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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丞儀老師： 

各位好，非常歡迎大家來到第二場，雷震民主人權講座暨中研院特別講座之前導

活動，這場我們非常高興邀請到黃舒芃老師與蘇彥圖老師兩位，來談一談 Cass 

Sunstein 的司法最小主義(judicial minimalism)，還有相關的一些問題。 

 

其實談司法最終在談的還是 Sunstein 的民主理論。今天的對談裡面，我相信兩位

老師應該都會觸及到司法在民主社會裡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首先為大家介紹黃舒芃老師。黃舒芃老師是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的研究員，

著作等身，相信很多人都認識她了。我們之前在開會的時候，黃老師謙稱說這題

目是她好一陣子以前所做的研究，但我想她是國內相當適合去談比較憲法以及司

法在不同民主社會裡面的脈絡。 

 

另外一位是蘇彥圖老師，他也是中研院法律所非常優秀的同仁，蘇老師的專長之

一是民主法，我相信他會帶給我們不太一樣的 Sunstein，應該會非常的有趣。就

請黃舒芃老師先開始，謝謝！ 

 

黃舒芃老師： 

黃老師，蘇老師，張老師，在場各位先進大家晚安，今天很榮幸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來這邊跟大家談談這個大問題，也就是違憲審查在民主政治當中扮演的角

色。 

 

我要稍微修正一下，剛剛黃老師介紹的時候說我是好一陣子沒有處理這個問題。

我不是好一陣子沒有處理這個問題，而是好一陣子沒有看 Sunstein。所以，其實

我一直在處理這個問題，但是 Sunstein 的部分，我們開會的時候有提到，也許等

一下蘇老師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我的部分就是要先跟大家從一個比較大的範圍

來切入這個問題。不過這個任務對我來講其實非常困難，因為，之前開會的時候

黃老師也提到說，我應該對這個問題有很多想法跟想說的話。的確是這樣沒有錯，

但就因為想說的話太多，反而不知道該從何說起。其實我的博士論文就是在處理

這個問題。而且從結束博士論文至今，其實我有超過三十篇的文章，包括中文、

英文和德文，都直接或間接地在處理這個問題，所以真的不知道從何講起。即便

不論我自己的經驗，這個問題本身牽涉的層面就相當廣，並且在場各位觀眾對這



個問題也有很多不同想像。所以一言以蔽之，不要說在二十分鐘內看懂違憲審查

與民主，就算在兩百分鐘內看懂違憲審查與民主，都是不可能的任務。但我又已

經答應來參加這個活動，所以我得想個法子，來度過首先第一輪的這二十分鐘。 

我想到的解決辦法就是，我打算從先從一般對這個問題幾個最常見的刻板印象出

發，來跟大家分享我對這個問題的想法。所以以下我會這樣做，我會介紹幾個我

認為真的滿常見的刻板印象，然後，我會指出這些刻板印象各自預設了什麼樣的

前提，最後再針對這些刻板印象提出我的質疑。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個刻板印象，我相信大家應該都不陌生，就叫做違憲審查

有抗多數困境。這個基本概念大致上是這樣，因為法院不是直接民選產生的，我

這邊指的法院，以下簡稱法院法官，都是違憲審查權脈絡下的法院法官，也就是

執掌違憲審查權的人，或者機關。法院並不是直接民選產生的，所以如果我們宣

告國會立法違憲，其實他就會很直接受到對抗民主的抨擊。這就是大致上一般所

謂的抗多數困境最基本的意義，它的想法大概是這樣。這個說法非常流行，並且

流行了很久，現在可以說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流行，包括台灣也有很多人提。

但我認為這個說法的提出，其實必須要在「強勢司法」的現實情境當中，才會有

它的意義。各位可以想像，如果今天是在司法完全為政治背書的體制，老實講，

在這個前提背景底下，是不會有所謂抗多數的質疑出現，因為現實上根本沒有發

生。我舉幾個例子，例如美國，我們都知道所謂 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 這

個概念本來就是一個美國法學者提出。為什麼美國法會有這樣的理論提出，並在

提出後會有那麼大及長遠的影響？其實它的背景在於，因為在美國的現實條件底

下，它的普通法傳統，一般講普通法很直接就可以連結到 case law、judge-made law，

所以說普通法這樣一個傳統，自始就是提供法院一個非常核心的形成法律、推動

法律這樣的地位，所以它的地位是非常的重要。它在權力分立制度中扮演的角色，

自始、天生就會對政治帶來很大的威脅。所以在這樣的前提底下，很多人會覺得

美國違憲審查抗多數困境就是他的原罪，就像原罪一般，是一個先天不良的情況，

你如果知道本來就先天不良你就要退，是一個對其權限正當性的質疑也好，或者

中性來說，是一個對它非常嚴厲的提醒。 

 

那也許會有人講說，因為美國是強勢司法所以才會有抗多數困境的說法，可是那

不對阿！因為在德國，德國二次戰後不是也有更強勢的司法嗎？至少在權限安排

上面，它的權力看起來，比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更大，但為什麼德國在二次戰後初

期卻不太有這種聲音，不太有這種抗多數、抗民主的質疑呢？因為這是在歷史上，

對於戰前狀況的反動，戰前的納粹經驗的反動。因為有那個反動意識，而且是非

常的強烈，而且是整個社會輿論都支持，使得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一開始行使權

力的初期，即便對政治產生很大的影響，但它的社會聲望非常的高，而且憲法理

論當中，對於他所謂抗多數困境的質疑也不多。不過我們也可以看到，當德國的

政治慢慢趨於穩定平靜，也就是對於戰前經驗的反動浪潮退去了之後，這種聲音



就開始出現，而且越來越大，現在在德國講抗多數困境可說是一件非常流行的事

情，是很夯的一個活動。 

 

所以事實上，這個抗多數困境的質疑，它是有一強勢司法背景在後面，有了這樣

的背景，談抗多數困境才有一個理論上的意義。在德國很顯然我們發現一開始沒

有，但現在很多德國學者也開始會利用這種抗多數的說法來質疑聯邦憲法法院。 

以上是對於抗多數困境刻板印象的基本介紹。但是我要提出的質疑是，這個抗多

數困境的基本概念它預設了一種想法，也許它不是這麼直接，但它多少預設了一

個想法是，民主是神聖而不容挑戰的。基本上它會有這種想法是說，這東西是神

聖而不容挑戰。因此一旦違憲審查機關出面挑戰，這個挑戰立刻就會被回擊說：

你有什麼資格對民主發出反對、推翻的聲音。 

 

問題在於：為什麼民主是神聖不能挑戰的。可能很多人一聽我這樣講，也許有人

會馬上回應說：沒有，我們沒有說民主是不容挑戰的，但是，挑戰的人不應該是

聯邦憲法法院、聯邦最高法院、或者是我們的大法官，不應該是違憲審查權，違

憲審查權沒有資格去挑戰民主。而這也是抗多數困境的主旨。可是下一個問題在

於，那誰有資格去挑戰？如果違憲審查沒有資格去挑戰民主、挑戰國會多數的決

定，那誰有資格？ 

 

大家可能會回答說，在民主社會裡，當然是人民才有資格。那問題是說，人民才

有資格，下個問題又跟來了：民主不只一個人，不同的人會有不同想法，更不要

說，在不同的人當中，可能也有很多人根本是支持國會多數決定的。所以簡單的

講，我們要說人民才有資格，這些非民選的大法官沒有資格，這樣說很容易，但

問題是，好，人民有資格挑戰，在制度上如何實現？ 

 

我要說的是，這點就說明了，違憲審查權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在制度上提供人

民、提供個人一個可以挑戰國會多數、挑戰民主的機會。所以這是第一個，簡單

的說明第一個刻板印象及我的看法。 

 

第二個要跟大家談的刻板印象，這個大家應該也滿常聽到的，就是違憲審查只能

夠過問法律問題，它沒有權力處理政治問題。這個想法的基本概念其實也很簡單，

也就是違憲審查權是由法官所執掌，法官是法律人，他不應該過問政治，法律人

的專長是法律問題不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應該要交給政治人物處理。聽起來好

像也是一個非常能說得通的理論。當然這說法也有很多變形，我現在能想到的是，

當代很多人受到留德的老師的影響，一定會聽過所謂功能最適。功能最適也是這

樣的想法的，直接的表現，就是各管各的；你有你的領域，我有我的；違憲審查

機關你只要把你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 

 



我對這個刻板印象的質疑是，這個說法預設了法律跟政治是可以截然二分的，所

以我們才能說你管你的我管我的，你管法律我管政治。問題是說，法律跟政治可

以截然二分嗎？可能有人會說可以，譬如說大學就區分法律系跟政治系，這是可

以證明法律跟政治可分。但問題是我想正是就這一點，我突然間想到有趣的地方

在於，政治系跟法律系，至少台大政治跟台大法律，都是把憲法當作必修課。那

這不能夠直接證明，但至少可以間接證明憲法是涵蓋了政治與法律這兩個面向。

所以說，其實無需拉到那裡，基本上大家都可以知道，其實這個說法已經被無數

憲法學者提出，憲法當然是涵蓋了政治與法律兩個層面，天生具有這兩個特性。

所以說如果我們今天說違憲審查權要去謹守法律的界線與分際，一開始這恐怕是

不切實際的想法。即便我們硬把法律跟政治切開，告訴大法官這個是法律問題、

你只要處理這個問題就好，但是她處理了所謂的法律問題之後帶來的政治效應，

難道不是一種過問政治的表現嗎？因此這再度說明法律政治其實很難區分、很難

切割，也很難界定誰是誰的範圍。所以這是第二個我要跟大家談的刻板印象。 

 

第三個，大家應該也不陌生，而且可能跟 Sunstein 比較有關係，就是違憲審查應

該盡可能的自制，自我抑制，才能跟民主相容。它的基本概念也很清楚，就是違

憲審查不應該輕舉妄動，所有的問題應該盡可能留給國會更多形成空間、妥協餘

地，才能夠促進民主思辨。這些說法也就是司法應該盡可能地謙抑、被動消極的

特性，不要輕舉妄動，以便所有問題盡可能讓國會在公開辯論場合，讓不同聲音

充分辯論。 

 

這個說法我覺得真的聽起來、乍聽之下非常有道理，這個說法讓我常常想到所謂

和諧的夫妻關係應該是怎麼一回事。當然和諧的夫妻關係有很多種樣態，但我看

過至少有一種樣態是說，如果一方不管說什麼做什麼，對方就是一味地說好、或

不表示反對，最好就是全力配合到底。也就是一方的意見就代表另一方的意見，

永遠地琴瑟和鳴。琴瑟和鳴的意思是說，它本來當然不是那個意思，但在這種情

況下就會演變說，反正對方都不反對，一方對另一方永遠贊成、永遠不反對，這

樣雙方的關係一定會很和諧，不會有意見與價值觀的衝突。這種司法自制的想法，

而且它背後的想法是，之所以自制是為了要讓民主有更多的思辨空間，這個聽起

來不知道為什麼一直讓我想到和諧夫妻關係。 

 

但我基本的質疑是說，這種想法認為民主等於國會政治，或至少以國會政治為中

心。因為它認為，民主就是國會、就是國會立法決定，所以不是國會的法院要怎

麼跟民主相容？那當然就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司法是最好的，安安靜靜，不

用乖但至少不要老是反對立法的司法，是最好的，最不會引起衝突、最可以跟民

主相容、最可以促進國會更多形成間、妥協餘地與民主思辨的司法。 

 

但很顯然的，民主不能跟國會畫上等號。如果違憲審查為了要求去跟政治部門的



和諧關係，所以它就選擇了什麼都不做，或者做了等於沒做，例如寫了很多協同

意見書，那違憲審查根本就是多餘的嘛，我們根本就不需要違憲審查啦。基本上

這件事情又要回到本質，因為如果凡事配合或凡事謙抑，盡量都不說，這件事情

就會有問題。我剛剛突然想到，我剛剛說盡量都不說，這時候一定會有人質疑講

說：我們不是叫違憲審查不要說、永遠不要做，而是必要的時候才做、非不得已

的時候才做，如果可以的時候，我們就盡量不要輕舉妄動、盡量讓政治、讓民主

去有形成空間跟妥協思辨。可能會有人這樣去談司法自制或抑制的構想。 

 

那問題在於說，什麼時候才是必要的。其實我覺得我在這邊一定要講一句話，我

是覺得這種所謂的盡量謹言慎行、少做少錯不做不錯，才能跟政治部門保持和諧、

才能跟民主相容的想法，才是真的不折不扣的政治行為。這種司法好像很謙抑跟

謹守分際、沒有輕舉妄動，看起來非常謹言慎行，一副不想干預政治的樣子。可

是我必須要謹言慎行、不做不錯才能跟政治部門保持和諧，這種基本想法才是不

折不扣的在玩政治。為什麼？因為他滿腦子都在想著，我這件事情怎麼做的話，

會造成怎樣的政治後果，而不是就事論事的去看這個案子到底要怎麼處理，他想

的都是後果問題。所以從這點出發，我會認為這種看起來像是司法謙抑、司法自

制、司法抑制、司法往後退的想法，才是真正非常徹底的政治行為。 

 

所以做一個小結，我覺得從前面的幾個刻板印象以及我對它的看法出發，如果說

我們今天要對所謂的違憲審查在民主社會當中扮演一個什麼角色這個問題得到

一個比較清楚的思考線索，那我認為，首先還是要回到我們要怎麼了解民主，民

主到底是什麼、民主到底要怎麼實踐。這顯然可能是比違憲審查與民主的關係更

大哉問的問題，問題是我們不先釐清的話，我認為是不可能更進一步地去掌握違

憲審查與民主的關係，違憲審查到底應該要在民主當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我好像已經超過時間了，那我覺得我先這樣打住，後面都是些我個人的看法，可

能之後還可以再補充。謝謝！ 

 

蘇彥圖老師： 

兩位黃老師、張老師、翁老師、以及還有很多老師，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

開心有機會跟大家報告。其實我跟黃老師有個分工，就是由黃老師宏觀的介紹違

憲審查與民主，那我的責任就是進一步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介紹，即 Sunstein 的

司法最小主義（Judicial minimalism）到底是什麼。 

 

在進行介紹之前，我可能要先廣告，就像黃老師講的，這是非常非常複雜且困難

的問題，很多人都是花了很多時間、一輩子的時間來處理這個問題。今年 12 月

17 日到 18 日，中研院法律所有一個憲法解釋理論與實務研討會。我們今年邀請

到的主題演說人（keynote speaker），是前以色列最高法院的院長 Aharon Barak，



他的講題是“On the Role of a Judge in a Democracy”，也就是到底在民主的社會

裡法院要扮演什麼角色。大家屆時可能會發現，他的回答會跟早一個禮拜來的

Sunstein，他們的想法會很不一樣。 

 

這個問題之所以會複雜跟困難，是因為，某程度上以今天黃老師的話來講，我們

對到底什麼是民主，這件事情不同人會有不同想法，大家對於民主，在法的世界

裡，其實是充滿了不同意見（full of disagreement）。問題在於我們要怎樣跟不同

意見的人相處？碰到不同意見時我們要怎樣解決？司法在這過程中要扮演怎樣

的角色？ 

 

直接回到 Sunstein。（這是高毅同學，謝謝你的幫忙！）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本中

譯本，其實是 Sunstein 在 1999 年的這本書。我今天試著要講三本書，但我放了

四本。在這十幾年來 Sunstein 一直在討論司法最小主義，他可能是第一個創用這

個概念的人，他在這個概念上寫了四本書。今天會特別跟大家介紹第一、三、四

本，因為第二本比較像是第一本的續集，主要是用來讓一般公民了解的。在理論

上是第一、三、四本比較有趣。其實這個想法也不是 99 年才出現，在 96 年的時

候 Sunstein 就已經提出來，要讓案件未決（leaving cases undecided）──意即有些

重要的問題案件不要做決定，會比做決定更好。他在 1996 年的時候出了一本書

叫做“Legal Reasoning and Political Conflicts”，某程度上提出其對於法律理論與審

議民主的基本想法。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也是延續自那本書。這十幾年來他都

在鼓吹、主張或為自己的立論辯護，雖然看起來大同小異，但是也有一些有趣或

細膩的變化。我個人很初步的印象，或者說感覺，是他從關於司法審查的宏觀理

論（macro theory of judicial view）轉進到了微觀理論（micro theory），也就是到

法官個人；某程度上也從一個司法審查理論或憲法理論這種比較規範性的討論，

進一步到今年出版的 Constitutional Personae 這本書，試圖要把這幾個理論跟比較

是經驗性的司法政治研究做一個結合。我覺得這其實是滿有趣的發展。 

 

先跟各位介紹第一本 “One Case at A Time”，如同剛剛黃老師講，這本書在討論

司法自我謙抑（judicial self-restraint）或者司法節制（judicial restraint）。這其實

是一個很老的概念，很多人在 Sunstein 的書出版後會說這個沒什麼，之前人家都

說過了。最早把這個想法提出來是 James Bradley Thayer，他 1893 年在 Harvard 

Law Review 發表了一篇文章，就是“The Origin and Scope of the American 

Doctrine of Constitutional Law ”，現在還有人在引用。他裡面就提到，法院要給

法律作合憲的推定（presumption of constitutionality）。Thayer 也提出了一個我們

現在常常會聽到的審查標準，就是除非法律有非常明顯的錯誤，法院才能去宣告

它違憲（the rule of clear mistake）。最早提出的就是這位 Thayer。後來 Thayerian

這個學派，對於司法審查的角色，做了一個非常有限的、節制性的思考。 

 



後來到了 1950 年代有一位 Alexander M. Bickel 教授，剛剛黃老師也有提到，他

是最早把抗多數困境（the 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這個概念提出來的學者。

Bickel 主張消極的美德（the passive virtues），認為有很多案子法院可以不要接就

不要接，法院可以用當事人適格（standing）、可以用案件還不成熟等等方法來不

處理。Bickel 重視法院守護長遠的憲政價值、憲政原則。但是他擔心很多案件如

果處理得不好，反而會對憲政造成傷害，所以他會鼓吹法院實踐消極的美德。 

雖然某程度上 Sunstein 是承繼這個學派，但他也做了新的貢獻，不能說他完全沒

有新的東西。第一個，他提出新的工具來討論，法官要如何做自我節制、自我謙

抑？從我們這本中譯本有提到，案件可以做，你創造的規範原則的寬窄是可以選

擇，論理深度的深淺也可以選擇。他某程度上建議，不是所有時候我們都要這麼

做，而是我們較偏好去比較窄跟淺的論理與判決。以及他特別強調，跟 Thayer

不同的是，Thayer 會認為原則上盡可能推定合憲，但 Sunstein 卻會認為最小主義

（minimalism）操作的模式，除了應用在法律違憲、無效（invalidation）的時候，

即便要宣告法律合憲，也同樣需要最小主義式的操作。他跟 Bickel 或 Thayer 不

一樣的是，他特別強調逐案（case-by-case adjudication）。逐案的意思是說，要很

在意原因案件的脈絡情境，所以他希望制訂出來的法律規範是細膩的，只適用在

這類型的案件，但不適用到另外的案件。所以 Sunstein 有這些特色，把上述這些

當作是司法自制可以操作的方式。 

 

如同黃丞儀老師一開始講的，Sunstein 試圖把這個對司法審查角色的建議或認知

的學說，放在民主理論脈絡下做進一步的證立。所以他提到司法最小主義是促進

民主最小主義（democracy-promoting minimalism），就是為了要促進民主、促進

公民審議（public deliberation）。當然就會面臨到剛剛黃舒芃老師的質疑，為什麼

可以促進？是透過什麼樣的機制在促進？民主社會中所謂政治上的多元意見，基

本上是民主社會必須先接受的事實。問題在於，不同意見要怎麼處理？Sunstein

認為有一個民主內在的道德，也就是要注重政治平等，意即每個人講話的份量應

該是要一樣。事情要盡可能讓越多數人來決定。如果只有少數人在做決定的話，

民主就會希望讓更多人來決定。如果司法可以決定的事情比較少的話，那民主就

會有多一點空間。 

 

針對這個大問題有很多種學派，Sunstein 在某程度上是比較溫和、比較中間的。

比較基進（radical）、比較極端的學者，像是 Mark Tushnet 甚至會說：「我要把憲

法從法院拿走（take constitution away from the court），憲法應該是屬於大家的而

不是法院的。」又譬如說 Jeremy Waldron，是 Ronald Dworkin 的學生，他們都是

非常有名的、非常重要的憲法學者。他跟他憲法學老師Dworkin想法就很不一樣。

Dworkin 他覺得法官就要像是希臘神話裡的海克力士（Hercules）一樣，要勇敢

的去做裁判。但 Waldron 就提出對於司法審查一個很有趣的批判，也就是基於權

力本位，如果我們真的在意民主、民主作為自我治理（self-government）的話，



那司法審查就應該扮演比較有限的角色。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論辯。大家也許

聽過 John Hart Ely 的 “Democracy and Distrust”，這本書在 1980 年出版。其實是

你會發現說，有多少個美國學者就會有多少憲法理論，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

那 Ely 的一套也就是所謂強化民主（democracy reinforcement、reinforcing）這樣

的想法，我們台灣很多老師介紹說這是深具代表性的強化理論。你會發現不同理

論有不同時空背景，當這套理論出來時有人就去解讀，Ely 其實是要試著去守護

華倫法院（Warren Court）那個美好的時代，他提出這個理論來為這些華倫法院

的憲政資產辯護。所以書一開始說“如果你謹慎選擇的話，你並不需要很多英雄。
1（you don’t need to have too many heroes if you choose carefully）”，要把書獻給

Warren。 

 

Sunstein 這本 1999 年出的書，強調最小主義，其實就是美國最高法院在做的事

情，他某程度上是在為芮恩奎斯特法庭（Rhenquist Court）做辯護。Sunstein 你

說他是自由派（liberal），他其實是比較沒有那麼自由派的自由派，不知道該怎麼

講。例如對於墮胎案件，他覺得他同意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的結論，但他

認為論理是有問題的，因此討論是不是可以用其他較窄且淺的（narrow and 

shallow）的論理（reasoning）來證立，而不是說所謂的在懷孕初期前三個月的墮

胎權受到憲法保護，不是用這種模式。又比如說 1970 年代的校車接送政策（school 

busing），那時候的最高法院想透過校車接送（ Busing）來打破種族隔離

（segregation），法院去介入說非裔跟歐裔的學區要混合，用巴士載小朋友跨學

區就讀，透過巴士接送達到學校不再有種族隔離（desegregated）的情形，但是

這造成很多社會上的問題與困擾。那時候美國社會遇到很多類似的重大爭議案件：

墮胎（abortion）、反歧視行動（affirmative action），及後來的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的案子等等。Sunstein 都會說，某程度上我覺得我理想的法官就是

Sandra Day O'Connor（司法最小主義代表人物）。有些人就會覺得，Sunstein 你是

不是不懷好意，或者是說是不是藉著稱讚 O’connor 法官，而試著要去影響他。

但我感覺他是真心覺得 O'Connor 或後來的 Ruth Bader Ginsberg 那樣的法官他們

作法是正確的。他會去強調司法最小主義下，做法官的工作就是判案，不用提出

什麼很大的理論，也不在乎那些理論、不像 Scalia 法官或 Thomas 法官有很大的

理論，例如說原意主義（originalism），強調一定要怎麼做。Sunstein 所支持的法

官類型便是沒有一定的標準，就是案子來了就怎樣決定，專注在案件本身。他會

去真心稱讚這樣類型的法官也許對民主社會比較好。 

 

到了 2009 年，他出了這本叫做“A Constitution of Many Minds”，他開始去談兩種

最小主義。第一種叫做柏克式最小主義（Burkean Minimalism），第二種叫理性最

小主義（Rationalist Minimalism）。在 99 年那本書的索引中其實找不到 Edmund 

Burke，但他某程度上承襲了 Edmund Burke。大家知道 Burke 嗎？他是英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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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義重要思想家，是位政治家，也是奠定政治保守主義重要的思想家。他認

為傳統很好啊，甚至認為偏見（prejudice）也是一種美德，因為傳統集合了眾人

的智慧，他是很尊重傳統，認為改革需要是漸進式（incremental）的，一步一步

來，而不是一次很大、劇烈的改革或變動。所以 Edmund Burke 最常被談到是他

對於法國大革命的評論。 

 

另外還有一個有趣的是在 2000 年那幾年，Sunstein 做了很多決策理論（decision 

theory）的研究。其中有一個很熱門的是“康多瑟的陪審團定理（Condorcet’s Jury 

Theorem）”，就是假設每個人都是獨立思考，及每一件事情都有對錯，每個人最

後判斷正確的機率高於二分之一，那當你這個群體大到一定程度時，這個群體得

到正確判斷結果的機率絕對都是大於個人判斷，機率甚至可能趨近於 1。Sunstein

進一步就從這個陪審團定理延伸出多人思考理論（the many minds argument）。當

一件事情是由很多人花心思去想、集結眾人的智慧的時候，要給其結論一定程度

的尊重，這樣的決策某種程度在認知論上有一定優勢。他運用這個理論回去看憲

法，為什麼憲法不應該只有凍結在制憲那個時代，不管是制憲者或者批准憲法的

時候他們怎麼想，而是應該尊重後代人的想法。有個說法是：我們都是古人（we 

are all ancients），因為現代人比祖先前輩懂得更多，在知識這件事情上，我們才

是真正的古人。所以他用這個理論去批判原意主義（originalism），對此做了蠻大

的批判。另外一個重點是，為什麼我會把它放在司法最小主義這個脈絡討論？我

們常說法官做司法審查或做解釋，但到底要怎麼解釋？沒有一個理論是單純因為

解釋怎樣所以是怎樣，永遠都是要取決於解釋出來的後果到底對整個憲政秩序有

甚麼影響？是好還是不好？事實上都是需要被檢驗的。每個不同的解釋理論、司

法審查理論都預設一些他所在世界的圖像。在某些世界裡面也許有些法官很謙抑，

而在不同世界裡法官應該可以有比較積極作為，所以他用 Thayerville、Scalialand、

Olympus 等想像的世界來模擬可能是什麼情況，那些假設（assumptions）就看你

所採的解釋理論或方法是否合理。 

 

最後一本我覺得最有趣，歡迎大家去看。也許司法最小主義這些都不是完美的司

法理論，書中他捕捉了四種憲政人格。這四種憲政人格的分類為英雄、士兵、噤

聲者或沉默不語的人（Mutes），跟最小主義者（Minimalists）。這四種不同的司

法憲政人格，對於自己的角色，或人家如何看待他、他的聲譽（reputation）都是

不一樣的。比如說英雄（hero）就很勇敢，甚至是超級英雄（super heroes），他

們覺得要承擔所謂對抗多數又如何，雖千萬吾往矣，我就是要這麼做。在羅伯茨

法院（Robert’s Court）中，Kennedy 法官就是蠻典型的英雄，他就是有這種性格。

而華倫法院（Warren’s Court）中的 Thurgood Marshall 法官也列在這邊，大家就

可以發現，不同的人心目中的英雄意義是不一樣的。對某些人來說 Clarence 

Thomas 法官是他們心中的英雄，因為 Thomas 法官要把 Obamacare 宣告違憲，

這是多麼偉大的事情啊。你了解我意思嗎？那如 Dworkin、Ely 都被他列為是英



雄的類型。士兵（Soldiers）就是 Oliver Wendell Holmes，他就是像士兵一樣的法

律人。怎麼樣叫做士兵類型？Holmes 法官有一句話說：“當我的同胞們都要下地

獄時，我會推他一把，這是我的職責。（If my fellow citizens want to go to Hell, I'll 

help them. It's my job.）” 士兵就是要聽命令，聽民主社會的命令。所以他就是把

Holmes 法官、以及今年稍早受本所之邀而來的 Adrian Vermeule，視為士兵類型

的代表。當然，Sunstein 還進一步區分，他認為有很多原意主義者（originalists）

也是士兵，他們認為我們要承襲制憲時代制憲者給我們的命令，聽著指令而行

事。 

 

噤聲者（Mutes）則以 Bickel 做代表。因為 Bickel 認為法院應該以林肯（Abraham 

Lincoln）為例，在政治領域中強調沉默的重要，“政治中沉默是金（silence is gold 

in politics）”，也就是在政治上很多時候你不講話不會死，而且還是比你亂講話

還要好。 

 

那最小主義者（Minimalists）則包括 Thayer、Felix Frankfurter 法官、O’connor

法官、Ginsberg 法官跟 Roberts 法官。對於 Roberts 法官有很多談法，例如如果

可以很單純就解決問題，那就不要擴大。 

 

這幾個不同司法人格其實是互相在競爭，互不順眼也互相合作，互相連橫也互相

對抗。對司法英雄們（judicial heroes）而言，士兵們（soldiers）真的是沒種、沒

有靈魂，英雄們看士兵們覺得他們懈怠了司法的職責。那最小主義者跟士兵們則

是覺得英雄們真是司法傲慢（judicial hubris），過於傲慢、自以為是。這些英雄

其實也不是所有人在所有案子，每天都是英雄，而是在重要的地方，在不同案件

類型就會有所轉變。Sunstein 強調不同司法人格的選擇其實是取決於…，這是在

99 年“One Case at a Time”書中就有提到，每個決定都會有決策成本與錯誤成本。

決策成本高可能要花很多時間去完成決策，但錯誤成本變少；決策成本低那錯誤

就增加。很多事情沒有兩個都很好的。他會強調，有時候一般人往往會被某種人

格形象吸引，例如說愛情的場合中你喜歡某種型態的人，但你仔細一想發現他可

能對你不好，常常會發生這種事。吸引力規則（Rule of attraction）其實支配了我

們的直覺（intuition），愛上了一個人你就會看他很順眼，不愛的人就會很不順眼。

你再來列出很多理由都是事後的理性（rationalization），只是要合理化你的選擇。

Sunstein 就發現會有這樣有趣的一個分析。 

 

個別的法官都可以去談他比較接近什麼憲政人格，但你會發現那整個法院的決策

不是只來自一個法官，是合議的。因此有可能透過制度的設計來引導法院變得比

較主動（active）或者自我謙抑（self-restraint）。所以 Sunstein 發現，對於最小主

義來說，有個有趣的說法是，也不一定要用完全無異議的判決，這種無異議的判

決最有可能是會有比較窄且淺（thin or shallow）的決定，因而比較有可能獲得大



家的共識。但即便是在有異議（disagreement）的情況下也 OK，也就是說，長遠

來看，有這些爭議提出就會去限縮法院，讓法院比較受到節制。 

雖然講不好，但我就先講到這邊。謝謝！ 

 

 

黃丞儀老師： 

 

謝謝兩位老師。我覺得這個搭配非常的好，也就是先從比較一般性的司法與民主

的關係，慢慢的把焦點集中在美國的狀況，再提出 Cass Sunstein 的想法。我想可

能很多人都會喜歡英雄，我們會期待說，例如大法官在美河市的判決中做出怎樣

的決定。但是，很多時候法官能不能做出如你所想要的那樣的決定，他可能是受

到很多制度限制，那這個制度限制跟每個國家政治狀況有關。例如說，在德國我

們通常認為他是議會民主制的國家，跟美國強調權力分立、三權分立的狀況，有

時反而會影響違憲制度審查的的運作，可能都會影響法官的選擇。 

 

接下來我想在第二輪討論，黃舒芃老師可能會從德國跟美國不同的制度背景，以

及還有從台灣的狀況來去思考，司法在台灣民主社會中的角色。我記得 Cass 

Sunstein有一次上課一開始很開心的跟大家說，他現在的hero是Felix Frankfurter。

Frankfurter 是一個以保守著稱的法官。很弔詭、矛盾的是，Frankfurter 也是 FDR

小羅斯福總統提名為了新政、鞏固新政的合憲性、legacy 可以被維持，所以他提

名的幾個大法官進去，正好取代舊的大法官，其中一個就是 Frankfurter。那

Frankfurter 在哈佛教書時是在當時意義下比較 progressive 的一位法學者。但他進

入聯邦最高法院之後，他的裁判風格比較趨於 Sunstein 所說的窄而淺，不是那麼

傾向於做出那麼革命性的判決。所以後來他在美國的評價是被認為比較保守的，

甚至有人認為是 old court，是非常不知道該怎麼形容的那法官。那當然他所說的

hero 不是剛剛蘇老師所說那四種類型的那種 hero，他可能在 Sunstein 的分類裡

Frankfurter 是比較接近 minimalist。我自己的觀察是，在很多時候，Frankfurter

他所面對的是行政法的案件，在行政法案件裡，美國最高聯邦法院後來在 1984

年做出 Chevron 這個判決發展出，他所尊重的不是所謂國會，而是行政機關。

那這件事情其實在美國三權分立制度有它的意義，因為如大家所知道，美國總統

是由選舉人團選出來的，他本身是有他的民主正當性。那在這狀況之下，法院雖

然是基於民主原則去尊重行政機關，但他絕對不是，例如說我們在威權時代，大

法官可能只是幫行政權來合理化他的行為，正常民主國家的行政權背後還是有民

主正當性在這邊。這邊可能會牽涉到一個問題是說，大法官去尊重國會與行政機

關，這兩件事情會不會有不同情況。在台灣的情況，我們的總統甚至也是全民直

選的，連中間那層選舉人團都沒有了。那如果今天大法官他認為說，像黃舒芃老

師剛剛講著在那些迷思壟罩之下，我們應該要盡量尊重民主正當性，甚至這一些

問題應該都要留給國會與行政機關部門彼此對話，法院應該都不要介入，這樣的



狀況在不同的國家，例如在歐陸議會民主制的國家發生，會不會有不一樣的情形。

接下來就把時間接給黃舒芃老師，進入第二輪的討論，謝謝！ 

 

黃舒芃老師： 

謝謝！ 

 

我想是這樣，因為在我剛剛第一輪講完後，就接了蘇老師關於 Sunstein 的介紹，

因為有這個銜接關係，我想針對第一輪的部分稍微做的補充，澄清一些可能的誤

會。剛剛刻板印象的部分，最後似乎講到司法謙抑才能跟民主相容，而這個似乎

跟 Sunstein 的 minimalism 有一定程度會給人聯想。但我要說明的是說，我的批

評並不是針對 Sunstein，而是針對從所謂司法謙抑才能跟民主相容，這個說法抽

離出來、脫離他的理論提出脈絡後，變成坊間傳頌的刻板印象，我要批評的是這

樣比較簡化後的說法，就好像一開始在批評抗多數困境，也不是在批評 Bickel

的理論沒有道理，而是說他變成一種坊間傳頌的，好像大家都可以朗朗上口，好

像念經似的，其實對於他的誤會就會跟著產生。所以我第一輪在談這些迷思，主

要針對是變成坊間刻板印象簡化後的說法，所以我剛剛講的不是針對 Sunstein。 

那就如剛剛所說，真的一定要承認我對 Sunstein 已經脫離了太久，剛剛介紹的三

本我只看了第一本。那，我剛剛聽到蘇老師講的第三本時，我想了一個很有趣的

實驗，不知道哪一位以後可以嘗試看看，或者我們大家一起來嘗試看看，我想到

一件事情一定很有趣。我們可以請前大法官們，如果他們不知道的話我們可以介

紹一下，就是從剛剛的那四種人格是什麼、那你自認為是哪一種，請他們自己自

評，也不用附什麼理由，自己勾但不得複選這樣。然後另一方面開放網路投票，

就是你認為這些大法官，假設我們擷取二十個，開放網路投票誰是 hero、誰是

mutes、誰是 minimalists 之類的，然後拿來對照一下，我覺得一定會得出很有趣

的結果，我相信有趣之處是會有人有很大的落差，例如自認為 hero 其實是 mutes，

或是相反這樣，聽起來一定很有趣，我真的覺得是一個好事情，值得之後大家來

做一下。 

 

回歸正題，其實我們之前在 rehearsal 的時候有提到，第二輪的部分可能要跟大

家回頭談一下台灣的狀況。剛剛美國德國當然都說很少，但即便我現在談美國德

國，時間一定不夠，所以我放棄這個部分。回歸來談一下台灣，回歸台灣，坦白

說光談十分鐘也是不夠，但我想呼應剛剛所講的迷思，以及歸結到我最後的結論，

也就是要先了解在台灣民主是如何被看待、與認為應該怎麼實現，所以這個到底

在台灣民主是什麼的問題，是一個在面對台灣大法官應該扮演什麼角色的前提問

題。我認為這是基本面，也就是基本面台灣對於民主的看法是什麼。我認為因為

有這個基本面，所以台灣大法官才會變成那個樣子。那當然這是我個人的觀點，

等一下大家可能會有不同看法。 

 



在基本面談完後我想談一下技術面上，就是說在基本面之下，到底大法官在從比

較專業的公法社群討論，比較狹義的或者說法學社群的討論，廣及一般社會大眾

的看法，到底在我的觀點之下大法官會有怎樣的問題。我想把這兩個講完也就差

不多了，就先講到這裡。 

 

第一關於基本面，我們要先知道到底台灣是怎麼看待民主這件事情。這我應該有

在我研究所的課上分享過，就是我認為台灣常常傾向於把每個人各自的意見簡化

成單一的民意，然後再把這個單一的民意簡化為民調，這就是民主。也就是台灣

覺得民主是什麼，可能你問很多人，大家會說就是大家的意見嘛，或者更精確化

一點，大家可能說那就是社會上大多數的人怎麼看、一般的看法是怎樣，應該以

一般的看法也就是所謂的社會通念，或者更抽象化為社會民意、公共利益，拿這

些東西當作我們應該怎麼走的依歸，這就是很多人認為的民主。 

 

所以在台灣，我覺得不管公權力當中的什麼角色，我覺得行政可能都還放到一邊，

包括國會也就是立法者，以及大法官，常常都會顯在或潛在地，重視到底一般社

會多數會怎麼看待他做的事情。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講一個整體趨勢，大法官在推論當中其實滿看民意在走的，

也就是跟著他心目中所想像的民意在走。我有一些研究在證明我的看法，也許在

場有人不同意。但我覺得因為台灣社會滿是用一種社會多數人怎麼看來了解民主

這件事情，導致很多公權力的行使或者一般人，會比較偏向於大家覺得怎麼樣的

都是比較正確的。為了呼應一般人覺得怎樣，我最好用從善如流的方式來從事任

務。我覺得大法官也有這樣的意象，這樣的意象很明顯地暴露兩個問題：第一個

是，所謂社會上多數怎麼看，很多時候都是未經證明，很多時候都是大法官自以

為多數怎麼看。另一個是說，如果大法官一味去看社會多數怎看，做為審判的考

量，那這個作為其實也是嚴重違反違憲審查挑戰多數的任務，因為違憲審查就是

要挑戰多數的決定。 

 

所以我覺得在基本面，因為大家對於民主的看法，是認為大多數人覺得怎樣是對

就是對，我覺得這樣的氣氛或背景，是有影響大法官做決定。至於技術面，很多

人在問大法官有怎樣的問題，我們當然也知道，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每個解釋都

太貴了，就是太久才做出一號解釋。我是不會把這種事情稱為怠惰，有些人會極

端的說怠惰，就算中性的說，有些人會覺得大法官效率太差，因為好像這件事情

太嚴重，所以很多批評都常常集中在這裡，我想很多人因此都沒有空去考慮台灣

大法官究竟是積極還是消極，更何況怎樣判斷積極或消極也有很多不同的標準。

以上是我大致上所知很多人會怎樣評價我們的大法官。當我們說德國美國怎樣，

很多人可能會說，這跟我們的大法官差太多了，以至於我們實在不知道怎樣融合

二者，或者把我們的所學運用到我們看待大法官解釋上。可能很多人會這樣說。 



那我自己的話，就技術面來說，台灣違憲審查到底有什麼問題？我比較會覺得，

其實它的問題恐怕不在於過度積極或過度消極，從整體趨勢來看，大法官其實沒

有很明顯地一直在過動或一直都不動的傾向，其實當他認為他要動的時候他也是

會動的。所以又回到剛剛基本面問題，我覺得常常推動或促進大法官動與不動的

因素，是大法官會去重視這個社會大眾大家會怎麼看。這其實是在很多案件滿影

響大法官的。 

 

但是，如果今天回歸到底它有什麼問題，我自己比較認為台灣大法官真的有個大

問題是惜字如金，說理太少。說理非常少這件事情，很多人會立刻為它提出很多

辯護，例如制度使然，我們都知道大法官要針對多數意見書逐句投票，到最後能

夠變成共識的句子非常少，所以是制度使然。問題是這制度行之多年，如果這個

制度是大問題為什麼沒人想改革？所以我覺得這是不太有說服力的講法，一直說

制度有問題，那這麼多年下來卻從來不改革。另外也有人說，不用只看多數意見，

也可以看個別意見，個別意見那麼多，不同意見、協同意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

講到嘴巴都快要打結了，那麼多意見其實可以從中看出，大法官的想法為何、大

法官的意見為何。 

 

問題是這都不是真正有權意見，所以這個可以從旁邊作為佐證，但還是無法代表

大法官解釋，它還是不是有權解釋。有權解釋本身就是有說理太少的問題，說理

太少在台灣就會引起很嚴重的後果，其中包括第一，說理太少會引起更多猜疑，

因為台灣本來就是喜歡猜人家話背後的意思，很喜歡去做這個意義下的解密。所

以如果你講的很少，甚至笑而不答，引起的揣測才會很多；反而是你講的很多的

時候，人家會連看都懶得看。所以其實不講反而引起更多揣測，那大家也不要誤

會以為揣測就是公共思辨，這是陷入更大的混亂，因為這不是針對大法官的意見

做討論，而是進入台灣最喜歡的八卦或陰謀論。所以說這些東西不能等同公共思

辨，這是引起進一步的猜測跟更多混亂，並沒有進入公共思辨。第二，它有另一

個嚴重的後果是更養成大家只看結論不看論證的習慣，因為反正沒什麼論證。所

以只看它的結論就好。從此角度來看，不僅是沒促進，甚至傷害了公共思辨的空

間，因為它沒有給予足夠的心證去說明。所以不管是學者乃至大眾，不可能從中

獲得什麼公共思辨的資源，大家只能憑著對於這個案子各自的立場角度出發，繼

續吵個不停，但是大法官有沒有在這中間扮演實質促進辯論、促進思考的角色，

那恐怕是可疑的。 

 

我想我已經說得差不多了，那就先到這裡，謝謝！ 

 

蘇彥圖老師： 

 

講到台灣，我先試著這樣講，因為脈絡滿重要的，不同制度脈絡會對司法有不同



期待。制度脈絡比如說憲法修法難易程度、法官有沒有任期或者是否為終身職。

不同的國家下都有非常大的差異，譬如我們跟美國。包括法院允不允許公布個人

的意見，不同國家有不同做法。 

 

這些制度都會一定程度形塑大家對於司法者典型的形象、典範的想像，例如有人

說有憲法法院專門的設計，制度上很難不期待他扮演比較積極的角色，很難想像

他是比較消極的。因為如果都是專門法院，而且它主要工作是在做違憲審查，那

如果它還不做違憲審查，我們會質疑為什麼我們要花那麼多錢設這樣的法院，就

會有類似這樣的說法。 

 

有趣的是，我們蘇永欽副院長在當學者時，他對大法官的評價是司法過動主義，

不是只有積極而是過動（hyper-active）。他覺得大法官太常宣告各種法律或命令

違憲，但這是個實證問題，如果要做比較研究，也許不同憲法法院之間相比，我

懷疑台灣的數字是否會到過動的程度。 

 

政治也是個脈絡。我印象中台大葉俊榮老師有篇論文寫到，叫做從轉型法院到常

態法院，講台灣的憲政轉型。以前轉型法院的時候大法官比較可以圓融一點，或

者比較模稜兩可，要創造一些可能的思辨空間，但是到了民主化之後常態法院比

較有自信，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比較果決一點。這就是典型的脈絡分析，當然

你不一定要同意葉老師的結論，甚至可以反過來思考，在轉型脈絡中一國憲政本

來就比較弱，司法反而有更大的空間可以做規則設定，可能做英雄（heros）的

機會比較多。那到了民主比較健全，法院反而要更最小主義者一點。我們都同意

要做脈絡分析，但那結論可能就會不太一樣。 

 

我們常常對台灣大法官有個批評，也就是模稜兩可、話講的不清楚，或說理不夠。

其實我們有個制度的理想，就像 John Rawls 或 Dworkin，他們會覺得說，法院就

是要扮演原則的論壇、公共論壇（public forum or forum of principles），司法主要

的權威就是建立在理性說理，透過說理提供。當代議機制或政治部門沒有進行審

議（deliberation）的時候，當然會期待法官或者說大法官、憲法法院可以在這方

面做得比較好。所以很多案子會希望往憲法法院作解決。 

 

但司法審議（judicial deliberation）跟民主審議（democratic deliberation）可否做

替代，這個大家可以去思考，有些人說可以，比如 Dworkin 的講法中，認為民主

是夥伴式的理念（partner democracy），他覺得司法也是民主的環節，在司法領域

的理性論辯有民主重要意義。但如果你換另種角度來看，有人覺得政治上不會因

為大法官比較清楚，而有比較審議式的、理性的論辯討論。變成會去期待政治問

題還是要透過政治解決，過於依賴司法政治討論品質會無法提升。 

 



某程度上來說，不好意思我又講到蘇副院長創造了很多有趣的觀念，前陣子他講

到司法神祕主義，因為美河市案讓他要跳出來把話講清楚，好像把話講清楚很重

要。 

 

我今天要談的重點不是這個案子，我今天要談的重點在於台灣司法神祕主義還滿

嚴重，重點不是在於說理，因為說理都出來了，你要解讀就自己去解讀。重點是

在於待審案件（docket），就是我們有哪些案件待審。我們現在大法官哪些案件

待審是完全不透明的，本來以前網頁還有待審案件清單，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清

單，但現在都沒有了。我們跟美國不一樣，美國每年都會選案，例如說七八千件

案他選出一百五十件或八十件要來做言詞辯論，大家都會知道現在十月是最高法

院新的年期開始，你看很多報紙會說這一年有哪些矚目案件，社會上就可以論辯，

學者或利益團體都可以提法院之友的意見，社會上就會做論辯。台灣不是，比如

我們現在不知道哪些人申請什麼案子，本來有的待審清單也沒有了，很多案子不

受理就了結了。很多人說憲法法院不能選案，事實上我們一直在選案，我稱之為

半選案制，選案是說申請人沒有講清楚說有何違憲的理由，很多法官其實寫了很

認真，但大法官就用例稿說「未具體指明有何違憲」，就是用這個理由駁回，其

實還是在選案。我其實同意大法官選案權力，能選案才能保護他自己。對他自己

來說棘手案件不好處理，處理後對社會也不一定是好。他可以選案，但他這種選

案是羞辱人的選案，我會覺得台灣如果要改的話，這部分是需要好好檢討的地

方。 

 

我最後補充兩點，第一個是回應黃丞儀老師的提問，司法對於行政跟立法的尊重

（deference）是否一樣。如果去分析所有的法院決定，決策是否正確是看決策成

本及錯誤成本的話，你會發現常常法院會有兩個困境，第一個是民主中，法院是

否有政治權威去做決定，政治上是否有所謂的民主赤字。另外很多問題是，社會

上有很多專業、新科技新事物，那是專業問題，變成法院會有專業赤字。有時候

你對待行政與立法，立法很少有專業問題，行政可能就特別會有專業的部分，變

成說要進一步討論，所謂尊重到底是什麼意思、要給專業多大的空間等等都可以

再討論。 

 

第二個要回應的是，抗多數決困境（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這五十年來

深深影響美國憲法理論的討論，贊成的批判的都有。有趣是說 1957 年的時候，

美國政治學者 Robert Dahl，他是研究政治民主的，對於司法政治有很重要的研

究，他一篇名為“The Supreme Court as a National Policy Maker”的論文，在討論大

部 分 美國 法院 決定都 不 是抗 多數 （ counter majoritarian ）， 都是 多 數決 定

（majoritarian decisions）。他跟黃老師講的一樣，法院比較少是走在社會很前面，

因為如果他走在社會的很前面，有可能就是…先知的下場通常不太好，就是他們

說政治反挫（Political backlash），有可能會引起社會很大的反彈。 



 

有趣的是，我想回到丞儀有寫到，今年六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婚姻平權案（奧伯

格費爾訴霍奇斯案 Obergefell v. Hodges）。Sunstein 會怎麼看呢？他最後當然會慶

祝這是個很好的決定，他會覺得這是英雄的時刻、很好的時刻，他會強調重點這

個案子是在 2015 年而不是早在 2013、14、11 年或者更早。其實 2003 年有德州

訴羅倫斯案（Texas v. Lawrence）限制同性戀性行為（anti-sodomy）違憲，那時

候開始很多人在談是否要承認同性婚姻。你會發現在 2000 年初，那時候 Sunstein

立場也沒有走到那麼前面，他會去想是否是用民事結合（civil union）或怎麼樣，

對於那時麻州最高法院的判決，他也覺得最好聯邦最高法院不要跟進。時機

（Timing）的問題，也就是要在對的時機做對的事，那個對的事才能成功。他會

覺得，這部分是法院要比較謹慎，也就是如何選擇對的時機。我不曉得這結論是

什麼，但就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黃丞儀老師： 

 

我就接著他們的話來談，Gerald Rosenberg 是一個政治科學家也是法律學者，他

之前在今年 Law and Society 會議上做了一個報告說，在 Roe v. Wade 之後（Roe v. 

Wade 是聯邦最高法院肯認婦女有墮胎權的一個案子），即便到現在三十年之後，

很多州還是會有法律限制，用各種方式限制婦女的生命自主權，他自己決定要不

要留下小孩。他用這個例子說明有時候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你認為是 hero，但

最後落實到日常行政裡面，很可能過了 30 年還是行政機關會用很多其他方式做

限制。剛剛蘇老師也提到最近 Obergefell 的判決，也就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決，

誠如蘇老師剛剛所說，不是今年突然聯邦最高法院醒過來，做了一個很前衛的判

決，實際上是長期以來奠立於對 sodomy law 的反抗或檢討。做成這個判決以後，

事實上各州官員也有不同意見，所以在行政部門的執行部分都引起爭議。這個問

題就連到我們之前所說，到底司法在民主社會裡面怎樣運作，可以得到比較好的

效果，這是個實然面的議題。就像黃舒芃老師剛剛在第二輪一開始提到讓大法官

去選擇他們是什麼類型，實際上可能會有不一樣，那這中間的落差可能也是實然

上實踐的結果，會產生不一樣的狀況。 

 

我想今天在座很多朋友都是關心這樣的議題，也就是廣義的法院在社會扮演的角

色。台灣從 2008 年，或更久以前的樂生訴訟，我們常常在社會運動走到一個階

段時，就會把這些問題帶到法院裡面去。這是不是好的解方？在這情況下法院應

該要怎樣去做？有時候你期盼法院做 hero，但就像剛剛應該蘇老師有提到，這

hero 可能是在反面，例如說 Clarence Thomas 在某些保守派心目中他是 hero，但

自由派遇到他就會很頭大。每個人心中都有 hero，當 hero 跟 hero 之間對抗時這

戰爭要怎麼解決，他是否要回到政治生活裡面去處理。那回到政治生活裡面去處



理的話，你又可以想到說，像剛剛黃舒芃老師提到，很多人以為民主化身為個人

的 vote，或他接到電話民意調查的這個個體，那事實上民主有不同意涵。 

我們開放現場提問。我第一個看到的是對這個問題非常有研究的張嘉尹老師。張

老師是世新大學法律學院的院長。 

 

張嘉尹老師（世新大學法學院院長）： 

 

主持人、兩位對談人，以及各位來賓大家好。我不敢說我很有研究，但為什麼我

第一個舉手，我聽了之後我有很多想要談的、想要問的，不趕快第一個舉手的話

待會一定沒機會，因為今天一定很踴躍。尤其像剛才丞儀講的，這個標題一定會

發散，因為跟談的對象一定有關係。那四本書其實已經發散了，基本上他是一個

很難收斂的題目。因為今天有個標題嘛，司法自制與政治衝突。所以我想就這個

稍微來談一下。 

 

那在我問問題之前我要批評一下大法官，就是說其實剛才舒芃的話我有贊成與不

贊成，可能是我們對於制度脈絡不太一樣。我想講的是，應該要先立法禁止大法

官寫意見書，為什麼？因為大法官不務正業嘛。這十年來我們看到的基本都是意

見書，因為他們把大部分的時間都拿來寫意見書。當然我這是很諷刺地講法，但

是呢基本上制度能不能解決，可以！因為如果制度上如果禁止大法官發表意見書

的話，無論如何他的 energy 都只能回到正常的表決程序去，或者討論程序去，

所以制度有沒有影響，一定有。 

 

另外一個，彥圖有提，大法官為什麼不想講清楚、或是故意不講清楚，這是很常

發生的。從這裡就可以看出舒芃提到的政治性，就是說那三個迷思。好像大法官

不要去做政治、大法官最好自我自制。但是大法官就是在做政治，為什麼？因為

大法官可以去選擇案件，包含德國、美國或是我們用這種不受理的案件來處理，

這就是政治。所以不但大法官處理對象大部分是，大法官處理過程也都是政治。

就這觀點來講，基本上舒芃講到的那三個迷思，基本上我是贊成的。那可是不能

花太多時間批評大法官，因為今天重點還是回到 Sunstein，所以我接下來想做一

點點提問。 

 

提問是，因為剛剛舒芃在第二輪時提到，就是說你針對那三個迷思，你認為你主

要批評的對象還是那種，庸俗化的，就是抗多數困境嘛，還有不能做政治與司法

自制。但其實可能他的射程更遠一點。因為從制度性背景來看，就是說我如果猜

測沒有錯，其實舒芃主要的還是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背景底下在談制度問題，但

Sunstein 或彥圖、或剛才丞儀談的，都是在美國法下的背景。到這裡我想點出一

個可能很重要的背景因素是說，因為它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違憲審查制度，所以

因為這個制度的影響，他會影響到我們對於違憲審查制度對於民主正當性的看法，



以及發展出的理論。這個命題是我的主張，但我沒有時間再多談，基本上不管事

經驗性的看到，或者規範性的，我想這個命題都是可以成立的。那如果這個命題

可以成立的話，基本上今天這個對談就真的很難對談聚焦，為什麼？因為它完全

是不一樣的制度背景。 

 

一個是非常 powerful、世界上我們大法官跟他們差不多了，因為我們五十年來的

發展整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化，所以這麼強大的、有實效權限的憲法法院，這其

實是一種很新鮮的制度。但美國是從 1803 年開始那種，個案附隨審查，那是歷

史非常悠久的，但畢竟美國與德國背景理論的出發點，他們因素不同是在這裡。

那所以我覺得我可以去了解，但我必須先說，剛剛彥圖介紹 Sunstein 的四本書，

我也只看過比較早的 judicial minimalism。所以後面的發展我其實不是很清楚，

但如果從這個前提出發，那今天比較想追問的是，對於舒芃，這三個迷思，這比

較是一個 negative 跟批評性的。但我比較想知道的，舒芃對於這三個迷思，比較

positive 的看法。就是說就你來講，但就像剛剛提到的，我們所有違憲審查理論，

或正當性理論，都要回到制度性脈絡來理解，不然他就太 universal 了，很難談。

那當然舒芃在回答我的問題時，可以自己去選擇德國、美國或台灣，或其他國家。 

 

但我比較想知道的是，在這種比較 grand theory 的層次，就是說舒芃對於這三個

的看法是怎樣？當然有部份我是贊成的，例如德國發展出的功能最適理論，事實

上那是迴避問題的技巧而已，因為還是你聯邦憲法法院自己在決定嘛，你自己在

決定功能最適、就像美國自己在決定什麼是政治問題。所以這裡其實是非常政治

的。但就這個而言，這是不是就是說，舒芃今天的批評以外，有沒有比較 positive，

比較正面的、應該說積極命題的看法，這部分我比較想了解。 

 

那至於彥圖剛剛說的，Sunstein 的發展實在很有趣，因為我覺得他有點理論的自

我套用。我看的是他比較早的東西，看的是他強調不完全理論的合意啦、然後他

批判那種大理論（grand theory），他覺得在那層次根本無法好好討論下去，因為

不可能達到什麼共識（consensus）。那接下來像是 A Constitution of Many Minds

或者你剛剛提到的 Constitutional Personae，我感覺就是說，他其實在做的，當然

應該說 level 最高的就是 judicial minimalism 所提出的，我把它稱之為 MESO，因

為它也不是 micro，也不是 macro，因為他自己也反對嘛，所以才會是 judicial 

minimalism。而且我們可看到，基本上他還是在承認 counter majoritarian dilemma

的條件之下，而且在做某一種型態、某一種意義的這種 self-restrain。那在這兩本

書內，我其實有看到一些問題，因為他自己也開了很多例外。所以就這個 judicial 

minimalism，當然他可以這樣回答，畢竟他是一種 meso 的理論、中程理論，所

以他並沒有要 universal 回答一切。他可以迴避這個問題。可是我的看法是，他

其實基本上 agenda setting 都已經是服膺之前的，例如 Alexander Bickel 或是更早

Thayer 他們的看法。所以他的發展基本上我看到的就是個 MESO 的理論，而且



到了 A Constitution of Many Minds 那裡，倒是今天聽到你講我才知道，他分了兩

種 Minimalism 理論，Burken 還有 Condorcet 那種看法。那可是看起來是 Sunstein

越走越實證對不對？尤其是到 Constitutional Personae 的那時候。 

 

所以基本上，我不太看得出他有修改或調整他在 1999 年那本書的框架，因為那

本書的框架理論本來就是個 MESO。但我比較想了解的是說，再加上這些新的發

展，究竟為什麼會 defuse 出去呢，就是因為議題太多，還可以有 hero 等等的討

論。究竟我們有沒有辦法，但 Sunstein 不一定能接受，就是說就這幾本書，你應

該挑選過了，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說以你如何去理解、把它整合成一個理論，因為

到了今年那本書，至少我今天聽你的導讀，我看起來覺得他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

討論。 

 

還有彥圖念了那麼多 Sunstein 的書，我也滿想了解你除了詮釋他、以及我提的，

能不能把它稍微架構化之外，你對他有沒有什麼批判？這是我想了解的。 

 

那最後一個問題一定要給丞儀，因為今天丞儀寫了一篇文章，今天如果不談這個

議題我實在吞不下去，身為公法學者。當然丞儀提了一個建議，我想以立法院多

數而言他是不會通過，但有提總比沒提好，因為一定要有個聲音嘛，就是彈劾案。

那扣緊今天的議題，有沒有可能有其他路徑呢？這可能是外患嘛，那當然在中華

民國增修憲法條文下他可能不會說這是外患，可能是國家安全法的問題，這是你

們另外一個同仁吳宗謀提的嘛。但是有沒有可能，因為談的是 judicial review 的

話，有沒有可能聲請暫時處分呢？當然以現在大法官的組成，到最後可能會 reject。

但我也滿想聽聽丞儀這邊有什麼看法。 

 

不好意思佔了很多時間，提太多問題了，謝謝！ 

 

 

黃舒芃老師： 

謝謝張老師的提問，我想你的一些評論跟觀察其實我都很同意。那以下為了有效

率的回答，我先嘗試長話短說。首先我要補充一下關於意見書，其實我覺得張老

師也不用太擔心啦，因為我懷疑他真的有佔大法官多少時間？我聽說很多都是助

理寫的嘛。所以助理會不眠不休，那大法官校訂這樣子。我說的是一些啦！所以

可能沒有想像中嚴重。至於要不要禁止，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這個是旁論。 

 

回到張老師的問題，其實我稍微澄清一下，我在彙整這些刻板印象的時候，我有

點刻意，搞不好是有點不成功所以給張老師不同的印象。但我其實有點刻意要讓

這些刻板印象是普遍化的呈現。就是說，我盡量要讓它變成一個沒有立基在國別

或法系脈絡下的一個刻板印象，就是一種，隨便你問誰，都很容易出現的刻板印



象。所以我這個想法、這個對刻板印象整理的構想，背後其實是來自我自己比較

熟悉的德國、美國、台灣，這三個地方都有。事實上這整篇構想，光是從文獻看，

這三個迷思我在這三個國家的脈絡下，都看過很多相關的談法。所以我自己是想

設法讓這個問題作為一種比較普遍化的情況來談。 

 

所以我認為，事實上如果你回歸到這三個刻板印象本身，反而德國是在剛開始建

立戰後違憲審查制度，是通通沒有遭遇到的，它既沒有被質疑抗多數，也沒有被

認為不能處理政治；它反而是要去節制政治、控制政治，這跟美國完全不同。另

一方面，它也沒被要求要自制，反而是要好好管好戰前這個一蹶不振的立法權。

所以這些刻板印象反而我想真的不是德國一開始的情況。但德國的當代就非常靠

向這邊來，特別是很多中生代的學者，基於很多原因，就對於聯邦憲法法院非常

的厭惡，所以他們就找尋各種可以打擊聯邦憲法法院的理論資源，甚至不惜背離

他自己過去的主張（例如學者）Oliver Lepsius。 他就是很明顯的在這個部分，

非常的討厭聯邦憲法法院，而且重點是，他還有很多崇拜者。所以現在很多比較

年輕一輩的，也非常取向這種看法，所以讓美國間接地變的流行。但這個間接變

流行並不是認同美國整個發展的脈絡，或者覺得這個發展脈絡可以套回德國去。

而是一種論述的工具，我比較是這樣子看。但是它依然會形成一些刻板印象。 

 

那至於張老師說，怎樣可以用比較 positive 的方式去表述我自己的立場，這真的

是說來話長，我真的是很希望有個機會可以好好地說，但我真的必須長話短說，

也許張老師聽到長話短說不會滿意，但我也只能先這樣子說。其實我剛剛對於這

三個刻板印象的質疑，已經有間接透露出如果是正面表述我會怎麼說。不過我現

在嘗試非常簡短的講一下。第一個，我們說到要先了解民主是什麼。撇除法系、

國別、傳統、制度的考慮，我個人認為民主簡單的說，就是要維護一個多元與開

放的環境，讓不一樣的聲音有健全的管道來抒發，注意是健全管道，而不是正常

管道走不通，所以迫使大家去採取其他管道。就是讓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意見都

有健全抒發的管道，這是我心目中認定的民主，當然也是我的價值選擇。 

 

所以我覺得民主不是找尋或整理大多數人怎麼看，它不是在做這種統計，也不是

在訴諸這種印象。我們沒有理由講說國會的決定就是大多數人的決定，所以可以

無限上綱，變成好像是一種權威跟真理。所以，在這樣的前提底下，違憲審查的

任務就是要去保證國會的決定不會被推向無限上綱， 它不會變成是一個藉由這

個無限上綱的民意，去壓迫少數人權利的工具。 

 

我這邊說的比較簡短，可能因此就沒有辦法充分回答張老師的疑問，但我的回應

只能先到此為止，謝謝！ 

 

蘇彥圖老師： 



謝謝張老師的問題，這確實可以說 Sunstein 的理論是「不是理論的理論」。因為

他本來就有強烈反對理論（against theory），這種他對理論的不信。但某種程度

上他試著想說明說，為什麼我盡量不要去管你。所以他後來有承認，我的最小主

義（minimalism）根本不是完整的理論，它根本沒辦法運用來告訴你某個憲法條

文要怎麼解釋、法律要怎麼適用。他後來某程度轉向憲政人格（constitutional 

personae），就是以個人人格性格的分析，去拉出來看，除了解釋理論的選擇，或

民主理論以外，其實很重要的是，我們也要呼籲這些所有的理論、所有的制度都

是人在操作的。那我們人就會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習性，那我們之間不同人就

會有衝突。 

 

確實憲法理論我會覺得我們當然都可以提。每個人都可以提一套自圓其說的憲法

理論，Ely 有一套、Dworkin 有一套，很多人都有一套。但問題在於你很難期待

法院裡那九個人或十五個人，都接受某一套。他們會基於不同的理論或理由，或

不同的想法，就會做不同的主張。 

 

有趣就是說，回到個人、回到人跟人之間的互動，進入到司法政治的一個場域，

也許很多時候我們變得不是在規劃一個理論，所謂憲法解釋應該要怎麼做，因為

那個理論純粹是一個學術性的建議，沒有辦法有太大的功能。但也許你反而是可

以透過政治的運用，就有可能能進一步達成。 

 

你會發現 Sunstein 的最小主義（minimalism）有自由最小主義（liberal minimalist），

也有保守最小主義（conservative minimalist）。很多人對最小主義做很多的批判，

Sunstein 在美國也是備受批判。包括我自己的老師也是寫了一篇文章批判他。她

後來有點半開玩笑地對我講說，因為 Sunstein 很大牌，所以你要對大牌的老師提

出批評，這是進入學術界的敲門磚。 

 

張老師要我批判 Sunstein，現在老師的這個題目請容我在 12 月的論文中做一個

交代。謝謝！ 

 

黃丞儀老師： 

我覺得大部分的法學者並不是隨便亂湊民主理論或司法權理論，而是在討論司法

權的時候，一定會有一個你的理論系統。例如說剛剛彥圖提到 Dworkin 他自己對

於民主有一個想法，liberal democracy 的想法，那像 Frank Michelman 他自己對於

民主也有他自己的想法。那 Kathleen Sullivan 也有她自己的想法。那我覺得比較

重要的是說，你從 Sunstein 要理解他的話，就不能夠忘記的是，他始終都不會丟

掉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這個是始終貫穿的，不管他今天再談

Nudge，我順便也來介紹 11 月 18 號的推力，這場我們邀請到台大經濟系王道一

教授，與政大公行的陳敦源教授來談。或者是上一次我們討論過的言論自由（free 



speech）的問題、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的問題，他全部都是用審議式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去貫穿的，乃至我們今天在討論的司法權問題，你也

必須把它放到審議式民主的概念去理解，那才會知道什麼才是他所謂的司法最小

主義，那樣的司法者他絕對不會是最小。在這裡也必須要去澄清一下，這個所謂

的 minimalism 並不是指說司法本身的功能萎縮到最小，事實上不是，淺而窄的

判決還是會很有用的。他的有用之處是在於，他在審議式民主的社會，他發揮了

他恰如其分的功能。 

 

剛剛蘇老師有提到，從他還沒講完的地方在做一些補充。為什麼會去做這種柏克

式（Burkien）最小主義的結合，是因為某種程度上，如果在理論的層次放棄了

一個宏觀大理論、作為論證的一個依據的時候，那今天不要講康德、不要講羅爾

斯這種宏觀的大理論，你要以什麼來作為你去訴諸的源頭。蘇老師有篇文章是《死

人之手》，在原意主義（originalism）裡面，他們會回到憲法制定當時制定者的意

圖，或者回到文本去做解釋，可是現在 Sunstein 絕對是反對原意主義（originalism），

因為它絕對無法跟著時代去改變，而這時候它要訴諸什麼呢？其實對於他來講，

最重要的是這個社會的共識，這也是審議民主一個很重要的價值。這社會經過長

期跨代、代際之間或同代之間的對話，去凝聚出來的價值，這東西是沒有辦法被

取代的，這也會構成每個社會他自己的價值。 

 

台灣有沒有這種價值？大家可以去問一下，我們有號稱是亞洲最古老的憲法法院，

但是在過去這段釋憲史裡面，我們的大法官有沒有辦法去抽繹出、累積出來這個

社會、這個政治體、這個共同體，這是公民共和主義很重要的概念，這個共同體

共通的一個價值。如果說沒有的話，這個司法者是像我們說的一個發散式的解釋，

那我們會需要這種大法官，還是我們會希望他是可以隨著這個社會而演進、隨這

個社會不斷去解釋在這個社會裡的價值呢？我想這是司法最小主義一個很重要

的價值。 

 

周宇修（律師）： 

謝謝兩位老師，還有丞儀老師跟張老師。其實我這邊有一個問題跟一個比較像是

心得的分享。 

 

第一個問題，這問題其實是剛好今年司法院組織法做了某程度的修正，那我們可

以看到的是說，他在大法官資格方面做了調整。那我覺得有個很妙的地方是說，

他把當立委、就是說立委擔任九年然後立法卓著的條款刪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他

明訂檢察官跟律師擔任一定年限，是可以去擔任台灣的大法官。我的問題是說，

他把立法委員的資格拿掉後，是不是大法官不需要有政治性？可是我們如果去觀

察，當年有以立委身分擔任大法官的，應該是李志鵬大法官。那如果去看他的相

關意見書，你會發現其實他對於立法權的捍衛其實是很大的，在 328 號解釋他就



有不同意見在講這個。所以這其實是我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比較新的，剛好我拿到三個違憲宣告，就是我自己去聲請的時候。那其

實我覺得是，如果談的問題是司法最小主義，那我會覺得台灣的大法官其實看不

出來什麼時候最小、什麼時候比較大。那不如說我自己個人的經驗，比較像是他

在跟當事人之間關係的拉扯。我覺得可以從兩個對比來看。第一個是 382 號解釋

跟 684 號解釋，關於學生退學的問題。其實 382 號解釋是說，只要學生退學就應

該要給他救濟的機會；可是到了 684 號解釋時，我們是談到是大學生，非退學處

分的部分。那如果看大法官的個別意見，因為聲請人剛好三個人是大學生，所以

我們不去處理大學生以外的情況，這其實是蘇永欽老師在他協同意見裡是這樣想。

但這被李震山老師說這沒道理阿，因為當初你在 382 號解釋時是大家一起討論，

結果到 684 你卻把中小學都退出去，然後可是如果你看這號解釋也可以看出說，

就是因為這三個人都是大學生，而且有一個快要到五年再審的期間，所以 684

號解釋才會勢必要在那個時間當下趕快推出去，否則就會有當事人逾越那個五年

的再審機會。這是我看到的第一個情況，所以那個拉扯好像大法官沒有很在意他

們到底是極簡還是寬，我覺得他們都想到的是當事人。 

 

那第二個是我自己的案子，就是 725 號解釋。在 725 號解釋之前有一個 720，就

是 653 號解釋的補充。他當時的情況就是，他當時說我在監獄就是看守所受到不

利處遇嘛，到最後就是修法、是一個定期失效的違憲宣告，所以我去聲請大法官

解釋。結果大法官切割了五個聲請人，那一個聲請人，也就是王伯尋先生，在

720 的時候大法官說這個解釋給你去做再審。但當時很多大法官就說，我們司法

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草案已經明文規定，定期失效的違憲宣告可以聲請再審。所

以當時的多數意見是說，那我們就不針對這件事情做大法官解釋，因為這件事情

要透過立法來解決。那去年我就剛好看到 725 做出來說，對不起，雖然我們本來

希望要由立法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定期失效的問題，但是沒想到剛好 725 解釋四個

聲請人他們的背景都實在是令人很血脈噴張這樣，或者是怎麼講。結果大法官就

是說，雖然法案還沒過，但我們就講定期失效的違憲宣告當時還是可以聲請再審，

等於說他就認為不用等到立法者，我們直接用解釋文做出來就好。我覺得當時大

法官是被當事人牽著走的，縱然我們是在聲請過程中，我從頭到尾只遞了一份大

概一百頁的聲請書就這樣而已，我們也沒有去陳述過任何意見，我也不知道到底

發生什麼事，我甚至是在 718 號解釋的時候我偷遞了一個言詞辯論申請書，那後

來大法官做最後文件公告的時候沒有那份言詞辯論聲請書，就消失了這樣。 

這是一個問題跟心得分享，不好意思有點佔時間，謝謝！ 

 

徐偉（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訪問學人）： 

謝謝、謝謝各位老師的分享，我也學到很多。我想請問黃老師，我聽完之後的一

個困惑。您是說違憲審查他提供了一個挑戰民主的機會。我的疑問是說為什麼要



挑戰民主，如果民主的解釋是您剛剛提到的理解，維護多元與開放的環境的話，

那問題是為什麼要挑戰民主？如果民主是您剛才說另外一種普遍的一種誤解，是

說是一種民意或民調的話，多數人的看法當然可能會出錯，雖然從概率上講，他

會出錯的可能比一般一個人還要低一些。所以到底為什麼要挑戰？即便承認要挑

戰民主，你的邊界、或者說你什麼時候可以去或應該提出的挑戰民主，這是第一

個問題。 

 

第二個，我就兩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說，剛才各位老師好像對大法官制度好像

很不滿。我的一個好奇是，如果要改大法官的制度的話，在程序上或者在制度上

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因為我滿好奇，我好像每次提問都會說我來自大陸，我的意思是說在大陸是這樣，

大家都知道大陸在做司法改革，而且是很重要的一個事情。如果是正常的我們一

般情況下，我們會認為是說司法改革，我是說大陸的情況，司法改革應該是最高

人民法院，或者是最高法院在主導，但其實大陸不是這樣，或者是說如果司法改

革真的是由最高法院來主導的話，那根本改不下去。因為事實上我們現在的改革，

包括司法改革，主導的是、我說的是相對來說忠誠的指導是說那個政法委在主導。

因為司法改革會涉及到公安啦、警察之間的關係，包括人事、財政之類的改革，

如果是法院來主導根本叫不動別的機關。所以他的司法改革就不會是由最高法院

來主導，而是由政法委來主導。所以我滿好奇的是說，竟然在這邊大家都對你們

的司法院大法官制度很不滿，但就像剛剛所說的，為什麼沒有改？或者說在程序

上會有什麼困難？實際上會有怎樣的情況？我想請問一下，謝謝！ 

 

艾鶴軒（政大法研）： 

張老師、黃老師、蘇老師、黃老師還有孫老師，我的問題其實跟他有點類似，也

是節省時間，我就換個方式問。老師您一開始有提到，抗多數決困境是因為法官

不是民選，是民主正當性的問題。但有沒有可能換個問題是說，抗多數決困境存

在於當立法權的決定，有人可以置喙的時候，那當然就會進入到老師您說的就是，

預設的民主不容挑戰這個想像。但是有沒有可能，反過來說，是我們預設了民主

要被挑戰？而不是說民主容不容易出錯與否的問題，而是在於民主這件事情的的

確確實不容置喙？如果他是讓我們可以去質疑、可以去挑戰，那究竟我們這個國

家，乃至於我們從憲法體系一路下來的正當性，到底何在？如果我們真的要挑戰

民主，我們怕的究竟是民主、怕的究竟是社會、其實我們還怕的是人。老師您其

實中間有提到一段是三從四德，應該您是說夫妻間的和諧關係，老師您其實沒有

提三從四德，但有提到夫婦和諧關係這件事情。那我覺得其實換句話說，您提到

就事論事的這件事情的時候，蘇老師提到權力本位。有沒有可能是我們展現的是

一種法律人本位，我們把法律握在手中、我們把憲法擁入懷中，他究竟是劉備的

雙股劍、關羽的赤兔馬、還是曹操手中的漢獻帝？那我覺得是否還有可能在這麼



多的預設之中，其實我們都預設了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是，我們都預設了一個定向

史觀，我們預設了所有的發展是一路最好的，那其實有沒有可能這純粹只是一個

現實上的權力輪轉？我們把權力從國王拿到了貴族、貴族拿到了議會，議會現在

很多時候，是不是我們只是把它改放到了法律人的手中？德國不熟，美國聯邦最

高法院判決有很多很糟糕的，比如說像是 Dred Scott、Plessy、Buck、Briggs…太

多了，那有沒有可能，我們只是一群坐在這邊，等著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之後

被改革的一群人？ 

 

黃舒芃老師： 

謝謝在場三位的提問跟評論，那也是因為節省時間的關係，我就濃縮回答。首先

關於你的問題，其實我沒有在追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他們這樣改，就是說你講

的把某種特定資格跟經驗的人拿掉，他們是因此把所有富於政治經驗的人選都排

除嗎？好，那就算是的話，我不知道他背後的理由是不是就是像你所說的這樣子，

這我沒有辦法回答，我並不是很確定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子改，而且光從這樣的資

訊我也無法判斷他們的目的是為了追求什麼。那至於關於兩位，我大致上可能講

兩個。首先我覺得這中間可能出現了一個理解上的誤會，我並不是說違憲審查提

供了一個挑戰民主的機會，而是挑戰國會決定的機會。我要強調的一直都是說，

因為很多人會把國會的決定當作是民主，所以就好比他是很神聖、他是不能挑戰、

他代表了這個社會多數人的想法。問題是，第一，他不見得等於社會多數的想法；

第二，就算他等於社會多數的想法，多數有的時候會帶來壓迫少數的結果，所以

才需要違憲審查制度的存在。那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他不是在挑戰民主，他挑

戰的國會決定之後，是為了要在民主制當中，為了要跟國會取得一個合作的關係，

國會跟憲法法院或跟大法官，在憲法當中共同扮演維護人權的任務。所以在這情

況底下，其實它的分工就是：國會接獲憲法的授權，必須思考怎樣透過立法來分

配這個社會的資源，或者是說分配不同當事人、不同利益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

但是這樣子的分配有可能會出錯，有可能帶來漠視人權的後果，甚至一定的狀況

底下，他也有可能是構成剛剛講的，對少數的壓迫、讓少數的聲音出不來。所以

理想上他是要能維護多元跟開放，如果要維護這個理想，那憲法法院就要出動，

在沒有辦法達到這個理想的時候，協助國會回復正軌。這是我對於剛剛的狀況的

一個回應。 

 

那對於您最後的那個問題，就是法律人…我不是聽得很清楚，您是說法律人是不

是掌握太多權力了嗎？你要講這個然後你要提出批評是嗎？那如果光是這樣，因

為我不是很確定您的脈絡整個狀況是不是跟我所理解的是一樣，不過我倒是覺得

說這問題在台灣也不用太擔心，因為法律人的形象很差的，經常是只有法律人自

己關在門內才自以為是社會的菁英，其實很多人對法律人反感到一個不行，所以

真的不用太擔心，法律人才沒有那麼大的社會影響力。謝謝！ 

 



 

蘇彥圖老師： 

我想要回應宇修的一個心得，謝謝你的分享，這真的很重要，就是你會發現最小

主義者們（minimalists）他們會去強調不是所有案件（case）、任何時刻（all the time）

你都是最小主義者。因為案件的性質不一樣，有的案子時間到了就可以做了，所

以他可以變成英雄、他可以去擁抱英雄，有的案子沒有、還要再等。你會發現不

管是那個法院的大法官，他們的性格都會不太一樣，他們做出來不同的 coalition，

自然都會有差異。很有趣的是你會發現不同的，有的案子是比較最小主義，有的

是比較非最小主義（non-minimalist），所以他的變化不是只有在一點，而是可以

在座標軸上有很多點，所以有趣的是說，他的判別一方面是一個挑戰，判別出來

之後可以進一步去說，當法院要做英雄的時候，最後的結果是怎樣；要當最小主

義者的時候，又是怎樣…所以我們就可以去比較，做進一步的分析。有趣的是進

一步的去思考台灣問題，雖然我們強調我們的違憲審查比較像是具體的規範審查，

但他跟聲請案件之間的關聯是甚麼？當聲請案件在某種情況下侷限了或者影響

大法官思考的射程的時候，他們可能就會去做到偏向最小主義的決定，但這個決

定本身可否被正當化、他是好的或是不好的，就是另外需要討論的問題。 

 

那個資格限制，或者更重要的是整個制度要怎麼改革，那是個很大的問題。那之

所以沒有改，就是因為那個不是我們優先考慮的事（priority）。政治就是會有很

多事情需要排先後順序。如果這件事情大家不重視或不在意，或他雖然不好但是

沒有不好到已經完全無法運作，那大家還是會繼續用。那當然你想要改得更好，

這前提是在說是否有一個契機。大法官的資格限制其實也連結到，這個法官是否

是法律人。Scalia 法官有個講法，就是他對他自由派（liberal）同事的批評，就

是你們都是法律人、你們都有一些你們自以為相對富裕的知識、法律菁英的世界

觀，可能跟大家一般市民是不一樣的，你們是自以為是，所以你們還去做決斷嗎？

然後針對這樣的批評。有人就進一步說，那如果法院本來就是一個政治的法院

（political court），基本上法官也就是穿著法袍的政治人物（politicians in robes），

那為什麼只有法律人能穿這件法袍？是不是能讓憲法法院的組成更多元？或者

是說至少憲法法院的代表性要足夠。比如說現在美國最高法院歷年來最多有三位

女性大法官，他在很早或很多時候大部分是由白人男性、有錢人所組成的法院，

這跟「可以代表社會的憲法法院」就差了很多。但問題在於你再怎樣去強調代表

性，代表性結構不可能跟國會相提並論。這就是一個難題，所以你要變得像國會

一樣，好像是一個參議院一樣，憲法法院就會比較好了嗎？這是很難的問題，因

為環環相扣。所以有人就說，你既然都是律師、法律人在做的，那是不是某種程

度上要試著去限制法院可以做的事情？有一個大家可以常常去思考的類比是，我

們做為民主國家、民主社群，有很多的事情我們可能會授權（delegate）給非民

主的機構做，例如匯率、利率，我們就請獨立的中央銀行來做，中央銀行總裁也

不是你選的，但他能做的就是匯率跟利率這兩個工具。那我們的非民選法官工具



就很多，很多事情是不是適合由法官來決定，或者不讓法官來決定該怎麼辦？這

就是這個問題之所以困難、我們今天都在討論，只是用不同的方法來講。 

 

 

黃丞儀老師： 

這當中牽涉到的問題非常的複雜，今天討論到的概念也很多，所以如果大家有興

趣，還是歡迎大家看一下中英文的書都可以，也跟大家預告一下 12 月初的時候

衛城出版社會出版《剪裁歧見：訂作民主社會的共識》，就是 Sunstein 的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Other Dangerous Ideas”這本書的中譯本。這本書中有一

篇叫做 trimming，就是直譯是剪裁、修剪樹枝的這個意思，實際上就是折衷。如

果各位看到文章翻譯的時候，也許你會很驚訝，Sunstein 是個大保守派、居然去

和稀泥、妥協派阿，但是事實上我建議大家可以去了解，兩位老師剛剛也有提到，

在一個意見衝突激烈的社會裡，你必須要找到第三條路，或者大家可以共同生存

下去的方法。我想在美國民主黨跟共和黨極化的情況也越來越明顯。在台灣也是，

過去我們有統獨的對立，那現在可能在 318 之後會有一些轉變，但對於國家地位

的認同也有不同的想法。 

 

因為時間的關係，今天的活動就到此為止，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也期待在後續

的系列活動看到大家出席。謝謝黃舒芃老師和蘇彥圖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