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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之所以將生存權保障規定入憲，不外乎是為存續人民的生命與保護人

性尊嚴，而人民生命的存續與人性尊嚴的保護，乃是包含我國在內的所有

立憲主義國家在憲法上對人民所負的至上、絕對義務，蓋生命的存續與人



性尊嚴的保護，係人民最根本的利益，此乃因生命若無法存續，即無法享

有憲法所賦予的基本人權，人性尊嚴若不獲保護，即喪失作為人的主體

性，失去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從而，基於人民生命的存續與人民人性尊

嚴的保護係立憲國家憲法的最基本正當性構成原理之事實，對於以存續人

民生命、保護人性尊嚴為制憲目的的我國憲法第 15 條之生存權保障規定

之法的性質（效力），本文基於前揭各章的研究所得，乃採生存權係屬具

體權利，憲法的生存權保障規定具有直接對所有國家機關（立法、行政、

司法機關）發生拘束效力之具體權利說的基本立場，此乃因相較於其他就

生存權規定之法的性質所提出的學說，具體權利說係較契合憲法設生存權

保障規定以保障人民生命、人性尊嚴的本意。惟本文雖採具體權利說，但

與日本學界就其憲法第 25 條的生存權保障規定之法的性質所提出的具體

權利說，在內涵上則有差異，蓋日本傳統的具體權利說僅言及以生存權立

法不作為違憲確認訴訟，作為生存權立法不作為的司法救濟手段，惟本文

認為若僅侷限於此，對生存權被立法不作為侵害的人民實益不大，故乃擴

大探討的範圍至立法義務與行政給付義務的課予層面。 日本憲法第 25 條

第 1 項規定「所有國民有營健康且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之權利」，在用語

上雖與我國憲法第 15 條的「人民之生存權…，應予保障」有所不同，但

如前述，由於所謂的生存，當然是包括最低限度的生活，而且是以此最低

生活保障作為生存權的核心內涵，從而，日本學界關於其憲法第 25 條的

生存權保障規定之法的性質所提出的見解、論據，以及司法判決就此所採

的觀點，皆有足供吾人參考者。 本文首先參考日本憲法學說及司法判決

就日本憲法第 25 條的生存權保障規定之觀點，從我國憲法的角度，論述

我國憲法第 15 條的生存權保障規定之憲法基礎及其法的性質，得出人民

在憲法上應有對國家的最低生活保障請求權，此最低生存權應屬人民得直

接依據憲法請求的具體權利。 其次介紹日本與我國方針規定說、抽象權

利說的見解、論據、司法判決（大法官釋憲），以及日本學者對方針規定

說、抽象權利說，以及採此學說的司法判決之批判，並從我國憲法保障人

民生存權的觀點，就方針規定說與抽象權利說所提出的論據，一一說理反

駁，以說明方針規定說、抽象權利說牴觸我國憲法第 15 條保障生存權的

旨趣。 再者，介紹日本與我國具體權利說的見解、論據，以及日本學者

對具體權利說的質疑，並從人民生命的存續與人性尊嚴的保護之觀點，基

於具體權利說的立場，對於日本學者就具體權利說所提出的質疑見解，一

一嘗試說理反駁，以論證較方針規定說與抽象權利說切合生存權保障精神

的具體權利說，在憲法法理上並非無法立足。 最後，本文基於國家應貫

徹我國憲法第 15 條所保障的生存權之立場，以有權利必有救濟之憲法保

障人權的精神為思考起點，從我國憲法的角度，嘗試在立法院就生存權的

保障立法不作為或不充分作為（由於立法不充分作為亦係立法者局部的不

作為，故以下皆稱之為立法不作為）的場合，建構人民的生存權因立法不

作為而被侵害時的司法救濟理論體系，而得如下的研究結論： （一）立

法者就生存權保障的立法不作為，係對生存權的消極侵害。蓋生存權既然

須有賴國家積極行為方得以實現，則立法者消極不行使立法權（立法不作

為），係使憲法保障的生存權無由實現，形同對生存權的否定，屬違憲行

為。 （二）關於生存權立法不作為得否為司法院大法官違憲審查的對

象，雖然若侷限於憲法第 170、171 條的條文用語，恐將導出否定的結



論，但本文從○1 作為憲法構成原理的人性尊嚴保護原則、權力分立原

理、○2 保障人民生存權的憲法第 15 條、以及○3 作為我國司法院釋憲、

違憲審查程序法的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與第 5

條第 1 項之分析，並援引大法官所做成的若干憲法解釋（釋字第 30、

154、216、264、316、342、371、374、395、421、477、499 解釋），認為

對立法院就生存權的立法不作為，司法院並非不得依前揭作為憲法構成原

理的人性尊嚴保護原則、權力分立原理，從憲法保障人民生存權的制憲目

的，藉由憲法所賦予的憲法、法律解釋權之行使，填補憲法或法律形式規

定在人權保障救濟方面的缺漏，將生存權的立法不作為納入司法違憲審查

的對象。 （三）至於司法院所為的生存權立法不作為違憲宣告，是否侵

害立法權，違反權力分立規定（憲法第 62 條）？本文認為若司法院在憲

法法理上得將生存權立法不作為納入違憲審查的對象，則在法理上即無不

得做違憲宣告之理。蓋依前所論，司法院之所以得以生存權立法不作為為

違憲審查對象，並宣告其違憲，乃是因為憲法對立法院的行使立法權有其

拘束力，司法院的審查及宣告，僅是依憲法審查立法院的不作為之立法權

的行使是否符合憲法的意旨，並將此審查結果宣告之，故不能將此審查及

宣告解為是司法權的凌駕立法權之上，以及司法權的侵害立法權之違反權

力分立。 （四）至於司法院的生存權立法不作為違憲宣告之效力，及其

對聲請人有何實益？本文認為由於此違憲宣告是針對生存權立法不作為本

身而為之，並未同時宣告立法院負有須立法保障生存權的立法義務，故若

以人民為釋憲聲請人時，則單憑此違憲宣告，對生存權因立法不作為而被

侵害的人民而言，實益不大。若係以中央或地方機關、立委總額三分之一

以上、各級法院法官為聲請人時，則其實益係在於此違憲宣告具有作為事

後匡正立法不作為違憲的憲法保障手段之功能。 （五）日本傳統的具體

權利說，通常僅限於以立法不作為違憲確認訴訟作為生存權的司法救濟手

段，惟如同本文所指出的，僅確認立法不作為違憲，若未課予立法部門有

立法義務，則人民的生存權依仍處於被侵害的違憲狀態，故對人民實益不

大，故本文乃進而探討在此不作為違憲宣告外，於憲法法理上，是否得請

求司法院大法官釋憲課予立法者有生存權立法義務，以及課予此立法義務

的憲法解釋是否侵害立法裁量權而牴觸權力分立？對此問題，本文認為：

○1 司法院在法理上並非不能依憲法保障人民生存權的精神，藉由憲法解

釋進一步肯認人民具有關於課予立法義務方面的釋憲聲請權，○2 立法院

在憲法的權力分立下，雖有不立法的立法裁量權，惟其立法權既源於憲法

的授權，自應受憲法拘束，而人民最低生活由於攸關人民的生命、人性尊

嚴，係憲法課予國家機關須優先保障的憲法義務，立法院從而無是否立法

保障此最低生活的裁量權，○3 司法權亦係源於憲法的授權，故亦受憲法

拘束，司法院於憲法上亦負有藉其被賦予的釋憲權、違憲審查權之行使，

以保障憲法、救濟人權，實現憲法的價值決定之憲法義務，故司法院的藉

由憲法解釋宣告課予立法院立法義務，乃是司法院的履行其保障人權的憲

法義務，闡明並宣告憲法的真意，故不能謂為是司法院逾越其權力界限，

侵害立法權，牴觸權力分立原理。 （六）然而，即便司法院課予立法院

立法義務，但立法院未必即會依此義務的課予而立法，此外，即使立法院

已啟動立法程序，但立法過程的冗長，對於急迫需國家生活救助者實屬緩

不濟急，故在此場合，為貫徹人民生存權的保障，乃不得不探討在憲法法



理上由司法院直接依憲法課予行政部門為具體的生活保障給付的可行性。

本文認為：司法院基於其前揭保障人權的憲法義務之履行，解釋闡明並宣

告行政部門在立法不作為的場合，亦負有依憲法採取具體措施保障（實

現）人民生存權的憲法義務，此課予行政給付義務的宣告，同樣不能謂為

是司法院逾越其權力分立下的司法權界限，而侵害行政權。 （七）至於

在我國已制定有保障生存權的社會救助法之情形下，以立法者就生存權立

法不作為的假設為前提，探討前揭生存權立法不作為時的司法救濟手段，

是否不符合實際，欠缺實益？本文認為憲法理論的建構，本即應假定各種

可能狀況預為因應，以提供社會保障法日後可能的修改、廢止時之合理司

法救濟的理論基礎，從而並非不具實益。 最後，本文認為應確認的基本

認知是：國家係為保護人性尊嚴而立法保障人權，此乃建構法理論，以及

解釋、適用所有法規範時的最高準則，吾人是為維護人性尊嚴、保障生存

權而建構法理論，而非受限於法理論與法制度以決定人性尊嚴及生存權的

是否應受具體保障，此乃吾人於思考所有生存權保障議題時最應在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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