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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與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均係處理憲政爭議的最高裁決機關，

職司維護憲政秩序之使命，其重要性在民主政治上可謂不言而喻。而我國司法院

大法官制度，乃係以德奧等歐陸國家之憲法法院作為發展取向，德國聯邦憲法法

院的建制，更對我國釋憲機關發生相當程度的典範作用。惟我國之制度在設計上

並未如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般完備，亦無深固的歷史與法治基礎作為支撐，致使

司法院大法官制度產生了無法發揮預期功能之疑慮，準此而言，實有將兩者相互

比較研究之必要性，從而產出其成果的學術價值。基此考量，本研究試圖以社會

科學新制度主義研究途徑作為理論基礎，研析比較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與我國司法

院大法官在憲政民主秩序上的角色、組織結構以及職能運作，試圖由比較兩者所

得制度上之特色與異同，以其結果來解釋說明制度如何影響我國以及德國的主要

憲政行為者，進而藉此探求可供我國借鏡之處。 

 

關鍵字：憲政秩序、憲法保護、違憲審查、司法院大法官、聯邦憲法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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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一、研究背景 

本研究之研究契機，主要是來自於葉陽明教授所開設的「德國政府與政治」

專題課程。筆者曾於碩士班二年級時修習過此一課程，並在課程中負責製作「德

國聯邦憲法法院之組織、職權以及合憲秩序中之護憲」專題報告。在葉教授的指

導之下，筆者於研修過程中不僅順利的完成報告、習得關於德國憲政運作的相關

知識，更重要的是－筆者亦因此燃起了對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濃厚興趣，並萌生

與我國相互比較研究的想法。在上述報告製作過程中，筆者發現，與聯邦憲法法

院同樣身為憲法爭議解釋(決)機關的司法院大法官，竟有多處不周延的制度設計，

以至於在實務的運作上，可能產生無法發揮預期功能之疑慮，且適逢近年來司法

院大法官提名問題頻傳，大法官制度屢遭專家學者投書譴責，筆者的問題意識更

因此而確定。基於此一背景，筆者欲將當時的想法化為實際的行動，著手比較德

國聯邦憲法法院與我國司法院大法官的憲政民主角色、組織結構以及職能運作，

期使藉由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經驗，指出一條可供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改革的途

徑。 

二、研究動機 

司法院大法官是我國憲政爭議與基本權保護的最高裁決機關，職司解釋憲法、

統一解釋法令以及審理總統副總統彈劾案等重要職能。民國81年的第二次修憲，

更課予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查違憲政黨之任務，從此確立了我國司法院

大法官制度將朝向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體例發展，更使之成為憲政體系中「憲政

秩序維護者」(Hüter der Verfassung)的關鍵角色，其重要性在民主政治上可謂

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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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我國司法院大法官之建置未如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般完備，亦無相當的歷史基

礎作為支撐，致使司法院大法官制度產生了無法發揮預期功能之疑慮。以近期的

大法官釋字 748號解釋為例1，釋字 748號解釋乃係本屆大法官於 5月 24 日所公

布之「同性婚姻自由」案，其指摘民法未給予同性傾向者有結婚權利之規定違反

婚姻自由與平等權，並宣告該規定違憲。若由形式上觀之，本號解釋乃為保障人

民基本權利而作成，立意十分良善；但倘若由組織結構的層次觀察，實則大有問

題。按我國大法官之產生係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加以任命2，準此而言，

在大法官的選任程序上，總統既握有主動提名大法官人選的權力，那麼當屆大法

官之政治態度(或意識形態)可能早已在提名時就被總統所決定，而我國的民意機

關－立法院在此種情況下卻僅能居於被動的地位行使同意權，如此的制度運行不

僅可能使得立法院對司法權喪失監督功能；更有甚者，倘時任之總統有意干涉司

法權，亦可利用其提名權介入司法院之人事布局，以達其獨裁統治之目的。就釋

字 748號解釋而論，在該號解釋作成前，當時還尚未就任的司法院長許宗力以及

詹森林、許志雄等大法官，早已在立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權之答詢時多次表態其支

持同性婚姻的立場，然此一立場恰好又與提名人蔡英文總統在競選時之政見不謀

而合3，這種「巧合」的出現，不僅令人質疑大法官的獨立性與公正性，雖說釋

字 748號解釋作成時，司法院之大法官並非全數由蔡英文總統提名，但仍難免此

等疑慮，實際上凸顯了我國大法官制度在組織結構上的諸多問題。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在憲政制度出現問題時，不妨可以參考其他國家

之制度、比較其他國家之經驗，以作為我國改進之依據。而我國之司法院大法官

制度，係以德奧等歐陸國家之憲法法院為發展取向4，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建制，

                                                      
1
 釋字 748 號解釋即為著名的同性婚姻自由案。該解釋宣告民法第 4 編親屬第 2 章婚姻規定， 

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與

憲法第 22 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 7 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有所違背。  
2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5 條 1 項參照。 

3
 參見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101-dailynews-DPP-gay-rights/。最後瀏覽日期： 

2017/10/6。 
4
 就此司法院大法官亦曾在釋字 371 號解釋理由書第一段提及：「我國法制以承襲歐陸國家為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101-dailynews-DPP-gay-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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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在我國發生相當程度的典範作用，實有將兩者相互比較研究之實益。就上述之

選任問題而言，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係以國會選舉憲法法院法官之方式來杜絕其他

國家權力的介入、維持司法之公正獨立5，此種作法對於我國來說可謂極具參考

價值。是以，本文欲以比較制度之觀點，比較分析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與我國司法

院大法官，試圖由兩者制度上之特色與差異，解釋說明其如何影響我國以及德國

的主要憲政行為者，藉此探求可供我國借鏡之處。 

   本文所關注之焦點，乃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與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在憲政民主秩

序中的角色、組織結構的差異以及職能運作等重要議題。職是之故，本文所比較

之重點除一般的組織結構與憲法爭訟之程序外，本文尚就法官選任之問題、兩者

在重大政治問題上之角色、違憲審查模式以及憲法保護體系等重要差異作專題性

的探討，並以前揭比較為基礎，檢討我國司法院大法官之現制，提出可供我國改

進之具體建議。 

 

 

 

 

 

 

 

 

 

 

 

 

 

 

 

 

                                                                                                                                                        
主，行憲以來，違憲審查制度之發展，亦與上述歐陸國家相近。」 

5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5 條規定：「各庭法官由聯邦眾議院及聯邦參議院各選出半數。各庭中應 

由聯邦最高等級法院之職業法官中選任者，由聯邦眾議院選出 1 名，由聯邦參議院選出 2 名，

其餘法官由聯邦眾議院選任 3 名，由聯邦參議院選任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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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一、研究目的 

   本文之研究目的旨在於比較分析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與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制度

上之特色與差異，並以兩者差異之處解釋說明造成不同運作結果之原因，藉此檢

視我國現行制度的不足之處。而具體的研究目的有五： 

(一) 探討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與我國司法院大法官之組織結構與職能運作，藉以

掌握兩者在各自的憲政運作下所具備的重要特質。其中包括：選任模式、

職能管轄、組織形式以及審理程序等議題。 

(二) 探討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與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在各自所處之憲政民主秩序中

所扮演的角色。所討論者包含：兩者在司法體系中之定位、面對重大政治

問題時之態度以及其與行政機關、立法機關間之關係等課題。 

(三) 探討德國憲法保護(Verfassungsschutz)體系6之相關制度，並比較我國護

憲之相關經驗。 

(四) 比較兩者在制度規範與實際運作上之重要異同，並分析其優劣利弊。 

(五) 檢討我國現行制度，並以德國相關制度及經驗，提出可供我國參考之具體

建議。 

二、研究問題 

   為達成上述研究目的，本文不能僅以一般性的比較作為研究分析之方式。職

是，本文將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與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制度在組織運作上的重大差異，

作為所欲回答之核心問題，其中包括： 

(一)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與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在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中代表了何

                                                      
6
 所謂的「護憲」係指為了維護及確保憲法、並防範憲法受到憲法敵人的擾亂或危害而採取的所 

有規範、設施以及措施。廣義而言，護憲並不僅指保護憲法，而且更是表示確保憲法明定的憲

政核心架構。參見葉陽明，〈戰後德國之右激進主義、政黨及其對憲政民主之挑戰〉，載於社會

科學論叢第一卷第一期，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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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意義與價值？ 

(二)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與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在法官選任程序上有何差異，以及

該差異將產生何種正面或負面之影響？ 

(三)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與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在面臨重大政治問題時，各自扮演

了何種角色或採取了何種立場？這種角色或立場之差異對於重大政治問題

的解決是否產生影響？ 

(四)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與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在違憲審查的模式上有何差異？這

些差異又如何影響德國與我國實務上的運作？在這些差異中是否有我國值

得學習之處？ 

(五) 德國之護憲體系如何維護德國之憲政秩序？相較於我國之憲政環境與護憲

經驗，是否有可供我國借鏡之處。 

(六)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與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在其他的職能上存有何種差異，其

中之利弊優劣又是如何？ 

  綜上所述，本文擬以比較之觀點切入，分析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與我國司法院

大法官制度之重要差異，試圖由法制規範、憲政民主角色以及實際運作經驗的層

面，探討其中良窳，並以之作為評議我國現行司法院大法官制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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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關鍵詞界定與詮釋 

一、憲政秩序 

 本研究所討論之課題，圍繞在「憲政秩序」中的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與我國司

法院大法官之上。「憲政秩序」的概念在本文後續之撰寫乃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

故有在此加以界定之必要。 

 所謂憲政秩序，依德國學者勤特爾(Reinhard Zintl)認為：首先，憲政秩建

立於憲法形式上所規定及禁止的全部條文之中。簡言之，憲政秩序的形式架構從

憲法原文體現出來。然而，憲法並不應自限於確立憲政方面的原則性規定以及成

立憲政機構，它還應宣示憲政的理想與目標，藉以彰顯追求一種優質憲政的努力。

是故，憲法的條文規定只是憲政秩序的一部分；憲政秩序上包括憲政欲實現的願

景(Reinhard Zintl, 1999: 92)。 

 在德國，所謂之憲政秩序乃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所明示的自由及民主

的基本秩序。就憲法與憲政秩序之課題而言，一國之憲法明定了三者：第一，規

定國家統治存在的目的；第二，規定統治正當性所及之範圍與界線；第三，規定

統治的型態，其中包括國體、政體、主權、統治組織機構及其權責。基本法對此

三者的原則性規範，反映於基本法第 1條及基本法第 20條之中(葉陽明，2005：

39)。前條規定：「第 1項：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維護此種尊嚴為國家所有

權利機構之義務。第 2 項：德國人民因此承認，不可侵犯和不可轉讓之人權為每

個人類共同體及世界和平與正義之基礎。第 3項：下列基本權利為直接適用之權

利，約束立法、行政及司法」後條指出：「第 1 項：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為一個民

主及社會的聯邦國。第 2項：國家所有權力出自於人民，由人民以選舉和公民投

票，並透過特設之立法、行政及司法機構行使之。第 3項：立法權受合憲秩序的

約束，行政權及司法權受法律之約束。第 4項：全體德國人，在其他補救之道不



 

7 
 

DOI:10.6814/THE.NCCU.PS.003.2018.F09 

可行之下，皆具有反抗任何排除此種秩序之人的權利。」 

 

 爰此，就國家統治存在的目的而言，基本法第 1條第 1項明示，是為了維護

並促進人之人性尊嚴，統治即為達成此項目的之手段。就統治之範圍與界限而論，

按同條第 2、3 項所示，統治不可踰越其應有的範圍界線而侵犯人權及人民的基

本權利，蓋此種權利奠定了所有社會的基礎，乃直接適用並拘束國家權力的權利。

再者為統治的型態，基本法 20條第 1項及第 2 項明定，德國國體為聯邦共和國、

政體為民主政體、主權虧於全體德國人民，國家統治權不僅由人民以公民投票直

接行使，而且亦基於三權分立原則，透過特設的立法、行政、司法機構間接行使

之(葉陽明，2005：40)。而上述基本法的三個面向，直接構成了德國憲政運行的

憲政秩序；具體而言，人性尊嚴、基本人權、共和國原則、人民主權原則以及三

權分立原則，即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在我國，「憲政秩序」之意義概可以司法院於民國 89 年 3 月 24 日所公布之

大法官釋字 499號解釋之解釋文以及其理由書加以推敲闡釋7。釋字 499 號解釋 

之原因背景乃我國著名的憲政爭議－「國民大會代表延任案」。本案之經過乃係

源於民國 88年 9月國民大會所進行的第五次修憲，該次修憲之目的主要係為「改

革選制」，國民大會擬將國民大會代表自第四屆起改以政黨之比例代表產生並且

將國代人數減為三百人，但改制的同時亦修改了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的任期，

將之延長至民國 91年 6月 30日。國民大會代表之任期因本次的修憲案實質上延

長了兩年有餘，形成制憲機關破毀憲法任期制度的奇特現象，此種破壞選舉任期

制度之行為旋即引起了輿論以及學界之批評，國民黨立院黨團亦對本次修憲之結

果提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司法院大法官進而在民國 89 年 3 月 24 日作成釋字

499號解釋，宣告第五次修憲之結果因違背我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而失其效

力。 

                                                      
7
 在司法院大法官 499 號解釋的解釋本文及其理由書中共提及 12 次「憲政秩序」，並以之作為裁 

決憲政爭議之標準，實具相當程度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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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法官在司法院釋字 499 號解釋中指出：「憲法條文中，諸如：第 1 條所樹

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第 2條國民主權原則、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權

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亦為憲法整體基本原則之所在。基於

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凡憲法設置

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8。」大法官並以此為基礎，認為：「上開增修條文第 1條

第 3項後段規定：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任期至第四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復於第 4條第 3項前段規定：第四屆立法委員任期至中華民國 91年 6月 30日止，

計分別延長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任期2年又42天及第四屆立法委員任期5個月。

按國民主權原則，民意代表之權限，應直接源自國民之授權，是以代議民主之正

當性，在於民意代表行使選民賦予之職權須遵守與選民約定，任期屆滿，除有不

能改選之正當理由外應即改選，乃約定之首要者，否則將失其代表性。…本件關

於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任期之調整，並無憲政上不能依法改選之正當理由，

逕以修改上開增修條文方式延長其任期，與首開原則不符。國民大會代表之自行

延長任期部分，於利益迴避原則亦屬有違，俱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不合9…其內

容並與憲法中具有本質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賴以存立之基礎，產生規範衝突，為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所不許。上開修正之第 1 條、第 4 條、第 9 條暨第 10 條應自

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10。」 

 綜上所述，雖然我國與德國之憲法規制不盡相同，但在「憲政秩序」的界定

上可謂如出一轍，歸納我國司法解釋以及德國學理可知，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

至少具有四種內涵，分別為：民主共和國原則、主權在民原則、基本人權保障原

則以及權力分立(三權分立)原則等，四者相互作用、互相影響並且缺一不可。 

二、司法院大法官 

 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制度，伴隨著我國憲法之誕生而創立，歷經動員戡亂時期

                                                      
8
 釋字 499 號解釋文第二段。 

9
 釋字 499 號解釋文第四段。 

10
 釋字 499 號解釋文第五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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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灣民主化兩個歷史階段，其存續已超過 60 年，累積了超過 700 多號的司法

解釋。在憲政秩序的關鍵時刻，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曾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例

如司法院釋字 31 號解釋賦予了「萬年國會」的憲法基礎；司法院釋字 261 號解

釋終結了「萬年國會」，為我國民主化除去最後一個障礙；在國民大會違法濫權，

透過修憲程序自行延長任期的時刻，司法院大法官作出釋字 499號解釋，首度宣

告修憲條文違憲，不但維護了憲法的尊嚴，同時確立了憲法修改的界線。且在最

近的實證調查上，與一般人對普通法院的不信任不同，大法官乃享有較高的信任

度(張嘉尹，2014：118)。對於我國憲政體系之運作而言，司法院大法官實為相

當重要的存在。 

在組織的層次上，我國司法院大法官之建置，乃源於我國憲法本文第 78條、

第 79條第 2項以及第 82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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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9條 2項則規定：「司法院設大法官若干人，掌理本憲

法第 78 條規定事項，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此即憲法本文賦予

司法院設置大法官並行使解釋憲法及法令之權力的法源依據。但關於大法官應以

何種組織行使此一職權，憲法本文並不加以明定，而是將此一事項保留給立法院

決定之，故憲法第 82 條規定：「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此一

「憲法委託」條款，現已於司法院組織法第 3 條加以明定11，形成了現行我國的

司法院大法官制度。另外，就大法官的充任資格而言，我國司法院組織法第 4

條第 1項明定：「大法官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一、曾任實任法官 15年以上而成

績卓著者。二、曾任實任檢察官 15 年以上而成績卓著者。三、曾實際執行律師

業務 25 年以上而聲譽卓著者。四、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專任

教授 12 年以上，講授法官法第 5 條第 4 項所定主要法律科目 8 年以上，有專門

著作者。五、曾任國際法庭法官或在學術機關從事公法學或比較法學之研究而有

                                                      
11

 司法院組織法第 3 條：「司法院置大法官 15 人；其職權之行使，另以法律定之。」此外，關 

於本條後段的「大法官職權之行使」，現已明定於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舊稱：司法院大

法官會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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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著作者。六、研究法學，富有政治經驗，聲譽卓著者。」並於第 2項規定：

「具有前項任何一款資格之大法官，其人數不得超過總名額三分之一。」以防止

司法院大法官在行使職權時，產生過分偏頗的情形。 

在選任的層次上，依憲法本文 79 條 2 項之規定，大法官原應由總統提名，

經監察院同意後任命之。但自民國 81年 5月 28 日公布憲法增修條款後，已改由

總統提名，由立法院同意任命之12。由此觀之，我國的大法官既係由總統提名，

那麼不可避免的，大法官之人選將具有高度的政治色彩。對此，學者陳新民認為，

這種須由政黨政治運作方能獲得國會以及其他民意機關同意人選的流程，既然不

可避免政黨因素在內，最好的辦法即是將人選的資格，以得受公評的方法由輿論

監督之，以及靠著大法官們對於神聖職責的嚴格自我要求，當可消弭其在任命過

程中所不得不沾上的政治色彩(陳新民，2015：761-762)。 

 此外，司法院大法官亦掌有許多相當重要之職能，以作為我國憲政秩序之支

撐者。按學者吳庚、陳淳文之分類(吳庚，2015：696-699)，大法官之職能依其

管轄之案件共可分為三種類型，分別是：(1)解釋憲法、(2)統一解釋法令以及(3)

憲法法庭審理之事項 

綜合以觀，我國司法院大法官確實於我國憲政秩序中扮演了相當重要之角色，

其不僅是五權憲法體制下的憲政爭議裁決者；更是人民基本權利的守護者，而此

一憲政角色乃與德國之聯邦憲法法院十分類同。是以，本研究在此予以觀念界定，

藉此凸顯其與聯邦憲法法院的相似之處。 

三、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設置於卡爾斯魯(Karlsruhe)的聯邦憲法法院，在德國素有「憲法守護神」

之稱。該院因職司憲政爭議之裁決與基本權利爭訟等職能，以致其在實際的憲政

運作上必須擔當政治與憲法間的平衡輪，使得聯邦憲法法院在德國憲政秩序中位

                                                      
12

 憲法增修條文 5 條 1 項前段規定：「司法院設大法官 15 人，並以其中 1 人為院長、1 人為副 

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自中華民國 92 年起實施，不適用憲法第 79 條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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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於關鍵的角色，殊值我國參考借鏡。 

 

 在組織的層次上，聯邦憲法法院之建置，主要係源自於「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聯邦基本法」以及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基本法第 94 條 1 項明定：「聯邦憲

法法院由聯邦法官與其他法官組織之。聯邦憲法法院之法官半數由聯邦議會、半

數由聯邦參議院選舉之，此等法官不得隸屬於議會、聯邦參議院、聯邦政府或各

邦等類似機關之人員」，此一規定除揭示了聯邦憲法法院須由法官組成外，更重

要者在於其體現憲法法院法官之獨立性；表明憲法法院與其他聯邦最高機關一樣，

必須通過民主選舉機制選舉產生，以展現民主國家權力來自於人民的基本原則

(胡建淼，2007：16)。此外，按上述條文之規定，聯邦憲法法院之法官分為「聯

邦法官」與「其他法官」兩種。所謂的聯邦法官，係指曾經在各聯邦法院13中擔

任法官 3年以上，後被選認為聯邦憲法法院法官之法官而言，此類法官又可稱為

「職業法官」。所謂其他法官，係指由大學教師、聯邦議會、聯邦參議院或聯邦

政府中選任的非職業性的定期法官而言。此類法官過去雖未曾從事過法官職務，

但因其亦具備充任法官的法定資格，且在其擔任聯邦憲法法院法官後，即不得再

兼任聯邦議會、聯邦參議院以及聯邦政府之職務，故其身分並不影響司法的獨立

性與專業性。值得注意的是，聯邦憲法法院之法官在任職後仍可兼任大學教師，

蓋因大學教師職務之履行不僅不影響「三權分立」之原則，反而還有利於司法實

踐與法學理論之結合(胡建淼，2007：17)，本質上與聯邦憲法法院之性質並不生

衝突。 

 「分庭審判」乃聯邦憲法法院於組織結構上的另一個特色。按聯邦憲法院法

第 2條規定，聯邦憲法法院分設兩個審判庭(Senate)，分別為第一審判庭與第二

審判庭，每個審判庭各由 8名法官組成之。聯邦憲法法院的分庭與其他法院的「庭」

                                                      
13

 此類法院包括：聯邦最高普通法院、聯邦行政法院、聯邦社會法院、聯邦財政法院以及聯邦 

勞動法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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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後者庭內之法官由院方指派且彼此得互調職務
14
，前者則是由聯邦議會以

及聯邦參議院「直接選出」並由聯邦總統直接任命，使院方無法支配，俾能避免

屆時依政治觀點來分配職務。而分庭之目的，係便於案件分配，僅屬於內部職務

的分配問題，但在憲法審判權的行使上，兩庭的任何一庭都是「聯邦憲法法院」，

其區分為絕對的，一庭之法官不得參與他庭，所以在審判業務上除了全院合議庭

的情形外，兩庭均為獨立並存之「聯邦憲法法院」，故有學者認為：此即德國聯

邦憲法院所具有的「雙胞胎法院」性質15(施啟揚，1971：53)。  

 在法官選任的層次上，聯邦憲法法院之法官共有 16名，任期均為 12 年，分

別由聯邦議會以及聯邦參議院各選舉 8 名產生之16。在選舉前，聯邦議會將先按

比例代表制選出 12名聯邦議員組成「法官選舉委員會」，再由委員會選舉出半數

之法官，以獲三分之二多數票者為當選17；聯邦參議院則是採取直接選舉的辦法，

以獲得多數票者為當選(顧俊禮，2001：223)。至於聯邦憲法法院正副院長之產

出，亦分別由兩院輪流選舉產生。在選舉期間，聯邦政府並未參與其中，聯邦司

法部於憲法法院法官選任程序上之角色，僅止於在提名的準備程序上，將有資格

之人選以及國會黨團所建議的人員編列名單、送交國會而已(施啟揚，1971：31)。

此舉理由在於：倘聯邦政府得以掌控聯邦憲法法院之法官，該任命權將淪為政治

力量所決定，若在加上無其他保險機制時，則可以預見，執政之政府在其任期內

均會想方設法、盡可能的任命支持自己政治理念之法官(蘇永欽等，2010：272)，

而司法之公正性亦將產生疑慮。此外，上述由國會選出憲法法院法官之模式，即

可使憲法法院以及法官獲得民主之法律基礎，蓋因在民主原則之要求下，所有國

家之權力均來自於國民，所以身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之一的聯邦憲法法院，其組

成人員亦須出自於國民或國民代表的意思表示，方才能確立其正當性，使憲法法

                                                      
14

 參照德國法院組織法第 62 條至第 69 條、第 117 條、第 131 條。 
15

 聯邦憲法法院所設置之正、副院長，在分庭制度下分別隸屬於不同的兩個審判庭，正、副院 

長亦同時擔任兩個庭之庭長。 
16

 參見基本法第 94 條 1 項。 
17

 此處規定三分之二之多數決議係為防止聯邦憲法法院被某一大黨所操作，具有相當特殊之意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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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與其他憲政機關達致實質的平等地位，此即為上開選任程序之法理所在。 

 關於法官之選任資格，聯邦憲法法院法定有詳盡之規定，按該法第3條規定：

「法官應年滿 40 歲，具有聯邦眾議院議員之候選資格，並以書面表示願意擔任

聯邦憲法法院法官。」同條第 2 項亦規定：「法官應具有德國法官法所定擔任司

法官之資格。」除此之外，為避免法官年老力衰，以致故步自封，德國對於聯邦

憲法法院之法官尚有 68歲退休年齡之限制(吳庚，2015：663)，以期藉由此一規

定維持司法機關之新陳代謝。 

 最後，在重要職能的層次上，按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13 條之規定，聯邦憲法

法院職掌基本法所規定之若干案件，其中包括褫奪基本權利案件、政黨違憲案件、

關於聯邦議會選舉的爭訟、聯邦總統之彈劾案、法官彈劾案、聯邦法與邦法是否

牴觸基本法之爭議案、聯邦與邦間公法上爭議案以及憲法訴願等職能。 

四、違憲審查 

憲法作為國家內之基本法規範，對內具有最高性，對外則為國家主權憲政文

化之象徵。釋憲機關在實際的運作中往往必須在政治力與憲法規範中尋求平衡

(翁岳生，1998：39)，尤其於違憲審查中，職司憲法詮釋之憲法法院，面對憲政

爭議案件，必須運用憲法賦予的職權進行憲法理論的闡釋，並仲裁憲政實際之紛

爭，以期能維護憲政秩序，促進政治生活之和諧圓滿，其職責不可謂不重大。憲

法法條文的抽象化、簡潔性，往往無法直接使用，必須透過解釋賦予一定內涵後，

方產生法的效果。就憲法人權專章而言，由於條文之概括性與開放性，以及對基

本人權充分保障之「無憲外人權」考量，解釋上應予豐富化其內涵，延展其範疇。

就憲法組織專章而論，憲法設定一個「框架」，使得政治活動得以在這個框架下

進行，其目的在規範政治權力之運作，一方面消極的約制政治活動不致越軌，達

到限制之目的；另一方面積極的提供政治活動的「遊戲規則」，使憲法成為「最

終解決政治爭議的工具」(呂炳寬，1998：16-17)。  

由於「違憲審查」一詞具有多層次的意義，故其概念界定有研究上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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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能釐清不同違憲審查制度之概念。有論者從實踐的層面來探究違憲審查之運作

歷程及其結果，摒棄違憲審查之本質論與目的論。並基於上開前提，從「行使違

憲審查者」切入而定義「違憲審查機制」，而採取「由司法部門進行憲法意旨的

解釋，將其適用於國家機關行為有無違憲之裁判、宣告上」之見解(何陸垣，2015：

12)。一般而言，違憲審查機制最主要的憲政功能在於保障憲法上所享有之基本

權利以及維護憲法之價值秩序。有關違憲審查機制之類型又可區分為美國之分散

違憲審查制，與德國之專門憲法法院審查制等兩大類型(李仁淼，2003：2)。 

違憲審查由於由司法者掌理，其勢必面對推翻掌握專業化官僚體系的政府和

具有民主正當性的國會的權限緊張關係，故違憲審查法理基礎甚為重要。王和雄

大法官曾考察學理論述，認為此不外乎是憲法優越與權力分立原則二者(王和雄，

2001：3-6)。前者係源於維也納學派之法律位階論，認為金字塔形層級化法律體

系由憲法、法律、行政命令等所構成，憲法作為國家基本法規範，其有最高法性

質，與其抵觸之法令皆無效，因此，維護合憲法治秩序運作乃須端賴違憲審查機

制，此構成了違憲審查存在之法理基礎；後者則認為司法權作為仲裁者角色，能

發揮平衡政府與議會衝突的憲政功能，扮演憲政秩序捍衛者，以及立憲主義追求

之人權與自由保障的角色，是司法者應享有憲法解釋(李鴻禧，1996：119)。 

如今的違憲審查制度之源頭皆可溯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該國本於孟德斯鳩

三權分立憲政思想之基礎，建立司法者制衡政府與議會之憲政制度。於該國，司

法審查制度附隨於各級法院，而司法系統因聯邦國家之故，於聯邦和州之間亦有

權限劃分，呈現雙軌運作之特徵。州法院系統與聯邦法院系統各自運作，互不干

涉，惟於州最高法院判決確定案件涉及「實質上涉及聯邦法律問題」(substantial 

federal question)時，聯邦最高法院得以審查州最高法院之判決，此時，乃凸

顯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運用違憲審查機制處理聯邦與州關係之優越地位(齊光裕，

2002：29)。此外，尤需注意者在於，美國違憲審查機制乃確立了各法院皆有違

憲審查權，得於司法審判過程中附帶審查有關案件與法令之合憲性，最高聯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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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作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側重統一聯邦憲法解釋之意見。在德國，聯邦憲法法

院享有之違憲審查權，仍然必須受制於政治現實，和一般法院之法官不同，該院

法官不僅必須熟稔法條，更需要對於政治需求的認知，方能勝任工作(張千帆，

2011：171)。 

在我國，憲法明定了司法院大法官享有違憲審查權18，並獨佔憲法解釋權，

其他憲法機關儘管於實務運作中得以解釋憲法，但憲法上規範司法院大法官作為

其解釋其自身之憲法機關，甚為明確，以維持憲政秩序。司法院大法官之違憲審

查係以憲法解釋為之，但關於憲法解釋之運作事項，制憲時之憲法本文並未規範，

有關法律亦原無明文，舉凡時效、範圍、對象等，則是於釋憲實務中逐漸累積形

成的(陳滄海，2005：40)。另外，有論者認為面對諸如看守政府之憲政爭議，作

為憲法爭議解釋者之司法院大法官，或許可以扮演憲法調停人角色，並對於重大

決策善用憲法解釋、違憲審查與統一法令解釋職權，不失為可以進一步思考者，

憲法本身是具有政治性的法律，雖司法院大法官得以政治問題避免捲入政爭。然

而，司法違憲審查機制本身即是作為堅持憲法規範之最高性所由設，以維繫民主

憲政政治生活所設之憲政制度，司法院大法官作為重要憲政機關，應忠誠扮演憲

法賦予違憲審查最終局決定之角色，妥適行使司法權才是(楊明勳，2017：60)。 

五、憲法保護 

 關於憲法保護(Verfassungsschutz)的相關措施與體系，乃係德國確保憲法

秩序、實踐憲政規範的主要途徑，亦為本研究的論述核心之一，在本研究將佔有

舉足輕重之地位，故有在此將「護憲」概念加以界定之必要。是以，以下茲就護

憲的意涵與必要性加以說明之： 

 (一)護憲的意涵 

所謂的「護憲」，按德國學者黑沛(Reiner Heeb)、蕭毅納(Ulrich Scheuner)、

曼茨(Theodor Maunz)之見解，護憲的意涵是指：為了維護及確保憲法、並防範

                                                      
18

 參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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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受到憲法敵人的擾亂或危害而採取的所有規範、設施以及措施。護憲概念應

採廣義界定。廣義而言，護憲並不僅指保護憲法，而且更是表示確保憲法(基本

法)明定的憲政核心架構；以德國而論，即為確保聯邦共和國基本法所規定的自

由民主之基本秩序。積極上，護憲旨在維護及確保憲政民主秩序的存續；消極上，

護憲旨在防範及對抗憲法敵人對憲政民主的危害(Joachim Schwagerl/Rolf 

Walther,1968: 7)。準此，護憲之目的在於確保合憲秩序，以期免遭危害。護憲

在方法上則包括：確立法源依據；建立護憲體系及護憲專責機關；採取相關措施、

對策及行動(葉陽明，2011：215)。 

 (二)護憲在德國的必要性 

對於德國而言，護憲具有相當的必要性。關於此點，學者史瓦格(Joachim 

Schwagerl)與華爾特(Rolf Walther)從三個面向加以肯定。首先，德國如其他任

何主權國家一樣，有確保本國憲政秩序、對抗憲法政敵的基本權責。若非如此，

憲政秩序勢必危在旦夕。其次，德國如其他任何自由民主國家一樣，因其保障人

權、自由開放及多元民主的特質而弱於有效防衛憲政敵人的滲透和顛覆。對於由

最高領導中心嚴密控制的極權國家而言，在反制憲法政敵上，並無難以克服的困

難。是故，自由民主國家的護憲絕對有其必要。再者，西德在分裂至統一期間，

國內共黨、東德及蘇聯共黨政權(極左勢力)虎視眈眈。德國統一後，極右勢力日

趨增強，尤其是國家民主黨的重振對憲政民主帶來的威脅。因此，護憲的必要性

無庸置疑(Joachim Schwagerl/Rolf Walther,1968: 5)。 

 (三)護憲在我國的必要性 

 對於自由民主的立憲國家而言，確保其憲法所形塑的規範與秩序實乃該國之

首要任務，在我國亦不例外。我國雖未建置如同德國般的護憲體系，但對於護憲

的需求可謂不落德國之後。綜觀我國之憲政發展，過去曾有國大代表的違法延任、

如今則有極端勢力的潜滋暗長(如我國的急統派政黨以及極端獨派政黨)，憲法的

敵人不僅未曾隨著我國民主的深化而消滅，反而在自由民主的保護傘下日益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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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構成了我國憲政民主秩序的潛在威脅。由此觀之，我國對於憲法保護的需求，

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顯迫切，其必要性亦將日漸浮現。 

第四節 文獻回顧 

一、關於憲法法院 

憲法法院作為職司憲法解釋、憲法審判和承擔特定憲法上司法權之特定權能。

在傳統上，憲法法院最重要之憲政功能在於能夠發揮違憲審查之職能，學理上多

將德國與美國之憲法法院分別立為兩種憲法法院之典型模式(林正順，2004：160)。

於美國憲政體系中，該國聯邦最高法院具有終局憲法爭訟處理權，致使其在三權

分立原則下的憲政運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該國違憲審查權運作特色係將憲法

解釋權分散於各級法院，即採個案審查制，各級法官須就具體爭訟個案進行審查

而附隨地實施司法審查，並不及於抽象法規審查，除非再經上級法院作出相反判

決，否則各級法院所作之判決具有強烈的「先例拘束主義」，除有對當事人的「個

別效力」外，仍具有「對世效力」的意義，此為美國典型「分散制」的違憲審查

制度(史慶璞，2001：28；包靜怡，2009：23)。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則是該國憲法特別設置專門憲法法院為唯一憲法解釋機

關，獨佔對於國家基本法的解釋權力，其起源係來自於聯邦國與地方之法律紛爭

解決(Martin Borowski, 2003: 155-156)。其司法審查兼具「抽象規範審查」及

個案的「具體規範審查」，政府機關對於法規發生牴觸憲法疑義，即可聲請憲法

法院進行違憲審查，其程序發動不限於有具體之訟案為前提，而得抽象存在於所

要審視之法律或政府行為上。由於抽象法規審查機制，在發生權力分配爭議時，

易被有心人藉此程序，上綱至憲法層次以解決政治爭議。如憲政體制不彰，民主

程序不成熟或是在朝野勢力不均等情況下，憲法法院則較難脫離現實的政治漩渦，

只要捲入政治叢林中，其作出的判決公正性即容易遭受質疑，其司法威信及尊嚴

亦會面臨危機(包靜怡，2009：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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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上，關於德國憲法法院職權與憲政定位之研究，多聚焦於聯邦之爭議事

項、機關爭訟、規範審查、憲法訴願與其他憲法與法律規定之職權(吳庚，2000：

15；劉兆興，1998：63-78)。於德國憲政發展中，聯邦憲法法院發揮了更強的憲

政制約功能，其通過職權的行使來約束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門，並積極扮演其憲

政角色來介入憲政爭議的問題當中，但同時該院亦增添許多案件負擔，使其裁判

品質和審判效率遭受質疑，並有學者指出：推崇該院憲政地位的心態可能係因德

國對於民主政治運作缺乏信心所致(張劍平等，2011：32)。然而，多數文獻仍主

張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扮演民主守護者之角色，有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納粹政

權迫害人權、種族滅絕與發動法西斯主義侵略戰爭之反省，於憲政制度設計上，

賦予憲法法院更多憲法上職權，其中，包含引含防衛性民主之制度設計，亦即，

聯邦憲法法院得審理政黨違憲解散案件，一方面以第三人中立、客觀之角色仲裁

被指控涉及違憲之政黨與執政當局之違憲控訴，另一方面則能回歸憲政主義之精

神，檢視被控訴之政黨是否合乎基本法要求之政黨義務(Donald P. Kommers, 

2006: 112-114) 。 

在我國，相當於民主國家之憲法法院地位者乃係大法官。因司法院僅為「最

高司法行政機關」，雖憲法第 78 條賦予司法院憲法解釋權，惟憲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範司法院內需設置大法官方才享有憲法解釋權，因此，司法院大法官應視為

我國之憲法法院，並依據憲法專章和司法院法院組織法第 3 條組織之(林正順，

2004：161)。我國司法院大法官設立 60 多年來，曾有多次因職權之行使而直接

引起國會以行動來干預或限制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權，其原因背景皆係來自政治爭

議案件。大法官因就憲法作成解釋或違憲審查的結果不利於國會，而引發國會後

續限制或干預司法院大法官的行動。因立法部門挑起行動的政治案件往往涉及複

雜且影響廣泛的議題，若非涉及權力分立機關制衡、憲政結構，則與政黨鬥爭有

關。當政治爭議無法於政治場域獲得良善或為眾人所接受的解決時，儘管司法院

大法官的法定職權不包括「憲法機關權限爭議之審理」，但透過憲法解釋或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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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等方式使案件進入司法院，成為政治爭議的另一個出口(林亞薇，2015：74)。

前開研究同時發現，司法院大法官與政治部門之互動，於我國呈現由弱轉趨強硬

的發展態勢，司法院大法官更能捍衛多數意見立場，善用憲法賦予之職權，制衡

擁有民意支持作為基礎的立法院。 

長年擔任司法院大法官及該院院長的翁岳生，對於司法院大法官之憲政功能

有正面看法，其舉出四點(翁岳生，2009：370-373)。其一，維護憲政治度之運

行。憲政運作遭遇困難時，解決途徑以修憲最為減半，但在剛性憲法之國家，對

於修改憲法之程序訂有嚴格限制，往往憲法增修有其政治門檻，此時憲法解釋則

成為緩和或減低憲法障礙的有效途徑。其二，保障憲法以防止國家機關抵觸。當

法律、命令或高法院之判例與決議抵觸憲法時，由於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具

有最高性，與之抵觸之法規範應被評價為無效，透過違憲審查權之運作，確保國

家機關能夠遵循憲法意旨，維護整體法規範之合憲運作。其三，保障人民權利。

當人民遭遇權利侵害時，得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聲請憲法解釋，此一救濟

途徑逐漸發揮功能。其四，統一法律見解。國家各機關適用法或命令，必然偶有

呈現分歧現象，當對於法律之解釋存有疑義時，不同機關之間對於法律解釋之爭

議則由司法院大法官統一解釋。其五，對法學教育之正面發展。法學研究、教學

上運用司法院大法官之案例，尤其對於不同大法官之觀點，通過意見書制度之創

設，能夠理解不同法律思維與說理的論辯過程，對於法學教育有其正面之處。惟

從事律師工作之李念祖則有稍許不同意見，其認為司法者之違憲審查權與立法權

應有所界定，其舉美國之司法審查制度論證，違憲審查必須受到「個案」與「爭

議」之限制(翁岳生，2001：10)。前者乃係要求司法者僅能對於各別規範或具體

規範進行評價，不能制定一般規範和抽象規範，此為審判權之重要特徵；而後者

則是司法權的被動性，本於不告不理原則，遇有爭議案件方能發動其權力，而不

得主動進行司法活動。基此，司法權雖然擁有解釋法律的職責，但無架空立法權

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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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選任制度 

關於司法院大法官選任制度的問題，依據現有文獻可歸納為提名資格、選任

程序與任期等三個環節。 

首先是我國司法院大法官之提名資格，早年於司法院組織法明文定有司法院

大法官之擔任積極資格，最有爭議者莫如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原將立法委員 9

年以上資歷且有特殊貢獻者列為積極提名大法官之資格，立法理由乃取其立法實

務經驗，但立法委員究為民意代表，僅憑立法經驗是否足以處理高度法律性之議

題，實飽受學者與來自司法實務工作者之批判。早期憲法學者劉慶瑞即批評立法

委員並無任職要求，士農工商皆可競選，即使經歷若干年的立法工作，未必能成

為法學專家，不適合擔任大法官職務(劉慶瑞，1990：209)。司法官洪英花則認

為立法委員雖參與立法實務工作，但相關立法過程多是政治博弈下的權衡產物，

與保障人權所關注者迥不相同(洪英花，2016：19)。政治學者薩孟武則更明白指

出，該款要件不過是開政客競相擔任大法官之門，乃有檢討修正之必要(薩孟武，

1996：268-269)。不過，在民國 104年 2月 4日司法院組織法修正施行後，立法

院已經將此一條款刪除，以決絕爭議。 

第二，司法院大法官提名與同意問題。目前總統審薦提名並無法律明確規範，

我國民主化後政黨政治對抗鮮明，也有多起總統提名大法官未能通過立法院同意

權投票之先例，故有論者認為應檢討提名審薦作業流程。從實際政治過程而言，

舉美國總統大法官提名之憲政互動實踐為例，總統和國會都會有動機藉由任命過

程中增加自己之影響力，總統期待提名自己司法領域之親近人士，或者通過提名

意識形態、政治理念與行事風格相似之人選，增加自己在司法部門之影響力，議

會則會在行使同意權時，以多數席次意見作為政治判斷，因此，同意權行使過程

充滿政治算計，而非僅以法學專業能力進行選擇(蕭佩芸，2007：42；洪英花，

2016：37-38)。 

第三，任期制度。我國制憲時未明確規定大法官任期，導致事實上享受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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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待遇之大法官與一般法官無異。早期學者薩孟武及發現此一弊端，為考量司法

審查之連續性，不贊同大法官同時遴選，並建議每年改選三分之一提供大法官間

新陳代謝現象，沒有同時解職之必要。惟應注意者，係薩孟武執此見解以為法令

解釋需要長久連貫，不宜時常變動，故批判民國 46 年 12 月 13 日司法院組織法

第 5 條規定大法官補缺，繼任大法官至原任大法官屆滿之日為止並非妥當(薩孟

武，1996：269-270)。時空環境不同，修憲者設計大法官交錯任期制度作為民國

92 年後之新制。司法官洪英花則舉修憲意旨論證，不得僅以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2項觀察大法官分別計算任期之明文，認為應體系化方法解釋，連同同條文

第 3項交錯任期規定，方能得證交錯任其制度之憲政運作精神，以符合憲法增修

條文之要求(洪英花，2016：133-134)。 

在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官之選任乃以貫徹聯邦主義與民主原則為核心價值，

由於兩院制國會分屬地方代表與普羅民意代表之不同性質，得同時衡平前揭兩項

原則，總統任命則僅為終局儀式性程序，並不產生決定性之效果(Martin  

Heidebach, 2014: 153-154)。而不少研究發現，德國憲政運作上，其憲法法院

法官之選任亦充滿政治權力之參與(管曉立，2004：12)，但該院之本質卻未能減

損該國憲法法院之地位，或許更是值得我國學習之處，進而改進司法院大法官選

任制度。 

三、關於聯邦憲法法院與司法院大法官於重大政治問題上之角色 

 在民主立憲的國家中，司法機關－尤其是釋憲機關在面對「高度政治性」之

憲政問題時，是否均會介入(或適合)予以「定紛止爭」？此一問題在各國憲法法

院之實務運作中均呈現不同的結果，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與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在

這個問題上，正好立於肯否的兩端，且在實務上均處理過關於領土範圍之爭議。

是以，本文擬以「聯邦憲法法院與司法院大法官於重大政治問題上之角色」為題，

並以我國「釋字 328 號解釋」與德國 1973 年「兩德基礎關係條約」案為例作為

本文比較分析之課題，茲回顧相關文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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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治問題與司法審查的討論 

 所謂「政治問題」，乃涉及高度政治性之憲政問題19。關於政治問題與司法審

查，學者陳新民認為：基於權力分立與司法自制(司法的自我克制)之原則，司法

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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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由在

於，在政治決策的空間中所要考慮的，不僅僅是憲法的規定與價值理念，還有其

他甚多要考慮的因素，例如國內外之局勢、選民的支持、輿論的態度等，此種政

治判斷幾乎不是司法性質之釋憲機關的判斷所能取代的(陳新民，2015：

786-787)。 

美國學者 M. F. Weston 基於三權分立的理論認為：拒絕審理政治問題之判

決乃係憲法中三權分立原則解釋之結果。「司法問題」(judicial question)是主

權者委由法院判斷之問題，而「政治問題」則是主權者委由政治部門判斷之問題。

司法問題與政治問題之界限完全是「組織法下權限委任之問題」(a matter of the 

delegation of authority under organic law)，法院之權限亦只限於憲法上所

「委任之管轄權」(delegated jurisdiction)，對於權限之區分法院應運用三權

分立原則來解釋現行憲法。當法院引用「政治問題」來拒絕審查時，只是表示法

院認為該權限依法應賦予政治部門判斷而已(劉宏恩，1995：24-38)，進而採取

法院不應審查政治問題之立場。 

 德國學者 Uwe Kranenpohl 則以聯邦憲法法院為例，討論了政治問題與司法

審查的議題，並肯定憲法法院所具備的政治功能，其認為：聯邦憲法法院在政治

體系之功能，無法等同於一般法院在特定法律領域的功能。這裡涉及的究竟是「大

的整體」、所有國家行為的框架、整體社群的引導，從而聯邦憲法法院具有從旁

影響政治之功能，是「國家領導」概念的基礎。而憲法裁判的核心功能在於提供

                                                      
19

 關於政治問題(Political Question)之判斷，可參考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1962 年所作出之 Baker v.  

Carr 的判決(369 U.S 186, 204)，計有六個要件，分別為：(1)憲法明文規定屬其他政治機構之 

職權、(2)憲法雖未規定職權歸屬，但法院明顯的欠缺解決該案件之能力、(3)明顯的是司法權 

以外之機關的政策考量而非司法裁量得決定之案件、(4)政府機關不協力時，法院即無法獨立 

解決之案件、(5)該案件係繫於一個政治事件、(6)承審該案件將使其他國家機關強烈難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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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轉譯工作」，亦即憲法法院具有憲法、法律上重要性之政治問題轉譯為

法律問題，進而將之解決的功能(Uwe Kranenpohl, 2017：9)。 

 學理上關於司法機關是否該審查重大政治事件的問題，向來存有爭議。在德

國實務上，聯邦憲法法院對於政治問題向來採取積極處理的做法，並不曾拒絕審

理，其代表性的案例如：歐洲共同防禦條約案(BVerfGE 2, 79)、兩德關係基礎

條約案(BVerfGE 35, 257)等；而我國實務則是採取消極不處理高度政治性問題

的態度，代表性的案例有：釋字 328 號解釋(領土疆界案)、釋字 419 號解釋(副

總統兼任行政院長案)等。本文基於比較分析需「同中求異」之研究方法，故擬

以有關「領土爭議」的兩德基礎條約案與我國之領土疆界案作為比較研究之案例

選擇。 

 (二)我國釋字 328號解釋及其背景 

 在本號解釋之背景乃係民國 82 年 4 月間，立法院因為對憲法第 4 條中所謂

領土之「固有疆域」究何所指為何？朝野頗有爭議，以致關係到對行政院大陸委

員會、蒙藏委員會及其他相關單位預算之審查時應刪除之項目，同時亦影響其於

審查有關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蒙古間，雙邊或多邊之相關法令時所持之立場，

因此經民進黨委員陳婉真等 18 人臨時提案，聲請大法官解釋憲法適用疑義，獲

院會無異議通過。聲請人於其理由中特別強調：「外蒙古」及「中國大陸」皆非

屬中華民國之領土。很明顯的，此問題涉及高度政治敏感的「統獨之爭」(劉宏

恩，1995：24-38)。 

 本案經司法院大法官於民國 82年 11月 20日第 989次會議中，做成釋字 328

號解釋，其解釋文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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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由書謂：「國家領土之範圍如何界定，純屬政治問題；

其界定之行為，學理上稱之為統治行為，依權力分立之憲政原則，不受司法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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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憲法第四條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

不得變更之，對於領土之範圍，不採列舉方式而為概括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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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稱固有之疆域究何所指，若予

解釋，必涉及領土範圍之界定，為重大之政治問題。本件聲請，揆諸上開說明，

應不予解釋。」 

 (三)德國兩德基礎條約案之背景與判決要點： 

 本件之背景乃東德與西德在 1972 年 12 月 21 日簽訂兩德基礎關係條約，後

經西德國會批准通過該條約。次年 5 月 29 日西德巴伐利亞邦向聯邦憲法法院提

出抽象法規審查程序，認為系爭條約中，東西德互相承認對方為獨立自主國家之

規定是否違反基本法一個德國的原則以及統一的要求，乃請求聯邦憲法法院確認

該條約與基本法規定不符(齊光裕，2002：396-397)。 

 針對巴邦政府之提案，聯邦憲法法院遂於同年 7 月 31 日作出判決。其判決

概可歸納為下列幾點(葉陽明，1999：116)： 

1. 即使於 1945年以後，德意志帝國在其 1937年 12月 31日國土內仍然存 

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雖非帝國在法律上之繼承者，但它作為唯一以自

由方式重新組織之德國的一部分，在法律上則與帝國同一。 

2. 兩個德國之間的界線乃類似於聯邦共和國內部各邦之間的界線。最終有 

效的德國國界，也包括東邊國界，唯於一項以自由方式談判議定的和平

條約之中始得確定之。 

3. 整個德國的國籍依然存在。德國之德籍人士乃包括所有依據 1913 年「帝 

國與國籍法」及基本法而屬於整個德國國民的公民，當然德意志民主共

和國之公民也被包括在內。 

4. 所有在國內及國外的德國國家機關及官署皆有義務去協助那些到達聯邦 

共和國保護範圍內的德國人。 

5.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憲政機構不可放棄再統一的政治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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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德國之護憲體系： 

為確保基本法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因應憲政敵人對自由民主政治所帶來之

挑戰，並避免德國人權、自由與民主等憲法價值土崩瓦解，德國設有若干關於憲

法保護(Verfassungsschutz)的規範與措施，而這一系列規範與措施的總和，構

成了德國的護憲體系。 

 就德國護憲體系之組成而言，學者葉陽明指出其主要係由憲政機關、行政專

責機關及司法機關三大護憲系統所構成。首先是憲政機關護憲系統，此護憲系統

分為聯邦與各邦兩個層級。聯邦護憲系統的構成組成即為聯邦議會、聯邦參議院

及聯邦政府三個聯邦憲政機關。各邦護憲系統的構成組成便是各邦議會及各邦政

府兩個邦憲政機關。就憲政機關的護憲對象而言，聯邦機關以基本法所明定的憲

政民主秩序為對象；各邦機關則以邦憲法(Landesverfassung)所規定的憲政民主

秩序為對象(葉陽明，2007：30)。 

其次則為行政專責機關護憲系統，此護憲系統同樣分為聯邦與各邦兩個層 

級。聯邦專責機關為「聯邦憲法保護局20」(das Bundesamt für Verfassungsschutz)；

各邦專責機關為「邦憲法保護廳」( die Landesbehörde für Verfassungsschutz)。

依據基本法，聯邦與各邦在護憲事務上應相互合作。因此，兩方雖分別設立護憲

專責機關，但仍應維持互助合作關係21。另外，為處理邦護憲事務及達到邦與聯

邦就護憲事務合作的目的，各邦必須成立護憲廳。各邦同樣依據聯邦憲法保護法，

制定相關法規，據此成立邦護憲廳。各邦護憲機關的設置方式因邦而異；有以邦

政府內政部下屬機關設置者，亦有以內政部中一司設置者。聯邦護憲局與邦護憲

廳執行相同的任務，即是：完整蒐集和善用關於意圖推翻、改變或擾亂聯邦或各

                                                      
20

 聯邦護憲局設立的法源為基本法第 87 條及 1950 年頒行的「聯邦憲法保護法」。基本法第 87 

條第 1 項規定，聯邦得依據法律，為護憲目的設立一個蒐集相關證據資料的中心。基於此項

授權，聯邦根據 1950 年 11 月底頒行的聯邦憲法保護法第 2 條之規定，設立直屬聯邦政府內

政部、而受該部監督的聯邦護憲局。組織上，聯邦護憲局由局長主持局務，下設置行政、極

右勢力活動證據蒐集、極左勢力活動證據蒐集、防諜、保密等五個處。 
21

 對此，基本法賦予聯邦有對中央與地區護憲事務合作的專屬立法權。亦即，唯國會始享有制 

定關於護憲事務合作方面的聯邦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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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合憲秩序的所有行動之訊息、情報及證據(葉陽明，2007：30-31)。 

 最後是司法機關護憲系統，此護憲系統的主體即為聯邦憲法法院。聯邦憲法

法院居於德國司法體系中最高司法機關的地位，扮演憲政民主常態秩序守護者及

保障者的關鍵角色。其基本職權，除了解釋基本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及其他基本

權利不受公權力的侵害，判決聯邦與各邦法律上及職權行使上的爭議事項等以外，

最重要者便是：透過合憲司法審判權的行使，以確保聯邦共和國自由民主基本秩

序的存續及安定(葉陽明，2005：128)。德國之護憲體系，可用下圖示之： 

 

圖一：德國護憲體系(本圖引自葉陽明，2007：31) 

 在我國，關於憲法保護體系及其法制設計的相關議題甚少被學者所論及，實

務上亦無完整的體系建置。但身為自由民主憲政國家的我國，對於護憲的需求並

不亞於德國。是以，本文擬以德國之護體系與實際運行之經驗作為我國護憲參照

比較之對象，藉以申論護憲體系對於我國的必要性。 

五、關於德國與我國在違憲審查模式之差異： 

 在違憲審查的制度上，向有具體違憲審查(下稱具體審查)與抽象違憲審查

(下稱抽象審查)之分。而所謂具體審查，係指釋憲機關(或法院)於審理具體事件

或爭議時一併審理其所適用之法規有無違憲之制度；反之，抽象審查則是釋憲機

關專就國家行為(如法律)有無違憲進行審查，並不須附隨於具體案件。在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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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上，德國之違憲審查制度係採抽象審查與具體審查之混合體制；而我國則是

採抽象審查制度。 

 就違憲審查制度的問題而言，學者湯德宗、吳信華、陳淳文曾指出，我國現

行抽象審查制將「解釋」與「裁判」相互分離，將使正義的遲延實現，其認為：

台灣現制，除未有案例的「違憲政黨解散裁判」應屬具體審查外，其餘之類型均

屬道地的抽象審查類型。與德國相比，在法令侵害人權的解釋上，僅能以終局裁

判所適用之「法令」為審查標的，而非如同德國之憲法訴願以「違憲之公權力行

為」為審查標的，故無從直接廢棄違憲之裁判，因而使之不具備權利保障的功能

(湯德宗/吳信華/陳淳文，2005：567)。亦即在我國現制下，聲請違憲審查之客

體乃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並不包含確定終局判決本身，形式上是

法規本身的違憲審查，而非法規適用的違憲審查，此種制度設計實與德國憲法訴

願制度大相逕庭。相形之下，於人民在具體個案的權利救濟上，德國憲法訴願制

度提供了人民針對個案請求廢棄原判決之救濟途徑，使人民得以獲得直接的權利

救濟；反觀我國，人民權利在遭受公權力侵害後，即使人民聲請大法官解釋的結

果為有利的，聲請人亦僅能透過十分曲折的方式來救濟，亦即大法官解釋後，聲

請人須再向法院提起再審或非常上訴，始有救濟之機會。  

 準此而言，具體審查制度的缺乏似為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制度上相當急迫之問

題。是以，本文擬以德國之違憲審查制度類型與我國之審查制度相互比較，藉以

發現更多問題，並在制度上尋找可能解決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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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學術研究必須奠基於一定的理論及方法，方能於學術領域中提出有價值之成

果。因此，關於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之探討，不但有其必要性，同時更是使得研

究過程與研究結果不至於偏頗之前提要件。以下茲就本文所採之研究途徑與方法

說明之： 

一、 研究途徑 

   本文所欲採取之研究途徑(approach)有三，分別為新制度主義中的歷史制度

主義與規範制度主義以及政治學中的政治系統理論。就新制度主義而論，學者彼

得斯認為，新制度主義依其目的的不同，可細分為七種不同之類型22，分別為規

範制度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歷史制度主義、經驗制度主義、國際制度主義、

社會學制度主義以及網絡制度主義等(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 2009: 

96 )，而本文之理論基礎，即是其中的歷史制度主義與規範制度主義。此外，就

政治系統論而言，本文欲以學者伊斯頓(David Easton)所建構的政治系統，作為

本研究關於護憲體系之分析架構。以下茲就歷史制度主義、規範制度主義以及政

治系統理論分別說明之。 

 (一)歷史制度主義：  

    相較於傳統制度主義，歷史制度主義除以制度作為研究焦點外，其更加重視

問題的系絡(context)以及時間因素之連貫性，較能呈現一個廣闊的時空環境以

及複雜問題脈絡中，制度的內涵與特質(呂育誠，2002：138)。學者 Pierson 認

                                                      
22

 一般而言，對於新制度主義常見的分類，則是歷史制度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以及社會學 

制度主義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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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歷史制度主義是歷史的，它認為政治發展必須被理解為一種隨時間而發展

的過程；同時它又是制度主義的，它強調時間過程中當下的主要政治意涵鑲嵌於

制度之中」(Pierson, 1996: 126)。亦即歷史的脈絡將對於國家之政治制度、權

力結構的形塑以及政治之結果產生巨大的影響；這也就是同樣的事件，在不同的

國家為何會產生不同效果的原因，它們往往都與其歷史有關(Pierson, 2000: 

251-267)。是以，歷史制度論者在制度的研究上，特別強調了歷史脈絡對政治制

度所具有的支配性作用。 

    歷史制度論的上述觀點，將歷史因素納入制度研究之範疇，使得制度之比較

研究尤具實益，故此一研究途徑為本文所採納。本文認為，一國之政治制度不論

係靜態的規範面抑或是動態的運作面均脫離不了該國歷史因素的影響，不同之歷

史脈絡，將使政治制度造成不同之運作結果。以此觀之，我國司法院大法官之組

織建置係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為參考模型，但為何兩者在實際運行上產生了若干

重大差異，此一問題實須自兩者所處之歷史脈絡中尋找答案。基此，本文之論述

重點並不僅止於德國與我國現行制度的比較，而是側重在歷史脈絡與制度變遷之

分析，以掌握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與我國司法院大法官運作上不同的關鍵因素。 

 (二)規範制度主義： 

    本文另一個研究途徑則是規範制度主義。規範制度論者認為，政治制度將透

過規範、價值、利益、認同等形塑，進而影響行為者之行為。論者主張看似中立

的規則與結構(制度)，實際上是種價值(或權力關係)的體現，它決定了政治行為

者的「適當」行為(March and Olsen, 1989: 17)。準此而言，憲政上之規則與

結構，實際上體現了該國之價值與權力關係，並決定了何謂行為者之適當行為。

在憲法爭訟機關的層次上，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雖係我國司法院大法官的參考版型，

惟兩者在制度上以及結構上仍存有諸多不同，這些差異使得我國在實務運作－也

就是憲政行為者的行為上產生了與德國大異其趣之結果，而造成運作結果不同之

制度差異，即為規範制度論與本文所欲研究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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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爰此，本文將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組織以及其運作之特色作為我國司法院

大法官的比較對象，就兩者所處之環境、憲政上之角色、組織之運作以及實際運

作之結果等作一通盤比較，藉此探討造成不同運作結果之制度性原因，以作為將

來評議我國現制之基礎。 

 (三)政治系統理論： 

 「憲法保護體系」(下稱護憲體系)，乃本研究所欲分析比較的重點之一。然

而，不論是德國的護憲體系抑或是我國的護憲經驗，均是一動態的憲政過程，並

非靜態的制度分析所能涵蓋。是以，關於「護憲」的相關議題，本文將以學者伊

斯頓所提出之政治系統理論為其分析架構，藉由系統途徑所提供觀察政治的動態

視野，探討護憲體系在憲政民主秩序的大環境下，如何發揮其憲法保護的重要憲

政功能。 

 學者伊斯頓在「一個分析政治系統的途徑」一文中(An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System)，首先提出了「政治系統」的概念。伊斯頓認

為：研究政治，無非是想瞭解權威性決定(authoritative decisions)是如何為

社會所制定與執行的。我們雖可以逐一觀察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例如我們去考

察政黨、利益團體、政府以及投票制度之運作，設法去探求其政治實況與性質，

但這些研究成果，往往只能對於獨立的政治單元內所發生的事，得到粗略的印象。

然而廣大的政治範疇內，各個構成部分乃係相互關連的，並非各自獨立。質言之，

若不參照整體的運作方式，便不可能充分瞭解局部之運作方式(David Easton, 

1957: 383)。是以，在分析政治現象時，不妨將所有的政治活動視為一個政治系

統，並透過投入、政治系統、產出之過程，以及該過程與環境間之互動關係，將

政治生活加以整合，藉此解釋、分析政治現象，方可一窺該政治現象之全豹。 

 伊斯頓的政治系統理論乃係由投入(input)、政治系統(political system)、

產出(output)、反饋(feedback)等四個動態構面所組成。就投入而言，吾人可將

之視為政治環境中所產生之「需求」與「支持」。所謂的需求(demand)，係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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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系統的成員對於某個特定事項，要求政治決策者應作成某一權威性之配置的意

見表達23；所謂的支持(support)則是指政治系統的成員，為系統的目標、利益、

行動而有所作為，或對之表示贊成的態度24。支持的標的可能是政治社群、政府

或典則。而這些需求與支持，當投入了政治系統後，政治系統將加以運作、「產

出」若干的政治決定，並反饋至政治的大環境中，以滿足成員之需求，藉以爭取

政治系統成員之支持(David Easton, 1957: 384)。此一動態的政治過程，可用

下圖示之： 

 

圖二：政治系統理論(引自 David Easton, 1957: 384) 

本研究將伊斯頓的政治系統理論，運用於德國護憲體系與我國護憲經驗之比

較分析上，並將護憲體系視為一個「政治系統」，此一政治系統之目的乃係為了

維護民主憲政秩序的大環境而存在。當民主憲政秩序面臨各種危害時，除去危害

的需求與對於憲政秩序的支持，將一一「投入」護憲體系這個政治系統之中，護

憲體系亦將因此而開始運作，並「產出」諸如起訴違憲政黨、作成政黨違憲判決

等相關憲政決定，反饋於民主憲政的大環境中，藉以達成維護憲政秩序之目的。

上述護憲體系所呈現之動態憲政過程，概如下圖所示： 

                                                      
23

 伊斯頓認為，「需求」依其來源又可再細分為：外在需求(external demands)與內部需求 

(internal demands)兩種不同的需求類型。 
24

 「支持」若以是否顯現於外為標準，亦可在分為：外顯支持(overt supprt)與內隱支持(covert  

support)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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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作為一個政治系統的護憲體系(筆者自行繪製) 

二、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一般而言係指蒐集與處理資料之程序(邱榮舉，2002：35)。本文

之研究方法係採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 Method)來進行資料之蒐集、整

理與分析。亦即，本文之撰寫將以相關專家學者之研究著作、學術刊物、報章雜

誌、政府出版品、德國與我國之相關法規以及網際網路等資料為分析對象，加以

整理、歸納、分析，以期在兼顧深度與廣度的情況下，產出較為優質的研究成果。 

   除文獻分析法外，本文亦以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Method)為主要研究方

法。所謂比較研究法係指透過比較之方法，研究某些現象或制度的相同或相異之

處。比較研究法在本質上亦為一種實證研究，依其資料之性質可分為定性與定量

兩種類型。前者指以待比較之文獻資料所做之分析；後者則在實作上常以統計作

分析(王玉民，1994：248)。而本文所採者乃定性比較研究法，即以德國與我國

之制度及實務運作等相關文獻資料作質性的比較分析，藉以探求兩者間之優劣及

特色，以此反思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建置的不足之處。 



 

33 
 

DOI:10.6814/THE.NCCU.PS.003.2018.F09 

 

第六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本研究係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與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在憲政民主政治下之角

色、組織上之結構以及職能上之運作為主要研究範圍，並以比較兩者之制度設計

與實務運作作為研究的主軸。其中包括了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與我國大法官制度的

歷史演進、所處之環境脈絡、於憲政秩序中的價值與定位、組織之架構與特色、

職權範圍及其實際運作、護憲體系及護憲相關經驗等範圍。是以，關於憲法學中

解釋憲法之技術、規範審查之密度、憲法裁判之效力以及憲法爭訟之細部程序等

相關議題，則非本文所探討之範疇，進而構成本文的研究範圍之限制。 

 此外，因筆者受制於主客觀條件，在資料之蒐集上可能無法即時配合資訊的

更新，獲取德國當前最新的資料以供本文研究之用，此乃從事本研究進行中最大

的限制。再者，有關釋憲機關、憲法法院以及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制度等論題，乃

涉及了憲法學與政治學等領域，相關學術論著可謂汗牛充棟，本研究實難以全面

掌握運用，從而構成了本文的另一個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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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憲政秩序中之角色、組織 

結構及職能運作－兼論憲法保護 

第一節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歷史發展與沿革 

 就聯邦憲法法院(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之歷史發展而言，其淵源

可以追朔至德意志民族之神聖羅馬帝國的帝國法院制度，惟因當時並無憲法之依

據、該制度亦非基於三權分立所設，故其性質上與現代意義的憲法審判機關相去

甚遠
25
，而現行德國的聯邦憲法法院制度實際上乃係源於 19世紀初。是以，本研

究將聯邦憲法法院自 19 世紀初以降的歷史發展與沿革分為：19 世紀初至 19 世

紀中葉的維也納邦聯協議、19 世紀中葉以後憲法審判制度之轉變、威瑪共和之

國事法院以及 1949年以後之聯邦憲法法院等四部分，以下茲就此分別說明之。 

一、19世紀初至 19世紀中葉的維也納邦聯協議 

 19 世紀初期的德意志地區，乃處於一個多邦林立、四分五裂的狀態，直至

1815年，德國 39個邦為確保內外之安全、實現國家統一與憲政之目的，進而在

奧地利的影響下合組了「德意志聯盟」，分裂的情形始告終結。然而，德意志聯

盟本身並不是一個聯邦結構，實質上僅是一個基於邦聯原則所成立的鬆散組織，

並無法全面掌握內部的政治、經濟及社會(葉陽明，2005：3)，其在組織上亦無

統一的邦聯憲法法院的設計。而與憲法審判權較為相近的是 1820 年通過的《維

也納決議案》(Wiener Schlussakte)，其將若干憲法性爭議案件，諸如大臣彈劾、

顛覆國家、破壞憲法秩序、憲法解釋26等審議權限，劃歸為聯盟議會所有，由聯

盟議會行使之。此一制度直至 1834 年有了改變，該年十月，德意志聯盟議會在

維也納召開了部長會議，其依據《維也納決議案》以及該次會議之意旨通過《維

                                                      
25

 神聖羅馬帝國時期曾設有帝國最高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帝國宮廷法院(Reichshofrat)以  

及特別仲裁機關(Besondere Austraegalorgane)，並具裁判貴族與領主之間法律爭議的權限，惟

當時的德意志帝國乃屬領主專制的國家，這些法院建置實際上不可能行使其職權，故與現行 

聯邦憲法法院制度有所不同。 
26

 此處所指之憲法係指 1815 年 6 月各邦所議定之「德意志聯盟組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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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納邦聯協議》(Wiener Bundesakte)，其中即明定德意志聯盟應設立聯盟仲裁

法院(Bundesschiedsgericht)，並賦予該院裁判各成員邦之間的憲法性爭議，以

及裁判各成員邦之內特定的憲法性爭議的權力。惟對於聯盟與其成員邦之間的爭

議案件，並不由聯盟仲裁法院裁判，而是交給聯盟議會決議的方式解決(胡建淼，

2007：2)。 

二、19世紀中葉以後憲法審判制度之轉變 

 1848 年 3 月，德國在自由派的政治勢力主導之下，掀起了「三月革命」

(Märzrevolution)。三月革命之初，掌握若干邦統治權的自由派透過一個修法委

員會的運作，於四月向德意志聯盟的全體大會提出「德意志帝國基本法草案」，

五月時由德國人民普選產生之代表集會於法蘭克福的保祿教堂，召開了「法蘭克

福國民會議」，國民會議於次年 3月完成了德意志帝國憲法草案(又稱：保祿教堂

憲法草案)之審議，並於月底公布憲法。 

 而帝國憲法草案中的「帝國法院」，可謂頗具現代意義的憲法法院，對於現

代德國的憲法審判制度具有不可忽視的啟迪作用。在權力上，帝國法院不僅與德

皇和帝國議會平行，在職能上更是保障了中央權力不為各邦的濫權侵害以及各邦

權益不為中央違憲的干預所侵犯。具體而言，帝國法院乃執掌下列爭議案件之審

判權(葉陽明，2005，83)： 

(一) 某邦針對中央權力機構以立法侵害其憲法權利之行為而提起之訴訟。 

(二) 帝國政府對某邦發布之命令是否侵害到憲法而產生之疑義。 

(三) 帝國議會人民院與各邦院之間發生之爭議。 

(四) 兩院之一與帝國政府之間發生之爭議。 

相較於聯邦憲法法院，帝國法院所職掌管轄之事項，實際上均已被現代聯 

邦憲法法院所採納，並成為其重要職能。雖說帝國憲法在施行上，曾因普王威廉

四世拒絕接受德皇的選舉結果而受挫，但其所建構的憲法審判機制，仍對於現行

基本法中的聯邦憲法法院造成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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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至 1867 年之後，德國的憲法審判制度有了重大改變。1867 年至 1871 年

的北德意志聯盟以及 1871 年以後的德意志帝國時期，出現了憲法審判制度倒退

的現象。當時德意志帝國宰相畢斯麥嫌惡並極力反對法院審理憲法爭議案件的制

度，其認為憲法上的爭議或疑義，均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與社會效果，因此不應

由法院審理而應由政治性的機構處理。是以，1871 年德意志帝國憲法第 37條第

1 款、第 3 款及第 17 條乃規定，帝國最高機關之間的憲法爭議應以調解

(Ausgleich)的方式和程序解決之27，而非由法院審理與裁決，另外，由帝國各邦

政府之代表所組成之參議院(Bundesrat)，則是有權負責政治協調，審理上述案

件之政治機構(劉兆興，1998：13)。在法規審查上，法院並無審查帝國法律有否

牴觸帝國憲法的審查權限，但在行政命令是否牴觸帝國憲法之審查上則具有審查

其是否違憲的權力。整體而言，北德意志聯盟與德意志帝國時期的憲法審判制度

乃呈現了倒退之趨勢，取而代之的是充滿政治意涵的國會解決途徑。 

三、威瑪共和之國事法院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建立了威瑪共和，並於 1919年 8月 11日制定威瑪

憲法。威瑪憲法之制定及其所確立之憲法審判制度，乃深受 1849 的德意志帝國

憲法草案(保祿教堂憲法草案)之影響，並承繼其憲政秩序、司法獨立之精神，許

多德意志帝國憲草之規制，均在威瑪憲法上獲得體現。可見，德意志帝國時期畢

斯麥反對憲法爭議由法院審理之作法，並未阻礙 20 世紀德國憲法審判制度對以

往制度的繼受與發展(劉兆興，1998：13)。 

 依據威瑪憲法 108 條所建立的國事法院(Staatsgerichtshof für das 

Deutsche Reich)，功能上相當於德意志帝國憲草所建立之帝國法院。惟因威瑪

憲法上並沒有憲法審判機關之明文規定，故在實際的運作上其係將許多的憲法爭

議問題，分由不同機關處理，使之成為看似並非一個獨立系統，但實質上卻又是

一個獨立法院的型態。按 1921 年國民議會所通過的國事法院法之規定，國事法

                                                      
27

 德意志帝國憲法第 19 條以及北德意志聯盟憲法第 19 條均明定了此一進行程序之方式。 



 

38 
 

DOI:10.6814/THE.NCCU.PS.003.2018.F09 

院可分為兩種：一是設置於最高法院之內，並由最高法院院長擔任該院院長而專

職審理彈劾案之審判機構；二是設於最高行政法院之內，專職審理憲法爭議案件

之審判機構(胡建淼，2007：5)。此種不設專責機關的制度設計，致使威瑪共和

的國事法院形成不具備獨立體系的法院形式，但在審判權與管轄事務上卻又是一

個獨立法院的特殊形態。 

 威瑪共和的國事法院是德國憲法審判制度的重大發展，它不僅將憲政爭議審

理之權限由充滿政治意涵的參議院手中，重新的交還予司法機關，更有權審理總

統、總理之彈劾案以及裁決邦法律與聯邦法律是否牴觸之疑義，其對於現代的聯

邦憲法法院之建立，產生十分重要之影響。然而，威瑪憲法所建構的國事法院制

度及其整體憲政秩序，最後均被 1933 年以降，希特勒所領導的納粹德國破壞殆

盡。 

四、1949年以後之聯邦憲法法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被一分為二。1948 年 6 月，於美英法佔領的

德國西部首先建立起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以下簡稱：聯邦共和國；1990 年 10 月

德國統一前的聯邦共和國俗稱：西德)，並於次年 5 月 8 日，西德立法會議通過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重新回復了憲法審判制度。1951年 3 月聯邦共和

國接續公布了《聯邦憲法法院法》，其將聯邦憲法法院之組織結構、管轄權限以

及審理程序均一一予以明定。同年聯邦憲法法院於卡爾斯魯(Karlsruhe)成立，

德國現行的憲法審判制度至此方才正式告以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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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聯邦憲法法院在憲政秩序中之角色 

 設置於卡爾斯魯(Karlsruhe)的聯邦憲法法院，在德國素有「憲法守護神」

之稱。該院為維護憲法的最高性，職司了憲政爭議之裁決與基本權利爭訟等職能，

以致其在實際的憲政運作上必須擔當政治與憲法間的平衡輪，使得聯邦憲法法院

在德國憲政秩序中位居關鍵角色。其透過憲法裁判之方式與社會以及各種國家權

力進行互動的過程，亦造就了聯邦憲法法院的特殊地位。是以，以下茲就聯邦憲

法法院對於其他國家權力之關係及其與政治實務之互動，加以說明憲法法院於德

國憲政秩序中所扮演之角色地位。 

一、 捍衛憲政民主秩序之司法最高機關 

聯邦憲法法院的終極任務，即是在保障憲法的最高性。憲法(基本法)乃是 

任何國家權力正當性之基礎，相對於其他法律與行政命令而言，憲法具有最高規

範的特性，在規範的內容上優位於普通法律，在規範的修正上則須經過特殊且較

普通法律嚴格之程序，亦即，憲法必須經由基本法第 79 條所明定之程序加以修

正，並不得由國會以簡單多數的方式為之，藉此彰顯憲法的最高性格。憲法的最

高性首次體現於 1803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 Marbury v. Madison 案，首席大法

官 John Marshall 曾寫道： 

究竟是憲法拘束與其相違背之立法行為，抑或是憲法藉由一般的立法行為即

得修改？倘若前者屬實，則與憲法牴觸之任何立法行為即非法律；倘若後者

屬實，則對於成文憲法而言，無非是荒謬的嘗試，因為人民所為者乃是在限

制一種本質上不容限制之權力28。 

 本段裁判文乃係透過法官的法規違憲審查權，為憲法最高性之實踐陳述其論

證基礎。而基本法基於此項傳統，亦採納了法規違憲審查之制度29(Christian 

Starck, 2010: 6)，聯邦憲法法院在此一制度底下，肩負了對於憲法最高性的保

                                                      
28

 Marbury v. Madison 2 Law Ed. U.S. 60, 73 (1803). 
29

 基本法第 93 條第 1 項 2 款、第 100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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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功能，其必須透過職權之行使，以保護人民之基本權利、維護聯邦國原則、解

決機關間之爭議以及制裁危害德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政黨與憲法敵人。再者，

聯邦憲法法院作為憲法機關，其與聯邦議會、聯邦參議院以及聯邦政府平行，行

使國家部分最高權力，且其組織上不隸屬於任何國家機關，職能上有權對於其他

憲法機關進行制約30，在裁判的效力上，聯邦憲法法院之裁判具有拘束全國機關

之效力，在司法體系上，聯邦憲法法院的訴訟標的、類型與效果與其他聯邦法院

全然不同，其他聯邦法院之訴訟目的所要保護者乃是私人或公法人的權益，而聯

邦憲法法院之訴訟目的則是為了維護德國之憲政秩序(劉兆興，1998：29)，因此，

聯邦憲法法院之裁判效果，亦拘束其他聯邦法院，對於其他司法機關而言，乃具

備最高司法機關之地位，聯邦憲法法院此種最高且獨立自主的審查權限，使其有

別於其他國家權力。在德國的憲政實務上，聯邦憲法法院儼然成為了確保憲法最

高性獲得實踐的捍衛者角色(Garant der Verfassung)。 

二、憲法法院在憲政運作中之角色 

 聯邦憲法法院作為德國憲政秩序的監督機制，自然握有對於其他國家機關的

廣泛審查權限，以確保國家權力能在基本法所設定的民主遊戲規則下運行。按基

本法之規定，聯邦憲法法院就國會之立法行為、法院之裁判、行政權之行使、聯

邦性的爭議等事項，均享有審查其是否符合基本法所揭示之憲政秩序的權力，而

基於其職權之行使，聯邦憲法法院亦將與這些國家權力之間發生若干關係，進而

構成其在德國憲政運作中的特殊地位。 

 (一)聯邦憲法法院與立法權： 

 聯邦憲法法院依據基本法第 93 條之規定，對於國會之立法行為享有審查之

權限(規範審查)，憲法法院的此一功能，學者 Klaus Schlaich與 Stefan Korioth

將之稱為「立法的法院審判權」(Gesetzgebungsgerichtsbarkeit)，其藉由此一

審判權限之行使，使憲法得以貫徹、適用(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2017: 

                                                      
30

 例如宣告聯邦議會通過之法律為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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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這種審判權意味著，立法者在回應民意的同時，亦具有不背離基本法所架構

之憲政秩序的義務31，並且基本法將此種義務的監督任務，交付與憲法法院行使。

然而，憲法的貫徹與形塑，並非憲法審判權所獨佔，其毋寧是整體國家權力的任

務及義務，其中當然包括了立法者，簡言之，聯邦憲法法院與立法者不是處於一

個對立關係，而是相互合作(Fritz Ossenbühl, 2010: 39)，憲法的維護與形塑

本應該是作為立法者與聯邦憲法法院的共同任務。 

 惟在實際的憲政運作上，聯邦憲法法院與立法者的互動仍存在著緊張關係。

在立法義務的倡議上，憲法的實踐乃取決於立法，倘若立法者於憲法上有必要立

法時而不作為，此時則可能由聯邦憲法法院加以介入審查。在許多案例中，聯邦

憲法法院對於立法者均宣示立法機關有義務制定法律或發動立法程序，此一義務

甚至有部分是明確地課予期限並附予相關之制裁(Fritz Ossenbühl, 2010: 42)，

諸如 1999 年的各邦財政平衡判決32，在該判決中聯邦憲法法院即明文課予立法者

必須於 2002 年 12 月以前完成財政平衡法案的修正；又如 1969 年的非婚生子女

平等地位之判決33，憲法法院亦課予立法者明確的期限，並附帶指示該期限經過

後，違憲的法律即應失效。詳言之，憲法若在具體之規範上，有課予立法機關立

法之義務時34，立法機關即應遵循憲法之旨趣，此時，立法機關如應作為而不作

為，聯邦憲法法院則應本於職權，以定期失效或是宣告無效的方式，審查並引導

立法機關從事立法行為，憲法法院因此成為了立法義務的倡議者與推動者。但聯

邦憲法法院的此一作法，可能令立法者相當不悅，且在這層關係下，不作為的立

法者面對聯邦憲法法院的指摘，似乎不能有所抗辯，僅能由憲法法院法官之選舉

上間接的制衡，從而形成了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  

 此外，聯邦憲法法院亦可利用其職能，代替立法者「代行」其立法權，學理

                                                      
31

 基本法第 20 條 3 項即明示立法機關有此一義務。 
32

 BVerfGE 101, 158. 
33

 BVerfGE 25, 167. 
34

 例如基本法第 6 條第 5 項規定：「非婚生子女之身體與精神發展及社會地位，應由立法給予與 

婚生子女相同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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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將此稱為立法的「代行權」(Selbteintrittsrecht)。此種代行權，係為了填

補法律秩序中的漏洞以及從事法之續造，而為實務上相當普遍的現象。依聯邦憲

法法院之見解：「於高層級法院的活動中，依其本質即存在著一般法原則的確立35」。

因此，如果上級審法院自己替代從事立法者的任務時，只要明確表示該憲法委託

之事項並未實踐，則不致有太大爭議(Fritz Ossenbühl, 2010: 39)。例如，基

本法第 3條第 2項以及第 117條第 1項分別規定，男女平等之原則必須在法律上

被貫徹，如法律有牴觸此一原則者，在法律未調整前該法律仍為有效，但其期間

不得超過 1953年 3月 31號。此時，若法律尚未依基本法修正前，司法面對關於

男女平等原則之爭議，則需「自己實現」男女平等原則之精神，以彌補現行法律

之不足。聯邦憲法法院作為立法代行者的適例，亦可以 1995年之間諜案判決
36
加

以說明，本案涉及前東德國家安全部門、情報工作者以及間諜的追訴，聯邦憲法

法院在此一判決中創造性地以憲法上比例原則導出對間諜刑罰的追訴障礙，亦即

其並未宣告系爭法律為違憲，而是創立一個由憲法所導出之原則，以取代一個本

來應有且必要存在，但政治上並未獲得多數支持的赦免法律(間諜赦免，

Stasi-Amnestie)。 

 再者，在一般的情形下，聯邦憲法法院乃是居於確認法律是否違憲的監督者

地位，負責對立法者通過之法律進行合憲與否的審查，基本法第 93 條即賦予聯

邦憲法法院裁判聯邦法律或邦法律是否合於基本法之權力，以俾確保立法者所建

構之法秩序合於基本法所揭示之憲政秩序。另外，為符合三權分立原則的的要求，

聯邦憲法法院在行使上開權力時，亦常以宣告該法律違憲但不附帶宣告該法律無

效之方式，來尊重立法者的立法形成自由37。最後，聯邦憲法法院除作為憲政秩

序的監督者外，其更是基本法與法律的闡釋者。憲法法院得以裁判或解釋的方式，

說明闡釋基本法或法律的具體內涵，而此一內涵對於立法者而言，毋寧是其實行

                                                      
35

 BVerfGE 26, 327. 
36

 BVerfGE 92, 277. 
37

 另外，憲法法院基於其法院形式，乃受不告不理原則的拘束，無權主動審查立法者所通過之 

法律，從而構成來自三權分立原則的另一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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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權的指導標準，只有符合該內涵之法律始為憲法所許，否則在未來即有被宣

告違憲之可能，在這種關係之下，憲法法院的裁判可謂直接對立法者產生指導作

用，成為立法者某種意義上之導師。 

 (二)聯邦憲法法院與行政權： 

 憲法法院對行政權而言，係居於監督者與爭議裁決者之角色。在憲法法院對

行政權的審查上，基本法第 19 條 4 項規定，任何人之基本權利受官署侵害時，

得提起訴訟救濟之。基本法第93條1項4款以及聯邦憲法法院法第90條復規定，

當人民基本權利受公權力不法侵害，而用盡救濟途徑仍無法獲得救濟時，則得提

起憲法訴願，請求聯邦憲法法院審查、廢棄該違法或違憲之行政措施。此種憲法

訴願之標的，形式上雖係針對終審法院之判決，但實質上則是就行政上之措施及

其合憲性加以裁判，憲法法院對於行政權的審查權限，無疑地使之成為行政行為

合憲性的監督者。再者，憲法法院亦肩負著解決憲法機關間與聯邦性爭議之任務。

就憲法機關間基於憲法之權力、義務所生之爭議，得訴請憲法法院加以裁判解決。

其爭議之當事人，得為聯邦政府、聯邦議會、聯邦參議院、議員或是一個政黨，

爭議之對象則得為法律之簽屬、政府的公眾行為(Öffentlichkeitsarbeit)、聯

邦 財 政 部 長 的 預 算 行 為 或 是 聯 邦 總 統 對 議 會 的 提 前 解 散 等 (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2017: 7)，由此觀之，聯邦憲法法院毋寧是聯邦政

府與其他憲政機關的最終仲裁者，憲法法院藉由其權威式的裁判，解決行政權與

其他國家權力間的衝突與僵局，以維護德國民主憲政秩序的穩定發展。在聯邦性

的爭議上，憲法法院亦具有類似的功能，就聯邦與各邦相互間之權利義務或監督

關係、各邦間以及邦內之公法上爭議38等，均得藉由憲法法院之裁判來獲得解決。 

 (三)憲法法院在司法審判體系中之地位： 

 德國的司法制度十分富有自身的特色。在法院體系上，德國不僅是採取將普

通法院與行政法院系統分開的「司法二元制度」，其更是採取「司法多元制度」

                                                      
38

 參照基本法第 93 條 1 項 3 款、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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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各種法院因此走上專業化與分工化的軌道(管曉立，2004：25)。除憲法

法院以外，尚包括審理民事、刑事、商事的普通法院體系、審理不具憲法性之公

法爭議的行政法院體系、審理勞工事務的勞動法院體系、審理社會保險或公共福

利等公法上爭議的社會法院體系以及審理有關稅收財政案件的財政法院體系，它

們在聯邦層級中分別為：聯邦最高法院、聯邦行政法院、聯邦勞動法院、聯邦社

會法院以及聯邦財政法院。而聯邦憲法法院在此一司法體系中，具有相當特殊的

地位，此種地位可由其獨立自主性與司法的最高性兩方面加以說明。 

 有別於其他聯邦司法體系，聯邦憲法法院在德國法院系統中具有高度的獨立

自主性。就組織的層次而言，聯邦最高法院於司法行政事務上乃隸屬於聯邦司法

部、聯邦行政法院於司法行政上則是隸屬聯邦內政部、聯邦勞動法院以及聯邦社

會法院在司法行政上隸屬於勞動與社會事務部、聯邦財政法院於司法行政上隸屬

於聯邦財政部。只有聯邦憲法法院在行政上是完全獨立的39(胡建淼，2007：14)，

這種制度設計意味著憲法法院在行使其職權時，將不會受到來自司法行政上或其

他憲法機關之干預或拘束，亦不須對任何機關負責，其獨立性與自主性儼然超越

其他聯邦司法體系，形成德國獨樹一格憲法審判體制。 

 就司法最高性而論，首先，就基本法第 92 條之規定來看，其明文「司法權

由聯邦憲法法院、基本法所規定之聯邦法院、邦法院分別行使之」，由本條條文

之設計觀之，立憲者的原意似乎想把聯邦憲法法院之地位設定在司法體系中的最

高位置，否則，基本法不會將聯邦憲法法院與其他法院體系刻意的作出區分，並

且將之排序在最先位。再者，按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31條第 1項規定：「聯邦憲法

法院之裁判，拘束聯邦及各邦之憲法機關及所有法院與官署。」之旨趣，聯邦憲

法法院所作出之裁判具有拘束各級法院及所有國家公權力的效力，有甚者，聯邦

憲法法院在作出某些(憲法法院法第 31條第 2 項之案件40)裁判時，更是具備與法

                                                      
39

 憲法法院在初建時，在司法行政上曾一度隸屬於聯邦司法部，年度財政預算亦與聯邦司法部 

一同編制，但在不久之後，其在行政上即由聯邦司法部中獨立出來。 
40

 諸如聯邦法律與邦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邦法律是否符合聯邦法律等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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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同等之效力，其判決效果並非其他司法體系的裁判可以等量，其他司法體系之

法院在作出裁判時亦將受聯邦憲法法院法律見解之拘束而不得有所牴觸。對於其

他法院而言，聯邦憲法法院形同是法律見解的終局決定者，尤其聯邦憲法法院得

透過裁判憲法訴願的方式，審查「所有」法院之裁判，且得將一個原本具有確定

力的裁判加以廢棄，並命該法院重新裁決之特性，更顯見了聯邦憲法法院在司法

體系中的最高性地位。惟須注意者，聯邦憲法法院的裁判憲法訴願本質上並非其

他司法體系的超級上訴審法院(更高審級的法院)，即憲法法院並非事實審及法律

審之後的「額外的」法律救濟途徑，而是一個「特殊的」法律救濟途徑(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2017: 262)，其所審查者，必須是一個終審法院之

法律救濟途徑業已確定終結並具有確定力之裁判，且同時涉及人民基本權利之侵

害，憲法法院始得介入審查系爭法院之裁判。職是之故，聯邦憲法法院居司法體

系中的最高地位，並非係指它是其他法院系統的最上級審，而是指它在裁判的效

力上，高過於其他法院的裁判並且有拘束各級法院之效果。 

 與聯邦憲法法院關係較為特殊的是各邦憲法法院，但在這種特殊關係下仍不

解聯邦憲法法院的最高性。按基本法第 92 條之規定，德國之司法權由聯邦憲法

法院、基本法規定之各聯邦法院、邦法院分別行使之，對於各邦之憲法審判權，

則由依據邦憲法所組成之邦憲法法院行使，在德國，除史雷斯威－侯爾斯坦邦

(Schleswig-Holstein)不設立憲法法院外41，各邦均設有邦憲法法院(劉兆興，

1998：29)，其名稱不盡相同，有的稱為憲法法院，亦有稱之為國事法院 

(Staatsgerichtshof)42。邦憲法法院的主要審理範圍包括邦內各機關間之憲法性

爭議案件、對邦法規之審查以及對於邦內政府首長之彈劾案等，部分邦憲法法院

在審理訴訟案件的主要部分時，則有允許人民針對邦公權力主體是否侵害邦憲法

所規定之基本權利而提起憲法訴願之規定，諸如黑森邦、巴伐利亞邦、柏林邦、

                                                      
41

 該邦依據基本法第 99 條之規定，立法明文(該邦憲法第 44 條)將邦內部的邦憲法爭議案件，移 

交給聯邦憲法法院審理。 
42

 如巴登－威騰堡邦、黑森邦以及尼德薩克森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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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登堡邦等即是(Klaus Lange, 2010: 305)。基於尊重各邦自主性的立場，聯

邦憲法法院與邦憲法法院在制度的設計上乃分屬兩種不同的憲法審判體系，在法

源依據上，聯邦憲法法院之組織與職能等係由基本法以及聯邦憲法法院法所規定，

而邦憲法法院則是依據各邦享有之自主權所建立，其組織與職能均依邦憲法及其

相關法律規定之；在管轄事務上，為聯邦憲法法院所管轄者多屬聯邦性之憲法爭

議並以基本法為其依據，而邦憲法法院則是以邦憲法為依據，並以管轄邦內憲法

性爭議為限；在司法行政上，邦憲法法院與聯邦憲法法院並不具有制度上的隸屬

關係；在審級上聯邦憲法法院亦非邦憲法法院的上級審，於各自行使審判權的過

程中，兩者可謂互不相關，可見聯邦憲法法院與各邦憲法法院之間實屬兩種各自

獨立的審判制度。而此一各自獨立的特性亦曾為聯邦憲法法院所確認，其指稱：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如此強調以聯邦方式形成之國家，聯邦與各邦之憲法領域

原則上互相獨立存在。此項原則亦適用於聯邦與各邦之憲法審判權43。」 

 雖說各邦憲法法院係獨立於聯邦憲法法院之外的憲法審判體系，但其仍需遵

守基本法所揭示之憲政秩序與基本原則，此於基本法第 28 條第 1 項第 1 款定有

明文
44
。又基本法第 100 條第 3 項明文規定，邦憲法法院解釋基本法時，如違背

聯邦憲法法院原有之判決，該憲法法院應提請聯邦憲法法院審判之。準此而言，

邦憲法法院雖與聯邦憲法法院無隸屬、審級之關係，惟於其行使憲法審判權而涉

及基本法的解釋時，仍必須受到聯邦憲法法院判決之拘束、遵從聯邦憲法法院對

於基本法之解釋。是以，邦憲法法院之獨立性實質上並不會影響聯邦憲法法院於

司法體系中的最高性地位。 

 (四)聯邦憲法法院的政治性： 

 聯邦憲法法院行使職權及其所作出之裁判，時常是一種具備政治性的決定。

蓋聯邦憲法法院所審查之對象多為國家之公權力，且其所作出之裁決又具備了廣

                                                      
43

 BVerfGE, 4, 178. 
44

 基本法第 2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各邦之憲法秩序應符合基本法所定之共和、民主及社會 

法治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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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拘束效力，影響所及者並不僅止於訴訟的當事人之間，而是遍及於包括政治

機構的所有國家權力，許多政治上的難題也多由憲法法院出面解決，就此而言，

聯邦憲法法院在德國憲政運作中可謂具有相當程度的政治性格。 

 聯邦憲法法院對於其他國家權力的裁判在憲政秩序的形塑上可謂具有決定

性的作用，而在是類裁判中，通常也最能彰顯出憲法法院所具備的政治性。以

1961年 2月 28日作成的電視台判決案45為例，該案指陳 1960年成立的「聯邦德

國電視公司」在成立與運作上均處於國家完全控制的狀態，致使該電視台形同聯

邦的宣傳工具，對此，聯邦憲法法院乃判決聯邦德國電視公司的成立與存在皆侵

犯了基本法第 5 條之規定，聯邦憲法法院認為：「公共輿論的形成不應仰賴政府

或單一社會團體之鼻息，因此，電視台不能受政府壟斷，亦不能完全訴諸於自由

市場，使之受制於獨立私人的壟斷。」(吳偉民，2005：86)，此種見解不僅為德

國確立媒體不受國家或單一社會團體所控制之基本原則，俾避免產生某種能夠主

導輿論的單一勢力(Konrad Hesse, 1999: 396)，更重要的是，此一原則至今仍

是規範政府活動的重要標準，進而形塑了德國傳播媒體領域中的合憲性秩序，而

聯邦憲法法院以裁判判令聯邦政府須與傳播媒體保持適當距離之作為，實質上乃

係對於政治權力(聯邦政府)活動範圍所為的限縮，在這個層次上，聯邦憲法法院

實乃充分展現其於憲政秩序與政治實務上的巨大影響力。 

 此外，聯邦憲法法院之政治性亦顯諸於其與政黨的互動關係之中。聯邦憲法

法院與政黨之間的關係是雙向的，一方面，聯邦憲法法院得藉由基本法第 21 條

所賦予的權限對政黨進行審查，其所進行者不論是黨禁案的審理或是政黨補助的

解釋，在德國的政黨政治中均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例如 1992 年聯邦憲法法

院就曾宣告
46
：「政黨參與國民政治意志之形成並非僅限於選舉的準備階段，若政

黨符合基本法規定的一般行為，進而得到國家資助之作法，亦為憲法所許。」此

一判決之目的，即是為了修正聯邦憲法法院在 1966 年所作出「國家資助政黨進

                                                      
45

 BVerfGE, 12, 205. 
46

 BVerfGE, 85,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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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般黨務活動之行為乃屬違憲」之見解
47
(Konrad Hesse, 1999: 182)，在此一

變革之下，政黨已不須仰賴私人資助者的鼻息，各政黨之間亦因此更趨近於機會

均等的目標，由此可見，聯邦憲法法院對於政黨政治所造成之影響，可以說是十

分直接的。另一方面，掌握聯邦議會以及聯邦參議院席次之政黨亦得透過基本法

第 94 條之所賦予之權限，對於聯邦憲法法院法進行制定、修改，或是透過法官

選舉之方式來對聯邦憲法法院施加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力，從而與憲法法院構成一

種憲政上雙向的互動關係。  

 由聯邦憲法法院與政黨實際上的互動觀察，政黨權利義務的變化實深受聯邦

憲法法院裁判之影響，其中最典型的實例即為黨禁判決以及關於政黨補助之判決。

就黨禁案的部分而言，基本法第 21條第 2項明定：「政黨依其目的即其黨員之行

為，意圖損害或廢除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或意圖危害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之存在

者，為違憲政黨。至於是否違憲由聯邦憲法法院決定之。」此一規定之目的乃係

為了禁止敵視憲法之政黨在德國憲政民主秩序中繼續存續，是鑒於威瑪共和時期

慘痛經驗。由於威瑪共和時期的憲法並沒有對於政黨作出相應的規範，完全聽任

政黨自由發展，以致於法西斯勢力得以在德國境內發展，進而威脅德國的憲政秩

序。基本法本於對納粹之反省，明訂了政黨違憲條款，預防並排除可能損害自由

民主憲政秩序之政黨，以確保不再重蹈威瑪共和之覆轍。據此，聯邦憲法法院即

於1952年以及1956年先後對極右的社會主義帝國黨48(SRP)和極左的德國共產黨

49(KPD)判決違憲並令其解散；2001 年聯邦政府與聯邦議會亦曾對國家民主黨

(NPD)向聯邦憲法法院提出黨禁案之聲請，雖說國家民主黨之黨禁案最終因故而

停止審理50(第五節中將詳加說明)，但仍不解聯邦憲法法院對政黨的重要性，上

述三個憲法法院裁決至今還是一個界定政黨活動範圍以及違憲與否的標準之一，

                                                      
47

 BVerfGE, 20, 56. 
48

 BVerfGE, 2, 1. 
49

 BVerfGE, 5, 85. 
50

 惟國家民主黨之黨禁案並未因此而結束，聯邦參議院於 2016 年再度對其提起黨禁之聲請，聯 

邦憲法法院於 2017 年 1 月正式對國家民主黨作出判決，宣告該黨毋庸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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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德國的各個政黨來說實具有指標性的作用。 

 在政黨補助的議題上，聯邦憲法法院亦曾做成一系列的裁決來維護政黨間的

機會平等。1954 年 12 月 16 日，基民盟、基社盟以及自民黨組成聯合內閣，為

鼓勵工商界對政黨之捐款，其在聯邦議會以多數優勢通過修改「所得稅法」與「社

團法人稅法」，規定由促進協會捐贈聯邦議會各政黨之款項，得以享有減免所得

稅的優待，但由於捐款在各政黨收入中所占比重差距懸殊，此一規定明顯有利於

上述三黨而不利於社民黨(郭秋慶，1985：101)。當時，基民盟與基社盟的黨費

收入占總收入的 20%，而自民黨僅占 18%，其餘收入均來自民間工商捐助；社民

黨則 60%的收入來自黨費，其對於民間工商捐助之依賴程度遠不及基民盟、基社

盟與自民黨。由於該項立法對於各政黨財政收入影響極不平衡，進而引起社民黨

不滿，於是社民黨主政的黑森邦政府便向聯邦憲法法院提起法規審查。聯邦憲法

法院即於 1958 年 6 月 24 日作成著名的「政黨捐款判決51」，其明揭：「所得稅法

對於捐款所給予之稅捐優惠，顯有利於有能力獲得企業或較高收入者支持、贊助

之中產階級政黨而不利於由低收入選民所支持的勞工階級政黨，而違反政黨機會

平等原則(Chancengleichheit)。」聯邦憲法法院因此宣告政黨捐款享有減免所

得稅之規定為違憲。此外，在判決中憲法法院亦考量到廢除政黨捐款所享有之所

得稅優惠將導致政黨捐款減少、使政黨活動大為限縮，故其同時作出「允許國家

提供財政補助予參與競選之政黨」的決定，從此開啟了國家對於政黨為財務補助

之途徑，德國也自此成為第一個實施國家補助政黨經費的歐洲國家(崔英楠，2009：

78)。而在政黨補助款產生以後，其數額有逐年增加的趨勢，1959 年與 1960 年

度開始以政黨的政治教育工作補助之名義編列了五百萬馬克的經費預算，1965

年執政黨則將政黨補助金提高至三千八百萬馬克(郭秋慶，1985：102)。這些補

助金的 20%由在聯邦議會有議員席次的 4 個政黨平均分配，剩餘的 80%依照議員

席次比例分配，在聯邦議會沒有席次之政黨則不能享有國家對政黨的財務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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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VerfGE, 8,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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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分配方式必然將遭受某些小黨的非議，直至 1965 年 5 月，社民黨主政的

黑森邦政府再次向聯邦憲法法院提出法規審查之聲請，憲法法院即於 1966 年 7

月 19日作出「政黨財務判決52」，在判決中聯邦憲法法院修改了 1958年的政黨捐

款判決之見解，其指稱政黨的一般黨務活動不應由國家資助，只有政黨的競選活

動方可享有國家提供的競選補貼53，並宣告立法者應考量將政黨競選補助費分配

給其他參與競選之政黨，同時亦課予立法者「以立法之方式確保政黨憲法地位、

滿足政黨財政需求」之義務。此一判決的作成，直接促成了「政黨法」之立法，

德國政黨政治的基本秩序始告確立。 

政黨補助的問題在政黨法施行後並未因此而解消，故聯邦憲法法院在其後仍

陸續地作出許多重要的判決，藉以糾正政黨法中不合理的規範。據統計，德國登

記在案之政黨至少有 40 個以上，並非每個政黨均得以獲得競選補貼金，按當時

(1967 年)之規定，僅有在聯邦議會選舉或邦議會選舉獲得 2.5%得票率之政黨始

能獲得該補貼，此一規定使得許多小黨紛紛向聯邦憲法法院聲請解釋，並主張系

爭規定實際上過於嚴苛，違反政黨機會均等之原則，扼殺了小黨生存之機會。聯

邦憲法法院於 1968年 12月 3日對此作成判決，其認為： 

「政黨是否能獲得議會席次的 5%得票率限制，係為避免政黨分裂，以致小

黨林立，妨礙政黨政治之運作，但對享有競選補貼之限制則應放寬標準。蓋

政黨間機會均等原則與普遍性、同質性的選舉有密切關聯，故選民不論投給

哪一個政黨，其價值均應相同，除非有強烈的理由，否則不應有差別待遇54。」 

基於此一理由，聯邦憲法法院遂宣告政黨法的上述規定確實違憲，並判命將享有

競選補貼的 2.5%得票率限制下降為 0.5%(崔英楠，2009：80)，藉以貫徹政黨間

的機會均等，進而維護小黨的生存空間。總之，聯邦憲法法院在德國的政黨政治

                                                      
52

 BVerfGE, 20, 56. 
53

 此舉乃是考量政黨之競選活動在民主政治下所具備的特殊意義之故。但此一見解到 1992 年 

時又再度被聯邦憲法法院自己所變更(BVerfGE, 85, 264)，其認為：「政黨參與國民政治意志之

形成並非僅於限於選舉的準備階段，若政黨符合基本法規定的一般行為，進而得到國家資助

之作法，亦為憲法所許。」 
54

 BVerfGE, 2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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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揆諸前述，不論是在政黨活動的匡正抑或是政黨法的促

成與續造上，憲法法院之裁決均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它一系列的判決更是德國政

黨秩序漸趨成熟與完善的關鍵所在。無庸置疑地，在政黨實務上聯邦憲法法院確

實扮演了當前德國政黨發展的重要推手。 

 就整體而言，聯邦憲法法院被基本法賦予監督國家權力、完備憲法以及整合

立法之功能，在立法者不作為的情況下，其更具有前述所提及之代行立法的功能，

致使聯邦憲法法院得以在德國之政治過程中展現其實質的影響力，進而對德國之

政治體系起了穩定的作用。另外，聯邦憲法法院在民意調查中所享有的高度信任

(Uwe Kranenpohl, 2017: 5)，對於德國的憲政民主發展亦是有利的，倘若人民

對於憲法法院之判決越能折服，其所處理之爭議問題則越能在較少抵抗的情況下

順利解決。基於此一特殊性質，在政治上處於下風的少數派，常以直接訴諸憲法

審判權的方式來移轉政治衝突，雖說聯邦憲法法院所審理之對象乃是已存在之法

律或政府之決定，判決的結果亦是糾正政治多數派(或是曾經的多數派)之行為，

但在政治實務上，立場在議會受到壓制的反對黨往往傾向透過聯邦憲法法院之裁

判來協助其於政治中勝出(Wolfgang Rudzio, 2010: 245)，例如前述在傳播媒體

領域造成重大影響的 1961 年電視台判決案，即是黑森邦的社民黨對基民盟聯邦

政府所提起的；在面對議長禁止發言或是議員未被分派到任何一個委員會的情況

時，反對黨的黨團亦常藉由憲法法院的機關爭議程序來尋求救濟。質言之，倘若

某政黨在政治上已無法透過其他適當的手段貫徹其主張時，那麼該黨僅剩兩者可

供選擇：一為遷就現狀，被動地等待未來的機會出現；二為開啟憲法審判的爭訟

程序並主動地爭取法律上的勝利，而在後一種情形下，聯邦憲法法院毋寧是提供

反對黨一條對抗政治多數的司法途徑。惟須注意者乃是反對黨與聯邦憲法法院的

這層關係並不意味著憲法法院將淪為政黨政爭的工具；相反的，其所代表者反而

是一種追求公共利益的途徑。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重心在於議會政治、議員定期

改選，使其組成具民主正當性，議會議事的公開，幾近於在全民監督下進行，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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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程序從提案、討論到表決須經各種讀會，過程頗為慎重，這樣通過的法案照理

應不致於悖於公共利益，但其實不然，實際上政黨為一時選舉利益犧牲某些公益

或犧牲少數族群的權益取悅多數，有時政客基於私利結合成為議會多數，議決完

全棄公益而不顧的法案，亦非罕見之事，面對這種多數原則下所造成之問題，公

共利益的維護必須另闢蹊徑，而在各種憲法的機制中，聯邦憲法法院似乎是唯一

可以信賴的機構，對於法案不贊同的國會議員，得聲請憲法法院作成違憲審查，

此一制度的設計顯係有意將政治爭端轉化為法律訴訟，使之脫離國會議場(吳庚/

陳淳文，2015：688)，並以憲法法院作為一種追求公共利益的途徑。 

綜上所述，作為居中調處問題的聯邦憲法法院在基本法所建構的秩序下，無

疑地成為了德國政治實務上爭議問題的終局裁決者，也因為此一角色與其他國家

權力之關係，使得聯邦憲法法院所作出的多數決定均饒富相當程度的政治意涵。

誠如德國學者 Uwe Kranenpohl 所言，憲法裁判的核心功能乃在於提供必要的「轉

譯工作」，即將具有憲法、法律上重要性之政治問題轉譯為法律問題，進而將之

解決。基此，聯邦憲法法院於政治體系上所涉及者，乃是「大的整體」、所有國

家行為的框架、以及整體社群的引導，從而聯邦憲法法院具有從旁影響政治之功

能，是「國家領導」概念的基礎(Uwe Kranenpohl, 2017：9)。 

第三節 聯邦憲法法院之組織結構 

聯邦憲法法院之組織結構在基本法裡並無專章規定，其僅在第九章司法章節

中予以其原則性的規定，其中包括：基本法第 92 條(聯邦憲法法院為司法權的一

部分)、第 93條(憲法審判權之範圍)以及第 94 條(聯邦憲法法院之組成及其法官

選任)等。惟因基本法僅作原則性的規定，聯邦憲法法院之組織結構是必需由立

法者立法以為補充。因此，立法者於 1951 年即依據基本法的 94 條第 2 項55之授

權制定了聯邦憲法法院法，聯邦憲法法院之組織結構方才正式的告以確立，該法

也隨之成為憲法法院組織結構的主要法源依據。此外，聯邦憲法法院就其院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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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項規定，聯邦憲法法院之組織、程序以及其判決之法律效力，應由聯邦法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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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組織以及司法行政等事項，依據聯邦憲法法院法之規定，有自行訂定處務規

程(Geschäftsordnung)之權限，其所訂立之處務規程，亦可視為聯邦憲法法院另

一個主要的組織法源。 

 

一、 聯邦憲法法院法官 

 (一)法官資格： 

 聯邦憲法法院之組成，按基本法第 94 條 1 項規定係由聯邦法官與其他法官

組織之。而就該院法官之資格條件而言，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3條之規定，其必

須年滿 40 歲，同時具備聯邦議會議員之候選資格以及擔任司法官之資格，並以

書面表示願意成為聯邦憲法法院之成員者，始足當之。另按同法第 3條第 2項連

結 1990 之統一條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獲得法學碩士(Diplomjurist)者亦同

具此一資格(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2017: 35)，由此可見，能夠擔

當憲法法院之法官者，絕非法界中的泛泛之輩。為避免法官年老力衰，以致故步

自封，德國對於聯邦憲法法院之法官尚有 68 歲退休年齡之限制(吳庚/陳淳文，

2015：663)，以期藉由此一規定維持司法機關之新陳代謝。 

除此之外，按上述基本法第 94 條之規定，聯邦憲法法院之法官分為「聯邦

法官」與「其他法官」兩種。所謂的聯邦法官，係指曾經在各聯邦法院中擔任法

官三年以上56，後被選任為聯邦憲法法院法官之法官而言，此類法官又可稱為「職

業法官」。所謂其他法官，係指由大學教師、聯邦議會、聯邦參議院或聯邦政府

中選任的非職業性的定期(定有任期)法官而言。此類法官過去雖未曾從事過法官

職務，但因其亦具備充任法官的法定資格，且在其擔任聯邦憲法法院法官後，即

不得再兼任其他國家權力機關之職務，故其身分並不影響司法的獨立性與專業性。

這兩種法官的區分，在 1970 年以前的法官任期制度上有著相當大的實益，當時

的職業法官除具有憲法法院法官身分外，同時亦是聯邦法院的法官，他們被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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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照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2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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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的任期仍是以原聯邦法院之任期為標準，並有基本法上終身職法官規定之適

用；而其他定期法官之任期則是以 8 年為期。此種不合理之任期制度直至 1970

年始遭非議，國會因此修正聯邦憲法法院法，將職業法官與定期法官的任期區別

取消，並將任期一律改為 12 年，且不得連選連任(劉兆興，1998：50)。而如今

職業法官(聯邦法官)與其他定期法官之區分，僅於審判庭法官的配置上存有實益，

依據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2條第 3項之規定，聯邦憲法法院之審判庭於每庭中應有

3位法官係選自聯邦最高等級法院之法官，以此確保司法實務意見能夠在憲法審

判時被考量。 

 在法官的兼職限制上，按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3 條第 3 項規定：「聯邦憲法法

院法官不得在聯邦議會、聯邦參議院、聯邦政府或各邦之相當機關兼職。其經任

命為聯邦憲法法院法官時，應解除在上述機關之職務。」此一規定實乃德國三權

分立原則的具體實現，憲法法院法官所行使之憲法審判權，本質上屬於司法權的

一種，故其不得同時於議會(聯邦議會以及聯邦參議院)中行使立法權，亦不得同

時在聯邦政府中行使行政權，而是必須遵守權力分立的下的「不兼任」原則(劉

兆興，1998：49)。值得注意的是，聯邦憲法法院之法官在任職後仍可兼任大學

教師57，蓋因大學教師職務之履行不僅不影響「三權分立」之原則，反而還有利

於司法實踐與法學理論之結合，亦有助於法律人才之培養(胡建淼，2007：17)，

是以，大學教師的身分本質上與聯邦憲法法院之性質並不發生衝突。 

 最後所要說明者，乃是法官資格中一個特別的爭議，即：應否讓非法律專業

的陪席法官(Laienbeisitzern)去組織聯邦憲法法院？非法律人作為憲法法院之

法官相對於傳統司法下的法官而言，在政治性的裁判或是引領基本法中新的政治

秩序上可能具有特別的意義。但綜觀基本法之規定以及實際的發展，聯邦憲法法

院似乎有意成為一個「純粹法律人的法院」，而間接的否定了上開問題。組成聯

邦憲法法院之成員，實際上多是源自於司法體系且主要是來自於各聯邦法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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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選任上政黨亦掌控著若干比例，現今有 8 名大學教師為聯邦憲法法院的成

員，而其他的法官則有來自於聯邦議會者，亦有源自於聯邦或各邦的行政部門者；

惟在律師的選任上，迄今總共僅有 3 位法官自律師中選任，其代表性嚴重不足

(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2017: 35-36)，進而成為當前聯邦憲法法院

法官選任的一大問題。 

 (二)法官選任： 

按基本法第 94 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2 條以及第 4 條之規定，聯邦憲法法

院分為兩個審判庭，每庭由 8名法官組織之，全院共有 16名法官，任期均為 12

年，其分別由聯邦議會以及聯邦參議院各選舉半數(8名)產生之。在選舉前，聯

邦議會會先按比例代表制選出 12名聯邦議員組成「法官選舉委員會」，再由委員

會選舉出半數之法官，以獲三分之二多數票者為當選；聯邦參議院則是採取直接

選舉的辦法，並以獲得三分之二多數票者為當選(Konrad Hesse, 1999: 671)，

至於聯邦憲法法院正副院長之產出，亦分別由兩院輪流選舉產生。 

在選舉的過程中，行政權所扮演之角色是值得吾人注意的。聯邦憲法法院法

官之選舉，實與法官之公正性密切相關，倘若行政機關對之有所介入，則聯邦憲

法法院之裁判恐難昭折服。在實際的運作上，聯邦議會與聯邦參議院在正式選舉

之前，聯邦司法部必須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8條之規定，先行編列符合資格者之

名單，該名單依其類別共分為 2份，分別提交予聯邦議會以及聯邦參議院以作為

其選舉之依據。其中一份名單所載者乃係已被提名並且符合資格之「聯邦法官」

(職業法官)的人選名單；另一份名單所載者則是已由聯邦議會及聯邦參議院之黨

團、聯邦政府、邦政府提名，並向聯邦司法部建議而符合擔任憲法法院法官資格

之人選名單，這份名單中之人員乃是作為職業法官以外的其他定期法官之人選名

單。聯邦司法部有責任將這兩份名單在至少一周之前，分別送交予國會兩院，而

聯邦司法部之權限在聯邦憲法法院法官選任的整個過程中亦僅限於此。聯邦司法

部此種有限的職權，相較於其參與其他聯邦最高法院法官之選任所涉入之職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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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得很多(劉兆興，1998：51)，按基本法第 95 條第 2 項之規定，聯邦其他法院

之法官的選任，均是由聯邦司法部與法官選任委員會所共同負責，唯獨於憲法法

院法官選任的過程中，基本法沒有作出聯邦司法部或其他行政權能參與其中之規

定，聯邦議會亦未以法律對之作進一步之授權。換言之，在憲法法院法官選舉的

期間，聯邦政府並不得參與其中，聯邦司法部於選任程序上之角色，僅止於在提

名的準備程序上，將有資格之人選以及國會黨團所建議的人員編列名單、送交國

會而已(施啟揚，1971：31)。此舉理由在於：倘聯邦政府得以主導聯邦憲法法院

法官之選任，該任命權將淪為政治力量所決定，若在加上無其他保障機制時，則

可以預見，執政之政府在其任期內均會想方設法、盡可能的任命支持自身政治理

念之法官(Christian Tomuschat，2010：272)，而司法之公正性亦將蕩然無存。

再者，雖說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10 條規定，在法官選舉完成後須提請聯邦總統任

命始獲得正式的法律地位，惟聯邦總統之任命程序充其量僅是形式上、儀式性的

審核，蓋憲法法院法官之當選人所應具備的各種條件資格，早已在選舉的過程中

歷經了嚴格的審查，聯邦總統無庸亦無權再行重複的對當選人進行實質審核，就

此而言，聯邦總統在憲法法院法官的選任程序中並不具備決定性之權力，故其任

命並不影響該法官之公正性。 

此外，上述由國會選出憲法法院法官之模式，亦為德國民主原則與聯邦主義

之具體展現。一方面，由國會選舉法官可使憲法法院及其法官獲得民主原則下之

民意基礎，蓋因在民主原則之要求下，所有國家之權力均來自於國民，身為國家

最高司法機關的聯邦憲法法院，其成員自應出自於國民或民意代表之意志，方能

確立其正當性，使聯邦憲法法院與其他憲政機關達致實質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

藉由代表聯邦的聯邦參議院參與法官選舉，可使聯邦憲法法院在裁決聯邦性爭議

時，更具有公信力與正當性。簡言之，聯邦憲法法院法官之選任乃以貫徹聯邦主

義與民主原則為其核心價值，由於兩院制國會分屬地方代表與普羅民意代表之不

同性質，使得前揭兩項原則得以同時獲致衡平(Martin Heidebach,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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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54 )。 

 最後所要說明者，乃是選任程序中國會的三分之二多數同意所代表之意涵。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6 條以及第 7條分別規定，聯邦議會於選舉憲法法院法官時，

應依比例選舉之規則選出 12名議員組成「法官選舉委員會」選舉之58，並以獲得

8張選舉人票為當選(即應獲得法官選舉委員會所有選舉人票的三分之二)；聯邦

參議院於選舉憲法法院法官時，則須獲得參議院三分之二的票數始為當選。此種

三分之二多數決之意義，乃在於體現聯邦憲法法院「少數權利守護者」的角色，

藉由三分之二多數決的程序，使得法官選任時能夠有「少數」或反對黨的參與，

並迫使國會的多數方與反對黨達成共識，形成「沒有一方能夠在欠缺另一方的支

持下選出其候選人」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只要任何一方具有超過三分之一的

票數，即產生一種「執政黨與反對黨的等值性」(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2017: 38)，進而降低執政多數以政治考量影響法官人選的可能性，此種強制執

政多數黨與國會少數黨達成共識的多數決制度，實乃確保司法中立與獨立的另一

個途徑。 

二、分庭審判 

 「分庭審判」乃是聯邦憲法法院於組織結構上的一大特色。憲法法院的「分

庭」概可區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分類是涉及審判事務分配的兩個「審判庭」，

而在兩個審判庭下亦設有「審查庭」(Kammer)審理聲請程序合法性之問題；第二

種則是涉及司法行政與事務分配的「聯合庭」。另外，聯邦憲法法院法在 2011

年底引進的遲延訴願程序(Verfahren der Verzögerungsbeschwerde)中，所創設

之「訴願審查庭」(Beschwerdekammer)亦屬於聯邦憲法法院的重要組織之一。 

 (一)審判庭： 

 按聯邦憲法院法第 2條規定，聯邦憲法法院分設兩個審判庭(Senate)，分別

為第一審判庭與第二審判庭，每個審判庭各由 8名法官組成之。聯邦憲法法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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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聯邦議會議員的人數較聯邦參議院者為眾，故在此處採取間接選舉之方式較為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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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庭與其他法院的「庭」不同，後者庭內之法官由院方指派且彼此得互調職務，

前者則是由聯邦議會以及聯邦參議院「直接選出」並由聯邦總統直接任命，使院

方無法支配，俾能避免審判時依政治考量來分配職務。而分庭之目的，係便於案

件分配，僅屬於內部職務分配問題，在憲法審判權的行使上兩庭的任何一庭都是

「聯邦憲法法院」，其區分為絕對的，一庭之法官不得參與他庭，所以在審判業

務上除了聯合庭的情形外，兩庭均為獨立並存之「聯邦憲法法院」，故有學者認

為：此即德國聯邦憲法院所具有的「雙胞胎法院」性質 (施啟揚，1971：53)。

聯邦憲法法院所設置的正副院長各 1人，分別隸屬於兩個審判庭，其亦分別擔任

兩個審判庭之庭長。庭長在審判庭上的權利義務，聯邦憲法法院法並無具體規定，

其主要是準用聯邦法院組織法關於庭長地位之規定，在對外關係上，兩庭之庭長

(憲法法院之正副院長)均能單獨代表聯邦憲法法院；在對內關係上，兩庭之庭長

乃各自主持庭內之審判業務，依該法規定，庭長負責主持案件之審理、評議、提

出問題並計算表決結果59、維持法庭秩序60等，在對外是項方面，如宣示裁判、指

導法庭庭務之推行等均係由庭長負責。 

 在兩庭的管轄上，第一審判庭所轄之案件重於關於基本權利之保護，第二審

判庭所轄之案件則是重於國家權力間爭議之處理。按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14 條第

1項之規定，第一審判庭對下列事項有管轄權： 

1. 主張某一規定與基本權利或與基本法第 33 條(公民權、市民權以及服公

職權之保障)、第 101 條(非常法院禁止與法定法官原則)、第 103 條(罪

刑法定原則、一事不二罰原則以及聽審請求權)及第 104 條(人身自由之

保障)所規定之權利相牴觸而提起之規範審查案件(即指聯邦憲法法院法

第 13條第 6 款、第 11款所定的規範審查事項)。 

2. 除鄉鎮或鄉鎮聯合團體因自治權受侵害所提之憲法訴願61(聯邦憲法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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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照聯邦法院組織法第 194 條第 1 項。 
60

 參照聯邦法院組織法第 176 條。 
61

 惟須注意者，若該自治權受侵害之情形能依邦法向邦憲法法院提起訴願時，即不得再向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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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91條)以及源自選舉法領域之憲法訴願外之其他憲法訴願案件。 

而依據同條第 2 項之規定，管轄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13 條第 1 款至第 5 款、第 6

之 1 款至第 11 之 1 款、第 12 款以及第 14 款之案件。亦即，第二審判庭對於下

述之事項有管轄權： 

1. 關於宣告褫奪基本權利之案件。 

2. 關於宣告政黨違憲之案件。 

3. 對於聯邦議會就選舉效力，或就取得、喪失聯邦議會議員資格之決定，

所提起之爭議案件。 

4. 關於聯邦議會或聯邦參議院對聯邦總統提起之彈劾案。 

5. 就最高聯邦機關，或其他依基本法或依最高聯邦機關之處務規程規定被

賦予固有權利之當事人，因其權利義務範圍的爭議所生之關於基本法的

解釋。 

6. 關於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第 72條第 2項(須統一由聯邦法律規定之事項)

的要件所發生的爭議，經聯邦參議院、邦政府或邦民意代表機關聲請之

案件。 

7. 在基本法第 72 條第 4 項(邦法律替代聯邦法律)的情形，依基本法第 72

條第 2項以聯邦法律為規範之必要性是否已不存在，或者在基本法第 125

條之 1第 2項的情形62，聯邦法是否已不能再公布，經聯邦參議院、邦政

府或邦民意代表機關聲請之案件。 

8. 關於聯邦及邦之權利及義務之案件。尤其是邦在執行聯邦法及聯邦在行

使聯邦監督時發生歧見之案件。 

9. 關於聯邦與各邦間，各邦相互間，或一邦之內所生之其他公法上爭議，

而無其他法律救濟途徑之案件。 

                                                                                                                                                        
憲法法院提起憲法訴願。 

62
 係指基本法第 72 條第 2 項修改前，依舊 72 條所公布之聯邦法律，因基本法第 72 條第 2 項之 

修改，而使聯邦對於同一事項已不能再公布聯邦法律之情形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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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對聯邦法官或邦法官提起之法官彈劾案。 

11.經由邦法律將審判權移轉予聯邦憲法法院後，就一邦內之憲法爭議案件

之審判。 

12.國際法上某項規則是否為聯邦法律之構成部份，或此項規則是否直接創

設個人之權利及義務發生疑義，而由法院提起聲請之案件。 

13.對於作為聯邦法之法理規範是否仍持續有效發生歧見之案件。 

14.其他不屬於第一審判庭所管轄之憲法訴願以及規範審查之案件。 

此外，尚有一些案件必須視個案具體判斷其管轄歸屬究竟屬於第一審判庭抑

或是第二審判庭。依據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14 條第 3 項之規定，依據邦法律將審

判權移轉至聯邦憲法法院之憲法性爭議以及邦憲法法院於解釋基本法時，欲背離

聯邦憲法法院或其他邦憲法法院所為之裁判時，由該邦憲法法院提起聲請之案件，

其案件之管轄應依其性質並按前述案件分配之準則決定之。在實際的運作中，有

時憲法爭議案件之性質並不甚明確，以致難以確定該由哪一個審判庭管轄，對此，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14 條第 5 項即規定「某案件應由何庭管轄發生疑義時，應由

院長、副院長及 4名法官組成之委員會決定之；前述 4名法官每庭各有 2 名，以

一事務年度為任期。票數相同時，由主席決定之。」亦即，對於性質不明確而無

法判定由哪一審判庭管轄之案件，應由院長、副院長以及兩個審判庭的各 2名法

官共同組成 6人委員會進行裁決。該委員會進行裁決時必須 6名委員完全出席且

經委員過半數通過，其裁決方屬有效，當票數相等時則由委員會主席決定之，俾

使憲法爭議案件的管轄問題不至於懸而不定，影響爭訟當事人之權益。 

 雖然德國不是在憲法審判中採取分庭審判設計的唯一國家63(吳庚/陳淳文，

2015，674)，但聯邦憲法法院的兩個審判庭仍是德國憲法審判制度的一大特色。

分庭審判本質上是一種組織水平分化的組織設計64，其透過將管轄案件水平分配

                                                      
63

 西班牙與葡萄牙之憲法法院亦採取分庭審理案件之組織設計。 
64

 所謂的水平分化的組織設計，乃是指將組織所負責之業務，依其性質將之歸類到各功能單位 

之過程。在這種組織設計中，同一階層的各部門都是平行的，且各部門皆有明確的工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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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不同審判庭之方式，達到組織分工、提升審判效率之目的；亦藉由審判效率的

提升，俾使當事人在聯邦憲法法院的爭訟程序中能獲得一個迅速、有效的憲法救

濟，而不致讓案件久懸未決。除此之外，筆者認為聯邦憲法法院的分庭審判，尚

有確保審判獨立公正而不受外界干擾之功能，其原因不外是該組織設計符合法定

法官原則之故。所謂法定法官原則，是指個別案件交由哪個法官承審，必須依據

事先已經建立之一般、抽象的規定進行分配，以避免司法行政在個案中以操縱何

人審判的方式操作審判結果，進而維護法官獨立性與確保裁判的公正性(姜世明，

2009：12-13)，爰此，基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即規定：「非常法院不得設置，任

何人受法律所定法官審理之權利不能被剝奪。」準此而言，聯邦憲法法院所審理

之爭訟案件，不論是個人基本權利之爭議抑或是機關間、聯邦性之爭議，其承審

之法官(庭)均已在事件發生之前就被聯邦憲法法院法的抽象規範所決定，故其管

轄案件之分配均須由法定方式為之，過程中並無其他權力或個人置喙之餘地。由

此觀之，聯邦憲法法院的分庭組織設計實與前述法定法官原則之精神相符，進而

成為其確保憲法審判權公正獨立而不受外界干涉的途徑之一。 

 (二)聯合庭： 

 按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1 條第 3 項之規定，聯邦憲法法院得組織聯合庭

(Plenum)，並得由聯合庭議決其自身之處務規程；另按聯邦憲法法院處務規程第

1條規定，聯合庭與聯邦憲法法院院長應共同履行對於聯邦憲法法院之任務，院

長於領導司法行政時，關於原則重要性之問題，院長應諮詢聯合庭。聯合庭亦應

討論並決定有關聯邦憲法法院預算計畫之制定、法官之地位權限及與工作條件直

接有關之問題，並於必要時決定司法行政之一般性基本原則。由此可見，聯合庭

的主要任務並不在於行使憲法審判權，而是職司司法行政事項之議決，在通常的

情況下，聯合庭乃是聯邦憲法法院中處理庶務性、一般性行政事項之組織；而在

某些情況下則將與行使憲法審判權的兩個審判庭發生關聯。 

                                                                                                                                                        
與適切的權責劃分。而組織水平分化之目的，乃在於藉由組織分工的方式來求取更大的組織 

利益與工作效率。參照張潤書，《行政學》，三民書局，民 91，頁 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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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邦憲法法院法將憲法爭議案件依其性質平均分配由兩庭審理，但在實際的

審判實務上，兩庭所負擔之案件量往往不成比例，例如分配予第一審判庭審理的

法規違憲審查與憲法訴願案件，近年來不斷增加；而分配給第二審判庭審理的機

關間爭議案件、聯邦性爭議案件則無增加的趨勢(劉兆興，1998：41)，兩庭所負

擔之案件量顯不均衡。為平衡兩庭之案件量，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14 條第 4 項即

賦予聯合庭調整兩庭管轄案件之權限，其規定：「聯邦憲法法院中之一庭長期性

負擔過重時，聯邦憲法法院聯合庭必要時得就兩庭之管轄權作成與第一項至第三

項規定(兩庭原本的管轄事項)不同之決議，其效力自下一事務年度開始。而此決

議亦適用於已繫屬而尚未行言詞辯論或裁判評議之案件。該決議應於聯邦法律公

報(Bundesgesetzblatt)公告之。」據此，聯邦憲法法院之聯合庭就曾於 1959

年 10 月 13 日作出調整兩庭案件分配的第一次決議65，其決定自 1960 年 1 月 1

日起，第二審判庭除管轄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14 條之案件外，尚可管轄法規違憲

審查案以及違反基本法第 19 條(人民受公權力侵害之救濟)、第 33 條(公民權、

市民權以及服公職權之保障)、第 101條(非常法院禁止與法定法官原則)、第 103

條(罪刑法定原則、一事不二罰原則以及聽審請求權)及第 104 條(人身自由之保

障)或同時侵害基本權利所提起之憲法訴願等案件。是以，對於聯邦憲法法院管

轄案件之分配而言，除依據聯邦憲法法院法規定外，在兩庭負擔案件不均衡且必

要時亦可透過聯合庭作出決議之方式，變更其管轄案件的分配，此種議決變更或

許將挑戰法定法官原則，但由於其所為之變更必須由全院聯合庭參與且其議決結

果乃係適用在未來發生之案件(下一事務年度)，並經由公告聯邦法律公報的資訊

公開方式供公眾檢驗，如此當可確保其議決之正當性與公正性，故筆者認為此種

議決變更管轄實與法定法官原則尚無牴觸。 

 此外，聯合庭的另一個重要功能即是調解仲裁兩庭在法律見解上的衝突，擔

當院內兩庭的協調者角色。依據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一庭就某

                                                      
65

 Bundesgesetzblatt, I. Seit 673.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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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問題擬與他庭在裁判上已表示之法律意見採不同見解時，應由聯邦憲法法

院聯合庭裁判之。」亦即，兩個審判庭的任一庭欲在裁判中作出悖於另一庭之法

律見解時，聯合庭即應出面協調兩庭並自為裁決，以避免聯邦憲法法院的裁判出

現自相矛盾的情形。在審判實務上，聯邦憲法法院的兩個審判庭曾就政黨之地位

問題有過不同意見66，其問題在於政黨之權力倘若因選舉法規而受有侵害時，政

黨應如何向聯邦憲法法院訴請救濟？對此，第二審判庭認為政黨是「某種形式的

憲法機構」(formiertes verfassungsorgan)，因此其可以依基本法第 93 條第 1

項第 1款之規定，請求聯邦憲法法院按機關爭議之方式做出裁決。惟第一審判庭

之法律見解則認為政黨與其他自然人或法人地位相同，在憲法爭訟上同具備憲法

訴願之當事人適格，政黨發生上述爭議時，除依機關爭議程序外，同時應依憲法

法院法第 90 條第 1 項之規定提起憲法訴願(劉兆興，1998：47)。此種見解顯與

與第二審判庭相去甚遠，聯邦憲法法院聯合庭遂於 1954年 7月 20日對此作出裁

決67，決定「政黨為維護其憲法地位而對選舉法規爭訟者，應依照機關爭議程序

向聯邦憲法法院提出之」，以避免裁判矛盾以及日後之爭執發生。 

 (三)審查庭： 

 按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15 之 1 條規定，各審判庭在每一個事務年度中得組成

數個審查庭(Kammer)。此一組織在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2條並未提及，當可得知審

查庭並非憲法法院中獨立的組織，而是隸屬於其審判庭之中。兩庭的審查庭主要

職掌各審判庭程序事項之裁定，其針對不應受理之憲法訴願(即不符合聯邦憲法

法院法第93之1條所定之要件)以及法官聲請釋憲之程序合法性得自為拒絕受理

之裁定68(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2017: 34)；在例外的情形下，兩庭

之審查庭亦能就案件之實體內容而為審查，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93 之 2 條以及

第 93 之 3 條規定，對於憲法訴願之審查，倘系爭憲法訴願有無理由所涉及之問

                                                      
66

 BVerfGE, 4, 27. 
67

 BVerfGE, 4, 27. 
68

 但在其餘的情形，還是須由兩個審判庭加以審理。 



 

64 
 

DOI:10.6814/THE.NCCU.PS.003.2018.F09 

題業已經聯邦憲法法院裁判且該訴願顯然有理由者，審查庭得自行認定憲法訴願

有理由並得自為裁判，此種審查庭之裁判效力與審判庭之裁判效力相同。但宣告

法律牴觸基本法或其他聯邦法或無效，而具有拘束聯邦、各邦以及全國各機關效

力之裁判，僅得由審判庭為之。據此可知，審查庭的主要功能在於協助兩個審判

庭過濾案件，其將程序不合法或業已裁判之憲法爭議逐一篩選，致使審判庭對其

管轄案件不須事必躬親，從聯邦憲法法院的統計上來看，審查庭制度自 1985 年

引進以來，直至 1999 年底，短短 14年的時間，審查庭所作成之憲法訴願決定就

有 100,031 件，而各審判庭僅有 3,845件，此一懸殊的比例，實際上凸顯了聯邦

憲法法院兩個審判庭對於審查庭的仰賴程度，故學理上曾有聯邦憲法法院司法裁

判的「審查庭化」之批評(Georg Hermes, 2010: 764)。即便如此，在審判效率

與審判品質之提升的層次上，審查庭仍是聯邦憲法法院中具有不可忽視重要性的

組織結構。 

 (四)訴願審查庭： 

  為填補權利保護之漏洞，二 O一一年底聯邦憲法法院法增修了第 97 條之 1

以下之規定，引進全新的遲延訴願程序(Verfahren der Verzögerungsbeschwerde)，

其中所創設的「訴願審查庭」(Beschwerdekammer)，亦為聯邦憲法法院中重要的

組織結構之一。 

 遲延訴願程序之增訂，乃係鑒於「權利保護應於適當之時間內有其效果」之

考量，以及二 O一一年以前有關的訴訟法律均缺乏相關規定之故，其呈現了一種

有實效之法律救濟的領航意義69。遲延訴願於現行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97之 1條至

第 97 之 5 條有詳盡之規定，對於聯邦憲法法院在程序上倘有不適切的拖延，當

事人即得據此提起訴願；而在訴願的審查上，聯邦憲法法院應由跨審判庭的 4

位法官組織「訴願審查庭」來審查遲延訴願案，如訴願有理由者，訴願審查庭即

應確認程序的拖延乃屬不適切並宣告損害賠償(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69

 此一制度設計同時符合了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1 項以及第 13 條：保障人民享有「迅速程序 

之權利」與「有實效性法律救濟之權利」的雙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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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315-318)。惟須注意者，訴願審查庭乃是一個新的、獨立的審判主體，不

同於隸屬於兩個審判庭的「審查庭」，其與兩庭之間並不具有相互從屬之關係，

是以，訴願審查庭自得基於新法所賦予它的獨立裁判權限對兩個審判庭是否有程

序拖延之情形逕行裁決而不受任一審判庭的影響。 

 

   

第四節 聯邦憲法法院之職能 

一、剝奪基本權利案件之審查  

 依基本法第 18條以及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36 條之規定，對於濫用言論自由，

尤其是出版自由、講學自由、集會結社自由、書信、郵件以及電信秘密或財產權

等基本權利，以攻擊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者，應由聯邦議會、聯邦參議院、聯邦

政府以及邦政府向聯邦憲法法院聲請，剝奪其基本權利。而此類案件應經審判庭

成員三分之二之多數決始得予以裁判。如系爭案件經審判庭證明為有理由，且經

審判庭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後，審判庭即得對聲請的相對人為失權宣告，此時聯邦

憲法法院應確認相對人的何種基本權利應予剝奪，並得規定剝奪基本權利的期間，

惟其期間至少應有一年以上。此外，對於攻擊自由民主基本秩序之相對人，聯邦

憲法法院亦得宣告褫奪其在被剝奪基本權利期間內之選舉權、被選舉權、服公職

之資格以及命令法人解散。 

 剝奪基本權利之目的，乃係為防止人民或其他團體以濫用基本權利之方式來

破壞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因其保障之法益極其重要，故基本法賦予此一程序極

為嚴厲的法律效果。惟在實際上，基本權利剝奪案之聲請迄今僅有 3個，且聯邦

憲法法院對是類聲請均以未具充分理由而予以駁回(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2017:303)，嚴格來說，聯邦憲法法院並未曾直接使用剝奪基本權利之

程序來制裁憲法敵人，實務上的憲法法院乃是間接的利用其他程序來完成限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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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權利、保護憲政秩序之任務。舉例而言，聯邦政府曾於 1952年 4月 28 日以基

本法第 18條為依據，對社帝黨(SRP)第二任主席提出剝奪基本權利之聲請，請求

聯邦憲法法院剝奪其言論自由與集會結社自由，並同時請求剝奪其選舉權與擔任

公職之資格。聯邦政府所持的理由是：相對人於 1951至 1952年間，曾在公開場

合的宣傳活動中利用其基本權利反對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惟該案的審理在

1952年起了變化，同年 10月，聯邦憲法法院對社帝黨作出違憲解散判決，並命

其禁止成立替代組織，此一黨禁判決的出現，使得聯邦政府很難證明相對人仍在

進行敵視國家、從事反對自由民主基本秩序之行為，再加上其他聯邦法院已於

1959年 3月 17日，判決剝奪相對人擔任公職之資格。據此，聯邦憲法法院旋即

認為相對人在其政黨被宣告違憲並解散之後，已經完全脫離政治生活，故聯邦政

府之聲請在此一時間點已不具充分理由，因此在 1960年 7月 25日裁定將聯邦政

府的聲請駁回70。  

二、政黨違憲案之審查 

 (一)違憲政黨的概念及其理論依據： 

 有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納粹政權迫害人權、種族滅絕以及發動法西斯主

義侵略戰爭之反省，德國在憲政制度的設計上，廣泛的賦予聯邦憲法法院許多憲

法上的職權。其中，聯邦憲法法院所得審理之政黨違憲解散案件(黨禁案)更是基

本法對於納粹崛起的反思。政黨違憲審查之目的係在於預防性的憲法保護，其乃

是透過聯邦憲法法院對於政黨的違憲裁判，來去制裁那些威脅德國自由民主憲政

秩序的憲法敵人，以確保德國之憲政運作不至於走向民主逆流的道路。  

黨禁案之審查對象為違憲政黨。按基本法第 21條第 2項規定：「政黨依其目

的即其黨員之行為，意圖損害或廢除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或意圖危害德意志聯

邦共和國之存在者，為違憲政黨。至於是否違憲由聯邦憲法法院決定之。」準此，

判斷某一政黨是否違憲應端視該黨之目的及黨員之行為，是否有意圖損害廢除自

                                                      
70

 BVerfGE, 11,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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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主之基本秩序
71
或危害德國之存續為斷，這兩項要件僅須具備其一即該當為

憲政黨之概念；在具體的認定上，則應以該政黨之黨章、黨綱、黨的宣言、通告、

集會或該黨黨員的實際行動綜合判斷之。此外，依德國通說之見解，政黨對於前

開要件必須具有可歸責之事由，方可使政黨承擔違憲的後果，倘若只是個別黨員

的行為而未獲政黨公開或私下支持者，其行為所生之責任則由個別黨員負之，而

與該政黨無涉(陳新民，2015：821)。惟須注意者，儘管某一政黨之目標具有「持

續性地與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為敵」之特徵，但若該政黨並沒有損害或廢除自由

民主的基本秩序之具體危險存在時，憲法法院仍不得宣告此一政黨為違憲。亦即，

政黨違憲之構成要件該當性不得僅著眼於形式上之特徵，而是須由實質是否確實

牴觸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為斷，按聯邦憲法法院判決所揭櫫之標準，政黨是否構

成違憲可由以下幾個方面認定之(Konrad Hesse, 1999：717)： 

1. 政黨禁止之構成要件是否已經具備，需依據該黨之目標或其追隨者及黨

員之行為判斷72。 

2. 但單純僅是拒絕基本法的某些規定或拒絕基本法的整體制度尚不足以認

定其為違憲政黨
73
。 

3. 從某個政黨的內部秩序中亦可認定該黨是否為違憲政黨。若民主組織之

基本原則，在該黨黨內已經退化到某種程度，以致於從外部表現便可看

出該政黨自根本上的反對民主，且有其他事實證明該政黨這種反憲法的

態度時，即與基本法第 21條第 2項之構成要件相符合74。 

                                                      
71

 聯邦憲法法院於 1952 年第一次行使違憲政黨審判權時，首次揭示了「自由民主之基本秩 

序」的內涵。按憲法法院之見解，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係指基於人民自決的原則，依其多 

數、自由、平等之意志所體現的法治國統治規範，並排除任何暴力與專制統治的一種秩序。 

這種秩序最根本的原則至少包括：尊重憲法所揭櫫之人權，特別是對於生命與個人自由發展 

之人格權、國民主權、權力分立、政府向國會負責、依法行政、司法獨立、政黨的機會平等 

與組成一個忠於憲法之反對黨的權利。參照陳新民，《憲法學釋論》，三民書局，2015 頁， 

823。 
72

 BVerfGE, 5, 85. 
73

 同上註。 
74

 在社帝黨(SRP)的黨禁判決中，聯邦憲法法院即以該黨奉行納粹黨的領袖獨裁制作為其違憲的 

理由之一。參照 BVerfGE,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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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上述標準外，被聲請違憲之政黨尚需要符合基本法第 21條第 2 項「意

圖」(darauf ausgehen)損害或廢棄自由民主基本秩序之要件。這種意圖

並不是要禁止特定觀點或意識型態，而是指這個政黨必須要實際的去對

抗自由民主基本秩序，並且須有足夠的證據顯示該政黨的活動有機會成

功75。國家民主黨(NPD)即是欠缺此一要件，遂被聯邦憲法法院於 2017

年宣告毋庸禁止。 

 

政黨違憲審查乃係基於「防衛性民主」的理論所建構而成。在威瑪共和的時

代，憲法對於國家政治之發展僅規定政治權力運作的制度，至於政黨獲得政權以

後如何實現民主之內容則並未做出限制，在當時，任何極端政黨都能在威瑪憲法

的庇護之下招募黨員參與選舉，即便是極右的納粹黨都能合法取得政權，而威瑪

憲法此種對於政黨的放任，最終使得自己葬送在納粹黨手上。基本法中關於政黨

的規範便是基於此一歷史的反思，進而對於違憲政黨採取不容忍的態度，其所體

現者正是德國「防衛性民主」的理念。所謂防衛性民主，係指對於違反民主政治、

攻擊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勢力所應採取的自我防衛態度，其認為基本法所建構的

國家政治與民主秩序並非僅是一種形式的體系規定，而是在內容方面受到自由民

主基本價值的拘束，故基本法已不再奉行「價值中立主義」，而是以基本法本身

的具體民主價值，來界定國家對政黨容忍之界線，藉以嚴防國內政黨以民主的方

式來顛覆民主的制度，其表達了一種「防民主之弊」的意義(陳新民，2015：

817-818)，而這種防衛性民主理念的具體展現即為現行的政黨違憲解散制度。 

在德國憲政實務上，成功被聯邦憲法法院判決解散的政黨有 1952 年的社帝

黨
76
(SRP)以及1956年的德國共產黨

77
(KPD)，解散前者係為禁止納粹黨借屍還魂，

                                                      
75

 另參照聯邦憲法法院新聞稿： 

http://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SharedDocs/Entscheidungen/DE/2017/01/bs20170117_2b

vb000113.html. 
76

 BVerfGE, 2, 1. 
77

 BVerfGE, 5,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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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後者則是為了避免德國赤化；而屬於極右勢力的國家民主黨(NPD)則是曾被

聲請政黨違憲但憲法法院卻因故在 2001 年中止審理的政黨，惟該黨之黨禁案至

2016 年又再度被聯邦參議院重行提起，聯邦憲法法院於 2017 年 1 月 17 日方才

以「國家民主黨雖展現出反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行動，但實際上並沒有證據顯示

他們有能力達到此一目標」為由，作成毋庸解散之判決78；另外，尚有兩個黨禁

的聲請79，因被指摘之團體不符合基本法第 21條第 1項及政黨法第 2條第 1項所

規定之政黨，進而遭聯邦憲法法院以程序不合法駁回之先例  (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2017: 305)，它們分別是德國統一後成立的極右派

政治團體－自由勞工黨(FAP, Freiheitliche Arbeiterpartei)與國家名單黨

(Nationale Liste)，其主張排外政策，並以退出歐盟為政見。對此，聯邦政府

及聯邦參議院於 1993 年向聯邦憲法法院提出上述兩黨的黨禁聲請，而憲法法院

審理後認為，這兩個政黨黨員極少，並不會構成民主憲政體制的威脅，故其本質

上不符合黨禁審查中「政黨」之要件，最終遂以程序不合法(對非政黨提起黨禁

聲請)駁回聯邦政府與聯邦參議院黨禁之聲請。  

 (二)政黨違憲解散之程序與裁判效力 

按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43 條第 1 項規定，政黨違憲審查程序之開啟乃係由聯

邦議會、聯邦參議院、及聯邦政府提出；依同條第 2項規定，邦政府對於該邦境

內之政黨亦得為黨禁案之聲請。聯邦憲法法院在受理上述聲請之後，應按同法第

44 條之規定，指定政黨之代理人提出答辯，此時政黨應依法律規定或依章程決

定其代理人。如有權代理人未能確定、不存在或自聯邦憲法法院收到聲請後已變

更者，即以最後實際領導黨務活動以致被聲請違憲者為代理人。在該政黨答辯後，

憲法法院則應根據其所表示之意見，決定聲請是否合法、應否駁回或繼續審理
80
。 

 踐行上述程序後，倘聯邦憲法法院仍認為系爭違憲政黨之聲請核屬有理由時，

                                                      
78

 2 BvB 1/13. 
79

 BVerfGE, 91, 262 ; 91, 276. 
80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45 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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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應確認該政黨為違憲。按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46 條之規定，受此項判決確認之

政黨，應宣告解散該政黨並禁止其設立替代性組織；此外，聯邦憲法法院亦得為

聯邦或各邦之公益目的，諭知沒收該政黨之財產，若該黨黨員有充任聯邦或邦議

會之議員者，亦自政黨解散後喪失議員資格81。上開政黨違憲判決經憲法法院作

成後，其所生之效力乃及於聯邦與各邦的憲法機關，對於聯邦與各邦之法院與行

政機關均具有拘束力，因此這些機關皆有義務依法採取所有的必要措施取締違憲

政黨，以貫徹憲法法院判決之意旨。 

三、聯邦總統彈劾案之審理 

 按基本法第 61 條第 1 項之規定，聯邦總統若故意違反基本法或其他聯邦法

律者，聯邦議會或聯邦參議院得向聯邦憲法法院提起總統彈劾案。國會對於彈劾

案之議動至少需聯邦議會議員四分之一或聯邦參議院四分之一之同意，始得提出。

彈劾案之議決則以聯邦議會議員三分之二或聯邦參議院三分之二之多數決定之。

另依同條第 2 項及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53 條之規定，倘聯邦憲法法院認定聯邦總

統確實故意違反基本法或其他聯邦法律者，得宣告其解職。彈劾程序開始後，憲

法法院亦得以暫時處分停止聯邦總統行使職權。 

 聯邦總統的彈劾在德國的憲政運作中曾有存在必要性的疑義，學者 Klaus 

Schlaich與 Stefan Korioth指出，聯邦總統既不需對國會負責，亦不對其他機

關有直接的政治責任，故此一程序的存在僅有理論上的必要性 (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2017: 305)。詳言之，德國乃係採取內閣制的國家，

政治決策權大部分都由聯邦總理以及國會所有，聯邦總統並不享有政治上的實權，

此觀基本法第 58條：「聯邦總統發布命令須經聯邦總理或聯邦主管部長副署始生

效力。」之規定自明。此外，聯邦總統雖得任免文武官員、行使赦免權，在國際

上亦得代表聯邦與外國締結條約或派遣、接受使節82，但在實際上這些僅僅只是

                                                      
81

 聯邦選舉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4、5 款參照。 
82

 參照基本法第 59 條、第 6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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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的權力，聯邦總統在行使上開職權時，多必須依據法定程序被動的行使，

而非主動、自行的決定。相較於負有政治責任的聯邦總理以及聯邦政府之部長，

聯邦總統之彈劾似乎確實不具有制度上的必要性。筆者認為，德國的聯邦總統在

內閣制的運作下雖無實質的決策權限，但因該職位所象徵的崇高地位，其法律責

任之追究，自應經由憲法機關以嚴謹的程序審判始可為之。是以，聯邦總統彈劾

之目的並非為了課予其政治責任，而是追訴其「故意違反基本法或其他聯邦法律」

之法律責任，準此，是類制度設計對於德國而言仍然是具有存在之必要性。 

四、法官彈劾案之審理 

 基本法除設有聯邦總統的彈劾外，對於法官違背基本法所揭示之秩序與規範，

亦設有法官之彈劾程序，而此一程序的審判權係由聯邦憲法法院所獨占。按基本

法第 98 條第 2 項規定，聯邦法官於職務上或職務外違反基本法之基本原則或邦

憲法秩序時，經聯邦議會聲請，聯邦憲法法院得以三分之二之多數決，判令該法

官轉任或退休，如違反之情形係出於故意者，得予以免職。此處所謂的基本法之

基本原則是指基本法中所明文揭示之基本人權與憲政秩序；而所謂邦憲法秩序則

是指依該邦中最基礎的規範(Fundamentalnormen)所建立起的法律秩序83。據此可

知，法官彈劾制度的主要目的，應係考量法官身分上的特殊性(終身職)，避免聯

邦法官或邦法官以任何形式危害基本法所揭櫫之原則以及邦憲法秩序，從而達到

維護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目的。是以，法官彈劾在本質上應可劃歸於聯邦憲法法

院的憲法保護程序之一，惟在實際的運作中，法官彈劾仍未發生過，故其實效究

竟如何仍有待日後的觀察。 

此外，在各邦的層次上，按基本法第 98條第 5項以及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62

條之規定，各邦亦得就邦法官訂定相當於前述法官彈劾之規定，但法官彈劾案仍

應由聯邦憲法法院審判之。換言之，各邦在立法及其建立的司法制度中，並不得

                                                      
83

 惟有論者認為，基本法之基本原則與各邦憲法秩序兩者本質上是一致的。參照施啟揚，《西德 

聯邦憲法法院論》，商務印書館，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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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規定或管轄法官彈劾案件，而是須由聯邦憲法法院統一審理，以求得法官彈

劾裁判的一致性。 

五、聯邦議會之選舉爭訟  

 德國的國會係由聯邦議會(Bundestag)及聯邦參議院(Bundesrat)兩院所組

成。其中的聯邦議會是德國最高立法機關，職司立法與監督政府之功能，在德國

憲政運作上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而關於聯邦議會議員之選舉，按基本法第

38條第 1項規定，乃應依普通、直接、自由、平等以及秘密的選舉方法產生之，

而經此一程序選舉出的議員，即為全體人民之代表，其所具有的高度自主性，使

之不受任何命令的拘束，只需服從自己的良心84。 

 聯邦議會之選舉每 4年選舉一次。該選舉原則應依前述之方式進行，但若在

選舉過程中無可避免地出現關於選舉之法律效力、某議員之選舉是否有瑕疵或是

否喪失議員資格等爭議時，則應由聯邦議會處理並針對此等問題先行審查，聯邦

議會必須依據聯邦選舉審查法(Bundeswahlprüfungsgesetz)之規定作成「審查決

議」來解決爭議。決議作成後，如當事人對該決議仍有不服者，在兩個月的期限

內，得向聯邦憲法法院提起選舉訴願，請求聯邦憲法法院對聯邦議會決議之合法

性進行審查(Hans Lechner/Rüdiger Zuck, 2015: 48)。基本法第 41條規定：「審

查選舉為聯邦議會之責；聯邦議會並得決定其議員是否喪失資格。不服聯邦議會

之決定得向聯邦憲法法院提起訴願」即是此一旨趣。 

 聯邦憲法法院針對聯邦議會議員之選舉與資格喪失進行的審查，主要目的乃

在於確保聯邦選舉法能夠客觀、公正、有效的實施，並保障聯邦議會議員選舉之

合法性以及組織之合法性。在程序上，此種選舉訴願之提出必須符合一定的前提

要件。首先，聯邦議會議員選舉所生爭訟事件之審查乃屬聯邦議會之權限，聯邦

憲法法院在其中僅居於監督地位(Brun-Otto Bryde, 2010: 573)，故該爭訟事件

必須先經由聯邦議會先行審查並作成決議，事後當事人若對於該決議仍有不服者，

                                                      
84

 基本法第 38 條第 1 項後段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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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向聯邦憲法法院提起選舉訴願。其次，當事人所爭執之選舉瑕疵必須是足以

直接影響聯邦議員議席之分配，始可以選舉訴願爭訟；倘選舉程序之瑕疵不足以

撼動選舉結果，從而不影響議席分配者，則不得循上開程序爭訟。聯邦憲法法院

就曾在 1955年駁回一件不符合本項要件之選舉訴願85，該件訴願人乃係爭執 1953

年的第二屆聯邦議會之選舉，其指摘該次選舉的選票計算有誤，且其計算方式並

未依據分配席次的百分之五條款來認定投票結果，從而對該屆議員選舉提起選舉

訴願，並且請求對訴願聲請人所在選區選出之當選人－基督教民主黨(CDU)籍議

員金克(Giencke)宣告其當選無效。對於本件訴願，聯邦憲法法院審查後認為：「訴

願人所在的第一選區投票區 E，雖於計算票數時發生錯誤，惟由得票數額觀之，

這種錯誤顯然不會影響及改變議員席次分配，當選者所得之票數遠比次多票者多

出 24557 票。因此，訴願人所指計算票數發生錯誤的第一選票 988張以及第二選

票 989張，即使完全是錯誤的計算，仍然不能改變選舉的最終結果。」(劉兆興，

1998：243)，聯邦憲法法院即據此駁回該項訴願。由此可見，在選舉過程中並非

只要出現瑕疵即可向憲法法院提起選舉訴願，而必須是該項選舉瑕疵足以影響並

撼動整個選舉結果與議席分配時，始有憲法爭訟之可能。 

六、機關爭議之審理 

 基本法為德國的政府體制設置許多不同功能的憲政機關並規定了各該機關

的互動秩序，聯邦議會、聯邦參議院、聯邦政府以及聯邦總統等重要憲政機關均

是此一秩序的參與者。而這些機關依據基本法與各最高聯邦機關組織法規，分別

職司不同職能、履行不同任務，它們本應克盡厥職的行使其職權，惟在面對政治

實務的複雜環境，憲政機關間難免會發生權限上的衝突或爭議，為了不讓機關爭

議擴大成威脅德國的憲政危機，基本法特別賦予聯邦憲法法院裁決憲法機關間之

爭執，俾維持穩定的憲政秩序。 

 機關爭議之審理是德國相當特別的制度，在其他具有憲法審判權的國家中大

                                                      
85

 BVerfGE, 4,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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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欠缺處理是類爭議之明文規定
86
。然而，聯邦憲法法院的機關爭議審判權並非

無中生有，其乃是是植基於德國的憲法傳統。時間追溯至 19 世紀，德國的邦國

早在 1831 年就已有類似之規定，當時的薩克森邦憲法第 153條規定：「若對於憲

法文件中個別爭點存有解釋上疑義時，且無法在政府與貴族間取得協議而排除者，

則應就該贊成及反對的理由，由政府或貴族提請國事法院裁判之。」1849 年保

祿教堂憲法草案亦有帝國法院裁判機關爭議之規定87。直至 1871年的帝國憲法，

因俾斯麥反對由法官裁決政治上的權力分配，從而不再循司法途徑來解決機關爭

議；1919 年的威瑪憲法亦未賦予帝國法院審理國家內部機關爭議的權限。1949

年以後的基本法，為建立憲政秩序的保障機制，特別考量了威瑪時期之經驗，將

聯邦憲法機關間之爭議處理納入聯邦憲法法院的職能清單後 (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2017: 75)，當前的機關爭議爭訟途徑方才告以確立。

如斯的制度設計，毋寧使憲法法院之裁判具有直接影響德國政治發展的功能，從

而使之成為德國憲政運作的調和者角色。 

 機關爭議案件是最高聯邦機關、最高聯邦機關的某些單位以及其他透過基本

法賦予相同地位之當事人間的憲法爭訟，其爭訟者按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63 條規

定，主要包含：聯邦總統、聯邦議會、聯邦參議院、聯邦政府、及依基本法或依

聯邦議會、聯邦參議院議事規程被賦予自己權利之聯邦議會或聯邦參議院的部份

機關單位。另按基本法第 93 條第 1 項第 1 款，聯邦最高機關及基於其處務規程

所賦予權利之其他成員88，亦得為機關爭議之爭訟者89。其中國會兩院的部分機關

單位，係指依照基本法、聯邦議會議事規程或其他相關法規於其院內設置之常設

                                                      
86

 在歐洲，除德國外僅義大利與西班牙有處理機關爭議之明文規定(義大利憲法第 134 條、西班 

牙憲法法院組織法第 2 條第 1 項)，然而其適用範圍則有嚴格的限制，尚不能與德國等量齊觀。 
87

 保祿教堂憲法草案第 126 條參照。 
88

 諸如聯邦政府之閣員即屬之。 
89

 此處所指之最高聯邦機關，按德國學者通說見解其亦包含依據基本法第 54 條第 3 項及第 53 

之 1 條所成立之聯邦代表大會與聯合委員會。參照 Jost Pietzcker 著，陳淑芳譯，〈機關爭議〉，

載於蘇永欽主編，《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台北：聯經，2010，頁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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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聯邦議會之黨團
90
、聯邦議會與聯邦參議院之議長

91
、以及聯邦議會四分

之一議員根據基本法第 44條所成立之調查委員會92等。此外，聯邦議會的三分之

一少數議員(阻絕憲法修訂的少數，Sperrminorität)，對於基本法修訂權限發生

爭議時，以及個別議員主張關於聯邦議會整體機關之權利，而非僅涉及自身之權

利事項時(即訴訟擔當93)，均得為機關爭訟之當事人94(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2017: 80-81)。另外，政黨在機關爭議的程序上，亦是一個適格的當

事人，按聯邦憲法法院之實務見解95，倘政黨與憲法機關的爭執涉及了政黨特殊

的憲法地位時，則此政黨基於基本法第 21 條應被視為憲法機關，其位階與功能

上等同聯邦最高機關，因此政黨得循機關爭訟途徑解決其與其他憲法機關之爭議。

惟需注意者，如政黨就其憲法上地位而欲針對一個憲法機關有所訴求時，應依上

述見解提起機關爭訟固無疑義，然而此等情形僅只限於相對人是一個憲法機關；

如政黨所訴求之對象並非憲法機關時，則與機關爭議程序之要求不符，此時該政

黨乃係基於一般人或一般團體之地位對於一個非憲法機關有所主張，而不涉及政

黨在憲法上的特殊地位，故此等情行並不得提起機關爭訟，該政黨應選擇憲法訴

願作為其救濟之途徑方屬適法。 

 按基本法第 93條第 1項第 1款及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13條 5項規定，機關爭

訟之對象，乃是憲法機關間就當事人之措施或不作為是否違反基本法上規定權利

義務範圍所生之爭議，蓋因此等爭議涉及了基本法上關於機關權限的解釋，故在

制度設計上統一規定由聯邦憲法法院管轄之。此外，提起機關爭訟必須具備一定

的前提要件，首先爭訟之提起需有因自己地位所生之權限受相對人(機關)措施或

不作為侵害的事實存在，凡舉制定侵害聲請人或其所屬機關權利權限之法規、制

                                                      
90

 BVerfGE, 1, 351; 2, 143; 90, 286; 100, 266; 108, 34;113, 113; 118, 244; 123, 267; 124, 78. 
91

 BVerfGE, 27, 152; 73, 1. 
92

 BVerfGE, 2, 143. 
93

 機關爭訟中的訴訟擔當，係指聲請人以自己名義為其所屬機關主張權利。此種情形常見於當 

團的聲請，即黨團以整體聯邦議會之權利遭受聯邦政府或其他最高聯邦機關侵害為由，聲請

機關爭訟。 
94

 BVerfGE, 60, 374. 
95

 BVerfGE, 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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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侵害政黨權利之法規以及未經聯邦議會同意而與外國締結條約等，均屬前揭機

關爭訟之爭議範疇96。惟須注意者，對於單純意見的陳述或意見表示，聯邦憲法

法院並不認為其具有法律上重要性，從而否定對是類陳述提起機關爭訟的可能

(Jost Pietzcker, 2010: 634)，1961 年 7 月 18 日憲法法院就曾以此一理由駁

回一件機關爭議之聲請97，該案乃是德國和平聯盟(Deutsche Friedensunion)所

提起，該黨不滿聯邦內政部長於聯邦議會中指陳：「共產黨想透過拉攏德國和平

聯盟之方式，重新介入聯邦議會、影響德國的社會與政治生活…」等言論，主張

聯邦內政部長的這番言論將對它們的選舉產生持久性的不利影響，進而侵害其在

基本法上的政黨地位。對此，聯邦憲法法院認為，聯邦內政部長於聯邦議會的該

次答詢乃是陳述自己的意見，不會產生法律上的外部效力，因此其答詢內容對德

國和平聯盟而言並非屬一個侵害權利的「措施或不作為」，是以，該黨的機關爭

訟聲請不符合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64條之要件98，從而遭聯邦憲法法院予以駁回。

再者，機關爭訟的另一個要件則是該爭議必須有請求權利保護的必要性。若聲請

人或其所屬機關之權利(限)已受到相對人之侵害或已經產生侵害之虞者，即具有

此一必要性。此處所稱之「權利」乃係指依基本法所規定，聲請人所享有的固有

權利(限)；而所謂的「侵害」則是指相對人所為之措施或不作為發生某種法律效

果，導致聲請人的上述權利遭受減損而言。最後，在程序要件上，聯邦憲法法院

法要求聲請機關爭訟之聲請人必須於聲請書中具體的指摘相對人的措施或不作

為乃係確實違背基本法之規定，並在聲請人知悉該措施或不作為後 6個月內提出，

整個機關爭訟程序始告合法99。 

 聯邦憲法法院的機關爭議裁判，雖然主要目的在於解釋並釐清基本法上的機

關權利義務，但其決定本身之效果卻常對於德國的政治實務產生舉足輕重之影響。

                                                      
96

 BVerfGE, 1, 29. 
97

 BVerfGE, 13, 123. 
98

 相同的案例尚有：BVerfG, 57, 1.  
99

 參照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64 條第 2 項、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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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憲法法院於 1994 年 7月 12日所作成之機關爭議判決
100
即屬適例，該案所爭

執者乃係涉及聯邦防衛軍境外出兵之問題。1992 年 7 月，聯邦政府內閣會議曾

決議派遣一艘驅逐艦以及三架海上偵察機赴亞德里亞海域，支援聯合國案理會對

前南斯拉夫境內波斯尼亞－赫賽戈維納禁運制裁的監控任務。1993 年 6 月聯邦

政府內閣會議為協助聯合國在索馬利亞的動亂中執行人道救援任務，亦曾議決調

遣防衛軍補給營及運輸營合計 1640 名士兵至索馬利亞101(葉陽明，2014：87)。

對此，於聯邦議會在野的社民黨團，遂以此舉違反基本法為由提起機關爭訟，請

求聯邦憲法法院確認聯邦政府 1992年以及 1993年在前南斯拉夫與索馬利亞越區

執行維安軍事任務之決定係屬違反基本法的行動，其主張：按基本法之規定，聯

邦防衛軍除保衛德國及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盟國的安全外，不得參與於北約成

員國範圍以外之軍事行動。對於本件機關爭議之聲請，聯邦憲法法院審理後對基

本法的相關規定重新作出解釋，並作出聯邦政府日後必須獲得聯邦議會同意，始

可調派聯邦防衛軍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之判決，其判決書中指出：「基本法並

未禁止德國向北約成員國以外的地區派兵，依據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德國得以維

護和平為目的參加「集體安全體系」，而此一規定是德國可以承擔與其作為該集

體安全體系成員身分相符之任務的依據，因此，即便維和部隊需運用武力來達成

其使命，亦無礙德國士兵參與此項維和行動。惟本件中聯邦政府未與議會磋商便

參與聯合國在前南斯拉夫的監控任務以及參加在索馬利亞的維和行動，乃是侵害

聯邦議會之權利，故聯邦政府今後在海外派兵之前，必須經聯邦議會相對多數的

同意始得為之。」(劉兆興，1998：259)。 

本件判決的作成，除確定聯邦議會與聯邦政府的權利義務(軍事行動同意權)

外，更重要的－其亦是促成德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角色轉變的關鍵因素。德國統

一後，東西對峙的局勢已告結束，聯邦防衛軍之軍事責任正面臨重大改變，原本

以蘇聯共產主義為表徵的傳統敵方已不復存在，北約組織以及連帶受影響的聯邦

                                                      
100

 BVerfGE, 90, 286. 
101

 BVerfGE, 89,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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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衛軍均必須重新的定義及規畫它們的職責與策略，而本件判決的出現，無疑地

替德國國防力量確立了「維護和平、爭取和平」的新功能(Kurt Sontheimer/Wilhelm 

Bleek, 1999: 351-352)，從而使之在國際社會上承擔全新的責任，這種轉變直接

造就了聯邦防衛軍在日後的聯合國維和行動102以及歐盟國家共同防禦任務中的

積極參與，並促使德國成為維護區域和平與安全的關鍵角色。 

七、聯邦性爭議之審理 

 德國乃係乃採取聯邦制的國家，聯邦與各邦之間的衝突與爭議自難以避免。

按基本法與聯邦憲法法院法規定，聯邦憲法法院所轄之聯邦性爭議主要包括憲法

性的聯邦與各邦爭議、非憲法性的聯邦與各邦公法上爭議、各邦間公法上爭議以

及邦內部憲法爭議等四種情形，茲就此說明如下： 

 (一)憲法性的聯邦與各邦爭議 

 此種爭議類型主要係源自於基本法第 93條第 1項第 3款，該款規定：「關於

聯邦與各邦之權利義務，尤其關於各邦執行聯邦法律及聯邦對各邦行使監督，而

發生爭議之案件」由聯邦憲法法院管轄。這種爭訟之當事人，一方為聯邦，另一

方為各邦，惟並非所有聯邦或各邦機關均得聲請此一程序，得合法聲請者僅限於

聯邦政府與邦政府，國會或邦議會在聯邦與邦的憲法性爭議中並無代表聯邦或邦

聲請憲法爭訟的可能性103，故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68 條即規定，本法第 13 條第 7

款(內容同基本法第 93 條第 1 項第 3 款)程序之聲請人與相對人限於聯邦政府與

邦政府，其分別代表聯邦與各邦。 

                                                      
102

 例如聯合國 2005 年 4 月在蘇丹的維和任務、2006 年 9 月在黎巴嫩境內的維和行動以及 2007 

年 11 月在蘇丹達夫爾省的軍事任務，均可見聯邦防衛軍的參與。 
103

 雖說國會不具有本項爭訟程序之聲請權限，但這並不意味著國會毫無置喙之餘地。在基本法 

第 84 條第 4 項規定的情形下發生爭議時，聯邦政府或各邦在提起憲法爭訟前即須先經一定的

先行程序始可請求聯邦憲法法院救濟。於此一先行程序中，聯邦參議院具有關於本項爭議的

議決權，按該項規定：「聯邦政府確認邦執行聯邦法律存有瑕疵而未予排除者，依聯邦政府或

該邦之請求，由聯邦參議院議決該邦是否違法。不服聯邦參議院之議決者，得向聯邦憲法法

院提起訴訟。」可見，在憲法性的聯邦與各邦爭議中，國會仍有相當程度的決定權限，而非

單純的居於被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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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爭議之對象而言，按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69條準用
104
第 64條之規定，聯邦

與各邦所爭議者須是聲請人因相對人之措施或不作為，以致基本法所賦與之權利

及義務遭受侵害或有遭受侵害之虞時，始得提出聲請。惟需注意者，該爭執的權

利義務事項必須是源於憲法所賦予之權利義務，而非僅係來自於其他其他法律的

規定，基本法第 93 條第 1 項第 3 款雖未明文限定此種權利義務的性質，但此項

限制當可由其與基本法第 93 條第 1 項第 4 款(聯邦與各邦的其他公法爭議)之比

較中推論得知(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2017: 98)，換言之，基本法

業已將非屬憲法性質之其他公法爭議劃歸為另一種獨立的聯邦性爭議，聯邦與各

邦源於其他法律的權利義務衝突則自應循此等程序處理。是以，聯邦憲法法院所

轄的基本法第 93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案件，應係指由憲法明定而非屬其他公法規

定之權利義務爭議而言。 

 (二)非憲法性質的聯邦與各邦爭議 

 按基本法第 93 條第 1 項第 4 款前段之規定，聯邦憲法法院有權對於聯邦與

各邦的其他公法上爭議進行裁決。此處所指之其他公法上爭議乃係以法律或公法

契約為基礎且非屬憲法性質之公法爭議，至於憲法性質之聯邦與各邦爭議因基本

法第 93 條第 1 項第 3 款業已將其明文規定，故聯邦憲法法院的本項爭訟程序之

對象並不包含這種爭議。另外，聯邦與各邦之其他公法爭議的爭訟尚須符合「無

其他法律救濟途徑」的要件，倘聯邦或各邦對於所爭執之爭議已得依據行政法院

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向其他司法審判體系提起救濟時，即不得再按基本法第 93 條

第 1項第 4款請求聯邦憲法法院裁判之。惟依現行德國之法制，是類公法爭訟往

往已被相關法律所管轄、涵蓋，因此使得此項職能在實際的憲法審判實踐上顯得

幾無實益(Pestalozza, 1991: 9)，至今聯邦憲法法院僅有一件以上開程序為基

礎的實體判決，該判決涉及巴伐利亞邦與聯邦就社會住宅建築基金分配之爭議105，

                                                      
104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69 條規定，聯邦與各邦憲法性爭議之聲請要件與審理程序均準用機關爭議 

程序。此項規定使得兩種爭議之審理整體上十分類似。 
105

 BVerfGE, 1,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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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會以憲法爭訟作為聯邦與邦之救濟途徑，乃係因為當時並不存在一個行政法

院的審判權限，在無其他法律救濟可循時，巴伐利亞邦方才以聯邦憲法法院為其

訴求之對象，而如今的情形則大不相同，此類案件倘若在今時今日發生，則行政

法院均可依行政法院法第 40條之概括規定(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憲法爭議以

外的其他公法爭議均由行政法院管轄)管轄與裁判，根本毋庸交由聯邦憲法法院

審查。是以，憲法法院的此項職能對於現今法制完備的德國而言，似乎不再具有

重要性。 

 (三)各邦間公法上爭議 

 除聯邦與各邦爭議外，聯邦成員間的公法爭議亦為聯邦憲法法院所管轄之事

項。按基本法第 93條第 1項第 4款中段以及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71條第 2項規定，

邦之邦政府在無其他法律途徑可供救濟時，得聲請聯邦憲法法院裁決其與他邦間

的公法上爭議。與前述兩項審判職能略有不同，本項爭訟的對象除包含各邦之間

行政法上爭議外，也包含了各邦間基於憲法所生之爭議，亦即：各邦間所有的公

法爭議均得由聯邦憲法法院裁決之意。雖說基本法第 93 條第 1 項第 4 款並未明

文列舉本項爭訟之爭議類型，惟若由其規範旨趣觀之，該款規範之目的乃在於確

保聯邦成員之間的和平，而此項功能並無法由任何一個邦憲法法院所取代，蓋因

邦憲法審判權的行使存有一定的界限(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2017: 

106)，若其面對一個超脫邦範圍以外的憲法性爭議時(即各邦間之爭議)將無從行

使管轄權，為避免無人管轄而使案件懸而未決，邦與邦之間的憲法性爭議理應納

入聯邦憲法法院審查與裁判的範圍，方屬適當之解釋106。  

 (四)邦內部之憲法爭議 

 當邦內部發生憲法爭議案件(基於邦憲法所生之爭議事件)時，可能涉及聯邦

憲法法院與各邦憲法法院兩種不同的法院管轄權。聯邦憲法法院是隸屬於聯邦的

法院；而邦憲法法院則係隸屬於各邦，兩者分別管轄著不同種類的憲法性爭議，

                                                      
106

 此種見解亦為聯邦憲法法院的審判實務所確認，具體的案例如：BVerfGE, 22,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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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權的行使上亦不互相重疊，惟在例外的情況，也就是在各邦內部發生憲法性

爭議時，聯邦憲法法院則有機會涉入專屬於各邦憲法法院管轄的領域中，成為各

邦內部爭議的仲裁者。  

 各邦內憲法爭議案件之審理主要有三種不同的管轄方式。首先，德國 16 個

聯邦成員，除史雷斯威－侯爾斯坦邦外其餘各邦均設有憲法法院，倘邦內發生上

述爭議時，原則上應由其審理及裁判。但若是邦憲法或邦法律對於邦內憲法爭議

之管轄未涉有任何規定而使該案件無法藉由邦憲法法院獲致救濟時，即屬基本法

第 93條第 4款及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13條第 8 款所規定，在邦內「無其他法律救

濟途徑」的情形，此時聯邦憲法法院則取得該爭議案件的管轄權，有權對其加以

裁判
107
。此外，基本法第 99 條以及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13 條第 10 款所定之「權

限移轉」(Kompetetenzübertragung)亦為聯邦憲法法院對於邦內憲法爭議的管轄

法源之一，該條款規定：邦內憲法爭議案件，各邦得立法交由聯邦憲法法院審理。

也就是各邦得依其意思移轉管轄權予聯邦憲法法院，移轉的案件類型各邦亦能自

行決定，其範圍不以聯邦憲法法院已有管轄案件的種類為限，只要該案件實質上

為憲法性爭議者均許其移轉權限，史雷斯威－侯爾斯坦邦在 1949 年時即以邦憲

法規定權限移轉，聯邦憲法法院因此取得其邦內憲法性爭議之管轄權108(施啟揚，

1971：250)。這種制度的設計，使得聯邦憲法法院得在邦的層次上擔負起更多功

能、裁決更多的憲政爭議，若由此觀之，聯邦憲法法院在德國早已成為一個全國

的憲法法院，而非僅僅是聯邦的憲法法院。 

八、法規審查 

 法規審查制度的源起乃是來自於「法官的審查權」 (richterliches 

                                                      
107

 這種管轄權乃是一種「補充性的管轄權」(Subsidiäre Zuständigkeit)，需在邦內法律皆無法提 

供救濟途徑時才有適用的餘地。 
108

 依該邦憲法第 37 條規定，邦議會、邦政府或其他依邦憲法、邦議會議事規程或邦政府處務 

規程具有固有權限的機關，因權利義務發生爭執而需解釋憲法者，得請求聯邦憲法法院解釋 

之；對於邦法是否牴觸邦憲法發生爭議或疑義時，邦政府或邦議會三分之一議員亦可聲請聯

邦憲法法院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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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üfungsrecht)。所謂的法官的審查權係指司法機關審查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律

以及行政機關所頒佈之命令有否牴觸上級法規範並宣告該法律或命令無效之權

限。蓋因此一權限在意義上蘊含了「憲法是最高位階的法律，任何一個法律只有

在合於更高位階之規範的情況下才能予以適用」的基礎思維 (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2017: 113)，故在一般的情況下，法規審查的內涵

應是指法院對於違憲規範的審查。但對於德國而言，其現行的法規審查制度則是

具有較上述概念廣泛的內涵，就受審查之對象而言，除違憲法律應受審查外，一

般法規是否違反上級規範之問題亦包含在內。 

法規審查制度乃是一種審查下位規範是否牴觸上位規範的司法制度，因此其

制度成立之前提必須建立在法位階理論的基礎之上，唯有在法律位階的體系下，

始有下位階規範牴觸上位階規範的問題。依據法位階理論，法規範之間的關係如

同一個上少下多的金字塔體系，處於下位階的規範並不得牴觸上位階的規範，倘

若有所牴觸者，則下位階之規範無效(呂炳寬/項程華/楊智傑，2007：6)。在德

國，最高位階的法規範是基本法，凡舉聯邦制度、國家體制或基本人權等均屬國

家法秩序的最高規範；次高位階者者為聯邦法，其規範內容包括聯邦的法律及命

令；最次之規範則是各邦所通過並適用於各邦的邦法。在這種法規的階層體系中

所生之上下位階規範牴觸，方屬法規審查制度所要處理的問題。在管轄事務的分

配上，德國基於聯邦制下聯邦與各邦的權責區分，法規審查權亦分別由聯邦的聯

邦憲法法院以及各邦的邦憲法法院加以行使。聯邦憲法法院在法規審查制度中主

要係審查聯邦法及邦法是否違反基本法之爭議事件；而邦憲法法院則係負責審理

邦法是否牴觸邦憲法之案件，兩者所針對的客體並不相同，在憲法審判權中形成

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事務管轄權限。 

 聯邦憲法法院所轄之法規審查程序在類型上概可區分為「抽象法規審查」

(die abstrakte Normenkontrolle) 、「 具 體 法 規 審 查 」 (die konkrete 

Normenkontrolle)兩大類型。前者乃是基於有權機關之聲請，請求聯邦憲法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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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某些法規是否牴觸上位階規範之程序，此種審查程序無關具體的訴訟案件，

其僅係單純就法律的效力(是否因牴觸上位規範而無效)加以審查而已；後者則是

指法院在審理具體訴訟案件時，認為其所適用之法規有牴觸上位規範之虞而裁定

停止訴訟並移請聯邦憲法法院審查該法規是否有效之程序。上述兩種程序最大的

區別乃在於「抽象」與「具體」，抽象法規審查之抽象，是謂法規範本身是否違

憲或是否牴觸上位規範發生爭議或疑義時，得獨立成為憲法審判機關審查之客體，

不須該法規已被適用於具體個案裁判中為前提要件。具體法規審查之具體，乃指

法規已適用於具體訴訟案件，而法官對於該法規有違憲之合理確信時，始得成為

法官提請憲法審判機關裁決之客體的情形(楊子慧，2008：154)。 

除上述兩大類型外，聯邦憲法法院之法規審查權亦包括對於國際法以及戰前

舊法規的審查，就此看來憲法法院所能審查的對象可謂是相當廣泛，為釐清其中

之差異，以下筆者茲就抽象法規審查、具體法規審查以及其他法規的審查等三者

分別說明之。 

 (一)抽象法規審查： 

抽象法規審查之法源依據來自基本法第 93條第 1項第 2款
109
，該款規定：「關

於聯邦法或邦法在形式或實質上是否符合基本法，或邦法是否符合其他聯邦法發

生爭議或疑義，經聯邦政府、邦政府或聯邦議會議員四分之一提出聲請時」聯邦

憲法法院即得裁判該法規審查之案件。在聲請的合法要件上，本項審查程序的聲

請人必須具有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76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情形，始得為向聯邦憲法

法院為合法的聲請，其規定：「聯邦政府、邦政府或聯邦眾議院四分之一的議員，

認為聯邦法或邦法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依基本法第 9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提出聲請：一、因形式上或實質上牴觸基本法或其他聯邦法而應無效者。二、

法院、行政機關、聯邦或邦機關，曾以該法牴觸基本法或其他聯邦法而不予適用，

但聲請人認其為有效者。」本項之規定除揭示抽象法規審查程序之聲請人限於聯

                                                      
109

 除基本法外，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13 條第 6 款亦對聯邦憲法法院的抽象法規審查程序有著相同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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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政府、邦政府以及聯邦議會議員外，其更指明該程序之開啟所需具備的兩項要

件。須特別注意者在於，抽象法規審查程序的聲請，並不僅止於聲請人認為爭議

之法規存在無效的情形；在法院或其他機關認為某法規牴觸上級規範且不予適用

時，聲請人亦得主張該法規有效而請求聯邦憲法法院加以確認。簡言之，聯邦憲

法法院的法規審查含括了因法規牴觸上級規範而請求宣告無效以及因法規符合

上級規範而請求宣告有效等兩種情形。 

抽象法規審查之目的旨在維護基本法的最高性以及法規範的位階性，其最重

要的作用乃在於監督聯邦法與邦法，並糾正那些不符合憲法精神的法律及命令，

使現行的法規範不至於牴觸基本法所揭櫫憲政秩序。此一程序的存在無疑地賦予

聯邦憲法法院一個制衡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制定及頒布命令)的權力，致使該院

成為德國憲政舞台上舉足輕重的常客，雖說憲法法院在行使該項審查權時仍須受

限於司法機關不告不理的特性，但即便如此，仍然不影響它在憲政運作中的重要

地位。 

 (二)具體法規審查： 

 與抽象法規審查不同，具體的法規審查涉及了一般法院
110
對於法規的審查權

限。某種意義上，法規的審查權可以說是由憲法法院及其他法院分別行使的，對

於具體訴訟案件所生的法規牴觸疑義，憲法法院與一般法院即專責著不同面向的

審查權限，其中，聯邦憲法法院負責審查法規是否存在牴觸上級規範而無效的情

形；而一般法院則是負責審查法規是否「有效」而應予適用。亦即，一般法院在

審理具體訴訟案件時，有權認定所適用的法規是否符合上級規範而應予適用111，

但對於法規是否牴觸上級規範則無裁判之權限，一般法院倘欲否認法規的效力，

則應將案件移送至憲法法院裁決。簡言之，憲法法院在具體案件的法規審查中享

有決定法規是否牴觸上級規範的消極裁判權；一般法院對於具體案件則是具有積

極的效力認定權(施啟揚，1971：202)。而所謂的具體法規審查，即是指由這兩

                                                      
110

 此處所謂的一般法院，乃係指憲法法院以外的其他五種法院。 
111

 BVerfGE, 1, 184; 2,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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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權限所共同構成的法規審查制度。 

 具體法規審查的法源基礎明定於基本法第 100 條第 1 項，該項規定：「法院

如認為與審判有關之法律違憲時，應停止其審判程序。如係違反邦憲法者，應移

送管轄邦憲法爭議的該幫法院審判之；如係違反基本法者，應移送聯邦憲法法院

審判之。各邦法律違反基本法或各邦法律牴觸聯邦法律時，亦同。」 

基本法的該項規定，一方面確認了法院所具備的法規審查權限，另一方面則

限制了法院的權限行使範圍，其將消極的憲法裁判權集中於憲法法院，使得一般

法院在具體案件的審判中雖能自行認定某法規有效而加以適用，但卻不能以該法

規無效為由逕而駁回訴訟。這樣的制度設計，不外是要達成兩個目的，其一是為

了保護國會立法者所制定的法規免於一般法院法官的蔑視
112
；再者則是為了將法

規效力的裁判權集中在獨一無二的法院手上(憲法法院)，以避免法秩序的不安定

及法的分歧113(Werner Heun, 2010: 657-658)，由此可見，基本法所規範的具體

法規審查，不僅是具有維護基本法秩序以及確保法規位階性的功能，有甚者，其

更能防止一般法院恣意地以違憲為理由，拒絕適用它在訴訟案件上應適用之法

規。 

 最後所要說明者，乃是具體法規審查制度與美國司法審查制度(Judicial 

Review)的區別。德國的具體法規審查所涉及的客體包括了一般法院所審查的具

體訴訟案件以及憲法法院所審查的規範牴觸案件，而這兩種客體分別代表著不同

種類法院的不同審查權能。是以，憲法法院在行使具體的法規審查權時，亦須謹

守其審查權的審查的界線，對於具體法規審查之案件，該院所能審理者僅限於法

規的效力問題，而無裁判具體訴訟案件的權力，亦即憲法法院不得對於法規審查

案件所依附的具體訴訟之原告被告逕行判決，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81 條所明定的

「聯邦憲法法院之裁判僅及於法律問題，而不及於原因案件」 (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2017: 171)即是揭示此一旨趣。然而美國的司法審

                                                      
112

 BVerfGE, 1, 184. 
113

 BVerfGE, 54, 47; 7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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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則與上述制度有所不同，對於美國的聯邦最高法院而言，法規是否違憲僅是審

判的一個前提問題，法規審查之目的乃係為了根據審查的結果解決本案訴訟，故

行使司法審查權的法院除得以對具體訴訟案件所適用之法規進行違憲審查外，該

法院亦將依其審查結論對本案之原被告為具體的裁判，進而形成一種異於德國的

憲法審判權態樣。 

 (三)其他種類的法規審查 

 除前述的抽象與具體的法規審查外，聯邦憲法法院依據基本法的規定，尚具

有對於國際法以及制憲前舊法規的審查權限。 

 國際法對於德國的法秩序來說可謂具有相當特別的地位。依據基本法第 25

條之規定：「國際法之一般規則乃係聯邦法的一部分。此等規定之效力優於法律，

並對聯邦領域內之人民直接發生權利義務。」此準而言，國際法的內容在符合「國

際法一般規則」之概念時，即可在國內取得高於法律之地位，並且對於德國人民

直接發生效力。然而，國際法並非一部有著確定範圍與內容的法典，各國所公認

具有拘束力的國際法一般規則亦部當然能適用於各國國內(施啟揚，1971：220)。

是以，國際法的某一規定是否能成為國內法的一部分即為本條規定的首要問題。

對此，基本法第 100條第 2項特別賦予聯邦憲法法院審查國際法規的權限，並期

使該院能夠透過憲法審判權權威式的裁判以確認國際法在國內的效力問題，故其

規定：「訴訟進行中如關於國際法規則是否構成聯邦法律之一部分即其是否對個

人產生權利義務發生疑義者，法院應請聯邦憲法法院審判之」。 

 此外，在基本法制定前就已經存在的舊法規，亦可能成為聯邦憲法法院行使

法規審查權的對象。二戰後的西德雖然於 1949 年制定了基本法，但其在一般的

法制上仍然沿用許多戰前制定的舊規定，此觀基本法第 123 條第 1 項：「聯邦議

會集會前業已存在之法律如不牴觸基本法者，應繼續有效。」之規定自明。對於

這些戰前的舊法規是否符合前開規定而適於成為聯邦法律產生疑義時，聯邦憲法

法院即對爭議之舊法規有審查是否繼續有效的權限，基本法第 126 條所規定：



 

87 
 

DOI:10.6814/THE.NCCU.PS.003.2018.F09 

「(舊)法律是否繼續以聯邦法律施行而發生爭議時，應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之。」

即是本項審查權之法源依據。在審查的聲請上，有權聲請戰前法規審查者，可說

是較前幾項法規審查來的廣泛，依據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86條之規定，聯邦議會、

聯邦參議院、聯邦政府以及邦政府等憲政機關均有聲請的權限。而一般法院在訴

訟案件中，倘對於是類舊法規是否為聯邦法律而繼續有效存有疑義者，亦得準用

法院在具體法規審查之程序，請求憲法法院對之加以裁判。 

九、憲法訴願  

聯邦憲法法院之任務，除了確認憲政秩序以及裁判各機關間的憲法爭議外，

尚須審理人民所提起之案件，以維護個人的基本權利。因此，基本法在其憲法審

判權下特別設有憲法訴願制度，以兼顧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所謂的憲法訴願

(Verfassungsbeschwerde)，係指聯邦憲法法院審查存在侵害基本權疑義的公權

力(Öffentliche Gewalt，此項公權力包括了行政、立法及司法權的行使行為)

措施，並得以其職權撤銷該違法或違憲之公權力措施的裁判程序。對於人民而言，

憲法訴願乃係保障每個個人基本權利(Grundrechte)之救濟途徑，「任何人」均得

以其基本權利受侵害為由，在窮盡一切法律途徑而仍無法獲得救濟時，向聯邦憲

法法院提起憲法訴願以資救濟。 

 (一)憲法訴願之歷史淵源： 

憲法訴願制度在德國的憲法史上有著一段相當深厚的歷史淵源。由德國的憲

法發展史上可知，憲法訴願並非德國戰後方才新創之制度，早在 1849 年的保祿

教堂憲法草案就已賦予當時的聯邦法院對於「侵害憲法所定權利」的行為有制裁

權114。德國統一前(1871)各主權國以及統一後各邦的憲法，亦已普遍採行憲法訴

願制度，例如 1818 年巴伐利亞的憲法就已明文規定在憲法的權利受侵害時有訴

                                                      
114

 雖說這部憲草未能付諸實現，隨後的北德盟、德意志帝國以及威瑪共和也無憲法訴願制度的 

設計，但對於戰後的基本法制定者而言，該草案仍然具有一定的啟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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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的權利
115
。基於此一歷史基礎，戰後的西德在制定基本法時，曾有在基本法中

設立專章並規定憲法訴願的提議，惟該項討論在當時並未獲得結論，直到 1951

年 3 月 21 日國會通過聯邦憲法法院法，始規定具體的憲法訴願制度，基本法上

基本權利之保護方才告以確立，但相關制度仍未見於基本法之上。時至 1968 年

12 月 4 日，聯邦議會通過第 19 次基本法修正案，修改基本法第 93 條第 1 項之

規定(聯邦憲法法院管轄之案件)以增訂聯邦憲法法院的權限，本次修法終將憲法

訴願制度直接規定於基本法(施啟揚，1971：258)，使之成為憲法上的制度116。 

 (二)憲法訴願之標的： 

 憲法訴願之爭訟標的可謂相當廣泛，基本法第 93 條第 1 項第 4 之 1 款即明

揭：任何來自公權力的侵害行為均可作為該爭訟程序之標的，亦即對於立法機關、

司法機關以及行政機關之行為以及所有的公權力行為均得提起憲法訴願，至於這

些公權力行為究竟係聯邦機關或邦機關所為，則非本項程序關注之重點。 

在立法行為上，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法規命令( Rechtsverordnung)以及

公法法人之章程等，實際上均具有法律和法規之性質。倘是類法律法規發生侵害

訴願人基本權利之情形時，聯邦憲法法院則得以裁判將之撤銷，在此，制定侵權

法律法規之立法行為便成為憲法訴願之標的(劉兆興，2013：67)。此外，行政機

關的行政行為亦可為聯邦憲法法院憲法訴願程序所審查之對象。所謂的行政行為

(Verwaltungsakte)，是指行政機關基於其權限的作用對於某特定的個人或對於

某範圍內可得特定之人所為的處分、決定或措施。此處所指行政行為並不限於強

                                                      
115

 惟當時的憲法訴願所救濟之範圍僅限於因行政行為所引起的侵害，對於司法裁判與立法行為 

所生之侵害尚無救濟之方法，故與現行制度有所差異。 
116

 該次增訂之憲法訴願內容如下： 

(1)基本法第 93 條第 1 項第 4 之 1 款： 

「關於任何人主張基本權利或其依第 20 條第 4 項、第 33 條、第 38 條、第 101 條、第 103 

條以及第 104 條之權利遭受公權力侵害所提起之憲法訴願。」  

(2)基本法第 93 條第 1 項第 4 之 2 款： 

「關於鄉鎮及鄉鎮團體因依第 28 條所定之自治權遭受法律侵害而提起之憲法訴願。該法律 

如係邦法者，以不得向邦憲法法院提起訴願者為限，始得提起。」 

(3)基本法第 94 條第 2 項後段： 

    「該法律(規定聯邦憲法法院組織、程序與裁判之法律，即是只聯邦憲法法院法)得規定憲 

      法訴願之提起以用盡其他法律救濟途徑為前提要件，並得規定特別的受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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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行為，關於福利事項之行為亦包括在內，但純粹的國庫行為，即行政機關或公

法人立於私人地位所從事之行為則非屬憲法訴願之標的。在審判實務上，公立廣

播電台在公職競選期間對於各黨派競選廣播時間的分配，以及拒絕某黨派的競選

宣傳，依聯邦憲法法院之見解117，也屬於得提起憲法訴願之公權力措施(施啟揚，

1971：270)，可見能成為憲法訴願標的之行政行為是十分廣泛的。在司法行為中，

為憲法訴願審查之標的乃係法院所作成之裁判，此於學理上稱為「裁判憲法訴願」

(Urteilsverfassungsbeschwerde)，原則上所有德國法院(包含普通法院、行政

法院、財政法院、勞動法院以及社會法院等專業法院體系)所為之裁判皆得依憲

法訴願程序加以撤銷，僅有聯邦憲法法院在為憲法訴願以外案件之裁判時，方才

不得再提起憲法訴願
118
。須特別注意者在於，憲法訴願之任務乃是審查其他法院

的確定裁判，但這並不會使聯邦憲法法院在審級的體系中成為其他法院之上級審，

聯邦憲法法院與各種法院間並不存在著訴訟層級，人民聲請裁判憲法訴願亦不影

響該裁判的確定效力。若憲法訴願有理由，聯邦憲法法院應將該裁判撤銷，並將

整個訴訟案件發回最終審級的專業法院，被監督與被糾正的法院必須在遵守聯邦

憲法法院揭示的憲法規範重為裁判，聯邦憲法法院不應就該案件自為裁判

(Stefan Korioth, 2017: 2)。在審判實務上，聯邦憲法法院亦採取與上述見解

相同之立場，故認為119：「憲法訴願程序並非直接續行專業法院之訴訟程序，其

目的僅止於審查裁判是否違反憲法。確認違反基本權規範時，憲法法院審查權原

則上會將裁判發回到專業法院，而非讓聯邦憲法法院取代受憲法訴願指摘的法院

為裁判。」 

 (三)憲法訴願之功能 

憲法訴願制度的核心功能有三：首先，憲法訴願係為了落實基本法保障人民

基本權利之意旨所為的制度設計，故其首要功能乃是基本權利之保護。基本法雖

                                                      
117

 BVerfGE, 7, 99. 
118

 BVerfGE, 1, 89. 
119

 BVerfGE, 107,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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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規定人民享有基本權利，但空有權利之規定並不代表基本權能夠於個人身上

貫徹，倘要實現基本權利之內容，則需提供個人一套完整的救濟機制以供人民終

局救濟之用，憲法訴願制度即是為此而生，其透過聯邦憲法法院憲法裁判權的行

使，來發揮監督國家權力、保障基本權之功能，以確保基本法所揭櫫之權利內容

不至於因國家公權力的不法侵害而遭致落空。 

憲法訴願制度的另一個功能是憲法續造與維護憲法秩序120。憲法訴願程序雖

係針對基本權受侵害之個人所設的救濟途徑，但實際上，其裁判之效力並不僅止

於個人與個案，而是具有超越個案的效力
121
。聯邦憲法法院的憲法訴願，除了實

現基本權利保障、給予個人權利救濟之機會外，同時也將會維持、繼續發展基本

法的內涵並澄清該次訴願的憲法問題(陳芃諭，2016：76-77)，最後透過憲法裁

判之拘束力適用於所有國家機關，使之產生普遍的效力，故憲法法院在保護基本

權利的同時，也會促成憲法的具體化與續造，可見憲法訴願對於基本法上秩序之

維護乃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 

 憲法訴願最後的功能乃是「動員人民貫徹基本法」。憲法訴願係一人民參與

憲法生活之民主程序，該程序雖係以保障人民基本權為其中心職能，本質上是一

種利己的程序，也就是訴願聲請人為保護自己的權利而提起的救濟程序，但在作

用上，憲法訴願程序卻有著一個相當利他的效果，亦即，訴願之聲請人本身就是

在促進基本法在國家中的實現 (Christoph Gusy, 2010: 689-690)。憲法訴願之

裁判除具有保護基本權、防範來自國家行為侵害的功能外，同時亦具有促使訴願

聲請人參與國家事務的功能，憲法訴願是開放予任何人民聲請的憲法救濟途徑，

任何人均可以透過憲法訴願之裁判以及該裁判的廣泛拘束力來形塑、糾正國家行

為與措施並將其主張之基本法內容落實於社會生活之中，藉此達到參與國家事務、

影響國家運作之效果，全民對此等程序的參與亦使得基本法能夠在德國政治及社

會生活上獲得更全面的貫徹，在這個層次上，憲法訴願無疑的是一條人民積極參

                                                      
120

 BVerfGE, 33, 247. 
121

 BVerfGE, 81,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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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憲法生活的實踐途徑。 

 (四)憲法訴願之特徵： 

 依據基本法之規範，德國的憲法訴願共有兩項典型的特徵。第一，按基本法

第 93 條第 1 項第 4 之 1 款規定，只有在人民「基本權利」受到公權力侵害之時

方能提起憲法訴願，換言之，憲法訴願之救濟並非保障一切公民權利，得以該制

度救濟者，僅限於基本法中規定之基本權利遭受來自於國家行政、立法與司法權

侵害的情形，亦即，憲法訴願係專門針對基本法中基本權利所設之憲法上權利救

濟保障法制(李建良，1999：439-441)。此處所謂的基本權利，乃係包含基本法

第 1 條至第 20 條所規定的基本人權，凡舉：人性尊嚴之保障、生命身體及人身

自由等自由權、平等權、信仰及良心自由、言論及獲得訊息之自由、婚姻與家庭

之保護、教養子女之權利義務、設立私校之權利、集會與結社自由、通訊秘密之

保護、遷徙自由、選擇職業之自由、對於居住場所之保護、財產權與繼承權之保

護、本國國籍之保護與引渡外國的限制、庇護權、請願訴願之權利以及請求法院

審判之權利等均包括在內。除此之外，基本法第 93 條第 1 項第 4 之 1 款與聯邦

憲法法院法第 90 條亦列舉出某些須以憲法訴願加以保護之重要的權利，這些權

利稱之為「準基本權利」(Grundrechtsahnliche Rechte)。按上述條款規定，準

基本權計有：反對破壞憲政秩序之反抗權(基本法第 20 條第 4 項)、人民在各邦

享有同等公民權利與義務之保障以及公務人員制度(基本法第 33 條)、聯邦議會

議員之選舉與被選舉權(基本法第 38條)、非常法院之禁止與法定法官原則(基本

法第 101 條)、公平審判請求權、溯及既往禁止原則以及一事不再理原則(基本法

第 103條)、剝奪個人自由所應遵循之正當法律程序(基本法第 104條)等。 

第二，憲法訴願程序係特別的法律救濟程序，其具有獨立的訴訟方式。依聯

邦憲法法院法第 2款規定，原則上憲法訴願程序並不得與其他法律途徑同時併存，

而是應於用盡法律救濟途徑而仍未獲救濟後始得開啟122，此即為憲法訴願的補充

                                                      
122

 所謂的法律救濟途徑，是指經由法院或其他機關事後加以審查的救濟程序。對於行政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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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Subsidarität)特質。憲法訴願的補充性在實務上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聯邦

憲法法院每年大約有 6500 件的新收案件，而憲法訴願案件則占據其中的

95%( Stefan Korioth, 2017: 5)，其數量甚為可觀，此時倘若沒有補充性的限

制，致使任何案件均可直接提起憲法訴願，那麼聯邦憲法法院勢必將面臨一個自

身無法負擔的案件量，該院之職能恐因此而癱瘓。惟補充性之要求並非毫無例外，

倘訴願人之憲法訴願具有普遍的重要性或是訴願人先循其他救濟途徑將遭到重

大的損害時，該訴願案件則不須受補充性之限制，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90 條第

2 項第 2 句之規定：「在未用盡其他法律救濟途徑前提起憲法訴願，如具有普遍

重要性，或因訴願人如先遵循其他法律救濟途徑時，將遭受重大或無法避免之損

害時，聯邦憲法法院亦得立即加以裁判。」此處所稱之普遍重要性(Allegmenine 

Bedeutug)係指某一訴願案件具有可供憲法法院闡明的憲法問題且裁決該案件可

一併解決其他眾多相同情狀之案例123而言，例如在訴願人主張國家機關所據以執

行的法律無效時，聯邦憲法法院即認為該等憲法訴願案件具有普遍重要性124；至

於所謂重大或無法避免之損害，則是指訴願人先循其他法律救濟途徑所遭受之損

害，無法由事後的憲法訴願裁判除去者而言，例如一個政黨在選舉期間將至時，

就選舉宣傳廣播時段申請之拒絕所提起的憲法訴願125(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2017: 234)，即是具有重大或無法避免損害的典型適例。 

 (五)鄉鎮自治團體之憲法訴願： 

 基本法第 28 條規定，鄉鎮及鄉鎮團體享有一定的自治權限(Recht auf 

Selbstverwaltung)，此種憲法保障的地方自治制度並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剝奪。

但唯恐聯邦或各邦可能以制定法律之方式來侵奪鄉鎮的自治權，基本法第 93 條

第 1 項第 4 之 2 款以及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91 條特別賦予鄉鎮及鄉鎮團體憲法訴

                                                                                                                                                        
訴願與行政訴訟程序，或對於法院裁判之上訴或抗告程序均為此處所指之法律救濟途徑。至

於遭受法規侵害的情形，因法制上並無針對法規救濟之程序可供訴願人遵循，故聯邦憲法法

院認為(BVerfGE,2, 292)，此時則得逕向聯邦憲法法院提起憲法訴願。 
123

 BVerfGE, 108, 370. 
124

 BVerfGE, 1, 418. 
125

 BVerfGE, 7,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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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之權能，藉以貫徹其在基本法上的制度性保障，該條款規定：「鄉鎮或鄉鎮團

體得主張聯邦法律或邦法律違背基本法第 28 條規定，而提起憲法訴願。侵害自

治權時，如依邦法得向邦憲法法院提起訴願時，則不得向聯邦憲法法院提起憲法

訴願。」 

鄉鎮自治團體的憲法訴願乃是具有獨特性質的憲法爭訟程序，其所爭執的事

項係來自於聯邦或各邦對其自治權的侵奪，而非來自於基本權或準基本權的侵害。

原則上，聯邦或各邦之法律在違反基本法第 28 條規定而侵害鄉鎮自治團體之自

治權時，該鄉鎮本應先依循法規審查之程序，讓聯邦憲法法院來宣告爭議之法律

無效，但有權依照該程序提請聯邦憲法法院審查法規效力之聲請人僅限於聯邦的

國會、聯邦政府以及邦議會、邦政府。且在聯邦或各邦制定法律侵害鄉鎮自治團

體的自治權之時，亦難以期待這些機關會就鄉鎮之利益提起法規審查(施啟揚，

1971：275)，是以，賦予鄉鎮自治團體憲法訴願的權能，使之能循憲法爭訟程序

來救濟自身的權利，不外是解決上述困境並保障地方自治制度不受任意侵害的良

方解藥。 

 

 

  

第五節  德國之護憲體系與相關經驗 

聯邦憲法法院的諸多職能，乃是其擔當護憲體系中重要行為者的主要原因，

該院對於德國憲政運作的影響也往往彰顯於護憲的概念中。因此，若要討論聯邦

憲法法院在德國憲政民主中所扮演的角色，勢必不可不提及德國的憲法保護。職

是之故，本節以下茲就護憲的意涵與必要性、德國護憲體系及其相關經驗加以說

明之。 

一、護憲之意涵與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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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憲法所建立的自由民主基本秩序乃是當代憲政民主國家立國及國家發

展的根本所在。憲法保護(Verfassungsschutz，簡稱護憲)的概念及其相關的措

施，即是德國為了確保此等憲法秩序、實踐憲政規範的主要途徑之一，其在德國

憲政運作上可謂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憲法保護乃係當代憲政民主國家所特有的概念。凡是實施自由民主憲政的國

家，原則上均能容納所有的政治意見與政治目標，而民主國家的此一特性，使得

任何的團體或個人均能夠在公開的場合討論、倡導、宣揚本身的政治理念，並得

以民主政治的選舉程序實現其本身的政治目標。但是，如此自由的政治的環境，

卻可能因為其本身的特質，以致發生若干的憲法危機，尤其是極端勢力利用此等

自由來威脅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的情形，更是不為一般憲政民主國家所容忍。基

於威瑪共和所提供的歷史經驗，基本法的立法者很清楚上述危機可能遭致的嚴重

後果，故在制定基本法之時立法者們同時考量了關於憲法保護的問題，並建構有

別於(主張價值中立的)威瑪憲法之價值限制(Wertgebunden)憲政秩序，雖然基本

法仍是持包容政治多元意見的立場，但該等政治意見僅限於在自由民主基本秩序

的共同基礎下為之(周治平，2008：39)，無怪乎聯邦憲法法院會認為
126
：「基本

法要求人民防衛民主秩序，對於濫用基本權者則應予對抗，無須忍受。憲法敵人

(Verfassungsfeide)不應享有基本法所保障的自由，以保障憲政秩序以及避免對

於國家存續之危害、侵害與破壞」。 

 「憲法保護」，按德國學者黑沛(Reiner Heeb)、蕭毅納(Ulrich Scheuner)、

曼茨(Theodor Maunz)之見解，其意涵是指：為了維護及確保憲法、並防範憲法

受到憲法敵人的擾亂或危害而採取的所有規範、設施以及措施。廣義而言，護憲

並不僅指保護憲法，而且更是表示確保憲法(基本法)明定的憲政核心架構；以德

國而論，即為確保聯邦共和國基本法所規定的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在積極上，

護憲必須是維護及確保此等秩序的存續；在消極上，護憲則須是防範及對抗憲法

                                                      
126

 BVerfGE, 28, 48; 3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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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對此一秩序的危害(葉陽明，2011：215 )。作為憲法保護保護對象的自由民

主基本秩序，其構成要素大抵有二：其一是以人為根本的人本價值觀，此部分的

基本精神在於國家權力機關對於人性尊嚴以及基本權利的保障義務，強調人之尊

嚴的崇尚與確保是合憲秩序的根本、人民基本權的實踐是國家治權行使的先決條

件，並認為人生而平等、自由意志、同等尊嚴和主體價值等個人權益之維護與保

障，是基本法秩序建立的起始點；其二是民主、社會的聯邦國原則，這個部分包

含了民主127、分權128與制衡129(葉陽明，2007：70-73)等概念。在實務的運作上，

聯邦憲法法院也曾對自由民主基本秩序之構成作出較為具體的描繪：「自由民主

之基本秩序，乃是為了排除每一暴力及恣意的專制。法治國家之支配秩序乃是基

於國民多數及自由平等之意思所表現之自決的基礎秩序，其至少包括：尊重基本

法所具體規定的基本權利，尤其是生命及自由發展人格之權利、國民主權、權力

分立、負責之政府、依法行政、司法獨立、多數政黨原則、所有憲法予政黨之權

利及行使反對權之機會平等130。」(Theodor Maunz/Reinhold Zippelius, 1985: 

388)實頗值得吾人參考。除此之外，聯邦憲法保護法第 4條第 2項亦對此有著明

確的界定，歸納該項之規定可知，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包含了：人民選舉投票的

權利、憲法對立法與行政的拘束、責任政府(得被輪替且向民意機關負責的政府)、

受教育的權利、議會反對黨行使反對權之權利、法院的獨立性、暴力與恣意專制

的排除以及基本法中的基本權利等事項。由此可見，德國的憲法保護所要保護的

客體，並不是一個抽象、空泛的對象，實際上的自由民主基本秩序可謂是一個內

容明確、範圍具體的完整概念。 

 關於憲法秩序的保護方法，吾人可由兩個面向加以論述。第一種類型的保護

方式是應對國家高權所帶來的憲法危機，國家之機關，如國家元首、聯邦政府或

                                                      
127

 係指國家所有權力均來自人民，由人民以選舉投票方式並經由專設之立法、行政及司法機關 

行使之。 
128

 合憲秩序下的分權，彰顯在聯邦與各邦的垂直分權以及立法、行政、司法三權間的水平分權 

上。 
129

 合憲秩序中的制衡，顯諸於聯邦政府與聯邦議會的執行、監督關係中。 
130

 BVerfGE,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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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等，均具有改變憲法或影響憲法所揭示之秩序的能力，倘若這些國家權力意

圖破棄或攻擊憲法，其後果恐不堪設想，為避免國家高權所帶來的危機，當代憲

法國家常以建立制衡的組織與制度加以保障、控制，此種保護憲法的方法，德國

學者稱之為「憲法存續之擔保」。另一種的保護方法則是國家機構對於敵視憲法

的勢力以及以推翻現存憲法秩序為目標的活動，所為一系列的應對與預防措施，

德國學者稱此為「狹義的憲法保護」(Theodor Maunz/Reinhold Zippelius, 1985: 

388)。 

就憲法存續之擔保而論，其包含了憲法對國家權力的拘束以及設置特別機關

以實踐憲法上控制權能等兩種不同的保護方式。憲法的拘束旨在確保國家權力之

行使能夠合於前述自由民主的基本憲政秩序，使之不至於逾越基本法之規範範圍，

基本法第 20 條第 3 項所定之「立法權應受憲法之拘束，行政權與司法權應受立

法權及法律之拘束。」即是本項原則的具體展現。另外，為防止立法機關以濫權

修改憲法的方式影響德國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基本法對於立法者修憲行為亦設

有相當之限制，以保護憲法免受合法的立法程序所推翻，故基本法第 79 條第 3

項即規定：「基本法之修正案，凡影響聯邦之體制、各邦共同參與立法以及第 1

條(人性尊嚴與基本權利之保障)與第 20條(民主、社會的聯邦國原則、國民主權

原則以及國民之抵抗權)之基本原則者，不得成立。」除了憲法的拘束外，基本

法也透過了設置聯邦憲法法院的方式來實踐其對於國家權力機關的控制，在聯邦

憲法法院的諸多職權中，不論是對聯邦總統與法官的彈劾權，抑或是法規審查權

或其他憲政爭議之裁決權，其目的無非就是在糾正那些不符合憲法精神的國家高

權行為，俾確保基本法所揭櫫之憲法秩序及核心價值能被其他國家權力遵守與實

現，從而履行其「憲法守護者」之任務。 

 就狹義的憲法保護而論，這種憲法保護之方式乃係針對敵對憲法，並以推翻

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為目的之活動，依據基本法第 73條第 10款規定該等事項之立

法權專屬於聯邦層級。在狹義憲法保護的體系下，各個憲政機關分別履行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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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護憲功能，其中，聯邦憲法法院所擔當之任務就包含了宣告基本法第 18 條的

剝奪基本權利以及裁判基本法第 21 條的政黨違憲案件。在行政上，聯邦與邦層

級亦設有相關的憲法保護機構來履行行政上的憲法保護任務，惟其職權大多以資

料之蒐集為主；立法機關的任務則係專責於憲法保護的相關立法工作，以建立並

維持護憲的法制基礎。 

對於德國而言，護憲具有相當的必要性。關於此點，學者史瓦格(Joachim 

Schwagerl)與華爾特(Rolf Walther)從三個面向加以肯定。首先，德國如其他任

何主權國家一樣，有確保本國憲政秩序、對抗憲法政敵的基本權責。若非如此，

憲政秩序勢必危在旦夕。其次，德國如其他任何自由民主國家一樣，因其保障人

權、自由開放及多元民主的特質而弱於有效防衛憲政敵人的滲透和顛覆。對於由

最高領導中心嚴密控制的極權國家而言，在反制憲法政敵上，並無難以克服的困

難。是故，自由民主國家的護憲絕對有其必要。再者，西德在分裂至統一期間，

國內共黨、東德及蘇聯共黨政權(極左勢力)虎視眈眈。德國統一後，極右勢力日

趨增強，尤其是國家民主黨的重振對憲政民主帶來的威脅。因此，護憲的必要性

可謂無庸置疑(Joachim Schwagerl/Rolf Walther, 1968: 5)。 

二、德國護憲體系 

為確保基本法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因應憲政敵人對自由民主政治所帶來之

挑戰，並避免德國人權、自由與民主等憲法價值土崩瓦解，德國設有若干關於憲

法保護的規範與措施，而這一系列規範與措施的總和，構成了德國的護憲體系。 

 就德國護憲體系之組成，主要係由憲政機關、行政專責機關及司法機關三大

護憲系統所構成。首先是憲政機關護憲系統，此護憲系統分為聯邦與各邦兩個層

級。聯邦護憲系統的構成組成即為聯邦議會、聯邦參議院及聯邦政府三個聯邦憲

政機關。各邦護憲系統的構成組成便是各邦議會及各邦政府兩個邦憲政機關。就

憲政機關的護憲對象而言，聯邦機關以基本法所明定的憲政民主秩序為對象；各

邦機關則以邦憲法(Landesverfassung)所規定的憲政民主秩序為對象(葉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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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76-77)。其次則為行政專責機關護憲系統，此護憲系統同樣分為聯邦與各

邦兩個層級。聯邦專責機關為「聯邦憲法保護局 131」(das Bundesamt für 

Verfassungsschutz)；各邦專責機關為「邦憲法保護廳」( die Landesbehörde für 

Verfassungsschutz)。依據基本法規定，聯邦與各邦在護憲事務上應相互合作。

因此，兩方雖分別設立護憲專責機關，但仍應維持互助合作關係132。另外，為處

理邦護憲事務及達到邦與聯邦就護憲事務合作的目的，各邦必須成立護憲廳。各

邦同樣依據聯邦憲法保護法，制定相關法規，據此成立邦護憲廳。各邦護憲機關

的設置方式因邦而異；有以邦政府內政部下屬機關設置者，亦有以內政部中一司

設置者。在職權上，聯邦護憲局與邦護憲廳乃係執行相同的任務，亦即：完整蒐

集和善用關於意圖推翻、改變或擾亂聯邦或各邦憲政秩序的所有行動之訊息、情

報及證據(葉陽明，2011：216-217)，照相、跟監、郵電檢查、監聽等均包括在

內，若被護憲局或護憲聽依法定程序列入敵憲或極端等極時，甚至可對該政黨、

組織或個人作全天候的監視(蘇永欽，1994：44)，這種護憲職權同時具有以下特

徵：第一，護憲專責機關與警察機關不同，其所執行的任務僅限於情報之蒐集研

析，並不具有警察權；第二，護憲專責機關蒐集情報之方法以及對於情報之處理，

應儘量不侵害個人的基本權利；第三，護憲專責機關之活動應受到定期監督，故

其活動應盡可能的公開(石村修，2006：219)。 

 最後是司法機關護憲系統，此護憲系統的主體即為聯邦憲法法院。聯邦憲法

法院居於德國司法體系中最高司法機關的地位，扮演憲政民主常態秩序守護者及

保障者的關鍵角色。其基本職權，除了解釋基本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及其他基本

權利不受公權力的侵害，判決聯邦與各邦法律上及職權行使上的爭議事項等以外，

                                                      
131

 聯邦護憲局設立的法源為基本法第 87 條及 1950 年頒行的「聯邦憲法保護法」。基本法第 87 

條第 1 項規定，聯邦得依據法律，為護憲目的設立一個蒐集相關證據資料的中心。基於此項 

授權，聯邦根據 1950 年 11 月底頒行的聯邦憲法保護法第 2 條之規定，設立直屬聯邦政府內 

政部、而受該部監督的聯邦護憲局。組織上，聯邦護憲局由局長主持局務，下設置行政、極 

右勢力活動證據蒐集、極左勢力活動證據蒐集、防諜、保密等五個處。 
132

 對此，基本法賦予聯邦有對中央與地區護憲事務合作的專屬立法權。亦即，唯國會始享有制 

定關於護憲事務合作方面的聯邦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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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者便是：透過合憲司法審判權的行使，以確保聯邦共和國自由民主基本秩

序的存續及安定(葉陽明，2005：128)。綜上所述，德國之護憲體系，可藉由前

文圖一示之如下： 

 

德國之護憲體系(本圖引自葉陽明，2011：218) 

 上述三大護憲體系雖屬嚴密，但在實際的運作上則各有所限制。國會雖為治

權機關，但其權限僅止於立法、監督、調查及預算議決，除了得基於決議向聯邦

憲法法院提起黨禁案以外，尚缺乏直接對付憲法敵人的政治資源和手段。至於聯

邦憲法法院職權之行使，則因司法審判權的特性而處於被動；即使發生政黨違憲

或與憲法為敵事件，亦不得主動審理，唯有經聯邦政府及國會兩院之一提起黨禁

案，憲法法院始受理之。聯邦政府(包含護憲專責機關)不同於立法與司法機關，

其在打擊憲法敵人上擁有比前兩者更多的手段可供行使，例如：主動提起黨禁案、

蒐集並活用相關證據與情報、結合各方資源以動員社會群眾以及合法調遣武裝保

安部隊反制憲法敵人的蠢動(葉陽明，2007：79-80)等，均是可茲運用的手段，

因此聯邦政府在護憲上的表現是較前兩者更加積極進取的，但是聯邦政府之定性

畢竟為行政機關，其對於憲法敵人並無實質的審理權限。由此觀之，三大護憲體

系各有其本質上的限制，端賴任何一方均無法發揮護憲體系之功能，只有在三者

密切的配合以及互補之下方才能順利達成其憲法保護之目的。 

三、 聯邦憲法法院的護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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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護憲體系應對憲法敵人的手段雖然多元，但曾在實務上加以應用者其實

並不常見，以聯邦憲法法院為例，聯邦總統之彈劾、法官之彈劾以及剝奪基本權

利等護憲程序(基本法第 18 條、第 61 條以及第 98 條)就未曾在德國的憲政史上

發生過，故其不屬於德國護憲經驗所要討論之範疇。而在實際發生過的案例中，

為本論文所關切者，乃是那些與聯邦憲法法院有關之護憲經驗，因此本論文選擇

以 1952 年的社帝黨(SRP)、1956 年的德國共產黨(KPD)之違憲判決以及橫跨 20

世紀的國家民主黨(NPD)作為本小節的論述重點，希冀由這些憲法保護的實際經

驗，來探詢可供我國參考的借鑑。 

 (一)社會主義帝國黨： 

 有鑑於納粹黨對德國造成的危害，二戰後的初期，在占領國嚴密的監控下，

並沒有任何政治勢力得以納粹黨的後繼組織之名義獲准建黨，但當時仍有為數不

少的極右勢力潛伏於德國，而如此時局恰好促成了排除納粹殘餘力量在外的德國

極右勢力之整合。1946 年春「德國保守黨」(DKP)與「德國右派」(DRP)完成整

合，成為「德國保守右傾黨」(簡稱保右黨)。該黨獨樹一個的網羅極端民族主義、

保守主義、軍政帝制思想以及納粹主義份子於一體，儼然成為極右力士的大本營。

德國分裂後，西德第一屆聯邦議會選舉中，保右黨取得不容政界忽視的5席席次。

然而這個勝利並未能造就黨內的團結，選後反而爆發派系領導權的鬥爭，黨內衝

突隨之升高，當時的納粹主義核心分子意圖奪取當權派的領導地位，惟結果失利，

一干人等終遭開除黨籍。遭除黨者立即發起組黨以示反擊，導致 1950 年「社會

主義帝國黨」(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 SRP)的建立(葉陽明，2011：

185-186)。社帝黨有著濃厚戰前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傾向與行為 (Armin 

Pfahl-Traughber, 1999: 21)，該黨自視為當時所有納粹信徒的大本營，當保右

黨因黨變而組織幾近解體之時，社帝黨憑恃其上萬黨員志同道合的態勢，躍居新

興的地區性參選政黨，1951年，社帝黨更於低薩克森邦(Niedersachsen)以及布

萊梅邦(Bremen)的邦議會選舉分別拿到 11%與 7.7%的得票率，這反映了當時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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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於這繼承納粹主義的極右政黨的高度支持。 

 社帝黨濃厚納粹主義色彩的立黨精神、組織結構以及黨員背景，加上該黨在

上述地區的選舉成果，使得當時的聯邦政府決定採取司法手段應對該黨。1951

年底，聯邦政府正式向聯邦憲法法院提起違憲政黨解散之聲請，1952 年 10月憲

法法院旋即依據基本法第 21 條第 2 項之規定，判決該黨違憲並予以解散。憲法

法院在其判決文133中指出：「觀察社帝黨之領導階層、組織、結構、政綱及公開

活動，即可推測它要重新回復國家社會主義中極右主張，證據之調查亦證實了此

項推測。」(蘇永欽，1994：245)故認定社帝黨乃是過去國社黨的後繼組織，且

認為該黨具有明確的國社主義本質和屬性。而此種本性係由下列事實顯示出來：

「該黨領導高層人事由過去國社黨人所構成
134
；頌揚希特勒及其他納粹黨徒；宣

揚國社主義、種族主義思想及社會進化論觀點；認定第三帝國依然存在，而聯邦

共和國新政府不具正當性135；致力以領袖民主制136及民族生命共同體為基礎的第

三帝國之重建。」(Horst Säcker, 1977: 68) 。由此可知，社帝黨之所以被判

決為違憲政黨，主因在：崇尚納粹德國極權主義思想，並以實際行動從事納粹德

國的再造，致使聯邦共和國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遭到危害(葉陽明，2007：49-52)。

社帝黨被宣告違憲後，該黨組織不僅被聯邦憲法法院判決解散，該黨黨籍之國會

議員與邦議會議員亦均喪失議員資格，替代組織也被加以禁止，而任何有系統、

有計畫散布該黨思想之行為，如散發傳單、演講稿或告示等均將被認為是替代性

組織的行為。聯邦憲法法院如此大範圍的制裁，成功的打擊社帝黨，在該黨解散

                                                      
133

 BVerfGE, 2, 1. 
134

 這方面，聯邦憲法法院的資料顯示社帝黨絕大多數的領導人以前都曾是納粹官員，並且他們 

正在積極的尋找百分百可靠的老戰友。 
135

 對此，該亦採取了大量的污辱、懷疑以及誹謗的手段攻擊公共官員與政府體制，以期在根本 

上動搖公眾對於聯邦共和國的信心，從而使人民自整體上懷疑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而希特 

勒即是採取了完全相同的方法來消滅自由民主並建立獨裁政權的。參見張千帆，《法國與德 

 國憲政》，法律出版社，2011，頁 280。 
136

 因社帝黨崇尚領袖民主制，故其黨內運作採行了一種由上而下的專政型態。該黨黨內的刊物 

就曾表明：社帝黨組織是一個基於絕對服從的政治秩序，1950 年 12 月 25 日該黨主席所撰 

寫的一封信中亦曾透漏此一意旨。這種不具黨內民主的特質，也是聯邦憲法法院考量是否解 

散社帝黨的關鍵因素之一。參見張千帆，前引註，頁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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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雖有殘餘黨員滲入其他極右政黨或組織伺機而動，但終究是無法東山再起，在

政治上難成大器。 

 (二)德國共產黨： 

 在提請聯邦憲法法院解散社帝黨得幾天後，艾德諾所領導的聯邦政府又向該

院聲請解散第二個政黨：德國共產黨(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 

KPD)。德國共產黨在德國乃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政黨，屬於當時的極左勢力政

黨，惟共產黨在被取締之時並未取得影響政治的實質力量(曾燕倫，2011：88)。

與社帝黨之情形不相同，聯邦憲法法院對共產黨之違憲案並未立即作出裁決，而

是遲遲拒絕表態，以期該問題能夠其他的政治途徑加以解決，其原因在於：該案

件當時在政治上屬於高度敏感性。實際上，共產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直在

反對納粹黨，該黨許多領導人因此遭受到殺害或流放，故其在德國社會上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同情。1949 年，共產黨在德國獲得 140 萬張的選票(6%)，佔有聯邦

議會 15 個席次，再加上國際冷戰的緊張與德國分裂的複雜狀態，憲法法院只能

採取靜觀其變的策略。此後，共產黨的影響力逐年下降，至 1953 年，共產黨在

西德僅佔有選票的 2.3%。1956 年，在西德經濟獲得驚人的恢復後，共產黨的影

響力幾乎已經銷聲匿跡(張千帆，2011：280)，同年 8 月，聯邦憲法法院方才打

破沉默，宣布解散德國共產黨。 

 聯邦憲法法院之判決137指出，政黨是否違憲取決於它是否有決心不斷的對抗

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以及為達到這個目的所根據之計畫與政治行動。而是否符

合這個標準可由該黨的政治綱領、官方口號、領袖發言以及教育文宣中推知。在

長達 300 多頁的理由書中，聯邦憲法法院詳盡的分析了共產黨的理論基礎、發展

歷史與內部組織型態，並以此宣告共產黨違憲(Murphy/Tanenhaus, 1977: 

621-626)。憲法法院分析：德國共產黨信仰馬列主義，並以之為政治行為的指導，

其終極目標是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及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國家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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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VerfGE, 5,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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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結構，恰好與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相互牴觸。在實際行動上，德國共產黨係以

艾德諾政府為攻擊目標，宣傳馬列主義及宣揚以國家解放鬥爭的方式統一德國，

並敵視現行基本法所揭示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此種敵視可由其黨內訓練與統一

宣傳文宣中得到證實，最後甚至要求全國性的反抗活動，故德國共產黨的主張與

實際行動以超出學術理論的範疇，非屬基本法保障的學術自由，而是一個意圖排

除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違憲政黨。 

 德國共產黨的命運如同社帝黨，其組織因被宣告解散而受取締，該黨之議員

亦喪失其議員資格。直至 1968年 9月，30名前德國共產黨黨員以及前德共國會

議員，重新組織了共產黨成立了新的德國共產黨。新成立的共產黨名為：Deutsche 

Kommunistische Partei(簡稱：DKP)，以別於舊的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其成立 5 人工作委員會，並以 59 歲的前德共黨員巴赫曼(Kurt 

Bachmann)為最高領導人主持黨務。新共產黨成立後，該黨致各共產黨員及馬克

思主義者的函件中曾表明：「我們遵守基本法，我們支持基本法中所規定的民主、

基本權利及原則。」由此可見，新共產黨似以放棄暴力推翻政府的目的，在政策

上也與舊的共產黨的路線完全不同(施啟揚，1971：149)，故在事實上並無以違

憲政黨之替代組織取締的必要，新德共因此存續至今。 

 (三)國家民主黨 

 國家民主黨建黨的動力係來自德意志帝國黨黨魁塔登(Adolf von Thadden)。

鑒於 1963 年布萊梅邦選舉中兩個極右政黨138成功整合，而致使極右勢力取得進

入議會的勝利，塔登便順勢促成兩黨組織的合併，一年之後，極右勢力的策略性

聯盟－國家民主黨(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NPD)正式成

立。 

國家民主黨集合德意志帝國黨及其他極右政黨的昔日黨員於一體，該黨的領

導者，都是過去德意志帝國黨的高層人士。國家民主黨以社帝黨為前車之鑑，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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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德意志帝國黨(DRP)與德意志黨(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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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表面上對憲政民主認同的宣示，以圖擺脫納粹主義政黨及社帝黨繼承者的嫌疑

139。然而，從黨綱、黨組織結構及黨領導人和黨員特質看，國家民主黨雖不宜被

歸類於典型的納粹主義政黨，但無疑是一個同情納粹政權、而以極端民族主義與

反憲政民主精神為導向的極右政黨。該黨之所以非納粹黨，是因為黨不以種族主

義思想為出發點。惟該黨以濃厚的民族保守色彩，別於其他黨派。其黨綱中亦要

求，深化民族意識、優先予德國本國人就業機會以及終止審判納粹戰犯，並否認

第三帝國為發動二戰的禍首。國家民主黨之黨組織結構呈現出層級式威權型領導

特色，無黨內分權化與民主化結構可言。黨內的領導人與黨員亦同出極右陣營的

一 源 ， 思 想 和 言 行 上 皆 具 崇 尚 威 權 、 反 多 元 民 主 的 同 質 性 (Armin 

Pfahl-Traughber, 1999: 25-26)。國家民主黨甫成立之時，便試圖進軍國會。

一九六五年聯邦議會第 5 屆選舉，該黨雖以 2%得票率未能如願，但此結果卻達

到引起政界和普遍民眾關注的效果，而 1960 年代後半期，該黨在吸收黨員以及

參加邦議會選舉方面，展現出了輝煌的成果140，並成功進入 7 個邦議會141。國家

民主黨所當選之邦議會所在地乃係分散於全國各地，並無集中在特定地區之現象，

顯示出該黨的受支持度遍及全國。地區議會選舉的成果鼓舞國家民主黨再接再厲

攻取第 6屆國會的席位。政界則以倍感憂心來面對極右政黨可能的勝選。讓國家

民主黨員失望的是，1969 年大選的結果，該黨以低於門檻 0.7%的些微差距，不

得國會之門而入142(葉陽明，2011：190)。而這次全國大選的挫敗開始了國家民

                                                      
139

 例如該黨成立時刻意不推塔登為首任黨魁，而係由提倫(Friedrich Thielen)出任黨魁，其目的 

不外是要避免政界對黨產生創黨元老個人專權的負面印象，並為黨塑造權力可交替的溫和形

象。 
140

 該黨得勢的主因有二：其一，全國經濟發展倒退，失業率上升；其二，在左、右兩大黨組成 

的大聯合政府治理下，國會內缺乏強勢監督政府及制衡執政黨的在野力量，致使國會外的反 

對勢力日益壯大，議會政治陷入非常態的危機，讓激進勢力有擴展的良機。參戰葉陽明， 

《德國政治新論》，五南圖書，2011，頁 189。 
141

 其分別是：1966 年 11 月的黑森邦(Hessen)與巴伐利亞邦(Bayern)的邦議會選舉、1967 年 4 

月的萊茵法爾茨邦(Rheinland-Pfalz)與史雷斯威侯斯坦邦(Schles-wig-Holstein)的邦議會選舉 

、1967 年 6 月的低薩克森邦(Niedersachsen)議會選舉、1967 年 10 月布萊梅邦(Bremen)議會選 

舉、1968 年 4 月的巴登伍騰堡邦(Baden-württemberg)的邦議會選舉。 
142

 其失利原因有二：其一，60 年代結尾國內經濟情勢好轉；其二、黨面對黨政界貼以納粹政 

黨標籤的選戰抨擊，無法以忠於憲政民主法治來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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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黨的快速沒落，本次失敗以及黨內領導者的爭鬥使的該黨黨員人數不斷下滑，

時至 1980 年該黨黨員人數已跌至 7200 人，與 1969 年選舉時的 28000 人相比可

謂差異頗大。 

 國家民主黨在 1969 年國會大選失敗後，該黨的狀態每況愈下，不僅黨員持

續流失，且在 70年代中央與地區選舉中亦失去過往的支持者。但 1980年中期以

後，該黨出現否極泰來的現象，尤其是與與德國人民聯盟合作參選的策略，更是

讓該黨得以小幅改善其地區選舉的結果 (葉陽明，2007：60-61)。時至 1996 年，

國家民主黨黨大會選出伏格特(Udo Voigt)為黨主席，致使該黨有重振 1960 年代

的雄風的跡象，對於德國民主之挑戰亦隨之俱增。伏格特上任之初，為防止退黨

風潮，黨員的吸納並不排除新納粹份子及納粹主義信徒。以致幾年後，黨員總數

成長了近一倍。另一方面，黨朝新方向努力，包括使用極右激進意識形態來詮釋

社會經濟現狀及黨的對策，以及加強以民族革命思想及納粹主義為導向的政治宣

傳，其宣傳手法不外有：誇大失業問題與外國人問題的關聯性及其嚴重性，並藉

以升高民眾對社會危機的恐慌等手段(Armin Pfahl-Traughber, 1999: 35-36)。

20 世紀末的國家民主黨雖突破了以往的困境，進而有些許的提升，但仍不敵整

個政治大環境的框構，若由 1998 年以及 2002 年聯邦議會第 14、15 屆的選舉結

果來看，國家民主黨的得票率在全國境內分別只拿到 0.3%與 0.4%的選票，可見

該黨尚未得到普遍程度的支持。 

 對於國家民主黨這個極右政黨的發展，事實上德國國內的憲政機關早已在

1968 年該黨得勢之時就有以司法途徑對付該黨的計畫，有鑒於該黨同情納粹政

權、而又承襲社帝黨的事實，引起了應否以社帝黨後續組織或替代組織為由向憲

法法院聲請國家民主黨違憲之討論。然而當時的內閣會議基於基於三點考量，於

1968 年底決定擱置對國家民主黨的起訴案：其一，黨禁案的提起極可能激起多

數保守選民的不滿；其二，對該黨的起訴間接意味對其他政黨保守右翼(如：基

社聯盟)的指控，其後果難以評估；其三，該黨雖一度得勢，但還不致於贏得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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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國會大選的勝選，如此，德國憲政民主及議會政治尚無飽受威脅之虞，起訴自

然沒有迫切性(葉陽明，2007：80-82)。直至 20 世紀末、21 世紀初，國家民主

黨在伏格特領導下又有了重振的跡象，引發各界的憂心，進而造成是否該聲請憲

法法院審查的廣泛討論，當時的學界的討論共計有三種方向(Oliver Lembcke, 

2001: 20-21)： 

1. 憲法保護體系所提供的資料證據，顯示出國家民主黨的危險性，故應將 

其禁止。 

2. 即使禁止國家民主黨，情況也不會有任何改變，只會導致其成員轉入地

下活動的危險。 

3. 對政黨實行禁止這一手段是多餘的，因為只有公民社會才能有效地與極

右主義抗爭，只有社會才能解決此一問題。 

另一方面，在巴伐利亞邦政府內政部長貝克史坦(Günter Beckstein)與聯邦

政府環保部長特里廷(Jürgen Trittin)主張對該黨起訴到底之下，2000 年夏天，

政治界亦展開為期半年的黨禁議論過程，其後也導致聯邦議會、聯邦參議院以及

聯邦政府於 2001 年時不約而同向憲法法院提起政黨違憲案。惟始料未及的是，

兩年的審案過程中一再橫生枝節143，致使爭訟程序無法順利進行。2003年 3月，

憲法法院主審黨禁案的第二審判庭宣告中止該案的審理。此種對護憲體系而言親

痛仇快的結局，讓國家民主黨繼 1968年黨禁案被擱置後又僥倖避開黨禁一劫(葉

陽明，2011：219-220)。直至 2016 年，聯邦參議院再次的向聯邦憲法法院聲請

該黨的違憲解散案，國家民主黨方才再度的回到在憲法法院的審判庭之內。 

 最後，國家民主黨是否違憲的問題，從 1960 年代開始爭論至 21世紀，這長

達 40 幾年的論戰，終於在 2017 年 1 月 17 日被聯邦憲法法院以判決畫下句點並

                                                      
143

 所謂「橫生枝節」是指意外發現兩個深具諷刺性的狀況：其一、依聯邦內政部代表向聯邦憲 

法法院的陳情，國家民主黨北萊茵－西法倫邦黨部前任副主席傅潤茨(Wolfgang Frenz)曾經為

該邦護憲廳工作長達數十年。其二、同一黨部的現任黨魁侯特曼(Udo Holtmann)被列在邦護

憲廳支薪名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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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國家民主黨毋庸解散」。判決中
144
，聯邦憲法法院首先是確認了國家民主

黨的政治目標乃是廢除德國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但因該黨之情形不符合基本法

第 21條第 2項之要件從而否定了解散該黨之必要性，其認為145：『第一，該黨所

標舉的「民族」(Volk)概念違反了人性尊嚴，其拒絕了人在法律之前的平等，同

時他們的政治理念也隔離、輕視各種社會群體，例如外國人、移民、宗教與其他

領域的少數群體等。第二，該黨對於民主原則的觀點乃係不尊重自由民主憲政秩

序的表現。該黨定義的「人民與國家的單一性」(Einheit von Volk und Staat)

拒絕非德意志種族參與政治，從而與所有公民平等參與形塑政治意見的理念相衝

突。另外國家民主黨更倡議廢除既有的國會代議政治，以遵循「民族共同體」的

民族國家取代。第三，國家民主黨的本質也與國家社會主義相當類似，該政黨的

「民族共同體」概念以及貶損既有民主秩序的存在，都顯示它與國家社會主義的

相似之處。更甚者還有公開宣示對於國家社會主義勞工黨(納粹黨)領導人物的認

同、使用特定的國家社會主義單字、詞彙、歌曲與符號，以及對歷史修正的聲明

與國家社會主義的親進行等等。國家民主黨與國家社會主義的相似之處進一步確

認了它對於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不尊重。然而，之所以不必禁止該黨之理由，在

於國家民主黨的確展現了表達他們對於反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信念的支持以及

投入。該黨雖然以系統性的行為推動達成它的信念，這也的確構成廢除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的準備動作，惟事實上並沒有特定且有力的指標能夠顯示國家民主黨確

實會達成這些反對憲法的目標。既無法看出該黨有辦法成功地藉由國會或國會外

的民主手段達成它的目標，更沒有辦法特定且有力地指出該黨超越可容許的政治

競爭範疇，從而也沒有辦法主張它有構成基本法第 21 條第 2 項當中的「意圖」

(darauf ausgehen) 要件。』總而言之，聯邦憲法法院認定國家民主黨是一反對、

                                                      
144

 2 BvB 1/13. 另參照聯邦憲法法院新聞稿：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SharedDocs/Entscheidungen/DE/2017/01/bs20170117_2

bvb000113.html;jsessionid=9D5D7709CFFABB1C7202532617188B49.1_cid393 
145

 判決譯自：《極限焦點－德國憲法法院認定極端政黨 NPD 毋需解散》。參照： 

http://www.focusconlaw.com/kein_verbot_der_npd_wegen_fehlender_anhaltspunkte_fur_eine_e
rfolgreiche_durchsetzung_ihrer_verfassungsfeindlichen_zi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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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追求廢除德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政黨，但由於目前缺乏具體的跡象證明該

黨能夠成功達成這些目的，故該黨並不具威脅潛力，從而不予解散。 

 對於國家民主黨的此種結果，有論者認為，聯邦憲法法院在實務上採取以有

無危險性、有否具有形成氣候的條件為判斷政黨是否需解散標準，而不再採取嚴

厲極積極的取締政策，係為了避免替這些極端團體塑造成英雄宣傳(陳新民，2015：

825)來助長極端勢力。惟本論文以為，憲法法院不解散國家民主黨係基於政治環

境考量之故，過往的社帝黨與共產黨之所以順利被解散乃是因為戰後的德國社會

對於納粹時代與威瑪共和的教訓仍記憶猶新，激進主義較不為人們所接受，故政

府掃除極端勢力的作為較容易獲得人民的支持。但反觀現今政治環境，湧入德國

的難民問題依舊難解，難民與德國本國人的衝突日與俱增，許多國人對基本法的

價值開始產生了質疑。在這種條件下，無疑給了極端主義滋長的溫床，政治上贊

同極右主張的民眾亦形成了一股不能小覷的勢力，此觀 2017年 9月 24 日德國大

選即可得證，本次的國會大選由主張民族主義與反伊斯蘭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

以 13.5%的選票，取得德國第三大黨得地位，選舉結果遠遠超出民調的預期，反

映了德國極右力量的再次復甦。倘若此時聯邦憲法法院執意將國家民主黨予以解

散，可能面臨的反抗與政治效應絕非戰後初期的社帝黨、德國共產黨解散案所能

比擬。聯邦憲法法院不予解散該黨的決定，或許已經不是單純的法律要件適用問

題，而是考量諸多因素後所為的政治性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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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憲政秩序中之角色、組織

結構及職能運作 

第一節 司法院及大法官之歷史發展與沿革 

一、清末時期至民國 16年的大理院時期 

    晚清末年，中日甲午戰役清朝帝國戰敗，清朝帝國簽訂馬關條約，並依該條

約割讓臺灣澎湖諸島予日本帝國。此後，中國知識精英便開始思索自強運動的缺

漏，比較戰勝國－日本的明治憲法的近代化制度革新工程，遂促使清末光緒帝推

動維新。光緒 32年(西元 1906年)7月 13日光緒帝諭示「預備立憲」，隔年 8月

1 日宣布「憲法大綱」，此為我國憲法史上第一部君主立憲憲法原則之草案，該

草案中對於憲法解釋則付之闕如。預備立憲後，清朝帝國發佈新官制(官制改革

或稱法制改革)，將中國傳統政治制度予以重大變革，其中關於司法改革之部分

乃係將刑部改制為法部，專責司法。大理寺改制為大理院，專掌審判。並制定大

理院審判編制法規定：「大理院之審判，於律例緊要處表示意見，得拘束全國審

判衙門。」宣統 3 年 8 月 19 日武昌起義，清朝帝國迫於情勢政治壓力而採取君

主立憲模式，於同年9月13日宣布十九信條，作為將來草擬憲法的準繩(楊與齡，

1998：14)，惟十九信條並未明文有關憲法解釋之規定。當時有關憲法解釋之規

定，乃定於宣統 3年清廷所頒布的弼德院官制第 6條，該條係採取議會釋憲制度

的體例而明定：「左列事件，應由弼德院議決具奏：….二、憲法及其附屬法之審

議及解釋。….」此外，關於統一解釋法令之職權，則可見於宣統元年制定的法

院編制法第 35條：「大理院卿有統一解釋法令必應處置之權…。」之規定，本條

規定是我國最高審判機關兼掌統一解釋法令之始，也是我國特殊之統一解釋法令

職權的起源。 

武昌起義成功中華民國肇建，臨時政府設立後其實並未建立釋憲機關以及釋

憲制度，僅因民國共和政體與前清朝帝國官制有別，而將大理院正卿改為大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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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1912 年袁世凱主政，同年 5 月 1 日制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惟該法未對

憲法與法令解釋設有規定。但同月 24日公布的參政院組織法第 2條則：「左列各

款由大總統交參政院議決之。…二、約法及附屬於約法各法律疑義之解釋事件。…」

之規定。同法 9條第 2 項亦規定：「第二條第二款….所定交議之事件，以參政院

半數出席，出席過半數之議決行之。可否同數時，取決於議長。」同法第 12 條

後段復規定：「….認為須付審查或起草者，由議長指認審查員或起草員。」由此

可知，當時之制度係承襲清朝帝國的憲法解釋觀念，而採議會釋憲制度，至於一

般法令之統一解釋職權，仍由大理院掌理(陳怡如，1999：33)。袁世凱稱帝失敗

後死亡，法統斷續，軍閥征戰，但當時大理院解釋法令之工作仍繼續不墜，其中

包括憲法解釋在內，例如該院統字第 779 號解釋即為信仰自由作出：「依約法信

教自由之規定，夫自不能禁妻之奉教。」之解釋。 

 曹錕憲法時期，則仍維持議會釋憲制度，曹錕憲法 139 條規定：「憲法有疑

義時，由憲法會議解釋之。」該法第 140條規定：「憲法會議由國會議員組織之。.」

但對於中央與地方關係之解釋，則由最高法院解釋之。而嗣後的段祺瑞、張作霖

掌政等時期，皆無對憲法解釋之特別規定，中央與地方之關係，實際上又因戰亂，

軍閥自主性高而罕見解釋。北方軍閥統治期間，大理院對於法令統一進行廣泛大

量解釋，至今仍有司法實務之參考價值。另外，大理院進行審判時，也有直接適

用憲法，或援引憲法條文之規範意旨進行解釋，該院實質上扮演著釋憲者的角色。

而國父 孫中山為南下推動護法運動所成立的革命政府，則是沿用過去的法院編

制法，而設掌理法令解釋與終審權的大理院(楊與齡，1998：17-21)，但在實際

上，該院從未展開其解釋法令的工作。 

二、民國 16年至 17年的最高法院時期 

民國 13 年 1 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意將原本的大

元帥府改制為國民政府，實行以黨建國及以黨治國。民國 14年 3月 12日國父病

逝。同年 7 月 1 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制定「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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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同日在廣州正式成立國民政府，國民政府成立之初，仍由大理院兼掌司法行

政事項。民國 15年 1 月設「司法行政委員會」接管司法行政事務。同年 11月，

設「司法部」掌理司法行政。民國 16年 3月 10日修正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

同年 8月 9日另訂司法部組織法，同月 12日，國民政府令司法部籌辦最高法院。

民國 16 年 10月 25日，國民政府公布「最高法院組織暫行條例」，最高法院遂正

式成立，依據該條例第 3條前段規定：「院長有統一解釋法令及必要處置之權。」

(陳怡如，1999：36)可見當時的法令解釋權，乃係設計予最高法院院長所獨掌，

以取代原先大理院之職權，該院嗣後所作出之法令解釋，如解釋第 7 號(子女有

財產繼承權)、解字第 33 號(結婚自由)、解字 35 號(男女平等)等解釋，均係與

憲法有關之解釋。 

三、民國 17年至 36年訓政時期之司法院與國民黨中執會 

全國完成形式統一後，國民黨政府隨即推動訓政。民國 20 年 5 月 5 日國民

政府召開國民會議，並於同年 6月 1日公布「中華民國訓政時期臨時約法」作為

當時國家之根本大法(具有暫時性憲法性質)。依據該臨時約法第 30條規定：「訓

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中國國民黨

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約法第

85 條復規定：「本約法之解釋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楊

與齡，1998：22)由此可知，我國訓政時期的憲法解釋權，乃係由行使中央統治

權之國民黨所行使。至於法令解釋權的部分，則係定於民國 17 年 10 月 20 日公

布，同年 11月 17日修正之「國民政府司法院組織法」中，該法第 3條規定：「司

法院院長經最高法院院長及所屬各庭庭長會議議決後，行使統一解釋法令及變更

判例之權。前項會議，以司法院院長為主席。」，可見當時的法令解釋權乃係以

司法院院長為權力行使之重心。同年 11 月 17 日，「最高法院組織法」公布146，

                                                      
146

 本法作為法院編制法之特別法，最高法院組織法與法院編制法大體相似，皆為對於法院之組 

織法的基本規範。 



 

113 
 

DOI:10.6814/THE.NCCU.PS.003.2018.F09 

其刪除了原最高法院組織暫行條例賦予該院的統一解釋法令權，而將此項權力疑

歸司法院掌理。未結解釋案件，亦事宜交司法院接辦(陳怡如，1999：37)。  

四、行憲後之司法院 

 訓政時期隨著民國 35年、36年中華民國憲法(下稱憲法)的制定、公布與施

行而結束，憲政時期自此正式開始，關於憲法解釋與統一解釋法令之制度，亦隨

著憲政時期的到來而有新的發展。 

 中華民國憲法係以五五憲草以及政協憲草為基礎所制定而成。該法第 77 條

規定：「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

員之懲戒。」第 78條則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

第 79條復規定：「司法院設院長、副院長各 1人，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

命之。司法院設大法官若干人，掌理本憲法第 78 條規定事項，由總統提名，經

監察院同意任命之。」故此時的司法院在憲法上乃係一掌有司法審判權、公務員

懲戒權、解釋憲法權以及統一解釋法令權的憲政機關。惟在實際上，司法院直至

今日均未曾直接掌理訴訟審判及公務員懲戒，憲政實務上的司法院，往往是以大

法官為行為主體，而執掌憲法解釋與統一解釋法令權而已。 

 憲法公布後，國民政府即依憲法之規定制定「司法院組織法」，於民國 36

年 3月 31日公布，並於民國 37年 6月 24日起施行。該法第 3條以：「司法院設

大法官會議，以大法官 17人組織之。行使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律命令之職權。

大法官會議，以司法院院長為主席。」之規定，確立了現行大法官會議之組織形

式。民國 37 年 7 月 1 日，行憲後司法院成立，總統依據憲法及司法院組織法規

定，提名第一屆大法官 17 人，經監察院同意者 12 人，於同年 8 月初到任(楊與

齡，1998：27-28)。第一屆大法官就任後，司法院旋即於民國 37年 9月 15日第

一次會議中通過「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規則」，確立大法官會議以合議方式行使憲

法解釋權之運作模式。民國 46年 5月 3日，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 76號解釋，

認「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共同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會」，而引起立法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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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不滿
147
，立法院遂由立法委員提案修正司法院組織法，以提高司法院大法官

任用資格以及憲法解釋之決議門檻。其後，立法院又依據立法委員之提案，於民

國 47 年 7 月 11 日制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以剝奪大法官自行訂定職權行

使程序之權。民國 81 年 5月 28日憲法第二次增修條文公布施行，司法院大法官

依據該次修憲獲得了審理違憲政黨之憲法審判權148，因此使得司法院大法官處理

業務之程序必須配合調整，故立法院乃將原大法官會議法之名稱修正為「司法院

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增訂違憲政黨之審理程序，並

於民國 82年 2月 3日公布施行(楊與齡，1998：37)。民國 94年，我國第七次修

憲決議凍結國民大會後，以往總統副總統彈劾案的議決權隨之由國民大會移轉至

司法院身上，從而由大法官負責組成憲法法庭進行審理，自此以後，我國現行的

大法官制度方才正式告以確立。 

第二節 司法院大法官於我國憲政秩序中之角色 

一、司法院大法官與我國政治民主化 

自民國 76年立法院通過解嚴案，蔣經國總統宣布自同年 7月 15日解嚴起，

我國即正式邁入憲政發展上，由威權體制轉向民主體制的政治民主化進程(葉俊

榮，1998：25)。在民主化進程中，由於威權體制不再，各種政治利益訴求與衝

突早已不能依靠原先的威權政治裁斷，僅能透過憲政體制中，憲法或法律所提供

之手段來平息紛爭，因此，執掌釋憲職能的大法官，無疑地被推往民主化進程的

最前線。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大法官亦稱職地發揮其作為「憲法維護者」角色該

有的職能，進而對於我國政治的民主化提供了堅實的憲法保障。 

 在威權統治時期，司法院大法官對於我國之政治民主化其實並無建樹，相

反地，大法官在某些時刻，甚至曾扮演過民主化的絆腳石，而成為威權政治的鞏

固者，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即是司法院大法官於民國 43年作成之釋字31號解釋。

                                                      
147

 立法院不滿之原因，可參見本研究第二節之第二小節。 
148

 參照第二次憲法增修條文第 13 條。 



 

115 
 

DOI:10.6814/THE.NCCU.PS.003.2018.F09 

該號解釋所擁護者，乃是國民政府之「法統」地位以及其代表全中國的正當性(葉

俊榮，2003：39)。當時在任的第一屆國民大會、立法院以及監察院等三個民意

機關之民意代表與委員均係由民國 38 年政府遷台前之大陸地區人民所選出，民

國 43年時，立法委員與監察委員之任期因屆至而面臨改選，依據憲法本文第 65

條以及第 93 條之規定，立委與監委的選舉必須在該年度如期完成，惟礙於當時

的政治現實，國民政府業已失去對於大陸的控制權，因此，舉行以全國為範圍的

「全國性選舉」事實上已經不可能。倘若國民政府在台灣地區舉行選舉，那就意

味著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地區的執政地位，導致兩岸在法理上出現兩個中國的

局面，從而影響國民政府作為中國合法代表的法統地位。 

為阻止此一結果發生，行政院以「第一屆立委與監委任期雖已屆滿，但目前

大陸各省以及蒙古西藏尚為中共所佔據，同時台灣各省也未正式成立議會，因而

事實上不可能依法辦理此類選舉」為由，聲請大法官解釋，欲藉由大法官之手來

保證政府對於整個中國的統治正當性。在行政院提出聲請之後，司法院大法官旋

即於民國 43 年 1 月 29 日作成釋字 31 號解釋，並於該解釋中以「正值國家發生

重大變故，事實上不能依法辦理次屆選舉」等理由肯定了行政院的請求，而為第

一屆立法委員與監察委員繼續留任提供了合憲性的支持149。按本號解釋之邏輯而

論，倘若國民政府一天沒有光復大陸，而無法在「全國」的範圍內辦理選舉，第

一屆民意代表則可無限期的擔任下去(黃柳建，2016：15)，然而，就當時的歷史

情境與後續之發展來看，釋字 31 號解釋揭示之改選前提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實現

的條件，其對憲政體制所造成之影響，也僅是鞏固威權體制、奠定後續萬年國會、

萬年國大的憲法基礎而已150。 

                                                      
149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1 號解釋：「憲法第 65 條規定立法委員之任期為 3 年；第 93 條規定監 

察委員之任期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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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萬年國會確立後，雖尚有小部分代表增額補選的情形，但並未改變國會被第一屆民意代表霸 

佔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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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 30年以後，隨著黨外民主抗爭運動不斷的發展，民進黨在民國 75年突

破當局黨禁的限制而成立，對此，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並沒有對之採取包括法律行

動在內的任何打壓行動。相反的，國民黨政府於民國 76年時，解除長達 38年之

久的戒嚴令，並於民國 80 年時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這一系列的作為，其實

表明了國民黨政府無意繼續維持威權獨裁的專權體制，而開始在根本上轉變執政

思維，朝著政治民主化與多黨政治的方向邁進。惟民主化的推動，勢必需要一個

真正代表民意的機關存在，若民意機關係由一群長年不改選的民意代表所壟斷，

民意機關則無法及時地反映民意，從而無法代表人民。在此一背景下，長年不改

選的萬年國會與萬年國大，旋即成為了民主化過程中首先要解決的問題。為回應

人民要求萬年民意代表下台的呼聲，以及我國政治民主化的迫切需要，時任立法

院立法委員的陳水扁、余政憲以及彭百顯等 260 位立委即對萬年國會之問題提請

大法官解釋。民國 79 年 6月 21日，大法官對上述問題作出了釋字 261號解釋，

該號解釋解釋文中首先確認「民意代表之定期改選，為反映民意、貫徹民主憲政

之途徑」的原則，並以此為基礎，指出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應停止行使職權，俾

利舉行新一屆的中央民意代表之選舉。大法官於解釋中以「釋字第 31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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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由，巧妙地修正其在釋字第 31 號解釋裡的觀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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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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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為萬年國會之終結作出決定性的臨

門一腳(黃柳建，2016：16)，並為我國政治民主化之目標向前推進一大步。 

釋字 261 號解釋作成後，我國在民國 80 年時舉行第二屆國大代表選舉。在

此後的幾年時間裡，由人民定期選舉產生，具有廣泛民意基礎的第二屆、第三屆

國民大會成為了憲法的唯一修正機關，而在往後的憲政改革中發揮了主導性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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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諸如第二屆國大推動的第二次、第三次修憲；第三屆國大推動的第四次修憲，

均是完善我國憲政制度的重要里程碑。然而，在民國 88 年 9 月 4 日，第三屆國

大代表表決通過第五次修憲之決議，該次修憲主要係為完成「改革選制」，國民

大會擬將國民大會代表自第四屆起改以比例代表產生並且將國代人數減為 300

人。惟為配合國大代表改為比例代表的選舉方式，並依附立委選舉產生，本次改

制的同時亦以令人詬病的程序修改了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的任期，並將之延

長至民國 91年 6月 30 日。國民大會代表的任期因本次之修憲案實質延長 2年又

42天之久(曾建元/謝秉憲，2001：346)，第四屆立委之任期也因此延長 5 個月，

形成了制憲機關自行延長自己任期的奇特現象。此一明顯具有自肥嫌疑的延任案

一經公布後，即招致了全國人民一片譁然，立法院的國民黨黨團、民進黨黨團以

及新黨黨團亦分別對本次修憲之結果提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司法院大法官遂於

民國 89 年 3月 24日作成釋字 499號解釋，並在該解釋文中宣告第五次修憲之結

果因違背我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而失其效力。本號解釋之作成，不僅確保了

憲法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存續，其更直接導致國民大會走上終結之路，並為我

國建立了一個的強大司法權威，使得人民得以知悉在代議士侵害他的「主人」時，

還有一個強大的司法機構能夠保障自身的權利(黃柳建，2016：17-18)。整體而

觀，司法院大法官在威權統治過後的民主化過程中，憲政民主角色上逐漸由威權

體制的鞏固者轉化為超越民意機關的獨立司法仲裁者，其發揮捍衛憲政民主之功

能，提供我國政治民主化發展中，最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司法院大法官與立法權之關係   

我國司法院大法官與立法者之關係，首先展現在法律規範的違憲審查機制上。

誠如德國文化歷史學者 Jacob Burckhardt所言：「權力本惡」(Macht ist böse an 

sich)。因此縱使憲法明文要求各國家機關必須在符合憲政秩序範圍內行使國家

高權，然而若未建立相應的違憲審查機制，則憲法規範－諸如基本權之保障與政

治運作規則，不啻僅能成為華麗的政治裝飾品而無法對國家高權產生拘束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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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實踐憲法上之規範內容，許多民主法治國家設有制衡立法者立法的違憲審

查機制，以期透過釋憲權的運作使抽象的憲法規範得於政治或社會領域中具體實

踐，並使之成為人民政治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之構成要件，此點我國亦不例外。

我國憲法為確保法律之合憲性，即明文賦予司法院得透過大法官行使解釋憲法、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151，並得對法律及命令有無牴觸憲法進行審查，而於法

律與命令牴觸憲法時宣告該法令無效152(陳慈陽，2015：4)，是以，在我國的憲

政運作下，司法院大法官可謂是立法者立法行為之監督者，其係藉由對法律規範

的違憲審查，來確保憲法的最高性能夠獲得充分的實踐，俾使立法權之運作能不

至逾越憲法所揭示的基本精神。 

 依據現行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規定
153
，立法院之立法委員擁有兩種途徑可資開

啟大法官釋憲的大門：一是立法委員過半數通過釋憲聲請之動議，其方式係以立

法院決議為之，故以立法院為釋憲的聲請人；其二則為立法院總額三分之一之立

法委員，連署提出而聲請。與德國相同，這些立委之釋憲聲請權，在實際的憲政

運作－尤其是保障少數意見上，乃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已故前大法官吳庚即認

為立法委員聲請釋憲權的意義係在於保障不同意見之立法委員仍有表達其反對

意見之機會，得以通過大法官行使違憲審查權之方式，來緩和多數決可能產生之

弊端(吳庚，2004：368)。除國會多數執政黨與行政當局意見相左之情形外，保

障反對黨參與國政之權，乃可發揮反對黨於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監督控制政府之

作用，而少數立法委員聲請釋憲之規定，則有助於促成國會議決在實質上尊重多

數，在程序上保護少數，達成「程序上尊重少數、保護少數」、「實質上以多數決

並尊重少數」之目的(陳淑芳，2004：302)。是以，本條之立法理由即明示：揆

諸奧、德、法各國憲法賦予國會的少數議員，有聲請抽象法規違憲審查之權，以

保護議會之少數黨，而我國自當引進此等化解政治紛爭、法律衝突的釋憲制度，

                                                      
151

 參照憲法本文第 78 條、79 條第 2 項以及第 178 條。 
152

 參照憲法本文第 171 條至 173 條。 
153

 參照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款以及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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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少數黨能間接地制衡多數黨
154
(楊子慧，2008：42)，以俾我國建立正常且合理

之憲政秩序。 

除此之外，大法官與立法權之關係，亦彰顯在法規範審查的個案之中。大法

官在審查法律是否有違憲之虞時，常指示立法者應有如何之作為義務155，而對於

立法的方向或態度有相關的說明與建議，有甚者，大法官亦曾在個案中為填補立

法的漏洞而直接代替立法者處理該個案或具體指陳立法者應如何作為，以致司法

院大法官在某些個案中，居於指導或代替立法者之地位，從而成為立法者的導師

或代替立法者(吳信華，2009：66-67)。例如釋憲實務上，大法官針對「民法禁

止子女提起否認生父之訴」案所作成的釋字 587 號解釋，該號解釋即曾以：「子

女獲知其血統來源，確定其真實父子身分關係，攸關子女之人格權，應受憲法保

障。民法第 1063 條規定：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

為婚生子女。前項推定，如夫妻之一方能證明妻非自夫受胎者，得提起否認之訴。

但應於知悉子女出生之日起，1 年內為之。係為兼顧身分安定及子女利益而設，

惟其得提起否認之訴者僅限於夫妻之一方，子女本身則無獨立提起否認之訴之資

格，且未顧及子女得獨立提起該否認之訴時應有之合理期間及起算日，是上開規

定使子女之訴訟權受到不當限制，而不足以維護其人格權益，在此範圍內與憲法

保障人格權及訴訟權之意旨不符。」為由，要求、指導「有關機關(主要是立法

機關)並應適時就得提起否認生父之訴之主體、起訴除斥期間之長短及其起算日

等相關規定檢討改進，以符前開憲法意旨。」而為使原因案件的當事人，能獲得

即時之實質救濟，大法官特別在解釋中表明：「本件聲請人如不能以再審之訴救

濟者，應許其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一年內，以法律推定之生父為被告，提起否認

生父之訴。其訴訟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親子關係事件程序中否認子女之訴

部分之相關規定，至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起訴者，應為子女之利益為之。」此即係

                                                      
154

 參照立法院，《立法院公報》，第 82 卷第 2 期，頁 380。 
155

 主要是促其修法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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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當時法律欠缺相關訴訟程序之規定，而以法官造法之方式補充立法不足
156
(廖

義男，2015：5-6)，以代行立法者處理解釋中之個案，使得聲請人得根據大法官

所作成之解釋，進一步提起訴訟而為權利救濟。 

 在我國的憲政運作中，司法院大法官負擔著法律違憲審查的任務，在近年政

治司法化的潮流下157，大法官更常被賦予解決政治爭議之功能。在常態的憲政運

作中，大法官權力之行使自應受到權力分立的限制，並應受其他機關－特別是代

表立法權的國會之尊重。然而，憲法法院行使職權的過程中，在某些時刻仍會出

現大法官與國會的非常態互動，倘大法官作出的決定有損國會之利益而無法被國

會接受時，國會可能將透過修法、修憲等方式對大法官作出具體的回應，其內容

往往是限縮大法官的權限或加強對大法官之干預，從而形成了司法院大法官與國

會兩個憲政機關之緊張關係。在過往的經驗中，此種緊張關係的發生並不在少數，

例如民國 43 年底，立法院向各國國會聯合會提出入會申請，並由 415 名立法委

員組成國會聯合會中國國會小組，因而引發監察院和國民大會的不滿，導致其分

別致電要求總統召集相關院院長會商，以解決憲法上未處理的「何機關屬於西方

民主國家之國會」的爭議。面對立法院自行由立法委員組成國會聯合會中國國會

小組，監察院認為應由立法院和監察院兩院共派代表以代表我國國會；國民大會

則認為應由立法院、監察院及國民大會的委員與代表中，推出人選共同代表我國

國會(林亞薇，2015：8-9)。對於監察院與國大提出之會商解決請求，總統認為

此事涉憲法爭議，而非總統得以會商解決之範疇，故遂由總統府秘書長向司法院

大法官提出憲法疑義之聲請，以求司法解決我國國會究竟所指為何之問題。對於

此項聲請，司法院大法官旋即在民國 46年 5月 3日公布釋字 76號解釋，針對國

                                                      
156

 大法官釋字 624 號解釋亦沿用此種方法，來處理「軍事審判之冤獄不可依冤獄賠償法賠償」 

的問題，該號解釋指示：「在冤獄賠償法第 1 條修正施行前，或規範軍事審判所致冤獄賠償事

項之法律制定施行前，凡自中華民國 48 年 9 月 1 日冤獄賠償法施行後，軍事機關依軍事審判 

法令受理之案件，合於冤獄賠償法第 1 條之規定者，均得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2 年內，依該 

法規定請求國家賠償。」 
157

 政治司法化是當代我國政治的一個最新發展現象。所謂的政治司法化，係指司法主動或被動 

地介入許多政治糾紛，並透過司法手段來解決政治問題。參照王金壽，〈台灣司法政治的興起〉，

載於《台灣政治學刊》，第 16 卷第 1 期，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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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是否等同民國主家之國會作出解釋，該號解釋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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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號解釋中，大法官首先指出我國憲法所採之憲政體制與三權分立不同，

再以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同屬民意代表機關，「分別」行使的職權亦為民

主國家國會之重要職權，因而認為就憲法上地位及職權之性質而言，三者均相當

於民主國家之國會。在釋字第 76 號解釋作成「立法院、監察院、國民大會共同

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會」的結論後，固然滿足了監察院與國大之期待，但卻與立

法院的主觀認知不同。不同於監察院與國大對此結果無後續的動作，本號解釋一

出，立即引起立法委員之不滿
158
，在不到 20 天的時間內，立法委員旋即聯署提

案修正司法院組織法，並迅速通過「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之立法，以限制司法

院大法官之職權行使。在身分上，司法院組織法增修了大法官之資格限制，確保

                                                      
158

 例如該屆立委喬一凡委員曾言：「大法官對於解釋法律要非常注意，因為他的解釋往往與憲法 

有同等價值，我們對憲法的制定是很不容易，但現在的大法官往往以很少數人，獲得半數的

通過舉上幾隻手就可以解釋憲法和法律，他的權限大至如此，人選苟不慎，往往會鬧出許多

笑話。比如本屆大法官最近對國會方面的解釋就是一例。我們國父對五權分治有明確的指示，

而現在大法官解釋立法院、監察院、國民大會同為國會，成為兩院一會的國會，像這種兩院

醫會的國會，世界上是很少見的。我們的憲法是五權憲法，這樣解釋以後，變成三權的國會，

冶政權與治權為一爐，這種曲解的轉變，影響國家前途甚大，因之我們感覺大法官期已將屆

滿，對於人選的慎重與加強有不得不然的苦衷，而對於憲法的保障與回顧關係尤為重大，況

且時代是進步的，可是現在我們司法界還有前清和北洋軍閥的遺民遺老，而這些軍閥時代的

人物還有許多不正確的思想潛在頭腦裡，甚至這些人往往在司法界裡，已經成為德高望重的

前輩，因此對國父所主張的五權憲法以及政權、治權的部分常常有不了解的地方。今天這個

解釋，也可以說是一個證明的例子。我們現在要提出修改其主因不外對憲法的加強維護，對

大法官要提高他們的學識及能力，同時在憲法方面的解釋，要立有方案以提高他們的警覺，

使他們養成尊重憲法的習慣。因此將司法院組織法第 4 條提出修正，同時增加第 5 條…。」

參照立法院公報第 46 卷第 20 會期第 7 期，頁 52。 



 

122 
 

DOI:10.6814/THE.NCCU.PS.003.2018.F09 

大法官的公法學素養以避免其資格過於浮濫；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則是提高了憲

法解釋之門檻159，並明定大法官解釋之範圍，將其限縮於憲法有明文規定者。此

外，該法亦規定大法官解釋文應附理由書，連同不同意見書一併公布之規定(林

亞薇，2015：11-13)。整體而言，大法官為解決國會間之爭議而作成該號解釋之

後，催化了立法院對司法院大法官行使職權的規範制定，並限制了大法官的議決

門檻與職權範圍，使得大法官沉寂相當長一段時間無法作出解釋憲法之決議，雖

說司法院大法官並未就此有反抗的回應，但仍不解立法院與大法官之間所存在的

緊張關係。 

三、司法院大法官與行政權之關係  

因司法院大法官職司違憲審查與憲法解釋之權，故對於行政權而言，司法院

大法官形同居於憲政爭議仲裁者的角色。大法官常透過憲法解釋的論證過程，解

決憲政僵局，化解憲法爭議，使憲政運作中僵持之行政部門與立法院得以從容解

決政治紛爭，其依據憲法規範及其所彰顯之憲政價值對政治博弈中的行政與立法

機關進行終局裁決，是憲法得以在我國發揮規範效力的重要關鍵，故司法院大法

官於學者間160有「憲法維護者」的之美譽。 

在我國憲政發展經驗中，曾因為總統與立法院政治理念相左，從而出現重大

政策應由立法權或行政權決定之爭議，其中以第四核能發電廠(下稱核四)的爭議

造成之影響最為重大。民國 89 年，我國第一次政黨輪替，由長期支持反核運動

的民進黨執政，同年 5 月 20 日陳水扁總統指示相關部會「再評估核四」，嗣後

                                                      
159

 大法官解釋門檻，最早乃係依據民國 37 年 9 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所通過並公布之「大法官 

會議規則」，該規則規定大法官解釋憲法案件須經大法官總額過半數之同意；統一解釋法令則

僅須大法官總額過半數出席，出席大法官的過半數同意即可為之。民國 38 年政府遷台後，因

同政府遷台之大法官僅有 9 人，僅剛好法定員額(當時為 17 人)的半數，故在民國 41 年 4 月，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修正通過上述規則第 12 條，規定僅須有中央政府所在地全體大法官三分之

二以上出席，過半數同意，即可為一切解釋案之決議。在釋字 76 號解釋後，立法院將大法官

會議之議決門檻提升到相當嚴格的程度，依據大法官會議法之規定，大法官會議解釋憲法，

應有大法官總額四分之三出席，出席人四分之三同意，方可通過。 
160

 關於我國「憲法維護者」之討論，可參照翁岳生，〈憲法之維護者－回顧與展望〉，載於《法 

治國家之行政法與司法》，月旦出版，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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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長林信義即召開「核四再評估會議」，並且依據該會議之討論結果暫緩核

四工程各項採購與工程招標。對此，時任行政院長的唐飛，因自身主張續建核四

而與當時的陳水扁政府立場衝突，故其於民國 89年 10月 16日向總統請辭獲准，

隨後由張俊雄繼任行政院長，繼續執行停建核四之政策。與此同時，陳水扁總統

為了尋求立法院多數政黨的支持，在同年 10 月分別會晤了親民黨、新黨以及國

民黨等政黨之主席。然而，在與上述政黨會談結束後不久，行政院張俊雄院長旋

即對外宣布將不再繼續執行由立法院通過之核四興建預算案，此舉在政界無疑地

引起了軒然大波，在野黨之立法委員認為陳水扁總統失信於在野黨，故對總統提

起罷免之提案，並移請監察院彈劾行政院長；行政院亦在爭議爆發後聲請司法院

大法官解釋，以期司法院大法官解決核四停工之爭議
161
。 

為解決上述憲政機關之爭議，大法官遂於民國 90 年 1 月 15 日作成釋字第

520號解釋，為當時行政權與立法權所形成的憲政僵局，提供一條現行制度下的

化解途徑。本次核四興建的爭議乃涉及了行政院對立法院通過之工程預算的執行

問題(李建良，2000：37-38)，在該號解釋中，大法官首先確認了法定預算案因

係經立法院所通過及公布，其形式上與法律相當，本質上屬於措施性法律。然而，

行政院依職權停止法定預算中部分支出項目(核四之興建)之執行，是否當然構成

違憲或違法，則應分別情況而定。大法官認為：如係維持法定機關正常運作及其

執行法定職務之經費，倘停止執行致影響機關存續者，即非法之所許；若非屬國

家重要政策之變更且符合預算法所定要件，行政院依其裁量，自得裁減經費或變

動執行。至於因施政方針或重要政策變更涉及法定預算之停止執行時，則應本行

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憲法意旨暨尊重立法院對國家重要事項之參與決策權，依照

憲法增修條文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由行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適時向立

法院提出報告並備質詢。準此，本件經行政院會議決議停止執行之法定預算項目

(核四之興建預算)，基於其對儲備能源、環境生態、產業關連之影響，並考量歷

                                                      
161

 關於核四興建事實，可參見李建良，〈論停建核四電廠的憲法爭議〉，《月旦法學雜誌》， 

第 67 期，2000，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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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決策過程以及一旦停止執行善後處理之複雜性，自屬國家重要政策之變更，仍

須儘速補行上開程序。其由行政院提議為上述報告者，立法院有聽取之義務。行

政院提出前述報告後，其政策變更若獲得多數立法委員之支持，先前停止相關預

算之執行，即可貫徹實施。倘立法院作成反對或其他決議，則應視決議之內容，

由各有關機關依本解釋意旨，協商解決方案或根據憲法現有機制選擇適當途徑解

決憲政僵局162。 

四、司法院於司法體系之地位   

 司法院大法官乃是目前司法院行使職權的主要行為者，釐清司法院在司法體

系中的地位，實有助於吾人理解司法院大法官在我國司法體系中所扮演之角色。 

我國之司法權乃係交由司法院負責行使，故憲法本文第 77 條即規定，司法

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同

法第 78 條繼規定，司法院有解釋憲法、統一解釋法令之職權。與立法權、行政

權不同，司法機關並無中央、地方之分，蓋依憲法本文第 107 條第 3、4 款之規

定可知，有關司法制度、民事、刑事及商事之法律均係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

地方全無置喙之餘地，即使普遍存在之地區性質司法機關，如台北地方法院、台

灣高等法院等，亦係基於管轄區域所為之劃分，均係由司法院所設置，與各地方

自治團體無關，故與德國聯邦體制設有聯邦與各邦司法機關之設計迥然不同，呈

現較為「集中」的特徵。與其他四院均僅指明各本院之組織須另以法律定之者不

同，憲法於司法一章中，除司法院外，尚要求各級法院之組織亦一併以法律定之。

由此可見，制憲者顯然已清楚對司法結構有所著力，規定司法院下須設各級法院，

共同組成國家之司法機關(董保城/法治斌，2010：390)。 

我國制憲時的制憲者其實有意建立一個以司法院為首之強而有力的司法系

                                                      
162

 此處所指的適當途徑解決包括：立法院直接通過興建核電廠之法案，或由行政院與立法院朝 

野黨團協商達成解決，或是立法院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2 項第 3 款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

信任案，使其去職，或行政院長在不信任案通過後，呈請總統裁量下令解散立法院，或者總

統另覓行政院院長人選重新組閣，以擬定新政策方向。參照釋字 520 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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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即將司法院定位為我國之最高法院(雷震，2011：178)，使其同時兼掌審判、

司法行政與憲法、法令之解釋，從而成為國家之最高司法機關，此由民國 25 年

5月 5日所公布之五五憲草第 76條：「司法院為中央政府行使司法權之最高機關

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即司法行政。」的規定觀之，即可看出制憲者

的此一意圖(張嘉尹，2014：123)。司法機關最主要之功能乃係從事司法審判活

動，即以超然中立之地位，平曲直、定紛爭。故如司法機關非以審判為重心，而

偏於行政事務之處理者，則不宜被定位為司法機關，亦無法被冠以最高司法機關

之銜。然而，在制憲當時，制憲國民大會卻基於司法權功能分工之考量，決定將

一般的審判權由司法院手中抽離，致使司法院之職權僅止於解釋憲法與統一解釋

法令之權，形成了審判與憲法解釋從司法權分離的特殊現象。時至行憲以後，司

法院之基本組織體系又妥協於既有體制，而仍延續訓政時期之舊制，亦及在司法

院之下，另設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分掌憲法所定之民事、

刑事、行政訴訟及公務員懲戒事務。至於司法院則不負責除總統副總統彈劾、政

黨違憲解散案等憲法審判權外的任何審判工作，僅處理憲法解釋及法令統一解釋

之案件，其功能萎縮近於解釋憲法、法令之機關(董保城/法治斌，2010：392)，

對於其他司法機關而言，司法院至多只能依據法院組織法以及行政法院組織法之

規定，對各級法院與行政法院從事「司法行政」之監督(姜世明，2016：286)，

故司法院本身在我國司法體系中，僅具「最高司法行政機關」之地位，而非「最

高司法機關」。 

 為使我國司法趨於完善，同時使司法院能夠符合憲法第 77 條上「司法院為

最高司法機關」之意旨，司法院遂於民國 88 年 7 月 6 日時召開「全國司法改革

會議」，並於同年 7月 26日公布關於「司法院定位三階段變革」之改革結論，該

結論乃係預計於民國 99 年年底，以三個階段改革的方式163，完成「司法院審判

                                                      
163

 這三個階段分別是：(一)第一階段－一元多軌制：將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與公務員懲戒 

委員會歸併入司法院，並在司法院內另設民事庭、刑事庭、行政訴訟庭與公務員懲戒庭等「數

個」法庭，分別掌理民、刑事、行政訴訟以及公務員懲戒。此一階段預計於民國 92 年底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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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化」之目標
164
。民國 90年 10月 5日，司法院大法官更作成釋字 530號解釋，

進一步的指出：「憲法第 77條規定，司法院為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

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惟依現行司法院組織法規定，司法院設置大法

官 17 人，審理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令案件，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

之解散事項；於司法院之下，設各級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是司

法院除審理上開事項之大法官外，其本身僅具最高司法行政機關之地位，致使最

高司法審判機關與最高司法行政機關分離。為期符合司法院為最高審判機關之制

憲本旨，司法院組織法、法院組織法、行政法院組織法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

法，以副憲政體制。」由此當可得知，司法院在司法體系中之變革方向乃是朝著

「最高審判機關」的角色邁進。 

 然而，在釋字 530 號解釋作成後，上述司法改革之推動似乎並不順遂，全國

司法改革會議所研議之改革進程不僅沒有實現，司法院制度在後續的發展中亦未

出現最高審判機關化的跡象。不過，這並不代表著司法院定位的改革就此停滯，

相反的，目前的司法院及其大法官正朝著不同於「最高審判機關化」的「憲法法

院化」邁進。民國 106 年 9月，由總統召集的「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即係參考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制度，而提出了司法院應引進「憲法審查(訴願)制度」的研討

結論165；而民國 107年 3月，司法院第 167次會議通過、同年 5月中旬送立法院

審議的「憲法訴訟法」草案則是司法院朝向憲法法院型態發展的最佳例證。該草

                                                                                                                                                        
完成。(二)第二階段－修正一元多軌制：承上一階段，將司法院內之審判體系逐步縮減，除

憲法法庭一庭外，其他法庭縮編為民事訴訟庭、刑事訴訟庭、行政訴訟庭以及公務員懲戒庭

各「一庭」。此階段完成時間預計在民國 96 年底前完成。(三)第三階段－一元單軌制：司法

院置大法官 13-15 人，不分庭同時執掌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審判、公務員懲戒、憲法解釋

以及違憲政黨解散等事宜。大法官分三個法庭，分別受理一般上訴案件、公務員懲戒、釋憲

案之初步審查；情節重大之釋憲、政務官懲戒等案件，則由大法官 15 人組成大法庭審理之；

司法行政之決策權，則由首長制更變為 15 人之大法官會議決議之。最後一階段預計在民國

99 年年以前完成。參照董保城/法治斌，《憲法新論》，元照出版，2010，頁 394。另外，關於

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研討結論的進一步評析，則可參照陳新民，《憲法學釋論》，三民書局，2015，

頁 677-682。 
164

 所謂司法院審判機關化，即是以漸進的方式，將現行的司法院逐步改制為一個「全國最高審 

判機關」之意。 
165

 總統府，《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成果報告》，2017，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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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除強化了司法院大法官之職能
166
外，亦將大法官之組織予以法庭化、審判機關

(憲法法庭)化，司法院中的大法官在草案新制中，無疑被定性為行使憲法審判權

的審判機關。就此而論，目前司法院的發展，或許業已放棄過去那種將最高審判

權(終審審判權)集中於司法院一身的改革方向，而相對地傾向採取建立多元審判

體系，將司法院「憲法法院化」的改革，從而使司法院及大法官更趨近於德國聯

邦憲法法院之制度體例。 

第三節 司法院大法官之組織結構 

作為裁決我國憲政爭議以及權利救濟途徑的司法院大法官，其組織結構乃係

源自於憲法本文與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但對於司法院大法官之具體組織、架構

及職能，憲法中則是規範的相當簡略，行憲以來包含司法院大法官在內的司法體

系主要係由相關法律所主導形成(蔡宗珍，2004：102)。因此，因應憲法本文第

82條：「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所生之司法院組織法以及基

於司法院組織法第 6 條：「司法院設各級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其組織均另以法律定之。」所設的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等相關法制，即成為當前司

法院大法官組織的主要法源基礎。 

 一、司法院大法官 

 (一)大法官之資格 

 不同於我國一般法官，大法官之所以為「大」即是為凸顯其地位在憲法上的

崇高性167。這種崇高的特性亦反映於司法院大法官嚴格的資格要求上。 

                                                      
166

 草案中憲法法庭之全新職能，可參照憲法訴訟法草案第 1 條：「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一、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二、機關爭議案件。

三、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四、政黨違憲解散案件。五、地方自治保障案件。六、統一解

釋法律及命令案件」之規定。 
167

 不過，依據大法官釋字 601 號解釋理由書之意旨，在性質上司法院大法官的定位仍與一般法 

官一樣，而同為憲法上之法官，該號解釋謂：「大法官憲法解釋之目的，在於確保民主憲政國

家憲法之最高法規範地位，就人民基本權利保障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等憲法基本價值之維護，

作成有拘束力之司法判斷。大法官為具體實現人民訴訟權、保障其憲法或法律上之權利，並

維護憲政秩序，而依人民或政府機關聲請就個案所涉之憲法爭議或疑義作成終局之判斷，其

解釋並有拘束全國各機關與人民之效力，屬國家裁判性之作用，乃司法權之核心領域，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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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法官的任職資格要求首見於民國 36 年 12 月 25 日修正公布的司法院組織

法，其後完善確定於民國 46 年 12 月 13 日修正公布之司法院組織法第 4 條，依

據該條規定大法官應具有以下資格之一：「一、曾任最高法院法官 10年以上而成

績卓著者；二、曾任立法委員 9年以上而有特殊貢獻者；三、曾任大學法律學主

要科目教授 10 年以上而有專門著作者；四、曾任國際法庭法官或有公法學比較

法學之權威著作者；五、研究法學富有政治經驗，聲譽卓著者。」由此等標準不

難看出，大法官資格的原初規定，主要係考量大法官法律素養的高低，立法者顯

然認為具備高素養法律背景的大法官，方才能保證其釋憲之品質與質量(姚秀蘭/

丁紅梅，2013：501)。惟此一規定到了民國 104 年則有了改變，民國 104 年 2

月 4日，司法院組織法第 4條再度歷經修正，新公布之現行條文對於大法官資格

要求業已改為：「一、曾任實任法官 15年以上而成績卓著者。二、曾任實任檢察

官 15年以上而成績卓著者。三、曾實際執行律師業務 25年以上而聲譽卓著者。

四、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專任教授 12 年以上，講授法官法第

5條第 4 項所定主要法律科目 8年以上，有專門著作者。五、曾任國際法庭法官

或在學術機關從事公法學或比較法學之研究而有權威著作者。六、研究法學，富

有政治經驗，聲譽卓著者。」 

 兩相比較下可知，現行條文已將司法實務人員之資格大幅放寬，原規定僅限

於在最高法院擔任 10 年以上之法官，現改為由任何審級法院與檢察署具 15年資

歷的實任法官與檢察官，以及開放由執業25年的資深律師有擔任大法官之機會。

此一改革之優點在於網羅法律實務界更多元且更年輕的成員擔任大法官，俾使釋

憲結果更能符合多元社會的價值觀，思想也可望更加活潑與開明168。再者，大法

官由學術機構選才者，一向是新制與舊制均十分重視之議題，故兩者在其各自條

                                                                                                                                                        
一般法官相同，均為憲法上之法官。」 

168
 另外，司法實務工作者在任大法官前如係法官者，則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1 項後段：「司 

法院大法官除法官轉任者外，不適用憲法第 81 條(身分保障)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

之規定，其任期屆滿卸任後，仍應回復其原有職位而得繼續適用憲法上終身職之規定，從而

與不具法官身分而進用之大法官形成主要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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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均有類同之規定
169
，此係因大法官之職責必須對於法學有深入之研究使然，

如此方能隨著時代的進步，賦予我國憲法新的內容與理念。此外，因憲法是一部

高度政治性的法律，司法院大法官於選任或行使職權時亦難以根絕於政治或政黨

之外，考量讓瞭解政治實務運作、富有法政經歷的人士擔任大法官，可能使大法

官解釋不至於難以實現，同時享有民間聲望之政治人物若擔任大法官職務，亦可

能有助於民間對大法官的信心，故舊制設有「政治人物條款」(陳新民，2015：

759-760)，即：「曾任立法委員 9 年以上而有特殊貢獻者」與「研究法學，富有

政治經驗，聲譽卓著者」等兩款規定。但現行制度刪除前者「立委條款」，而僅

留後者「概括條款」。其主要理由乃在於：前者擔任立委之資格亦可由後者所概

括，不須獨列立委的資格，否則曾任行政、考試、監察機關之委員或其他職務者，

只要成效卓越是否均有擔任大法官的資格？由此觀之，舊制的立委條款恐存有使

立委自肥的疑慮，故新制將之予以刪除。最後，為衡平各種途徑進用的大法官人

選，俾使上開各項人才維持一個均衡比例，以達集思廣益之效果(張震，2018：

232)，舊制與新制均設有相同的人數限制，依據現行司法院組織法第 4 條第 2

項之規定：依據各款資格擔任大法官的人數，並不得超過大法官總名額的三分之

一。 

 (二)大法官之選任 

司法院大法官之選任，曾歷經過數次的制度變革。大法官之選任最早出現在

民國 36 年 12 月 25 日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本文以及民國 36 年 7 月 21 日立法院

通過的司法院組織法中。依據憲法本文第 79 條規定：「司法院設院長、副院長各

1人，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司法院設大法官若干人，掌理本憲法

第 78 條規定事項(解釋憲法與統一解釋法令)，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

之。」當時的司法院組織法第 3 條則規定：「司法院設大法官會議，以大法官 9

                                                      
169

 但兩者仍有些許不同。現行之規定要求被選任者須擔任專任教授 12 年，且其教學科目限於 

法官法第 5 條第 4 項之專業科目，相較於舊規定僅須教授主要法律科目 10 年，新規定可謂是

十分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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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組織之，行使解釋憲法並統一解釋法律命令之職權。大法官會議，以司法院院

長為主席。」顯見我國憲法對於司法院大法官原初的組織設計，乃是以總統為提

名機關、監察院為人事同意機關之選任程序所選出的大法官 9人所組成之組織。 

時至民國 36 年 12 月 23 日，立法院通過司法院組織法第 3 條修正案後，司

法院大法官之員額出現變動，該法將原本的大法官 9人組織提升為17人之組織。

民國 80 年，我國的憲政制度開始有了極大的變化。從民國 80 年 4 月起至民國

94 年 6 月，國會依據憲法 174 條的修憲程序，對中華民國憲法進行七個階段的

增修。這七階段的修憲，實際上具有制憲的效果(張嘉尹，2006：145)，其修憲

結果不僅顛覆了原本憲法本文的憲政設計，憲法本文中至關重要的關鍵條款，也

逐一被新型態的憲政制度所取代，從而形成了不同於以往的制度態樣，在關於司

法院大法官制度修改的部分，更對現行制度的具體運作產生了重大影響(張震，

2018：191)。其中關於大法官選任制度的修正變革共計有： 

1.關於大法官的組織人數，當時的憲法並無明文規定，其組織人數乃定於 

原司法院組織法第 3條第 1款之：「司法院置大法官 17人」。修憲機關為 

確立大法官組織的憲法法源，爰於第四次修憲時起將大法官的組織人數明 

定於憲法修增條文之中，並將人數減為 15人。 

2.在選任程序上，憲法本文原規定：「司法院院長、副院長以及大法官應由 

總統提名，監察院同意任命之。」民國 81 年第二次修憲時，因憲法增修

條文業已將監察院由民意機關改制為準司法機關，而不適合再對司法院大

法官行使同意權，故自該次修憲後大法官的人事同意權即移轉至國民大會

手上，由國民大會行使該等同意權。時至民國 89 年第六次修憲，因該次

修憲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已將國民大會由常設機關轉為任務型國大，其在憲

法上的諸多必須移轉由其他機關行使之，故自該次修憲後大法官的人事同

意權則改由同為民意機關的立法院行使。 

3.關於司法院院長以及副院長的身分，憲法本文原本未予規定，故在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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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年以前，司法院的正副院長並不須具備大法官之身分。此種制度之設 

計，顯有使院長副院長與大法官並列而不相隸屬之意，惟依當時的司法院 

組織法規定，大法官會議之進行仍以不具大法官身分的司法院院長為主 

席，形成了司法行政權170凌駕於大法官權限之上的怪異現象(蔡宗珍， 

2004：105)，直至民國 86年第四次修憲後方才將此一問題改正為「司法 

院院長同時為大法官」。 

4.大法官之任期在憲法中原本並無明文。司法院組織法第 5條第 2項原規 

定大法官之任期為 9年，無連任次數之限制。惟民國 86第四次修憲時所 

公布的憲法增修條文，對大法官的任期作出重大的改變，其將原本的任期 

由 9年縮短成 8年，並且將大法官之任命修改為以一次為限，不得連任 

(蕭文生，2005：39)。此外，若該大法官並為院長、副院長者，在該次修 

憲之後的新制下，則不受任期保障。 

 綜合上述，在歷經七次修憲的制度變革後，現行規定下的司法院大法官乃是

以總統為提名機關、立法院為人事同意機關之程序所選出，並由該程序選出的大

法官 15 人(包含具有大法官資格的司法院院長與副院長)所組成之組織。各該大

法官之任期為 8年，並不得連任，而任司法院院長與副院長之大法官，則無任期

8年之保障171。在實務運作中，符合資格之大法官人選，將由「大法官審薦小組」

篩選後報請總統提名，而總統提名後，即應咨請立法院行使同意權。立法院在行

使此一同意權時，則須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規定議決之(吳信華，2017：

676-677)。依據該法 29條之規定，行使大法官人事同意權時，「不經討論，交付

全院委員會審查，審查後提出院會以無記名投票表決，經超過全體立法委員二分

之一之同意為通過。」該法第 30條則有審查及詢問之規定：「全院委員會就被提

名人之資格及是否適任之相關事項進行審查與詢問，由立法院咨請總統通知被提

                                                      
170

 按司法院組織法之規定，司法院院長之職責乃是綜理院務及監督所屬機關，在性質上屬於司 

法行政權的範疇。 
171

 參照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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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列席說明與答詢。全院委員會於必要時，得就司法院院長副院長…與其他被

提名人分開審查。」此外，如被提名人選未獲同意時，該法第 31條規定：「同意

權行使之結果，由立法院咨復總統。如被提名人未獲同意，總統應另提他人咨請

立法院同意。」 

  就上述之選任制度而言，其實學說上多採肯定的態度來支持現行的大法官

選任，有論者認為：此種以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後任命的選任方式，乃係透過

具有直接民主正當性的總統與立法院之雙元民主正當性的憲政權力結構172運作

下所構成，故該選任方式實有助於賦予司法院大法官一定程度的民主正當性(陳

怡如，2005：326)。亦有論者認為：此項提名－同意－任命之程序，除旨在賦予

被提名人選所屬機關之民主正當性外，並有確保被提名的大法官人選擁有足夠之

資格與能力從事該項工作且能確實履行憲法上任務之功能(蕭文生，2005：54)。

而憲法將重要政府人事之提名與同意權限，交由不同憲法機關行使，亦能使國家

機關相互分享權力，並使其相互制衡(林子儀/葉俊榮/黃昭元/張文貞，2016：

194-218)。另因憲法增修條文明定了司法院大法官的選任程序事項，而將大法官

的選任提升至憲法層次，此當亦有強化司法獨立之作用，以去除對立法院可能因

其所為解釋的反彈，而有投鼠忌器之顧慮(董保城/法治斌，2010：399)。 

雖說學者對於目前的大法官選任泰半採取肯定之見解，惟本研究認為，依照

現行的大法官選任制度，仍可能造就政治干涉司法運作之後果。在憲法增修條文

第 5條第 1項規定下，我國大法官既係由總統而非行政院提名，總統對於提名之

人選則有完全決定的權限173，就此不難看出大法官人選之產生不可避免地將具有

                                                      
172

 就我國憲政結構而言，總統及立法委員均是由人民直接選舉而產生，而分別取得其直接民主 

正當性。 
173

 在實務運作上，大法官之人選向來係由總統先行指定一專案小組(即前述大法官審薦小組，其 

成員約 4 至 7 人)，由副總統、總統府秘書長、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等人組成，針對各方推薦

之候選人，逐一審查其學經歷資格，於決定提名原則並限縮提名人選後，據以提出建議名單，

呈請總統核可而正式提名後，咨請立法院同意。惟因上述提名審薦小組並非法定組織，故其

所提出之建議名單並不具有法律效力，即便總統於該建議名單之外，另行提出屬意人選亦不

違法。由此可知，總統在提名程序中，仍是處於優勢的主導地位。參見林燦都，〈我國司法院

大法官選任制度之初探〉載於《育達學院學報》，第 16 期，2008，頁 124-125。 



 

133 
 

DOI:10.6814/THE.NCCU.PS.003.2018.F09 

高度政治色彩(陳新民，2015：761)，而立法院雖在選任程序上握有人事同意之

權限，但主動的大法官人選選擇權仍係操之在總統手中，立法院的同意權行使始

終居於被動。在這種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的選任模式下，總統既握有主動提名

之權，那麼當屆大法官之政治立場 (或意識形態，或政黨偏好)可能早已在大法

官被提名時就已被總統納入考量，從而形成將來大法官在行使職權(尤其是審理

總統副總統彈劾案)時的公正性隱憂，而立法院在面對此種情況時卻僅能居於被

動的地位行使同意權，即使立法院否決了總統所提之人選，總統仍得以其主動提

名權再次提名一位性質相近的大法官而不受立法院否決影響。如此的制度運行不

僅可能使得立法院對司法權喪失監督功能；更有甚者，倘時任之總統有意干涉司

法權時，其亦可利用主動的提名權來介入司法院的人事布局，以達其獨裁統治之

目的。此外，立法院在目前的選任模式中，雖能採取杯葛的方式來對抗總統之提

名，進而使大法官人選無法產生，但其結果也僅是造成我國憲政機關功能的停擺，

再加上現行憲法增修條文並未課予總統在提名人選被立院杯葛時有盡速補提名

之義務，這將使得總統與立法院的對抗下所生之惡果無限期的延長174，總統與立

法院角力的後果，往往只是使國家蒙受其害而已。 

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的大法官任期，乃是我國較為特別的制度設計。在第四次

修憲之後，除院長、副院長外之大法官，任期已改為 8 年且不得連任。惟此 8

年的任期規定有一例外，即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3 項規定之：「中華民國 92

年總統提名之大法官175，其中 8位大法官，含院長、副院長，任期 4年，其餘大

法官任期為 8年，不適用前項任期(一律 8年)之規定。」依此，總統於當時提名

                                                      
174

 例如我國監察院就曾在民國 94 年 2 月至 97 年 7 月之間的停擺，其原因即是當時的陳水扁總 

統以及國民黨佔多數的立法院在監察委員選任程序上對抗、杯葛所生之惡果。對於此一問題，

司法院大法官曾作出釋字 632 號解釋以求解決，不過該解釋中僅以：「總統如消極不為提名，

或立法院消極不行使同意權，致監察院無從行使職權、發揮功能，國家憲政制度之完整因而

遭受破壞，自為憲法所不許。」等理由要求總統與立法院「適時」行使提名以及同意權，至

於此一「適時」究竟為何物？大法官並未加以說明。但可以肯定的，此處所稱的「適時」並

不是課予總統盡速提名、立法院盡速行使同意權的義務，故府院相爭所生之弊端亦未 因本號

解釋之作成而獲得解決。 
175

 修憲者之所以會選擇民國 92 年起實施乃是因第 6 屆大法官的任期至民國 92 年為止，故有此 

時間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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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即有區分「8 年任期」與「4 年任期」的不同大法官，而這種任期制度也造

成之後的總統於提名大法官時，無法全數提名，進而形成了我國特別的大法官「交

錯任期」制度。修憲者之所以於修憲時為如此的制度設計乃是基於兩種考量：其

一是希望以大法官任期的交錯來達到經驗傳承之效果，以俾避免大法官因全部任

期屆滿出缺，而造成運作上的空窗期；其二是修憲者寄望透過此一制度，來使每

任總統都有提名大法官的可能性，其修憲之立意堪稱良善。然而，在現實的運作

上，則可能因為若干不可預測之因素，例如因大法官於任期屆滿前因故辭職176以

及統總提名人選未獲立法院全數通過
177
等原因，致使「4 年更換半數大法官」的

理想狀態，在修憲日久後，越來越無法達成(吳信華，2017：676)。其中最顯著

的實例，即是馬英九總統時期的大法官組成，民國 97年，馬英九總統甫上任後，

曾經藉著國民黨立法院的人數優勢，將當時陳水扁總總統於任內未能提滿的大法

官 5人缺額一併提名並任命。隨後，在總統任內的 8年中，馬總統又先後於民國

99 年、民國 100 年以及民國 104 年，陸續提名賴浩敏、蘇永欽擔任司法院正副

院長；提名陳碧玉、黃璽君、羅昌發、湯德宗以及黃虹霞、吳陳鐶、蔡明誠、林

俊益等人擔任大法官並均經立法院同意，總共計有 15 名大法官，自民國 104 年

選任後的大法官組成，可謂均由同一位總統所提名。如此的選任結果，不僅使得

單一總統獨攬大法官提名權，更使得當初大法官「交錯任期」的精神蕩然無存。 

二、三人審查小組與全體審查會 

 我國司法院大法官自建制以來，始終均以全員參與的合議方式來行使職權、

                                                      
176

 例如民國 97 年，彭鳳至大法官就曾在大法官任期屆滿前因故辭職，其任期僅完成 5 年。此 

外，不受任期保障、具有大法官身分的司法院正副院長，亦曾於任期屆滿前辭職，民國 99

年，台灣高等法院發生法官集體收賄案，為了表示負責，當時的司法院正副院長賴英照與謝

在全即因此辭職辭職，兩人之任期僅完成 7 年；民國 105 年，我國發生政黨輪替，民進黨籍

的蔡英文女士當選總統，先前於民國 99 年上任的賴浩敏院長以及蘇永欽副院長隨著馬英九政

府下台而辭職，導致了兩人的任期均只完成 6 年。 
177

 民國 96 年時，時任總統的陳水扁理應提名 8 位大法官，以接替民國 92 年上任只有 4 年任期 

的 8 位大法官。然而，受限於當時朝小野大的抵制，最終僅通過了林錫堯大法官、李震山大

法官、池啟明大法官、蔡清遊大法官等 4 人之提名案。參見劉家丞，〈大法官提名的兩三事〉，

載於《極限焦點》網站：http://www.focusconlaw.com/on_nomination_of_grand_justices/(最後瀏

覽日期：2018/4/20)。 

http://www.focusconlaw.com/on_nomination_of_grand_jus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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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案件，而無類似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分庭審判」之組織。不過在大法官審理

案件法以及我國釋憲實務中，仍有所謂「三人審查小組」以及「全體審查會」的

制度設計。在實務的運作中，大法官辦理案件可分為三個階段，亦即：小組討論、

全體審查會以及正式的大法官會議。第一階段的小組討論，即是大法官三人審查

小組的審查程序，此一階段的審查乃係由三人審查小組擬具解釋文及理由書草案，

並與小組成員討論後，共同簽名提請全體審查會審查。第二階段為全體審查會的

作業，其乃是以小組提出之草案為基礎，先通過解釋原則，再就文字逐段討論，

會議中大法官間可能將展開辯論，故其審查過程慎重而緩慢(吳庚/陳純文，2015：

694)。而最後的第三階段，則是將全體審查會通過的解釋文及理由書提交大法官

會議(大會)討論、表決並作成解釋。 

在大法官行使職權的過程中，大法官組成的「三人審查小組」實居於重要地

位。現行「三人審查小組」之運作模式，依現行大法官法第 10條規定：「司法院

接受聲請解釋案件，應先推定大法官三人審查，除不合本法規定不予解釋者，應

敘明理由報會決定外，其應予解釋之案件，應提會討論」。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施

行細則第 3 條復規定，審查小組由具有司法院組織法第 4 條所列不同款資格的

大法官(即前小節所述之 6種不同資格)組織之，小組成員每 3年並得調整一次。

審查小組於收受案件後，應按文到先後編定號次，輪流分給大法官178；大法官分

受聲請案件後，應即蒐集參考資料，研擬審查報告初稿，與同小組大法官共同審

查，並於通過後，作成審查報告，提請大法官全體審查會議審查或逕提大法官會

議決議之179；經審查小組認為應不受理者，應於審查報告中敘明理由，逕提大法

官會議議決之。但遇有審查小組認為可能發生爭議者，或小組大法官有不同意見

者，仍由大法官全體審查會審查之
180
。若聲請解釋案件經審查小組認為應受理者，

依據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則應於提出審查報告之同時，提出解

                                                      
178

 參照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施行細則第 7 條。 
179

 參照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施行細則第 8 條第 1 項。 
180

 參照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施行細則第 9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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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文及解釋理由書草案
181
(張志偉，2009，190-191)。綜觀上述之規定可知，三

人審查小組的功能，乃係初步過濾案件之受理與否，並在提出審查報告時，對應

予受理之案件一併提出本案解釋文及理由書草案，而有實際上分擔大法官案件審

理的功能(吳信華，2017：671)，在實務上之作用可謂十分重要。 

不過，我國大法官三人審查小組仍存有一些運作上的問題。觀察大法官不受

理案件之實務可以得知，三人審查小組在面對以同一或類似理由反覆聲請之案件

聲請人時，大法官法常因我國法制欠缺類似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24 條「對於

顯無理由者，得不附理由裁定駁回」之規定，而影響受理案件之效率，且依照大

法官審理案件法施行細則之規定，現行大法官作成不受理議決的程序與審查之組

織(敘明理由及提請大法官會議議決)與受理並做成解釋之案件幾乎採取相同的

審查模式，在如此的運作下，上述對於審理效率的不利影響恐將因制度設計的不

完善而遭致惡化。 

 至於大法官組成的另一組織－「全體審查會」，在性質上屬於大法官會議的

「前階段審查會議」(吳信華，2017，671)。在此一會議中大法官們將對其所審

理的案件作實質審查，例如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施行細則第 8條第 1項「對三人審

查小組報告的審查」、同細則第 9條，「在三人審查小組認為可能發生爭議或該審

查小組中大法官有不同意見時」所為之審查、同細則第 18 條「大法官意見書之

提出」等，待該案件審查完竣後，依據上述細則第 19 條之規定，即可送交「大

法官會議」表決、議決，並作成解釋而對外公布。 

三、大法官會議與憲法法庭 

 目前我國大法官行使職能之方式共計有二：第一是召開大法官會議，並以會

議形式議決案件；第二則是組織憲法法庭審理並作成憲法裁判。大法官依據憲法

                                                      
181

 除釋憲之外，司法院大法官在組成憲法法庭，行使憲法審判權時亦有組織「三人審查小組」 

之規定。依據憲法法庭審理規則第 8 條規定：「憲法法庭受理政黨解散案件認有必要時，得指

定大法官 3 人小組為受命大法官行準備程序，並由資深大法官主持之；資同以年長者主持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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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條及憲法 79條第 2項規定，行使解釋憲法以及統一解釋法令之權限時，即是

以「會議」的方式行之。而大法官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規定，審理總

統副總統彈劾案以及政黨違憲解散案時，方才是以組成「憲法法庭」的方式審理

之。在實際運作上，大法官目前均是以「會議」的組織模式來行使其職權182，「憲

法法庭」的組織，則因相對應的案件尚未在我國憲法審判實務中出現而未曾組成

過。 

對於我國而言，司法院大法官以「會議」的組織形式行使職權、作成解釋乃

係一稀鬆平常之事，但若學理的角度分析該等「會議」組織模式，則可能有待商

榷之餘地。依據大法官釋字 601號解釋理由書之意旨：「大法官憲法解釋之目的，

在於確保民主憲政國家憲法之最高法規範地位，就人民基本權利保障及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等憲法基本價值之維護，作成有拘束力之司法判斷。大法官為具體實現

人民訴訟權、保障其憲法或法律上之權利，並維護憲政秩序，而依人民或政府機

關聲請就個案所涉之憲法爭議或疑義作成終局之判斷，其解釋並有拘束全國各機

關與人民之效力，屬國家裁判性之作用，乃司法權之核心領域。」可知，大法官

行使之職權應屬於司法權的性質。然而，司法院大法官的權限既屬於司法權的一

環，則大法官權限的行使方式，立法者是否有權規定與司法權之通常組織形式有

異的「會議」方式為之，而使司法權之行使與法庭審判的概念脫鉤？其實，未連

結法庭審判內涵之司法權，實已淪為一空洞而無實質內涵的概念，權力區分而並

立的法治國原則亦將難以彰顯。 

以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的機關體制為例，大法官早在釋字 162號解釋時就明示

                                                      
182

 民國 81 年以前之大法官會議其實是一個法定機關組織，依據當時的司法院組織法(民國 36 年 

通過)第 3 條第 1 項規定：「司法院設大法官會議，以大法官 17 人組織之，行使解釋憲法並統

一解釋法律命令之職權。」即可得知。惟因民國 81 年第二次修憲仿造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體

例，賦予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解散案，此後的大法官即有「大法官

會議」以及「憲法法庭」兩種組織模式可供選擇，以致「大法官會議」已不再是大法官的法

定機關組織，故現行的大法官會議應係一種與憲法法庭相同，並且為大法官「行使職權的組

織模式」之一。此由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2 條：「司法院大法官，以會議方式，合議審理司法

院解釋憲法與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案件；並組成憲法法庭，合議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案件。」

之規定即可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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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雖以委員會形式掌理公務員之懲戒，但其委員均屬於憲法上之

法官；而大法官釋字 396 號解釋亦進一步指出：「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掌理公務員

之懲戒事項，屬於司法權之行使，…懲戒機關之成員既屬憲法上之法官，則其機

關應採法院之體制。懲戒案件之審議，亦應本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對被付懲戒

人予以充分之程序保障，例如採取直接審理、言詞辯論、對審及辯護制度，並予

以被付懲戒人最後陳述之機會等，以貫徹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本旨。

有關機關應就公務員懲戒機關之組織、名稱與懲戒程序，併予檢討修正。」即是

反映出上述法理(蔡宗珍，2004：122)。是以，我國立法者以法律限定司法院大

法官以「會議」的組織形式行使權限，實有違反憲法本旨之虞而有商榷的餘地183。

故本研究認為，在現行的憲政體制下，司法院大法官行使職權的組織形式似應改

為如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憲法法院」或「憲法法庭」，方可發揮憲法所賦予

大法官之司法功能。 

第四節 司法院大法官之職能 

  一、解釋憲法 

 解釋憲法乃是司法院大法官最初且最為大宗之職能，從司法院歷年新收案件

的情形不難發現(參下圖)，憲法解釋案在大法官職能中所佔據的重要地位。 

表一：大法官解釋新收案件情形 

大法官解釋新收案件情形 

年(月)別 
新收件數 

(合計) 
解釋憲法 

統一解釋 

法律及命令 

97年 448件 411件  37件 

98年 481件 447件  34件 

99年 541件 504件  37件 

100年 567件 526件   41件 

                                                      
183

 此外，大法官以會議的方式行使職權，亦常使審議程序流於靜態，在缺少法庭中的辯論與證 

據調查等程序規定下，其會議結論之多數意見往往充滿了妥協，由於其過程不公開，作成之

議決無異形同「黑箱作業」，使大法官解釋從公眾審視中抽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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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 618件 568件   50件 

102年 553件 499件   54件 

103年 488件 446件   42件 

104年 427件 403件   24件 

105年 467件 441件   26件 

106年 497件 475件   22件 

107年 1月 36件 35件   1件 

(本表格引自：司法院統計處，司法統計184) 

 解釋憲法的第一個目的乃是闡明憲法規範的意旨，揭示憲法蘊含的基本價值

秩序，並適度填補憲法之缺漏。由於大法官依照憲法185負有維護、貫徹憲法與合

憲性控制的任務，故其憲法解釋具有確保憲法規範實效性以及保障基本權利等多

重功能，而該解釋所牽動者，往往也涉及了個人重大權利與國家運作之規則，因

而其解釋之過程自與一般法律的解釋有所差異。憲法必須予以闡明之原因，概可

歸納為四點：(一)憲法所使用之文字意義欠缺明確性；(二)憲法條文規定有所遺

漏，而須加以解釋；(三)因應社會情況的變遷；(四)由於憲法對於各種事項通常

只作原則性、開放性、簡潔性的規定，至於如何具體實現，尚待其他法規或解釋

補充。基此，憲法解釋不應只是憲法條文字句的機械性詮釋，其必須盱衡時代演

進而隨之改變，以回應社會與國際環境之需求，故憲法解釋並不排除對憲法給予

一定的補充、增長或減縮(法治斌/董保城，2010：94)，來達成憲法的成長。對

採行剛性憲法模式186的我國而言，憲法的解釋無疑地是一條促進不易變動的憲法

條文能夠符合時代需求的積極途徑。 

 解釋憲法的第二個目的則是審查違反憲法之法令。因憲法第 171條、第 172

條規定：命令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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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之該等解釋權依憲法第 78 條、第 79條第 2項又係大法官所

                                                      
184

 參照司法院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juds/report/sa-2.htm 
185

 參照憲法第 78、第 79 條。 
186

 憲法若以修憲的難易度加以區分，可分為剛性憲法與柔性憲法。如修改憲法較修改一般法律 

嚴格者，稱為「剛性憲法」；反之則稱為柔性憲法。參見：陳新民，《憲法學釋論》，三民書局，

2015，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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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理，故司法院大法官於解釋憲法之時亦將依據上述規定審查爭議之法令有否違

反憲法，而使得大法官的憲法解釋同時具備合憲性控制以及規範控制的機能，故

大法官憲法解釋制度又被部分學者稱為我國「違憲審查制度」187。在當代許多民

主國家中，司法機關有權以憲法作為審查依據，判斷立法機關所制定之法律與行

政機關所制定之命令是否違憲，若發現違憲，該司法機關即得予以糾正(宣告無

效)。此種違憲審查制度，不僅得以維護憲法的最高性以及維持國家整體法位階

秩序，且司法機關的司法審查權力更能達到制衡行政與立法機關的效果(蘇子喬，

2013：230)，使得司法院大法官成為我國憲政運作中權力分立制衡原則的重要環

節之一，人民之基本權利亦因此獲得進一步的保障。 

司法院大法官對於憲法之解釋權主要係由憲法所賦予。依憲法第78條規定，

司法院掌有解釋憲法之權，復依同法第 79 條第 2 項規定該解釋權限由司法院大

法官行使之。其中所謂的大法官的憲法解釋，係指司法院大法官審查關於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第 4 條所明文之事項，該條規定之：「大法官解釋憲法之事項如左：

一、關於適用憲法發生疑義之事項。二、關於法律或命令，有無牴觸憲法之事項。

三、關於省自治法、縣自治法、省法規及縣規章有無牴觸憲法之事項。前項解釋

之事項，以憲法條文有規定者為限。」均屬司法院大法官得以解釋之標的。在案

件的類型上，因憲法對於大法官之權限僅作原則性的規定，故憲法解釋權的具體

實施仍有待其他法律進一步的規範，而此處所指之法律是包含前面所引之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地方制度法以及大法官本身的解釋。就此而言，能為大法官所受理

之憲法解釋案件，共可分為下列十種類型(吳庚/陳淳文，2015：696-698)： 

(一) 中央或地方機關，於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之案件(大法官審 

理案件法第 5條第 1項第 1款前段)。 

                                                      
187

 參見：蔡宗珍，《憲法與國家(一)》，元照出版，2004，頁 110；陳慈陽，《憲法學》，元照出 

版，2016，頁 929；董保城/法治斌，《憲法新論》，元照出版，2010，頁 94；蘇子喬，《中華

民國憲法－憲政體制的原理與實際》，三民書局，2013，頁 229 等。亦有學者採取不同見解，

認為憲法第 78 條、第 79 條的憲法解釋與憲法第 172 條的違憲審查不同，參見：陳義彥主編，

吳重禮等著，《政治學》，五南圖書出版，2017，頁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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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央或地方機關因行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發生適用憲法爭議之案 

件(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條第 1項第 1款中段)。 

(三) 中央或地方機關行使職權，適用法律與命令發生牴觸憲法之疑義案件 

(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條第 1項第 1款後段)。 

(四) 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就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   

之案件(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條第 1項第 3款)。 

(五) 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就其行使職權，適用法律發生有牴 

觸憲法疑義之案件(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條第 1項第 3款)。 

(六) 最高法院或行政法院就其受理之案件，對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確信 

有牴觸憲法之疑義之案件(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條第 2項)。 

(七) 各級法院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 

認為有牴觸憲法疑義之案件(大法官釋字 371188及大法官釋字 572 號解 

釋189)。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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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法疑義之案件(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條第 1項第 2款)。 

                                                      
188

 大法官釋字 371 號解釋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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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八十

條定有明文，故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

行拒絕適用。惟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法官有優先遵守之義務，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

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自應許其先行聲請解釋憲法，

以求解決。是遇有前述情形，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客觀上

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本院大法官解釋…。」 
189

 大法官釋字 572 號解釋謂：「按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 

認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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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大法官解釋，業經本院釋字第三七一號解釋在案。其中

所謂「先決問題」，係指審理原因案件之法院，確信系爭法律違憲，顯然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

有影響者而言；所謂「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係指聲請法院應於聲請

書內詳敘其對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以及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並基於以上見

解，提出其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且其論證客觀上無明顯錯誤者，始足當之。

如僅對法律是否違憲發生疑義，或系爭法律有合憲解釋之可能者，尚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

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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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各級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機關議決之自治事項或地方法規，是否牴觸 

憲法或法律疑義之案件(地方制度法第 43條、第 30條、大法官釋字 527

號解釋文第二段190)。 

(十) 各級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機關辦理自治事項，而涉及之自治法規，有 

違憲或違法疑義之案件(地方制度第 75 條、大法官釋字 527 號解釋文

第 三段191)。 

 綜合上述，司法院大法官得以解釋之案件類型大致上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為

單純的憲法疑義，亦即因憲法內容不明確所生之案件，如上述中央、地方機關於

其行使職權時發生適用憲法疑義之情形即屬本類型；第二類是機關權限爭議，其

包括機關本身由憲法所獲得之權限，或是機關行使職權時所遭遇之憲法疑義案件，

上述中央或地方機關因行使職權，而與其他機關的職權發生適用憲法爭議之案件

即屬之；第三類則是法令有否牴觸憲法疑義(法令合憲性)之案件192，本類型的案

件諸如上述人民、法人、政黨在憲法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時，依法定提起訴

訟後，而對該訴訟之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的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疑義之案

件。 

上述數種案件，除聲請解釋之主體不同外，其在議決人數上亦依照其爭議客

體的不同(憲法疑義抑或是法律、命令牴觸憲法)而有所不同，按大法官審理案件

法第 14 條第 1 項之規定，大法官解釋憲法，原則應有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

                                                      
190

 大法官釋字 527 號解釋文第二段謂：「地方制度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至三項規定各級地方立 

法機關議決之自治事項，或依同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之自治法規，與憲法、法律、

中央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法規牴觸者無效。同法第四十三條第五項及第三十條第五項均

有：上述各項情形有無牴觸發生疑義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規定，係指就相關業務有監督自治

團體權限之各級主管機關對決議事項或自治法規是否牴觸憲法、法律或其他上位規範尚有疑

義，而未依各該條第四項逕予函告無效，向本院大法官聲請解釋而言。地方自治團體對函告

無效之內容持不同意見時，應視受函告無效者為自治條例抑自治規則，分別由該地方自治團

體之立法機關或行政機關，就事件之性質聲請本院解釋憲法或統一解釋法令…。」 
191

 大法官釋字 527 號解釋文第三段謂：「監督地方自治團體權限之各級主管機關，依地方制度 

法第七十五條對地方自治團體行政機關（即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辦理該 

條第二項、第四項及第六項之自治事項，認有違背憲法、法律或其他上位規範尚有疑義，未

依各該項規定予以撤銷、變更、廢止或停止其執行者，得依同條第八項規定聲請本院解釋…。」 
192

 本類型之案件在司法院版本的憲法訴訟法草案中稱之為「法規範憲法審查」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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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出席，以及出席人三分之二之同意，始得通過。惟若是該次解釋乃係宣告命令

牴觸憲法時，則不必遵守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原則，僅須出席人過半數的同意即

可行之。 

 另外，依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7 條規定，司法院大法官所做成之憲法解釋

得諭知有關機關執行，並得確定執行之種類及方法，亦即該解釋具有對世的拘束

力，拘束各種國家機關及人民。在此等效力下，大法官除能以宣告法令合憲性之

方式貫徹憲法本旨外，有甚者，其更能夠利用解釋本身來提供人民非常上訴或再

審等實質救濟的機會
193
，由此不難發現，司法院大法官的憲法解釋制度對於我國

憲政秩序的形塑以及個人訴訟利益之維護所具備的決定性影響力。 

 然而，現行司法院大法官的憲法解釋仍有其不足之處，由於我國至今尚不許

人民以個案判決侵害其基本權為由而提起憲法訴願，因此在人民的個案救濟上，

現行制度恐有緩不濟急之疑慮。本研究認為，在憲法優位性的支配下，所有國家

權力均應服膺於憲法的規制，而基本權利的保障，既屬於憲法的核心功能，那麼

憲法審判權的首要任務即是在保護人民基本權利免於受各種國家權力的恣意侵

害，此不僅針對立法權與行政權，當然亦包括了司法權(蔡宗珍，2004：117)，

大法官的審查權若不及於個案裁判，憲法基本權之保障則將形成重大的缺漏，雖

說人民在大法官解釋後得依據解釋意旨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但其結果往往未能

使人民獲得一個即時、有效的救濟。 

二、統一解釋法令 

 司法院大法官另一個重要任務是統一解釋法令。與解釋憲法不同，統一解釋

法令乃是以司法院大法官作為我國最權威的法令權釋者，為法律之安定性以及統

一國家法規範的見解，而賦予大法官處理法令見解歧異的權限；解釋憲法則是將

司法院大法官作為憲法唯一的有權詮釋者。由此一區別可知，司法院大法官僅只

是解釋法令的終局決定者，而非對於法令的唯一解釋者，其他國家機關亦有於其

                                                      
193

 如大法官釋字第 741 號解釋、大法官釋字第 725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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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範圍內解釋法令的可能，例如行政機關雖不能頒布法律，但依據法律(如行

政程序法)頒布行政命令，其自可對所適用之法律與頒布的行政命令加以解釋，

以發布「釋令」或「函釋」之方式來拘束下級機關或其本身194(陳新民，2015：

811)。而在其他國家機關執行法令時，如司法、監察、考試等機關，同樣地也能

依照上開方式解釋與其職權相關的法令195。 

 基於上述兩者的差異，統一解釋法令的條件自與解釋憲法之條件不相同。大

法官釋字第 2號解釋即曾闡明兩者不同的聲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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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於憲

法則曰解釋，其於法律及命令則曰統一解釋，兩者意義顯有不同，憲法第

173 條規定憲法之解釋由司法院為之，故中央或地方機關於其職權上適用憲

法發生疑義時，即得聲請司法院解釋，法律及命令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

義時亦同。至適用法律或命令發生其他疑義時，則有適用職權之中央或地方

機關，皆應自行研究，以確定其意義而為適用，殊無許其聲請司法院解釋之

理由，惟此項機關適用法律或命令時所持見解，與本機關或他機關適用同一

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異者，苟非該機關依法應受本機關或他機關

見解之拘束，或得變更其見解，則對同一法律或命令之解釋必將發生歧異之

結果，於是乃有統一解釋之必要，故限於有此種情形時始得聲請統一解釋。」 

 由本號解釋觀之，聲請大法官統一解釋法令之條件，顯較於大法官解釋憲法

更為嚴苛，原則上僅有在兩個不同機關見解有歧異，且各該機關得獨立行使職權

或是不具有互相隸屬之關係時，方才能聲請統一解釋法令。否則若該不同見解之

機關須受到上級機關見解的拘束，抑或是該機關本身即為上級機關，處於可變更

下級機關見解的情形，此時則無統一解釋的必要，蓋因在此兩種例外的情況，其

已自有一套統一解釋法令的管道，不須再由司法院大法官介入解釋。 

                                                      
194

 即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頒布解釋性的行政規則。 
195

 例如司法機關可利用判例、決議以及法律座談會等內部統一見解的機制來達成統一解釋法令 

之目的。參照：李紀穎，《統一解釋法令制度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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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解釋法令與解釋憲法之差異，亦顯諸於大法官作成決議的議決人數上，

司法院大法官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僅需有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數之出席，以及

出席人數過半數同意的相對多數即可通過196，並非如同解釋憲法需要三分之二的

絕對多數始可議決。 

 在案件的類型上，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吸收上述大法官釋字第 2號解釋所揭示

之意旨，於該法第 7條第 1項中明文規定了兩種統一解釋法令的案件類型與其要

件，並指出於符合下列兩種情形時，始得聲請司法院大法官統一解釋法令： 

(一)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適用法律或命令所持見解，與本機關或 

    他機關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異者。但該機關依法 

    應受本機關或他機關見解之拘束，或得變更其見解者，不在此限(大法 

    官審理案件法第 7條第 1項第 1款)。 

(二)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權利遭受不法侵害，認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律 

    或命令所表示之見解，與其他審判機關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 

    律或命令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異者。但得依法定程序聲明不服，或後 

    裁判已變更前裁判之見解者，不在此限(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款)。 

  由於前一種統一解釋法令類型的聲請人為中央及地方機關，故該項解釋類型

簡稱為「機關聲請」，而後一種統一解釋類型因其聲請人為人民、法人及政黨，

故該解釋類型簡稱為「人民聲請」(李紀穎，2002：33)。這兩種統一解釋之目的

乃在於確保國家權力機關與法院間對法令解釋的一致性，以解決不同機關間法令

見解上的矛盾以及保護人民、法人或政黨不因法院見解的歧異而遭致權力侵害。

在我國的憲政運作中，儘管立法院握有法律的制定權，行政院、考試院及監察院

各擁有命令的制定與解釋權，各地方自治團體亦享有自治規章的制定、解釋權，

然而上述機關一旦彼此涉及法令見解的「機關爭議」時，仍須由司法院大法官來

                                                      
196

 參照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4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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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詮釋。因此，法治國家分權的權力分立原則固然不排除訂定子法之機關有解

釋法令之權，惟在法律安定性原則的要求下，國家面對相同案件時仍應呈現「法

規範的一致性」(Einheitlichkeit der Rechtordnung)(陳新民，2015：813)，

負有統一解釋權的司法院大法官此時則形同一位法秩序安定的把關者，負責維持

國家機關與法令的和諧及穩定，其重要性可見一般。 

三、憲法法庭管轄之總統副總統彈劾案與違憲政黨解散案 

 依據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款、第 5款之規定，司法院大法官得組織

憲法法庭，審理我國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以及政黨違憲解散案。這兩種職能均屬

我國重要的憲政秩序維護制度，以下茲就此分別說明之。 

 (一)總統、副總統之彈劾： 

 彈劾乃是國家執掌糾彈之機構，對於違法失職人員，向有權審判彈劾事件機

關所提出之控訴(林紀東，1982：195)，質言之，就是有權機關代表國家主權者

對政府官吏監督，以使違法失職人員受到處分的一種作用(吳威志，1998：2)。

在功能上，為達成制衡權力之目的，彈劾制度至少擁有監督以及制裁等兩種重要

功能。由於彈劾係為糾彈官邪與端正風紀所設之法律性質的事後監督權。因此，

彈劾權之行使，其目的幾乎都是運用此一監督政府官員違法失職的權力，以確保

官員能負起責任；其次，彈劾所應對者乃係政府官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故其必須

有制裁、懲戒之效果，若彈劾無制裁，彈劾的作用勢必大減，沒有辦法對政府官

員課以責任(樊祥麟，2006：58)。 

彈劾與罷免一樣，兩者同是是國父 孫文先生極為重視的政府控制手段，故

我國憲法除有選舉課責機制外，亦對總統設有彈劾及罷免之規定。罷免的目的是

追究總統之政治責任，不必總統有具體的違法事由(李惠宗，2004：441)，換言

之，即是對於依法選出之總統，於其任期尚未屆滿前，用投票方式令其去職之制

度；而彈劾的目的則是追究總統的法律責任，相較於罷免制度，彈劾係指總統、

副總統有違法失職行為時，加以彈劾，甚或解除其職務之制度。憲法上彈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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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兩項來源，一係源自中國古代之監察制度，一則是參酌西方彈劾制度而來

(陳耀祥，2006：65)。因我國總統的地位特殊，有別於一般公務員，且其依憲法

又享有刑事上的豁免權197，因此不宜以尋常的違法失職為理由輕易提出彈劾，故

有論者認為總統被彈劾的事由應僅限於犯內亂罪與外患罪等兩項罪名之內(吳庚

/陳淳文，2015：460)，惟依我國總統彈劾制度的發展歷程觀之，民國 86 年的修

憲中曾於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中明訂：立法院對於總統、副總統犯「內亂或外患

罪」之彈劾案…等文字，確實是基於上述考量將彈劾總統的理由縮限於「內亂、

外患」的明證。然民國 89 年修憲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又將「內亂、外

患」等文字加以刪除，顯然未來彈劾總統並不限於犯內亂以及外患罪198。就此，

本論文認為：基於維護國家元首的特殊地位、保障國家政治上的穩定，以及確保

總統能受憲法之監督等考量，原則上，總統不宜以一般違法失職等理由而接受彈

劾，但倘若總統具有違反憲法的情形或是其行使職權業已牴觸憲法所揭示之憲政

秩序時，則有權機關即可對之提出彈劾案，並不限於內亂、外患兩種情況而已。 

在具體的規定上，大法官的總統彈劾權曾隨著我國憲法之修正而有著制度上

的變遷。民國 36年公布施行的憲法本文第 100 條原規定：「監察院對總統、副總

統之彈劾案，須有全體監察委員四分之一以上提議，全體監察委員過半數之審查

及決議，向國民大會提出之。」足見憲法原初的設計，乃係以監察院為總統彈劾

的追訴機關；國民大會為彈劾的決定機關，兩者的彈劾權責迥然有別。司法院大

法官於大法官釋字第 15 號解釋(監察委員是否得兼任國民大會代表之問題)中亦

曾表明兩機關之權責關係： 

「國民大會代表代表國民行使政權，自係公職。依憲法第一百零三條之規定，

監察委員不得兼任。查憲法第一百條及第二十七條，將對於總統、副總統之

彈劾與罷免劃分，由監察院與國民大會分別行使，若監察委員得兼任國民大

                                                      
197

 參照憲法本文第 52 條規定。 
198

 參照隋杜卿，2007，〈總統彈劾問題之研究〉，《國政研究報告》，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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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代表，由同一人行使彈劾權與罷免權，是與憲法劃分其職權之原意相違，

其不應兼任更屬明顯…。」 

但隨著時代的變遷，民國 86 年第四次修憲時，就已將總統副總統彈劾案從

監察院改由立法院提出，並由國民大會審議；民國 94 年第七次修憲決議凍結國

民大會後，行使總統副總統彈劾案的議決權更隨之由國民大會移轉至司法院大法

官身上(陳新民，2015：830)，此種將法律責任之判斷回歸司法專業(大法官組成

之憲法法庭)的制度設計，實有助於釐清法律責任與政治責任的本質，俾避免使

法律責任之追究權若入政治機關手中。依照民國 94 年修憲後的增修條文第 2 條

第 10 款、第 5 條第 5 款之規定：總統副總統彈劾案由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

庭審理之；立法院得向司法院大法官提出彈劾案之聲請，倘總統、副總統之彈劾

經憲法法庭判決成立時，被彈劾人即應解職。準此而言，我國現行的總統副總統

彈劾，乃是一個以國會為聲請機關，司法院大法官組成之憲法法庭為審判機關的

憲法審判制度。 

我國總統副總統的彈劾，雖隨著第七次修憲脫離政治機關的掌控而歸入司法

院大法官的管轄，但其爭議問題並未隨著修憲而消彌。現今的司法院大法官雖能

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惟相關之配套措施，諸如彈劾審理程序

或表決門檻等，均未配合民國 94年之修憲而修改，現行的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中，

關於憲法法庭的職權行使上僅有「政黨違憲解散案件審理」的專章規定，並未見

「總統副總統彈劾案審理」之規定，未來大法官在行使總統副總統彈劾權時，其

程序之進行恐有與法無據之疑義。再者，由於目前司法院大法官之提名權仍由總

統行使之，總統對大法官之人選有著完全的裁量權，且依照現行規定擔任憲法法

庭審判長的司法院院長得由總統隨時任免(陳新民，2015：830)，總統與大法官

既有如此的利害關係，自然造就了一種休戚與共的制度，組成憲法法庭的大法官

在這種制度下是否還能保持高度公正性審判總統與副總統之彈劾案，亦受本論文

所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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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政黨違憲解散案： 

 司法院大法官的違憲政黨審理權乃是民國 81 年第二次修憲所新增之制度，

依據該次修憲增訂的增修條文第 13 條(同民國 94 年第七次修憲之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4、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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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曾燕倫，2011：80)。此一司法院大法官解散違憲政黨的制度，乃是源於德國聯

邦憲法法院的政黨違憲審查權，其不論是形式上的條文用字或是具體的規範內容，

均與德國基本法第 21 條第 2項所定之政黨禁止相符(陳愛娥，2000：8-9)。德國

基本法中的政黨違憲禁止乃是對於有組織之敵對憲法行為所為之憲法保護措施，

而參照德國法制所制定的我國政黨違憲解散制度，在性質上亦應視為一種對於有

組織的敵對憲法團體所採取之護憲行為(陳慈陽，2016：375)，並歸屬於司法院

大法官的憲法保護途徑之一。惟在我國憲政實務上，時至今日，大法官仍尚未審

理過任何的政黨違憲解散之案件。 

 我國引進德國的政黨違憲審查制度，與解除戒嚴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民國

76年 7 月 16日宣布解除戒嚴之前，台灣仍施行黨禁，人民成立政黨的結社權遭

受嚴重的限制。而戒嚴解除後，國內的新興政黨則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為規範小

黨林立的政治生態，立法院旋即修訂《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與《動員戡亂

時期人民團體法》(陳新民，2015：816)。其中在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中，

更首度增列政黨解散的規定，並以「人民集會結社不得違背憲法、主張共產主義

或主張國土分裂」為其要件(曾燕倫，2011：80)，倘若政黨該當上述要件，則得

由在行政院成立之政黨審議委員會審議施以警告或解散等處分199。 

 在政府解除戒嚴的一個多月前(民國 76 年 6 月 9 日)，已宣布成立的民主進

步黨在民國 80 年 10 月 13 日通過台獨黨綱，明白地違反當時人民團體法第 2 條

                                                      
199

 參照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舊稱)第 2 條：「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動，不得違背憲法或主張 

共產主義，或主張分裂國土。」以及第 58 條 3 項：「對於政黨之處分，以警告及解散為限；

其處分應經政黨審議委員會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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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主張分裂國土之規定。惟本案在政黨審議委員會中並未達成處理的決議，隨

後因人民團體法第52條之修正，原本設在行政院的政黨審議委員會移往內政部，

由內政部繼續審理本案，然內政部政黨審議委員會亦未對民進黨之台獨黨綱作出

任何處分，其原因不外係因民進黨在當時已經在選舉中獲得接近三成選票的支持，

在政治上儼然成為我國的第二大黨與反對黨200，內政部顯係基於現實政治之考量

(陳新民，2015：816)，而不敢貿然依上述法規執行。此外，當時的學界亦有認

為政黨審議委員會的設置(設置於行政院內之組織)不符合公正公平，並有主張應

將政黨審議之權交與司法機關的呼聲(涂懷瑩，1992：4)。上述種種的因素與背

景，促成了民國 81 年第二次修憲政黨違憲解散制度之增訂，在憲法增修條文制

定後，人民團體法亦隨之配合修正，將原本第 58 條 3 項之違憲政黨解散權限移

歸至司法院大法官手上，從此奠定往後司法院大法官審查政黨違憲與否的憲法與

法律基礎。  

 在程序上，我國政黨違憲審查之聲請乃須依照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5項以

及人民團體法第 58 條第 3、第 4 項之規定行之。依據上述規定，唯一對政黨是

否因違憲而予以解散之事項擁有決定權者僅限於司法院大法官所組成的憲法法

庭。至於對於政黨是否應移送憲法法庭審理則由政黨審議委員會決定，且該委員

會必須由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始能決定移送之(陳慈陽，2016：376)。在

實質的要件上，按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5 項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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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而言，違憲政黨的

成立要件共計有三，亦即： 

1. 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本項要件乃是為了保護國家領土不受侵犯以及國 

家政治上之獨立性所制定，其係指以主動、攻擊性及侵犯性的態度對抗

國家之存在而言。若僅是對於國家存在以消極拒絕或持不承認之態度者，

尚不足以構成違憲的實質要件(陳慈陽，2016：378)，簡言之，也就是政

                                                      
200

 民國 78 年立委選舉，民進黨獲得 28%的選票；民國 81 年立委選舉則獲得 31%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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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或黨員之行為必須具有高度的「侵害危險性」始足當之。 

2. 危害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本項要件乃是參照德國基本法第 21 條第 2

項所制定，故其內涵應與德國黨禁案之要件相近。凡舉人性尊嚴的保護、

基本人權之保障、權力分立的國家組織結構、憲法中基本國策的社會國

原則、國民主權原則、共和國與民主國原則等事項，均應包含在自由民

主憲政秩序的範圍之內，倘若政黨之行為與目的乃係主動攻擊或以不法

且不正當之方式危害內涵於此等秩序中的上述基本價值時，大法官始有

判斷並認定該政黨是否違憲而應予以解散之餘地
201
。 

3. 政黨之目的與行為：政黨目的乃係指政黨在政治上所追求的政治目標。

在具體的判斷上尚可透過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所揭示的標準為我國司法院

大法官之參考依據，諸如黨綱與政黨聲明、黨內領導幹部之論著、黨內

所使用之教材、該黨作為宣傳之材料以及該黨出版之報章雜誌等202，均

可用來判斷政黨之目的究竟為何。至於政黨之行為乃係指政黨基於其意

思表示，而將此意思表達於外部，此意思表示之形成與表達可基於黨員

代表大會決議或基於依政黨黨綱及規章就政黨組織在其職權範圍內所為

之決議(陳慈陽，2016：377)。除此之外，政黨之行為尚包含該政黨所屬

黨員所為之行為，若由黨員的行為中可得知，某政黨有敵對憲法之行為

事實，且該黨員之行為亦可歸諸於所屬政黨時，即符合本要件之要求。 

司法院大法官所組成之憲法法庭，倘若認為被聲請解散之政黨不符上述之要

件而判定政黨違憲的聲請無理由時，則應予判決駁回該政黨違憲之聲請；反之，

若憲法法庭認為該政黨之違憲解散聲請有理由，且經參與言詞辯論的大法官203三

                                                      
201

 另外，有論者認為，在判斷何謂「危害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時，亦得以人性尊嚴及其基本價 

值，以及以與現代民主憲法相關聯之結構上基本原則是否受到侵害或有侵害之虞為判斷依據。

參照：陳慈陽，《憲法學》，元照出版，2016，頁 382。 
202

 BVerfGE, 5, 85. 
203

 依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21 條規定，憲法法庭之裁判應本於言詞辯論為之，故憲法法庭之審理 

程序，原則均須經過言詞辯論。又同法第 24 條復規定：「憲法法庭行言詞辯論，須有大法官

現有總額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始得為之。未參與辯論之大法官不得參與評議判決。」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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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二之同意決定時，則應依照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26 條之規定，以判決宣示

被聲請解散之政黨違憲並予解散，但若憲法法庭之評議人數未達上述三分之二的

多數同意時，則應為不予解散之判決。此外，依據同法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被

宣告解散之政黨應即停止一切活動，並不得成立目的相同之代替組織，其依政黨

比例方式產生之民意代表自判決生效時起亦喪失其民意代表資格204。對於憲法法

庭之判決，國家所有的公權力機關皆有全力配合的必要，因此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第 30 條第 2 項明文要求，各關係機關應協助憲法法庭實現該判決之內容，並作

出實現該內容的必要處置。而至於政黨解散後，政黨財產的清算，大法官審理案

件法第 30 條第 3 項則訂有準用民法上有關法人的規定，故被宣告解散之政黨自

應循法人清算之規定清算其政黨財產。 

第五節 憲法訴訟法草案下的大法官組織與職能 

一、憲法訴訟法草案之立法緣由 

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係現今司法院大法官賴以行使職權之法源依據，其施行迄

今業已超過 25 年之久。惟面對現今日增的案件數量以及越趨複雜的案件類型，

現行的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其實早已無法因應實務所需，從而造成司法院大法官在

實際的運作上產生許多問題。首先，大法官審理案件法關於解釋憲法案件之審議

門檻規定過高以及其以會議方式行使職權的制度設計，在實務運作上往往造成案

件審結不易，影響解釋之作成，而以會議組織的活動方式處理案件，亦常流於靜

態，在缺少法庭中的辯論與證據調查等程序規定下，其會議結論之多數意見亦往

往充滿了妥協，由於其過程不公開，作成之議決無異形同「黑箱作業」，抽離大

法官解釋受公眾審視之機會。 

                                                                                                                                                        
此處所稱「參與言詞辯論之大法官」至少為大法官現有總額的四分之三以上。 

204
 對於此項效果，現行政黨法第 30 條亦有更明確之規定，該條明文：「經司法院憲法法庭宣告 

解散之政黨，應自判決生效之日即停止一切活動，並不得成立目的相同之代替組織。前項經

宣告解散之政黨，不得以同一政黨之名稱或簡稱，再設立政黨或從事活動。政黨解散後，其

依政黨比例方式產生之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自司法院憲法法庭判決生效之

日或主管機關為解散公告之日起，喪失其資格。但其因合併而解散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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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憲法具有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功能，國家權力的行使包含立法權、行

政權及司法權皆應符合憲法意旨，而為違憲審查制度所及，惟在現行制度下能成

為大法官違憲審查之標的者，僅限於聲請人聲請憲法解釋的原因案件所適用之法

律與命令，並未如同德國憲法訴願制度一般及於法院所為之具體裁判，對於法院

確定終局裁判在解釋及適用法律時，誤認或忽略了基本權利的重要意義，或違反

通常人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而有違憲疑慮之情形，無法進行憲法上的審查，進而

形成了人權保障闕漏。此外，大法官審理之案件除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所規定者外，

亦散見於諸如地方制度法等其他法制，不足之處僅能胥賴大法官解釋予以補充
205
，

而無一部統一完整的法源可供大法官或人民遵循。  

以上種種問題均顯示現行司法院大法官以及大法官案件審理法有全面檢修

調整、填補規範闕漏並進行法制變革之必要。職是之故，司法院爰於民國 107

年 3月 26日的第 167 次院會中審議通過「憲法訴訟法草案」，以取代原大法官審

理案件法，藉此重構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制、建立法院性質的憲法法庭模式，以俾

完善我國憲法審查制度，實現憲法保障人權之意旨，以及回應社會對於司法院大

法官功能發揮之要求。 

二、憲法訴訟法草案之立法要點 

憲法訴訟法草案的提出，乃係為完善我國司法院大法官之功能，實現憲法保

障人民權利之意旨，並回應社會對於大法官的要求。 

我國司法院綜合了司法院大法官之實務運作、參酌國內外相關立法例，並評

估各方意見後，決定將現行「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更名修正為「憲法訴訟法」，

以此作為我國大法官審理案件之規範。在案件之審理程序上，新規範下的大法官

審理案件以全面司法化為取向，採取裁判化及法庭化之方式(即司法院大法官以

憲法法庭之組織運作模式行使其職權)，以嚴謹的訴訟程序與法院性質之憲法法

庭運作模式，並以裁判方式宣告審理結果。在表決評議上，憲法訴訟法草案乃合

                                                      
205

 參照司法院，《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正草案總說明》，2018，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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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調降憲法審查案件之表決門檻，並採主筆大法官顯名制，俾有效提升審理案件

效能。在基本權利的救濟上，憲法訴訟法草案亦參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憲法訴

願制度，建立專屬於我國的「裁判憲法審查制度」，使大法官的憲法審查權擴及

於法院確定終局裁判，以提供人民一條完整而無闕漏之基本權利救濟途徑206。此

外，本次草案考量了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對於總統、副總統彈劾案的立法疏漏，將

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之審理予以明文規定，確立總統副總統彈劾之憲法審判程

序，俾以審慎之方式來維護國家憲政秩序的安定。在大法官的職能上，本次草案

除將舊有的大法官職能重新區分為：法規範憲法審查、裁判憲法審查、機關爭議

案件之審理、總統副總統彈劾、政黨違憲解散以及統一解釋法令等六種外，其更

於第七章中增設地方自治保障案件專章，以強化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上的制度性

保障。 

 三、憲法訴訟法草案下的大法官組織及職能： 

 呈上所述，本次司法院提出之憲法訴訟法草案業已將多數大法官之職能重新

分類，並且將其權限行使由會議議決形式轉向以法庭化、審判化的憲法法庭形式，

相較於現行大法官會議制度，可謂更趨近於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立法體例，不論

是在組織形式或是職能運作上皆是如此，顯見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未來的發展可能

將朝著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趨向邁進。本次草案重構的司法院大法官乃屬制度上

的重大變革，職能上亦與以往有所不同，實有單獨將其說明之必要，故本小節茲

就憲法訴訟法草案中的大法官職能歸納如下。 

1. 司法院大法官之組織及職能： 

(1)司法化、法庭化之必要 

考量大法官依憲法規定解釋憲法，並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復依憲

法增修條文規定審理政黨違憲解散案件及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

均屬司法權行使的一環，故大法官審理案件之方式及程序，實有予

                                                      
206

 同前註，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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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司法化、法庭化之必要
207
。 

(2)憲法法庭及其職能 

司法院大法官之組織運作為配合司法化、法庭化新制，爰於草案第

1條明定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行使審判權，明揭大法官審理

所有案件類型之形態，均由傳統之會議形式，改以具有完全司法審

判性質之憲法法庭進行審理208。而憲法法庭依本草案之規定行使法

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機關爭議案件、總統副總統彈

劾案件、政黨違憲解散案件、地方自治保障案件及統一解釋法律及

命令案件等職能(草案第 1條)。 

2.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 

(1)立法理由209 

現行大法官案件審理法就機關、人民或立法委員聲請解釋憲法之案

件，一概規定於該法第 5條第 1項，其中第 1 款前、中及後段係分

別就中央或地方機關「適用憲法疑義」、「機關爭議」及「法規範憲

法審查」三種案件類型而為規定；第 2款係規定人民「法規範憲法

審查」案件類型；第 3 款前及後段則係分別就立法委員「適用憲法

疑義」及「法規範憲法審查」二種案件類型而為規定。現行法以一

條文籠統涵括，適用上易滋困擾，宜予分別規範，以資區別，故本

草案爰此明定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之程序。 

又釋憲實務上，不同類型案件聲請人，聲請要件及所依循之程序並

不盡相同，故本草案第 3章爰依據聲請人之類別，分為「國家機關、

立法委員」之聲請、「法院」聲請及「人民」之聲請三部分，分別

予以規定。 

                                                      
207

 參照司法院，《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2018，頁 2。 
208

 同前註。 
209

 同前註，頁 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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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現行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條第 1項第 1款前段及第 3款前段

之「適用憲法疑義」案件類型，相較於其他國家憲法法院之職權，

極為特殊，究其制度之設計，乃源自行憲前司法院大法官作為法律

釋疑者或指導者之傳統，惟於行憲已屆七十年之今日，實有檢討修

正之必要。考量大法官所行使者係司法權，不宜就未成形之國家意

志或明顯涉及政治立場抉擇之問題，作成抽象法律意見；復考量現

今憲法意識及憲政主義精神已經普及全國上下，深植人心，各機關

及立法委員本應本於對憲法之認識與理解，正確詮釋並適用之，只

有在與其他機關發生權限爭議，或是面對適用之法規範有無牴觸憲

法之爭議時，始需由大法官行使司法權定紛止爭。爰參酌德國基本

法第 93 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關於基本法之解釋，乃基於聯邦最

高機關或基本法與聯邦最高機關處務規程而賦予權利之其他成員

間之權利義務範圍發生爭議之案件。」之規定，於本草案中刪除「適

用憲法疑義」案件類型。 

(2)國家機關、立法委員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① 國家機關之聲請： 

草案第 47條：「國家最高機關，因本身或下級機關行使職權，就所

適用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

決。下級機關，因行使職權，就所適用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報請上級機關為前項之聲請。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所定相當

二級機關之獨立機關210，於其獨立行使職權，自主運作範圍內，準

用第一項規定。」 

② 立法委員之聲請： 

草案第 49條：「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就其行使職權，

                                                      
210

 依行政院組織法第 9 條之規定，目前屬於相當於二級機關之獨立機關只計有：中央選舉委員 

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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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法律位階法規範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但有下列情形，不得聲請211：一、法律:依法公布後逾六個月；經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提案修正，於修正未果後逾六個月者，亦同。

二、戒嚴令或緊急命令:立法院通過或追認後逾三個月。三、法定

預算或條約:依法公布後逾三個月。四、立法院所為其他具拘束力

之決議:議決通過後逾三個月。」 

③ 違憲判決及其法律效果： 

草案第 51條：「憲法法庭認法規範牴觸憲法者，應於判決主文宣告

法規範違憲212。」 

草案第 52條：「判決宣告法規範違憲且應失效者，該法規範自判決

生效日起失效。但主文另有諭知溯及失效或定期失效者213，依其諭

知。判決宣告法規範定期失效，其所定期間，法律位階法規範不得

逾三年，命令位階法規範不得逾二年。」 

(3) 法院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① 法院之聲請： 

草案第 55 條：「各法院就其審理之案件，對裁判上所應適用之法

律位階法規範，依其合理確信，認有牴觸憲法，且於該案件之裁

判結果有直接影響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② 違憲判決及其法律效果之準用： 

依草案第 58條之規定，法院聲請之法規範現法審查的違憲判決及  

                                                      
211

 為使立法委員能儘早提出憲法審查之聲請，早日確定法規範之合憲性與否，並維護法秩序之 

安定，草案特別於本條規定立委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於一定期間經過後即不得聲請。 
212

 在現行制度下，大法官如認為某法規範牴觸憲法時，係於所作成解釋之解釋文中明確宣告某 

個法規違憲。惟為因應本草案的裁判化設計，大法官審理案件改以裁判方式宣告其審理結果，

爰於本條明定憲法法庭就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認法規範牴觸憲法者，應於判決主文宣告

其違憲，以為明確。 
213

 所謂的溯及失效，是使一個法令視同未曾制定一般，藉著無效之宣布，使法律秩序回復到未 

受該無效法令危害之狀態；所謂的定期失效則是指，大法官對於違憲法令未及時宣布失效，

反而是訂定一個失效的緩衝期間，使得立法機關與執法機關能有一個適應期，以擬定因應措

施。參見陳新民，《憲法學釋論》，三民書局，2015，頁 835-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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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法律效果準用前述第 51、52 條之規定。 

(4) 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  

            ① 人民聲請法規範審查與裁判憲法審查： 

草案第 59 條：「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對於

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以聲請

人曾於審級救濟程序中主張違憲事由者，始得提起。但構成違憲

之情事係確定終局裁判所致，而聲請人不及主張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聲請，應於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送達後二個月之不變期間內

為之。」 

依據本條規定，人民得向憲法法庭提出者有二，即人民提起之法

規範審查以及裁判憲法審查。首先是人民提起之法規範憲法審查，

其乃係指人民在用盡救濟途徑後，針對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

的法規範所為之憲法爭訟。本項審查是大法官會議原有之職能，

本次草案將之法庭化、裁判化，以使該審查的要件更為明確、程

序更為細緻。 

再者則是人民聲請之裁判憲法審查，裁判憲法審查乃是以不利確

定終局裁判為標的，在人民用盡救濟途徑時所提起之憲法救濟，

此一審查乃是係參酌德國基本法以及聯邦憲法法院法上的憲法訴

願制度所新增制定，其增訂之目的，不外是為了彌補現行制度之

不足。 

② 增訂裁判憲法審查之理由： 

憲法乃係國家之根本大法，具有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功能，所有

國家權力的行使，皆不應違背憲法的規定，並更應致力於保障人



 

159 
 

DOI:10.6814/THE.NCCU.PS.003.2018.F09 

民在憲法上的基本權利。當國家權力的行使
214
有違反憲法的疑慮

時，憲法審查相關制度就應該裁決這些國家權力行使是否合憲，

以守護人民的基本權利，免於國家權力之恣意侵害。而這些可能

侵害人民憲法上權利的國家權力，不僅包括立法權與行政權，亦

包括司法權的行使215。在既有的現行制度下216，對於法院的確定終

局裁判，大法官僅能對之進行抽象的法規審查，不得具體裁判該

案件中之憲法爭議，亦即現行釋憲制度僅能抽象闡釋該法律之內

涵以及是否符合憲法，而不能將這些闡釋意旨直接應用在個案中

的具體事實。各級法院之裁判倘於解釋法律及適用法律時，有誤

認、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義，抑或是違反通常人所理解的憲法價

值等情形，現行的司法院大法官制度並無法直接對於該裁判進行

憲法審查，該案當事人僅能迂迴地在釋憲後尋求再審與非常上訴

等救濟，從而形成人權障闕漏。 

為彌補上述憲法保障之缺漏，本次憲法訴訟法草案爰參考德國基

本法以及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13 條第 8 款之 1 以及該法第 90 條至

第 95 條有關憲法訴願的制度，增訂司法院大法官「裁判憲法審查」

之職能，並納入大法官憲法法庭審理之範疇，以期人民之基本權

利能受更全面的保障。 

           ③ 案件之受理： 

草案第 61條第 1項：「本節案件(人民聲請法規範審查以及裁判憲

法審查)於具憲法重要性，或為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者217，

受理之。」 

                                                      
214

 例如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訂定之法律與命令。 
215

 司法院，《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2018，頁 80-81。 
216

 亦即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 
217

 本項受理之標準，乃係為避免不具憲法重要性或非為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之案件影響 

憲法法庭審理案件之效能，進而排擠其他具憲法重要性之案件，爰參考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

第 93 條之 1 第 2 項，於此明定憲法法庭受理以上兩種案件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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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違憲判決及其法律效果： 

 草案第 62條：「憲法法庭認人民之聲請有理由者，應於判決主文 

宣告該確定終局裁判違憲，並廢棄之，發回管轄法院218；如認該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違憲，並為法規範違憲之宣告。第

51 條及第 52 條規定(違憲判決以及宣告法規範失效之規定)，於

前項(法規範違憲)判決準用之。」 

 3. 機關爭議案件： 

   (1) 國家最高機關之聲請 

草案第 65條：「國家最高機關219，因行使職權，與其他國家最高機關發

生憲法上權限之爭議
220
，經爭議之機關協商未果者

221
，得聲請憲法法庭

為機關爭議之判決。前項聲請，應於爭議機關協商未果之日起六個月之

不變期間內為之。第一項爭議機關協商未果之事實，聲請機關應釋明之。」 

   (2) 機關爭議判決 

草案第 67條：「本章案件(機關爭議案件)，憲法法庭應於判決主文確認

相關機關之權限；亦得視案件情形，另於主文為其他適當之諭知。」 

 4. 總統、副總統彈劾案： 

                                                      
218

 準此，憲法法庭之審理結果，倘認人民之聲請有理由時，均應直接廢棄該確定終局裁判，使 

管轄法院再為審理，而無庸循現行制度，要求人民再次借助再審或非常上訴等制度，始得完

整之救濟。 
219

 本條聲請之主體為國家最高機關，如非屬國家最高機關層級之下級機關，與他機關間發生爭 

議時，基於行政層級上下一體的本質，其應循序呈請其上級機關依職權解決，或經層轉由最

高機關作成是否提出聲請之決定，而不許該下級機關逕為提起機關爭議之聲請。 
220

 現行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中段規定，機關得因行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 

，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時而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惟考量其用語，較難突顯機關爭議案件

之定性，故草案中修正該條文之文字，將項職能聚焦於解決國家最高機關間有關憲法上權限

限範圍之爭議。至於所謂的憲法上權限爭議，有垂直的爭議，即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間之權

限爭議，有水平的爭議，即國家各最高機關間之權限爭議。就前者而言，因本草案已於第七

章地方自治保障案件中定有解決該類爭議之明文規定，故其並非本條所指之憲法上權限爭議，

為本條所規範之爭議僅有後者而已。 
221

 國家最高機關間之憲法上權限爭議，固然得依本條第 1 項規定聲請憲法法庭為機關爭議判決 

，惟本於司法最後性原則，發生爭議之機關間，應盡力協商，於無違憲政秩序下盡可能排除

爭議狀態，而協商無結果時，始許其提出聲請，以使發生爭議之機關能盡到憲政機關之權責，

並使司法權不會因過早介入，而動搖憲法上的權力分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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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立法院聲請憲法法庭彈劾及彈劾案之審理 

草案第 68條第 1項：「立法院得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七項規定，就

總統、副總統提出彈劾案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彈劾成立之判決。」 

草案第 70條：「(彈劾)案件之聲請，得於宣示判決前，經立法院全體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撤回222。聲請之撤回應以書面為之，並附具前項

決議文正本。被彈劾人自前項撤回書繕本送達之日起，十日內未提出異

議者，視為同意撤回。經撤回者，聲請機關就同一原因事實不得更行聲

請。」 

草案第 76條：「憲法法庭應於收受彈劾案件聲請之日起六個月內223為裁

判。」 

草案第第 69 條：「本章案件(總統副總統彈劾案)程序之進行，不因被彈

劾人卸任、立法院之解散或該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而受影響224。但被彈

劾人於判決宣示前辭職、去職或死亡者，憲法法庭應裁定不受理。」 

   (2) 彈劾判決及其法律效果 

草案第 75條：「宣告彈劾成立之判決，其評決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225；主文並應諭知被彈劾人解除職務。評決未達前項同意

人數者，應為彈劾不成立之判決。」 

 5.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1) 政黨違憲解散案之要件與聲請 

草案第 77條：「政黨之目的或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

                                                      
222

 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事涉重大，攸關國家整體憲政秩序及政局安定，立法委員實有於事後 

權衡彈劾案無繼續審理之必要，故本條參考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52 條，彈劾案得於判決宣

示前經原聲請機關撤回的規定增訂之。 
223

 為國家政局安定之考量，審理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實不宜延宕，故有此六個月之時限。 
224

 本條乃係草案參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51 條之規定所設，其旨在避免因立法院被解散或 

該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而影響憲法訴訟程序之進行。 
225

 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經評議為成立者，被彈劾人應即應解職，考量此一法律效果影響重大 

，事涉國家重大憲政秩序，故應取得高度之共識，爰於本條中規定判決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

三分之二以上多數的同意，始得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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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秩序者，主管機關
226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政黨解散之判決。」 

草案第 79條：「聲請機關就政黨應予解散之原因事實應檢附證據227。憲

法法庭於言詞辯論期日前，認為聲請機關所舉事證顯有不足時，應定期

間命其補正；逾期未補正者，得裁定不受理。聲請機關就前項經裁定不

受理之同一原因事實案件，不得更行聲請。」 

   (2) 政黨違憲判決及其法律效果 

草案第 80條：「宣告政黨解散之判決，其評決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
228
。評決未達前項同意人數時，應為不予解散之判決。」 

至於政黨違憲判決之法律效果，本次草案考量現行政黨法第30條已有：

「經司法院憲法法庭宣告解散之政黨，應自判決生效之日即停止一切活

動，並不得成立目的相同之代替組織。前項經宣告解散之政黨，不得以

同一政黨之名稱或簡稱，再設立政黨或從事活動。政黨解散後，其依政

黨比例方式產生之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自司法院憲法

法庭判決生效之日或主管機關為解散公告之日起，喪失其資格。但其因

合併而解散者，不在此限」之明文規定，故不再本草案作重複規定。 

 6. 地方自治保障案件229： 

   (1) 地方自治團體自治權受侵害所為之違憲判決聲請 

草案第 82條第 1項：「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或行政機關，因行使職權，

                                                      
226

 此處所指之主管機關，按 106 年制定公布之政黨法第 2 條及第 26 條規定，政黨之主管機關 

為內政部。 
227

 檢附證據之要求乃係基於保障政黨，俾避免其遭受不必要之訟累及防止執政當局濫行聲請。 
228

 在民主理念下，政黨違憲解散案件不宜輕啟，故憲法法庭在判決宣告政黨違憲予以解散時， 

應取得高度之共識，即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為之。 
229

 按大法官釋字第 498 號解釋之意旨，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保 

障之範圍內，享有自主與獨立之地位，國家機關自應予以尊重。然而，現行法制就地方自治

事項運作之爭議，並未設有專條規範，而係依其情形適用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關於機關聲請之規定，以求解決。雖說地方制度法設有地方自治團體得聲請司法院大法官

解釋之規定，惟各該規定均過於籠統概略，在實務上均有賴於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予以釐清(如

釋字第 527 號解釋)，實有必要設立專章規範。基此，本草案即於第七章中將現行地方制度法

以及大法官解釋所揭示之地方自治請求釋憲之事項明定，並予以司法化，藉此強化憲法對於

地方自治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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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所應適用之中央法規範牴觸憲法，對其受憲法所保障之地方自治權有

造成損害之虞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草案第 83條第 1項：「地方自治團體，就下列各款事項，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而受之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認為損害其受憲法所保障之地方

自治權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230：一、自治法規，經監

督機關函告無效或函告不予核定。二、其立法機關議決之自治事項，經

監督機關函告無效。三、其行政機關辦理之自治事項，經監督機關撤銷、

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 

  (2) 違憲判決之法律效果 

草案第 82條第 2項：「前項(中央法規範牴觸憲法而侵害地方自治權)

案件，準用第 50條至第 54條(聲請書之記載、違憲判決以及法規範違

憲之失效規定)規定231。」 

草案第 83 條第 3 項：「第 1 項(地方自治團體受監督機關處分，於用盡

救濟途徑後仍受不利之確定終局判決而有侵害地方自治權)案件，準用

第 60 條(裁判憲法審查之聲請書記載事項)、第 61 條(裁判憲法審查受

理之標準)及第 62 條第 1 項前段(裁判憲法審查判決之法律效果)規定

232。」 

 7.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 

  (1) 統一解釋法令之聲請 

草案第 84條：「人民233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對於受不

                                                      
230

 地方自治團體受憲法所保障之地方自治權受監督機關侵害之情形，其情況頗類同於人民憲法 

上基本權受侵害。是以，地方自治團體不服監督機關的各種處分而提起行政爭訟，於其用盡

審級救濟途徑，而仍受有不利的確定終局裁判的情況時，應許其取得如同於人民之地位，聲

請憲法法庭為裁判憲法審查，故本草案將之予以明文規定。 
231

 因此類案件本質上屬於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性質類似本草案第 47 條國家最高機關聲請案 

件，故關於其聲請書之記載事項、受理標準、判決之效果等規定，均可予以準用。 
232

 因此類案件涉及法院之裁判，屬準裁判憲法審查之性質，故關於其判決或效果準用關於裁判 

憲法審查之規定。 
233

 本條之聲請僅限於人民而不包含各機關。倘機關間出現見解歧異而發生需要統一解釋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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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認與不同審判權終審法院之

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得聲請憲法法庭為統

一見解之判決。前項情形，如人民得依法定程序聲明不服，或後裁判已

變更前裁判之見解者，不得聲請。第 1 項聲請，應於該不利確定終局裁

判送達後 2 個月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2) 統一解釋法令之受理、判決及其法律效果 

草案第 87條：「本章案件(統一解釋法令之案件)之受理及其評決，應有

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數參與評議，參與評議大法官過半數同意。未達同

意受理人數者，應裁定不受理。」 

草案第 88條：「憲法法庭判決就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與原因案件確定終

局裁判有異時，聲請人得依法定程序或判決意旨請求救濟234。原因案件

為刑事確定裁判者，檢察總長亦得據以提起非常上訴。」 

草案第 89條：「憲法法庭就法規範見解所為之統一解釋判決，各法院應

依判決意旨為裁判。前項判決不影響各法院已確定裁判之效力。」 

  

                                                                                                                                                        
(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而現行憲政體制又無法解決該爭議時，各機關自應

透過上述機關爭議途徑解決之，而不須尋統一解釋法令途徑處理爭議，故本草案中將機關聲

請之規定予以刪除。 
234

 如在憲法法庭判決後，對原因案件請求再審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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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我國關於憲法保護之相關經驗－兼論釋字 499 號

解釋 

一、護憲對於我國的必要性 

 聯邦憲法法院對於德國憲政運作的影響，常彰顯於「憲法保護」的概念中， 

因此，若要討論聯邦憲法院在德國憲政民主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勢必不可不提

及德國的護憲體系與護憲經驗。 

在我國，關於憲法保護體系及其法制設計的相關議題甚少被學者所論及，實

務上亦無如同德國般的護憲體系與制度，但對於身為自由民主憲政國家的我國而

言，在護憲的需求上其實並不亞於德國，因為確保憲法所形塑的規範與秩序亦是

我國憲政機關的首要職責。在我國的憲政發展進程中，過去曾有國大代表的違憲

延任；而如今則有極端勢力的潜滋暗長(如國內許多以取代或消滅中華民國為目

的的急統派政黨以及極端獨派政黨)，憲法的敵人不僅未曾隨著我國民主的深化

而消滅，反而是在自由民主的保護傘下日益茁壯，進而構成了憲政民主秩序中的

潛在威脅。若由威瑪共和所提供的歷史經驗觀之，我國對於憲法保護的需求，必

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顯迫切，其必要性亦將日漸浮現。 

二、我國憲法保護的相關經驗 

 (一)我國護憲之經驗： 

 「憲法保護」乃是為維護及確保憲法、並防範憲法受到憲法敵人的擾亂或危

害而採取的所有規範、設施以及措施。廣義而言，護憲並不僅是為了保護憲法，

而其更是為了確保憲法明定的憲政核心架構。以德國而論，即為確保聯邦共和國

基本法所規定的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其不僅是積極地維護、確保此等秩序的存

續；在消極上，護憲亦是防範及對抗憲法敵人對此一秩序的危害(葉陽明，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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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聯邦憲法法院在一九五一年、一九五六年對於社帝黨
235
以及德國共產黨

236

所為的政黨違憲判決即是憲法法院護憲的適例。相對於我國而言，雖說我國在制

度上並未建立如同德國的憲法保護體系，憲法增修條文中的政黨違憲解散亦未實

際上動用過，惟本研究認為，在釋憲實務上，司法院大法官為解決「國大代表延

任案」所作成之釋字 499號解釋，應可視為我國具體的護憲經驗。 

 「國大代表延任案」主要係源於民國 88 年 9 月國民大會所進行的第五次修

憲，該次修憲之目的主要係為「改革選制」，國民大會擬將國民大會代表自第四

屆起改以政黨之比例代表產生並且將國代人數減為 300人。惟為配合國大代表改

為比例代表的選舉方式，並依附立委選舉產生，本次改制的同時亦以令人詬病的

程序
237
修改了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的任期，並將之延長至民國 91 年 6 月 30

日。國民大會代表的任期因本次之修憲案實質延長 2 年又 42 天之久(曾建元/謝

秉憲，2001：346)，第四屆立委之任期也因此延長 5個月，形成了制憲機關自行

延長自己任期的奇特現象，進而使得國民大會代表修憲之正當性與合法性備受質

疑。本次修憲在當時曾引起了全國人民的交相指責以及政治界、學術界的反彈，

在修憲條文通過後，國民黨旋即於民國 88 年 9 月 4 日開除強力主導此次修憲的

國大議長蘇南成黨籍，使其喪失議長及不分區代表資格，而立法院的國民黨黨團、

民進黨黨團以及新黨黨團亦分別對本次修憲之結果提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司法

院大法官遂於民國 89 年 3月 24日作成釋字 499 號解釋，並宣告第五次修憲之結

果因違背我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而失其效力，民國 86年 7月 21 日第四次憲

法增修條文則繼續適用。 

 (二)釋字 499號解釋的主要內容： 

1. 憲法施行及修改相關的事項若發生疑義，其解釋本屬本司法院院大法官

                                                      
235

 參見 BVerfGE, 2, 1. 
236

 參見 BVerfGE, 5, 85. 
237

 時任國大議長的蘇南成乃係以不記名、反覆表決，直到達成可決票數為止的方式主導本次修 

憲，其罔顧國大修憲慣例以及議事規則的作為，在程序上實存有重大瑕疵，而為一般民主法

治國家所不能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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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職權
238
，故國大的修憲行為乃是司法院大法官審查所及之範圍。 

2. 修憲行為乃直接體現國民主權之行為，應以公開透明的方式為之，方能

賦予憲政國家之正當性基礎，故修憲程序應符合公開透明原則，並應遵

守憲法及國大議事規則之程序，如有重大瑕疵其修憲行為將不生效力。

本次修憲進行時，議長蘇南成未遵守當時議事規則中「經出席代表三分

之一以上之提議，應採記名投票」而裁示採行不記名投票，使國民不能

知悉國大代表以及其所屬政黨的投票行為與所應負之政治責任(陳新民，

2015：1068)，已經違反上述修憲條文發生效力的基本規範。 

3. 憲法條文中，諸如：第 1 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第 2 條國民主權

原則、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

質重要性，亦為憲法整體基本原則之所在。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

由民主憲政秩序」，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

遵守之義務。而國民大會為憲法所設置之機關，其具有的職權亦為憲法

所賦予，基於修憲職權所制定之憲法增修條文與憲法本文雖處於同等位

階，惟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如聽任修

改條文予以變更，則「憲法整體規範秩序將形同破毀」，該修改之條文即

失其應有之正當性239。 

4. 本次修憲規定第四屆國代改由全經比例方式產生，使得國大代表附麗於

立委的選舉結果，實與憲法所揭示之國民大會代表全國國民行使政權之

意旨不相容，明顯構成規範衝突。若此等代表仍得行使憲法增修條文中

以具有民選代表身分為前提之各項職權，將牴觸民主憲政之基本原則，

故增修條文有關修改國民大會代表產生方式之規定，與自由民主之憲政

秩序自屬有違240。 

                                                      
238

 參照釋字 499 號解釋理由書第 2 段。 
239

 參照釋字 499 號解釋文第 2 段。 
240

 參照釋字 499 號解釋文第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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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大自行延長本身與立委之任期違反了國民主權之原則。依照國民主權

原則之意旨，民意代表之權限，應直接源自國民的授權，是以代議民主

之正當性，在於民意代表行使選民賦予之職權須遵守與選民約定，任期

屆滿，除有不能改選之正當理由外應即改選，乃約定之首要者，否則將

失其代表性。釋字第 261號解釋中：「民意代表之定期改選，為反映民意，

貫徹民主憲政之途徑」亦係基於此一意旨。所謂不能改選之正當理由，

須與釋字第 31 號解釋所指：「國家發生重大變故，事實上不能依法辦理

次屆選舉」之情形相當。本案中關於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任期之調

整，並無憲政上不能依法改選之正當理由，逕以修改上開增修條文方式

延長其任期，與上開國民主權原則不符。而國民大會代表之自行延長任

期部分，於利益迴避原則亦屬有違，均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不合241。 

 (三)「憲法保護」概念下的釋字 499號解釋： 

 憲法保護的核心概念，乃在於積極地確保憲法中的憲政核心架構－「自由民

主憲政秩序」能夠繼續於國家中存續，並且消極地防止與此等秩序為敵者的侵犯

與危害。而憲法保護之方法，則可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應對國家高權所

帶來的憲法危機，國家之機關，如國家元首、聯邦政府或國會等，均具有改變憲

法或影響憲法所揭示之秩序的能力，倘若這些國家權力意圖破棄或攻擊憲法，其

後果恐不堪設想，為避免國家高權所帶來的危機，當代憲法國家常以建立制衡的

組織與制度加以保障、控制，此種保護憲法的方法，德國學者稱之為「憲法存續

之擔保」。另一種的保護方法則是國家機構對於敵視憲法的勢力以及以推翻現存

憲法秩序為目標的活動，所為一系列的應對與預防措施，德國學者稱此為「狹義

的憲法保護」(Theodor Maunz/Reinhold Zippelius, 1985: 388)。 

 在上述界定之下，司法院大法官面對「國大延任」案所作成的釋字 499 號解

釋，毋寧是一種關於憲法保護的實務經驗。在積極層面上，本號解釋乃係為維護

                                                      
241

 參照釋字 499 號解釋文第 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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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確保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存續所作成；在消極層面上，本號解釋旨在避免國大

修憲的結果危害我國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在保護方法上，大法官於本號解釋中

所採取之方式乃係「憲法存續之擔保」，其保護之目的不外是為了防範代表國家 

政權的國民大會，利用其憲法所賦予之國家高權(修憲權)來侵犯具有憲法上本質

重要性的核心領域。其護憲之過程，大法官首先係透過本號解釋確認了司法院大

法官依據憲法規定，享有制衡修憲者修憲的審查權，再藉由審查本案之機會，闡

明我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內涵以及基於該等秩序所生、不可因修憲動搖之條文

與原則，並以此為基礎宣告國大代表的第五次修憲內容，因牴觸屬於自由民主憲

政秩序範圍的國民主權、利益迴避等原則而失其效力。 

本號解釋的作成，不僅成功的使該次違憲之修憲結果失效，在政治上更是造

成不小的衝擊，首先，釋字 499號解釋具有擴張大法官職權範圍的作用，本號解

釋對於國民大會修憲條文之審查，形同確認司法院大法官除了以往的法律、命令

審查242權外，亦包含對憲法條文修改的審查，因此使大法官搖身成為「修憲者的

監督者」；再者，本號解釋削弱了國民大會之正當性，直接影響國大的政治地位，

為後續第六次修憲之「國大虛級化」埋下關鍵的伏筆。最後，本號解釋促成了我

國憲政觀念的轉變，國民大會與其他國家高權之關係由以往五權憲法中「政權機

關」與「治權機關」之關係轉向為「憲法機關」間之關係，亦即：國民大會的性

質自釋字 499號解釋之後，從代表人民的最高政權機關，轉向為須受自由民主憲

政秩序拘束的憲法機關243。除此之外，該號解釋亦確立了修憲者之修憲行為應以

憲政秩序為界的基本原則，凡舉民主共和國原則、國民主權原則、人民基本權利

保障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等，均為修憲者無法碰觸的憲法核心領域，一旦變

更即會動搖憲政之本。而此等原則的確立，如同係將德國基本法第 79條第 3項：

「基本法之修正案，凡影響聯邦之體制、各邦共同參與立法以及第 1 條(人性尊

                                                      
242

 參照憲法本文第 78、第 79 條。 
243

 雖說國民大會已從民國 94 年修憲後退出我國憲政舞台，但此種觀念的轉變仍有著「未來不 

論任何機關修憲均不能違反憲政秩序」之意味，實有助於落實我國的憲政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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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與基本權利之保障)至第 20 條(民主、社會的聯邦國原則、國民主權原則以及

國民之抵抗權)之基本原則者，不得成立。」244規定的護憲精神引入我國，為我

國的護憲提供了制度上的基礎。就整體而言，本號解釋對於我國憲政秩序之確保

與維持，確實具有啟蒙性的重大意義，從而得以成為我國護憲的具體實例。 

 

  

                                                      
244

 本條的規定乃是反思威瑪共和慘痛的歷史教訓所生之「永久條款」，其旨在防範未來的修憲 

者透過修憲的方式來破壞德國的自由民主憲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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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聯邦憲法法院與司法院大法官之比較 

第一節 憲政民主角色之比較 

一、憲政秩序維護者 

 近代立憲國家之憲政民主制度運行，基本上是植基於憲法的規範以及憲法的

最高性。憲法(或基本法)乃是任何國家權力行使正當性的基礎，相對於法律或行

政命令而言，憲法是具有優於法令的最高規範特性以及廣泛拘束性之法規範，所

有的國家治權，包括立法權、行政權在內，均應遵守憲法的規定。在此一前提下，

如何劃定國家權力之界限，進而確保憲法規範之實踐，爰成為當代憲法的核心問

題之一(李建良，2003：189)。憲法規範的效力及最高性之確保與實踐，其核心

命題即是：何種機制最適合處理憲政機關間之爭議，並使國家權力受到憲法的制

約？也就是，誰是國家適格的「憲政秩序維護者」？固然，憲法的維護機制與運

作模式會因各國歷史背景的不同、法治條件的參差而成現複雜多樣的面貌(翁岳

生，2009：4-5)，但以「司法權」－尤其是釋憲權與憲法審判權的態樣作為促使

國家權力遵守憲政秩序的制度，卻業已成為世界各民主國家普遍之發展趨勢245，

而為德國與我國憲政運作中不可或缺之一部分。 

 在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向來有著「憲法守護神」之稱。該院之最終任務，即

是在確保憲法規範及其最高性能夠在實際的憲政民主運作獲得實踐及貫徹。在此

一任務底下，憲法法院必須透過諸如憲法訴願、聯邦性爭議爭訟、機關爭訟以及

                                                      
245

 雖說各種國家高權機關，理論上均應負起維護憲法之責，然而綜觀古今中外，行政侵害人權 

之例證史不絕書，欲期待行政權扮演憲政秩序維護者之角色，誠有困難。職司立法權之國會，

由人民選出國會議員，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理應為民喉舌，護衛人民利益，與憲法旨在保

護人民權利之宗旨如出一轍。不過，國會為政治角力的場域，政黨勢力合縱連橫、彼此對抗

乃事所常見。如果基於政黨利益考量，或為選舉算計，或多數以表決方式強勢壓制少數，實

難保人權不被侵犯、憲政秩序不被破壞，國會是否能夠善盡維護憲法、保障人權之角色，令

人懷疑。相對於行政與立法權，具有被動性格、法律專業、正當程序、中立地位等特徵的司

法權，適足以扮演節制行政與立法權，並維護憲政秩序的角色。參照翁岳生，〈憲法之維護者

－省思與期許〉，載於《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六輯》上冊，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籌備處，

2009，頁 10。 



 

172 
 

DOI:10.6814/THE.NCCU.PS.003.2018.F09 

違憲政黨審判等職權的行使，來保護人民之基本權利、貫徹聯邦國原則、解決憲

政機關間爭議以及制裁危害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政黨與敵人，以確保基本法明定

之秩序得以在德國繼續存續。再者，聯邦憲法法院作為憲政機關，其與聯邦議會、

聯邦參議院以及聯邦政府平行，行使國家部分最高權力，其組織上不隸屬於任何

國家機關；職能上有權對於其他憲法機關進行制約；裁判效力上又具有拘束全國

各機關之效力。此種最高且獨立自主的特性，使其有別於其他國家權力，而成為

德國的憲政實務上，最典型的「憲政秩序維護者246」。 

 在我國，司法院大法官作為「憲政秩序維護者」之角色，應是毫無疑義的。

由於大法官依據憲法負有維護、貫徹憲法規範以及合憲性控制的任務，故其作出

的解釋往往具有確保憲法實效性、保障基本權利以及糾正違憲公權力行為等多重

功能。依據憲法之規定247，司法院為我國最高司法機關，該院之大法官掌有解釋

憲法、統一解釋法令之權；並得組織憲法法庭，彈劾違法失職的總統副總統、解

散危害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政黨；以及對法令作出是否違憲之解釋。在實際的憲

政互動中，大法官依據上述權能不僅得以闡明憲法的方式解決憲政機關間之爭端，

更可透過違憲審查權與憲法解釋的廣泛拘束力來制衡其他國家高權、確保憲法的

最高性；有甚者，大法官亦能藉由釋憲權的作用來改變國家運作的遊戲規則，並

促使我國政治民主化的實踐。對於我國憲政實務而言，司法院大法官實為不可或

缺的「憲政秩序維護者」。 

 綜上可知，聯邦憲法法院與司法院大法官在各自所處的憲政大環境中，均係

扮演著「憲政秩序維護者」之角色，並同擔當解決國家機關爭議、確保憲法規範、

對抗憲法敵人以及制衡並督促國家高權遵守憲法之重任。實務上的聯邦憲法法院

曾本其維護者的角色解散社帝黨及德國共產黨，為德國掃除憲政秩序上的威脅者；

                                                      
246

 對此，聯邦憲法法院在 1975 年 6 月 10 日一則判決(BVerfGE 40, 88)中，亦曾以「聯邦憲法法 

院身為憲法權威解釋者以及憲政秩序之維護者」為由，肯定聯邦憲法法院裁判的拘束力(拘束

全國各機關)。 
247

 參照憲法本文第 78 條、第 79 條、第 114 條、第 171 條、第 173 條以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 

第 4 款、第 5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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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司法院大法官則是在我國憲政發展的關鍵時刻，以釋字第 261號、第 499 號等

解釋，為我國政治民主化除去障礙，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不論是在德國抑或是

我國，憲政秩序維護者的存在都是國家憲法上憲政制度得以順利運行的關鍵因

素。 

二、面對重大政治問題之角色 

 釋憲機關或憲法審判機關如何將動態的政治現實置於憲法的規範之中，一直

是學者們討論的課題，而對於釋憲或憲法審判機關是否應涉及高度政治性的重大

政治問題更是法政學界爭辯不休的焦點。憲法本身乃具有政治性之特質(許宗力，

1997：39)，其規範著國家的政治機構與政治運作，諸如選舉、政權遞嬗、政黨

的權利義務等，均是憲法規範所及之範圍。這些政治性的規範，又因為民主國家

違憲審查制度的建立，而為釋憲機關或憲法審判機關發揮作用之對象，以致在實

際的政治運作上，釋憲機關及憲法審判機關往往必須成為在政治力與憲法規範中

尋求平衡之角色。此一現象不僅存在於德國、美國等先進民主憲政國家中，在我

國司法院大法官制度逐漸完善之際，這項議題亦經常成為討論之重點。 

 關於重大政治問題是否應由釋憲機關介入之課題，曾任司法院大法官的學者

陳新民即採否定的見解，其認為：基於權力分立原則，司法權對於屬於行政權與

立法權運作範圍的「政治判斷」，理應不介入之。蓋因在政治決策的空間中所要

考慮者，不僅僅是憲法的規定與價值理念，還有其他要考慮的因素，例如國內外

之局勢、選民的支持、輿論的態度等，此種政治判斷幾乎不是司法性質之釋憲機

關的判斷所能取代的(陳新民，2015：786-787)。美國學者 M. F. Weston亦認為：

「司法問題」(judicial question)是主權者委由法院判斷之問題，而「政治問

題」則是主權者委由政治部門判斷之問題，當法院引用「政治問題」來拒絕審查

時，只是表示法院認為該權限依法應賦予政治部門判斷而已(劉宏恩，1995：

24-38)，故採取司法機關不應審查政治問題之立場。而德國學者 Uwe Kranenpohl

則曾以聯邦憲法法院為例，討論政治問題與違憲審查的議題，並肯定憲法法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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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之政治功能，其認為：聯邦憲法法院在政治體系之功能，無法等同於一般法

院在特定法律領域的功能。這裡涉及的究竟是「大的整體」、所有國家行為的框

架、整體社群的引導，從而聯邦憲法法院具有從旁影響政治之功能，是「國家領

導」概念的基礎。憲法裁判的核心功能在於提供必要的「轉譯工作」，亦即將具

有憲法、法律上重要性之政治問題轉譯為法律問題，進而將之解決。除了政治功

能外，聯邦憲法法院也常被定位為「憲法的守護神」，這也指出了憲法裁判的政

治性質，正因它的政治性質，致使聯邦憲法法院並非僅只是一個法院，而是德國

處理政治問題的「政治機構」(Uwe Kranenpohl, 2017：9)。 

 綜上所述可知，學理上關於釋憲及憲法審判機關是否該審查重大政治事件的

問題，向來存有肯否之爭。而在聯邦憲法法院以及司法院大法官的釋憲實務上，

亦同樣係採取兩種截然不同的立場，來處理高度政治性問題。以「領土爭議案」

為例，我國之領土爭議係發生在民國 82 年的立法院，該年 3 月，立法院在進行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的審查時，面臨了是否刪除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蒙藏委員會及

其他相關機關預算之問題。當時的立法院正在重新思考如何定位台灣、中共以及

蒙古的雙邊與多邊關係，而上述各機關的職權與預算刪除與否事涉我國對雙邊、

多邊關係之立場。故有委員主張我國領土僅包括台灣、澎湖、金門、馬祖、蘭嶼，

而不及於中共及蒙古共和國之領土，職司大陸事務的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即應裁撤

並併入外交部東亞太平洋司或獨立成立一個「中國司」；職司蒙古、西藏之行政

與種興革事項的蒙藏委員會亦應予以裁撤，而將上述兩機關所編列之預算全數刪

除(齊光裕，2002：261-262)。由於本件爭議事涉中華民國領土範圍認定之疑義，

亦即對於憲法本文第 4 條規定之：「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

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中，所謂「固有疆域」究何所指產生爭議。面對此

項爭議，立法委員陳婉真等 18 人隨即提案，聲請大法官解釋憲法，請求司法院

大法官確認憲法本文第 4條中中華民國領土之範圍為何，並於其理由中特別強調：

「蒙古」及「中國大陸」皆非屬中華民國之領土。很明顯地，此項爭議涉及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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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政治敏感的「統獨之爭」。 

 對於立法院之聲請，司法院大法官於民國 82 年 11 月 20 日作成釋字第 328

號解釋以資回應，該解釋文略稱：「中華民國領土，憲法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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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法官亦於理由書中指明，我國領土的界定

純粹屬於「政治問題」之範疇，係學理上所稱的「統治行為」，依據權力分立之

憲政原則，應不受司法(司法院大法官)之審查。準此，憲法第 4條所稱「固有之

疆域」究何所指，若予解釋，必涉及領土範圍之界定，為重大之政治問題，故本

件立法院之聲請應不予解釋
248
。由此可知，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對於政治問題之解

決，顯然地係採取消一種消極迴避的立場。這種消極立場亦反映到了民國 85 年

12 月 31 日的釋字第 419 號解釋上，該解釋249亦以「新任總統對於行政院長總辭

之處理，乃總統的裁量權限，屬於統治行為(政治問題)之一種」為由，而作出「非

本院應作合憲性審查之事項」的結論。 

 德國的領土爭議則是源於「兩德基礎關係條約」。1972年 12月 21日東德與

西德簽訂兩德基礎關係條約，並經西德國會批准通過該條約。次年 5 月 28 日，

西德巴伐利亞邦向聯邦憲法法院提出法規審查之聲請，主張系爭條約違反基本法

德國再統一的規定，該條約承認東德為一個與西德在權利上平等的獨立自主國家，

基此兩個有主權的德國取代了「德意志帝國」，進而導致德國的分裂；此外，該

條約致使迄今的分界成為條約上所議定的國界，如此更加深既有的分裂，而與再

統一之精神背道而馳。從而巴邦認為，既然基礎條約係違憲，則應予以宣告該條

約無效，故請求聯邦憲法法院確認該條約與基本法規定不符。對於巴邦政府之提

案，聯邦憲法法院遂於同年 7 月 31 日作出判決250。判決文中，該院對基礎條約

                                                      
248

 參照釋字第 328 號解釋理由書。 
249

 參照釋字第 419 號解釋文。 
250

 BVerfGE 35,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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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憲性問題以具體明確的理由詳加解釋
251
(葉陽明，1999：114-116)，並以「西

德之法律地位」、「德國國界包含德東地區」、「整個德國人民之國籍依然存在」、「國

家機關協助德東人之義務」以及「西德的再統一政治目標」為由，判定兩德基礎

關係條約合於基本法的規定，而駁回巴邦政府之聲請。 

 由上述「兩德基礎關係條約」案之判決可知，即便是面對條約、領土或是主

權等敏感之高度政治性爭議，也無法動搖聯邦憲法法院「憲政上終局裁決者」的

角色，在面對重大政治問題時，該院常以積極介入的態度來平息政治上的爭端252，

而非認為本質上具有政治性的案件，就不能被司法所審查。相較於司法院大法官

拒審政治問題之消極立場，積極介入的態度反而使聯邦憲法法院成為兩德問題邁

向解決的關鍵因素。相形之下，大法官作成的釋字第 328號解釋毋寧是自我放棄

解決政治上爭端、成為憲政上終局裁決者的機會。若從違憲審查的本質觀之，司

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的目的，即是使制憲時未能明確規範之事項予以重新詮釋，

抑或是在立法權、行政權誤解或違反憲法時，得以依據其審查權限及憲法本旨作

成合憲性與否之審查，其本質並不因爭議事項是否涉及政治性而有所改變。申言

之，正是因為憲法本文第 4條所稱之「固有疆域」未能明示其規範內涵，方才使

政治現實上產生憲法適用之疑義，對此，大法官自當本於其本質與職權，就有疑

義之憲法問題，作出更具體明確之解釋，以求爭議之解決，實在不應以政治問題

為由，而消極迴避此一問題。再者，大法官所賴以為據的憲法，本身即是充滿政

治性質之法律，區分何者為政治問題、何者為法律問題，在實務上恐有窒礙難行

之疑慮。對於我國而言，聯邦憲法法院面對政治性案件之方式，可能更適合司法

                                                      
251

 該判決之理由主要有：(1)即使於 1945 年以後，德意志帝國在其 1937 年 12 月 31 日的國土 

內仍然存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雖非帝國在法律上之繼承者，但它作為唯一以自由方式重新

組織之德國的一部分，在法律上則與帝國同一。(2)兩個德國之間的界線乃類似於聯邦共和國

內部各邦之間的界線。最終有效的德國國界，也包括東邊國界，唯於一項以自由方式談判議

定的和平條約之中始得確定之。(3)整個德國的國籍依然存在。德國之德籍人士乃包括所有依

據 1913 年「帝國與國籍法」及基本法而屬於整個德國國民的公民，當然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之

公民也被包括在內。(4)所有在國內及國外的德國國家機關及官署皆有義務去協助那些到達聯

邦共和國保護範圍內的德國人。(5)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憲政機構不可放棄再統一的政治目標。

參見葉陽明，《德國問題與兩德統一》，國立編譯館，1999，頁 116。 
252

 此種積極介入之態度，亦見於憲法法院「歐洲共同防禦條約案」(BVerfGE 2, 79) 之判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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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大法官。是以，本研究認為，我國大法官在面對所謂重大政治問題時，不妨可

參照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積極態度，來介入並消弭政治問題，此舉不僅符合大法

官作為違憲審查機制之本質，亦可使司法院大法官成為我國憲政上的仲裁者，從

而為我國的權力互動提供一條權威的紛爭解決途徑。 

三、與其他國家權力之互動關係 

 聯邦憲法法院與司法院大法官作為國家憲政秩序的維護者，自然握有對於其

他國家機關的廣泛審查權限，以俾確保國家權力能在基本法及我國憲法所設定的

民主規則下運行。由於基本法與我國憲法之明文，聯邦憲法法院以及司法院大法

官均就國家權力之運行事項，享有審查其是否符合憲法的權力，從而使兩者常與

司法權以外的其他國家權力發生互動關係。 

 在與立法權的互動關係上，聯邦憲法法院與司法院大法官可說是十分類同的。

首先，憲法法院與大法官同為執掌法律規範違憲審查權之主體，同居於確認法律

是否違憲的「監督者」地位，並負責對國會通過的法律進行合憲與否之審查，以

俾確保立法者所建構的法秩序合於憲法所揭示之憲政秩序；其次，憲法法院與大

法官在實際與國會互動時，都可能因為它們對於立法權的介入，而產生與立法者

間的若干緊張關係。實務上，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就曾因作出有損國會利益而無法

被國會接受的釋字 76 號解釋，以致於立法院透過修正司法院組織法、訂立大法

官會議法的方式，對大法官作出限縮職權、加強干預之回應，從而成為上開緊張

關係的極端例證。再者，憲法法院與大法官亦常在立法者不作為或法律違憲之時，

利用其職權的作用，來代替立法者行使其立法權，並對立法的方向或態度提出說

明與建議，以填補法律秩序中的漏洞以及從事法之續造工作。聯邦憲法法院在

1995年的間諜案判決253即為其代行立法的適例，該院在本判決中即創造性地從憲

法上比例原則推導出對間諜刑罰的追訴障礙，並以該導出之原則為基礎，取代一

                                                      
253

 BVerfGE 92,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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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應該且必要存在，但政治上並未獲得多數支持的赦免法律
254
。 

此外，若由憲法判決或是釋憲的聲請門檻觀之，當可得知憲法法院與大法官

在保障少數意見、促進反對黨監督政府上所具備的相同功能。依據基本法以及聯

邦憲法法院法之規定，聯邦議會僅需有三分之一及四分之一的少數議員，即得向

聯邦憲法法院聲請機關爭議以及法律規範之審查；在我國，依據大法官審理案件

法規定，亦僅需有立法院總額三分之一之立法委員連署，即可向司法院大法官提

出憲法解釋之聲請。可見，兩者在國會議員聲請判決或解釋上，均係採取一種少

數聲請的制度設計，於實際的憲政運作中，此種少數聲請之設計將使政治上處於

下風的少數黨或反對黨，得以直接訴諸憲法審判或憲法解釋的方式來移轉政治衝

突，在國會中立場受到壓制的反對黨，倘若無法通過其他適當的手段貫徹其主張

時，往往傾向透過上述方法來協助其於政治中勝出。是以，國會議員少數聲請之

制度毋寧是一條提供反對黨對抗政治多數的司法途徑，從而具有保障少數意見、

緩和多數決弊端以及促進反對黨參與國政之作用。 

 在與行政權的互動關係上，聯邦憲法法院與司法院大法官亦是處於相類同的

地位，即：它們均係居於監督者與憲政爭議裁決者之角色。依據基本法之要求，

憲法法院肩負著解決憲政機關間以及聯邦與邦間、各邦間爭議之任務，倘若聯邦

政府或其他行政機關與憲政機關發生衝突或爭議時，聯邦憲法法院即得以其權威

式的裁判，化解行政權與其他國家權力間的衝突與僵局，藉此維護德國民主憲政

秩序的穩定發展。對此，司法院大法官在我國憲政爭議發生時所作成的憲法解釋，

亦具有與聯邦憲法法院相同之功能。例如，在核四停建爭議中，大法官即係透過

憲法解釋的論證過程來提供解決憲政僵局、化解憲法爭議之途徑，此舉無異於對

政治博弈中的行政與立法機關進行終局裁決，而使僵持之行政部門與立法院得以

從容的方式，解決政治紛爭。另外，與司法院大法官較為不同的是，在德國，當

人民基本權利受行政權不法侵害，而用盡救濟途徑仍無法獲得救濟時，該人民得

                                                      
254

 在我國，司法院大法官作成的釋字 587 號解釋亦展現了類似此一判決的代行立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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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憲法訴願，請求聯邦憲法法院審查、撤銷該違法或違憲之行政措施，從而發

揮到監督行政行為之作用255。反觀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在人民基本權遭受侵害時，

雖可以在憲法解釋中審查行政命令並得宣告其違憲，但依據現行制度，其所審查

之範圍，僅止於終局裁判中牴觸憲法之「法令」而已，尚不同於德國的「所有公

權力行為」，從而使我國大法官對於行政之監督範圍，略少於聯邦憲法法院所能

審查之範圍。 

四、兩者在司法體系中之地位 

 德國的司法體系係採取專業化、分工化的司法多元制度，在代表憲法審判權

聯邦憲法法院外，尚設有聯邦普通法院、聯邦行政法院、聯邦勞動法院、聯邦社

會法院以及聯邦財政法院等 5種審判體系。相對於其他審判系統，聯邦憲法法院

具備的高度獨立性與自主性，係其得以位居於司法體系中最高性地位的關鍵所在。

在組織上，聯邦憲法法院不隸屬於任何機關，於司法行政上亦處於完全獨立的狀

態，因此，在行使職權時將不會受到來自司法行政或其他憲政機關干預之疑義；

再者，依據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31條：「聯邦憲法法院之裁判，有拘束聯邦及各邦

之憲政機關以及所有法院、官署之效力。」之規定可知，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效

果並非其他司法體系的裁判可以等量，其他司法體系之法院在作出裁判時亦將受

聯邦憲法法院法律見解之拘束而不得有所牴觸。對於其他法院而言，聯邦憲法法

院形同是法律見解的終局決定者，尤其在聯邦憲法法院透過裁判憲法訴願的方式，

審查「所有」法院之裁判時，更是凸顯了該院在司法體系中的最高性地位。不過，

聯邦憲法法院終究係一掌理憲法審判權之專業法院，其所為之審判本質上均非其

他法院(包含各邦之憲法法院)的「更高審級法院」，故該院位居司法體系中的最

高地位，並非係指它是其他法院系統的最上級審，而是指它在裁判的效力上，具

有高過於其他法院的裁判並且有拘束各級法院之效果。 

                                                      
255

 雖說此種憲法訴願之標的，形式上係針對終審法院的判決，但實質上仍是就行政上之措施 

及其合憲性加以裁判，故憲法法院對於行政權而言，無疑是一位行政行為合憲性的監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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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的司法體系則不若德國採取如此多元的司法制度，至多只在普通法院之

外設行政法院以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而已。依據制憲者的原意，司法院原初的定

位乃係我國最高審級之最高法院，因其同時兼掌審判、司法行政與憲法、法令的

解釋，從而屬於我國之最高司法機關256。然而，事過境遷，制憲當時之制憲國民

大會並未依照原初的意旨設計司法院，反而係基於司法權功能分工之考量，決定

將一般的審判權由司法院手中抽離，致使憲法本文之司法院成為一個僅掌理解釋

憲法與統一解釋法令的「最高司法機關」。時至行憲以後，司法院之基本組織體

系又延續訓政時期的舊制，在司法院之下，另設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務員懲

戒委員會，分掌憲法所定之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及公務員懲戒事務。至於司法

院則不負責除總統副總統彈劾、政黨違憲解散案等憲法審判權外的任何審判工作，

僅處理憲法解釋及法令統一解釋之案件，其功能萎縮近於解釋憲法、法令之機關

(董保城/法治斌，2010：392)；對於其他司法機關而言，司法院亦僅有司法行政

監督之權，故司法院本身在我國司法體系中，僅具「最高司法行政機關」之地位，

而非「最高司法機關」。 

 相較之下，聯邦憲法法院在司法體系之地位並不同於我國的司法院。申言之，

憲法法院在多元的司法制度下位居最高性地位，乃係因其裁判之拘束效力以及對

於其他法院的審查權限(憲法訴願)所致；而司法院則是依據憲法第 77 條規定取

得最高司法機關之頭銜，但由於我國憲政制度之演變，司法院在行憲後一直未能

執掌除總統副總統彈劾、政黨違憲解散以外之審判權，只有監督其他法院之權限，

故相對於我國其他司法體系，司法院之地位僅居於司法行政的監督者。此外，雖

說該院之大法官所作成之解釋，亦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257，但在缺少

諸如「裁判憲法訴願」這種得以直接對法院裁判進行高密度審查的權限下，司法

院及其大法官實難以達到如同聯邦憲法法院的實質上「最高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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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見五五憲草第 76 條之規定。 
257

 參照釋字 185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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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組織結構之比較 

一、選任程序 

 法官之選任，乃是聯邦憲法法院與司法院大法官的主要差異所在。以德國而

言，按基本法第 94 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2 條以及第 4 條之規定，聯邦憲法法

院分為兩個審判庭，每庭由 8名法官組織之，全院共有 16名法官，任期均為 12

年，其分別由聯邦議會以及聯邦參議院各選舉半數(8名)產生之。在選舉前，聯

邦議會會先按比例代表制選出 12名聯邦議員組成「法官選舉委員會」，再由委員

會選舉出半數之法官，以獲三分之二多數票者為當選；聯邦參議院則是採取直接

選舉的辦法，並以獲得三分之二多數票者為當選(Konrad Hesse, 1999: 671)，

而聯邦憲法法院正副院長之產出，亦分別由兩院輪流選舉產生之。 

至於我國大法官選任，則曾歷經數次的制度變革，依據目前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之規定，司法院大法官乃係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之程序所選出，並由該

程序選出的大法官 15 人(包含具有大法官資格的司法院院長與副院長)組成大法

官會議。各大法官之任期為 8年，不得連任，而任司法院院長與副院長之大法官，

則無任期 8年之保障。在實際的選任中，符合資格之大法官人選，將由「大法官

審薦小組」篩選後報請總統提名，而總統提名後，即應咨請立法院行使同意權。

立法院在行使此一同意權時，則須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規定議決之，依據該

法第 29 條規定，立法院行使大法官之同意權時，應交付全院委員會審查，審查

後提出院會以無記名投票表決，經超過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之同意為通過。 

兩相比較後，吾人可歸納以下幾點，作為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與我國司法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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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在選任上的不同之處： 

 (一)人數的差異 

聯邦憲法法院主要是由包含正副院長的 16 名法官所組成，而司法院大法官

則是由包括正副院長的 15 名大法官組成。可見兩者在組織人數上存有不同。不

過，若從整體上觀察，憲法法院 16 人之組織可能是為了分擔兩庭的法官數量，

配合其分庭審判的組織設計所設。我國的 15名大法官與德國的 16名憲法法院法

官的人數差別，其實並不會造成功能上太大的影響。 

 (二)任期不同 

 不同於一般法院法官的終身職，亦不同於民意代表的短任期，聯邦憲法法院

法官與大法官均設有較長的任期。在任期制度上，德國憲法法院法官設有 12 年

之任期；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則設有 8年之任期，且任期計算採「交錯任期」制。

兩相比較下可知，大法官之任期顯較憲法法院法官短暫；而在任期的計算上，我

國亦設有德國所沒有的特殊計算方式，形成了德我兩國任期設計上最大的差異之

處。 

 (三)任命門檻不同 

 聯邦憲法法院法官之任用乃須有聯邦議會議員 12 人組成之「法官選舉委員

會」的三分之二多數票以及聯邦參議院議員的三分之二多數票，始能當選為憲法

法院法官；而司法院大法官則是需以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之同意，始得任命為

大法官。相形之下，德國採取三分之二壓倒性多數的任命門檻顯然較我國二分之

一過半數的同意門檻來的嚴格許多。對此，本研究認為，德國之壓倒性多數門檻

似乎較我國過半數門檻更符合選任制度之本質，從而值得我國參考。蓋因選任程

序之本質，原本就是用來補足憲法審判權或釋憲權所欠缺的直接民主正當性之基

礎，過低的任命門檻可能將減低憲法法院或司法院大法官的民主正當性。  

 (四)選任模式與政治力介入問題 

綜合上述以及前兩章可知，德我兩國的(大)法官選任顯係採取完全不同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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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設計。為德國所採取者乃是國會兩院的選舉模式；而為我國所採取者則是總統

提名－立法院同意的任用模式。  

在制度目的上，德國以選舉模式作為產生聯邦憲法法院法官之方式主要是為

了兩個層面的考量：一方面，由國會選舉法官可使憲法法院及其法官獲得民主原

則下之民意基礎，蓋因在民主原則之要求下，所有國家權力均來自於國民，身為

國家最高司法機關的聯邦憲法法院，其成員自應出自於國民或民意代表之意志，

方能確立其正當性，使聯邦憲法法院與其他憲政機關達致實質的平等地位。另一

方面，藉由代表聯邦的聯邦參議院參與法官選舉，可使聯邦憲法法院在裁決聯邦

性爭議時，更具有公信力與正當性。申言之，聯邦憲法法院法官之選任乃是以貫

徹聯邦主義與民主原則為其核心價值，由於兩院制國會分屬地方代表與普羅民意

代表之不同性質，使得民主原則與聯邦主義得以同時獲致衡平 (Martin 

Heidebach, 2014: 153-154 )。而我國司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同意的任用模式，

其制度目的則係為了透過具有直接民主正當性的總統與立法院之憲政權力運作，

賦予司法院大法官一定程度的間接民主正當性，亦即，我國的選任制度乃是欲藉

由雙元民主正當性憲政機關之確認，來補足原本不具民意基礎之司法院大法官。

由此觀之，德我兩國之(大)法官選任模式，可謂相同注重司法機關民主正當性不

足的問題，在各該制度中，兩者均有補足司法機關民意基礎不足之相關設計。但

我國畢竟不是聯邦制國家，故在大法官的選任上並無衡平聯邦主義的機制存在。 

 不同的選任模式，會造就不同的運作結果。我國提名－同意的任用模式，就

有造成政治力介入司法之可能性。本研究認為，依照現行大法官選任模式，我國

大法官既是由總統提名，總統對於提名之人選則有完全決定的權限，就此不難看

出大法官人選之產生不可避免地將具有高度政治色彩(陳新民，2015：761)。在

實務的運作上，大法官之人選向來係由總統指定的「大法官審薦小組」258先行針

對各方推薦之候選人逐一審查，並決定提名原則、限縮提名人選，再據以提出建

                                                      
258

 此一小組乃係由副總統、總統府秘書長、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等人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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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名單，呈請總統核可而正式提名後，咨請立法院同意(林燦都，2008：124-125)。

惟因上述提名審薦小組並非法定組織，故其所提出之建議名單並不具有法律效力，

即便總統於該建議名單之外，另行提出屬意人選亦不屬違法。可見，總統在提名

程序中仍是處於優勢的主導地位。反觀立法院雖在選任程序上握有人事同意之權

限，但主動的人事選擇權仍係操之在總統手中，立法院的同意權行使始終居於被

動。在這種選任模式下，總統既握有主動提名之權，那麼當屆大法官之政治態度

或意識形態，可能早已在大法官被提名時就已被總統所決定，從而形成將來大法

官行使職權之公正性隱憂。尤其在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彈劾案

之時，這種審判公正性之隱憂將更顯巨大。而立法院在面對此種情況時卻僅能居

於被動的地位行使同意權，縱使立法院否決了總統所提之人選，總統仍得以其主

動提名權再次提名一位性質相近的大法官而不受立法院否決影響。如此的制度運

行不僅可能使得立法院對司法權喪失監督功能；更有甚者，倘時任之總統有意干

涉司法權時，其亦可利用主動的提名權來介入司法院的人事布局，以達其獨裁統

治之目的。 

此外，立法院在目前的選任模式中，雖能採取杯葛的方式來對抗總統之提名，

進而使大法官人選無法產生，但其結果也僅是造成我國憲政機關功能的停擺，再

加上現行憲法增修條文並未課予總統在提名人選被立院杯葛時有盡速補提名之

義務，這將使得總統與立法院的對抗下所生之惡果無限期的延長，總統與立法院

角力的後果，往往只是使國家蒙受其害而已。 

 針對此一問題，德國的國會兩院選舉模式，無疑地係我國可以參考借鑑之制

度。在聯邦憲法法院法官的選舉實務中，聯邦議會與聯邦參議院在正式選舉之前，

聯邦政府之司法部必須依聯邦憲法法院法之規定，先行編列符合資格者之名單，

並將名單在選舉前一周分別送交予國會兩院，至此之後，聯邦政府即無權過問憲

法法院法官之選舉。換言之，在憲法法院法官選舉的期間，聯邦政府並不得參與

其中，聯邦司法部於選任程序上之角色，僅止於在提名的準備程序上，將有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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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選以及國會黨團所建議的人員編列名單、送交國會而已(施啟揚，1971：31)。

申言之，此種制度之設計，不外是為了防止聯邦政府主導聯邦憲法法院法官之選

任，避免法官之任命淪為政治力量所決定而使司法之公正性蕩然無存。雖說在法

官選舉完成後仍須提請聯邦總統任命始獲得正式的法律地位，惟聯邦總統之任命

程序充其量僅是形式上、儀式性的審核，蓋憲法法院法官之當選人所應具備的各

種條件資格，早已在選舉的過程中歷經了嚴格的審查，聯邦總統無庸亦無權再行

重複的對當選人進行實質審核。是以，聯邦總統在憲法法院法官的選任程序中並

不具備決定性之權力，故其任命並不影響該法官之公正性。 

 就此而論，在國會兩院的選舉模式中，將代表政治權力的聯邦政府從選舉程

序中分離，無疑地是德國確保聯邦憲法法院法官裁判公正性、避免政治力介入司

法的關鍵因素。其對於我國現行大法官選任模式而言，亦不啻為一個解決政治介

入問題之改革良方。是故，本研究認為：若在准許修憲的情況下，我國不妨能參

照德國之國會選舉模式的制度設計，將大法官的選任移由立法院負責；然而，若

在不修憲的前提下，我國則能考慮將上述「大法官審薦小組」法制化，並參考德

國選任模式之精神，一方面明訂該小組之法定成員，使其能夠脫離總統之意志來

審薦大法官人選；另一方面則明文限制總統的提名權，使總統僅能在該小組之審

薦名單中提名，藉此防止我國總統過度介入司法院大法官的人事當中。 

二、法官資格 

 不同於一般法院，職司憲法審判與釋憲權的聯邦憲法法院法官與司法院大法

官因執掌關乎國家憲政運作之重要權能，故其在憲法上具有別於一般司法官的崇

高性，而這種崇高的特性反映均在德國與我國對於它們的嚴格資格要求上。 

  在德國，依據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3 條之規定，聯邦憲法法院法官必須年滿

40 歲，且同時具備聯邦議會議員候選資格以及擔任司法官之資格，並以書面表

示願意成為聯邦憲法法院之成員者，始足擔任。另依同法第 3條第 2項連結 1990

年之統一條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獲得法學碩士者亦同具擔任聯邦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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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法官之資格(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2017: 35)。此外，為避免

法官年老力衰、故步自封，德國對於聯邦憲法法院之法官尚有 68 歲退休年齡之

限制，以期藉由此一規定維持司法機關的新陳代謝。除此之外，基本法第 94 條

亦將聯邦憲法法院之法官區分為「聯邦法官」與「其他法官」兩種259。這兩種法

官的區分，如今僅在審判庭法官的配置上存有實益260，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2條第

3項即明文要求，聯邦憲法法院之審判庭於每庭中應有三位法官係選自聯邦最高

等級法院之法官，以俾確保司法實務意見能夠在憲法審判時被考量。依據聯邦憲

法法院目前的組成，第一審判庭中共有 5 位學者出身的「其他法官」、3 位實務

界出身的「聯邦法官」；而第二審判庭中則有 4 位學者出身的「其他法官」以及

4 位實務界出身的「聯邦法官」。整體而言，學者型的法官略高於實務界出身的

法官。 

 在兼職限制上，聯邦憲法法院法官不得在聯邦議會、聯邦參議院、聯邦政府

或各邦之相當機關兼職。其經任命為聯邦憲法法院法官時，應解除在上述機關之

職務261。此一規定乃是德國三權分立原則的具體實現，憲法法院法官所行使之憲

法審判權本質上屬於司法權的一種，故其不得同時於議會(聯邦議會以及聯邦參

議院)中行使立法權，亦不得同時在聯邦政府中行使行政權，而是必須遵守權力

分立的下的「不兼任」原則(劉兆興，1998：49)。惟聯邦憲法法院之法官在任職

後仍可兼任大學教師262，蓋因大學教師職務之履行並不會對「三權分立」原則造

                                                      
259

 所謂的聯邦法官，係指曾經在各聯邦法院中擔任法官 3 年以上 ，後被選任為聯邦憲法法院法 

官的法官而言，此類法官又可稱為「職業法官」。而所謂其他法官，係指由大學教師、聯邦議

會、聯邦參議院或聯邦政府中選任的非職業性的定期(定有任期)法官而言。此類法官過去雖

未曾從事過法官職務，但因其亦具備充任法官的法定資格，且在其擔任聯邦憲法法院法官後，

即不得再兼任其他國家權力機關之職務，故其身分並不影響司法的獨立性與專業性而得為憲

法法院之法官。 
260

 在 1970 年以前，當時聯邦憲法法院中的聯邦法官(職業法官)除具有憲法法院法官之身分外， 

同時亦是聯邦法院的法官，他們被選任之後的任期仍是以原聯邦法院之任期為標準，並有基

本法上終身職法官規定之適用；而其他定期法官之任期則是以 8 年為期。此種不合理之任期

制度直至 1970 年始遭非議，國會因此修正聯邦憲法法院法，將職業法官與定期法官的任期區

別取消，並將任期一律改為 12 年，且不得連選連任。參照劉兆興，《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總論》，

法律出版社，1998，頁 50。 
261

 參照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3 條第 3 項。 
262

 參照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3 條第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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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負面影響，亦即，大學教師的身分本質上與聯邦憲法法院法官之性質並不發生

衝突。 

  相較於德國，我國對司法院大法官之資格要求，則較為注重學術或實務的

歷練期間，此觀司法院組織法第 4 條：「大法官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一、曾任

實任法官15年以上而成績卓著者。二、曾任實任檢察官 15年以上而成績卓著者。

三、曾實際執行律師業務 25 年以上而聲譽卓著者。四、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之

大學或獨立學院專任教授 12 年以上，講授法官法第 5 條第 4 項所定主要法律科

目 8年以上，有專門著作者。五、曾任國際法庭法官或在學術機關從事公法學或

比較法學之研究而有權威著作者。六、研究法學，富有政治經驗，聲譽卓著者。」

之規定即可得知。亦即，我國大法官之資格要求，是以實務及學術的長期資歷作

為標準，而非如同德國，採行在專業資格外另設年齡上限與下限之限制。兩相比

較之下，我國缺乏年齡上限的限制，可能將造成大法官組織年齡趨於老化，而有

難以新陳代謝之疑慮，在未來行使職權時，恐不利於釋憲機關憲法續造之工作；

至於年齡下限之問題，雖然司法院組織法並未明文，但依據目前之資格規範，能

達到諸如實任法官 15 年、律師執業 25 年、專任教授 12 年等條件者，幾乎都已

超過德國 40 歲的年齡限制，是以，我國之司法院大法官尚不會出現過於年輕以

至於缺乏經驗的問題。 

 再者，在法官的類型上，我國大法官亦有類同於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官之類

型區分，依據上述司法院組織法第 4條規定，司法院大法官大抵能分為法官、檢

察官、律師等實務出身的實務型、大學教授或學者出身的學術型以及具有政治經

驗的政治人物型。這些類型的大法官在選任上，必須依照司法院組織法第 4條第

2項：「依據各款資格擔任大法官的人數，並不得超過大法官總名額的三分之一。」

的規定選任之，以為衡平各種途徑進用的大法官人選，俾使各種人才維持一個均

衡比例263，此點即與德國之規範有異曲同工之效果。在兼職限制上，德國的制度

                                                      
263

 我國目前的大法官的類型分布，出自學界者共有 7 位；出自法官、檢察官等實務界者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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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係為了維護三權分立之憲政原則，禁止聯邦憲法法院之法官在聯邦議會、聯邦

參議院、聯邦政府或各邦之相當機關兼職；而我國亦是基於相同之理由以及大法

官之本質，遂在法官法第 2條、第 16條中明定：「大法官不得兼任中央或地方各

級民意代表、其他機關之法規或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委員、公務員服務法所定公務員不得兼任之職務(如其他公職)或其他足以影響

大法官獨立審判或與其職業倫理、職位尊嚴不相容之職務」，藉以彰顯司法院大

法官獨立、公正之性格。 

三、組織形態 

  聯邦憲法法院與司法院大法官的組織形式是兩者的主要差異之一。在德國，

聯邦憲法法院的「分庭審判」制度乃是該院組織形態的一大特色。在「分庭」的

概念之下，其組織大可區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涉及審判事務分配的兩個

「審判庭」，而在兩個審判庭下亦設有「審查庭」來審理聲請程序合法性問題；

第二種則是涉及司法行政與事務分配的「聯合庭」。而我國司法院大法官之組織

形態亦可分為兩種類型，其一是對外行使釋憲權與憲法審判權的大法官會議與憲

法法庭；其二則是大法官會議內部的三人審查小組與全體審查會。 

 就對外的組織形態而言，聯邦憲法法院係採取兩個審判庭的組織設計。按聯

邦憲法院法第 2條規定，聯邦憲法法院分設兩個審判庭，分別為第一審判庭與第

二審判庭，第一審判庭管轄關於基本權利保護的案件，第二審判庭管轄關於國家

權力間的爭議。兩庭中，每個審判庭各有 8 名法官，憲法法院之正副院長各 1

人，分別隸屬於兩個審判庭，其分別擔任兩個審判庭之庭長，至於兩庭法官如何

配置，則係由選任機關決定之。分庭之主要目的，乃是便於案件的分配，僅屬於

內部職務分配問題，在憲法審判權的行使上兩庭的任何一庭均能代表「聯邦憲法

法院」，且其區分是絕對的，任一庭之法官不得參與他庭之審判，故在審判業務

上除了聯合庭的情形外，兩庭均為獨立並存的「聯邦憲法法院」，而呈現了「雙

                                                                                                                                                        
位；出自律師者有 1 位，整體上可謂相當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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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胎法院」之性質。相對於德國，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對外行使職權的組織，乃是

採取大法官會議以及憲法法庭兩種形態。大法官依據憲法第 78條及憲法 79條第

2項規定，行使解釋憲法以及統一解釋法令之權限時，即是以大法官「會議」的

方式行之。而大法官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規定，審理總統副總統彈劾

案以及政黨違憲解散案時，方是以組成「憲法法庭」的方式審理之。在我國實務

上，大法官目前均是以「會議」的組織模式來行使其職權，「憲法法庭」的組織

則因相對應的案件尚未在我國憲法審判實務中出現而未曾組成過。 

 不同於德國一律採行法庭的模式，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對外組織之形態有「會

議」以及「法庭」之分，並以會議的組織為常態。承前章所述，大法官所行使之

職權應屬於司法權的性質。然而，其權限既屬於司法權的一環，則大法官權限的

行使方式，即不宜以與司法權之通常組織形態有異的「會議」方式為之，而使司

法權之行使與法庭審判的概念脫鉤。蓋因未連結法庭審判內涵之司法權，實已淪

為一空洞而無實質內涵的概念。此外，大法官以會議的方式行使職權，亦常使審

議程序流於靜態，在缺少法庭中的辯論與證據調查等程序規定下，其會議結論之

多數意見往往充滿了妥協，倘若再加上會議過程不公開，則大法官作成之議決將

形同「黑箱作業」，而使大法官解釋從公眾審視中抽離。是以，我國以法律限定

司法院大法官以「會議」的組織形式行使權限，實有違反其司法權的本質而有待

商榷之餘地。綜上所述，在現行的憲政體制下，司法院大法官行使職權的組織形

態似應改為如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憲法法院」或「憲法法庭」之模式，始可

發揮憲法所賦予大法官之司法功能。至於該憲法「法院」或「法庭」應如設計，

則可參考德國兩個審判庭的「分庭審判」。本研究認為，聯邦憲法法院的分庭審

判本質上是一種組織水平分化的組織設計，其透過將管轄案件水平分配給不同審

判庭之方式來達到組織分工、提升審判效率之目的；藉由審判效率的提升，亦可

使當事人在爭訟程序中獲得一個迅速、有效的憲法救濟，而不致讓案件久懸未決。

此外，分庭審判的制度尚有保障審判獨立公正而不受外界干擾之功能，考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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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外是分庭的組織設計符合法定法官原則
264
之故。亦即，在分庭審判的概念下，

各審判庭所審理之案件，不論是個人基本權利之爭議抑或是國家機關間的爭議，

其承審之法官(庭)均早已在事件發生之前就被法律的抽象規範所決定，故其管轄

案件的分配均須由法定方式為之，過程中並無其他權力或個人置喙之餘地，亦不

會出現依政治考量來分配案件之情形。由此觀之，德國分庭審判的組織設計確實

能成為一條保障憲法審判權公正獨立而不受外界干涉的途徑之一，值得我國在未

來建置憲法法院或憲法法庭時仿效。 

 就對內的組織形態而論，聯邦憲法法院行使職權的內部組織計有審查庭與聯

合庭，主要掌理案件程序合法性之審查以及議決處務規程、司法行政、預算計畫

的制定等事項；司法院大法官行使職權之內部組織則是三人小組以及全體審查大

會。相較於德國，大法官三人小組與全體審查會之功能相似於憲法法院的審查庭。

依據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以及該法施行細則規定，司法院對於聲請解釋之案件，需

先推定大法官三人組成小組審查，三人小組在收受案件後，應即蒐集參考資料，

研擬審查報告初稿，與同小組大法官共同審查，並於通過後作成審查報告，提請

大法官全體審查會審查或逕提大法官會議決議之；經審查小組認為應不受理者，

應於審查報告中敘明理由，逕提大法官會議議決之；遇有審查小組認為可能發生

爭議者，或小組大法官有不同意見者，仍由大法官全體審查會審查之；若聲請解

釋案件經審查小組認為應受理者，則須於提出審查報告之同時，提出解釋文及解

釋理由書草案(張志偉，2009，190-191)，送交全體審查會審查，待審查完竣後，

方可送交「大法官會議」表決、議決，並作成解釋而對外公布。簡言之，三人審

查小組乃係初步過濾案件之受理與否，並在提出審查報告時，對應予受理之案件

一併提出本案解釋文及理由書草案；而全體審查會則是大法官會議的「前階段審

查會議」，主要係對三人審查小組之報告進行審查以及解決爭議案件或小組成員

                                                      
264

 所謂法定法官原則，是指個別案件交由哪個法官承審，必須依據事先已經建立之一般、抽象 

的規定進行分配，以避免司法行政在個案中以操縱何人審判的方式操作審判結果，進而維護

法官獨立性與確保裁判的公正性。參照姜世明，〈長期被忽略之法治國支柱－論法定法官原則

之觀念釐清及實踐前瞻〉，載於《台灣法學雜誌》，第 125 期，2009，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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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見之問題。對於末端單純進行議決的大法官會議來說，三人小組與全體審

查會實際上具有分擔大法官案件審理的功能(吳信華，2017：671)。至於同為三

人所組成的聯邦憲法法院審查庭，則是隸屬於兩個審判庭之下，兩庭的審查庭主

要職司各審判庭程序事項之裁定，並針對不應受理之憲法訴願265以及不具程序合

法性之法官聲請釋憲為拒絕受理之裁定(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2017: 

34)；此外，在例外的情形下，兩庭之審查庭亦得就案件之實體內容而為審查。

在憲法訴願之情形，倘該憲法訴願有無理由所涉及之問題業已經聯邦憲法法院裁

判且該訴願顯然有理由者，審查庭得自行認定憲法訴願有理由並得自為裁判，此

種審查庭之裁判效力與審判庭之裁判效力相同266。據此可知，審查庭的存在如我

國大法官三人所組成的小組般，相同具有協助兩個審判庭分擔案件之功能。 

惟在案件過濾的功能上，聯邦憲法法院的審查庭則優於大法官的三人小組與

全體審查會，基於憲法法院法之規定，審查庭具有將程序不合法或業已裁判之憲

法爭議逐一篩選的權能，在必要時甚至能自為裁判或為拒絕受理之裁定，如此必

定使的審查庭所屬之審判庭對其管轄案件不須事必躬親，在審判效率與審判品質

之提升上，具有相當正面的效果。我國大法官的上述組織，即是缺乏駁回某些顯

無理由或業已解釋之案件的權力，從而使大法官審理案件的效率大打折扣。再者，

現行大法官作成不受理議決的程序與審查之組織(敘明理由及提請大法官會議議

決)與受理並做成解釋之案件幾乎採取完全相同的審查模式，在如此的運作下，

審理效率的不利影響恐將因制度設計的不完善而遭致惡化。 

 就聯邦憲法法院的聯合庭而論，在我國司法院大法官行使職權之範圍內，其

實並沒有相對應之組織。由憲法法院兩庭之法官所組成的聯合庭，於憲法法院中

主要負責議決該院之處務規程、處理司法行政、決定有關聯邦憲法法院預算計畫

之制定等事項。在通常的情況下，聯合庭乃是聯邦憲法法院中處理庶務性、一般

                                                      
265

 即不符合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93 之 1 條所定之要件。 
266

 但對於需做成宣告法律牴觸基本法或其他聯邦法或無效，而具有拘束聯邦、各邦以及全國各 

機關效力之裁判時，則僅得由審判庭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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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政事項之組織，並不涉及憲法審判權的行使。但在例外的情形，亦即面對兩

個審判庭負擔之案件量顯不均衡，或是兩庭對某一法律問題採取完全不同之見解

時，聯合庭即負有調節及仲裁的功能，其得對內部兩個審判庭作成重新分配案件

或統一法律見解之議決與裁判。相對於聯合庭，我國司法院之處務規程制定、司

法行政以及提出司法概算等事項，均係交由一個非以大法官為主要組成分子的司

法院會議267負責，與聯合庭均由憲法法院法官組成之組織方式不同。再者，聯合

庭重新分配兩庭案件以及統一兩庭法律見解之權能，係針對聯邦憲法法院「分庭

審判」的組織結構而設，故在我國採取分庭審判的制度設計之前，聯合庭的此項

功能其實對大法官而言並無實益。 

第三節 職能運作之比較 

 聯邦憲法法院與司法院大法官的職能在法制上均係採取列舉之規定，而非以

概括管轄的方式而為規定。詳言之，唯有憲法(基本法)或法律明白規定的情形，

始可列為憲法審判機關之職能權限，而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13 條以及我國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第 5條即是上開兩個憲法審判機關職能的重要法源。故以下茲以德國

與我國憲法審判機關賴以執行職務之法源為基礎，並就兩者相同之職能以及聯邦

憲法法院特有之職能－即兩者不同之處加以分析、說明。 

 一、違憲審查之類型： 

聯邦憲法法院與司法院大法官均掌有審查憲政秩序中法律規範合憲性與否

之職能。在德國，違憲審查之範圍包含對機關行為是否合憲所進行的「機關爭議」

爭訟、對於法規範合憲性所作成的「抽象規範審查」、對於各級法院所聲請之「具

體規範審查」、基本權遭受侵害所提起的「憲法訴願」以及「違憲政黨解散案」

之審查；在我國，違憲審查之範圍則是含括「機關爭議之解釋」、「法令違憲疑義

                                                      
267

 依據司法院會議規則第 2 條之規定，該會議係由司法院院長、副院長、最高法院院長、最高 

行政法院院長、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臺灣高等法院院長、司法院秘書長、副秘書長等

人員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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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解釋」、「單純憲法疑義之解釋」以及「違憲政黨解散之裁判」。 

就類型上而言，世界各國的違憲審查模式，若依據審查機關是特定機關或各

級法院區分，可分為分散型與集中型的違憲審查制度。分散型審查制度源於美國，

這種制度類型是將違憲審查權分散給各級法院之法官，法官於審查訴訟案件時，

若確信審判所依據之法令違憲，即可在此一訴訟案件中拒絕適用其認為違憲之法

令，但該法令仍然有效存在，亦即在分散型審查制度下，該審查權僅有個案效力，

而無一般性的對世(對於本案外的其他案件)效力(蘇子喬，2013：230)。集中型

審查制度則是源於第一次大戰結束後的奧地利，二次大戰後則為部分歐陸法系採

行。此一制度類型係將違憲審查權集中於特設機關來獨佔，各級法院皆無審查法

令違憲之權限，法官於審判時僅可將有違憲疑慮之法令交由特設機關審查，而該

機關的權威性審查結果則具有一般性的對世效力。準此，對於德國與我國而言，

違憲與否之問題乃係交由聯邦憲法法院與司法院大法官來判斷，一般法院並無置

喙上述違憲審查職權之餘地，無疑地，德國與我國均是屬於將違憲審查權交由憲

法上特設機關獨佔的「集中型違憲審查」制度。 

 違憲審查之模式，若是依審查標的是具體個案或是抽項疑義區分，則可分為

抽象與具體違憲審查審查兩種審查制度。所謂的抽象審查制度是針對特定法令或

政府行為的合憲性提出質疑，由審查機關加以審查單純疑義之制度。在此一制度

下，違憲審查權之發動不必然附隨於具體爭訟的個案上，而得就單純的疑義提出

聲請。所謂的具體審查制度，是指聲請人必須有個案侵害其憲法所保障之權利，

方得聲請違憲審查之制度，在這種制度下，違憲審查機關須以具體個案的救濟為

審查內容，憲法上爭議存在於具體個案上，如無具體個案就沒有審查(蘇子喬，

2013：230)，採取具體審查制度的典型國家為美國；採取抽象審查制度的典型國

家則為法國。 

 就聯邦憲法法院而論，在機關爭議爭訟中，其爭訟程序具有爭議的雙方當事

人存在，機關爭議之發生亦係因雙方對於某個案存在侵害自身權限之情事而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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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執，故該程序屬於具體審查之範疇。抽象規範審查則是國家機關為維持合憲性

之憲法秩序所聲請的違憲審查程序，該審查只有「聲請人」而無「相對人」存在，

僅需國家機關單方提出法令合憲性疑義即可，故其性質屬於抽象審查。具體規範

審查係於各級法院審理案件時，認為應適用之法律有牴觸基本法之疑義而裁定停

止訴訟程序，聲請聯邦憲法法院違憲審查之憲法訴訟，即所謂「法官聲請釋憲」，

該審查雖是以法官審理之「具體個案」個案作為前提，但憲法法院所審查者，乃

係法官聲請之「法律」是否合憲，而非針對引發聲請之原因個案所為之判斷，故

其性質上仍屬於抽象違憲審查。至於人民於其基本權利受侵害所提起之憲法訴願

以及政黨違憲解散之裁判則均係附隨於某一具體爭訟之個案(如某國家機關以公

權力侵害某人民基本權之爭訟)所為之裁判，故在性質上屬於具體違憲審查。 

 就司法院大法官而論，機關爭議之解釋，乃是大法官就兩個機關之間因行使

職權、適用憲法產生爭議所進行之判斷268，該解釋程序中必定存在著具體個案的

「爭議」以及爭執的雙方當事人(機關)，故原本應屬於具體違憲審查之範疇，惟

在我國釋憲實務上，司法院大法官對於機關爭議之解釋一概以「抽象審查模式」

操作，解釋文亦以闡明憲法意旨為第一要務，解釋之過程既不受爭議機關聲請書

之拘束，且未必能夠解決機關間之爭議(湯德宗/吳信華/陳淳文，2005：561)，

從而形成機關爭議當事人之滋擾，司法院大法官對於「核四停建案」所作成之釋

字 520號解釋即為適例269。而單純憲法疑義之解釋，乃係單就憲法條文的疑義加

以闡釋，既無需具體個案為解釋之基礎，更不須有具體之爭議存在，故其性質為

抽象審查應無疑義。至於法令違憲疑義之解釋，則可分為國家機關聲請解釋以及

人民權利受侵害所聲請之解釋。所謂國家機關聲請解釋者，乃是大法官依據中央、

地方機關以及立法委員三分之一的聲請，而為控制法律與命令不牴觸憲法所為之

解釋，此項聲請無須以爭議存在為前提，僅需有法令違憲之疑義即可，程序上與

                                                      
268

 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中段。 
269

 對於造成行政立法僵局的「核四停建案」，大法官僅於釋字 520 號解釋中指出解決憲政僵局 

之途徑，而並未裁決相關機關「應」如何作為之義務，從而使該原因案件之爭議至今仍然存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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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抽象規範審查類同，屬於抽象違憲審查之類型。此外，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條第 2 項以及釋字 371號解釋中揭示的「法官聲請釋憲」亦屬於國家聲請釋憲

之範圍，而與德國的具體法規審查相當，並同屬於抽象審查之性質。所謂人民聲

請解釋者，則是大法官對於人民、法人、政黨在憲法上基本權遭受不法侵害時，

於法定救濟程序用盡後，認為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的法令有牴觸憲法疑義而提起

之聲請所作成的解釋，其解釋之程序雖近似於德國的憲法訴願，惟因本項解釋所

審查之客體乃係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的「法令」，而不同於直接對個案裁決的憲

法訴願，故其性質屬於抽象違憲審查。最後，我國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所

審理之違憲政黨解散案，則是與德國相同，都是附隨於具體個案之上而為具體違

憲審查之類型。 

 總體而言，我國之現制，除尚未有實例的政黨違憲解散案屬於具體違憲審查

類型外，其餘的解釋均屬於抽象違憲審查之類型。若從釋憲實務上觀察，司法院

大法官自建置以來所行使過的所有違憲審查，幾乎均是屬於抽象之審查類型。相

較於德國混合式的違憲審查制度(兼具抽象與具體審查)，聯邦憲法法院可說是更

具保障人民基本權以及解決爭議之功能。就基本權的保障觀之，德國聯邦憲法法

院的案件有 95%以上均係因人民基本權受侵害所聲請，而屬於具體審查之憲法訴

願案件；由國家機關聲請之案件，而屬於控制規範合憲性之抽象審查案件，則平

均每年不到 3 件(湯德宗/吳信華/陳淳文，2005：568)，可見在實際的運作中，

請求憲法法院排除基本權侵害之需求業已大幅超過對抽象法令審查的需求，這顯

示了缺少具體審查制度－尤其是缺少憲法訴願的我國，在人民遭受公權力侵害時，

可能將缺少來自憲法的救濟途徑，而使基本權之保障不若德國完備。即便人民依

據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條第 1項第 2款之規定，以其憲法上基本權受侵害為由

聲請解釋，司法院大法官最後仍將受限於現行制度「僅能審查終局裁判適用之抽

象法令」的規定，而無法如同德國之憲法訴願般直接撤銷違憲裁判予以人民直接

救濟。就爭議的解決觀之，具體違憲審查的特色乃在於直接有效的對個案進行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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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之解決，因此，擁有具體違憲審查權的德國顯然較缺乏此等審查權的我國更具

有解決憲政上或政治上紛爭的能力，此觀聯邦憲法法院所作成之南斯拉夫出兵案

判決(具體指摘個案中聯邦政府之不當作為)270以及司法院大法官所作成之釋字

520號解釋(僅提供憲政爭議發生時之解決途徑)自明。 

二、機關間與中央地方(聯邦)間爭議之審理： 

聯邦憲法法院依據基本法第 93條第 1項第 1款及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13條以

下規定，得裁決聯邦機關彼此間或與其他基本法規定之最高聯邦機關間以及聯邦

與邦間之權限爭議。此外，德國基於聯邦原則，聯邦憲法法院對聯邦與邦彼此間、

不同各邦之間或邦內部，如無其他法律救濟途徑時，就其他公法爭議事項亦有管

轄之權。關於各邦憲法法院間之爭議事項亦得由聯邦憲法法院決定。  

我國司法院大法會議則係依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條第 1項第 1款，在：「中

央或地方機關於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因行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

權，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或適用法律與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時，而

依其聲請作成大法官解釋。由此可知，我國之機關爭議事項可分為兩種，第一乃

是中央或地方行使職權有適用憲法之爭議；第二則是中央與地方行使職權與其他

機關之職權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 

分析我國與德國憲法審判機關之機關爭訟可以得出，兩者均對於憲政機關彼

此間或中央(聯邦)與地方(各邦)彼此間之權限爭議有管轄權271；其次，我國與德

國在審理機關權限爭議時，除具憲法解釋功能外，亦同時具備憲政仲裁者之角色；

機關爭訟中的原告－即認為自己權限受侵害之機關，必須是其受侵害之權限無法

以一般或其他途徑排除者，方才有提起機關爭訟救濟之必要(陳慈陽，2007，210)。

申言之，倘若爭議之機關有其他法定救濟途徑者，聯邦憲法法院或司法院大法官

則不應受理此一案件之聲請，例如大法官對我國「台北市里長延期選舉爭議案」

                                                      
270

 BVerfGE, 90, 286. 
271

 雖說德國制度具有相當程度的聯邦主義色彩，但仍不解聯邦憲法法院裁決憲政機關、中央與 

地方爭議的本質，從而與我國制度相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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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成之釋字 553 號解釋即以：「憲法設立釋憲制度之本旨，係授予釋憲機關從

事規範審查，除由大法官組成之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解散事項外，尚不及於具

體處分行為違憲或違法之審理。」為由，而認為「行政院撤銷台北市政府延期辦

理里長選舉之決定…屬於有法效性之意思表示，係行政處分，台北市政府有所不

服，乃屬與中央監督機關間公法上之爭議，惟既屬行政處分是否違法之審理問題，

為確保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功能，該爭議之解決，自應循行政爭訟程序處理。台

北市如認行政院之撤銷處分侵害其公法人之自治權或其他公法上之利益，自得由

該地方自治團體，依訴願法第 1條第 2項、行政訴訟法第 4條提起救濟請求撤銷，

並由訴願受理機關及行政法院就上開監督機關所為處分之適法性問題為終局之

判斷。」 

三、法規範審查： 

德國的聯邦憲法法院與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均負有在憲政秩序下控制法令規

範合憲性之任務，而對法律以及命令等規範享有規範審查之權。在德國，規範之

審查可分為抽象的規範審查以及具體的規範審查兩種審查類型。 

就抽象規範審查而論，聯邦憲法法院之審查乃係由聯邦政府、邦政府或聯邦

議會三分之一提出聲請，並由聯邦憲法法院對聯邦或邦法是否與基本法有所牴觸，

或邦法有否牴觸聯邦法問題而為抽象之審查。此與我國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項第 1款「中央地方機關適用法律與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而為聲

請以及第 3款「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就適用法律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

義」而為聲請相類似。無論我國或德國對於此種抽象審查之提起均同為國家機關，

其基本精神亦同係維護憲政秩序之和諧性與一致性272。然兩者間之差異在於，邦

法是否牴觸聯邦法之審查乃基於聯邦國原則所形成，對此我國並未有相同之規定

(陳慈陽，2016：938)，但由憲法第 78條(大法官會議統一解釋法令之權)、大法

官審理案件法第 7條第 1項第 1款(中央地方機關得聲請統一解釋法令)以及地方

                                                      
272

 BVerfGE 1,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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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法30條第5項(地方之自治法規與憲法等上級法規相牴觸得聲請大法官解釋)

等規定可知，司法院大法官在憲法解釋上仍有可能行使如同聯邦憲法法院在此之

權限，從而解決中央法規與地方法規之間的相互牴觸問題。 

 就具體規範審查而論，此種對於規範之審查乃是由法院所提起，蓋因德國的

違憲審查係採集中型的制度設計，以致一般法院在適用法律時無法對其認為無效

之法規範來進行審查或逕行拒絕適用，而仍須依基本法第 100條第 1項之規定由

聯邦憲法法院判決，始得確認該法規範之效力。對此，我國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條第 2 項亦有與之相同的「法官聲請釋憲」規定，只不過當初立法時可聲請大

法官解釋者僅限於終審判決之最高法院或行政法院而已。為保障憲政秩序之和諧

以及提升人民救濟之效率，大法官於民國 84 年 1月 20日作成釋字 371號解釋將

具體規範審查之範圍擴張至「各級法院」，倘若各級法院法官於審理案件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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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可裁定停止訴訟

程序，提出法律違憲之具體理由，並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273，以求解決規

範牴觸之問題。由此觀之，在具體的規範審查上，司法院大法官可謂已與德國相

銜接，而在制度上逐漸地與聯邦憲法法院之體例趨於一致。 

四、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途徑： 

 對於德國人民而言，聯邦憲法法院最重要之功能乃係其所提供之基本權利救

濟途徑。依據基本法第 93條第 1項第 4之 1款以及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90條規定，

任何人均得以其基本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或準基本權遭受公權力侵害為由，向聯

邦憲法法院提起憲法訴願。此乃唯一可由個人向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提起之救濟，

原則上僅能在個人用盡一切爭訟途徑對抗國家權力之侵害後，仍無法獲得救濟者

始得提起。此種由人民所提起之基本權救濟途徑與我國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項第 2款中，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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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參照釋字 371 號解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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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大法官解釋之規定相似。然其不同之處在於：聯邦憲

法法院的憲法訴願所審查之對象乃係所有公權力之行使，包含聯邦及各邦之法律、

各邦憲法、國際條約、立法不作為、行政行為、法院判決及行政機關之行政命令

等(陳慈陽，2016，941)。與德國相比，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因受大法官審理案件

法第 5條第 1項第 2 款之限制，從而僅能以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令」作為審查

標的，而非如同德國之憲法訴願以所有的「違憲之公權力行為」為審查標的(湯

德宗/吳信華/陳淳文，2005：567)，故無從直接撤銷違憲之公權力行為或法院之

裁判，因而使基本權利的保障功能大大降低。亦即在我國現制下，聲請上述審查

之客體乃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的法律或命令，並不包含確定終局判決本身，形式

上是法規本身的違憲審查，而非法規適用的違憲審查，此種制度設計實與德國憲

法訴願制度大相逕庭。相形之下，於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上，德國憲法訴願制度

提供了人民針對個案請求撤銷原判決之救濟途徑，使人民得以獲得直接的權利救

濟；反觀我國，人民權利在遭受公權力侵害後，即使人民聲請大法官解釋的結果

為有利的，聲請人亦僅能透過十分迂迴、曲折的方式來請求救濟，亦即：大法官

解釋後，聲請人須以該解釋作為理由，再向法院提起再審或非常上訴
274
，始有救

濟之機會，現制下的司法院大法官並無法以直接撤銷或變更原判決內容之方式來

保障人民，從而形成了我國基本權利保障的一大漏洞。 

五、違憲政黨解散案之審理 

 政黨違憲解散乃係德國自第二次大戰後，由經驗累積而成之護憲機制。我國

於民國 81 年第二次修憲時將此一機制引入，並於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4、5

項中明定。因本項制度是源於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政黨違憲審查權，故其不論是

形式上的條文用字或是具體的規範內容，均與德國基本法第 21 條第 2 項所定之

政黨禁止類同(陳愛娥，2000：8-9)，若加上民國 106年 12月 6日公布之政黨法，

我國可說是已經擁有了完整的政黨規範體系。 

                                                      
274

 參照釋字第 177、185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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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基本法第 21 條第 2項規定：「政黨依其目的及其黨員之行為，意圖損害

或廢除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或意圖危害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之存在者，為違憲政

黨。」而政黨經過聯邦憲法法院認定違憲者，得由該院宣告解散之，其中最著名

的案例，即是社帝黨(SRP)以及德國共產黨(KPD)的違憲解散。相對於此，我國的

政黨違憲解散權主要係由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掌理，其解散之要件類同於

基本法 21 條之規定。然而，可能是因為我國欠缺如同德國之歷史經驗，憲法增

修條文第 5條第 5項所稱之違憲政黨，僅止於有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之「目的或行為」的政黨，此與德國違憲政黨之要件相比，似乎較為抽

象、攏統，以致於單由要件上無法具體特定的斷定某政黨是否有違憲之虞，若再

加上我國缺少實務經驗來輔助判斷的缺點，當可預見違憲政黨解散在未來的窒礙

難行問題。對此，本研究認為，未來的大法官憲法法庭不妨參酌德國所累積之憲

法審判實務經驗來行使政黨違憲審查權，一方面大法官可以借助德國之先例事先

排除不具構成要件該當性之政黨，例如自由勞工黨與國家名單黨等這類黨員極少，

不構成威脅性之政黨；另一方面，大法官亦得藉聯邦憲法法院在社帝黨與德國共

產黨判決中揭示之標準，諸如黨綱與政黨聲明、黨內領導幹部之論著、黨內所使

用之教材、該黨作為宣傳之材料以及該黨出版之報章雜誌等指標，以確定該黨之

目的與行為是否已符合違憲政黨之要件。 

在聲請機關上，德國有權聲請此一特殊護憲程序的機關為聯邦議會、聯邦參

議院以及聯邦政府；而我國則僅限於主管機關內政部275。兩相比較之下，我國的

聲請主體似乎過於單一，只有內政部能聲請本項程序也意味著僅有執政黨(掌握

行政院之政黨)能夠開啟解散違憲政黨之程序，倘若未來出現對執政黨友善的政

黨違憲抑或是執政黨本身違憲，即難以期待憲法法庭以政黨違憲解散之方式來守

護憲政秩序，從而造成我國制度運作上的限制。是以，本研究認為賦予我國國會

本項程序之聲請權，使國會擔起監督政黨之重責乃係我國現行制度上所必需的。 

                                                      
275

 參照政黨法 26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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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判決效力上，德國與我國對於違憲政黨之判決效果可說是趨近於一

致。依據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46 條規定，受聯邦憲法法院判決違憲之政黨，應宣

告解散該政黨並禁止其設立替代性組織；聯邦憲法法院亦得為公益目的，諭知沒

收該政黨之財產，若該黨黨員有充任聯邦或邦議會之議員者，亦自政黨解散後喪

失議員資格。上開政黨違憲判決經憲法法院作成後，其所生之效力乃及於聯邦與

各邦之機關，這些機關皆有義務依法採取所有的必要措施取締違憲政黨，以貫徹

憲法法院判決之意旨；而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憲法法庭則得依據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宣告違憲而被解散之政黨應即停止一切活動，不得成立目

的相同之代替組織，其依政黨比例方式產生之民意代表自判決生效時起亦喪失其

民意代表資格。對於憲法法庭之判決，所有的公權力機關亦有全力配合的必要，

因此同法第 30 條第 2 項明文要求，各關係機關應協助憲法法庭實現該判決之內

容，並作出實現該內容的必要處置。在政黨解散後，政黨之財產則是準用民法上

有關法人清算之規定清算該政黨財產。 

六、總統彈劾 

 聯邦憲法法院與司法院大法官在德國與我國的憲政運作中均享有監督、制裁

總統之總統彈劾權。依據基本法第 61 條第 1 項規定，德國在聯邦總統故意違反

基本法或其他聯邦法律時，聯邦議會或聯邦參議院得向聯邦憲法法院提起總統彈

劾案，聯邦憲法法院若認定聯邦總統確實故意違反基本法或其他聯邦法律者，得

宣告將聯邦總統解職。我國總統彈劾案則是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第 10 款、

第 5條第 5款之規定，由立法院向司法院大法官提出彈劾案之聲請，並由司法院

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之，倘總統之彈劾經憲法法庭判決成立時，被彈劾人即

應解職。 

  若從上述規定形式上觀之，似乎可以肯定德國與我國在總統彈劾的部分是

完全相同的，其程序不僅都是由國會開啟，且彈劾案之審理亦均係由憲法審判機

關所職掌。然而，若吾人從各自的憲政制度觀察，則可發現一處兩者的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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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在憲政制度上畢竟是採取內閣制的設計，內閣制中的聯邦總統既不需對國會

負責，亦不對其他機關有直接的政治責任。申言之，德國之政治決策權大部分都

由聯邦總理以及國會所有，聯邦總統並不享有政治上的實權，此觀基本法第 58

條：「聯邦總統發布命令須經聯邦總理或聯邦主管部長副署始生效力。」之規定

自明。聯邦總統雖得任免文武官員、行使赦免權，在國際上亦得代表聯邦與外國

締結條約或派遣、接受使節，但在實際上這些僅僅只是形式上的權力，聯邦總統

在行使上開職權時，多必須依據法定程序被動的行使，而非主動、自行的決定。

相較於負有政治責任的聯邦總理以及聯邦政府之部長，聯邦總統之彈劾似不具有

制度上的必要性。相對於我國，我國的總統實質上掌握了更多的權力，按憲法及

增修條文之規定我國總統不僅可依己意任命最高行政首長，更得發布緊急命令、

決定國家安全之大政方針，相較之下，我國總統應可謂比聯邦總統更有影響憲政

運作的權力與能力，我國總統的彈劾也因此較德國聯邦總統之彈劾來的更有監督

上之意義，雖說在德國彈劾聯邦總統亦有其必要性存在(追訴其違反基本法或聯

邦法之法律責任)，但其彈劾之實益依舊遠低於我國。 

七、地方自治之保障 

依據基本法第 28 條規定，德國鄉鎮自治團體享有一定的地方自治權，此種

憲法保障之自治權並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剝奪。但唯恐聯邦或各邦可能以制定法

律之方式來侵奪鄉鎮的自治權，基本法第 93 條第 1 項第 4 之 2 款以及聯邦憲法

法院法第 91 條特別賦予鄉鎮及鄉鎮團體提起憲法訴願之權能，藉以貫徹其在基

本法上的制度性保障，此即聯邦憲法法院對於地方自治所提供之保障途徑。 

而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則是對於地方自治團體之保障途徑未設有專條規範，在

地方自治團體的自治權遭受侵害時，我國均係適用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款276關於地方機關聲請憲法解釋之規定，來尋求地方自治問題之解決。雖

                                                      
276

 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中央或地方機關，於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 

疑義，或因行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或適用法律與命令發生有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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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在法制上，地方制度法仍設有地方自治團體得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規定
277
，

惟各該規定均過於籠統概略，以致在實務的運作上多有賴於司法院大法官在其解

釋中予以釐清(如釋字第 527號解釋)，而無法單純依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以及地方

制度法加以解決，相較於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91 條以下的數條規定，我國的

規範更是顯得簡陋，由此可見，我國之大法官法制確實有設立專門規範、明定地

方自治團體之救濟途徑的必要，以俾強化我國憲法對於地方自治之保障。  

八、聯邦憲法法院特有之職能 

除上述數種職能外，聯邦憲法法院尚掌有若干司法院大法官所未能行使之職

能。首先，就彈劾案之審理而言，我國大法官憲法法庭的彈劾對象僅限於違法失

職的總統與副總統，而德國的聯邦憲法法院則在聯邦總統彈劾之外，另設有法官

彈劾制度。依據基本法第 98 條第 2 項、第 5 項規定，聯邦法官與各邦法官於職

務上或職務外違反基本法之基本原則或邦憲法秩序時，得經聯邦議會聲請，聯邦

憲法法院得判令該法官轉任或退休，如違反情形係出於故意者，憲法法院亦得予

以免職。而我國法官之彈劾權，乃係由監察院所掌理，若監察院審查後認為法官

確有違法失職之情形，而認定彈劾案成立者，則監察院應將該案應移送至司法院

職務法庭審理，由職務法庭以免除法官職務、撤職、轉任法官外之其他職務、罰

款、申誡等判決懲戒之278。兩相比較之下不難發現，我國之所以未賦予司法院大

法官彈劾法官之權，乃係因為我國法官彈劾重在追懲違法失職的法官，故在制度

設計上即將法官彈劾權分配予監察院以及掌理司法懲戒權的職務法庭，而非賦予

掌理憲法審判權的司法院大法官；反觀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彈劾法官之主要目的，

乃係考量法官身分上的特殊性，並避免聯邦法官或邦法官以任何形式之行為危害

基本法所揭櫫之原則以及邦憲法秩序，從而達到維護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目的，

                                                                                                                                                        
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大法官解釋。 

277
 地方制度法第 30 條第 5 項：「自治法規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團體 

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 
278

 參照我國監察法第 8 條、法官法第 50 條、第 5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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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該制度之本質屬於憲法法院達成憲法保護的手段之一，該彈劾權自應由聯邦憲

法法院負責行使，進而與我國彈劾法官之制度目的不盡相同。 

 再者，在我國屬於普通法院管轄之國會議員選舉訴訟，在德國亦屬於聯邦憲

法法院所掌理之對象。當國會議員選舉出現選舉效力疑義、選舉瑕疵以及是否喪

失議員資格之問題而經聯邦議會議決決定後，當事人對該決定仍有不服者，得向

聯邦憲法法院提起選舉訴訟，相同的問題在我國則是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

規定，由選舉行為地之地方法院以及高等法院作為第一審與上訴審法院，並採二

審審結制度。就制度目的觀之，聯邦憲法法院對於國會選舉之審查乃係在確保聯

邦選舉法能夠客觀、公正、有效的實施，並保障國會議員選舉以及國會組織之正

當性與合法性，至於議員個人權利的保障，僅只是附帶的效果(施啟揚，1971：

151)，德國規範的重心還是在於正當、公正法秩序之維持。反觀我國國會議員的

選舉訴訟，則無蘊含維持法秩序之目的，從而不將選舉訴訟之審查以憲法審判權

之形式賦予大法官行使。 

 此外，剝奪基本權利案件之審理亦為聯邦憲法法院專有，司法院大法官所不

具備的特殊職能，而大法官之所以缺乏此項職能的原因，不外是我國缺少如同德

國特殊的歷史經驗所致。惟在德國的實務運作上，基本權利剝奪案之聲請時至今

日僅有 3 件，且聯邦憲法法院對該類案件之聲請均以未具充分理由而予以駁回

(Klaus Schlaich/Stefan Korioth, 2017 :303)，以致迄今的德國並未出現過基

本權被剝奪之情形，故本項程序之實效是否值得我國參考，仍有待日後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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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憲法保護之比較 

 憲法保護的概念及其相關的措施，是保障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實踐憲法規範

的主要途徑之一，亦是聯邦憲法法院與司法院大法官擔當憲政民主秩序中重要角

色的依據所在。憲法保護制度在德國憲政運作上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尤

其在面臨如社帝黨及德國共產黨等憲法敵人威脅憲政秩序時，憲法保護體系的存

在更是有著守護基本法的關鍵作用；而在我國的憲政發展中，司法院大法官亦曾

藉由自身之職能，發揮其憲法保護的功能，為當時延燒的國民大會代表延任危機

畫下句點，並為我國修憲的範圍立下典範性的界線。雖說所面臨的危機種類各不

相同，但若由憲法保護概念的基本界定觀察可知，不論係德國解散違憲政黨，抑

或是我國阻擋國大延任，其目的不外就是以積極或消極之方式，來保護自由民主

的憲政秩序在國家中的繼續存續，從而對違憲的政黨或國家高權進行制裁或控制，

兩者的本質可謂同在護憲之範疇當中。準此而言，吾人可以確定，德我兩國在各

自的憲政發展中，均同具有憲法保護的實務經驗。 

 在相關的體系建置上，德國對於憲法保護之事項設有專門的護憲體系。該體

系之組成，主要係由憲政機關的護憲系統、行政專責機關的護憲系統以及司法機

關護憲系統等三大護憲系統所構成。其構成員分別是：聯邦層級的聯邦議會、聯

邦參議院、聯邦政府、各邦層級的各邦議會、各邦政府等憲政機關；聯邦層級的

聯邦憲法保護局、各邦層級的邦憲法保護廳等行政專責機關；以及司法性質的聯

邦憲法法院。然而，上述三大護憲體系之組成雖屬嚴密，但在實際的運作上則各

有所限制。國會雖為治權機關，但其權限僅止於立法、監督、調查及預算議決，

除了得基於決議向聯邦憲法法院提起黨禁案以外，尚缺乏直接對付憲法敵人的政

治資源和手段。至於聯邦憲法法院職權之行使，則因司法審判權的特性而處於被

動；即使發生政黨違憲或與憲法為敵事件，亦不得主動審理，唯有經聯邦政府及

國會兩院之一提起黨禁案，憲法法院始受理之。聯邦政府(包含行政專責機關)

不同於立法與司法機關，其在打擊憲法敵人上擁有比前兩者更多的手段可供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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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主動提起黨禁案、蒐集並活用相關證據與情報、結合各方資源以動員社會

群眾以及合法調遣武裝保安部隊反制憲法敵人的蠢動(葉陽明，2007：79-80)等，

因此，聯邦政府在護憲上的表現是較前兩者更加積極進取的，但是聯邦政府之定

性畢竟為行政機關，其對於憲法敵人並無實質的審理權以及訂立護憲法制之權，

可見三大護憲體系各有其本質上的限制。 

此外，要完成護憲之任務，憲政及政治大環境的配合亦是不可小覷之根本要

素，比較分析聯邦憲法法院過去之護憲經驗以及其於 2017年 1月 17日宣告國家

民主黨毋庸解散之判決
279
當可得知此一憲政及政治環境因素的重要性，亦即：違

憲的國家民主黨之所以不被解散，是由於上述環境因素所致。而過往的社帝黨與

共產黨之所以順利被解散乃係因戰後的德國社會對於納粹時代與威瑪共和的教

訓仍記憶猶新，激進主義較不為人們所接受，故護憲體系掃除極端勢力的作為較

容易獲得人民的支持。但反觀現今政治大環境，湧入德國的難民問題依舊難解，

難民與德國本國人的衝突日與俱增，許多國人對基本法的價值開始產生了質疑。

在這種條件下，無疑給了極端主義滋長的溫床，政治上贊同極右主張的民眾亦形

成了一股不小的勢力，此觀 2017年 9月 24日德國大選即可得證。本次的國會大

選由主張民族主義與反伊斯蘭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以 13.5%的選票，取得德

國第三大黨得地位，選舉結果遠遠超出民調的預期，反映了德國極右力量的再次

復甦。倘若此時聯邦憲法法院執意將國家民主黨予以解散，可能面臨的反抗與政

治效應絕非戰後初期的社帝黨、德國共產黨解散案所能比擬。聯邦憲法法院不予

解散該黨的決定，或許已不是單純的法律要件適用問題，而是考量諸多憲政及政

治因素後所為的抉擇。由此可知，三大護憲體系的存在與運作並非護憲的保證，

僅端賴任何一方，均無法發揮憲法保護之功能，唯有在護憲體系密切的配合以及

憲政及政治大環境的全力支持之下，方才能順利達成憲法保護之任務。 

 相較於德國，我國則是沒有所謂的護憲體系之制度建置。但依據現行的憲政

                                                      
279

 2 BvB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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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我國仍然是有履行憲法保護任務之可能性。例如行政院得以其所屬機關－

內政部的政黨解散聲請權來達到監督違憲政黨之護憲目的；而立法院即是得制定

護憲法律，確立護憲規範；司法院大法官則是得以其憲法審判的職能解散威脅自

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政黨。總體而言，我國當前之制度條件，可謂十分接近德國的

護憲體系，除未設立護憲的行政專責機關外，我國的憲政機關以及司法院大法官

均可擔當憲法保護之任務。倘若再加上專責於護憲任務的行政機關來主動的蒐集

情報與證據，可以預見地，我國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將會因為護憲體系的作用而

更加穩固
280
。是以，設置如同德國「聯邦憲法保護局」、「各邦憲法保護廳」之行

政專責機關，來配合憲政機關及司法院大法官之護憲功能，以完善憲法保護體系，

是我國可行的變革方向。尤其是在極端勢力
281
潜滋暗長的現今，憲法保護之需求

與必要性更顯迫切，我國不妨順勢建立一套完整的憲法保護體系，一方面強化我

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保障；另一方面則可向國人宣示我國護憲之決心，爭取憲

政及政治大環境之支持。 

 

 

 

  

                                                      
280

 我國至今尚未出現違憲政黨解散案，可能也是因為沒有主動偵蒐之行政專責機關所致，以至 

於無法自眾多政黨中發掘其違憲之情報與證據。 
281

 例如許多以取代或消滅中華民國為目的的急統派政黨以及極端獨派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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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研究以研究發現、研究結果及後續研究方向三部分構成結論，茲分述如

下： 

一、研究發現 

綜合前述之比較，可以發現繼受德國體制的司法院大法官，在憲政民角色、

組織結構、職能運作以及憲法保護上仍與聯邦憲法法院存有特定面向上的差異。

而在比較的過程中，本研究亦在憲法法院身上，發現許多值得我國檢討、借鑑之

長處。為求一目了然，謹就前文比較所得之結果以表列方式簡明示意如次： 

表二：本研究之比較成果(筆者自行繪製) 

 相同之處 相異之處 可供我國借鑑之處 

憲政民主

角色 

1.兩者同為憲政秩序維 

護者。 

2.兩者同為立法權、行 

政權與司法權的合憲

性監督者。 

3.兩者與立法權間均會 

發生一定程度的緊張

關係。 

4.兩者均具有保障少數 

意見、緩和多數決的

弊端以及促進國會反

對黨議員監督政府之

功能。 

5.兩者同擔當憲政爭議 

中之裁決者角色。 

1.面對重大政治問題 

時，聯邦憲法法院採取

積極介入的態度；而司

法院大法官則是採消

極拒審的立場。 

2.司法院大法官因不具 

備「憲法訴願」之權

能，故在人民基本權遭

致行政權侵害時，無法

以直接審查行政措施

之 方 式 來 監 督 行 政

權。大法官對於行政權

之監督力道略低於憲

法法院。 

3.在各自的司法體系中， 

聯邦憲法法院居於最

高司法機關之地位；司

法院則是居於「最高司

法行政機關」地位，而

該院大法官之解釋，雖

具拘束全國的效力，但

司法院大法官在未來

面對重大政治問題

時，不妨可參考憲法

法院之積極態度，俾

為我國治權互動中的

爭議提供一條解決途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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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之處 相異之處 可供我國借鑑之處 

因其無法以「裁判憲法

訴願」來監督其他法

院，故無法達到如同憲

法法院般之最高性地

位。 

組織結構 

1. 組織法源均由最高規 

範(憲法及基本法)所

賦予，法官的任命亦

均係由憲政機關所決

定。 

2. 兩者與其他法院之間 

均不具有直接隸屬之

關係。 

3. 為達到衡平各種人才 

之目的，兩者在法官

的任用資格上均設有

各種類型，且均定有

各類型之進用比例。 

4. 為維護三權分立之基 

本原則，並確保行使

職權之公正性，兩者

均設有(大)法官兼職

之限制。 

5. 憲法法院的內部組織 

－「審查庭」與司法

院大法官之內部組

織－「三人審查小

組」及「全體審查會」

相同具有分擔、過濾

案件之功能。 

1.兩者之組織人數不同 

，憲法法院為 16 名法

官；司法院大法官則為

15名。 

2.法官之任期不同，憲法 

法院法官任期為 12

年；司法院大法官則是

8 年任期，並在任期計

算上採取「交錯任期」

制。 

3.在任命門檻上，憲法法 

院法官之任用係採取

國會兩院三分之二的

絕對多數決門檻；而司

法院大法官之任命則

是以全體立法委員二

分之一過半數同意為

門檻。 

4.兩者之選任模式不同 

，德國所採取者乃是國

會兩院的選舉模式；我

國所採取者則是總統

提名－立法院同意的

任命模式。 

5.選任制度之目的有異 

，我國之選任制度主要

係為補足大法官的民

主正當性；而德國的選

任制度，除為補足民主

正當性外，更有衡平聯

邦主義之目的。 

1. 德國對憲法法院法官 

的三分之二多數任命

門檻，較我國過半數

門檻更能補足釋憲權

所欠缺的直接民主正

當性基礎，我國過低

的任命門檻可能將減

低司法院大法官的民

主正當性。 

2. 我國總統提名－立法 

院同意的選任模式，

存有元首個人政治力

介入司法之疑義，而

對於這種疑義，立法

院並無法利用其同意

權加以有效地排除。

對此，德國選任模式

中，將政治權力由選

任程序中抽離的作

法，蓋為可供我國參

考的經驗。 

3. 司法院大法官常態性 

地以「會議」的方式

行使職權，與司法權

的本質並不相符。故

其組織型態應朝向德

國的憲法法院模式發

展，始可發揮憲法所

賦予之司法功能。另

外，德國「分庭審判」

的組織型態，乃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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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之處 相異之處 可供我國借鑑之處 

6.在法官資格上，我國重 

視實務及學術的長期

歷練；而德國則是在專

業資格與候選人年齡

上下限中有所要求。  

7.在組織形式上，聯邦憲 

法法院係採「分庭審

判」的制度設計，故該

院下設有兩個「審判

庭」。在兩個審判庭之

外，亦設有不同功能的

「聯合庭」與「審查

庭」；司法院大法官之

組織則是採取「大法官

會議」與「憲法法庭」

之 組 織 模 式 行 使 職

權。而其內則係以「三

人審查小組」以及「全

體審查會」之組織模式

運行。 

國未來建置憲法法院

時，得以仿效的組織

設計方式。 

4. 雖說司法院大法官中 

之「三人審查小組」

及「全體審查會」與

憲法法院的「審查庭」

同具有分擔、過濾案

件之功能。但效果上

仍然是審查庭較優，

其原因不外是大法官

之上述組織缺乏駁回

某些顯無理由，或業

已解釋之案件的權力

之故。是以，德國審

查庭之權限與建置，

是我國制度改革可以

斟酌參考之對象。 

職能運作 

1. 兩者均採取「集中式」 

的違憲審查的類型。 

2. 兩者均對於憲政機關 

彼此間或中央(聯邦)

與地方(各邦)彼此間

之權限爭議有管轄

權。 

3. 兩者均負有在憲政秩 

序下控制法令規範合

憲性之任務，對法律

以及命令等規範均享

有規範審查之權。此

外，在類型上，兩者

均同具有「抽象規範

審查」及「具體規範

審查」等兩種審查之

1. 在違憲審查的模式上 

，聯邦憲法法院係採取

兼具抽象與具體的「混

合式」違憲審查模式；

而我國司法院大法官

在法制上雖說享有具

體的違憲審查權，但在

實務的運作上，仍是以

「具體」的違憲審查模

式為主。 

2. 當基本權立受公權力 

侵害時，德國人民得向

聯邦憲法法院提起憲

法訴願以資救濟；而我

國人民僅能在獲得確

定終局裁判後聲請大

1. 聯邦憲法法院的混合 

式違憲審查較司法院

大法官的抽象審查模

式更具保障人民基本

權以及解決爭議之功

能。故在將來的司法

改革中，大法官納入

具體審查的職權設

計，或許是我國可以

思考的方向。 

2. 在人民基本權受侵害 

時，我國大法官因受

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之

限制，僅能以終局裁

判所適用之「法令」

作為審查標的，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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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之處 相異之處 可供我國借鑑之處 

類型。 

4. 兩者均具有解散違憲 

政黨之權能。解散判

決之效力亦相類同。 

5. 兩者在各自的憲政運 

作中，均享有監督、

制裁總統之(聯邦)總

統彈劾權。 

6. 對於地方自治保障事 

項，聯邦憲法法與司

法院大法官均設有憲

法上的救濟途徑。 

 

法官解釋。 

3. 在違憲政黨解散上，我 

國不同於德國有著豐

富的經驗，對於違憲之

要件亦無實務見解之

補充。此外，我國政黨

違憲解散之聲請機關

亦較德國來的單一。 

4. 德國的政治決策權大 

部分都由聯邦總理及

國會所有，相較於我

國，德國之聯邦總統並

不享有政治上的實

權，雖說在德國彈劾聯

邦總統亦有其必要性

存在，但其彈劾之實益

仍遠低於我國。 

5.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對 

於地方自治之保障事

項，設有明文之規定；

而我國之法制雖設有

相關規範，但各該規定

均過於籠統概略，以致

在實務的運作上多有

賴於司法院大法官在

其解釋中予以釐清。 

6.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設

有若干我國司法院大

法官所未能行使之職

能。諸如法官彈劾、國

會議員選舉訴訟以及

剝奪基本權利案件之

審理等，均是得聯邦憲

法法院專有而司法院

大法官未具備之職能。 

 

如同德國之憲法訴願

以所有的「違憲之公

權力行為」為審查標

的，因而使基本權利

的保障功能大幅降

低。 

3. 比較德國憲法訴願與 

我國憲法解釋對於基

本權之保障可知，憲

法訴願制度提供了人

民針對個案請求撤銷

原判決之救濟途徑，

使人民得以獲得直接

的權利救濟；反觀我

國，人民權利在遭受

公權力侵害後，即使

人民聲請大法官解釋

並獲得有利的結果，

聲請人亦僅能透過十

分迂迴、曲折的方式

來請求救濟。現制下

的司法院大法官並無

法以直接撤銷或變更

原判決內容之方式來

保障受害人民，從而

形成了我國基本權利

保障的一大漏洞。 

4. 我國在政黨違憲解散 

上，欠缺如同德國之

歷史經驗，若再加上

我國缺少實務見解來

輔助判斷的缺點，當

可預見違憲政黨解散

在未來可能成為窒礙

難行問題。對此，未

來的大法官憲法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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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之處 相異之處 可供我國借鑑之處 

 

 

 

 

 

不妨參酌德國所累積

之憲法審判實務經驗

來行使本項權力。 

 

5. 此外，我國的聲請政 

黨違憲程序之主體過

於單一，唯有行政院

內政部得聲請本項程

序，此意味著僅有執

政黨能開啟解散違憲

政黨程序，倘若未來

出現對執政黨友善的

政黨違憲抑或是執政

黨本身違憲，即難以

期待憲法法庭以政黨

違憲解散之方式來守

護憲政秩序。是以，

斟酌德國制度賦予我

國國會本項程序之聲

請權，使國會擔起監

督政黨之重責，乃我

國現行制度上所必需

者。 

6. 相較於德國，我國對 

於地方自治保障事項

的規範顯得相當簡

陋。職是之故，我國

之大法官法制確實有

建立專門規範、明定

地方自治團體之救濟

途徑的必要。 

憲法保護 

1.德國與我國在實際上 

均有憲法保護的需求

與必要。 

2.德國與我國在過去的 

憲政發展中，均面臨

在憲法保護事項上，德

國具備完整的護憲體

系，聯邦憲法法院僅居

於 護 憲 體 系 中 之 一

環；而我國則沒有所謂

雖我國無護憲體系之

建置。但依據目前的

制度條件，我國仍然

有執行憲法保護任務

之可能。在未設立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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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之處 相異之處 可供我國借鑑之處 

過憲政秩序的危機，

且均具有憲法保護之

相關實務經驗。 

的護憲體系，故在面對

憲政秩序危機時，我國

將缺乏一套完整的體

系以茲因應。 

憲的行政專責機關

下，我國的憲政機關

以及司法院大法官均

可擔當憲法保護之任

務。職是之故，設置

類似於德國「聯邦憲

法保護局」、「邦憲法

保護廳」之行政專責

機關，來配合憲政機

關及司法院大法官之

護憲功能，以完善憲

法保護體系，是我國

可行的變革方向。 

二、研究結果 

 經研究比較聯邦憲法法院與司法院大法官，得以發現我國現行制度，仍存有

尚待改進之處，而德國的體例亦有許多值得我國學習借鑑之長。隨著時代的變遷，

我國逐步地踏上政治民主改革的道路，目前的司法院大法官正朝著德國體制的

「憲法法院化」邁進。民國 107年 3月，司法院第 167次會議通過、同年 5月中

旬送立法院審議的「憲法訴訟法」草案即是司法院朝向憲法法院型態發展的最佳

例證。該草案除強化了司法院大法官之職能外，亦將大法官之組織予以法庭化、

審判機關(憲法法庭)化，司法院中的大法官在草案新制中，性質上無疑被定位為

行使憲法審判權的審判機關。倘若該草案順利通過，前述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制度

上之特定問題，則可獲得解決如列： 

(一) 組織結構上，大法官常態行使職權的組織－「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在新制

中業已改為「憲法法庭」，故其組織形式已與司法權之本質相符。此外，憲

法訴訟法草案第 3條規定的大法官 3人組成之「審查庭」，實際上是將聯邦

憲法法院的「審查庭」組織設計納入我國規制之中，故在分擔與過濾案件

的效能上，料能優於現行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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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職能運作上，新制中已將聯邦憲法法院混合式的違憲審查模式，例如仿效

憲法法院之裁判憲法訴願、機關爭訟的「裁判憲法審查」以及「機關爭議

審理」等職能帶入我國司法體系，是故未來憲法法庭在保障人權、解決爭

議的功能上應可獲得相當大幅的提升。 

(三) 地方自治保障事項的憲法救濟途徑上，在新制中亦有明文規定，故我國相

關規範流於簡陋的問題，在新制中亦得一併獲致解決。 

然而，雖說司法院大法官「憲法法院化」的改革大業已逐步的開展，但我國

仍有諸多問題，係憲法訴訟法草案所未及處理者，例如：將來大法官在面對重大

政治事件之積極態度、任命門檻、選任模式以及政黨違憲的聲請主體等議題，需

待進一步修憲方能解決。此外，執行護憲任務的行政專責機關，同樣為現階段司

法以及制度改革所未觸及之處。是以，我國將來不妨以德國體制為借鑒，並以上

述議題為引導方向進行革新，俾期完善我國之護憲功能、提升大法官保障人權與

解決爭議之能力，進而確保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足以穩固地存續及健全的發展。 

三、後續研究方向 

 我國現今的大法官制度仍處在動態的改革過程當中，未來的司法院大法官制

度之發展仍呈現多種演變的可能性。是以，本研究嘗試提出以下幾個方向，以供

後續研究之參考： 

(一) 「憲法法院化」是最近司法院大法官制度的發展趨勢，將來一旦憲法訴訟

法通過後，大法官憲法法庭究竟能否發揮如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效能或

確實改善我國現行制度下之缺失？值得吾人深究。 

(二) 在憲法訴訟法通過後，大法官組成之組織型態與職能勢必不同於現行的司

法院大法官會議，然而其所產生的影響是否會改變當前司法院大法官在憲

政秩序中之角色？亦值得吾人關注。 

(三) 本研究所關注者不外是德國與我國司法制度上較為巨觀的面向，至於微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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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司法院大法官釋憲程序以及聯邦憲法法院訴訟程序之比較，本文中則未

予詳加著墨。是故，在後續的研究不妨以此為題，進行更深入且更有系統

地探究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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