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憲法圖像之建構

Step 1 憲法基本概念
國家考試★★☆☆☆／研究所考試★★☆☆☆
以國家考試而言，就此部分涉及考點較少，自 87 年律師司法官考試至
今，約僅有 3 題涉及，惟於 98 年度司法官考題中出現之憲政主義卻令
考生不知從何下筆，而損血過高；另從研究所考試而言，卻是諸多研究
所考試憲法考科的常客。雖該部分，考試上比重不高，但往往給予致命
一擊，且對於基本概念若較不穩者，對於憲法學習可能產生跛腳之憾，
因此建議熟稔基本概念以防考試突擊。

憲法的意義
以歷史發展區分：固有意義憲法、近代立憲（憲政）主義憲法、
現代意義的憲法
以憲法內容區分：形式意義的憲法與實質意義的憲法
以憲法形式區分：成文憲法與不成文憲法
以憲法實踐區分：規範性憲法、名目（名義）性憲法、字義（詭
譎）性憲法
憲法的制定與修改
憲法的制定→制憲權（性質：創始權，來自於政治力）
憲法的修改→修憲權（被制定權）
修憲程序：憲法增修條文第 1、12 條
修憲界線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釋 499、721】
憲法變遷
憲法變遷的意義：【釋 392】
憲法變遷的方式
憲政慣例
要件
釋憲實務【釋 419、461】
憲法解釋
一般法律解釋方法
憲法特殊解釋方法（合憲解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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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內容
釋字第 499 號解釋

解題方向與分析
◎若題目涉及：

憲法增修條文與未經修改之憲法條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內涵
文係處於同等位階，惟憲法條文中 憲政主義之內涵
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
立之基礎者，如聽任修改條文予以
變更，則憲法上整體規範秩序將形

修憲的界線
憲法變遷

同破毀，此等修改之條文則失其應 修憲條文得否為釋憲之標的
有之正當性。我國憲法雖未明定不 憲法破毀
可變更之條款，然憲法條文中，諸 ……等考題
如：第一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國原
則、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第二章
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權力分立

都與釋字第 499、721 號解釋，因此
對於重要內涵必須熟記。

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重要
性，亦為憲法基本原則之所在。基 ◎佳句名言：
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於我國憲法中
秩序，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

諸如：第 1 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

礎，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

國原則、第 2 條國民主權原則、

義務。國民大會為憲法所設置之機

第 2 章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

關，其具有之職權既為憲法所賦

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

予，亦應受憲法之規範。……憲法

質之重要性，亦為憲法基本原則

之修改涉及基於前述基本原則所形

之所在，若聽任修改條文予以變

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違反者，

更，則憲法文予以變更，則憲法

已悖離國民之付託，影響憲法本身

上整體規範秩序將形同破毀。

存立之基礎，應受憲法所設置其他 憲法之修改如未違反民主共和國
權力部門之制約，凡此亦屬憲法自

原則、國民主權原則，或未涉人

我防衛之機制。從而牴觸憲法基本

民基本權核心內涵之變動，或不

原則而形成規範衝突之條文，自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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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之違反，即
未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釋字第 721 號解釋

◎憲章&憲律：

憲法為國家根本大法，其修改應由

憲法條文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

修憲機關循正當修憲程序為之。國

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其作

民大會為憲法所設置之修憲機關，

用係在於保持憲法基本價值決定

基於修憲職權所制定之憲法增修條

的同一性，不因修憲而遭到變更

文與未經修改之憲法條文，係處於

→指的就是「憲章」。

同等位階，惟憲法條文中具有本質
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
者，如聽任修改條文予以變更，則
憲法整體規範秩序將形同破毀，該
修改之條文即失其應有之正當性。

◎矛盾之處：
兩號解釋皆承認「憲法規範即有
其位階性」。

憲法條文中，諸如：第一條民主共 然卻認為「修憲職權所制定之憲
和國原則、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 法 增修 條文與未經修改之憲法 條
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權

文，係處於同等位階」。

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 亦即憲法修改部分應屬「憲律」，
重要性，亦為憲法整體基本原則之

而憲法本文中不得修改部分屬

所在。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

「憲章」其位階應為不同。

民主憲政秩序，乃現行憲法賴以存
立之基礎，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
遵守之義務。憲法之修改，除其程
序有明顯重大瑕疵或內容涉及自由
民主憲政秩序之違反者外，自應予
尊重。申言之，憲法之修改如未違
反前述民主共和國原則、國民主權
原則，或未涉人民基本權核心內涵
之變動，或不涉權力分立與制衡原
則之違反，即未違反自由民主憲政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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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392 號解釋理由書

◎建議可以熟讀該部分，不管於憲

憲法並非靜止之概念，其乃孕育於

法變遷上有其適用外，就憲法解

一持續更新之國家成長過程中，依

釋理由上，即得以之為詮釋。

據抽象憲法條文對於現所存在之狀
況而為法的抉擇，當不能排除時代
演進而隨之有所變遷之適用上問
題。
釋字第 419 號解釋理由書

◎憲政慣例的分析：

憲政慣例在不成文憲法國家，恆居 不成文憲法國家。
重 要 地 位 ， 其 規 範 效 力 亦 不 容 置 成文憲法國家→補充效力。
疑。至於在成文憲法之下，雖亦有
要件：
憲政慣例之概念，但僅具補充成文
反覆發生之慣行。
憲法之作用，尚不能與前者相提並
論 。 所 謂 慣 例 係 指 反 覆 發 生 之 慣 歷經長久時間仍受遵循，具法之
行，其經歷長久時間仍受遵循，而
被確信具有拘束行為之效力時，始

確信。
不得有先例違反。

屬不成文規範之一種。若雖有行為 ◎釋字第 461 號解釋：
之先例，但因亦曾出現相反之先例
或因有牴觸成文規範之嫌，拘束力
備受質疑者，即不能認其為具備規
範效力之慣例。本件副總統兼任行

司法、考試、監察三院院長，本於
五院間相互尊重之立場，並依循憲
政慣例，得不受邀請備詢。

政院院長，以往雖有二例，然亦有
因當選副總統而立即辭卸行政院院
長之一例，況此種兼任是否牴觸憲
法，既有爭論，依上開說明，自不
能認已成為我國之憲政慣例而發生
規範效力。
釋字第 31 號解釋文
憲法第 65 條規定立法委員之任期為

◎釋字第 31 號解釋與釋字第 261 號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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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第 93 條規定監察委員之任期 定期改選為民主憲政所必要。
為 6 年。該項任期本應自其就職之 除非國家發生重大變故，不能辦
日起至屆滿憲法所定之期限為止， 理改選才能具有例外。
惟值國家發生重大變故，事實上不 兩號解釋因「當前情勢」之不同
能依法辦理次屆選舉時，若聽任立

而有不一樣的解釋結果，使稱為

法、監察兩院職權之行使陷於停

「政治後果考察原則」。

頓，則顯與憲法樹立五院制度之本
旨相違，故在第二屆委員未能依法
選出集會與召集以前，自應仍由第
一屆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繼續行使
其職權。
釋字第 261 號解釋文
中央民意代表之任期制度為憲法所
明定，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當選就
任後，國家遭遇重大變故，因未能
改選而繼續行使職權，乃為維繫憲
政體制所必要。惟民意代表之定期
改選，為反映民意，貫徹民主憲政
之途徑，而本院釋字第 31 號解釋、
憲法第 28 條第 2 項及動員戡亂時期
臨時條款第 6 項第 2 款、第 3 款，
既無使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無限期
繼續行使職權或變更其任期之意，
亦未限制次屆中央民意代表之選
舉。事實上，自中華民國 58 年以來，
中央政府已在自由地區辦理中央民
意代表之選舉，逐步充實中央民意
機構。為適應當前情勢，第一屆未
定期改選之中央民意代表除事實上
已不能行使職權或經常不行使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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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即查明解職外，其餘應於中
華民國 80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終止行
使職權，並由中央政府依憲法之精
神、本解釋之意旨及有關法規，適
時辦理全國性之次屆中央民意代表
選舉，以確保憲政體制之運作。
釋字第 585 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部 ◎合憲解釋的意義：
分不同意見書

合憲解釋指系爭法律倘若有數個

所謂合憲解釋指系爭法律倘若有數

可能合理的解釋，只要其中一個解

個可能合理的解釋，只要其中一個

釋可能可以導致法律獲致合憲之

解釋可能可以導致法律獲致合憲之

判斷，釋憲者即有義務依此方向解

判斷，釋憲者即有義務依此方向解

釋法律，並為法律合憲之判斷。

釋法律，並為法律合憲之判斷。明 ◎合憲解釋的目的：
顯地，合憲解釋是出於司法者對有

司法者對有直接與多元民主正當

直接與多元民主正當性基礎之立法

性基礎之立法者的尊重。

者的尊重，有其合理性。惟適用合 ◎合憲解釋的界線：
憲解釋原則也有其界限，例如不得
逾越文字可能合理理解的範圍、不
能偏離法律明顯可辨的基本價值決
定與規範核心。尤其逾越立法的基
本價值決定與規範核心，強賦予法
律明顯非立法者所欲之內容，再宣
告其合憲，這種解釋方式，與其說
是出於對立法者意志儘可能最大的
尊重，倒不如說是司法者僭越立法
者地位立法，與對立法者的善意強
暴無異。

不得逾越文字可能合理理解的範
圍。
不能偏離法律明顯可辨的基本價
值決定與規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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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32 號蘇永欽大法官協同意 ◎ 本 號 解 釋 之 理 由 書 僅 具 學 術 參
考，無須多花時間理解。

見書
三、合憲法律解釋的類型與正確操
作的方法
本件解釋最後的判斷：「在……
範圍內已構成違憲，應不予適
用」，和過去常見到的、從法律
適用上去限縮的另一種判斷：
「在……範圍內尚不構成違
憲」，同樣都是合憲法律解釋方
法的運用，……，後者在形式上
雖有部分內容失效，前者則保有
整條的效力，但實質上前者原有
的適用可能性減少了，其規範力
同樣已經減損，因此有後者為
「量」的部分違憲，前者則為
「質」的部分違憲之說。不論正
面表述的限縮適用，還是反面表
述的限縮適用，都有類似外科手
術的排除法條違憲瑕疵，保留法
條整體生命的功能。
韓國學者把這兩種合憲性解釋
分別稱之為限定合憲解釋和限
定違憲解釋，憲法裁判所的正式
統計也把這兩種合憲性解釋和
「與憲法不一致」並列為三種
「變形決定」。
去回顧本院過去作的合憲法律
解釋，特別令人驚豔的是，歷任
大法官無意中的選擇竟和這樣
的理論大體暗合！簡言之，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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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的憲法法院一樣，只有在法
院已經形成穩定一致的見解，而
這種見解正好是憲法要避免的
情形，大法官才會選擇限定違憲
解釋，多數的情形，不是已有活
法而活法並不違憲，或尚未形成
活法，大法官都會選擇比較溫和
的限定合憲解釋。
釋字第 523 號王澤鑑、吳庚大法官 ◎建議可搭配釋字 585 號許宗力大
法官意見書一併使用，更加完整。
部分不同意見書
所謂符合憲法之法律解釋，指應依
憲法之規範意旨及價值體系解釋法
律，而於某項法律規定有多種解釋
可能時，為避免該項法律被宣告為
違憲，應採可導致其合憲之解釋，
以維護法秩序之統一。此項合憲性
解釋係以法律為對象，性質上屬法
律體系解釋，在其具體化的過程
中，須對憲法加以詮釋，一方面在
於保全法律，以維護法秩序的安
定，他方面亦在開展憲法，以實踐
憲法的規範功能。不惟普通法院負
有依合憲原則解釋法律之義務，釋
憲機關更可藉此原則之運用達成規
範控制之目的，期能在發現規範內
容的過程中，調整下位規範與上位
規範（如刑事法律與憲法）的互動
關係及貫徹同位階規範（如刑法與
特別刑法）之價值判斷。就釋憲方
法言，若無害於人民權益之保障，
合憲性解釋應先行於違憲解釋，以
維持法秩序之和諧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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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憲政主義）

何謂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
，主要精神為何？中華民國憲法

1

的運作如何體現憲政主義的精神？為何有些國家，雖有成文憲法
卻沒有被列入憲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的國家？請討
論之。

【98 司法官】

有話要說
現行國家考試考題偏向以「實例題」為主，鮮少以「申論題」為單一題
型命題，就申論題型而言，著重於答題架構以及回答之完整性，故建議
以「？」作為答題標準。
就本題提出三個問題，
憲政主義主要精神→應以憲政主義的內涵為作答。
中華民國憲法的運作如何體現憲政主義的精神→以釋字第 499 號解
釋中所提，但須搭配憲法條文，方得符合題旨。
本題最困難乃在此部分，注意題目已經成為「憲政」
「民主」
，故建議
須先對「憲政民主」為開展，再搭配憲政主義本身實踐的問題為結尾。
試擬答題大綱如下：
憲政主義作為民主國家之重要內涵
憲法基本原則、基本權保障及違憲審查為我國憲法體現憲政主義之方
式
憲法的實踐作為憲政民主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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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703 字）
分數 題號 （作答請從第 1 行開始書寫，並請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憲政主義作為民主國家之重要內涵：
憲政主義係指「有限政府」
，亦即藉由憲法之規範，限制政
府組成及權力行使，以建構一有限政府，人民基本權利之
保障，並以違憲審查制度來落實憲法規範之實踐。 1
其憲法規範應有規定民主原則、法治原則、與權力分立制
衡原則等。以民主程序組成政府、以權力分立制衡原則分
配政府權力及以法治原則限制國家權力的行使。
憲法基本原則、基本權保障及違憲審查為我國憲法體現憲政
主義之方式：
按釋字第 499 號解釋闡述，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
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諸如：第 1 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
國原則、第 2 條國民主權原則、第 2 章保障人民權利、以
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亦為
憲法整體基本原則之所在。
我國憲法中規範有憲法第 1 條民主國原則、第 2 條國民主
權原則、憲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憲法第 80 條依法審
判原則，以及由立法、行政、司法、考試及監察所確立的
五權分立，以及憲法第 78 條由司法院大法官所職掌之憲法
解釋，此皆為憲政主義之展現。
憲法的實踐作為憲政民主的準則 2：
1

2

詳細論述請參考：林子儀、葉俊榮、黃昭元、張文貞，憲法－權力分立，新學林，2006
年 10 月，頁 10～11。
林子儀等 4 人，憲法－權力分立，頁 14～16。

第一章

憲法圖像之建構

憲政民主乃係以憲政主義與民主之結合，因此有成文憲法
卻沒有被列入憲政民主的國家，應視其憲法規範是否符合
憲政主義以及是否具備「民主正當性」而言。
除應符合憲政主義外，就民主正當性而言，可從憲法規範
中觀察，是否具備，諸如國民主權原則、多數決原則、多
黨政治原則、平等政治參與權等規範。
縱然上述之原則於憲法規範中已有明文，但仍進一步觀察
憲政規範與憲政現實是否相符而定，若該憲法存在之意義
僅僅是為了統治上的利益，完全不能發揮限制國家權力，
或是保障人民權利的目的，即屬詭譎性憲法，因其憲政規
範與憲政現實完全背道而馳，則不屬憲政民主國家。

2

（憲法變遷）

憲法規定的範圍太廣，理論上涵蓋面也相當廣泛，因此技術上要
使用抽象的用語。而且，由於憲法不能規定所有事項，所以勢必
具有開放性。正因為憲法具有開放性，讓制憲者有意無意利用憲
法的開放性，使憲法能因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變遷。請
問：何謂憲法變遷？造成憲法變遷的原因何在？

【100 成大】

有話要說
憲法變遷的議題對於一個成文憲法或是剛性憲法國家是一個重要的課
題，所以考題通常是以定義及類型為出題方式。就答題上，可由淺入深
地去控制考題想要的方向。承上題亦以「？」作為答題標準，試擬答題
大綱如下：
憲法變遷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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