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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臺灣的經濟奇蹟，乃舉世所稱羨，生活的富足，使我們的社會更加

進步，然先父李模教授在多年前就十分憂慮，我們法治建設顯然跟不上

經濟發展及民主運作的腳步，證諸目前社會亂象，亦讓人欽佩先父當年

之灼見。為使讀者仍能一炙家父的理念，特將其親撰之原序文再次附印

在本文之後，敬祈參酌。 

先父認為臺灣為向前跨一步邁向先進國家之林，貫徹法治是唯一途

徑。檢討過去法治不易貫徹的根本原因及障礙是法律專業人才的不足，

因此先父自公職退休後，即積極推動並參與籌畫新制法律教育，由先父

發起與趙廷箴文教基金會及東吳大學合作，於民國八十年假東吳大學創

辦第一屆學士後法律碩士班乙組（民國八十九年更名為法律專業碩士

班），以培育具有各領域專業知識，並兼備法律專業的人才。同年十二

月更創設務實法學基金會，以宏揚法學、推行法治為基金會設立的宗

旨，並以辦理法律推廣教育，獎助從事法學研究工作或教學，或委託並

受託辦理法學研究或學術研討會等方式，來推廣法治觀念於社會。 

然而，先父亦深切體認到司法解釋與判決的品質，對於法治觀念的

推行舉足輕重，而人民對司法的信賴更源自於此。故為提升裁判品質，

倡導法學研究，於民國八十五年起更進一步會同法治建設基金會合作舉

辦首屆甄選法學論文，其後每年並由務實法學基金會繼續辦理。徵選論

文主題以判例或解釋之研究為主，期使法學研究切合實務需要，以研究

為中心，配合實務之檢討以改進審判素質，確立司法威信；凡傑出判解

加以肯定，有瑕疵判解則提供商榷意見，俾供學術研究之參考。各屆獲

選的論文本會並曾彙集成冊，分贈各級法院及各學校法律院所作為參考

研究資料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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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來之論文徵選，投稿者均為上乘之作，而經由法學專家仔細評

審獲獎者，均為一時之選，法理精湛，極具參考價值。謹再將第二十三

屆及第二十四屆論文彙集付梓，期能對法治社會的建立，略盡棉薄之

力。此次出版，自籌畫到刊印，雖力求盡善，諒難周全，如蒙同識者賜

教指導，不勝感激。 

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董事長 

 
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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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原序 

務實法學基金會倡導法學研究提升法學水準，逐年舉辦法學論文徵

選。 

我們誠摯為得獎諸位法律人道賀，但對無緣得獎的「遺珠」作者，

同樣表示感謝。同時要引用西方學者一句話來希望他們諒解：「我們實

在不可能讓人人都成為英雄，總還是要有人在旁邊為英雄們鼓掌嘛！」

而且只要繼續努力，鼓掌的人有日也會成為英雄的！ 

我們基金會所以要辦理法學論文徵選，從根源談起，是為了要倡導

法治建設；其次是因為瞭解：為昌明法治，要從司法改革著手，而司法

改革又必須從提升裁判素質做起。由於司法實務上講究獨立審判，只有

上級法院可以在裁判上指導下級，也只有大法官解釋或最高法院的判例

可以影響各級法院的法律見解；因此，我們熱切期望大法官的解釋與終

審法院的裁判可以建立其至高無上的權威，也具有振聾發瞶的功能，讓

所有法律人奉為圭臬，讓法學後進有可以研究效法的方向。所以我們的

徵文試以判解為主題，希望有專家學者能從判解中擷取其精華作更深一

層的發揮，足供所有法律院校研究的教材。即使有應徵文字對判解內容

有所質疑，也可以視為不同意見，作為「學而思」「思而學」的範例。

我們並不欲盲目吹捧、阿諛取寵，更不欲吹毛求疵、無事生非，只希望

鼓勵研究風氣，使我們的法學不致坐困愁城，更重要的是使我們的法院

裁判，獲得更多思索的空間，才可以在無形中提高其素質。我們評審過

程是：聘請三位學驗俱豐的學者專家做個別評審，綜合每人評審名次平

均計分之後，再集會討論評定名次。 

所有過程均就抹除姓名後的打字稿進行，擔任評審者皆無由知悉每

篇論文作者的真面目，因此應該具有相當程度的公正與機密性。即使仍

不免有在題材或文字用語方面的主觀成分，影響去取或名次，只好請受

屈者諒解，而我們以主辦者立場，對於所有擔任評審工作者，仍將表示

無限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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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得獎論文，我們將在基金會的刊物及網站中陸續發表，為提供

研究參考之用，特先彙印成冊，並代表所有作者說一聲「謹請指教」！

就我們此次辦理論文徵選，同樣希望法界人士給我們以批評與改進的建

議！我們確實全心全意期待法學於實務方面精益求精，對國家社會有貢

獻，如有冒瀆怠慢之處，並請大雅君子原諒！ 

務實法學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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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 

一○七年度第二十三屆法學論文徵選辦法 

一、宗旨 

鼓勵法學研究，著重司法實踐，促進法治建設，並達成下列目標： 

(一)以法律實務問題之研究為中心，配合改進審判素質、確立司法公

信。 

(二)對於足以維護正義與是非之傑出判解加以宣揚，予以精神上之獎

勵。 

(三)對於具有瑕疵之判解明確提供商榷意見，俾供學術研究與改進之參

考。 

二、本屆徵選主題 

(一)大法官解釋與法院憲法裁判之研究。 

(二)最高法院或最高行政法院裁判（含判例）之研究（謹接受未曾公開

發表之中文論文，請勿一稿多投並以一人投稿一篇為限）。 

三、篇幅 

每篇以不逾一萬五千字為原則（含標點符號、註解）。 

四、徵選期限 

即日起至107年9月10日止。預定12月下旬公佈結果。 

五、名額及獎金 

第一名 一名 獎金新台幣十萬元 

第二名 一名 獎金新台幣五萬元 

第三名 一名 獎金新台幣三萬元 

佳 作 五名 獎金新台幣各一萬元 

前列名額得由本會視評審結果酌量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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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應徵手續 

來稿請以A4紙張書面打字稿，乙式六份，並附光碟片（格式請詳見

下列「七」），連同作者姓名、聯絡地址、聯絡電話、電子郵件地址及個

人主要學經歷，以掛號郵寄台北市10696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333號9樓 

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收。 

七、為求格式統一，來稿請注意下列事項： 

(一)請附目次、關鍵詞及五百字以內之摘要。 

(二)稿件請由左至右橫打，並附註解。 

(三)稿件之章節款項，請依照「壹、一、(一)、1.、(1)、A.、a.」之順序

排列。正文中遇有數字，請以阿拉伯數字顯示，如憲法100條。 

(四)引註格式請見本會網站「引註格式」。 

(五)稿件請以電腦文書處理（建議使用MS Word）。 

八、得獎論文本會得予集結出版，另本會亦得將論文全文、摘要或摘

錄部分內容登載於本會網站或其他由本會印製、出版之刊物，均

不另給酬。出版前並得請求得獎者依學術論文規格潤修其論文。 

九、本會辦理徵文相關資訊，請參考本會網站（http://www.limo.com. 

tw）。如有任何疑義，請利用電子郵件：limo.law@msa.hinet.net

或電洽：(02)2711-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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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 

引註格式 

一、引註文獻格式 

(一)引註基本格式 

1.本學報採同頁註格式，並請使用阿拉伯數字將註釋連續編號。 

2.所有引註均須詳列出處；如引註係轉引自其他書籍或論文，則須另予

註明，不得逕行轉錄。年代採西元紀年。 

3.引註基本內容與順序： 

作者，譯者，篇名，書名，卷期數，版次，出版社，出版年份，引用

頁碼；項目彼此間須以逗號相隔，初版無須註明版次，2版以上方需

註明，其他具體格式請詳見範例。 

4.關於「年份」、「頁數」、「卷期數」及「法律條文條號項次」均以

阿拉伯數字書寫。 

5.大法官解釋、法律條文、行政函釋、法院裁判及決議無需註明出處。 

6.後註解引用相同著作時，使用「作者，前揭註xx，頁xx-xx，…」為

引註方式即可。 

7.作者有兩人以上時，首次引註時，須將全部作者姓名列出；其後之引

註，則得僅列出排名最前之作者姓名，後加一「等」字。 

(二)具體引註範例 

1.專書類 

(1)基本順序：作者，書名，版次，出版社，出版年份，引用頁碼。 

(2)具體範例：林東茂，刑法綜覽，6版，一品，2009年，頁xx。 

2.專書論文類 

(1)基本順序：作者，篇名，收錄書名，出版社，出版年份，引用 

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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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體範例：林誠二，論旅遊契約之法律關係，民法七十年之回顧

與展望紀念論文集（一），元照，2000年，頁xx。 

3.期刊論文類 

(1)基本順序：作者，篇名，收錄期刊名，卷期，出版年份，引用

頁碼。 

(2)具體範例：林三欽，行政裁罰案件「故意過失」舉證責任之探討

──以行政裁罰程序為中心，台灣法學雜誌，138期，2009年，頁

xx。 

4.學位論文類 

(1)基本順序：作者，論文名，論文出處單位全稱（包括校及院／系

名稱），出版年份，引用頁碼。 

(2)具體範例：程明修，論對已終結行政處分之行政訴訟──兼論其

違法性判斷作為國家賠償訴訟之先決問題訴訟，國立中興大學法

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頁xx。 

5.翻譯專書類 

(1)基本順序：作者，譯者，書名，版次，出版社，出版年份，引用

頁碼。 

(2)具體範例：Ingeborg Puppe著，蔡聖偉譯，法學思維小學堂──法

學方法論密集班，元照，2010年，頁xx。 

6.翻譯論文類 

(1)基本順序：作者，譯者，篇名，收錄書名／期刊名，卷期，出版

年份，引用頁碼。 

(2)具體範例：Miguel Polaino-Orts著，徐育安譯，以功能破除概念迷

思：敵人刑法，法學新論，22期，2010年，頁xx。 

7.政府資料類 

(1)大法官解釋：大法官釋字第580號。 

(2)法律條文：總統府組織法第4條第1款。 

(3)行政函示：行政院(95)年保局二字第09502522270號函。 

(4)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4年訴字第58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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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院決議：最高法院95年度第3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8.報紙、網路類 

(1)報紙資料：聯合報，跪地大吼 張已請病假 暫停公訴職務，A4

版，2006/12/28。 

(2)網路資料：證期局網站，http://www.sfb.gov.tw，最後瀏覽日：

2008/05/17。 

(三)外國文獻引註格式 

1.引註基本格式 

引用外文文獻，請註明作者、論文或專書題目、出處（如期刊名稱

及卷期數）、出版資訊、頁數及年代等，引用格式請依各該國學術

引註習慣。 

2.具體例示如下 

(1)英文資料 

Ⅰ.專書類：DEBORAH L. RHODE, JUSTICE AND GENDER 56 

(1989). 

Ⅱ.期刊文獻：Bruce Ackerman, Robert Bork Grand Inquisition, 99 

YALE L. J. 1410, 1422-25 (1990). 

Ⅲ.專書文獻：ADRIENNE RICH., Transcendental Etude, in THE 

FACT OF A DOORFRAME 264, 267-68 (1984). 

(2)德文資料 

Ⅰ.專書類：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8. Aufl., 1973, S. 31. 

（若為段碼應註明Rn. 31） 

Ⅱ.期刊文獻：Schreiber, Das Arbeitsverhältnis beim Übergang des 

Betriebs, RdA 1982, S. 137 ff. 

Ⅲ.專書文獻：Schulte, Alterssicherung im Vereinigten Königreich, in: 

Hans-Joachim Rheinhard (Hrsg.), Demographischer 

Wandel und Alterssicherung, 2001, S. 295-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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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考文獻格式 

(一)應列入參考文獻之引用資料範圍 

為利讀者查詢資料，除法令裁判、新聞報導等資料性文獻得不列入

外，凡正文（含附錄）所引註的所有書目篇章均須列入參考文獻。參

考文獻頁目置於正文及附錄之後，英文摘要及關鍵詞之前。 

(二)參考文獻排列順序 

1.引用之書目篇章須區分為中文文獻與外文文獻，中文文獻在前，外文

文獻在後，外文文獻依照日文文獻、英文文獻、德文文獻及法文文獻

之順序分別陳列，其陳列無須加註編號。 

2.個別部分中，中文部分與日文部分依照作者姓氏之筆畫數由少至多陳

列，其他外文部分則依照字母順序陳列，同一作者具多數引用書目篇

章時，則依照年代先後排序，年代均以西元紀年定之，排序無須加註

編號。 

(三)參考文獻之基本格式 

參考文獻之基本格式原則上同引註之基本格式，無須註明引用頁碼，

但須另註明起迄頁數（專書與學位論文除外）。 

具體範例如：林三欽，行政裁罰案件「故意過失」舉證責任之探討

──以行政裁罰程序為中心，台灣法學雜誌，138期，2009年，頁

130-142。 

（「引註格式」摘自東吳法律學報）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815



  

財團法人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 

一○七年度第二十三屆法學論文徵選公告 

一、 本會辦理第二十三屆（一○七年度）法學論文徵選，承蒙各界法學俊

彥惠賜鴻文，共襄盛舉，經聘請學者專家審慎評閱結果，決定就下

列各篇提供獎助： 

第一名：林煜騰君（贈與獎金新台幣壹拾萬元） 

第二名：江朝聖君（贈與獎金新台幣伍萬元） 

第三名：陳柏全君（贈與獎金新台幣參萬元） 

佳 作：歐陽誠鴻君（贈與獎金新台幣壹萬元） 

二、 贈獎日期另函奉達受獎人員並邀請貴賓參加。 

董事長 李建中 

中華民國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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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作者簡介 

第一名 

林煜騰：哈佛法學院東亞法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第二名 

江朝聖：臺北大學法學博士 

第三名 

陳柏全：臺北大學法律系研究所碩士班財經法學組 

佳 作 

歐陽誠鴻：成功大學法律所博士生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815



 

 

一○七年度第二十三屆 
法學論文徵選得獎作品 

 
 

憲法法院作為社會變遷的催化劑？ 

──從釋字第365號解釋對我國女權發展 

之助力談起 林煜騰

銀行法中違法辦理匯兌業務罪犯罪所得 

之計算與沒收範圍之研究 

──兼評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871號 

刑事判決及106年度第15次刑事庭決議 江朝聖

論我國大法官解釋下之損失補償 

──釋字第747號後之觀察 陳柏全

再探空氣汙染防制費之公課性質 

──以大法官釋字第426號為探討核心 歐陽誠鴻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815



憲法法院作為社會變遷的催化劑？ 
──從釋字第365號解釋對我國 
女權發展之助力談起 

林煜騰 

目 次 

壹、前 言 

貳、憲法法院與社會變遷 

一、傳統法學研究方法──法釋

義學與立法政策分析 

二、羅森伯格研究方法──司法

判決與社會變遷研究 

三、本文研究方法──修正後之

羅森伯格研究取徑 

參、釋字第365號解釋與社會變遷

之互動 

一、釋字第365號解釋作成後，

臺灣社會夫妻親權行使狀況

及態度之變化 

二、釋字第365號解釋與社會之

連結 

三、釋字第365號解釋對社會之

影響 

肆、「動力法庭」？或「有限法

庭」？ 

一、法院動能理論簡介 

二、憲法法庭於釋字第365號解

釋中之地位 

伍、結 論 

 

 

關鍵詞：釋字第365號解釋、女權、社會變遷、定期失效、動力法庭論、 

有限法庭論、附條件有限法庭論、催化劑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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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憲法法院對於社會的影響力一直備受關注。不僅在我國民主轉型的發

展進程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也時常被當做推動政治或社會改革的途徑。

對於社運人士而言，除了透過立法倡議、政治遊說、選舉等政治途徑推動

社會改革，法院也是常見的選項之一1。然而，就算最終憲法法院做出對

聲請人有利的解釋，除了對個案有所幫助，是否能夠符合社運團體的期

待？對大環境帶來變化，即社會變遷？ 

此種社會變遷（或改革）與法院間的關聯，在美國學界曾激起正、反

論戰。一派認為法院可以作為推動社會變遷的助力；而另一派則認為法院

只是順應社會變遷，並無法逆流而上。在這一系列的討論中，除了傳統透

過理論分析的方法，美國學者羅森伯格（Gerald N. Rosenberg）採取觀察

特定判決與社會變遷關聯之方法進行實證研究，並得出法院判決影響力實

屬有限之結論2、3。此研究除了在結論上激起相當大的波瀾，也在方法上

開拓出一個新的領域。透過類似研究方法所累積的成果不僅可供社運團體

參考，作為推動運動時分配資源的依據，亦能讓有權解釋者更深刻的理解

所做出的決定對於社會的意義與價值。 

然而，羅森伯格之法與社會研究取徑於我國較少見4。直到近幾年才

開始有論者引入相同的研究方法，針對司法院釋字第666號解釋與社會變

遷間的關聯性進行研究。其觀察該解釋作成前、後2年內之社會變化得出

大法官並非是性交易議題之社會改革推動者，社運團體方具有較高的影響

                                                        
1 公益律師詹順貴曾在訪談中提到「如果司法做成判決，支持社運或環保團體的

論述，社運跟環團的說服力就會變很高」。陳玉梅，人間異語：順利高貴非我

追求的人生，蘋果日報，2013年1月23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 
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123/34788532/，最後瀏覽日：2018/08/10。 

2 此將於本文「貳、二」說明。Gerald N. Rosenberg著，高忠義譯，落空的期望

──最高法院與社會改革，商周，2003年，頁13-67；GERALD N. ROSENBERG, 
THE HOLLOW HOPE 9-36 (2008).  

3 Rosenberg著，高忠義譯，前揭註，頁248；Id. at 156. 
4 法與社會變遷研究為觀察法與社會變遷互動的研究領域。大多數討論釋字第

365號解釋的文獻，集中於法釋義學以及立法檢討與政策分析，此部分將於本

文註13至註24間之段落說明。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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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5。此研究成果悲觀的確立「我國大法官並無法帶動社會變遷」之命

題。然而，到底是憲法法院確實沒有推動社會變遷的動能？還是在釋字第

666號解釋的脈絡下，能夠帶動社會變遷的條件沒有發生？本文目的即是

欲接續此研究，觀察是否確實有明確的證據證明，我國大法官對社會變遷

無助益？或者其實大法官解釋在滿足特定條件的情況下仍能發生作用？ 

時至今日，我國憲法法院在女權和同志議題做出指標性的判決，提供

了相當豐富的材料得以進行羅森伯格的研究6。然而，釋字第748號解釋作

成至今亦僅約1年有餘。相較之下，大法官於民國（下同）83年作成釋字

第365解釋，認定舊民法第1089條有關子女親權分配之規定違反平等原則

至今已過20年，累積的社會變遷軌跡較清晰，相當適合作為法與社會變遷

的主題。故本文擇釋字第365號解釋作為研究基礎。 

本文將於第「貳」部分進行文獻回顧以及說明研究方法。本文雖參考

羅森伯格之研究架構，透過相關資料的蒐集與觀察分析釋字第365號解釋對

社會變遷之影響力7。但由於我國已有研究認為大法官解釋對於社會變遷之

影響有限，故在本文在研究步驟與方法上將有所調整，從反面的角度切

入，檢驗我國之大法官是否對於社會變遷毫無助益8？首先，本文將就解釋

作成後臺灣社會是否發生改變作觀察；其次，將檢驗大法官解釋是否能夠

傳遞到社會上？若大法官解釋作成後社會確實發生改變解釋之意旨確實也

                                                        
5 吳佳樺，難以置信的真相──論釋字第666號解釋與社會變遷，臺北大學法學論

叢，84期，2012年，頁71-183。 
6 學說和社會普遍認為司法院釋字第365號解釋為臺灣女權發展的里程碑，黃宗

樂，男女平權──從民法的角度觀察，月旦法學雜誌，0期，1995年，頁40-
41；施慧玲，論我國民法親屬編之修正方向與立法原則──由二十世紀的成果

展望二十一世紀的藍圖，中正大學法學集刊，3期，2000年，頁165-166；李立

如，司法審查之表述功能與社會變革：以性別平等原則在家庭中的落實為例，

臺大法學論叢，37卷1期，2008年，頁67（以下簡稱李立如，前揭註6前文）；

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民法親屬新論，7版，三民，2008年，頁413-414；

李立如，親屬法變革與法院功能之轉型，臺大法學論叢，41卷4期，2012年，

頁1641-1646（以下簡稱李立如，前揭註6後文）。釋字第748號解釋並使得臺灣

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此兩主題都是羅森伯格重要的研究核

心，參本文註25到註33間之段落。 
7 因實證研究資料與時俱進，故本文研究所蒐集的資料範圍以釋字第365號解釋

作成後起算20年為度（起始年亦算入），即至102年。 
8 吳佳樺，前揭註5，頁71-183。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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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傳遞到社會，即不能排除大法官解釋對於社會之影響力。最後，本文方

進一步分析大法官解釋對於社會變遷是否可能有直接或是間接的影響力？ 

本文將在第「參」部分依上述研究步驟進行實證研究資料的觀察。並

基於此研究發現，於第「肆」部分進一步分析憲法法院對於社會變遷的脈

絡中所扮演的角色。檢驗釋字第365號解釋的憲法法院到底是有限法庭

（Constrained Court）還是動力法庭（Dynamic Court）？又或在於特定條

件下（Condition for Court Efficacy）才發揮對社會變遷的效能（Court 

Effectiveness）？不過必須注意，本文所處理的大法官解釋與社會變遷間

的相關性，而不是大法官解釋與社會變遷間的條件因果關係9。此亦是此

類研究限制之所在。 

透過上述研究步驟，本文發現並不能排除釋字第365號解釋對於社會

變遷之影響力。根據研究發現可見，釋字第365號解釋在當時的時空環境

下確實已突破法院的內在限制，並具備發生帶動社會變遷效能所應有的條

件。本文並認為我國大法官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所以有此差異，大法

官定期失效的解釋方法似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雖本文無法正面證成大法

官解釋對於社會變遷的因果關係，但當無法全然排除相關性，即無須對

大法官解釋對社會變遷之影響過於悲觀以對；相反地，應肯認憲法法院

的影響力，鼓勵其勇於的做出對社會進步有益之判決。 

貳、憲法法院與社會變遷 

法與社會變遷研究為法與社會研究之一環，其研究取徑目的為探尋到

底是「法影響社會變遷？」或「社會變遷帶動法的變動？」10前者認為法

律有能力扮演帶動社會改革的角色，後者僅認為法律依循著社會變動產生

                                                        
9 條件因果關係，是指若無「大法官解釋」即，無法「帶動社會變遷」（即「非

q則非p」）。羅森伯格的研究方法所受到的重大批評之一即是其處理「因果關

係」的方法並不嚴謹。此將於本文「貳、二」說明。對羅森伯格論證之批評可

參David Schultz, Legal Functionalism and Social Change: A Reassessment of 
Rosenberg’s the Hollow Hope: Can Courts Bring about Social Change?, 12 J. L. & 
POL. 63, 68-69, 83-86 (1995). 

10 王曉丹，初探臺灣的法律與社會研究──議題與觀點，政大法學評論，117期，

2010年，頁78-84。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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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在此論辯中，法院常常是被關注的焦點，羅森伯格的研究也正是在

此背景下所產生。其欲透過實證研究的方式，以點（判決）對點（社會）

的方式，來了解法院判決與社會變遷間的關係11。 

近年來學界開始有許多法律與社會面向的相關研究12。儘管如此，討

論法院是否能帶動社會變遷的研究仍屬少數13。以下本文即先回顧國內關

於釋字第365號解釋之研究並分析其觀點；其次，將介紹羅森伯格之研究

取徑以及所遭之批評；最後本文將以羅森伯格的方法為基底，提出修正後

之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傳統法學研究方法──法釋義學與立法政策分析 

傳統法學研究方法主要以規範文本為中心，運用法釋義學方法對規範

文本進行闡釋；或就現行法進行立法檢討與政策分析14。在釋字第365號

解釋作成後，不乏探討大法官解釋與社會或立法互動關係之文獻，但並無

                                                        
11 「法」包含法律以及大法官解釋。蘇永欽，大法官解釋與台灣的社會變遷──

合憲性控制的另一個面向，合憲性控制的理論與實際，元照，1994年，頁273-
288；李立如，前揭註6前文，頁45-50。 

12 王曉丹，前揭註10，頁63-100。王曉丹教授曾對我國現在所進行的法律與社會

研究做過歸納與分析，並提出此領域未來研究方向的具體建議。 
13 馬漢寶，近三十年法律與社會變遷之關係，法律與中國社會之變遷，翰蘆，

1999年，頁149-160。蘇永欽，前揭註11，頁273-314；蘇永欽，尋找共和國，

元照，2008年，頁163-253；吳庚，社會變遷與憲法解釋，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

務第四輯，新學林，2005年，頁1-7；李立如、張文貞，認真看待社會變遷的憲

法──變遷機制的初步探討，部門憲法，元照，2006年，頁131-136、146；李

立如，前揭註6後文，頁1641-1646；Li-Ju Lee, Law and Social Norms in a 
Changing Society: A Case Study of Taiwanese Family Law, 8S. CAL. L. REV. & 
WOMEN’S STUD. 413, 413-37 (1999)；李念祖，從釋字五○九號解釋論「陳述

不實」是否為「誹謗罪」之構成要件──兼論社會變遷中言論自由憲法解釋對

刑法及其解釋之影響，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四輯，新學林，2005年，頁

233-290；葉俊榮，從國家發展與憲法變遷論大法官的釋憲機能：一九四九至一

九九八在直接針對特定判決與社會變遷之研究，臺大法學論叢，28卷2期，

1999年，頁1-63。上述文獻涉及法與社會之議題，但直接討論特定判決和社會

變遷關聯的研究在國內仍屬少數，吳佳樺，前揭註5，頁73-183。 
14 例：施慧玲，前揭註6，頁165-166；鄧學仁，邁向新世紀之親屬法，月旦法學

雜誌，62期，2000年，頁71-74；林秀雄，我國親權法之現狀與課題，月旦法學

雜誌，100期，2003年，頁42-53；戴東雄，論民法親屬編修正內容與檢討，月

旦法學雜誌，147期，2007年，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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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涉及第365號解釋是否帶動社會變遷之爭議15。與釋字第365號解釋和

社會變遷相關之文獻，大致可歸類為以下三種面向： 

第一種為探討婦女運動與親屬法修正的關聯16。此觀點認為在釋字第

365號解釋作成前，親屬編處理夫妻之間法律關係的相關條文早已不合時

宜，無法因應當時社會的變遷情況17。而在婦女團體的積極推動修法、聲

請釋憲之努力下，終於成功促成政府部門修法，大法官解釋只是中繼站18。

此觀點偏向大法官僅僅是順應社會的潮流而有所作為。 

第二種為探討大法官解釋與親屬法修正之關係19。此觀點藉由比較釋

字第365號解釋與其後民法親屬編相關的解釋作成後的修法情況，觀察大法

官解釋對於親屬法的修正是否有所影響20。其認為雖然修正後的條文不盡

然符合大法官的要求，但大法官解釋對民法親屬編修正確實影響甚鉅21。

此類觀點單純討論法律的變動，較無涉及法與社會的互動。 

第三種為探討法帶動社會變遷的過程。此觀點從社會規範面去探討與

社會變遷的互動，認為大法官解釋或是立法皆無法單獨促成社會變遷22。

                                                        
15 雷文玫，以「子女最佳利益」之名：離婚後父母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與

負擔之研究，臺大法學論叢，28卷3期，1999年，頁245-309。相關文獻僅有李

立如教授明確指出其研究範圍涉及法與社會變遷間之關聯，李立如，前揭註6
前文，頁45-55。李立如教授並曾為文表示臺灣社會並無因為一連串的解釋作成

以及修法而發生改變，但並非以第365號解釋為核心，而是透過多號解釋整體

觀察，李立如，婚姻家庭與性別平等──親屬法變遷的觀察與反思，政大法學

評論，95期，2007年，頁199-219。另外，李教授亦為文討論親屬法修正後，法

院在審理家事案件時所應扮演的角色為何，李立如，前揭註6後文，頁1646-
1650。 

16 尤美女，從婦女團體的民法親屬編修法運動談女性主義法學的本土實踐，律師

雜誌，313期，2005年，頁73-77；尤美女，臺灣婦女運動與民法親屬編之修

正，萬國法律，90期，1996年，頁4-5。 
17 陳慧馨，民法親屬編之修正與社會變遷，律師通訊，195期，1995年，頁44。 
18 尤美女，從婦女在婚姻中之法律地位看人權之發展，臺灣法學會學報，20輯，

1999年，頁222-226。 
19 林秀雄，論民法親屬編之修正與大法官解釋之關係，民事法學新思維之開展：

劉春堂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元照，2008年，頁237-256。 
20 大法官釋字第410號、第452號、第502號、第552號以及第587號解釋皆為與親

屬法相關條文有關之解釋。 
21 林秀雄，前揭註19，頁255-256。 
22 李立如，前揭註6前文，頁51-54；Lee, supra note 13, at 4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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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透過法律或是大法官解釋的表述功能讓社會規範產生變化，才有辦法

促成社會變遷。不過總括而論，大法官自釋字第365號解釋作成後所進行

一連串與性別平等相關解釋雖然成功的促成修法，但未積極發揮表述功

能，故對促成社會規範的改變有所不足。因而，在社會規範無法被撼動的

情況下，大法官解釋和立法者所宣示男女平等的理念皆流於形式；也使釋

字第365號解釋作成後的一連串解釋與修法對於女性社會地位的提升，並

無太大的助益23。 

整體而言，上述三種面向之研究皆是站在較廣的視角觀察大法官解釋

與社會或是立法間的互動關係。然而，第一和第二種面向的研究是以大法

官解釋到修法為研究範圍，無進一步探討立法後社會產生之變化；僅有第

三種面向的研究處理到社會變遷的問題，並將射程拉到立法後臺灣社會所

產生的變化。 

雖第三種面向之研究與本文的研究脈絡相同，皆是觀察「法」是否能

夠帶動社會變遷。惟不同之處在於本文嘗試引進國內較少出現的研究取

徑，即以特定判決與社會互動之研究方法，探討釋字第365號解釋在社會

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在觀點上本文則認為解釋傳達到社會的

過程中，本身即會產生作用；或許解釋本身的論述功能無發揮，但透過第

三人的詮釋亦會產生影響力24。 

二、羅森伯格研究方法──司法判決與社會變遷研究 

由於我國採取羅森伯格研究方法的研究並不多，因此引進此研究方法

有學術上的特殊意義以及價值。然而，此方法並非完美無缺，亦招致許多

批評。以下將說明此研究方法之侷限性以及本文的觀點。 

(一)羅森伯格的研究方法 

羅森伯格在其《落空的期望》一書中，以實證方式分析聯邦最高法院

作成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布朗訴教育委員會）以及Roe v. Wade

（羅伊訴華德）25和Doe v. Bolton（道伊訴波爾頓）26等備受矚目的民權和

                                                        
23 李立如，前揭註6前文，頁60-66。 
24 此部分會於本文「參、三」作說明。 
25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347 U.S. 483 (1954); Roe v. Wade, 410 U.S.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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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權判決後，社會是否發生變化。於《落空的期望》第二版中，亦延用了

相同的研究方法分析同性婚姻運動。其結論皆是認為法院判決在這幾波社

運改革中並無社會各界想的那麼重要。上述議題羅森伯格皆採用相同的研

究方法，以下將以羅森伯格分析女權運動為例，說明其研究方法以以與釋

字第365號解釋相呼應。 

Roe v. Wade案和Doe v. Bolton案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承認婦女「墮胎

權」受憲法隱私權保障之重要判決27。美國社運團體多認為此兩則判決為

美國女權運動史上的一大勝利。羅森伯格即以此兩則判決作為論證法院判

決是否能帶動社會變遷促進女權保障。 

在研究方法上，羅森伯格先假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確實會造成

社會變遷，再分別從司法以及司法外兩種途徑搜尋相關資料，說明是否 

可支持這樣的假設。司法途徑的影響係指法院判決的結果是否確實被實 

踐28；而司法外影響係指判決的間接影響力，如：該兩則判決是否讓墮胎

議題被排入全國性的政治議程表？是否加速美國民眾就此議題意向之改

變？然而，羅森伯格認知到社會科學研究證明因果關係先天上之困難，因

此並不打算建立司法判決與社會變遷上之條件因果，而是以下列三步驟來

論證司法判決影響力29： 

1. 假設法院判決對於社會變遷的影響途徑； 

2. 檢驗是否有證據可以支持前項假設； 

3. 是否有其他可能解釋可以說明，縱然無法院的判決改變也可能發

生。 

若無法通過第二或第三項的檢驗，判決與社會變遷的關聯就無法成

立。 

                                                                                                                                     
(1973). 

26 Doe v. Bolton, 410 U.S. 179 (1973). 
27 Roe v. Wade, 410 U.S. 113 (1973); Doe v. Bolton, 410 U.S. 179 (1973). 
28 Rosenberg著，高忠義譯，前揭註2，頁25-26；ROSENBERG, supra note 2, at 7-8. 
29 Rosenberg著，高忠義譯，前揭註2，頁173-178；ROSENBERG, supra note 2, at 

107-10; Schultz, supra note 9, at 67-70 (1995); Punch著，林世華、陳柏熹、黃寶

園、傅瓊儀、趙如錦譯，社會科學研究法──量化與質化取向，心理，2005
年，頁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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