其以政務官而言，更具政治意味，職是之故，

研究者擬以憲法上的規定與政治上的意義來分析人士任命權。 

    首先，就憲法而言，我國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總統依法任免文武

官員。」可見，官員之人事任命權基本上屬於總統的權限。總統既為國家

元首，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其身為文武百官所構築人事金字塔之頂端尖

峰，於人事上自宜有所掌控。然而如任由總統一手包辦所有之政府人事，

則恐易形成政治分贓，亦與當初設置獨立建置考試機關之制憲原意有所背

離，故憲法雖賦予總統任免文武官員之職權，卻明定須依法為之。45對身

為國家元首的總統而言，行政院院長應為最重要之政務官，根據憲法第五

十五條第一項規定，行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46如

此重要權限竟須與國會共享，可知制憲者防範總統攬權專制之意。但修憲

之後，憲法增修條文卻取消立法院的行政院院長同意權，提高了總統的人

事權。 

    九七修憲在中央政府組織部份，質言之，最大的變化就是延續蔣介石

時期以來「總統（國安會）－行政院」的雙元行政體制，進一步確定雙首

長制，尤其是引入倒閣與解散國會的制度，作為取消立法院閣揆同意權的

替代。47修憲者在修改憲法條文時，應有相當的政治考量。總統之選舉方

式已改為人民直接選舉，若總統無法掌控第一重要的政務官－行政院院

長，假使立法院多數與總統不同政黨的話，總統如何推動政策、實現政見？

簡言之，總統跟立法院倘屬不同政黨，其政治危機當可想像。 

    1997年修憲之前，我國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及大法官的同意任命權，

                                                 
45 法治斌、董保城著，同註 5，頁 321。 
46 憲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行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47 黃昭元（1997），〈釐清修憲後中央政府體制的解釋爭議〉，《律師雜誌》，215 期，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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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國民大會行使。1997年修憲之後，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及大法官的同

意任命權，改由立法院行使。48。修憲之後，按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五、

六、七條規定，及憲法第一百零四條參照，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司法院

大法官、考試院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監察院院長、副院長、監察委

員及審計長，均由總統提名，立法院同意任命之。49由此可知，人事任命

權乃由總統與立法院共享：總統有「提名權」，立法院有「同意權」。50。

但九七修憲之後，取消立法院對總統提名行政院院長的人事同意權，至此

確定閣揆之同意權為總統專屬之權限。51

    第二，由政治上的意義而言，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一項取消立法院

的閣揆同意權，修憲者之政治考量可以想像。如前所述，總統之選舉方式

已改為人民直接選舉，若總統無法掌控第一重要的政務官－行政院院長，

假使立法院多數與總統不同政黨的話，總統如何推動政策、實現政見？且

總統由人民直選產生，選舉耗費國家總體成本甚高，如總統仍無實質的人

事任免權，則人民直選之意義將大打折扣。此外，2000年中央執政政黨輪

替之後，民進黨籍陳水扁總統任內八年，行政院院長之提名，即是重大政

治問題，因當時總統為民進黨籍，而立法院多數為國民黨籍，此即顯示修

憲者之政治智慧，確定總統任命行政院院長之權力，以降低政治僵局。52

    但總統雖有專屬的組閣權，但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僅明文規定總統可

以任命行政院院長，無須經由立法院同意，但該條文並未同時規定總統是

                                                 
48 不過這裡出現一個嚴重問題，即 2003 年以前，如遇有大法官出缺而需要補提名時，究竟要由 
  哪個機關行使同意權，增修條文並無規定。大法官則作成釋字第 470 號解釋，認為在 2003 年 
  以前，有關大法官提名同意任命之任命程序，憲法漏未規定，係屬憲法疏失，總統如欲行使提 
  名權，則應適用原先已廢止之憲法增修條文，由國民大會行使同意權。但國民大會在 2000 年 
  已「非常設化」之候，行使同意權是有問題的，總統遂再提出憲法解釋之聲請，大法官則作成 
  釋字第 541 號解釋，將 2003 年補提名大法官之同意權，解釋為由立法院行使。請參考林子儀、 

  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編著，同註 27，頁 174。 
49 按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二項規定，總統提名政府官員，無須行政院院長的副署。 
50 如前文所述，由人事任命權亦可看出立法院混亂了憲法規範的分權原則。真調會委員竟由政 
  黨（團）按比例推薦產生，立法院自己變成推薦人，而非同意人，這在憲政理論上是非常奇怪 
  的現象。 
51 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一項規定：「行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行政院院長辭職或出缺時， 

  在總統未任命行政院院長前，由行政院副院長暫行代理。憲法第五十五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52 當時釋字第 520 號解釋（2001 年 1 月 15 日）已明確表示組閣權為總統專屬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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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可以隨時、單獨地「免去」行政院院長之職，53形成政治模糊地帶。雖

說在法理上，人事任命權通常與免職權合一，除非該職位受有固定任期（如

大法官）或法定去職原因的保障（如公平交易委員會之類的獨立管制委員

會成員）。但在雙首長制的設計下，立法院得以倒閣權左右行政院長之去

留，尤其當總統與立法院多數黨不同政黨時。54

    承此，本論文認為，總統既然掌控人事任命權，與立法院在憲法的規

範下，各享有其專屬權限。但承上所討論之「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

別委員會條例」，吾等發現，「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號稱

為獨立機關， 但其組成卻與政黨比例代表相同，此不僅有立法院擴權之

問題，亦有人事任命權的問題。 

貳、第633號解釋之分析 

一、案例背景 

     2004年 3月 19 日發生總統候選人、副總統候選人被槍擊受傷事件，

震驚台灣社會，稱為「三一九槍擊案」。國民黨籍立委欲成立一獨立之調

查委員會來協助查明槍擊案真相。立法委員權限上並無調查權，僅有文獻

調閱權，若該調查委員會委員擁有調查權，是否違反憲法權力分立原則？

立法院調查權係協助立法院行使憲法職權所需之輔助性權力，其權力之行

使，原則上固應由立法院依法設立調查委員會為之，然於特殊例外情形，

就特定事項之調查有委任非立法委員之人士協助調查之必要時，尚非不得

制定特別法，就委任之目的、委任調查之範圍、受委任人之資格、選任、

任期等人事組織事項、特別調查權限、方法與程序等妥為詳細規定，並藉

以為監督之基礎，業經釋字第 585 號解釋闡釋在案。55  

二、案例爭點 

   立法院制定及修正真調會條例，並據以設置「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

                                                 
53 黃昭元，同註 47，頁 3。 
54 黃昭元，同註 47，頁 3。 
55 參考司法院大法官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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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特別委員會」（以下簡稱真調會），旨在查明2004年4月19日槍擊總統、

副總統候選人事件真相，平息選舉爭議、安定政局，乃立法院於特殊例外

情形，就特定事項委任非立法委員之人士協助調查所制定及修正之特別

法。聲請人聲請指摘該條例第四條第二項、第八條、第八條之一、第八條

之二、第八條之三、第十一條第二項關於調用行政機關人員部分、第三項、

第四項、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以下簡稱系爭規定）違憲部分，應就系爭

規定所訂定真調會之組織、權限範圍、調查方法、程序與強制手段，是否

違反釋字第585號解釋意旨，而有違憲法所要求之權力分立與制衡原則、

比例原則、56法律明確性原則及正當法律程序等以為斷，而這些有違憲疑

慮的地方，其根本之處還是在於「依憲立法」問題，即是否尊重「憲法優

位」之意，本論文即擬以憲法上的人事任命權來討論立法是否有按照憲法

優位原則。因此，本論文討論之解釋爭點在於：何謂獨立機關的人事任命

權？真調會的人事任命權是否違反憲法優位原則？ 

三、解釋結果 

    2006年5月1日修正公布之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例

第四條第二項、第八條、第八條之一、第八條之二第一項、第二項、第三

項關於報告並公布部分、第五項、第六項、第八條之三、第十一條第二項

                                                 
56 比例原則是制定法律或政策經常思考的依據。比例原則旨在強調達成國家行政目的與限制人 

  民基本權之手段須適當並不得過度。依現時通說，比例原則包括三項子原則，即「適當性原則

（suitability）」、「必要性原則（necessity）」、「狹義比例原則（proportionality stricto sensu）」。適當性 

  原則又稱為「合目的性原則」（purposiveness），係指限制職業自由基本權的目的必須合乎一般 

  公共利益之目的，且不得有不合本質目的之限制措施；所謂必要性原則，係指限制某一基本權 

  固合乎一定之憲法所揭示之目的，但須檢討：第一，達到相同目的的手段可能有幾種；第二， 

  各種手段對基本權會有如何之限制；第三，選擇一侵害最少的手段。經此三個階段的檢證，即 

  可檢證出某一手段是否必要；狹義比例原則係比例原則最後的一種檢證程序，係指固然所採取 

  的限制基本權的手段是否合乎一定目的，且屬必要，但仍不可太超過，否則亦屬違反比例原則 

  而違憲。李惠宗（1999），《權力分立與基本權保障》，台北：韋伯，頁 309-310。比例原則的三 

  項子原則，如果依據美國法上有關規則與基準的分類，應該都是基準性質的審查標準。以美國 

  法與德國法作一比較，美國模式因為是以「所有」的權利限制為其適用範圍，因此發展出多元 

  標準。而比例原則的適用範圍僅以自由權為主要範圍，不包括平等權，甚至難以處理社會權的 

  給付請求權爭議。再者，以目的審查來看，德國模式也可以說是多元審查標準。因為在比例原 

  則之外，亦有法律明確性原則、合理差別待遇、立法形成自由（立法裁量）、公益原則等其他 

  審查標準存在。請參考黃昭元（2004），〈憲法權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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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法學論叢》，33 卷 3 期，頁 117、頁 121 之註 230、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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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調用行政機關人員部分、第四項、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與憲法及本

院釋字第585號解釋意旨並無不符。同條例第八條之二第三項關於罰鍰部

分、第四項規定，與本院釋字第585號解釋意旨不符；第十一條第三項規

定與憲法所要求之權力分立制衡原則不符，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

效力。本件暫時處分之聲請，關於同條例上開規定部分因本案業經作成解

釋，已無須予以審酌；同條例其他條文部分之釋憲聲請既應不受理，則該

部分暫時處分之聲請亦失所附麗，併予指明。57

四、解釋理由 

    大法官對於真調會條例釋憲之解釋理由，分述於下：58

（一）關於真調會之組織： 

    （1）真調會條例第四條第二項規定未逾越釋字第585號解釋之意旨； 

    （2）真調會條例第十一條第二項關於調用行政機關人員部分規定， 

       與憲法尚無牴觸；同條第三項規定，違反權力分立與制衡原則。  

    （3）真調會條例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與憲法尚無不符； 

    （4）真調會條例第十一條第四項於符合預算法令規定之情形下，不 

       生違憲問題：真調會為隸屬於立法院下行使調查權之暫時性特別 

       委員會，其所需經費自應由立法院編列預算支應。惟遇事實需要 

       而合於預算法令規定之情形者，自得依法動支第二預備金，並未 

       侵害行政權。 

（二）有關真調會行使調查權之範圍、方法、程序與強制手段 

    （1）真調會條例第八條規定與憲法尚無不符； 

    （2）真調會條例第八條之一規定與憲法及本院釋字第585號解釋意旨 

       尚無不合； 

    （3）真調會條例第八條之二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關於報告並公 

                                                 
57 請參考司法院大法官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633 
58 請參考司法院大法官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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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部分、第五項、第六項規定，與憲法及釋字第585號解釋意旨尚 

       無不合；同條第三項關於罰鍰部分、第四項規定，與釋字第585號 

       解釋意旨不符。 

    （4）真調會條例第八條之三規定與憲法及釋字第585號解釋意旨尚無 

       不合。 

參、本文見解 

    立法者不論是基於憲法的委託，或是基於自己的主動立法，在法治國

家以及遵奉主權在民的民主國家中皆有其不容懷疑的正當性。59是此，立

法院基於調查重大政治案件之意制定「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

會條例」，其立法目的深具正當性。但根據「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

別委員會條例」所成立的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委員會（下稱真調會），

其組成與組織權限範圍，爭議甚大。 

    真調會乃立法院為查明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平息選舉爭議、安定政

局之特殊例外需要，依特別法委任非立法委員之專業公正人士所組成，協

助立法院行使調查權之暫時性特別委員會。雖為暫時性特別委員會，但既

然定義為「獨立機關」，自應遵守憲法上的權力分立原則。 

    關於調用人員之權力，真調會條例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本會召集委

員得聘請顧問三人至五人，並得指派、調用或以契約進用適當人員兼充協

同調查人員」，且第十一條第三項又規定：「前項調用人員，行政機關不得

拒絕。」。研究者認為，基於權力分立與制衡原則並尊重行政機關及被調

用人員，真調會為隸屬立法院下行使調查權之暫時性特別委員會，其調用

行政機關之適當人員兼充協同調查人員之規定，有違憲法權力分立之虞。 

    對於行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委員之人事任命權的解釋，許玉秀大

法官在協同意見書裡表示，多數意見對於公民投票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

「行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以立法院各政黨（團）席次比例組成」規定

                                                 
59 陳新民（2001），《法治國家論》，台北：學林，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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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違憲結論，她敬表支持，但其所支持的理由是不同的。60憲法第五十三

條及第六十二條明文規定行政、立法兩個機關之位階與職責，公投法將審

議委員之任命交由政黨以立法院各政黨（團）席次比例來組成，顯已抵觸

憲法第五十三條及第六十二條之規定。許玉秀大法官認為，依據公投法第

二條第五項，公投事項由行政院公審會認定，第十四條第三項前段亦明定

主管機關應駁回行政院公審會所認定不合規定的公投案，故行政院公審會

對於公投提案享有極大審核權，但是行政院公審會組成，係複製立法院的

政黨生態，形同立法院掌握對人民提案的審核權，造成間接代議政治凌駕

於直接民主，違反公投基本精神，牴觸國民主權及直接民主原則。61民主

政治乃是一種由人民統治的政府形式。 62民主政治一詞源自於「人民」

（demos）及「統治」（kratos）兩個希臘字的組合，亦即「由人民統治」（rule 

by the people）。63因此，由立法院依政黨（團）席次組成的公投審議委員

會，造成民主政治本意之扭曲，實已抵觸憲法主權在民之意義與精神。 

    再者，基於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原則，立法院就其行使調查權之成

效，自應擔負政治責任，並就其有無濫用權限，受民意之監督。而真調會

是一個獨立機關，不受任合機關或人民之監督，因此，若由立法委員這種

具民意代表之官員來擔任調查委員，似有混淆政治責任之虞。64

    此外，調會條例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本會或本會委員依本條例為調

查時，得為下列行為：一、通知有關機關、團體、事業或個人到場陳述事

                                                 
60 參考司法院大法官網址：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uploadfile/C100/大法官玉 
  秀一部協同一部不同意見書.doc 
61 請參考司法院大法官網址：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uploadfile/C100/大法 
  官玉秀一部協同一部不同意見書.doc 
62 Georg Sorensen, supra note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p.3. 
63 學者Georg Sorensen認為民主政治意涵之爭辯，從古至今仍無一定論，但基於民主政治對 
  於世界政治的重要地位與影響，因此仍有討論分析之必要。Sorensen 對於民主意涵及民主化 
  的見解，請參閱Georg Sorensen, 1999.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 Boulder : Westview Press, p.3. 
64 我國憲法第九十五條規定：「監察院為行使監察權，得向行政院及其各部會調閱其所發布之命 
  令及各種有關文件。」制憲者之原意應是考量監察院不論是對人之糾舉權或是彈劾權，或是對 
  事之糾正權，均需對事實前提有所明瞭或掌握，確認有違法或失職情形，始能師出有名，行使 
  之等法定之職權。顧事實真相之調查，即為監察院行使各項職權之必備要件或必經程序。有關 
  調查權之行使，請參考法治斌、董保城合著，同註 5，頁 417-420；陶百川（1978），《比較監 
  察制度》，台北：三民，頁 378-379；周良黛（2006），〈立 法 院 行 使 國 會 調 查 權 之 研 究 〉，《憲 
  政時代》，31 卷 4 期，頁 427-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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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經過或陳述意見。二、通知有關機關、團體、事業或個人提出有關檔案

冊籍、文件及其他必要之資料或證物。但審判中之案件資料之調閱，應經

該繫屬法院之同意。三、派員前往有關機關、團體、事業或個人之辦公場

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他場所為必要之調查或勘驗。四、委託鑑定。五、

於必要時，得就指定案件或事項，委託其他機關調查。六、其他必要之調

查行為。」同條第二項規定：「各機關接受前項第五款之委託後，應即進

行調查，並以書面答復。」此非常明顯已違反憲法上權力分立原則。 

 

第四節 小結 

    1803年Marbury v. Madison一案確立憲法優位原則後，該原則即為美國

憲政運作過程中，各項立法行為與政治決策是否符合「依憲立法」之依據。

此外，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對於法位階之維持，始終不遺餘力。例如，自1789

年至1889年一百年間，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宣告聯邦法律違憲案僅十七件，

但自1890至1990年的一百年間卻有一百零九件；相同的，在宣告州及地方

法案違憲部分，前個一百年只有一百四十件，後一個一百年卻高達一千一

百五十件。此固由於社會變遷，法律日繁有關，但美國聯邦最高法院積極

行使司法違憲審查機能，捍衛法治秩序亦為主因。65質言之，實質法治的

意義係指以實現正義理念為內容之國家，而正義之理念，當然也包括了社

會正義。66因此，司法違憲審查應隨著社會變遷而調整，對違反憲法優位

原則之政府權力失衡問題，作出適當的解釋，以維持憲政運作順暢及民主

鞏固。在此，研究者認為，賴特布魯赫有首關於德國法治家概念的詩，對

於民主與法治之間的描述，簡短但深具意義：67

                                                 
65 陳文政（1999），《美國司法違憲審查理論與制度之研究》，台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 
  研究所博士論文，頁 62。 
66 法治斌、董保城，同註 5，頁 49、50。 
67 轉引自陳新民（2001），《法治國家論》，台北：學林，頁 108。賴特布魯赫這首有關民主與法 
  治國的詩，把能否維護法治國原則作為民主政治存在之價值，顯示出民主與法治有不可分的關 
  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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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誠然是一個即為可貴的東西， 

                但法治國家正如同每日的食糧， 

                也像飲用之水與呼吸之空氣般； 

                最好的民主乃自於 

                其有能力妥善地來維護一個法治國。 

 

    綜合而言，我國司法違憲審查在維持依法而治原則方面，有其必要之

功能性。自釋字第585號解釋至釋字第633號解釋，皆在討論「依憲法而治」

之精神。「憲法優位」是現代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礎原則，政治部門如果

可以任意設置調查機關且不顧憲法規範的分權原則，那表示政治制度是可

以輕易被改變的。職是，為維護「依法而治」之原則，大法官應作出更為

嚴謹的憲法解釋，以堅持憲法優位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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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台灣司法違憲審查對人權保障之分析 

   古典民主理論強調自由主義，個人的自然權利應被保障。晚近的民主

理論強調參與，惟有積極參與決策才是真正的自由。而公民投票此一制度

代表民眾對於公共政策的直接參與，是代議民主之外的參與管道。1現代民

主國家大部分的選舉是為候選人而辦的選舉，與這種選舉不同的另一種投

票選舉，即是「公民投票」（referendums）。2公民投票為現代公民直接參與

政府決策的政治權利，因此，本論文將以釋字第 645 號解釋為例，討論公

民投票之理論與在台灣實踐之意義。 

    再者，人權保障是否完善，乃是觀察一個國家的政治制度設計是否完

善的重要面向。政治制度設計完善，就是民主國家的表徵。在此，研究者

擬以釋字第 644 號解釋作為討論對象，分析大法官解釋對結社自由的裁判

結果，以及大法官對於涉及高度敏感政治問題之自由權的觀點及態度。 

    公民投票與及人民團體法不僅為基本權利問題，亦為高度政治性之憲

法議題。以美國聯邦最高法院處理政治性之憲法權利問題為借鏡，就實務

層面而言，在美國政治發展經驗中，亦有多項司法審查政治問題案例，例

如Baker v. Carr（1962）；Reynolds v. Sims（1964）；Powell v. McCormack

（1969）；Goldwater v. Carter（1979）；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v. Chadha（1983）；Nixon v. U.S.（1993）；及Bush v. Gore等，皆與政治問

題有關。國家統治權力在民主化過程不可避免地會遇到許多棘手的政治問

題，當政治機關無法處理這些政治問題時，勢必要透過司法機關來解釋及

裁判，以解決政治僵局。但政治機關無法解決的問題通常是高度政治性問

題及社會高度意見分歧的社會議題，法院若是經常涉入政治問題，是否影

響其公正性？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明白，若是經常涉入政治過程的話，反而

容易人民的反感與社會的反撲，因為聯邦最高法院瞭解「聯邦最高法院本

                                                 
1 蔡佳泓（2007），〈民主深化或政黨競爭？ 初探台灣 2004 年公民投票參與〉，《台灣政治學會》， 
  11 卷 6 期，頁 110。 
2 倪達仁譯（1998），Austin Ranney著，《政治學》（一版二印），台北：雙葉書廊，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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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的反民主（anti-democratic）特質」。3

     

第一節 人權理論之分析 

壹 人權的基礎理論 

    人權是人類尊嚴的基礎，其目的在促使人人能充分發揮其潛能與才

幹，達到最大的安全與滿足。4在世界立憲史上，首先為保障人權而限制王

權者，最初見於 1215 年英國的「大憲章」，其後為 1628 年的「權利請願

書」。1776 年，美國維吉尼亞州（Viginia）公佈之州憲法中強調：「一切人

類生而平等獨立，且有若干固有權利……即為生命與自由權，及取得財產

並有其所有權，及追求幸福與安全之權利……。」5Ronald Dworkin認為，

只要我們能夠同意康德（I .Kant）「人是目的，不是工具」之觀點，則每個

人應該都能夠體會到基本的共識，即走出無知之幕之後，不論個人貴賤聰

愚，每個人都應該能得到平等的關注與尊重（equal concern and respect）。6

    人權概念因地理位置、社會文化、風俗習慣、教育背景等不同，意義

內涵會有所不同，若表現在國家的憲法上，則會因憲法內容的不同而不

同，但本質上的人性尊嚴之核心價值應是放諸四海皆一致的。我國憲法在

第二章所保障的「人民之權利」，除第七條至第十八條、第二十一條及第

二十四條之列舉（明定）權利外，尚包含憲法第二十二條：「凡人民之其

他自由或權利，不妨害社會秩序公共利益者，均受憲法之保障。」之未列

舉權或稱概括、未明定、無名、未名權）權利。7

    在民主制度中，少數服從多數是常看到的現象，而權利的來源通常有

二種解答，一是解答權利來自於法律之外，例如自然、上帝、人類本能或

                                                 
3 John Hart Ely, 1980, Democracy and distrust : A Theory of Judicial Review,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47. 
4 黃坤錦（1970），《人權概論》，台北：嵩山出版社，頁 4。 
5 涂懷瑩（1987），《中華民國憲法與人權保障》，作者自版，頁 4。 
6 Ronald Dworkin, 1977, Equality and preferential treatment,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181. 
7 李震山（2005），《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列舉權之保障為中心》，台北：元照，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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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客觀現實。這種理論一般稱為自然法（natural law），它是美洲殖民地

居民用以自絕於大不列顛的主要權利來源；二是權利來自於法律之內，權

利是法律所授予的。這種說法一般稱為實定法（positive law）。8研究者認

為，不論政治權利來源為何，論證中基本上常包括自然法與實定法兩者，

因政治參與的哲學理論涉及人性尊嚴，「尊嚴」乃每個人生而具有，非國

家賜與，此為自然法觀點。再者，政治參與方式乃由法律明定，法律規定

的權利才是人民的權利，此為實定法觀點。9職是，研究者認為，人權之來

源依據實包括自然法與實定法。 

    我國憲法上的政治權利可從二大層面來討論：一為參政權。憲法第十

七條規定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之權利，學理上稱此為參政權，

此為較狹隘的政治權利概念。其中創制、複決權與公民投票精神相近，一

般皆概稱其為公民投票權；二為結社自由及政治性言論，此為較廣泛的政

治權利概念。10

貳、人權保障的核心價值 

    人權保障的核心即為「人性尊嚴」，以民主政治的人民政治生活而言，

擁有自由表達的政治權利才是人之「尊嚴」所在。人性尊嚴（human dignity）

一詞，在康，德自由主義的意義下，它是先驗的概念，人性尊嚴本係存在

於國家實定法前之固有普遍性的最初權利，此乃人之所以為人自應擁有之

權利，並非由國家制定法創設之權利。11然而宣稱人性尊嚴仍過於抽象，

不如言論自由或人身自由那麼明確而具體，因此，當代憲政主義國家在擬

定憲法時，就明文條列於基本權利（fundamental rights）的範疇，或是放

置在人權體系與憲法秩序的前提之上，以便確認其價值根本地位。大致

                                                 
8 Alan Dershowitz, 2004, Rights From Wrongs: : a secular theory of the origins of rights, New  
  York : Basic Books, pp.4-6. 
9 Alan Dershowitz, supra note 8, p.6. 
10 有關參政權、公民投票、政治性言論自由來看，一般皆會將此歸類為一個國家公民的權利， 
  而非普世的人權概念。本論文討論公民投票、結社自由，及政治性言論等政治權利，因本論文 
  有設限權利範圍屬於台灣人民，因此，本論文基本上是以台灣為範圍來討論政府對人民政治自 
  由的限制問題。    
11 李震山（2001），《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台北：元照，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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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這同時肯認了「人本身即是目的」、「自治與自決係憲法人性尊嚴之

核心內涵」、「人性尊嚴之權利主體是每個人」以及「人性尊嚴可作為上

位憲法原則」等四個憲法本質上的意義。12保障政治權利即是保障人性尊

嚴，這是台灣爭取自由、平等與法治等民主化過程，從「憲法國家」提升

到「尊嚴國家」必須深刻面對的政治問題，也是台灣是否能達到民主鞏固

須解決的權利問題。 

    基於保障政治權利即為保障人性尊嚴，以及本論文第五章所討論的憲

法優位原則，可以進一步推論大法官對於涉及「政治」議題的人權問題：

大法官應有介入的正當性。 

參、大法官介入政治與人權問題之正當性 

    大法官對於政治問題應以何種態度面對及介入，事實上須取決大法官

的解釋態度。從司法消極主義（judicial passivism）分析，Alexander M. 

Bickle、Barry Friedman等學者認為，民主政治體系重要的是民意的正當

性，法官（含大法官）非經由民主程序產生，民主正當性較經由民主程序

產生的國會低，但法官（含大法官）因此有違民主精神，具有「反多數困

境」（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13相對之，從司法積極主義分析（judicial 

activism），有些學者認為司法違憲審查並不違反民主，此由政治運作過程

可看出。14Jack M. Barkin以新政（New Deal）（1937）為例，說明司法權通

常會與政治部門相同，且社會及文化變遷過程也會影響聯邦司法體系的裁

判。社會和政治變動產生的價值（values）會同時在文化及政治運作中呈

現出來。政治部門創造新的法律及制度，而法院則合理化這些新法律及制

度。15尤其是羅斯福總統（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欲指定新的大法官

                                                 
12 李震山，同註 11，頁 10-19。 
13 See Alexander M. Bickel, 1962, 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The Supreme Court at the Bar of  
  Politics, 2nd ed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16; Barry Friedman, 1998,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 Part One: The Road to Judicial Supremacy, No.73,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pp.333-433. 
14 學界對於司法違憲審查民主正當性的看法分歧，支持司法違憲審查不違背民主正當性之學 
  者有 Jack M. Balkin、Keith E. Whittington，及 Robert Alan Dahl 等學者。 
15 Jack M. Balkin, 2009, Framework Originalism and the Living Constitu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103, No.2, p.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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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法院更合理化行政部門的新創制度及福利國政策，以避免與政治現況

對抗。16除舉新政為例之外，Barkin亦舉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1954）17及Lawrence v. Texas（2003）18為例，說明司法違憲審查

並未背離多數民意。19

Robert A. Dahl是由政治運作過程來分析司法違憲審查並不違反民主。

聯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參議院同意任命。由歷史來看，總統、

國會或多數民意支持的意見，大法官大都會予以支持。20易言之，大法官

很少會長時間不變地去抵抗全國的多數民意。 21此外，政治學者Martin 

Shapiro在Courts: A Comparative and Political Analysis一書中指出，所有的

法院一般而言都是全國性政治系統的一部分，如果政治系統中有一部分會

常常與大部分系統不協調的話，那系統會常常處於危機之中。所以，在政

治穩定的狀態下，可以預期法院和其他全國性政治系統在大部分的時間態

度約略是相同的。22

    綜言之，長期以來，司法審查一直被憲法學者定性為反多數與反民

                                                 
16 Jack M. Balkin, supra note15, pp.562-563. 
17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一案曾有二件聯邦最高法院判決，分別是針對「隔離 
  但平等是否有違平等法律保護原則」、以及「倘若有違，又應如何加以救濟」等兩項問題。 
  前者通常被稱為「Brown Ⅰ」，案件編號為 347 U.S. 483（1954）；後者則被通稱為「Brown  
  Ⅱ」，案件編號為 349 U.S. 294（1955）。Barkin 舉的例子是「Brown Ⅰ」。Topeka 市有一位 
  七歲的黑人小女孩 Linda Brown，她每天清晨七點四十分就必須步行穿越數條街、跨越火車 
  道鐵軌後，搭乘校車上課。如果 Topeka 市教育局不以膚色劃分學區的話，Linda 就可以就讀 
  於鄰近七條街之外的 Sumner 白人學校。後來在「全國有色人種權益促進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CCP）分會的鼓吹下，十幾位家長聯合 
  簽名向聯邦地方法院控告 Topeka 市教育局以種族劃分學區，違反聯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 
  條之「平等法律保護條款」（Equal Protection of Laws Clause），及「正當法律程序條款」（Due  
  Process of Law Clause）。聯邦地方法院在判決中引 Plessy v. Ferguson 一案所宣示的「隔離但 
  平等」原則，駁回原告之訴。判決中文翻譯可參考林淑雅、劉后安譯，〈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Brown Ⅰ）〉，收錄於《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憲法判決選譯（第四輯）》， 
  台北：司法院，頁 67-70。  
18 539 U.S. 558（2003）. 
19 Jack M. Balkin, supra note15, pp.563-564. 
20 See Jack M. Balkin, 2009, Framework Originalism and the Living Constitu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103, No.2, pp.549-614; Robert A. Dahl, Decision-Making in a  
  Democracy: The Supreme Court as a National Policy-Maker, 6 J. PUB. L. 279 (1957), reprinted in  
  50 EMORY L. J.(2001), PP.563-582 ; Keith E. Whittington,2007,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Judicial  
  Suprem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1 Robert A. Dahl在長期觀察美國最高法院的紀錄後，提出一個有意思的觀點，即最高法院不 
  會長時間持續地抵抗全國性政治多數，最高法院長時間是順從 政治多數。請參考 Robert A.  
  Dahl, 1957,Decision-Making in a Democracy: The Supreme Court as a National Policy-Maker. 
22 See Martin Shapiro, 1981, Courts: A Comparative and Political Analysis, Cho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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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本論文認為，司法審查透過調和位居民主政府核心的當事人(人民)

與代理人(政府)之間的問題來支持國民主權。憲政民主政府預設了國民主

權，政府是人民的代理人，其權力行使必須符合憲法之規範，然而當事人

與代理人的利益可能有所不同 ，受人民付託的公權力行使人可能擴權，

或者藉由人民所託付的權力來對付人民，因此人民面臨了能否有效調控政

府潛在不法的挑戰，原因主要有二：(1)資訊不全問題：人民難以察知政府

不法之資訊 ，因此難對政府惡行有所反應；(2)協調不足問題：人民要抗

衡政府必須有廣泛的集體行動，而人民本身難以調和這種行動。然而，法

院藉由行使司法審查權可以為人民扮演守望者 (monitor)與調和者

(coordinator)雙重角色，因而可以解決前述兩項問題：(1)法院扮演守望者角

色: 法院藉由司法審查提供人民廉價的政法不法資訊；(2)法院扮演調和者

角色：法院藉由工部政府不法訊息可以調和大眾行動以對抗不法政府。23

    基於以上分析，足見司法違憲審查是站在人民主權之立場，協助人民

解決其民主治理過程中的困難之處 ，因此符合民主政治精神，故具有「正

當性」。簡言之，司法違憲審查在民主政治運作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當

某些政治問題引起政治困境難以解決時，司法部門自應適時介入處理，以

化解政治困境，強化民主政治機制，促使政治穩定與民主鞏固。既然司法

違憲審查有介入涉及政治問題的人權之正當性，因此，接下來要界定的即

是何謂「政治問題」？因為政治問題的界定會影響政治權利的認定。24何

種政治問題大法官應迴避不予介入，何種政治問題又須適時介入以協助解

決，研究者認為，此應視各國當時政治背景而定。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曾表示，某些源自訴訟事件事實之憲法爭點雖符合

事件或爭執、當事人適格與絕對必要等要件，但仍不屬司法權所及之範

                                                 
23 David S. Law, 2009, A Theory of Judicial Power and Judicial Review, The  Georgetown Law  
  Journal, Vol97 pp.723-801. 
24 有關政治權利之界定，各國並非相同。有些國家將公民投票視為政治權利，是憲法保障的基 
  本人權；有些國家雖是將公民投票視為政治權利，但並非列為憲法上的權利，而是法律上的權 
  利而已；此外，有些專制國家是根本沒有政治權利的概念，因為統治者的權力對這些國家來說， 
  並非來自於人民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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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法院將不予審理。此種憲法爭點稱為「政治問題」。25所謂「政治問題」

（political questions），係指司法部門對於該項爭點欠缺可資適用之審查標

準，亦不能或不易提供有效之救濟方法，然政治部門卻對於同項爭點負有

憲法所交付應自行裁決之責任，且此項爭點在責任歸屬上本應由政治部門

負責。26政治問題考量標準難有依據，在Baker v. Carr（1962）一案，聯邦

最高法院提出六項各自獨立之標準，作為決定某一憲法爭點應否為政治問

題之基礎，茲分述於下：27  

（1） 屬於政府其他部門之執掌：若基於憲法，應交付政府政治部門

處理之事務，法院將不予審理。 

（2） 司法部門欠缺裁判之基準：司法部門對於某一憲法爭點，欠缺

明顯或可資適用之裁判基礎或標準，法院將不予審理。 

（3） 不具司法爭訟性質之政策性決定：對於非經司法部門以外之裁

量者作成初步之政策性決定，司法部門無法就系爭焦點進行裁

判之事務，法院將不予審理。 

（4） 尊重政府其他部門：為避免司法部門獨斷專擅，法院尊重政府

其他對等合作部門之決定，故對於對等合作部門之決定，法院

將不予審理。 

（5） 政治部門已作成的政治上之決定：法院為政府統治權行使之一

環，有謹從政治部門已作成的政治上決定之義務，故對於政治

部門作成的政治上決定，法院將不予審理。 

（6） 統一口徑，一致對外：政府不同部門間對於同一事務意見發生

齟齬，將導致政府困窘，此現象於處理涉及對外關係 

                                                 
25 史慶璞（1991），《美國憲法與政府權力》，台北：三民，頁 36。 
26 史慶璞，同註 25，頁 36。 
27 Baker v. Carr, 369 U.S. 186（1962）；中文翻譯請參閱史慶璞，同註 25，頁 37。Baker v. Carr（1962） 
  一案有關政治問題部份之判決要旨原文：That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question falls within the  
  political question category, the appropriateness under our system of government of attributing  
  finality to the action of the political departments and also the lack of satisfactory criteria for a  
  judicial determination are dominant considerations. The nonjusticiability of a political question is  
  primarily a function of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中文翻譯請參考湯德宗節譯（2001），〈Baker v.  
  Carr（1962）〉，收錄於司法院編印，《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憲法判決選譯（第一輯）》，頁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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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認為，司法機關對於個案是否屬於「政治問題」，應審慎判斷。

基本上，司法機關不應輕易審理政治問題，其立論植基於權力分立原則。

依據權力分立原則，司法機關對於憲法明文授權應交付政治部門裁決之事

務，或依據審慎考量原則，司法機關應盡量不予審理及作成裁判。惟威權

政府國家於民主化過程中常發生政治問題及人權問題，司法機關仍應適當

介入處理人權問題（尤其是政治權利問題），以維持民主政治穩定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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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美國憲法之基本理念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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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陳文政，同註91，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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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有關美國憲法所述，美國憲法之基本政治理念與價值，如圖 6-1

所示，憲法的基本政治理念與價值為保障人民之「幸福、福利、自由、生

命」。換言之，司法權介入政治領域之基本態度是為了保障人民的基本權

利。 

    就德國方面而言。德國釋憲上的政治迴避，或可謂其釋憲機關的審查

界限問題，主要係圍繞在「統治行為」的爭論上。28二次大戰之後，德國

鑑於希特勒納粹政府暴行、踐踏人民權利，因此不再相信立法至上之觀

念，並在歐陸傳統之司法特色下，另設置一個聯邦專責釋憲的聯邦憲法法

庭。歐陸發展出來的統治行為，係「泛指不受司法統制的高度政治性國家

行為」。29其精義在於即使某些國家行為含有法律問題，法院仍然不行使審

查權。但後來因種種政治戰爭問題，學界們轉而開始強調聯邦憲法法院對

此高度政治性行為應有管轄權限。其後聯邦最高法院更自 60 年代即發展

功能法上的密度審查「三階理論」，試圖以「明顯恣意」及法律判斷標準，

建立實務上審查統治行為的最低要件。30

    對於違憲審查的政治界限，1920-1930 年代的德國學者，普遍抱持著

認同所謂的排除司法控制的統治行為領域，一方面可能係受到帝國時代的

「國家法人說」影響，以為國家的權力係唯一而不可分割，各國家機關，

包括憲法制定權與行政、立法、司法，均只是一種功能的權限分配，這種

理論使憲法未能突顯其優越地位。31在基本法實施後，德國學者開始認為

憲法應有司法的防禦功能，以確保法治國家的合憲性。 

    Kuaufman認為獨立作用的憲法法院，可以決定任何屬於憲法爭議的問

題，而所謂政府機關的政治性問題，係指該問題的處理並無法律規範者，

因此，憲法爭議應不問其政治性的高低，毋寧是決定於法律規範的是否足

                                                 
28 「統治行為」的涵義，傳統上雖從「統治」與「一般行政」加以區分，「統治」係為國家的最 

  高階政府的政治舉措，具有自發命令的自由性和國家權力內涵；而「行政」則為在統治所給予 

  的規定內形成的活動，本質上帶有依法令執行的羈束性。 
29 許志雄（1992），〈統治行為之法理〉，《月旦法學雜誌》，頁 10。 
30 翁岳生（1992），〈憲法之維護者－回顧與展望〉，收錄於《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四十週年紀念論 
  文集》，台北：司法院秘書處，頁 139。 
31 鄒建中（2003），《我國憲法解釋中「政治迴避」的法理研究》，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 
  士論文，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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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運用。 32Kuaufman亦強調次項憲法裁判權，欲有效劃分法與政治之界

限，應由憲法法院透過多數的判例，累積實務經驗來建立合理判準，不宜

在德國尚未發展此項裁判權成熟之前，率爾從事概念抽象化的一般性界

定。33由此可知，德國此時對於政治性問題是謹慎小心面對，以避免造成

法院干涉政治的統治行為。1970 年代以後，德國對於排除司法違憲審查之

高度政治性行為已漸持反對立場，這與民主政治發展逐漸成熟及德國日漸

發展功能性密度審查的結果有關。 

    論及司法違憲審查與政治問題之關係時，即涉及司法在憲政運作下應

抱持何種態度？司法在憲政下應扮演何種角色？美國司法違憲審查之運

作上，對於應在何條件下行使司法違憲審查權有二種看法，一為主張司法

自制的司法自制原則（doctrine of judicial self-restraint），即所謂的司法消極

主義（judicial passivism）；另一派認為法院的功能是維護正義與促進民主，

基於憲法授權與憲政慣例，守護憲法已成為司法的基本職責，司法應以積

極態度介入審查，此一說被稱為司法積極主義。34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對於

政治問題，由歷史過程來看，早期較偏向消極不處理，但民主化之後，大

法官處理選舉權利、集會自由、結社自由等相關政治權利，似有較積極之

解釋態度。以釋字第 261 號解釋為例，釋字第 261 號解釋宣告 1991 年中

央民意代表須全部退職，且於同年年底應舉行全國性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這是司法積極介入政治，促進正義與民主之正向功能。 

    自 1991 年民主化之後，人民聲請釋憲者比例越來越高，尤其是 1996

年之後，比例更是居高不下，這顯示我國人民在民主政治環境下，權利救

濟保護更為重視。就聲請釋憲案件，第一屆至第六屆大法官，聲請釋憲案

件共 7640 件，其中機關聲請者 815 件，占 10.67%；人民聲請者共 6825

件，占 89.33%。35由圖 6-2、6-3 來看，就人民聲請釋憲跟機關聲請釋憲者

                                                 
32 鄒建中，同註 31，頁 88。 
33 鄒建中，同註 31，頁 88。 
34 齊光裕（1992），《我國違憲審查中「政治問題」之研究》，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 
  論文，頁 70。 
35 請參考司法院大法官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uploadfile/E100/第一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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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在第二屆以後，人民聲請釋憲者之比例明顯增加。 

    就各屆大法官機關聲請釋憲者及人民聲請釋憲者比例，第一屆大法

官，機關聲請者占 65.65％，人民聲請者占 34.35％；第二屆大法官，機關

聲請者占 19.44％，人民聲請者占 80.56％；第三屆大法官，機關聲請者占

8.07％，人民聲請者占 80.56％；第四屆大法官，機關聲請者占 2.27％，人

民聲請者占 97.93％；第五屆大法官，機關聲請者占 2.81％，人民聲請者

占 97.19％；第六屆大法官，機關聲請者占 7.54％，人民聲請者占 92.46％。

從第一屆至第六屆，人民聲請者與機關聲請者比較，第二屆人民聲請者比

例迅速增加，第二屆之後，人民聲請者比例居高不下，此至少可推論台灣

民主化的二個層面：（1）從威權政體轉型民主政體後，人民逐漸重視權利

救濟，因此人民聲請者增加；（2）民主化後，司法部門較能獨立且公正地

處理人民權利問題，因此人民聲請者增加。36

圖 6-2 第一屆至第六屆大法官就聲請解釋案件之比例統計概圖 

機關聲請者

，約11%

人民聲請者

，約89%

機關聲請者，
共815件

人民聲請者，

共6825件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自司法院大法官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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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一個國家不單只是具備司法違憲審查之規定就可被認定擁有司法違憲審查制度，要被認定為 

  具備司法違憲審查制度，憲法至少要在有關權利實施的章節中規定司法干預機制，使人民有聲 

  請救濟之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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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第一屆至第六屆大法官就聲請釋憲案件之比例統計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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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自司法院大法官網站 

 

        以作成解釋的比例來看，第一屆至第三屆大法官，人民聲請釋憲

作成解釋者少於機關聲請者，而第四屆至第六屆大法官，人民聲請釋憲被

作成解釋者則高於機關聲請者。如表 6-2 所示，近三屆大法官對於人民聲

請者的重視不言可諭，這與台灣的民主化及民主鞏固關係密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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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第一屆至第六屆大法官就機關聲請者與人民聲請者「作成解釋」之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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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自司法院大法官網站 

 

第二節 公民投票權利：第 645 號解釋 

    公民投票是人民參與政治的方法之一，理念上，公民投票適用對象，

不僅包括一般政策，最高可到憲法，包含國家主權、領土的變更。許多國

家例如東帝汶，即在聯合國協助下辦理獨立公投。37實務上，大多數公民

投票的內容為創制複決，少數公民投票才是憲法層次的投票。38在台灣，

公民投票一直是政治學界與政治實務界的爭議話題，支持者一般認為公民

權利是人民與生俱來的，不可或缺的權利。且中山先生在其民權主義的主

張中亦有類似公民投票設計的創制、複決二個政權，因此，我國人民擁有

公民投票權利乃理所當然。反對者則認為，公民投票此種直接民權恐會危

及我國初創的民主政治，尤其對代議民主有很大的威脅。39此外，我國特

殊的國家處境所衍生出的國家認同問題，更因而產生以公民投票的方式來

                                                 
37 蔡佳泓，同註 1，頁 110。 
38 蔡佳泓，同前註。 
39 曲兆祥 (2004)，《公民投票理論與台灣的實踐》，台北：揚智，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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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解決的壓力，因此有關公民投票的爭論，更是甚囂塵上。40是此，本

論文以釋字第 645 號解釋作為研究對象，針對公民投票的基礎理論及政治

性格，進行理論性的分析。 

壹、直接民權與民主鞏固 

    國家存在之目的在於保護國民的基本權利，因此，國家實施的政策應

滿足人民的期待與需求，「公民投票」即為人民向政府表示期待與需求的

政治參與權。就民主政治理論來看，公民投票法不僅是ㄧ種法律制度，更

是ㄧ種體現主權在民的政治制度。 

    「公民投票」並非憲法上概念，在學理上則有多重意義。在釋字第 645

號解釋裡，多數大法官認為，憲法第十七條規定：「人民有選舉、罷免、

創制及複決之權。」其中人民之創制、複決權，乃公民投票制度之憲法基

礎。又憲法第一百三十六條規定：「創制、複決兩權之行使，以法律定之。」

則為立法機關制定公投法之憲法依據。是本文所稱公民投票，乃依多數大

法官解釋，指人民依立法院制定之法律，行使其憲法明定之創制、複決基

本權利，以對國家重大政策等，直接表達有拘束力意見之制度。41

    我國於 2003 年 12 月 31 日通過公民投票法，象徵我國政治朝民主鞏

固邁進一大步。但公民投票法對於人民行使公投權利限制仍多，且最近政

府欲將澎湖博弈條款交由公投決定一事，因公投門檻片面降低，引起其他

想要設置博弈場所之縣市的抗議，此是否有損公投法之公平性及降低人民

對公投法之信任，值得觀察。本節擬以釋字第 645 號解釋作為討論公投法

之判例，因該釋字是 2008 年 7 月甫通過，是關於公投法最新的大法官解

釋，適可作為分析司法違憲審查保障人權功能之個案。 

                                                 
40 曲兆祥，同註 39，頁 1。 
41 此觀點乃參考公投法第三十一條而來。公投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公民投票案經通過者，各該 

  選舉委員會應於投票完畢七日內公告公民投票結果，並依下列方式處理： 一、有關法律、自 

  治條例立法原則之創制案，行政院、直轄市政府、縣 ( 市) 政府應於三個月內研擬相關之法律、 

  自治條例提案，並送立法院、直轄市議會、縣 (市) 議會審議。立法院、直轄市議會、縣 (市) 議 

  會應於下一會期休會前完成審議程序。 二、有關法律、自治條例之複決案，原法律或自治條 

  例於公告之日算至第三日起，失其效力。 三、有關重大政策者，應由權責機關為實現該公民 

  投票案內容之必要處置。 四、有關憲法修正案之公民投票，應依憲法修正程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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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如何落實「民權」？中山先生認為需行直接民權，且需有充分的民

權。他說：「中國自革命以後，成立民權政體，凡事都是應由人民作主的；

所以現代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民權主義第五講），又說：「代

議制度還不是真正的民權，直接民權才是真正的民權。…直接民權共有四

個，即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和複決權，這四個權便是具體的民權。」

（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其又指出：「人民有了這四個權，才算是充分民

權，能夠實行這四個民權，才算徹底的直接民權。……人民能夠實行這四

個民權，才叫做全民政治。全民政治是什麼意思呢？就是……用四萬萬人

來做皇帝。」（民權主義第六講）。由此可見，直接行使四權是孫中山先生

落實「民權」的方法，並且認為這樣才是民主、才是全民政治。 

    孫中山先生的「民權」實含有「人民是國家主人擁有主權」、「人民的

政治力量」、「人民管理政事」及「人民的政治權利」等多重意涵，雖然其

不是用「民主」一詞，但與西方廣義的民主(democracy)其實是非常相近的。

是故，基於上述理由，公民投票為人民的直接參政權，屬於人民的政治權

利之一，毫無疑義。 

貳、第 645 號解釋之分析 

一、案例爭點 

    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再者，憲法第

十七條另規定：「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第一百三十六

條復規定：「創制、複決兩權之行使，以法律定之。」足見憲法亦明定人

民得經由創制、複決權之行使，參與國家意志之形成。是此，本文之爭點

在於：公投法中立法院有公投提案權是否違憲? 是否剝奪人民的直接參政

權？ 

二、解釋結果 

    公民投票法第十六條第一項規定：「立法院對於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款

之事項，認有進行公民投票之必要者，得附具主文、理由書，經立法院院

會通過後，交由中央選舉委員會辦理公民投票。」旨在使立法院就重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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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之爭議，而有由人民直接決定之必要者，得交付公民投票，由人民直接

決定之，並不違反我國憲政體制為代議民主之原則，亦符合憲法主權在民

與人民有創制、複決權之意旨；此一規定於立法院行使憲法所賦予之權限

範圍內，且不違反憲法權力分立之基本原則下，與憲法尚無牴觸。42

    憲法第十七條另規定：「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第

一百三十六條復規定：「創制、複決兩權之行使，以法律定之。」足見憲

法亦明定人民得經由創制、複決權之行使，參與國家意志之形成。在不改

變我國憲政體制係採代議民主之前提下，立法機關依上開規定之意旨，制

定公民投票法，提供人民對重大政策等直接表達意見之管道，以協助人民

行使創制、複決權，與憲法自屬無違。 

        創制、複決權為人民之基本權利，是公民投票案以由人民提出為

原則，惟立法院代表人民行使立法權，對國家重要事項有議決之權（憲法

第六十二條、第六十三條），對國家重要政策之形成或變更亦有參與決策

之權（釋字第 520 號解釋參照）。公民投票法第十六條第一項規定：「立

法院對於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款之事項，認有進行公民投票之必要者，得附

具主文、理由書，經立法院院會通過後，交由中央選舉委員會辦理公民投

票。」同法第三十一條第三款規定有關重大政策案經公民投票通過者，應

由權責機關為實現該公民投票案內容之必要處置。上開規定旨在使立法院

於代表人民行使前述權限之範圍內，且不違反憲法權力分立之基本原則

下，就重大政策之爭議，而有由人民直接決定之必要者，得依法交付公民

投票，由人民直接決定之，並不違反我國憲政體制為代議民主之原則，亦

符合憲法主權在民與人民有創制、複決權之意旨。43

    為保障人民之創制、複決權，使公民投票順利正當進行，立法機關應

就公民投票有關之實體與程序規範，予以詳細規定，尤應以法律明確規定

有關公民投票提案之實質要件與程序進行，並設置公正、客觀之組織，處

理提案之審核，以獲得人民之信賴，而提高參與公民投票之意願。是故司

                                                 
42 請參考司法院大法官解釋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645 
43 請參考司法院大法官解釋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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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審查結果認為，立法院審議公投內容，並無違反憲法賦予人民的政治權

利。 

三、解釋理由 

（一）解釋結果之理由 

    公投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行政院公審會委員的組成，由各政黨

依立法院各黨團席次比例推荐，再送交主管機關提請總統任命。因為推荐

權屬於立法院各政黨（團），與立法委員行使職權適用法律有牴觸憲法疑

義的要件相符，應該予以受理解釋。44立法委員行使立法權，是否可以代

行具有行政權性質之人事任命權，依據憲法規定乃違反分權原則。大法官

於釋字第 1 號解釋文提及：「立法委員依憲法第七十五條之規定不得兼任

官吏，如願就任官吏，應即辭去立法委員，其未經辭職而就任官吏者，顯

有不繼續任立法委員之意思，應於其就任官吏之時，視為辭職。」45釋字

第 1 號解釋明確指出立法委員不得兼任官員，換言之，立法委員不可兼任

行政機關或其他具有行政性質機關之官員，此乃我國憲法分權制度之精

神。 

    立法委員陳金德等八十五人為立法院於 2003 年 11 月 27 日三讀通過

之公民投票法第二條第二項第四款、第十六條、第三十一條第四款及第三

十五條規定有違憲疑義，聲請解釋案。司法院大法官於 2008 年 7 月 11 日

舉行之第 1325 次會議中，針對該案作成釋字第 645 號解釋。釋字第 645

號解釋之解釋文提及，公民投票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行政院公民

投票審議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一人，任期三年，由各政黨依立法院各黨團

席次比例推荐，送交主管機關提請總統任命之。」關於委員之任命，實質

上完全剝奪行政院依憲法應享有之人事任命決定權，顯已逾越憲法上權力

相互制衡之界限，自屬牴觸權力分立原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

於屆滿一年時，失其效力。46此解釋明確體現我國憲法對於行政、立法兩

                                                 
44 司法院大法官網址：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645 
45 三民書局編 (2005)，《大法官會議解釋彙編》，台北：三民，頁 1。 
46 參考司法院大法官網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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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權力分立原則。 

    再者，司法院釋字第 3 號解釋對於五權分立且平等原則有清楚說明。

我國憲法依據孫中山先生創立中華民國之遺教而制定，載在前言。依憲法

第五十三條（行政）、第六十二條（立法）、第七十七條（司法）、第八十

三條（考試）、第九十條（監察）等規定，建置五院。憲法原始賦予之職

權，各於所掌範圍內，為國家最高機關獨立行使職權，相互平等，初無軒

輊（見釋字第三號解釋文）。承此，立法委員於公投法第三十五條中給予

己身人事任命權，立法權兼具行政權，顯已違反憲法規範五院之平等地位

及權限。是故，釋字第 645 號解釋將公投審議委員會委員的任命權給予行

政機關，即是否定立法院之越權行為。47

（二）不同意見書及協同意見書48

（1）許玉秀大法官之一部協同、一部不同意書 

    對於人民直接參政權的國民主權原則，645 號解釋結果認為不違反國

民主權原則。但許玉秀大法官對此有不同看法。許大法官認為，我國憲政

體制屬於民主政體，國家主權屬於全體人民，故於憲法第二條揭示主權在

民原則。依據主權在民原則，人民可以直接行使公民權，此所以憲法第十

七條規定，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的基本公民權。但是隨著社會

的演化，現代社會公共事務需要高度的專業管理，不可能皆由人民自行處

理，因此產生代表人民管理國家的政府組織、行使立法並為監督政府組織

的立法機關。人民透過選舉所託付的是管理權，目的在於使公共事務能受

                                                 
47 研究者其實不認為設置公民投票委員會是符合民主政治理論，更遑論該委員會之權限屬於立 

  法院或行政院。公投審議委員會是制衡與反制衡人民行使公民投票權之權力，本質上不屬於代 

  議體制下之任何單一國家機關，因此，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之設置是否侵害人民的表意自由 

  權，以及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由行政府負責，是否得當，值得思考。其次，政府在制定法律規 

  範公民投票事項時，倘若制定過程中涉入族群認同、政治認同及國家認同等問題，將使公民投 

  票意義性降低。再者，公民投票機制乃為解決社會及政治重大爭議問題，如果公投法本身之條 

  例深具爭議性，則人民如何信服公投之結果？按公投法第二條規定，公民投票事項之認定，由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為之。如果公投事項須要審議委員會審查，此即表示台灣尚無真正的直接 

  民主制度。再者，審議委員會委員的任命權原屬於立法院，根據釋字第 645 號解釋，審議委員 

  會委員的任命權屬於行政權，故應回歸行政院，此更明確表示公投法只是政治機關（包括行政 

  院及立法院）的職權，而非人民的權利。 
48 參考司法院大法官網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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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效率的處理，但是並沒有交出主權。因此縱使憲政體制採取代議制

度，人民並沒有喪失直接行使公民權的權力／利，縱使憲法沒有明文規定

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的公民權，依據主權在民原則，人民仍然

有藉由公民投票決定國家所有事務的權力／利，代議制度不能妨礙人民透

過公民投票直接行使民主權力／利。如果認為實現直接民主原則，可能動

搖代議政治的基礎，非但是主從顛倒，還會是因果顛倒。因為管理主體及

管理權限可以視需要更換、限縮或擴張，只有主權主體和權限才不能遭到

動搖；而且往往因為代議懈怠、成效不彰，才會促成人民直接介入管理，

主權的行使不會使代議體制動搖，是代議體制自己動搖，才會引來主權的

介入。 

    如果是由人民發動的公投，議題的設定權就是公民投票權的重要內

涵，因為如何進行投票往往是技術問題，而由行政機關在符合成本效益原

則的前提之下，決定與執行。如果議題設定權不屬於人民，人民所行使的

公民投票權，便是受到嚴重限縮的公投權，則主權在民與直接民主原則都

遭到破壞。如果代議政治已然實踐人民意志，人民不必出面展現主權。往

往是因為代議政治力有未逮，或漠視公眾利益，甚而僅為少數人謀不當利

益，才會迫使人民主動、積極地提案連署，希冀以直接民主的方式表達公

民意志，迫使代議政治修正或改善，使人民不必受限於選舉時程，而能適

時地導正與督促代議民主的實踐。如今在公投中被導正或督促的政府機

關，卻立法審議人民連署的提案，使得被監督者變成程序決定者，無疑是

破毀公投的整體機能。公投審議制度嚴重地違背憲法保障人民行使創制、

複決權的制度性保障。 

（2）彭鳳至大法官之部分不同意見書 

    彭鳳至大法官提出部分不同意書，其理由為對多數意見認為公投法第

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全國性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以下稱全國性審議委員

會）委員推薦之方式，牴觸權力分立原則部分之解釋，由於多數意見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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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憲法上具有行政性質之權力與間接民主代議體制中行政院之權力，且

又混淆間接民主代議體制中各憲法機關間之權力分立制衡原則，與直接民

主、間接民主間之權力分立制衡原則，此一部分解釋之憲法論述基礎錯誤

而實如未附理由，因此提出部分不同意書。就人民發動公民投票所制衡之

對象為代議體制，則代議體制中之何一機關享有制衡人民發動公民投票之

權力的面向而言，由憲法本文第二十七條、第六十三條、第一百三十六條

及第一百七十條等之規定，當可得知制憲之原意，乃將創制、複決權在中

央立法部分，交由代表全國人民行使政權之國民大會行使。當時既無所謂

人民直接行使民權，因此如果說制憲者已預設制衡人民行使公民投票權之

權力機關為行政院，未免太過牽強。至於就何一組織或機構，有權排除代

議體制機關對公民投票之不當干擾，以保障人民制衡代議體制之權力具體

實現而言，則憲法更無明文規定。 

    公投審議委員會是制衡與反制衡人民行使公民投票權之權力，本質上

不屬於代議體制下之任何單一國家機關。審查與認定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

間，制衡與反制衡之行使是否合法與合憲之權力，其性質為處理國家機關

間權限爭議之權力。在憲法增修條文就此亦無特別規定之情形下，似僅得

從憲法體系解釋出發，依憲法第一百三十六條規定：「創制、複決兩權之

行使，以法律定之。」之意旨，解釋為與人民行使創制、複決兩權有關事

項，應適用法律保留原則；又基於對此一憲法特別授權之尊重，因此除有

明顯違憲之情形外，關於與人民行使創制、複決兩權有關事項，原則上應

保留立法機關之形成空間，且其補充憲法不足之部分，應具有憲法位階。

其就制衡與反制衡人民行使公民投票權之權力的主體及其組織之規定，除

非明顯無法提供該審議組織或機構公正與獨立行使職權之程序保障，致使

其處理國家機關間權限爭議之權力變質，而違反憲法上直接民主與間接民

主權力分力與制衡之基本價值外，並不生違憲問題。 

四、研究分析 

    在解嚴以前，台灣的選舉基本上是非民主的。政府刻意凍結中央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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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機關改選，只開放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及鄉鎮長等選舉，

讓地方菁英有機會參與地方政治。雖然參與選舉的幾乎都是地方的菁英，

但選舉機制本身已帶動本土政治菁英參選的風氣。49民進黨在 1993 年提出

的「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的住民共同決定」及「台灣前途自決條款」，

帶動公民投票的政治性與爭議性。 

    公民投票在台灣一直是相當敏感的議題。1997 年底至 1998 年初，拜

耳案50引發社會各界對於公民投票意義的思考。。1999 年 4 月 20 日，立

法院在院會中進行公民投票法的政黨辯論，此時公民投票在社會上引起廣

泛的輿論。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發生衝突或疑慮時，政府該如何決策

以達到兩者兼顧？政府如何說服居民來支持政府的經濟政策？顯然，拜耳

案並未解套公民投票的爭議。因此，當 2000 年民進黨籍總統陳水扁宣布

停建核四時，引發朝野激烈辯論，重大爭議案是否該交由公民投票解決，

更激起社會及朝野政黨的熱烈討論。由拜耳案及核四停建案來看，經濟發

展（包括環保議題在內）與民主政治在某種程度上，似乎存在著不相容性。

512004 年與 2008 年總統大選合併舉辦全國性公投，總統選舉是否可同時

舉辦公投，成為政治人物及社會大眾討論甚至爭吵的問題。 

    公民投票在台灣經歷漫長的政治爭議之後，在 2003 年底終於完成法

制化。522004 年 3 月 20 日公投法與第十一屆總統選舉同時舉行，這是台

灣第一次全國性公投依據法律舉行。但因公投法是在總統大選前的政治高

度敏感期間內完成立法程序的，因此政治考量的成本過高，導致公投法問

                                                 
49 蔡佳泓，同註 1，頁 112。 
50 1996 年，德國拜耳公司在我國經濟部的引薦下，想在台中進行投資，設立甲苯二液氰酸酯工 
  廠，其投資金額預計有四百九十二億之高。甲苯二液氰酸酯工廠被認為是具高污染性之產業， 
  環保團體相當反對，部分地方居民也相當質疑甲苯二液氰酸酯工廠對環境可能帶來的破壞。 
  1997 年民進黨籍候選人廖永來當選台中縣長，廖縣長反對拜耳案，並提出由居民公投來解決 
  拜耳案，公投解決之聲順勢而起。但當時國民黨政府認為，拜耳公司的高額投資金對於台灣的 
  經濟發展有重要影響，歐洲商會主席亦希望拜耳案能順利在台中設廠投資，盡量不要透過公民 
  投票方式來決定政府的重大經濟案。請參考藍正朋，〈拜耳撤資案的反省與再反省〉，中央日報， 
  2001 年 11 月 19 日，第十一版；〈李總統：拜耳案通過有益外來投資，不宜政治化〉，中國時 
  報，1998 年 3 月 7 日；〈讓拜耳投資案公開透明化〉，台灣日報，1998 年 2 月 12 日，第九版。 
51 George Sørensen, 1993.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 Boulder : Westview Press, pp.64-69. 
52

 吳志光，〈公民投票與權力分利原則－由公民投票的事項限制談起〉，《憲政時代》，30 
  卷 4 期，頁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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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叢生。53我國公投法主要問題包括：（1）將人民創制修憲、制憲及主權

變更等原屬憲政層次的重大政治議題排除在公投範圍之外；（2）由「公民

投票審議委員會」負責審查「認定」公民投票事項，人民無法充分公民投

票制度來彌補台灣代議政治的不足；（3）人民發動公投的門檻過高；54（4）

第六章罰則的規定，使公投的空間受到限制。55由此可知，2003 年底已法

制化的公投制度，倘若要藉由政治機關來解決，似乎窒礙難行，目前可行

之方式乃是藉由司法機關釋憲解決。但由於台灣具有國家認同危機，政治

意識形態讓公民投票變成沒有交集的爭論，形成「支持者恆支持之，反對

者恆反對之」的現象。56是故，解釋公投法的司法院釋字第 645 號解釋，

仍留下許多無法解決的政治問題。 

    司法院釋字第 645 號解釋可討論之處頗多，本文欲討論之爭點在於公

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的委員任命方式是否違反權力分立原則。公投法於 2003

年 12 月 31 日公佈，立法委員陳金德等八十五人認為公投法第二條第二項

第四款、第十六條、第三十一條第四款及第三十五條等規定，有牴觸憲法

之疑義，因此，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

定，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公民投票在台灣一直是相當敏感的議題。1997 年底至 1998 年初，拜

耳案57引發社會各界對於公民投票意義的思考。1999 年 4 月 20 日，立法

院在院會中進行公民投票法的政黨辯論，此時公民投票在社會上引起廣泛

的輿論。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發生衝突或疑慮時，政府該如何決策以

                                                 
53 曲兆祥 (2004)，《公民投票理論與台灣的實踐》，台北：揚智，頁 1-2。 
54 吳志光，同註 52，頁 485。  
55 請參考附錄一《公民投票法》，第六章罰則部份。 
56 曲兆祥，同註 53，頁 1、166-167。 
57 1996 年，德國拜耳公司在我國經濟部的引薦下，想在台中進行投資，設立甲苯二液氰酸酯工 
  廠，其投資金額預計有四百九十二億之高。甲苯二液氰酸酯工廠被認為是具高污染性之產業， 
  環保團體相當反對，部分地方居民也相當質疑甲苯二液氰酸酯工廠對環境可能帶來的破壞。 
  1997 年民進黨籍候選人廖永來當選台中縣長，廖縣長反對拜耳案，並提出由居民公投來解決 
  拜耳案，公投解決之聲順勢而起。但當時國民黨政府認為，拜耳公司的高額投資金對於台灣的 
  經濟發展有重要影響，歐洲商會主席亦希望拜耳案能順利在台中設廠投資，盡量不要透過公民 
  投票方式來決定政府的重大經濟案。請參考藍正朋，〈拜耳撤資案的反省與再反省〉，中央日報， 
  2001 年 11 月 19 日，第十一版；〈李總統：拜耳案通過有益外來投資，不宜政治化〉，中國時 
  報，1998 年 3 月 7 日；〈讓拜耳投資案公開透明化〉，台灣日報，1998 年 2 月 12 日，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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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兩者兼顧？政府如何說服居民來支持政府的經濟政策？顯然，拜耳案

並未解套公民投票的爭議。因此，當 2000 年民進黨籍總統陳水扁宣布停

建核四時，引發朝野激烈辯論，重大爭議案是否該交由公民投票解決，更

激起社會及朝野政黨的熱烈討論。由拜耳案及核四停建案來看，經濟發展

（包括環保議題在內）與民主政治在某種程度上，似乎存在著不相容性。

582004 年與 2008 年總統大選合併舉辦全國性公投，總統選舉是否可同時

舉辦公投，成為政治人物及社會大眾討論甚至爭吵的問題。總統選舉合併

舉辦公投，是否具有合法性及正當性，筆者認為，此乃高度政治意識形態

問題，若以民主政治而言，人民用公投來解決重大政治爭議問題，其合法

性及正當性，無庸置疑。 

    釋字第 645 號解釋文提及，全國性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之組織係置於

行政院內，並非獨立之行政機關，而是在行政程序上執行特定職務之組

織，屬行政程序法第一百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參與行政處分作成之

委員會」；其職務係就個別全國性公民投票案，審議是否符合規定而屬得

交由人民創制或複決之事項，具有協助人民正當行使創制複決權之功能，

性質上屬行政權。因行政掌法律之執行，執行則有賴人事，是行政權依法

就所屬行政機關之具體人事，不分一般事務官或政治任命之政務人員，應

享有決定權，為民主法治國家行政權發揮功能所不可或缺之前提要件。該

委員會既設於行政院內，並參與行政院作成行政處分之程序，故對該委員

會委員之產生，行政院自應享有人事任命決定權。59

    就民主政治理論而言，公民投票制度乃為解決重大爭議問題而設置，

是故，公民投票制度不僅是一種法律制度，更是一種政治制度。在繁忙的

現實社會裡，要每個人天天參與政治是不可能的事，而且也不是每個人都

能夠擁有充分的相關資訊及正確的判斷能力，所以代議制度（即間接政治）

有其必要性。但涉及代議政治無法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時，是

                                                 
58 S∅rensen, Georg, 1999,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 San Francisco : Westview Press Inc., pp.64-69. 
59 司法院大法官網址：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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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應該交由公民來決定，基於實質憲法之精神，答案是肯定的。就國際人

權法方面而言，「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肯定每個人皆有直接參與政治的權利，60「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

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61及「美洲人權公

約」（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62亦認肯人民的直接政治參與

權。這些國際人權法除了保障人民的選舉權之外，亦保障創制及複決的公

民投票權，即參與治理國家的權利。63

    釋憲權是司法權的一種，因此基於權力分立原則，司法權力對於屬於

行政權與立法權運作範圍的「政治判斷」，理應不介入之。這種基於權力

分立與「司法自制」所產生的政治問題原則（political questions doctrine）

可以作為限制司法權的界限，亦可作為排除釋憲權的理由。64是此，司法

院大法官是否該處理公投法第三十五條的人事任命權問題，值得思考。公

投法乃是一種處理重大政治爭議或社會爭議的政治制度，尤其我國因特殊

政治背景，公投議題政治性甚高，公投審議委員會委員之任命權若是屬於

行政、立法兩機關之間的政治問題，則司法權是否應介入協調或解決，有

待商榷。但何謂「政治問題」？由我國政治史來看，要界分政治問題與法

律問題，極為不易。再者，若司法機關常以「政治問題」為理由拒絕受理，

對於政治發展及政治穩定而言，亦非好事。職是之故，筆者以為，司法機

關對於政治問題之判斷及處理，應非常審慎。 

    我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憲法第二條

                                                 
60「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一條規定：（1）每個人皆有直接（directly）或自由選擇（through freely） 
  代表參與治理國家的權利；（2）每個人都有平等參與（equal access）國家公務機會的權利；（3） 
  人民的意志（The will of the people）是政府權力的基礎，這一意志應由定期及真正的選舉來表 
  示，而選舉之投票權應是普遍及平等的，並以不記名投票或相當的自由投票程序來進行。請參 
  考世界人權宣言網址：http://www.un.org/Overview/rights.htm 
61「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規定，每個公民都有權利及機會參與本國的政治。請 
  參考網址：http://www.unhchr.ch/html/menu3/b/a_ccpr.htm 
62 「美洲人權公約」第二十三條對於公民的政治參與權，有詳細規定。中文翻譯請參考大愛在 
  憲法，網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American_Convention_on_Human_Rights 
63 吳志光，同註 53，頁 489-490。 
64 陳新民（1999），《憲法學導論》（修訂三版），台北：自刊，，頁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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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主權在民的原則，具有三種意義：65

（1） 主權在民原則：再度強調我國是一個民有的「民主」共和國。 

（2） 主權在民原則賦予憲法與公權力的正當性。所謂正當性是指公權

力已具備合法性，致使國家統治權力獲得人民的承認、確信其合

理。 

  （3）主權在民原則意味國家權力由人民所從出。 

 

    由憲法第二條及陳新民教授的論點觀之，主權為全體國民所擁有，政

府統治的正當性來自於被統治者的同意，無庸置疑。準此，依據憲法理論，

公投法乃屬於人民的政治參與權，是制衡政府權力的政治制度，人民應有

權決定公投的一切事項。 

    就立法院發動公投的權力部分，研究者以為，以台灣的政治情況而

言，當初推動公民投票法的原意在於國家前途改變之疑慮，但公民投票法

制定之後，非但沒有消除國家家前途改變的疑慮，亦徒增社會的紛擾。後

來，釋字第 645 號解釋結果提及：公民投票法第十六條第一項規定：「立

法院對於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款之事項，認有進行公民投票之必要者，得附

具主文、理由書，經立法院院會通過後，交由中央選舉委員會辦理公民投

票。」更增加代議政治與直接政治的制衡功能的迷失與混淆，66對於民主

鞏固的保障人權方面，實質意義甚小。 

    就權力分立原則而言，司法院釋字第 645 號解釋提及，關於公民投票

                                                 
65 陳新民(1999)，《憲法學導論》（修訂三版），台北：自刊，頁 23-24。 
66 許玉秀大法官在釋字第 645 號解釋之一部協同、一部不同意見裡曾提及：「以憲法第一百三十 
  六條規定「創制複決兩權之行使，以法律定之」，賦予立法者協助人民實現直接民主的義務。 
  實施代議民主，目的並不是在排除直接民主，而是在協助直接民主、落實主權在民的目標，所   
  以國家的管理階層提案發動公投，並不違反代議政治的目的。公投法第十六條第一項規定，賦 
  予立法院發動公投的權力，因而不違反代議民主原則。」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uploadfile/C100/大法官玉秀一部協同一部不同意 
  見書.doc）研究者認同此觀點，但以政治學而言，每個國家設計公民投票的理由不盡相同，程 
  序及限制也不可能相同，甚至公投的名稱也不一定相同（請參考 Austin Ranney, 1977,  
  Governing: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Taipei: Ma Ling Publish Ser., pp.191-196）。台 
  灣的政治情況特別，就台灣發動制定公投法的原意及過程而言，與拉丁美洲一些國家一樣，皆 
  是以直接民權為訴求，而非以補強代議政治之不足為訴求。此外，從台灣全國性公投的議題爭 
  吵來看，由立法院發動公投，不但沒有盡到代議政治的責任，反而箝制公民投票議題的設定， 
  甚至最後還模糊了公投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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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委員之任命，立法院已剝奪行政院依憲法應享有之人事任命決定權，

逾越憲法上權力相互制衡之界限，明顯違反權力分立原則。權力分立原則

乃憲政體制設計之理論基礎，亦為法治國原則之內涵。因此，研究者以釋

字第 645 號解釋為例來討論權力分立原則，目的並非要以法規解釋的方式

來檢討公投法，或是贊成人事任命權應回歸行政院，而是要突顯政治機關

如果不按憲法規範原則謹守分權制度，將容易使人民失去或難以行使政治

權，甚而影響民主政治穩定。 

    論及行政權及立法權，我國憲法第五十三條規定：「行政院為國家最

高行政機關」，憲法第六十二條規定：「立法院為國家最高立法機關」。此

外，按照憲法規定，立法院僅有對行政機關所任命的人事有任命同意權，

並無選擇人事權及去職同意權。由此可知，行政院擁有行政權性質的人事

任命權，而立法院擁有任命同意權。是故，行政院公投審議委員會委員的

人員組成由政黨依立法院黨團席次比例產生，明顯違反行政、立法權力分

立原則。公投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行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置

委員二十一人，由各政黨依立法院各黨團席次比例推荐，那立法院推薦產

生的審議委員，應該由哪個機關行使任命同意權？ 

    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相對的，政府的角色則是人民的公僕。既為公僕

就要盡心盡力為主人做事，且不得違背主人的意見。政府的權力，完全來

自人民的直接或間接授權及委託，且未經人民同意，不得擅自擴權或逾

越。由主權在民的觀點而言，任何高度爭議性的政策均須經由公民討論審

議，擬具高度共識之後，政策才有修訂、實施或不實施的正當性。「公民

投票制度」即是擬具及檢視公民共識的最直接的方法。但公民投票結果真

的是「高度共識」嗎？影響人民判斷最生活化的工具就是新聞媒體。若以

Kepplinger的「工具實現化模式」（instrumental actualization model）分析，

記者在報導政治、社會問題時，通常已經預設了某種政治目標，而用新聞

報導的目的來達成其目標，因此，新聞價值只是一種工具而已。67研究者

                                                 
67 翁秀琪（1994），〈我國婦女運動的媒介真實和「社會真實」〉，《新聞學研究》，48 期，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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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政府及學校應該落實公投法的教育觀念，也就是政府和學校應該教

育國民代議政治及直接政治的基本觀念，而不是任由新聞媒體及政治人物

來操弄公投資訊，誤解己身參與政治的權利。人民有正確的知識與觀念，

公投制度才有意義。 

    倘由公民投票處理之案件來看，均屬社會重大爭議事件及高度敏感政

治事件。是故，公民投票制度不僅是一種法律制度，更是一種政治制度。

換言之，公民投票制度是一種解決社會、政治重大爭議或凝聚國民高度共

識的機制。準此，公民投票審議委員的認命方式應符合人民公平正義之期

待，但如何才算符合人民公平正義的期待？筆者認為這是非常困難且無法

具體回答的問題。因為人民直接參與政治的公投制度設計是否可行，與一

個國家的民主運作模式是否兼採直接民主制度有關。68但筆者以為，至少

在人事任命權方面如能符合憲法上中央政府之權力分立原則，就是實踐公

平正義的基本作為。當然，倘若以直接民權及間接民權的權力分立原則而

言，能夠廢除公投審議委員會，更能體現憲法上權力分立原則之精神與價

值。 

    此外，憲法第十七條規定：「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

其中，創制與複決權本質上就是公民投票權。69按孫中山先生之政治思想，

需要實施直接民權，才能落實民權之概念。70而實施直接民權，就是實施

符合創制及複決權精神的公民投票。由此可論，憲法基於實踐主權在民之

精神，於設計分權制度時，亦賦予人民擁有直接參與政治的權利，以制衡

代議政治可能衍生之問題。 

 

 

 

                                                 
68 薩孟武譯（2000），Franz Oppenheimer著，《論國家》（五刷），台北：東大，頁 164-178。 
69 曲兆祥，同註 53，頁 1。 
70 民權即主權在民之意。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裡曾言：「代議制度還不是真正 

  的民權，直接民權才是真正的民權。…直接民權共有四個，即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和複 

  決權，這四個權便是具體的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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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結社自由與政治性言論：第 644 號解釋 

壹、國家認同與民主鞏固 

    國家認同問題的重要性在於它牽涉到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成員自我命

名及自我瞭解的過程。由於「自我」如何界定常常是主體產生行動的先決

條件或預設條件，因此許多人認為國家認同問題是政治共同體最「根本」

的問題。71

    民主鞏固與國家主權是否可以脫鉤而談？林佳龍教授曾指出：「民主鞏

固不可能發生在人民對國家疆界高度缺乏共識的情況下。」72雖然台灣政

府主權行使範圍相當確定，73但如前文所述，由於國家認同（中華民國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為分裂國家？還是本來就是二個國家，並無所謂分裂

問題？74兩岸是否應走向一個中國？中華民國是否等同於台灣？還是台灣

應正名獨立？）與民族情感（兩岸人民是否均為中國人？）使然，台灣有

關人民政治權利部分，至今限制仍然很多，這個問題基本上仍要回歸憲法

條文檢視。就我國憲法增修條文而言，在我國憲法的體系解釋上，憲法增

修條文前言第一句雖仍有「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的規定。但在解釋

上，增修條文前言既然明示「國家統一前」，顯然是承認目前是未統一，

                                                 
71 江宜樺（1998），《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北：揚智，頁 3。 
72 林佳龍（2000），〈台灣民主化與政黨體系的變遷：菁英與群眾的選舉情節〉，《台灣政治學 

  刊》，4 期，頁 47。 
73 釋字第 328 解釋文：「 中華民國領土，憲法第四條不採列舉方式，而為「依其固有之疆域」 

  之概括規定，並設領土變更之程序，以為限制，有其政治上及歷史上之理由。其所稱固有疆域 

  範圍之界定，為重大之政治問題，不應由行使司法權之釋憲機關予以解釋。」其次，憲法增修 

  條文第十一條規定：「自由地區與大陸地區間人民權利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理，得以法律 

  為特別之規定。」由此可推論，中華民國目前的領土範圍仍是所謂的「固有之疆域」，但主權 

  行使則明確限定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 
74 在形式上，台灣自 1947 年 12 月 25 日起適用當時於中國制定並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單純從 
  這部憲法的觀點來看，台灣屬於中華民國政府當時所代表的中國這個國家之領土一部分，其與 
  中國大陸間的關係，自然屬於一國的內部關係。雖然在國際法上，台灣的領土地位一直要等到 
  1952 年的舊金山對日和約生效後，才確定脫離日本的主權。1991 年 5 月 1 日起，動員戡亂時 
  期終止，臨時條款也正式廢止，憲法增修條文開始施行，從此兩岸關係的憲法定位進入「？(一 
  或二)國兩區」。憲法增修條文正式將中華民國政府有效統治地區稱為「自由地區」，而將共產 
  黨統治地區稱為「大陸地區」。兩區間究竟屬於一國或兩國，則開始出現變化。請參考黃昭元 
  （2008），〈兩岸關係法律定位的演變(1987-2007)：台灣觀點〉，《近二十年兩岸關係的發展與變 
  遷》台北：海基會，頁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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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已經分裂的狀態。75但民主政治理論之前提，基本上是建立在一個

主權統一的國家之上，76如我國憲法增修條文前言即先宣示我國並非一個

「統一」的國家，則政府就可隨時以「不得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裂國

土」為理由，限制人民之結社自由與政治性言論。 

    以民主政治角度而言，政治問題無法解決時，司法機關如能適當介入

並協助解決僵局，對政治穩定必有甚大幫助。但我國因政治情況特殊，在

憲法解釋的層次，大法官至今仍有意迴避此問題，將之當成政治問題，故

意不予審查。如司法院釋字第 328 號解釋(1993 年 11 月)便認為：「固有疆

域範圍之界定，為重大之政治問題，不應由行使司法權之釋憲機關予以解

釋。」因而避開這個憲法問題。1999 年 12 月公布的釋字第 497 號解釋，

雖然是首度直接面對兩岸條例部分內容合憲性爭議所做成的解釋，但也避

開對領土範圍問題表示意見。2006 年 11 月的釋字第 618 號解釋亦然。77

    總言而論，大法官對於涉及國家認同的敏感議題仍會繼續採迴避之方

式，但因國家認同對於台灣而言，是非常重要且不可避免的問題，權利（或

權力）的限制（或增加），根本因素還是與國家認同有關。78因此，研究者

認為，凡涉及國家認同的政治權利問題仍需繼續且持續地被討論，因為由

第二章及第三章的內容分析可知，大部分民主倒退的國家，皆因有國家認

同及政治權利的問題。79

                                                 
75 黃昭元（2008），〈兩岸關係法律定位的演變(1987-2007)：台灣觀點〉，《近二十年兩岸關係的發 
  展與變遷》台北：海基會，頁 72。 
76 請參考本論文第三章有關民主鞏固之討論。 
77 黃昭元，同註 75，頁 81。 
78 例如釋字第 475：「政府於中華民國三十八年以前在大陸地區發行之國庫債券，係基於當時國 

  家籌措財源之需要，且以包括當時大陸地區之稅收及國家資產為清償之擔保，其金額至鉅。嗣 

  因國家發生重大變故，政府遷台，此一債券擔保之基礎今已變更，目前由政府立即清償，勢必 

  造成臺灣地區人民稅負之沈重負擔，顯違公平原則。立法機關乃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之授 

  權制定「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於第六十三條第三項規定：一、民國三十八年 

  以前在大陸發行尚未清償之外幣債券及民國三十八年黃金短期公債；二、國家行局及收受存款 

  之金融機構在大陸撤退前所有各項債務，於國家統一前不予處理，其延緩債權人對國家債權之 

  行使，符合上開憲法增修條文之意旨，與憲法第二十三條限制人民自由權利應遵守之要件亦無 

  牴觸。」，債券問題看似經濟問題而非國家主權問題，但實質上仍為國家主權問題，如黃昭元 

  教授所言：「在憲法法理上，如果不是國家同一性改變，同一國家如何能無限期不清償其債務 
  而竟然不違憲？」黃昭元，同註 75，頁 81。 
79 波多黎各雖然條件不能與台灣相提並論，且美國與波多黎各的關係和中國與台灣的關係亦不 
  同，但其政治發展過程，仍值得台灣借鏡。例如波多黎各（The Commonwealth of Puerto R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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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第 644 號解釋之分析 

一、案例背景  

    1998 年 11 月 30 日，陳師孟以發起人身分向台北市政府社會局申請設

立「台北市『外省人』台灣獨立促進會」，台北市政府社會局認為這是申

請籌組政治團體，其宗旨為「支持以和平方式，推動台灣獨立建國」，這

與人民團體法第二條規定不符，不予許可。申請人不服，循序提起訴願、

再訴願，均遭駁回，嗣向最高行政法院提起行政訴訟，判決也是駁回。申

請人認為最高行政法院九十年度判字第 349 號判決（以下簡稱陳師孟案）

所適用之人民團體法第二條規定，侵害憲法第十四條所保障的結社自由，

爰向司法院聲請解釋憲法。2008 年 6 月 20 日，大法官作出釋字第 644 號

解釋，該號解釋文相當簡潔，對於最高行政法院之觀點，大法官基本上是

未予認同。 

貳、案例爭點 

    我國人民團體之組織具爭議性者以政治組織團體或政黨較為明顯。現

代民主國家，政治領域的各種作用均以政黨之參與為基礎，以政治性社團

之活動為輔。選舉的造勢活動及宣傳，亦以政黨及政治性團體較為活躍。

以此推論，1997 年的台灣已為民主化國家，人民組織政治性社團是否為基

本權利？2008 年的台灣已為所謂的民主鞏固國家，大法官對人民團體法作

出的解釋內容是否符合民主鞏固標準？由大法官解釋相關解釋可知，大法

官基本上是肯定人民有自由表意的權利，或許也因為政治上已呈現司法保

障政治權利的氣氛，因此陳師孟在當時就敢申請高度政治敏感的台灣獨立

                                                                                                                                            
  的三次公投，皆為政治定位公投，其目的是為了解決「自由邦聯」、「建州」或「獨立」這三個 

  國家主權選項問題。1951 年和 1952 年，波多黎各公民投票贊成新憲法及自由邦聯的設計機制。 

  表面上波多黎各似乎是美國的自由邦聯，不是殖民地，但實事上，波多黎各公民這樣的動作， 

  反而是召告天下，波多黎各是美國的「高度自治區」。波多黎各在不正常的國家定位下，政治 

  過程必定會有許多困境，也因此有後來的三次「政治定位公投」。當然，在波多黎各民主化過 

  程中，經濟及社會問題也是非常重要，但研究者較為關注的是波多黎各人民的政治價值取向。 

  請參考Pedro A. Malavet, 2004, America's colony :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uerto Rico, New York :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聯合國有關波多黎各的公投討論， 

  請參考http://www.un.org/News/Press/docs/2009/gacol3193.do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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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並命名為「台北市『外省人』台灣獨立促進會」。但台北市社會於

審查時，竟然不准人民成立台灣獨立性質的社團，引發社會強烈爭議。是

此，本案例之爭點為：人民團體法對主張共產主義、分裂國土之團體不許

可設立規定違憲？  

參、解釋結果 

    第 644 號解釋文相當簡潔，該號解釋之解釋文全文如下：「人民團體

法第二條規定：『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動，不得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

裂國土。』同法第五十三條前段關於『申請設立之人民團體有違反第二

條……之規定，不予許可』之規定部分，乃使主管機關於許可人民團體設

立以前，得就人民『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裂國土』之政治上言論之內

容而為審查，並作為不予許可設立人民團體之理由，顯已逾越必要之程

度，與憲法保障人民結社自由與言論自由之意旨不符，於此範圍內，應自

本解釋公佈之日起失其效力。」80解釋結果認為最高行政法院九十年度判

字第 349 號判決罔顧結社自由與集會自由之密切關係，違反憲法保障人民

集會結社自由之權利，終於還給陳師孟等人一個「正義」。茲將解釋文與

解釋理由書分析於下。 

肆、解釋理由 

    關於結社自由，大法官曾於釋字第479號解釋（1999年）提出若干見

解，該號解釋理由書指出：「憲法第十四條結社自由之規定，乃在使人民

利用結社之形式以形成共同意志，追求共同理念，進而實現共同目標，為

人民應享之基本權利。結社自由不僅保障人民得自由選定結社目的以集結

成社、參與或不參與結社團體之組成與相關事務，並保障由個別人民集合

而成之結社團體就其本身之形成、存續、命名及與結社相關活動之推展免

於受不法之限制。結社團體於此保障下得依多數決之整體意志，自主決定

包括名稱選用在內之各種結社相關之事務，並以有組織之形式，表達符合

                                                 
80 司法院大法官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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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團體組成目的之理念。」憲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結社之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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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利，並確保

團體之存續、內部組織與事務之自主決定及對外活動之自由等。結社自由

除保障人民得以團體之形式發展個人人格外，更有促使具公民意識之人

民，組成團體以積極參與經濟、社會及政治等事務之功能。各種不同團體，

對於個人、社會或民主憲政制度之意義不同，受法律保障與限制之程度亦

有所差異。惟結社自由之各該保障，皆以個人自由選定目的而集結成社之

設立自由為基礎，故其限制之程度，自以設立管制對人民結社自由之限制

最為嚴重，因此相關法律之限制是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例原則，應

就各項法定許可與不許可設立之理由，嚴格審查，以符憲法保障人民結社

自由之本旨。81

    人民團體法第二條規定：「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動，。」同法第五十

三條前段關於「申請設立之人民團體有違反第二條……之規定者，不予許

可」之規定部分，乃使主管機關於許可設立人民團體以前，得就人民「主

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裂國土」之政治上言論之內容而為審查，並作為不

予許可設立人民團體之理由，顯已逾越必要之程度，與憲法保障人民結社

自由與言論自由之意旨不符。 再者，人民蹪體法第二條及第五十三條前

段關於「申請設立之人民團體有違反第二條……之規定者，不予許可」之

規定部分，失其效力。82所謂「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裂國土」原係政

治主張之一種，以之為不許可設立人民團體之要件，即係賦予主管機關審

查言論本身之職權，直接限制人民言論自由之基本權利。83

    人民團體法將人民團體分為職業團體、社會團體及政治團體。職業團

體係以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利益，促進社會經濟建設為目的，由同一

行業之單位、團體或同一職業之從業人員組成之團體（同法第三十五條）；

                                                 
81 司法院大法官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644 
82 司法院大法官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644 
83 司法院大法官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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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團體係以推展文化、學術、醫療、衛生、宗教、慈善、體育、聯誼、

社會服務或其他以公益為目的，由個人或團體組成之團體（同法第三十九

條）；政治團體係國民以共同民主政治理念，協助形成國民政治意志，促

進國民政治參與為目的而組成之團體（同法第四十四條）；性質上皆屬非

營利團體。84

伍、本文見解 

（一）就國家認同問題而言 

    台灣的政治歷史背景特殊，族群認同及國家認同問題，在政治運作及

選舉過程中，影響甚深。尤其是兩岸關係所涉及的統一、獨立議題，影響

結社自由與政治性言論管制甚深。「國家」（state）這個概念，對於台灣的

政治制度影響之深，由結社自由限制即可看出。85

    在憲法的體系解釋上，憲法增修條文前言第一句雖仍有「為因應國家

統一前之需要」的規定。但在解釋上，增修條文前言既然明示「國家統一

前」，顯然是承認目前是未統一，而且是已經分裂的狀態。86

（二）國家認同問題會影響結社自由與政治性言論之管制 

人民團體法第二條規定：「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動，不得主張共產主

義，或主張分裂國土。」同法第五十三條前段規定：「申請設立之人民團

體有違反第二條……之規定者，不予許可」。由此可知該法對於非營利性

人民團體之設立，得因其主張共產主義或分裂國土而不予許可。所謂「主

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裂國土」原係政治主張之一種，而政治權利乃民主

國家人民之基本權利，是民主鞏固的檢驗指標之一。主管機關審查政治性

主張時，「國家安全」與「基本權利」常是矛盾且相對的，因該兩項考量

                                                 
84 司法院大法官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644 
85 薩孟武譯（2000），同註 68，頁 4。研究者認為，由歷史的經驗可知，國家的形成因素相當複 

  雜，我們無法假設國家內民族基礎的一致性，亦無法預設群體形成一個國家的動機是否一致， 

  因此，政府以想像中的國家作為理由來管制結社及言論性自由，實屬不當。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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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公益」與「私利」的比例原則問題。 

在644號解釋文中，大法官認為「主張共產主義、分裂國土」屬於政

治性主張，以此為不許可人民團體設立之要件，即係賦予主管機關審查言

論本身之職權，直接限制人民言論自由之基本權利，惟基於落實憲法增修

條文第五條第五項之規定，故人民團體法第二條之規定並不違憲。但憲法

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五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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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與政治性團體之性質是否相同

或可概括並論，應謹慎解釋。雖人民團體法第二條無違憲，但在參酌憲法

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五項規定與防衛性民主之考量，人民團體除了有上述主

張之外，亦須「有進一步事實，足以認定其目的或行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

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主義者」，主管機關始得以該法第五十三條撤銷其許

可，故系爭規定並非最小侵害手段，而逾越憲法第二十三條之必要性規

定。87

（三）以審查標準看大法官對結社自由及政治性言論之態度 

    我國對於結社自由之規範，由釋字第 644 號解釋來看，大法官採取較

為寬鬆之審查，此對於人民之結社權利無正面助益。再者，採取寬鬆的合

理審查標準，則何謂「恣意」也非常難定論，此種審查標準容易讓人民權

利受損害。林子儀教授在協同意見書中，對於言論自由的審查標準，認為

應該採嚴格審查標準：「系爭人民團體法相關規定，以人民之結社如主張

特定政治理念者，即不予許可成立，既係屬涉及言論或結社內容之事前限

制，其限制是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比例原則，即應以嚴格之標準予以審

查。」88

    換言之，結社自由為意見表達自由之一種，屬於自由權，受憲法保障。

人民團體法第二條、五十三條規定，申請設立之人民團體，其組織與活動

                                                 
87 月旦法學教室編輯部（2008），〈人民團體主張「共產主義、分裂國土」者不予許可設立之規 

  定違憲？〉，《月旦法學教室》，70 期，頁 113。 
88 請參考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uploadfile/C100/644 林子儀協同.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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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裂國土，不予許可。系爭規定限制人民依憲

法第十四條保障之結社自由，第644號解釋理由書中指出結社自由雖視其

團體性質，受法律保障與限制之程度有所差異，但結社自由之保障內容，

皆以個人自由選定目的而集結成社之設立自由為基礎，而陳師孟案採取設

立管制之手段，對人民結社自由限制影響嚴重，故大法官應採嚴格審查之

審查標準。 

    論及審查標準，美國司法違憲審查之三重審查標準是我國學界經常引

用之概念。三重審查標準89係聯邦最高法院在雙重標準理論之基礎上，基

於務實需要逐漸演變而成。90三重審查標準是一種「審查程度」的差別，

並非絕對的。法官在判決過程中，司法制度、政治生態、意識形態、法官

培訓、利益取捨等諸種因素均有可能影響審查標準，因此，三重審查標準

只是一種審查標準，以利法官於個案審查時作衡量判斷。易言之，三重審

查標準係指聯邦最高法院於審理「涉及基本權利案件時，依所不同類型而

採寬（合理審查標準）、中（中度審查標準）、嚴（嚴格審查標準）三種不

同基準之司法違憲審查理論。」91審將成為形式主義的空洞公式。再者，

法院即使是使用美國模式的類型化方法，還是很容易造成形式思考而忽略

個案事實與脈絡。92

 

 

 

 

 

                                                 
89 三重審查標準所依據的「標準」為何？此一標準根據美國憲法運作可知，至少包括：（1） 
  涉及基本權利之政府立法或措施的「目的」，及（2）政府為達到此目的之「手段」。請參考 
  林子儀（1997），〈言論自由的限制與雙軌理論〉，收錄於李鴻禧教授六秩華誕祝賀論文集編 
  輯委員會編，《現代國家與憲法》，台北：月旦，頁 589。 
90 三重審查標準形成的關鍵特色有二：（1）中度審查標準的提出；（2）雙重基準審查範圍之 
  擴大。請參閱陳文政（2006），《世紀憲法判決：布希控高爾案之分析》，台北：五南，頁 133、 

  134。 
91 陳文政（2006），《世紀憲法判決：布希控高爾案之分析》，台北：五南，頁 134。 
92 黃昭元（2004），〈憲法權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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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大法學論叢》，33 卷 3 期，頁，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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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三重審查標準之異同 

 嚴格審查標準 中度審查標準 合理審查標準 
目的 必須是追求「重大迫切

利 益 」（ compelling 
interests），而不只是

「正當」或「合法」的

利益。 
 
這既是程度也是種類

的要求。例如：行政成

本或效率通常不被認

為是重大迫切利益，因

此不構成合憲目的。 
 
如果目的在立法當時

已經違憲，不能以事後

出現的政府利益來正

當化自始違憲之目的。 

必須具備「重要利益」

（important interests）。
程度上高於「正當」或

「合法」，但低於「重大

迫切」之要求。 
 
僅追求行政成本與效率

之立法目的原則上也難

以成為合憲的重要利

益。 
 
限於立法者於立法當時

就已經實際考量的政治

利益。如果目的在立法

當時已經違憲，原則上

不能以事後出現的利益

來正當化自始違憲的目

的。 

只需有「正當利益」

（legitimate interests）即

可。 
 
多半尊重立法者的決

定，而不會實際審查。

行政成本或效率通常可

以成為正當利益。 
 
包括立法者於立法當時

的「實際目的」或法院

事後發現的「可想像之

目 的 」（ conceivable 
purpose）都可以算是正

當目的。 

手段

關連

性 

手段與目的間必須具

有「必要」（necessary）、 
或 「 嚴 密 剪 裁 」

（narrowly tailored）或
「完美吻合」（perfect 
fit）之關連性。 
 
類似比例原則第二個

次原則「手段必要性」

之要求。但強調「別無

較小侵害的替代手

段」，不當然等於最小

侵害手段。 

手段與目的間必須具有

「 實 質 關 連 」

（substantially related）
或「緊密契合」（close it）
之關連性。 
 
容許有例外，不要求手

段百分之百契合目的之

達成。契合程度的要求

比嚴格審查標準略微放

鬆。 

手段與目的間只需有

「合理關連」（reasonable 
relation）。 
 
相當寬鬆的要求，類似

比例原則第一個次原則

「手段適合性」之要

求。 
 
在自由案件中，可容許

過多限制，只要不構成

恣意即可。93

適用 
結果 

推定違憲，所謂「理論

上嚴格，實際上致

命」。 

不確定，一般而言會傾

向違憲，但容許較大的

個案衡量。 

推定合憲，所謂「表面

上合理，實際上無審

查」。 
                                                 
93 詳細內容請參考司法院大法官網站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uploadfile/C100/644 林子儀協同.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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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證 
責任 

由政府證明合憲，無合

憲性推定原則之適用。 
由政府證明合憲，無合

憲性推定原則之適用。 
適用合憲性推定原則，

由人民證明違憲。 
主要 
適用 
對象 

涉及「嫌疑分類」（例

如種族、膚色、原族裔）

或「基礎性權利」（如

投票權、言論自由、宗

教自由、旅行權、結社

自由、墮胎權、隱私權）

的平等權案件 

「準嫌疑分類」（例如性

別、非婚生子女等）或

「重要性權利」（如教

育、擔任政府公職的權

利）的平等權案件 

一般分類（財產地位或

貧富、犯罪前科、外國

人、身心障礙、性傾向

等）或社會經濟立法的

平等權案件 

規範 
形式 
屬性 

規則：例外容許基準式

操作 
大多是基準式的衡量操

作 
規則：例外容許基準式

操作 

資料來源：黃昭元（2004），〈憲法權利限制的司法審查標準〉，《台大法學論叢》，

33 卷 3 期，頁 39-41。 

 

    我國對於「主張共產主義、或分裂國土」之社團的審查採嚴格審查標

準。釋字第 644 號解釋理由書認為：「惟結社自由之各該保障，皆以個人

自由選定目的而集結成社之設立自由為基礎，故其限制之程度，自以設立

管制對人民結社自由之限制最為嚴重，因此相關法律之限制是否符合憲法

第二十三條之比例原則，應就各項法定許可與不許可設立之理由，嚴格審

查，以符憲法保障人民結社自由之本旨。」 

    最後，644 號解釋值得注意的是，林子儀、許宗力、許玉秀所提出的意

見書中均指出，系爭人民團體法第二條要件實屬政治概念，規定本身似已

違反法律明確性原則。此外，多數意見認為系爭規定目的係為落實憲法增

修條文第五條第五項之規定而合憲，但該增修條文規定主體為「政黨」，

因此我國憲法所採取之防衛性民主理論似僅適用於政黨。94憲法為國家根

本大法，憲法明文規定政黨不可有共產主義或分裂國土之主張，除政黨外

並無其他規範對象，且法律亦無明文規範對象，因此，若最高行政法院以

擴張性解釋來判決陳師孟案不可籌組政治性團體，顯有違反法治原則精

                                                 
94 月旦法學教室編輯部，同註 87，頁 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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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法治之最低限度要求是法制統治（rule by law）」，95法院於判決時連

法治的最低要求都無法做到，更遑論國家能落實民主鞏固之各項指標。再

者，又考量於限制人民權利情形，依據「明示其一，排除其他」之法律適

用原則，以及政黨與人民團體之性質與影響力有相當差異等因素，故該增

修條文可否推展適用於「人民團體」，恐有疑問。96法律或其他政府行為歧

視人民基本權利，或是造成人民基本權利之傷害或過當負擔，則該法律或

政府行為即有違反憲法平等保障原則之疑義，應受司法違憲標準之審查。

除非政府可證明該項手段是因為關係某項國家利益所必要，否則該行為及

政策應屬無效。97是此，法律或其他政府行為應不得恣意限制人民組織政

治性社團之權利，否則是侵害人民之結社自由。98

 

第四節 小結 

    Robert Alan Dahl認為，政治平等對於民主政治是非常重要的原則。民

主政治須要設計一套符合基本原則的憲法，這個原則的內容為：憲法對待

它的成員，應當把他們當作具有同等資格參與決策過程、制定社團未來政

策的平等個體；所有成員，無論他們在其他事務上怎樣，但在社團的管理

上，應該被視為「政治上均為平等」（politically equal）。99

    論及司法違憲審查對釋字第 644 號解釋之功能性。結社自由與集會自

                                                 
95, Aharon Barak, 2002, The Supreme Court 2000 Term, Forward:A Judge on Judging: The Role of a  
  Supreme Court in Democracy, Harvard Law Review, No.116, p.16. 
96 月旦法學教室編輯部，同註 87，頁 114。 
97 史慶璞（1991），《美國憲法與政府權力》，台北：三民，頁 247-248。 
98 例如社團作業規定之應冠所屬行政區域名稱規定是否違憲，釋字第 479 號解釋文（1999 年 4 

  月 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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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團體法第五條規定人民團體以行政區域為組織區域；而第 

  十二條僅列人民團體名稱、組織區域為章程應分別記載之事項，對於人民團體名稱究應如何訂 

  定則未有規定。行政機關依其職權執行法律，雖得訂定命令對法律為必要之補充，惟其僅能就 

  執行母法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加以規定，不得逾越母法之限度，迭經本院解釋釋示在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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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母法意旨，侵害人民依憲法應享之結社自由，應即失其效力。」請參考司法院大法官 

  網站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479 該號解釋之結果，對於結 

  社自由有一定程度的保障，因若政府強制人民團體冠以行政區域名稱，恐侵害人民結社自由 

  權，甚至傷害個人或團體組織之尊嚴。 
99 Robert Alan Dahl, 1998, ON Democracy,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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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同屬「表現自由」，此於釋字第 445 號解釋即已清楚說明。釋字第 445

號解釋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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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憲法第十四條亦規定人民有結社之自由，

若由解釋字面推論，結社自由亦為表現自由，政府審查該項權利時，應從

寬認定。憲法明文保障集會結社之自由，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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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利，並確保團體之存續、內部組織

與事務之自主決定及對外活動之自由等。 

    大法官在 644 號解釋表示，結社自由除保障人民得以團體之形式發展

個人人格外，更有促使具公民意識之人民，組成團體以積極參與經濟、社

會及政治等事務之功能。這表是大法官對結社自由此政治權利，基本上予

以肯定，但如內文所述，該號解釋「有結論而無推論」，因此，仍需繼續

關注與討論。比例原則旨在強調達成國家行政目的與限制人民基本權之手

段須適當並不得過度。以陳師孟案而言，憲法為國家根本大法，憲法明文

規定政黨不可有共產主義或分裂國土之主張，除政黨外並無其他規範對

象，且法律亦無明文規範對象，因此，若最高行政法院以擴張性解釋來判

決陳師孟案不可籌組政治性團體，顯有違反法治原則精神。是此，法律或

其他政府行為應不得恣意限制人民組織政治性社團之權利，否則是侵害人

民之結社自由。 

    對於民權的實際運作，孫中山先生以直接民權為主要訴求，間接民權

為輔助。其心目中的直接民權，是「由人民直接運用選舉、罷免、創制、

與複決四種政權，以控制或管理政府免其為非或不能稱職。」100又中山先

生在〈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一文中明白提出：「政治之權在人民，或直

接行使之，或間接行使之。……分縣自治行直接民權，……國民大會由國

民代表組織之，……為間接民權。」由此可知，孫中山先生認為中國領土

廣大，實施代議政治有其需要。而〈建國大綱〉則將此明文化，其第二十

                                                 
100 陳春生編（1987），《國父思想論文選集》，台北：台灣學生書局，頁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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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條規定：「憲法頒布之後，中央統治權即歸於國民大會行使之，即國民

大會對於中央政府官員有選舉權，有罷免權，對於中央法律有創制權，有

複決權。」可知，憲法上賦予人民有抗衡政府之政治權利－－創制權及複

決權。但中山先生之觀點是否有落實於生活之中？由台灣公投經驗可知，

直接民權似乎尚未落實於生活之中。 

    台灣近年來的公民投票，總是在爭議不斷的情況下舉行，單是公民投

票是否可以與總統大選合併舉行，國民黨及民進黨意見分歧，社會大眾意

見也不一致，更甭提公民投票的標題內容。甚至當中選會於 2008 年初宣

佈公投與總統大選將合併共同舉行時，有些人還認為中選會是屈服於民進

黨政府的要求。但同 11 月 5 日中選會發佈一則新聞稿，說明中選會當初

同意公投合併總統大選一起舉行乃是世界民主國家之潮流，而非中選會屈

服於執政黨之要求。101

   由內文所舉之憲法解釋來看，大法官在政府權力分立原則上的貢獻，

有目共睹，但在直接民主及間接民主的權力分立方面，似乎較模糊保守。

在此本論文仍強調：政府不須懼怕人民擁有公投權利，相反的，政府應該

教育人民正確的民主概念。人民有正確的觀念與態度，方可以公民投票之

結果來補強代議政治之不足；且政府需給予人民充分的資訊與知識，如

此，公民投票結果才有意義。經歷過民主轉型的衝擊及政黨輪替的適應，

台灣人民理應具備民主政治之基本素養。因此，政治機關無法解決的重大

社會及政治問題，尤其是高度政治性議題，由司法機關解決未必妥當，交

由公民投票解決也許較為適當。 

    誠如Dworkin所言：「……任何值得尊敬的憲法、任何具有真誠原則

                                                 
101 中選會之新聞稿：「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政雄 5 日表示，美國今年總統大選中，有 36 

  州同時進行 153 項公投案，由此得知公投與大選投票合併舉行，是世界民主國家之潮流，可見 

  過去該會將大選與公投合併辦理之政策，不但符合公投法規定，節省公帑，更可方便選民投票， 

  符合時代潮流。中選會於今年第 7 屆立委及第 12 任總統選舉時，同時分別與第 3、4 案及第 5、 

  6 案公投案合併舉行投票，曾引起社會各界的批評，反對合併舉行者甚至指責該會不公正，並 

  醜化該會。……簡併選舉與公投是政府一直在推動的政策，無論是三年前的三合一選舉，或是 

  明年或 103 年之選舉，政府無論藍色或綠色執政，都是朝此方向推動，因為如此不但可方便選 

  民投票，提高投票意願，亦可節省社會成本，同時也是世界潮流，此前中選會的決策並沒有不 

  公正的地方。」請參考網址 http://www.cec.gov.tw/files/F081105/20081105155532_97110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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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憲法，都將保障每個人這些自由的權利。」102是此，公民投票及結社自

由權利是應當受到憲法的保障。但基於國家認同及政治現實考量，對於某

些不合理之限制，目前至第 645、644 號等解釋為止，大法官仍無法確實

解決問題。是故，分析政治權利保障的同時，思考該國家之客觀的歷史背

景與主觀的人民情感因素，實屬重要。台灣政府對於政治權利的限制，受

歷史因素及認同情感甚深，職是，公民投票法與人民團體法之修正，仍是

短期內無法的難題。 

 

                                                 
102 Ronald Dworkin, 1996, Freedom's law : the moral reading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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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 

    司法違憲審查既然主要是針對法規範的「合憲性」所為的所為的法律

判斷，其運作無疑需要滿足一定程度的「實證性與明確性」，才能維繫法

秩序的統一與穩定。1不過，憲法秩序的形成與發展，恆受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憲政主義的規範理念與民主政治的制度理想

之間，更存在著複雜的辨證關係。法規範的合憲性問題，往往無法單純從

規範的邏輯推理得到極致的判斷，而必須在民主國、法治國等立憲民主政

體的基本價值決定上，就相關的基本權利、國家與社會利益，或者權力分

立的制度原理，進行審慎的權衡。2準此，我國的政治、社會、文化、教育

等諸種層面皆有其特殊性，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是否對台灣民主鞏固產生一

定程度的促進功能？從較具有高度政治性的憲法解釋，以政治學立場重新

檢視其書面資料，吾等可得到不同的思考與更進一步的體會。 

    政治制度、法律制度的不同，會使釋憲制度產生不同的解釋效果，這

是一般人民很難想像的。進一步而言，在某些情況之下，憲法在國家體制

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在另外一些情況下，憲法只是次要的，這是由於政治

制度及法律制度不同所致。 

    再者，採不同的審查標準，其解釋結果將會不同。審查標準固然有其

理論依據與實踐標準，但最根本的，還是解釋者的智慧、態度與意識形態。

3每部憲法都需要靠「人」的解釋才有意義，也才有流傳世世代代的可能性。

民主憲政國家的憲法之重要性在於其「價值鎖定功能」，這些被鎖定的價

值包括程序價值與實體價值。如基本權利、正當法律程序、權力分立、責

任政治、有限政府、地方自治等。葉俊榮教授對憲法鎖定功能之描述： 

                                                 
1 蘇俊雄（2005），《憲法意見》，台北：元照，序論第二頁。 
2 蘇俊雄，同註 1，序論第二頁。 
3 林子儀大法官在釋字第 571 號解釋所發表的協同意見書中，就法院在決定審查標準方面曾表 

  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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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子儀大法官之協同意見書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uploadfile/C100/抄本 57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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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憲法的修正程序比起一般法律來得慎重，憲法的第一個功能即是將一

些人類社會認為應予永世尊敬的價值，將它們『鎖定』在憲法裏，使得日

後欲改變這些被鎖定的價值，光透過法律層次的常態政治無法如願，必須

透過憲法政治，才有可能。如此，憲法便能大大提高那些受到人們高度認

同價值的穩定性。如果不是基於價值鎖定的考慮，我們大可將所有的決策

都委諸立法機關以立法方式解決。憲法上之所以鎖定某些價值，乃因制憲

者認為當時或日後的立法者可能會輕易改變某些理念或價值，為了便免此

種現象的發生，於是便將某些價值於事先加以鎖定。這些被鎖定的價值包

括程序價值與實體價值。如基本權利、正當法律程序、權力分立、責任政

治、有限政府、地方自治等。4

 

    誠如葉俊榮教授所言，研究者以為，憲法將基本權利、正當法律程序、

權力分立、責任政治、有限政府、地方自治等價值具體以文字方式明文規

範，不僅可把抽象性的法律哲學、政治哲學與人權理念具體化，亦能體現

民主憲政之意涵。 

壹、研究發現 

一、就台灣司法違憲審查與檢視民主鞏固而言 

    就比較法而言，司法違憲審查可分為德國模式及美國模式兩大模式，

即比例原則模式的「德國模式」與類型化、多元審查標準模式的「美國模

式」。我國法有關司法違憲審查標準的理論與實踐，一般而言是以德國法

與美國法為繼受及比較的主要來源，但整體而言，我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對於審查標準仍未發展出一套穩定的體系及理論基礎。5

    研究者認為，我國民主化時間不長（不管是由解嚴日算起，還是由 1991

年算起，時間皆不算長），政治文化與特殊兩岸關係，致使我國司法違憲

審查缺乏創設一套體系與理論基礎的環境。因此，建立一套符合台灣政

                                                 
4 葉俊榮（2000），《珍惜憲法時刻》，台北：元照，頁 19-20。 
5 黃昭元（2004），〈憲法權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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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大法學論叢》，33 卷 3 期，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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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經濟、社會、文化等更層面價值體系的釋憲制度，乃台灣民主鞏固應

努力的方向。 

    民主化就像處於動態中的平衡般，沒有真正「完成」的時候，台灣目

前正處於民主鞏固階段，需要政府與全體國民共同努力，方能促進民主進

而達到民主品質提升之理想。但不論從哪一個面向來討論民主鞏固，均與

憲政主義有關。憲政主義是實質民主的要素，如以色列最高法院院長

Aharon Barak所言：「透過憲政主義可以實現民主的基本價值，如人性尊

嚴、平等、寬容、道德、正義等。」6

二、就台灣民主鞏固而言 

（一）有限政府方面 

    2000 年以前，執政黨與立法院多數黨均為國民黨，因此沒有所謂的組

閣權問題。2000 年總統選舉，民進黨籍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先生贏得選舉，

我國中央執政出現首次政黨輪替，形成執政黨為民進黨、立法院多數黨為

國民黨之窘境，組閣權問題也因此迅速浮上檯面。但 2008 年國民黨贏得

總統大選之後，因立法院多數黨為國民黨，行政、司法皆為同一政黨的情

況下，組閣權爭議似乎又消失無蹤。 

    本論文在研究分析完有關組閣權爭議之後發現，我國憲法對於組閣權

之規定在民主鞏固時代已非常明確，釋字 520 號即為民主鞏固時代首次明

確表示總統擁有組閣權之大法官解釋，職是，立法院如再以國會最大黨要

求總統分享組閣權，於憲法上並無依據。且組閣權是屬於總統專屬的政治

裁量，若立法院以國會最大黨要求總統分享組閣權，於實際政治上亦無立

場。職是之故，組閣權乃屬於政治問題，因司法解釋方面已明確說明組閣

權之歸屬。 

（二）依法而治方面 

    民主化時期沒有所謂的終點。有些國家在民主化後仍會民主倒退，這

與該國的政治制度及社會文化息息相關。如本論文第三章所提到的民主倒
                                                 
6 Aharon Barak, 2002, The Supreme Court 2000 Term, Forward: A Judge on Judging: The Role of a  
  Supreme Court in a Democracy, No.116, Harvard Law Review, p.16, pp.38-40. 

 251



退問題，例如德國、義大利、東歐一些國家，均曾經歷過非民主政體的統

治，因為這些國家在民主化，因政治部門運作違反「依法而治」原則，司

法權又無法發揮實質功能，因此政治統治又轉型為威權或其他專制統治。

有鑒於此，吾等均應同意：遵守「依法而治」的原則，才不會有任何機關

部門越權專擅、恣意而為。 

    「依法而治」的好處在於，能防止有特定的個人或政府權力凌駕法律

而傷害其他人的利益。就民主制度而言，依法而治乃是民主制度發揮其實

際效力的最佳方法。就人權保障而言，法治原則使普世價值的人權和各國

憲法或基本法上的基本權利不受來自他人或政府的非法侵犯。1789 年法國

人權宣言第二條言：「任何政治結合之目的都在於保護人的自然的且不可

撼動的權利，這些權利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以法國人權

宣言第二條為信念，研究者以為，討論政治制度與法律規範的意義在於維

持秩序與保護人權，倘若制度及法律設計之目的不是在實現「主權在民」

與「保障人權」之精神，則任何制度與法律都是毫無意義的。 

（三）人權保障方面 

    人民基本權利的保障是現代民主國家憲法的最主要內容與功能之

一，但憲法所保障的各項基本權利即非絕對不可侵犯，在實踐上更經常受

到各種國家公權力（行政、立法與司法權）的限制。7研究者從研究過程中，

亦有同感。 

    憲法為國家根本大法，憲法明文規定政黨不可有共產主義或分裂國土

之主張，由是可知，除「政黨」須受規範之外，憲法並無明文規範其他團

體組織，且法律亦無明文規範對象，因此，若最高行政法院以擴張性解釋

來判決陳師孟案不可籌組政治性團體，顯有違反法治原則精神。「法治之

最低限度要求是法制統治（rule by law）」，8法院於判決時連法治的最低要

求都無法做到，更遑論國家能落實民主鞏固之各項指標。近年來，中國的

                                                 
7 黃昭元（2004），〈憲法權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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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大法學論叢》，33 卷 3 期，頁 46。 
8, Aharon Barak, 2002, The Supreme Court 2000 Term, Forward:A Judge on Judging: The Role of a  
  Supreme Court in Democracy, Harvard Law Review, No.116,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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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及台灣內部政權的變化，「國家認同」問題逐漸浮上檯面。9如職掌正

義之司法工作者無法堅持憲法原則，則如何期待政府部門的工作者之行為

符合人權理念？ 

    以台灣現況而言，在民主鞏固時代，有關政治性的結社及表現自由，

仍是人權保障的爭議議題。但兩岸歷史特殊，社會、文化及政治等關係密

切，台灣政府在考量開放人民參與政治的同時，必會考量許多層面問題，

因為開放政治參與管道，可能會發生一些情況，而這些情況未必是政府能

掌控或預想的。職是之故，台灣的公民投票、結社自由，以及某些政治性

言論限制之情況，在兩岸特殊的政治氛圍下，應仍無法獲得共識及解決。 

貳、本文建議 

    在有限政府方面。就大法官解釋及政治運作來看，閣揆任命權應屬於

政治問題，而非憲政問題，因為大法官解釋已明確說明閣揆任命權乃總統

之權限。是此，研究者認為，政治相關問題終究還是要由政治部門解決，

如此才能建立憲政慣例，以維持政治運作之穩定。 

    在依法而治方面。政治部門在運作上應尊重「憲法之位階性」概念，

體制運作應實踐「憲法優位」之精神。有鑒於此，有關涉及重大政治事件

及重大刑案之事件，立法院如要設置特別委員會時，應注意憲法權力分立

原則及依法而治原則。且台灣憲政慣例尚未真正落實，也甫進入民主鞏固

時代而已，政治運作亦尚未如民主深化之穩定，是此，本論文認為，為政

治目的而設特別委員會或機關之政府行為，在台灣甚至世界各國並非少

見，故惟有各政府機關在行使職權時，儘量遵守憲法規範及降低政黨本身

的政治認同及政治情感，不因一己之政治目的而作出違害憲政法治之行

為，如此，我國才能真正稱為民主鞏固的法治國家。 

    在人權保障方面。首先，有關公民投票部分之建議。2003 年通過的公

民投票法規定，審議委員會成員依立法院政黨席次來推薦，這是一種形式

                                                 
9 國家認同危機不僅影響台灣的國防政策及國家整體發展，亦同時關係人民政治權利的限制。在

台灣政治史及有關政治權利之大法官解釋（例如釋字第 445、479、644、645 號解釋）中，皆可

看出政府對人民參與政治權利之疑慮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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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開放，但實質上卻由政黨勢力重重設限的弔詭。因此，審議委員會黨

派性的分配，絕對會成為未來推動公投爭議的最主要根源，國親雖然在公

投法做了形式開放，卻在實質上做了設限，讓立法院可以決定哪些議題才

能舉辦公投，實質主導了公民投票的議題內容。加上所謂修憲公投，必須

先走完憲法的修憲程序才有機會交付人民複決，這代表著立法院將公投的

發動權、議題的審議權，以及修憲權集於一身，透過公投來擴權，形成超

級立法權，不但強控公投的內容，限制人民的政治權利，甚至混淆了直接

民主的意義與目的，這對於民主鞏固並非有利。 

    但基於台灣之政治現況與立法院政黨生態之考量，能推動公民投票法

修改的主要力量，除人民之外，主要仍須視「立法院」與「司法院大法官」

而定。研究者認為，基於民主政治理論，政府推動重大公共政策或國家發

生重大政治、社會爭議時，政府應給予人民參與政策制定過程及對重大爭

議表達意見的機會與權利，這也是諮詢性公投諮商權精神之所在。因此，

立法院應該就公民投票法之程序規定及罰則部份，作謹慎的討論與修改；

而司法院大法官在直接民權之解釋部份，以及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廢除與

否方面，應多作一些討論與解釋，畢竟大法官解釋代表憲法之威信與精

神，解釋結果不僅可作為立法院「立法」或「修法」時之指標，亦可讓政

治部門（司法部門以外皆可謂政治部門）在審查公民投票相關問題時，能

自我約束與尊重人民權利。 

    再者，就結社自由與政治性言論部份。如釋字第 644 號解釋理由書所

言：「憲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結社之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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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利，並確保團體之存續、內部組

織與事務之自主決定及對外活動之自由等。結社自由除保障人民得以團體

之形式發展個人人格外，更有促使具公民意識之人民，組成團體以積極參

與經濟、社會及政治等事務之功能。各種不同團體，對於個人、社會或民

主憲政制度之意義不同，受法律保障與限制之程度亦有所差異。惟結社自

由之各該保障，皆以個人自由選定目的而集結成社之設立自由為基礎，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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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限制之程度，自以設立管制對人民結社自由之限制最為嚴重，因此相關

法律之限制是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例原則，應就各項法定許可與不

許可設立之理由，嚴格審查，以符憲法保障人民結社自由之本旨。」政府

機關於審核結社及政治性言論時，應以人民立場來思考結社及政治言論的

目的，盡量降低對這些政治權利的限制，如此，方能真正落實民主鞏固保

障人權之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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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公民投票法 

(民國 95 年 05 月 30 日修正)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依據憲法主權在民之原則，為確保國民直接民權之行使，

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之規定。 

第 2 條  本法所稱公民投票，包括全國性及地方性公民投票。  

全國性公民投票適用事項如下：  

一、法律之複決。  

二、立法原則之創制。  

三、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  

四、憲法修正案之複決。  

地方性公民投票適用事項如下：  

一、地方自治法規之複決。  

二、地方自治法規立法原則之創制。  

三、地方自治事項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  

預算、租稅、投資、薪俸及人事事項不得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  

公民投票事項之認定，由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審議委員

會) 為 之。 

第 3 條  全國性公民投票之主管機關為行政院；地方性公民投票之

主管機關為直轄 市政府、縣 (市) 政府。  

各級選舉委員會於辦理公民投票期間，得調用各級政府職員辦理事

務。 

第 4 條  公民投票，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之方法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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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辦理公民投票之經費，分別由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

縣 (市) 政府依法編列預算。 

第 6 條  本法所定各種期間之計算，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

條第二項及第五 條之規定。 

第 二 章 提案人、連署人及投票權人 

第 7 條  中華民國國民，年滿二十歲，除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

外，有公民投票 權。 

第 8 條  有公民投票權之人，在中華民國、各該直轄市、縣 (市) 繼

續居住六個月以上，得分別為全國性、各該直轄市、縣 (市) 公民投

票案之提案人、連 署人及投票權人。  

提案人年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以算至提案提出日為準；連署人年齡

及居 住期間之計算，以算至連署人名冊提出日為準；投票權人年齡

及居住期間之計算，以算至投票日前一日為準，並均以戶籍登記資料

為依據。  

前項投票權人年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於重行投票時，仍以算至原投

票日 前一日為準。 

第 三 章 公民投票程序 

第 一 節 全國性公民投票 

第 9 條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除另有規定外，應由提案人之領銜人

檢具公民投票案主文、理由書及提案人正本、影本名冊各一份，向主

管機關為之。  

前項領銜人以一人為限；主文以不超過一百字為限；理由書以不超過

一千五百字為限。超過字數者，其超過部分，不予公告及刊登公報。  

第一項提案人名冊，應依規定格式逐欄填寫，並分直轄市、縣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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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別裝訂成冊。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以一案一事項為限。 

第 10 條  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人數，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總統、副總

統選舉選舉人總 數千分之五以上。  

審議委員會應於收到公民投票提案後，十日內完成審核，提案不合規

定者，應予駁回。審核期間並應函請戶政機關於七日內查對提案人名

冊，及依該提案性質分別函請立法院及相關機關於收受該函文後一個

月內提出意見書。  

前項提案經審核完成符合規定者，審議委員會應於十日內舉行聽證，

確定公民投票案之提案內容。並於確定後通知提案人之領銜人於十日

內向中央選舉委員會領取連署人名冊格式，自行印製，徵求連署；逾

期未領取者，視為放棄連署。 

第 11 條  公民投票案於中央選舉委員會通知連署前，得經提案人總

數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由提案人之領銜人以書面撤回之。  

前項撤回之提案，自撤回之日起，原提案人於三年內不得就同一事項

重行提出之。 

第 12 條  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事項，連署人數

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總數百分之五以上。  

公民投票案連署人名冊，應由提案人之領銜人，於領取連署人名冊格

式之次日起六個月內，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提出；逾期未提出者，視為

放棄連署。  

公民投票案依前項或第十條第三項規定視為放棄連署者，自視為放棄

連署之日起，原提案人於三年內不得就同一事項重行提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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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  除依本法規定外，行政機關不得藉用任何形式對各項議題

辦理或委託辦理公民投票事項，行政機關對此亦不得動用任何經費及

調用各級政府職員。 

第 14 條  主管機關於收到公民投票提案，經審查有下列情事之一

者，應於十五日內予以駁回：  

一、提案不合第九條規定者。  

二、提案人有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之情事或未簽名、蓋章，經刪除後

致提案人數不足者。  

三、提案有第三十三條規定之情事者。  

四、提案內容相互矛盾或顯有錯誤，致不能瞭解其提案真意者。  

公民投票案經審查無前項各款情事者，主管機關應將該提案送請各該

審議委員會認定，該審議委員會應於三十日內將認定結果通知主管機

關。  

公民投票案經前項審議委員會認定不合規定者，主管機關應予駁回；

合於規定者應函請戶政機關於十五日內查對提案人。  

戶政機關應依據戶籍登記資料查對提案人名冊，有下列情事之一者，

應予刪除：  

一、提案人不合第八條規定資格者。  

二、提案人姓名、戶籍地址書寫錯誤或不明者。  

三、提案人未填具本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有錯誤、不明者。  

四、提案人提案，有偽造情事者。  

提案人名冊經查對後，其提案人數不足第十條規定時，主管機關應通

知提案人之領銜人於十日內補提，補提後仍不足規定人數或逾期不補

提者，該提案應予駁回。  

提案合於本法規定者，主管機關應依該提案性質分別函請相關立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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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收受該函文後六個月及行政機關於收受該函文後三個月內提出

意見書；逾期未提出者，視為放棄。意見書以三千字為限，超過字數

者，其超過部分，不予公告及刊登公報。主管機關彙集相關機關意見

書後，應即移送各該選舉委員會。  

主管機關除依前項規定分函相關機關外，應將提案移送各該選舉委員

會辦理公民投票事項。  

選舉委員會收到提案後，應通知提案人之領銜人於十日內向各該選舉

委員會領取連署人名冊格式，自行印製，徵求連署；逾期未領取者，

視為放棄連署。 

第 15 條  選舉委員會收到連署人名冊後，經審查連署人數不足、經

刪除未簽名或蓋章之連署人致連署人數不足或未依規定格式提出

者，應於十日內予以駁回；合於規定者，應函請戶政機關查對，全國

性公民投票案應於四十五日內查對完成；直轄市、縣 (市) 公民投票

案應於三十日內查對完成。  

戶政機關應依據戶籍登記資料查對連署人名冊，有下列情事之一者，

應予刪除：  

一、連署人不合第八條規定資格者。  

二、連署人姓名、戶籍地址書寫錯誤或不明者。  

三、連署人未填具本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有錯誤、不明者。  

四、連署人連署，有偽造情事者。  

連署人名冊經查對後，其連署人數合於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者，選舉

委員會應於十日內為公民投票案成立之公告，該公民投票案並予編

號；連署人數不合規定者，選舉委員會應通知提案人之領銜人於十五

日內補提，補提後仍不足規定人數或逾期不補提者，選舉委員會應為

公民投票案不成立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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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條  立法院對於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款之事項，認有進行公民投

票之必要者，得附具主文、理由書，經立法院院會通過後，交由中央

選舉委員會辦理公民投票。  

立法院之提案經否決者，自該否決之日起三年內，不得就該事項重行

提出。 

第 17 條  當國家遭受外力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總統得經

行政院院會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票。  

前項之公民投票不適用第十八條關於期間之規定及第二十四條之規

定。 

第 18 條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於公民投票日二十八日前，就下列事項

公告之：  

一、公民投票案投票日期、投票起、止時間。  

二、公民投票案之編號、主文、理由書。  

三、政府機關針對公民投票案提出之意見書。  

四、公民投票權行使範圍及方式。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以公費，在全國性無線電視頻道提供時段，供正反

意見支持代表發表意見或進行辯論，受指定之電視臺不得拒絕。其實

施辦法，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前項發表會或辯論會，其為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應在全國性無線電視頻

道至少舉辦五場。 

第 19 條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彙集前條公告事項及其他投票有關規

定，編印公民投票公報，於投票日二日前送達公民投票案投票區內各

戶，並分別張貼適當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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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  創制案或法律、自治條例之複決案於公告前，如經立法機

關實現創制、複決之目的，通知選舉委員會者，選舉委員會應即停止

公民投票程序之進行，並函知提案人之領銜人。 

第 21 條  公民投票案成立公告後，提案人及反對意見者，經許可得

設立辦事處，從事意見之宣傳，並得募集經費從事相關活動，但不得

接受下列經費之捐贈。其許可及管理辦法，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一、外國團體、法人、個人或主要成員為外國人之團體、法人。  

二、大陸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主要成員為大陸地區

人民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三、香港、澳門居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主要成員為香港、

澳門居民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四、公營事業或接受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前項募款人應設經費收支帳簿，指定會計師負責記帳保管，並於投票

日後三十日內，經本人及會計師簽章負責後，檢具收支結算申報表，

向中央選舉委員會申報。  

收支憑據、證明文件等，應於申報後保管六個月。但於發生訴訟時，

應保管至裁判確定後三個月。  

中央選舉委員會對其申報有事實足認其有不實者，得要求檢送收支憑

據或證明文件。  

中央選舉委員會於收受收支結算申報四十五日內，應將申報資料彙整

列冊，並刊登政府公報。 

第 22 條  公民投票應在公投票上刊印公民投票案編號、主文及同

意、不同意等欄，  

由投票人以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工具圈定之。  

投票人圈定後不得將圈定內容出示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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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條  在公民投票案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列情事之一者，主任管

理員應會同主任監察員令其退出：  

一、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不投票，不服制止者。  

二、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者。  

三、有其他不正當行為，不服制止者。  

公民投票案投票人有前項情事之一者，令其退出時，應將其所持公民

投票之票收回，並將事實附記於公民投票投票權人名冊該投票權人姓

名下。其情節重大者，並應專案函報各該選舉委員會。 

第 24 條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於公民投票案公告成立後一個月起至

六個月內舉行公民投票，並得與全國性之選舉同日舉行。 

第 25 條  公民投票投票權人名冊之編造、公告閱覽、更正、投票、

開票及有效票、無效票之認定，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條至

第二十三條、第二十六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五十條之一、

第五十七條至第六十條、第六十二條、第六十四條之規定。  

公民投票案與全國性之選舉同日舉行投票時，其投票權人名冊，與選

舉人名冊分別編造。 

第 二 節 地方性公民投票 

第 26 條  公民投票案應分別向直轄市、縣 (市) 政府提出。  

直轄市、縣 (市) 政府對於公民投票提案，是否屬地方自治事項有疑

義時，應報請行政院認定。 

第 27 條  公民投票案提案人數，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直轄市長、

縣 (市) 長選舉選舉人總數千分之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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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投票案連署人數，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直轄市長、縣 (市) 長選

舉選舉人總數百分之五以上。 

第 28 條  公民投票案之公告、公投票之印製、投票權人名冊之編

造、公告閱覽、更正、公民投票公報之編印、投票、開票及有效票、

無效票之認定，準用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五條之規定。 

第 29 條  公民投票案提案、連署應附具文件、查核程序及公聽會之

舉辦，由直轄市、縣 (市) 以自治條例定之。 

第 四 章 公民投票結果 

第 30 條  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投票人數達全國、直轄市、

縣 (市) 投票權人總數二分之一以上，且有效投票數超過二分之一同

意者，即為通過。  

投票人數不足前項規定數額或未有有效投票數超過二分之一同意

者，均為否決。 

第 31 條  公民投票案經通過者，各該選舉委員會應於投票完畢七日

內公告公民投票結果，並依下列方式處理：  

一、有關法律、自治條例立法原則之創制案，行政院、直轄市政府、

縣 ( 市) 政府應於三個月內研擬相關之法律、自治條例提案，並送

立法院、直轄市議會、縣 (市) 議會審議。立法院、直轄市議會、縣 (市) 

議會應於下一會期休會前完成審議程序。  

二、有關法律、自治條例之複決案，原法律或自治條例於公告之日算

至第三日起，失其效力。  

三、有關重大政策者，應由權責機關為實現該公民投票案內容之必要

 265



處置。  

四、有關憲法修正案之公民投票，應依憲法修正程序為之。 

第 32 條  公民投票案經否決者，各該選舉委員會應於投票完畢七日

內公告公民投票結果，並通知提案人之領銜人。 

第 33 條  公民投票案之提案經通過或否決者，自各該選舉委員會公

告該投票結果之日起三年內，不得就同一事項重行提出。但有關公共

設施之重大政策複決  

案經否決者，自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至該設施完工啟用後八年內，不

得重行提出。  

前項之同一事項，包括提案之基礎事實類似、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斷事

項者。  

前項之認定由審議委員會為之。 

第 五 章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 

第 34 條  行政院應設全國性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審議下列事項：  

一、全國性公民投票事項之認定。  

二、第三十三條公民投票提案是否為同一事項之認定。 

第 35 條  行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一人，任期三

年，由各政黨依立法院各黨團席次比例推荐，送交主管機關提請總統

任命之。  

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之，審議委員會之組織規程及審議規則，應送立

法院備查。 

第 36 條  前條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  

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過半數之出席始得開議；議案之表決，以出席委

員過半數之同意為通過；可否同數時，取決於主席。 

 266



第 37 條  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應設地方性公民投票審議委員

會，審議下列事項：  

一、地方性公民投票事項之認定。  

二、第三十三條公民投票提案是否為同一事項之認定。  

前項委員會委員，應包括學者專家及當地各級民意代表，其組織及審

議程序，由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擬訂，送議會備查。 

第 38 條  直轄市、縣 (市)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之決定，應函送行

政院核定。行政院對該事項是否屬地方性公民投票事項有疑義時，應

提經行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認定之。 

第 六 章 罰則 

第 39 條  辦理公民投票期間，意圖妨害公民投票，對於公務員依法

執行職務時，施強暴、脅迫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年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三年以上十年以下有期徒刑。 

第 40 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年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暴、

脅迫者，處三年以上十年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暴、脅迫者，

處無期徒刑或七年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年以上十二年以下

有期徒刑。 

第 41 條  以強暴、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為公民投票案

之提案、撤回提案、連署或投票，或使他人為公民投票案之提案、撤

回提案、連署或投票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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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條  自選舉委員會發布公民投票案投票公告之日起，對於有投

票權之人，行求期約或交付賄賂或其他不正利益，而約其不行使投票

權或為一定之行使者，處一年以上七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六十萬元以上六百萬元以下罰金。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行求期約或交付之賄賂，不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如

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六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因而查獲提案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提案

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 43 條  辦理公民投票期間，有下列行為之一者，處五年以下有期

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金：  

一、對於該公民投票投票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行求期

約或交付賄賂或其他不正利益，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不為提

案、撤回提案、連署或投票，或為一定之提案、撤回提案、連署或投

票者。  

二、以賄賂或其他不正利益，行求期約或交付公民投票案提案人或連

署人，使之不為提案、撤回提案、連署或投票，或為一定之提案、撤

回提案、連署或投票者。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行求期約或交付之賄賂，不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如

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 44 條  意圖漁利，包攬第四十二條第一項或前條第一項各款之事

務者，處一年以上七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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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元以下罰金。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45 條  公民投票案之進行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

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金；首謀及下手實

施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  

一、聚眾包圍公民投票案提案人、連署人或其住、居所者。  

二、聚眾以強暴、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公民投票案提案人、

連署人對公民投票案之進行者。 

第 46 條  意圖妨害或擾亂公民投票案投票、開票而抑留、毀壞、隱

匿、調換或奪取投票匭、公投票、投票權人名冊、投票報告表、開票

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 

第 47 條  將領得之公投票攜出場外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金。 

第 48 條  在投票所四週三十公尺內喧嚷、干擾或勸誘他人投票或不

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金。 

第 49 條  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各款

情事之一，經令其退出而不退出者，處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金。 

第 50 條  將公投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領得之公投票

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 51 條  募款人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接受

捐贈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違反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接受捐贈者，

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金。  

犯前項之罪者，其接受捐贈所得財物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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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追徵其價額。  

募款人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不依規定申報或違反第四項規定

檢送收支憑據或證明文件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限期申報或補正，逾期不申報或補正者，得按次連續處罰。  

募款人對於經費之收入或支出金額，故意為不實之申報者，處新臺幣

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52 條  行政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本法第十三條規定者，處六

個月以上、三年以下有期徒刑；並得就行政機關所支之費用，予以追

償。 

第 53 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律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理公民投票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力、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

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六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

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第 七 章 公民投票爭訟 

第 54 條  公民投票若涉及中央與地方職權劃分或法律之爭議或其

他之行政爭議，應依大法官釋憲或依行政爭訟程序解決之。  

公民投票訴訟之管轄法院，依下列之規定：  

一、第一審公民投票訴訟，由公民投票行為地之該管高等行政法院管

轄，其行為地跨連或散在數高等行政法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高等行

政法院均有管轄權。  

二、不服高等行政法院第一審裁判而上訴、抗告之公民投票訴訟事

件，由最高行政法院管轄。 

 270



第 55 條  全國性或地方性公民投票案經審議委員會否決者，領銜提

案人於收到通知後三十日內，得依行政爭訟程序提起救濟。  

前項案件經審議委員會核定，屬全國性者，立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

一以上，屬地方性者，各該直轄市、縣 (市) 議會議員現有總額二分

之一以上，認有違憲或違法之情事，於決定作成後六十日內，得依行

政爭訟程序提起救濟。  

有關公共設施重大政策之公民投票案，該設施之設置或管理機構亦得

提起前項救濟。  

受理訴願之機關或行政法院得依職權或聲請為暫時停止舉辦投票之

裁決。 

第 56 條  各級選舉委員會辦理公民投票之投票違法，足以影響公民

投票結果，檢察官、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之領銜人，得自投票結果公告

之日起十五日內，以各該選舉委員會為被告，向管轄法院提起公民投

票投票無效之訴。 

第 57 條  公民投票無效之訴，經法院判決無效確定者，其公民投票

之投票無效，並定期重行投票。其違法屬公民投票之局部者，局部之

公民投票投票無效，並就該局部無效部分定期重行投票。但局部無效

部分顯不足以影響結果者，不在此限。  

前項重行投票後，變更投票結果者，依第三十一條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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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8 條  辦理公民投票期間，意圖妨害公民投票，對於行使公民投

票權之人或辦理公民投票事務人員施以強暴、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

足以影響投票結果者，檢察官得於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內，以

該管選舉委員會為被告，向管轄法院提起公民投票案通過或否決無效

之訴。  

公民投票案之通過或否決，其票數不實足以影響投票結果者，檢察

官、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之領銜人，得於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十五日

內，以該管選舉委員會為被告，向管轄法院提起確認公民投票案通過

或否決之訴。  

第一項公民投票案通過或否決無效之訴，經法院判決無效確定者，其

公民投票案通過或否決無效，並定期重行投票。  

第二項公民投票案通過或否決確認之訴，經法院判決確定，變更原投

票結果者，主管機關應於法院確定判決送達之日起七日內，依第三十

一條之規定辦理。 

第 59 條  投票權人發覺有構成公民投票投票無效、公民投票案通過

或否決無效之情事時，得於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七日內，檢具事證，

向檢察官舉發之。 

第 60 條  公民投票訴訟不得提起再審之訴；各審受理之法院應於六

個月內審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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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1 條  公民投票訴訟程序，除本法規定者外，適用行政訴訟法之

規定。  

高等行政法院實施保全證據，得囑託地方法院為之。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十六條第三項之規定，於保全證據時，得準用之。 

第 八 章 附則 

第 62 條  本法所定罰鍰，由各該選舉委員會處罰；經通知限期繳

納，逾期不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行。 

第 63 條  本法施行細則，由行政院定之。 

第 64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五月五日修正之條文，自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七

月一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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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人民團體法 
(民國 98 年 05 月 27 日修正) 

※ 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最後生效日期：民國 98 年 11 月 23 日 

 

第 一 章 通則 

第 1 條（法律之適用）  

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動，依本法之規定；其他法律有特別規定者，適用其

規定。 

第 2 條  

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動，不得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裂國土。 

第 3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及省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但其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 

督。 

第 4 條（人民團體之種類）  

人民團體分為左列三種：  

一、職業團體。  

二、社會團體。  

三、政治團體。 

第 5 條（區域及設立）  

人民團體以行政區域為其組織區域，並得分級組織。  

前項分級組織之設立，應依本法規定向當地主管機關辦理。 

第 6 條（會址）  

人民團體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但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設於其  

他地區，並得設分支機構。 

第 7 條（同區域內多數同級同類組織之設置）  

人民團體在同一組織區域內，除法律另有限制外，得組織二個以上同級同  

類之團體，但其名稱不得相同。 

 

第 二 章 設立 

第 8 條 

（人民團體組織之申請許可）  

人民團體之組織，應由發起人檢具申請書、章程草案及發起人名冊，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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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申請許可。  

前項發起人須年滿二十歲，並應有三十人以上，且無下列情事為限：  

一、因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行或執行未畢者。但受  

    緩刑宣告者，不在此限。  

二、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行或執行未畢者。  

三、受破產之宣告，尚未復權者。  

四、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第一項申請書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法源資訊編：  

7.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五月二十七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134331  號令

修正公布第 8、67  條條文；並自九十八年十一月二十三日施行  

 

    修正前條文：（現行有效條文）  

    第 8 條（人民團體組織之申請許可）  

    人民團體之組織，應由發起人檢具申請書、章程草案及發起人名冊， 

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前項發起人須滿二十歲，並應有三十人以上，且無左列情事為限：  

一、因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行或執行未畢者。但受  

    緩刑宣告者，不在此限。  

二、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行或執行未畢者。  

三、受破產之宣告，尚未復權者。  

四、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第一項申請書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9 條（發起人會議）  

人民團體經許可設立後，應召開發起人會議，推選籌備委員，組織籌備會  

，籌備完成後，召開成立大會。  

籌備會會議及成立大會，均應通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得派員列席。 

第 10 條（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人民團體應於成立大會後三十日內檢具章程、會員名冊、選任職員簡歷冊  

，報請主管機關核准立案，並發給立案證書及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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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登記及備查）  

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核准立案後，得依法向該管地方法院辦理法人登記，  

並於完成法人登記後三十日內，將登記證書影本送主管機關查備。 

第 12 條（章程應記載事項）  

人民團體章程應載明左列事項：  

一、名稱。  

二、宗旨。  

三、經織區域。  

四、會址。  

五、任務。  

六、組織。  

七、會員入會、出會與除名。  

八、會員之權利與義務。  

九、會員代表及理事、監事之名額、職權、任期及選任與解任。  

十、會議。  

十一、經費及會計。  

十二、章程修改之程序。  

十三、其他依法令規定應載明之事項。 

 

第 三 章 會員 

第 13 條（人民團體代表之意義）  

人民團體之會員代表係指由會員單位推派或下級團體選派或依第二十八

條規定分區選出之代表；其權利之行使與會員同。 

第 14 條（人民團體會員之除名）  

人民團體會員 (會員代表) 有違反法令、章程或不遵守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決議而致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決議予以  

除名。 

第 15 條（人民團體會員之出會）  

人民團體會員有左列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死亡。  

二、喪失會員資格者。  

三、經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決議除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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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條 

（人民團體會員之權利）  

人民團體會員 (會員代表) 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  

會員 (會員代表) 為一權。 

 

第 四 章 職員 

第 17 條（理、監事之設置及選舉）  

人民團體均應置理事、監事，就會員 (會員代表) 中選舉之，其名額依左  

列之規定：  

一、縣 (市) 以下人民團體之理事不得逾十五人。  

二、省 (市) 人民團體之理事不得逾二十五人。  

三、中央直轄人民團體之理事不得逾三十五人。  

四、各級人民團體之監事名額不得超過該團體理事名額三分之一。  

五、各級人民團體均得置侯補理監事；其名額不得超過該團體理監事名額  

    三分之一。  

前項各款理事、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者，得分別互選常務理事及常務監事  

，其名額不得超過理事或監事總額之三分之一；並由理事就常務理事中選  

舉一人為理事長，其不設常務理事者，就理事中互選之。常務監事在三人  

以上時，應互推一人為監事會召集人。 

第 18 條（理、監事會之職務）  

人民團體理事會、監事會應依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之決議章程之規定， 

分別執行職務。 

第 19 條（上級人民團體理、監事等之資格）  

上級人民團體理事、監事之當選，不限於下級人民團體選派出席之代表。 

下級人民團體選派出席上級人民團體之代表，不限於該團體之理事、監事。 

第 20 條（任期及連任）  

人民團體理事、監事之任期不得超過四年，除法律另有規定或章程另有限  

制外，連選得連任。理事長之連任，以一次為限。 

第 21 條（無給職）  

人民團體理事、監事均為無給職。 

第 22 條（理、監事之罷免）  

人民團體理事、監事執行職務，如有違反法令、章程或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決議情事者，除依有關法令及章程處理外，得經會員 (會員代表) 大  

會通過罷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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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條（理、監事之解任與遞補）  

人民團體理事、監事有左列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其缺額由侯補理事、  

侯補監事分別依次遞補：  

一、喪失會員 (會員代表) 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理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 24 條（工作人員之聘僱）  

人民團體依其章程聘僱工作人員，辦理會務、業務。 

 

第 五 章 會議 

第 25 條（定期會議與臨時會議）  

人民團體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分定期會議與臨時會議二種，由理事長  

召集之。  

定期會議每年召開一次；臨時會議於理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 (會員代  

表) 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第 26 條（會員大會之召集）  

人民團體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會員 (會員  

代表) 。但因緊急事故召集臨時會議，經於開會前一日送達通知者，不在  

此限。  

前項會議應報請主管機關派員列席。 

第 27 條（會員大會之決議）  

人民團體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之決議，應有會員 (會員代表) 過半數之  

出席，出席人數過半數或較多數之同意行之。但左列事項之決議應有出席  

人數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更。  

二、會員 (會員代會) 之除名。  

三、理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團體之解散。  

六、其他與會員權利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 28 條（劃分地區比例推選代表）  

人民團體會員 (會員代表) 人數超過三百人以上者，得劃分地區，依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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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代表) 人數比例選出代表，再合開代表大會，行使會員大會職權。  

前項地區之劃分應選代表名額之分配，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 29 條（理、監事會之會議及決議）  

人民團體理事會、監事會，每三個月至少舉行會議一次，並得通知侯補理  

事、侯補監事列席。  

前項會議之決議，各以理事、監事過半數之出席，出席人數過半數或較多  

數之同意行之。 

第 30 條（召集人之解職與另行改選、改推）  

人民團體理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無正當理由不召開理事會或監事會超過  

二個會次者，應由主管機關解除理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職務，另行改選或  

改推。 

第 31 條（理、監事之親自出席會議義務）  

人民團體理事、監事應親自出席理事、監事會議，不得委託他人代理；連  

續二次無故缺席者，視同辭職，由侯補理事、侯補監事依次遞補。 

第 32 條（主管機關指定理、監事召集會議）  

人民團體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或理事會不能依法召開時，得由主管機關  

指定理事一人召集之；監事會不能依法召開時，得由主管機關指定監事一  

人召集之。 

 

第 六 章 經費 

第 33 條（經費來源）  

人民團體經費來源如左：  

一、入會費。  

二、常年會費。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益。  

六、基金及其孽息。  

七、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經費之繳納數額及方式，應提經會員 (會員代表) 大  

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行之。 

第 34 條（預算與決算）  

人民團體應每年編造預算、決算報告，提經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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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報主管機關核備。但決算報告應先送監事會審核，並將審核結果一併提  

報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 

 

第 七 章 職業團體 

第 35 條（職業團體之目的）  

職業團體係以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利益，促進社會經濟建設為目的，  

由同一行業之單位，團體或同一職業之從業人員組成之團體。 

第 36 條（上級職業團體組織之發起）  

上級職業團體須其下一級團體通半數完成組織後，始得發起組織。但經中  

央主管機關核准者，不在此限。 

第 37 條（職業團體之會員）  

職業團體以其組織區域內從事各該行職業者為會員。  

下級職業團體應加入其上一級職業團體為會員。  

職業團體不得拒絕具有會員資格者入會。 

第 38 條（委託出席及其限制）  

職業團體會員 (會員代表) 不能親自出席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時，得以  

書面委託其他會員 (會員代表) 代理。但委託出席人數，不得超過該次會  

議親自出席人數之三分之一。  

每一會員 (會員代表) 以代理一人為限。 

 

第 八 章 社會團體 

第 39 條（社會團體之目的）  

社會團體係以推展文化、學術、醫療、衛生、宗教、慈善、體育、聯誼、  

社會服務或其他以公益為目的，由個人或團體組成之團體。 

第 40 條（社會團體之會員）  

社會團體有分級組織者，下級團體應加入其上級團體為會員。 

第 41 條（社會團體之職員）  

社會團體選任職員之職稱及選任與解任事項，得於其章程另定之。但須經  

主管機關之核准。 

第 42 條（委託出席及其限制）  

社會團體會員 (會員代表) 不能親自出席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時，得以 

書面委託其他會 (會員代表) 代理，每一會員 (會員代表) 以代理一人為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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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 條（理、監事會之會議）  

社會團體理事會、監事會，每六個月至少舉行會議一次。 

 

第 九 章 政治團體 

第 44 條（政治團體之目的）  

政治團體係以共同民主政治理念，協助形成國民政治意志，促進國民政治  

參與為目的，由中華民國國民組成之團體。 

第 45 條（政黨之意義）  

符合左列規定之一者為政黨：  

一、全國性政治團體以推薦候選人參加公職人員選舉為目的，依本法規  

    定設立政黨，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案者。  

二、已立案之全國性政治團體，以推薦候選人參加公職人員選舉為目的  

    者。 

第 46 條（政黨之報備等）  

依前條第一款規定設立政黨者，應於成立大會後三十日內，檢具章程及負  

責人名冊，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案，並發給證書及圖記。  

前條第二款之政黨，應於選舉公告發布之日前，檢具章程及負責人名冊，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備案。 

第 46- 1 條 

依前條規定備案之政黨，符合下列各款規定者，得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  

，依法向法院辦理法人登記：  

一、政黨備案後已逾一年。  

二、所屬中央、直轄市、縣 (市) 民選公職人員合計五人以上。  

三、擁有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之財產。  

前項政黨法人之登記及其他事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民法關於公益  

社團之規定。 

第 47 條（政黨之組織區域）  

政黨以全國行政區域為其組織區域，不得成立區域性政黨。但得設分支機

構。 

第 48 條 

依第四十六條規定設立之政黨，得依法推薦候選人參加公職人員選舉。 

第 49 條（民主原則之組織與運作）  

政治團體應依據民主原則組織與運作，其選任職員之職稱、名額、任期、  

選任、解任、會議及經費等事項，於其章程中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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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 條（政黨平等）  

政黨依法令有平等使用公共場地及公營大眾傳播媒體之權利。 

第 50- 1 條 

政黨不得在大學、法院或軍隊設置黨團組織。 

第 51 條（收受外人捐助之禁止）  

政治團體不得收受外國團體、法人、個人或主要成員為外國人之團體、法  

人之捐助。 

第 52 條 

內政部設政黨審議委員會，審議政黨處分事件。  

政黨審議委員會由社會公正人士組成，其具有同一黨籍者，不得超過委員  

總額二分之一；其組織由內政部定之。 

 

第 十 章 監督與處罰 

第 53 條 

申請設立之人民團體有違反第二條或其他法令之規定者，不予許可；經許  

可設立者，廢止其許可。 

第 54 條（章程等變動之報請核備）  

人民團體經核准立案後，其章程、選任職員簡歷冊或負責人名冊如有異動  

，應於三十日內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 55 條 

人民團體經許可設立後逾六個月未成立者，廢止其許可。但報經主管機關  

核准者，得延長之，其期間以三個月為限。 

第 56 條（人民團體之合併與分立）  

人民團體因組織區域之調整或其他原因有合併或分立之必要者，得申請主  

管機關核定合併或分立。 

第 57 條（對人民團體之獎勵）  

人民團體成績優良者，主管機關得予獎勵；其獎勵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 58 條 

人民團體有違反法令、章程或妨害公益情事者，主管機關得予警告、撤銷  

其決議、停止其業務之一部或全部，並限期令其改善；屆期未改善或情節  

重大者，得為左列之處分：  

一、撤免其職員。  

二、限期整理。  



 284

三、廢止許可。  

四、解散。  

前項警告、撤銷決議及停止業務處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得為之。但為  

撤銷決議或停止業務處分時，應會商主管機關後為之。  

對於政黨之處分，以警告、限期整理及解散為限。政黨之解散，由主管機  

關檢同相關事證移送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理之。  

前項移送，應經政黨審議委員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認有違憲情事，始  

得為之。 

第 59 條 

人民團體有左列情事之一者，應予解散：  

一、經主管機關廢止許可者。  

二、破產者。  

三、合併或分立者。  

四、限期整理未如期完成者。  

五、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決議解散者。  

前項第四款於政黨之解散不適用之。 

第 60 條 

未經依法申請許可或備案而成立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解散而屆  

期不解散者，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下罰鍰。  

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廢止許可或解散並通知限期解散而屆期不解散者，亦

同。 

第 61 條 

未經依法申請許可或備案而成立人民團體，經該管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解散  

而屆期不解散，仍以該團體名義從事活動經該管主管機關制止而不遵從，  

首謀者，處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廢止許可或解散並通知限期解散而屆期不解散，仍以  

該團體名義從事活動，經該管主管機關制止而不遵從，首謀者，亦同。 

第 62 條 

違反第五十一條規定收受捐助者，處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六  

萬元以下罰金。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捐助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時，追徵其  

價額。 

第 63 條（罰鍰之強制執行）  

依本法所處罰鍰，經通知後逾期不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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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一 章 附則 

第 64 條（刪除） 

第 65 條（刪除） 

第 66 條（職員選舉、罷免等辦法之訂定）  

人民團體選任職員之選舉罷免、工作人員之管理與財務之處理，其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67 條（施行日期）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五月十二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年十一月二十三  

日施行。  

 

法源資訊編：  

7.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五月二十七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134331  號令

修正公布第 8、67  條條文；並自九十八年十一月二十三日施行  

 

修正前條文：（現行有效條文）  

第 67 條（施行日期）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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