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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篇考察報告是慶元自民國9�年回國擔任臺北市政府法規委
員會主任委員以來，實際從事於地方政府法制、合約、人權、

國家賠償、消費者保護以及採購申訴審議等各個面向工作，親

身體驗地方自治在我國實行之現狀與所遇到之困境，從不同角

度觀察後所提出之簡明實務歸納與扼要學理分析，除了點出現

存之問題外，更試著拋磚引玉，具體提出個人興革之建議。

我國自行憲以來，因客觀因素使地方自治始終未能步上軌

道，導致憲法中近似於聯邦國之地方自治體制始終未能落實，

非僅憲法中列舉之自治團體專屬立法權未獲尊重，憲法第111條
視事權性質而為權限分配之均權主義規定亦已成為具文，致使

逐步形成了中央國會漫無邊際之異象，甚而職司憲法解釋之司

法院亦鮮少以地方自治為斷，遏止中央國會侵奪地方自治權限

之違憲趨勢。適逢五都成立，我國之中央地方關係應有重新擘

劃之契機，乃嘗試針對此一議題進行研究。

放眼全球，地方自治已從傳統上內國治理之問題，逐步成

為國際法上討論之對象，從「世界地方自治宣言」到「世界地

方自治憲章草案」，地方自治之保障已經逐步成為國際共識，

事權分配時地方應優於中央之「基礎自治體優先原則」，隱有

成為中央與地方分權原理之勢，此實值我國借鏡與參考。

回顧我國憲政之發展史，臺北市政府於我國地方自治發展

向居於領先地位，從「全民健保釋憲案」、「里長延選釋憲



案」、「一綱一本釋憲案」等具體案例，再再突顯出自憲法以

降之現行法制在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區分尚未明確，立法院

挾其立法權限，致使「中央請客地方買單」此等侵害地方自治

權之法律多如過江之鯽，甚至透過法律解釋權、核定權間接干

預地方自治條例之發展空間，法界實有必要重視此一憲政問題

並詳加研究。是故，本考察擬就美國聯邦與地方各級政府權限

劃分、爭議處理及地方自治發展現況蒐集資訊進行比較研究，

祈能對我國制度發展提出建言。

本報告從憲法第十章中央與地方權限分配之規範出發，回

顧制憲當時之歷史背景、幾次修憲之客觀環境，再佐以目前國

際上地方自治之發展趨勢，試圖針對中央與地方立法權限之分

配提出一個客觀之檢驗公式，作為未來中央與地方權限爭議時

之判斷基準，亦遏止目前中央政府不斷侵奪地方自治權限之不

當趨勢。

最後，本研究倉卒成書，如有疏誤，敬請各界賢達不吝指

正賜教，慶元當虛心接受改進。本次能榮獲孫運璿基金會之獎

項，要感謝的人很多，謹將致謝辭內容附於本序之後，那是慶

元由衷之謝忱與心聲。

                                              

                                              

於100年11月序



致 謝 辭

本考察報告得以誕生，首先誠摰感謝孫運璿學術基金會的

支持。孫前院長畢生為國犧牲奉獻，為臺灣今日的繁榮與發展

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孫運璿學術基金會將慶元評選為年度傑出公

務員，是慶元畢生最大的榮耀；本考察報告從構思、出訪到完

成，皆受到基金會的大力支持，慶元謹此對基金會致以最深的謝

意。

此次獲獎，必須感謝郝龍斌市長的鼓勵及支持，初識郝市

長時，郝市長是立法院的政治明星，筆者則是理律法律事務所

的新進律師，機緣巧合之下，筆者與李念祖律師共同代表郝市

長等一百一十二名立法委員，針對國民大會代表延長自身任期

之憲法增修條文聲請釋憲，並獲得有利之解釋，也因此開啟與

郝市長之緣分。民國九十五年底，郝市長在激烈的選戰中脫穎

而出，當選臺北市長，當時筆者甫自美國賓系法尼亞大學取得

博士學位一年有餘，正在美國執行律師業務。郝市長不以筆者

年輕識淺，邀請筆者出任市府法規委員會主任委員一職，在筆

者返國就任後，市長在公務上給予筆者最大的支持與包容，筆

者如果在公職生涯有任何的成績，首先必須感謝郝市長的提攜

與支持。

再來，筆者也要感謝臺北市政府法規會的同仁。從市府的

法制業務精進，地方自治法學研究的推動、國家賠償的改革，

乃至於消費者保護業務的革新，每一項政策的落實，都有賴於

同仁的配合與付出。沒有同仁的辛勞付出，法制業務的革新，



尤其是消費者保護業務的推展，就不會有任何的成效。

最後要感謝我的家人，父母的庭訓和期許，是我在公職生

涯上最大的鞭策力量。我的賢內助從大學時期就不斷地陪伴我

求學、考試，從臺灣一同到美國留學、工作，又從美國一起回

到臺灣為故鄉付出，在我為公務奔忙的時候，她是我身後最可

靠的支柱。

謹將此考察報告獻給一直以來愛護我、給予我力量的長

官、同事、師長、親朋好友們，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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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個規劃良善的地方制度，不但可以達到分權制衡的理

想，而且可以增進政府施政的效能，更有效地滿足人民的

需求。按現代民主憲政之基礎，即在於透過權力分立制度

（separation of powers），區分政府之權力，並使政府之權力
相互制衡與監督，進而達到保障人權之目的。� 美國於����年
制憲時，即透過垂直的權力分立—聯邦主義（federalism）—以
及水平的權力分立—行政、立法及司法三權分立—達到分權制

衡（check and balance）並保護人權之目的。� ����年法國人權
宣言（The ���� 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Man and the Citizen）第
��條更進而宣示：「任何社會如無明文保障民權或規定權力分
立者，即無憲法可言。」� 實則，一個良善的中央與地方分權
制度，適足提升人民之選擇、競爭、參與、實驗以及權力的分

配。� 
我國憲法制定時，政府之統治權尚及於大陸地區，故憲法

對於地方制度之規劃係以對中國大陸之有效治理作為地方制度

� 參見薩孟武，中國憲法新論，第�頁（民國��年，第九版）。
� 鄒文海，大工業與文化，第��頁（民國�0年，初版）（「原先的所謂分權，有縱橫兩
方面。縱的方面，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分權，徹底者，如美國的聯邦制度，

直認地方亦有處理其本身事務的主權。⋯⋯橫的分權，即在同一平面之上，統治作

用，分別由各自獨立的機構運用⋯⋯。」），轉引自林紀東，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

（四），第�頁；陸潤康，美國聯邦憲法論，第�至�頁（民國�0年，增訂三版）；李
念祖，權力分立制度之違憲審查基準初探—我國與美國憲法案例之比較觀察，違憲審

查基準與社會國原則（上冊）（司法院主編，民國��年），第��頁，第��至��頁；憲
法—權力分立，第���至���頁（林子儀等編著，民國��年，二版二刷）。

� The French 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Man and the Citizen (����) art. XVI (“Any society in 
which no provision is made for guaranteeing rights or for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has no 
Constitution.”).

� See Heather Gerken, Forward: Federalism All the Way Down, ��� HARV. L. REV. �,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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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之出發點，並進而建構出中央、省（直轄市）、縣之三級

政府制。� 然隨政府播遷來台，政府之有效統治權實際上僅及於
台灣以及其他少數之離島，此一地方制度之設計即顯得不切實

際，而有修正調整之需要。此其間我國雖曾透過省長民選之方

式，試圖落實省自治，然由於台灣省之管轄範圍與中央政府高

度重疊，其所引發之葉爾欽效應迫使中央政府再度修憲凍結省

自治�，使憲法上的三級政府制實質上變化近似於「中央、地方

二級制」之體制。� 
詳言之，直轄市之自治層級雖等同於省，但於修憲凍省進

而廢止省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後，直轄市及縣均係依據地

方制度法實行地方自治，且自治權限觀乎該法第��條及第��
條，實則並無二致，且直轄市下並未管轄任何之縣或與縣相當

之地方自治團體，遂使臺北市及高雄市此二直轄市實質上成為

資源較為充裕、層級亦較高之「大縣」，不僅使原本憲法中

央、省（直轄市）、縣之三級政府制形同具文，亦使我國之發

展逐漸向臺北及高雄二都會區集中，進而引發其他地區民眾

「二等國民」之感慨，從而引發了其他縣市一波波爭取升格之

運動，亦迫使政府重新思考如何重新規劃各縣市之轄區，以平

衡區域發展。

嗣馬英九總統於�00�當選後，提出「三都十五縣」的概

� 參見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一章，「地方制度」（憲法第���條至第���條）。除直轄
市之外，與省相當之地方自治團體尚包括蒙古及西藏，參見憲法第���條（「蒙古
各盟旗地方自治制度，以法律定之。」）及第��0條（「西藏自治制度，應予以保
障。」）。

�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條。
� 徐仁輝，省虛級化後縣市財政管理之策略，財稅研究（� 0卷�期），頁�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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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做為台灣國土規劃的新方向�：

希望透過臺北、臺中及高雄三大都會區的合併升格，

建構「北台灣」、「中台灣」、「南台灣」三大生

活圈，並進一步以縣市改制為契機，朝向「北北基

宜」、「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

屏」、「花東」、「澎金馬」等七個區域的均衡發

展。 

馬總統做出前開宣示後，旋即引發新一波縣市升格之討論。

�00�年�月��日，中央政府修正公布地方制度法第�之�條及�之�
條等規定，明確規定直轄市新設、調整之依據，並建構縣市合

併升格之改制計畫審核機制，之後旋即引發包括台中縣市、台

南縣市、高雄縣市等��個縣市提出申請，並經行政院於同年�月
�日，正式通過台北縣、台中縣（市）、高縣市（縣）及台南縣
（市）之改制計畫，並於去年（民國�0�0年）��月��日正式生
效。� 使我國之地方自治體制由原本之二直轄市二十三縣，變更
為五直轄市十七縣的新局面。�0  
值得探究的是，隨著直轄市增加成為所謂的「五都」，該

� 重大政策：縣市改制說明，行政院新聞局全球資訊網，�00�年�月�日，網址：
http://info.gio.gov.tw//ct.asp?xItem=����0&ctNode=����&mp=�（最後瀏覽時間：
�0��.0�.��）。

� 焦點新聞：內政部提報「��年直轄市、縣（市）改制計畫審查結果」，行政院新聞局
全球資訊網，�00�年�月�日，網址：http://www.ey.gov.tw/ct.asp?xItem=���0�&ctNod
e=����&mp=�（最後瀏覽時間：�0��.0�.0�）。然原本北北基合併升格為台北都之主
張並未被採行，導致目前仍然各自為政的情形。

�0 焦點新聞：台南縣市行政院核定改制，行政院新聞局全球資訊網，�00�年�月��日，
網址：http://www.ey.gov.tw/ct.asp?xItem=�����&ctNode=����&mp=�（最後瀏覽時
間：�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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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都之自治權限是否應與其餘十七縣有所差別，亦即重新回到

三級政府制，即不無研求空間。蓋目前地方自治實務上常見之

狀況，即係中央政府認為地方政府之資源不足、人員素質有待

提升，並無能力實行地方自治，於是乃不論直轄市或縣（市）

之地方自治空間，均一體予以壓縮。與憲法設置地方自治制

度，以保障地方自治團體自主規範與管理之精神，實有重大之

背離。

二、我國關於直轄市自治之規範與困境

我國自政府遷台實行地方自治以來，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劃

分屢生爭議，從早期地方自治團體得否立法限制人民自由權

利、里長延期選舉、中央與地方健保費用之分攤，財團法人管

理權限之分配、教育權限之分配（如教科書之選用推薦以及校

車司機以及隨車人員之管理），到古蹟之指定與管理，中央及

地方屢屢發生意見紛歧、對簿公堂，甚至幾乎激烈對抗之狀

況。以下謹由地方自治之組織權、人事權、財政權及管理權此

四個面向來探究我國目前直轄市自治之困境。

(一) 組織權
大凡團體成立之初，必先召集成員開會，議定團體

之章程，議定會員權益、組織型態、運作方式等團體重

要事項。在西方，城市於設立前亦多有自治章程（city 
charter），並以此做為城市運作之基礎。我國之各地方自
治團體或有基於歷史因素先於民國而成立者（如大多數

之縣），或有由中央政府另行設置者，於設立前均未曾

召集公民議定省（市、憲）之自治章程，是以地方自治

團體之運作基礎，遂完全取決於國家之法律，而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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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行決斷之可能性。

實則，在我國憲法制定前，各黨派曾召開政治協商

會議商議憲法制定之基本原則，其中關於地方自治之部

分，各界之共識為「地方制度，確定省為地方自治之最

高單位，省長民選，省得制定省憲⋯⋯。」�� 前揭共識並
經制憲國民大會採用入憲，即憲法本文第���條及第���
條，省（縣）得召集省（縣）民代表大會，依據省縣自

治通則，制定省（縣）自治法，作為省（縣）等各地方

自治團體實施地方自治基礎之規定。然由於行憲之後政

府旋即播遷來台，國家治權之行使現狀與憲法制定時之

客觀環境差異甚鉅，導致憲法中地方自治之規定遲遲未

能落實。具體言之，省縣自治通則雖於民國��年業經立
法院完成二讀，但當時政府甫播遷來台，台灣地區並已

依據「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先行實施地方

自治，政府乃擱置省縣自治通則之審議，使得各地方自

治團體自行召集省（縣）民大會制定省（縣）自治法，

決定各地方自治團體各自之組織型態等重要事項，作為

各自治團體實施自治之法律基礎。��  
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於釋字第���號解釋中，明示「地

方自治團體在受憲法及法律規範之前提下，享有自主組

�� 政治協商會議結論八。
�� 惟須注意者是，依據當時立法院二讀通過之省縣自治通則草案，其在自治組織之部

分，並未賦予各地方自治團體充分之自我決定空間，蓋其明定，各地方自治團體「不

採行政首長對議會負責之合一主義，而採首長與議會分別對人民負責之對立主義。」

易言之，其已明確指定自治組織之須採首長制，並未賦予各地方自治團體透過相當於

省憲或縣憲之自治法，自行決定自治團體政府組織之權力。參閱，林紀東，前揭註

�，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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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權⋯⋯。」�� 惟此一解釋顯然將地方自治團體之組織自
主權之位階置於國家法律之下，而並非給予憲法層次的

保障，遂使直轄市等地方自治團體的組織權成為中央法

規的禁臠，亦使所謂地方自治應受「制度性保障」的釋

示成為空文。

目前我國地方自治法制，將各直轄市等地方自治團

體的行政機關以及立法機關（議會）之組織、員額、選

舉時間及方式，均由中央政府透過立法（如地方制度

法）、法規命令（如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及地方立法

機關組織準則）、行政函釋等規範，對於地方自治團體

之組織權予以層層節制。如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即明

定地方政府的行政層級以兩級為限，且一級機關之名稱

應稱為局、處（限內部輔助性機關）、委員會，二級機

關之名稱應稱為處、大隊、所、中心；�� 又直轄市依其人
口數，一級機關之數目最多不得超過��個。�� 此外，地
方議會議員之員額、任期、會期長短、職權等事項，中

央政府亦均已在地方制度法第四節第一款「地方立法機

關」中予以明確規範。

是在現行法制下，直轄市等地方自治團體在組織權

上，幾乎全無自主決定空間，僅能在中央政府劃定之框

�� 司法院釋字第���號解釋解釋文。
�� 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條第一項第一款（「地方行政機關依下列規定，分層級設
機關：一、直轄市政府所屬機關以分二層級為限，其名稱如下：（一）局、處、委員

會：一級機關用之。處限於輔助兼具業務性質之機關用之。（二）處、大隊、所、中

心：二級機關用之。」）。
�� 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條第�項（「直轄市政府一級單位及所屬一級機關，人口
未滿二百萬人者，合計不得超過二十九處、局、委員會；人口在二百萬人以上者，合

計不得超過三十二處、局、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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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內，調整所轄各機關之名稱與執掌，殊無由地方之人

民自行決定，不採一院制議會而改設置兩院制議會，或

不施行首長制而改採行內閣制，又或依據直轄市本身之

財政狀態以及施政需要，自行決定機關名稱以及數目之

可能。�� 
(二) 人事權

人事權是行政權之核心事項，蓋行政首長如無法決

定屬官之去留，即無從期待其政策得以遂行、推展。�� 然
我國之地方自治法制沿襲中央之人事制度，從官員的任

用、升遷、銓敘、保障到免職，均係以中央之法律為依

據。在地方自治綱要時期，地方首長僅對於非主管之機

要人員享有任免權，各級主管均為常任文官，地方首長

僅能從具有公務員相關任用資格者任用之，首長人事權

空間有限自不在話下。��  
至����年省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頒佈施行後，

將省以及直轄市之一級機關首長之任免權予以放寬，允

許省長及直轄市長直接以政務官之方式任命一級機關之

�� 地方制度法第��條明文禁止地方議會之議員兼任地方政府之「任何職務或名義」，且
僅於「法律」或「中央法規」另有規定者，方不受限制。故除非中央修法或另行頒佈

行政命令，否則地方自治團體在組織上，毫無可能採行行政立法合一之議會內閣制。
�� See Myers v. United States, ��� U.S. ��, ��� (����) (pointed out that the executive branch 

will face great difficulty if the head of executive may not remove subordinate officers who 
are “, by their inefficient service under him, by their lack of loyalty to the service, or by 
their different views of policy.”)

�� 李衍儒，中央與地方政府對人事制度的視框衝突，文官制度季刊（考試院八十週年慶

特刊），頁��、��（�00�）。彼時相較於縣（市）政府，省政府的人事自主性更低，
蓋當時台灣省尚未全面實施自治，省主席及兼任一級機關首長的省府委員均係由行政

院提請總統任命產生，故省主席對於省府之人事主導權並無法律上之保障，惟「與其

政治上之影響力成正比」。參見，林谷蓉，精省後中央與地方權限衝突之研究，第

���頁（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論文，�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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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給予省及直轄市首長較大的人事空間。�� 然省縣
自治法並未賦予縣（市）長相同之人事權�0，甚至各縣

市九職等以上高階文官之任命，都必須報省政府核定，

此不啻完全架空縣（市）首長之人事權。此一狀況直到

����年才由省政府透過函釋之方式，允許縣（市）政府
自行核定九職等以上高階文官之任命案（僅須事後送省

府備查）。然縣（市）首長仍無法以政治任命之方式任

用首長，且各縣（市）政府之教育局局長及財政局局長

仍維持由省政府遴選派任，人事、政風、財政、主計四

類人員更是由中央依專屬法令辦理。�� 到����年頒佈施行
地方制度法，直轄市市長的人事權並無太大變動，然縣

（市）長的人事權則有大幅進步，除得依縣市規模增設

副首長外，並得以機要任用之方式任命部分一級單位之

主管，縣（市）首長透過人事之任命貫徹施政理念之空

間遂有所提升，但離真正的自主仍遠。�� 
除了一級機關或單位之首長人事權之限制外，我國

�� 直轄市自治法第�0條第�項（「市政府一級機關首長職務均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
除副市長一人、主計、人事、警政及政風主管由市長依法任免外，餘由市長任免

之。」）；省縣自治法第��條第�項（「省政府一級機關首長職務均比照簡任第十三
職等，除副省長一人、主計、人事、警政及政風主管由省長依法任免外，餘由省長任

免之。」）
�0 關於縣之組織及人事，省縣自治法僅於第��條第�項中規定了縣（市）長之任期，並
未如省政府般，賦予縣（市）長對於首長的任命權。（「縣（市）政府置縣（市）長

一人，綜理縣（市）政，並指導監督所轄鄉（鎮、市）自治，由縣（市）民依法選舉

之，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 台灣省政府民國��年�月�日��府人二字第�����0號函。
�� 依據����年的地方制度法，縣市長僅得以機要方式任命三至五名一級單位主管；�00�
年修法後，各縣市政府半數之一級單位主管均得由縣市長任用之；�00�年再度修法
後，確立縣市政府之一級機關首長中半數得列政務職，使其政務官之定位更加明確。

參閱，李衍儒，前揭註��，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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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之部分人事也受到中央政府的直接干涉。自

����年直轄市自治法及省縣自治法施行後，中央政府逐
步確立了人事、政風、主計及警察四類人員均採所謂

「中央地方一條鞭制」之方式，由中央統一任免與管

理。在實際運作上，人事人員之任命與管理分屬行政院

人事行政局（管轄範圍包括行政院及其所屬機關以及各

地方政府）及考試院銓敘部以及（管轄範圍包括考試、

監察、立法、司法四院）；警察人員之任命與管理歸屬

警政署；政風人員之任命與管理歸屬法務部政風司；主

計人員之任命與管理則歸屬於行政院主計處。��  
實則在省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頒佈施行之初，

各省（市）政府均認為警察、人事、政風及主計機關首

長的任命權應在於地方，而不得由中央逕行任免、調

派。台灣省及高雄市認為即便是此四類機關之首長應

「依法任命」，但其性質仍屬政務官；臺北市則認為應

屬「具資格條件限制之政務官」。�� 但����年地方制度
法修正時，將直轄市自治法及省縣自治法中「主計、人

事、警政及政風主管由省（直轄市）長依法任免」之規

定修正為「主計、人事、警察及政風主管或首長，依專

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遂確立此四類機關之人事由中

央統籌任命、管理。然此顯然限縮地方首長之人事權，

尤其地方治安之好壞與地方警察首長之良莠關係密切，

而地方治安之好壞又直接衝擊到地方首長的施政滿意

度，故地方警察首長之調動與管理屢屢引發中央與地方

�� 林谷蓉，前揭註��，第���頁。
�� 同前註，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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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衝突，未來如不能朝向尊重地方首長之方向修正，則

一旦發生治安問題，中央與地方互推責任之情形恐難避

免。�� 
再者，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三章，以各地方自

治團體之人口數為基準，嚴格限制各地方政府之編制及

員額，由於無人即無從推展業務，故此一規範對於首長

之人事權即地方政務之推展本已形成重大之限制；又如

前所述，我國直轄市等地方政府之事務官基本上均係依

據中央法令而考試任用，甚至連各層級事務官之職務列

等乃至於員額都必須經由考試院核定方生效，地方政府

及議會無權逕予調整，此顯已對於地方自治團體之人事

權形成過度之干涉。�� 此外，由於我國中央機關公務員之
職務列等普遍高於地方政府，亦造成長期以來多數優秀

公務人員均流向中央機關以求陞遷，於地方政府服務時

�� 警察人事一條鞭的另一弊病在於，警政首長傾向於將在都會地區發生風紀問題的員警

以「人地不宜」為由，調往台東、屏東等偏遠地區，如此不啻加強偏鄉國民是「二

等國民」之不良狀況。實則憲法本文明定警察事務（「縣警衛之實施」）為地方事

務，中央僅負責規範「警察制度」，如能回歸憲法本文之權限區分，即不至發生前開

流弊。關於警察事務權限之分配，亦可參見司法院釋字第�0�號解釋（解釋文後段：
「省警政及縣警衛之實施，依憲法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第十款、第一百十條第一項第

九款規定，則屬省縣之權限，省縣得就其業務所需經費依法定程序編列預算，如確屬

不足時，得依警察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呈請補助，省（直轄市）由中央補助，縣

（市）由省補助。」）。
�� 筆者任職之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即曾出現類此狀況—市政府及市議會均同意修正本

會組織規程，增設專門委員及副主任消保官各一名（其中副主任消保官係由現有之消

保官中擇一兼任之，並不增加員額），以強化消費者保護等業務之執行，但修正案送

至考試院卻遭擱置，認為此一人事案雖無不法，但妥適性有待商榷，蓋考試院主觀認

為本會並無增設專門委員以及副主任消保官之必要。然考試院此一立場顯有適法性的

疑慮，蓋中央對於地方自治事務之監督僅可進行違法性監督，不得及於妥適性監督，

考試院對於並未違反任何法律之人事案基於妥適性的考量不予核可，不但逾越了合法

性監督的界限，也不切實際—中央的考試院焉能較各地方政府或議會更加瞭解地方之

實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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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不免出現過客心態外，直轄市等地方機關更有淪為中

央政府人才訓練所之窘境。��   
(三) 財政權

我國之地方自治團體雖然有依法課徵地方稅之權

力，然由於稅目跟稅率均受到中央政府之高度限制，遂

使地方稅收不足成為普遍之現象，論者甚至以「各級地

方政府的共同惡夢」形容之。�� 根本性的問題在於，目
前租稅之劃分權力在於中央，而中央政府透過財政收支

劃分法將收入最高的幾個稅目（如所得稅、營業稅、貨

物稅與證交稅）均劃歸中央，使得地方根本無法靠自主

稅收支應施政所需。依照學者研究顯示，中央與地方之

稅收比例大約是��%：��%，但是歲出比例卻是��%：
��%，亦即地方政府分擔國家整體將近�0%的支出，只能
享有約��%的收入。�� 
在地方自有財源不足的情況下，仰賴中央的補助乃

不得不成為地方自治團體唯一的選擇，然中央政府在提

供財政支援的同時，也附帶強化了對地方自治團體的控

制與監督，使得地方自治團體的自主性縱非蕩然無存亦

大幅受到限縮。�0 尤其中央對於地方補助之多寡，往往
並無固定之標準，而是取決於中央與地方政府首長間之

關係，而且不乏有黨派之考量，此更使地方自治流於空

�� 參閱，李衍儒，前揭註��，第�0-��頁。
�� 劉兆隆，動員戡亂時期台灣地方自治權限的探討－以「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

要」為中心，中山學報，第��期，第���頁、第�0�頁（�00�）。
�� 黃耀輝，臺北市落實財政權保障之研究（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第

��頁（�00�）。
�0 劉兆隆，前揭註��，第�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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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如在�00�至�00�年民進黨執政期間，針對「計畫型
補助款」部分，臺北市獲得中央之補助款約���億元，高
雄市則高達�,���億元，高達臺北市的�.�倍，其間有無政
黨因素考量，實不證自明。�� 目前中央雖先後訂頒「中央
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及「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補助辦法」，並規定上級政府在向下級政府分配統

籌稅款時，應以「透明化及公式化」原則為之，但中央

政府對於地方政府之一般性補助款及計畫型補助款之分

配，仍有非常大之權衡空間，且前開辦法均係中央得隨

時變更之行政命令，遂導致地方財政收入陷入高度之不

確定性，此亦違反地方自治的自主性。�� 
除了補助款欠缺公平計算基準且不穩定外，中央並

不時透過立法之方式，要求地方政府為中央之社會福利

政策編列預算，形成所謂「中央請客、地方買單」之怪

異現象。�� 如身心障礙者保護法規定，「地方政府應對於
身心障礙者提供各項生活福利津貼，其經費補助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即為適例。此外，特殊境遇婦

�� 在�00�年立委大選時，當時臺中市已與古根漢博物館商議在臺中市設立分館，然由於
地方自主財源不足，需要中央政府補助。但當時的總統陳水扁先生卻在選舉場合，公

開向臺中市市長胡志強喊話，表示胡市長如支持民進黨立院過半，陳總統即接見胡市

長商談補助古根漢博物館事宜。《救古根漢 扁要胡志強先助綠過半》，大紀元電子
報，�00�年��月�日，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n������.htm。

�� 「民國�0至��年度中央對各縣市計畫型補助款預算分配表」，黃耀輝，前揭註��，第
��頁。

�� 同前註，第��頁。
�� 賴素如，中央與地方權限衝突個案之探究—以臺北市政府為例，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

刊，第��卷第�期，第��頁、第�0�頁（�00�）。
��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條。該法如將經費補助辦法之訂定權授予各地方自治團體，容
許各地方自治團體各自依據其財政狀況以及地方之生活水準訂定補助基準，則對地方

自治權限之侵害尚屬可以忍受。惟該法將補助辦法之訂定權保留於中央政府，即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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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扶助條例亦規定，地方政府應給予特殊境遇婦女各項

扶助給付，並明定「辦理本條例各項家庭扶助業務所需

經費，應由各級政府分別編列預算支應之。」�� 實則，類
此中央法律開設之社會福利業務，本應由中央自行編列

預算並由中央之公務員予以辦理，如欲委由地方政府代

辦者，本質上應屬「委辦事項」，應由中央政府編列預

算補貼地方政府辦理相關業務所需之經費。然現行作法

下，中央僅須立法課與地方開辦社會福利之義務，卻無

須負擔財政之支出，此顯易促成中央隨興式地新增社會

福利項目，卻疏於精算財政之負擔能力，最終造成全國

財政之破產。

此外，中央於開辦各項社會保險時，為減輕中央政

府之財政負擔，往往未與各地方自治團體商議，即於法

律中課與地方自治團體（尤其是省及直轄市）負擔部分

保險費用之財務責任，然此不僅違反程序正義，更違反

實質正義，因為中央政府會因為地方政府的協助分擔，

而輕忽了自己的財政責任，並且在先期規劃時即有可能

錯估財務情況；地方自治團體則會因這些無法預測的財

務責任而導致財務狀況劣化，並進而降低財政自主性，

更加仰賴中央補助，導致地方自治的效能進一步弱化。�� 
以勞、健保費之爭議為例，由於係以公司設立地點作為

直轄市分擔勞、健保費的基礎，導致臺北市不過約��0萬

對於地方財政造成衝擊。
�� 特殊境遇婦女扶助條例第��條。
�� 對照，司法院釋字第��0號解釋（本號解釋認為，全民健康保險法以及勞工保險條例
命地方自治團體分擔保險費用之規範均不違憲，蓋大法官認為地方自治團體對於中央

之社會保險制度仍應盡協力義務），惟此顯然紊亂中央與地方之財務體系，且治絲益

棻。



�� 從五都升格看我國直轄市自治權限之調整

市民，卻需要負擔約��0萬勞工及眷屬的勞健保費。但司
法院在釋字第��0號解釋中，先肯定「地方自治團體受
憲法制度保障，其施政所需之經費負擔乃涉及財政自主

權之事項」，並肯定應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但

卻話鋒一轉，表示「於不侵害其自主權核心領域之限度

內，基於國家整體施政之需要，對地方負有協力義務之

全民健康保險事項，中央依據法律使地方分擔保險費之

補助，尚非憲法所不許」。司法院怯於將「自主權核心

領域」此一高度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加以釐清，也就失去

了界定中央及地方權限之良機，最終地方財政持續受到

中央立法壓縮的結果也就不令人意外。

除了透過法律加重地方之財政支出外，中央政府也

不時出現妥託地方辦理特定之行政業務，但卻不給予相

關之委辦經費，要求地方自行付費之情形，如內政部營

建署於民國��年間，委託臺北市建築管理處，針對五條
套裝旅遊路線沿線進行路容整頓，即要求臺北市以自

己之預算支應前開支拆除費用。�� 另外，以捷運工程為
例，臺北市都會區捷運路網之興建目前係由臺北市政府

負責主辦，但在新北市境內的工程，在精省前原本經中

央核定由台灣省負擔的工程經費，在精省後中央卻拒絕

承受，要求臺北市代為吸收，此亦甚不合理。此外，臺

北市東湖內溝溪整治（行政院核定之「基隆河整體治理

計畫特別預算」）、聽障奧運之執行，中央均曾數度剋

扣相關業經核定之補助款，造成臺北市施政之困難。�� 

�� 參閱，賴素如，前揭註��，第���至���頁。
�� 同前註，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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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除了增加地方財政負擔，中央透過法律刪減

地方財政收入的情況，更是罄竹難書。近年來，中央政

府時常以減稅取悅選民，然而減稅之標的往往是地方稅

（如娛樂稅、土地增值稅、使用牌照稅、房屋稅等），

此無異於變相之「中央請客，地方買單」。據統計，中

央類此各項租稅減免措施，諸如�0：�) 修正使用牌照稅法
免徵身心障礙者使用之交通工具；�) 修正契稅條例降低
契稅稅率兩成；�) 修正房屋稅法降低住家用房屋稅率；
�) 修正國民教育法刪除國民教育附徵經費之規定，停徵
營業用房屋稅附徵之國民義務教育經費，及停徵娛樂稅

附徵之九年國民教育經費；�) 修正營業稅法，降低稅
率；�) 調整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修正土地稅法，降低
土地增值稅。以上種種租稅減免或調整措施，至少讓臺

北市損失�00億以上。�� 
(四) 管理權

「地方公共事務之處理，實為地方自治團體之主要

目的。」�� 憲法保障地方自治，目的在於使地方自治團
體能在憲法之規範下，自我管理並自我規範地方之事

務。地方自治之特徵即在於對於地方事務之「自我負責

性」，亦即地方自治團體對於自治事項應享有自主規範

及管理之權限。�� 我國憲法第十章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權

�0 同前註，第�0�至��0頁。
�� 同前註（指出統計至民國��年度底止達���.�億元），不過前開統計尚未包括台北縣
升格為準直轄市及五都升格後，統籌分配款之減少（臺北市每年約減少��0億元）。

�� 林紀東，前揭註�，第��頁。
�� 參見，李建良，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劃分與財政負擔—全民健保補助費分擔問題暨釋

字第��0號解釋研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十六卷第一期，第��頁，第��至�0頁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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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區分採「均權主義」，除於憲法第�0�條及第�0�條列
舉中央之立法權，又於憲法第�0�條及第��0條分別列舉
省、縣之立法權，其目的即在於使省、縣之權限，「獲

得明確之憲法保障，非經複雜繁難之憲法修改程序，中

央不得以法律變更之。」�� 此外，對於剩餘權之歸屬，憲
法第���條復以事務之本質為標準：「其事務有全國一致
之性質者，屬於中央，有全省一致之性質者，屬於省，

有一縣之性質者，屬於縣。」�� 雖然憲法反覆地透過明確
的規範，試圖保障地方的自治權，亦即自我管理地方事

務之權力，但是實際上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我管理權卻受

到層層的節制，幾乎可用「鳥籠自治」來形容。

舉例言之，地方自治團體如欲確實對於地方事務進

行自我管理，其勢必涉及對於轄區內人民自由權利之限

制，然我國司法院大法官過往拘泥於憲法第��條，人民
之自由權利「除為⋯⋯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

之」�� 之規定，並對於「法律」作狹義解釋，將其侷限於
「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中央法律，遂將地方自治

團體之自治立法權幾乎限縮至零，嚴重限制地方自治之

發展。�� 所幸，此一解釋隨著地方制度法之制定施行，並
明定地方之自治條例得「限制人民之權利義務」，已不

�� 林紀東，前揭註�，第��頁。
�� 中華民國憲法第���條。
�� 中華民國憲法第��條：「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
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 司法院釋字第��號解釋（「縣議會行使縣立法之職權時，若無憲法或其他法律之根
據，不得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此解釋之緣由在於宜蘭縣議會欲立法限制電玩業

之設置，但產生法官有無依據地方法規審判之義務，又地方自治團體能否立法限制人

民自由權利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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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形成地方自治之障礙。�� 可嘆者是，地方制度法第��
條，雖然明白賦予地方自治團體限制地方自治團體人民

自由權利之權限，同法第��條第�項，卻規定定有罰則之
自治條例需經報中央政府核定後方能發布，致使地方自

治團體之立法權受到中央政府的侷限，如中央政府於行

使同法第�0條之核定權時過於積極（如非恣意），地方
之立法權即難免遭到中央政府之侵蝕，甚或空洞化。

舉例言之，高雄市政府為加強其轄區內校車之管

理，以保障學生及幼童之安全，曾針對地方制度法第��
條第�款第�目之「直轄市學前教育、各級學校教育及社
會教育之興辦及管理」事項，提出高雄市校車管理自治

條例草案，並經高雄市議會通過，送請中央政府核可。�� 
詎料高雄市將前開自治條例之草案送行政院核定時，行

政院竟逕行將業經議會三讀通過之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刪

除，並准高雄市依行政院修正後之版本公布施行。�0 在
後續之溝通過程中，行政院則非正式地表示，自治條例

相關規定與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中之「兒童教育及照顧

法」草案�� 相關，故予以刪除，似認為中央法律之草案亦

�� 實則在民國��年制定公布之直轄市自治法及省縣自治法，業已規範市（省、縣）民有
遵守市（省、縣）自治法規之義務。

�� 該自治條例草案第��條，對於校車司機以及隨車人員設有不得有殺人、搶奪、強盜、
恐嚇取財、妨害自由、以及妨害風化或妨害性自主等罪前科之消極資格限制；同自治

條例第��條，並對違反前開規定聘僱具有各該列舉前科之司機或隨車人員者，定有新
台幣三萬元以上六萬元以下之罰鍰。

�0 行政院��年�月�0日院臺教字第0��00�����號函。該函僅於主旨中簡單表示：「所報
『高雄市校車管理自治條例』草案一案，准予依核定本公布。」對於將自治條例草案

第��條及第��條第�款刪除之理由則完全未予說明。
�� 參見行政院��年�月�日院臺教字第0��00�����號函（「案由：行政院函請審議『兒童
教育及照顧法草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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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優先於地方自治條例之效力。�� 
實則，高雄市校車管理自治條例並非第一個因為跟

中央政府研擬中之法案相關，從而被中央政府否決之自

治條例。在此之前，台北縣於民國��年�月通過之「台北
縣民宿輔導管理自治條例」��，即因為交通部認為該自治

條例與該部研議中之「民宿管理辦法」有所扞格，要求

台北縣變更其自治條例，最後台北縣之民宿輔導自治條

�� 實則，高雄市前開自治條例之規定並非高雄市所首創，在高雄市之前，新竹市、臺

南市及花蓮縣均已定有相關之規範，並經發布施行。參見新竹市校車管理自治條例

第七條第二項（「有下列人員，不得擔任校車駕駛人：一、曾犯殺人、搶劫、搶

奪、強盜、恐嚇取財、妨害自由或擄人勒贖之罪，經判決確定者。二、曾犯刑法第

一百八十四條至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或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三十五條各罪之一，

經判刑確定者。三、曾犯兒童及少年姓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七條之罪，

經判決確定者。四、曾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懲治走私條例或毒品危害防治條

例之罪，經判刑確定者。五、曾依檢肅流氓條例裁定應為交付感訓確定者。」）、

臺南市校車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五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校車駕駛人：

一、曾犯殺人、搶劫、搶奪、強盜、恐嚇取財、妨害自由或擄人勒贖之罪，經判決

確定者。二、曾犯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至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或第二百二十一條至

第二百三十五條各罪之一，經判刑確定者。三、曾犯兒童及少年姓交易防制條例第

二十四條至第二十七條之罪，經判決確定者。四、曾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懲治

走私條例或毒品危害防治條例之罪，經判刑確定者。五、曾依檢肅流氓條例裁定應

為交付感訓確定者。」）及花蓮縣各級學校校車及幼童專用車管理規則第八條第二

項（「曾犯殺人、搶劫、搶奪、強盜、恐嚇取財、妨害自由、擄人勒贖、或刑法第

一百八十四條、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九條、兒童及少年姓

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七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懲治走私條例或毒

品危害防治條例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或曾依檢肅流氓條例裁定應為交付感訓確定

者，不得擔任校車駕駛人。」）。其中臺南市之自治條例，對於違反自治條例聘僱具

有前科之人擔任駕駛者，亦定有新台幣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設有得連續處

罰至改善為止之規定。參見臺南市校車管理自治條例第十八條第三項（「違反第十四

條、第十五條者，處負責人新台幣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責其立即更換駕駛

人，不遵照辦理者，得連續處罰之。」）。
�� 參見台北縣政府之新聞稿：台北縣政府法制室，北縣議會通過多項自治條例 建立自
治立法新里程碑，民國��年�月�日，網址為：http://www.law.tpc.gov.tw/web/News?co
mmand=showDetail&post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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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即被交通部之民宿輔導辦法（法規命令）所取代。�� 
此外，中央亦常透過立法或修法之手段，對於原本

直轄市已經立法管理之事項加以規範，然後再主張地方

法律不得與中央法律抵觸，再要求地方自治團體廢止相

關之自治條例。舉例言之，「台北市在營軍人家屬生活

扶助自治條例」及「台北市在營軍人家屬及遺族特別補

助自治條例」本均係依據兵役施行法第��條所訂定，在
中央修改兵役施行法後，前開二自治條例也被迫廢止，

而由內政部之「服兵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實施辦法」

（亦係法規命令）取代。�� 此種透過核定權行使以中央法
律甚至是法規命令取代地方自治條例之舉措，非僅嚴重

地架空了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權，亦與憲法上中央與地

方權限區分之原則相悖。前揭現象，已彰顯了我國現行

地方自治法制下，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不明以及中央政

府對於地方立法權之監督行使界限之問題。

三、地方自治之理論基礎

(一) 地方自治之本質
關於地方自治之本質，大致有所謂「固有權說」、

「承認說」及「制度性保障說」及「人民主權說」等學

說。�� 固有權認為，從各國之歷史度觀察，州、省或城市
�� 呂炳寬，地方可否制定比中央更嚴格的規範？，僑光技術學院通觀洞識學報，第七

期，第��頁，第��頁（民國��年）。
�� 同前註。實則，中央政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尚曾以地方自治條例（台中市行動

電話基地台設置管理自治條例）「有礙國家⋯⋯政策之推定，更與科技發展趨勢背道

而馳」，作為函告自治條例無效之理由。參見，李惠宗，地方自治事項之定性與法規

監督—從「台中市行動電話基地台設置管理自治條例」被宣告違法談起，台灣本土法

學，第�00期，第�0�頁，第���頁（民國��年）。
�� 參閱，法治斌及董保城，憲法新論，第���至���頁（民國��年，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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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先於國家而存在，地方自治團體既然在國家成立

前即已享有自治之固有權限，其自治權限無待國家憲法

或法律之授權或承認，且不應因為嗣後國家之建立而受

到削減，否則即有違憲之虞。��  
「承認說」（亦有稱為「授權說」者）則認為，地

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權限係國家基於統治上之便利或需

要，而由國家透過法律授權或承認而來，故地方自治團

體自治權限之內容完全取決於國家之法律，地方自治團

體無置喙之權限。��  
相對於極端保障地方自治權限之「固有權說」及極

度保障中央權力之「承認說」，晚進興起的「制度性保

障說」則頗有折衷說之旨趣，其認為地方自治係隨歷史

之發展所衍生之制度，與其他的法律制度（如大學制

度、婚姻制度等）相同，均應受到憲法之保障，以避免

制度之本質或核心事項受到立法者之侵擾。�� 易言之，國
家對於地方自治制度雖得透以法律予以規範或限制，但

其限制不得侵害地方自治制度之核心或本質內容，否則

即屬違憲。�0 
�� 參閱，羅秉成，地方自治權，收錄於〈地方自治之研究〉（許宗力等著，二版），第

���頁（����）；李惠宗，憲法要義，第�0�頁（�00�）。
�� 參閱，李惠宗，權力分立與立法權保障，第�0-��頁（����）。
�� 參閱，蔡秀卿，地方自治法理論，第��頁（�00�）；蕭文生，地方自治團體之自
主組織權，收錄於〈公務員法與地方制度法〉（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第��0頁
（�00�）。

�0 法治斌及董保城，前揭註� �，第� � �頁（「『制度性保障（ i n s t i t u t i o n e l l e 
Garantien）』此一理論為德國威瑪憲法（Weimarer Verfassung）時期之學者Carl 
Schmitt所提出，〔彼時憲法學之通說〕認為，憲法中基本權利之規定，僅拘束行政
機關與司法機關，對於立法機關而言則毫無拘束力⋯⋯基本權利隨時可能被立法者

透過法律加以架空，因此，Carl Schmitt提出制度性保障之理論，將憲法保障之『制
度』與『基本權利』二者區分開來，以避免這些『制度』被劃歸到『基本權利』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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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三種學說之外，「人民主權說」則認為，

地方自治團體為最接近人民之治理機構，地方自治乃不

可或缺之制度，凡屬人權保障上必須之事項，不論法律

如何規定，亦不論有無法律依據，地方自治團體皆得自

行處理，方能保障人權及實現人民的主體性。�� 
以上四種學說各有優劣，實則其主張均與各國本身

之歷史演進與法律制度不無關連。如係國家後於城市成

形之新興民族國家，如義大利、德國或美國，由於各州

（邦）及城市在國家形成前即實施自治，甚至享有主

權，故自然傾向於固有權說；至於國家原本即屬於中央

集權之單一國體制，如法國及日本者，則亦不難理解會

傾向於認定地方自治實出自於國家之授權。惟晚近德國

聯邦憲法法院及該國學界，均已認定地方自治係屬憲法

上之制度性保障，且日本學者主張此說者，亦頗為可

觀。�� 
從歷史觀之，我國與德國不同，並無地方邦國林立

之歷史，且自秦代以來，皆係中央集權之國度，縱將檢

視之對象限縮至台灣史，亦無以縣為根據之地方邦國，

故固有權說在我國並無歷史基礎可言。然如採取承認

說，將地方自治之範圍完全取決於中央之立法，亦非妥

適。人民主權說認為地方自治團體為最接近人民之治理

機構者，固為正論，但主張地方自治團體得不顧中央法

律之規範，自行處理相關事務等語，亦有形成地方凌駕

國法之上之流弊，故當以制度性保障說—國家固得立法

疇中⋯⋯被立法者架空。」）。
�� 參閱，許志雄，地方自治權的基本課題，月旦法學雜誌，第�期，第��頁（����）。
�� 法治斌及董保城，前揭註��，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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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地方自治團體，但不得侵害地方自治之核心事項—

較為妥適。

我國司法院在司法院釋字第���號解釋中，即將「地
方自治團體之制度保障」與「國民主權」及「權力分

立」三者共列為憲法之基本原則。�� 至司法院釋字第�0�
號解釋，大法官又進而於解釋文中明確指出「地方自治

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且指明「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

及法律保障之範圍內，享有自主與獨立之地位，國家機

關自應予以尊重。」�� 於同號解釋之理由書中，大法官復
詳述：�� 

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憲法於第十章

詳列中央與地方之權限，除已列舉事項外，憲

法第一百十一條明定如有未列舉事項發生時，

其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有一縣

性質者則屬於縣，旨在使地方自治團體對於自

治區域內之事務，具有得依其意思及責任實施

自治之權。

關於地方自治的自主權限，大法官在釋字第���號解釋
亦表示：「地方自治團體在受憲法及法律規範之前提

下，享有自主組織權及對自治事項制定規章並執行之權

限。」�� 此外，在釋字第��0號解釋中，大法官除明示

�� 司法院釋字第���號解釋理由書。
�� 司法院釋字第���號解釋解釋文。
�� 司法院釋字第���號解釋理由書。
�� 司法院釋字第���號解釋解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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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團體受憲法制度保障，其施政所需之經費負

擔乃涉及財政自主權之事項」外，並進而指出地方自治

之「自主權核心領域」尚不得由中央立法侵害。�� 從前開
諸多解釋之內容，足見我國目前司法實務之通說亦係採

取制度性保障說。 
(二) 地方自治之內容

地方自治團體既然為憲法上所保障之制度，而得在

憲法及法律的保障下實行自治，且自治核心事項復不受

法律之侵害，則自治權能之核心內容即有予以釐清的必

要。依據學者及司法實務之見解，地方自治權之內容應

包含組織權、人事權、稅收與財政自主權及自治事項規

範權��，以下分述之：

�. 組織權
地方自治團體之人民基於住民自決原則，對於地

方自治團體之組織型態應有自行選擇之權利。惟此一

組織權限仍非漫無邊際，如於民主共和國下不得選擇

君主制度，否則即與共和原則相悖。�� 以美國為例，
其憲法第四條除要求聯邦政府確保美國各州應採取共

和體制（republican form）外，對於各州組織型態並無
進一步之要求，亦未要求各州之政府體制需與聯邦相

同，只要並非採取君主制度或官員世襲制度，各州之

�� 司法院釋字第��0號解釋解釋文（「地方自治團體受憲法制度保障，其施政所需之經
費負擔乃涉及財政自主權之事項，固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但於不侵害其自主權核

心領域之限度內，基於國家整體施政之需要，對地方負有協力義務之全民健康保險事

項，中央依據法律使地方分擔保險費之補助，尚非憲法所不許。」）。
�� 法治斌及董保城，前揭註��，第���-���頁。
�� U.S. CONST. art. IV sec. � cl. �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guarantee to every State in this 

Union a 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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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均得依其意願，自行決定政府之組織型態，如內

布拉斯加州之州議會即採一院制而非兩院制。�0 我國
司法院第���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中亦指出：「所謂自
主組織權係謂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規範之前提

下，對該自治團體是否設置特定機關（或事業機構）

或內部單位之相關職位、員額如何編成，得視各該自

治團體轄區、人口及其他情形，由該自治團體之立法

機關及行政機關自行決定及執行之權限。」��

�. 人事權
人事權為行政權之核心事項，蓋行政首長如不能

決定其屬官之去留，即無從推動其政策。�� 地方自治團
體為了進行地方事務之自我管理，自有雇用人員之需

要，而地方自治團體之首長為了貫徹其政策與理念，

對於地方自治團體之人事自應有享有一定程度之人事

權，並可免於中央之干涉。具體言之，地方自治團體

應有任用、免職、晉陞、懲處、其所屬員工之權限。

在德國及日本等國家，並有「國家公務員」及「地方

公務員」之體系區隔，中央及地方各自立法規範公務

員之任用、免職等事項，中央與地方公務員互不隸

屬、交流。�� 我國憲法第�0�條將「中央及地方官吏之
銓敘、任用、糾察及保障」，列為中央自行立法並執

�0 史慶璞，美國憲法理論與實務，第�0頁（�00�）。又美國曾有民眾主張各州如不採行
民主普選制度（當時羅德島州僅有享有一定資產之白人男性方享有投票權），即違反

美國憲法第四條之共和制度條款，但最高法院以此係「政治問題」為由，並未介入。

Luther v. Borden, �� U.S. � (����).
�� 司法院第���號解釋，解釋理由書。
�� See Myers v. United States, ��� U.S. ��, ��� (����).
�� 李衍儒，前揭註��，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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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或得交由省、縣等地方自治團體執行之事項，似

亦有透過立法授權地方自行執行公務員任用、免職、

晉陞、懲處之意；論者並有主張，此處之「地方官

吏」應係指「中央派駐地方之官員」，如各省及直轄

市之國稅局官員。�� 然多數說以及我國憲政實務上，並
未對國家公務員以及地方公務員加以區分，因此地方

公務員從考試、訓練、分發、任用、懲處、保障、退

休及撫卹等，均係適用中央之公務員法制，並受到考

試院之節制。��  
�. 財政權

「財政為庶政之母」，無財源即無從實施建設，

亦無所謂地方自治可言，故地方財政可說是「地方自

治的血脈與核心內容」。�� 所謂的「地方財政權」，學
者認為係指地方自治團體透過租稅及財產管理等方式

獲取收入，加以管理運用，從而籌措處理地方自治事

務所必要之經費者。�� 詳言之，地方財政權保障之內容
應包括「財政自主權」及「財源保障請求權」。�� 其
中財政自主權，應包括了自主課稅權（租稅立法權、

租稅收入權及租稅行政權）以及預算編制權。�� 詳言
之，地方自治團體應對於地方稅之稅目、稅率、稅收

�� 林紀東，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三），第��0、���頁（民國��年�月修訂版）。
�� 法治斌及董保城，前揭註��，第���、���頁。
�� 劉文仕，台灣中央與地方垂直分權的歷史變遷：法制結構的分析（上），國會，第��
卷第�期，第�0頁、第��頁（�0�0）。

�� 參閱，蔡茂寅，地方預算財政問題初探，收錄於地方自治法二００一，第���頁（臺
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編印，�00�）。

�� 賴素如，前揭註��，第��頁。
�� 蔡茂寅，前揭註��，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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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稅務行政管理，應享有高度之自主權，以確保地

方有足夠之財源進行地方建設。除了自主財源之外，

為確保地方建設之進行，學者另認為如單憑自主財源

無法滿足地方自治團體最低度的財政需求，應有權要

求中央政府保障其相應的財源。�0 詳言之，中央對地方
之「統籌分配款」等補助款應固定、明確化，而不宜

淪為中央及地方政治角力甚或黨同伐異的工具，否則

將導致地方人事、政策以及預算編列之不確定性，對

於地方自治之實施影響甚巨。�� 反面言之，如中央將補
助款之給與視為「恩給」，甚或是控制地方政策、收

買地方縣市首長之工具，則地方政府（尤其是自主財

源相對不足的地方政府）之財政收入將陷入高度的不

確定性，自難期待地方之自治工作得以順利之推動。

�. 自治事項規範權
地方自治團體為對於地方事務進行管理，自須制

定地方法規對於地方事務加以規範，且並得透過地方

法規限制轄區內人民之自由權利，進而課予處罰。在

聯邦制的國家，如美國，地方自治團體並得自行建構

刑事、民事及商法規範，並得設置地方專屬之法院系

統以進行地方法規爭議之審理。為保障地方自治之實

施，憲法對於中央與地方之權限應先予劃分，並確保

地方之自治權限不至於遭到中央之不當侵奪、限制。

(三) 中央與地方權限之劃分
政府之權力既有垂直分權之需要，作為國家根本大

�0 同前註。
�� 參閱，賴素如，前揭註��，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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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憲法，自然也必須針對中央與地方權限區分之事宜

進行規範。各國憲法，其於憲法中規範中央與地方權力

之區分者，不外以下之模式：��

�. 列舉中央政府之權限，而將未列舉之權限歸於地方。
�. 列舉地方之權限，而將未列舉之事項歸於中央。
�. 同時列舉中央與地方之權限，並將剩餘事項視其事務
之本質決定權限之歸屬。

�. 未於憲法中列舉地方之權限，僅概括宣示地方有依法
自治之權。

第一類型的國家以美國為典型，美國聯邦憲法增修

條文第�0條明定：「凡憲法未授予美國聯邦政府亦未禁
止各州行使之權力，皆保留予各州或人民。」�� 準此，聯
邦法律如果逾越憲法所規定之權限範圍，即有被宣布違

憲之可能。

第二類型如之南非之����年憲法，彼時其憲法第��
條對於中央政府之立法權並無明文之例示或列舉，然對

於地方之立法權限則於憲法第���條及附件�有明文之列
舉。�� 然其����年憲法之第��條以及附件�業已分別明中
央與地方之立法權限��，目前似無其他國家採行相同之立

法例。

�� 參閱，薩孟武，前揭註�，第�0�至�0�頁；蔡茂寅，地方自治之理論與地方制度法，
第���至���頁（民國��年）。

�� U.S. CONST. amend. X (“The powers not deleg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Constitution, 
nor prohibited by it to the states, are reserved to the states respectively, or to the people.”).

�� S. AFR. (Interim) CONST. ���� sec. ��, ���, Schedule � (repealed by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effective on December ��, ����).

�� S. AFR. CONST. ���� sec. ��., Schedule � (effective on Februar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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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型的國家以我國及加拿大為典型��，我國憲法

第�0�條列舉歸屬中央政府之專屬立法權限（如外交、國
防與國防軍事等），第�0�條規範中央與地方之共同立法
事項，亦即得由中央立法並執行或交由地方執行（如教

育制度），第�0�條及第��0條則分別列舉省、縣此二種
地方自治團體之專屬立法權限（如地方教育、衛生、實

業及交通等），並於第���條明定「如有未列舉事項發生
時，其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有全省一致

之性質者屬於省，有一縣之性質者屬於縣。」加拿大憲

法則係於憲法第��條列舉中央政府之專屬立法權，且於
該條第�項明定地方專屬立法權中央不得侵犯；其憲法並
另於第��條及第��條之一列舉各省之專屬立法權��，並同

樣以事務本質來決定剩餘權限之歸屬（如事務本質上係

屬地方事務者，即屬地方之專屬立法權）。�� 此其中值得
注意者是，我國如非全球唯一，亦係極少數直接於憲法

中列舉縣自治專屬事項之國家。�� 歸結起來，恐係源於中
�� 論者有以為，環顧全球，僅有我國及加拿大採取此一於憲法中分別列舉中央與地方專

管事項的立法方式。參見謝秉憲，地方自治立法權界限之探討，立法院院聞，第��卷
第�期，第��頁（民國��年），轉引自蔡茂寅，前揭註��，第���頁。惟南非����年憲
法亦同時列舉中央及地方之立法權限，同前註。

�� 加拿大憲法（Canadian Constitution Act, ����, formally called the British America Act, 
����）第��條（Section ��）至��條之一（Section ��A）。

�� 參見加拿大憲法第��條第�項（“And any Matter coming within any of the Classes of 
Subjects enumerated in this Section shall not be deemed to come within the Class of Matters 
of a local or private Nature comprised in the Enumeration of the Classes of Subjects by this 
Act assigned exclusively to the Legislatures of the Provinces.”）及��條之�第��款（“In 
each Province the Legislature may exclusively make Laws in relation to Matters coming 
within the Classes of Subjects next hereinafter enumerated; that is to say, — ��. Generally 
all Matters of a merely local or private Nature in the Province.”）。

�� 學者林紀東遍尋各國憲法，「未見類似之條文」。林紀東，前揭註�，第��頁（民國
��年，四版）。學者薩孟武亦表示：「任何國家都沒有像吾國憲法那樣，既許省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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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先生五權憲法理論中「分縣自治」之主張。�0 
第四類型的國家以日本及法國為典型。日本國憲法

並未於憲法中保留或列舉地方自治團體之權限，而是委

由國會制定法律規範地方自治團體的「組織及營運事

項」，並允許地方自治團體在法律之範圍內訂定地方之

單行法規。�� 日本之地方自治法又進而將地方自治團體之
權限侷限於「地方公共事務」、「中央政府委任事務」

及「轄區內不屬國家之行政事務」��，且將地方立法權限

制於「不抵觸法令之限度內」��。再搭配一度成為日本通

說之「法律先占理論」—就國家法明示或默示先占之事

項，地方自治團體如無法律之明確授權，即不得制定條

例�� —遂使地方之立法權限受到極度之限縮。法國之第五

主組織法，又許⋯⋯各縣也得制定各的自治法。」薩孟武，前揭註�，第���頁；蔡茂
寅，前揭註��，第�00至�0�頁（「我國憲法之規定方式，卻是別闢蹊徑，⋯⋯以致憲
法所置重之處究為中央或是地方，並非一目了然，即連此種規定方式是否有意保障中

央及地方雙方之專管立法事項，亦不明白。⋯⋯中國民國憲法所規定的專管事項，似

乎是以中央為對象，但卻又未將剩餘權歸屬給地方，反而亦以列舉的方式，規定地方

的權限。其結果使得地方的自治立法權雖然可從憲法得其根據，但卻不受憲法較為優

厚的保障⋯⋯。」）。
�0 林紀東，前揭註�，第��頁。
�� 日本國憲法第��條（「關於地方公共團體的組織及營運事項，應依地方自治之旨趣以
法律定之。」）及第��條（「地方公共團體有管理財產、處理事務以及執行行政之
權，並得在法律之範圍內制定條例。」）日本����年地方自治法第�條第�0項例示了
八項專屬於中央之立法事項：司法事務、刑罰及國家懲戒事務、國家之運輸及通訊事

務、郵政事務、國立教育及研究設施事務、國立醫院及療養設施事務、國家之航行、

氣象及水路設施事務、國立博物館及圖書館事務。
�� 日本����年地方自治法第�條第�項（「普通地方公共團體處理公共事務、依法律或基
於法律所發布之政令，及屬於普通地方公共團體之事務外，於其區域內不屬國家之行

政事務。」）。參見蔡秀卿，前揭註��，第���至���頁。
�� 日本����年地方自治法第��條第�項（「普通地方自治條例，⋯⋯得於不抵觸法令之
限度內，⋯⋯制定條例。」）參見蔡茂寅，前揭註��，第���頁。

�� 同前註，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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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憲法與日本近似，並未將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權限

視為「憲法保留」事項，其於�00�年憲法修正前，僅於
憲法第��條第�項規定，地方自治團體由民選議會依據法
律實施自治。�� 易言之，其地方自治之範圍似乎僅受法律
之保障。

值得注意者是，自���0年代起，世界各國紛紛開始
進行地方自治之改革，強調對地方自治權限之保障，甚

至有所謂「地方時代來臨」之說。在一般聯邦制國家

中，本無所謂地方自治保障之規範，但奧地利、阿根

廷、巴西及墨西哥等國，均先後修憲，增列地方自治保

障條款；原奉行社會主義之東歐各國，於民主改革重新

制定憲法後，亦將地方自治列為憲法中重要之制度，其

中斯洛伐克共和國����年憲法更將地方自治至於國家統
治機關之前，尤為憲政史上之創舉。�� 
以原施行單一國制度之日本及法國為例，此二國雖

然傳統上並不承認地方自治團體享有憲法層級之專屬立

法權限，但晚近以來愈趨於重視並保障地方之自治立法

權限。以日本為例，法律先占理論已經失去主流通說之

地位。�� 該說主要主張者田中二郎教授亦認為，即便是自
治事務者，亦不乏適合由中央政府以法律作全國一致規

�� ���� CONST. art. ��(�) (“In the conditions provided for by statute, these communities 
shall be self-governing through elected councils and shall have power to make regulations 
for matters coming within their jurisdiction.”) (A new article ��(�) was inserted in �00�; 
currently, this article has been renumbered as art. ��(�)).

�� 許志雄，地方自治的普遍化與國際化，律師雜誌，第���期，第��頁，第��頁
（�000）。

�� 蔡茂寅，前揭註��，第���頁；李玉君，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與地方政府之委辦規
則制定權，收錄於地方立法權，第��頁，第���頁（黃錦堂等編著，民國��年，初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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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情形，然類此地方自治事務，多有需切合地方實情

之情形，此時若不許以地方之自治條例制定其基準，從

而否定因地制宜之需求，應認為中央的法律不當介入自

治事務，因而侵害地方自治權。�� 準此，日本中央政府於
����年開始推動「地方分權推動計畫」，也採取了近似
於「均權主義」之觀點，將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事務重

新區分，將「國際社會上國家存續之相關事務」、「以

全國統一規定為宜之國民各種活動或地方自治之基本準

則」，以及「應以全國規模觀點實施之政策及事業」歸

於中央，並將地域行政事務歸於地方。�� 並於�000年基於
保障地方分權自治之理念，針對以地方自治法為首的���
個法律進行了包裹修法，大幅提升了地方自治團體的自

治權能。�00  
無獨有偶，法國自����年開始，也針對往昔中央集

權的狀態進行了全面性的調整。從����年之「市鎮、
省及大區權力與自由法」�0�、����年之「市鎮、省大區
及國家權限劃分法」�0� 到����年之「地方行政權歸屬
法」�0�，這一系列之法治改革，將權力大幅下放到地方

�� 田中二郎，新版行政法中卷，第���頁（����）；此外，阿部泰隆教授亦認為「法律
先占理論」違反日本國憲法第��條保障地方自治之本旨。轉引自蔡茂寅，前揭註��，
第���頁。

�� 蔡秀卿，前揭註��，第���頁。
�00 同前註，第���頁、第���至���頁。
�0� Law No. ��-��� of March �, ����, on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Municipalities, 

Departments and Regions (Fr.).
�0� Law No. ��-� of January �, ����, on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s between the Municipalities, 

Departments, Regions and the State (Fr.).
�0� Orientation Law No. ��-��� of February �, ����, concern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Republic (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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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使地方政府取得了更多的權力。�0� �00�年法國國
會並且修憲，新增憲法第��條第�項：「地方自治團體，
針對最適宜由該政府層級決定之事宜，得自行決定」之

規定�0�，似乎頗有「均權主義」之意味，使得一個具有

兩百年歷史的典型單一制中央集權國家，逐步轉型成為

分權的單一體制。�0� 

四、地方自治法制之國際化

傳統上，中央與地方權限的劃分屬於一國的內國事務，

並非國際公法所討論之範疇。然於����年時，部分歐洲之地
方自治團體創立了在荷蘭創設了「國際地方自治團體聯盟

（International Un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IULA）」，藉由此
一跨國界的組織，開始推動地方自治團體的國際合作，並強調

中央與地方分權自治之重要性。�0�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歐
洲學者目睹國家濫權之弊，對國家之信心喪失殆盡，認為如果

沒有地方自治，則政治上及社會上之民主均無法持續，亦開始

提倡透過國際組織以及國際協定等方式強化地方自治。�0� 全
世界截至目前為止，關於地方自治，主要之國際性約定有「世

界地方自治宣言（IULA World Wide Declaration of Local Self-
�0� 劉文仕，立足統一，邁向分權：法國地方分權制度的嬗變與前瞻，東吳政治學報，第

��卷第�期，第��頁、第�0�頁（�00�）。
�0� ���� CONST. art. ��(�) (“Territorial communities may take decisions in all matters arising 

under powers that can best be exercised at their level.”) (amended in �00�).
�0� 劉文仕，前揭註��，第���頁。
�0� IULA promotes democratic Local Governments worldwide, City Mayors Archive, available 

at http://www.citymayors.com/features/iula.html (last visited June �0, �00�); 2004 
Founding Congress, 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available at http://www.cities-
localgovernments.org/uclg/index.asp?pag=template.asp&L=,&ID=�0� (last visited June �0, 
�00�).

�0� 蔡秀卿，前揭註��，第��至��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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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以及「世界地方自治憲章草案（Draft – World 
Charter of Local Self-Government）」，以下分述之：

(一) 世界地方自治宣言
雖然地方自治的國際化可以溯及至�0世紀初，但是

直到����年，「地方自治團體國際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IULA）」才催生了第一部關於
地方自治的國際宣言—「世界地方自治宣言」�0�。世界

地方自治宣言強調，地方自治應受憲法或是國家組織基

本法制的保障��0，且地方自治的概念應包含下列事項：��� 
�. 地方自治代表了地方自治團體，本諸其權責及地方民
眾之利益，管制及管理公共事務之權力及責任。

�. 地方自治權應由個人、在平等、普通、定期選舉所產
生的代議機關，以及由人民以相同方式直接民選或由

代議機關參與選出之行政首長行使。

針對地方自治之範圍（scope），世界地方自治宣言
則認為至少應包括以下事項：��� 

�0� 同前註。
��0 IULA World Wide Declaration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art. I (“The principle of local self-

government shall be recognised in the constitution or in the basic legislation concerning the 
governmental structures of the country.”) (adopted in ����, amended in ����).

��� ���� IULA World Wide Declaration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art. II.
��� ���� IULA World Wide Declaration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art. III (“�. Public 

responsibilities shall be exercised by those basic units of local government which are closest 
to the citizen. They may also be exercised by territorial units at an intermediate or regional 
leve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actice in each country. �.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have a 
general right to act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with regard to any matter which is not exclusively 
assigned to any other authority nor specifically excluded from the competence of local 
government. �. The basic responsibilities of local authorities as well as the procedures 
for changing these responsibilities shall be prescribed by the constitution or by statute. �. 
Powers given to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normally be full and exclusive. In so far as a central 
or regional authority is empowered by the constitution or by statute to intervene in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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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事務應由最接近公民之地方政府負責處理（those 
basic units of local government which are closest to the 
citizen）。公共事務亦得視各國憲法之規定，由區域層
級之政府單位負責處理。 

�. 針對非專屬於其他層級政府或特別排除地方層級政府
之事項，地方自治團體應享有廣泛之權力去主動採

取相關之措施（have a general right to act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 地方自治團體之基本權限以及權限變更之程序應以憲
法或法律定之。 

�. 對地方自治團體進行權力之授予時，應為完整且專屬
之授權（full and exclusive）。如憲法或法律授權中央
或區域政府對於中央與地方得協力處理事項進行干涉

者，地方政府應保有主動採取措施並決定之權。 
�. 當中央或區域政府將權限委任予地方自治團體時，並
應賦予地方自治團體因地制宜，決定法律應如何執行

之裁量權限。

�. 各級地方政府對於其他層級地方政府之政策決定，均
應有程序參與權。

此外，地方自治宣言亦強調，中央政府對於地方自

for which responsibility is shared with local authorities, the latter shall retain the right to 
take initiacisions. �. Where powers are delegated to them by a central or regional authority,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be given discretion to adapt the implementation of legislation to local 
conditions. �.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have a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share in decision-
making by other levels of government which has local implications.).

��� 學者蔡秀卿認為本款為所謂「概括性原則」之規定。蔡秀卿，前揭註��，第��至�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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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之監督應僅限於「適法性監督」���，且地方政府為確

保其自治權，應享有司法救濟之權限。��� 綜合觀之，地
方自治宣言不僅接櫫了地方自治團體之民主自治機制，

並且強調地方自治最低也應該獲得法律層級之規範與保

障，並應享有司法之救濟權限，對於地方自治權限之宣

示與保障可說是相當的進步。

(二) 世界地方自治憲章草案
繼國際地方自治團體聯盟於����年提出世界地方宣

言之後，聯合國於����年在伊斯坦堡召開了「人類住
居會議（UN Conference on Human Settlements）」���，

與會各國代表均承諾將更多的政府權限、功能、責任

及資源下放予地方政府。��� 基於此一共識，「世界城
市及地方自治團體協會（World Association of Cities and 
Local Authorities Coordination）」及「聯合國人類住居
中心（United Nations Center for Human Settlement, UN-
Habitat）」於����年�月開始聚會共同草擬「世界地方自
治憲章」，並於����年�月��日正式提出草案初稿。���  
從����年�月開始，聯合國住居中心陸續在阿拉伯

��� ���� IULA World Wide Declaration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art. VII sec. � (“The 
supervis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normally aim only at ensuring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 ���� IULA World Wide Declaration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art. XI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have the right of recourse to a judicial remedy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ir autonomy 
and to ensure compliance with the laws which determine their functions and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 U.N. Commission on Human Settlements, Follow-up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uman Settlements (HABITAT II): Loc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Habitat Agenda, including 
the Role of Local Authorities,¶ �, UN Doc. HS/C/��/�/Add.� (November ��, �000).  

��� Id.
��� Id. a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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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Arab States）、歐洲地區（European region）、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region）、南亞地區、東亞、東南亞及環太平洋地區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nd Pacific）及撒哈拉以南之非
洲區（sub-Sahara Africa），針對憲章草案召開區域徵詢
會議（regional consultation），其間約有超過一百個國家
的代表參與討論。��� �000年�月，憲章草案修正完成，但
在�00�年�月提交聯合國人類住居委員會時，因中、美兩
國之反對，以致於未獲委員會採納並得提付聯合國大會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討論。��0 儘管如此，
世界地方自治憲章草案仍是目前國際社會上經過最廣泛

討論之地方自治文件，從而具有相當之參考價值。

世界地方自治憲章草案在前言中強調，「許多國際

性的問題（如『��世紀議程（Agenda ��）』��� 及『住居
議程（Habitat Agenda）』���」中所顯示者）均需要從地

方之層級加以處理，且如欠缺中央與地方政府之密切對

話與合作勢必無法成功地解決。⋯⋯確信基礎自治體優

先原則係民主及參與式發展之基礎，且任何事項及責任

之分配，應本於此一原則為之」。��� 該草案第�條宣示，

��� Id. at ¶ �-�.
��0 蔡秀卿，前揭註��，第��至��頁；see  a lso ,  Chr is t ian  Ia ione,  Local  Publ ic 

Entrepreneurship and Judicial Intervention in a Euro-American and Global Perspective, � 
WASH. U. GLOBAL STUDIES L. REV. ���, ���-�� (�00�).

��� Agenda ��, UN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 Doc. A/CONF.���/�� 
(June ��, ����).

��� Habitat Agenda, UN Doc. A./CONF.���/��. �� (June ��, ����).
��� Draft – World Charter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preamble (“Recognising that many global 

problems, as evidenced in Agenda �� and the Habitat Agenda, must be dealt with at the 
local level and cannot be successfully resolved without intensified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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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之原則應透過憲法或法律加以保障。��� 草案第�
條並指出地方自治之概念應包括下列事項：��� 
�. 地方自治係指地方自治團體在法律之限度內，本於其
責任以及地方居民之利益，去規範並管理絕大部分公

共事務（substantial share of public affairs）之權利及能
力（right and the ability）。 

�. 地方自治權應由在直接、平等、普通之投票程序下，
以自由及無記名之方式選出之議會行使，並得於議會

之下設置對其負責之行政機構。 
至於地方自治之範圍，草案第�條認為應包括下列事

項：��� 

between the State level and local authorities… Convinced that 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is the basis for democratic and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and that any allocation of tasks 
and responsibilities should abide by this principle….”).

��� Draft – World Charter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art. II (“The principle of local self-
government shall be recognised in national legislation, and where practicable guaranteed in 
the constitution”).

��� Draft – World Charter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art. III (Concept of Local Self-
Government: �. Local self-government denotes the right and the ability of local authorities,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law, to regulate and manage a substantial share of public affairs 
under their own responsibility and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 This right shall 
be exercised by councils or assemblies composed of members freely elected by secret ballot 
on the basis of direct, equal, universal suffrage, and which may possess executive organs 
responsible to them.”)

��� Draft – World Charter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art. IV (“Scope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have full discretion to exercise their initiative with regard to all 
matters which are not excluded by law from their competence nor assigned to any other 
authority. �. The basic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be prescribed 
by the constitution or by law. However, this provision shall not prevent the attribution to 
local authorities of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specific purposes. 3.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public responsibilities shall generally be exercised by those 
authorities which are closest to the citizen. In the same spirit, any allocation of responsibility 
to another authority must be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echnical or economic efficiency. 



�� 從五都升格看我國直轄市自治權限之調整

�. 地方自治團體對於法律並未排除其行使亦未分配予其
他權限主體之一切事項，得全權決定。 

�. 地方自治團體之基本權力及責任應於憲法或法律中明
定。然此一條款不得禁止基於特殊目的將權力及責任

移轉予地方自治團體。 
�. 根據基礎自治體優先原則（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公共事務之責任應由最接近公民之自治團體負責。基

於同一精神，任何權限移轉之措施，應基於技術或經

濟上之效率而為之。 
�. 授予地方自治團體之權力應為完整及專屬（full and 

exclusive）。非經法律規定，不得減損地方之自治權，
亦不得由他主體加以限制。 

�. 當中央或區域政府將權力委任予地方政府時，應授予
地方自治團體因地制宜，決定如何執行之權限。 

�. 對於會影響地方自治團體之事項，應給予地方自治團
體適度之時間及適當之方式參與相關之決策過程。

除了上述規定之外，憲章草案也對地方自治團體之

自主組織權、中央政府之監督權、地方自治團體之自主

財政權、鄉鎮市與市民參與、地方自治團體之聯合組織

權以及地方自治團體之司法救濟權予以宣示。��� 值得注

�. Powers given to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normally be full and exclusive. They should not be 
undermined, and may not be limited by another authority except as provided for by law. �. 
Where powers are delegated to them by a central or regional authority,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be given discretion in adapting their implementation to local conditions. �.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be involved in due time and in an appropriate way in the planning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for all matters which affect them.)

��� 參見蔡秀卿，前揭註��，第��至��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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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在憲章草案之前言以及第�條中，兩度提及「基
礎自治體優先原則（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亦即
公共事務之管理權限，應優先分配予距離公民最近之地

方政府加以處理，顯然是受到了世界地方自治宣言之影

響。��� 透過世界地方自治宣言以及世界地方自治憲章草
案兩度之宣示，「基礎自治體優先原則」儼然已成為地

方自治之指導原理。��� 

五、美國之地方自治法制

美國在獨立之前，本即為十三個實施自治之殖民地，殖

民地人民享有相當程度之自治，可自行設立殖民地之議會及

政府。��0 美國獨立革命成功之後，各州不願意放棄主權，故
����年通過的邦聯條款（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僅將非
常有限之權力分配予中央政府，各州仍保有主權；邦聯國會

（Confederation Congress）由各州代表組成，各州投票權均等，
其職能主要在於維護外交功能及償付外債，國會僅有宣戰及解

決各州衝突之權，且非經各州之同意及協助，亦不得招募軍

隊；國會雖得設置國務委員會（Committee of the States），但並
未規定設置常設性的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故生效之後不過數

年，實行上即捉襟見肘。��� ����年�月，麻州爆發動亂（Shay’
s Rebellion），但是欠缺資源的中央政府無法提供任何協助，直
到次年二月，麻州私募的民兵才順利平息動換，此一事件促使

��� ���� IULA World Wide Declaration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art. III § �.
��� 蔡秀卿，前揭註��，第��頁。
��0 史慶璞，前揭註��，第�至�頁（�00�）。
��� 共十三條；����年��月��日由大陸議會（Continental Congress）審議通過，����年�
月�日經各州簽署而正式生效。同前註，第�頁。

��� 同前註，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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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華盛頓在內的美國開國先賢，意識到孱弱的中央政府無法

保護新生的共和國，從而必須重新制憲，催生一個權力較為集

中的中央政府。��� ����年�月，各州代表在費城集會，決議制定
新憲，依據權力分立的原理，建立行政、立法及司法三權分立

之聯邦政府，並區分聯邦與各州之權力，聯邦享有有限之立法

權，且為平衡大州及小州之利益，國會採兩院制，眾議院及參

議院分別代表人民及各州，不論人口多寡，各州在參議院均享

有兩票，以避免小州之權益遭到大州多數代表之侵蝕；新的聯

邦憲法於該年�月獲得通過，並於����年獲得三分之二以上之州
同意而正式生效。��� 

(一) 聯邦與州之權限劃分
美國聯邦憲法係以肯定二元主權（dual sovereignty）

之存在為前提，依據制憲者之理念，國家之主權為全體

人民所共有，但分別付託予各州及聯邦；為避免人民及

各州之主權受到聯邦政府之不當限制與侵奪，聯邦憲法

除於第�條第�項明文列舉聯邦國會之立法權外，又於憲
法增修條文第�0條明定：「凡憲法未授予美國聯邦政府
亦未禁止各州行使之權力，皆保留予各州或人民。」��� 
準此，美國國會並不享有無限的立法權，除了在聯邦政

府受到水平分權之限制，不能侵犯行政權以及司法權之

外，聯邦立法亦不能逾越憲法上垂直分權之範圍，聯邦

法律如果逾越權限範圍，如侵犯州之固有權限，即有被

��� LEONARD L. RICHARDS, SHAYS’S REBELLI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 FINAL BATTLE �–�, ���–�0 (�00�).

��� 史慶璞，前揭註��，第��至��頁。
��� U.S. CONST. amend. X (“The powers not deleg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Constitution, 

nor prohibited by it to the states, are reserved to the states respectively, or to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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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違憲之可能。��� 
然隨著美國國土逐漸擴張，各州及人民對於聯邦政

府服務之需求逐步增加，在南北戰爭過後，州權至上理

論受到抑制；一次大戰過後的經濟大蕭條，也促使聯邦

政府擴張權限推動「新政（New Deal）」，進一步將
聯邦政府之立法權限擴張至傳統上各州之領域，以提振

全國之經濟。��� 實則，自二十世紀中葉以降，美國聯
邦憲法法院審議有關中央與地方權力分配的爭議，多

基於所謂的「合作主權聯邦制（cooperative-sovereignty 
federalism）」，傾向於解釋聯邦法律合憲。��� 不過，
自二十世紀末期雷根總統執政期間，美國又興起所謂的

「新聯邦主義（new federalism）」，主張聯邦應逐步
將權力歸還予各州。��� 此一風潮也在二十世紀末起反
應在司法實務上，在����年的United States v. Lopez140 以

��� 參閱史慶璞，前揭註��，第��至��頁。
���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年以前，對於聯邦憲法所賦予國會對於「州際通商
（interstate commerce）」之規範權均予以嚴格解釋，將其侷限於商品之買、賣及運
送，且明白解釋州際通商之規範範圍並不即於製造（manufacturing），蓋製造本身
並無州際性，應屬各州權限之範圍。但在����的NLRB v. Jones & Laughlin Steel Corp.
一案，聯邦最高法院更弦易轍，認為即便是單純的州內行為，如對於州際商務有密

切及實質之關連，國會亦得加以規範。在此案後，國會即逐步針對各州製造業之最

低工時、最低工資等事項加以規範。NLRB v. Jones & Laughlin Steel Corp., �0� U.S. � 
(����)。

��� 所謂「合作主權聯邦制理論」，係指聯邦政府在憲法之位階上優先於各州政府，

法院於針對聯邦與各州發生管轄權積極衝突時，應針對「州際商務條款（interstate 
commerce clause）」、「必要而適當條款（necessary and proper clause）」及「聯邦
法律優先條款（supremacy clause）」進行有利於聯邦政府之之擴張解釋。參閱史慶
璞，前揭註��，第��頁。

��� See Ed Magnuson, Christopher Ogden & Joseph M/ Boyce, New Federalism or Feudalism?, 
TIME MAGAZINE, Feb. �, ����.

��0 ��� U.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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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000年的United States v. Morrison141 二案，美國聯邦
最高法院即認定聯邦國會不得基於州際通商權，立法規

範單純州內之犯罪行為，修正了聯邦權限不斷擴張的趨

勢。���

具體言之，針對聯邦與州之關係，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劃下了若干不得跨越的紅線，以保障各州的自治權

限，茲說明如下：

�. 聯邦政府不得對地方政府課稅（地方政府亦不得
對聯邦政府課稅，此即所謂之「政府間豁免權

（intergovernmental immunity）」）。���  
�. 國會於行使課稅及撥款權（power  o f  t ax ing  and 

spending）時，不得強迫（coerce）各州或各州之人民
加入聯邦之管制計畫。���  

��� ��� U.S. ��� (�000).
��� 不過在�00�年的Gonzales v. Raich 一案，聯邦最高法院又修正了上開見解，認定如果
聯邦有一整套周密的全國管制計畫，而州內犯罪行為之管制又恰為其中重要之一部

分，則聯邦仍可立法規範單純州內之犯罪行為。在該案中，加州州法（The California 
Compassionate Act of ����, CA HSC §�����.�）將民眾為個人之醫療用途而種植
大麻之行為合法化，但與聯邦之法律—「����大麻稅法（���� Marihuana Tax Act, 
Pub. ���, ��th Congress, �0 Stat. ��� (Aug. �, ����)）」及「藥物濫用全面防制條例
（Comprehensive Drug Abu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t of ���0, Pub. L. No. ��-���, �� 
Stat. ���� (Oct. ��, ���0)）」抵觸；民眾（被上訴人）主張純粹州內之農耕行為與州
際通商無關，而且縱認係屬犯罪行為，聯邦亦不得基於州際通商權，立法規範單純發

生於各州州內之犯罪行為。然最高法院認為，對於各州州內之毒品（包括大麻）加

以管制是全國性毒品管制計畫的一環，無法予以切割，故認定聯邦相關法律合憲。

Gonzales v. Raich, ��� U.S. � (�00�).
��� Collector v. Day, �� U.S. ��� (����) (suggesting that the taxing power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could not be used to interfere with the essential workings of state governments); 
see also McCulloch v. Maryland, �� U.S. at ��� (����).

��� United States v. Butler, 297 U.S. 1 (1936) (“[T]he power to tax is not unlimited, its confines 
are set in the clause which confers it…. [A]nother principle [that Congress may not invade 
those reserved rights of the states] embedded in the Constitution prohibits … a statu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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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邦國會，即便於行使州際通商權之際，亦不得直接
干涉各州之運作及組織自主權。���  

�. 聯邦國會於行使撥款權時，得對各州給予補助，並在
補助款之支用上附加一定之條件，但其補助款之支

給必須符合公立利益（general welfare），其附加條
件亦必須明確（unambiguous），使受補助之各州得
以明確知悉領取補助所附隨之義務（cognizant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participation）；其條件並且須與
聯邦特定國家計畫之利益相關，否則可能構成違法

（illegal if unrelated to the federal interest in particular 
national projects or program）；且其條件不得違反其他
憲法之規範。���  

�. 聯邦政府不得立法，要求州政府針對特定事項立法管
制之行為。���  

�. 聯邦政府不得命令州政府或其下級機關之官員，
去管理或執行聯邦之規範計畫（federal regulatory 

plan to regulate and contro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 matter beyond federal the powers 
delegated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 Nat’l League of Cities v. Usery, ��� U.S. ��� (����) (suggesting that it is not within 
Congress’ commerce power to “directly displace the States’ freedom to structure integral 
operations in areas of traditional governmental functions.”).

��� South Dakota v. Dole, ��� U.S. �0� (����), quoting Pennhurst State School and Hospital 
v. Halderman, ��� U.S. � (����) (laying out four limitations on spending power: �. the 
exercise of the spending power must in pursuit of “the general welfare”; �. conditions on 
States’ receipt of federal funds must be unambiguous, enabling the Sates to be cognizant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participation; �. conditions on federal funds might illegitimate if 
they are unrelated to the federal interest in particular national projects or program; and �. 
such conditional grant of federal funds must not violate any other constitution provisions.)

��� See New York v. United States, �0� U.S. ���, ��� (����)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ay 
not compel the States to enact or administrate a federal regulatory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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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 除非有全盤對於州際商務之管制計畫，且對州內行為
進行管制為管制計畫之一環，聯邦政府不得利用州際

通商之權（interstate commerce）去規範與經濟活動無
關之州內犯罪行為（noneconomic, criminal conduct），
以尊重各州之治安權限（police power）。���  

(二) 州與城市之權限劃分：城市之地方自治
相對於州享有憲法所保障的自治權，美國城鎮的自

治權限則處於相當不明確之狀態。基本上，美國法院從

未承認城鎮擁有與各州相近的主權地位（sovereign），
對於城鎮的自治權限也採取相對保留的立場。��0 在美
國建國之前，各個城鎮大致是依據各殖民地總督的特許

（grant）或章程（charter）而設立，並且不受各殖民地之
議會所管轄；各城鎮之章程基本上被認為屬於私法契約

之一環，非經過各城鎮及殖民地議會之同意，亦不得予

��� 美國國會於����年通過所謂的Brady法案，修正����年的槍枝管制法（Gun Control 
Act of ����），要求聯邦政府之司法部部長（Attorney General）在����年十二月一日
之前，針對槍枝購買者建立全國性的即時背景查核系統（national instant background-
check system），並在美國司法部將該系統建構完成之前，課予各州執法首長（local 
chief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協助審查槍枝購買者背景之義務。美國最高法院認定
該法前開規範違憲，蓋聯邦國會無權迫使各州制定或執行聯邦之規範，更不能直接命

令地方政府官員去執行聯邦法律事務。Printz v. United States, ��� U.S. ���, ��� (����) 
(“Congress cannot compel the States to enact or enforce a federal regulatory program…. 
Congress cannot circumvent that prohibition by conscripting the States’ officers directly.”).

��� Gonzales v. Raich, ��� U.S. � (�00�) (suggesting that Congress may regulate a non-
economic good, which is intrastate, if it does so as part of a complete scheme of legislation 
designed to regulate interstate commerce); cf. United States v. Lopez, ��� U.S. ��� (����); 
United States v. Morrison, ��� U.S. ��� (�000). 

��0 James R. Alexander, Dillon’s Rule under the Burger Court: The Municipal Liability Cases, 
�� J. FEDERALIS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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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變更。��� 獨立戰爭後，除了原先已成立的城鎮持續依
據原有的章程運作外，新設立的城鎮改係由各州議會以

特別法等方式通過各城鎮之設立章程。���  
持續革命前城鎮與私人公司同受到憲法上契約自由

之見解，城鎮在私法自治的理論下，享有較高的自主空

間。��� 然而到了����年的Dartmouth College v. Woodward 
���一案，美國最高法院開始認定城鎮與私人企業有別，

不應享有私法自治的保障，而應受到州法較高程度的管

制，從此城鎮的自治權限開始受到限縮。��� 到了十九世
紀中期，隨著人口逐漸向都會集中，城鎮政府需要提供

的服務大幅增加，但是城鎮政府服務的效能並未能隨之

提升，且頻頻傳出貪污腐敗等弊端，故實務界對於城鎮

地方自治的能力普遍抱持負面與懷疑的態度，進而支持

州政府加強對於城鎮地方政府的控制。��� 此一趨勢最終
��� Diane Lang, Dillon’s Rule…and the Birth of Home Rule, THE MUNICIPAL REPORTER, 

Dec. ����, available at http://www.nmml.org/files/2008/01/dillon.pdf (last visited Jan. 5, 
�0��).

��� Id.
��� Alexander, supra note ��0 at ��0.
��� �� U.S. ��� (����).
��� See id. at ���-�� (“[T]he case of Terrett v. Taylor, � Cranch ��, fully supports the distinction 

above stated between civil and private corporations… It was decided in that case that a 
private corporation, created by the legislature, may lose its franchises by misuser or nonuser, 
and may be resumed by the government under a judicial judgment of forfeiture. In respect 
to public corporations, which exist only for public purposes, such as towns, cities, &c., 
the legislature may, under proper limitations, change, modify, enlarge or restrain them, 
securing, however, the property for the use of those for whom and at whose expense it was 
purchased. But it is denied that it has power to repeal statutes creating private corporations 
or confirming to them property already acquired under the faith of previous laws, and that 
it can, by such repeal, vest the property of such corporations in the State, or dispose of the 
same to such purposes as it may please, without the consent or default of the corporators.”)

��� See Lang, supra not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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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出所謂的「迪倫法則（Dillon’s Rule）」，主張將城
鎮所擁有的自治權力大幅限縮至以下之事項：

�. 州憲或州法明文賦予之權力（gran ted  in  express 
words）；

�. 為實行前揭自治權所必要包括或延伸（necessarily 
implied or necessarily incident）之權力；及

�. 為實現城鎮等公法人設立目的之絕對核心（absolutely 
e s s e n t i a l）事項，且不及於其餘僅僅有助於
（convenient）實現設立目的之事項，而係侷限於不可
或缺（indispensable）之事項。���  
基於迪倫法則，除非法律明文授予、或實行權限所

必要，以及其他關乎自治之絕對核心事項，否則均非屬

地方自治之權限，此毋寧將各郡及城鎮之自治權大幅轉

移至各州，使得州政府以及州議會之管轄權大幅擴增，

而得以及於各郡及城鎮之內部事務。隨著迪倫法則的普

及化，各州議會紛紛以制定州特別法的方式削減轄區

內各城鎮的自治權，進而干預各城鎮的組織、預算、

人事。諷刺地是，迪倫法則雖係為了矯治地方政府之

貪污腐敗而產生，但最終導致各州政治人物與州內城鎮

地方政治的結合與共同腐化。此外，由於各州議會過度

干預轄區內各城鎮的地方事務，反而無暇顧及各州本身

的政策討論，削減了對於各州本身的治理以及自治的效

能。���  
有鑑於前開州郡政客沆瀣一氣、共同沈淪的現象日

��� City of Clinton v. Cedar Rapids & Mo. River R.R., �� Iowa ���, ��� (����).
��� See Lang, supra note ���. 實則我國立法院也有過度介入地方事務，而輕忽國政之傾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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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嚴重，美國從十九世紀末期開始，又展開了另一波的

地方自治運動，各州透過修憲的方式，不再由州議會針

對個別地方自治團體之成立通過單獨之自治章程，而係

於州憲中訂定一般性之自治規範，且禁止州議會制訂特

別法介入各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自治事項。��� 此一運動
最終促成了「家園自治法則（Home Rule）」的誕生—
州為了實行地方自治之目的，將權力由州下放予地方政

府；地方自治團體在一定範圍內，非僅享有不受各州干

涉之權力，且權力之行使亦無須經各州之事前明示授

權。��0 
在承認家園自治法則的各州，通常州憲法會明文保

障地方自治團體以下四種自治權力：

�. 組織自治權（structural power）：透過地方自治團體自
治章程（charter）之制定與修正，選擇政府組織形式
（choose the form of government）之權力； 

�. 事務自治權（functional power）：承認地方自治團體針
對自治事項享有自行決定處理之權力，惟可能有程度

上之區別；

�. 預算自治權（fiscal power）：自行決定財政收入、稅
率、借款等相關財政自主之權利；及

�. 人事自治（personnel power）：自行制定人事規範、薪
俸及工作條件之權力。��� 

��� 如����年之新墨西哥州州憲，即嚴格禁止州議會制定特別法或地方法去干涉地方自
治。New Mexico Constitution art. IV, Sec. ��, adopted Jan. ��, ����.

��0 See Lang, supra note ���.
���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y – Home Rule & Dillon’s Rule, Nat’l League of Cities, 

available at http://www.nlc.org/about_cities/cities_�0�/���.aspx (last visited Mar.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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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美國的憲法只規範了聯邦與各州的關

係，對於各州所轄城市的地方自治並未予以保障，所以

各州對於城鎮地方自治的態度不一，迄今仍有十餘州並

未在州憲法中保障城鎮之地方自治權限。

(三) 聯邦與城市之權限劃分：哥倫比亞特區之地方自治
美國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Washington, 

District of Columbia）—面積���平方公里，位於維吉尼亞
州（State of Virginia）馬里蘭州（State of Maryland）之
間，係於���0年由兩州各自將一部之領域轉讓予聯邦政
府作為建都之用。��� 華府雖然地位上與其他各州相似，
均直屬於聯邦政府，但憲法中並未明文保障華府此一首

都之自治權限，而係於憲法中明文授權聯邦國會享有創

建首都之專屬立法權。��� 在��00年建都之後，聯邦國會
起初並未干預華府之自治，華府乃得與當時其他美國之

城市相同，自行訂定市自治規程（Municipal Charter）自
行選出市長及市議會，實行地方自治。���  
西元����年，美國聯邦國會通過「����年哥倫比

亞特區組織條例（District of Columbia Organic Act of 
����）」���，將原本特區內的華盛頓市、喬治城市以及

��� 西元���0年，美國聯邦國會通過「建都條例（Residence Act）」，決定將首都設立
於波多馬克河畔，並授權總統華盛頓擇定詳址。See MCATEE & WLADO LEE, A 
SKETCH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 (����)

��� U.S. CONST. art. �, sec. �, cl. �� (“To exercise exclusive Legislation in all Cases 
whatsoever, over such District (not exceeding ten Miles square) as may, by Cession of 
particular States, and the Acceptance of Congress, become the Sea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 See History of Self-Government in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available at http://www.
dcccouncil.washington.dc.us (last visited Feb. ��, �0�0).

��� ��st Congress, �d Sess., ch. ��, �� Stat. ���, enacte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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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郡予以整併，建立單一之特區政府，然特區之自

治權也在這次改組中遭到大幅縮減，除特區行政首長改

為由總統直接任命外，特區議會亦從原本一院制之議

會變更為兩院制，其參議院之��位議員亦由總統直接任
命，眾議院之��位議員方由市民選舉產生。此後國會曾
多次修法變更華府之政府架構，但直至����年通過「哥
倫比亞特區自治及及政府改組條例（District of Columbia 
Home Rule Act）」���，並於次年經市民複決通過後，

才重新建構華府的地方自治體制，廢除官派行政首長制

度，恢復特區市長及特區議員的全面直選。���  
自����年重新實行地方自治後，華府形式上雖然得

以重行實施自治，但其地方自治其實受到聯邦國會之高

度監督。華府之特區議會雖得針對地方自治事項通過法

案，但除了九十天後會自動失效的緊急法案（emergency 
legislat ion）外，所有的法案都必須送交聯邦國會審
查，否則不生效力。針對一般法案，國會有三十天之

審查期；針對特定的刑事處罰法案，國會則有六十天

之審查期；國會於審查期限內，得通過聯合決議（joint 
resolution）否決特區之法案，如該聯合決議經總統批
准，則特區之法律即無法生效。��� 除了法律案受到聯邦

��� Public Law ��-���; �� Stat. ���; D.C. Code § �-�0� passim.
��� 特區政府置市長一人，由市民直選產生，並對市議會負責；市議會共十三人，其議長

係由全體市民選舉產生，其他十二名議員中，八名係由八個選舉區選舉產生之區域代

表，另外四名則係不分區代表，係以全市為選區選舉產生。議長出缺時，僅有不分區

議員方得代理議長。參閱，黃錦堂，臺北市做為首都應有之功能與法制之研究（臺北

市政府法規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民國��年），第��-��頁。
��� How a Bill becomes Law, COUNCIL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available at 

http://www.dccouncil.washington.dc.us/howabillbecomeslaw (last visited Augus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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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的監督外，特區的預算案在特區議會通過、市長簽

署之後，也必須呈送總統轉請國會審查通過，並經總統

簽署之後方正式生效。故華府此一特區在法律跟財政方

面之自治權，實屬有限。��� 
實務上，華盛頓特區之居民以及政治人物認為其自

治權限受到限縮，實源自於華盛頓特區無法享有選舉

權，無法選舉總統、參議員及眾議員所致。事實上，華

盛頓特區之居民直到����年才得以選舉總統，到了���0
年，特區居民得選舉一名無投票權之代表加入眾議院，

但迄今仍無法選舉參議員以及眾議員，但以致形成「納

稅但無代表權（tax without representation）」之現象，與
美國開國先烈先賢訴求之「無代表權即不得課稅（no tax 
without representation）」精神相悖。��0 �0��年�月，華
盛頓特區葛雷市長（Vincent Gray）以及六位特區議員，
即上街頭抗議國會對其預算財政權之限制，並因而被

捕。���

華府之財政權除了預算制度上受到聯邦政府的節

制外，其財政收入亦有結構上之不平衡現象（structural 
imbalance）。蓋美國地方政府之稅捐無非來自於轄區
內居民之所得稅（income tax）、轄區內不動產之財產
稅（property tax）及轄區內交易行為之營業稅（sales 

��� History of Self-Government in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OUNCIL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available at http://www.dccouncil.washington.dc.us/history (last visited 
August ��, �0��).

��0 Id.
��� D.C. Mayor arrest in Budget Protest, THE WASHINGTON POST, available at http://

www.washingtonpost.com/local/politics/dc-mayor-arrested-in-budget-protest/�0��/0�/��/
AFpxMJRD_video.html (last visited Augus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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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然華府本身腹地有限，且治安堪慮，故大多數
在華府工作之人士均居住在馬里蘭州或維吉尼亞州之郊

區，導致華府無從對渠等高所得人士課徵所得稅；雪上

加霜的是，特區境內之土地及建築物雖富麗堂皇、價值

不斐者所在多有，然多半為聯邦所有，依據「政府相互

豁免（intergovernmental immunity）」之法理，特區政府
不得對聯邦之土地或建築物課徵財產稅，故所得稅及財

產稅之稅基即受到大幅之壓縮。��� 
除稅基相對不足外此一先天結構性之缺失外，華府

作為美國之首都，尚必須對首都工作之公務員、商務人

士，甚至是國際觀光客提供大量之無償服務，從街道維

護、交通系統維持、治安之保全、消防、垃圾清運、國

家安全保障、集會遊行之管理、本國及國際政要維安服

務之提供等，無不需要大筆之經費，故特區之財政即無

法達到自主之目標，至少有三分之一之市政經費必須仰

仗聯邦政府之補助。��� 
綜此，哥倫比亞特區此一地方自治團體之層級雖與

各州相當，然其所享有之自治權限則遠遜於各州。由於

歷史因素（各州係憲法之共同締造者，哥倫比亞則係由

憲法所創設），哥倫比亞特區不曾被視為與各州相同之

主權擁有者，其自治權限並無憲法層級之保障，而僅係

透過聯邦國會透過予以法律規範，且哥倫比亞特區之法

��� 理論上，特區政府得提高營業稅以平衡財政，然營業稅過高將導致商業行為以及企業

外移至相鄰之馬里蘭州或維吉尼亞州，從而更形惡化特區之財政，故亦非可行之方

案。目前特區政府之主要最自主來源仍係特區居民之所得稅，財產稅次之，營業稅又

次之。參閱，黃錦堂，前揭註���，頁��-��。
���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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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及預算之通過均須經過聯邦政府之監督、審查，故其

自治功能實少的可憐，無怪乎哥倫比亞特區市長及市議

員必須採取上街頭抗爭之激烈手段，爭取有效之自治空

間。

六、我國直轄市自治權限之檢討

以上已經針對我國直轄市自治之規範與困境、我國地方自

治之理論基礎、地方自治法制之國際發展以及美國之地方自治

法制進行探究，以下謹回歸到本文研究之初始，針對我國直轄

市自治權限進行檢討，並嘗試提出修正之建議，作為我國未來

修法之參考。

(一) 直轄市自治之本質
相較於省、縣（憲法中明文規範其自治權限），我

國憲法本文對於直轄市之自治並未予以明確規範，僅

於憲法第���條簡略規定：「直轄市之自治，以法律定
之。」似乎有將直轄市之自治定位為「法律保留」而非

「憲法保留」之意，早年學者即有主張我國之直轄市不

應實行地方自治：

直轄市或為首都，為四方觀瞻之所繫，或為在

經濟上有特殊情形者，其興衰影響全國或某區

域之經濟狀況，或人口達百萬以上，市政紛

繁，為期市政之措施，與中央政策，互相呼

應，大規模之規劃，得獲中央人力物力之援

助，以不實行自治為宜。174 

��� 林紀東，前揭註�，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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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司法院在釋字第���號解釋之解釋文中，即明
文指出，「直轄市在憲法上之地位，與省相當」，其在

同號解釋之理由書中，更進而指明直轄市與省為同一層

級之地方自治團體���；準此，直轄市實行地方自治應與

省受到相同之憲法保障，殆無疑義。

進而言之，司法院在釋字第���號解釋中，業已明確
採取「制度性保障說」，亦即直轄市等地方自治團體之

自治權限應受憲法之制度性保障，中央政府不得恣意立

法加以侵犯：

憲 法 …… 分 別 於 憲 法 第 一 百 十 八 條 、 第

一百二十一條、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直轄市、

縣與市實行自治，以實現住民自治之理念，使

地方人民對於地方事務及公共政策有直接參與

或形成之權。

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憲法於第十章

詳列中央與地方之權限，除已列舉事項外，憲

法第一百十一條明定如有未列舉事項發生時，

其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有一縣

性質者則屬於縣，旨在使地方自治團體對於自

治區域內之事務，具有得依其意思及責任實施

自治之權。地方自治團體在特定事務之執行

上，即可與中央分權，並與中央在一定事務之

��� 司法院釋字第���號解釋，解釋理由書（「憲法第一百十八條既將直轄市之自治，列
入第十一章『地方制度』『省』之一節內，則直轄市依法實施自治者，即與省為同級

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上之地位、權責、財源及負擔，與省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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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上成為相互合作之實體。從而，地方自治

團體為與中央政府共享權力行使之主體，於中

央與地方共同協力關係下，垂直分權，以收因

地制宜之效。

除了釋字第���號解釋之外，司法院在釋字第���號
解釋中，也強調：「地方自治團體在受憲法及法律規範

之前提下，享有自主組織權及對自治事項制定規章並執

行之權限。」此外��0號解釋中，復重申：「地方自治
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而應受到「制度性保障」。綜

此，依據前揭之司法院解釋，直轄市在我國憲法下，應

屬與省同級之地方自治團體，其地方自治受到憲法之保

障，中央不得恣意立法予以侵害，當無疑義。

(二) 直轄市自治之內容
針對我國直轄市自治之內容，以下分別由組織權、

人事權、財政權及管理權四個面向分別分析、檢討之：

�. 組織權
如本文第二章所述，我國直轄市在組織權的部分

極度欠缺自主性，我國司法院雖於釋字第���號解釋
中，明示「地方自治團體在受憲法及法律規範之前提

下，享有自主組織權」，但中央政府透過地方制度法

以及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已經將直轄市之組織架

構定死，直轄市等地方自治團體完全沒有自我決定空

間。如欲改善此一現狀，即應修正地方制度法，授予

直轄市等地方自治團體，得透過公民投票或市議會三

分之二之絕對多數決，制定各直轄市之自治章程，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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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各直轄市之基本架構（如內閣制、委員會制或行

政、立法分立之首長制）。此外，如修正地方制度法

第��條之規定，放鬆直轄市議員不得兼任官吏之規
範，使各直轄市之市民，得透過一定程序（公民投票

或議會絕對多數決），自行決定其議員得否兼任直轄

市政府之政務官，即可將目前各地方政府行政、立法

分立之首長制小幅轉型為近似行政、立法合一之內閣

制，如此除有助於提升直轄市之組織自主權外，亦有

助於提升行政效能。��� 
退而言之，如認直轄市等地方自治團體在組織

上，行政、立法分立之架構不能變動，則亦應大幅修

正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改變目前以人口決定各地

方自治團體機關數及員額之怪現狀，授權各地方自治

團體視其經費及政務之需要，自行決定機關之數量多

寡，以尊重直轄市等地方自治團體之組織高權。

�. 人事權
相對於����年直轄市自治法施行前，各直轄市市

長對於其所轄各機關首長幾無任命權之窘狀，我國目

前對於直轄市首長人事權之保障已有大幅之進展，惟

針對人事、政風、警察及主計四機關之首長仍無任免

權，不免為一重大之缺憾。此其中，警察局長由於關

乎一市治安之良窳，對於各直轄市市民影響重大，尤

��� 我國各級政府在行政、立法分離之現況下，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之互動長期處於不平

衡之狀態，民意代表對官員施壓、關說，影響個案執行之情形層出不窮，甚至已經成

了我國法治不彰的最大因素。如改採內閣制，行政首長由民意代表兼任，則行政部門

與立法部門之地位即可趨於平等，政務之執行亦可回歸常軌，不至於遭到個別民意代

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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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限制首長之任免權。尤其我國憲法第�0�條明定，
中央僅對「警察制度」享有立法及執行權，至於「省

警政之實施」以及「縣警衛之實施」，則依憲法第�0�
條及第��0條均屬於地方自治團體之權限，此司法院釋
字第�0�號解釋亦闡述甚明，尚非中央政府得透過立
法之方式予以侵奪，否則即有違反憲法對於地方自治

「制度性保障」之危險。

詳言之，憲法增修條文第�條雖對於中央及地方
之關係有所調整，但僅凍結憲法第�0�條第�項第�款
（「省縣自治通則」）、第�0�條（「省自治」）、第
���條（「省民大會及省自治法」）、第���條（「省
自治爭議之解決」）及第���條（「縣民大會及縣自治
法」）之規定，並未凍結憲法第��0條縣自治權限之規
範，故可知「縣警衛之實施」仍屬地方自治事項，且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條所訂定之地方制度法第��條第
��款第�目，亦將「直轄市警政、警衛之實施」列為直
轄市自治事項，故地方制度法第��條第�項所謂警察
首長「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不應解釋為直轄

市長並無對於直轄市警察局局長及其所屬主管之任免

權，否則直轄市市長實無從推動並落實其治安政策。

再者，如前所述，我國各直轄市之編制及員額除

受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之限制外，亦受到考試院之

節制，往往在員額範圍內之人事案，亦可能遭考試院

以妥適性有待商榷等事由而擱置���，此顯已逾越適法

��� 如各直轄市原可設兩位副市長及副秘書長，但在�0�0年五都升格後，依地方制度法得設
第三位副市長，高雄市等直轄市即希望配合增設第三位副秘書長以襄助市長及副市長處

理政務，此雖未超過法定員額之上限，亦未違反任何法規，但考試院仍予以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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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監督之界限，係屬對於地方自治中人事權限違憲及

違法之限制。

�. 財政權
我國直轄市等地方政府，在財政權上受到中央政

府不當限制之情形實罄竹難書，本文之前已詳述各地

方政府在財政上之窘境，此處即不贅述。管見以為，

如欲從制度上解決我國各直轄市等地方政府在財政上

之窘境，是必須從以下之方向著手：

⑴中央稅跟地方稅應重新劃分　如本文先前所述，目

前中央與地方之稅收比例大約是��%：��%，但是歲
出比例卻是��%：��%，亦即地方政府分擔國家整體
將近�0%的支出，只能享有約��%的收入。��� 為徹底
解決此一狀況，中央稅與地方稅應重新劃分，使得

地方得以透過地方稅獲得足以支應其歲出之收入，

才能使地方享有基本的財政自主。

⑵統籌分配款公式化　中央對於地方政府之補助必須

以人口以及土地面積作為補助基礎，而非依據首長

之關係或是政黨之因素。再者，參考美國對於聯邦

補助款之限制，中央如欲針對補助款附加條件，其

條件必須與補助款本身所欲達到之公益具有實質關

連，且不得介入地方行政權之實施，以免中央藉由

補助款之發放影響地方之自主權。

⑶凡涉及增加地方財政支出之法律，應經地方議會同

意　司法院釋字第��0號解釋業已表示，「法律之實
施須由地方負擔經費者⋯⋯，於制定過程中應予地

��� 黃耀輝，前揭註��，第��頁（�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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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充分之參與，俾利維繫地方自治團體自我負

責之機制。」��� 然單純給予地方政府程序參與之機
會（如陳述意見），並不能實質保障地方之財政自

主權，唯有賦予地方政府否決權，方能杜絕「中央

立法命地方編錢」之怪現象。退而言之，如無法期

待全體地方議會同意，至少應經過半數之地方議會

同意，否則中央對於直轄市等地方自治團體財政權

之侵奪將毫無制度上之制衡可言。

⑷中央委辦業務應依自行法編列費用　參照美國之通

例，中央如欲興辦某項社會福利，亦應自行編列預

算辦理，否則即應給予地方委辦費用，不能命地方

公務員執行中央之業務，紊亂中央跟地方之體制。

⑸地方稅之課徵必須以地方之自治條例作為課徵基礎

　凡經劃定為地方稅者，均應由地方議會訂定自治

條例規定稅目、稅率，並允許直轄市等各地方政府

視其財政狀況目前透過土地稅法、娛樂稅法等以中

央法律作為地方稅課徵基礎之怪異現象必須修正，

否則中央透過修法刪減地方稅目、稅率，此等「中

央請客，地方出錢」之怪異情形將無法杜絕。

�. 管理權
參酌目前世界各國之趨勢，權力下放，將自治管

理之權限賦予「基礎自治體」，顯已成為主流思想，

甚至連往昔為單一國之日本及法國也透過修法以及修

憲賦予地方更多之自治權限，我國自亦不應抱殘守

��� 司法院該號解釋中並進而指出，「行政主管機關草擬此類法律，應與地方政府協商，

並視對其財政影響程度，賦予適當之參與地位，以避免有片面決策可能造成之不合理

情形⋯⋯。」司法院釋字第��0號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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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允許中央政府過度干涉地方自治權限之實施。具

體言之，我國憲法及地方制度法本已規定地方法律與

中央法律抵觸者無效，則中央政府對於地方自治法規

是否須保有地方制度法第��條第�項之核可權即值得商
榷。以往昔為單一國之法國為例，其即已將省督對地

方法規之審核權予以取消��0，我國實應效法之。退而

言之，如中央仍欲保有此一核可權，亦不應享有「逐

項否決」式之核可權，而僅得就全案為准駁，蓋自

治條例之規範均經過地方議會權衡之結果，某項條文

之刪除即可能影響法案之全盤規劃，而與立法者之原

本之評估相左；以我國直轄市市長之覆議權為例，亦

僅有全案覆議之權限���，中央政府目前於行使核可權

時，逐條審酌自治條例之適法性並自行刪除部分條文

之作法，實為地方自治法制上之惡習，顯有改正之需

要。

(三) 直轄市自治權限與中央權限之劃分
我國雖非聯邦國而採取所謂的「二元聯邦主義（dual 

federalism）」，並進而將中央權限與地方權限視為兩
��0 （「承前所述，法國於各省當中配置代表國家行使監督權之省督，在����年之前，該
省督以政府代表的身分，基於憲法第��條第�項之授權規定⋯⋯行使全面性的地方監
管權。任何當時存在的省與市鎮經決議而為的行為與地方行政機關之法律行為，都必

須先送交中央派駐於地方之省督，經省督之核准後方生效力。根據����年�月�日關於
市鎮、省與大區權力與自由之法（la loi du � mars ���� relative aux  droits et libertés des 
communes, des départements et des régions）與����年�月��日之法，以往省督得代表國
家行使對於地方自治團體之合目的性監管(la tutelle)被廢除，地方自治團體立法機關
之決議或行政機關之法律行為，經公佈即具備完全的執行力，只有經列舉的重要法律

行為或決議需要送交省督備查。」），轉引自吳秦雯，�00年�月��日參與直轄市法制
及行政救濟業務研討會之論文，擺盪於中央一條鞭與地方分權治理之間？—從保障地

方自治之角度論地方自治團體之釋憲聲請，第�頁。
��� 地方制度法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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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互相排斥、互相對等，並彼此處於絕對平等地位之權

力，��� 也未如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0條一般，明定「凡
憲法未授予美國聯邦政府亦未禁止各州行使之權力，皆

保留予各州或人民。」��� 但是我國憲法除於第�0�條及
第��0列舉省、縣之專屬自治事項外，亦未將列舉外之
事項一概保留予中央。相反的，憲法第���條係基於「均
權主義」，對於「未列舉事項」以「事項本質」作為權

限分配之基礎—「其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中

央，有全省一致之性質者屬於省，有一縣之性質者屬於

縣」。��� 準此，凡我國憲法未列舉歸屬於中央或地方
之事項，中央非必然取得立法之權限，而必須視其事項

之本質，來決定權限的歸屬。如中央貿然針對無全國一

致性需要之事項予以立法，即有侵害地方自治權限之嫌

疑，甚有違憲之嫌疑。��� 
或有以為，針對前開既非屬中央或地方專屬立法權

��� 關於美國聯邦憲法與二元聯邦主義之討論，可參見陸潤康，前揭註�，第��-��
頁。在「二元聯邦主義」下，各州雖然將許多權力讓渡予聯邦政府，但是仍保留

剩餘且不可侵犯之主權。See The Federalist No. ��, at ��� (James Madison) (“[T]he 
proposed government cannot be deemed a national one; since its jurisdiction extends to 
certain enumerated objects only, and leaves to the several States a residuary and inviolable 
sovereignty over all other objects”). 

��� U.S. CONST. amend. X (“The powers not deleg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Constitution, 
nor prohibited by it to the states, are reserved to the states respectively, or to the people.”).

��� 中華民國憲法第���條。然學者有以為「不應在根據事權本身純屬中央或地方加以討
論，而應從事權劃分程序方面研究，應從現代國家的經濟社會功能所開展形成之政府

事權善加調整與配合。」董保城，教育事項中央與地方權限之劃分與分工，收錄於地

方自治法�00�，第���頁，第���至���頁（台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編印，民國�0年）
��� 學者黃錦堂認為，均權理論以「事務本質」作為中央與地方權力區分之依據，「固然

正確但欠缺內涵」，並且忽略了國家社會的發展過程及權限劃分所涉及的複雜因素。

黃錦堂，地方自治法治化問題之研究，第���至���頁（月旦出版社，民國��年，一版
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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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項，應屬中央及地方均得共同立法事項的範疇，

此時中央與地方立法權「競合」，依據「法律先占理

論」，中央法律已經規定之事項，地方即不得再為與

之相抵觸之立法規範；即便地方立法在先，依據中央

法律之優位性，地方法規仍不得與訂定在後之中央法規

抵觸。��� 惟查，立法權為地方自治之制度核心事項，
亦即地方自治團體得在其轄區範圍之內，依據民主原則

決定其自我之規範，如無地方立法權，即無地方自治可

言。��� 且如前所述，法律先占理論乃是日本於���0年
代末期所發展，但該理論「在前提上獨厚國家法，無異

承認國家得藉由『先占』的方式，以排斥、限制地方的

立法權，實不免於違逆地方自治的本旨。」��� 倘一事項
業經憲法或憲法所授權之地方制度法明定為地方自治事

項，則此時中央針對此一事項加以立法固有侵害地方自

治權限而違憲之嫌，如中央逕自針對性質上無全國一致

性需要之事項予以立法，均與憲法第���條之意旨相背，
而應屬違憲，殊無所謂「法律先占理論」適用之可能。

另有以為，我國憲法既於民國��年之後數度經過修
正，並且業已凍結部分關於地方自治之條文，尤其將省

��� 陳清秀，地方立法權之研討，收錄於地方立法權，第���頁，第��0頁（黃錦堂等編
著，民國��年，初版）。

��� 紀俊臣，地方政府與地方制度法，第���至���頁（民國��年，初版一刷）。
��� 蔡茂寅，地方自治立法權之界限，收錄於地方自治法�00�，第���頁，第��0頁（台北
市政府法規委員會編印，民國�0年）（蔡茂寅教授於文中進而指出，法律先占理論在
晚近已經逐漸退潮並失去主流地位）；詹鎭榮，論地方法規之位階效力—地方制度法

第三十條「中央法破地方法」之辨正，成大法學，第十二期，第�頁，第��頁（民國
��年）（「法律先占理論⋯⋯遭受到不少日本學者之批評。⋯⋯自一九七０年以降，
學者⋯⋯乃陸續提出修正見解，改採較為注重『人民基本權』以及『地方自治權』保

障之實質觀點，以判斷條例與國家法令間規範衝突之效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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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予以凍結，又將省、縣依據「省縣自治通則」召開

省民或縣民大會制定省自治法及縣自治法之規定予以

凍結���，顯見我國於民國��年制憲之時縱或曾有仿效聯
邦制度之意��0，在數度修憲之後亦已確定為單一國之性

質，且將「省、縣地方制度」委由立法院「以法律定

之」，顯見我國目前地方自治應僅具備法律保留之性

質，而得由立法者以法律自由變動自治權限之範圍。惟

查，我國憲法雖幾經修正，然憲法第���條「均權制度」
之規定卻未曾凍結，故解釋上自不能逕自予以忽略。況

查，地方自治在我國係受憲法「制度性保障」，業已迭

經司法院於釋字第���號���、第���號���、第���號��� 及第
���號解釋��� 中予以肯定，亦即將地方自治視為憲法保障

��� 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參照。
��0 林紀東，同前註�，第�頁（「將省縣與中央置於類似地位，使能與中央分庭抗禮，以
強調省縣獨立性之規定方式，其仿於聯邦國家憲法，憲法主稿人，有使國家趨於聯邦

化，以減少中央權力之傾向，殆已昭然若揭矣。」）、第��頁（「憲法對於中央及地
方之權限，既仿照聯邦國家之體制，於憲法上分別規定，故於規定中央及省之權限

後，對於縣之權限，亦予以明白規定，⋯⋯使縣之權限，獲得明確之憲法保障，非經

複雜繁難之顯法修改手續，中央不得以法律變更之。且使中央、省與縣之權限，各有

明顯之分際，不致滋生爭議。」）；對照薩孟武，同前註�，第�0�頁（「吾國憲法列
舉中央及地方的權限，又許地方制定其根本組織法，所以容易使人懷疑中國不是單

一國，而是聯省國，甚至懷疑中國是聯縣國。所謂聯省國或聯縣國，其實就是聯邦

國。」）、第��0頁（「吾國是單一國，而竟把省縣的事權規定於憲法之上，這是一
種最不適當的制度。」）。

��� 司法院釋字第���號（「憲法之基本原則，諸如國民主權、權力分立、地方自治團體
之制度保障⋯⋯。」）。

��� 司法院釋字第���號（「地方自治既受我國憲法制度性之保障，有一定之自主權
限⋯⋯。」）。

��� 司法院釋字第���號解釋（「地方自治團體在受憲法及法律規範之前提下，享有自主
組織權及對自治事項制定規章並執行之權限。⋯⋯基於憲法對地方自治建立制度保障

之意旨⋯⋯。」）。
��� 司法院釋字第���號解釋（「地方制度法關於自治監督之制度設計，除該法規定之監
督方法外，缺乏自治團體與監督機關間之溝通、協調機制，致影響地方自治功能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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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制度，藉由憲法位階之保障，以避免立法者透過法律

架空或徹底廢除地方自治，��� 故此一說法顯無可採。
又有以為，就中央與地方立法權之劃分，應分為以

下幾種類型：�. 以中央明文列舉，本質上不屬地方權限
（如國防、外交），或中央應為全國制度性之規定（如

法律及教育制度）；�. 雖為中央權限行使，但如果又密
切涉及地方事務，中央應有框架立法權（right to enact 
framework legislation），而由地方有具體規範制定權；�. 
中央與地方立法競合，亦即兩者均基於個別任務履行必

要，對特定事務所應擁有獨自立法權限，此實應是使兩

者依其任務目的之達成為立法權行使之範圍，分別行使

其立法權；�. 屬於地方事務性與技術性事項，則由地方
為之；�. 至於剩餘事項，則可依政策考量為中央立法權
範圍，抑或可開放為如未有中央法律規定，則地方可先

行制定自治法規規範，及至中央法律制定後，應依中央

法律規定。��� 此一劃分判準雖較為完整詳明，然其「框
架式立法」之概念，實源於德國憲法第��條聯邦國會之

揮。從憲法對地方自治之制度性保障觀點，立法者應本憲法意旨，增加適當機制之設

計。」）。
��� 法治斌及董保城，前揭註��，第���至���頁（並進而指出，在「制度性保障」之下，
地方自治團體應享有：�. 「法律主體保障（Rechtssubjektsgarantie）」—地方自治團
體乃是憲法保障之法律主體，具有憲法保障之位階，因此不容立法者加以廢除；�. 
「法律制度保障（Rechtsinstitutionsgarantie）」—地方制度係憲法上之制度，僅能透
過修憲始能加以廢除；�. 「主觀法律地位保障（Subjektive Rechtsstellungsgarantie）」
—當國家對「法律主體保障」或「法律制度保障」造成侵害時，在憲法的保障下，地

方自治團體得因此享有提起司法救濟之主觀法律地位，以對抗國家之侵害。）。
��� 陳慈陽，論地方之立法權及其界限，收錄於行政救濟、行政處罰、地方立法，第�0�
頁，第�0�至�0�頁（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民國�0年）；參見陳清秀，地方立法權之
基礎理論，收錄於地方自治法�00�，第�頁，第�至第�頁（台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編
印，民國�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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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性立法權���，在我國憲法並無類似條文之情形下，

勉予比附援引是否妥適恐有疑義。再者，此一見解亦有

未見我國憲法第���條明文之疑，且此一劃分判準賦予中
央過大之裁量權，仍有侵害地方自治權之疑義，恐應再

酌。

再有以為，各國憲法中雖有中央與地方分權之

規定，然此分權均係存在於國家與邦（ s t a t e）或省
（province）之間，我國目前之地方自治團體則係以直轄
市或縣為主，強與他國之邦或省自治相提並論，殊非妥

適。惟查，我國本係於全球極少數（如非唯一）於憲法

中明文列舉縣自治權限之國家，此於制憲之後雖頗多學

者批判���，然睽諸目前國際上「基礎自治體優先原則」

之發展，似或甚有創先之嫌。況憲法第��0條關於縣自治
事項之列舉，亦未經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予以凍結，故

以此質疑我國直轄市或縣之自治權限，亦有未見憲法明

文及制憲歷史背景之謬。

綜上，基於我國憲法第���條之文義，並體察法國
及日本近似於「均權主義」之趨勢以及國際上「基礎自

治體優先原則」之發展，我國中央與地方立法權限之

分配，應先觀察系爭事項是否屬於憲法第�0�條、第�0�
（第�款除外）及第�0�條專屬於中央或地方之列舉權
限，倘憲法業已明示事權之歸屬，則不論中央或地方之

��� 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federal constitution) art. ��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laid down in Article ��, the Federation has the right to enact framework 
legislation for the legislation of the States.”) (F.R.G.).

��� 林紀東，前揭註�，第��頁（「將縣之權限列入憲法，不僅在並世各國中，別創一
格，有殺鷄而用牛刀之嫌，猶恐膠柱鼓瑟，窒礙難通，反有礙於縣政之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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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均不得予以僭越。若憲法並無明文，則秉於憲法

增修條文第�條之規定，此時應進而探究系爭事項是否為
地方制度法第��條至第�0條列舉之地方專屬權限，如答
案係肯定者，則中央之立法者即不得對此一自治事項進

行立法，以尊重憲法上對地方自治之制度性保障。如憲

法及地方制度法對系爭事項均未規範，再依憲法第���條
「均權主義」之規定，視事件之性質有無全國一致性之

必要，如無全國一致性之需要者，依據均權主義之規定

以及「基礎自治體優先原則」，此時即應視為地方自治

之事項，中央之立法者亦不得立法規範，否則亦構成對

於地方自治制度性保障之違反。

綜上所述，管見以為，中央之立法者於立法前，應

先思考以下四個問題：

�. 系爭事項是否屬於憲法第�0�條及第�0�條專屬於中央
之權限？

如是，中央則可立法；如否，則需進一步探討：

�. 系爭事項是否屬於憲法第��0條專屬於地方之權限？
如是，中央即不得立法；如否，則需再進一步探

討：

�. 系爭事項是否屬於地方制度法第��條至第�0條專屬於
地方之權限？

如是，中央即不得立法；如否，則需再進一步探

討：

�. 系爭事項有無全國一致性之必要？
如是，中央即得立法；如否，則不得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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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權力分立是民主憲政重要的基礎，而中央與地方分權，地

方實施自治，復為權力分立之重要基礎。然我國地方自治法制

可說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憲法本文中規範之地方自治法制

固然已經無從遵循，憲法增修條文所擘劃之地方自治法制在運

作上復受到中央政府過度之干涉，致使直轄市等地方自治團體

之自治權限遭到相當幅度的限縮。尤其國人憲法意識薄弱，一

旦中央與地方發生權限衝突，往往憑藉往昔中央集權之刻板印

象作為評斷是非之基礎，卻懶於深究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中規

範之本意，遂使地方自治之發展屢陷困境而無法提升。此次五

都升格實為釐清我國中央及地方關係，開創地方自治法制之契

機，惜中央政府去年配合五都升格之法制工作均側重於形式之

調整，未能實質提升各直轄市政府之自治權能，不能不為憾

事。

實則，中央政府必須捐棄往昔中央集權之概念，確實體認

到直轄市等各地方政府才是最瞭解地方需求之機關，並參酌世

界各國權力下放予基礎自治體之趨勢，大幅修正地方制度法等

相關規範，給予直轄市等地方自治團體在組織、人事、財政及

管理上更大之空間，使各直轄市等地方自治團體能自由決定其

組織型態及人事，並有充分之自主財源，才能順利地行使自治

管理權限，而中央從行政院到考試院，對於地方之自治事項亦

應放棄以往過於嚴密之監督模式，否則各直轄市要人沒人、要

錢沒錢，實動輒得咎，難以推動其政策，最後事事仰賴中央，

反而降低整體行政效能，實非人民之福。

中央之立法部門也應仔細研議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中對於

中央與地方權限之區分，不宜立法干涉直轄市等各地方自治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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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自治事項（如市區道理管理），亦不宜針對特定事項要求

地方編列預算辦理，否則除弱化地方財政，亦紊亂中央與地方

之政治責任，並容易造成中央行政機關規避其於興辦各項新業

務前應盡之財務規劃責任，對於國家財政亦有負面之影響。

再者，司法院職司憲法之解釋，亦為中央與地方權限衝突

之仲裁者，大法官既已認定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立

法者不應侵犯地方自治之核心事項，即不應坐視中央政府侵奪

地方自治權限或惡化地方財政，而應仿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本於我國憲法第�0�條以下對於中央及地方權限劃分之規範，明
確劃下中央立法權之界限，以遏止中央立法機關無限度擴充立

法權，壓縮地方自治權限之惡習。司法院針對中央及地方之權

限爭議，如慣以不受理等方式技術性迴避作成解釋，非但錯失

釐清雙方權限之良機，亦有失其職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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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FT—WORLD CHARTER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Preamble

The States Parties to the present Charter:

· Recognizing that many global problems, as evidenced in Agenda 
�� and the Habitat Agenda, must be dealt with at the local level 
and cannot be successfully resolved without intensified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tate level and local authorities;

· Recognizing local authorities as the closest partners of central 
governments and as essential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genda 
�� and the Habitat Agenda;

· Recalling the principle, recognised in article ��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at the will of the people is the 
basis of th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 Convinced that 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is the basis for 
democratic and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and that any 
allocation of tasks and responsibilities should abide by this 
principle;

· Committed to promoting decentralization through democratic 
local authorities and to strengthen their financial and institutional 
capacities;

· Convinced that gender equal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must go 
hand in hand with local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and that 
these goals are mutually reinfor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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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rther committed to facilitating and enabling the broad-based 
participation of all people and their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in 
decision-making and i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monitoring of 
human settlements strategies,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 Convinced that strong local democracy through freely elected 
local authorities, together with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d 
conduct in local administration, offer the means of fostering 
public accountability and strengthening our societies against 
corruption;

· Convinced that the existence of strong local authorities with 
clear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adequate resources ensures 
services which are both effective and close to the citizens.

Have agreed as follows:

Article 1

The States Parties undertake to consider themselves bound by the 
following articles in the manner and to the extent prescribed in 
Article �� of this Charter.

Part I

Article 2 -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foundation for local self-
government

The principle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shall be recognised in national 
legislation, and where practicable guaranteed in the constitution.

Article 3 - Concept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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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l self-government denotes the right and the ability of local 
authorities,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law, to regulate and manage a 
substantial share of public affairs under their own responsibility 
and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 This right shall be exercised by councils or assemblies 
composed of members freely elected by secret ballot on the 
basis of direct, equal, universal suffrage, and which may possess 
executive organs responsible to them.

Article 4 - Scope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have full discretion to exercise their 
initiative with regard to all matters which are not excluded by 
law from their competence nor assigned to any other authority.

�. The basic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be prescribed by the constitution or by law. However, this 
provision shall not prevent the attribution to local authorities of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specific purposes.

�.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public 
responsibilities shall generally be exercised by those authorities 
which are closest to the citizen. In the same spirit, any allocation 
of responsibility to another authority must be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echnical or economic efficiency.

�. Powers given to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normally be full and 
exclusive. They should not be undermined, and may not be 
limited by another authority except as provided for by law.

�. Where powers are delegated to them by a central or 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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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y,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be given discretion in adapting 
their implementation to local conditions.

�.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be involved in due time and in an 
appropriate way in the planning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for all matters which affect them.

Article 5 - Protection of local authority boundaries

Changes in local authority boundaries shall not be made without prior 
consultation of the local communities concerned, possibly by means 
of a referendum where this is legally permitted.

Article 6 - Appropriate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s and 
resources for the tasks of local authorities

�.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be enabled to determine their own 
internal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s, to adapt them to local needs, 
and to ensure effective management.

�.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be supported by higher levels of 
govern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administrative, technical and 
managerial capacities and of structures which are responsive, 
transparent and accountable.

�. The conditions of service of local government employees 
shall be such as to permit the recruitment and retention of 
high-quality staff on the basis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and 
experience, and of gender equality; to this end adequate training 
opportunities, remuneration and career prospects shall b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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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7 - Conditions under which responsibilities at local 
level are exercised

1. The conditions of office of locally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shall 
guarantee free exercise of their functions.

�. They shall allow for appropriate reimbursement of expenses 
incurred in the exercise of the office in question as well 
as, where appropriate, compensation for loss of earnings 
or remuneration for work done and corresponding social 
protection.

�. Any functions and activities which are deemed incompatible 
with the holding of local elective office shall be specified by 
law.

Article 8 - Supervis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activities

�. Any supervis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may only be exercised 
according to such procedures and in such cases as are provided 
for by the constitution or by law.

�. Any supervision of the activities of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aim 
only at ensuring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and with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In respect of tasks the execution of which is 
delegated to local authorities,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by 
higher level authorities may however go beyond legal control to 
ensure conformity with national policy.

�. Supervis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be exercised when 
necessary in due proportion to the interests which it is intended 
to pro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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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the constitution or national law permits the suspension or 
dissolution of local councils or the suspension or dismissal 
of local executives, this shall be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due 
process of law. Their functioning shall be restored within as 
short a period of time as possible which shall be prescribed by 
law.

Article 9 - Financial resources of local authorities

1.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be entitled to adequate financial resources 
of their own, of which they may dispose freel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ir powers.

2. Local authorities' financial resources shall be commensurate 
with their tasks and responsibilities.

3. A reasonable proportion of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of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derive from local taxes, fees and charges of 
which they have the power to determine the rate.

�. Taxes which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be entitled to levy, or of 
which they receive a guaranteed share, shall be of a sufficiently 
general, buoyant and flexible nature to enable them to keep pace 
with their responsibilities.

5. The protection of financially weaker local authorities requires a 
system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financial equalisation.

�.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participate in framing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general apportionment of redistributed resources.

7. As far as possible, financial allocations to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respect their priorities and shall not be earmarked for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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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s. The provision of grants shall not remove the basic 
freedom of local authorities to exercise policy discretion within 
their own jurisdiction.

�. For the purpose of borrowing for capital investment,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have access to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Article 10 - Participation of citizens and partnership

1.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be entitled to define appropriate forms of 
popular participation and civic engagement in decision-making 
and in fulfilment of their function of community leadership.

�.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be empowered to establish and develop 
partnerships with all actors of civil society, particularl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and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and other interested 
stakeholders.

Article 11 - Associations of local authorities

�.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be entitled, in exercising their powers, 
to form associations for the defence and promotion of their 
common interests as well as in order to provide certain services 
to their members, and to cooperate and form legal entities with 
other local authorities in order to carry out tasks of common 
interest.

�. Other levels of government shall consult associations of 
local authorities when preparing legislation affecting loc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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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2 -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 Local authorities' right of association shall include that of 
belonging to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of local authorities.

�.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also be entitled, by law or international 
treaties, to cooperate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n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in transfrontier regions.

�.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be involved, in the spirit of partnership, 
in the negoti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plans of 
action concerning their roles and areas ofresponsibility.

Article 13 - Legal protection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have the right of recourse to judicial remedy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ir autonomy and to ensure compliance with 
the laws which determine their functions and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Part II -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Article 14 - Undertakings

�. Each State Party undertakes to consider itself bound by at least 
twenty paragraphs of Part I of the Charter, at least ten of which 
shall be selected from among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o Article �,
o Article �, paragraphs � and �
o Article �, paragraphs �,� and �,
o Article �,
o Article �, paragraph �,
o Article �, paragraph �,



附  件 ��

o Article �, paragraphs �, � and �
o Article ��, paragraph �,
o Article ��.

2. Each State Party, when depositing its instrument of ratification 
or accession, shall notify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paragraphs sel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 of this Article.

�. Any State Party may, at any later time, notify the Secretary-
General that it considers itself bound by any paragraphs of this 
Charter which it has not already accepted under the terms of 
paragraph � of this Article.

�. Such undertakings subsequently given shall be deemed to b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ratification or accession of the State 
Party so notifying, and shall have the same effect as from the 
thirtieth day after the date of the receipt of the notification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Article 15 - Authorities to which the Charter applies

The principles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Charter apply to all the categories of local authorities existing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State Party. However, each State Party may, 
when depositing its instrument of ratification or accession, specify 
the categories of local or regional authorities to which it intends to 
confine the scope of the Charter or which it intends to exclude from 
its scope. It may also include further categories of local or regional 
authoritie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Charter by subsequent notification 



�� 從五都升格看我國直轄市自治權限之調整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ticle 16 -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Each State Party shall forward periodically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all relevant information concerning legislative 
provisions and other measures taken by it for the purposes of 
complying with the terms of this Charter.

Article 17 - Monitoring

For the purpose of assessing progres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sent Charter, a monitoring committee shall be established by 
States Parties. This committee shall include representatives of local 
authorities. Its secretariat shall be provid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Part III

Article 18 - Signature and ratification

�. The present Charter shall be open for signature by all States.
2. The present Charter is subject to ratification. Instruments of 

ratification shall be deposited with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 The present Charter shall remain open for accession by any 
State. The instruments of accession shall be deposited with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ticle 19 - Entry into force

�. The present Charter shall enter into force on the thirtieth day 
following the date of deposit with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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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Nations of the twentieth instrument of ratification or 
accession.

�. For each State ratifying or acceding to the Charter after the 
deposit of the twentieth instrument of ratification or accession, 
the Charter shall enter into force on the thirtieth day after 
the deposit by such State of its instrument of ratification or 
accession.

Article 20 - Territorial clause

�. Any State Party may, at the time of signature or when depositing 
its instrument of ratification or accession, specify the territory or 
territories to which this Charter shall apply.

�. Any State Party may at any later date, by a declaration addressed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extend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Charter to any other such territory specified 
in the declaration. In respect of territory the Charter shall enter 
into force on the thirtieth day after the date of receipt of such 
declaration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 Any declaration made under the two preceding paragraphs 
may, in respect of any territory specified in such declaration, be 
withdrawn by a notification addressed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The withdrawal shall become effective on the thirtieth day after 
the date of receipt of such notification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Article 21 - Denunciation

A State Party may denounce the present Charter by written 
notification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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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unciation becomes effective one year after the date of receipt of 
the notification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Article 22 - Notifications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is designated as the 
depositary of the present Charter.
The Secretary General shall notify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of:

a. any signature;
b. the deposit of any instrument of ratification or accession;
c. any date of entry into force of this Charter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
d. any notification received in applic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 paragraphs � and �;
e. any notification received in applic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
f. any other act, notification or communication relating to this 

Charter.

Article 23 - Authenticity of text

The original of the present Charter of which the Arabic, Chinese, 
English, French, Russian and Spanish texts are equally authentic, 
shall be deposited with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witness thereof the undersigned plenipotentiaries, being duly 
authorized thereto by their respective Governments, have signed the 
present Ch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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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LA WORLD WIDE DECLARATION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adopted by the IULA Council, Toronto, June 1993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IULA), the worldwide 
associ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meeting in its ��st World Congress 
in Toronto on ��-�� June, ����,

Recalling the Worldwide Declaration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it 
adopted and proclaimed at its ��th World Congress in September, 
����, in Rio de Janeiro;

Aware of the tremendous changes in the world's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since ����, including the collapse of totalitarian 
regimes in many parts of the globe and the growing trend toward free 
and democratic societies in countries long repressed;

In view of the recognition that many global problems, as evidenced 
in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nd its follow-up Agenda ��, must be dealt with at the local level;and 
in light of the growing trend among international bodies to regard 
local government as effective partner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grammes and activities;

Determined that there must be a renewed campaign to promote and 
promulgate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democratic local self-government 
and its critical role in securing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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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ll citizens of every community in the world;

Considering that local government,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national 
structure, is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closest to the citizens and 
therefore in the best position both to involve them in the making of 
decisions concerning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and to make use of their 
knowledge and capabilities in the promotion of development;

Recalling the principle, recognised in Article ��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at the will of the people is the basis 
of th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Welcoming the fact that to date, �� European Governments have 
signed, and 15 European Governments have ratified, the European 
Charter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which was adopted as a Council 
of Europe Convention in ����, and that this charter has been used 
by several government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s a major 
guideline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eir new local government legislation;

Considering that it is at the local level that the conditions can best 
be provided for the creation of a harmonious community to which 
citizens feel they belong and for which they assume responsibility;

Emphasising that strengthening local government strengthens the 
entire nation by ensuring more effective and democratic public 
policies;

Considering that decentralised decision-making reduces congestion 
at the centre and improves and speeds up governmental action,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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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stimulates local initiative, that it unleashes creative and innovative 
energies, gives vitality to new institutions, and that it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that services and amenities, once established, will be 
maintained and expanded;

Proclaims the following renewed Worldwide Declaration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to serve as a standard to which all nations should 
aspire in their efforts to achieve a more effective democratic process, 
thereby improv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well-being of their 
populations.

Principles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Article 1: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local self-
government

The principle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shall be recognised in the 
constitution or in the basic legislation concerning the governmental 
structures of the country.

Article 2: Concept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 Local self-government denotes the right and the duty of local 
authorities to regulate and manage public affairs under their own 
responsibility and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 This right shall be exercised by individuals and representative 
bodies freely elected on a periodical basis by equal, universal 
suffrage, and their chief executives shall be so elected or shall 
be appointed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elected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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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3:The scope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 Public responsibilities shall be exercised by those basic units of 
local government which are closest to the citizen. They may also 
be exercised by territorial units at an intermediate or regional 
leve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actice in each country.

�.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have a general right to act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with regard to any matter which is not exclusively 
assigned to any other authority nor specifically excluded from 
the competence of local government.

�. The basic responsibilities of local authorities as well as 
the procedures for changing these responsibilities shall be 
prescribed by the constitution or by statute.

�. Powers given to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normally be full 
and exclusive. In so far as a central or regional authority is 
empowered by the constitution or by statute to intervene in 
matters for which responsibility is shared with local authorities, 
the latter shall retain the right to take initiatives and make 
decisions.

�. Where powers are delegated to them by a central or regional 
authority,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be given discretion to adapt the 
implementation of legislation to local conditions.

�.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have a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share in 
decision-making by other levels of government which has local 
implications.

Article 4: Protection of existing local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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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the constitution or national law permits the suspension or 
dissolution of local councils or the suspension or dismissal 
of local executives, this shall be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due 
process of law. Their functioning shall be restored within as 
short a period of time as possible which shall be prescribed by 
law.

�. Changes in local authority boundaries shall only be made by law 
and after consultation of the local community or communities 
concerned, including by means of a referendum where this is 
permitted by statute.

Article 5: Adequate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s for local 
government 

�.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determine their own internal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s in order to adapt them to local needs 
and ensure effective management.

�.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opportunities for local 
government employees shall be such as to permit attractive 
career prospects. Central and/or other higher levels of 
government shall encourage and facilitate the introduction of 
career and merit systems in local government.

Article 6: Conditions of office of local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1. The conditions of office of local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must 
guarantee them the free exercise of their functions.

�. These conditions must provide in particular for appropriate 
compens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protection.



�0 從五都升格看我國直轄市自治權限之調整

�. Any functions and activities which are deemed incompatible 
with the holding of local elective office shall be determined by 
statute only.

Article 7: Supervis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activities 

�. Procedures for the supervis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be 
instituted only by the constitution or by statute.

�. The supervis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normally aim only at 
ensuring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Article 8: The resources of local authorities 

1.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be entitled to adequate financial resources 
of their own, distinct from those of other levels of government 
and to dispose freely of such revenu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ir powers.

�.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o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be in 
reasonable proportion to the tasks assumed by them. These 
resources shall be of a regular and recurring nature so as to 
permit uninterrupted public services and adequate financial 
planning. Any transfer of new responsibilities shall be 
accompanied by an allocation of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required 
for their fulfilment.

3. A reasonable proport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of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derive from local taxes, fees and charges of 
which they shall have the power to determine the rate.

�. Taxes which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be entitled to levy, or of 
which they receive a guaranteed share, shall be of a suffici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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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buoyant and flexible nature to enable them to keep pace 
with their responsibilities.

5. The autonomy of financially weaker local authorities requires a 
system of financial equalisation.

�. The right of local authorities to participate, in an appropriate 
manner, in framing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general 
apportionment of redistributed resources shall be expressly 
recognised.

�. The provision of block grants, which are not earmarked for the 
financing of specific projects or services, shall be promoted. 
The provision of grants shall not justify any undue intervention 
in the policies pursued by local authorities within their own 
jurisdiction.

Article 9: Associations of local authorities

�.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be entitled, in exercising their powers, 
to form associations for the defence and promotion of their 
common interests as well as in order to provide certain services 
to their members.

�. Other levels of government shall consult associations of local 
authorities when passing legislation affecting local government.

Article 10: International links

�. Local authorities right of association shall include that of 
belonging to a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also be entitled to maintain links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n other countries for the purpo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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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change and cooperation and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rticle 11: Legal protect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and their 
autonomy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have the right of recourse to a judicial remedy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ir autonomy and to ensure compliance with 
the laws which determine their functions and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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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制度相關之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三八號解釋】

解釋文

憲法第八十條之規定旨在保障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

涉。所謂依據法律者，係以法律為審判之主要依據，並非除法

律以外與憲法或法律不相牴觸之有效規章均行排斥而不用。至

縣議會行使縣立法之職權時，若無憲法或其他法律之根據，不

得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

【釋字第四六七號解釋】

解釋文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九

條施行後，省為地方制度層級之地位仍未喪失，惟不再有憲法

規定之自治事項，亦不具備自主組織權，自非地方自治團體性

質之公法人。符合上開憲法增修條文意旨制定之各項法律，若

未劃歸國家或縣市等地方自治團體之事項，而屬省之權限且得

為權利義務之主體者，於此限度內，省自得具有公法人資格。

解釋理由書

本件係聲請人於行使職權時，就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之

規定省是否仍具有公法人之地位，發生適用憲法之疑義而聲請

解釋，非關法規違憲審查之問題，合先說明。

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係基於憲法或憲法特別授權之法律加

以規範，凡憲法上之各級地域團體符合下列條件者：一、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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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自治事項制定規章並執行之權限，二、具有自主組織權，方

得為地方自治團體性質之公法人。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布

施行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一項分別規定：「省、縣地方制

度，應包括左列各款，以法律定之，不受憲法第一百零八條第

一項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條、第一百十二條至第一百十五條及

第一百二十二條之限制：一、省設省政府，置委員九人，其中

一人為主席，均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二、省設省諮

議會，置省諮議會議員若干人，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

之。」「六、中央與省、縣之關係。七、省承行政院之命，

監督縣自治事項。」同條第二項規定：「第十屆臺灣省議會議

員及第一屆臺灣省省長之任期至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

日止，台灣省議會議員及台灣省省長之選舉自第十屆台灣省議

會議員及第一屆台灣省省長任期之屆滿日起停止辦理。」同條

第三項規定：「臺灣省議會議員及臺灣省省長之選舉停止辦理

後，臺灣省政府之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得以法律為特別

之規定。」依上開規定，省為地方制度層級之地位仍未喪失，

惟臺灣省自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起既不再有憲法規定之自

治事項，亦不具備自主組織權，自非地方自治團體性質之公法

人。

查因憲法規定分享國家統治權行使，並符合前述條件而具

有公法人地位之地方自治團體外，其他依公法設立之團體，其

構成員資格之取得具有強制性，而有行使公權力之權能，且得

為權利義務主體者，亦有公法人之地位。是故在國家、地方自

治團體之外，尚有其他公法人存在，早為我國法制所承認（參

照國家賠償法第十四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一條第二項、

八十七年十月二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之訴願法第一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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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就省級政府之組織形態、權限範圍與

中央及縣之關係暨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等項，

均授權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立法機關自得本於此項授權，在

省仍為地方制度之層級前提下，依循組織再造、提昇效能之修

憲目標，妥為規劃，制定相關法律。符合上述憲法增修意旨制

定之法律，其未劃歸國家或縣市等地方自治團體之事項，而屬

省之權限且得為權利義務主體者，揆諸前開說明，省雖非地方

自治團體，於此限度內，自得具有其他公法人之資格。

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三項規定，鑑於臺灣省原職掌之功

能業務龐大，而相關職權法令之全盤修正曠日廢時，為期其制

度及功能、業務為適當之規劃與調整，乃授權立法機關得制定

特別法以迅為因應，非謂立法機關得不受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對省級政府之組織形態決定之限制而為

不同之規定，同條第一項其他各款亦然，並此敘明。

【釋字第四九八號解釋】

解釋文

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基於住民自治之理念與垂

直分權之功能，地方自治團體設有地方行政機關及立法機關，

其首長與民意代表均由自治區域內之人民依法選舉產生，分別

綜理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事務，或行使地方立法機關之職權，

地方行政機關與地方立法機關間依法並有權責制衡之關係。中

央政府或其他上級政府對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委辦事

項，依法僅得按事項之性質，為適法或適當與否之監督。地方

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保障之範圍內，享有自主與獨立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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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國家機關自應予以尊重。立法院所設各種委員會，依憲法

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雖得邀請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有關

人員到會備詢，但基於地方自治團體具有自主、獨立之地位，

以及中央與地方各設有立法機關之層級體制，地方自治團體行

政機關公務員，除法律明定應到會備詢者外，得衡酌到會說明

之必要性，決定是否到會。於此情形，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

之公務員未到會備詢時，立法院不得因此據以為刪減或擱置中

央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補助款預算之理由，以確保地方自治之

有效運作，及符合憲法所定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之均權原則。

解釋理由書

本件係前臺灣省議會聲請解釋，本院受理後，憲法增修條

文第九條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已有修正，地方制

度法並於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制定公布，省縣自治法及直轄

市自治法則經廢止。是本件解釋自應以現行法律為基準，合先

敘明。

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憲法於第十章詳列中央與

地方之權限，除已列舉事項外，憲法第一百十一條明定如有未

列舉事項發生時，其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有一

縣性質者則屬於縣，旨在使地方自治團體對於自治區域內之事

務，具有得依其意思及責任實施自治之權。地方自治團體在特

定事務之執行上，即可與中央分權，並與中央在一定事務之執

行上成為相互合作之實體。從而，地方自治團體為與中央政府

共享權力行使之主體，於中央與地方共同協力關係下，垂直分

權，以收因地制宜之效。憲法繼於第十一章第二節設「縣」地

方制度之專節規定，分別於憲法第一百十八條、第一百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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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直轄市、縣與市實行自治，以實現住

民自治之理念，使地方人民對於地方事務及公共政策有直接參

與或形成之權。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亦係本諸上述意旨而設，

地方制度法並據此而制定公布。

基於住民自治之理念以及中央與地方垂直分權之功能，地

方自治團體有行政與立法機關之自治組織設置，其首長與民意

代表均由自治區域內之人民依法選舉、罷免之，此分別有憲法

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一百二十四條、第一百二十六條，地方制

度法第三十三條、第五十五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條、

第二條、第六十九條等規定可據。地方自治團體不僅依法辦理

自治事項，並執行上級政府委辦事項。地方自治區域內之人

民對於地方自治事項，有依法行使創制、複決之權（憲法第

一百二十三條、地方制度法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二款、第三

章第二節參照）。地方立法機關行使其立法機關之職權，地方

行政機關應將總預算案提請其立法機關審議。地方立法機關開

會時，其行政機關首長應提出施報告，民意代表並有向該機關

首長或單位主管行使質詢之權；就特定事項有明瞭必要時，則

得邀請其首長或單位主管列席說明（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五條至

第三十七條、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

條參照）。此乃基於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之原則，地方行政與

地方立法機關並有權責制衡之關係。中央政府或其他上級政府

對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委辦事項，依法僅得按事項之

性質，為適法、適當與否或其他一定之監督（同法第四章參

照）。是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保障範圍內，享有自主與

獨立之地位，國家機關自應予尊重。

按立法院所設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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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人員到會備詢，為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所明定。鑑於行政

院應依憲法規定對立法院負責，故凡行政院各部會首長及其所

屬公務員，除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外部干涉之人員外，於

立法院各種委員會依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邀請到會備詢

時，有應邀說明之義務，亦經本院釋字第四六一號解釋在案。

惟考量權力分立及憲法上中央與地方均權之原則，就地方自治

團體行政機關公務員到會備詢應作適當之規範。地方自治既受

我國憲法制度性之保障，有一定之自主權限，為與中央政府共

享國家權力行使，並共同協力之主體，且中央與地方各設有立

法機關，建立層級體制。是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人員受立法

院各種委員會邀請到會備詢時，除法律明定應到會備詢者外，

尚不負到會備詢之義務。惟得衡酌到會說明之必要性，決定是

否到會。又中央對地方自治團體得視其財政狀況予以適當之補

助（憲法第一百四十七條、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九條、財政收支

劃分法第三十條參照），俾使地方自治團體足應其財政之基本

需求，以保障全國各地區住民之生活，實現全國經濟平衡發展

之憲法意旨。立法院自不得逕因地方自治團體所屬公務員之未

到會備詢，據以為刪減或擱置中央機關依法對地方自治團體補

助款預算之理由，以確保地方自治之有效運作，及符合憲法所

定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之均權原則。

【釋字第五二七號解釋】

解釋文

一、地方自治團體在受憲法及法律規範之前提下，享有自主組

織權及對自治事項制定規章並執行之權限。地方自治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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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所屬機關之組織，應由地方立法機關依中央主管機關

所擬訂之準則制定組織自治條例加以規定，復為地方制度

法第二十八條第三款、第五十四條及第六十二條所明定。

在該法公布施行後，凡自治團體之機關及職位，其設置自

應依前述程序辦理。惟職位之設置法律已有明確規定，倘

訂定相關規章須費相當時日者，先由各該地方行政機關依

地方制度法相關規定設置並依法任命人員，乃為因應業務

實際需要之措施，於過渡期間內，尚非法所不許。至法律

規定得設置之職位，地方自治團體既有自主決定設置與否

之權限，自應有組織自治條例之依據方可進用，乃屬當

然。

二、地方制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各級地方立法

機關議決之自治事項，或依同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至第四項

規定之自治法規，與憲法、法律、中央法規或上級自治團

體自治法規牴觸者無效。同法第四十三條第五項及第三十

條第五項均有：上述各項情形有無牴觸發生疑義得聲請司

法院解釋之規定，係指就相關業務有監督自治團體權限之

各級主管機關對決議事項或自治法規是否牴觸憲法、法律

或其他上位規範尚有疑義，而未依各該條第四項逕予函告

無效，向本院大法官聲請解釋而言。地方自治團體對函告

無效之內容持不同意見時，應視受函告無效者為自治條例

抑自治規則，分別由該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機關或行政機

關，就事件之性質聲請本院解釋憲法或統一解釋法令。有

關聲請程序分別適用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八條第一

項、第二項之規定，於此情形，無同法第九條規定之適

用。至地方行政機關對同級立法機關議決事項發生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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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時，應依地方制度法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條等相關

規定處理，尚不得逕向本院聲請解釋。原通過決議事項或

自治法規之各級地方立法機關，本身亦不得通過決議案又

同時認該決議有牴觸憲法、法律、中央法規或上級自治團

體自治法規疑義而聲請解釋。

三、有監督地方自治團體權限之各級主管機關，依地方制度法

第七十五條對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即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鄉、鎮、市公所）辦理該條第二項、第四項及第六

項之自治事項，認有違背憲法、法律或其他上位規範尚有

疑義，未依各該項規定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

行者，得依同條第八項規定聲請本院解釋。地方自治團體

之行政機關對上開主管機關所為處分行為，認為已涉及辦

理自治事項所依據之自治法規因違反上位規範而生之效力

問題，且該自治法規未經上級主管機關函告無效，無從依

同法第三十條第五項聲請解釋，自治團體之行政機關亦得

依同法第七十五條第八項逕向本院聲請解釋。其因處分行

為而構成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

疑義或爭議時，則另得直接聲請解釋憲法。如上述處分行

為有損害地方自治團體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情事，其行政

機關得代表地方自治團體依法提起行政訴訟，於窮盡訴訟

之審級救濟後，若仍發生法律或其他上位規範違憲疑義，

而合於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要

件，亦非不得聲請本院解釋。至若無關地方自治團體決議

事項或自治法規效力問題，亦不屬前開得提起行政訴訟之

事項，而純為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間或上下級地方自治團

體間之權限爭議，則應循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七條規定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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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尚不得逕向本院聲請解釋。

解釋理由書

地方自治團體享有自主組織權及對自治事項制定法規並執

行之權限，業經本院釋字第四六七號解釋在案。所謂自主組織

權係謂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規範之前提下，對該自治團

體是否設置特定機關（或事業機構）或內部單位之相關職位、

員額如何編成得視各該自治團體轄區、人口及其他情形，由該

自治團體之立法機關及行政機關自行決定及執行之權限（參

照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八條第三款）。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一月

二十五日地方制度法公布實施後，各級地方自治團體之機關

及職位之設置程序，應由地方立法機關依照法律及中央主管機

關擬訂之組織準則，制定組織自治條例，始得辦理，此觀該法

第二十八條、第五十四條及第六十二條之規定甚明。違反此一

程序設立之機關及所置人員，地方立法機關自得刪除其相關預

算、審計機關得依法剔除、追繳其支出。惟職位之設置法律已

有明確規定，地方立法機關對於是否設置或員額多寡並無裁量

之餘地，而訂定相關規章尚須相當時日者，經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由各該地方行政機關先行設置並依法任命人員，係因應業務

實際需要之措施，於過渡期間內，尚非法所不許。至法律規定

得設置之職位，地方自治團體既有自主決定設置與否之權限，

自應有組織自治條例之依據方可進用，乃屬當然。

地方制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各級地方立法

機關議決之自治事項，或依同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決議

之地方法規，與憲法、法律、中央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法

規牴觸者無效。發生上述無效情形時，依第四十三條第四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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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直轄市議會議決事項由行政院予以函告，縣（市）議會議

決事項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予以函告，鄉（鎮、市）民代表會

議決事項由縣政府予以函告。第四十三條第五項「第一項至第

三項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法律、中央法規、縣規章有無牴觸

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及第三十條第五項「自治

法規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團體自治

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

院解釋之」之規定，均係指對相關業務有監督自治團體權限之

各級主管機關，對議決事項或自治法規是否牴觸憲法、法律或

其他上位規範尚有疑義，而未依相關規定逕予函告無效，向本

院大法官聲請解釋而言。地方自治團體對函告內容持不同意見

時，如受函告無效者為自治條例，該地方立法機關經會議決議

得視其性質聲請本院解釋憲法或統一解釋法令，其聲請程式適

用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規定；如

受函告無效者為自治規則由該地方自治團體最高層級之行政機

關（即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聲請本院

解釋憲法或統一解釋法令，並無須經由上開審理案件法第九條

之層轉程序。蓋聲請解釋之標的既係中央主管機關或上級政府

函告無效，內容且涉及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權限，該中央主管

機關或上級政府已成為爭議之一造，自無更由其層轉之理。如

受函告之法規為委辦規則，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九條之規定，

原須經上級委辦機關核定後始生效力，受函告無效之地方行政

機關應即接受，尚不得聲請本院解釋。又地方行政機關對同級

立法機關議決事項發生執行之爭議時，應依同法第三十八條、

第三十九條等相關規定處理，亦不得逕向本院聲請解釋。又地

方制度法既無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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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之規定，允許地方立法機關部分議員或代表行使職權適用

憲法發生疑義或發生法律牴觸憲法之疑義，得聲請本院解釋，

各級地方立法機關自不得通過決議案，一面又以決議案有牴觸

憲法、法律、或其他上位規範而聲請解釋，致違禁反言之法律

原則。

有監督地方自治團體權限之各級主管機關，依地方制度法

第七十五條對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機關（即直轄市、縣、市政

府或鄉、鎮、市公所）辦理該條第二項、第四項及第六項之自

治事項，認是否違背憲法、法律或其他上位規範尚有疑義，未

依各該項規定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者，得依同

條第八項規定聲請本院解釋。其未經本院解釋而逕予撤銷、變

更、廢止或停止執行之行為，受處分之地方自治團體仍持不同

見解，可否聲請本院解釋，同條第八項文義有欠明確。衡諸憲

法設立釋憲制度之本旨，係授予釋憲機關從事規範審查權限

（參照憲法第七十八條），除由大法官組成之憲法法庭審理政

黨違憲解散事項外（參照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尚不及於具

體處分行為違憲或違法之審查。從而地方自治團體依第七十五

條第八項逕向本院聲請解釋，應限於上級主管機關之處分行為

已涉及辦理自治事項所依據之自治法規因違反上位規範而生之

效力問題，且該自治法規未經上級主管機關函告無效，無從依

同法第三十條第五項聲請解釋之情形。至於因上級主管機關之

處分行為有損害地方自治團體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情事，其行

政機關得代表地方自治團體依法提起行政訴訟，於窮盡訴訟之

審級救濟後，若仍發生法律或其他上位規範違憲疑義，而合於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要件，亦非不

得聲請本院解釋。至若無關地方自治團體決議事項或自治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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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問題，亦不屬前開得提起行政訴訟之事項，而純為中央與

地方自治團體間或上下級地方自治團體間之權限爭議，則應循

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七條解決之，尚不得逕向本院聲請解釋。

地方自治團體行使職權，就非屬前述之事項聲請解釋憲法

或統一解釋法律，其聲請程序應分別以觀：（一）地方立法機

關經各該議會之決議，得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

一項第一款或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分別聲請本院為憲法解釋

或統一解釋，無須經由上級機關層轉，此亦為本院受理該類案

件之向例（參照釋字第二六０號、第二九三號、第三０七號解

釋）。（二）直轄市、縣（市）之行政機關（即各該政府）辦

理自治事項，發生上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

第一款之疑義或爭議，或同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見解歧異，

且依其性質均無受中央主管機關所表示關於憲法或法令之見

解拘束者，基於憲法對地方自治建立制度保障之意旨，各該

地方政府亦得不經層轉逕向本院聲請解釋。（三）直轄市、縣

（市）之行政機關執行中央委辦事項，本應接受中央主管機關

指揮監督，如有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法律發生見解歧異，

其聲請本院解釋，仍應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九條之程

序提出。又地方行政機關依職權執行中央法規，而未涉及各該

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權限者亦同。均併此指明。

【司法院釋字第五五○號解釋】

解釋文

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國家為增進

民族健康，應普遍推行衛生保健事業及公醫制度，憲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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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五條、第一百五十七條分別定有明文。國家應推行全

民健康保險，重視社會救助、福利服務、社會保險及醫療保健

等社會福利工作，復為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五項、第八項所

明定。國家推行全民健康保險之義務，係兼指中央與地方而

言。又依憲法規定各地方自治團體有辦理衛生、慈善公益事項

等照顧其行政區域內居民生活之義務，亦得經由全民健康保險

之實施，而獲得部分實現。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九日公布、八十四年三月一日施行

之全民健康保險法，係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有關執行全民

健康保險制度之行政經費，固應由中央負擔，本案爭執之同法

第二十七條責由地方自治團體補助之保險費，非指實施全民健

康保險法之執行費用，而係指保險對象獲取保障之對價，除由

雇主負擔及中央補助部分保險費外，地方政府予以補助，符合

憲法首開規定意旨。

地方自治團體受憲法制度保障，其施政所需之經費負擔乃

涉及財政自主權之事項，固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但於不侵

害其自主權核心領域之限度內，基於國家整體施政之需要，對

地方負有協力義務之全民健康保險事項，中央依據法律使地方

分擔保險費之補助，尚非憲法所不許。關於中央與地方辦理事

項之財政責任分配，憲法並無明文。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七

條第一項第一款雖規定，各級政府支出之劃分，由中央立法並

執行者，歸中央負擔，固非專指執行事項之行政經費而言，惟

法律於符合上開條件下，尚非不得為特別之規定，就此而言，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七條即屬此種特別規定。至全民健康保

險法該條所定之補助各類被保險人保險費之比例屬於立法裁量

事項，除顯有不當者外，不生牴觸憲法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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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之實施須由地方負擔經費者，如本案所涉全民健康保

險法第二十七條第一款第一、二目及第二、三、五款關於保險

費補助比例之規定，於制定過程中應予地方政府充分之參與。

行政主管機關草擬此類法律，應與地方政府協商，以避免有片

面決策可能造成之不合理情形，並就法案實施所需財源事前妥

為規劃；立法機關於修訂相關法律時，應予地方政府人員列席

此類立法程序表示意見之機會。

解釋理由書

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國家為增進民

族健康，應普遍推行衛生保健事業及公醫制度；國家應推行全

民健康保險及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

社會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工作，對於社會救助和國民

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優先編列，乃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

一百五十七條暨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五項、第八項所明定之

基本國策。憲法條文中使用國家一語者，在所多有，其涵義究

專指中央抑兼指地方在內，應視條文規律事項性質而定，非可

一概而論。憲法基本國策條款乃指導國家政策及整體國家發展

之方針，不以中央應受其規範為限，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所稱

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係以實施社會保險

制度作為謀社會福利之主要手段。而社會福利之事項，乃國家

實現人民享有人性尊嚴之生活所應盡之照顧義務，除中央外，

與居民生活關係更為密切之地方自治團體自亦應共同負擔（參

照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三款第一目之規定），難謂地方自治

團體對社會安全之基本國策實現無協力義務，因之國家推行全

民健康保險之義務，係兼指中央與地方而言。八十三年八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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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公布、八十四年三月一日施行之全民健康保險法，係中央立

法並執行之事項。有關執行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行政經費，依

同法第六十八條全民健康保險所需之設備費用及週轉金（並人

事、行政管理經費），固應由中央撥付，依憲法第一百零九條

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一款暨第一百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十

款，各地方自治團體尚有辦理衛生、慈善公益事項等照顧其行

政區域內居民生活之責任，此等義務雖不因全民健康保險之實

施而免除，但其中部分亦得經由全民健康保險獲得實現。本案

爭執之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七條責由地方自治團體按一定比

例計算，補助各該類被保險人負擔之保險費，非屬實施全民健

康保險法之執行費用，乃指保險對象獲取保障之對價，而成為

提供保險給付之財源。此項保險費除由雇主負擔及中央補助部

分外，地方政府予以補助，合於憲法要求由中央與地方共同建

立社會安全制度之意旨，與首揭憲法條文尚無牴觸。本院釋字

第二七九號解釋亦本此意旨，認省（市）政府負擔勞工保險補

助費乃其在勞工福利上應負之義務而釋示在案。

地方自治團體受憲法制度保障，其施政所需之經費負擔乃

涉及財政自主權之事項，固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於不侵

害其自主權核心領域之限度內，基於國家整體施政需要，中

央依據法律使地方分擔保險費之補助，尚非憲法所不許。前

述所謂核心領域之侵害，指不得侵害地方自治團體自主權之

本質內容，致地方自治團體之制度保障虛有化，諸如中央代替

地方編製預算或將與地方政府職掌全然無關之外交、國防等事

務之經費支出，規定由地方負擔等情形而言。至於在權限劃分

上依法互有協力義務，或由地方自治團體分擔經費符合事物之

本質者，尚不能指為侵害財政自主權之核心領域。關於中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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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辦理事項之財政責任分配，憲法並無明文。財政收支劃分

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就各級政府支出之劃分，於第一款雖規定

「由中央立法並執行者，歸中央」，固非專指執行事項之行政

經費而言，然法律於符合首開條件時，尚得就此事項之財政責

任分配為特別規定，矧該法第四條附表二、丙、直轄市支出項

目，第十目明定社會福利支出，包括「辦理社會保險、社會救

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醫療保健等事業及補助之支出均屬

之」。本案爭執之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七條即屬此種特別規

定，其支出之項目與上開財政收支劃分法附表之內容，亦相符

合。至該條各款所定補助各類被保險人保險費之比例屬立法裁

量事項，除顯有不當者外，尚不生牴觸憲法問題。

法律之實施須由地方負擔經費者，即如本案所涉全民健康

保險法第二十七條第一款第一、二目及第二、三、五款關於保

險費補助比例之規定，於制定過程中應予地方政府充分之參

與，俾利維繫地方自治團體自我負責之機制。行政主管機關草

擬此類法律，應與地方政府協商，並視對其財政影響程度，賦

予適當之參與地位，以避免有片面決策可能造成之不合理情

形，且應就法案實施所需財源，於事前妥為規劃，自應遵守財

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八條之一之規定。立法機關於修訂相關法

律時，應予地方政府人員列席此類立法程序表示意見之機會。

【釋字第五五三號解釋】

解釋文

本件係台北市政府因決定延期辦理里長選舉，中央主管機

關內政部認其決定違背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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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行政院依同法第七十五條第二項予以撤銷；台北市政府不

服，乃依同條第八項規定逕向本院聲請解釋。因台北市為憲法

第一百十八條所保障實施地方自治之團體，且本件事關修憲及

地方制度法制定後，地方與中央權限劃分及紛爭解決機制之釐

清與確立，非純屬機關爭議或法規解釋之問題，亦涉及憲法層

次之民主政治運作基本原則與地方自治權限之交錯，自應予以

解釋。

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直轄市議員、直轄

市長、縣（市）議員、縣（市）長、鄉（鎮、市）民代表、鄉

（鎮、市）長及村（里）長任期屆滿或出缺應改選或補選時，

如因特殊事故，得延期辦理改選或補選。」其中所謂特殊事

故，在概念上無從以固定之事故項目加以涵蓋，而係泛指不能

預見之非尋常事故，致不克按法定日期改選或補選，或如期辦

理有事實足認將造成不正確之結果或發生立即嚴重之後果或將

產生與實現地方自治之合理及必要之行政目的不符等情形者而

言。又特殊事故不以影響及於全國或某一縣市全部轄區為限，

即僅於特定選區存在之特殊事故如符合比例原則之考量時，亦

屬之。上開法條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即係賦予該管行政機關

相當程度之判斷餘地，蓋地方自治團體處理其自治事項與承中

央主管機關之命辦理委辦事項不同，前者中央之監督僅能就適

法性為之，其情形與行政訴訟中之法院行使審查權相似（參照

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三項）；後者除適法性之外，亦得就行政

作業之合目的性等實施全面監督。本件既屬地方自治事項又涉

及不確定法律概念，上級監督機關為適法性監督之際，固應尊

重該地方自治團體所為合法性之判斷，但如其判斷有恣意濫用

及其他違法情事，上級監督機關尚非不得依法撤銷或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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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設立釋憲制度之本旨，係授予釋憲機關從事規範審查

（參照憲法第七十八條），除由大法官組成之憲法法庭審理政

黨違憲解散事項外（參照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四項），尚不

及於具體處分行為違憲或違法之審理。本件行政院撤銷台北市

政府延期辦理里長選舉之決定，涉及中央法規適用在地方自治

事項時具體個案之事實認定、法律解釋，屬於有法效性之意思

表示，係行政處分，台北市政府有所不服，乃屬與中央監督機

關間公法上之爭議，惟既屬行政處分是否違法之審理問題，為

確保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功能，該爭議之解決，自應循行政爭

訟程序處理。台北市如認行政院之撤銷處分侵害其公法人之自

治權或其他公法上之利益，自得由該地方自治團體，依訴願法

第一條第二項、行政訴訟法第四條提起救濟請求撤銷，並由訴

願受理機關及行政法院就上開監督機關所為處分之適法性問題

為終局之判斷。

解釋理由書

本件係台北市政府因決定延期辦理里長選舉，中央主管機

關內政部認其決定違背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經

報行政院依同法第七十五條第二項予以撤銷；台北市政府不

服，乃依同條第八項規定逕向本院聲請解釋。因台北市為憲法

第一百十八條所保障實施地方自治之團體，且本件事關修憲及

地方制度法制定後，地方與中央權限劃分及紛爭解決機制之釐

清與確立，非純屬機關爭議或法規解釋之問題，亦涉及憲法層

次之民主政治運作基本原則與地方自治權限之交錯，自應予以

解釋。本件聲請屬地方政府依據中央法規辦理自治事項，中央

與地方政府間對於中央法規之適用發生爭議，非屬本院釋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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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七號解釋之範圍，本院依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五條第八項受

理其聲請，與該號解釋意旨無涉，合先敘明。

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所謂特殊事故得延期辦理改

選或補選，在概念上無從以固定之事故項目加以涵蓋，而係泛

指不能預見之非尋常事故，致不克按法定日期改選或補選，或

如期辦理有事實足認將造成不正確之結果或發生立即嚴重之後

果或將產生與實現地方自治之合理及必要之行政目的不符等情

形者而言。又特殊事故不以影響及於全國或某一縣市全部轄區

為限，即僅於特定選區存在之特殊事故如符合比例原則之考量

時，亦屬之。上開法條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即係賦予該管行

政機關相當程度之判斷餘地，蓋地方自治團體處理其自治事項

與承中央主管機關之命辦理委辦事項不同，前者中央之監督僅

能就適法性為之，其情形與行政訴訟中之法院行使審查權相似

（參照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三項）；後者得就適法性之外，行

政作業之合目的性等實施全面監督。本件既屬地方自治事項又

涉及不確定法律概念，上級監督機關為適法性監督之際，固應

尊重地方自治團體所為合法性之判斷，但如其判斷有恣意濫用

及其他違法情事，上級監督機關尚非不得依法撤銷或變更。對

此類事件之審查密度，揆諸學理有下列各點可資參酌：（一）

事件之性質影響審查之密度，單純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解釋與同

時涉及科技、環保、醫藥、能力或學識測驗者，對原判斷之尊

重即有差異。又其判斷若涉及人民基本權之限制，自應採較高

之審查密度。（二）原判斷之決策過程，係由該機關首長單獨

為之，抑由專業及獨立行使職權之成員合議機構作成，均應予

以考量。（三）有無應遵守之法律程序？決策過程是否踐行？

（四）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其涵攝有無錯誤？（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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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概念之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之上位規

範。（六）是否尚有其他重要事項漏未斟酌。又里長之選舉，

固有例外情事之設計如地方制度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之遴聘規

定，但里長之正常產生程序，仍不排除憲法民主政治基本原則

之適用，解釋系爭事件是否符合「特殊事故」而得延辦選舉，

對此亦應一併考量，方能調和民主政治與保障地方自治間之關

係。本件因不確定法律概念之適用與上級監督機關撤銷之行政

處分有不可分之關係，仍應於提起行政訴訟後，由該管行政法

院依照本解釋意旨並參酌各種情狀予以受理審判。

本件台北市政府對於行政院依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五條第二

項撤銷其延選決定，台北市政府有所不服，乃屬與中央監督

機關間公法上之爭議，雖得依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五條第八項

聲請本院解釋，因係中央監督機關之撤銷處分違憲或違法之

具體審理，衡諸憲法設立釋憲制度之本旨，係授予釋憲機關

從事規範審查權限（參照憲法第七十八條），除由大法官組成

之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解散事項外（參照憲法增修條文第五

條第四項），尚不及於具體處分違憲或違法之審理（本院釋字

第五二七號解釋理由書參照）。本件行政院撤銷台北市政府延

期辦理里長選舉之行為，係中央主管機關認有違法情事而干預

地方自治團體自治權之行使，涉及中央法規適用在地方自治事

項時具體個案之事實認定、法律解釋，屬於有法效性之意思表

示，係行政處分，並非行政機關相互間之意見交換或上級機關

對下級機關之職務上命令。上開爭議涉及中央機關對地方自治

團體基於適法性監督之職權所為撤銷處分行為，地方自治團體

對其處分不服者，自應循行政爭訟程序解決之。其爭訟之標的

為中央機關與地方自治團體間就地方自治權行使之適法性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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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且中央監督機關所為適法性監督之行為是否合法，對受監

督之地方自治團體，具有法律上利益。為確保地方自治團體之

自治功能，本件台北市之行政首長應得代表該地方自治團體，

依訴願法第一條第二項、行政訴訟法第四條提起救濟請求撤

銷，並由訴願受理機關及行政法院就上開監督機關所為處分之

適法性問題為終局之判斷，受訴法院應予受理。其向本院所為

之釋憲聲請，可視為不服原行政處分之意思表示，不生訴願

期間逾越之問題（參照本院院字第四二二號解釋及訴願法第

六十一條），其期間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算。惟地方制度法

關於自治監督之制度設計，除該法規定之監督方法外，缺乏自

治團體與監督機關間之溝通、協調機制，致影響地方自治功能

之發揮。從憲法對地方自治之制度性保障觀點，立法者應本憲

法意旨，增加適當機制之設計。

本件聲請意旨另指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五條第二項有違憲疑

義，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要件不符；又

聲請統一解釋與已解釋部分有牽連關係，均不另為不受理之諭

知，併此指明。



��� 從五都升格看我國直轄市自治權限之調整



從五都升格看我國直轄市自治權限之調整

著　　者／葉慶元

出  版  者／財團法人孫運璿學術基金會

發  行  人／財團法人孫運璿學術基金會

地址：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69號4樓

電話：（02）2392-5579

傳真：（02）2321-8623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一百年十月

出版刷次／初版一刷

ISBN：978-986-87517-1-2（平裝）

《 非   賣   品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從五都升格看我國直轄市自治權限之調整

／葉慶元著.

--初版.-- 臺北市：孫運璿基金會, 民100.10

面；15×21公分

含參考書目

ISBN：978-986-87517-1-2（平裝）

1.直轄市  2.地方政府  3.地方自治

575.19                                   100022462


	00-從五都升格看我國直轄市自治權限之調整-目錄.pdf
	01-從五都升格看我國直轄市自治權限之調整-內文.pdf
	02-從五都升格看我國直轄市自治權限之調整-版權頁.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