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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編 基礎體系與原則 

第一節 憲法的基礎體系 

壹、條文上的憲法架構 

我們都知道，國家考試中所謂的「中華民國憲法」，指的是考試範圍中的憲政原理、憲法

基本原則、憲法本文的規定、憲法增修條文的規定、司法院大法官的釋字，以及其他與我

國憲政實施與架構政府體制相關的重要法律，例如要推行地方自治，我們就必須要有地方

制度法，因為憲法本文第 108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規定的「省縣自治通則」，只是一個在考

試時當成幌子，造成考生混淆的名詞，因為這個法規從來沒有被實際制訂過。而我們要選

賢與能，必須要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規定；同時，總統、副總統的直接民選，則要

適用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的規定。這些法律的規定，雖然不是實定法中所稱的憲法，但

是卻是「中華民國憲法」這個分類考科所要測驗的對象，因此我們也要在學習「中華民國

憲法」時，整合相關的概念來學習。 

我國的憲法，與英國憲法不同，不是不成文憲法，而是成文憲法。所謂的成文憲法，就是

將憲法的條文或是規定集合起來，規定在同一部法典之中，而成為憲政基礎的立法方式。

因此，我們的憲法，從成文憲法的觀點來看，包括了 2個部分： 

☆第 1部分：是民國 36年 1月 1日由國民政府公布，民國 36年 12月 25日施行的中華民國

憲法，我們現在都將其稱為「憲法本文」，總共有 175條。 

☆第 2部分：中央政府遷到台灣來之後，憲法經過了許多次的變遷與修改。從國家考試的角

度來看，最近的增修，也是目前最重要的 2次增修，分別是民國 89年 4月 25日以及民國

94年 6月 10日總統公布的第 6次與第 7次憲法增修條文，我們現在將其統稱為「憲法增

修條文」，總共有 12條。 

所以，所謂條文上的憲法架構，指的就是「憲法本文」以及「憲法增修條文」的基礎架構，

是我們在理解憲法基礎規定，以及記憶、背誦法條時的基礎架構。我們先看憲法本文的架

構： 

▼憲法本文架構 

第一章 總綱 第 1條到第 6條 

第二章 人民之權利義務 第 7條到第 24條 

第三章 國民大會 第 25條到第 34條 

第四章 總統 第 35條到第 52條 

第五章 行政 第 53條到第 6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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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立法 第 62條到第 76條 

第七章 司法 第 77條到第 82條 

第八章 考試 第 83條到第 89條 

第九章 監察 第 90條到第 106條 

第十章 中央與地方之權限 第 107條到第 111條 

第十一章 地方制度 第 112條到第 128條 

第十二章 選舉、罷免、創制、複決 第 129條到第 136條 

第十三章 基本國策 第 137條到第 169條 

第十四章 憲法之施行及修改 第 170條到第 175條 

 

第 6 次憲法修正的結果，某些部分的條文規定，受到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99 號解釋宣告

違憲，因此產生了民國 94年的第 7次憲法增修。我們現在看到的憲法增修條文，是第 6次

修憲與第 7次修憲所產生的憲法增修條文的組合。因此憲法增修條文的架構為： 

▼現行憲法增修條文架構 

憲法修正程序與直接民權 第 1條（配合增修條文第 12條） 

總統、副總統 第 2條 

行政院 第 3條 

立法院 第 4條 

司法院 第 5條 

考試院 第 6條 

監察院 第 7條 

立法委員待遇的規定與調整 第 8條 

地方自治 第 9條 

基本國策 第 10條 

兩岸關係 第 11條 

憲法修正案的提出門檻 第 12條（配合增修條文第 1條） 

 

貳、理論上的憲法架構 

理論上的憲法架構，我們又稱為學說上或是學理上的憲法架構。憲法作為一種法律學科，

被稱為憲法學，是我們在學習憲法時所用的另外一種體系。例如，我國憲法對人民的基本

權利以及義務，有列舉規定也有概括規定，但是我國憲法並沒有明文規定基本權利的定義，

也沒有說明基本權利的功能，更沒有說明基本權利如果發生衝突或是競合時，我們要如何

處理，這些都必須要依賴學說的說明以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對於相關概念的闡述。我們看

94年三等調查局考試中華民國憲法第 29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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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憲法明文保障的社會權是： 生存權 集會結社權 賠償請求權 請願

權。 

 

從題目來看，我們一定要先知道社會權的定義、社會權的內涵以及憲法中所規定的社會權

種類，才能夠選出正確解答。但是，憲法本文以及憲法增修條文的規定，都沒有具體說明

何謂社會權，因此我們必須透過學說上對於社會權的定義以及分類，理解了這些概念之後，

才知道作為社會權代表的基本權利，是憲法本文第 15條所規定的生存權，所以正確答案為

。因此，不是僅記憶、背誦法條，或是整理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就足夠了，我們在面對考

試的時候，還是要具備對於憲法理論的基礎了解，才能完全地掌握中華民國憲法部分出題

的範圍。 

理論上的憲法架構，我們將其分成 3個層次，每一個層次再依據性質的不同，進行區別： 

▼理論上的憲法架構 

壹、緒論 

一、基本概念 

◇憲法的意義與功能 

◇憲法的性質與歷史 

◇憲法的創造與變遷 

◇憲法條文的效力 

二、基本決定 

◎憲法前言 

◎憲法總綱 

◎憲法基本原則 

貳、基本權利 

一、基本權利總論 

◇基本權利的意義 

◇基本權利的功能 

◇基本權利的主體 

◇基本權利的拘束對象 

◇基本權利的限制與競合 

二、基本權利各論 

◎平等權 ◎宗教自由 

◎人身自由 ◎社會權 

◎居遷自由 ◎權利救濟 

◎言論自由 ◎參政權 

◎學術自由 ◎服公職權 

◎通訊自由 ◎其他自由 

參、權力分立 一、水平分權 

◇權力分立總論 

◇我國政府體制 

◇機關組織、權限與互動 

◇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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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權 

◇立法權 

◇司法權 

◇考試權 

◇監察權 

二、垂直分權 ◎地方自治 

 

參、我國憲法基本性質 

要說明我國憲法的基本性質，就要先說明憲法的分類。憲法的分類有很多種標準，有依據

形式加以分類者，有依據修改的難易度加以分類者，有依據制憲的主體來加以分類者，或

者有著眼於憲法在政治過程中所具有的機能，而進行實質分類者，亦有針對憲法是否根據

某種意識型態而加以分類者。不過，不是所有的分類，對於國家考試都是重要的，傳統上

來說，比較重要的部分，是前面 3 種分類，亦即依據形式、修蓋難易度以及制憲主題之不

同來加以分類者，是國家考試會設計成測驗題的部分。因此，我們學會這 3 種分類就足夠

了。 

一、依據憲法的形式來區分 

這個部分就是將憲法區分為成文憲法以及不成文憲法，以下分別說明之。 

成文憲法 

學說上對於成文憲法的定義，指的是：「凡關於國家根本的事項，以具備獨立系統的法典

形式來加以制訂者，就稱為成文憲法。」我國憲法、日本憲法、德國憲法，以及最具有代

表性的的美國憲法，都屬於成文憲法。依據目前世界潮流，世界上多數國家，以採用成文

憲法為主，而採用不成文憲法形式者，較為少數。 

不成文憲法 

與成文憲法相反，與國家相關的基礎事項，不是規定在一本有系統的法典之中，而是分散

地規定在單行法規或是判例之中，就是不成文憲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英國憲法，此外，

紐西蘭、以色列，也都是採用不成文憲法的國家。 

二、依據修改的難易度來區分 

從客觀上來說，只要憲法的修改程序，與法律層級的法規相較，條件較高，或是程序較為

複雜者，就屬於剛性憲法，相對地，如果憲法的修改，與其他法律並沒有特別不同，就屬

於柔性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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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性憲法 

憲法的修改或是增修程序，比一般法律修正程序更為嚴格者。例如我國憲法、美國憲法都

是這個類型。我國屬於剛性憲法，從條文來看我們可以看出修憲程序的門檻以及嚴格程

序。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的規定，中華民國憲法要修正，首先要通過提案程序。增修條文第

12條規定：「憲法之修改，須經立法院立法委員 1/4之提議，3/4之出席，及出席委員 3/4

之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

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即通過之，不適用憲法第 174條之規定。」本條前段關

於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以及公告的程序，僅為第一階段；而在第二階段的公民投票複決

上，我們還必須適用增修條文第 1條第 1項之規定：「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於立法院

提出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經公告半年，應於 3 個月內投票複決，不適用憲法第 4

條、第 174 條之規定。」亦即，公告滿 6 個月之後，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於 3

個月內要完成投票複決，而且該憲法修正案的有效票數，必須是「選舉人總額」的過半數，

修憲案才會通過。因此，我國憲法修正的程序，與我國法律修正的程序是不同的。 

在這裡要補充說明一個重要的基礎觀念，我國的法律修正程序是如何規定的呢？與法律制

定的程序有如何的關係？憲法第 170條規定：「本憲法所稱之法律，謂經立法院通過，總

統公布之法律。」這也就是我們在法學緒論或是法學大意上所稱的「狹義的法律」，也就

是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 條所稱，可以稱為「法、律、條例或是通則」的法律。我們先看

96年三等關務人員考試的第 32題： 

◎以下何者並非中央法規標準法對於「法規之制定」的規定？ 法律制訂時皆應將條

文劃分為第某編、第某章、第某節 修正法規增加少數條文時，得將增加之條文列

於適當條文之後，冠以前條「之一」、「之二」等條次 法規條文應分條書寫，冠

以「第某條」字樣，並得分為項、款、目 修正法規廢止少數條文時，得保留所廢

條文之條次，並於其下括弧註明「刪除」二字。 

中央法規標準法，關於法規的制定，是規定在第 2章，從第 4條到第 11條，總共有 8個

條文。本題的測驗重點，是在測驗考生對於這 8條的技術性規定是否熟悉。中央法規標準

法第 9條規定：「法規內容繁複或條文較多者，『得』劃分為第某編、第某章、第某節、

第某款、第某目。」法條既然明文規定為「得」，就是立法者有裁量權，可以視該法規是

否繁複，而進行劃分，沒有應劃分與否的問題，因此，本題的關鍵字，僅有一個字，就是

「得」或「應」的區別，所以標準答案為。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法律的制定，依據前述

憲法第 170條的規定，以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4條的規定：「法律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

公布。」狹義的法律的制定，必須要經過立法院三讀通過後，呈請總統加以公布，才成為

法律。亦即，狹義法律的生效，要經過以下的程序： 

★有權機關的提案→立法院相關委員會審查通過→完成三讀程序→總統公布→依法律規

定之生效方式產生法律效力，而得加以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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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法律制定的程序之後，我們要看 97年三等關務人員考試的第 32題： 

◎下列關於「法規之修正」的敘述，何者錯誤？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法規修正的

程序，準用該法關於法規制定之規定 倘若行政命令所依據之法律（母法）修正，

行政命令往往亦須配合加以修正 規定之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已裁併或變更者，法

規將需要修正 法律修正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之後，由主管機關公告後生效。 

法律修正的程序，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0 條第 2項的規定：「法規修正之程序，準用

本法有關法規制定之規定。」這就是選項的理由。既然法律修正的程序，準用法律制定

的程序；在程序上來說，指的就是法律修正的程序，與法律制定的程序，完全相同。只有

在提案上有所不同，法律修正，提出的是法律的修正草案，而法律的制定，則是提出法律

草案，其餘的程序，都是相同的。因此，選項中說明法律修正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之後，

由主管機關公告後生效的描述，一定是錯誤的，因為狹義的法律，依據憲法第 170條的規

定以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4條的規定，在立法院三讀通過之後，必須要經過總統公布，才

會進入生效的階段，因此我們有時在用語上，會將「公布生效」合在一起使用。 

最後，我們看 96年公務人員普考第 21題： 

◎法律修正之程序準用何種程序之規定？ 法律之廢止 法律之停止適用 法

律之當然廢止 法律之制定。 

具備了上述概念之後，我們就可以完全掌握這一題。依據前述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0 條第

2項的規定：「法規修正之程序，準用本法有關法規制定之規定。」本題答案自然就是。 

柔性憲法 

憲法的修改程序，與一般法律的修改程序相同者。例如英國、義大利與荷蘭，都屬於柔性

憲法的國家。 

三、依據制憲的主體來區分 

簡單來說，「由誰擁有制憲權」，就是此類區分的標準，以下分別說明之。 

欽定憲法 

基於君主的權力所制定頒佈的憲法，例如日本明治時期的憲法，就是欽定憲法。不過欽定

憲法與「君主立憲制」不是同一個領域的觀念，在概念上要明確地加以區別。例如我們都

知道，日本是君主立憲的國家，但是主權並沒有在天皇手上，而是屬於日本全體國民，這

就產生了與欽定憲法的區別。君主立憲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過立憲，樹立人民主

權、限制君主權力、實現事務上的共和主義理想，但不採共和政體。其特點是國家元首是

一位君主（皇帝、國王、大公（例如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即屬之）等等，教宗有時也被看做

是一個君主）。與其他國家元首不同的是，一般君主是終身制的，君主的地位從定義上就

已經高於國家的其他公民（這是君主與一些其他元首如獨裁者的一個區別，一般獨裁者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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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定義為公民的一員，但出於客觀需要他必須掌權為國家服務），往往君主屬於一個特

別的階層（貴族），此外世襲制也往往是君主的一個特點。因此，我們在說明政治體制的

時候，會產生君主立憲制的分類，其與欽定憲法的區分基準本來就不相同，因此不要混淆

了基礎概念。我們也可以說，現在世界上君主立憲制的國家，幾乎都是採取國民主權原則

的國家，而不是基於君主的權力，去進行立憲，是基於國民主權的表現，去進行立憲。 

民定憲法 

基於國民主權原理，而由人民或是民意代表所制定的憲法。我國憲法第 2條規定：「中華

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而憲法的制定，則為表現國民主權的方式，因此我國憲法，

為民定憲法。美國憲法亦屬於民定憲法。 

協定憲法 

協定憲法者，國王與人民，特別是與人民代表機關之國會，因協定之結果而始成立之憲法。

如西元 1830年 7月，法國國王路易腓力浦（Louis Philippe）批准頒布之憲法屬之。此項

憲法，是修正 1814 年之憲法者，其草案先由議會之議決，然後再送交國王批准頒布。此

外，1850 年所頒布之普魯士憲法，亦可謂屬於此類協定憲法。1850 年之普魯士憲法，係

就 1848 年之欽定憲法，而為之修正增補，曾先經普國議會議決，而後由國王之裁可。英

國 1215 年大憲章，也可歸於這一類。欽定憲法與協定憲法的區別與特色在於：在欽定憲

法之下，國王權力極大，而人民特別是人民代表機關之國會權力極弱；但是在協定憲法之

下，國王權力極弱，而人民特別是人民代表機關之國會權力極大。 

從上述定義我們也可以了解，在帝制完全崩壞之後，世界上已經沒有所謂協定憲法的存

在，這個種類只是幫助我們認識憲法的分類而已。 

因此，將上述分類概念統整之後，我們看 96年普考法學知識與英文第 3題： 

◎我國憲法的性質為何？ 剛性憲法、欽定憲法、成文憲法 不成文憲法、欽定憲

法、柔性憲法 剛性憲法、民定憲法、成文憲法 成文憲法、協定憲法、剛性憲

法。 

本題就是測驗傳統憲法分類的基礎題型。而我國的憲法，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必然是民定

憲法。因此只要選項中出現非民定憲法之種類者，一定是錯誤的選項。故只有才符合我

國憲法性質的描述，因此本題答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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