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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以來，我國法制乃「重實體輕程序」。僅講求政府依法有無作成

實體決定之權限，以及其所作決定之結果是否合法、正當；對於行使權限、

作成決定所應踐行之程序，則無給與應有之重視。但隨著時代演進，社會

事務瞬息萬變且日趨複雜，許多問題並無明確的實體正確性可得，以致立

法者無法就所有事項為事先規範；司法者亦無法承擔所有的事後判斷。若

仍僅關注上開實體之合法性控制，顯然已不敷人權保障之需求；藉由強化

程序參與及程序控制，以促進問題之解決，進而達到人性尊嚴之關懷，乃

有其必要。大法官於釋字第 520 號解釋理由書中表示：「基於法治國原則，

縱令實質正當亦不可取代程序合法」，即係對於程序之重要性下了鮮明之

註解！1本文乃欲針對教師申訴制度之程序（包含組織）機制為探索及檢

討。在此之前，有必要先行釐清憲法對其是否有所要求？倘若有，則其要

求又為何？以下即從正當法律程序之概念切入，研究其與教師申訴程序之

關係，以解決該等問題。 
 
按正當法律程序（due process of law）或正當程序（due process），乃

移植自美國法之概念。為確切掌握其內涵與適用，比較法之研究自不可

免。本章以下即先行就其歷史起源與發展作一概述，以求一般性之了解；

其後，再就美國聯邦最高法院（U.S. Supreme Court）之審查模式（二元分

析模式、成本效益分析模式）作簡單介紹，期能明瞭彼邦如何運用正當程

序保障人權，以供我國參酌。 
接著，則以我國相關大法官解釋為主軸，探討正當程序原則引進我國

之現況與所衍生之問題。而有鑑於教師申訴程序性質上為行政程序，2本文

將衡諸大法官之態度，特別針對行政程序之正當程序保障加以分析，以作

為後文論證教師申訴應踐行正當程序之基礎。 
最後，乃進行有關教師申訴受正當程序保障之論證。本文將比照美國

之二元分析模式，先確認教師申訴有正當程序之適用，並探討其憲法上之

                                                 
1 另外，學者所舉索羅門王利用程序巧妙地解決二兄弟分家產之爭議的例子，亦頗能一針見血地

反映出程序有其不可忽視之重要性。請參閱葉俊榮，《面對行政程序法—轉型臺灣的程序建制》，

頁 2、3，臺北市：元照（2002 年 3 月）。 
2 詳細說明請參閱本文〈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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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再探索教師申訴應具有如何之程序內涵始能符合憲法保障正當程序

之要求。於憲法依據部分，本文除援用先前有關行政程序之正當程序的討

論外；尚就憲法第 16 條之「訴願權」作為憲法基礎之可能性加以討論。

至於程序內涵部分，本文放棄尋求統一的「最低限度的程序保障」之作法。

蓋其不但無法窮盡適用於所有個案，而且不符合本文之功能需求。本文乃

轉而探索其所蘊含之各種憲法價值內涵；期能藉此較精確地掌握教師申訴

之正當程序保障的意涵，並作為形塑「正當」之申訴程序的價值導引。而

本文在後續章節對現行申訴制度之具體檢討與建議，亦將以該等憲法價值

之實踐為準繩。 
另外，在開展以下論述之前，須先予澄清的是，正當程序之意涵，在

美國實務之發展，包括程序面向及實體面向，而有所謂的「程序的正當程

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與「實體的正當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
之區分。本論文僅係從程序面向檢討教師申訴制度，因此以下所述者，除

了介紹正當程序歷史發展的部分（即〈2.1.1〉），為求全面了解，乃一併論

述程序與實體的正當程序以外；其餘皆係以程序的正當程序為主。3同時於

用語上，為求行文簡便，除非必要，不再刻意表明係程序或實體的正當程

序，而大致均以「正當法律程序」或「正當程序」稱之，合先敘明。 
 
 

2.1. 正當法律程序之比較法觀察 

 
2.1.1. 歷史發展簡述 
 

正當法律程序（due process of law）或正當程序（due process）之概念，

其成文化的來源最早可追溯至英國大憲章（Magna Carta, the Great Charter 
of 1215）中英王賦予一定程序權利（人身自由之保障）的承諾。於十七世

紀，當大憲章被英人用以對抗君權時，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對大

憲章中”the law of the land”(per legem terrae)的詮釋，即與”due process of 

                                                 
3 至於有關實體的正當程序之概念內涵，請參閱郭介恒，〈正當法律程序—美國法制之比較研

究〉，收於《憲法體制與法治行政—城仲模教授六秩華誕祝壽論文集（二）行政法總論篇》，頁

134—154，臺北市：三民（1998 年 8 月）；湯德宗，〈論憲法上的正當程序保障〉，收於氏著，《行

政程序法論》，頁 170—173，臺北市：元照（2003 年 10 月二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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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的意涵相同。4但關於”due process of law”一詞，其實在英國的法律文

件中並不常見；反而是在十九世紀過後，成為美國顯著的法概念。5

美國獨立革命（the Revolutionary War, 1775-83）成功後，其制憲者將

正當程序之保障置入美國聯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1791 年生效）。該條

明文規定：「任何人…非經正當法律程序（due process of law），不得被剝

奪生命、自由或財產」6，正式地提供美國聯邦最高法院一個發展正當程序

概念的舞臺。惟，事實上，直到南北戰爭（the Civil War, 1861-65）結束，

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第 1 項（1868 年生效）賦與人民免於州政府侵害的

正當程序保障後，7正當程序概念之發展與構築才開始如火如荼地進行。8而

一直到了 1970 年代，聯邦最高法院作成Goldberg v. Kelly9及Mathews v. 
Eldridge10等案之判決，正當程序保障之發展方達到巔峰。11  

前揭二憲法增修條文，即係著名的「正當程序條款」（Due Process 
Clause）。前者係限制聯邦的權力；後者則係限制各州的權力。依其文義，

所謂正當法律「程序」，似僅指攝程序；然經聯邦最高法院實務上發展的

結果，正當程序亦擴張至實體面向，而有所謂的「實體的正當程序」

（substantive due process）與「程序的正當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
之區分。前者主要係法院審查政府「可否」限制人民之生命（life）、自由

                                                 
4 請參閱ED STEVENS, DUE PROCESS AND HIGHER EDUCATION: A SYSTEMIC APPROACH TO FAIR 
DECISION MAKING 13 (1999)；林子儀，〈人身自由與檢察官之羈押權〉，《憲政時代》，21 卷 2 期，

頁 21—23，臺北市（1995 年 10 月）。另請參閱BLACK’S LAW DICTIONARY 1160 (7th ed. 1999)。 
5 請參閱STEVENS，前揭註 4 書，頁 13。至於英國法方面，則係以「自然正義」（natural justice）
之概念，擔負著與美國法上”due process of law”大部分相同的功能。請參閱H.W.R. WADE & C.F. 
FORSYTH, ADMINISTRATIVE LAW 435 (8th ed. 2000)。 
6 增修條文第 5 條原文（節錄）：”Nor shall any person…be deprived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7 增修條文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任何州非經正當法律程序，不得剝奪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

財產」。其原文（節錄）：”Nor shall any State deprive any person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8 請參閱STEVENS，前揭註 4 書，頁 14。有關此段歷史經過之中文文獻，則請參閱林超駿，〈從

法制史與憲法解釋之觀點評析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法學叢刊》，42 卷 1 期，頁 65—69，臺北

市（1997 年 1 月）。 
9 397 U.S. 254 (1970)。美國財產權的概念內涵，在 1970 年代前，係區分為先驗性的「權利」（right），
與政府藉由法令的制定所授與的「特惠」（privileges）。前者受正當程序條款之保障；後者則否。

惟自本案判決摒棄社會救濟補助為特惠而非權利的看法後，此種僵硬、狹隘的區分方法已逐漸解

體。相關中文文獻之說明，請參閱葉俊榮，〈美國最高法院與正當法律程序：雙階結構與利益衡

量理論的演變與檢討〉，收於焦興鎧主編，《美國最高法院重要判例之研究：1990—1992》，頁 65，
臺北市：中研院歐美所（1995 年）；蔡進良，〈行政程序中之正當法律程序─憲法規範論〉，頁 91—
107，政治大學法研所博士論文（2003 年 6 月）。 
10 424 U.S. 319 (1976)。關於程序要保障到什麼程度始為正當的問題，本案判決建立了重要的「成

本效益分析模式」。詳本文〈2.1.2.2〉。 
11 請參閱STEVENS，前揭註 4 書，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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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ty）或財產（property）的問題；後者則是處理政府應「如何」（經

如何之程序）限制，始可確保公平的問題。12

有關正當程序條款的適用範圍，從限制政府權力的面向來看，最初之

案例只是在限制議會立法制定程序的權力；13惟經過聯邦最高法院後來的

發展、擴張，凡為國家權力之行使（不論係立法權，抑或司法權、行政權），

均受正當程序條款之拘束。14從保障人民權利的面向來看，聯邦最高法院

則逐漸地將正當程序條款，與憲法增修條文第 1 條至第 10 條「權利清單」

（Bill of Rights）的保障相結合；15甚至運用正當程序概念，保障或創設一

些未於憲法明文規定但重要的權利，例如隱私權（right to privacy）。16

1970 年代後，聯邦最高法院仍不斷地探索正當程序這個動態、有機概

念的意涵與重要性。其大部分的發展，係集中在行政法領域。隨著「行政

國家」（administrative state）時代的來臨，行政機關的裁決權、規則制定權

等日漸膨大，侵害人權之危險與日俱增。此時，正當程序在限制行政權力

方面，即扮演著一個當仁不讓的角色！17

綜上所述，正當程序的概念自 1215 年英國大憲章揭示以來，持續、

逐漸地發展，至今已成為美國法上一個重要的基本原則。且正當程序之概

念如同一有機體，隨著社會、國家的發展與改變，其意涵亦不斷地成長與

調整。整體而言，正當程序乃在確保國家權力（含立法、司法與行政之行

為）之公平、合理（非為恣意）地行使。18然而，在每一個案，依據受危

害利益本質與情狀的不同，正當程序亦呈現不同的內涵與要求。如何在不

                                                 
12 請參閱Fuentes v. Shevin, 407 U.S. 67, 80-81 (1972)。 
13 請參閱STEVENS，前揭註 4 書，頁 13。 
14 正當程序條款僅拘束國家之行為；私人行為則不適用之。換言之，惟「政府之手」（the hands of 
the government ），會造成正當程序之剝奪。請參閱 WILLIAM F. FOX, UNDERSTANDING 
ADMINISTRATIVE LAW 118 (4th ed. 2000)。另請參閱法治斌，〈私人關係與憲法保障〉，收於氏著，《憲

法專論（一）》，頁 1—64，臺北市：三民書局（1985 年 5 月）（氏整理美國法院判決，探討「國

家行為」之理論）。 
15 例如：僅拘束「聯邦政府」之權利清單中，關於刑事訴訟程序之規定（如增修條文第 4 條之

禁止不合理搜索扣押、第 6 條之受辯護人協助及詰問證人之權利等），因涉及人身「自由」（liberty）
之限制，可謂係增修條文第 5 條正當程序條款之特別規定；同時，其亦透過拘束「州政府」的增

修條文第 14 條之正當程序條款，轉而能拘束各州。惟須注意，並非所有權利清單所保障之權利，

均得與增修條文第 14 條相結合。相關中文文獻，請參閱郭介恒，前揭註 3 文，頁 131—133；林

超駿，前揭註 8 文，頁 65—69；林超駿，〈概論限制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正當法律程序—以兒少

性交易防制條例與精神衛生法為例〉，《憲政時代》，29 卷 4 期，頁 566—573，臺北市（2004 年 4
月）；蔡進良，前揭註 9 文，頁 88 註 4；廖元豪，〈美國憲法釋義學對我國憲法解釋之影響—正

當程序、政治問題與方法論之比較〉，《憲政時代》，30 卷 1 期，頁 5 註 4，臺北市（2004 年 7 月）。 
16 請參閱STEVENS，前揭註 4 書，頁 15。另請參閱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憲法：

權力分立》，頁 376，臺北市：學林文化（2003 年 10 月）；郭介恒，前揭註 3 文，頁 142—154。 
17 請參閱STEVENS，前揭註 4 書，頁 16。 
18 請參閱湯德宗，前揭註 3 文，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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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個案，運用彈性的標準決定正當程序之憲法上要求，尤其是判斷「如何

程序方屬正當」（What process is due?）的問題，毋寧是個艱鉅的工作，甚

至可以說是門藝術。 
 
2.1.2.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之審查模式 
 
2.1.2.1.  二元分析模式 
 

1970 年代初期以前，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審查有關「程序的正當程序」

（procedural due process，以下逕以「正當程序」稱之）之案件時，係逕行

衡量系爭個案所涉及之人民利益及政府利益，以決定人民是否享有一定之

程序保障。19例如：當人民遭受重大損失（grievous loss）20、政府之行為

嚴重傷害（seriously injures）人民21、政府侵害人民重要利益（important 
interests）22等情形，以致於人民損失的利益大於政府簡化決定程序的利

益；此時法院即會認為有正當程序之適用，且政府應履踐一定之程序。23換

言之，法院係透過利益之衡量，一併解決「是否有正當程序之適用」及「如

何程序方屬正當」兩項問題；而不會明顯地區別兩者。24此種審查模式，

學者們稱為：「一元分析模式」（unitary analysis; one-stage analysis）。25

到了 1972 年Morrissey v. Brewer26一案，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始揭開分析

模式轉變的序幕！此判決中指明有關正當程序之保障：「不僅係個人利益

『衡量』之問題；尚須判斷該利益之本質，是否屬於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所規定之『自由或財產』。一旦確定得為適用後，所餘者即係如何之程

                                                 
19 請參閱Cafeteria & Restaurant Workers Union v. McElroy, 367 U.S. 886, 895 (1961) (“As these and 
other cases make clear, consideration of what procedures due process may require under any given set 
of circumstances must begin with a determination of the precise nature of the government function 
involved as well as of the private interest that has been affected by governmental action.”)。 
20 請參閱Joint Anti-Fascist Refugee Committee v. McGrath, 341 U.S. 123, 168 (1951) (Frankfurter, J., 
concurring); Goldberg v. Kelly, 397 U.S. 254, 262-63 (1970)。 
21 請參閱Greene v. McElroy, 360 U.S. 474, 496 (1959)。 
22 請參閱Bell v. Burson, 402 U.S. 535, 539 (1971)。 
23 請參閱Susan N. Herman, The New Liberty: the Procedural Due Process Rights of Prisoners and 
Others Under the Burger Court, 59 N.Y.U. L. Rev. 482, 492 & n. 39 (1984)。 
24 請參閱LAURENCE H. TRIB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678-79 (2nd ed. 1988)。 
25 「一元分析模式」，僅係美國學界為與法院後來所發展出的「二元分析模式」（bifurcated analysis; 
two-stage analysis）相區別，所運用之學術上概念；法院實際上對於一元分析並無明確地認識。

請參閱Phillip John Strach, Ohio Adult Parole Authority v. Woodard: Breathing New “Life” into an Old 
Fourteenth Amendment Controversy, 77 N.C. L. Rev. 891, 903 n. 107 (1999)。 
26 408 U.S. 471 (1972)。本案乃有關受刑人假釋遭撤銷之正當程序保障。 

 11



教師申訴法制與正當法律程序 

序方屬正當之問題」。27「二元分析模式」（bifurcated analysis; two-stage 
analysis）之內涵，已可見一斑。因此有學者認為，此判決乃為分析模式的

轉變奠定了基礎。28不過，為德不卒者，本案判決在結構上雖有先後區分

「利益本質之檢驗」與「何種程序方屬正當」兩階段論證之；惟實質上，

在第一階段，仍係以利益衡量之方法（「重大損失（grievous loss）標準」29），

認定系爭利益在正當程序條款之保護範圍內。30換言之，本案判決實質上

仍採一元之分析—對於兩階段之問題，全依利益之衡量解決。31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首次真正適用二元分析模式，係於Board of Regents 
v. Roth32一案。33其先強調：「受剝奪之利益，唯在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自

由和財產的保護範圍內，程序的正當程序保障始有適用。若有適用，某種

事前聽證之權利即屬重要」。34既而指摘聯邦地方法院（U.S. District Court）
以一元之利益衡量分析作出決定之不是；並援引前揭Morrissey案，認為：

「首先決定是否有正當程序之適用時，吾人必須避免衡量系爭利益受影響

之程度，而僅詮釋其本質是否屬於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保護之自由或財

產」。35由此可知，所謂二元分析，係先處理有無正當程序適用之問題—詮

釋系爭人民利益之「本質」，以判斷其是否屬於正當程序條款保護之「生

命、自由或財產」？36`37若答案為肯定，始進行「利益衡量」，以決定「如

                                                 
27 Morrissey, 408 U.S. at 481 (“The question is not merely the "weight" of the individual's interest, but 
whether the nature of the interest is one within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liberty or property" languag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Once it is determined that due process applies, the question remains 
what process is due.”)。 
28 請參閱Henry Paul Monaghan, Of "Liberty" and "Property", 62 Cornell L. Rev. 405, 408-09  
(1977)。轉引自Strach，前揭註 25 文，頁 906 註 128。 
29 請參閱前揭註 20。 
30 請參閱Morrissey, 408 U.S. at 481-84。 
31 請參閱Herman，前揭註 23 文，頁 504；Strach，前揭註 25 文，頁 906 及註 127、128。但仍有

逕將本案歸類為二元分析者。請參閱Christopher R. Yukins, The Measure of a Nation: Granting 
Excludable Aliens Fundamental Protections of Due Process, 73 Va. L. Rev. 1501, 1516 & 1527 (1987); 
Ingraham v. Wright, 430 U.S. 651, 672 (1977)。 
32 408 U.S. 564 (1972)。本案乃處理有關公立大學非長聘教師（nontenured teacher）遭不續聘，是

否享有正當程序保障之問題；並與Morrissey案係於同一日作成判決。 
33 請參閱Herman，前揭註 23 文，頁 492；Strach，前揭註 25 文，頁 904；Karen H. Flax, Liberty, 
Property, and the Burger Court: the Entitlement Doctrine in Transition, 60 Tul. L. Rev. 889, 894 
(1986); Donna H. Lee, The Law of Typicality: Examining the Procedural Due Process Implications of 
Sandin v. Conner, 72 Fordham L. Rev. 785, 793 n. 40 (2004)。 
34 Roth, 408 U.S. at 569-70 (“The requirements of procedural due process apply only to the deprivation 
of interests encompassed by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s protection of liberty and property. When 
protected interests are implicated, the right to some kind of prior hearing is paramount.”)。 
35 Roth, 408 U.S. at 570-71 (“to determine whether due process requirements apply in the first place, 
we must look not to the "weight" but to the nature of the interest at stake. See Morrissey v. Brewer, ante, 
at 481. We must look to see if the interest is within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s protection of liberty 
and property.”)。 
36 美國正當程序條款所保護之利益，包含生命（life）、自由（liberty）及財產（property）。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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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程序方屬正當」。38前者屬於定義階段（a definitional stage）；後者則為衡

量階段（a balancing stage）。39準此，人民縱遭受重大損失（grievous loss），
如系爭利益非屬受保護之「生命、自由或財產」，仍無法享有正當程序之

保障。40

綜上所述，美國聯邦最高法院之審查模式，乃係由一元漸次發展為二

元之分析。而自Roth案確立二元分析模式，日後之判決即爭相傚尤，蔚為

風潮。儼然成為分析正當程序問題之主流！41

 
2.1.2.2.  成本效益分析模式 

 
依二元分析之架構，在確定人民利益受正當程序條款保障後，即進入

判斷「如何程序方屬正當」之階段。為能因應個案特殊情狀之不同，以適

切決定正當之程序內涵，美國聯邦最高法院長久以來多採取功利主義傾向

之利益衡量。42惟，所謂「利益衡量」，僅係一抽象方法；其具體操作模式，

可能同中有異。值得注意的，是在行政程序領域，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於 1976
年Mathews v. Eldridge43一案，確立了影響深遠的「成本效益分析模式」

（cost-benefit analysis）44： 

                                                                                                                                            
生命利益一般被限縮於有關死刑之問題；因此在行政法領域，僅自由及財產利益本質之判斷，成

為實務及學說之焦點。請參閱FOX ，前揭註 14 書，頁 118。 
37 但有學者批評，Roth案雖改採二元分析而先僅詮釋利益之「本質」；惟實質上，關於有無正當

程序適用之判斷標準，並無根本的改變（radical departure）。請參閱Rodney A. Smolla, The 
Reemergence of the Right-Privilege Distinction in Constitutional Law: the Price of Protesting Too 
Much, 35 Stan. L. Rev. 69, 75-82 (1982)。 
38 請參閱STEVEN G. POSKANZER, HIGHER EDUCATION LAW: THE FACULTY 240 (2002)。國內亦有學者

對二元分析模式之內涵作有介紹。請參閱葉俊榮，前揭註 9 文，頁 63—71；湯德宗，前揭註 3
文，頁 170。 
39 請參閱Flax ，前揭註 33 文，頁 891。 
40 請參閱Herman，前揭註 23 文，頁 492。 
41 但請比較Sandin v. Conner, 515 U.S. 472, 483-84 (1995)。本案乃處理有關受刑人在監服刑被處以

隔離拘禁，是否享有正當程序保障之問題。最高法院認為，受刑人受保護之自由利益應限於「免

於對其通常牢獄生活，造成非典型及重大困境（atypical and significant hardship）」的自由。其於

第一階段即衡酌系爭利益受影響之程度，事實上已背離二元分析模式。請參閱Lee，前揭註 33
文，頁 787 註 9。 
42 其實，如本文前述，早在一元分析模式時期，最高法院即已採取利益衡量。美學者亦言：利

益衡量於近代已顯然具有優勢地位。請參閱TRIBE，前揭註 24 書，頁 714、715。 
43 424 U.S. 319 (1976)。本案乃處理有關勞工被終止殘障補助金，是否享有事前之證據性聽證權

利之問題。 
44 相關中文文獻，請參閱葉俊榮，《環境行政的正當法律程序》，國立臺灣大學法學叢書（76），
頁 76—86，臺北市：三民書局（1997 年 11 月再版）；葉俊榮，前揭註 9 文，頁 72—104；湯德

宗，〈論行政程序法的立法目的〉，收於氏著，《行政程序法論》，頁 77、78，臺北市：元照（2003
年 10 月二版一刷）。其中前兩篇論著，除論及此模式之內涵與正面價值外；更有介紹美國學界對

此模式之質疑（例如：評價與量化具有困難性、忽視正當程序工具價值外之本體價值、易導致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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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正當程序之具體內涵一般須考量三個不同因素：一、被政府行

為影響之私人利益；二、既有程序中該利益被錯誤剝奪的風險，以

及任何附加或替代程序之保障的可能價值；三、政府的利益，包含

牽涉的職能，以及採用附加或替代程序所需之財務上與行政上之負

擔。」。45

 
其具體操作可簡化為：首先，衡量系爭私人利益與政府利益，若一方

利益明顯較他方重要，分析即較為簡單；若雙方利益皆重要（此也是一般

之情況），相形之下即較難處理。其次，考量在既有程序中，政府作成錯

誤決定的機率有多大？若採行系爭附加或替代程序（以下以「附代程序」

稱之），錯誤的風險又可以被降低多少？如果附代程序可以輕易地實施（例

如僅係經濟的、簡單的程序），並能明顯使政府作出更正確的決定，那麼

該程序即為正當；反之，一個不經濟、行政負擔過重且無法明顯降低錯誤

風險的程序，即非正當。46

歸結上開操作可知：「附代程序，若其所增加之效益大於增加之成本，

即具有正當性」。47而此即係信奉經濟理性之成本效益分析模式的精髓所

在！茲進一步借用法律經濟學中「行政成本」、「錯誤成本」及「社會成本」

之概念，說明如下：48

所謂行政成本（administrative cost，以”Ca”表示），即係指實施程序之

成本。其固包含政府之花費；惟並不以此為限。凡程序各階段之所有相關

人員（含作為程序相對人之私人），為進行程序所花費之時間與費用等，

均屬之。然政府經該程序所作成之決定，可能發生錯誤，而產生錯誤成本

                                                                                                                                            
人利益被犧牲之結果……等）與修正意見（例如：建構最低限度之程序保障、人性尊嚴理論），

可資參照。惟其逕稱此模式為「利益衡量模式」（balancing test）。就此，本文認為，成本效益分

析（cost-benefit analysis）乃屬於利益衡量方法之一而已；為不與其他者混淆，仍宜稱為「成本

效益分析模式」。 
45 Eldridge, 424 U.S. at 335 (“identification of the specific dictates of due process generally requires 
consideration of three distinct factors: First, the private interest that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official 
action; second, the risk of an erroneous deprivation of such interest through the procedures used, and 
the probable value, if any, of additional or substitute procedural safeguards; and finally, the 
Government's interest, including the function involved and the fiscal and administrative burdens that 
the additional or substitute procedural requirement would entail.”)。有關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於本案實

際運用成本效益分析之過程，請參閱Eldridge, 424 U.S. at 335-49；中文文獻則請參閱葉俊榮，前

揭註 9 文，頁 76—80。 
46 請參閱STEVENS，前揭註 4 書，頁 22、23。 
47 請比較學者葉俊榮於前揭註 9 文第 85—87 頁，以及湯德宗於前揭註 44 文第 77、78 頁，所提

出之公式（A × B > C；P × V ≥ C）。事實上皆係在闡明此意旨。 
48 主要參考：ROBERT COOTER & THOMAS ULEN, LAW AND ECONOMICS 373-77 (3rd ed.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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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 of errors，以” C(e)”表示）。其主要乃取決於錯誤所造成誘因之扭曲

程度，49亦可包含前所謂「私人利益被錯誤剝奪風險」之意涵。而行政成

本與錯誤成本之總和，即係實施一個程序的總成本，稱為社會成本（social 
cost，以”SC”表示）。 

既有程序之相關成本，本文分別以Ca1、C(e)1 和SC1 稱之；附代程序

部分，則分別以Ca2、C(e)2 和SC2 稱之。附代程序所增加之效益，即係錯

誤成本之減少幅度，為{C(e)1 – C(e)2}50；至於增加之行政成本，則為{Ca2 – 
Ca1}。另外， SC1 = Ca1 + C(e)1；SC2 = Ca2 + C(e)2。 

前已述及，正當之附代程序所增加之效益，須大於增加之成本。即

C(e)1 – C(e)2 > Ca2 – Ca1。此又可轉換為 Ca2 + C(e)2 < Ca1 + C(e)1，即

SC2 < SC1。表示：「附代程序之社會成本較既有程序為低」。換言之，「須

能使社會成本降低者，該附代程序始為正當」。準此，成本效益分析亦係

在檢驗附代程序有無促成社會成本之降低！ 
以上已分別從「效益大於成本」，以及「降低社會成本」之角度，詮

釋成本效益分析模式之內涵與精義。另值注意者，本分析模式事實上亦反

應出正當程序的兩項特色：其一，正當程序之內涵乃「變動不羈、隨境權

宜，從而須就個案論斷」51。蓋成本與效益之評估，本就無法脫離個案具

體事實，52而須個別衡量。準此，每個個案程序保障之要求程度，即可能

不盡相同。53其二，正當程序亦講究效率（efficiency）之追求。此乃因本

模式之要旨，係以較小之成本獲取較大之效益。換言之，即係要求附代程

序必須能促進效率！54

 
 

                                                 
49 例如：某甲因使用製造商乙有瑕疵之燃料添加劑，致汽車引擎受損，遂提起損害賠償訴訟。

假設正確的賠償額是$2,500；但法院僅判決乙須賠償$2,000。少$500 的錯誤，即成為乙較不注重

品質管制的誘因，致其品管標準降低。乙因此節省了$1,000 的品管成本；但所有消費者因使用品

質較差之產品，致產生額外損失$10,000。準此，社會因此錯誤形成的扭曲程度為 $10,000 – $1,000 
= $9,000。請參閱COOTER & ULEN，前揭註 48 書，頁 376、377。 
50 附代程序若有增加效益，表示C(e)2 < C(e)1。則C(e)2 – C(e)1 < 0，為負值。在表示效益之增加

幅度上，應忽視負號，故本文逕以{C(e)1 – C(e)2}表示之。 
51 湯德宗，前揭註 3 文，頁 205。 
52 因此，美國之具體違憲審查模式亦能與之相契合。 
53 事實上，美國聯邦最高法院亦有以本模式之本質—利益衡量，表徵正當程序此一特色。例如

請參閱Morrissey, 408 U.S. at 481; Eldridge, 424 U.S. at 334-35。 
54 但傳統的正當程序保障並不重視效率價值。請參閱TRIBE，前揭註 24 書，頁 716、717；Fuentes 
v. Shevin, 407 U.S. 67, 90 n. 22 (1972)。由此亦見，正當程序乃係與時俱進之有機概念（本文前揭

〈2.1.1〉最末段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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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正當法律程序在臺灣—以大法官解釋為主軸 

 
自從司法院大法官於釋字第 384 號解釋首次引入美國法上之正當程序

原則以來，有關正當程序之研究，即成為國內法學界的焦點之一。相關著

作如雨後春筍般，大量湧現。55至今不僅方興未艾，更是欲罷不能！若說

釋字第 384 號解釋之於正當法律程序，是大法官在寶島臺灣種下的第一株

幼苗；學界的評論補充及後續的大法官解釋，則是幼苗成長所必需的陽

光、空氣和水。只是將來能否開花結果，生生不息？則猶待觀察，亦令人

期待。 
以下即以有關正當程序之大法官解釋為主軸，輔以學者相關之見解，

進行介紹、分析與歸納整理。期能瞭解正當程序原則引進我國之現況與問

題。 
 
 
2.2.1.  相關大法官解釋之分析 
 

民國 84 年 7 月 28 日，大法官作出釋字第 384 號解釋。其詮釋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所稱「依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不問

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須以法律規定，其

內容更須『實質正當』，並符合憲法第 23 條所定相關之條件」。進而認定，

「檢肅流氓條例第 6 條及第 7 條授權警察機關得逕行強制人民到案，無須

踐行必要之司法程序；第 12 條關於秘密證人制度，剝奪被移送裁定人與

證人對質結問之權利，並妨礙法院發見真實；第 21 條規定使受刑之宣告

及執行者，無論有無特別預防之必要，有再受感訓處分而喪失身體自由之

虞，均逾越必要程度，欠缺『實質正當』，與首開憲法意旨不符…」。雖然

                                                 
55 相關專論，例如（依出版時間順序排列）：林超駿，前揭註 8 文，頁 63—77；郭介恒，前揭註

3 文，頁 127—168；許宗力，〈基本權程序保障功能的最新發展─評司法院釋字第四八八號解釋〉，

《月旦法學雜誌》，54 期，頁 153—160，臺北市（1999 年 11 月）；蔡進良，前揭註 9 文；湯德

宗，《行政程序法論》，臺北市：元照（2003 年 10 月二版一刷）；陳愛娥，〈正當法律程序與人權

之保障—以我國法為中心〉，《憲政時代》，29 卷 3 期，頁 359—390，臺北市（2004 年 1 月）；湯

德宗，〈具體違憲審查與正當程序保障—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的續構與改造〉，《憲政時

代》，29 卷 4 期，頁 445—480，臺北市（2004 年 4 月）；李建良，〈論基本權利之程序功能與程

序基本權—德國理論的借鑑與反思〉，《憲政時代》，29 卷 4 期，頁 481—540，臺北市（2004 年 4
月）；林超駿，前揭註 15 文，頁 541—592；廖元豪，前揭註 15 文，頁 1—44。另外，早在釋字

384 號解釋作出前，我國即有學者體認正當程序之重要性，不遺餘力地闡述其概念。請參閱葉俊

榮，前揭註 44 書；葉俊榮，前揭註 9 文，頁 5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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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解釋文中並無明確提及「正當法律程序」；不過學者分析是號解釋內容，

普遍認為大法官即係引進美國「正當法律程序」之概念，說明我國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所稱「依法定程序」之意義與內涵。56

民國 85 年 2 月 2 日，釋字第 396 號解釋首度使用「正當法律程序」

一詞。其解釋文指出：「公務員因公法上職務關係而有違法失職之行為，

應受懲戒處分者，憲法明定為司法權之範圍；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對懲戒案

件之議決，公務員懲戒法雖規定為終局之決定，然尚不得因其未設通常上

訴救濟制度，即謂與憲法第 16 條有所違背。懲戒處分影響憲法上人民服

公職之權利，懲戒機關之成員既屬憲法上之法官，依憲法第 82 條及本院

釋字第 162 號解釋意旨，則其機關應採法院之體制，且懲戒案件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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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本旨。」。 
自此之後，大法官即於多號解釋中明文引用「正當法律程序」一詞。

計有：釋字第 418 號解釋57、第 436 號解釋58、第 446 號解釋59、第 491 號

                                                 
56 解釋理由書第二段提及：「前述實質『正當之法律程序』，…」，即有跡可尋。另外，從孫森焱

及林永謀二位大法官之協同意見書中均批評多數意見引進美國正當法律程序之不當，吾人亦可反

面推知多數意見應即係以正當程序原則為論據（請參閱林超駿，前揭註 8 文，頁 64）。如今，大

法官則已自行確認釋字第384號解釋即係引用正當法律程序之概念。請參閱釋字第582號解釋（詳

後述）。 
57 釋字第 418 號解釋文：「…訴訟救濟，究應循普通訴訟程序抑依行政訴訟程序為之，則由立法

機關依職權衡酌訴訟案件之性質及既有訴訟制度之功能等而為設計。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87 條規定，受處分人因交通違規事件，不服主管機關所為之處罰，得向管轄地方法院聲明異議；

不服地方法院對聲明異議所為之裁定，得為抗告，但不得再抗告。此項程序，既已給予當事人申

辯及提出證據之機會，符合『正當法律程序』，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尚無牴觸。」。 
58 釋字第 436 號解釋文：「憲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非由法院依法定

程序不得審問處罰；憲法第 16 條並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現役軍人負有保衛國家之特別義務，

基於國家安全與軍事需要，對其犯罪行為得設軍事審判之特別訴訟程序，非謂軍事審判機關對於

軍人之犯罪有專屬之審判權。至軍事審判之建制，憲法未設明文規定，雖得以法律定之，惟軍事

審判機關所行使者，亦屬國家刑罰權之一種，其發動與運作，必須符合『正當法律程序』之最低

要求，包括獨立、公正之審判機關與程序，並不得違背憲法第 77 條、第 80 條等有關司法權建制

之憲政原理；規定軍事審判程序之法律涉及軍人權利之限制者，亦應遵守憲法第 23 條之比例原

則。…在平時經終審軍事審判機關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案件，應許被告直接向普通法院以判決違

背法令為理由請求救濟。軍事審判法第 11 條，第 133 條第 1 項、第 3 項，第 158 條及其他不許

被告逕向普通法院以判決違背法令為理由請求救濟部分，均與上開憲法意旨不符，…對訴訟救濟

相關之審級制度為配合調整，且為貫徹審判獨立原則，關於軍事審判之審檢分立、參與審判軍官

之選任標準及軍法官之身分保障等事項，亦應一併檢討改進，併此指明。」。 
59 釋字第 446 號解釋文：「公務員懲戒法第 34 條第 2 款規定移請或聲請再審議，…其聲請再審

議之期間，應自裁判書送達之日起算，方符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解釋理由

書：「…公務員之懲戒事項，屬司法權之範圍，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理，而懲戒處分影響人民

服公職之權利至鉅，懲戒案件之審議，自應本『正當法律程序』之原則，對被付懲戒人予以充分

之程序保障，乃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本旨，本院釋字第 396 號解釋已有闡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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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60、第 574 號解釋61、第 582 號解釋62及第 585 號解釋63。但是，釋字

第 523 號解釋64及第 567 號解釋65仍援引釋字第 384 號解釋「實質正當」之

                                                 
60 釋字第 491 號解釋文：「…懲處處分之構成要件，法律以抽象概念表示者，其意義須非難以理

解，且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見，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方符法律明確性原則。對於公務

人員之免職處分既係限制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利，自應踐行『正當法律程序』，諸如作成處

分應經機關內部組成立場公正之委員會決議，處分前並應給予受處分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處分

書應附記理由，並表明救濟方法、期間及受理機關等，設立相關制度予以保障。」。 
61 釋字第 574 號解釋文：「憲法第 16 條所規定之訴訟權，係以人民於其權利遭受侵害時，得依

『正當法律程序』請求法院救濟為其核心內容。而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程序及相關要件，則由

立法機關衡量訴訟案件之種類、性質、訴訟政策目的，以及訴訟制度之功能等因素，以法律為正

當合理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 466 條對於有關財產權訴訟上訴第三審之規定，以第二審判決後，

當事人因上訴所得受之利益是否逾一定之數額，而決定得否上訴第三審之標準，即係立法者衡酌

第三審救濟制度之功能及訴訟事件之屬性，避免虛耗國家有限之司法資源，促使私法關係早日確

定，以維持社會秩序所為之正當合理之限制，與憲法第 16 條、第 23 條尚無違背。…」。 
62 釋字第 582 號解釋文：「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就刑事被告而言，包含其在訴訟上

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利，即屬該等權利之一，且屬憲法第 8 條第 1 項規

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不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律程序』所保障之權利。為確保被告對證人

之詰問權，證人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

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共同被告對其他共同被告之案件而言，為被告以外之第三人，

本質上屬於證人，自不能因案件合併關係而影響其他共同被告原享有之上開憲法上權利。…對其

他共同被告案件之審判而言，未使該共同被告立於證人之地位而為陳述，逕以其依共同被告身分

所為陳述採為不利於其他共同被告之證據，乃否定共同被告於其他共同被告案件之證人適格，排

除人證之法定調查程序，…並已不當剝奪其他共同被告對該實具證人適格之共同被告詰問之權

利，核與首開憲法意旨不符。…刑事審判基於憲法『正當法律程序』原則，對於犯罪事實之認定，

採證據裁判及自白任意性等原則。刑事訴訟法據以規定嚴格證明法則，必須具證據能力之證據，

經合法調查，使法院形成該等證據已足證明被告犯罪之確信心證，始能判決被告有罪；為避免過

分偏重自白，有害於真實發見及人權保障，並規定被告之自白，不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 
63 釋字第 585 號解釋文：「立法院為有效行使憲法所賦予之立法職權，本其固有之權能自得享有

一定之調查權，…於特殊例外情形，就特定事項之調查有委任非立法委員之人士協助調查之必要

時，則須制定特別法，…如就各項調查方法所規定之程序，有涉及限制人民權利者，必須符合憲

法上比例原則、法律明確性原則及『正當法律程序』之要求。茲就中華民國 93 年 9 月 24 日公布

施行之「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例」（以下稱真調會條例），有關三一九槍擊事件

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以下稱真調會）之組織、職權範圍、行使調查權之方法、程序與強制手段

等相關規定，是否符合上開憲法意旨，分別指明如下：…十、同條例第 8 條第 4 項前段規定「本

會行使職權，不受國家機密保護法、營業秘密法、刑事訴訟法及其他法律規定之限制」、同條第

6 項規定「本會或本會委員行使職權，得指定事項，要求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提出說明或提供

協助。受請求者不得以涉及國家機密、營業秘密、偵查保密、個人隱私或其他任何理由規避、拖

延或拒絕」，其中規定涉及人民基本權利者，有違『正當法律程序』、法律明確性原則。十一、同

條例第 8 條第 7 項「違反第 1 項、第 2 項、第 3 項、第 4 項或第 6 項規定者，處機關首長及行為

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經處罰後仍繼續違反者，得連續處罰之」及第 8 項前段：

機關首長、團體負責人或有關人員拒絕真調會或其委員調查，影響重大，或為虛偽陳述者，依同

條第 7 項之規定處罰等規定，有違『正當法律程序』及法律明確性原則。…」。 
64 釋字第 523 號解釋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不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國家

機關所依據之程序，須依法律規定，其內容更須『實質正當』，並符合憲法第 23 條所定相關之條

件，方符憲法第 8 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迭經本院解釋在案。檢肅流氓條例第 11 條第 1 項…

對於法院得裁定留置之要件並未明確規定，其中除第 6 條、第 7 條所定之事由足認其有逕行拘提

之原因而得推論具備留置之正當理由外，不論被移送裁定之人是否有繼續嚴重破壞社會秩序之

虞，或有逃亡、湮滅事證或對檢舉人、被害人或證人造成威脅等足以妨礙後續審理之虞，均委由

法院自行裁量，逕予裁定留置被移送裁定之人，…就此而言已逾越必要程度，與憲法第 8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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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 
另外須注意者，大法官在部分解釋中雖未明文引用「正當法律程序」

或「實質正當」之用語；但亦強調程序保障，闡釋「國家限制人民權利應

經特定程序」之原則，66而與正當程序之理念相同。其中經較多學者確認，

而亦歸類為有關正當程序之解釋者有67：釋字第 462 號解釋68、第 488 號解

釋69及第 535 號解釋70。 
歸納前揭大法官解釋，茲有下列幾點值得關注： 

                                                                                                                                            
23 條及前揭本院解釋意旨不符，…」。 
65 釋字第 567 號解釋文：「…戒嚴時期在戒嚴地域內，最高司令官固得於必要範圍內以命令限制

人民部分之自由，惟關於限制人身自由之處罰，仍應以法律規定，且其內容須『實質正當』，並

經審判程序，始得為之。戡亂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第 2 條規定…。未以法律規定必要之審

判程序，而係依行政命令限制人民身體之自由，不論其名義係強制工作或管訓處分，均為嚴重侵

害人身自由之處罰。況該條規定使國家機關僅依思想行狀考核，認有再犯之虞，即得對已服刑期

滿之人民再行交付未定期限之管訓，縱國家處於非常時期，出於法律之規定，亦不符合最低限度

之人權保障，與憲法第 8 條及第 23 條之規定有所牴觸，應不予適用。…」。 
66 廖元豪，前揭註 15 文，頁 9。 
67 主要參考：許宗力，前揭註 55 文，頁 154、155；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頁 62，臺北

市：三民（2004 年 6 月三版）；法治斌，〈憲法、行政法雙響炮下之警察臨檢〉，收於氏著，《資

訊公開與司法審查：行政法專論》，頁 139、140，臺北市：正典（2003 年 6 月）；蔡進良，前揭

註 9 文，頁 42—57、171—196；湯德宗，前揭註 3 文，頁 175—195；湯德宗，前揭註 55 文，頁

445—480；廖元豪，前揭註 15 文，頁 9—11。 
68 釋字第 462 號解釋文：「…大學教師升等資格之審查，關係大學教師素質與大學教學、研究水

準，並涉及人民工作權與職業資格之取得，除應有法律規定之依據外，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實施程

序，尚須保證能對升等申請人專業學術能力及成就作成客觀可信、公平正確之評量，始符合憲法

第 23 條之比例原則。…各大學校、院、系 (所) 教師評審委員會，本於專業評量之原則，應選

任各該專業領域具有充分專業能力之學者專家先行審查，將其結果報請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教

師評審委員會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理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度與正確性，否則

即應尊重其判斷。…」。 
69 釋字第 488 號解釋文：「…基於保障人民權利之考量，法律規定之實體內容固不得違背憲法，

其為實施實體內容之程序及提供適時之司法救濟途徑，亦應有合理規定，方符憲法維護人民權利

之意旨；法律授權行政機關訂定之命令，為適當執行法律之規定，尤須對採取影響人民權利之行

政措施時，其應遵行之程序作必要之規範。前述銀行法、信用合作社法及金融機構監管接管辦法

所定之各種措施，對銀行、信用合作社之股東 (社員) 、經營者及其他利害關係人，既皆有重大

影響，該等法規僅就主管機關作成行政處分加以規定，未能對作成處分前，如何情形須聽取股東、

社員、經營者或利害關係人陳述之意見或徵詢地方自治團體相關機關 (涉及各該地方自治團體經

營之金融機構) 之意見設置明文。…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未盡相符。…」。 
70 釋字第 535 號解釋文：「…臨檢實施之手段：檢查、路檢、取締或盤查等不問其名稱為何，均

屬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影響人民行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權等甚鉅，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執

勤之原則。實施臨檢之要件、程序及對違法臨檢行為之救濟，均應有法律之明確規範，方符憲法

保障人民自由權利之意旨。…除法律另有規定外，警察人員執行場所之臨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

危害或依客觀、合理判斷易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其中處所為私人居住之空

間者，並應受住宅相同之保障；對人實施之臨檢則須以有相當理由足認其行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

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例原則，不得逾越必要程度。臨檢進行前應對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

並出示證件表明其為執行人員之身分。臨檢應於現場實施，非經受臨檢人同意或無從確定其身分

或現場為之對該受臨檢人將有不利影響或妨礙交通、安寧者，不得要求其同行至警察局、所進行

盤查。其因發現違法事實，應依法定程序處理者外，身分一經查明，即應任其離去，不得稽延。

前述條例第 11 條第 3 款之規定，於符合上開解釋意旨範圍內，予以適用，始無悖於維護人權之

憲法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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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關於「涉及之基本權及憲法依據」 
 

前揭解釋所涉及之基本權，即大法官引用正當程序原則所保障之基本

權，最大宗者厥為憲法第 8 條之人身自由，及憲法第 16 條之訴訟權。其

他則尚有憲法第 18 條之服公職權、第 15 條之工作權及財產權、第 12 條

之秘密通訊自由、第 11 條之言論自由；以及憲法未明文之隱私權71、行動

自由72等。茲整理列表如下： 
 

憲法 
§8 

人身 
自由 

憲法 
§11 
言論 
自由 

憲法 
§12 

秘密通

訊自由 

憲法 
§15 

工作權

憲法 
§15 

財產權

憲法 
§16 

訴訟權

憲法 
§18 
服公 
職權 

隱私權 
（憲法

§22） 

行動 
自由 

釋 384 
釋 436 
釋 523 
釋 567 
釋 582 
釋 585 

釋 58573 釋 585 釋 462 釋 488
釋 535
釋 58574

釋 396
釋 418
釋 436
釋 446
釋 574
釋 582

釋 396
釋 446
釋 491

釋 535 
釋 585 

釋 535

 
至於正當程序的憲法依據為何？由於大法官的說法不一，致生疑義。

學者對此亦眾說紛紜，莫衷一是。75因此，本文以下即嘗試歸納、分析大

                                                 
71 關於隱私權的憲法依據，學界一般認為係憲法第 22 條；但亦有認不妨劃入財產權或居住自由

的範圍。請參閱林子儀，〈基因資訊與基因隱私權—從保障隱私權的觀點論基因資訊的利用與法

的規制〉，收於《當代公法新論：翁岳生教授七秩誕辰祝壽論文集（中）》，頁 697—703，臺北市：

元照（2002 年 7 月）；吳庚，前揭註 67 書，頁 307。另有兩篇學位論文，對隱私權有深入之討論。

請參閱詹文凱，〈隱私權之研究〉，臺大法研所博士論文（1998 年 7 月）；林建中，〈隱私權概念

之再思考─關於概念範圍、定義及權利形成方法〉，臺大法研所碩士論文（1999 年 1 月）。 
至於實務方面，大法官雖然於釋字第 293、509 及 535 號解釋，均有提及隱私權之保障；惟卻

皆無明示其憲法依據。直至釋字第 585 號解釋，其始於解釋理由書中，首度明白表示隱私權受憲

法第 22 條所保障。 
72 釋字第 535 號解釋所稱之「行動自由」，學者有解讀為憲法第 8 條之「人身自由」；亦有解讀

為憲法第 10 條「居住遷徙自由」所蘊含的個人行動自由權與旅行自由權，以及「憲法第 22 條其

他基本權」所涵蓋之資訊自決權與人格權。請參閱湯德宗，前揭註 55 文，頁 455 註 34。 
73 解釋理由書之實際用語係：憲法第 11 條保障之「消極不表意自由」。 
74 解釋理由書之實際用語係：憲法第 15 條所保障之「營業秘密」。（營業秘密係屬財產權所保障

之範圍。請參閱李惠宗，《憲法要義》，頁 235，臺北市：元照（2004 年 10 月二版二刷）。） 
75 各種見解之整理，請參閱廖元豪，前揭註 15 文，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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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諸號解釋，希冀能找出若干脈絡。 
首先，涉及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者，釋字第 384 號解釋、第 523 號解

釋、第 567 號解釋及第 582 號解釋，已確認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所稱之「法

定程序」，即係限制人身自由之正當程序的憲法依據。 
其次，涉及憲法第 16 條訴訟權者，釋字第 396 號解釋、第 418 號解

釋及第 446 號解釋均稱正當程序乃「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本

旨」；釋字第 574 號解釋更明確認定其係「訴訟權之核心內容」。由此可知，

大法官認為「涉及人身自由以外之訴訟程序」，76其正當程序的憲法依據，

即係憲法第 16 條訴訟權。 
最後，涉及其他基本權者，釋字第 488 號解釋稱：「基於保障人民權

利（按：即財產權）之考量…其為實施實體內容之程序及提供適時之司法

救濟途徑，亦應有合理規定，方符憲法維護人民權利之意旨」；釋字第 491
號解釋稱：「免職處分既係限制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利，自應踐行正

當法律程序」；釋字第 535 號解釋稱：「臨檢進行前應對在場者告以實施之

事由，並出示證件表明其為執行人員之身分…始無悖於維護人權（按：即

人民行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權等）之憲法意旨」。均強調「為保障受限

制之基本權，應有一定之程序要求」；但確實之憲法依據為何，則未具體

指明。另外，釋字第 462 號解釋稱：「大學教師升等資格之審查，…涉及

人民工作權…，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實施程序，尚須保證能對升等申請人專

業學術能力及成就作成客觀可信、公平正確之評量，始符合憲法第 23 條

之比例原則」。其雖亦有隱約地提及上開三號解釋所強調之基本權保障意

旨；惟其中有關憲法第 23 條之論述，則令人懷疑大法官是否有意以「比

例原則」為依據，進而導出程序之憲法要求？做此猜測之學者，又同時批

評此有使比例原則發生功能超載之危險。77惟，筆者認為，大法官不見得

有此意思，此其一；又，僅依據比例原則固然難以導出程序保障，但全然

否定其之於正當程序原則之關聯性，仍嫌速斷，此其二。詳後述之。 
綜觀上開大法官解釋可知，當涉及憲法明文要求應依「法定程序」之

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以及性質上屬於以確保實體基本權為滿足之「程序

                                                 
76 若為「涉及人身自由之訴訟程序」，大法官係以憲法第 8 條第 1 項作為其正當程序之憲法依據。

例如：釋字第 384、523 及 582 號解釋。但，釋字第 436 號解釋則為例外；大法官並無明確指陳

正當程序之依據係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抑或係第 16 條。 
77 請參閱許宗力，〈大法官釋字第四六二號解釋評析〉，《台灣本土法學雜誌》，3 期，頁 103，臺

北市（1999 年 8 月）；許宗力，前揭註 55 文，頁 154、155。另請參閱林明鏘，〈評大法官釋字第

四六二號解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3 期，頁 113、114，臺北市（1999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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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基本權」78的憲法第 16 條訴訟權，大法官均明確地以之作為正當程序之

憲法依據。但當涉及沒有明確程序內涵的其他實體基本權，大法官則明顯

趨於保守，欲言又止。79其僅間接地從憲法保障基本權意旨中推導出正當

程序之要求；甚至連「正當法律程序」一詞都避免使用，80僅實質上闡釋

程序保障之內涵。大法官對於這種憲法解釋上的「差別待遇」，並未有充

份之說理，以致於一定程度地影響正當程序在我國的生存與發展！ 
學者此時當然亦充份發揮了「補充解釋」的功能。最主要的兩派見解，

乃分別係參酌美國憲法的規範模式，以及德國的「基本權程序保障」理論。
81前者認為，大法官在釋字第 384 號解釋確立憲法關於人身自由的正當程

序保障後，鍥而不捨地將人身自由的正當程序保障理念「類推適用」於訴

訟權、工作權、財產權與服公職權等自由、權利。結果憲法第 8 條第 1 項

乃逐漸演化成為我國憲法上「一般性」（普遍適用於各種自由及權利）的

「正當程序條款」，擔負著相當於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的規範功能。82

後者則認為，正當程序之要求可直接從基本權的程序保障意旨導出，因此

「個案涉及之基本權」即為正當程序之憲法依據。83

姑且不論上開兩說之優劣？84就其均亟思為大法官解釋梳理出一條相

                                                 
78 請參閱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論》，頁 260，臺北市：元照（2004 年 10 月二版一刷）。 
79 舉例而言，雖然釋字第 491 號解釋稱：「免職處分既係限制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利，自應

踐行正當法律程序」；然仍不如釋字第 574 號解釋稱正當程序係「訴訟權之核心內容」、釋字第

582 號解釋稱「憲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不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律程序」

來得明確、直接！ 
80 例如：釋字第 462、488、535 號解釋。 
81 美國正當程序條款與德國基本權程序保障理論的主要差異有： 
一、前者僅保障「生命、自由及財產利益」；後者則認為「所有基本權」均受保障（不過，兩者

具體操作、解釋下來的「結果」，仍可能相同）。 
二、前者本身即係屬於一種基本權利，人民得直接援引之而請求救濟；後者對於程序保障要素究

屬主觀基本權利？抑或僅係實體基本權的客觀功能？則有爭議。目前德國多數學者乃採取後

說（不過，當國家因未遵守正當程序而影響人民權利時，人民雖無法直接援引「程序權」而

有所主張；惟仍可以其「實體權利」未獲正當程序保障為由，謀求救濟）。請參閱李建良，

前揭註 55 文，頁 514—517。 
三、後者發展之重點主要是在：對「行政決定作成前」之「行政程序」的影響。請參閱陳愛娥，

〈基本權作為客觀法規範—以「組織與程序保障功能」為例，檢討其衍生的問題〉，收於《憲

法解釋之理論與實務：第二輯》，頁 251，臺北市：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0
年 8 月）。有學者亦認為，只有在無法適用司法基本權時，方可由實體的基本權導出程序性

保障之作用。請參閱吳志光，〈專門職業人員之懲戒與正當法律程序〉，收於《當代公法新論：

翁岳生教授七秩誕辰祝壽論文集（中）》，頁 484，臺北市：元照（2002 年 7 月）。然前者之

發展與適用，並無如上開特別強調之處。乃完全依個案情狀，就行政、司法或立法行為，判

斷究應給與決定作成前或作成後之一定程序保障。 
82 請參閱湯德宗，前揭註 55 文，頁 453、454。 
83 請參閱許宗力，〈基本權的功能與司法審查〉，收於氏著，《憲法與法治國行政》，頁 172、173，
臺北市：元照（1999 年 3 月）；許宗力，前揭註 55 文，頁 154、155。 
84 有關兩說之優劣比較，請參閱湯德宗，前揭註 3 文，頁 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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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脈絡—「政府非經正當法律程序（一定程序之要求），不得限制人民之

基本權利」—之用意而言，實值贊同！觀乎最近才出爐之釋字第 585 號解

釋，大法官不但於解釋文中指出：「…就各項調查方法所規定之程序，有

涉及限制人民權利者，必須符合憲法上比例原則、法律明確性原則及正當

法律程序之要求」；更於解釋理由書中，「例示」立法院行使調查權可能限

制之人民基本權有：「憲法第 8 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憲法第 11 條保障之消

極不表意自由（本院釋字第 577 號解釋參照）、憲法第 12 條保障之秘密通

訊之自由、憲法第 15 條所保障之營業秘密、隱私權……等等」；並認為：

「立法院行使調查權如涉及限制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利者，不僅應有

法律之依據，該法律之內容必須明確，且應符合比例原則與正當法律程序

」。可見，大法官至少在立法院行使調查權之情形，已明白肯定學者之前

揭共同看法。不過，大法官仍未明確表示正當程序之憲法依據為何；持上

開兩說之學者，仍然有各自表述之空間。 
另外，筆者認為有必要進一步討論者，係正當程序原則與我國「憲法

第 23 條」之關係。對此，上開兩派學說均無交待；釋字第 585 號解釋亦

語焉不詳。相較於美國法上之正當程序，其係以一個正當程序條款，處理

「是否受正當程序保障（是否屬於受保護之生命、自由或財產利益）」及

「如何程序方屬正當」兩個階段之問題。而上開兩說似乎亦係以「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或「個案涉及之基本權」，一併處理該兩階段之問題；對於憲

法第 23 條之適用梗概，並未加以說明。按正當程序乃係英美法之產物，

欲移植於我國；甚而賦與其憲法地位，當不可完全自外於我國憲法之規範

模式。而憲法第 23 條之規定，係我國所獨有；美、德憲法所均無。其乃

適用於憲法所列舉之各種基本權，包含第 8 條第 1 項之人身自由。換言之，

當論及該等基本權之保障時，皆無法迴避憲法第 23 條之適用。因此，上

開分別以「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或「個案涉及之基本權」導出正當程序要

求之兩種學說，仍應對憲法第 23 條之適用有所交待。查憲法第 23 條係由

公益原則、比例原則及法律保留原則所共構。本文認為，較能兼顧憲法第

23 條之解釋，乃將「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或「個案涉及之基本權」，作為

第一階段之判斷，亦即是否受正當程序保障之依據。而憲法第 23 條之公

益原則及比例原則，則作為第二階段之利益衡量，亦即決定如何之程序方

屬正當之基準；同條之法律保留原則，85則為程序規範方式之要求。總的

來說，「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或「個案涉及之基本權」固為正當程序之憲

                                                 
85 請參閱釋字第 443 號解釋理由書所建構之「層級化保留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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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依據；惟，判斷如何之程序方屬正當之問題，應委諸公益原則及比例原

則之操作！86換言之，在我國憲法之規範架構下，必須以「憲法第 8 條第 1
項加上第 23 條」或「個案涉及之基本權加上憲法第 23 條」，始能擔負著

相當於美國正當程序條款之規範功能。單以「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或「個

案涉及之基本權」作為依據，實甚難符合我國憲法之規範模式；而單以憲

法第 23 條為依據，亦將發生「功能超載」之危險。87

其實，大法官於若干之解釋，似已意識到憲法第 23 條之適用問題。88

例如：有關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之釋字第 384 號解釋認為：「所稱『依法

定程序』，係指…，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須以法律規定，其內容更須

實質正當，並符合憲法第 23 條所定相關之條件」（釋字第 523 號解釋亦援

引之）；有關憲法第 16 條訴訟權之釋字第 574 號解釋認為：「憲法第 16 條

所規定之訴訟權，係以人民於其權利遭受侵害時，得依正當法律程序請求

法院救濟為其核心內容。…決定得否上訴第三審之標準，即係立法者衡酌

第三審救濟制度之功能及訴訟事件之屬性，…以維持社會秩序所為之正當

合理之限制，與憲法第 16 條、第 23 條尚無違背」。此三號解釋對於憲法

第 23 條之定位，均可理解為與本文上開之看法相同。89至於本文前所提及

的有關憲法第 15 條工作權之釋字第 462 號解釋，觀其論述意旨，亦可作

相同之認定。是以本文認為，該號解釋並不見得有如學者所批評者，乃單

純以比例原則「導出」正當程序之要求；而僅係以之作為「衡量」程序是

否正當之基準。綜上，則本文之看法已隱約地從大法官解釋中獲得印證，

而益形顯露其可用性。 
綜上所述，上開學者分別參酌美國法制或德國理論，就正當程序之憲

法依據所建構之兩種理論。究竟孰優孰劣？大法官於最近作出之釋字第

585 號解釋中，並無明確表態；本文亦尚無定見。不過，筆者認為，在選

                                                 
86 具體言之，乃就政府行為之程序內涵（手段）與所欲達成之目的判斷是否相當。若手段與目

的不相當，即係對人民基於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或個案涉及之基本權所應享有之程序保障，所為不

必要之限制。 
87 析言之，本文認為憲法第 23 條之公益原則及比例原則，其功能定位僅只在於判斷「如何程序

方屬正當」；卻不適宜根本作為正當程序之憲法依據。請比較前揭註 77 之學者見解。 
88 但亦有完全無提及憲法第 23 條者。例如：釋字第 396、418、446 及 582 號解釋。 
89 孫森焱大法官於釋字第 418 號解釋之協同意見書中，亦基於釋字第 384 號解釋上開論述而認

為：憲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所稱「依法定程序」，即係指明保障人身自由之正當法律程序；且仍

應適用憲法第 23 條之規定衡酌之。而與本文之看法相近。惟須注意，其另認為：「解釋我國憲法，

所謂『正當法律程序』除第 8 條別有規定外，應係第 23 條規範之事項，為人民行使訴訟權所制

定之訴訟程序，是否合理而公平，應依第 23 條規定之要件論斷，要難謂於憲法第 23 條之外，另

有普遍性抽象意義之正當法律程序，為憲法所保障。」。準此，孫大法官就非關保障人身自由者，

又與本文見解不同。另請比較林永謀大法官在釋字第 384 號解釋之協同意見書。 

 24



第２章  正當法律程序與教師申訴 

擇品味「美國漢堡」，抑或大啖「德國猪腳」之際，亦必須注意我國憲法

第 23 條之適用問題。而以公益原則及比例原則作為衡量程序是否正當之

基準；以法律保留原則作為規範形式之要求。應是一個可資採取的解釋途

徑。 
 
2.2.1.2.  關於「涉及之程序類型」 
 

釋字第 384 號解釋詮釋憲法第 8 條第 1 項之「法定程序」，認為凡限

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不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國家機

關所依據之程序，均須符合正當程序之要求。因此，有論者認為「釋字第

384 號解釋以後，大法官已肯認憲法第 8 條第 1 項適用範圍不僅不以『刑

事司法程序』為限，即『其他司法程序』，乃至行政機關（至少是警察機

關）所為限制人身自由之『行政程序』，亦有適用」。90

上開見解並非論者妄自揣測。釋字第 384 號解釋中，林永謀大法官所

提之協同意見書批評多數意見將憲法第 8 條第 1 項亦適用於刑事司法程序

以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處置之一切程序，91亦可反面推知該號解釋應確

有此意。惟關於該號解釋「不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之用語，

本文認為有釐清之必要。 
按所謂「刑事被告」，本指「刑事訴訟」當事人之一造；偵查中，應

無所謂被告之名稱。92雖刑事訴訟法擴張被告之概念，而亦指攝「法官或

檢察官」實施偵查程序之對象；然「司法警察（官）」實施偵查程序（亦

屬刑事司法程序）之對象，則稱「犯罪嫌疑人」，並不稱「被告」。93準此，

人民「非屬刑事被告」，不一定即表示其處於「非刑事司法程序」！以刑

事訴訟法第 88 條之 1 為例，司法警察（官）執行限制人身自由之「逕行

拘提」，已被刑事訴訟法定位為「刑事司法程序」；然受拘提人之地位，卻

係「犯罪嫌疑人」，而非「刑事被告」。因此，釋字第 384 號解釋所稱「不

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若即係「不以『刑事司法程序』為

限」之意思。則該「刑事被告」概念，即須與刑事訴訟法之定義脫勾，而

                                                 
90 請參閱蔡進良，前揭註 9 文，頁 48。 
91 林永謀大法官協同意見書：「…究不能不問其形式與實質，即將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此一原僅適

用於刑事程序之法則，亦一概移之適用於『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處置』之一切程序上。因之，可決

多數解釋文所謂『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不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

云者，要非確論。…」。 
92 請參閱陳樸生，《刑事訴訟法實務》，頁 62，作者發行（1995 年 9 月重訂十版）。 
93 請參閱林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論篇》，頁 138，作者發行（2000 年 12 月初版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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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更廣義之意涵；亦即「國家機關進行任何刑事司法程序之對象」。包

含刑事訴訟法所謂之「被告」與「犯罪嫌疑人」等。 
釋字第 384 號解釋認為，憲法第 8 條第 1 項人身自由之正當程序保障

可適用於刑事司法程序以外之程序，已如上述。惟，該號解釋「事實上」

僅處理刑事司法之正當程序而已；後來的釋字第 436 號解釋、第 523 號解

釋、第 567 號解釋及第 582 號解釋，亦同。真正將憲法第 8 條第 1 項適用

於其他程序者，乃釋字第 535 號解釋及第 585 號解釋！前者，係適用於「行

政程序」。94雖然大法官不知何故，並未於解釋文中明白引據憲法第 8 條第

1 項及其規定之「法定程序」之規範意涵；但學者仍認該號解釋係援引關

於人身自由之正當程序法理，而無需側目。95後者，則係適用於「立法院

行使調查權之程序（以下稱國會調查程序）」。96

至於有關憲法第 16 條訴訟權之正當程序保障，本質上當然僅適用於

司法之訴訟程序，無庸贅言。相關大法官解釋，亦復如是。 
最後，有關其他實體基本權之正當程序保障，除了釋字第 585 號解釋

以外，其他大法官解釋均係闡釋行政程序（且均屬行政處分程序）之正當

程序；並無涉及司法程序。 
茲將大法官解釋實際所涉及之程序類型，整理列表如下： 

 
 
 

                                                 
94 「警察臨檢」係「在違法或犯罪未發覺前，或者根本無違法或犯罪跡象前，警察所作的盤詰

檢查活動」（鄭善印，〈警察臨檢法制問題之研究〉，《刑事法雜誌》，46 卷 5 期，頁 11，臺北市（2002
年 10 月））。其可歸類為防止危害發生之一般行政行為；惟亦可能因此發現犯罪行為而轉為刑事

偵查，而有犯罪偵查前階段之刑事司法行為性質。因此，警察臨檢程序究屬於行政程序？或屬於

刑事司法程序？即有爭議。大法官於釋字第 535 號解釋理由書中指出：「經受臨檢人請求時，並

應給予載明臨檢過程之書面」，而「此一書面具有行政處分之性質」。巧妙地將臨檢變臉成為行政

處分（法治斌，前揭註 67 文，頁 141）。有學者因此認為，大法官應係將臨檢定位為行政行為，

而非刑事強制行為（鄭善印，前揭文，頁 22）。惟本文認為，大法官將臨檢定位為行政處分，主

要是為方便當事人救濟；但並不見得有意不論後來是否發展為刑事程序，均將其定位為行政行

為。或許只能說：大法官僅不排除臨檢具有行政行為之性質；惟依實際情況之發展，仍有可能係

屬刑事司法行為。 
95 請參閱法治斌，前揭註 67 文，頁 139、140。 
96 大法官於釋字第 585 號解釋中，已將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以下稱真調會）

定位為「協助立法院行使調查權之特別委員會」；且於解釋理由書指出：「立法院所得行使之調查

權，僅係為輔助立法院行使其憲法所賦予之立法權限，自與追訴犯罪之偵查權及司法審判權有間

」。可見，大法官認為國會調查程序，並非刑事司法程序。（但請注意許宗力大法官所提之部分不

同意見。其認為，觀諸真調會條例之立法意圖與價值決定，真調會主要行使之職權內容明顯係刑

事偵查權；且應將之定性為行政機關。多數意見雖為挽救真調會組織免於被宣告違憲之命運，而

朝國會調查權方向解釋；然此舉恐已逾越司法權之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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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程序 
刑事 民事 公務人員懲戒

行政程序 
（行政處分）

國會 
調查程序 

釋 384 
釋 436 
釋 523 
釋 567 
釋 582 

釋 41897

釋 574 
釋 396 
釋 446 

釋 462 
釋 488 
釋 491 
釋 535 

釋 585 

 
2.2.1.3.  關於「用語」 
 

大法官解釋有明文引用「正當法律程序」一詞者；有稱「實質正當」

者；亦有未明文引用「正當法律程序」或「實質正當」之用語，但實質上

係闡述正當程序之內涵者。茲歸納整理如下： 
一、凡涉及憲法第 16 條訴訟權之保障者，大法官多運用「正當法律程

序」一詞以輔助說明訴訟權保障之本旨或核心內容。98明文引用

「正當法律程序」一詞之大法官解釋中，亦以此類最多（例如：

釋字第 396 號解釋、第 418 號解釋、第 436 號解釋、第 446 號解

釋及第 574 號解釋）。 
二、涉及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者，自從釋字第 384 號解釋以「實質正

當」之用語闡釋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所稱「法定程序」以後；釋字

第 523 號解釋及第 567 號解釋亦援引之，而不使用已多次出現於

大法官解釋之中的「正當法律程序」之用語。不過，釋字第 582
號解釋已揚棄「實質正當」之用語，而改以「正當法律程序」一

詞詮釋；釋字第 585 號解釋亦同。 
三、至於涉及其他實體基本權者，在釋字第 585 號解釋之前，於大法

官解釋中均不見「正當法律程序」或「實質正當」之用語（釋字

第 462 號解釋、第 488 號解釋及第 535 號解釋）；惟一例外者，係

釋字第 491 號解釋。如今，釋字第 585 號解釋亦已明確使用「正

當法律程序」之用語。 
綜上所述，在釋字第 582 號、第 585 號解釋作出後，已可見大法官統

一用語之決心；不論涉及何種基本權之限制，均以「正當法律程序」一詞

                                                 
97 交通違規事件本質上屬於行政事件；惟立法機關將該事件之司法救濟劃歸為民事法院審理，

並經釋字第 418 號解釋肯認其合憲性。本文因此將之歸類為民事司法程序。 
98 請參閱陳愛娥，前揭註 55 文，頁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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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之。此，實值贊同。 
 
2.2.1.4.  關於「保障範圍」 
 

「正當法律程序」之所謂「程序」，其意義究竟為何？具體言之，正

當程序之保障範圍，係僅及於程序（狹義）之保障？或亦及於組織之保障？ 
查大法官闡釋正當程序，固有僅論及程序（狹義）之保障者。99然亦

有許多解釋一併論及組織之保障。例如：釋字第 384 號解釋理由書之「審

判與檢察之分離」、第 418 號解釋理由書之「由『憲法第 80 條所規定之法

官』斟酌事證而為公平之裁判」、第 436 號解釋文之「獨立、公正之審判

機關」、第 491 號解釋文之「作成處分應經機關內部組成『立場公正之委

員會』決議（理由書並指出：委員會之組成由機關首長指定者及由票選產

生之人數比例應求相當）」、第 535 號解釋理由書之「認異議有理由者，『在

場執行人員中職位最高者』應即為停止臨檢之決定」、第 574 號解釋文之

「請求法院救濟（理由書並指出：立法機關須制定法律，為適當之法院組

織之規定）」等。 
上開論及組織保障之解釋，涵蓋大法官適用正當程序之各類型案例：

在「涉及之基本權」方面，人身自由、訴訟權及其他實體基本權均有涉及；

在「涉及之程序類型」方面，則包括司法程序及行政程序；在「用語」方

面，不論正當法律程序、實質正當，或未明文引用者，亦皆有之。由此可

見，大法官認為正當程序兼及程序（狹義）及組織之保障，應可確認。換

言之，「正當法律程序」之所謂「程序」，係指廣義，尚包含組織在內。100

但須注意者，正當程序在「概念」上，固包含程序及組織之保障；惟

依實際個案情形之不同，憲法上所要求正當程序之「具體內涵」（即「如

何程序方屬正當」之問題），並不一定會兼及兩者。而這也正可以解釋，

為何大法官解釋尚有僅論及程序（狹義）保障之例者。 
大法官上開看法，誠資贊同。蓋組織與程序本就息息相關、唇齒相依。

程序再「正當」，若不由「正當」組織操持，仍然可能偏離正軌，而使人

民無法獲得正當程序之適切保障！ 
 
                                                 
99 例如：釋 396、446、462、488、582 等。其中，釋字第 396 號解釋雖有提及「機關應採法院

之體制」。惟觀其前後文，應係直接基於憲法第 82 條及釋字第 162 號解釋所導出；大法官援用正

當程序原則，只是闡述直接審理、言詞辯論等狹義程序之保障。 
100 本文以下所稱「程序」，除非必要，否則不會加註係狹義或廣義。讀者依前後文判斷，自可得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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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5.  關於「解釋模式」 
 
大法官援用正當程序之概念，不可避免地須處理「何種程序方屬正當」

（What process is due?）之問題。然其常洋洋灑灑地具體指陳出一連串的「程

序菜單」，例如：釋字第 384 號解釋之「被告自白須出於自由意志」、「犯

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同一行為不得重覆處罰」、「當事人有與證人對質

或詰問證人之權利」、「審判與檢察之分離」、「審判過程以公開為原則」及

「對裁判不服提供審級救濟」；釋字第 396 號解釋之「直接審理」、「言詞

辯論」、「對審及辯護制度」及「予以被付懲戒人最後陳述之機會」；釋字

第 462 號解釋之「選任各該專業領域具有充分專業能力之學者專家先行審

查」、「教師評審委員會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理由，動搖該專

業審查之可信度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評審過程中必要時應

予申請人以書面或口頭辯明之機會」及「由非相關專業人員所組成之委員

會除就名額、年資、教學成果等因素予以斟酌外，不應對申請人專業學術

能力以多數決作成決定」；釋字第 491 號解釋之「作成處分應經機關內部

組成立場公正之委員會（委員會之組成由機關首長指定者及由票選產生之

人數比例應求相當）決議」、「處分前並應給予受處分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

及「處分書應附記理由，並表明救濟方法、期間及受理機關」。 
反觀美國聯邦最高法院關於正當程序之審查模式，則頗有差異。在美

國，當事人通常認為剝奪人民生命、自由或財產之政府行為，欠缺「某一

程序單元」而違反憲法上正當程序之保障，因此提起救濟。美國聯邦最高

法院處理此類問題，亦僅衡量個案情狀以決定該「某一程序單元」是否為

憲法上正當程序所要求；而縱使係相同的程序單元，在不同的個案，判斷

結果亦可能不同。 
按適用正當程序原則，決定「何種程序方屬正當」，乃與程序所處理的

實體事實有密切關係。蓋程序本即具有為實體事實「服務」之本質！101換

言之，程序與事實既無法分離，程序正當與否之判斷或程序之設計，即應

考量事實之差異性—不論司法權之違憲審查，抑或立法權、行政權之形塑

具體程序，均不應脫離事實。其差別只在於：司法違憲審查之空間較小，

一般認為其只能決定憲法上之「基本程序保障」；立法權、行政權之裁量

空間較大，其在符合憲法基本保障之外，尚得尋求「更佳之程序組合」。

                                                 
101 有關程序之性質（本體說、工具說、富有功能意識的本體說），請參閱葉俊榮，前揭註 44 書，

頁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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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差別存在，乃係基於「權力分立」之要求！ 
我國大法官動輒詳列「程序清單（多種程序單元的組合）」的解釋模式，

或許和我國係採取抽象違憲審查制度，而大法官亦習於跳脫具體案件之事

實從事抽象解釋有關。然此卻有違反權力分立原則之嫌！況且，司法者是

否有能力針對某類型之事實，決定符合實際之程序清單，本文亦持高度懷

疑之態度。102毋寧，如同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僅「反面決定某一程序單元之

欠缺是否違反憲法上正當程序保障」，而非「正面闡述程序清單」，乃是較

佳之作法。103

 
 
2.2.2.  再檢討：行政程序之正當程序保障 
 

由於教師申訴程序性質上屬於行政程序，所以欲探討教師申訴程序應

踐行正當程序之憲法基礎，勢須先了解大法官對於行政程序之正當程序保

障的態度。如本文前述，關於限制人身自由之正當程序，自從大法官於釋

字第 384 號解釋埋下得適用於行政程序之伏筆後；直至釋字第 535 號解

釋，「守得雲開見明月」，始見大法官首度適用在屬於行政程序之「警察臨

檢程序」。另外，關於限制人身自由以外之其他基本權之正當程序，大法

官適用於行政程序者，則有：釋字第 462 號解釋（適用於「教師升等程序」）、

第 488 號解釋（適用於「金融機構監督管理程序」）及第 491 號解釋（適

用於「公務人員免職處分程序」）。惟觀諸上開解釋可發現，系爭程序皆屬

「行政處分程序」；104且大法官於解釋中皆有提及「涉及之基本權受有『重

大影響』105」。誠有必要再加以檢討、分析。 
 

                                                 
102 筆者寫作本論文的目的之一，即係欲探討教師申訴制度較佳的程序清單。然寫作過程中，發

現所牽涉問題之層面極度複雜；尤其關於「不與現實脫節」部分，更是困難。這因此讓筆者十分

懷疑，司法者在有限的時間與成本下，是否真有此能力！ 
103 學者對於大法官的作法，亦多有批評。請參閱葉俊榮，〈學術標準的建立與司法審查的功能〉，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3 期，頁 110、111，臺北市（1999 年 8 月）；許宗力，前揭註 55 文，頁

155、156；湯德宗，前揭註 3 文，頁 205；廖元豪，前揭註 15 文，頁 14—17。 
104 釋字第 462 號解釋、第 488 號解釋於解釋文中分別明白定義「各大學校、院、系 (所) 教師

評審委員會升等通過與否之決定、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對教師升等資格所為之最後審定」、「銀

行法、信用合作社法及金融機構監管接管辦法所定之各種措施」為行政處分。釋字第 491 號解釋

所處理之「免職處分」，為行政處分亦無疑義（釋字第 243 號解釋、第 298 號解釋及公務人員保

障法第 3 章有關復審之規定參照）。釋字第 535 號解釋則於解釋理由書中，巧妙地將「警察臨檢」

轉化為行政處分。 
105 釋字第 462 號解釋、第 488 號解釋之用語係「重大影響」；釋字第 491 號解釋之用語係「重大

限制」；釋字第 535 號解釋之用語係「影響甚鉅」。本文乃統一以「重大影響」一詞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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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  是否限於行政處分程序？ 
 

相關大法官解釋竟均僅適用於行政處分程序，不禁讓人懷疑：大法官

是否認為行政程序中，僅行政處分程序有正當程序原則之適用？抑或一切

純屬巧合？ 
本文認為，既然正當程序保障之意旨在於「政府非經正當法律程序，

不得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則判斷有無正當程序原則之適用，即應從此意

旨導出。而其要件只有二個，第一：「人民基本權有無受限制」；106第二：

「該限制行為是否為政府行為」。換言之，只要屬於政府行為，並產生限

制人民基本權之效果者，即應踐行正當程序！而一個歷經行政程序所作成

之行政行為，固然屬於政府行為。因此，判斷是否有正當程序原則適用之

重點，即在於基本權是否受有限制。 
至於，「行政處分」得否作為判準？則須探討其屬性是否與上開二要

件相符合。按行政處分屬於政府行為，固無疑義；但政府行為是否即為行

政處分，則非必然。另外，其能否與「人民基本權有無受限制」之要件完

全契合（即：若為行政處分，必限制人民基本權；若非行政處分，必無限

制人民基本權）？答案亦為否定。以「公務人員受記過乙次之懲處」為例，

一般認為其尚非行政處分；惟其仍屬政府行為，且對公務人員之基本權產

生限制之效果，而理應有正當程序之適用。107由此可見，行政處分，並不

適宜作為判準！ 
其實，行政處分是無數具共同特徵，並適用共同規則之行政行為的統

稱。108故其僅係一操作性、功能性的法概念。如今，在行政程序法、訴願

法、行政訴訟法、公務人員保障法與行政執行法等不同法領域，行政處分

固已分別發揮不同的功能；109惟在正當程序原則之法領域，則從未見其在

適用要件上，發展出一定的功能地位。今若以行政處分作為應否踐行正當

程序之判準，毋寧為功能錯置！且治絲益棼。甚至可能造成正當程序保障

                                                 
106 此一要件，又可細分為兩個子要件：一、系爭人民利益「是否屬於基本權」；二、該基本權「是

否受有限制」。就前者言，係判斷系爭利益是否為我國憲法第 2 章有關基本權利之規定所保障（在

美國，則係判斷是否屬於正當程序條款保護之「生命、自由或財產利益」）。就後者言，則係判斷

該基本權受影響之狀態是否該當「限制」之意涵（請參閱後註 117）。 
107 吳庚大法官在釋字第 491 號解釋之協同意見書中，亦認為對「記過以上之懲處」均應踐行正

當法律程序，不必僅限於免職處分。另外，學者林明鏘也認為正當法律程序之要求不應限於免職

處分，而應包含「所有考績懲處程序」。請參閱林明鏘，〈行政懲處與司法懲戒—評司法院大法官

釋字第四九一號解釋〉，《月旦法學雜誌》，57 期，頁 164、165，臺北市（2000 年 2 月）。 
108 許宗力，〈行政處分〉，翁岳生編，《行政法》，頁 540，臺北市：翰蘆（2000 年 7 月二版二刷）。 
109 請參閱許宗力前揭註 108 文，頁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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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的模糊失焦！因此，在行政程序領域，最能切中核心的判準，仍應是

「人民基本權有無受限制」；而非「行政處分」。本文也相信，大法官應無

僅行政處分程序有正當程序原則適用之意思；毋寧只是釋憲標的均巧合地

恰為行政處分罷了。110  
 
2.2.2.2.  是否須對涉及之基本權有重大影響？ 
 

相關大法官解釋均有提及系爭行政程序對於人民之基本權有「重大影

響」，論者因此有言：大法官似乎認為只有重大影響人民基本權之行政程

序，始有正當程序原則之適用。111惟本文認為，如此解讀稍嫌速斷；而有

必要觀察相關解釋之前後文脈絡，再作更詳細之分析。 
首先，就釋字第 462 號解釋而言，大法官於解釋文稱：「…於教師之

資格等身分上之權益有『重大影響』，均應為訴願法及行政訴訟法上之行

政處分。受評審之教師於依教師法或訴願法用盡行政救濟途徑後，仍有不

服者，自得依法提起行政訴訟，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可

見大法官之所以採取重大影響之標準，主要係作為認定是否為行政處分，

進而得提起行政爭訟之依據。此實乃重申大法官在釋字第 298 號解釋、第

323 號解釋及第 338 號解釋，為突破特別權力關係對於公務人員進行爭訟

之限制所建立的判準。112至於大法官是否有意亦以此作為踐行正當程序之

要件？則不見其有所明確之表示。惟觀察該號解釋關於程序保障之闡述，

答案應為否定。 
其次，就釋字第 488 號解釋而言，大法官於解釋文指明：「…基於保

障人民權利之考量，法律規定之實體內容固不得違背憲法，其為實施實體

內容之程序及提供適時之司法救濟途徑，亦應有合理規定…」後，始具體

認定：「…對銀行、信用合作社之股東 (社員) 、經營者及其他利害關係人，

既皆有『重大影響』，該等法規僅就主管機關作成行政處分加以規定，未

能對作成處分前，如何情形須聽取股東、社員、經營者或利害關係人陳述

之意見…設置明文…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未盡相符」。可見大法

                                                 
110 吳庚大法官在釋字第 491 號解釋協同意見書中認為：「…有關機關未來研擬修改公務人員考績

法規之際允宜以前瞻之思維，對記過以上之懲處均踐行正當法律程序，不必僅限於免職處分，蓋

本解釋未及於免職以外之懲處處分者係針對聲請標的而為之故。」，可資參照。另外，行政處分

之救濟制度較為完善，也可能因此有較大之聲請釋憲機會，以致於相關大法官解釋之標的均係行

政處分。 
111 請參閱蔡進良，前揭註 9 文，頁 187。 
112 請參閱許宗力，前揭註 77 文，頁 101；蔡茂寅，〈大專教師升等紛爭之救濟—大法官釋字第

四六二號解釋評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3 期，頁 117，臺北市（1999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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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係僅基於「保障人民權利之考量」，認為「程序應有合理規定」而有正

當程序原則之適用後，始採取重大影響之標準；具體認定「作成處分前，

應先聽取當事人或關係人陳述意見」。因此，在此號解釋，重大影響之標

準應非用以判斷「是否有正當程序原則之適用」；而是在確定其有適用後，

用以判斷「如何程序方屬正當」。113

另外，就釋字第 491 號解釋而言，大法官於解釋理由書中認為：「…

免職之懲處處分…其構成要件應由法律定之…法律固得授權主管機關發

布命令為補充規定（參照本院釋字第 443 號解釋理由書），其授權之目的、

範圍及內容則應具體明確而後可。…免職處分係對人民服公職權利之『重

大限制』，自應以法律定之。上開法律未就構成公務人員免職之標準，為

具體明確之規定，與前述解釋意旨有違…」。觀此意旨，大法官應係植基

於釋字第 443 號解釋理由書所建立之「層級化保留體系」，而以對人民服

公職權利有「重大限制」乙節，作為衡酌法律保留密度的因素之一。114至

於大法官是否有意亦以此作為踐行正當程序之要件？則不見其有所表

示。惟觀察該號解釋意旨，大法官似僅因「限制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

利」，即認為「應踐行正當法律程序」；而與該權利是否受有重大限制無關。 
最後，就釋字第 535 號解釋而言，大法官認為：「臨檢…『影響人民

行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權等甚鉅』，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執勤之原則。

實施臨檢之要件、程序及對違法臨檢行為之救濟，均應有法律之明確規

範，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利之意旨…」。再搭配解釋理由書之闡釋可

知，大法官確實係因臨檢對人民權利影響甚鉅，而要求一定之程序保障。

惟，這不一定表示，大法官即係以此作為正當程序原則適用之必要條件！

大法官仍可能認為雖非影響人民權利甚鉅，亦應有程序之保障，惟程度不

同而已。 
縱上所述，所謂「重大影響」之標準，有作為行政處分（得否提起爭

訟）之判準；有用以判斷如何程序方屬正當；115亦有作為規範密度之衡量

因素之一。其功能與地位，各有不同。若強行「統一解釋」，而認為大法

官係以之作為應否踐行正當程序之判準，似乎已超越「解釋方法」之操作。

本文也相信，大法官應無此意！ 

                                                 
113 請比較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採取之「二元分析模式」（本文前揭〈2.1.2.1〉參照）。 
114 釋字第 443 號解釋理由書：「…至何種事項應以法律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令予以規定，與所謂

規範密度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益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理之差異…」參照。 
115 請比較蔡進良，前揭註 9 文，頁 187、188。氏認為侵犯基本權之程度重大與否，係決定應具

備多少公正程序規範內涵的因素之一。另請比較許宗力，前揭註 83 文，頁 172、173。氏認為「基

本權侵害的強弱」，乃係判斷履踐何種程序始為適當之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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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  小結 
 

關於行政程序之正當程序保障，大法官應無意限於行政處分程序；亦

無意以對於基本權有重大影響為要件。本文認為，基於釋字第 488 號解釋、

第 491 號解釋、第 535 號解釋等，均強調「為保障受限制之基本權，應有

一定之程序要求」。116應可認大法官即係以「人民基本權有無受限制」，作

為應否履踐正當程序之判準。更何況，最近作出之釋字第 585 號解釋，已

就「國會調查程序」明確地採納此一標準；相信日後，大法官會把握機會

就行政程序作出更明確之宣示。 
至於有關行政程序之正當程序的憲法依據，如本文前述，大法官「惜

墨如金」，並無清楚交待。而學者分別依美國、德國模式所發展出的兩套

解釋，皆有其可參考之處（惟本文認為應再補充憲法第 23 條之適用，始

符合我國憲法之規定）。總之，不論認為憲法依據是適用或類推適用憲法

第 8 條第 1 項，或是涉及之基本權本身，正當之行政程序係基於憲法之要

求，應無疑義。 
 
 

2.3.  「正當申訴程序」之憲法依據 

 
2.3.1.  概說 
 

教師申訴程序性質上屬於行政程序，則不論申訴程序之進行或評議決

定之作成，自係政府行為；且其既可能對教師之基本權利造成影響或「限

制」，117如本文前述，理論上即應踐行正當程序！118

                                                 
116 請參閱本文〈2.2.1.1〉。 
117 教師申訴係行政救濟程序，其目的係為保障教師權益；謂其可能對教師基本權造成「限制」，

似乎有所矛盾？實則不然。申訴評議決定若不利於教師，即屬典型的限制基本權之情形。另外，

在教師所不服之措施為行政處分之情形，教師必須經過申訴（或訴願）始得提起行政訴訟，亦係

對於教師之訴訟權之限制。有關「限制」（侵害、剝奪）概念之論述，請參閱李建良，〈基本權利

理論體系之構成及其思考層次〉，收於氏著，《憲法理論與實踐（一）》，頁 84—88，臺北市：學

林（1999 年 7 月）（氏認：凡因國家行為而致人民之基本權無法完善行使者，均可能構成對基本

權利之侵害）；林三欽，〈論基本權利之侵害〉，收於《憲法解釋之理論與實務：第二輯》，頁 439—
469，臺北市：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0 年 8 月）（氏認：應將「侵害存在與否」

及「侵害是否具有合憲事由」之判斷合而為一；並以「期待可能性」，亦即「國家措施所引起的

基本權利事實上影響，吾人可否期待當事人予以忍受？」，作為界定標準。凡是無法期待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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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正當之教師申訴程序，本文以下以「正當申訴程序」稱之。其可

能的憲法依據為何？本文前述有關行政程序之正當程序之討論，於此自有

適用。準此，或可適用或類推適用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或可直接以涉及之

實體基本權本身，作為正當申訴程序之憲法依據。此部分本文前已論及，

不再贅述。以下擬特別討論者，乃係憲法第 16 條之「訴願權」是否亦可

能作為正當申訴程序之憲法基礎？欲解決此問題，又須先探尋訴願權之概

念內涵。 
 
2.3.2.  訴願權之概念內涵 
 

目前國內憲法教科書對於憲法第 16 條之訴願權，多一筆帶過或略而

不談，而未投以關愛之眼神。119前大法官吳庚，在其《憲法的解釋與適用》

一書中提及：「憲法對制度的設計或概念的使用，如果本身未作進一步的

規定，可推知制憲者以制憲當時已存在之制度或概念的意涵為準。訴願在

                                                                                                                                            
忍受之基本權利事實上影響，均應界定為基本權利之侵害）；蔡進良，前揭註 9 文，頁 125—130
（氏係介紹美國聯邦最高法院之相關判決。所謂剝奪行為，原則上限於意圖行為，不包括過失行

為；並限於對人民有直接影響者；且以具體行為為主）。 
118 查美國教師申訴制度與我國迥然不同！其並無類似我國申評會之統一掌理申訴的行政組織，

亦無一致之程序。此乃與美國重視契約之傳統有關。按美國教師權益（包含申訴救濟等程序保

障），係以所簽訂之僱傭契約為主要依據。且僱傭契約之內涵，並不以形式之契約文書為限；尚

包含集體協商所訂定之團體協約（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教師手冊（faculty handbook）、
學校方針文書（policy manual）等（請參閱WILLIAM A. KAPLIN & BARBARA A. LEE, THE LAW OF 
HIGHER EDUCATION 150-57 (3rd ed. 1995)）。而各校契約規範內容又各有不同，致使申訴制度呈現

十分多元之樣態。國內有對美國制度作粗略之介紹者，請參閱秦夢群，《教育行政─實務部分》，

頁 247—254，臺北市：五南（1999 年 5 月二版二刷）。 
就其申訴程序之性質言，有屬於政府行為者；亦有非屬之者（例如私立學校自設之申訴程序）。

準此，並非所有申訴程序皆受正當程序條款之拘束。惟，非政府行為者雖不受正當程序條款規範，

並不表示其不須踐行任何程序保障。美國實務上仍會透過契約之解釋，以達到類似於正當程序條

款之功能。例如前述，將團體協約、教師手冊、學校方針文書等皆認定係僱傭契約之一部分，則

其中所載明之相關程序保障，私立學校即應遵守之。另外，法院亦可能以「學術習慣」（academic 
custom and usage）補充契約，衡量私立學校是否提供適當的程序保障。不過整體而言，不受正

當程序條款拘束之私立學校，在程序的設計與要求上，仍有較大之空間；除非其契約明定，願意

提供教師相同之正當程序保障。請參閱 STEVENS，前揭註 4 書，頁 23、24；KAPLIN & LEE，前揭

書，頁 296—298。 
與之相較，我國教師申訴程序有正當程序原則之適用，即無疑義。尚須闡明者，申訴程序所

處理之客體—教師所受之措施，有可能屬於私法行為。從該「私法措施」來看，固然無法基於正

當程序原則要求一定之程序保障；然就「申訴程序」而言，其屬於行政程序之本質仍未改變，當

然亦不會影響其應履踐正當程序之結果。換言之，屬於政府行為之程序本身，雖可能處理非屬政

府行為之客體，惟仍有正當程序原則之適用。大法官亦同意此看法，釋字第 574 號解釋即認為民

事訴訟程序亦應踐行正當程序。 
119 請參閱陳新民，《中華民國憲法釋論》，頁 331、332，臺北市：三民（2002 年 10 月四版三刷）；

李惠宗，前揭註 74 書，頁 257—271；許慶雄，《憲法入門》，頁 211—232，臺北市：元照（2000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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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上是人民認為行政機關具體的行政措施（即行政處分）違法或不當，

損害其權利或利益，而向該機關的上級機關表示不服的方法…」。120由此

可知，吳前大法官應係以訴願法之規定內容，界定憲法上訴願權之概念內

涵。換言之，人民不服之標的僅侷限於「行政處分」者，始屬於訴願權之

保障範圍。此種解釋結果，大致與前期之憲法教科書相同；121至今，仍有

論者持相同意見。122

至於實務方面，訴願權亦備受冷落。大法官只在釋字第 243 號解釋、

第 295 號解釋等，闡釋相當於訴願之程序；反之，同屬憲法第 16 條之訴

訟權，可謂集三千寵愛於一身，向來甚獲大法官之重視，並藉正當程序之

保障詮釋其核心內容，已如前述。 
大法官唯一對訴願權之概念有所闡述者，大概只有釋字第 295 號解

釋。其於解釋理由書表示：「憲法保障人民之訴願權，其目的在使為行政

處分之機關或其上級機關自行矯正其違法或不當處分，以維護人民之權

益，若法律規定之其他行政救濟途徑，已足達此目的者，則在實質上即與

訴願程序相當，自無須再踐行訴願程序…」。由此觀之，大法官似乎亦將

訴願權之內涵，僅侷限於「行政處分」之救濟。 
上開學者及實務之見解是否妥當？誠值懷疑。事實上，亦早有學者持

不同之看法。蔡志方教授即曾對訴願權有詳細之分析。其認為，訴願權係

「對抗違法或不當之不正的公權力（行政權）的侵害，而謀以保護其合法

的、為憲法及法律所保障之權益」。123並認為：「憲法本文並未規定在何要

件下及何等人民得以行使訴願權」；然「訴願權並非一毫無限制之公權利，

而有我國憲法第 23 條適用之餘地。本此，我國訴願法及其他法律，乃基

於法益衡量，而規定了何人在何條件下，得以行使具體的訴願權」。124準

此，氏並非以訴願法之規定，作為憲法上訴願權概念內涵之界定；而只是

作為外在限制而已。換言之，訴願權概念並不限於訴願法所具體化者。氏

因此認為，訴願除「例外」充為行政訴訟之先行程序以外，尚具有獨立、

固有之權利保護制度；並認為，可得訴願之事項不應侷限於行政處分、訴

                                                 
120 吳庚，前揭註 67 書，頁 287。 
121 請參閱林紀東，《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一）》，頁 261、262，臺北市：三民（1990 年 11
月修訂六版）；管歐，《中華民國憲法論》，頁 58、59，臺北市：三民（1994 年 10 月增訂初版）。 
122 請參閱蔡進良，前揭註 9 文，頁 197、198。 
123 蔡志方，〈論訴願在我國行政救濟制度上之地位〉，收於氏著，《行政救濟與行政法學（二）》，

頁 93，臺北市：三民（1993 年 3 月）。 
124 蔡志方，前揭註 123 文，頁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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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應包含「不要式之訴願」等。125總而言之，氏認為只要係「對抗違法或

不當之不正的公權力（行政權）的侵害」，所謀求之行政上救濟，均應為

憲法第 16 條訴願權之概念所含括。 
另外，葉俊榮教授甚至更寬廣地認為，除了不限於行政處分，亦應「與

行政程序作緊密的扣合，使其不限於『事後』的救濟，更進一步發揮事前

參與的機能，將更能落實憲法上訴願權的保障的新義」。而主張將訴願權

作為我國行政權行使，應依正當法律程序為之的重要規範基礎。126可資參

照。 
本文認為，制憲者所謂之訴願權，固然與當時存在的訴願制度有所關

聯；然憲法解釋，背負著讓憲法與時俱進的重要使命。127誠如葉俊榮教授

所言：「對憲法上訴願權的內涵所作的解釋，固然必須考量到制憲的背景，

不能忽視訴願法的內涵。但訴願法的內容，卻未必能拘束憲法上訴願權的

『解釋』」。128在現代行政事務日趨複雜的情況下，行政救濟亦相應呈現多

元化之態勢；若吾人仍以訴願法為本，將訴願權侷限於行政處分之救濟，

即可能造成兩種後果：一是其他的行政上救濟手段，即不受憲法所保障；

一是仍受憲法保障，惟須另尋覓憲法基礎。前者，有不符合「有權利，即

有救濟」法理之疑慮；129後者，則有憲法依據分歧、不明確之問題。其實，

以訴願權作為所有行政上救濟手段之憲法基礎，既明確、有利於人民權利

之保障；又較能順應時勢需求。故前開以訴願法為據之解釋，應不足採。

前大法官吳庚於前揭書中，關於評論「符合法律的憲法解釋」部分，論及：

「…但法律跟隨憲法才是常態，憲法跟隨法律，總是特殊例外情形。尤其

是憲法有關人民權利的規定，這時憲法乃是實體權利的規範，正是用來評

斷相關法律是否已建立合理的保障範圍，是否已使國家克盡其保障義務，

不可認為法律規定的內容，當然就是憲法的本意…」。130亦資足證。 
 
2.3.3.  訴願權與「正當申訴程序」 
 

吾人若消極地以訴願法之內容認定憲法上訴願權之概念，則教師申訴

                                                 
125 請參閱蔡志方，前揭註 123 文，頁 143—145。氏此段論述雖係著重於訴願法之修正；惟實質

上即係闡述訴願權之憲法意涵，俾使法律能與憲法規範相符合。 
126 請參閱葉俊榮，前揭註 44 書，頁 56—59。 
127 有關「憲法變遷」的意義，及憲法解釋與其之關係。請參閱林子儀等四人，前揭註 16 書，頁

461—468、499—507。 
128 葉俊榮，前揭註 44 書，頁 58。 
129 請參閱蔡志方，前揭註 123 文，頁 144。 
130 吳庚，前揭註 67 書，頁 597、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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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恐怕只有在程序標的為行政處分之部分，始「相當於訴願」，而得以

訴願權為其憲法依據。惟此種見解為本文所不採，已如前述。教師申訴既

係屬於行政上之救濟手段，雖其程序標的不限於行政處分、其評議程序及

組織未完全與訴願法相同，然並不影響其本質上仍屬於憲法第 16 條之所

謂「訴願」。 
訴願權性質上有同於訴訟權者，乃均屬以確保實體上基本權利為滿足

之程序上基本權；有不同者，一係保障行政上之救濟權利，一係保障司法

上之救濟權利。131如本文前述，大法官對於憲法明文要求「依法定程序」

之人身自由以及具程序內涵之訴訟權，均明確地以之作為正當程序之憲法

依據。132相形之下，以訴願權作為行政上救濟程序應履踐正當程序之憲法

依據，應無疑義。準此，教師申訴制度既係以訴願權為其憲法基礎，則不

論申訴之程序，抑或申評會之組織，133均應符合正當程序之要求！ 
總而言之，訴願權亦可作為正當申訴程序之憲法依據；且似較類推適

用憲法第 8 條第 1 項，或直接以涉及之實體基本權為依據，更為明確與貼

切。 
 
 

2.4.  「正當申訴程序」之憲法內涵 

 
2.4.1. 概說 
 

確立憲法依據後，理論上應接著探討「如何程序方屬正當」之問題。

亦即憲法上所要求的正當申訴程序，應具有哪些程序（含組織）內涵？ 
惟本文前已多所論及：正當程序之內涵具有變動不羈從而須就個案論

斷之本質。教師申訴程序所處理之案件，包含聘約爭議（解聘、停聘、不

續聘等）、升等、考績、獎懲、敘薪、休假、進修、學校管理事項（排課、

授課時數、工作分派等）、資遣、退休……等，種類繁多，不勝枚舉。其

具體個案情狀，或多或少有所差異。例如：各類案件性質分歧，其於申訴

程序前後之其他程序保障，即各有不同；134所涉及之教師利益與學校（政

                                                 
131 請參閱法治斌、董保城，前揭註 78 書，頁 259。 
132 請參閱本文前揭〈2.2.1.1〉。 
133 請參閱本文前揭〈2.2.1.4〉。 
134 例如：大學教師之升等事件，有三級教評會及外審制度等之申訴前程序（專科以上學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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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利益，其性質與受影響之程度，亦皆非相同……。凡此，均會影響正

當申訴程序內涵之判斷，致使每一個案於申訴程序之憲法上基本程序保

障，即未必一致。 
雖然如此，是否仍有可能在所有不同個案中，尋覓出共同的、最大公

約數的憲法最低保障？對此，本文持否定之看法，認為此舉無異於緣木求

魚。蓋自理論言，欲歸納出最大公約數，必須有確定、有限的母群體存在。

惟申訴個案之差異性乃無窮無盡，表示母群體並無法限定；則，最大公約

數不可得矣。因此，不論係美國學者提出之「最低限度的程序保障」135；

抑或國內論者就訴願權提出的「基本程序內涵」136。本文認為，均非「歸

納而得之結果」；而僅係該學者自行「引申而出之理想」。惟其與正當程序

隨個案論斷之本質，已有所齟齬；也必導致會有例外之發生—必定有某些

個案之程序保障，無庸達到其所謂之最低限度或基本內涵之要求。137

不過，雖不可能求得「統一的」憲法最低保障；憲法上正當申訴程序

之規範效力，仍無可磨滅。其除可於個案上分別展現拘束力外，所蘊藏之

各種價值內涵，當然亦具有憲法位階，138而足以規制立法、行政與司法三

權。準此，立法權形塑申訴制度、行政權進行申訴評議程序以及司法權審

查評議決定之合法性時，均須衡諸所有價值，以履踐正當申訴程序之保

障。本文亦認為，與其建構存有例外之憲法最低保障；不如詳盡地分析正

當申訴程序之憲法基本價值。蓋後者不但能與正當程序隨個案論斷之本質

相契合（依具體個案情狀之差異，各種價值之權重分配即可能有所不同，

而導出相應之程序需求）；抑且有助於正當申訴程序理念之釐清，使之不

致過於抽象而難以掌握。更何況就「功能取向」而言，與前者相較，後者

更能符合本文之需求，而得藉以作為本文後續就教師申訴制度進行全盤檢

討之準繩。139本文於下一節，即嘗試就此進行分析。 

                                                                                                                                            
資格審定辦法參照），申訴後亦尚得提起行政訴訟；公立高中以下教師之考績事件，有成績考核

委員會初核、校長覆核、主管機關核備等之申訴前程序（公立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參照）……

等等。 
135 請參閱葉俊榮，前揭註 44 書，頁 31—34。氏有介紹「聽證說」及「獨立裁決者說」。前者強

調至少應予聽證之機會；後者則要求作成決定之機關應為獨立、不存偏見。 
136 請參閱蔡進良，前揭註 9 文，頁 201—216。氏提出「接近訴願裁決機關權」、「受公正之訴願

裁決機關裁決權」及「公正之訴願程序」三項基本程序內涵，並分別闡述其要求標準。 
137 惟不可否認地，上開學者提出之「最低限度的程序保障」或「基本程序內涵」，在大部分之情

形應仍有適用；因此，對於人民之程序保障，仍具有一定之功能性。例如：得作為司法違憲審查

之「原則性」基準（但須注意例外之情形）、具有提醒政府建構一定程度以上之程序保障之效果……

等。 
138 本文此處所論者，係「憲法上」正當申訴程序之價值內涵。至於憲法規範層次以下之正當申

訴程序內涵，自可能含蓋其他價值，惟不具憲法效力而已。 
139 蓋，就前者言，其僅能用以判斷申訴程序是否符合憲法之最低要求（且可能有例外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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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正當申訴程序」之憲法基本價值 
 

欲探尋正當申訴程序之憲法基本價值內涵，必須先掌握教師申訴制度

之定位（目的、功能）。此乃因程序有為實體服務之本質，程序內涵與實

體目的須緊緊相扣之故也。 
查教師申訴制度固有其產生背景，140惟其既屬於行政救濟制度之一

環，則主要之功能不外有二：一係保障教師權利；二係行政自省（行政自

我監督）。其中，又以前者為要，應無庸贅言。另外，其既身負救濟之使

命，「教師對其之信賴」應即係制度成敗之關鍵！141因此，為避免保障教

師權益之功能有所折扣，制度之設計尤須以「獲取教師之信賴」為依歸。

而據筆者觀察之結果，正當申訴程序至少應具備四種憲法價值：「公平」、

「公正」、「效率」與「公開」！如此始符合行政救濟之本質，並能取得教

師信賴而確實發揮功能。142茲闡述本文理由及其個別之內涵如下： 
 
2.4.2.1. 公平、公正 
 

本文前已述及，美國法之正當程序，乃源於英國法上「自然正義」

（natural justice）之理念。在行政法領域，自然正義可以兩項基本原則詮

釋之，亦即：「任何人不得自斷其案」（no man should be a judge in his own 
cause, nemo judex in causa sua）及「兩造兼聽」（hear the other side, both sides 
should be heard, audi alteram partem）。 143前者要求裁決者應公正無私

（disinterested）、避免偏見（against bias），亦即「公正」（impartiality）價

                                                                                                                                            
就後者言，則可以憲法基本價值為準繩，進一步探尋超越憲法最低要求以外之更妥善的程序組

合，而對申訴程序進行法政策層面之改造。 
140 請參閱本文前揭〈1.1〉。 
141 蓋設立一個救濟制度，必須能讓當事人「願意」利用該制度以獲取救濟。而當事人願意與否，

即取決於其主觀上是否認為「提起救濟所獲致之效益（即權益獲得滿足之程度）大於所花費之成

本（即進行救濟程序所花費之時間與費用等）」。若當事人完全不信賴該制度，其主觀上乃認為提

起救濟之效益為零；則不論尋求該救濟所花費的成本多低，其均不會願意提起救濟。 
142 另有論者從行政學角度，透過各種理論（科層體制、非正式組織理論、衝突管理理論、激勵

理論等）之分析，為申訴制度定位。請參閱林威志，〈我國公立國民中小學教師申訴制度之研究〉，

頁 20—51，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7 年 6 月）。查行政學相關理論主要係追求組

織運作之順利與有效。因此，自然亦兼及成員之關懷—強調成員與組織、成員與成員間之溝通、

衡突解決、需求滿足等等。雖然其係從不同角度觀察申訴制度；惟卻殊途同歸，而皆能導出相同

的價值內涵（申訴制度惟有公平、公正、效率與公開，始能適切發揮溝通之效果、解決衡突，並

滿足教師需求），而與正當程序原則接軌。 
143 請參閱WADE & FORSYTH ，前揭註 5 書，頁 436；OLIVER HYAMS, LAW OF EDUCATION 596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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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之表徵；後者強調裁決者應賦與當事人公平聽審（fair hearing）之機會，

則係「公平」（fairness）價值之展現。144

上開傳統上區別兩原則意涵之二分法，隨著歷史發展，其藩蘺已非涇

渭分明而逐漸模糊。隨著公平聽審（fair hearing）亦被要求必須為「無偏

見之聽審」（unbiased hearing），「兩造兼聽」事實上已可涵蓋禁止偏見之原

則。145惟無論如何，自然正義或是正當程序，包含公平與公正兩項價值，

仍屬確定！146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傑克森（Jackson）即曾闡釋正當程

序而謂：「程序的公平與規則性，乃自由所不可或缺之要素。嚴謹的實體

法須被『公平』與『公正』地適用，始能永續」。147其亦強調相同之意旨。 
由此可知，公平與公正兩項價值本即係正當程序最初始、古典之意

涵。加以，其係獲取教師信賴所不可或缺之要求。因此，正當申訴程序蘊

含此兩項價值，實無疑問，且屬當然。148

 
2.4.2.2. 效率 
 

傳統之正當程序僅強調公平與公正之實踐，而無追求「效率」

（efficiency）之意涵。149亦即，對於人民權益之程序保障，並無成本概念

之考量。且當時對於「效率」之看法，或許係著重於「行政成本」150之降

低，以致其通常被視為與權益保障相衝突。151

惟，隨著社會福利國家主義之興起，以及行政事務日趨多元與複雜，

資源有限與分配之問題日漸嚴重。影響所及，效率之顧及遂成為當代憲法

所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而為符合時代需求，效率之概念亦改弦更張為追

求「社會成本」之降低。易言之，所謂效率，非僅追求行政成本之降低而

已；其終極目標乃係使社會總負擔降至最低。縱使某程序使行政成本升

                                                 
144 另請參閱湯德宗，〈論正當行政程序〉，收於氏著，《行政程序法論》，頁 8、9，臺北市：元照

（2003 年 10 月二版一刷）。 
145 請參閱WADE & FORSYTH ，前揭註 5 書，頁 469。 
146 吾人亦可逕將公平價值之概念作廣義解，涵蓋公平與公正兩種內涵。 
147 Shaughnessy v. United States, 345 U.S. 206, 224 (1953) (Jackson, J., dissenting) (“Procedural 
fairness and regularity are of the indispensable essence of liberty. Severe substantive laws can be 
endured if they are fairly and impartially applied.”) 
148 事實上，現行申訴制度中，亦有體現該等價值內涵者。例如：申評會之組成、當事人之到場

說明、有偏頗之虞委員之迴避與救濟教示……等。詳後述。 
149 請參閱TRIBE，前揭註 24 書，頁 716、717。 
150 有關「行政成本」，以及後面將提及之「社會成本」、「錯誤成本」之概念，請參閱本文前揭

〈2.1.2.2〉。 
151 其邏輯為：若為追求效率、降低行政成本，程序自需較為簡化，因此較不利於人民權益之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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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惟若能大幅降低錯誤成本，致社會成本仍為降低，則其仍屬符合效率

之舉。其與權益保障之間，已非純為對立關係；亦可能為加乘關係。 
其實，上開（新）效率之意涵，在古典之正當程序中並非完全無法尋

覓！蓋公平且公正之程序，固然會增加處理時間與費用等行政成本；惟卻

可提升決定之正確性，並減少人民與政府間之磨擦與怨懟，進而降低錯誤

成本。整體而言，仍可能降低社會成本，提高效率，而對人民與政府雙方

皆有所保障。152吾人或可言，古典之正當程序雖無強調效率意涵，但卻非

完全排斥之。而自美國聯邦最高法院於Mathews案採取「成本效益分析模

式」以後，效率價值可謂正式內化至正當程序理念之中—所謂「正當」之

程序，須求公平、公正與效率等之相互協調與融合。此由美國行政程序法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呈現「區別正式程序與非正式程序，並以

後者為原則」之趨勢，153亦可見一斑。 
回到國內，以往關於權益保障之議題，法學界亦習於強調公平與公正

之要求；至於效率，多對其無正確之認知，而視為洪水猛獸般，避之惟恐

不及。以致於造成正當程序與效率兩項概念立於水火不容、格格不入之錯

覺！所幸，自行政程序法第 1 條宣示「提高行政效能」為其立法目的之一

以來，154學者已逐漸正視效率之概念與價值。在概念內涵上，學者之見解

大致即等同於本文前述追求社會成本降低之說法—強調採行行政程序雖

會增加行政成本，卻可獲致更多效益（包括：因決策的正確率提高而撙節

事後救濟之成本，及因決策的正當性增強而節約政策執行之成本等），進

而提升效率。155在價值地位上，則認為效率原則應具有憲法位階。156

                                                 
152 請參閱WADE & FORSYTH ，前揭註 5 書，頁 436。 
153 請參閱湯德宗，前揭註 44 文，頁 71、72。 
154 行政院版行政程序法草案總說明略謂：「由促進行政效率而言：欲使行政行為，達到迅速簡單

經濟之目的，固有多種方法，而規定行政行為之一般準則，使其有一定軌道可循，以免因分歧、

錯雜、凌亂，而流於遲鈍與繁瑣，實為重要之點，故欲各種行政行為，能在整齊劃一之程序下為

之，以增加行政效率，實有制定行政程序法之必要。…行政程序之目的不僅在於保障人民權利，

亦應兼顧行政效能，故各國立法例對於行政程序之規定，均明示或默示應盡量符合目的、迅速及

節省勞費之方式行之（奧國一般行政程序法第 37 條第 2 項、德國行政程序法第 10 條）；對於行

政程序之方式，採非正式原則，僅限於行政程序法或其他法律有明文規定之事件，行政機關始有

義務踐行正式程序或方式。本草案亦從之，於保障人民權益與促進行政效能間，力求平衡…」。

請參閱立法院法制委員會編輯，《行政程序法案》，法律案專輯第二五二輯（一），頁 3、6，臺北

市（2000 年 7 月）。 
    另外，上開草案第 1 條之立法說明表示：「效能」一語，包含「效率」與「效果」二者（前

揭書，頁 23）。採取區別效能與效率之作法。本文認為，效能與效率是否能作如此明確之區分或

有疑義；至少，在法學領域，此區別應非重要之點。毋寧，不論用語為何，只要能清楚界定其概

念內涵即可。下文所提及之學者，有稱效能者，亦有稱效率者，不一而足；惟觀其闡述之內涵，

並無所差異。本文除引用相關文獻之原來用語外，則皆以「效率」稱之。 
155 請參閱湯德宗，前揭註 44 文，頁 71；李震山，〈論「程序基本權」之建構與落實—幾個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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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基於時代脈動與社會現狀之需求，效率已成為人權保障的

價值內涵之一（非如過去，認為與權利保障相牴觸），而為「法治」或「法

治國」原則所涵蓋。157準此，現代的正當程序，除公平、公正外，亦應蘊

含效率之憲法價值！158此一立場，似亦為大法官所認同。釋字第 574 號解

釋指出：「…得否上訴第三審之標準，即係立法者衡酌第三審救濟制度之

功能及訴訟事件之屬性，避免虛耗國家有限之司法資源，促使私法關係早

日確定，以維持社會秩序所為之正當合理之限制，與憲法第 16 條、第 23
條尚無違背。」；事實上即係基於效率之考量，159進而認定立法者所為上

訴第三審之限制，符合正當程序之要求。 
最後，就正當申訴程序而言，其效率價值內涵亦如前述，乃係追求社

會成本之降低—除應顧及行政成本之節約外，更須力求錯誤成本之減少。

因此，如何提升申訴評議決定之正確性及當事人對其之信賴感，以避免後

續救濟成本之發生，或減低執行成本等（歸屬於錯誤成本）；又能兼顧程

序之經濟性，160減少行政機關及當事人之勞力、時間與花費等（歸屬於行

政成本），乃為制度設計者所應念茲在茲者！尤有甚者，因申訴乃行政救

濟制度之一環，基於「遲來的正義，不是正義」以及「有救濟，而無實效，

即非救濟」之法理，程序之「迅速性」和「實效性」兩者，更係獲取當事

人信賴、減低社會成本的重要因素，而為正當申訴程序效率價值的中心意

                                                                                                                                            
程序法適用問題之探討〉，收於臺灣行政法學會編《行政程序法之檢討、傳播行政之爭訟》，頁

72—74，臺北市：元照（2003 年 7 月）；洪家殷，〈權利保障與效能提升之抉擇—兼論行政程序

法未來修正之考量〉，收於臺灣行政法學會編《行政程序法之檢討、傳播行政之爭訟》，頁 158—
163，臺北市：元照（2003 年 7 月）；黃錦堂，〈行政程序法理念與重要釋義問題之研究〉，收於

《當代公法新論：翁岳生教授七秩誕辰祝壽論文集（中）》，頁 377—379，臺北市：元照（2002
年 7 月）。 
156 請參閱黃錦堂，前揭註 155 文，頁 378（若無成本概念，將對國家社會的中長期或所謂永續

發展，造成戕害，尤其在國家財政收支平衡日趨困窘及社會力普遍崛起的時代。因此，效率概念

得被提升為憲法位階而成為「效率原則」）；洪家殷，前揭註 155 文，頁 160（效能原則當然屬於

法治國家及民主之原則，並具有憲法原則之地位）。 
157 蓋法治（法治國）原則的基本目的即在於保障人權；且其內涵須依所謂的時代精神來解釋，

非一成不變。有關法治（法治國）原則之闡釋，詳請參閱陳新民，〈國家的法治主義—英國的「法

治」（The Rule of Law）與德國法治國之概念比較〉，收於氏著《法治國家論》，頁 39—120，臺北

市：學林（2001 年 4 月）。 
158 蓋正當程序乃源於法治原則之要求。請參閱許玉秀大法官，釋字第 574 號解釋部分協同意見

書。 
   另外，國內學者亦有認為，提升行政效能乃係憲法上正當程序的功能之一。請參閱葉俊榮，

前揭註 44 書，頁 18、19。 
159 上訴利益在立法者所定數額以下者，若多提供一個審級（第三審）之救濟，其成本（虛耗國

家有限之司法資源、私法關係較晚確定）將大於效益（降低錯誤）。 
160 教師申訴制度以「書面審理」為原則，例外始通知當事人到場說明或進行實地瞭解（評議準

則第 18 條參照）。即係為追求程序之經濟性所為之設計。詳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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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161

 
2.4.2.3. 公開 
 

近來「公開」（openness）之議題頗為熱門，儼然已和「公平」、「公正」

等概念並駕齊驅。惟古典之正當程序本僅具有公平、公正之價值，並無明

顯、亦不必然涵蓋公開之內涵；其是否足以成為「當代」正當申訴程序所

蘊含之憲法新興價值？自應詳加論證，非可視為理所當然。而此問題乃與

「資訊公開」理念之發展息息相關，詳如下述： 
 
A.  資訊公開 
 

自美國於 1966 年制定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162以

來，資訊公開之理念與法制，即頗受矚目。甚多國家均繼踵其後，紛紛建

立類似之規範。163雖然我國目前之相關法制尚未完備，164但是學界向來甚

為關注此項議題，勠力同心為其理論及法制之建構而努力。縱然學者間之

見解不盡相同，惟經過激盪交錯之孕育後，相信開花結果已指日可待！ 
廣義行政機關之資訊公開，主要有「一般性之資訊公開」及「卷宗閱

覽制度（行政程序中之個案性資訊公開）」兩類。165惟，兩者之制度內涵

並不相同。自應分別以觀，不應混淆！166前者，乃一般對社會大眾，普遍

公開一切資訊，除非符合特定限制之事由，方得不予公開之法制。167其主

                                                 
161 請比較蔡志方，《行政救濟法新論》，頁 11、13，臺北市：元照（2001 年 8 月二版一刷）。 
162 此法乃屬美國聯邦行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之一部。請參閱湯德宗，〈行政

程序法〉，翁岳生編《行政法》，頁 811—815，臺北市：翰蘆（2000 年 7 月二版二刷）。 
163 法治斌，〈迎接行政資訊公開時代的來臨〉，收於氏著《資訊公開與司法審查：行政法專論》，

頁 29、30，臺北市：正典（2003 年 6 月）。 
164 行政程序法雖已將資訊公開之規定納入；且立法院亦於該法第 44 條第 3 項明定所謂之「立法

催生條款」或「日出條款」，限定自己應於二年內（即 2001 年 2 月 2 日前）完成行政機關資訊公

開及其限制之立法。惟，已經跳票，迄今仍未見政府資訊公開法之通過。 
165 用語參考：蔡茂寅等四人合著，《行政程序法實用》，頁 83、84（周志宏執筆），臺北市：學

林（2001 年 10 月二版）。 
166 請參閱法治斌，前揭註 163 文，頁 45；陳愛娥，〈政府資訊公開法制的憲法基礎〉，《月旦法

學雜誌》，62 期，頁 32，臺北市（2000 年 7 月）；高仁川，〈資訊公開制度之理論與實際〉，頁 36—
39，政大法研所碩士論文（2000 年 7 月）。但仍有學者混同兩者一併論述，請參閱林明鏘，〈公

務機密與行政資訊公開〉，收於氏著《公務員法研究（一）》，頁 63—115，臺北市：學林（2000
年 3 月）；李震山，〈論人民要求政府公開資訊之權利與落實〉，《月旦法學雜誌》，62 期，頁 35—
46，臺北市（2000 年 7 月）；林明鏘，〈資訊公開與行政程序—評政府資訊公開法與國家機密保

護法草案〉，《月旦法學雜誌》，62 期，頁 46—57，臺北市（2000 年 7 月）。 
167 法治斌，前揭註 163 文，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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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係為落實人民的民主參與，藉以監督政府施政，進而透過資訊之

流通與共享，提升國家之競爭力。168後者，則限於涉及繫爭行政行為之當

事人或利害關係人始得申請閱覽，且限於與本案相關之資訊而已。169其乃

源自對國家權力之防禦權思想，為維護個人實體權利之必要，所發展出之

制度。170在比較法制上，美國之資訊自由法、電子資訊自由法（Electronic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1996）乃屬前者之規範；德國除於環境行政領

域之環境資訊法有承認前者外，其一般之行政程序法僅規定後者；日本則

係於資訊公開法及行政手續法，分別規範前者與後者。171至於我國，行政

程序法第 44 條至第 46 條之規定乃兼含兩者。 
關於上開兩類資訊公開之憲法基礎，學者有從人民是否具有憲法上

「知的權利」（the right to know）之角度切入探討；亦有其他之論證方法，

不一而足。由於學者對於知的權利之性質與內涵各有不同解讀，172為避免

其概念定義不一，致使問題本質不易掌握；本文以下整理學者之見解即不

借用知的權利之用語，而逕行論述其實質內涵。 
首先，就一般性資訊公開之憲法基礎而言，學者間看法之差異，主要

反映在「憲法條文之依據」及「人民是否有主觀之請求權」兩點上。計有

下列五種： 
 
a. 基於憲法第 11 條保障言論自由之精神，人民有請求政府公開資訊

之憲法權利；173

b. 基於民主原則，人民有請求政府公開資訊之憲法權利；174

c. 基於民主原則，國家負有資訊公開之義務，惟人民並無憲法上請求

                                                 
168 請參閱葉俊榮、許宗力主持，〈政府資訊公開制度之研究〉，頁 203—207、264，行政院研考

會委託研究（1996 年 8 月）。 
169 請參閱法治斌，前揭註 163 文，頁 37。 
170 請參閱陳愛娥，前揭註 166 文，頁 27；高仁川，前揭註 166 文，頁 38。 
171 請參閱高仁川，前揭註 166 文，頁 33—36、43—81。 
172 觀諸後文所整理之相關論著，於性質上，有認為知的權利乃積極之請求權（林子儀；葉俊榮、

許宗力；陳愛娥；李震山；高仁川；法治斌）；有認為係消極之防禦權（林明鏘）。於內涵上，有

認為屬於「一般性之資訊公開」之權利（林子儀；葉俊榮、許宗力；高仁川；法治斌）；有認為

屬於「卷宗閱覽」之權利（陳愛娥）；亦有認為係兼含兩類公開之權利（林明鏘；李震山）。準此，

學者對於知的權利之定義，計有四種：「一般性資訊公開之請求權」（林子儀；葉俊榮、許宗力；

高仁川；法治斌）、「卷宗閱覽之請求權」（陳愛娥）、「兼含兩類公開之請求權」（李震山）及「兼

含兩類公開之防禦權」（林明鏘）。 
173 請參閱法治斌，前揭註 163 文，頁 30、31（氏亦引釋字第 509 號解釋為印證）；高仁川，前

揭註 166 文，頁 203—207。 
174 請參閱林子儀，〈The Right to Receive Under the Freedom of Speech〉，收於氏著《言論自由與

新聞自由》，臺大法學叢書（78），頁 135，臺北市：月旦（1993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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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175

d. 基於憲法第 22 條之保障，人民有請求政府公開資訊之憲法權利；176

e. 基於憲法第 22 條之保障，國家負有資訊公開之義務，惟人民並無

憲法上請求權。177

 
其次，就卷宗閱覽制度之憲法基礎而言，依「是否有與一般性資訊公

開區別看待」，學者之見解主要可分為兩類： 
 
f. 區別看待者：大致認為，卷宗閱覽請求權係為維護個人基本權利所

必要之權利。其屬於憲法上正當程序之「公平聽審」之內涵；178亦

係所謂基本權之「程序保障功能」。179

g. 混同看待者：又分兩種見解，即同上述 d 說及 e 說。 
 
綜上所述，除少數學者外，大多分別看待「一般性資訊公開」與「卷

宗閱覽」；且多將所謂資訊公開法制，限定於前者。然，縱使各方對於兩

類資訊公開之憲法基礎見解不一；其均受憲法保障，則為共識，並無異議！ 
 
B.  正當申訴程序之公開價值 
 

前開學者多僅單獨就資訊公開之憲法基礎、法制建構等為探討；明確

與正當程序作連結者，似僅湯德宗教授一人而已。氏認為：「現代的『正

當程序』，猶需加上因美國行政程序法倡導而日漸普及的『公開』（openness）
原則」。180既而以行政程序法第 44 條、第 45 條，以及行政資訊公開辦法

之規定等，形塑「正當行政程序（行政程序的正當程序）」之公開意涵—

即一般性資訊公開（不包含卷宗閱覽）。181

本文十分贊同上開將資訊公開內化至正當程序之作法！但對於其論

                                                 
175 請參閱葉俊榮、許宗力，前揭註 168 文，頁 9—13；陳愛娥，前揭註 166 文，頁 28—30。 
176 請參閱李震山，前揭註 166 文，頁 36—38。 
177 請參閱林明鏘，〈公務機密與行政資訊公開〉，收於氏著《公務員法研究（一）》，頁 89、90，
臺北市：學林（2000 年 3 月）。 
178 請參閱湯德宗，前揭註 144 文，頁 28、31。另請比較李震山，前揭註 166 文，頁 41。 
179 請參閱陳愛娥，前揭註 166 文，頁 27 及註 18。 
180 請參閱湯德宗，前揭註 144 文，頁 9。本篇論文，雖主要在討論行政程序中之正當程序；但

此段論述，則係根本地探討正當程序之憲法意涵。 
181 請參閱湯德宗，前揭註 144 文，頁 28、30、31。氏應係認為，卷宗閱覽乃歸屬於「公平」，

而非「公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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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之鋪陳，仍有些許疑惑：一、氏僅因美國「行政程序法」相關規定之普

及，即導出規制所有政府權力（包含行政程序以外者）之「正當程序」應

含有公開原則，說理似嫌不足；二、氏限定「正當行政程序」之公開意涵

僅指一般性資訊公開，應係受美國行政程序法規定之資訊公開制度所影

響；惟，卷宗閱覽亦具備公開內涵，是否真有必要予以排除？準此，本文

認為有再進一步探究之必要。而為具體論證之需要，以下僅針對「正當申

訴程序」，182先探討其可能具有之公開具體意涵（具體作法）；進而觀察其

與資訊公開之關聯性；最後證立其所彰顯之公開價值乃具有憲法位階。 
查正當申訴程序之公開（以下簡稱申訴之公開）意涵，應根本地從教

師申訴制度之功能、目的，以及正當程序之保障意旨來探求，始為正鵠。

至於，立法者如何限定行政程序法或資訊公開法之適用範圍，乃屬二事。

申訴之公開意涵，不應僅以該法之規定為限，亦不必如前揭學者所言，限

於一般性資訊公開；否則，只會造成申訴之公開意涵無法完整呈現，有礙

正當申訴程序內涵之掌握。 
教師申訴既係為保障教師權益而設，即必須能獲取教師之信賴，已如

前述。而為取得信任，除須有公平、公正及效率之要求外；公開亦屬必要。

尤有甚者，公開亦係確保公平、公正及效率之利器。準此，申訴之公開意

涵，其存立之基礎，即在於「促進信賴」及「確保公平、公正及效率」兩

者！183就前者言，諸如：公開與透明化申評會委員之遴選程序、公開評議

過程、公開所有評議決定書及相關函釋，以增加案件結果之預見可能

性……等等，皆係可考慮之具體作法；就後者言，又有諸如：卷宗閱覽、

公開委員身分俾當事人得以判斷是否有申請迴避之需要、以公開強化監督

作用（例如，除前述公開委員遴選、評議過程、評議決定書及函釋以外，

尚包含公開委員出席狀況、會議紀錄等）……等等。 
上開具體作法，當然可能基於維護當事人之隱私，或避免申評會委員

受外界干擾致影響其判斷……等原因，而須有所限制。就此，本文將於後

續章節再行詳細檢討。惟，其公開意涵實包含對象為一般大眾之一般性資

訊公開，以及對象僅為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之卷宗閱覽等等，乃可確定。

其間之關聯，可以下圖表示之（為方便呈現其關聯性，下圖並無按比例繪

製）。 
 

                                                 
182 易言之，以下論證不一定能完全適用於其他領域之正當程序。 
183 惟此兩者所導引出之公開意涵，並非截然可分，而有相互重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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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前已述及，一般性資訊公開及卷宗閱覽均受憲法保障，乃世所肯

認；申訴之公開意涵屬於該兩類者有其憲法依據，即無疑問。雖然申訴尚

可能包含其他類之公開，惟基於公開乃促進信賴，與確保公平、公正及效

率所必需；加以公平、公正及效率，亦皆為正當申訴程序之重要憲法價值。

本文認為，不論是否屬於一般性資訊公開或卷宗閱覽，其所彰顯之公開價

值，均具有受憲法保障之普遍性與重要性，而為正當申訴程序所不可或

缺！ 
綜上所述，申訴之公開意涵，有「促進信賴之公開」和「確保公平、

公正及效率之公開」；其中部分並衍生為一般性資訊公開與卷宗閱覽之制

度。184凡此，已足以彰顯：正當申訴程序應具有公開之憲法價值。 
 
2.4.3. 小結 
 

既然正當申訴程序具有公平、公正、效率與公開四項憲法價值內涵，

則教師申訴之制度設計與實務運作，須力求此四項價值之實踐，始可謂符

合正當程序之要求，而合致於「正當之申訴程序」。本文於後續章節將進

行教師申訴法制與實務之探究；同時，並將以上開憲法價值之實踐為準

                                                 
184 卷宗閱覽乃屬於「確保公平之公開」。學者固有認其係確保公平聽證的輔助性權利，而應界定

為正當程序之公平意涵（請參閱湯德宗，前揭註 144 文，頁 28、31）；惟本文認為，確保公平聽

證本即係公開的作用之一，無論如何，至少不應忽視其為公開之本質。另請比較行政程序法第

47 條所規定之程序外接觸之公開。其乃「確保公正之公開」；有學者則稱為「避免偏頗之資訊公

開」。請參閱蔡茂寅等四人合著，前揭註 165 書，頁 84（周志宏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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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為現行制度進行問診、把脈，從而對症下藥，提出相關之法政策上之

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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