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一項 問題的提出 

第一款 分權理論下立法權與司法權的模糊界線 

西元一七八八年孟德斯鳩在法意（De I'Esprit des Lois）一書提出權力分

立理論，他將行政、立法、司法分由不同機關行使，以防止專權暴政，演變

至今權力分立理論不僅僅是權力劃分，而是在各權力間存有適度混合

（blending）、重疊，以達到權力間的制衡1，惟此種權力間的混合、重疊，究

竟其混合、重疊的程度如何，仍有許多不確定，造成權力間的界限存有模糊

地帶。 

自西元一八〇三年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John Marshall 在 Marbury v. 
Madison 一案後，確立了司法違憲審查權，代表司法權的法院可以審查立法

機關制定的法律是否違憲，進而宣告法律違憲而無效，司法違憲審查權讓原

本劃分給國會的立法權受到限制，形同給予司法權另一種程度的立法權2，這

正是權力分立下，處於司法權與立法權間相互混合、重疊的區塊，其目的係

讓立法權受到司法權有效的制衡，惟也開啟了立法權與司法違憲審查制度之

間的緊張糾結。 

第二款 從釋字第四〇五號觀察立法權與司法違憲審查間的緊張關係 

司法院第四〇五號解釋涉及民國八十三年七月一日新修正公布之教育人

                                                 
1 參閱湯德宗，權力分立新論 卷一 憲法結構與動態平衡，增訂三版，2005 年 4 月，頁 388 以下。 
2 奧地利憲法學大師 Hans Kelsen 曾以「消極立法者」（negative legislator）代表憲法法院，參見蘇俊

雄，從「整合理論」（Integrationslehre）之觀點論個案憲法解釋之規範效力及其界限，收於憲法解釋

之理論與實務（劉孔中、李建良主編），1998 年 6 月，頁 25；或有學者認為法律違憲審查權有準立

法權性質，參見蘇永欽，法官是否應有法律違憲審查權，收於合憲性控制的理論與實際，頁 186-187。 



員任用條例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並得在各學校間調任」之規定與釋字第二七

八號解釋文「‥‥僅能繼續在原學校任職」相牴觸之違憲疑議。 

釋字第四〇五號解釋文認為立法院於八十三年七月一日修正公布之教育

人員任用條例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中，關於「並得在各學校間調任」之規定，

與憲法第八十五條、第七條及前開解釋（釋字第二七八號解釋）意旨不符，

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力3。其中關於與前開解釋意旨不服的部分，在

解釋理由書第一段認為，依據憲法第七十八條、第一百七十一條及憲法增修

條文第五條之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律及命令之權，法律

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足見憲法賦予大法官維護規

範位階及憲政秩序之重大職責，是以司法院大法官就憲法所為之解釋，不問

其係闡明憲法之真義、解決適用憲法之爭議、抑或審查法律是否違憲，均有

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力，立法院行使立法權時，雖有相當廣泛之自由

形成空間，但不得逾越憲法規定及司法院所為之憲法解釋，自不待言4。 

因此，大法官認為八十三年七月一日修正公布之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二

十一條第二項中，關於「並得在各學校間調任」之規定違憲的理由之一，即

在於其與司法院之前曾做過的第二七八號解釋之解釋文「‥‥僅能繼續在原

學校任職」意旨相牴觸，因而在解釋理由書認為司法院大法官就憲法所為之

解釋，除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力外，立法院行使立法權時，亦不得

逾越司法院所為之憲法解釋。 

大法官認為立法權不只受限於憲法，也受限於司法院所為之憲法解釋，

                                                 
3 釋字第四〇五號解釋文：「憲法第八十五條規定，公務人員之選拔，應實行公開競爭之考試制度，

非經考試及格者不得任用，明示考試用人之原則。學校職員之任用資格，自應經學校行政人員考試

或經高等、普通考試相當類科考試及格。中華民國七十九年十二月十九日修正公布之教育人員任用

條例第二十一條所稱「適用各該原有關法令」，並不能使未經考試及格者取得與考試及格者相同之公

務人員任用資格，故僅能繼續在原學校任職，亦經本院釋字第二七八號解釋在案。八十三年七月一

日修正公布之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中，關於「並得在各學校間調任」之規定，使未

經考試及格者與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之法律地位幾近相同，與憲法第八十五條、第七條及前開

解釋意旨不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力。」 
4 摘自釋字第四〇五號解釋理由書第一段：「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律及命令之權，憲法

第七十八條定有明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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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甚明。又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司法院設大法官若干人，大法官除掌

理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外，並組成憲法法庭審理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足見憲法賦予大法官維護

規範位階及憲政秩序之重大職責。是司法院大法官依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之規定，就憲法所為

之解釋，不問其係闡明憲法之真義、解決適用憲法之爭議、抑或審查法律是否違憲，均有拘束全國

各機關及人民之效力，業經本院釋字第一八五號解釋在案。立法院行使立法權時，雖有相當廣泛之

自由形成空間，但不得逾越憲法規定及司法院所為之憲法解釋，自不待言。」 



試圖為立法權與司法權之間的模糊區塊劃上清楚的界線，惟這條大法官劃上

的界線是否符合權力分立的精神，是否能讓立法權與司法違憲審查權間之權

限爭議終結或陷入更深的緊張關係，有討論的餘地。 

第三款 釋字第六三三號解釋與近來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爭議 

從釋字第六三三號解釋與近來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爭議，也可以

觀察到立法權與司法違憲審查權間的緊張關係逐漸升高，而使立法權與司法

違憲審查權間之權限爭議問題受到關注5。 

釋字第六三三號解釋係由立法委員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聲請，針對立法

院於九十五年四月十一日修正通過之「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

條例」（以下簡稱真調會條例），與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意旨仍有不符而有違

憲疑議而申請釋憲。從解釋文及理由書觀察，大法官認為立法院新修正的真

調會條例第八條之二第三項關於罰鍰部分及第四項規定，因與司法院已做出

之釋字五八五號解釋意旨不合，而認為新修正真調會條例該條項規定違憲，

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力。 

從結論來看，釋字六三三號解釋認為新修正真調會條例部分條文違憲的

理由，與釋字四〇五號解釋提到立法院行使立法權時不得逾越司法院所為之

憲法解釋，所表達的意思相互輝映，而有以既有司法解釋限制新修法的意味，

不過與釋字第四〇五號解釋不同的是，釋字第六三三號解釋並沒有如釋字第

四〇五號解釋，未論述理由而直接以立法院行使立法權時不得逾越司法院所

為之憲法解釋的方法來宣告違憲，而有在解釋理由書裡說明新修正真調會條

例部分條項實際上的違憲理由6，可見大法官一方面在解釋文以新修正真調會

條例部分條款違反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意旨而宣告違憲，另一方面在解釋理

                                                 
5 立法權與司法違憲審查權間之權限問題的確不斷的引發爭議，而使彼此的緊張關係不斷升高，近

期又有一件是關於立法院於民國九十六年七月十一日修正公布的記帳士法第二條第二項，考試院認

為該新修法規定與憲法第八十六條第二款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

定，及大法官釋字第四五三號解釋文相牴觸，因此考試院已於民國九十七年四月二十四日通過決議

將向司法院聲請解釋。此項資料係於本文撰寫過程中補充，在此感謝陳春生教授於審查本論文計畫

書時給予寶貴的資料補充與提醒。 
6 釋字六三三號的解釋理由書提到，大法官對於真調會條例第八條之二第三項關於罰鍰部分及第四

項違憲所提出的理由，是因為立法院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裁處適當之罰鍰，此乃立法院調查權之

附屬權力，而新修正條例卻將該附屬權力賦予真調會逕行裁處罰鍰，與釋字五八五號解釋意旨不符。 



由書裡說明違憲理由，非僅因新修正真調會條例抵觸司法院已做出之解釋即

認為違憲，大法官解釋的方法明顯已與釋字四〇五號解釋所使用的方法不

同，而未正面觸及以既有釋字來限制新修法的敏感問題。 

今年初因為第七屆立法委員選舉而爆發的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草案

（以下簡稱中選會組織法草案）爭議，其中關於國民黨團於立法院所提出的

中選會組織法草案第四條，對委員組成方式採依政黨比例產生，即由各政黨

（團）依其在立法院所占席次比例推薦社會公正人士，行政院院長再依推薦

名單提名，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由於釋字六一三號解釋已宣告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委員依政黨比例組成違憲，因而立法院院長指出有不少藍營立委擔

心就算該草案通過，仍有被大法官解釋違憲的可能7，可見立法委員對於提出

與已做出司法院解釋意旨相左的法律案，仍存有疑慮。 

第二項 問題意識 

第一款 對司法院第四〇五號解釋說理過程的疑惑 

觀察釋字第四〇五號解釋的解釋文與理由書，大法官不斷引用憲法與憲

法增修條文的規定，傳達大法官是憲法解釋機關，因而其解釋有拘束全國各

機關及人民的效力，關於司法院解釋之效力，早在釋字第一八五號解釋大法

官即處理過，並非本文關注重點，本文在意的是，釋字第四〇五號解釋用其

在釋字第一八五號解釋使用過之相同的理由8，未另外加上其他理由或論述，

原封不動的將其解釋的效力直接擴大及於立法院行使的立法權，即當立法院

行使立法權時亦不得逾越司法院曾做出的憲法解釋，從權力分立的觀點來

看，讓人不禁產生疑惑。 

                                                 
7 「王金平指出，大法官釋字六一三號已宣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ＮＣＣ）依政黨比例組成違憲，

不少藍營立委都擔心，就算中選會組織法真的通過，也會被大法官解釋成違憲。」參閱中國時報    ，
A4 焦點新聞 ，蕭批中選會比例制 馬：不離共識，2007 年 12 月 08。 
8 釋字第一八五號解釋理由書第一段援引憲法第七十八條規定，認為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

釋法律及命令之權，旨在使司法院負闡明憲法及法令正確意義之責，其所為之解釋，自有拘束全國

各機關及人民之效力，各機關處理有關事項時，應依解釋意旨為之，違背解釋之判例，當然失其效

力。 



法律制定後若有違憲疑義，經依法提出釋憲申請後，由大法官被動為違

憲審查，而後做出違憲或合憲的決定，使法律向後失效或繼續維持其效力，

此為釋憲制度的常態；惟釋字四〇五號解釋所表達的意思則是，立法院在行

使立法權而制定法律時，即主動受限且不得逾越司法院已為的憲法解釋，惟

憲法並無此種明文規定，大法官也未清楚說明理由為何。 

此外，釋字一八五號解釋所指司法解釋效力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這

裡所指的全國各機關是否理所當然也包括立法院，應進一步考量，因為權力

分立、制衡之下，在立法的領域中，擁有立法權的立法院應該與其他機關有

所不同，正如大法官於理由書所提及的，立法權有相當廣泛的立法自由形成

空間，也就是因為立法權關於法律制定權限的特殊性，要限制立法權應該要

有充分的理由，為何立法自由形成空間必須對已存在的大法官解釋退讓，到

底理由為何，無法從該解釋文及理由書中找到充分合理的答案，釋字四〇五

號解釋只有給我們結論，但不見論述過程。 

從釋字四〇五號解釋的不同意見書，印證前述提出的疑問的確存在且容

有討論空間，不同意見書的提出者蘇俊雄大法官認為，憲法制度之具體化，

有賴於法律規範之補充，而法治國家發展憲政秩序之規範體系，則有立法與

憲法解釋兩項基本途徑，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固有補充憲法規範體系之效

力，維護規範位階之重大職責，但其就個案所為之解釋，尚無直接替代「憲

法原則」本身，而限制「立法自由形成權」之論理上的當然效力，立法院於

民國八十三年七月一日修正公布之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之規

定，乃一項新的法律決議，雖與釋字第二七八號解釋內容不儘一致，但是否

為憲法原則及憲政秩序所不容，乃應具體就新修正法案之目的、內容及其適

用上有無明顯牴觸憲法原則之核心領域而論。 

蘇俊雄大法官接著認為，依法理而言，判例或「合憲性解釋」之既成先

例，誠如多數通過之解釋理由書所述，在法律位階上固有其相當之約束力，

但僅以同一事實之類型法規為其範圍，多數通過之解釋理由書，認為立法院

行使立法權時，雖有相當廣泛之自由形成空間，但不得逾越「司法院所為憲

法解釋」，此將使法規個案合憲解釋之既成見解，奉與立憲者所制定之憲法原



則同位階，而可限制新的立法決議。其法理之論據何在？不無疑問，而勿寧

有不當限制立法者「形成法規之自由衡量權」之虞9。 

蘇俊雄大法官的不同意見書，就司法院解釋對立法權的效力，提出與多

數意見截然不同的看法，他否定多數意見的最主要理由在於，大法官解釋僅

係就法規個案合憲解釋，而且大法官解釋僅有補充憲法效力，不能替代憲法

本身，故不能以既存之司法院解釋限制立法自由形成權。 

第二款 本文研究重點 

從釋字第四〇五號解釋可以看到，立法權與司法違憲審查權之間產生重

要的問題，究竟司法解釋的效力是否如釋字四〇五號解釋文所言，立法院行

使立法權時，亦不得逾越司法院所為之憲法解釋；或者如釋字四〇五號不同

意見書所言，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尚無直接替代「憲法原則」本身，而限

制「立法自由形成權」之論理上的當然效力，引用蘇俊雄大法官在不同意見

書曾提到的，問題之關鍵在於，就特定法規個案之違憲審查意見，能否直接

替代「立憲者之原意」，而可以論理類推之方式，限制新的立法決議？這是本

文深感疑惑而欲尋求合理推論之所在。 

因此，本文想瞭解的問題在於，司法院大法官的違憲審查意見是否能替

代立憲者原意而限制立法院為新的立法，也就是立法院可否重新制定曾被司

法院大法官宣告違憲之相同內容的法律，如果答案是否定的，當國家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變動，而立法院需要重新制定曾被司法院大法官宣告違憲之

相同內容的法律時將如何處理；若答案是肯定的，立法院將如何面對如釋字

四〇五號解釋、釋字六三三號解釋般，新制定法律再度被提起釋憲的窘境及

重複立法與釋憲過程所造成的政府、社會資源虛耗；或者，我們可以參考外

國法治，在肯定、否定兩種答案之外，尋求其他權衡的解決之道。 

本文題目為「司法與立法兩權間的緊張關係 — 以法律違憲裁判對國會

立法權的限制為中心」，須特別說明的是，題目副標題中法律違憲裁判之「裁

判」，雖依我國現行法大法官解釋並非裁判，惟廣義上裁判也可以包括解釋10，

                                                 
9 摘自釋字第四〇五號解釋蘇俊雄大法官不同意見書。 
10 現行制度大法官以「解釋」為實體或程序決定，解釋的決定為必要稱為解釋，將解釋的結果作成



且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修正草案將大法官審理案件方式法庭化、決定形

式上裁判化11，因此本文副標題以法律違憲裁判對國會立法權的限制，來凸顯

司法與立法權的衝突與緊張關係。 

本文理論性部分除了整理分析權力分立理論、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理論

與立法裁量等相關理論、學說見解，輔以德國法及本國法案例分析作為討論

的基礎，此外尚嘗試討論司法與立法兩權間緊張關係的三種處理方式，整理

分析加拿大及波蘭關於司法權與立法權之間特殊的互動模式、法律違憲裁判

對於國會立法權的影響，並比較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修正草案之條

文，希冀能提供未來修法思考方向。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的作用在於回顧該研究領域曾有的討論、文獻資料、學說見解，

希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既有的實務、理論及學說見解下，發展出進一步

的研究方向，因此在進入內文討論之前，欲針對與本文主題相關之文獻資料

進行回顧。 

首先關於大法官解釋之人的效力（主觀上效力）的文章車載斗量、不可

勝數，僅能就與本文主題最相關之討論，即大法官解釋對立法機關的效力與

拘束力之文獻加以回顧，其中翁岳生教授於「憲法之維護者—省思與期許」

一文中認為，按釋字第一八五號解釋則大法官解釋「對人」之效力，自應及

於全國各機關包括立法機關，憲法將憲法維護者的職責託付大法官，大法官

本於憲法審查立法機關是否抵觸憲法，作出違憲與否的宣告，此為憲法優位

性，也是立法機關應受憲法拘束的體現，自難以「太上立法者」相責於大法

官12。 

法治斌教授於「與大法官共治，難嗎？」文中討論司法違憲審查與議會

民主間之糾葛，認為當立法機關三讀通過之法律為大法官非難時，由於議會

                                                                                                                                                 
裁判應無不可，參見蘇永欽，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修正芻議（上），月旦法學雜誌第 156 期，2008
年 5 月，頁 183。 
11 參見司法院於九十五年函請立法院審議之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修正草案總說明。 
12 參見翁岳生，憲法之維護者—省思與期許，第六屆「憲法解釋之理論與實務」暨釋憲六十週年學

術研討會會議手冊與論文集（I），2008 年 1 月 11 日，頁 108-109。 



乃匯聚民意之所在，法律復有總統背書公布，我國司法院大法官無直接之選

民付託，卻有權推翻國會民意代表及總統聯手合作制定之法律，其間之矛盾

顯而易見，也是司法「反多數決」之制度特徵，惟釋憲案不可能將法律免除

在外，國會對釋憲不服，可採合法合憲方式，例如聲請補充解釋或修憲程序，

以變更大法官所為解釋。此外，其又提到釋字四七七號解釋，大法官超越過

去僅要求立法院修法之慣例，竟直接自行規定於二年期間內若干原本被戒嚴

時期人民受損權利回復條例第六條排除在外者，亦得依該法請求國家賠償，

使大法官解釋的立法特質已昭然若揭，實已顛覆司法與立法間之界限，難免

招致非議13。 

吳庚教授在「憲法的解釋與適用」一書中關於大法官解釋的效力範圍，

論及德國實務見解，憲法法院對法規作違憲審查之判決，其主觀上效力及於

一切國家機關，惟對於立法機關的效力容有疑問，就國會可否重新制定被聯

邦 憲 法 法 院 宣 告 無 效 的 法 律 ， 即 所 謂 規 範 再 定 之 禁 止

（Normwiederholungsverbot）的問題，德國聯邦憲法法院的實務見解呈現弔

詭的現象，德國聯邦憲法法院第一庭對此持肯定見解，認為該院的判決僅有

法律效力（Gesetzkraft），而國會只受憲法秩序的拘束，法律對之應無拘束力；

第二庭則持否定見解，因為憲法法院的判決拘束包括國會在內的一切憲法機

關14。 

陳愛娥教授在「德國聯邦憲法法院裁判的拘束力」一文中則整理德國學

界對於「禁止重新制定違憲法規範」議題的不同看法，支持者的論據有認為

廢棄一項法律的裁判內含此等裁判的形成作用，具普遍的拘束力，亦有學者

從憲法機關忠誠的角度，認為各憲政機關往來，負有同時兼顧、尊重其他機

關功能的憲法義務，此係基於憲法權限劃分秩序推導出來，故立法者不能藉

重複通過已被宣告違憲之法規範，來蔑視法院廢棄法規範的裁判，或有學者

從訴訟程序標的、裁判內容是否合憲出發，認為現存與其後之類似規範的立

法者亦受此規範審查裁判的拘束，此等法規範之違憲性亦因此確定；反對者

的論據大抵由憲法裁判機關的功能定位出發，有認為憲法裁判不應妨礙立法

                                                 
13 參見法治斌，與大法官共治，難嗎？，憲政時代第 26 卷第 3 期，2001 年 1 月，頁 76-77、80。 
14 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三版，2004 年 6 月，頁 430-432。 



者的社會形成權限，或認不能妨礙其他機關參與憲法解釋的法律言說，或認

為司法權的功能在於裁判過往個案，不在對未來法律內容提供指示15。 

關於國內釋憲實務案例之評析，與本文最息息相關的大法官解釋為釋字

四〇五號解釋，學界對於釋字四〇五號解釋的評價呈現正反截然不同的走

向，有助於本文的討論，故有必要對釋字四〇五之相關評析文獻亦一併加予

回顧。 

翁岳生教授在其所著「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效力之研究」16及「憲法之維護

者—省思與期許」17兩篇文章中均有提到「重複制定違憲法律之禁止」

（Normwiederholungsverbot）的問題，認為我國釋憲實務與德國的規範方式

與內容不盡相同，包括我國採五權分立制衡體制，且有治權與政權區分之特

殊設計、我國憲法沒有相當於德國基本法第二十條第三項「國會優位」原則

之規定、我國大法官釋憲制度不同於德國尚有「憲法疑義解釋權」，與德國違

憲審查裁判僅有「法律效力」不同，因此似較不會發生如德國聯邦憲法法院

第一庭、第二庭對於裁判拘束力範圍是否拘束立法者之疑義，基於權力分立

及立法權受憲法拘束之原理，應可推出立法者須受大法官釋憲內容拘束之結

論，大法官於釋字四〇五號解釋已充分表達我國應有所謂「重複制定違憲法

律之禁止」之原則。 

吳庚教授於其所著「憲法的解釋與適用」一書中提到，就迄今出現之案

例，我國有無禁止制定重複規範原則之適用，應採肯定說，釋字四〇五號解

釋是對立法權的重大限制，如果釋字四〇五號解釋所持見解不變，國會基於

民主正當性、盱衡社會變動所為之立法，仍不得推翻大法官解釋，則我國釋

憲機關的「強勢」，為美、德諸國所望塵莫及了18。 

李震山教授在「論司法院大法官憲法「疑義解釋」與「爭議裁判」之拘

束力」文章中，提到大法官釋憲裁判拘束力之對象時，認為立法機關當為釋

字第一八五號解釋中「全國各機關」所包括，應受大法官釋憲見解之拘束，

                                                 
15 陳愛娥，德國聯邦憲法法院裁判的拘束力，憲政時代第 28 卷第 3 期，2003 年 1 月，頁 108-110。 
16 參見翁岳生，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效力之研究，公法學與政治理論，吳庚大法官榮退論文集，2004
年 10 月，頁 25-28。 
17 參見翁岳生，憲法之維護者—省思與期許，第六屆「憲法解釋之理論與實務」暨釋憲六十週年學

術研討會會議手冊與論文集（I），2008 年 1 月 11 日，頁 110-112。 
18 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三版，2004 年 6 月，頁 432-433。 



且大法官於釋字第四〇五號解釋即如此認為，並認為在維繫自由民主憲政秩

序，涉及重要憲法原則及人權保障解釋中之主要支持理由（die tragende 

Gruende），立法者應受其拘束外，其餘應儘可能尊重立法機關之形成自由空

間（Gestaltungsfreiheit des Gesetzgeber，即立法裁量）19。 

蘇俊雄教授在釋字四〇五號解釋的不同意見書中提出不同看法，他認為

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固有補充憲法規範體系之效力，維護規範位階之重大

職責，但其就個案所為之解釋，尚無直接替代「憲法原則」本身，而限制「立

法自由形成權」之論理上的當然效力。 

湯德宗教授對於大法官在釋字四〇五號解釋的作法不表贊同，其於所著

「立法裁量之司法審查的憲法依據—違憲審查正當性理論初探」20一文中提

到，從「權力分立動態平衡」理論來看，違憲審查是司法機關與其他憲法機

關之「持續性憲法對話」，因此本件解釋對於立法院之修正規定仍須重為審

查，而非以立法自由形成空間逾越司法院所為憲法解釋即認定其違憲，而逕

行阻止司法機關與其他憲法機關之憲法對話，此外其認為關於大法官解釋並

無拘束將來立法裁量之效力，已隱約見於釋字第四三六號解釋王澤鑑大法官

之協同意見書21。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論文架構 

第一項 研究範圍 

第一款 將司法違憲審查的討論集中在法律違憲審查 

                                                 
19 李震山，論司法院大法官憲法「疑義解釋」與「爭議裁判」之拘束力，憲政時代第 28 卷第 3 期，

2003 年 1 月，頁 128-129。 
20 參見湯德宗，立法裁量之司法審查的憲法依據—違憲審查正當性理論初探，收於權力分立新論，

增訂二版，2000 年 12 月，頁 42-43。 
21 參見釋字第四三六號解釋王澤鑑大法官之協同意見書：「軍事審判係屬司法權之一種， 可知本件

解釋認在平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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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屬階段性的軍事審判建制，而非將軍事審判之司法化固定於此規範模式，故在此

基準上仍有立法形成之空間，而其最終完成應在貫徹司法化之軍事審判制度，或在各級普通法院設

軍事法庭，或成立屬司法體系之軍事法院。憲法之解釋應由發生史的解釋轉化為發展史的解釋，始

能建立符合法治國家權力分立憲政原則之司法制度，以保障人民之基本權利。」 



依據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大法官的職權除法律違憲審查外，

尚有命令違憲審查、機關權限爭議、政黨違憲解散等，惟本文重點在於司法

違憲審查與立法權的互動，因此本文對司法違憲審查的討論集中在法律違憲

審查，不及於其他種類型的違憲審查權。 

第二款 權力分立理論以立法權與司法權間的互動為主 

為瞭解司法院大法官的違憲審查意見是否能替代立憲者原意而限制立法

院為新的立法，因此本文整理相關理論的部分，例如權力分立理論，將把焦

點集中在水平權力分立（horizontal separation of powers）22以及立法權與司法

權之間的討論為主，至於司法權的部分，重點也將放在在司法違憲審查權，

不涉及其他司法權限的討論。 

第三款 案例分析部分僅限於法律違憲裁判限制立法權的司法解釋 

關於立法權與司法違憲審查權互動的司法院解釋甚多，惟本文為集中討

論焦點，案例分析部分僅限有關法律違憲裁判限制立法權的司法解釋，而不

涉及司法違憲審查權關於限期立法、指導立法或對法律為暫時處分的司法院

解釋。 

第二項 論文架構 

第一章緒論，先從研究動機開始，介紹本文問題的提出、問題意識、研

究重點，接者進行文獻回顧，以瞭解本文研究領域曾有的討論、文獻資料、

學說見解，希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既有討論下，發展出本文進一步的研

究方向。 

                                                 
22 權力分立原則的內涵有兩種面向， 一為水平權力分立（horizontal separation of powers），指中央

政府內或地方政府內各部門間之權限劃分；一為垂直權力分立（vertical separation of powers），指中

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之權限劃分，參見湯德宗，權力分立與違憲審查—大法官抽象釋憲權之商榷，

收於權力分立新論 卷二 違憲審查與動態平衡，增訂三版，2005 年 4 月，頁 310；林子儀，憲政體

制與機關爭議之釋憲方法之應用--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審理權力分立案件之解釋方法，憲政時代，2002
年 4 月，頁 334；Jan-Erik Lane，楊智傑譯，憲法與政治理論（Constitution and Political Theory），初

版，2003 年 11 月，頁 105-108。 



第二章從各種角度觀察司法權與立法權之間存在的緊張關係，為釐清司

法院大法官的違憲審查意見是否能替代立憲者原意而限制立法院為新的立法

的問題，本文第一節從權力分立理論開始，探尋立法權與司法權之間的權力

關係，就立憲者的原意對立法權與司法權在憲法中各有之權限範圍、立法權

與司法權之間的權力界線、我國憲法如何規範權力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面

對涉及權力分立原則的案件時，違憲審查應該使用何種解釋方法等的討論。 

第二、三節進而討論法律違憲審查的正當性、反多數決難題以及法律違

憲決定的性質的概念，援引相關文獻與學者提出之見解，希望經由相關理論

的論述剖析，藉以瞭解司法權與立法權之間存在何種緊張關係。 

第三章討論在司法權與立法權之間的緊張關係之下，面對法律違憲審查

時可以從三種不同的處理方式去分析司法權與立法權之間的對應類型，第一

節就法律違憲審查應該對立法權退讓的部分，討論立法裁量的概念與法律違

憲審查的界限，第二節討論法律違憲決定除了扮演最終決定的角色外，在何

種情形時立法權可以排除違憲決定，在此援引加拿大一九八二年憲法(The 
Constitution Act,1982)第一章人權與自由憲章(Canadian C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第三十三條「排除違憲條款」（notwithstanding clause）的規定，以

及波蘭一九五二年憲法第三十三條 a 及一九八五年憲法法庭法第七條第四項

的規定，國會可以三分之二多數決推翻憲法法庭對於尚未公布生效法案及已

生效法律所做之違憲決定23，作為緩解模式的參考，第三節討論法律違憲決定

對立法權的拘束力，可以在仍然維持解釋拘束力的基礎下作更細緻的規劃，

讓拘束力不再是永久存在，而是在一段條件或期限限制後，給予立法權重新

制定曾被宣告違憲相同法律的可能。 

第四章討論德國聯邦憲法法院一九九五年的「十字架案判決」

（Kruzifix-Entscheidung）與後續巴伐利亞邦議會在該判決後的修法，以及我

國法相關案例分析，以歷年來與本文相關之大法官解釋實務為分析標的，整

理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的事實與爭點、大法官解釋文、理由書、各種意見書所

討論之論點，並援引相關理論、學說見解，試予以評析，最後討論我國現行

                                                 
23 加拿大與波蘭雖肯定司法審查，但不根本排除國會對憲法的解釋權，對於被宣告違憲的法律，給

予國會經過一定法定程序而可以排除司法決定的制度設計，參閱蘇永欽，走入新世紀的憲政主義，

初版，2002 年 10 月，頁 13-14。 



司法解釋效力規範及問題，參考前幾章的論述，找尋適合我國憲政架構下的

可能解決方案，以為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修正草案之修法建議。 

第五章為回顧、結論與展望，首先回顧本文各章研究之論點並整理出結

論，最後提出相關制度建議與未來展望。 

第四節 研究方法 

由於本文的研究重點在於分析法律違憲審查與立法權之間的互動，本文

理論性部分涉及分權理論與違憲審查正當性理論，故研究方法以文獻研究法

為基礎，整理分析法學及政治學相關文獻、學說見解，兼以歷史研究法觀察

我國分權理論的架構，並以歸納與演繹法運用相關文獻、學說見解加以推論。

在文獻整理分析後，本文對於相關之重要大法官解釋，將運用案例研究法進

行實證研究，藉以瞭解實務上面對相關議題的處理方式及態度，並加以評析，

藉以形成本文討論之基礎。 

因為我國現行法對於本文關注問題之法律規範不足，因此本文嘗試分析

司法與立法兩權之間緊張關係的處理方式，並使用比較研究法，參考外國相

關法治經驗，配合我國憲政實務，觀察外國司法、立法權之間的互動與緊張

關係，希望能藉此提供適合我國憲政架構的思維方向，為司法院大法官審理

案件法修正草案提供可能的修法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