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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版序 

憲法的內涵如同生物體般，隨時因外在環境變化，而成為「活

的憲法」。憲法新論於2004年問世，繼2010、2012、2014、2020年
改版，至2021年再修訂，本書呈現各階段憲法時刻重大變遷，展露
出憲法旺盛的活力，更提出多元視角的論述與解析。這種對憲法生

命與成長的持續關懷，正是摯友法治斌教授生前對我的感召與鼓

勵。治斌教授於2003年因心肌梗塞而去逝，生前我們曾共同出版本
書的前身「中華民國憲法」。治斌在世著書立說、參與時論，展現

出對自由民主與法治憲政精神的熱愛。他的英年早逝，不僅對我個

人失去一位摯友，對我國憲政理論之發展、兩岸公法學之交流更是

重大損失。惟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法教授女兒法思齊已於美國維吉

尼亞大學榮獲法學博士學位，負笈返國繼往開來，任教於東吳大學

法學院副教授，教研豐碩，受同學愛戴。 

為了延續治斌教授對憲法教研終生奉獻之精神，我在擔任東吳

大學副校長行政工作之餘，利用晨昏、週末假日完成修訂與改版，

修訂範圍包括原屬治斌教授生前所撰寫章節。最近之修訂，除了整

理大法官最新解釋與參酌國內外公法論著外，對於本書不符時宜之

片段或章節亦大幅修改，讓本書內容更豐富更具時宜性。本第八版

距第七版前後一年半旋即修訂再版，實乃因一年半以來國內司法制

度大幅度修改與司法院大法官做出眾多具爭議性、突創性之憲法解

釋，極具研究價值，故而再次改版，以呈現憲法學說與實務之最新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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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概念 

壹、憲法之意義 

「憲法」一詞，源於拉丁文（Constituio），本指組織或結構之意。古

羅馬帝國用它來表示皇帝的「詔令」、「諭旨」，以區別市民會議通過的

法律文件。從形式意義來看，憲法是一個法典性的文書，在該文書內包含

了最高位階的法律規範。形式意義的憲法係指以憲法法典的形式，由各種

法律規範構成之位階中居最高位階之法規範者，且其制定及修改程序與其

他法律規範不同。憲法是最高規範，是一切次級規範之來源。就形式意義

來看，係指依照憲法立法的形式而制頒的最高位階法規範，而成為成文憲

法文書的內容，例如中華民國憲法、德國基本法、日本憲法、美國憲法即

是。 
從實質意義的憲法來看，它是指國家之狀態，憲法乃是規定國家最高

機關組織及職權、政治程序、國家權力之行使與人民基本權利以及和地方

自治團體間之關係，並且解決彼此產生衝突之方法為內容。實質意義的憲

法注重憲法的實質內容，所以不問其形式為成文或不成文，亦不論有無經

過修憲機關或立憲機關之審查等。雖然未具有憲法法典文書之形式，然其

規定的內容，涉及到國家的最高機關組織、人權以及作用，而有其根本法

的性質。 
實質意義的憲法之概念較形式意義的憲法為廣，但何者為一國根本重

要事項與一國之根本大法，則又隨各國之習俗與其人民之認識而有不同。

在甲國所認為根本重要的事項，必須在憲法本文中規定，在乙國則僅規定

於法律中。例如有關國民資格之認定標準，在德國係規範在基本法中，在

我國則於國籍法中訂之。就我國而言，中華民國憲法及增修條文兼具形式

意義及實質意義的憲法，除此之外，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地方制度法、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憲法訴訟法及財政收支劃分法、

國家安全法等，具有實質意義憲法的性質。 
除了形式意義或實質意義憲法的分類外，對於憲法其所形成的規範秩

序反應國家現實的政治、社會與經濟情勢，亦即憲法所規範者於憲政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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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否達成，又可區分為規範性憲法、名目性憲法與字義性憲法
1
。規範性

憲法（normative constitution）指憲法規範與憲政現實完全契合，亦即國家

政治權力之運作均依據憲法，服從憲法作為最高位階的法規範，現代歐美

等法治先進國家憲法均屬規範性憲法。名目性憲法（名義性憲法；nominal 
constitution）之憲法規範雖然完整，僅因該憲法規範不符該國政治、社會

或經濟現實，或憲法制定後國家情勢有重大變遷，致憲法規範之全部或一

部不能真正被遵行，使憲法規範與憲政現實產生不一致的情形，我國憲法

於民國35年12月制定後不久，實際統治之國家領土及主權即不及於大陸，

且因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之頒布，使憲法本文相當部分無法施行，特別

是中央民意代表未能全面改選，因此在動員戡亂時期，我國憲法應屬「名

目性憲法」。惟民國79年6月21日釋字第261號解釋，要求國會必須全面改

選，解除動員戡亂時期下中央民意代表未能全面改選之情況。之後在不修

改憲法本文之方式下，透過「憲法增修條文」方式調整政府組織以及弱勢

權益保護，目前政府組織與職權運作，與憲政事實相等，可見現行憲法本

文及增修條文為「規範性憲法」，透過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使憲政現

實 （ Verfassungswirklichkeit ） 運 作 的 實 然 （ sein ） 與 憲 法 本 身 規 範

（Verfassungsrecht）之應然（sollen）盡可能符合。字義性憲法（巧語性憲

法、詭譎憲法；semantic constitution）之憲法規範與憲政現實是完全背離

的，憲法規範並不具有實質上的拘束力，「憲法」只具有字面上的意義，

即使憲法已然訂定，國家權力亦無欲受其拘束，其目的在於將既有的政治

權力定型化，展現其為所謂的「立憲國家」之表象而已，一黨專政的共產

國家、軍事獨裁的戰亂國家以及由殖民地獨立之亞非新興國家，其憲法多

屬字義性憲法。 

                                                        
1 另參許志雄等合著，現代憲法論，4版，2008年10月，頁27-28（周志宏執

筆）；吳庚、陳淳文，憲法理論與政府體制，6版，2019年9月，頁5-6；陳新

民，憲法學釋論，9版，2018年7月，頁16-17；李惠宗，憲法要義，8版，2019
年9月，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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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憲法制定者 

法國學者西耶士（Joseph Sieyès）區分國家權力為制定憲法權與憲法所

賦與的權力，前者之權屬於全體人民，後者就是指行政、立法、司法各

權，可由國民委託議會及其他機關代為行使。制定憲法權是基於政治力量

而來，是政治行為，決定國家根本組織，不受任何拘束。反之，憲法所賦

與的權力是法律行為，修憲權在法律上是屬於被限定的權，故有其界限

（詳第三章敘述）。 
憲法和一般性法律制定者不同。一般性法律之制定者為一般立法者，

如我國立法院、美國或德國聯邦眾議院與參議院。憲法代表國家的意思，

制定是依照特別方式制定而成，在國民主權下，僅有全體國民的意志方代

表國家的意志，從而制憲者為全體國民，制憲權亦屬於全體國民，我國憲

法前言謂：「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託……，制定本憲

法。」即表明中華民國制憲之權力，源於全體國民，而國民大會係受全體

國民之付託制定憲法。 
由於國家人口眾多，憲法不可能由全體國民親自制定，在民主原則之

要求下，制憲者必須透過全體國民選舉產生，亦即選出國民代表來制定憲

法。制憲之方式大略有下面兩種類型： 

一、制憲諮商會議型 

由制憲諮商會議研擬憲法草案，交由全體國民作最後的表決。制憲諮

商會議僅有提出憲法草案之權限，憲法草案仍須經由全體國民直接表決通

過後，始生效力。 

二、制憲委員會型 

由國民代表組成制憲委員會，具有制定憲法的權限，換言之，制憲委

員會不但研擬憲法草案，並經議決通過使該憲法生效，全體國民並不直接

對憲法作通過與否之表決。然而，日後間接藉參與國會選舉之投票，表達

對憲法的意見，確定了憲法合法性。 
我國憲法係於民國35年由制憲國民大會所制定，於同年12月25日三讀

通過，經國民政府於次年1月1日公布，定於民國36年12月25日施行。制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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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大會於憲法制定完成後解散，憲法施行後旋即依據憲法選舉行憲後首

屆國民大會。從而，我國憲法之制定係由制憲國民大會擬定，並經議決使

其生效，未經由公民投票確認程序，應屬制憲委員會類型。 
制憲權原則是獨立自由。學者一致認為制憲不得以強制程序進行，亦

不受舊憲法限制，此即所謂「憲法制定自主權」。然而，制憲權非任意為

之，制憲應確保每個法律中所蘊含的超實證法之基本原則，以達到自由民

主最低標準之保障，以及制憲時應審酌國民意志中基本價值和社會的、政

治的基本認識。 

參、憲法之作用 

一、維護秩序作用 

憲法和法律具有防止國家陷入混亂和無政府狀態之目的。法律和憲法

即是要實現一合理的秩序，其方法包括基本權利之保障、依法行政、審判

獨立、權利救濟途徑之保障等。由於憲法對政府機關與人民之行為皆具有

拘束性，以及在發生爭議時最終以憲法為解決標準，而使社會和國家維繫

一體。因而在有爭端時應以憲法來統治（government by constitution），而

非以人來統治（government by men）為標準。國家權力必須根據憲法始為

合法。憲法是所有法律秩序之基礎，任何法律秩序不得與其牴觸。各種法

律亦須於憲法所定目標下，不可支離破碎，甚至彼此衝突，各自形成一個

體系。 

二、維持穩定作用 

憲法維繫一國持續性基本秩序，也是國家生活安定之堅固要素。憲法

是國民意志之基本表現。對於國家原則性重要事項，應規定於憲法之中。

憲法有憲章與憲律兩種內容，憲章規定憲法的根本原則與精神，如國體、

政體、國民主權、權力分立與基本權保障等，屬於憲法中不得更動的部

分；憲律則以憲章為前提，依憲章的根本原則，規定各種制度，得由修憲

機關予以修改。憲律根據憲章，而憲章所根據者乃是政治之力。這種力稱

之為憲法制定權，它是決定憲章的根源。基於全體國民共識，確認憲法根

本原則與精神，而形成憲法賴以存續且穩定發展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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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進統合性之作用 

憲法是全國人民共識之基礎。此處所稱之統合性，不僅指國家統一，

也應包括人民意見之協調，由於在社會中有不同組織及不同政治意見，憲

法是團結融合各種不同政治團體意見之共識基礎，因而具有促進和平容讓

性質。 

四、權力限制與監督之作用 

為了達到此一目的必須遵從權力分立與監督、制衡原則，促使國家遵

循法治原則。我國憲法雖採中山先生五權分治、平等相維之體制，權力間

仍分立，相互制衡，故立法院雖獨享有最高立法權，司法權對法規範有違

憲審查權，行政院雖享有政策決定權，仍應受立法之監督。 

五、確保個人基本權利作用 

人民享有基本權利為立憲主義基本潮流。公民及政治性基本權利如言

論、思想、集會與結社權，和經濟社會文化的基本權利如工作權、生存權

等私法自治權，均受憲法保障，憲法是人民權利保障書也。 

肆、憲法「規範性」與「優位性」 

從憲法發展歷史觀察，憲法原是民權及自由理念產物。這些理念強調

平權、主權在民、個人主義、多元主義分權或制衡等。此一歷史背景首先

將 形 式 規 範 性 憲 法 與 以 民 權 及 自 由 主 義 等 理 念 為 內 涵 的 憲 法 主 義

（Constitutionalism）合而為一。憲法主義或立憲主義是以具體的憲法規

範，規範政府的組成及權力，建構一個有限的政府，以保障人民基本權

利，在憲政主義之下，政府權力必須受到憲法約束，而且必須依據憲法來

治理國家，政府權力是有限的，簡言之，以憲法建構一個「有限政府

（limited government）」防止政府濫權以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憲政理念。 
近代立憲主義與民主憲政制度得以落實，必須先承認「憲法的規範性

（ Normativität der Verfassung ） 」 及 「 憲 法 的 優 位 性 （ Vorrang der 
Verfassung）」。前者指憲法具有拘束性的法效力，所有國家權力，無論是

行政、立法、司法、考試與監察均應遵守憲法規定；後者是指憲法為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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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規範，憲法在國家所有法規範而言，居最高地位，效力最高，法律與

命令均不得與其相牴觸，牴觸者無效。我國憲法第171條：「法律與憲法牴

觸者無效」、第172條：「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即屬憲法最高性

之明文規定。憲法之所以成為最高法規範，是因為憲法內容主要在規範保

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不受國家公權力之侵犯。憲法第78條明文賦予司法院大

法官解釋憲法之維護「憲法規範性」與「憲法優位性」的重大職責。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034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憲法新論／董保城, 法治斌著. -- 八版. --  
臺北市：元照, 2021. 09 

面；  公分 
ISBN 978-957-511-596-8（平裝） 

 
1.中華民國憲法 

 
581.21                     110013727 

 
 
 
 

 
 
 

憲法新論                                    
 5C015PH 

作  者 董保城、法治斌 

編印總經銷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00 臺北市館前路 28 號 7 樓 

網    址 www.angle.com.tw 
定    價 新臺幣 750 元 
專    線 (02)2375-6688 
傳    真 (02)2331-8496 
郵政劃撥 19246890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年月 2014 年 9 月  六版第 1 刷 

2021 年 9 月 八版第 1 刷 

登記證號：局版臺業字第 1531 號            ISBN 978-957-511-596-8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034



元照網路書店 元照讀書館
定價：750元

　　本書自2004年出版到本第八次改版，伴隨著台灣民主轉型過程

中的修憲與釋憲，其中彙整了國內外精湛多元的憲法論述，以及整

理、解析豐沛的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相關重要意旨。本書以憲法本質重

要性的「共和」、「民主」、「法治」與「社會」國原則之憲法基本

秩序為主軸，強化理論，並輔以實例，貫穿本書。

　　本次改版全面檢視大法官解釋與不同（協同）意見書整理分析引

用論證，尤其就「正當法律程序」、「人權保障與人民義務」與「權

力分立原則」等憲法概念提供了完整圖像。

　　此次修訂引用司法院釋字第806號解釋為止外，特別針對法治國

原則、多元文化國原則、基本權利之保障，以及2022年1月施行之

憲法訴訟法全貌做了清楚的介述，盼使本書呈現最新、最佳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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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新論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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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書

董保城、法治斌

　　轉型正義／黨產條例／

　　法治國原則─大法官釋憲後之評析

作者：董保城　　　　　　
　　　　　　　　　　　定價：600元

　　行政法要義
作者：李惠宗　　　　　　
　　　　　　　　　　　定價：780元

行政法基本十講
作者：李建良　　　　　　
　　　　　　　　　　　定價：580元

民法概要
作者：陳聰富　　　　　　
　　　　　　　　　　　定價：580元

民法總則
作者：葉啟洲　　　　　　
　　　　　　　　　　　定價：560元

民事訴訟法

    　作者：呂太郎　　　　　　　　　
　　　　　　　　　　　定價：900元

變動中的公司法制：
17堂案例學會《公司法》
主編：方嘉麟
作者：方嘉麟、黃銘傑、朱德芳
　　　張心悌、洪令家等　
　　　　　　　　　　　定價：560元

金融法
主編：王文宇
作者：王文宇、林仁光、林繼恆
　　　林國全、詹庭禎等
　　　　　　　　　　　　定價：620元

刑法各論（上）（下）
作者：陳子平　　　
 　　　　　　定價：（上）850元
　　　　　　　　　　　（下）850元

．

．

．

．

．

．

．

．

．

好 書 推 薦

  現  職
  

．東吳大學客座及講座教授

．東吳大學副校長

．政治大學法學院兼任教授

．法治斌教授學術基金執行長

．台灣行政法學會理事長

  經  歷
  

．考選部部長

．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與企業管理教育

中心主任

．政治大學總務長

  著  作
  

．考試權理論與實務

．轉型正義／黨產條例／法治國原則

　─大法官釋憲後之評析

．行政法講義

．國家責任法

．法治與權利救濟

．教育法與學術自由

作 者 簡 介作 者 簡 介

董 保 城

  經  歷
  

．政治大學法律系所教授、主任、

　所長、代理院長

．東吳大學法律系所兼任教授

．第二屆國民大會全國不分區代表

．台灣行政法學會秘書長

．中國憲法學會秘書長

．九十二年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

  著  作
  

．人權保障與釋憲法制—憲法專論（一）

．人權保障與司法審查—憲法專論（二）

．法治國家與表意自由—憲法專論（三）

．資訊公開與司法審查—行政法專論

．法學入門（與王海南等合著）

法 治 斌

2021年
增修八版

2021年增修八版

著

9700

德國波昂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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