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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司法權與立法權之間的緊張關係 

憲法的框架性賦予立法者具體化憲法的任務，而憲法同時也賦予司法者

解釋憲法、維護憲法的職責，因此司法權與立法權實際上都在從事重新詮釋

憲法的工作，然而當兩者間意見不一致時應如何處理，便形成司法權與立法

權之間產生緊張關係的源頭，於是討論司法院大法官的違憲審查決定是否能

替代立憲者原意而限制立法院為新的立法，涉及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司法

權與立法權之間的權力關係為何，故以下將從第一節權力分立理論、第二節

法律違憲審查正當性問題及第三節法律違憲決定的性質等不同的角度觀察司

法權與立法權之間存在的緊張關係。 

第一節權力分立理論，主要藉由對權力分立理論的緣起以及後續理論發

展的理解，探尋立法權與司法權之間的權力關係，從立憲者的原意就立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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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及第三節進而討論法律違憲審查的正當性理論、反多數決難題以

及法律違憲決定之性質的概念，援引相關文獻與學者提出之理論、見解，希

望經由相關理論的論述剖析，藉以瞭解法律違憲審查的界限，以及法律違憲

審查對立法權效力的影響。 

第一節 權力分立理論下司法權與立法權的動態平衡 

憲法這門學科剛好是政治與法律相交會的領域，因此憲法素有「政治之

法」（Recht für das Politische）的稱號24，權力分立理論雖源起於政治學領域，

惟違憲審查制度與權力分立原則兩者間存有相互制約的微妙關係，建立違憲

審查制度係為了維繫憲政體制，即由司法違憲審查機關裁判某一權力部門之

                                                 
24 參見 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II, 1984, S. 944.，轉引自翁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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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15

活動是否逾越權限，侵犯另一個權力部門之權限，而違憲審查制度欲維繫的

憲政體系中即包含權力分立原則，故違憲審查制度除了確保權力分立原則，

且同時司法違憲審查制度本身之範圍與方式，也必須受到權力分立原則的制

約25，因此討論法律違憲裁判對立法權的限制，既然涉及違憲審查及司法權與

立法權之間的互動，則在政治與法律交會的憲法領域中，使違憲審查制度受

到制約的權力分立原則究竟為何，故有必要討論權力分立理論作為論述的開

端。 

第一項 權力分立理論 

權力分立原則是現代民主憲政國家組織政府的基本憲政原則，主要的目

的有二，一在藉由不同政府部門間之分工，以提高政府效率26，二在避免權力

過於集中而易導致政府專權暴政27，因此在憲法中規定政府分權的具體規範，

以保障人民的自由與權利，而政府究竟該如何分權，可追溯至權力分立理論

的源起以及演進發展，配合理論當時的時代背景，可對權力分立理論有較完

整的認識。 

第一款 權力分立理論的起源 

談到權力分立理論就不能不提到孟德斯鳩（Montesquieu, Charles de 
Secondat, 1689-1755）於西元一七八八年出版的法意（De I'Esprit des Lois）一

書，他在該書第十一篇中認為英國的政治自由歸功於行政、立法、司法三權

的分立以及權力之間的互相制衡，使此一學說成為制定自由主義憲法的信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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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23 及 Bradford P. Wilson,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Judicial Review, in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GOOD GOVERNMENT (Bradford P. Wilson and 
Peter W. Schramm ed.) 63, at 82(1994)，轉引自湯德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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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26  有學者認為權力分立的目的本非積極增加政府效率，而係為消極防止權力恣意濫用、獨裁專制，

參見許志雄，權力分立之理論與現實，收於憲法之基礎理論，初版，1992 年，頁 102；另有學者認

為「追求效率」亦為權力分立原則的目的之一，因此「追求效率」與「避免專權」二者不同比重組

合形成不同權力分立制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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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本文認為前述兩位學者

的說法並不衝突，因為古典權力分立理論的目的的確僅為避免權力濫用，而權力分立理論隨時代演

進後則增添了效率因素的考量。 
27 參見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憲法—權力分立，一版，2003 年 10 月，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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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而這項學說也影響了法國人權宣言與美國憲法28，惟權力分立的觀念並非

創始於孟德斯鳩，孟德斯鳩的三權分立學說實為發展並延續了亞里士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C.)及洛克(Locke, John, 1632-1704)的分權學說29。 

亞里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在所著政治學（The Politics）一書中

早已有權力分立的思想，認為一切政體要完全具備三種機能，一為議事、二

為行政、三為審判，才是健全的政體，其中議事機能是最高、最基本的機能，

他將政府分為三部分，從事政府公職的人為思辨官（deliberators）、執政官

(magistrates)或司法官(judicial functionaries)，此種區分方法與現今行政、立

法、司法三權分立具有相似之處30。 

洛克(Locke, John, 1632-1704)在其所著政府二論（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中，將政府區分為立法、行政與外交，洛克的分權學說反應當

時英國新興資產階級的期望，希望藉由分權學說防止封建貴族專制統治，以

維護資產階級的政治權力，因此洛克把立法權與行政權分開，行政權由封建

君主、舊貴族掌握，立法由資產階級與新貴族控制，反應資產階級與封建貴

族之間的妥協31。 

他認為立法權指享有權力指導如何運用國家力量以保障社會及其成員的

權力，立法權屬於民選的議會，由於立法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故制定完法

律後即解散，解散後自己也必須遵守自己所立的法律，惟繼續有效的法律必

須加以執行，故需要與立法權分立的行政權負責執行，若同一批人擁有制定

與執行法律的權力，則難逃人性的弱點而易徇私，行政權應由君主根據議會

的決定來行使，至於外交權雖與行政權有所區別，但一為處理國家對外事務，

一為執行國內法，兩種權力幾乎始終合一32。 

                                                 
28 參見 George H. Sabine，彭懷真譯，西洋政治思想史，1988 年 3 月，頁 137；George H. Sabine，李

少軍、尚新建譯，西方政治思想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初版一刷，1991 年 10 月，頁 566；

Jean Touchard，胡祖慶譯，西洋政治思想史（Histoire des idées politiques），初版，1996 年 11 月，頁

270-271。 
29 參見侯鴻勳，孟德斯鳩，初版，1993 年 9 月，頁 156。 
30 參見侯鴻勳，孟德斯鳩，初版，1993 年 9 月，頁 156-1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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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31 參見侯鴻勳，孟德斯鳩，初版，1993 年 9 月，頁 1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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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32 參見 John Locke，葉啟芳、瞿菊農譯，政府論次講（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初版，1986
年 7 月，頁 90-92；John Locke，李永久譯，政府論（OF Civil Government / Two Treatis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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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鳩（Montesquieu, Charles de Secondat, 1689-1755）的權力分立理

論直接受到洛克分權理論以及英國政治制度的影響，他認為政治自由必須透

過權力分立達成，而與政體無關，因為一切有權力的人都容易濫用權力，為

防止濫用權力，就必須以權力約束權力，而且即使是共和國，若不實行權力

分立，也會形成暴政。 

孟德斯鳩的三權分立理論的三權內涵，第一為立法權，依據該權力可以

制定、修正、廢止法律；第二為有關國際法事項的行政權力，依據該權力可

以宣戰、媾和、派遣或接受使節、維護公共安全，即為國家的行政權；第三

為有關民政法規事項的行政權力，依據該權力可以懲罰犯罪或裁決私人訟

爭，即為司法權。孟德斯鳩認為必須用分權來限制君主的權力，以保障人民

政治自由和生命財產安全，若一切權力合而為一，獨攬權力的人可以僅憑一

己之意志干預人民，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將毫無保障，這個學說也反映了

當時法國新興資產階級欲參與政治，取得立法權和財產控制權的要求33。 

孟德斯鳩所主張的三權分立理論，不僅是將政府權力劃分為立法權、行

政權以及司法權，而且主張以權制權，建立一種「制衡原則」（The Principle of 
Check and Balance），使彼此相互牽制、維持平衡與均勢，孟德斯鳩雖受洛克

分權理論影響，但未如洛克將立法權凌駕於行政、外交之上，而是使三權取

得平衡狀態，至於權力制衡的思想，孟德斯鳩則是受到羅馬時代政治思想家

波里比斯（Polybius,204BC-122BC）的影響，波里比斯認為羅馬的成功在於

羅馬採取了混合政體，混合政體集合了君主、貴族、民主各政體之優點，羅

馬的執政官制度、元老院、平民會議各代表了君主、貴族、民主政體的精神，

三者間發揮牽制平衡（Check and Balance）作用34。 

第二款 權力分立理論在美國的發展 

                                                                                                                                                 
Government），初版，1969 年 10 月，頁 172-174。 
33 參見侯鴻勳，孟德斯鳩，初版，1993 年 9 月，頁 158-165。 
34 波里比斯對於羅馬混合政體與制衡原則的剖析，認為羅馬的執政官必須服從元老院律令，否則其

軍隊得不到給養，元老院雖可通過議案，但仍須靠執政官執行，許多重大議案也必須經平民議會批

准，執政官有關宣戰媾和等國家大事也必須獲得平民會議通過，每個國民有服兵役的義務，所以必

須服從執政官的命令，因此執政官、元老院、平民議會三者間形成相助相剋關係，維持相互平衡的

局勢，參見逯扶東，西洋政治思想史，初版，2002 年 10 月，頁 117-118、29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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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孟德斯鳩的權力分立理論影響最深遠的國家，首推美國憲法的制定，

美國憲法使孟德斯鳩三權分立的理論得以具體實現，美國開國元勳之一的亞

當斯（John Adams,1735-1826）任駐英公使期間便曾著作倡議權力分立原則，

主張兩院制國會，並認為基於權力分立原則，行政部門與立法部門的成員應

分別經普選產生，行政部門不應由立法部門選出35。 

在美國制憲當時，制憲代表中有些人仍然嚮往英國制度中混合政府與權

力制衡的特點，麥迪生（John Madison,1751-1836）也認為為防止專權暴政必

須採行權力分立，惟從人類的經驗顯示，立法、行政、司法無法截然區分，

各權力之間有適當混合（blending）與重疊，才能有效相互制衡，此外，制衡

不僅指權力部門之間外在的制衡，權力部門內部也存有制衡，因此主張立法

部門一分為二，各經由不同選舉方式產生，為制衡立法權，麥迪生強化行政

權，例如給予總統否決權等36，經過美國制憲先賢的巧思，權力分立的內涵顯

得更為精緻化，之後模仿美國總統制的國家，也都深受分權制衡原則的影響，

將權力分立原則納入憲法規範，權力分立原則已成為現代民主憲政國家組織

政府的基本憲政原則。 

美國的憲政體制採取的是一種建立在權力分立原則上的聯邦制與總統

制，美國聯邦憲法第一條至第三條分別規定，立法權歸國會、行政權賦予總

統、司法權交由聯邦最高法院與其各級聯邦法院行使，這展現了權力分立的

具體設計37，美國憲法上關於權力分立、制衡的規定，立法權表現在國會區分

為兩院制的設計；行政權與立法權之間的互動上，總統與國會分別由不同選

舉產生，國會議決的法案必須經總統簽署，總統擁有行政否決權（executive 
veto）可以退回覆議，沒有如內閣制可以解散國會的權力，國會也無如內閣

制對總統不信任投票的權力，不過國會可再以三分之二多數推翻總統否決的

法案，至於對總統的彈劾，眾議院有權提出，但由參議院審判、最高法院院
                                                 
35 美國制憲先賢為鼓吹聯邦憲政制度，在報紙發表系列文章，最後匯集成聯邦論（The Federalist 
Papers）一書，從聯邦論的論述中可得知美國制憲之時，是以洛克與孟德斯鳩的權力分立理論作為美

國聯邦政府的基本原則，參見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憲法—權力分立，一版，2003 年

10 月，頁 107。 
36 參見 Jean Touchard，胡祖慶譯，西洋政治思想史（Histoire des idées politiques），初版，1996 年 11
月，頁 2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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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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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37 參見林子儀，憲政體制與機關爭議之釋憲方法之應用--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審理權力分立案件之解

釋方法，憲政時代，2002 年 4 月，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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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於審判時擔任主席；司法權強調司法權獨立，聯邦最高法院法官由總統提

名及參議院三分之二多數同意後任命，享有終身職，最高法院對於總統或國

會的行為則擁有違憲審查權，可以違憲為由加以推翻38。 

從美國三權分立的規定可以看出，美國行政權、立法權、司法權在權力

分立之下雖相互獨立，但當一個權力部門要順利行使其權力時，必須受到其

他權力部門的制約（checks），等於必須尋求其他權力部門的合作，因此權力

之間的相互牽制也是一種合作關係，權力部門藉由約制也參與行使了其他權

力部門的權力，產生權力分享（power sharing）、相互依存，且使權力之間形

成一種動態平衡關係39。 

第二項 權力分立理論與司法違憲審查 

權力分立理論在孟德斯鳩原始設計上即有制衡的思想，美國制憲先賢麥

迪生認為權力分立下權力之間適度的混合與重疊，使相互制衡更能落實、發

揮效果40，權力分立理論經過發展之下，各權力之間已非截然的絕對劃分，權

力間形成既分又合的現象，使司法違憲解釋產生了合理存在的空間，惟遇到

權力部門間權限爭議時，違憲審查機關除了追求權力分立原則的確保外，違

憲審查機關本身的解釋方式與解釋範圍，同時也必須受到權力分立原則的制

約，因此司法違憲審查機關應如何對權力分立原則為憲法解釋，值得進一步

加以觀察。 

第一款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關於權力分立的司法解釋方法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審理涉及憲政體系爭議之權力分立案件，對於如何解

釋權力分立原則，自一九七〇年代開始即呈現形式論取向（ formalism 

                                                 
38 參見湯德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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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395。 
39 參見林子儀，憲政體制與機關爭議之釋憲方法之應用—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審理權力分立案件之解

釋方法，憲政時代，2002 年 4 月，頁 36；湯德宗，權力分立與違憲審查—大法官抽象釋憲權之商榷，

輯於權力分立新論，增訂二版，2000 年 12 月，頁 145；湯德宗，論兩岸關係條例第九十五條之合憲

性—憲法第五十七條闡微，輯於權力分立新論，增訂二版，2000 年 12 月，頁 464。 
40 參見逯扶東，西洋政治思想史，初版，2002 年 10 月，頁 293-2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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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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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與功能論取向（functionalism approach）41兩種不同的解釋取向彼此

拉鋸的情形，聯邦最高法院有時選擇形式論取向，有時選擇功能性取向來形

成多數意見，有學者試圖分析大法官屬自由派或保守派或不同案件類型對採

取何種取向的影響，希望統計出可資判斷的標準，但結論是大法官屬自由派

或保守派與採取何種取向無必然關連42，其中有些法官甚至沒有一定立場而兼

採兩種取向43，面對個案時再依情形決定採取何種取向，雖然有學者發現近年

來判決中，凡是國會授權行政或司法部門，法院傾向認為合憲：但國會授權

給自己，法院會認為是違憲，不過這種趨勢在一九九八年的 Clinton v. City of 
New York 案被打破44，因此無法就大法官採取何種取向統計出可資判斷的標

準，只能看出聯邦最高法院是在形式論取向與功能性取向之間擺盪，至今沒

有一貫的取向。 

第一目 形式論取向（formalism approach） 

形式論取向強調三權分立，認為立法權由國會行使，行政權由總統及所

屬部會行使，司法權由聯邦法院行使，除非憲法有明文規定外，不允許權力

的混合，也反對為了效率或便利而以較彈性的方式設計政府組織，因此法院

在審理時，會先定位系爭的權力究竟屬於立法權、行政權或司法權，以及由

何機關行使，再比對是否合乎形式論的三權分立45。聯邦最高法院在一九九八

年的 Clinton v. City of New York 案46、一九九一年的 Metropolitan Washington 

                                                 
41 或有稱為「形式或形式主義路徑」（formalistic/formalist approach）與「功能或功能主義路徑」

（functional/ functionalist approach），參見湯德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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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42 參見林子儀，憲政體制與機關爭議之釋憲方法之應用--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審理權力分立案件之解

釋方法，憲政時代，2002 年 4 月，頁 52。 
43 參見湯德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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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44 一九九八年的 Clinton v. City of New York 案涉及美國國會於一九九六年通過「個別項目否決權法」

（the Line Item veto act），授權總統得在總統簽署預算案成為法律之後的五日內，刪除（cancel）該

法中的部分支出或有限度的稅捐優惠項目，聯邦最高法院最後以六比三判決該法違憲，理由在於依

據憲法，總統退回國會覆議的法案是法案全部，其次退回的時點應該在法案尚未成為法律之前。此

案雖然係由國會授權給行政部門，不過卻遭違憲命運，打破之前國會授權行政或司法部門，法院傾

向認為合憲之規律，參見林子儀，憲政體制與機關爭議之釋憲方法之應用--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審理權

力分立案件之解釋方法，憲政時代，2002 年 4 月，頁 44-45。 
45 參見林子儀，憲政體制與機關爭議之釋憲方法之應用--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審理權力分立案件之解

釋方法，憲政時代，2002 年 4 月，頁 5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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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46 一九九八年的 Clinton v. City of New York 案涉及美國國會於一九九六年通過「個別項目否決權法」

（the Line Item veto act），授權總統得在總統簽署預算案成為法律之後的五日內，刪除（cancel）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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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ports Auth. v. Citizens for the Abatement of Aircraft Noise 案47、一九八六年的

Bowsher v. Synar48案等即採形式論取向。 

第二目 功能論取向（functionalism approach） 

功能論取向強調權力制衡（Check and Balance），政府的組織設計只要不

危害各權力的核心功能以及制衡關係，應允許權力的混合或組合，以維持政

府運作的效率，功能論以實用的觀點解釋權力分立原則，允許政府組織因應

社會變遷作彈性的設計，不過彈性設計的界限在於，權力部門的核心功能不

能被其他權力部門侵奪，也不能破壞三權之間的制衡關係，如果權力部門的

核心功能遭受侵奪、政府組織設計破壞權力之間的制衡關係則有違權力分立

原則。聯邦最高法院在一九八九年的 Mistretta v. U.S.案49、一九八八年的

                                                                                                                                                 
法中的部分支出或有限度的稅捐優惠項目，聯邦最高法院最後以六比三判決該法違憲，理由在於依

據憲法第一條第七節第三款的「送呈總統條款」（the Presentment Clause），總統退回國會覆議的法案

是法案全部，其次退回的時點應該在法案尚未成為法律之前，此案聯邦最高法院是從形式論取向解

釋總統的行政否決權。參見林子儀，憲政體制與機關爭議之釋憲方法之應用--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審理

權力分立案件之解釋方法，憲政時代，2002 年 4 月，頁 44-45。 
47 一九九一年的 Metropolitan Washington Airports Auth. v. Citizens for the Abatement of Aircraft Noise
案涉及國會在一九八六年制定的「華盛頓都會區機場法」(Metropolitan Washington Airport Act of 
1986)，該法設置了一個由九名國會議員組成的審查委員會，該審查委員會對於機場管理局的決定有

否決權，聯邦最高法院認為該法違憲，理由是審查委員會雖由國會議員以個人身份代表機場使用大

眾監督機場管理局營運，惟此等委員仍具國會議員身份，無論認為該審查委員會行使的是立法權或

行政權性質，都屬違憲，因為若是行政權性質則不得由國會議員行使，若屬立法權性質，則審查委

員會權力的行使應依憲法規定，經兩院審查送呈總統。此案的解釋方法明顯依據形式論取向，認為

無論將審查委員會的權力定位為何種性質，均應合乎形式權力分立的憲法規定。參見林子儀，憲政

體制與機關爭議之釋憲方法之應用--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審理權力分立案件之解釋方法，憲政時代，

2002 年 4 月，頁 40。 
48一九八六年的 Bowsher v. Synar 案涉及國會於一九八五年制定的「預算平衡及赤字緊急控制法」

（Balanced Budget and Emergency Deficit Control Act of 1985），該法授權聯邦主計長（Comptroller 
General）解決總統所屬「管理暨預算辦公室」（OMB）與國會所屬「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間有

關年度預算赤字消減幅度估計之差異，使聯邦政府財政赤字能依該法規定之標準逐年減少，聯邦主

計長在任職期間僅能由國會依法定事由將之免職，聯邦最高法院認為該規定違憲，理由在於聯邦主

計長在任職期間僅能由國會依法定事由將之免職，故其應為國會的下屬，惟其職務是一種行政權性

質，行政權不能交由國會或所屬機關行使。此案的解釋方法明顯依據形式論取向，先將聯邦主計長

的權限定位為行政權，再分析此等行政權卻交由國會所屬的機關行使，不符合形式的三權分立。參

見湯德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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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4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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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2。 
49 一九八九年的 Mistretta v. U.S.案涉及一九八四年國會制定「刑罰改革法」，國會將量刑基準

（guidelines）授權司法部門下的「全美刑罰委員會」（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訂定，

聯邦最高法院判決此一設計不違憲，理由在於該委員會的職能如同法院依法律授權制定訴訟程序規

則的情形，故該委員會的職能與傳統司法部門職能有關，並未破壞司法部門的完整性，也未侵奪立

法、行政部門權力。此案係關於立法權與司法權的權力分立關係，聯邦最法院的解釋方法從「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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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ison v. Olson 案50、一九八一年的 Dames & Moore v. Regan 案51即採功能

論取向。 

第三目 小結 

在面臨具體憲政爭議時，抽象的憲法規定常無法直接給予答案，必須經

由憲法解釋才能將抽象規範適用於個案，而聯邦最高法院在形式論取向與功

能性取向之間的擺盪，其實可視為美國制憲先賢關於權力分立內涵理解爭議

的延續52，形式論取向與功能性取向各有優缺，形式論的優點在於合乎法治、

具有安定性、可預測性；功能論的優點在於務實、具有適應性、效率及正義，

形式論的缺點在於三權難以具體劃分，而且無法適應現實緊急的需求；功能

論的缺點在於權力無明確分立，因此難以追究責任、貫徹責任政治53。由於兩

種取向各有優缺難以取捨，故美國聯邦最高法院至今仍在形式論取向與功能

性取向之間擺盪，不過對我們而言，當權力機關之間發生權限爭議而陷入權

                                                                                                                                                 
刑罰委員會」的職能討論，係採功能論取向。參見林子儀，憲政體制與機關爭議之釋憲方法之應用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審理權力分立案件之解釋方法，憲政時代，2002 年 4 月，頁 46。 
50 一九八八年的 Morrison v. Olson 案涉及國會於一九七八年制定的「政府倫理法」（Ethics in 
Government Act of 1978），該法設置「獨立檢察官」（independent counsel）制度，負責調查總統、副

總統等高級行政官員違反聯邦刑事法規定的行為，而獨立檢察官由哥倫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的特

別小組選派，特別小組在獨立檢察官調查工作完成，可終止其職務，或其在調查進行中，只能因被

彈劾特別小組才能將之免職，否則獨立檢察官只能由司法部長以正當事由加以免職，聯邦最高法院

認為這樣的設計沒有違憲，理由是獨立檢察官委由法院任命，因獨立檢察官屬聯邦政府下級官員，

不違反憲法第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的任命條款，且總統經由司法部長等於間接行使了任命權與免職

權，因此該法未侵犯總統的任命權與免職權。本案係關於行政權與立法權之間的權力分立關係，聯

邦最高法院從特別小組的功能性認為行政權未遭破壞。參見湯德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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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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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3。 
51 一九八一年的 Dames & Moore v. Regan 案涉及美國總統為解決一九七九年美國外交人員遭伊朗擄

為人質，而依國會制定的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 Act(IEEPA)，宣布國家面臨緊急狀

態，並與伊朗簽訂行政協定，規定兩國間的訴訟應於六個月內解決，Dames & Moore 公司因該行政

命令而使其對伊朗的假扣押失效，遭受損失，故該公司主張 IEEPA 未授權總統可以終止本國人與外

國人的訴訟，聯邦憲法法院審理後認為總統有權可以終止本國人與外國人的訴訟，理由在於雖然國

會未明文授權總統終止訴訟的權力，但由於總統為解決國際爭端，常需與外國簽訂行政協定，國會

也未曾質疑，故應可「推定」總統與伊朗間的行政協定經國會同意。本案聯邦最高法院從功能論分

析總統的行政權，讓權力分立原則呈現較彈性的解釋。參見林子儀，憲政體制與機關爭議之釋憲方

法之應用--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審理權力分立案件之解釋方法，憲政時代，2002 年 4 月，頁 39。 
52 形式論取向正是美國制憲先賢威爾森（James Wilson）為代表一派的想法，而功能論取向則是另一

位制憲先賢麥迪生（James Madison）為代表一派的想法，參見湯德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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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53 參見林子儀，憲政體制與機關爭議之釋憲方法之應用--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審理權力分立案件之解

釋方法，憲政時代，2002 年 4 月，頁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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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分立原則的憲法解釋方法抉擇時，兩者都值得我們參考借鏡。 

第二款 德國聯邦憲法法院關於權力分立的司法解釋方法 

德國基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及第三項54規定了權力分立原則的依據，惟基

本法的規定過於抽象，往往需要透過聯邦憲法法院對於權力分立的解釋，始

能一窺德國憲政體制下權力分立原則的內涵。聯邦憲法法院面對機關權限分

配、監督權的界限或機關之間尊重等關於機關權限爭議的案件，而涉及權力

分立的解釋時，所使用的解釋方法，可以一九八四年的飛彈部屬判決作為分

水嶺，在此判決之前的解釋以「核心領域」、「重要性理論」、「動態的權力保

護」為解釋重點，在此判決之後的解釋則以「功能最適」的觀點為解釋重點55。 

第一目 核心領域（Kernbereich） 

在一九八四年以前，聯邦憲法法院認為權力分立是為抑制國家權力、保

障人民權利所設，主要的意義在於藉由政治上的權力區分來抑制國家統治權

力，但不是絕對的權力區分，各權力的相互交錯在某種程度上是功能重疊

（gewisse Ueberschneidungen der Funktionen）56與相互影響的，立法、行政與

司法相互控制與限制，以保護個人自由，只是這種權力交錯、重疊不能侵犯

到其他權力的「核心領域」（Kernbereich）57，因此當政治部門間發生權限爭

議時，某一權力是否侵犯到另一權力的「核心領域」便成為關鍵。 

                                                 
54 德國基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所有國家權力來自人民。國家權力，由人民以選舉及公民投票，並

由彼此分立之立法、行政及司法機關行使之（Alle Staatsgewalt geht vom Volke aus. Sie wird vom Volke 
in Wahlen und Abstimmungen und durch besondere Organe der Gesetzgebung, der vollziehenden Gewalt 
und der Rechtsprechung ausgeübt.）。」、第三項：「立法權應受憲法之限制，行政權與司法權應受立法

權與法律之限制（Die Gesetzgebung ist an die verfassungsmäßige Ordnung, die vollziehende Gewalt und 
die Rechtsprechung sind an Gesetz und Recht gebunden.）。」，條文中譯源自司法院網站中譯外國法規 
http://www.judicial.gov.tw/db/db04/db04-01.asp 。  
55 參見許宗力，權力分立與機關忠誠—以德國聯邦憲法法院裁判為中心，憲政時代，2002 年 4 月，

頁 5。 
56 BVerfGE 3, 225,247.轉引自許宗力，權力分立與機關忠誠—以德國聯邦憲法法院裁判為中心，憲政

時代，2002 年 4 月，頁 5。 
57 BVerfGE 34, 52,59,49,89,124.轉引自許宗力，權力分立與機關忠誠—以德國聯邦憲法法院裁判為中

心，憲政時代，2002 年 4 月，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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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領域」應該如何定義，聯邦憲法法院曾概括指出除了憲法明定，

否則沒有一個權力擁有優先於他權的優越地位（Uebergewicht），任何一個權

力為履行合憲任務所需之權限不能被剝奪，所以任何一個國家權力若憲法賦

予其的典型任務（typische Aufgabe）被剝奪，均不被允許58。至於各核心領域

的具體範圍為何，聯邦憲法法院曾在一九八三年的福力克案（Flick 
Entscheidung）談到，認為政府對議會與人民負責的前提在於，行政擁有自我

負責的核心領域（Kernbereich executive Eigenverantwortung），屬於此領域的

諸如政府意志的形成本身，包括內閣、各部會或跨部會決議形成過程中的內

部準備、討論與表決行為本身59。 

第二目 重要性理論（Wesentlichkeitstheorie） 

重要性理論（Wesentlichkeitstheorie）將法律保留原則的適用範圍具體化，

對於區分行政權與立法權的界線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其要求涉及基本權重要

性之領域，或對基本權的實現屬重要之事項，均需保留給立法者以法律規定，

聯邦憲法法院在若干判決中認為重要性與否的判斷標準，可根據基本法規定

之基本權與憲法中的重要原則決定，因此有學者分析依照憲法法院前揭的見

解，甚至一些與基本權無關，但屬政治上重大意義的事項，若涉及憲法中的

重要原則，也可能納入法律保留的範疇60。 

第三目 動態的權力保護（Dynamisierung des Rechtsgueterschutzes） 

動態的權力保護（Dynamisierung des Rechtsgueterschutzes）觀點的提出，

可以說是對重要性理論的修正，主要出自於憲法法院於一九七八年的卡爾卡

                                                 
58 BVerfGE 9,268,279f.;22,106,111;34,52,59.轉引自許宗力，權力分立與機關忠誠—以德國聯邦憲法法

院裁判為中心，憲政時代，2002 年 4 月，頁 6。 
59 一九八三年的福力克案（Flick Entscheidung）涉及聯邦議會行使國會調查權，組成調查委員會，

調查福力克集團有無不法遊說，議會依基本法第四十四條要求聯邦政府、聯邦財政部長及聯邦經濟

部長提供相關資料，惟前揭機關認為依稅捐秘密原則只願提供部分資料，形成爭議，最後聯邦憲法

法院認為依據權力分立原則而肯認議會的文件調閱權有界限，且認為行政擁有核心領域，始能對議

會及人民負責。參見許宗力，權力分立與機關忠誠—以德國聯邦憲法法院裁判為中心，憲政時代，

2002 年 4 月，頁 6-7。 
60 參見許宗力，權力分立與機關忠誠—以德國聯邦憲法法院裁判為中心，憲政時代，2002 年 4 月，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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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kar）判決，在此判決中憲法法院認為基本法透過權力分立的權限分配

為立法權設定界線，惟基本法並未賦予國會在根本性的決定上擁有無所不包

的優越地位，國會議員雖由人民選舉產生，但不能因此導出其他國家權力制

度與功能欠缺民主正當性，即便是議會內閣制，也不應由民主原則錯誤導出

無所不包的國會保留，呈現出國會權力一元論（Gewaltenmonismus）的結果，

因此即便是對人民權力產生重大影響的重要事項，若必須不斷配合相關因素

迅速反應調整，也非一定得由立法者決定，反而應交由比立法者更適合的行

政機關處理，才有助於動態的權力保護61。 

第四目 功能最適 

聯邦憲法法院在一九八四年飛彈部屬判決提出功能最適機關結構的觀點

來解釋權力分立原則，認為國家事務應該由內部組織、組成方式、功能與決

定方式等各方面都具最佳條件，即功能最適的機關來作成，而非以「客觀上

重要事務」均全面保留給立法者做為權限分配原則，以符合基本法第二十條

第二項權力分立原則的精神，並確保國家的決定能儘可能正確62。 

聯邦憲法法院自一九八四年的飛彈部屬判決提出功能最適的機關結構觀

點後，功能最適觀點便成為聯邦憲法法院解釋權力分立原則的基本看法，在

一九九四年的境外出兵案判決63、一九九六年的史騰達法案（lex Stendal）64、

                                                 
61 一九七八年的卡爾卡（Kalkar）判決，係關於 Nordrhein-Westfahren 主管機關依據一九七二年的原

子 能 法 許 可 核 電 廠 在 卡 爾 卡 （ Kalkar ） 興 建 有 「 快 滋 生 核 能 反 應 器 」 的 核 能 發 電 廠 ，

Nordrhein-Westfahren 邦高等行政法院認為原子能法有違反權力分立、法律保留之虞，因而請求聯邦

憲法法院審查，憲法法院在判決中提出動態性權力保護的觀點，作為重要性理論的調整。參見許宗

力，權力分立與機關忠誠—以德國聯邦憲法法院裁判為中心，憲政時代，2002 年 4 月，頁 7-9。 
62 一九八四年的飛彈部屬判決，主要關於聯邦政府未經聯邦議會事先立法同意，即同意美軍在西德

境內部屬核子中程飛彈，而引發行政權與立法權之間的權限爭議，最後聯邦憲法法院認為，基本法

之所以將外交事務歸屬於聯邦政府，係因為行政權擁有充分資源對外部變遷作出彈性適切的反應，

不會因此等事項為重要政治決定而必歸屬於聯邦國會，因此聯邦政府的決定並不違憲。參見許宗力，

權力分立與機關忠誠—以德國聯邦憲法法院裁判為中心，憲政時代，2002 年 4 月，頁 9-11。 
63 一九九四年的境外出兵案判決，係關於聯邦議會的在野黨以聯邦政府境外出兵的決定未經過議會

事前同意，認為聯邦政府有侵害議會憲法上權力，而向憲法法院提起訴訟。聯邦憲法法院認為根據

基本法之規定，外交事務歸行政權決定，國防、武裝部隊的使用原則上應有議會參與，惟議會對於

用兵決定的參與，不能傷害國家軍事防衛能力與結盟能力，因此允許聯邦政府在急迫時得逕行決定

用兵，不過聯邦政府應即時通知國會，倘議會事後決定撤兵，政府應立即撤兵，此外，國會應根據

出兵的原因及重要性不同，而區分不同的國會參與，此種解釋觀點，依各權力機關的功能而設計出

最佳的決定做成方式，即是從功能最適觀點解釋權力分立，參見許宗力，權力分立與機關忠誠—以

德國聯邦憲法法院裁判為中心，憲政時代，2002 年 4 月，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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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年的德文拼寫法改革案（Rechtschreibreform）65等，都是以功能最適

觀點解釋權力分立原則。 

第五目 憲法機關忠誠（Verfassungsorgantreue）原則 

憲法機關忠誠（Verfassungsorgantreue）原則是根據權力分立原則而生，

屬於德國特有的「不成文憲法原則」，主要的內容在強調憲法機關的協調，要

求憲法機關在行使其憲法上的職權時必須秉持和諧合作的精神，尊重其他憲

法機關的權限，具有限制權力濫用（Missbrauchsschranken）的功能66。 

因為單純的權力分立之下，權力之間的灰色地帶難免發生權力摩擦與衝

突，而使各權力的功能無法充分發揮甚至造成癱瘓，此時機關忠誠原則即要

求憲法機關自覺對於憲法整體的責任，不能妨礙憲法秩序的功能，應樂於與

其他機關整合、協調與相互合作，聯邦憲法法院在一九七七年的財政部長緊

急支出案判決67即採此種觀點。 

                                                                                                                                                 
64 一九九六年的史騰達法案（lex Stendal），係關於國會制定的鐵路路段法（Suedumfahrung Stendal，
史騰達法），因為是針對個案立法，故遭質疑有侵犯專屬行政機關針對個案制定興建計畫的權限，聯

邦憲法法院認為基本法所規定的法律概念並不拘限於一般抽象規定，且在提議與準備仍由行政機關

保有，相關事實本質也適合以法律決定的前提下，國會非不能以法律形式作成確定計畫，因此認定

該法合憲，本案法院從功能最適觀點出發，認為如果個案上有正當理由，對於具體專業計畫的決定，

立法者也擁有判斷與評估餘地，參見許宗力，權力分立與機關忠誠—以德國聯邦憲法法院裁判為中

心，憲政時代，2002 年 4 月，頁 12-13。 
65 一九九八年的德文拼寫法改革案（Rechtschreibreform），係關於一九九五年德國各邦教育部長聯席

會議通過新的德文拼寫規則，之後北德的 Schleswig-Holstein 邦於一九九六年下令該境內小學適用新

的拼寫規則，而引起該項決定違反法律保留之虞，法院認為學校使用新的德文拼寫法教學，無須具

備法律依據，因為無論從事務管轄、學校教學實務等考量，教育行政部門對於德文拼寫法之改革都

有資格作決定，教育行政部門有其專業，會比立法機關更適合決定，法院在此用的觀點即用功能最

適解釋權力分立原則，參見許宗力，權力分立與機關忠誠—以德國聯邦憲法法院裁判為中心，憲政

時代，2002 年 4 月，頁 13-14。 
66參見許宗力，權力分立與機關忠誠—以德國聯邦憲法法院裁判為中心，憲政時代，2002 年 4 月，

頁 18、23。 
67 一九七七年的財政部長緊急支出案判決，係關於聯邦財政部長於一九七三年會計年度即將結束之

際，根據基本法第一一二條將剩餘預算批准數筆預算外額外支出，當時在野黨團認為預算外額外支

出應先經議會議決同意而請求憲法法院審查，憲法法院認為各機關行使各自合憲權力時，有義務尊

重其他憲法機關的權益，基本法第一一二條賦予聯邦財政部長的權限是一種補充性緊急權限，因此

聯邦財政部長應先徵詢立法者意見，而認定聯邦政府係爭行為違憲，參見 BVerfGE 45, 1, 38f，轉引

自許宗力，權力分立與機關忠誠—以德國聯邦憲法法院裁判為中心，憲政時代，2002 年 4 月，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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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年的十字架判決（〝Kruzifix-Entscheidung〞）68及之後巴伐利亞

邦議會針對該判決的重新立法，更是涉及立法與司法權限衝突，而可以用憲

法機關忠誠原則加以討論的案例。在十字架判決對巴伐利亞國民學校法第十

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宣告違憲之後，巴伐利亞邦議會又再次制定出與被宣

告違憲之法律內容幾乎相同的法律 69 ，即涉及「規範重複之禁止」

（Normwiederholungsverbot）70的問題，有學者提出不同思維模式，認為與其

陷入適用「規範重複之禁止」與否的兩難，似乎從機關忠誠原則思考可以找

到答案，也就是在法院改變其見解前，立法者不能重複制定被宣告違憲的法

規範，但如果立法者審慎評估認為該被宣告違憲的法規範應重新作不同評價

時，立法者應有權「重新出發」（zweiter Anlauf）71。 

因此，雖然十字架判決後巴伐利亞邦議會重複制定內容幾乎相同的法規

範，然而新法對舊法有作部分修正，不能認為立法者是故意或重大過失不理

會可能的違憲疑慮而重複制定違憲的舊法，從機關忠誠原則的觀點而言，立

法者對新法的部分修正即是對該被宣告違憲的法規範重新作不同評價，沒有

制定與司法解釋內容相左的法律，也沒有違背應對憲法法院忠誠行事的「不

成文憲法原則」，即本案巴伐利亞邦議會重複制定內容幾乎相同的法規範並不

違反機關忠誠原則72。 

第六目 小結 

                                                 
68 一九九五年的十字架判決（〝Kruzifix-Entscheidung〞），係關於巴伐利亞國民學校法第十三條第一

項第三款要求學校每一間教室均需懸掛十字架，此項規定是否有侵害基本法第四條的宗教自由引發

爭議，憲法法院認為十字架是特定宗教信仰的象徵，因此懸掛十字架對非基督教徒與無神論者具有

傳教作用，故抵觸憲法保障的宗教自由，參見 BVerfGE 93, 1, 19f，轉引自許宗力，權力分立與機關

忠誠—以德國聯邦憲法法院裁判為中心，憲政時代，2002 年 4 月，頁 21-22。 
69 巴伐利亞邦議會修正的國民學校法與原來的規定幾乎相同，僅補充規定學生對懸掛十字架有不同

意見，校長有義務與該學生為善意的協調（guetliche Einigung），協調不成，校長應尋求一個可以兼

顧該異議學生的宗教自由與教室內其他關係人的宗教信仰及世界觀的妥協方案，在此，多數的意志

也應該在儘可能範圍內予以尊重，參見許宗力，權力分立與機關忠誠—以德國聯邦憲法法院裁判為

中心，憲政時代，2002 年 4 月，頁 22。 
70 聯邦憲法法院第二庭認為只要法規被宣告無效，立法者就不得討論、議決與公布內容相同的法律，

即為「規範重複之禁止」（Normwiederholungsverbot），不過聯邦憲法法院第一庭卻持不同看法，參

見許宗力，權力分立與機關忠誠—以德國聯邦憲法法院裁判為中心，憲政時代，2002 年 4 月，頁 22。 
71 參見許宗力，權力分立與機關忠誠—以德國聯邦憲法法院裁判為中心，憲政時代，2002 年 4 月，

頁 22-23。 
72 參見許宗力，權力分立與機關忠誠—以德國聯邦憲法法院裁判為中心，憲政時代，2002 年 4 月，

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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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德國憲法法院對於機關權限爭議而涉及權力分立所使用的解釋方

法，德國雖然為內閣制國家，不過從核心領域的觀點一直到功能最適、機關

忠誠原則，可以看到行政權的空間不減反增，這與國家事務日益複雜有關，

凡是需要快速反應、彈性機動或是科技等專業領域的事務，就算屬於基本權

或公益等重要事項的事務，從功能最適觀點仍會保留給行政決定，並非舉凡

重要事項均需國會保留。 

國會保留的空間雖然受到行政權的擴充而擠壓，不過從功能最適與機關

忠誠原則的觀點而言，這種擠壓並沒有讓分權失去平衡，因為機關之間的功

能性分工可以確保國家決定儘可能正確，憲法機關忠誠讓機關忠於憲法上的

責任、避免權力濫用，使各權功能充分發揮，才能達成權力分立原則為達到

保護人權的終極目的。 

我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也曾運用功能最適與核心領域的觀念解釋權力分

立的違憲爭議問題，例如釋字第六百一十三號解釋理由書認為，國家事務的

分配應該考量由組織、制度與功能等各方面均較適當之國家機關擔當履行，

使國家決定能更有效達到正確，另一方面該號解釋又提到權力之相互制衡有

其界限，不能侵犯各該憲法機關之權力核心領域，可見大法官在該號釋字即

有運用與德國關於權力分立解釋所使用過之相同的解釋方法。 

第三款 其他與權力分立原則相關的解釋方法 

第一目 美國類型化審查標準與德國審查密度理論 

美國類型化審查標準是指，美國法院建構出的各種權力類型之多元審查

標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合理審查基準」（rational relationship test）、「中度

審查基準」（intermediate scrutiny test）與「嚴格審查基準」（strict scrutiny test）
73，而司法審查標準寬嚴的決定，其實也反應了釋憲者基於權力分立原則等因

                                                 
73 關於各個基準的詳細內涵，可參見黃昭元，憲法權利限制的司法審查標準：美國類型化多元標準

模式的比較分析，臺大法學論叢第三十三卷第三期，2004 年 5 月，頁 38 及許宗力，比例原則之操

作試論，法與國家權力（二），初版，2007 年 1 月，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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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考量，判斷對於政治部門的決定要介入多少程度74，有學者也認為我國應

該建構出本土的類型化司法審查標準，可以解決我國司法審查面對立法裁量

時所產生的問題75。 

德國審查密度理論是指，德國法上對於涉及基本權之法律的合憲性，除

了經過比例原則的審查外，還發展出寬嚴不同的審查密度理論，包括「明顯

性審查」（Evidenzkontrolle）、「可支持性審查」（Vertretbarkeitskontrolle）及「強

烈內容審查」（intensive Inhaltskontrolle）76，將之運用在對於立法行為的違憲

審查時，權衡立法機關與釋憲機關在憲法上所擔任的不同功能，對於立法機

關就不同事務領域的行為，決定不同的司法審查界限，區分不同程度的審查

密度77。 

第二目 合憲法律解釋 

合憲法律解釋就是符合憲法的法律解釋，此種解釋方法在德國、美國與

我國實務都有運用，意指當某法律有多種解釋的可能時，只要有一種解釋可

以使該法律合憲，為避免該法律被宣告違憲，則應採取合憲的解釋78。釋憲者

採取合憲法律解釋一方面可以維持法秩序的安定，另一方面也是展現對立法

者的尊重，然而如果對於某法律，釋憲者刻意扭曲立法者原意或變更立法意

旨而採取了合憲法律解釋，這樣不僅逾越司法權與立法權的分際，也是對立

法者的傷害，還不如直接宣告該法違憲，交由立法者重新考量79，更能符合權

力分立原則。 

第三項 我國憲法上的權力分立制度 

                                                 
74 參見釋字第五七一號解釋林子儀大法官協同意見書。 
75 參見黃昭元，立法裁量與司法審查-以審查標準為中心，司法院大法官八十九年度學術研討會，憲

政時代，2000 年 10 月，頁 165-167。 
76 關於各個審查密度的詳細內涵，可參見陳愛娥，大法官憲法解釋權之界限 — 由功能法的觀點出

發，收於「大法官釋憲五十週年學術研討會記錄」，1999 年 4 月，頁 342-343。 
77 參見陳愛娥，大法官憲法解釋權之界限 — 由功能法的觀點出發，收於「大法官釋憲五十週年學

術研討會記錄」，1999 年 4 月，頁 343-346。 
78 參見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三版，2004 年 6 月，頁 585-596。 
79 參見蘇永欽，合憲性控制的理論與實際，初版，1994 年 5 月，頁 121-122、126-128；Christian Starck，

李建良、林三欽、許宗力、陳愛娥、陳英鈴、張嫻安、楊子慧譯，法學、憲法法院審判權與基本權

利，初版，2006 年 7 月，頁 260 及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許宗力大法官之部分不同意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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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我國憲法上的規定 

第一目 五權分立 

我國憲法深受國父孫中山先生學說及理論的影響80，將政府區分為行政、

立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建構出有別於三權分立的獨特五權分立憲政

體制81，跟一般的三權分立相較，我國的五權分立多了考試權與監察權，考試

權是從行政權分出，而監察權是從立法權分出，孫中山先生之所以要將考試

權從行政權分出是因為觀察到美國政府體制未將考試權從行政權分出，造成

往往因為選舉後犒賞有功人士，對於政府職位分贓而形成的分贓制度，以致

於無法為政府正確拔擢優秀人才、適才適用；將監察權從立法權獨立出來，

是有鑑於美國糾舉權受議會掌控，成為議會挾持行政的工具，因此將監察權

獨立出來可以防止國會專制、澄清吏治82，因此形成行政權、立法權、司法權、

考試權、監察權五權分立的設計。 

第二目 權力制衡 

我國憲法除了受國父孫中山先生學說理論影響展現出五權分立的設計

外，觀察憲法法條關於政府組織的條文，更可以看出權力之間尚有相互制衡

的設計，可見分工與制衡實為一體之兩面，例如憲法第九十六條規定監察院

得按行政院及其各部、會之工作，分設若干委員會，調查一切設施，注意其

是否違法或失職，這就是監察權制衡行政權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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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從憲法本文的前言：「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託，依據孫中山先生創立中華民國之遺

教，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寧、增進人民福利，制定本憲法，頒行全國，永矢咸遵。」，

以及憲法第一條：「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之規定，我國憲

法受孫中山先生學說、理論影響可見一斑。 
81 有學者認為可以從多層次的觀點觀察權力分立，第一層次的分權明確規定憲法上權力為幾個，是

權力性質的分類，最理想的數目是三權，如果有需要作超出三權的設計，可以透過第二層次的分權

達到，也就是藉由權力歸屬機關的劃分達成，例如考試院與行政院雖分為不同機關，但都可以設計

歸屬為行政權性質的權力，從第五次修憲後的憲法來看，監察與考試兩權的職能在相當程度內已移

轉至立法與行政，我國憲法上的分權似乎逐漸趨近三權分立，參見葉俊榮，珍惜憲法時刻，初版，

2000 年 3 月，頁 34-36。 
82 參見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憲法—權力分立，一版，2003 年 10 月，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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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考試權限制行政用人之權83，又如立法權依據憲法第七十八條、第一七一

條受到司法違憲審查權的制衡，而司法權與考試權依據憲法第九十九條又受

到監察權的監督，可見我國憲法不只是五權分立，更有相互制衡的規定。 

有學者認為我國在一九九〇年代經由憲法增修條文調整憲法原有的權力

分立制度，監察院不再是中央民意機關，以及廢除國民大會，立法院成為單

一國會，使國家體制上各權力部門實際運作上已朝向相互制衡發展，加上二

〇〇〇年以後因為行政權與立法權分受不同政黨掌控，受到政黨對立的激

化，司法部門似乎有意與行政、立法的對立保持距離，因此權力分立制度也

實際被政治菁英所遵行84。 

第三目 權能區分？ 

我國憲政制度採取五權分立與制衡，惟早期國父的權能區分理論也曾影

響我國憲政運作，孫中山先生所創的權能區分理論，「權」指國民主權，即選

舉、罷免、創制、複決之直接民權，「能」指受委託行使國家權力，包括行政、

立法、司法、考試、監察五種國家權力，權能區分以國民主權控制國家權力

之行使，目的在救濟代議政治「間接民權」之弊，我國憲法起草者雖然最後

摒棄權能區分理論而選擇權力分立制度，惟憲法本文中仍存有權能區分理論

的影子，例如憲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設置國民大會為政權機關85，不過歷經第七

次修憲廢除國民大會以後，權能區分理論的潛在影響也已逐漸落幕。 

第二款 司法解釋對我國權力分立制度的見解 

觀察司法院大法官歷年來在司法解釋對於我國權力分立制度表示的看

法，大法官在釋字第三號解釋，指出我國五院在各所掌範圍為國家最高機關，

                                                 
83 參見湯德宗，權力分立新論，增訂二版，2000 年 12 月，頁 196。 
84 參見王泰升，台灣近代憲政文化的形成：以文本分析為中心，國立臺灣大學法學論叢，2007 年 9
月，頁 23、29-30。 
85 關於權能區分理論的內涵，與制憲者雖摒棄權能區分理論，但實質上卻以權能區分為形骸，以權

力分立為實質而造成我國國家組織法矛盾之源，參見李惠宗，權力分立與基本權保障，初版，1999
年 3 月，頁 6-16、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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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行使職權、相互平等86；在釋字第七十六號解釋認為我國五院制度與三權

分立制度本難比擬87；在釋字一百七十五號解釋，以五權分治、彼此相維來解

釋我國憲政體制88；在釋字第四百六十一號解釋，大法官認為憲法雖經增修，

但憲法所設權力分立、平等相維之原則不變89；在釋字三百九十一號90、釋字

五百八十五號91、釋字六百一十三號92及釋字六百三十三號93等解釋大法官除

提到權力分立原則，同時也指出權力之間相互制衡為憲法所要求的原則。 

因此，綜合歷年來涉及權力分立的解釋，可以歸納出大法官認為我國憲

法係依據孫中山先生之遺教而制定，建制五院採五權分立的制度，五院在各

所掌領域為國家最高機關且五權之間相互平等，我國權力分立雖分為五權，

表面上與三權分立有所不同，但實際上五權分立仍然強調權力分立與相互制

衡原則，實與三權分立及權力分立理論強調的重點並無太大的差異94。 

                                                 
86 參見司法院釋字第三號解釋之解釋文：「…我國憲法依據 孫中山先生創立中華民國之遺教而制

定，載在前言，依憲法第五十三條（行政）、第六十二條（立法）、第七十七條（司法）、第八十三條

（考試）、第九十條（監察）等規定建置五院。本憲法原始賦與之職權各於所掌範圍內，為國家最高

機關獨立行使職權，相互平等，初無軒輊。…」 
87 參見司法院釋字第七十六號解釋之解釋文：「我國憲法係依據  孫中山先生之遺教而制定，於國民

大會外並建立五院，與三權分立制度本難比擬。…」 
88 參見司法院釋字第一百七十五號解釋之解釋文：「…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基於五權分治，

彼此相維之憲政體制，並求法律之制定臻於至當，司法院就所掌事項，自有向立法院提出法律案之

職責。且法律案之提出，僅為立法程序之發動，非屬最後之決定，司法院依其實際經驗與需要為之，

對立法權與司法權之行使，當均有所裨益。」 
89 參見司法院釋字第四百六十一號解釋之理由書：「…憲法雖迭經增修，其本於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

之原理並無變更；而憲法所設計之權力分立、平等相維之原則復仍維持不變。」 
90 參見司法院釋字第三百九十一號解釋之解釋文：「…蓋就被移動增加或追加原預算之項目言 
，要難謂非上開憲法所指增加支出提議之一種，復涉及施政計畫內容之變動與調整，易導致政策成

敗無所歸屬，責任政治難以建立，有違行政權與立法權分立，各本所司之制衡原理，應為憲法所不

許。」 
91 參見司法院釋字第五百八十五號解釋之解釋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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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獲取行使職權所需之相關資訊，俾能充分思辯，審慎決定，

以善盡民意機關之職責，發揮權力分立與制衡之機能。…」 
92 參見司法院釋字第六百一十三號解釋之解釋理由書：「蓋作為憲法基本原則之一之權力分立原則，

其意義不僅在於權力之區分，將所有國家事務分配由組織、制度與功能等各方面均較適當之國家機

關擔當履行，以使國家決定更能有效達到正確之境地，要亦在於權力之制衡，即權力之相互牽制與

抑制，以避免權力因無限制之濫用，而致侵害人民自由權利。惟權力之相互制衡仍有其界限，除不

能牴觸憲法明文規定外，亦不能侵犯各該憲法機關之權力核心領域，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力之行使

造成實質妨礙（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參照）或導致責任政治遭受破壞（本院釋字第三九一號解

釋參照），例如剝奪其他憲法機關為履行憲法賦予之任務所必要之基礎人事與預算；或剝奪憲法所賦

予其他國家機關之核心任務；或逕行取而代之，而使機關彼此間權力關係失衡等等情形是。」 
93 參見司法院釋字第六百三十三號解釋之解釋文：「…二、同條例第八條之二第三項關於罰鍰部分、

第四項規定，與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意旨不符；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與憲法所要求之權力分立

制衡原則不符，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力。」 
94 五權分立之下各權力之間不能認為非權力分立，也不能認為非制衡作用，傳統憲法著作將五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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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小結 

違憲審查制度與權力分立原則兩者間存有相互制約的微妙關係，違憲審

查制度以權力分立原則維繫憲政體制，而其本身也必須受到權力分立原則的

制約，從孟德斯鳩所提出的權力分立理論以及後續權力分立理論在美國的發

展，觀察司法權與立法權之間的互動，兩權之間不僅是權力劃分，而且以權

制權，彼此存在一種「制衡原則」（The Principle of Check and Balance），使彼

此相互牽制、維持平衡與均勢。 

權力分立理論經過時間運作與發展之下，各權力之間已非截然的絕對劃

分，權力間形成既分又合的現象，因為當一個權力部門要順利行使其權力時，

必須受到其他權力部門的約制（checks），等於必須尋求其他權力部門的合

作，因此權力之間的相互牽制也是一種合作關係，使司法權與立法權之間產

生動態平衡關係。 

從美國聯邦最高法院與德國聯邦憲法法院，歷年來關於權力分立所做出

的司法解釋，可以觀察到一個趨勢，雖然司法解釋欲為立法權與司法權間尋

求一個權力的界線，惟實際上個案情形千奇百怪，實在無法固守於一定形式

上的權力界線，而往往必須面對現實從機關的功能面著手，無論是美國聯邦

最高法院面臨權力分立案件時，在形式論與功能論之間擺盪，或者是德國聯

邦憲法法院面臨權力分立案件時，使用功能最適的解釋方法，並以憲法機關

忠誠（Verfassungsorgantreue）原則限制權力的濫用，在處理涉及權力分立的

違憲審查案件時，都曾嘗試權衡立法機關與釋憲機關在憲法上所擔任的不同

功能，從立法機關就不同事務領域的行為決定不同的審查界限，由功能最適

觀點找出法律違憲審查的界限95。 

                                                                                                                                                 
立以分工合作加以解釋，想以職能分工取代權力分立，而早期的司法解釋受到五權憲法通說的影響，

多以五權分治、平等相維形容我國憲政體制，惟近年來大法官見解已改變見解，直接以有無違反權

力分立與制衡為論據，參見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三版，2004 年 6 月，頁 51-54。 
95 利用功能最適觀點探求違憲審查的內容與政治界限，就是從功能取向分析，為達到國家決定儘可

能正確，每一個國家事務的分配只能分配給功能最適的機關擔任，例如從憲法法院與立法等政治部

門在功能擔當、組成結構、民主正當性基礎、資訊取得、問題處理與決定形成程序等功能性因素的

比較分析而得，從此種功能結構因素的比較來決定違憲審查範圍並區分不同的審查密度，參見許宗

力，憲法與政治，收於「憲法與法治國行政」，二版，2007 年 1 月，頁 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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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憲法中也存有權力分立原則，我國權力分立雖為五權分立，但實際

上五權分立仍然強調權力分立與相互制衡原則，實與三權分立下所強調的權

力分立理論無太大的差異，尤其是近年來修憲廢除國民大會後，立法院成為

單一國會，立法權與司法權的互動與國外三權分立下的立法權與司法權的互

動更為相似，因此我國司法解釋也常借鏡美國、德國的司法解釋方法，面臨

權力分立案件時亦然，尤其處理涉及權力分立原則的釋憲案件時，應該重視

司法權與立法權之間係處於動態平衡的關係，而非如釋字四〇五號解釋，單

單僅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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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為

司法權與立法權之間應該存在的動態平衡關係劃上休止符，宣示只要立法權

重複制定曾為司法權做出違憲解釋的法律即為違憲，沒有顧及立法者在立法

領域有其特殊的功能地位，以及立法者與釋憲者在憲法上各有其存在的功能

角色，因此釋字四〇五號解釋難免讓人更為疑惑。 

第二節 法律違憲審查的反多數難題與正當性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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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違憲審查係指代表司法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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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拒

絕適用，司法違憲審查權讓立法權受到司法權有效的制衡，惟也開啟了立法

權與司法違憲審查間的緊張關係，尤其是違憲審查制度的「反多數難題」

（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96，使違憲審查的正當性受到質疑。 

第一項 違憲審查之反多數難題 

違憲審查制度的「反多數難題」（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是由於

違憲審查制度使法院的憲法裁判具有「終局」效力，形同對於政治過程擁有

終局決定的權力（final say over the political process），直接制衡行政與立法部

門，並且拘束其他政府機關與人民97，然而負責違憲審查的司法機關成員未經

                                                 
96 美國憲法學者 Alexander M. Bickel 以 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 指稱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爭

議，另有譯為抗多數困境、反多數困境或反多數決困境，參見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

憲法—權力分立，一版，2003 年 10 月，頁 99。 
97 參見黃昭元，司法違憲審查的正當性爭議—理論基礎與方法論的初步檢討，臺大法學論叢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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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民選舉產生，不具有直接民意基礎及民主正當性，而立法機關的成員是

經由人民定期改選產生，從民主國家主權在民的觀點來看，國家的統治權是

基於人民的同意，但是代議制度下立法機關所制定的法律，卻可以被非經人

民選舉產生的違憲審查機關所推翻，與國民主權的憲法基本原則相矛盾，即

使如我國憲法有明文規定司法違憲審查權的依據，但是憲法的規定只是賦予

司法違憲審查形式上的合法性（legality），不足以解答其正當性（legitimacy）
98的疑問，因此引發對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的質疑。 

美國立憲之初，制憲先賢即已注意到法官解釋憲法可能以自己的好惡取

代立法機關的好惡的問題，不過漢彌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 (1755-1804)在聯

邦論（The Federalist Papers）中認為司法受到嚴格的法則與先例拘束，且司法

權缺乏寶劍（指軍隊）與金錢（指預算），可塑為最不危險的部門，因此仍可

信託其擔任人民與立法者間的調解機構99，惟這樣的說法並不能阻止後續學界

為解決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爭議而紛紛提出的各種主張。 

第二項 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之相關重要理論 

學者整理有關違憲審查正當性的理論，可以區分為三種研討途徑100，第

一種途徑稱為實體論（substance-based approach），此派學者認為憲法決定高

於民主決定，強調憲法預設的長遠價值，認為憲法有其既存的價值體系，而

憲法預設的價值決定高於民主的一時決定，因此可以據此推翻民主程序的決

定，且因為法官具有法律理性，有能力發現或詮釋憲法價值，因此司法違憲

審查必然是抗多數民主，也因此更能突顯出司法違憲審查的憲法功能，學者

Alexander Bickel、Bruce Ackerman、Ronald Dworkin 等即屬此派。 

                                                                                                                                                 
二卷第六期，2003 年 11 月，頁 109-110。 
98 參見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憲法—權力分立，一版，2003 年 10 月，頁 99-100。 
99 參見湯德宗，權力分立新論，增訂二版，2000 年 12 月，頁 8-9；亦有學者認為司法機關超脫黨派

之外，其係法律，而非政治之殿堂，正當性問題並非當然存在於司法機關，就算承認有正當性之爭

議，美國違憲審查制度有若干特徵，也足以支持司法權的民主基礎，參見法治斌，違憲司法審查之

效力、拘束力、「表面張力」或「不自量力」？—美國法治之應然與實然，憲政時代第二十八卷第三

期，2003 年 1 月，頁 60-62。。 
100 參見黃昭元，司法違憲審查的正當性爭議—理論基礎與方法論的初步檢討，臺大法學論叢第三十

二卷第六期，2003 年 11 月，頁 114-115、128、13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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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途徑為程序論（process-based theory），此派學者認為人民透過民

主程序實現國民主權及自我決定的基本權利，法院不應恣意介入，縱使民主

可能犯錯，但仍可藉由民主程序自我修正，此時司法違憲審查的功能應該是

補強或促進民主程序，而非對抗民主程序，唯有當司法違憲審查的角色在於

修復民主程序重大瑕疵與促進更健全的民主程序時，司法違憲審查才能介

入、對抗民主政治的決定，學者 John H. Ely 即屬此派。 

第三種途徑為權力論，此派學者根據政治學實證研究結果，認為民主政

治中並無「多數」，因此司法違憲審查根本沒有反多數難題存在；甚至有學者

認為法院只是政治趨勢的跟隨者，主張廢除司法違憲審查，讓人民自我決定、

自我統治，反而可以使人民更重視民主程序、參與民主程序，學者Mark Tushnet
即屬此派。 

第一款 Alexander M. Bickel 

學者 Alexander M. Bickel 以「反多數難題」（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
指出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的問題，他從價值維護與司法自制兩種觀點說明司

法違憲審查的正當性，他一方面認為法院的基本功能在於維護憲法的長遠價

值（enduring values），因為法院擁有某些特質適合處理原則性的問題，例如

法院不像立法者有選民的壓力、法院處理具體個案有助於價值的發現等，因

此法官應該扮演憲法原則維護者的角色，以維護憲法價值101；另一方面他主

張司法的「消極美德」（passive virtues），藉由司法自制，例如以政治問題、

訴訟已無實益、案件尚未成熟原則等拒絕裁判，避免直接對抗當時的多數，

減少司法違憲審查對民主程序的傷害，以時間積極爭取情勢的改變，待將來

適當時機一到，法官還是必須堅持憲法的長遠價值與原則的維護102，因此司

法違憲審查基於法院維護憲法長遠價值以及司法的消極美德，而維持了司法

違憲審查的正當性。 

                                                 
101 See Alexander M. Bickel, 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 the Supreme Court at the bar of politics 
24-25(1962). 
102 參見黃昭元，抗多數困境與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評 Bickel 教授的司法審查理論，收於台灣憲法

之縱剖橫切，2002 年 12 月，初版，頁 318-319；黃昭元，司法違憲審查的正當性爭議—理論基礎與

方法論的初步檢討，臺大法學論叢第三十二卷第六期，2003 年 11 月，頁 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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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Bruce Ackerman 

學者 Ackerman 教授認為美國憲法屬於二元民主（dualist democracy），其

中一元是指制憲或修憲者在憲法時刻（constitutional moments）所做的決定；

另一元是指由民選代議士所做的日常立法決定，司法違憲審查所要維護的是

前者，因為前者是憲法政治（constitutional politics），經過繁複的制憲、修憲

程序，具有彰顯總民意的最高民主正當性，屬於憲法典範，相較於後者的日

常政治（ordinary politics），憲法政治是更高的立法（higher lawmaking）。 

學者 Ackerman 教授認為司法違憲審查之所以會面臨反多數難題，是由於

過去民意所匯集的憲法與現在多數意志的民主政治發生衝突，而產生世代間

差異的「時際困境」（intertemporal difficulty），因此法院應該依循具有更高民

主正當性的憲法典範，而宣告現在多數意志的民主政治違憲，此時反多數決

不再是困境，反而具有維護憲法時刻價值的正面價值103。 

第三款 Ronald Dworkin 

學者 Dworkin 認為解釋憲法不可能價值中立或僅是發現立憲者原意，而

應該運用詮釋學（hermeneutics），在個案中表達自己的價值與道德立場，以

建構出價值決定，因此法官應該要像「哲學家法官」（philosophical judge）104，

運用「整全法」（Law as integrity），回顧過去法院的判決與現今社會整體政治

道德，本於憲法核心價值，形成法官自己的價值決定，做出最佳的解釋（test 
of “justification”）。 

由於法官做出的決定是經過縝密論證過程的最佳解釋，因此司法違憲審

查的外部正當性是來自於司法違憲審查的內部正當性，而且學者 Dworkin 認

為民主是以憲法概念的民主（constitutional conception of democracy）為前提，

而非僅是多數民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因此司法違憲審查的結果就算

                                                 
103 參見葉俊榮，消散中的「憲法時刻」，收於現代國家與憲法 : 李鴻禧教授六秩華誕祝賀論文集，

1997 年 3 月，頁 242-247；湯德宗，權力分立新論，增訂二版，2000 年 12 月，頁 26-28；黃昭元，

司法違憲審查的正當性爭議—理論基礎與方法論的初步檢討，臺大法學論叢第三十二卷第六期，2003
年 11 月，頁 124-127。 
104 See Ronald Dworkin, Hard Cases, 88 Harv. L. Rev. 1057, 1083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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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多數決，在符合憲法核心價值的前提下，違憲審查的決定自然高於多數民

主決定，因此司法違憲審查的正當性即無反多數難題的問題105。 

第四款 John H. Ely 

學者 John H. Ely 主張的代議補強理論（ representation-reinforcing 
theory），認為司法違憲審查在確保政治過程（political process）公平與開放，

以達到一個健全的代議民主制度，因此只有在民主程序出現問題、代議制度

失靈（malfunction）106時，法院才以司法違憲審查介入，以補強代議制度的

不足，故從學者 John H. Ely 的理論來看，司法違憲審查的正當性是存在於具

有代議補強的功能的司法違憲審查107。 

第五款 Mark Tushnet 

學者 Mark Tushnet 對於司法違憲審查的正當性提出與前幾位學者截然不

同的思考方向，他認為根本要廢除司法違憲審查制度，因為法院也是多數集

團的一員，對於多數民主沒有制衡作用，其判決也多是跟隨著社會變遷及政

治情勢，所以還不如更相信人民自我決定，把所有憲法決策交還給人民，讓

民眾主義的憲法法（populist constitutional law）成為唯一存在的憲法法

（constitutional law）108。 

                                                 
105 參見黃昭元，司法違憲審查的正當性爭議—理論基礎與方法論的初步檢討，臺大法學論叢第三十

二卷第六期，2003 年 11 月，頁 117-118。 
106 代議制度失靈（malfunction）的情形包括政治變遷的管道被阻塞，使弱勢者被阻擋在權力圈外，

或是有效多數所支持的代議士因單純敵意或偏見而拒絕承認多數與少數有共同利益，致有系統的對

少數為不利的立法，使少數處於不利地位，拒絕給予少數按照代議制度應該獲得的保護時，就是政

治程序產生失靈，See John H. Ely, Democracy and Distrust at 76, 轉引自湯德宗，權力分立新論，增訂

二版，2000 年 12 月，頁 15-16；John Hart Ely，劉靜怡 等譯，民主與不信任（Democracy and Distrust：
a theory of judicial review），初版，2005 年 5 月，頁 150-154。 
107 參閱湯德宗，權力分立新論，增訂二版，2000 年 12 月，頁 14-17；參見黃昭元，司法違憲審查

的正當性爭議—理論基礎與方法論的初步檢討，臺大法學論叢第三十二卷第六期，2003 年 11 月，

頁 129。 
108 參閱黃昭元，司法違憲審查的正當性爭議—理論基礎與方法論的初步檢討，臺大法學論叢第三十

二卷第六期，2003 年 11 月，頁 133-134；Mark Tushnet，楊智傑譯，把憲法踹出法院（Taking the 
Constitution Away from the Courts），一版，2005 年 8 月，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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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析美國司法審查的設計，大法官由總統提名、參議院同意，提名與

同意的過程都相當政治化，因為總統的提名會考量其政治立場的表達與選民

的支持與否，而參議員的同意權行使也會考量民眾的支持度，因此讓司法審

查與日常政治產生連結109，他引用政治學者羅伯特‧道爾（Robert Dahl）和

馬丁‧薛皮歐（Martin Shapiro）的研究指出美國最高法院很少會長期不變地

抵抗持續的全國性政治多數，法院通常是全國性政治系統的一部份110。 

因此可以發現法院常常會與主流的全國性政治聯盟的走向一致，而其判

決也常只是順應社會情勢的發展，故司法審查基本上的功能是約略為零111，

因此建議廢除司法審查制度，把憲法解釋權交還給人民代表來行使，在實現

獨立宣言原則與憲法前言的基礎下，透過代議制度解釋憲法或改變憲法內

容，人民也可以透過立法機關、行政機關表達對憲法的看法，就是民眾主義

的憲法法（populist constitutional law）。 

第三項 小結 

綜觀上述各種違憲審查正當性理論，Mark Tushnet 教授的主張創新且頗

具啟發，提供我們不同的思考方向，惟其主張已經不是證立司法違憲審查的

討論，而是根本反對司法違憲審查，就現在司法違憲審查已經存在已久的現

實狀態而言，在沒有完善配套措施之下，司法違憲審查一時之間不可能說廢

就廢，於是其他學者所提出證立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理論，相對而言顯得較

符合現實所需。 

除了 Mark Tushnet 教授主張根本廢除司法違憲審查制度外，其他學者所

提出證立司法違憲審查的方法，無不從架構憲法預設的民主價值體系出發，

所以學者 Tribe 教授認為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問題，是一個超實證法層次的

「後設」憲法問題（meta-constitutional question），也因此討論違憲審查的正

                                                 
109 參閱 Mark Tushnet，楊智傑譯，把憲法踹出法院（Taking the Constitution Away from the Courts），

一版，2005 年 8 月，頁 251-252。 
110 參閱 Mark Tushnet，楊智傑譯，把憲法踹出法院（Taking the Constitution Away from the Courts），

一版，2005 年 8 月，頁 226-227。 
111 參閱 Mark Tushnet，楊智傑譯，把憲法踹出法院（Taking the Constitution Away from the Courts），

一版，2005 年 8 月，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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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性，最後不免回歸到建構憲法規範的前提假設，成為討論民主理論的場域
112。  

學者證立司法違憲審查的方法，多從建構民主理論開始，例如 Bickel 教
授以多數民主為價值，所以才提出司法違憲審查抗多數困境的質疑，惟 Bickel
教授最後以司法的「消極美德」（passive virtues）作為克服正當性爭議的方法

卻略顯薄弱；Ackerman 教授的理論是建立在二元民主（dualist democracy）
的前提之下，以憲法時刻（constitutional moments）所產生的憲法典範作為正

當性基礎；Dworkin 教授的理論認為民主是以憲法概念的民主（constitutional 
conception of democracy）為前提，由於法官做出的決定是經過縝密論證過程

的最佳解釋，因此司法違憲審查的外部正當性是來自於司法違憲審查的內部

正當性；而 John Ely 教授則是以健全的代議民主為司法違憲審查要維護的終

極目標，因此司法違憲審查的正當性來自於補強代議民主的失靈113。 

延續前一節對於權力分立理論的討論，從權力分立原則的角度觀察，司

法違憲審查權屬於司法權，所以也必須受到權力分立原則的制約，因此司法

違憲審查正當性的問題，其實就是對於司法違憲審查權界限究竟為何的爭議
114，所以我們可以運用各種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理論的前提假設，也就是學

者為解釋違憲審查正當性所架構出的民主理論，套用於個案中，尋求司法違

憲審查權可能的界限，以解決涉及立法權與司法權之間權力分立爭議的案件。 

有學者分析釋字四〇五號解釋「多數意見」與「不同意見」的差異，其

實也就是涉及違憲審查正當性的問題，他運用 Ackerman 教授所提出的二元民

主（dualist democracy）理論觀點，認為制憲或修憲者在憲法時刻（constitutional 
moments）所做的決定，是指經過徹底的公民動員與深刻的思辯程序，才能形

成更高的立法（higher lawmaking），始有拘束普通立法的正當性，且司法違

憲審查的工作是守護立法，而非形成立法，因此大法官解釋縱有拘束全國各

                                                 
112 See LAURENCE H. TRIB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2000), at 302. 轉引自黃昭

元，司法違憲審查的正當性爭議—理論基礎與方法論的初步檢討，臺大法學論叢第三十二卷第六期，

2003 年 11 月，頁 135-137；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憲法—權力分立，一版，2003 年

10 月，頁 99-100。。 
113 參閱黃昭元，司法違憲審查的正當性爭議—理論基礎與方法論的初步檢討，臺大法學論叢第三十

二卷第六期，2003 年 11 月，頁 114-134、137-138。 
114 參見黃昭元，司法違憲審查的正當性爭議—理論基礎與方法論的初步檢討，臺大法學論叢第三十

二卷第六期，2003 年 11 月，頁 111、13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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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與人民的效力，但仍非憲法，故對於立法機關重複制定違憲法律，大法

官僅能選擇尊重或否決該立法裁量，如果否決該立法裁量，也應該重新審查

該修法，而非僅因該修法與之前釋字二百七十八號解釋抵觸，便認為該修法

違憲115。 

第三節 法律違憲決定之性質屬司法權或準立法權？ 

法律違憲審查除了抗多數決的問題外，其實還有另外一個疑問就是，在

集中違憲審查模式之下，法律違憲審查的本質究竟仍屬司法權或已經偏離憲

法上的設定而朝準立法權移動，使法律違憲決定可能逾越解釋的界限而成為

司法上的立法者，加深司法權與立法權之間的緊張關係。 

第一項 集中違憲審查模式 

司法違憲審查制度針對審查機關的不同，一般而言可以區分為集中或分

散違憲審查模式，若在一般法院的組織外，特別設置一個司法違憲審查機關

集中處理涉及「反多數決難題」的案件時，即為集中違憲審查模式116，依我

國憲法第七十九條第二項及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四項規定，將違憲審查權

交由司法院大法官行使，雖然不能因此認定違憲審查權專屬於司法院大法官
117，排除一般法院適用憲法的可能，但也無礙於我國為集中違憲審查模式的

認定，因為從上述關於集中違憲審查模式的定義分析，其實並不否定一般法

院適用憲法的可能，尤其當終審法院將憲法適用於個案，該見解又被選為判

例時會產生統一的作用，則大法官不會是唯一的憲法解釋和適用者，終審法
                                                 
115 參見湯德宗，權力分立新論，增訂二版，2000 年 12 月，頁 28-35。 
116 學者認為集中與分散違憲審查制二分法的精髓在於，是否設置一個特別的司法機關集中處理「代

表多數民意的法律與基本規範的憲法發生衝突」，即「反多數決難題」的問題，因此比較精確的說法，

只有分散審查與分散中有集中違憲審查兩種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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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117 釋字第三七一號解釋除了確立我國為集中審查制外，也認為法律違憲審查權專屬於司法院大法

官，而該論據受到許多批評，有些學者否定釋字第三七一號解釋將法律違憲審查權專屬於司法院大

法官之職掌，其理由之一在於他們認為一般法院也有直接的法律違憲審查權，憲法第八十條規定法

官依法律獨立審判，其中的「法律」也包括憲法，故一般法院法官如認為法律違憲，自可拒絕適用

該違憲法律，參見林子儀、葉俊榮、黃昭元、張文貞，憲法—權力分立，一版，2003 年 10 月，頁

38-40；也有認為法官申請釋憲的制度屬於法律保留事項，不宜由大法官任意創設，也不能剝奪各級

法院法官的法律違憲審查權及拒絕適用權，參見李建良，違憲審查權程序種類之比較研究-憲法訴訟

的制度選擇與法理辯論，司法院大法官九十六年度學術研討會（上冊），2007 年 12 月 8 日，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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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也在進行憲法解釋，故集中違憲審查其實也就是指分散中有集中的違憲審

查118，則我國憲法特別規定設置大法官行使違憲審查權，符合上述集中審查

模式的界定，據此我國應歸類為集中違憲審查模式。 

第二項 法律違憲決定的性質 

我國屬於集中違憲審查模式，憲法將大法官解釋歸於司法的範疇，惟立

憲者既然有意在一般法院的組織外，特別設置一個違憲審查機關，又將大法

官解釋權與一般法院所為的審判權區分，則接下來的疑問就是大法官所為法

律違憲解釋的性質與一般法院審判的性質有何不同？法律違憲決定的性質究

竟為何？而其性質的影響為何？  

憲法在一般法院的組織外，特別設置一個違憲審查機關，將一般法院的

審判權與大法官的解釋權區分，各自賦予不同的任務，一般法院審判的標的

為個案，其裁判主要的目的在於個案權利救濟與衝突解決，而大法官解釋的

標的限於抽象的規範，並不及於個案裁判，故大法官解釋不能審查個案決定

的合憲性，而是以該個案決定所適用的法令為審查對象，其功能在於規範控

制，故由此觀之，一般法院的審判權與大法官的解釋權其存在的功能與目的

有所不同119。 

在法律的解釋方面，憲法賦予大法官統一解釋法律之權，然而除了大法

官之外，一般法院審查個案所適用的法律時，其實也必須透過對法律的解釋

才能加以適用，尤其各終審法院就個案審判所為的法律適用，也就是對該具

體個案法律適用的最終解釋，只是該法律解釋最後可能因為大法官統一法律

解釋或合憲解釋而受到大法官變更，因此一般法院法官雖然也能解釋法律，

不過其效力僅侷限於具體個案，而大法官對於法律的違憲審查，則具有一般

拘束力而獨立於具體個案120。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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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蘇永欽，司法權的分權問題—司法院第 620 號解釋方法論的商榷，法令月刊，2007 年 1 月，

頁 4-26。 
119 參見蘇永欽，再論司法權的分權問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六二七號解釋程序法上的商榷，2007
年 9 月，頁 78-97；蘇永欽，合憲性控制的理論與實際，初版，1994 年 5 月，頁 148-149。  
120 參見蘇永欽，司法權的分權問題—司法院第 620 號解釋方法論的商榷，法令月刊，2007 年 1 月，

頁 4-26；李建良，違憲審查權程序種類之比較研究-憲法訴訟的制度選擇與法理辯論，司法院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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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解釋的功能在於規範控制，其解釋的效力具有一般拘束力且獨立

於具體個案，因此憲法賦予大法官的職責在於維護客觀憲法秩序，而將主觀

權力救濟的責任交由一般法院，因此大法官法律違憲的決定，其實就是經由

疑義解釋與違憲審查達到規範的具體化與規範的廢止，故有認為大法官法律

違憲決定，其本質上其實更接近於立法權而具有消極立法（或準立法權）的

性質，然而我國大法官法律違憲審查之決定雖然有使規範具體化及廢止的功

能，而有消極立法決定的性質，但是該性質係準立法權性質並不等於立法權，

法律違憲審查本質上還是具備司法的要素，例如程序發動為被動、獨立審判、

需有爭議或疑義等司法權的特性，因此立憲者還是將大法官釋憲權規範在司

法範疇，故法律違憲決定的性質應仍為司法決定，與法院的審判權併存在司

法領域121。 

從違憲審查的另一個區分類型「抽象審查」與「具體審查」觀察，抽象

違憲審查是相對於具體違憲審查的概念，抽象違憲審查的「抽象」概念意指

審查效力具有一般拘束力而獨立於原因事實122，不同於具體審查的效力僅為

個案審判的一部份，我國為集中違憲審查制度，釋憲機關所為之法律違憲解

釋的效力有一般拘束力，具有抽象違憲審查的特性，故我國為集中式、抽象

審查制度123，從各國實證經驗也可以發現集中違憲審查制大抵搭配抽象違憲

審查制度，而抽象違憲審查決定的性質，有學者認為由於抽象審查的效力無

法從個案審判本質推出，故抽象審查已經屬於立法權性質的違憲審查，與具

體違憲審查仍屬於個案審判的司法權性質不同124，或有學者認為抽象違憲審

查抵觸司法權個案裁判的本質，也違反權力分立原則125。 

雖然上述看法認為抽象審查已經屬於立法權性質的違憲審查，與具體違

憲審查仍屬於個案審判的司法權性質不同，而認為違憲審查決定屬於立法權

                                                                                                                                                 
九十六年度學術研討會（上冊），2007 年 12 月 8 日，頁 24。 
121 參見蘇永欽，合憲性控制的理論與實際，初版，1994 年 5 月，頁 186-187；蘇永欽，再論司法權

的分權問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六二七號解釋程序法上的商榷，2007 年 9 月，頁 78-97。 
122 參見蘇永欽，合憲性控制的理論與實際，初版，1994 年 5 月，頁 148-149；有學者認為「抽象」

所指尚可能包括解釋的聲請不限於案件或爭議，參見湯德宗，權力分立新論，增訂二版，2000 年 12
月，頁 157-158。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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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124 參見黃昭元，司法違憲審查的制度選擇與司法院定位，臺大法學論叢第三十二卷第五期，2003
年 9 月，頁 79-80、82-83。 
125 參見湯德宗，權力分立新論，增訂二版，2000 年 12 月，頁 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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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與司法權本質不合或僭越立法機關權限，然而事實上具體或抽象審查

僅為違憲審查制度類型的選擇，並非憲法精神所不許，也不必然違反司法本

質126，何況大法官解釋權事實上已具備大多數司法權特徵，也因此憲法將大

法官解釋歸於司法的範疇127，故法律違憲決定的性質應仍屬司法權性質。 

法律違憲決定的性質既然仍屬於司法性質，司法權與立法權在憲法上基

於不同的功能定位，大法官解釋憲法應嚴守憲法維護者的角色，不應該逾越

解釋的界限成為司法上的立法者，甚至自行程序自制違憲解釋的效力將之擴

大至拘束立法者的立法形成自由。 

第四節 小結 

本章藉由各種面向的討論觀察司法權與立法權之間的緊張關係，由於違

憲審查制度與權力分立原則兩者間存有相互制約的微妙關係，因此本章先從

權力分立的理論起源開始，瞭解到孟德斯鳩所提出的權力分立理論在經過美

國百年的發展之後，司法權與立法權兩權之間不僅是權力劃分，而且以權制

權，彼此存在一種「制衡原則」（The Principle of Check and Balance），權力分

立理論經過時間運作與發展之下，各權力之間已非截然的絕對劃分，權力間

形成既分又合的現象，因此權力之間的相互牽制，同時也是一種合作關係，

使司法權與立法權之間的形成動態平衡關係。 

 司法權與立法權之間的權力關係雖然緊張，可是我們可以從美國聯邦最

高法院與德國聯邦憲法法院，歷年來關於權力分立所做出的司法解釋，觀察

到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形式論與功能論之間擺盪，或者德國聯邦憲法法院面

臨權力分立案件時，使用功能最適的解釋方法，並以憲法機關忠誠

（Verfassungsorgantreue）原則限制權力的濫用，可以知道要在權力分立之下，

可以嘗試從功能最適觀點推出違憲審查權的界限128。我國司法解釋也常借鏡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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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0。 
127 參見蘇永欽，再論司法權的分權問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六二七號解釋程序法上的商榷，2007
年 9 月，頁 78-97。 
128 利用功能最適觀點探求違憲審查的內容與政治界限，就是從功能取向分析，為達到國家決定儘可

能正確，每一個國家事務的分配只能分配給功能最適的機關擔任，例如從憲法法院與立法等政治部

門在功能擔當、組成結構、民主正當性基礎、資訊取得、問題處理與決定形成程序等功能性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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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德國的司法解釋方法，面臨權力分立案件時亦然，尤其司法權與立法

權的界線益趨模糊，應該採取合理的解釋方法論述，而非如釋字四〇五號解

釋，粗糙的將司法解釋的效力擴及於拘束立法者的立法權，單單僅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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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帶過，阻斷司法

權與立法權之間的動態平衡關係，這樣的解釋難免讓人更為疑惑。 

討論完權力分立理論之後，面對 〇釋字第四 五號解釋所指稱如此強大的

司法審查效力的疑惑，進一步應該要加以討論的是，法律違憲審查的正當性

基礎為何。在學者 Alexander M. Bickel 以「反多數難題」（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指出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的問題之後，各種違憲審查正當性理論紛

紛出爐，其中 Mark Tushnet 教授的主張創新且頗具啟發，提供我們不同的思

考方向，而其他學者所提出證立司法違憲審查的方法，無不從架構憲法預設

的民主價值體系出發，例如 Ackerman 教授的理論是建立在二元民主（dualist 
democracy）的前提之下，以憲法時刻（constitutional moments）所產生的憲

法典範作為正當性基礎，Dworkin 教授的理論認為民主是以憲法概念的民主

（constitutional conception of democracy）為前提，由於法官做出的決定是經

過縝密論證過程的最佳解釋，因此司法違憲審查的外部正當性是來自於司法

違憲審查的內部正當性。 

法律違憲審查除了抗多數決的問題外，其實還有另外一個疑問就是，在

集中違憲審查模式之下，法律違憲審查的本質究竟為何，因為憲法在一般法

院的組織外，特別設置一個違憲審查機關，將一般法院的審判權與大法官的

解釋權區分，一般法院審判的標的為個案，而大法官解釋的標的限於抽象的

規範，並不及於個案裁判，且經由疑義解釋與違憲審查達到規範的具體化與

規範的廢止，因此有認為法律違憲解釋的本質其實更接近準立法權，或從抽

象違憲審查的角度，認為抽象審查的效力無法從個案審判本質推出，故抽象

審查已經屬於立法權性質的違憲審查，與具體違憲審查仍屬於個案審判的司

法權性質不同129，然而法律違憲審查本質上還是具備許多司法的要素，例如

程序發動為被動、獨立審判、需有爭議或疑義等司法權的特性，因此立憲者

還是將大法官釋憲權規範在司法範疇，故法律違憲決定的性質應仍為司法決

定，與法院的審判權併存在司法領域130。 

                                                                                                                                                 
比較分析而得，從此種功能結構因素的比較來決定違憲審查範圍並區分不同的審查密度，參見許宗

力，憲法與政治，收於「憲法與法治國行政」，二版，2007 年 1 月，頁 45-51。 
129 參見黃昭元，司法違憲審查的制度選擇與司法院定位，臺大法學論叢第三十二卷第五期，2003
年 9 月，頁 79-80、82-83。 
130 參見蘇永欽，再論司法權的分權問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六二七號解釋程序法上的商榷，2007
年 9 月，頁 7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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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對於權力分立理論、法律違憲審查正當性及法律違憲決定性質的討

論，司法違憲審查權屬於司法權，法律違憲決定亦為司法性質，所以也必須

受到權力分立原則的制約，因此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的問題，其實就是對於

司法違憲審查權界限究竟為何的爭議131，所以我們可以運用各種司法違憲審

查正當性理論的前提假設，套用於個案中，尋求司法違憲審查權可能的界限，

以解決涉及立法權與司法權之間權力分立爭議的案件。有學者即運用

Ackerman 教授所提出的二元民主（dualist democracy）理論觀點，分析釋字

四〇五號解釋「多數意見」與「不同意見」的差異，其實也就是涉及違憲審

查正當性的問題，最後的結論是大法官解釋縱有拘束全國各機關與人民的效

力，但仍非憲法，故對於立法機關重複制定違憲法律，大法官僅能選擇尊重

或否決該立法裁量，如果否決該立法裁量，也應該重新審查該修法，而非僅

因該修法與之前釋字二百七十八號解釋抵觸，便認為該修法違憲132。 

                                                 
131 參見黃昭元，司法違憲審查的正當性爭議—理論基礎與方法論的初步檢討，臺大法學論叢第三十

二卷第六期，2003 年 11 月，頁 111、135-137。 
132 參見湯德宗，權力分立新論，增訂二版，2000 年 12 月，頁 28-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