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3225 

狀態 NC088FJU00194001 

助教

查核  

索書

號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法律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84666010  

研究

生(中) 
鄭妙蓉 

研究

生(英) 
CHENG MIAO-JUNG 

論文

名稱

(中) 

地方自治立法權之研究 

論文

名稱

(英) 

A Research on Local Home-Rule Legislative Powers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史慶璞 博士 

指導

教授

(英)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檔案

說明  

電子

全文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88 

出版

年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中) 
無 

關鍵

字(英) 
無 

摘要

(中) 

  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總統令公布之第二次憲法增修條文第十

七條中，明定「省縣自治法制化」，結束了自民國三十九年四月起，依

據「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網要」，以行政命令來進行地方自治之

「違憲」狀態，回歸憲政常軌。而民國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總統復

相繼公布立法院三讀通過之「省縣自治法」與「直轄自治法」，地方自

治更有穩固之法源依據，得據以推動「分權」之時代潮流。 民國八十六

年七月第四次修憲時，為實踐精簡行政層級之國發會共識，復於憲法增

修條文第九條規定，省自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起，停止省長及

省議會議員之選舉，省將不具有憲法第一百零九條規定由省立法並執行



事項之權限；亦不設行使省立法權之省議會。而為調整中央與地方及地

方自治團體間之關係，故立法院於民國八十八年元月十三日三讀通過

「地方制度法」，總統並於同月二十五日公布，二十七日正式施行，開

始了我國地方自治史上的新頁。 本論文定名為「地方自治立法權之研

究」，計分六章，茲將各章要旨略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分為二節：

第一節研究之動機與目的，地方自治立法權實為地方自治之核心，因為

誰一旦掌握立法權，誰就擁有第一線發號司令之地位。本文乃就地方自

治立法權之研究從法制面與實務面做一介紹及檢討，期能使地方制度健

全的發展，讓我國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權，邁入嶄新的一頁。第二節研

究之範圍與方法，本文係以憲法與其增修條文、省縣自治法、直轄市自

治法及地方制度法等相關法令為基礎，以我國學者看法和實務見解為佐

證之方式，通盤檢討我國地方自治立法權之缺失。此外，另運用比較法

學之方法，援引日本之學者論著、實務見解與相關立法例，以為我國之

借鏡，並填補不足之處。 第二章 地方自治之意義與本質。分為三節：

第一節地方自治之意義，所謂地方自治應是指「國家特定區域內的人

民，基於國家授權或依據國家法令，在國家法令監督之下，自組法人團

體，以地方之人事及地方之財產，自行處理各該區域內公共事務的一種

政治制度」。準此，所謂地方自治之涵義，均不脫離地方自治團體（團

體自治）與地方人民自行處理地方自治團體內事務（住民自治）二大要

素。第二節地方自治權本質之理論，學說向來有固有權說（獨立說）、

傳來說（承認說、授權說）、制度保障說及人民主權說之爭議。第三節

我國憲法與相關法制對於地方自治本質之落實，我國之地方自治制度，

通說認為：地方自治團體之權力，不是來自於憲法的賦予，就是來自於

法律的規定，故認為我國係採傳來說。本文認為，我國憲法對地方自治

制度之本質，應以採制度保障說較為合理，且符合當前的現狀。 第三章 

我國地方自治立法權之定性。分為二節：第一節地方立法權之本質，地

方自治立法權之本質，學說上有行政權和立法權之爭論，本文認為，我

國地方自治立法權之本質，究屬立法權或行政權？應從二者運作之「本

質」上來加以區別。而從憲法規定之文義性及體系上的解釋來看，我國

地方自治立法權之本質，為「立法權」的一環，而非行政權的行使。第

二節我國地方自治立法權之立法範圍，首先與各國法制作一比較研究，

然後再配合我國相關法制有關地方自治立法權之立法範圍，加以通盤檢

討，以確立我國地方自治立法權之範圍。 第四章 我國地方自治權之定

位。分為三節：第一節地方法規之相關概念，就地方自治立法權之動態

言，謂之為地方自治立法，而就地方自治立法權之靜態言，謂之為地方

自治法規。至於，地方自治立法權之界限，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與地方

權限劃分的問題，日本之「法律先占理論」，雖不失指明地方自治立法

權範圍與界限之一個簡潔明確的基準，但此一理論過於形式化、概念

化。本文認為，有關我國地方自治立法權之諸多問題，並不因「法律先

占理論」的突破或修正，即可迎刃而解，但卻可從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新

契機。第二節地方法規之監督－以地方制度法為中心，自治法規本得由

地方自治團體全權處理，除因定有罰則（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六條第四項

參照）或法律及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同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參照），應

報經上級機關或監督機關核定，須俟核定後始能公布或發布外，原則上



各該自治團體均得於完成立法程序後，即予公布或發布（同法第三十二

條參照）。第三節地方法規之位階效力，本文以地方制度法為中心，歸

納成如下幾點：一、自治條例具地方性法律效力；二、自治規則具行政

規則效力；三、委辦規則亦具行政規則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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