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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保留原則 

法治國家（Rechtsstaat）之基本理念主要是由以下之要素加以組成：

亦即法律安定性、法之和平狀態、權力分立、以正式之制定法作為法規範之

主要內容、禁止以命令代替法律、法律須以民主方式制定、依法行政原則、

平等原則、比例原則、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以及由獨立之法院提供人民權利

之保障1，而在近代國家與社會二元論下，個人原則上是自由的，國家不得侵

犯個人之自由。惟為確保其實效性，具體之作法乃是由市民自己制定國家介

入市民社會之規範，其方法即是由擬制為市民代表之議會訂立規範（即法律）
2。在法治主義之要求下，無論機關組織之職權或涉及人民基本權利之事項，

均應有法律之規定或法律明確授權之依據，此即所謂「法律保留原則」

（Prinzip des Vorbehalts des Gesetzes）（參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 

然而因為議會時間有限，加上法律案之通過有一定之程序；或因行政項

目繁多，甚多具專門性、技術性者；或因為避免議會議事程序之繁雜與迂緩，

能迅速決斷，應付緊急事變；或因國會非終年開會，會期有限（會議不連續

原則），而社會變化則不定；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自行制定法規性命令（「委

任立法」）遂有其必要性。至於何種範圍事項容許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自頒法

規性命令（反言之，何種範圍事項禁止授權），則涉及法律保留之範圍問題。

就行政法學理發展觀之，有下列學說之遞嬗演變3： 

「列舉立法事項保留說」：僅憲法或法律明定列舉立法之事項，使保

留法律規定之。 

「侵害保留說」：在 Otto Mayer 當時，是指權力性地干預人民自然

具有之自由、財產事項，故限定於侵害行政領域。 

「全部保留說」：在國民主權之民主主義下，授益行政或所謂之給付

行政也應擴大為法律保留之範圍，其因擴大給付行政、特別權力關係之適用，

故幾乎所有之行政作用均適用。 

 
1 Franz Mayer,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972, 3 Aufl., S.21.; Elmar Giemulla/ Nikolaus 

Jaworsky/ Rolf Müller-Uri, Verwaltungsrecht, 1994, 5. Aufl., S. 221. 
2 高田敏，行政法，一九九三年三月三十日初版一刷，頁二。 
3 城仲模，行政法專輯（一），台北市公務人員訓練中心印，民國七十九年八月，頁四十二以下；

原田尚彥，行政法要論（全訂第二版），學陽書房，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日全訂第二版第十三

刷發行，頁七二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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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性全部保留說」：日本戰後之通說，認為行政之權力性活動，

不論是侵益或授益均應適用法律保留。 

「社會權保留說」： 1960 年代起發展之學說，認為即使是非權力行

政如給付行政，尤其是資金助成行政，因為關涉社會權，亦應適用法律保留。 

「本質性理論（重要性理論）」：本質性理論（Wesentlichkeitstheorie）
為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七○年代所形成之理論。依此理論，立法者基於法治國

原則與民主主義原則，對於「所有本質性之決定（alle wessentlichen 
Entscheidungen）」（以法治國家之基本權作為基礎），被課與義務必須自

為決定，不得委諸行政為之（即所謂「議會保留（Parlamentsvorbehalt）」）
4。 

若依「本質性理論」，立法者基於基本權保障之考量，對於事涉最本質

性（最重要性）之事務，絕對要求議會保留以形式意義之法律加以規範；對

於次重要之事務，則亦容許法律授權特定之「制定法規命令者

（Verordnungsgeber）」加以規範；至於不重要之事務則不需要法律保留

（Gesetzsvorbehalt）5。劉鐵錚大法官於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二四

六號解釋之不同意見書中謂：「...無論是依憲法第二十三條抑中央法規標準

法第五條第四款，有關限制人民權義事項之規定，都應以法律為之。可知，

惟有法律始能限制規定人民權利。...本人即使同意涉及人民權利事項，也可

以立法授權，但為彌補因此可能造成憲法第二十三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

條保障人權之漏洞，在解釋上，不僅必須非常明確，且授與之權，不能與該

法律核心基礎相違背，即『涉及該法律之重要原則性者』，不可授權，...。」

當可謂「本質性（重要性）理論之具體體現。 

至於何種事務最具本質性（重要性）並不確定，毋寧是一滑動之概念，

一般無法求之於事物之價值（事物之本質 － die Natur der Sache）。申言

之，越是持續地干涉或威脅到個別人民之基本權者；或是越對一般公益有重

要影響者；或越是屬於公法上爭議問題者，越是需要明確與緊密之法律規範；

立法者因此承受更高之要求6。對於此一規範密度（Regelungsdichte）之決

定即屬立法者之「立法裁量」。準此，何事須由國會的確保留其立法權，授

權行政立法之範圍，內容、程序及審查等問題才是屬於「法律保留原則」真

 
4 Hans-Uwe Erischen/ Wolfgang Marters (herg.), Allgemeins Verwaltungsrecht, 1992, 9. neu. 

Aufl., §6. Rn. 18 
5 Hartmut Maurer,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8.Aufl., 1992., § 6. Rn.11. S. 96. 
6 ebenda., S.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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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關心之問題7。 

雖然吾人基於上述之說明可以承認立法者基於立法裁量後，得對於僅事

涉次重要事務授權行政機關制頒法規性命令對於人民基本權加以規制，但是

若基此法規性命令而對人民之權利、義務直接發生變動時，依「法律之『專

權性』法規創造力原則」，法律之授權即屬必要8。甚至為避免立法者無條件

地推卸立法職責（立法怠惰），放任行政恣意擅為，應禁止空白而空氾之授

權。空白授權之型態一般多以「概括授權（Blankettvollmacht） 」之型態出

現，透過「概括條款（Generalklauseln）」與「不確定法概念（umbestimmte 
Rechtsbegriffe）」之使用，授權行政機關基於「公益」考量，得頒布行法規

性命令。惟此種授權型態如依領域之區分（Bereichsdifferenzierungen）是

出現在刑罰規定、租稅之課徵規定等基本權之侵害規定上時，則有欠「法預

見性」而應禁止9。 

 

 
7 城仲模，前揭書，頁四四。 
8 藤田宙靖，第三版行政法Ⅰ（總論）〔改訂版〕，一九九五年一月二○日第三版改訂第一刷發行，

青林書院，頁二七四至二七五。 
9 陳新民，行政法學總論，八十四年四月修訂五版，頁二一六至二一七；大橋洋一，現代行政の

行為形式論，弘文堂，平成五年九月一五日初版一刷，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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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行政原理或法的支配 
Grundsatz der gesetzmäßigen Verwaltung od. Herrschaft des Gesetzes 

 
依「法律」行政（Grundsatz der Gesetzmäßigkeit）   

 依「法」行政（Grundsatz der Rechtsmäßigkeit） 
（「法律」による行政；「法」による行政） 

 

法律之法規 
創造力原則 

rechtssatzschaffende 
Kraft des Gesetzes 

 
「法規」係指直接對

人民的自由、財產規

制或者課予其義務之

規範。而得以充任此

之「法規」者，據Otto 
Mayer當時的說法，

原則上僅限於國會制

訂的形式意義法律。

至於行政，則不得賦

予其此種權限。今日

則可能包括委任立法

或自治規章。 
 

 

 

法律優位原則 
Vorrang des Gesetzes 

（消極之依法行政原

理） 
 

國會所制訂之形式意

義法律的效力高於行

政權所制訂的命令、

規則或行政措施的效

力。換言之， 
（I）行政活動，無論

如何均不得抵觸法

律。 
（II）行政權所制訂的

命令、規則或行政措

施不得實質變更法律

的規定內涵。 
（III）對於違反法律

的行政活動，最後必

須服從法院的審查，

甚至否定其效力。 

法律保留原則 
Vorbehalt des Gesetzes 
（與「法律之法規創

造力原則」互為表

裡，為積極之依法行

政原理） 

 

針對行政權是否為活

動，以及如何為活動

的問題，應該保留給

法律來決定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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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優位原則 
Vorrang des Gesetzes 

（消極之依法行政原理）之適

用 

法律保留原則 
Vorbehalt des Gesetzes 

（積極之依法行政原理）之適用 

 所有的行政行為均不得抵

觸法律（不論是公法或者

是私法行為） 

 所有的行政行為均不得沒有法律

根據 
 負擔性的行政措施（行政處分或事

實行為） 
 重要性或本質性的決定，特別是對

於基本權影響的措施 
 給付性質的行政活動（預算的基

礎、至少在決定「是否」為給付時，

應適用法律保留原則） 
 法律效果 

i. 有效的授權基礎一定需要 
ii. 法律基礎非一定必要是形式意

義的法律 
iii. 根據「本質性理論

（Wesentlichkeitstheorie）」，

立法者對於「重要性或本質性決

定中重要的（das ”Wesentliche 
vom Wesentlichen”）」決定，

必須親自為之（所謂的「國會保

留（Parlamentsvorbehalt）」） 
iv. 若欠缺法律基礎，該行政措施違

法（如同抵觸一個寄存的法規範

一般） 
v. 例外：過渡期間的法律後續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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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法律的法規創造力 
                                               

       …………法律優位 

                                   …………法律保留 

行政 
組織權 
 

                                                                   臣民 
 
 
特別權力關係 

官      吏 

君      主 

（已經漸被揚棄的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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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保留原則 

1. 法律法留之意義 

2. 各種法律保留 

2.1. 列舉式的法律保留（法國） 

2.2. 干預保留 

2.3. 全面保留 

2.4. 議會（國會）保留 

2.5. 制度性保留 

2.6. 基本權保留 

2.7. 通說：本質性理論 

（台灣學界多稱「重要性理論（Wesentlichkeitstheorie）」） 

2.8. 層級化之法律保留 

2.9. 功能性保留 

 



  行政法                                程明修老師  Nr. 47 

Samstag, 19. Januar 2008 VIII 

3. 什麼是屬於「本質上」應以法律規範事項？ 

「本質上」屬於立法權或行政權？ 

4. 「本質上」應以法律規範者，應以何種質量之「法律」規範？ 

形式意義之法律或實質意義之法律？ 

預算法或作用法？ 

組織法或行為法？ 

國家法或自治法？ 

實體法或程序法？ 

5. 透過國家組織分工保障人民權益 vs.透過人民自己參與保障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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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化之法律保留 

釋字第 443 號解釋（1997.12.26）解釋理由書：「憲法所定人民之自由及權利

範圍甚廣，凡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保障。惟並非一切自由及權利均

無分軒輊受憲法毫無差別之保障：（1）關於人民身體之自由，憲法第八條規定

即較為詳盡，其中內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縱令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

律加以限制（參照本院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理由書），而憲法第七條、第九條

至第十八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之各種自由及權利，則於符合憲法第二

十三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

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

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2）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

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3）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

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

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4）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

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

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又關於給付行政措施，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自較

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

命令為依據之必要，乃屬當然。」 

* 規範密度或「層級化法律保留」圖示： 

憲法保留事項 法律直接規範事

項（國會保留事

項） 

法律得具體明確授權主

管機關以命令予以規定

事項 

執行法律之細節性、

技術性次要事項（主

管機關得自行發布命

令為必要之規範）

（頂多只會對人民產

生不便或輕微影響）

 給付行政措施，涉

者，應有法律或法

（仍援用「

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

項」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

重要性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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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保留原則 II 

是否違反法律保留原則？→是否屬於專屬立法者決定之事項？ 

Nr. 313（1993.2.12）：「對人民違法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科處罰鍰，

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其處罰之構成要件及數額，應由法律定之。若

法律就其構成要件，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授權之內容及範圍

應具體明確』，然後據以發布命令，始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以法律限

制人民權利之意旨。」 

X 

 

憲法保留事項 法律直接規範事項

（國會保留事項）

（絕對法律保留事項）

法律得具體明確授權

主管機關以命令予以

規定事項 

（相對法律保留事項）

執行法律之細節性、

技術性次要事項（主

管機關得自行發布命

令為必要之規範）

（頂多只會對人民產

生不便或輕微影響）

aber： 

Nr. 491（1999.10.15）：「中央或地方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或相

關法規之規定對公務人員所為免職之懲處處分，為限制人民服公職之

權利，實質上屬於懲戒處分，其構成要件應由法律定之，方符憲法第

二十三條之意旨。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各機關

辦理公務人員之專案考績，一次記二大過者免職。同條第二項復規定

一次記二大過之標準由銓敘部定之，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 
Q:「上開解釋意旨」之內容為何？ 
 
Nr.563（2003.7.25）：「憲法第十一條之講學自由賦予大學教學、

研究與學習之自由，並於直接關涉教學、研究之學術事項，享有自

治權。國家對於大學之監督，依憲法第一百六十二條規定，應以法

律為之，惟仍應符合大學自治之原則。是立法機關不得任意以法律

強制大學設置特定之單位，致侵害大學之內部組織自主權；行政機

關亦不得以命令干預大學教學之內容及課程之訂定，而妨礙教學、

研究之自由，立法及行政措施之規範密度，於大學自治範圍內，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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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受適度之限制（參照本院釋字第三八○號及第四五○號解釋）。 
碩士學位之頒授依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

之學位授予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應於研究生「完成碩士學位應修

課程，提出論文，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後，始得為之，

此乃國家本於對大學之監督所為學位授予之基本規定。大學自治既

受憲法制度性保障，則大學為確保學位之授予具備一定之水準，自

得於合理及必要之範圍內，訂定有關取得學位之資格條件。（Q1：
這是屬於法律保留之領域嗎？）國立政治大學於八十五年六月十四

日訂定之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要點規定，各系所得自訂碩

士班研究生於提出論文前先行通過資格考核（第二點第一項），該

校民族學系並訂定該系碩士候選人資格考試要點，辦理碩士候選人

學科考試，此項資格考試之訂定，未逾越大學自治之範疇，不生憲

法第二十三條之適用問題。（Q2：何謂「不生憲法第二十三條之適

用問題」？） 
        大學學生退學之有關事項，八十三年一月五日修正公布之大學

法未設明文。為維持學術品質，健全學生人格發展，大學有考核學

生學業與品行之權責，其依規定程序訂定有關章則，使成績未符一

定標準或品行有重大偏差之學生予以退學處分，亦屬大學自治之範

疇；立法機關對有關全國性之大學教育事項，固得制定法律予以適

度之規範，惟大學於合理範圍內仍享有自主權。國立政治大學暨同

校民族學系前開要點規定，民族學系碩士候選人兩次未通過學科考

試者以退學論處，係就該校之自治事項所為之規定，與前開憲法意

旨並無違背。（Q3：大法官所指「與開憲法意指無違」，究何所指？）

大學對學生所為退學之處分行為，關係學生權益甚鉅，有關章則之

訂定及執行自應遵守正當程序，其內容並應合理妥適，乃屬當然。」

 
Q1：這是屬於應由立法權規定之事項嗎？（本質事項或重要事項嗎？） 
Q2：如果是，立法權應該提供何種密度之規範？（規範密度！） 
Q3：影響形式意義法律之規範密度限縮的主要原因？ 

★ 憲法對於大學自治之制度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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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保留原則 III 
* 規範密度或「層級化法律保留」： 

憲法保留事項 制定法律直接規範事

項（國會保留事項）

（絕對法律保留事項）

法律得具體明確授權主

管機關以命令予以規定

事項 
（相對法律保留事項）

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

術性次要事項（主管機

關得自行發布命令為

必要之規範） 
（頂多只會對人民產

生不便或輕微影響）

 
Nr: 570（2003.12.26） 

人民自由及權利之限制，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應以法律定之。其得由法律

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則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始得據以發布

命令。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經濟部及內政部會銜修正發布之玩具槍管理規

則（已廢止），其第八條之一規定：「玩具槍類似真槍而有危害治安之虞者，由內

政部公告禁止之」。內政部乃於八十二年一月十五日發布台（八二）內警字第八二

七○○二○號公告（已停止適用）：「一、為維護公共秩序，確保社會安寧，保障人

民生命財產安全，自公告日起，未經許可不得製造、運輸、販賣、攜帶或公然陳列

類似真槍之玩具槍枝，如有違反者，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條文處罰」，均係主管

機關基於職權所發布之命令，固有其實際需要，惟禁止製造、運輸、販賣、攜帶或

公然陳列類似真槍之玩具槍枝，並對違反者予以處罰，涉及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

應由法律或經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規定。上開職權命令未經法律授權，限制人民之

自由權利，其影響又非屬輕微，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不符，均應

不予適用。 
 
理由書： 

人民自由及權利之限制，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應以法律定之。得由法律授

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其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始得據以發布命

令，以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本旨。 
內政部為中央警察主管機關，依警察法第二條暨第九條第一款規定，固得依法

行使職權發布警察命令。然警察命令內容涉及人民自由權利者，亦應受前開法律保

留原則之拘束。警察法第二條規定，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

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同法第九條第一款規定，警察有依法發布警察命令

之職權，僅具組織法之劃定職權與管轄事務之性質，欠缺行為法之功能，不足以作

為發布限制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警察命令之授權依據。（Q：職權法與行為法作授權根

據的區別！） 
行政機關之公告行為，如對人民之自由權利有所限制時，應以法律就該公告行

為之要件及標準，具體明確規定，本院釋字第五六四號解釋足資參照。社會秩序維

護法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八款固規定，製造、運輸、販賣、攜帶或公然陳列經主管



  行政法                                程明修老師  Nr. 47 

Samstag, 19. Januar 2008 XIII 

機關公告查禁之器械者，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惟該條款所謂

「經主管機關公告」，係指主管機關，依據對該公告行為之要件及標準為具體明確

規定之法律，所為適法之公告而言，尚不得以該條款規定，作為發布限制人民自由

權利公告之授權依據。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經濟部經（八一）商字第二三五六二五號、內

政部台（八一）內警字第八一九○○九三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玩具槍管理規則（九十一

年五月八日經經濟部經商字第○九○○二二六九二六○號與內政部台內警字第○九一○○
七五六九七號令會銜發布廢止），其第八條之一規定：「玩具槍類似真槍而有危害

治安之虞者，由內政部公告禁止之」。內政部乃於八十二年一月十五日依據警察法

第二條及第九條第一款、玩具槍管理規則第八條之一，發布台（八二）內警字第八

二七○○二○號公告（自九十一年五月十日起停止適用）：「一、為維護公共秩序，

確保社會安寧，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自公告日起，未經許可不得製造、運輸、

販賣、攜帶或公然陳列類似真槍之玩具槍枝，如有違反者，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

條文處罰」，係主管機關為維護社會治安，於法制未臻完備之際，基於警察職權所

發布之命令，固有其實際需要，惟禁止製造、運輸、販賣、攜帶或公然陳列類似真

槍之玩具槍枝，並對違反者予以處罰，涉及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且其影響非屬輕

微，應由法律或經法律授權之命令規定，始得為之（Q：換言之，這是法律保留的部

分！）。警察法第二條及第九條第一款、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八款

規定，均不足以作為上開職權命令之授權依據，已如前述。又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

七日增訂、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一規

定，乃基於法安定性原則所訂定之過渡條款，縱可作為該法施行前須以法律規定或

以法律明列其授權依據訂定之事項，行政機關以職權命令訂定者，於該法施行後二

年內繼續有效之法律依據，惟此一不涉及適法與否之效力存續規定，尚不得作為相

關職權命令之概括授權法律，且本件行為時及裁判時，行政程序法尚未公布施行，

故不發生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一規定，對於系爭玩具槍管理規則及內政部台（八

二）內警字第八二七○○二○號公告之效力有何影響之問題。綜上所述，上開職權命

令未經法律授權，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其影響又非屬輕微，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

定之法律保留原則不符，均應不予適用。 
 
Nr. 575（2004.4.2）理由書： 
前開實施方案相關規定，涉及人民之自由權利，其未以法律定之，固有未洽。惟此

乃主管機關於憲政轉型期為因應立法院於修正戶籍法時，未制定過渡條款或其他緩

和措施之不得已之舉，因其內容並非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尚難謂與憲法第二十三

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有違。茲動員戡亂時期既經終止，憲政體制已回復常態，前

開情事不復存在，過渡條款若有排除或限制法律適用之效力，且非行政機關於組織

或人事固有權限範圍內之事項者，仍應一併以法律定之或以法律授權相關機關以為

適當規範，方符法治國家權力分立原則（Q：反言之，若屬「行政機關於組織或人事

固有權限範圍內之事項者」，是否就不必要以法律定之或以法律授權相關機關以為

適當規範？），併此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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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保留：組織法或行為法？ 
Nr. 570 理由書 

（26.12.2003） 
內政部為中央警察主管機關，依警察法第二條暨第九條第一款規定，

固得依法行使職權發布警察命令。然警察命令內容涉及人民自由權利

者，亦應受前開法律保留原則之拘束。警察法第二條規定，警察任務

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切危害，促進人民福利；

同法第九條第一款規定，警察有依法發布警察命令之職權，僅具組織

法之劃定職權與管轄事務之性質，欠缺行為法之功能，不足以作為發

布限制人民自由及權利之警察命令之授權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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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行政與法律保留 

Nr.614：憲法上之法律保留原則乃現代法治國原則之具體表現，不僅規範國家與

人民之關係，亦涉及行政、立法兩權之權限分配。給付行政措施如未限制人民之

自由權利，固尚難謂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限制人民基本權利之法律保留原則

有違，惟如涉及公共利益或實現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等重大事項者，原則上仍應

有法律或法律明確之授權為依據，主管機關始得據以訂定法規命令（本院釋字第

四四三號解釋理由書參照）。公務人員曾任公營事業人員者，其服務於公營事業

之期間，得否併入公務人員年資，以為退休金計算之基礎，憲法雖未規定，立法

機關仍非不得本諸憲法照顧公務人員生活之意旨，以法律定之。在此類法律制定

施行前，主管機關依法律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或逕行訂定相關規定為合理之規

範以供遵循者，因其內容非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尚難謂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

之法律保留原則有違。惟曾任公營事業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時，其退休相關權益乃

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仍應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為宜，併此指

明。 

Nr.524：全民健康保險為強制性之社會保險，攸關全體國民之福祉至鉅，故對於

因保險所生之權利義務應有明確之規範，並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若法律就保

險關係之內容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其授權應具體明確，且須為被保險人所

能預見。又法律授權主管機關依一定程序訂定法規命令以補充法律規定不足者，

該機關即應予以遵守，不得捨法規命令不用，而發布規範行政體系內部事項之行

政規則為之替代。倘法律並無轉委任之授權，該機關即不得委由其所屬機關逕行

發布相關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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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所涉問題分析 

【解釋文】（2001.12.14） 

警察勤務條例規定警察機關執行勤務之編組及分工，並對執行勤務得採取之方式

加以列舉，已非單純之組織法，實兼有行為法之性質。依該條例第十一條第三款，

臨檢自屬警察執行勤務方式之一種。臨檢實施之手段：檢查、路檢、取締或盤查

等不問其名稱為何，均屬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影響人民行動自由、財產權及

隱私權等甚鉅，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執勤之原則。實施臨檢之要件、程序及對違

法臨檢行為之救濟，均應有法律之明確規範，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意旨。 

上開條例有關臨檢之規定，並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

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之立法本意。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警察人員執行場所

之臨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

或公共場所為之，其中處所為私人居住之空間者，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對人

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

遵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臨檢進行前應對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並

出示證件表明其為執行人員之身分。臨檢應於現場實施，非經受臨檢人同意或無

從確定其身分或現場為之對該受臨檢人將有不利影響或妨礙交通、安寧者，不得

要求其同行至警察局、所進行盤查。其因發現違法事實，應依法定程序處理者外，

身分一經查明，即應任其離去，不得稽延。前述條例第十一條第三款之規定，於

符合上開解釋意旨範圍內，予以適用，始無悖於維護人權之憲法意旨。現行警察

執行職務法規有欠完備，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解釋意旨，且

參酌社會實際狀況，賦予警察人員執行勤務時應付突發事故之權限，俾對人民自

由與警察自身安全之維護兼籌並顧，通盤檢討訂定，併此指明。 

【解釋理由書】 

按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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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所謂裁判所適用之法律

或命令，係指法令之違憲與否與該裁判有重要關聯性而言。以刑事判決為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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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於判決中據以論罪科刑之實體法及訴訟法之規定，包括作為判斷行為違法性

依據之法令在內，均得為聲請釋憲之對象。就本聲請案所涉之刑事判決而論，聲

請人（即該刑事判決之被告）是否成立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罪，係

以該受侮辱之公務員當時是否依法執行職務為前提，是該判決認定其係依法執行

職務所依據之法律－警察勤務條例相關規定，即與該判決有重要關聯性，而得為

聲請釋憲之客體，合先說明。 

警察法第二條規定警察之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 止一切

危害，促進人民福利。第三條關於警察之勤務制度定為中央立法事項。警察勤務

條例第三條至第十條乃就警察執行勤務之編組、責任劃分、指揮系統加以規範，

第十一條則對執行勤務得採取之方式予以列舉，除有組織法之性質外，實兼具行

為法之功能。查行政機關行使職權，固不應僅以組織法有無相關職掌規定為準，

更應以行為法（作用法）之授權為依據，始符合依法行政之原則，警察勤務條例

既有行為法之功能，尚非不得作為警察執行勤務之行為規範。依該條例第十一條

第三款：「臨檢：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路段，由服勤人員擔任臨場檢查或路

檢，執行取締、盤查及有關法令賦予之勤務」，臨檢自屬警察執行勤務方式之一

種。惟臨檢實施之手段：檢查、路檢、取締或盤查等不問其名稱為何，均屬對人

或物之查驗、干預，影響人民行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權等甚鉅。人民之有犯罪

嫌疑而須以搜索為蒐集犯罪證據之手段者，依法尚須經該管法院審核為原則（參

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其僅屬維持公共秩序、

防止危害發生為目的之臨檢，立法者當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任意實施之本意。是執

行各種臨 檢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執勤之原則，實施臨檢之要件、程序及對違法

臨檢行為之救濟，均應有法律之明確規範，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意旨。 

上開條例有關臨檢之規定，既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 任意臨

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之立法本意。除法律另有規定（諸如刑事訴訟法、行

政執行法、社會秩序維護法等）外，警察人員執行場所之臨檢勤務，應限於已發

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其中處

所為私人居住之空間者，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對人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

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

必要程度，儘量避免造成財物損失、干擾正當營業及生活作息。至於因預防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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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之危害，則應採其他適當方式，諸如：設置警告標誌、隔離活動空間、建立

戒備措施及加強可能遭受侵害客體之保護等，尚不能逕予檢查、盤查。臨檢進行

前應對受臨檢人、公共場所、交通工具或處所之所有人、使用人等在場者告以實

施之事由，並出示證件表明其為執行人員之身分。臨檢應於現場實施，非經受臨

檢人同意或無從確定其身分或現場為之對該受臨檢人將有不利影響或妨礙交

通、安寧者，不得要求其同行至警察局、所進行盤查。其因發現違法事實，應依

法定程序處理者外，身分一經查明，即應任其離去，不得稽延。前述條例第十一

條第三款於符合上開解釋意旨範圍內，予以適用，始無悖於維護人權之憲法意

旨。又對違法、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臨檢行為，應於現行法律救濟機制內，提

供訴訟救濟（包括賠償損害）之途徑：在法律未為完備之設計前，應許受臨檢人、

利害關係人對執行臨檢之命令、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情事，於臨

檢程序終結前，向執行人員提出異議，認異議有理由者，在場執行人員中職位最

高者應即為停止臨檢之決定，認其無理由者，得續行臨檢，經受臨檢人請求時，

並應給予載明臨檢過程之書面。上開書面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異議人得依法提

起行政爭訟。現行警察執行職務法規有欠完備，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二年內依解釋意旨，且參酌社會實際狀況，賦予警察人員執行勤務時應付突發事

故之權限，俾對人民自由與警察自身安全之維護兼籌並顧，通盤檢討訂定，併此

指明。 

【本號解釋所涉問題】 

1.釋憲緣由 

本案釋憲聲請人起於警方臨檢措施。1998 年間聲請人獨行自重陽橋時，突遭警

察攔下，以其「形跡可疑」為由要求查示身份證件。聲請人答稱未帶證件，警察

卻欲強行伸手搜查。聲請人認並無犯罪情事，且當時警察並無搜索票，因此出手

抗拒，並以粗話回應。警方因此以其涉嫌妨害公務為由，將聲請人以警棍「架回」

警局製作筆錄，於四小時候釋放。警方並將全案函送地檢署偵察、起訴，後經法

院處拘役 20 天確定。 

2.釋憲客體 - 判決「直接」引用的法令 v. s. 與裁判有「重要關聯性」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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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在第 535 號解釋理由書中首先針對人民提起釋憲的形式要件 之「釋憲客

體」，提出說明。根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人

民聲請解釋憲法的客體，乃是「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至於法律

或命令是否為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其判斷方式，原則是以該法律或命令是否業

經該確定終局裁判所「引用」作為裁判之依據。至於是否「引用」通常以裁判書

上是否表示「有該法令為據」判斷。但是這種認定方式，可能過於狹隘。例如大

法官第 368 號解釋中，確定終局裁判為行政法院 81 年度判字第 2398 號判決，

其並非直接「引用」行政法院 60 年判字第 35 號判例作為裁判依據，而是以「參

照該號判例意旨」的方式，作為駁回原告之訴的理由。大法官審查後也認為後一

「間接」被引用的判例屬於前一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而進一步審查

其違憲性 （至於「判例」是否屬於本法所稱「法律或命令」則又是另一爭議問

題）。而在 535 號解釋中，大法官更進一步闡釋，所謂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

令，係指法令之違憲與否與該裁判有重要關聯性而言。以刑事判決為例，除了判

決中據以論罪科刑之實體法及訴訟法之規定之外，甚至還包括作為判斷行為違法

性依據之法令在內，均得為聲請釋憲之對象。所以就本聲請案所涉之刑事判決來

看，聲請人是否成立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罪，係以該受侮辱之公務

員當時是否依法執行職務為前提，是該判決認定其係依法執行職務所依據之法律

－警察勤務條例相關規定，便與該判決有重要關聯性，因此得為聲請釋憲之客體。 

3.警察機關執行勤務須有組織法與行為法的授權 

法治國家要求國家行為必須受到憲法與法律的拘束。從行政法律的功能粗分，略

有行政組織法、行政作用法與行政救濟法。依法行政原則下之法律保留原則，無

非要求行政措施必須有行為法上具體明確的授權。傳統實務見解認為「行政官署

為維持人民公共利益，對特定事件，在其職權範圍內，自可為一定之處置 」，

以有「組織法」即有「作用法」的授權，實不足採 。換言之，在法律保留的要

求下，行政機關必須在組織法的職權規定內，再有行為法的具體授權，才可對人

民採取一定的措施。在 535 號解釋理由中，大法官即明確指出：「行政機關行

使職權，固不應僅以組織法有無相關職掌規定為準，更應以行為法（作用法）之

授權為依據，始符合依法行政之原則」。而「警察法第二條規定警察之任務為依

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第三條關於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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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之勤務制度定為中央立法事項。警察勤務條例第三條至第十條乃就警察執行勤

務之編組、責任劃分、指揮系統加以規範，第十一條則對執行勤務得採取之方式

予以列舉，除有組織法之性質外，實兼具行為法之功能。」大法官認為既然警察

勤務條例具有行為法之功能，因此也可以作為警察執行勤務之行為規範。依該條

例第十一條第三款：「臨檢：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路段，由服勤人員擔任臨

場檢查或路檢，執行取締、盤查及有關法令賦予之勤務」，臨檢自屬警察執行勤

務方式之一種。惟細查警察勤務條例十一條的規定，應該只是對於警察勤務方式

的定義，包括勤區查察、巡邏、臨檢、守望、值班與備勤等。其中並無從明瞭臨

檢盤查之實質內容，包括何時開始、如何進行以及執行時間、場所的界限 。能

否作為作用法上的授權，殊非無疑。 

4.法律明確性原則 

警察執行臨檢勤務，多屬干預人民自由、權利之措施，因此授權警察執行的法律

內容必須明確。其中包括權力發動的要件、程序以及法律效果，皆應有明確之內

容，使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此種明確性的要求更涵蓋了法律的可預測性、

可量度性以及可信賴性，可說是法治國家立法原則中法安定性的基石 。大法官

在解釋文與理由書中也因此特別強調臨檢實施之手段：檢查、路檢、取締或盤查

等不問其名稱為何，均屬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影響人民行動自由、財產權及

隱私權等甚鉅。...立法者當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任意實施之本意。是執行各種臨檢

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執勤之原則，實施臨檢之要件、程序及對違法臨檢行為之救

濟，均應有法律之明確規範，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意旨。 

5.危害防止與危害預防 

警察法上實質意義警察之任務，乃是涵蓋所有的危害防止（Gefahrenabwehr）

與滋擾排除（Störungsbeseitigung）而言，其中更以危害防止為核心 。但是隨

著危害態樣的多樣化與具體化程度，今日警察任務的目標設定，甚至有可能從危

害 防 止 提 升 至 危 害 預 防 （ Gefahrenvorsorge ）  ， 甚 至 風 險 預 防

（Risikovorsorge）。從危害防止到危害預防，再到風險預防之目標設定的實現

之間，對人民自由限制與人民承擔的不利益原則上是一種層昇的關係，而面對這

種層昇的自由限制與代價負擔，則需要不斷提昇正當化事由，因此在這些警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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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目標設定之間存有一種形式上的階層關係。 

警察法上所謂之「危害」，是指在未曾中斷的事件發生過程中，在可預見的時間

內，有充分地蓋然性可能導致損害的一種事實狀況 。在警察與秩序法中，實現

的任務首先必須是涉及危害的防止，至於是一個具體或抽象的危害則非所問。而

所謂的損害則是指法益的減損。在傳統警察法與秩序法中，通常危害是與「表見

危害」、「危害的懷疑」有所區分的 。所謂「表見危害」是指，從警察機關的

角度對事實狀況作充分評估時，在干預的時點可以被認定為是危害而言；但可能

事後來看，事實上證實是不會發生的。至於有「危害的懷疑」時，乃是指根據事

實狀況認為危害可能發生，而非確定其一定發生。不過根據通說的見解，不論是

表見危害或是危害的懷疑，均可評價為危害。我們基於實效性之危害防止的目

的，可能不一定需要要求損害情況發生之確信，若是在所有情況均充分評價，而

有正當理由可認為危害有發生之蓋然性，即使假設的因果關係事實上證明並不存

在，也可以在事前視之為危害。在有危害的懷疑時，其實危害的情況是否事實上

存在，也是一開始時並不明確。我們必須另外根據受保護之法益與損害發生蓋然

性之間的關聯判斷。 

至於危害預防的任務所指的是在危害界限下的不利益影響 。危害預防的目標則

在於劃定危害門檻前的安全區，使得發生可能性較小的案例，亦即時間與地點上

距離較遠的損害也可以被掌握 。 

危害防止與風險預防均取決於發生的蓋然性、損害以及損害發生的因果過程。但

是風險的特徵則在於，雖然存在有發生危害的可能性，但是卻無法預設其發生的

蓋然性。 

大法官在解釋文中指出警察勤務「條例有關臨檢之規定，並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不

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之立法本意。除法律另有

規定外，警察人員執行場所之臨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

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其中處所為私人居住之空間者，並

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對人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

將發生危害者為限。」解釋理由書中亦指出「因預防將來可能之危害，則應採其

他適當方式，諸如：設置警告標誌、隔離活動空間、建立戒備措施及加強可能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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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侵害客體之保護等，尚不能逕予檢查、盤查。」顯見大法官亦同意危害防止與

危害預防均為警察任務。同時因為危害發生的程度或蓋然性差異，警察手段的採

取也應該隨著可能對於人民權利限制的強弱作調整。 

6.行政法上之合理原則 

大法官在解釋文中對於危害程度是否足以讓警察有發動權限，進行臨檢盤查的必

要，採取了「合理性」的判斷標準。換言之，警察權限的是否發動（或者對象、

時間、地點等），基本上屬於警察的裁量權限而此一裁量權的行使，必須基於「合

理理由（reasonable grounds）」 。其中對於場所之臨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

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對人

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至

於後者所稱之「有相當理由」與刑事訴訟法第 122 條，搜索所應具備的「相當

理由」有無差異？與「合理」與否是否亦無等差？容有再探討之必要。 

7.比例原則 

大法官在解釋文與理由書中再一次提及比例原則的重要性。「比例原則」是容許

法律對基本權限制之手段與範圍，以及限制基本權於各案中適用之重要基準。它

要求每一個基本權之侵害均應適合於其所追求之目的，同時是必要、合比例與期

待可能的。「適當性原則」要求行為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如果行為妨礙意圖目

的之達成或對目的無任何作用時，則不適當。「必要性原則」則要求若有實效相

等，或對基本權無限制或較少限制的手段存在時，不得採取其他會造成較大侵害

的手段。「狹義比例性原則」或「衡量性原則」則要求手段與所追求之目的應適

當地合乎比例。大法官特別指出警察勤務條例有關臨檢之規定，並無授權警察人

員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之立法本意。對於

場所或者人所實施的臨檢，均應該遵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並儘量避

免造成財物損失、干擾正當營業及生活作息。至於因預防將來可能之危害，則應

採其他適當方式，諸如：設置警告標誌、隔離活動空間、建立戒備措施及加強可

能遭受侵害客體之保護等，尚不能逕予檢查、盤查。可見逕予檢察或盤查所具有

的最後手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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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臨檢與盤查之程序 

現行法秩序中，有關「臨檢」之規定者，尚有如「商品檢驗法施行細則」第 70

條，其中對於臨檢進行之程序、類別、方式規定甚詳。反之，對於警察勤務條例

中之臨檢程序，卻欠缺明確規定。因此大法官在解釋文中「積極地」要求，臨檢

進行前應對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並出示證件表明其為執行人員之身分。臨檢

應於現場實施，非經受臨檢人同意或無從確定其身分或現場為之對該受臨檢人將

有不利影響或妨礙交通、安寧者，不得要求其同行至警察局、所進行盤查。其因

發現違法事實，應依法定程序處理者外，身分一經查明，即應任其離去，不得稽

延。 

9.司法替代立法？ 

大法官在本號解釋中，對於現行法的欠缺以如前述加以非難。但是對於解釋文中

大法官自己幾近以替代立法的方式，要求警察機關應依何種程序進行臨檢盤查。

大法官可能有將立法細節納入司法者自己的規範高權之虞。換言之，解釋似乎已

經凌駕了立法者政治-民主的規範優越地位，而可能對立法者太過詳細地解釋說

明，反而承擔起了「替代立法」的任務。 

10.立法指示 

對於現行警察勤務條例中規範欠缺明確的部分，顯已違反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

之意旨。但是大法官為免驟將法律宣告違憲，造成法令空窗，因此採取了「立法

指示」的宣告方式，要求「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解釋意旨，

且參酌社會實際狀況，賦予警察人員執行勤務時應付突發事故之權限，俾對人民

自由與警察自身安全之維護兼籌並顧，通盤檢討訂定。」 

11.行政處分因執行完畢而消滅時之行政訴訟與國家賠償 

大法官最後在解釋理由書中指出，「對違法、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臨檢行為，

應於現行法律救濟機制內，提供訴訟救濟（包括賠償損害）之途徑：在法律未為

完備之設計前，應許受臨檢人、利害關係人對執行臨檢之命令、方法、應遵守之

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情事，於臨檢程序終結前，向執行人員提出異議，認異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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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者，在場執行人員中職位最高者應即為停止臨檢之決定，認其無理由者，得

續行臨檢，經受臨檢人請求時，並應給予載明臨檢過程之書面。上開書面具有行

政處分之性質，異議人得依法提起行政爭訟。」大法官在法律未為完備之設計前，

又一次積極「創設」了一個針對臨檢措施的司法救濟程序。即臨檢程序終結前可

以提出異議，執行後則有請求作成書面行政處分，並據以提起行政訴訟的可能。

至於在此提起的訴訟種類，正是標準的由行政訴訟法第 6 條所規定之「違法確認

之訴」。因為此時行政處分已經執行完畢並已消滅（但是若有回復原狀的可能或

必要情事時，則可能是提起撤銷訴訟，並附帶請求回復原狀的問題 ）。行政訴

訟法第 6 條所規定之行政處分已執行完畢，並亦隨之消滅的少數特定案例，主要

就是屬於警察法中搜查、驅離或身份辨識等處分 。另外其違法之確認利益，當

係為了後續提起國家賠償訴訟之需。在訴訟程序選擇上，可依行政訴訟法第 7

條之規定，附帶請求損害賠償（至於可能因此產生提起行政訴訟附帶請求損害賠

償訴訟與直接提起國家賠償訴訟雙軌的影響，則係另一重要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