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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之社會檔案解析與實例試題演練 2.0 

 撰文／陸伯言老師 

 

壹、案情摘要（以下整理自媒體報導） 

案例
1
 

5 月 24 日，司法院擠滿了法新社、路透社等各國媒體，屏息等待著亞洲第一個同

婚釋憲案結果，這起釋憲案源於祁家威 2015年與同性伴侶登記結婚遭拒，這是祁

家威 2000年首度聲請釋憲遭拒後再提釋憲，終於在 2017年獲得大法官受理，由於

目前國內對於同婚存在著正反兩極立場，「修民法」及「立專法」兩派也各有支持

者，使得 2016年底送入立法院的婚姻平權草案處於動彈不得的局面，這也使外界

對於此次釋憲充滿期待，希望能透過司法途徑達成婚姻平權。 

下午 4點一到，司法院祕書長呂太郎出面公布同婚釋憲結果，根據釋字第 748號解

釋，現行《民法》「不允許同性婚姻」已與《憲法》第 7條及第 22條牴觸，構成

違憲，相關機關應於 2年內完成修正，如何修正屬於立法形成範圍，即便 2年後修

法未完成，同性伴侶仍可直接登記結婚，台灣正式成為亞洲第一個承認同性婚姻的

國家。 

由於此解釋文雖明確指出《民法》違憲，相關單位應修正法條，但卻未明確指出如

何修正，僅將修法空間留給立法院，等同於讓立院回到過去「修民法」或「立專法」

路線之爭，在場媒體仍期待司法院能給出明確指示，但呂太郎三緘其口，僅說這是

立法形成自由，不過他也向媒體說明，2年過後即使未完成修法，同性伴侶仍然可

以直接向戶政機關登記結婚，等於給同性伴侶最直接的保障。 

                                                      
1 葉瑜娟，報導者，<同性婚姻釋憲──度過難熬的每一天>，2017/5/24， 

https://www.twreporter.org/a/marriage-equality-top-court-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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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觀念解析 

一、何謂「立法形成空間」？ 

經常我們會看到大法官在釋字後，結論會說：「至於以何種形式達成……之保護，

屬立法形成之範圍。」但什麼是「立法形成」？ 

憲法是國家根本之大法，並且規範國家機關組織、職權、程序甚至是人民的基本權

利，而憲法本身也具有最高性及優越性，因此憲法本身的效力是拘束行政權、司法權以

及立法權，如同憲法本文 171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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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原則在釋字 185號解釋中有被確立：「司法院解

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為憲法第七十八條所明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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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解釋意旨為之，違背解釋

之判例，當然失其效力。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或其適用法律、命令所表

示之見解，經本院依人民聲請解釋認為與憲法意旨不符，其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者，得

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已非法律見解歧異問題。行政法院六十二年判字第

六一○號判例，與此不合部分應不予援用。」因此憲法的解釋是極為重要的，世界各國

的憲政體制中都會有所謂的「違憲審查制度」，目的就是在於透過憲法的解釋，把憲法

所確立的價值及原則，真正的融入到社會中，因此立法者對於大法官做出來的解釋，也

必須尊重，例如釋字第 405號解釋認為：立法院行使立法權時，雖有相當廣泛之自由形

成空間，但不得逾越憲法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本身。也就是說立法院不得在重新制定大

法官認為違憲的法律2。 

但有問題的地方在於「立法權」，立法院本身是具有民意，所以立法院所代表的「人

民公意」有的時候和「憲法的價值」會有衝突之處，尤其在我國大法官 15 位下，卻可

以做出影響全台灣 2,300萬人的解釋，難免會面臨所謂的「抗多數困境」，會陷入到「法」

和「政治」的爭議當中3。 

所以在這樣的衝突下，才會有所謂的「立法形成空間」，就是司法機關作出解釋後，

確定一個價值或是原則後，還是要尊重立法機關的「立法權」，因此告訴立法院：「我

們確定了喔！但是制度的形塑和制定，交給立法院來！」這樣才行在憲政體制下取得一

個平衡。 

                                                      
2 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論》，五版，頁 414。 

3 整理自李建良，<論立法裁量之憲法基礎理論>，《台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47期，頁 299～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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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無疑是一種「功能最適理論」示範，所謂的「功能最適理論」，是指各憲法機關

在分配國家事務時，應該用各個國家機關的特性，以「功能上最適當的機關結構」作為

劃分標準，由功能上最適當的機關來掌理該事務，為了使國家決定達到「儘可能正確」，

因此由內部結構、組成方式、功能與決定程序具備最佳條件的機關，來作成決定，這是

現代權力分立原則下最長被拿來解釋的途徑。 

因此當大法官作出憲法解釋時，大法官所代表的「司法權」，本身的功能就是對於

憲法本身的規定，如何詮釋及要不要適用在國家和社會中，但立法院所代表的「立法

權」，功能就是在大法官作出判定後，把大法官做的決定，「如何」應用在社會當中，

而這樣的「如何」，就是代表的「如何立法」。我們試著以目前最夯的同性婚姻案釋字

第 748號解釋來舉例：「民法第 4編親屬第 2章婚姻規定，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

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

22 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 7 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有違。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

布之日起 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至於以何種形式達成婚姻

自由之平等保護，屬立法形成之範圍。」 

在這邊大法官宣告了一個價值，就是現況下民法只規定「異性戀」可以結婚，而沒

有規定「不同性傾向的人」也可以結婚，這件事是違憲的！但是，如何去規定及形塑「不

同性傾向的人」可以結婚的法律，這就交由立法院來決定。 

仔細想想，若大法官今天不僅宣告違憲，還直接把法條立出來，大家會不會覺得很

奇怪？明明「立法」是立法院的事情，卻交由司法院來做，這無疑是一種「法官造法」，

因此司法院在做解釋時，都會很小心，深怕觸碰到立法權的核心，因此將大法官認為這

件事是需要立法來處理的，這就是「立法形成空間」。 

二、立法形成的意義及憲法基礎
4
 

立法政策的形成，到法律真正的落實，憲法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可能鉅細靡遺

的規範所有事物，所以有賴於立法者從中衡量各種政治情況以及社會價值等各種因素，

因此立法者無疑就是公民的具體法律生活形塑第一次形成者5。而這樣的立法形成的意

義以及其憲法的基礎究竟何在？ 

憲法的開放性與框架性： 

憲法之規定本身講求抽象性，因此通常並不會在憲法的條文裡面鉅細靡以的把所

有的細節都規範進去，一方面是可以讓立法有空間及彈性去形塑的制度，另一方

                                                      
4 整體參閱李建良，<論立法裁量之憲法基礎理論>，《台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47期，頁 151～241。 

5 李惠宗，《憲法要義》，七版，頁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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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若憲法越具體就意味著更加封閉，而阻礙了立法院立法的空間，更阻礙整體社

會思辨及交流的可能性。因此憲法的目的似乎像是一種框架，作為政治活動範圍

的界線，因此應該這樣解釋，如何制訂這樣的「框架」，是屬於憲法解釋的力量，

而在這樣的框架下如何填充內容，便是較具有政治性的立法問題。更白話一點，

憲法本身是要畫一個底線，而在底線之上的組裝，是立法權的事情，因為這樣的

組裝可能會因為各國的文化、政治性、社會性不同而有不同的風貌，而憲法就是

要避免立法突破框架，導致憲政體制的失序。所以立法者所享有一定程度的自

由，是一種「事物的本質」6。 

立法權之民主正當性： 

所謂「民主」是指透過選舉讓民意可以進入政治場域，實踐主權在民的意義。而

「正當性」通常是指在「實然面」是否有建立大家同意的「權威性」。因此根據

上述兩個原則，形成了現今社會下的立法制度，唯有民選的立委，才有民意基礎

制定法律，而制定法律的意義並非單單只是透過規則的具體化影響生活，而是反

映整個國家社會的需求，而這樣的反應，當然是需要各種的開放性，具體來說就

是公聽會、協商等等相關制度來形成，因此若立法院沒有「立法形成空間」，無

疑就是將立法院最主要的功能去除，國會制度也會失去意義7。 

國家資源之有限性： 

隨者國家的日漸擴大，資源也會隨著人數的增加以及工業的發展而有了減少的可

能性，資源的稀少性無疑展現。雖然從憲法的規範中，可以導出人民有請求國家

制定保障人民給付性的權利，但國家資源畢竟有限，並非可以無限擴張，憲法本

身的抽象性也無法來做更細緻的規範，來衡量資源的分配，再者資源的分配的「公

平性」要仰賴的並非「權利來源」，而是各方面的專家一起相互討論的，相互協

商下的產物，這應該是要屬於代表民意的立法院來做，唯有立法委員可以找尋民

間各個專業人士，透過各種公聽會以及討論協商，甚至進到立法院辯論，而產出

盡量接近公平性的法律，這點是十五個大法官的司法院無法做到的。如同大法官

釋字第 485號解釋所說的：「惟鑒於國家資源有限，有關社會政策之立法，必須

考量國家之經濟及財政狀況，依資源有效利用之原則，注意與一般國民間之平等

關係，就福利資源為妥善之分配，並應斟酌受益人之財力、收入、家計負擔及須

照顧之必要性妥為規定，不得僅以受益人之特定職位或身分作為區別對待之唯一

依據；關於給付方式及額度之規定，亦應力求與受益人之基本生活需求相當，不

                                                      
6 李建良，<論立法裁量之憲法基礎理論>，《台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47期，頁 203。 

7 李建良，<論立法裁量之憲法基礎理論>，《台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47期，頁 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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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超過達成目的所需必要限度而給予明顯過度之照顧。立法機關就上開條例與本

解釋意旨未盡相符之部分，應通盤檢討改進。」8 

三、相關釋字案例解析 

釋字第 421號解釋（節錄）：「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一日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

一條第八項規定，國民大會自第三屆國民大會起設議長、副議長，由國民大會代表互選

之。國民大會議長對外代表國民大會，對內綜理會務，並於開會時主持會議，屬經常性

之職位，與一般國民大會代表有異，自得由國庫支給固定報酬。至報酬之項目及額度，

在合理限度內係屬立法機關之權限。是立法院通過八十六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中，關於

議長、副議長之歲費、公費及特別費部分，與憲法尚無牴觸。」大法官認為，國民大會

的議長、副議長的薪水由國家支付，是可以的（歲費、公費及特別費），所以大法官的

工作就是認定「行不行」，但至於怎麼樣制定「合理」的「額度」，這邊就需要更細緻

的討論，並且反應國家整體需求考量以及社會的評價，這方面就並非叫不具有民意的大

法官來做決定，因此就給立法院來決定。 

釋字 442號解釋（節錄）：「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九條規定，選舉訴訟採二審終結不得提起再審之訴，係立法機關自

由形成之範圍，符合選舉訴訟事件之特性，於憲法保障之人民訴訟權尚無侵害，且為增

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亦無牴觸。」本號釋字其實提及的是所謂的「訴

訟權」，而所謂的訴訟權是指憲法本文第 16 條所規定的：「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

之權。」且在釋字第 368號解釋中，吳庚大法官的協同意書中有提及訴訟權所保障的範

圍：「憲法第十六條訴訟權之保障範圍，實涵蓋下列四項構成事實： 凡憲法所保障之

權利，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不法侵害，國家均應提供訴訟救濟之途徑，並由司法機關

作終局之裁判。享有此項權利之主體，並不限於本國國民，亦不限於自然人，並及於外

國人及法人，蓋作為受益性質之訴訟權，本質上係人類的權利而非僅屬國民的權利，且

亦非專屬於自然人，乃為兼屬法人（或團體）之權利。 訴訟救濟途徑係由各級法院構

成之審級制度，雖不排除其他先行程序（訴願程序即行政訴訟之前置程序），但至少其

最後之審級應屬法院，而所謂法院必須由憲法第八十一條之法官所組成，始足相當。此

在若干國家之憲法，稱之為接受法律上之法官審判之權利。 法院所踐行之程序應符合

一般民主法治國家所遵循之原則，諸如審判獨立、公開審理、言詞辯論、攻擊防禦方法

之對等、審判與檢察部門之分離、不得強迫被告自認其罪，不得舉行群眾公審等；訴訟

程序係法律保留事項，應以法律作明確之規定，其完備之程度且不得較憲法制定時已存

                                                      
8 李建良，〈論立法裁量之憲法基礎理論〉，《台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47期，頁 20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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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訴訟制度為更低。 訴訟過程中之實際運作，固不得違反法定程序，倘實際運作受

法律以外之成文或不成文例規之支配，致審級制度喪失功能、人民無法享有公平審判之

權益或訴訟程序全程終了，仍無從獲得有效救濟，亦與憲法本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有

違。基本權利之保障範圍既經確立，釋憲機關即應審查由法令或例規所形成制度保障，

是否與各該權利之保障範圍相吻合，受保障之事項有無遭受侵害之情事。」從該意見書

可以看得出來訴訟權幾則，例如「最後審級應為法院，司法機關作為終局裁判」、「審

判獨立、公開審理、言詞辯論、攻擊防禦方法之對等、審判與檢察部門之分離、不得強

迫被告自認其罪，不得舉行群眾公審」、「不得有不成文審判規定」等等，因此「審級

制度」似乎並非訴訟權的核心內涵，也就是說，「審級制度」應如何去規範，是屬於「立

法權」的事，只要「立法權」在形塑「審級制度」時，要滿足上述的原則就好，所以本

號釋字才會說：「選舉訴訟採二審終結不得提起再審之訴，係立法機關自由形成之範

圍……」就是明確的將「訴訟權」透過「司法權」和「立法權」的工作劃分，來在法律

中被實踐，達到彼此的功能職責，另一方面也維持權力分立的原則。 

釋字第 512號解釋（節錄）：「對於被告判處死刑、無期徒刑之案件則依職權送最

高法院覆判，顯已顧及其利益，尚未逾越立法機關自由形成之範圍，於憲法保障之人民

訴訟權亦無侵害，與憲法第七條及第二十三條亦無牴觸。」此號釋字也是在訴說訴訟權

的部分，大法官認為死刑、無期徒刑的案件，已經會依職權送進最高法院，符合上述的

「最後審級應為法院，司法機關作為終局裁判」的原則，因此有符合人民救濟的權利，

也就沒有立法形成空間的問題。 

釋字第 596號解釋：「憲法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其內涵

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立法機關基

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差別對待。國

家對勞工與公務人員退休生活所為之保護，方法上未盡相同；其間差異是否牴觸憲法平

等原則，應就公務人員與勞工之工作性質、權利義務關係及各種保護措施為整體之觀

察，未可執其一端，遽下論斷。勞動基準法未如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請領退休金之權利

不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係立法者衡量上開性質之差異及其他相關因素所為之不同規

定，屬立法自由形成之範疇，與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無牴觸。」大法官認為勞工和公

務員本質上可能有所不同，而這並不是我們大法官可以決定他們不是不同的，因此立法

上將他們的退休金做出不一樣的規範，這是立法權的部分，不同不代表違反平等原則。 

不過有趣的是，在此號解釋中，許玉秀及許宗力大法官提出了不同意見書：「本件

如果涉及公務員與勞工退休制度之具體內容之比較，則因關係到國家整體資源的配置與

運用、社會環境、經濟結構及勞雇關係等複雜政策性問題，基於功能最適之考量，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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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嚴格審查，而應留給政治部門較廣泛之政策形成空間，甚至兩種退休制度的個別具體

內容，是否都具有「可相提並論性」，因而可以進行平等審查，亦非無疑問。但須澄清

者，本件所涉及的，終究並非勞工與公務員退休制度之比較與平等審查，而係滿足退休

條件後，為進一步保護退休人員之經濟生活所採取的社會政策是否公平的問題，與國家

資源之配置與運用無關。當差別待遇涉及社會政策領域，基於功能最適之考量，原則上

固然亦應從寬審查，但本件仍須考量其他相關因素。如果另方面考慮到，退休金請求權

可否扣押、讓與等，涉及退休人員生存權之保障，司法審查即不宜從寬、放任，加上憲

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亦明定國家對勞工生活之特別保護義務，基於此憲法的特別保護誡

命，更不宜從寬審查，而應作比較嚴格之平等審查。」所以兩位大法官其實是認為，固

然這種資源分配的處理，依照功能最適理論，確實應該要由政治部分來處理，但本案當

中是退休之後的經濟生活是否「公平」，涉及到平等權的處理，因此這邊大法官應該就

不應審查放寬，應該要有更多的介入。 

釋字第 653號解釋理由書（節錄）：「受羈押被告不服看守所之處遇或處分，得向

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者，究應採行刑事訴訟、行政訴訟或特別訴訟程序，所須考慮因

素甚多，諸如爭議事件之性質及與所涉刑事訴訟程序之關聯、羈押期間之短暫性、及時

有效之權利保護、法院組織及人員之配置等，其相關程序及制度之設計，均須一定期間

妥為規畫。惟為保障受羈押被告之訴訟權，相關機關仍應至遲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

內，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羈押法及相關法規，就受羈押被告及時有效救濟之訴訟制

度，訂定適當之規範。羈押法第六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申訴制度雖

有其功能，惟其性質、組織、程序及其相互間之關聯等，規定尚非明確；相關機關於檢

討訂定上開訴訟救濟制度時，宜就申訴制度之健全化、申訴與提起訴訟救濟之關係等事

宜，一併檢討修正之，併此指明。」本號釋字也和上述類似，大法官宣告羈押法規定違

憲，但至於違憲之後如何去規範，也是屬於立法權的事。 

釋字第 718號解釋理由書（節錄）：「室外集會、遊行需要利用場所、道路等諸多

社會資源，本質上即易對社會原有運作秩序產生影響，且不排除會引起相異立場者之反

制舉措而激發衝突，主管機關為兼顧集會自由保障與社會秩序維持（集會遊行法第一條

參照），應預為綢繆，故須由集會、遊行舉行者本於信賴、合作與溝通之立場適時提供

主管機關必要資訊，俾供瞭解事件性質，盱衡社會整體狀況，就集會、遊行利用公共場

所或路面之時間、地點與進行方式為妥善之規劃，並就執法相關人力物力妥為配置，以

協助集會、遊行得順利舉行，並使社會秩序受到影響降到最低程度。在此範圍內，立法

者有形成自由，得採行事前許可或報備程序，使主管機關能取得執法必要資訊，並妥為

因應。」本號釋字這段主要是在說，集會遊行的規定，是立法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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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可以看得出來，「如何規定」是立法權的事情，大法官在做的事情不是「如

何」規定，而是這樣規定究竟合不合憲，簡單來說就是大法官給個大方向，立法院把大

方向給細緻化。 

但提醒大家的是大法官對於「立法行成空間」的用語其實並不精確，大法官並未有

統一的詞語來表達此概念，大法官曾用過「立法裁量」（釋 392）、「立法機關得為合

理之裁量」（釋 290）、「在立法得裁量之範圍內」（釋 246）、「立法自由形成範圍」

（釋 445）、「立法政策之事項」（釋 490）、「屬立法者之權限」（釋 393）、「立

法上待酌之問題」（釋 160）、「係立法問題」（釋 434）9。 

而蘇永欽大法官就認為大法官應該要在用語上使用更加精準，他認為「立法裁量」

因為只是單純對於審查結果不違憲的重複描述，這樣的概念容易混淆，盡量應該不要再

使用，且該詞語具有較為主動的規範性概念，應該要使用「立法形成空間」或「立法形

成餘地」這樣描述性的詞語10。 

四、立法形成空間的失敗？ 

雖然大法官念茲在茲的小心衡量憲法解釋的空間，以防侵犯「立法形成空間」的可

能性，但會不會給立法院立法形成空間，但立法院怠惰的情況呢？ 

釋字第 653號解釋：「羈押法第六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不許

受羈押被告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之部分，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

違，相關機關至遲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羈押法及相

關法規，就受羈押被告及時有效救濟之訴訟制度，訂定適當之規範。」這個例子前述舉

過，就是大法官認為「不許受羈押被告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的部分違憲，並且給

予立法院兩年的時間修正。 

但本號釋字並沒有特別說要是「兩年後立法院沒修」該怎麼辦？本號釋字是在 2008

年 12月 26日公布，結果兩年內立法院都沒有修正，一拖再拖，全民利益受損，有人被

羈押收請救濟，最高行政法院以：「系爭規定雖經解釋為牴觸憲法，但並未即時失效，

是該解釋結果並未對聲請人之個案有利，其聲請再審即與上開行政訴訟法規定之要件不

合，非屬該項規範範圍而駁回。」因此只好再聲請大法官釋憲。 

而大法官只好在釋字第 720解釋：「羈押法第六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一項

之規定，不許受羈押被告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之部分，業經本院釋字第六五三號解

釋，以其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宣告相關機關至遲應於解釋公布

                                                      
9 李建良，<論立法裁量之憲法基礎理論>，《台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47期，頁 237～240。 

10 蘇永欽，<走入新世紀的憲政主義>，《立法裁量與司法審查》，元照，初版，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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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二年內，依解釋意旨，檢討修正羈押法及相關法規，就受羈押被告及時有效救濟

之訴訟制度，訂定適當之規範在案。在相關法規修正公布前，受羈押被告對有關機關之

申訴決定不服者，應許其準用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十六條等有關準抗告之規定，向裁定羈

押之法院請求救濟。本院釋字第六五三號解釋應予補充。」但這樣大法官替立法者作出

決定，是不是一種「司法權」侵害「立法權」的狀況？明明已經給予立法院立法形成空

間，大法官怎麼可以去侵犯「立法形成空間」，這樣是不是破壞權力分立？但是另一方

面，立法院確實不作為啊，這樣人民的權益又要誰來守護？ 

針對這樣的狀況，大法官在本號釋字有許多精彩的建議，如陳新民大法官的不同意

見書：「我國立法者在釋字第六五三號解釋公布後至今五年，未花上一分心思來審議此

案，也是明顯的事實。這種典型、且無理由推諉的「立法怠惰」，當然值得朝野各黨派

與國人予以重視，甚至抨擊！然而，事關整個看守所羈押被告、甚至監獄受刑人的人權

保障與救濟之法制，不應由本院大法官予以如此簡單的方式－向裁定羈押之法院提起準

抗告，就可以解決。儘管上述的宣示僅是「暫時性」，容許立法者仍保有另行縝密建構

救濟法制的形成自由。惟本號解釋已將救濟程序定位在「刑事訴訟之準抗告」，試問立

法者若要推翻之，是否要詳備理由，而大法官若承認本號解釋此部分之立論，立法者日

後「可隨後改變」之？如此一來，大法官解釋及其論理依據的權威性，會否受到戕害乎？」

可見陳新民大法官認為即便「立法怠惰」，但也不應該大法官來做這樣的事！ 

而李震山大法官的協同意見書則認為：「當法律與命令違反自由、民主、法治的憲

政基本精神時，公權力若仍僵化依法而治（rule by law），包括『依法行政』或『依法

審判』，其在『惡法亦法』的形式正當性保護傘下，會產生何等制度性的弊害，實不難

想像。為防阻此種狀況，現代憲法乃於未具充分民主正當性的司法權中設違憲審查

（judicial review）機關與制度，賦予它得針對具高度民主正當性國會所制定法律為合憲

性審查，藉以制衡立法權可能的恣意。此種制度設計，固然會形成所謂『抗民主多數決

困境』（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但卻可以打破『國會至上』神聖不可侵犯或

『惡法亦法』的魔咒，就維繫憲政秩序與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目的，有高度正當性基礎。

基此，本席只能祈望，違憲法令定期失效的現制，莫再被不當使用，以免繼續侵蝕得來

不易的司法違憲審查制度！」李震山大法官則認為在「立法怠惰」的情況下，司法院似

乎做出這樣的違憲審查，並沒有不好，並且它提及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定期失效」

的問題！若有違法律被宣告違憲，卻給予一些時間讓「立法形成空間」處理，但不是同

時也告訴大家，這樣「違憲」的法律，可以繼續存在一段時間？所以在釋字第 720號解

釋中，湯德宗大法官也做出這樣的呼籲：「本號補充解釋意謂著大法官開始嚴肅思考如

何貫徹憲法解釋的意旨。本席衷心期盼全體大法官能夠再接再厲，更進一步適時補充解

釋：憲法解釋宣告某系爭規定違憲並限期失效時，在所定期限屆至（系爭規定正式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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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原聲請（解釋之）人應如何救濟？及原聲請（解釋之）人依據有利之憲法解釋，循

再審途徑尋求救濟時，如何確保憲法解釋之意旨能貫徹於再審判決（避免發生口惠而實

不至的情形）？」 

而這樣的呼籲也在釋字第 725號解釋中得到確立（節錄）：「本院就人民聲請解釋

憲法，宣告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令於一定期限後失效者，聲請人就聲請釋憲之原因

案件即得據以請求再審或其他救濟，檢察總長亦得據以提起非常上訴；法院不得以該法

令於該期限內仍屬有效為理由駁回。如本院解釋諭知原因案件具體之救濟方法者，依其

諭知；如未諭知，則俟新法令公布、發布生效後依新法令裁判。……」簡單來說，就是

大法官告違憲後，在「違憲法律」還存在的狀況下，法院不可以以「違憲法律」還存在

而駁回，要看該釋字有沒有提及救濟方法，如果沒有，就要等新法公布後再依新法處理。

無疑是針對「立法形成空間」的一個挑戰！ 

所以陳新民大法官對於這樣的法官造法仍是感到無奈，認為該號釋字可以做的更

好，他在釋字第 725號的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中最後提及：「『大法官造法』」如

同法官造法一般，目的在補足成文法的缺失並追求個案正義。然而這是不得已之必要之

舉，應屬特例而非常例。一般法院法官『造法』多半在個案中進行，而非提升到制度運

作層次。惟憲政實務運作上，上述眾多『大法官造法』下的產物，已成為我國釋憲制度

日常運作的主要成分而被視為常態，其中更不乏關涉人民能否據以提起救濟之法源依

據。自大法官作出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起，已超過三十年矣！立法者仍未對大法官職權

與解釋效力等事項，進行完整的立法。以西方民主國家角度而論，社會輿論早已大力抨

擊立法者的怠惰與失職矣。本席期待立法者應將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正草案的審理與通

過，列於第一要務。希望立法者能夠本於職責及體察釋憲制度對人民權利與維護國家法

治品質重要性，儘速讓大法官釋憲制度運作能更有效率，獲得國民更大的信賴。秉此信

念，對本號解釋之內容，本席認為應朝下列方向宣告當更為妥適：『凡宣告定期失效之

法令，原因案件當事人應有獲得救濟之機會；其應俟新法通過後提起救濟。如再審期間

已逾期，可在新法修正公布後一個月內提起再審。』」 

參、案例演習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05號解釋理由書明示：「立法院行使立法權時，雖有相當廣

泛自由形成空間，但不得逾越憲法規定及司法院所為之憲法解釋。」此項明示對違憲審

查有何影響？（節錄） 【97司法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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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點提示｜ 

本題涉及權力分立原則之論述，以及制度性保障之解釋，以下分析如下： 

◎立法權不得逾越司法權的解釋： 

憲法本文 171條規定：「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法律與憲法有無抵觸發生疑義時，

由司法院解釋之。」同時釋字第 185號解釋：「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

命令之權，為憲法第七十八條所明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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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解釋意旨為之，違背解釋之判例，當然失其效力。」 

由此觀之，可知當司法院作出解釋時，立法院雖然有所謂的「立法形成空間」，讓

立法院有一定的空間來形塑法律的規範，但此規範不能跳脫司法院的大法官解釋。以功

能最適理論來說，司法權和立法權相合作，由司法權做出決定，由立法院來做出具體規

則，符合權利分立原則。 

唯有學者認為，立法院立法的界線並不全然受到司法院的控制，應該要促進所謂到

「憲法對話」，立法院立法若有問題時，應該在提起釋憲，這樣的反覆對話不會因為司

法權做出決定後而完全定局，反而可以讓國家憲法真正的被討論，真的被對話。 

 

NEW PAOCHEN   ALWAYS FIGHT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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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行政法最新修法精析 

—公務人員保障法 

 撰文／王 齊老師 

壹、公務人員保障法最新修正

一、修正現況 

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26 日立法院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15 次會議通過（106.6.9 立

法院法律系統查詢結果，總統尚未公布）。 

增訂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9 條之 1、第 11 條之 1、第 11 條之 2、第 12 條之 1 及第

24 條之 1 條文；並修正第 3、10、11、17、21、22、26、43、51、71、74、77、

78、80、83、85～88、91、93～95 條及第 100～103 條文。 

二、保訓會「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請注意，保訓會通過的保障法草案與立法院三讀通過的版本，有些微不同的地方，

例如第 17條之修正是立法院通過，但保訓會草案中並沒有） 

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係公務人員權益賴以保障之核心法規，全文計

104 條，內容包括實體保障與救濟程序（復審、再申訴程序）。該法自 92 年 5 月 28 日

修正公布迄今，施行已十餘年，期間人事相關法規、行政程序法及行政救濟法規，已有

諸多變革，例如考試院自 103 年起，擴大實施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未占缺訓練制度；

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修正規定人民之公法上請求權時效為十年；訴願法亦刻正研修中。

為使公務人員保障法制與時俱進，使公務人員之權益保障機制更臻完備，保障法有檢討

修正之必要，爰修正本法： 

增訂公務人員於停職、休職、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但不得執行職務。

（修正條文§9-1） 

為保障經依法休職或申請留職停薪之公務人員之復職權利，增訂此類人員之復職

規定。（修正條文§11-1） 

為保障公務人員有不服公職之權利，增訂公務人員之辭職，應以書面為之。除有

危害國家安全之虞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不得拒絕之。

（修正條文§12-1） 

102.01.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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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兼顧公益之維護，及公務人員生命及身體安全之保障，增訂依職務性質負有特

別義務或獨自執行職務者，得視情況暫時停止執行職務。（修正條文§20） 

為符合司法院釋字第 474 號及第 723 號解釋，關於時效制度應逕由法律明定，自

不得授權行政機關衡情以法規命令訂定或由行政機關依職權以命令定之解釋意

旨，增訂依本法或本法授權法規規定之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依其請求

權性質，分為十年及二年二種。（修正條文§24-1） 

為因應實務需求，並完整保障公務人員權利，增訂拒絕申請之課予義務復審。（修

正條文§26） 

鑑於調處程序可增進行政效率、維持機關內部之和諧及減少行政成本之支出，增

訂調處程序適用於復審事件。（修正條文§85～88） 

為因應電子化政府及公文無紙化政策，關於保障事件決定書及其執行情形之公告

周知方式，增訂可公布於資訊網路之方式。（修正條文§93）  

鑑於本會為再申訴事件最終救濟機關，再申訴事件經本會決定後，當事人無其他

救濟管道，增訂再審議程序適用於再申訴事件。（修正條文§94、95、100、101） 

為配合考試院實施未占缺訓練制度，增訂應各種公務人員考試錄取，未占法定機

關、公立學校編制職缺參加學習或訓練之人員為本法之準用對象。（修正條文§

102）  

鑑於本法自九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迄今，已施行十餘年，爰刪除新舊法

過渡期間之適用規定。（修正條文§103） 

三、修正內容 

： 

第 3 條 

本法所稱公務人員，係指法定機關（構）及公立學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之

有給專任人員。 

第 102 條 

Ⅰ下列人員準用本法之規定：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施行前已進用未經銓敘合格之公立學校職員。 

二、私立學校改制為公立學校未具任用資格之留用人員。 

三、公營事業依法任用之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