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憲法與地方自治保障 
 

蔡志方  

 

壹、地方自治之歷史觀 

一、本文就地方自治所持之歷史觀 

二、中國歷史上有無地方自治之考察 

貳、我國地方自治之憲法基礎 

一、我國憲法有關地方自治之規定 

二、我國憲法歷來對地方自治之規定與現實 

三、我國如無憲法之明文，是否即無地方自治之憲法 
基礎？ 

參、我國憲法對地方自治之規制 

一、保障地方自治或限制地方自治？ 

二、固有權理論下之我國地方自治？ 

三、傳來權理論下之我國地方自治？ 

四、人民主權理論下之我國地方自治？ 

五、制度性保障理論下之我國地方自治？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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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制度性保障理論下，我國地方自治之體制 

一、地方制度法總則規定與憲法上之制度性保障 

二、地方制度法分則規定與憲法上之制度性保障 

三、訴願法規定與憲法上之制度性保障 

伍、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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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地方自治之歷史觀 

「祖先或我們經歷過的歷史，才是我們的歷史！」「外國歷史或可

引以為戒，但仍不是我們的歷史！」（靜思語） 

一、本文就地方自治所持之歷史觀 

論及地方自治（權）的保障，無可避免地就必須觸及中央與地方間

的關係，而在觀念上似乎也必須先有一個統一的國家
1
，然後才有地方自

治及地方自治權到底是地方所固有，或者是國家（中央）所賦予的這類

議題
2
。 

我們在探究上述問題之前，在邏輯概念上與歷史觀上，似乎必須先

釐清到底是①先有中央，然後始有地方？還是②先有地方，而後始有中

央？抑或③中央與地方可以，甚至必須同時存在，始有所謂「中央與地

方」，以及「地方自治」之關係、制度與問題？才能建立一個符合歷史

                                                      
1 我國學者蔡茂寅教授與張正修教授，亦認為我國所說的地方自治，係以單一國為其

架構前提。參見蔡茂寅（2006），《地方自治之理論與地方制度法》，頁 3；張正修

（2000），《地方制度法理論與實用＜1＞地方自治概念‧外國法制與都市篇》，頁 6。
而黃錦堂教授亦肯定我國已屬於「單一國」，見氏著（2000），《地方制度法基本問題

之研究》，頁 8 以下。至於國父 孫中山先生對於國家體制究採單一國制或聯邦制，

根據學者陳新民教授的研究，認為其於三民主義之講詞與於建國大綱之書稿中有所

落差，但應認採聯邦國制。請參見氏著（2005），《憲法學釋論》，頁 820-821。 
 惟地方自治是否將形成「國中之國」，學者間則有不同的見解。持肯定見解者，如蔡

茂寅，見氏著上揭書，頁 24。持反對見解者，如許宗力教授。參見氏著（1993），
〈論國家對地方的自治監督〉，《法與國家權力》，頁 353。 

2 前一理論，稱為「固有權說」；後一理論，稱為「傳來權說」、「國家授權說」、「承認

說」或「法律範圍說」，屬於最古典的理論，至於人民主權說與制度性保障說，則屬

其後衍生的新理論，其似非以歷史現實，而係純以先驗的政治理念為基礎（詳參見

黃錦堂，前揭註 1，頁 13 以下；同（2012），《地方制度法論》，頁 21 以下、頁 47 以

下；蔡茂寅，前揭註 1，頁 23 以下；劉文仕（2018），《地方制度法釋義》，頁 46-
57。學者劉文仕亦主張「固有說」與「傳來說」，才是對立的兩個根本理論，而且非

來自於理論邏輯上的應然，而是來自於歷史經驗的實存（參見氏著，同書，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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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具有清晰而明確的概念與穩固的理論體系。 

首先，如果採取必須先有中央，然後始有地方的觀點，則在尚無地

方之時，自無中央概念存在之可能與必要。既無中央，則何來地方。抑

且稽諸歷史，我國在民國以前的歷史，並未見有現代「地方自治」意義

上的地方。準此，向來採取地方自治權屬於「傳來權」的理論，在邏輯

概念與歷史依據上，似有再討論之空間。 

其次，如果採取必須先有地方，而後始有中央的觀點，則在尚無中

央之時，同樣無地方概念存在之可能與必要。既無地方，則何來中央。

抑且稽諸歷史，我國在民國以前的大一統局面，亦未見有被吞併者仍保

有其原有之（所有）權力者。準此，向來採取地方自治權屬於「固有

權」的理論，在邏輯概念與歷史現實上，似亦甚有再斟酌之必要。 

綜上，學理上對於地方自治的權源，不管係採取「固有權說」（地

方固有的權力說）與「傳來權說」（傳來的地方自治權說或中央賦予的

權力說）兩大學說或衍生的其他學說，從歷史現實與觀念邏輯上來觀

察，似乎都無法證明其符合自身的歷史事實，甚至與每個時代與不同地

方自治的現實相合，抑且在觀念邏輯上，亦有再斟酌的必要。準此，如

果採取中央與地方可以，甚至必須同時存在的觀點，來闡釋地方自治的

制度本質，則本文認為應係先有些「不是地方」的「地方」，也「不是

中央」的「中央」，而係屬於各自獨立的「政治實體」或「人類社會組

織」存在，而基於共同的目的，透過（社會）契約
3
，創設一個具有支配

各該原本各自獨立的「政治實體」或「人類社會組織」的「超級政治實

體」或「超級人類社會組織」（中央），然後才有了一個處於「中央與地

方關係」之「中央」，亦因為有了此一「真正的中央」，該等原來「不是

地方」的「地方」與「不是中央」的「中央」，也就成了「真正的地

方」，而與共同創設之「真正的中央」同時存在，並構築地方自治制度

                                                      
3 同說，參見蔡茂寅，前揭註 1，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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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 

基於上述的分析，本文認為，要確認地方自治的本質，必須從地方

自治的根本目的（目的觀）來解析歷史的現象或現實，才能掌握地方自

治權的來源，並闡析在此制度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與彼此間應有的分

際。若從我國地方自治的目的觀察，地方自治之所以成為法律制度與政

治現實，其不僅在於破除「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天下大勢」
4
，而且也

在於營造一個強盛國家的基礎、厲行全民政治
5
、中央與地方分工合作、

提升效能之「夥伴關係」
6、7
。因此，針對我國的地方自治體制，從目的

論來觀察，本文寧可採取以「分工合作」及「中央與地方的夥伴關係」

為理論基礎的「制度性保障」理論
8、 9
（並請參見釋字第 498 號解

                                                      
4 明，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第一回的說法是：「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

必分。」 
5 此二者，乃國父 孫中山先生與先總統 蔣公對於地方自治的目的觀內容。詳請參

見管歐（1987），《地方自治新論》，頁 18-25。 
6 依據國父 孫中山先生的政治哲學，則稱其為「均權主義」，而在我國憲法則具體表

現於第 111 條的規定。 
7 根據 19 世紀普魯士極富盛名的公法學者 Dr. Rudolf von Gneist 之研究，當時英國與

歐陸國家相較，英國國家與社會間的諧和關係，其根本在於國家公權力體系的健全

發展，其次為中層的自治結構，發揮了穩固的作用；至於議會則既非其根本，亦不

屬於行政法及自治的結果。Vgl. ders., Verwaltung Justiz Rechtsweg, Staatsverwaltung 
und Selbstverwaltung nach englischen und deutschen Verhältnissen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Verwaltungsreformen und Kreisordnungen in Preußen, 1869, S. 3-4. 

8 日本公法學者成田賴明於闡釋該國地方自治的目的與本質時，認為在現代福利國家

思想下，國家與地方的基本關係，兩者均屬於國家統治機構的一環，係以增進國民

的福利為共通目的，而分擔實現此目的所需的機能，在行政事務的處理上彼此互相

協力，而具有彼此協力（Partnership）與協調（Collaboration）的關係。故，地方自

治屬於間接的國家行政（mittelbare Staatsverwaltung）。參見成田賴明（1984），〈地方

自治〉，田上穰治編，《体系憲法事典》。 
9 學者有懷疑在我國憲法相關規範不足與學說理論仍不夠成熟下，率爾將德國學說移

植至我國是否妥當。請參見蔡茂寅，前揭註 1，頁 33-34。惟我國不僅大法官相關解

釋已經大量採取「制度性保障之理論」（特別是第 467 號解釋董翔飛、施文森與劉鐵

錚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與第 498 號解釋理由。關於制度性保障之意涵，詳可參見陳

春生（2007），〈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中關於制度性保障概念意涵之探討〉，《論法治國

之權利保護與違憲審查》，學者似乎亦已將德國的「制度性保障之理論」引為我國地

方自治權受到憲法保障的理論基礎。詳可參見黃錦堂，前揭註 1，頁 29 以下；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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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10
。以下各節所論，亦將以此為基礎，展開說明與闡述，合先敘

明。 

二、中國歷史上有無地方自治之考察 

中國歷史上關於「中央與地方」，根據史書記載，商朝與西周採取

封邦建國的制度，前者將天下分為「內服」（或稱商或王畿）與「外服」

（或稱四方或四土）
11
，而後者除王畿所在的周邦（或稱周、有周、王

國或宗周與成周）以外
12
，將天下分割為若干邦域（通稱「萬邦」、「多

邦」或「庶邦」，史書以「國」稱之，如齊國、魯國、晉國、燕國、衛

國等等），封親族為諸侯，而鎮守之
13
。 

秦朝設置郡、縣、鄉、亭等「地方權組織」，但仍屬於封建制度的

型態
14
，嗣漢採「分封制」

15
、「推恩令」

16
；三國孫吳時之「典農校

尉」
17
與其餘國家的「遙領」與「虛封」

18
；東晉南北朝時，尚有「雙頭

州郡」
19
；曹魏時期之「都督區與行臺區」

20
；北魏有「六鎮」之設

21
；

唐朝有「道」、「府」、「節度使」與「藩鎮」
22
；北宋有「路制」

23
；元朝

                                                                                                                                  
生（2009），《國家‧地方自治‧行政秩序》，頁 6 以下；李惠宗（2006），《憲法要

義》，頁 602。 
10 關於我國當前之地方自治制度，能否適用「制度性保障」，提出質疑者。請參見劉文

仕，前揭註 2，頁 53-57。 
11 請參見徐寒主編（2004），〈典章制度卷〉，《中國歷史百科全書》，頁 232-233。 
12 請參見徐寒，前揭註 11，頁 233。 
13 請參見徐寒主編（2004），〈政治鬥爭卷〉，《中國歷史百科全書》，頁 5-8；前揭註

11，頁 234。 
14 請參見徐寒，前揭註 13，頁 10；前揭註 11，頁 235-237。 
15 請參見徐寒，前揭註 11，頁 237。 
16 請參見徐寒，前揭註 11，頁 239-240。 
17 請參見徐寒，前揭註 11，頁 241-242。 
18 請參見徐寒，前揭註 11，頁 242。 
19 請參見徐寒，前揭註 11，頁 243。 
20 請參見徐寒，前揭註 11，頁 243-244。 
21 請參見徐寒，前揭註 11，頁 245-246。 
22 請參見徐寒，前揭註 11，頁 246-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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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行省」、「路」、「府」、「州」、「縣」與「司」
24
；明朝設「九邊」各

鎮置總兵
25
；而清朝則有「改土歸流」的特殊制度

26
。由此可知，秦朝設

置之「地方權組織」，歷二千餘年其名稱雖不一，但實質則未變，但均

尚難謂為現代意義的地方自治。 

在秦贏政統一六國之前，秦、楚、燕、齊、韓、趙、衛七國，乃屬

於「不是地方」的「地方」（春秋時期，周天子仍為形式上之共主），而

秦統一六國之後，秦仍不屬於楚、燕、齊、韓、趙、衛六國之中央。但

即使是封邦建國，仍難免有西漢的七國之亂、西晉的八王之亂、明朝的

靖難之役
27
，而紹承秦朝封建制度的唐朝，中葉之後，亦發生藩鎮割

據，終演變為五代十國的局面，直到北宋趙光胤一統天下為止
28
。綜觀

我國歷史的發展，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上，併未曾實施過現代意義的

「地方自治」，而只係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第一回所說：「天下大

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分裂後大一統與大一統後的分裂，永遠的

惡性因果循環。 

貳、我國地方自治之憲法基礎 

一、我國憲法有關地方自治之規定 

中華民國憲法第 10 章就中央與地方的權限，第 107 條規定中央立

法並執行之事項
29
；第 108 條規定中央立法並執行或交省縣執行之事

                                                                                                                                  
23 請參見徐寒，前揭註 11，頁 255-257。 
24 請參見徐寒，前揭註 11，頁 257-259。 
25 請參見徐寒，前揭註 11，頁 259-260。 
26 請參見徐寒，前揭註 11，頁 260-261。 
27 請參見徐寒，前揭註 13，頁 5-6。 
28 請參見徐寒，前揭註 13，頁 594-597。 
29 我國憲法第 107 條規定：「左列事項，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一、外交。二、國防與

國防軍事。三、國籍法及刑事、民事、商事之法律。四、司法制度。五、航空、國

道、國有鐵路、航政、郵政及電政。六、中央財政與國稅。七、國稅與省稅、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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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30
；第 109條規定省立法並執行或交縣執行之事項31

；第 110條規定縣

立法並執行事項
32
。以上四條採取列舉式規定，此外，為避免中央與地

方立法及執行事項之歸屬發生疑義，除第 111 條採取「均權主義」，依事

務之本質是否具有全國一致性、全省一致性或一縣個別性，而分屬中

央、省與縣立法
33
。詳言之，事務具有全國普遍共通性者，由中央立

法。一省內各縣之事務具有普遍共通性者，由省立法。反之，一省內各

縣之事務具有各自之特殊性者，由各該縣自行立法
34
。此外，同條後段

                                                                                                                                  
之劃分。八、國營經濟事業。九、幣制及國家銀行。十、度量衡。十一、國際貿易

政策。十二、涉外之財政經濟事項。十三、其他依本憲法所定關於中央之事項。」 
30 我國憲法第 108 條規定：「左列事項，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

一、省縣自治通則。二、行政區劃 。三、森林、工礦及商業。四、教育制度。五、

銀行及交易所制度。六、航業及海洋漁業。七、公用事業。八、合作事業。九、二

省以上之水陸交通運輸。十、二省以上之水利、河道及農牧事業。十一、中央及地

方官吏之銓敘、任用、糾察及保障。十二、土地法。十三、勞動法及其他社會立

法。十四、公用徵收。十五、全國戶口調查及統計。十六、移民及墾殖。十七、警

察制度。十八、公共衛生。十九、振濟、撫卹及失業救濟。二十、有關文化之古

籍、古物及古蹟之保存（第 1 項）。前項各款，省於不牴觸國家法律內，得制定單行

法規（第 2 項）。」 
31 我國憲法第 109 條規定：「左列事項，由省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縣執行之：一、省

教育、衛生、實業及交通。二、省財產之經營及處分。三、省市政。四、省公營事

業。五、省合作事業。六、省農林、水利、漁牧及工程。七、省財政及省稅。八、

省債。九、省銀行。十、省警政之實施。十一、省慈善及公益事項。十二、其他依

國家法律賦予之事項（第 1 項）。前項各款，有涉及二省以上者，除法律別有規定

外，得由有關各省共同辦理（第 2 項）。各省辦理第一項各款事務，其經費不足時，

經立法院議決，由國庫補助之（第 3 項）。」 
32 我國憲法第 110 條規定：「左列事項，由縣立法並執行之：一、縣教育、衛生、實業

及交通。二、縣財產之經營及處分。三、縣公營事業。四、縣合作事業。五、縣農

林、水利、漁牧及工程。六、縣財政及縣稅。七、縣債。八、縣銀行。九、縣警衛

之實施。十、縣慈善及公益事項。十一、其他依國家法律及省自治法賦予之事項

（第 1 項）。前項各款，有涉及二縣以上者，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由有關各縣共同

辦理（第 2 項）。」 
33 我國憲法第 111 條規定：「除第一百零七條、第一百零八條、第一百零九條及第一百

十條列舉事項外，如有未列舉事項發生時，其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

有全省一致之性質者屬於省，有一縣之性質者屬於縣。遇有爭議時，由立法院解決

之。」 
34 其實，如根據此一原則，經由內國交通建設、經濟與文化的快速交流與大幅度同質

化後，是否將造成地方自治機會的萎縮，甚至消滅，不無疑問。 



 
 
 
 
 
 
 
 
 
 

 

第一章  憲法與地方自治保障 009

並規定：「遇有爭議時，由立法院解決之。」以外，復於第 11 章（第

112 條～第 128 條）明定地方制度，分別就省、縣與直轄市之制度為規

定。惟此等規定已因憲法增修條文第 9 條之增訂，在實質上已經被鬆

解
35
。 

二、我國憲法歷來對地方自治之規定與現實 

雖然我國憲法自 1947 年 12 月 25 日起施行迄今，但第 10 章就中央

與地方的權限分配與第 11章明定的地方制度，根本未曾真正落實過。在

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9 條）與地方制度法施行之前，係以非憲法規定

的程序，分別由臺灣省政府於 1950 年 4 月 24 日以臺灣省政府（39）府

綜法字第 27506 號令訂定發布的「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

要」
36
、1967 年 6 月 22 日行政院（56）台內字第 4716 號令訂定發布之

「臺北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
37
、1979 年 6 月 22 日行政院

（68）台內字第 6026 號令訂定發布之「高雄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

治綱要」
38
與 1992 年 11 月 5 日福建省政府發布之「福建省金門縣連江

縣實施地方自治綱要」。 

上述行政命令，除「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外，

均因根據憲法第 118 條與憲法增修條文第 9 條第 1 項制定之地方制度法

                                                      
35 第 9 條規定：「省、縣地方制度，應包括左列各款，以法律定之，不受憲法第一百零

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條、第一百十二條至第一百十五條及第一百二十二

條之限制：一、省設省政府，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主席，均由行政院院長提請

總統任命之。二、省設省諮議會，置省諮議會議員若干人，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

任命之。三、縣設縣議會，縣議會議員由縣民選舉之。四、屬於縣之立法權，由縣

議會行之。五、縣設縣政府，置縣長一人，由縣民選舉之。六、中央與省、縣之關

係。七、省承行政院之命，監督縣自治事項（第 1 項）。台灣省政府之功能、業務與

組織之調整，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第 2 項）。」 
36 1999 年 10 月 12 日臺灣省政府以 88 府法字第 093796 號令發布廢止。 
37 2001 年 6 月 13 日行政院以（90）台內字第 032051 號令發布廢止。 
38 2001 年 6 月 13 日行政院以（90）台內字第 032051 號令發布廢止。 



 
 
 
 
 
 
 
 
 
地方自治法 010 

的施行
39
，而先後被廢止。雖然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臺北

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與高雄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

的大部分規範內容，被地方制度法吸納並為調整，但最大的改變，則在

於臺灣省被虛級化，不再具有自治法人的資格，而省政府僅為行政院的

派出機關
40
。 

吾人如試從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臺北市各級組織及實

施地方自治綱要與高雄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的規範內容觀

之，原地方自治主體的省、直轄市、縣（市）與鄉、鎮（市），雖各具

有為數不少的自治事項，亦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權
41
。然而影響地方自治

存活關鍵之財政與人事，則大部分仍操諸中央，而立法權的行使也受到

中央相當程度的控制。再者，因為各地方自治體的貧富懸殊，貧瘠的地

方自治體，非仰賴中央或上級，根本無法推動地方自治事務，而憲法亦

無貧富自治體間的平衡性負擔義務規定
42
，導致我國臺灣地區實施地方

                                                      
39 1999 年 1 月 25 日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 8800017850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88 條，

最近一次之修正為 2016 年 6 月 2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063141 號令函修正公

布第 44、46 條條文。 
40 根據 2005 年 12 月 31 日公布廢止之前「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

第 2 條規定：「臺灣省政府（以下簡稱省政府）為行政院派出機關，臺灣省（以下簡

稱本省）為非地方自治團體（第 1 項）。省政府受行政院指揮監督，辦理下列事項：

一、監督縣（市）自治事項。二、執行省政府行政事務。三、其他法令授權或行政

院交辦事項。」；另地方制度法第 8 條則規定：「省政府受行政院指揮監督，辦理下

列事項：一、監督縣（市）自治事項。二、執行省政府行政事務。三、其他法令授

權或行政院交辦事項（第 2 項）。」 
41 請參見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第 15、16、42、44 條、臺北市各級組織及實

施地方自治綱要第 27 條與高雄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第 27 條。但相較於

地方制度法第 18-20、63-65 條等規定，則仍顯不足。 
42 我國憲法於第 147 條規定：「中央為謀省與省間之經濟平衡發展，對於貧瘠之省，應

酌予補助（第 1 項）。省為謀縣與縣間之經濟平衡發展，對於貧瘠之縣，應酌予補助

（第 2 項）。」地方制度法第 69 條並規定：「各上級政府為謀地方均衡發展，對於財

力較差之地方政府應酌予補助；對財力較優之地方政府，得取得協助金（第 1 項）。

各級地方政府有依法得徵收之財源而不徵收時，其上級政府得酌減其補助款；對於

努力開闢財源具有績效者，其上級政府得酌增其補助款（第 2 項）。第一項補助須明

定補助項目、補助對象、補助比率及處理原則；其補助辦法，分別由行政院或縣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