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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憲法有關司法院大法官功能之定位，依憲法本文第 78 條

規定，掌理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事項，並依憲

法本文第 114 條審查「省自治法」有無違憲、依第 117 條解

釋「省法規」有無牴觸國家法律、以及依第 171 條解釋「法

律」有無牴觸憲法。故依憲法本文之設計，大法官得透過解

釋憲法有關國家機關權限之規定，界定其範圍及闡明其權限

行使時應遵守之程序，而解決國家機關間之權限爭議或疑義
1

外，其解釋憲法之最重要任務在確保憲法之尊嚴，維護憲法

為最高規範性之效力，不容省自治法及法律牴觸憲法，牴觸

者應宣告其無效。從而大法官之功能，重在「法規之解釋及

審查」
2
。嗣後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4 項又規定由司法院大

                                                           

1 例如釋字第 419 號解釋闡明副總統不得兼任行政院長。釋字第 627 號解釋說

明總統刑事豁免權不及於因他人刑事案件而對總統所為之證據調查與證據保

全。亦不及於總統於他人刑事案件為證人之義務。但總統擁有國家機密特

權。釋字第 391 號解釋指出預算審查之方式與法律不同，不得對各機關所編

列預算之數額，在款項目節間移動增減並追加或削減原預算之項目。釋字第

520 號解釋表示因施政方針或重要政策變更涉及法定預算之停止執行時，則

應本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憲法意旨暨尊重立法院對國家重要事項之參與決

策權，由行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適時向立法院提出報告並備質詢。釋字

第 585 號解釋指出立法院享有一定之調查權，但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調查之對象或事項，並非毫無限制。除所欲調查之事項必

須與其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有重大關聯者外，凡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

憲法之保障者，即非立法院所得調查之事物範圍。又如行政首長依其行政權

固有之權能，對於可能影響或干預行政部門有效運作之資訊，均有決定不予

公開之權力。釋字第 137 號及第 216 號解釋強調法官依據法律得審查命令，

不受命令之拘束。 
2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大法官解釋憲法之事項如

左： 
  一、關於適用憲法發生疑義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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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公法學論壇論文集（三） 審判獨立與權利救濟、行政訴訟之發展與變革

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彈劾案及政黨違憲之解

散事項，擴大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掌，但迄今尚無總統、副總

統彈劾案及政黨違憲解散案之案例發生。 
憲法賦予大法官之職權，主要為解釋憲法及審查法規有

無違憲，並未明文其應為一般人民「權利救濟」之機關。又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雖規定「人

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

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憲法」，但亦著重

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有無牴觸憲法」之

「法規違憲審查」。至於聲請人依據解釋之結果，能否請求救

濟，則未有進一步之明文。 
按憲法以保障人權為其核心目的，司法機關職司人民權

利救濟之任務。從而大法官解釋憲法及有關人權規定，闡明

人權保障之理念及法理之際，認為人民權利未受現有法秩序

之十足保障受有侵害，而為維護受害之人權能獲得救濟，亦

屬作為司法機關一環之大法官應有之職責。故憲法及法律雖

未明文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具有權利救濟功能，但大法官則

藉由作成釋字第 177 號及第 185 號解釋闡明解釋之效力而使

解釋發生有權利救濟之作用。晚近釋字第 725 號解釋更加強

此權利救濟之功能，此種趨勢值得特別注意。在此種有意使

大法官解釋之權利救濟功能加強之趨勢下，是否亦將使大法

官釋憲之宣告模式有所變化、或者帶動大法官作成憲法解釋

所須可決人數規定修正之可能、甚至大法官解釋之客體得否

                                                                                                                          

  二、關於法律或命令，有無牴觸憲法之事項。 
  三、關於省自治法、縣自治法、省法規及縣規章有無牴觸憲法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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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法院裁判適用法律所表示之法律見解等議題之檢討而使

釋憲制度有所變革，更是令人關注而為本文所欲探討之問

題。 

貳、解釋之效力與權利救濟功能 

關於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效力，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

法及其前身「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皆未規定。而係由大法

官在釋字第 177 號解釋，首先指出：「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

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力。」表示解釋之

效力及於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原因案件）
3
。繼而在釋字

第 185 號解釋闡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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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之，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經

司法院大法官宣告違憲而自解釋公布之日失效者，聲請人得

以該解釋為再審之理由，聲請法院就該原因案件再審。再審

訴訟中，因原為不利判決所依據之法規已被宣告違憲並已失

效，自不能再為援引，因而再審原告即有可能獲得勝訴判決

                                                           

3 此「原因案件」包括於聲請人以同一法令牴觸憲法疑義而已聲請解釋之各案

件（釋字第 193 號解釋），亦即司法院大法官就人民聲請解釋之案件作成解

釋公布前，原聲請人以外之人以同一法令牴觸憲法疑義聲請解釋，雖未合併

辦理，但其聲請經大法官決議認定符合法定要件者，其據以聲請之案件，亦

有適用（釋字第 686 號解釋）。 



 

 

 

 

 

 

 

 

 
008 

海峽兩岸公法學論壇論文集（三） 審判獨立與權利救濟、行政訴訟之發展與變革

而使其權利得以救濟。但大法官宣告法規違憲之模式，除宣

告該違憲法規自解釋公布之日失效者外，尚有「定期失效」

之模式
4
，此種宣告違憲法規定期失效之模式，乃「基於對相

關機關調整規範權限之尊重，並考量解釋客體之性質、影響

層面及修改法令所須時程等因素，避免因違憲法令立即失

效，造成法規真空狀態或法秩序驟然發生重大之衝擊，並為

促使主管機關審慎周延立法，以符合本院解釋意旨」（引自釋

字第 725 號解釋理由書）。此定期失效之期間，短則一個

月  

5
，長者有達三年者

6
。法律宣告違憲而定期失效者，聲請

人雖得依釋字第 185 號解釋以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經

宣告違憲而提起再審，但因再審之提起，有三十日不變期間

之限制，須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內提起再審之訴（行

政訴訟法第 276 條第 1 項、第 3 項、民事訴訟法第 500 條），

                                                           

4 關於大法官解釋憲法宣告模式之分類，見翁岳生，憲法之維護者─省思與期

許，收錄於：廖福特主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六輯上冊，2009
年，頁 35 以下；廖義男，憲法解釋與行政法制之發展，收錄於：氏著，憲

法及行政法制，2015 年，頁 182 以下。 
5 見釋字第 664 號解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三條第二款第三目規定，經常逃

學或逃家之少年，依其性格及環境，而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由少年法院

依該法處理之，係為維護虞犯少年健全自我成長所設之保護制度，尚難逕認

其為違憲；惟該規定仍有涵蓋過廣與不明確之嫌，應儘速檢討改進。又少年

事件處理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及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就限制經常

逃學或逃家虞犯少年人身自由部分，不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亦與

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少年人格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

於屆滿一個月時，失其效力。」 
6 見釋字第 649 號解釋：「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前段規定：『非

本法所稱視覺障礙者，不得從事按摩業。』（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該法名稱

修正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系爭規定之『非本法所稱視覺障礙者』，經

修正為『非視覺功能障礙者』，並移列為第四十六條第一項前段，規定意旨

相同）與憲法第七條平等權、第十五條工作權及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規定

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三年時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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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法院審理再審之訴所應適用之法律，雖經宣告違憲但仍不

失其效力，因而據此所為裁判之結果對再審原告仍屬不利，

故聲請人實際上並不能獲得救濟。除非解釋文中明白指示如

何適用經宣告違憲而未修正前之法律
7
。有鑑於此缺失，為使

原因案件能獲得實質救濟，大法官遂於釋字第 725 號解釋再

作補充，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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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再審之訴中，法院不得以該經宣告違憲而在定期

失效前仍為有效之法令為理由，駁回再審原告之訴，而須俟

符合憲法及解釋意旨之新法令公布、發布生效後依新法令裁

判。使大法官解釋之權利救濟功能大為增強。 

參、諭知具體權利救濟方法之解釋 

上述釋字第 177 號、第 185 號及第 725 號解釋，闡明解

釋之效力而使大法官解釋對原因案件具有一般權利救濟功能

外，大法官在一些解釋中並有諭知具體權利救濟方法者，其

                                                           

7 例如釋字第 641 號解釋即於解釋文中表示：菸酒稅法第 21 條規定：「本法施

行前專賣之米酒，應依原專賣價格出售。超過原專賣價格出售者，應處每瓶

新臺幣二千元之罰鍰。」與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尚有未符，有關機關應

儘速予以修正，並至遲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屆滿一年時停止適用。系爭規定

修正前，依該規定裁罰及審判而有造成個案顯然過苛處罰之虞者，應依菸酒

稅法第 21 條規定之立法目的與個案實質正義之要求，斟酌出售價格、販賣

數量、實際獲利情形、影響交易秩序之程度，及個案其他相關情狀等，依本

解釋意旨另為符合比例原則之適當處置，併予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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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公法學論壇論文集（三） 審判獨立與權利救濟、行政訴訟之發展與變革

諭知方式可分為如下之三類： 

一、在解釋文中以法官造法之方式補充立法

不足 

釋字第 587 號解釋表示，子女獲知其血統來源，確定其

真實父子身分關係，攸關子女之人格權，應受憲法保障。民

法第 1063 條規定：「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

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前項推定，如夫妻之一方能證明

妻非自夫受胎者，得提起否認之訴。但應於知悉子女出生之

日起，一年內為之。」係為兼顧身分安定及子女利益而設，

惟其得提起否認之訴者僅限於夫妻之一方，子女本身則無獨

立提起否認之訴之資格，且未顧及子女得獨立提起該否認之

訴時應有之合理期間及起算日，是上開規定使子女之訴訟權

受到不當限制，而不足以維護其人格權益，在此範圍內與憲

法保障人格權及訴訟權之意旨不符。除指示有關機關應適時

就得提起否認生父之訴之主體、起訴除斥期間之長短及其起

算日等相關規定檢討改進
8
，以符前開憲法意旨外，為使原因

案件能獲得及時之實質救濟，特別在解釋文中表明：「本件聲

請人如不能以再審之訴救濟者，應許其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一年內，以法律推定之生父為被告，提起否認生父之訴。其

訴訟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親子關係事件程序中否認子

女之訴部分之相關規定，至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起訴者，應為

                                                           

8 民法第 1063 條規定經釋字第 587 號解釋宣告違憲後，於 2007 年 5 月 23 日

修正公布為：「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

子女。（第 1 項）前項推定，夫妻之一方或子女能證明子女非為婚生子女

者，得提起否認之訴。（第 2 項）前項否認之訴，夫妻之一方自知悉該子女

非為婚生子女，或子女自知悉其非為婚生子女之時起二年內為之。但子女於

未成年時知悉者，仍得於成年後二年內為之。（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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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之利益為之。」即因當時法律欠缺相關訴訟程序規定，

乃以「法官造法」之方式補充立法不足，使聲請人得據解釋

提起訴訟為權利救濟
9
。 

二、在解釋文指示如何執行經宣告違憲但定

期失效之法律 

釋字第 641 號解釋表示，菸酒稅法第 21 條規定：「本法

施行前專賣之米酒，應依原專賣價格出售。超過原專賣價格

出售者，應處每瓶新臺幣二千元之罰鍰。」其有關處罰方式

之規定，使超過原專賣價格出售該法施行前專賣之米酒者，

一律處每瓶新臺幣二千元之罰鍰，固已考量販售數量而異其

處罰程度，惟採取劃一之處罰方式，於個案之處罰顯然過苛

時，法律未設適當之調整機制，對人民受憲法第 15 條保障之

財產權所為限制，顯不符妥當性而與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

尚有未符，有關機關應儘速予以修正，並至遲於本解釋公布

之日起屆滿一年時停止適用。即宣告該處罰條文違憲但定期

失效（停止適用）。然同時又在解釋文中指示：「系爭規定修

正前，依該規定裁罰及審判而有造成個案顯然過苛處罰之虞

者，應依菸酒稅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之立法目的與個案實質正

義之要求，斟酌出售價格、販賣數量、實際獲利情形、影響

交易秩序之程度，及個案其他相關情狀等，依本解釋意旨另

為符合比例原則之適當處置，併予指明。」此種具體指示如

何適用經宣告違憲但在其停止適用期限屆至前仍屬有效法律

                                                           

9 釋字第 624 號解釋亦沿用此方法，以解釋文指示冤獄賠償法第 1 條修正施行

前，或規範軍事審判所致冤獄賠償事項之法律制定施行前，凡自冤獄賠償法

施行後，軍事機關依軍事審判法令受理之案件，合於冤獄賠償法第 1 條之規

定者，均得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該法規定請求國家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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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公法學論壇論文集（三） 審判獨立與權利救濟、行政訴訟之發展與變革

之諭知，其目的乃在貫徹釋憲效果，要求相關機關依照解釋

之意旨及指示之方法執行該項法規，避免過苛處罰，以使聲

請人能獲得實際救濟。 

三、在解釋中指導如何適用經宣告違憲失效

之法律 

釋字第 673 號解釋表示所得稅法第 114 條第 1 款後段，

有關扣繳義務人不按實補報扣繳憑單者，應按應扣未扣或短

扣之稅額處三倍之罰鍰部分，未賦予稅捐稽徵機關得參酌具

體違章狀況，按情節輕重裁量罰鍰之數額，其處罰顯已逾越

必要程度，就此範圍內，不符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與憲

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

起停止適用。然又指示：「有關機關對未於限期內按實補報扣

繳憑單，而處罰尚未確定之案件，應斟酌個案情節輕重，並

參酌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3 之規定，另為符合比例原則之適

當處置，併予指明。」 
其意係指對未於限期內按實補報扣繳憑單者，不得再按

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一律處三倍之罰鍰，但不妨斟酌個案

情節輕重，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三倍以下之範圍內處予

符合比例原則金額之罰鍰。對於聲請人就本件原因案件提起

再審之訴時，即不能再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僵固處其三

倍，而僅能就其三倍以下為較少之罰鍰而有救濟之效果。 
本號解釋值得注意之處，在於就法規之效力而言，既然

宣告「應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三倍之罰鍰」之規定違

憲，並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停止適用，但又指示得就該違憲

並停止適用之僵固「三倍罰鍰」規定為範圍，裁處三倍以下

之罰鍰，則該文義「三倍」規定實已轉換為「三倍以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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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適用。乃大法官以解釋文「具體指示相關機關如何適用於

一定範圍內違憲並應停止適用之法規」而達到實質變更法律

規定適用之效果。 

肆、警告性解釋不具有權利救濟功能及大法官作

成憲法解釋可決人數規定之檢討 

依釋字第 185 號解釋，僅在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

或命令，經人民聲請解釋而被宣告與憲法意旨不符，其受不

利確定終局裁判者，始得聲請再審或依非常上訴救濟。換言

之，以法令被宣告違憲為前提，始有救濟之可能。僅為「警

告性解釋」，即法規之形式或內容，是否符合「法律保留原

則」、「授權明確性原則」等確有疑虞，但仍宣告其與憲法尚

無違背，惟同時亦明白表示該等法規應為修正或修法為宜，

以較符合法治國原則之要求。此種「警告性解釋」既未宣告

法令違憲，並不具有權利救濟功能。大法官作成此種「警告

性解釋」之主要成因，實與大法官作成憲法解釋之可決人數

規定，息息相關。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4 條：「大

法官解釋憲法，應有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

席人三分之二同意，方得通過。但宣告命令牴觸憲法時，以

出席人過半數同意行之。」 
即區分憲法解釋之標的為「法律」或「命令」之不同，

而異其可決人數之條件。在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規定大法官

總額 15 位情形下，於其全體出席解釋法律是否違憲時，縱有

9 位大法官之多數認為法律違憲，但因不足三分之二（15×

2/3 須 10 位），仍不能宣告該法律違憲。但多數既已認為該法

律與憲法意旨不符，自不能滿足法律現有之狀態，因而期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