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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立法論

違憲審查制度之歷史發展

違憲審查係司法機關對於立法結果是否符合憲法的價值，進行形式
上及實質上的審查的程序。此一制度由美國經由實務的操作直接創設，
由於違憲審查在美國係由法院進行。但是法院是由法官組成，縱使是最
高法院法官係經參議院同意而由總統任命，但不經由人民直接選舉所產
生，從而法官並不具有直接民主合法性，那麼美國（最高）法院「憑什
麼」可以審查具有直接民主合法性的國會所制定的法律？
違憲審查，又稱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違憲審查制度的創
1

設，在美國是一個偶然 ，但在現今世界各民主法治國家中，卻是一個必
然。現今憲政民主國家中，沒有違憲審查制度的國家是少數。
憲法的解釋，另一個面向就是違憲審查。

第二節
第一項

違憲審查的類型

具體違憲審查及抽象違憲審查

以審查標的的契機作區分，違憲審查可分為具體違憲審查與抽象違
憲審查。

壹、具體違憲審查
具體違憲審查以美國為代表，在個案審理上，美國各級法院均有違
憲審查權，但最終決定由美國最高法院定之。美國各級法院得針對具體
個案所擬適用的法律，是否與憲法意旨相符作成判斷。蓋美國憲法明文
2

3

規定 ：司法權應及於案件（cases）及爭議（controversies）之審理 。
1 參劉慶瑞，美國司法審查制度之研究，收於氏著，比較憲法，第 4 版，1978/10，
頁 1 以下；李鴻禧，違憲審查思想史之比較研究，收於氏著，違憲審查論，初
版，1987/10，頁 45 以下。
2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rt. III, Section 2: “The judicial power
shall extend to all cases, in law and equity, arising under this Constitution,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reaties made, or which shall be made, under their authority;--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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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違憲審查在美國違憲審查的實務操作下，形成四個要件：個案
當事人是否具有適格的判斷、案件是否成熟足以作成裁判、系爭案件本
質上適於作成法律判斷（非政治問題）、聯邦最高法院不得對研議中的法
4

案或計畫提供諮詢性意見 。
具體違憲審查的結果，在個案上直接發生法律上的效果，對於具有
5

相同案型的個案，亦有效力。日本 亦是採取具體違憲審查制度代表性的
國家。

貳、抽象違憲審查
抽象違憲審查雖以發生具體憲法上爭議，由人民或國家機關提請釋
憲機關進行司法審查為通常，但不以具體法律爭議作為違憲審查的要
件。惟某些國家，例如法國，亦有法律施行前的「事前違憲審查」的立
6

法例 。
抽象違憲審查在本質上是一種獨立於權利救濟外，以保護憲法所創
7

設的價值秩序為其目標的客觀程序 。在抽象法規審查中，釋憲者擔綱著
8

「憲法維護者」的角色 。抽象法規審查目的是確保「法律和平」

3
4
5
6
7
8

all cases affecting ambassadors, other public ministers and consuls;--to all cases of
admiralty and maritime jurisdiction;--to controversies to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be
a party;--to controversies between two or more states;--between a state and citizens of
another state;--between citizens of different states;--between citizens of the same state
claiming lands under grants of different states, and between a state, or the citizens
thereof, and foreign states, citizens or subjects.”
參湯德宗，抽象釋憲權之商榷，收於氏著，權力分立新論，卷二，初版，元照，
2005/4，頁 75/83 以下。
參同上註。
參陳秀峰，司法審查制度—日本繼受美國制度之軌跡，初版，文笙，1995/5。
參徐正戎，法國違憲審查制度：獨一無二？月旦法學雜誌，第 116 期，2004/12，
頁 9-22。
Vgl. AK-GG-Rinken, vor Art. 93, Rn. 19.
參翁岳生，憲法之維護者，收於氏著，行政法與現代法治國家，第 4 版，台大法
學叢書（二），1982/6，頁 475 以下；同，憲法之維護者—回顧與展望，收於氏
著，法治國家之行政與司法，月旦，1994/6，頁 389 以下；翁岳生，憲法之維護
者—省思與期許，收於中研院法律所籌備處出版，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 6
輯，2009/7，頁 1 以下；另參李君韜／蘇慧婕譯，Carl Schmiat 原著，憲法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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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htsfrieden）。
司法權通常雖以個案審判為起源，不代表著其終點也只能夠針對具
體個案作審查，亦即違憲審查並不以具體違憲審查為唯一的正解。
我國憲法第 78 條、第 79 條、第 171 條、第 172 條規定，賦予司法
院大法官有解釋憲法及抽象違憲審查的權限。而大法官所作之憲法解
釋，並非一般的法解釋論的問題，而是「經由憲法解釋以發現憲法」，故
司法院大法官所為之憲法解釋及違憲審查，往往係屬「法本質論」的工
作，更具體地說，係經由法本質的發現，進行法律審查的任務。故釋字
第 603 號解釋，大法官「發現了」我國憲法亦應保護人民的「資訊隱私
權」。

第二項

獨占式規範審查與分權式規範審查

以行使規範審查權的機關歸屬而分類，可分為「獨占式規範審查」
與「分權式規範審查」兩類。

壹、分權式規範審查
美國、日本法院體系係採分權式審查，即個別法院的法官皆得對法
律是否違憲進行審查。但下級法院僅得拒絕適用其所認為違憲之法律，
最後宣告法律違憲而無效之權限，只有最高法院（在日本為最高裁判
所）。

貳、獨占式規範審查
獨占式規範審查係指專由特設機關進行審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奧地利憲法法院屬此種。
我國在法律是否違憲的問題上，採「獨占式規範審查」，由司法院
大法官職司審理法律是否違憲，只能由司法院大法官作成決定。但在統

者，左岸，初版，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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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解釋法令上，實踐的結果似採「分權式規範審查」 。各國法院可以審
查命令是否違反法律或憲法。

第三節

規範審查在法理上之困境及排除

第一項

規範審查權在法理上之困境

民主國家的架構下，民主合法性是取得國家權力最重要的依據，亦
即國家權力來自於民主合法性。但違憲審查機關通常並非由人民選舉所
產生，縱使其產生係經由民意機關的同意，也只是間接民主合法性而
已。如果違憲審查機關發現新的基本權或宣告某法律違憲而失效，等於
10

在進行修憲及立法的工作，則其如何可以取得修憲及立法的地位 ，在
理論上即有商榷之餘地。

壹、司法抗多數的困境
在大部分立法事項上，立法者基於直接民主合法性之故，司法機關
進行違憲審查應予尊重，例如釋字第 617 號解釋稱：「為維持男女生活中
之性道德感情與社會風化，立法機關如制定法律加以規範，則釋憲者就
立法者關於社會多數共通價值所為之判斷，原則上應予尊重。」此一解
釋揭櫫「釋憲者就立法者關於社會多數共通價值所為之判斷，原則上應
予尊重」的原則，基本上即是出於立法者具有較多的民主合法性之故。
儘管如此，司法機關行使違憲審查權，仍會面臨司法機關在沒有民主合
法性的支撐下，「憑什麼」可以審查具有民主合法性的法律，憲政學理
11

上，此稱之為「抗多數的困境」 。
9

參許宗力，訂定命令的裁量與司法審查，收於氏著，憲法與法治國行政，元照，
2007/1，頁 207 以下。另值得注意者，司法院定位推動小組就法律之違憲審查，
建議應賦予法官有個案違憲審查權，參司法周刊，第 1022 期，2001/3/14，第 1
版。
10 參李念祖，純規範控制的憲政難題，收於公法學與政治理論—吳庚大法官榮退
論文集，元照，2004/10，頁 331/338。
11 參黃昭元，抗多數困境與司法審查正當性—評 Bickel 教授的司法審查理論，收
於李鴻禧等合著，台灣憲法之縱剖與橫切，元照，2002/12，頁 301 以下。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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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治漩渦的陷阱
違憲審查的運作，特別是抽象違憲審查，在學理上亦有學者擔憂，
釋憲者將可能過度捲入政治漩渦，而失去其獨立性。
法國亦有抽象違憲審查制度，憲法委員會的審查也是抽象審查與具
12

體審查並存的體制 。在法國憲法委員會違憲審查的實務上，大部分的
案件係由反對黨所提起，等於反對黨與執政黨的對決，從國會延伸至憲
法委員會。
根據許宗力大法官的研究，半總統制的國家，是較容易產生政治爭
議的體制，此時更仰賴「憲法法院」的爭議解決機制。在此種制度下，
憲法法院反而更容易被捲入政治紛爭的漩渦中。在典型內閣制的國家，
13

就自然而然減少了政治紛爭，故憲法法院的成效比較能夠發揮出來 。
此一問題並非抽象違憲審查制度上的「動員偏差」，應不構成反對
抽象違憲審查制度的充分理由。（詳下述）

第二項

困境的排除—違憲審查
機制的正當性性

違憲審查的實質正當性，係屬法本質論的問題，其實際操作則為立
法論問題。在美國有許多理論使已經進行上百年的實證制度獲得理論基
14

礎 。本書認為，違憲審查在民主國家機制中，具有高度實質正當性，
其理由如下：

儀、葉俊榮、黃昭元、張文貞編著，憲法權力分立，第 2 版，新學林，2008/9，
頁 126 以下。
12 參徐正戎，法國違憲審查制度：獨一無二？月旦法學雜誌，第 116 期，2005/1，
頁 1/13。
13 參許宗力，集中、抽象違憲審查的起源、發展與成功條件，收於氏著，法與國家
權力（二）
，元照，2007/1，頁 1/37 以下。
14 參 湯 德 宗 ， 違 憲 審 查 正 當 性 理 論 ， 收 於 氏 著 ， 權 力 分 立 新 論 ， 卷 二 ， 元 照 ，
2005/4，頁 1/7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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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民主合法性與實質正當性的功能有不同的意涵
15

民主合法性只是賦予民意代表機關行使職權的依據而已 ，在選務
機關宣布特定人當選立法委員之時，透過選票所彰顯民主的合法性，已
無任何意義，因為爾後立法委員之執行職務，雖號稱代表著「人民」，而
非代表「選民」而已，但其執行職務不受「選民」的拘束，德國基本法
第 38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議員為全體人民之代表，不受命令與訓令之
拘束，只服從其良心。」的規定，即明白表示此一性質。
國會議員在法律上固然代表著「全體國民」，但此係就擁有立法權
的「擬制」，其具體決定過程，並非受人（選）民的拘束。民主合法性只
是民意代表取得法定地位與職權的條件，而不是民意代表職權正確或必
然正當行使的擔保。因此可以說，「民主合法性」只是國家組織法的基
礎，至於其權力作用不因有充分的民主合法性而可擔保。國會議員（立
法委員）所承接的民主合法性雖然夠高，但這恐怕也是其作成理性決定
的程度越低的原因，因為立法者必須多方反映民意，最後作成折衷，甚
至必須妥協於不同利益國會議員的主張，並非完全以符合法理為最重要
的考慮。換言之，立法決定政決妥協的成分上可能比法理要求更高。是
以，代表著多元且可能衝突的民意，甚者立法委員以連任為務的考量，
將可能使其行使職權有更不理性的可能；甚至接受利益團體「柔性綁
架」，作成過度偏袒特定團體之人，亦非難以想像之事。
相反的，司法權之行使，不應依附於民意，因為司法判斷係屬「是
非對錯」的「正確判斷」，不問民意取向如何。立法是一種政治決定，而
政治決定本質是一種好惡的決定。司法機關在必要的階段，面臨特別的
案型，在立法有缺漏（法律漏洞）或立法有違反整個國家法秩序一致性
的情形下，分擔起立法填補的角色，也符合現代「功能性權力分立」的

，其主要原因是，透過民主程序的決定，只是較
15 本書在此不稱之為「民主正當性」
能獲得民主上的合法性，從而可以推定為具有正當性而已，民主多數決定不是法
秩序正當性的擔保。

225

第二篇

226

立法論

16

制度意旨 。

貳、司法獨立程序有助於理性的決定
司法機關雖然不是人民直接選出，但其行使職權的效力不會因為較
缺乏所謂的「民主合法性」而有減損。重點在：立法機關所「創造」出
來的法秩序與司法機關所「宣示」出來的法秩序過程，何者更有利於
「理性命題」的建構。司法機關的「獨立性」相較於議會之「多元代表
性」，更有助於「理性的決定」。當然，獨立性的判斷，也有導致「獨斷
的風險」，故透過「司法被動性」加以制約。雖然歷史文獻上認為，司法
17

是最不具有危險性的權力 ，但此非司法機關具有違憲審查權最好的理
18

由。司法的被動性可以降低國家侵害人民權利的機率而已 ，沒有被動
性的司法，恐怕其不理性的程度，亦不亞於立法者。
抽象違憲審查制度固可能有司法機關行使立法權，而有違反權力分
19

20

立原則的疑慮 ，也可能導致法秩序的不安定 。果如此，則抽象違憲審
21

查制度將屬「動員偏差巨大」的惡劣制度 ，但實證上，似非如此。例
如在德國施行所謂的「抽象違憲審查」，但並沒有發生所謂法秩序不安定
16 參蘇力譯，Benjamin N. Cardozo 原著，司法過程的性質，（中國）商務印書館，
1998/11，頁 60 以下。
17 參王和雄，違憲審查制度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法學叢刊，第 182 期，
2001/4，頁 1/5。
18 黃國鐘，違憲審查制度及其功能—兼論法院的違憲審查權，全國律師，2003/9，
頁 12/15。
19 參李念祖，大法官釋憲功能的立法化或審判化—從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第 2 項
看政治民主化的一個基本問題，收於法律與當代社會—馬漢寶教授七秩榮慶論
文集，1996，頁 365-373；同，純規範控制的憲政難題，收於公法學與政治理
論—吳庚大法官榮退論文集，元照，2004/10，頁 331/338。
20 參林超駿，略論抽象司法違憲審查制度，月旦法學雜誌，第 54 期，1999/11，頁
99/108。
21 立法委員就此種抽象審查制度，也受學者較強烈的主張的影響，例如 1993 年立法
院委員會審議司法院大法官案件審理法時，陳健民立法委員曾提及︰「最近 3 月
16 日中國時報有一篇報導值得注意，台北律師公會理事長李念祖先生說：『世界
上哪有不審判的大法官？』……李念祖先生嚴詞批判司改後大法官仍然只作抽象
的解釋，不肯屈身審判……人權品質如何提升……。」見立法院公報，第 92 卷第
18 期，委員會紀錄，頁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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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事實上，具體違憲審查或許更不安定，因為要找到兩個完全相
同案型的案件，並非易事。重要的是，釋憲者的解釋是否有前後一貫的
法理基礎及論證。所以抽象違憲審查制度本身並非導致法不安定的主
因，法理論述的缺乏及前後不一的結論才是法不安的主因。德國基本法
透過基本法第 93 條的規定，將憲法的優位性以實證法的方式，予以確
立，也透過聯邦憲法法院對於國會立法的審查，建立起無漏洞的憲法優
位的保護。憲法優位的決定以及憲法優位透過訴訟予以保障的規定，是
德 國 制 憲 者 基 本 的 決 定 。 德 國 現 行 基 本 法 的 高 度 規 範 性 （ hohe
Normativität）、實體性（Materalität）以及可司法性（Justiziabilität），是
22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憲法訴訟的密度以及效率性的基礎 ，透過憲法訴訟
的制度（具體規範審查及抽象規範審查），德國實質法治國家的秩序，獲
得了確保。
釋憲機關透過抽象違憲審查而行使立法功能，可以將法律宣告違
23

憲，等於廢止法律，雖屬立法權之作用，不必然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
因為抽象違憲審查主要係基於釋憲機關對於具體憲政問題，依據憲法本
身所確立的價值，循此邏輯作成合理客觀的論證，不是僅以權宜的政治
24

取捨來裁判 。司法院大法官進行違憲審查可以對「立法事實」與規範
25

實體內容的關聯性，進行實質的審查 ，此正為司法權具有實質正當性
之所在。因為違憲審查制度不是法理上必然，而是為確保民主國家中憲
26

法具有最高位階「邏輯上」的設計 。

22 Vgl. AK-GG-Rinken, vor Art. 93, Rn. 3.
，
23 不同意見，參蔡宗珍，我國憲法審判制度之檢討，收於氏著，憲法與國家（一）
初版，元照，2004/4，頁 99/131 以下。
24 參陳愛娥，大法官憲法解釋之界限—由功能法的觀點出發，收於司法院印行，
大法官釋憲五十週年學術研討會紀錄，1999/4，頁 307/386。
25 參許宗力，違憲審查程序之事實調查，收於民主、人權、正義—蘇俊雄教授七
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元照，2005/9，頁 337 以下。
26 參許宗力，集中、抽象違憲審查的起源、發展與成功條件，收於氏著，法與國家
權力（二）
，元照，2007/1，頁 1/4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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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立法論

參、違憲審查非屬國家統治權的作用
民主合法性的理論，主要在確信與鞏固國家統治權取得合法性的問
題，亦即缺乏民主程序（人民同意）的授權，國家機關不得取得「統治
權」。而所謂「統治權」，其行使對象是人民，統治權並非針對國家機關
行使，是以民主合法性只是國家組織法的必要條件，不是統治權中立法
作用必然有助於公共利益的擔保。而違憲審查是國家統治機關間互相制
衡的機制，其本質並非屬對人民行使的統治權作用，針對立法內容是否
違反憲法價值決定的審查權，並非統治權作用本身，而是檢驗立法統治
權行使是否正確的試劑，違憲審查機關縱使不具有比民意代表機關更充
分的民主合法性，亦不妨害此種職權的行使。因為違憲審查機制旨在控
制「立法的（可能）濫權」，故違憲審查機關是否具有充分「民主合法
性」並非其權力的源頭，違憲審查權的來源，端視憲法如何規定。立法
權是憲法創造的國家統治權，司法權在對人民審判時，也是統治權的作
用。但透過司法機關行使的違憲審查，並非統治權的作用，制憲者可以
決定由何一機關來擔保憲法是否被真正的遵循。
我國憲法第 78、79 條明文規定，司法院組成大法官從事違憲審查
之職權。立法委員雖有完全的民主合法性，但憲法並未賦予其有價值決
定的壟斷權，立法院在憲法所架構的國家組織下，亦未完全凌駕於其他
憲法機關。在我國，國家法秩序最後的確定權，透過憲法的規定，乃明
文賦予司法院大法官。故在台灣，司法院大法官民主合法性不夠充分的
情形，並非憲政困境之所在。

第四節

違憲審查的本質

在違憲審查實質正當性無虞的情形下，違憲審查具有如下特性：

第一項

憲政主義的維繫

憲政主義意指國家權力的取得及運作，應依憲法所建構的體制及原

第六章

違憲審查論

則進行。現代的民主國家的哲學上理念，係源自洛克、盧梭、孟德斯鳩
以來的分權理論。而分權理論主要目標是控制國家權力機關，以避免國
家權力濫用，危及人民權利保護。故憲政主義主要就是透過國家權力分
立而制衡的機制，以擔保國家權力的適正執行。
國會雖有立法者有廣大的形成自由範圍，但不代表立法者有「為所
欲為」的自由，立法仍有其界限，此種界限的確立，乃藉由違憲審查制
度達成。
司法院大法官以權力分立原則（例如釋 645、釋 585 等）、比例原則
（例如釋 649、釋 749 等）、平等原則（例如釋 653、釋 696、釋 748
等）、明確性原則（例如釋 491、釋 636 等）、體系正義（釋 688 等）作
為違憲審查基準，宣告諸多法律違憲的結果，就是憲政主義的維繫。
此外，大法官以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宣告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違憲，
即屬對於行政權的審查，其目標也是維持憲政主義所建構的秩序。

第二項

憲法價值體系的維持

透過憲法所確立的價值秩序，例如人身自由應予保障、財產權、工
作權應予保障，國家僅得基於公益的理由，對基本權作適度的限制。又
國家組織必須符合法律保留原則。凡此種種，必須透過立法者建構客觀
合理的制度，以擔保憲法所規定的價值獲得落實。
因為制度的客觀化及合理性，其重要性往往比個案主觀權利受侵害
的排除來得重要。國家機關依據缺乏理性內涵的法律，在個案上進行執
行，個別人民權利不受侵害，是一種偶然；但如果法律制度是理性而客
觀的，則執行的結果，個別人民權利受侵害，應屬例外。當然任何人都
無法肯定，司法機關所作成法秩序的確認，是否必然優於立法決定，但
司法獨立的機制及說理的義務，可以避免法律問題正確性的判斷，受到
情感或輿論的影響。因此相較之下，吾人較可以期待司法機關的獨立判
斷，比立法機關基於民意所作成的決定更正確。因此，憲法價值是否在
立法秩序中獲得維持，就有待於司法審查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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