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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司法違憲審查 
 

 

本章內容主要是介紹及討論「司法違憲審查」(judicial review, constitutional 

review) 制度，或稱憲法訴訟 (constitutional adjudication)。本書第 1章所討論的

憲法與憲政主義，比較是從整體及實體規範的觀點分析憲法是什麼？為什麼要

有憲法？以及現代民主國家憲法的基本原則等。但當國家機關違反憲法的規範

要求或發生違憲的爭議時，究竟有什麼機制可以維護憲法的優越性？落實憲法

保障人權的基本目的？並防止政治部門的濫權違憲？這就有賴各種護憲機制。

從各國實證經驗觀察，主要的護憲機制大致有司法違憲審查、修憲程序及界限

的控制、人民抵抗權等。其中以司法違憲審查制度為實踐上最重要的護憲機

制，而司法違憲審查制度的實效更往往會影響憲法實際規範效力的高低。就此

而言，司法違憲審查也是保障人權、維繫權力分立的最重要機制之一。 

此外，如果從憲法變遷的觀點來看，由法院所掌理的憲法解釋或裁判往往

也是促進憲法變遷的重要機制。尤其是在修憲程序高度困難的國家，憲法裁判

更是憲法得以與時俱進的主要途徑。因此，司法違憲審查不僅有保障人權、制

衡政治權力的消極功能，更有促進憲法發展的積極功能。 

最後，由於本書的研究取向是以本土的憲法案例、大法官解釋及憲法法庭

裁判（於我國脈絡，以下或合稱「憲法裁判」）為出發點，因此也應該要先研

究我國的司法違憲審查或憲法訴訟制度—大法官解釋（1948 至 2021 年）及

憲法法庭裁判（2022 年 1 月 4 日起）—之理論與實踐。如此也才能使學習

者重視我國憲法裁判之實踐，並據以研究憲法，而非逕以外國憲法或其裁判為

出發點。如果不先理解我國憲法裁判的實踐與相關理論，恐怕將無法掌握大法

官在憲法解釋上所採用的各種違憲宣告方式（單純違憲宣告、定期失效等），

從而也無法理解各項憲法規範的具體實現。又 2022年 1 月 4 日施行之憲法訴

訟法（下稱憲訴法），除了新增裁判憲法審查的具體審查類型，也將實務上存

在，但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大審法）未規定之許多制度及實踐，如

暫時處分、解釋（裁判）效力等，一一納入並明文規定，且另有不少修正先前

制度之處，如少數立委之聲請門檻、憲法法庭判決之表決門檻等，可說是我國

實施釋憲制度以來，變動幅度最大的一次修法。本書第四版有關本章之修正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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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除了將 2016 年 8 月後的實務發展納入外，也會就憲訴法之主要內容予以

分析討論。 

一般學理在討論司法違憲審查制度時，所關切的主要議題可以歸納為以下

幾個部分：1. 審查制度類型：誰來行使違憲審查權？審查的標的為何？ 2. 審

查程序：審查程序又如何設計及運作？3. 審查結果：裁判效力為何？違憲宣告

的類型有那些？被宣告違憲的法律或命令之效力如何？相關人民的救濟為何？ 

4. 司法違憲審查的界限及正當性：違憲審查有何界限？執掌司法違憲審查者之

所以能宣告法律或命令違憲的依據或權源何在？其與民主正當性的衝突應如何

化解？ 

本章預定討論以上議題，至於司法制度所涉及的其他問題，例如審判獨

立、法官之身分保障、其他訴訟制度等問題，將在第 7章再行討論。 

2.1. 為什麼要有司法違憲審查制度？ 

國內中文文獻對於「司法違憲審查」所指涉的制度，一般稱為「司法審

查」或「違憲審查」。前者固然是英文 judicial review的直譯，但因為司法審查

的對象除了審查「法律或命令是否違憲」外，還會包括行政法層次的「命令是

否違法」的審查，未必是憲法審查；至於「違憲審查」的用語雖可凸顯審查的

重點在於合憲性控制，但因為各國實踐上，行使此種違憲審查權的機關並不限

於「司法」（法院），而可能包括國會（例如中國之人大）或其他機關，因此也

無法凸顯以法院來行使違憲審查權時所會發生的正當性爭議等重要問題。因此

本書使用「司法違憲審查」之用語，以期精確完整。（林子儀，2000：1-3；李

念祖，2000b：1-35；黃昭元，2003a：55-118）此外，法治斌教授則曾使用

「違憲司法審查」一語。（法治斌，2003）再者，由於我國大法官職權除了憲法

解釋外，另包括法令統一解釋及其他特殊類型的案件（如總統彈劾、政黨違憲

解散等）；加上憲訴法之施行，本章有時也會使用「憲法訴訟」一詞來說明我

國大法官之職權及功能。 

妳認為「司法審查」、「違憲審查」、「憲法審查」、「憲法裁判」、「憲法訴

訟」、「合憲性控制」等用語所表彰的概念有無不同？有何不同？（劉慶瑞，

1978：1-55；李鴻禧，1986；陳秀峰，1995；陳銘祥，1997：1059-1107）妳

能否想出更適當的中文用語，來指稱本章所討論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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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 371 號解釋 
1995 年 1 月 20 日 

 

［背景事實］ 

我國自行憲以來，在實務上一直是由司法院大法官獨占違憲審查權，至於各

級法院法官在審理具體案件時是否也有法律之違憲審查權，在學說上則有爭議。

1992年司法院第二廳審查通過臺灣高等法院暨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81年 3月法律座

談會的法律見解，認為「法院辦理具體案件時，有審查有關法律是否牴觸憲法之

權限，如認法律與憲法牴觸而無效時，得拒絕適用之。」並於同年 5月 16日以 81

廳刑一字第 6474 號文行文下級法院暨行政院法務部檢察司等相關單位查照。上述

司法院第二廳的見解雖然沒有容許各級法院法官可以直接宣告法律違憲，並使違

憲法律「一般性」失效，但卻容許各級法院法官在審理具體個案時，得「拒絕適

用」違憲法律。這項法律見解的效果等於是認為我國各級法院法官在審理具體個

案時，可以行使類似美國法院的個案法律違憲審查權。 

上述司法院第二廳的見解引起了當時部分立法委員的疑慮，立委吳梓等 11 人

因此提案，經立法院院會決議聲請司法院解釋。在聲請書中，立法院認為我國的

法律違憲審查權應該專屬司法院大法官行使，各級法院法官最多只能審查法律的

「形式效力」（指是否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公布，並有行政院院長之副署），而

不能享有對法律內容的實質審查權。否則，立委們認為這將侵犯立法院的立法

權。反之，如果各級法院法官認為法律內容違憲，立法院認為法官應該先停止審

判，並向司法院聲請解釋，而不能自行拒絕適用法律。立法院所主張的主要理由

有以下兩點： 

一、為尊重現行憲政立法、司法權力分立體制，維護法律的安定性，避免

法律陷於不安定狀態，致使人民的權利無法受到保障，「法律」既依

據憲法第六十二條、第六十三條暨第一百七十條之規定，經立法院

議決通過，總統公布，在尚未依法定程序廢止其施行效力，應有其

絕對的拘束力，中央暨地方各級機關包含普通法院，皆須恪實遵

行。 

二、為保障法律的合憲性，依據憲法第七十九條第二項、第一百七十三條

之規定成立「法律違憲審查制度」，賦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專責

行使審查法律是否違憲的職權，而非由普通法院掌理之，普通法院

一般法官即只能依據「法律」作為審理案件的依據，但為貫徹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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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的精神，並兼顧「法律違憲審查

制度」的威信，法官在辦理具體案件適用法律若認為法律違反憲

法，應停止審判，而以獨任法官或審判庭之名義，直接聲請大法官

會議解釋。藉此亦可防止造成「惡法亦法」的推論，避免一般法官

在認事用法上遭受困擾，也維護了「司法是社會正義最後一道防

線」的美譽。 

針對立法院的聲請案，司法院大法官作成了釋字第 371號解釋。 

 解釋文  

憲法為國家最高規範，法律牴觸憲法者無效，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

義而須予以解釋時，由司法院大法官掌理，此觀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百

七十三條、第七十八條及第七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甚明。又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

判，憲法第八十條定有明文，故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

據，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惟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法官有

優先遵守之義務，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

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自應許其先行聲請解釋憲法，以求解決。是遇有前

述情形，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

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本院大法官解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五條第二項、第三項之規定，與上開意旨不符部分，應停止適用。 

  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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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法制以承襲

歐陸國家為主，行憲以來，違憲審查制度之發展，亦與上述歐陸國家相近。 

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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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十三條規定：「憲法之解釋，由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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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為之」，第七十八條又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

之權」，第七十九條第二項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二項則明定司法院大法官

掌理第七十八條規定事項。是解釋法律牴觸憲法而宣告其為無效，乃專屬司法

院大法官之職掌。各級法院法官依憲法第八十條之規定，應依據法律獨立審

判，故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

而逕行拒絕適用。惟憲法乃國家最高規範，法官均有優先遵守之義務，各級法

院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

之疑義者，自應許其先行聲請解釋憲法以求解決，無須受訴訟審級之限制。既

可消除法官對遵守憲法與依據法律之間可能發生之取捨困難，亦可避免司法資

源之浪費。是遇有前述情形，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本院大法官解釋。司法院

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三項之規定，與上開意旨不符部分，應停

止適用。關於各級法院法官聲請本院解釋法律違憲事項以本解釋為準，其聲請

程式準用同法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 

 問題與討論  

1. 為何需要司法違憲審查或憲法訴訟制度？：本號解釋是歷年大法官解釋

中，有關我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之類型與解釋標的之重要解釋。司法院大法官

在本號解釋的解釋理由書中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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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司法違憲審查制度如此

重要？大法官在解釋理由書中也言及各國因其情況不同，違憲審查制度設計及

運作，難期一致，但建立該制度之「目的皆在保障憲法在規範層級中之最高

性……」。所謂「保障憲法在規範層級中之最高性」是什麼意思？維護法規範

體系的位階與一致性？貫徹憲法保障人權、建立有限政府之目的？或是其他目

的？為何需要「保障憲法在規範層級中之最高性」？要保障憲法在規範層級中

之最高性，除了建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外，是否還有其他應建立之制度？ 

2. 司法違憲審查之目的與功能：憲法的規定不應僅是一張美麗的文書宣

言，而應是具體可行，且能切實實踐對於人民的承諾。在此情況下，當政府機

關認為其憲法賦予的權力受到其他政府機關的侵害，或是人民認為其憲法權利

受到政府的侵害時，必須要有一種機制使這些受侵害者可以得到救濟，而此機

制必須可以依據憲法以判斷是否有違憲的情況，並且給予違憲情況負面的評

價，此即違憲審查制度。因此，違憲審查制度的目的，即在確保憲法之實踐。

而違憲審查制度，也成了現代憲政主義是否得以真正實踐的關鍵制度。一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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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各國在設計違憲審查制度時，通常會強調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維護人

權，二是維護憲法的最高性。妳認為上述釋字第 371號解釋較強調何者？制度

目的的設定與後述有關制度類型的選擇又會有何種關聯？此外，也有學者認為

憲法解釋具有促進憲法變遷的功能，可引發憲法規範的實質變化，並化解社會

衝突。（葉俊榮，2000b：86-98, 112, 123-127）妳贊成這種見解嗎？這項功能

與前述兩項功能有何異同？又釋字第 572號解釋中楊仁壽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

與許玉秀、城仲模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都強調「憲法訴訟的補充性原則」或

「憲法管轄權補充原則」，意指法律爭議應優先由一般法院審理，只有當一般司

法救濟已窮且涉及憲法爭議時，始得向憲法法院尋求救濟。其實這項「原則」

已涉及司法違憲審查（憲法訴訟）的功能定位，且是以憲法法院與一般法院的

分軌及分工為前提，妳認為這項原則在我國憲法下是否有其依據？大審法及憲

訴法中有何規定是與上述補充性原則有關？為何憲法訴訟要定位為補充性的訴

訟制度？這和前述司法違憲審查的目的或功能（不論是維護人權或憲法的最高

性）是否有所衝突？ 

3. 司法違憲審查制度是否為民主憲政國家的必要制度：雖然現代的絕大多

數民主憲政國家都設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以維護憲法。然而，被譽為民主憲

政制度起源國之一的英國，由於國會主權之歷史傳統，至今仍無一般性的司法

違憲審查制度。但其憲政體制健全，英國人民的基本權利也受到相當的保障，

並不影響其憲政主義的落實。不過，英國的憲政制度本即特殊，其不成文憲法

及國會主權等憲政傳統，有其相當特殊的歷史傳統，因此司法違憲審查制度的

欠缺在過去仍無礙於憲政主義在英國之落實。(Cappelletti, 1971：36-41; Van 

Caenegem, 1987：20-31) 但是英國的這項特別傳統，是否能夠為其他國家所因

襲或學習，仍然值得懷疑。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因應歐洲人權公約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以及歐盟法的壓力，經過長年的辯論，英國終於在 1998 年通過「人權

法」(Human Rights Act of 1998)，一方面將歐洲人權公約的部分權利規範轉化

為英國國內法，另方面也賦予某些英國法院「有限」的司法審查權，而得審查

英國國會所通過的法律是否牴觸人權法第 1 條所列舉的「公約權利」

(Convention rights)。根據人權法第 3條規定，英國法院得透過（創制性）解釋

方式，將歐洲人權公約的權利內容解釋成英國國會法律的意涵，即使牴觸立法

原意亦可如此。如果不這麼做，則得依第 4條第 2項規定，在個案裁判中宣示

英國法律與人權法規定的公約權利不相符合 (declaration of incompatibility) 

(Human Rights Act, s. 4(2))。在形式上，英國法院都仍無法逕行拒絕適用或直

接宣示英國法律無效。上述依第 4條之宣示不僅不拘束個案當事人，也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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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法律的效力。由於英國國會不受公約拘束 (Human Rights Act, s 6(3))，在

國會修正相關法律之前，被宣示與公約權利牴觸的國會法律仍然有效並可繼續

適用 (Human Rights Act, s. 4(6))。系爭法律原則上還是要由國會自行修正，以

消除其公約權利間的衝突(Human Rights Act, s. 10)。有權宣示國會法律牴觸公

約人權的法院，也只限於第二、三審法院，如 Supreme Court, the 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 the Courts-Martial Appeal Court以及蘇格蘭、英

格蘭、威爾斯的 High Court or Court of Appeal等 (Human Rights Act, s. 4(5))。

(Fenwick, 2007： 199-200; Turpin, 2002： 130-138, 141-152; Wadham & 

Mountfield, 2000：51-57) 

4. 司法違憲審查與審判獨立：司法院大法官在釋字第 371號解釋理由書中

又認為，建立司法違憲審查制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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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何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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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違憲審查制度與法官審判獨立有何關聯性？要維護

審判獨立，除了建立司法違憲審查制度外，是否還有其他應建立之配套制度，

例如法官的身分保障（憲法第 81條）？訴訟程序的公開、中立等制度要求？ 

5. 司法違憲審查與立法權：立法院聲請書反對各級法院法官可以行使違憲

審查權，其所主張的理由主要有：「為維護法律審查制度，防止破壞法律的安

定性，尊重立法院的立法權」。但即使賦予各級法院法官有法律的違憲審查

權，就無法兼顧上述目的嗎？如果立法明顯違反憲法規定，侵犯人民權利，法

院是否還有「依法審判」的義務？憲法既然是最高位階的法律，各級法院法官

為何不能直接適用憲法，並在個案拒絕適用違憲的法律？反之，如果法官可以

像大法官一樣，宣告立法院通過的法律違憲，並使其「一般性」地失效，這種

司法違憲審查權的效果，和立法院「廢止」法律確實無異，對於立法權也確實

會產生相當大的牽制。在制度設計上，要如何兼顧司法權與立法權的平衡？ 

6. 大法官獨占法律、命令之違憲審查權？：本號解釋又認為「是解釋法律

牴觸憲法而宣告其為無效，乃專屬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掌。」但誰又有權宣告

「命令」違憲？除了大法官外，各級法院的法官能否自行宣告「命令」違憲，

並在個案拒絕適用？本號解釋認為「法律」違憲審查權應該專屬大法官行使的

具體理由究竟為何？我國憲法是否有「明文規定」「只有」大法官能宣告法律

違憲？如果認為只有司法院大法官能宣告法律違憲並且一般性地失效，能否同

時賦予各級法院法官在裁判個案時也有拒絕適用違憲法律的權力？換言之，抽

象的法律違憲審查權固然專屬司法院大法官行使，但針對個案的具體審查權是

否仍可由各級法院法官行使？如此解釋是否能找到憲法依據？憲法第 80 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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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法官應該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所謂「法律」是否包括「憲法」？如果包括，

那為何法官不能在審理個案時，直接依據憲法而拒絕適用違憲的法律？法官依

據憲法在個案審判時拒絕適用違憲的法律或命令，是否應該是法院審判獨立、

依法審判所當然內涵的權力？也應該是司法的本質性固有權力？還需要憲法的

明文、特別規定嗎？請比較分析以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之理由，注意其證

立司法違憲審查權的理由與依據。 

2.2. 歷史發展 

2.2.1. 起源：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1803年的Marbury v. Madison案判決 

司法違憲審查制度是源自於美國，但該制度並非美國憲法明文規定的制

度。該制度是自 1803年的Marbury v. Madison, 5 U.S. 137 (1803)（中文翻譯參

李念祖，1995：1-12）一案後，由法院透過個案判決，逐案累積才逐漸確立。 

1. 本案背景及事實：Marbury v. Madison 案的背景涉及美國立國初期兩個

政黨，聯邦派 (Federalist) 與共和派 (Republican)（政治立場支持州權，反對大

聯邦政府，並非美國今日兩大黨之一的共和黨）之間的競爭。聯邦派主張建立

強大的中央政府，而共和派則強調州權，重視地方分權，以保障人權。1800

年底，當時在任的 John Adams 總統所代表的聯邦派，在總統大選與國會大選

中均遭遇挫敗，總統一職由共和派的 Thomas Jefferson獲勝，國會多數亦由共

和派取得。在行政與立法均受到挫折的聯邦派便思在司法方面要有所斬獲，於

是趕在新總統就職前，也就是在 1801年 3月 4日前，由即將離職的 Adams總

統提名，並交給當時聯邦派仍居多數的國會行使同意權，而通過大量的聯邦派

法官任命案。 

即將卸任的 Adams 總統首先於 1801 年 1 月間提名當時的國務卿 John 

Marshall 擔任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Chief Justice)，經國會同意後，

Marshall於 2月 4日宣誓就職，但仍同時繼續擔任國務卿直至 3月 3日止。3

月 4 日，總統當選人 Jefferson 在 Marshall 以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身分

監誓下，宣誓就任總統一職。Jefferson也要求Marshall在新任國務卿正式就任

之前，繼續擔任國務卿之職。 

1801年 2月 13日，任期即將屆滿的國會，在聯邦派占有多數下，通過了

「巡迴法院法」(Circuit Court Act)，一口氣增加了 16位聯邦巡迴法官的職位。

即將去職的 Adams總統隨即提名，並經國會同意，任命了 16位聯邦派人士出

任這 16 個職位。2 月 27 日，也就是在 Adams 總統任期的最後一週，國會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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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了另一項有關哥倫比亞特區 (District of Columbia) 的法律，在哥倫比亞特

區新設置了 42位特區治安法官 (Justices of the Peace)，Adams總統根據該法在

3月 2日提名了 42位治安法官。3月 3日，也就是 Adams總統任期的最後一

天，參議院通過這些人事提名案。Adams 總統隨即簽署任官令 (commission)，

並由當時國務卿 Marshall 用印。但是因為時間緊迫，以致於負責送達這些任

命狀的 James Marshall（John Marshall之弟）無法在 3月 3日當天，將已完成

簽印手續的任命狀全數送達給 16 位被任命者，而留下部分未送達的任命狀在

國務卿的辦公室內。Jefferson就任總統後，隨即任命 James Madison擔任國務

卿。新任國務卿Madison認為這些尚未發出的任命狀是無效的，因此拒絕繼續

送達給被任命之法官。 

William Marbury 是 Adams 總統卸任前所任命的上述 16 位哥倫比亞特區

治安法官之一，由於Madison國務卿拒絕送達其任命狀，於是Marbury便向美

國最高法院起訴請求判令Madison國務卿將任命狀發出。當時處理該案的聯邦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就是 John Marshall。 

共和派的 Jefferson 總統及共和派所控制的新國會，在就職後都即明白表

示他們不會接受聯邦派在任期結束前擴張司法組織的作法，並採取具體措施反

制。1802 年 3 月 31 日，新國會廢止上述「巡迴法院法」。同年年初，眾議院

通過對位於 New Hampshire 州之聯邦地方法院法官 John Pickering（屬聯邦

派）的彈劾案，參議院在 1804年 3月通過該案。在參議院通過 Pickering法官

彈劾案的同一天，眾議院也通過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Samuel Chase 的彈劾

案。使得聯邦派人士大為疑懼共和派所掌控的國會是否隨時會以彈劾的方式，

來對付最高法院內的聯邦派大法官。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John Marshall了解其地位岌岌可危，因為他也是在

前述聯邦派策略下才取得職位。但是 Marshall 大法官本身為一精於權術的政

客，因此在Marbury v. Madison一案判決中透過相當精巧的法律論證，化危機

為轉機。他不僅化解了個人的政治危機，也同時藉該案判決確立了影響極為深

遠的司法違憲審查制度。 

2. 本案爭點：Marshall 大法官在判決中整理了本件訴訟的三項主要爭點：

(1) Marbury 是否有何權利受到侵害？(2) 如有，對此權利，Marbury 能否向法

院請求救濟？(3) 聯邦最高法院對於本案是否有管轄權？ 

3. 本案判決結果：在 John Marshall 首席大法官所主筆的判決書中，他首

先肯認 Marbury 有權起訴請求法院審理本案，因為任官程序在原國務卿（即

John Marshall本人）用印後已經完成，被任命的Marbury等人也有權起訴要求

新國務卿 James Madison送達任命狀。然而，Marshall認為Marbury起訴所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