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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回顧、結論與展望 

第一節 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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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權力分立原則對多數民主國家的影響力已不言而喻，然而權力

分立並非指權力之間的絕對劃分，演變至今權力之間的制衡與合作反而成為

權力分立原則的重點，也由於權力之間的制衡與合作造成權力之間的界限存

有模糊地帶，這塊模糊地帶讓司法違憲審查權有存在的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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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違憲審查制度亦為世界多

數國家所採用的同時，立法權與司法違憲審查權之間由於權力本質與制度面

的衝突而形成的緊張關係也已成為憲政上的重要議題。 

〇我國釋憲實務在釋字四 五號解釋後也面臨了立法權與司法違憲審查權

之間衝突的問題，究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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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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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 〇釋字四 五號解釋大法官似乎已有定見，不過

後續類似的爭議卻不曾停止277，在德國也曾面臨相同的爭議，德國聯邦憲法

法院於一九九五年五月十六日做出的十字架判決（Kruzifix-Entscheidung）後，

巴伐利亞邦議會於同年的十二月十三日通過該被宣告違憲法律的修正案，至

今肯定或否定「重複制定違憲法律之禁止」（Normwiederholungsverbot）的爭

議在德國學界與實務依舊尚無定論。 

第一項 司法與立法兩權間的緊張關係 

                                                 
277 例如釋字第六三三號解釋、第七屆立法委員選舉前的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爭議以及近期考

試院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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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憲法第八十六條

第二款規定及大法官釋字第四五三號解釋文相牴觸，已於民國九十七年四月二十四日的會議通過將

向司法院聲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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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機關可否重新制定被宣告違憲法規範，從理論面來看此問題涉及權

力分立原則、法律違憲審查正當性、法律違憲決定的性質等議題，於是本文

在第二章嘗試從各種理論面向探討司法權與立法權的緊張關係，首先由於違

憲審查制度除了為確保憲法中的權力分立原則，且司法違憲審查制度本身之

範圍與方式，也同時必須受到權力分立原則的制約，因此從討論權力分立理

論為論述的開端。在權力分立原則之下，司法權與立法權之間相互制約與合

作，形成一種動態平衡關係，借鏡美國與德國歷年來關於權力分立的司法解

釋方法，觀察到無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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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輔以

憲法機關忠誠（Verfassungsorgantreue）原則限制權力的濫用，都曾嘗試從功

能最適觀點推出違憲審查權的界限，而釋字四〇五號解釋沒有權衡立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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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律認為司法解釋的效力理所當然可以拘束

立法院行使立法權，進而阻斷司法權與立法權之間的動態平衡關係，如此強

大的司法解釋效力，連美國與德國也望塵莫及，不免讓人感到疑惑。 

司法違憲審查制度的「反多數難題」（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一向

使違憲審查的正當性受到質疑，原因在於負責違憲審查的司法機關成員未經

由人民選舉產生，不具有直接民意基礎及民主正當性，卻可以終局推翻代議

制度下立法機關所制定法律的效力，與國民主權的憲法基本原則有所矛盾，

所以學者 Mark Tushnet 教授主張乾脆廢除司法違憲審查制度，不過多數學者

還是站在維持司法違憲審查制度的角度，從架構憲法預設的民主價值體系出

發，提出證立司法違憲審查的方法，無論是 Ackerman 教授提出的二元民主

（dualist democracy）理論278，或是 John Ely 教授提出的代議制度補強理論279，

均無法推出大法官解釋可以代替憲法的結論，因此大法官面對立法機關重新

制定被宣告違憲法律，應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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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僅因該修法與前解釋相抵觸，便認為該修法

違憲。 

                                                 
278 參見湯德宗，權力分立新論，增訂二版，2000 年 12 月，頁 28-35。 
279 參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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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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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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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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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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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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者，甚或自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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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 緊張關係的處理方式 

第四章依序討論面臨司法權與立法權之間緊張關係的三種不同處理方

式，第一種是區分立法權與司法權的功能領域，在立法裁量的空間之下法律

違憲審查應予以退讓，而形成法律違憲審查的界限；第二種處理方式是當法

律違憲裁判的結果是法律違憲無效時，立法權除了接受法律違憲的結果外，

還容許有其他緩解的可能，也就是在某種情況下立法權可以排除違憲結果，

而使司法權的決定不再是最終決定；第三種處理方式是法律違憲決定的結果

雖可以拘束立法權，但思考設計另一種階段性的違憲決定效力，讓法律違憲

決定對立法權的拘束力有一定條件或期限的限制。 

第一種處理方式是基於憲法框架性以及民主正當性的支撐，讓立法者存

有政治形成的自由，司法者進行法律違憲審查時，一方面要確保憲法的實踐，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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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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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另一方面也必須尊重立法裁量，所以立法裁量存在的空間，也就是司法審查

必須退讓的所在，則司法審查的界限之一，就是立法裁量。憲法的框架性賦

予立法裁量自由，也同時為立法裁量預設好一定的範圍與界限，憲法中的規

範大致可分為作為義務與不做為義務兩種，當憲法賦予立法者憲法規範上的

作為義務時，立法者的裁量空間雖然較小，不過司法者的違憲審查範圍也同

樣受到限縮，只能就立法者有無違反作為義務以及其所制定的法律內容有無

明顯違反憲法所指示的方向進行審查282，司法者受限縮的部分也同時形成了

司法審查的界限，因此當立法機關重新制定曾被釋憲者宣告違憲之相同內容

的法律時，法律違憲審查應該判斷憲法賦予立法者的義務性質，形成寬嚴不

同的審查界限並進行實體審查，而非認為立法者不能重新制定被宣告違憲法

律，或者直接援引前解釋而認為重新制定之新法違憲。 

第二種處理方式是當法律違憲裁判的結果是法律違憲無效時，立法權在

某種情況下可以排除違憲結果，觀察加拿大與波蘭283就司法解釋對立法權的

拘束效力以及立法機關可否重新制定曾被大法官宣告違憲內容相同之法律的

制度規範，發現兩國的制度容許立法權推翻法律違憲裁判，讓司法違憲審查

的決定不再是終局決定，因此司法違憲審查制度的「反多數難題」在此可以

稍微舒緩，而且由於立法權擁有可以推翻法律違憲裁判的權力，讓立法機關

可以制度性的回應法律違憲審查的結果，使司法權與立法權之間存在對話的

可能，雖然加拿大與波蘭制度的形成有其特殊政治背景，若要全面移植到我

國恐不適合且也有所困難，然而開啟司法違憲審查機關與立法者之間的對話

空間的這種思考方向，頗值得我國思考。 

第三種處理方式是法律違憲決定的結果雖可以拘束立法權，但設計另一

種階段性的違憲決定效力，讓法律違憲決定對立法權的拘束力有一定條件或

期限的限制，由於立法機關重新制定或修正曾被宣告違憲法律是因為立法機

關反應時空變遷、回應民意需求等代議制度本質，故就法律違憲決定拘束立

法權可以拘束到何種的程度，也可以從立法機關定期改選、更新民意的方向

思考，有學者認為可以在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修正草案裡規範「法律規

                                                 
282 參見蘇永欽，立法裁量與司法審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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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吳信華，憲法審判機關與立法者，發表於「第五屆東吳公法研討會」，2008 年 5 月

17 日，頁 26；蘇俊雄大法官在釋字第四五三號解釋的不同意見書；吳庚大法官曾於釋字第四七二號

的協同意見書。 
283 以下所指波蘭為一九九七年重新制憲前的波蘭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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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與憲法規定之意旨或憲法原則相違而失效時，同屆立法院不得重新修訂

文字或意旨完全相同之法律規定」284，允許立法院在一定條件或一定期限後，

可以審查通過被宣告違憲的法律條文，讓司法權與立法權之間的緊張關係能

藉由這種一定條件或期限的規定而擁有緩衝期的想法頗值得參考，若未來司

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修正草案若能朝這個方向解決立法機關重複制定違憲

法律的問題，應該能緩解司法權與立法權之間的緊張關係。 

第三項 案例分析與修法建議 

本文第四章首先就德國與我國相關案例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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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整理德國實務與學界關於「重複制定違憲法律之禁止」

（Normwiederholungsverbot）爭議的肯定、否定見解，本國法案例分析部分，

討論我國司法釋憲實務曾經涉及立法院可否重新制定被大法官宣告違憲內容

相同之法律的解釋，包括釋字第二七八號解釋與釋字第四〇五號解釋、釋字

第五八五號解釋與釋字第六三三號解釋，加上近來考試院已對立法院於民國

九十六年七月十一日增定公布之記帳士法第二條第二項提出的聲請釋憲案，

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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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的問

題，無論在德國或我國都是一件長期存在的爭議。 

從本國法相關解釋的論點與評析可以觀察到，雖然我國釋憲實務見解始

終如一的堅持違憲解釋對於立法權的拘束力，也多次在解釋中以立法機關新

修正的法律抵觸前解釋為該新修法律違憲的理由，不過學者對於此項爭議所

持的肯定與否定見解皆有，顯見學界並非全面認同實務的見解，也尚未就此

項爭議形成共識。 

若考量到我國民主政治，隨著憲法的多次修正以及民主選舉的正常化舉

行等民主化的改變，已較過去更為穩固，則釋憲者在過去擔任民主轉型過程

中憲法導師的角色應該漸漸褪去，進而給予民主政治多數決的結果更高的尊

                                                 
284 參閱蘇永欽，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修正芻議（下），月旦法學雜誌第 157 期，2008 年 6 月，

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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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285，當司法違憲審查必須宣告法律違憲時，應該保留立法空間讓立法者自

行選擇法政策形成的途徑，而非由釋憲者越俎代庖代替立法裁量或是阻止立

法者基於民主代議制度的權責而重新制定曾被宣告違憲的法律，則我國釋憲

實務一直堅持違憲解釋對於立法權之拘束力的見解也應該有所改變。 

我國現行實務關於法律違憲解釋的效力，由於憲法與司法院大法官審理

案件法都沒有明文規定，於是都是依賴大法官歷年來多項解釋所建構出的規

則運作，像是釋字第一八五號解釋與釋字四〇五號解釋，都是作為法律違憲

審查效力的重要依據，雖然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修正草案286已將判決效

力明文化列為修正重點，從草案第三十條以下規定了判決之時的效力（草案

第三十條）、一般拘束力（第三十二條）及人的效力（草案第三十三條、第三

十四條）等規範，可是許多條文僅是延續過去大法官解釋的見解，將大法官

釋憲實務關於釋憲效力對機關、人民有一般拘束力的固有見解加以明文化，

於是過去既已存在的問題並沒有解決，此外綜觀草案的條文也沒有可以適用

於立法機關可否重新制定被宣告違憲法規範的規定，按憲法既已賦予立法機

關具體化憲法的職責，且此次修法將大法官審理案件方式法庭化後，對於判

決效力也應該具體規範，而非維持過去由釋憲者自己對判決效力程序自治，

否則在程序自制之下很容易讓判決效力無限上綱，而逾越司法解釋界限。 

第二節 結論與展望 

釋憲機關面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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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立法院可否重新制定曾被司法院大法官宣告違憲之

相同內容的法律的問題時，可以嘗試從權力分立原則來看，司法權與立法權

之間既然處於一種動態平衡的關係，釋憲者便不能以前解釋阻斷立法者之後

再次立法回應的可能，另外從功能最適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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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採取不

                                                 
285 學者提出我國法律違憲審查的未來走向的建議頗具啟發性，其建議司法積極主義隨著民主政治的

穩固應該逐漸降溫，並建議大法官應多角度自制以保留立法空間，參見蘇永欽，立法裁量與司法審

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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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286 此所指為司法院於二〇〇六年初送交立法院審議的「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草案，司法院大

法官審理案件法修正草案雖於二〇〇六年初送交立法院，惟在第六屆立法委員任期屆滿時立法院仍

未能完成該法的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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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司法審查界限，此外也應該依據憲法賦予立法者義務的性質，形成寬嚴

不同的審查範圍並進行實體審查，而非認為立法者不能重新制定被宣告違憲

的法律，或者認為大法官解釋可以代替憲法，不加論述便直接援引前解釋而

判定重新制定之新法違憲。 

我國民主制度已經較過去更為穩固，應該尊重民主政治多數決的結果
287，給予立法者自行選擇法政策形成的空間，即便是當司法違憲審查必須宣

告法律違憲時，釋憲者也不能越俎代庖代替立法裁量，或是阻止立法者日後

基於民主代議制度的責任重新制定曾被宣告違憲的法律，因此我國釋憲實務

〇從釋字四 五號解釋開始一直堅持違憲解釋對於立法權之拘束力的見解，甚

至直接以立法機關新修正的法律抵觸前解釋為該新修法律違憲的理由，也應

該有所改變。 

近年來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修正草案關於裁判效力的明文化規定固

然令人雀躍，惟條文中並沒有可以適用於立法機關可否重新制定被宣告違憲

法規範的規定，且在第六屆立法委員任期屆滿時立法院尚仍未能完成該法的

議決，因此冀望司法院將草案再次提出於第七屆立法委員審議時，或許可以

參考司法與立法兩權之間緊張關係的處理方式，司法權應該尊重立法權的立

法裁量空間，在法律違憲裁判時保留立法機關回應的空間，或是進一步修法

允許立法院在一定條件或一定期限後，可以審查通過被宣告違憲的法律條

文，而非無條件的永久拒絕立法機關重新制定或修正違憲法律的回應，因為

當立法機關重新立法或修法後若又再次被提起訴訟，則已經為另一新的案

件，憲法法庭應該重新為實體審查，也可以藉由重新審查該法違憲與否，而

決定是否調整過去的見解288，讓法院與國會的對話管道暢通，共同建構出活

的憲法。 

                                                 
287 參見蘇永欽，立法裁量與司法審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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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288 學者亦有贊成憲法法院可以藉由審查重新制定的違憲法規範的機會，重新考量社會秩序的變更，

而決定是否修正原解釋所持的見解，參見陳愛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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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