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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從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到憲法訴訟法

訴訟法是為了實現實體法而存在，就像刑事訴訟

法是為了讓違反刑法的人能得到制裁、民事訴訟法是

為了讓各當事人間的權利義務關係符合民法規範，憲

法訴訟法是為了維護憲法的最高性而存在1，凡是有

關聲請釋憲的程序性規定，即依循憲法訴訟法。

又從大法官案件審理法到憲法訴訟法，我們可

以觀察到：原本的「會議形式」轉變為「審判形

式」、「訴訟形式」，亦即釋憲程序「審判化」、

「訴訟化」了。透過強化釋憲程序的嚴謹性，可以

使大法官所處理的「具有政治性或社會性爭議的案

件」，得避免不當因素的介入，並使釋憲結果更具

正當性、臻於正確。

貳、憲法訴訟法的一般程序原則

一、就訴訟標的而言，以處分權主義為原則、職權主義為例外

1	以處分權主義
2為原則

 憲法訴訟亦為訴訟之一種，因此其係以維護「人民之權利或機關權

1 釋字第371號解釋謂：「採用成文憲法之現代法治國家，基於權力分立之憲政原理，莫不建
立法令違憲審查制度。其未專設違憲審查之司法機關者，此一權限或依裁判先例或經憲法明
定由普通法院行使，前者如美國，後者如日本（一九四六年憲法第八十一條）。其設置違
憲審查之司法機關者，法律有無牴觸憲法則由此一司法機關予以判斷，如德國（一九四九
年基本法第九十三條及第一百條）、奧國（一九二九年憲法第一百四十條及第一百四十條
之一）、義大利（一九四七年憲法第一百三十四條及第一百三十六條）及西班牙（一九七八
年憲法第一百六十一條至第一百六十三條）等國之憲法法院。各國情況不同，其制度之設計
及運作，雖難期一致，惟目的皆在保障憲法在規範層級中之最高性，並維護法官獨立行使職
權，俾其於審判之際僅服從憲法及法律，不受任何干涉。」

2 處分權主義，指就訴訟程序之開啟、法院審判對象及範圍、訴訟程序是否終結，均由當事人
主導決定。換言之，當事人是否起訴、何時或於何種範圍對何人起訴、是否終結訴訟，原則
上均由當事人自由決定之。處分權主義之理論基礎係建立在私法自治原則以及國家不干涉私
益之原則上。

因為「訴訟化」了，所以我們在
本節的討論就可以用其他訴訟法
的法理來討論憲法訴訟法。另
外，因為其他訴訟法領域之發展
較成熟，憲法訴訟法設有準用規
定（憲訴第 45、46 條）。
然後，就考試取向來說，考試喜
歡考憲法訴訟法與其他訴訟法不
同的地方（如果一直考準用規
定，就回去考被準用的法律就好
啦，幹嘛來考憲法訴訟法），所
以本節以下所著墨的重點也會在
「憲法訴訟法基於本身特性，而
與其他訴訟法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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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為其首要目標。聲請人是否欲行使實體權利（限），原則上應

由其自行決定，因此「是否請求憲法法院保護其權利（限）」，亦

應由其自由決定，而有處分權主義的適用。

2	以職權主義
3為例外

1. 訴之撤回

憲法訴訟法第21條第1項

聲請人於裁判宣示或公告前得撤回其聲請之全部或一部。但聲請案件於憲法上

具原則之重要性，憲法法庭得不准許其撤回。

 依上述規定及釋字第445號解釋理由書

意旨，人民聲請憲法解釋之制度，除為

保障當事人之基本權利外，亦有闡明憲

法真義以維護憲政秩序之目的。也就是

說，違憲審查制度除了保護人民主觀公

權利，亦有維護客觀法秩序的目的。而

既然涉及法秩序維護之公益目的，聲請

人的處分權即應受到限制，而不得完全

依其意撤回訴訟。

 另外，要注意的是，就總統、副總統之

彈劾案件，若經立法院全體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之決議撤回，憲法法院即應許其

撤回，以維持憲政秩序與政局之安定

（憲法訴訟法第70條與其立法理由參

照）。

3 職權主義，指審判機關立於主導的地位，相關程序進行均由法院依職權為之，當事人並無自
由處分的權限。

考試都喜歡考例外，大家要注
意嘿！

Tips

就像家事事件法中，涉及未成年
子女保護、公益之事項，當事人
的處分權也會受到限制。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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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暫時處分

憲法訴訟法第43條第1項

聲請案件繫屬中，憲法法庭為避免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

大損害，且有急迫必要性，而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就

案件相關之爭議、法規範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等事項，為暫時處分之

裁定。

 憲法訴訟法有關暫時處分制度，係釋字

第585、599號意旨之明文化，憲法法院

得依職權為之，而無待聲請人聲請。蓋

就正當性而言，司法機關有維護憲法之

義務；就客觀法秩序中「組織保障」而

言，聲請人毋庸「知法」，國家必須主

動保護人民；就目的而言，為維護法院

審判之功能，不使裁判淪為無用，故應

肯認憲法法院得依職權為暫時處分之裁

定4。

 又其要件依釋字第585號解釋意旨，須

因系爭憲法疑義或爭議狀態之持續、爭

議法令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

可能對人民基本權利或憲法基本原則造

成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又

對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要性，

4 憲法訴訟法第43條之立法理由為：1大法官依據憲法獨立行使憲法解釋及憲法審判權，為確
保其解釋或裁判結果實效性之保全制度，乃司法權核心機能之一，不因憲法解釋、審判或民
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而異；且因該制度具基本權利與公共利益重要性，屬法律保留範
圍，爰於本法明定其制度內容（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五號及第五九九號解釋參照）。2定暫時
狀態之假處分為訴訟法上保全程序之重要規定（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民事訴
訟法第五百三十八條及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三十二條參照），鑒於釋憲實務上，司法院釋
字第五八五號解釋於理由書就暫時處分作成之要件已詳予闡述，且釋字第五九九號解釋復曾
就戶籍法作成暫時處分在案，本條乃將上開解釋明文化，明定其聲請要件及裁定之程序。

這邊在答題上要注意的是，因
為立法者已經透過憲法訴訟
法把暫時處分制度明文化了，
所以過去有的爭點「於法無明
文時，大法官可否作成暫時
處 分？」 現 在 已 經 不 是 爭 點
囉～～除非題目明白問「於大
法官審理案件法之時代，法無
明文，大法官可否作成暫時處
分？」才要寫這個點！（筆者
覺得不太可能這樣考，所以就
沒有放上正反見解囉～）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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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別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其損害時，即得權衡作成暫時處分之利

弊，若作成暫時處分顯然利大於弊時，自可准予暫時處分之宣

告。圖示如下：

暫時處分之要件

憲法爭議狀態持續、爭議法令

之適用或原因案件之執行

難以回復之損害

急迫必要性與最後手段性

利大於弊

二、就事實、證據之調查而言，適用職權調查原則

憲法訴訟法第19條第1項

憲法法庭審理案件認有必要時，得依職權或依聲請，通知當事人或關係人到庭

說明、陳述意見，並得指定專家學者、機關或團體就相關問題提供專業意見或

資料。

 就如同上述，憲法訴訟有維護憲政秩序之目的，而事涉公益5，故大法官

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認定事實，而不受當事人證據聲請、事實調查等主

張拘束。

5 憲法訴訟法第19條之立法理由為：審酌違憲審查之特殊性及高度專業性，憲法法庭於個案審
理，容有廣泛參考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不同專業領域意見或資訊之需要。憲法法庭居
於客觀、中立、超然之立場，就聲請案件進行審理，為使其得以採酌各方專業意見，並廣泛
取得制憲、修憲或立法資料，乃至取得各國文獻、立法例、數據或實證研究等各種資料，而
建立建立專家諮詢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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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客 觀 舉 證 責 任 之 分 配— 羅森堡規則

（Rosenberg's	Formel）

雖然憲法訴訟採職權調查為原則，而由憲法

法院負責調查證據，但是如果事實未明的話，還

是要由當事人之一方承受該事實不明的不利益

（客觀舉證責任），於是德國學說有提出「羅森

堡規則（Rosenberg's Formel）」來配當事人之
主、客觀舉證責任6、7。其視待證事項之不同，而

分配舉證責任，分述如下：

一、不是針對國家干預、試圖從憲法中「導出受

保障的權利」

主、客觀舉證責任均由聲請人承擔。亦即聲

請人必須於憲法訴訟中積極證明其憲法權利

遭受侵害，若聲請人無法證明其憲法權利遭

受侵害，就必須承擔敗訴之不利益。

二、針對國家的干預、捍衛已受憲法保護的權利

主、客觀舉證責任均歸國家承擔。亦即國家

必須於憲法訴訟中積極證明其干預行為之正

當性，若國家無法證明其行為之合憲性時，

即應受違憲宣告而敗訴。蓋在此等案型中，

人民之基本權已證明受憲法保護，而應由國

家舉證國家之干預有其目的正當性、手段目

的之必要性。

6 主觀舉證責任，係指當事人為避免敗訴結果，在訴訟當中致力於證明對己有利，且當事人之
間有爭執事實之責任。性質上乃訴訟當事人之行為責任。

7 客觀舉證責任，則係指當事人對於所主張事實已窮盡所有證明方法，在言詞辯論終結時仍無
法令法院就該事實對判決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產生心證的確信時，應由何方當事人承擔事實
真偽不明的不利益結果。性質上乃法院審理而下判決對當事人的結果責任。

如果套用民事訴訟法的舉證責任
分配理論—規範說，那我們可
以將之理解為：個案中是否有
憲法上權利受到侵害，為權利發
生事實，應由主張權利存在者舉
證之，也就是說，應由聲請人主
張之；然後在聲請人舉證權利遭
受侵害後，應由國家去舉證「權
利障礙、權利消滅、權利抗辯事
實」之存在，也就是說，應由國
家證明其干預行為有正當性。
這樣解釋是不是很簡單呢？用我
們學過的既有概念，去理解新的
東西，那就會比就容易喔～（前
提是我們對民事訴訟法有一定的
了解ＸＤ）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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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書面審理原則

憲法訴訟法第25條

Ⅰ 第五章及第六章案件，其判決應本於言詞辯論為之。
Ⅱ 除前項所列案件外，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即除了「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政黨違憲解散案件」外，以書面

審理為原則。蓋就應然面而言，因為大法官係負責審理法律有無違憲、

機關權限問題，而不需要「察其言、觀其色」，因此以書面審理即為已

足，毋庸言詞審理；就實然面而言，我國採行裁判憲法審查後，案件數

可能劇烈增加，採書面審理可以減輕大法官不必要之負擔8。

而「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政黨違憲解散案件」涉及調查證據，

應使當事人有就事實及法律為言詞辯論之機會，並使大法官得「察其

言、觀其色」，依直接審理所得心證作為判斷，故須言詞審理。

四、公開審理原則

憲法訴訟法第27條第1項

言詞辯論應於公開法庭行之，並應以適當方式實施公開播送。但有妨害國家安

全、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造成個人生命、身體、隱私或營業秘密重大損害

之虞者，得不予公開或播送。

 這邊要注意的是，不是全部公開審理！因為憲法訴訟以書面審理為原

則，而沒有開庭之必要，無從公開審理。僅有在憲法法院認有行言詞辯

論之必要，始須於公開法庭行之。

8 憲法訴訟法第25條之立法理由為：案件事理繁簡有別，並考量憲法法庭之唯一性，宜由大法
官就個案需要決定是否行言詞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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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憲法訴訟法的特別程序原則

一、上位概念：憲法訴訟本質上亦為司法權

司法權之本質係針對具體個案之事實及法律

（憲法）爭議，依據憲法及法律所形成之客觀

價值規範，為法之適用而進行終局之判斷，

具有個案性及被動性（釋字第791號解釋參

照）。而憲法訴訟既為司法權行使之一種，亦

受上開本質之拘束。

二、聲請原則

憲法訴訟法第15條第1項

聲請憲法法庭裁判，應以聲請書記載本法規定之應記載事項，並附具相關佐證

資料提出於憲法法庭。

即憲法訴訟亦有不告不理原則之適用，需要經過聲請，憲法法院方得審

理，始符司法權被動性的本質。

又須注意的是，不告不理原則之例外在於「暫時處分」（其實就是處分

權主義之例外啦，詳見上述「職權原則」）。

筆者在帶學弟妹讀書會時，會用
「可愛版的權力分立」跟學弟妹
介紹司法權：五權就像五個好朋
友，他們彼此之間合作來達成任
務（實現人民權利），但他們有
時候也會吵架。
那吵架的時候要聽誰的呢？用我
們交朋友的經驗，一個圈圈裡，
有一個人不常說話、但很有能
力，如果他講話了，我們是不是
通常都會聽他的～～嗯嗯沒錯！
我說的就是司法機關！
而常常說話的人，有時候會太出
鋒頭，容易與別人吵架，而涉及
到自己的利害關係，這時候他講
出來的話，可能就不適合作為最
後的準則～～嗯嗯沒錯！我說的
就是立法機關、行政機關！
所以囉，回到憲法訴訟法，以下
3 個原則的目的其實都一樣，就
是讓憲法法院能盡量不講話就不
要講話，這樣講出來的話才會有
權威的終局拘束性。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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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列舉原則

憲法訴訟法第1條

Ⅰ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一、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機關爭議案件。

三、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地方自治保障案件。

六、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Ⅱ 其他法律規定得聲請司法院解釋者，其聲請程序應依其性質，分別適用解釋
憲法或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規定。

即憲法訴訟法所審理之爭議類型，以上開規定明文列舉者為限，而與行

政訴訟法第2條：「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
行政訴訟。」所採的「概括審判權原則」有所不同。

對於列舉原則的法理基礎，我們或許可以推論：因為憲法解釋的效力極強

（得拘束各級機關、全國人民），所以必須在解釋類型上予以一定限制，

否則憲法法院可能會任意創造訴訟類型，不當擴權，違反權力分立。

四、補充性原則

憲法訴訟法第47條第1項

國家最高機關，因本身或下級機關行使職權，就所適用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

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訴訟法第48條

前條之法規範牴觸憲法疑義，各機關於其職權範圍內得自行排除者，不得聲

請。

憲法訴訟法第59條第1項

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

法規範或該裁判，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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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訴訟法第65條第1項

國家最高機關，因行使職權，與其他國家最高機關發生憲法上權限之爭議，經

爭議之機關協商未果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機關爭議之判決。

1 從上開規定可知，若聲請人有其他途徑、
方法可以維護其權利（限）者，即不得聲

請憲法解釋。如此除避免憲法法院之司法

資源浪費外，更能使憲法法院不輕易介入

紛爭，維護其作為最終紛爭解決機制之權

威性。

2 又「補充性原則」是否有例外？
1. 大法官第1125、1211號決議謂：「聲
請案件如在憲法上具有原則重要性，且

事實已臻明確而無爭議餘地、或在憲法

上具有原則重要性，經大法官決議受理

者，不在此限。」

2. 學說稱之為「飛躍上訴」，認若人民有
正當理由確信其無法於一般訴訟程序中

獲得救濟，且若經一般救濟途徑將使當

事人遭受重大難以回復之損害，則基於

人民權利保護之考量，得許人民毋庸經

一般救濟途徑，即得聲請大法官解釋為

補充性原則之例外。

3. 惟此次立法並未明文，而生疑義。吳信
華老師認為，經過此次立法後，我國憲

法訴訟法不承認「飛躍上訴」，人民必

須窮盡審級救濟途徑，始得聲請大法官

解釋。

4. 本文則參酌蔡宗珍老師的見解，認為：
既然訴訟之目的在於提供「即時、有效

之司法救濟」，若人民窮盡審級救濟途

這邊可能會是法研申論題的考點
喔～～答題模板像以下這樣寫就
可以囉！（記得涵攝嘿）
如果是考選擇題的話，就依現
行法作答吧～～不能「飛躍上
訴」。

Ti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