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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問題意識 

憲政主義的實質內容之一在於人權的保障，因此憲法制度的設計，無不出

於對於政府權力的制衡。最早的憲政主義肇始於美國成文憲法，隨著人類歷史的

演進，民主憲政開始在各地開花結果。二次大戰後，隨著眾多亞非殖民地的獨立

，這些新國家的建立無不以立憲政體做為憲政的目標。 

而在一九八零年代末期開始的第三波民主革命更是人類歷史上僅見的大規

模民主浪潮。1隨著柏林圍牆的倒塌，許多原本在共產主義鐵幕中的東歐國家紛

紛轉向民主的陣營，連共產主義的大本營蘇聯也快速崩潰，取而代之的俄羅斯也

以發展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做為國家目標。民主化成果的鞏固便成為比較憲法上

的一個主要課題。2 

                                                 

1 關於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請參閱Samuel P. Huntington 著，劉軍寧譯，第三波：二十世
紀末的民主化浪潮，一九九四年九月初版一刷 

2 關於民主鞏固與憲政主義的關係，請參閱李國雄，我國的修憲過程與政治改革：從民主
轉型到民主鞏固，理論與政策，第十一卷第四期，1997年9月，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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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的法律學界中關於俄羅斯的文獻非常有限。但俄羅斯與我國在憲政

主義的發展上有著相似的過程，從威權主義轉向民主政治。3因此，憲法法院在

這樣的典範移轉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便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對照。同時，在從社

會主義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的社會體制中，俄羅斯的發展與對岸的中國大陸也是

兩條非常不同的道路。4釋憲機關的角色在型塑社會權利意識上，俄羅斯聯邦憲

法法院發揮了多大的影響力，也將是本文所欲探討的問題。 

 

1.2.本文架構 

本文欲將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的功能與角色放在轉型民主的脈絡下分析。

因此，本文首先將民主轉型的憲法功能典範作一概闊性的介紹，並且將憲法法院

放在這樣的脈絡下，引出轉型法院的典型功能。 

由於法律的分析不能跳脫一國的社會脈絡與政治文化做抽象的論述，因此

本文將以從帝俄時期到現在俄羅斯聯邦的憲法發展史為經，目前俄羅斯聯邦的憲

政體制為緯，描繪出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在當前政經環境下的座標系，以便在作

更深入的分析時不至於迷失焦點。接著，本文將介紹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的組織

架構以及訴訟類型，將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的運作輪廓作一完整的介紹，做為基

礎概念之建立。 

最後，本文將分析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對於俄國社會轉型所發揮的影響以

及限制。本文認為，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在俄羅斯的轉型民主中嘗試扮演比較積

極的角色，但是在俄羅斯傳統上對於司法獨立缺乏尊重的歷史經驗來看，未來俄

羅斯聯邦憲法法院是否能確保司法獨立，仍有待觀察，但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積

極的態度，才是使俄羅斯朝向法治國發展的最大保證。 

 

2. 民主轉型與憲法法院的關係 

                                                 

3 事實上，我國憲法根基於所謂的「國父遺教」上，即有許多概念是來自於共產主義對於
憲法的預設。例如孫文將國家權力分為政權與治權，政權委於一個龐大的國民大會就有民主集中

制的影子在內。相關文獻可參考。因此，我國在解嚴後的政治民主化，政治權力由集中一黨獨大

式的列寧式政黨逐漸開始與在野黨分享。關於我國與俄羅斯憲政主義發展之比較，請參考郭武平

，中俄憲政憲政發展之比較，俄羅斯學報，第二期，2002年1月，頁213 
4 依照學者Lindblom的分類，將改革區分為「全面理性」(rational-comprehensive)與「接續

有限度的比較」(successive limited comparison)。前者強調漸增式的改革步調，按部就班的小幅度
改變；至於後者則是全面性的改革，將過去的制度單純的視為經驗而已。See Charles E. Lindblom, 
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 19 Public Admin. Rev .79-88 (Spring 1959)。中國和俄羅斯的市
場經濟改革，正可以看做是這兩種不同取向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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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轉型憲法的功能典範 

傳統的憲政主義中，人權保障是憲法的核心價值。因此，憲法中往往盧列

人民的各種基本權利。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從防禦權功能的自由權發展到具有

受益權功能的各種社會權、程序保障以及制度性保障功能。5政府組織的設計也

是為了保護人民基本權而定。包括了權力分立與制衡的功能，不因政體為總統制

或內閣制而殊其目的。 

而在轉型國家中，政治的發展處於一個高速變動的狀態。憲法除了保障人

權的需求外，更必須在短時間內壓縮式的將西方立憲主義兩三百年的發展所產生

的問題處理完畢。6因此，轉型憲法負擔多重的功能。最主要的處理「轉型正義

」的問題。轉型憲法必須具備某種程度的模糊空間，讓轉型社會中流竄的權力有

運作、磋商的彈性。因此，轉型民主的憲法具有沈澱過去所做的政治上爭論，開

創新的政治氣氛的功能。 

在東歐國家的轉型轉型過程中，7憲法學者Cass Sunstein認為東歐國家的修憲
程序，在於導引憲法政治，適度地運用憲法來促進代議政治的發展，提升政府因

應轉型社會龐雜社會議題的能力。8學者Wiktor Osiatynski認為在轉型國家中，憲
法並非扮演一個規範性或原則性的角色，而是一個匯納不同意見以型塑政治共識

的程序。9Andras Sajo & Vera Losonci則認為轉型憲法的主要功能應在於帶領民主
轉型國家朝向法治主義(the rule of law)的建立與鞏固。10 

 

2.2.民主鞏固與憲法法院 

                                                 

5 憲法的各種基本權功能，請參閱許宗力，基本權的功能與司法審查，憲法與法治國行政
，1999年3月初版一刷，台北，頁155。 

6 葉俊榮，消散中的憲法時刻，現代國家與憲法，李鴻禧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月旦
出版社，1997年初版，頁238。 

7關於轉型國家憲法功能的類型及其內涵分析，see Jiunn-rong Yeh, Emerging New Functions 
of Constitution in Transitional States, paper submitted for The Fif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stitutional Law, July 12th-16th, 1999, Rotterdam, the Netherlands. 

8 See Stephen Holmes & Cass R. Sunstein, Th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al Revision in Eastern 
Europe, in Responding to Imperfec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Sanford Levinson, ed.), 1995 

9 Wiktor Osiatynski, The Constitution-Making Process in Poland, 13 Law & Policy 125 (1991) 
10 Andras Sajo & Vera Losonci, Rule by Law in East Central Europe: Is the Emperor’s New Suit 

a Straitjacket? , in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Transi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Douglas 
Greenburg et al eds.), 1993。上述資料皆轉引自葉俊榮，從「轉型法院」到「常態法院」：論大法
官釋字第二六一號與第四九九號解釋之解釋風格與轉型脈絡，台大法學論叢，第三十一卷第二期

，2002年三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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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轉型民主中，憲法法院的特色與其所發揮的功能是什麼？依照學者葉俊

榮的分析，將轉型民主的憲法法院稱為轉型法院，其制度特徵有四點。第一，強

化訊息釋放的功能，第二避免零和式的價值判斷，第三，著重與政治部門間的對

話，第四，保留政治部門的回應空間。而民主轉型完成後的憲法法院則為常態法

院，其制度特徵則為，第一，抽象規範原則的宣示，第二，黑白分明式的價值判

斷，第三，偏向對政治部門的控制，第四，壓縮政治部門的終局裁量權。11 

因此，在民主政治上軌道的國家如美國、德國，司職違憲審查的法院往往

傾向於控制政治部門的操弄空間，創造出某種司法積極主義的態度，確保民主與

法治國之基本價值。但是在新興民主國家如東歐、東亞國家中，憲法法院的角色

往往變的比較曖昧，避免直接、全面的宣告政治部門的決定違憲，將轉型政治的

價值決定留給政治部門作解決。12我們將可以在後面的分析檢討俄羅斯聯邦憲法

法院做為轉型法院的特徵以及功能，是否能夠順暢的溝通政治部門間的對話，並

落實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與法治國之確立。 

 

3. 轉型民主的憲政主義：俄羅斯聯邦的發展 

3.1.俄羅斯的憲政發展與憲政架構 

3.1.1.俄羅斯憲政主義之發展：找尋新憲法的掙扎 

3.1.1.1.革命前的初步嘗試 

俄羅斯從來就不是一個具有憲政主義傳統的國家，這樣的歷史發展自然有

許多不同的解讀。13但是俄羅斯對於憲政主義的嘗試早在羅曼諾夫王朝的末期就

已經開始。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位時即有行憲的呼聲。西元一九零五年日俄戰爭俄

羅斯戰敗後，對俄羅斯帝國的內部產生強烈的震撼，14立憲主義者的要求被徹底

落實，因此也制訂了俄國歷史上第一部的憲法，並舉行國會選舉。這部憲法在俄

                                                 

11 葉俊榮，從「轉型法院」到「常態法院」：論大法官釋字第二六一號與第四九九號解釋
的解釋風格與轉型脈絡，國立台灣大學法學論叢，第三十一卷第二期，2002年3月，頁 

12 同前註 
13 最常見的說法是地理性的隔絕使得俄羅斯的歷史發展沒有隨著西歐啟蒙運動將自由民

主的理念傳播出去，且受到東方民族統治的影響，see Sharlet, Robert, Soviet Constitutional Crisis: 
From De-Stalinization to Disintegration, M.E. Sharpe ,Inc. Armonk, New York 

14 日俄戰爭的結果同樣也導致清帝國末期的立憲運動，可以看出中俄兩大傳統陸權國家面
對明治維新後的新興日本的一種反應方式是採取立憲主義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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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帝國被二月的議會民主的革命推翻後，仍然繼續存在，總共選出了四屆的國

會，直到共產黨的十月革命後才被廢除。 

 

3.1.1.2.社會主義憲法實驗 

在十月革命後，共產黨建立了蘇維埃共產政權。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前後

共有四部憲法的產生。一九一八年新成立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Russian Soviet Federated Socialist Republic, RSFSR)廢除沙皇時期的舊憲法，制訂
新憲法，也是全世界第一部社會主義意識型態之憲法，強調無產階級革命。其後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SSR)於一九二
二年成立，一九二四年制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憲法」。該憲法基本上

是繼承一九一八年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精神而成。 

史達林於一九三三年掌權後，開始實行個人崇拜的政治統治，一九三六年

新制訂的憲法將史達林的地位入憲，整個憲法被扭曲成史達林個人的意識型態展

現。 

史達林死後，蘇聯社會從極權的統治中解放出來。政治階層展開去史達林

化的工程。從赫魯雪夫開始平反被史達林整肅的人物。布里茲涅夫雖然在政治上

與赫魯雪夫敵對，並被歸類為保守的政治人物，但是在其任內去史達林化仍是蘇

聯政治的主流。被稱為布里茲聶夫憲法的一九七七年憲法正是政治上去史達林化

的成文結果。15 

戈巴契夫於西元一九八五年接任蘇共總書記，成為蘇聯歷史上最年輕的領

導人，也是繼列寧之後第二位律師。此時，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的僵化使改革到了

刻不容緩的階段。在戈巴契夫的任內展開了驚心動魄的「重建」與「開放」的改

革政策。16與過去的改革措施有所不同的是，戈巴契夫的改革有兩個特徵。第一

，其不僅欲進行經濟上的改革，同時也進行政治上的改革。第二，戈巴契夫欲將

改革的內容透過法律加以實現。17戈氏透過憲法的修改，企圖以民主政治的具體

落實挽救蘇聯政權的危機。一九八九年開放國會直選，戈氏也當選蘇聯第一任總

統。但是戈氏的改革開放政策面臨激進派與保守派兩股力量的拉扯，政治上的自

由釋放後，卻造成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意識高漲，這股分離的趨勢在保守派

                                                 

15 See Sharlet, Robert, Soviet Constitutional Crisis, From De-Stalinization to Disintegration, 
M.E. Sharpe, Inc., Armonk, New York 

16 關於重建(Perestroika)與開放(glasnost)的改革，中文文獻請參閱戈巴契夫著，陸宗璇譯，
大翻修，黎明出版社，初版，台北，1989年。戈巴契夫著，岑鼎山等譯，改革與新思維，民主大
學，香港，1990年 

17 See Sharlet, Robert, supra not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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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九九一年八月的流產政變中變得不可逆轉，使得當時的俄羅斯總統葉爾辛的

聲望超過了蘇聯總統戈巴契夫，蘇聯正式走向解體。 

 

3.1.1.3.烽火下的新憲法 

俄羅斯、白俄羅斯與烏克蘭三國總統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在白俄羅斯首都

明斯克近郊簽訂獨立國家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條約，欲
建立一個鬆散的聯盟取代蘇聯。同年十二月蘇聯瓦解，由俄羅斯聯邦繼承蘇聯原

來的國際人格。俄羅斯總統葉爾辛於一九九三年主導通過新憲法，這也是目前所

實施的憲法。 

這部憲法在生產過程中並非沒有陣痛期，事實上制憲過程中，俄羅斯府會

間的爭執衝突演變到流血衝突的場面。總統葉爾辛希望以擴大總統權力的方式主

導俄羅斯政局的走向，但是傳統國會的勢力仍希望維持集體領導的模式。府會間

的衝突在一九九三年十月達到最高峰，葉爾辛總統宣布解散國會重新大選，國會

則宣稱總統的命令違憲，並提出總統彈劾案獲得通過。十月四日葉爾辛總統下令

砲轟國會大廈，保守派不敵而投降收場。這樣的發展也讓這部憲法的制訂過程中

留下了一些污點。18 

這部憲法共有九章一百三十七個條文，前言部分仿效美國憲法前言以We the 
… People做為憲法前言的開始。19並在俄羅斯的歷史上首次將違憲審查的制度納

入憲法條文中。新憲法的特色在於確立了俄羅斯多黨政治以及三權分立的政府架

構，並積極的宣示對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憲法第二章以四十八個條文詳細規定

人民各種基本權，包括隱私權20、居住遷徙自由21、宗教自由22、言論自由23、集

會結社自由24等。該憲法同時也賦予總統極大的權力，接近法國第五共和的設計

                                                 

18 關於俄羅斯新憲法的制憲過程，請參閱郭武平，俄羅斯的憲政發展問題探討，問題與研
究，第三十八卷第八期，1999年8月，頁37 

19 俄羅斯聯邦憲法前言原文開頭為:Мы,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народ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英文譯文為:We, the multinational people of Russian Federation… 

20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二十三條 
21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二十七條 
22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二十八條 
23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二十九條 
24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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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但是總統在解散國會、宣佈戒嚴以及緊急狀態實無副署的設計，使總統的實

際權力運作空間更大。 

 

3.1.2.俄羅斯聯邦之憲法架構：危險平衡的體制 

3.1.2.1.聯邦國的憲法架構 

俄羅斯的憲法架構是一聯邦國的設計，由六十個州(область, oblast)、六個邊
區(край, kray)、二十一個共和國(Республика, republic)和莫斯科、聖彼得堡兩個
直轄市(город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начения, city of federal importance)共八十九個聯邦
成員(субъект, subject)所組成。26俄羅斯憲法第六十五條將八十九個聯邦成員的名

稱皆載入憲法中，如此看似使聯邦成員獲得更高的地位，每一個州、自治共和國

皆為憲法上的機關，不容被裁撤。27雖然俄羅斯之聯邦制度有意仿效美國的聯邦

制度，但是其概念與美國的聯邦主義有所不同。俄羅斯從傳統以來就是一個中央

集權的國家，因此資源大多集中由中央配置。再加上蘇聯時期實施的計畫經濟，

地方政府更只是受支配的角色，而無自主之可能。28 

蘇聯瓦解後，俄羅斯的各自治共和國的自主意識不再受到壓迫，開始爭取

更大的獨立空間，兩次對車臣共和國的戰爭便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將各個聯邦成

員名稱入憲的作法，只是在緩和俄羅斯國內複雜的民族構成所造成的分裂危機，

將地方的分離主義由政治上或軍事上可能的衝突轉化為憲法上的爭議，藉由憲法

法院來解決。29 

 

 

 

                                                 

25 參見吳東野，半總統制政府體系的理論與實際，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五卷第八期，1996
年8月，頁37 

26 (субъект, subject)在國內的文獻中大多翻為「聯邦主體」，惟聯邦主體之詞在中文易與
聯邦本身產生混淆，故本文將之翻成「聯邦成員」。俄羅斯聯邦成員的全部表列，可參考

http://www.gov.ru/main/regions/regioni-44.html 
27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六十五條條文略謂：俄羅斯聯邦由下列聯邦成員所組成…，其後將所

有聯邦成員的名稱盧列在內。 
28 請參閱王承宗，俄羅斯「國家體制」之研究，問題與研究，第三十四卷第八期，1995年

8月，頁23 
29 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中的權限爭議解決機制可以提供以憲法做為解決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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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俄羅斯聯邦架構 

聯 邦 

 

州 邊區   共和國   直轄市 

3.1.2.2.半總統制的政府組織 

目前俄羅斯的政治體制是一種半總統制，總統權力在九三年的憲法中被大

幅擴充。30總統則由人民每四年直接選舉，採取兩輪投票絕對多數當選制度，得

連選連任一次。31國會分為上下兩院。聯邦上議院，又稱為聯邦院(Совет 
Федерации, Council of Federation)，代表俄羅斯聯邦各成員的利益，共有一百七
十八名議員，由各俄羅斯聯邦成員的行政、立法部門各派一名代表。聯邦下議院

，也被稱為國家杜馬(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State Duma)，共有四百五十名議員
，由人民直選，每四年選舉一次，其中一半議員為單一選區選出，另一半則為政

黨比例代表。32總理由總統提名，經國會下議院同意任命，組織政府。當國會連

續三次否決總統的提名時，總統得解散國會，重新選舉國會。33 

 

圖二：俄羅斯聯邦的府會關係圖 

總統 

            解散                          任命 

                   彈劾             服從 

國會 同意、監督 總理 

                                                 

30 關於俄羅斯聯邦半總統制的運作，中文文獻可參閱況正吉，憲政制度與政治文化對俄羅
斯民主鞏固的影響，問題與研究，第三十八卷第十一期，1999年11月，頁31 

31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八十一條 
32 俄羅斯聯邦憲法九十五條與九十六條 
33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一百一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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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俄羅斯聯邦之司法系統 

3.2.1.司法體系 

依照俄羅斯聯邦憲法中對於司法體系設計，以及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俄羅斯聯邦司法組織法之規定，俄羅斯聯邦之司法系統包含了聯邦法院系統

以及聯邦成員法院系統。34 

聯邦級的法院有三個，分別是聯邦憲法法院(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й Суд. 
Constitutional Court)、最高法院(Верховный Суд, Supreme Court)和高等仲裁法院
(Высший Арбитражный Суд, Higher Arbitration Court)。最高法院為一般事件的終
審法院，具有一般民、刑事及行政事件之管轄權。35一般民刑事及行政訴訟為三

級三審，第一審為地方法院，第二審為各州、邊區、共和國及直轄市之高等法院

。在商事案件中，則有一套新的仲裁法院體系取代過去的仲裁法庭系統。一九九

五年制訂新的商事程序法，商事案件的審判便歸由仲裁法院所管轄。在聯邦的層

級是高等仲裁法院，36下轄八十二個地方商事法院。37因此，俄羅斯的法律制度

雖然受到強烈的歐陸法系影響，但是並未發展出獨立的行政審判權以及行政法院

的制度。反而在商事法的領域內，發展出獨立的商事法院系統，這或許是俄羅斯

的司法體系中相當具有特色的部分。 

在聯邦成員法院系統，包括了聯邦成員之憲法法院以及地方法院。聯邦成

員之憲法並非必要，直到2001年六月，八十九個聯邦成員中只有四十四個制訂憲
法，並且只有十二個聯邦成員設有憲法法院並運作。38聯邦成員之憲法法院依俄

羅斯聯邦司法組織法之規定，享有聯邦成員之法規範控制以及聯邦成員憲法解釋

權。地方法院則享有一般民、刑事以及行政訴訟之初審權。39 

 

                                                 

34 Anonyme, “Les Relations entre les Cours Constitutionnelles et les autres Juridictions 
nationales , y compris l’Interférence, en cette matière, de l’Action des Juridictions Européennes”, 
Rapport de la Cour Constitutionnelle de la Fédération de Russie a la Conférence des Cours 
Constitutionnelles Européennes ⅩⅡème Congrès, la version française, 2002, at 1 

35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 
36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一百二十七條 
37 See Smith, Gordon, Reforming the Russian Legal Syst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at 131 
38 See Supra note 34, at 2 
39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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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俄羅斯的聯邦司法系統40 

 

最高法院  聯邦憲法法院 高等仲裁法院 

民
事
庭 

刑
事
庭 

行
政
庭 

 

高等法院  仲裁法院 

 

地方法院 

 

3.2.2.聯邦憲法法院之定位 

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是俄羅斯行使違憲審查權力的機關。聯邦憲法法院於

一九九一年七月建立，是俄羅斯聯邦在試行憲法政治中最主要的一項制度設計。

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在設計時，是採取模仿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而設計，以獨立的

機關做為憲法控制的機制。在社會主義對於法規範體系的理解同樣是基於議會主

權的預設。因此，最高蘇維埃高於一切政治權力，41代表人民行使一切政權。司

法是為服務革命而設，只能單純地適用議會通過的法律。法規範的控制自然不屬

於司法領域，而是議會的職權。因此，憲法的解釋皆由最高蘇維埃為之。聯邦憲

法法院的設置可說是完全拋棄了社會主義議會主權對於憲法概念的理解。 

在最初憲法法院每次只審查一個案件，導致審理的案件量相當少。在第一

年中只審理了九個案件，相較於美國最高法院每年約七十五到一百五十件，德國

                                                 

40 Ibid. 
41 「蘇維埃」(Совет, Soviet)這個字在俄文中的意思即為「會議」之意。最高蘇維埃其實相

當於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或是我國過去的國民大會之地位。同樣的，在英國憲法也是出於議會主

權(Parliament supremacy)的預設，因此有謂「國會萬能，除了不能把男人變成女人」的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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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憲法法院每年超過一百五十件案件。42在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聯邦憲法

法院法通過後，憲法法院可以同時審理多重案件，憲法法院之功能才開始大幅彰

顯。43 

 

圖四：俄羅斯聯邦憲政運作架構圖 

89個聯邦成員：州、邊區、共和國、直轄市 

                                           指派 

  聯邦憲法法院

   十九名法官 

             提名                 同意 

             

彈劾                      解散                   

 

 直選        提名                        否決    不信任     直選 

    總理 

           聯邦政府 

                                                                          

 

                                                 

42 See supra note 37, at 134 
43 Ibid. 

    聯邦總統 

    兩輪投票 

   上議院 

聯邦院178席 

國家杜馬450席 

 單一選區225席

 政黨比例225席

俄羅斯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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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轉型法院的研究：以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為中

心 
憲法法院的地位以及主要權限規定在俄羅斯聯邦憲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以及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三條。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是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在憲法上之依據，

實際上已具體規定憲法法院之權限。該條文之規定為：「一、俄羅斯聯邦憲法法

院由十九名法官所組成。二、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在總統、聯邦院、國家杜馬、

五分之一的國會議員、聯邦政府、最高法院和高等仲裁法院、俄羅斯聯邦成員的

立法及行政部門請求時，審判下列關於合憲性的案件：(a)聯邦法律以及總統、
國會、聯邦政府的行政命令，(b)自治共和國之憲法、俄羅斯聯邦成員的法律和
其他命令。(c)國家權力主體間的條約、國家主體和聯邦成員間的條約以及聯邦
成員間之條約。(d)尚未生效的國際條約。三、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調解下列權
限爭議案件：(a)國家權力主體間之爭議。(b)國家權力主體與聯邦成員間之爭議
。(c)聯邦成員間之爭議。四、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對於公民憲法上權利及自由
受到侵犯之案件，以及法院之請求時，審查系爭案件所適用之法律之合憲性。五

、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在總統、聯邦院、國家杜馬、聯邦政府或聯邦成員之立法

部門請求下，解釋俄羅斯聯邦憲法。六、違憲之法律及其條文喪失效力。違憲之

國際條約不應執行並適用。七、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在聯邦院之請求下，裁定總

統彈劾之案件是否合乎法定程序。」44 

                                                 

44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英文譯文為：1.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hall consist of 19 members. 

2.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the reques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Council of the Federation, the State Duma, one fifth of the deputies of a 
chamber of the Federal Assembl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Higher Court of Arbitra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bodies of the subject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hall adjudicate in cases concerning the 
compatibility with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f: a) federal laws and normative act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Council of the Federation, the State Duma, th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b)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Republics, the Statutes, laws and 
other regulations of the subject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which are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bodies of the state power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under the joint jurisdiction of bodies of state 
power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bodies of state power of the subject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 
treaties between the bodies of state power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bodies of state power of the 
subject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lso treaties between the bodies of state power of the subject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d) international treati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which have not yet come into 
force. 

3.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hall settle disputes with regard to 
competence: a) between federal bodies of state power; b) between federal bodies of state power and 
bodies of state power of subject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 between supreme bodies of state power 
of subject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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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三條第一項再度補充憲法法院職權之相關規定
。45下文將分別就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之組織與權限分別介紹之。 

 

                                                                                                                                            

4.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upon complaints about viola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s of citizens and upon requests of the courts, shall verify the 
conformity with the Constitution of any law which is applied or shall be applied in a concrete case in a 
way established by federal law. 

5.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upon the request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Council of the Federation, the State Duma, th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r the legislative bodies of the subject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hall interpret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6. Acts and their provisions which are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Constitution shall lose validity. 
International treaties which are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hall 
not be implemented and applied. 

7.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upon a request of the Council of the 
Federation shall issue a ruling on whether the bringing of charge against the President of treason or the 
commission of other grave crime complies with established procedure. 

45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三條第一項之條文英文譯文為：To protect the founda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and the basic rights and freedoms of individuals and citizens, and to ensure the 
supremacy and direct ac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the entire territor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1. shall decide cases on conformity with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f: a. federal 
laws; enactments issu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Federation Council, the State 
Duma, th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b. constitutions of republics, charters, as well as 
laws and other enactments issued by Constituent entiti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matters 
pertaining to the jurisdiction of organs of Stat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o the joint 
jurisdiction of organs of Stat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organs of State Government 
of Constituent entiti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 agreements between organs of Stat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organs of State Government of Constituent entiti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agreements between organs of State Government of Constituent entiti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d. international treati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at have not come into force; 

2. shall settle disputes about competence: a. between federal organs of State Government; b. 
between organs of Stat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organs of State Government of 
Constituent entiti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 between supreme organs of State Government of 
Constituent entiti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3. shall, at complaints on the violation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s of citizens and at 
inquiries of courts, verify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a law that has been applied or ought to be applied in a 
specific case; 

4. shall giv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5. shall deliver an advisory opinion on the observance of a prescribed procedure for charg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with high treason or with commission of other grave offence; 

6. shall take legislative initiative on matters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7. shall exercise other powers vested in it by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Federation Treaty and federal constitutional laws; may also exercise rights vested in it by agreements 
conclud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1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delineation of 
jurisdiction and powers between organs of Stat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organs of 
State Government of Constituent entiti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s long as those rights do not 
contravene its legal nature and destination as a judicial body of constitution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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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聯邦憲法法院組織 

4.1.1.法院的構成 

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共有十九名法官，其中一名院長一名副院長，由法官

互選，任期三年。46法官的任命是由總統提名，經聯邦院之同意任命。47聯邦憲

法法院法官一任十二年，並不得連任。48憲法法院法官的候選人必須年滿四十歲

，受過高等法學教育，並在法律界任職十五年以上，或是在法學領域受到高度肯

定。49法官的退休年齡為七十歲。憲法法院法官不得兼任國會議員或是除了教職

或學術以外任何公、私單位人員，或經營商業活動。50 

 

4.1.2.法官的身份保障及獨立 

聯邦憲法法院法官身份受到保障，非有法定暫停職權或解職之理由不得暫

停其職權或將其解職。51同時，憲法法院之法官享有豁免權，除非憲法法院同意

或現行犯，不得受逮捕或審判。52 

 

4.1.3.憲法法院的組織、審理與判決型態 

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之判決可區分為全院聯席會(plenary session)與庭會
(chamber session)。憲法法院區分為兩個庭，分別由十位法法官與九位法官所組
成。院長及副院長不得在同一庭內。53原則上全院聯席會得審理所有憲法法院之

案件，關於審查自治共和國之憲法合憲性、憲法解釋、出具總統彈劾案法律意見

、發表憲法法院意見以及立法提案時，只能由全院聯席會審議。全院聯席會亦得

                                                 

46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二十三條 
47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四條第一項 
48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49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八條 
50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十一條第一項 
51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停職及解職之規定分別在聯邦憲法法院法十七條與十

八條 
52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十五條 
53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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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正副院長、分派憲法法院法官至各庭、制訂或修正關於憲法法院之規則、案

件分配程序以及法官之暫停職權、解職等等事項。54庭會則審理一般之規範審查

、權限爭議以及憲法訴願之案件。55 

憲法法院之審理應採取公開審理、言詞審理、連續審理主義。56兩造當事人

在訴訟上享有相同的權利。57 

憲法法院的判決型態主要分為三種，58審理之案件為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三條

第一項第一到第四款之事項，也就是規範審查、憲法訴願、權限爭議、憲法解釋

之問題時，憲法法院應以判決(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ruling)之型態表示法院之意見。關
於總統彈劾案憲法法院則出具法律意見(заключение, advisory opinion)。關於其他
事項之裁判則稱為決定(определение, decision)。法院之判決應以法官公開投票採
多數決之方式為之。關於規範審查以及尚未生效之國際條約審查，當兩邊票數相

同時，視為系爭法規或條約合憲，關於權限爭議時，則必須過半數同意通過，關

於憲法解釋，則需要三分之二之多數決。 

判決書之形式應以俄羅斯聯邦為名行之，並附裁判理由。在法院做出判決

後需立即宣判，並將判決書在兩週內送達當事人、總統、聯邦院、國家杜馬、聯

邦政府、人權委員會、最高法院、高等仲裁法院、檢察總長以及法務部長。59 

憲法法院之裁判為最終之決定，不得上訴，並自宣判時起立即生效。憲法

法院之裁判具有自動執行(self-executing)之效力，被憲法法院宣告違憲之法律不
得再以重新通過之方式翻案。60憲法法院之法官若有協同意見或不同意見時，亦

得撰寫協同意見書或不同意見書，附加在判決之後。61 

 

4.1.4.憲法法院的規則制訂權及立法提案權 

與德國、奧地利之憲法法院相同，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在不抵觸聯邦憲法

以及聯邦憲法法院法的範圍內，得制訂關於憲法法院內部之院、庭的組織程序、

                                                 

54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二十一條 
55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二十二條 
56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與第三十四條 
57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三十五條 
58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七十一條 
59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七十七條 
60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七十九條 
61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七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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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案方式及程序、案件審理流程以及其他關於內部行政事務之事項。62此乃基於

程序自治(Verfahrensautonomie)的角度，給欲憲法法院之自治權。 

同時，憲法法院在關於憲法法院的事項內，具有立法提案權，得向國家杜

馬提出法律案。63 

 

4.1.5.案件之預審程序 

凡向聯邦憲法法院起訴之案件必須先經過預審程序(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е 
изучение, preliminary review)，通過預審後才能受憲法法院之審理，以控制憲法
法院所審理之案件數量。依據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四十條與第四十一條之規定，預

審程序可以區分為秘書處的預審與憲法法院法官之預審。案件到憲法法院後首先

必須經過秘書處的登記，若案件(1)明顯不屬於憲法法院管轄範圍、(2)格式不合
聯邦憲法法院法之規定、(3)請求人不具當事人適格地位、(4)未繳裁判費時，秘
書處應通知聲請人格式不備。64在案件向秘書處登記後，憲法法院院長得指定一

到數名法官在兩個月內預審聲請案件，並向全院聯席會報告之。全院聯席會應於

報告後一個月內決定是否審理。65 

 

4.2.聯邦憲法法院之權限 

依照俄羅斯憲法第一百二十五條與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三條之規定，

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主要的職權有下列幾項：一、法規的規範審查，二、憲法訴

願，三、權限爭議審判，四、憲法解釋，五、尚未生效之條約審查，六、出具總

統彈劾案法律意見。以下分別就這幾種權限介紹其程序上之要求與規定。 

 

4.2.1.抽象憲法解釋 

根據俄羅斯聯邦憲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五項及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一百零五

條之規定，聯邦憲法法院在受到總統、聯邦院、國家杜馬、聯邦政府或聯邦成員

                                                 

62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二十八條 
63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六款 
64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四十條 
65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四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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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法部門請求時，得解釋俄羅斯聯邦憲法。66這是屬於抽象的憲法解釋。憲法

法院對於憲法的解釋拘束所有國家的立法、行政及司法機關以及地方政府和私人

。67 

 

4.2.2.規範審查 

根據俄羅斯聯邦憲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二項，聯邦憲法法院審查聯邦法律

、行政命令以及聯邦成員的法律、行政命令的合憲性，此為聯邦憲法法院最重要

之功能之一。聲請憲法法院審查法律規範之聲請權人為總統、聯邦院或國家杜馬

、聯邦院或國家杜馬五分之一之議員、聯邦政府、最高法院、高等仲裁法院以及

聯邦成員之立法和行政部門。68聲請人對於聯邦法律以及行政命令有抵觸憲法之

疑義無法執行或是聯邦成員認為違憲拒絕執行時，得聲請法院裁判。憲法法院審

查時應依據規範之本質、形式、程序以及權力分立、權限劃分的標準判斷系爭法

規範之合憲性，69並依照審理結果做出系爭法規範合憲或違憲之判決。70 

 

4.2.3.憲法訴願 

                                                 

66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一百零五條 
67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一百零六條 
68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八十四條 
69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八十六條第一項，該條文之判斷標準亦准用至其他程序中，為俄羅斯

聯邦憲法法院審查案件合憲性之重要標準。資錄該條文之英文譯文：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Russian Federation shall establish the conformity with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f 
enactments of organs of State Government and of agreements between them as for: 

1. substance of the norms; 

2. form of the enactment, the agreement or the treaty; 

3. procedure for their signing, conclusion, adoption, promulgation, or entry into effect;  

4. perspective of the separation of state power into the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judicial as 
provided for by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5. perspective of the delineation of competence between the federal organs of State Government 
as provided for by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6. perspective of the delineation of jurisdiction and powers between organs of Stat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organs of State Government of Constituent entiti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s provided for by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Federation Treaty and 
other agreements on the delineation of jurisdiction and powers. 

70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八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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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也受理公民的憲法訴願案件。憲法訴願為在具體個案

中判斷系爭法規範是否違憲之程序。其憲法上之依據為俄羅斯聯邦憲法第一百二

十五條第四項之規定。憲法訴願之案件可區分為由一般人民直接向憲法法院聲請

以及一般法院在審判時適用法規遇有違憲疑義，裁定停止審判程序移送憲法法院

兩種。71 

如系爭法律侵害人民憲法上的權利或自由，而且該法律已被管轄法院或行

政機關具體適用在個案上，人民得向憲法法院聲請憲法訴願。憲法法院在受理人

民之憲法訴願後，應通知原管轄法院或行政機關，但無停止執行之效力。72憲法

法院依照審理之結果，應做出合憲或違憲之判決。若系爭法規範被宣告違憲，該

案件得依照通常程序向管轄法院或機關聲請再審。同時，當事人所繳之裁判費應

予以退還。73 

一般法院在審判時，若審理之結果認為適用之法律有違憲之疑義時，亦得

裁定停止審判程序，將案件移送憲法法院確認之。憲法法院審理期間訴訟之進行

與執行暫停。74判決結果則准用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一百條關於人民直接聲請憲法

訴願之規定辦理。75 

 

4.2.4.權限爭議審判 

根據俄羅斯聯邦憲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聯邦憲法法院負責調解

國家權力機關間、其與聯邦成員間以及聯邦成員相互間的權限爭議。因此，調解

權限爭議亦為憲法法院的功能之一。 

聲請憲法法院審理權限爭議案件之當事人及程序可分為由涉及爭議的系爭

國家機關所提出以及由總統所提出兩種。76依據俄羅斯聯邦憲法第八十五條第一

條，總統得調解國家機關之間或其與聯邦成員間或聯邦成員之間之權限爭議，若

調解失敗，總統得將案件移送至相關法院。77當聲請人認為系爭機關某項法令或

                                                 

71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九十六條及第一百零一條 
72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九十八條 
73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一百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74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一百零三條 
75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一百零四條 
76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九十二條 
77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之英文譯文為：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ay use reconciliation procedure to settle disputes between bodies of state power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bodies of state power of subject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s well as betwe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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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決定違反了憲法關於機關權限之劃分時，應先以書面請求系爭機關排除之，或

請求總統依憲法第八十五條進行調解。若在書面申請一個月內仍未排除或調解失

敗，才能由當事機關請求或由總統移送至憲法法院裁判之。78 

憲法法院在審理關於權限爭議之案件時，應依照三權分立以及憲法分設國

家機關之原則裁判。並依照審理結果做出承認或否認系爭機關做成法令或決定之

權限。當憲法法院否認系爭機關之法令發佈權限時，該法令自宣判時起失其效力

。79 

 

4.2.5.尚未生效條約之審查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聯邦憲法法院得審查

尚未生效之國際條約的合憲性。 

條約審查案的申請權人，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八十八條，為總統、聯邦院

或國家杜馬、聯邦院或國家杜馬五分之一之議員、聯邦政府、最高法院、高等仲

裁法院、聯邦成員之行政與立法部門。80當申請人認為尚未生效之條約有違反俄

羅斯聯邦憲法之虞時，得連同可能被違反之憲法條文送請憲法法院審查。當憲法

法院審查認為該條約違憲時，國會不得批准該條約或以其他方式通過。81 

 

4.2.6.總統彈劾案法律意見 

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的最後一項職權則為審查彈劾總統程序。根據俄羅斯

聯邦憲法第九十三條，總統之彈劾案的程序要件有四項，由國家杜馬三分之一以

上議員提案，三分之二以上議員同意，並經最高法院確定有罪判決、聯邦憲法法

院審查符合法律程序後，送請聯邦院複決。並由聯邦院自彈劾案移送複決三個月

內，由三分之二以上議員同意而通過。82因此，在總統彈劾的程序中，聯邦憲法

法院的角色為出具關於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規定之法律意見。 

                                                                                                                                            

bodies of state power of the subject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case of failure to reach an agreement 
he has the right to transmit the dispute to consideration of the relevant court. 

78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九十三條 
79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九十五條 
80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八十八條 
81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九十一條 
82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九十三條之英文譯文：1.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ay be 

removed from office by the Council of the Federation only upon accusation of treason or other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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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總統彈劾案程序之申請權人為聯邦院。83聯邦院應在國家杜馬決議後一

個月內，連同決議文以及最高法院之判決書，送請憲法法院出具意見。憲法法院

需於十日內做出彈劾程序是否合法之法律意見。84若憲法法院認為彈劾程序不合

法，則總統彈劾案不成立。85 

 

5. 影響分析 

5.1.規範審查制度的具體特徵 

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採取德國式的聯邦憲法法院制度。在規範審查上為集

中型的審查、事後的審查。對於案件審查的類型則兼具具體的憲法訴願以及抽象

的憲法解釋。 

首先就集中型審查而言，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是俄羅斯唯一掌管規範審查

的法院。其他法院適用法律有違憲疑義時，得裁定停止審判程序，聲請憲法法院

。86此種規定與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二項的規定以及大法官釋

字第三七一號解釋之意旨相似。同時憲法法院也採取事後審查的規範控制方式，

待法規公布具體適用產生違憲疑義時，才做合憲性的審查，未採如法國憲法委員

會的事前審查機制。 

在審查案件的類型上，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並不只是單純審判具體的個案

，同時在總統、國會、聯邦政府或是聯邦成員的立法部門請求下，也從事抽象的

憲法解釋功能。 

                                                                                                                                            

crimes put forward by the State Duma and confirmed by a conclus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the presence of indications of a crime in the President's action, and a conclus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as regards the observance of the established procedure for bringing charges 
against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 The decision of the State Duma on bringing charges and the decision of the Council of the 
Federation on the removal of the President from his office shall be adopted by two thirds of the total of 
the votes in each chamber on the initiative of not less than one third of the deputies of the State Duma 
and provided there is a conclusion of a special commission formed by the State Duma. 

3. The decision of the Council of the Federation on the removal of the President from his office 
shall be adopted not later than 3 months after the charges against the President were brought by the 
State Duma. The charges against the President shall lapse if the decision of the Council of the 
Federation is not adopted within this period. 

83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一百零七條 
84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一百零九條 
85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一百一十條 
86 俄羅斯聯邦憲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三項、聯邦憲法法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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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憲法法院之運作實態：在政治力間搖擺 

在從極權政治轉型成民主憲政時，憲法必須融入政治生活中，成為生活的

一部份。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在這個過程中積極建立自身之公信力。憲法法院第

一個宣告違憲之案件為葉爾辛總統將內政部與國安部合併案，憲法法院說服總統

服從憲法法院之裁判，初步的建立了憲法法院的權威。87在接下來兩個案件中，

憲法法院認為國會限制著作權局以及反壟斷委員會之立法違憲。從最初的三個案

件中可看出，憲法法院試圖在行政權以及立法權之間作平衡。88總結憲法法院最

初一年的運作中，有十個裁判判決行政部門違憲，十個裁判判決立法部門違憲。
89 

在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之運作初期，只有一個案件危急到憲法法院之公信

力：一九九二年三月韃靼共和國獨立公投案。憲法法院判決韃靼共和國之獨立公

投違反了俄羅斯聯邦憲法，並命令取消公投。但是韃靼共和國總統將憲法法院之

判決嗤之以鼻，逕行舉行公投。葉爾辛總統也不願用強制的手段執行法院的判決

，以免危害到與該共和國之關係。90 

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審理最重要的一個案件莫過於蘇共案91。由於葉爾辛總

統認為蘇聯共產黨涉及一九九一年八月的流產政變以及其在海外龐大的非法資

金流動，下令禁止蘇聯共產黨之運作並沒收其財產，共產黨人士則認為總統禁止

共產黨活動已經超出其憲法上之職權。一九九二年年底憲法法院以九比三之比數

，宣判葉爾辛總統之命令合憲，但認為地方的共產黨組織仍有權存在，並下令反

還沒收之地方黨部財產。憲法法院法官Luchin在其不同意見書上則強烈抨擊憲法
法院之判決出於政治考量而非基於法律審判，並認為葉爾辛總統之命令已經違憲

。從這個妥協的判決中可以看出憲法法院試圖避免零和的價值判斷，同時維持憲

法法院的權威性。憲法法院在這項判決後一方面更提高了其公信力，一方面也使

憲法法院漸漸陷入政治風暴中。92 

                                                 

87 See supra note 37, at 135 
88 Ibid. 
89 See Cullinane, Shawn S., “Can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Lead the 

Way to the Creation of a True Democratic Society in the New Russia in the 21st Century?”  , 17 
Touro L. Rev. 397, at 433 

90 See supra note 37. at 136 
91 See Supra note 89, at 432 
92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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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院的公信力隨著院長左金(Zorkin)介入政治越來越深而開始產生動搖
。在一九九三年總統與國會的僵局中，憲法法院院長公開隨國會領袖召開記者會

批評葉爾辛總統之政策。在葉爾辛總統宣布解散國會後，憲法法院認為總統命令

違憲，並開始審查國會所提出的總統彈劾案。危機因國會的投降而結束後，葉爾

辛總統指責憲法法院在危機中扮演負面之角色，並暗示要廢除憲法法院，以在最

高法院增設憲法庭取代。幸而最後憲法法院院長左金辭職，妥協之方案以擴充憲

法法院法官人數，由葉爾辛總統提命親信人士擔任憲法法院法官，才將憲法法院

保留下來。93 

 

5.3.人權保障與法治促進的展望 

人權的保障是立憲主義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俄羅斯的憲政之路並不平順。

帝俄時代大部分的俄國人民受到農奴制度的壓迫，當西歐已經進入啟蒙運動的理

性主義時，俄羅斯農奴制度仍嚴密的束縛著俄國農民。共產黨政權執政後，極權

政治更是徹底的控制人民生活的一切。法律往往必須服務黨的意識型態，而沒有

獨立自主的地位。隨著極權政治的瓦解，俄羅斯也希望朝向法治國的道路邁進。

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正是實踐法治國人權保障的一個嘗試。 

而俄羅斯憲法法院在九三年政治危機中的的表現，在俄羅斯民主轉型尚未

完全結束前便急於表現出常態法院的功能，反而使其身陷政治鬥爭的風暴中。憲

法法院處理議題的功能，需要靠較長的時間累積一定的操作標準後，才能說服政

治部門對其判決的尊重與服從。94幸而俄羅斯後來的憲政發展並沒有消滅憲法法

院，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目前也以較穩健的態度累積其權威性，並將其重要判決

出版並公布在網際網路上。95 

 

6. 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對我國違憲審查制度的

啟示—代結論 

                                                 

93 Smith, Gordon, “Reforming the Russian Legal Syst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at 
138 

94 以我國大法官釋字第四九九號解釋為例，當大法官做出國大代表延任修憲案違憲時，當
時手握修憲權之國民大會曾提議廢除大法官會議做為反制。 

95 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的重要判決英文摘要，請參考 http://ks.rfnet.ru/english/codices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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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為東西兩大超級強權之一的蘇聯在解體後，迅速朝向民主政治與市場

經濟的道路邁進。但是在轉型的過程中卻不免遭遇到許多的挫折。憲法法院的設

立代表著俄羅斯朝向法治國道路發展的一個指標，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同樣面臨

解構過去黨國一體的威權體制。 

而從分析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在轉型民主中所扮演

的角色。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選擇了德國式的集中審理制度，有別於美國式的分

散審理。這樣的制度選擇並不必然代表結果的好壞，但是我們從多數東歐國家在

轉型的過程中設立獨立的憲法法院可以看出，一個目標明確的憲法法院或許是人

們在處理轉型正義時的，為了避免舊有司法體系無法清理過去威權政治遺跡所不

得不然之選擇。在這樣脈絡下的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具有明顯的轉型法院特徵

，在俄羅斯新憲法的產生過程中，扮演協調政治力作用的角色。 

而我國近來司法改革會議將司法院的長程目標規劃，為朝美國式分散審查

的方式設計，將司法院轉型為終審法院，掌管一切訴訟案件之終審權。96這樣的

一個改革方向與多數的轉型民主國家之憲改經驗，以建立憲法法院的模式有明顯

之不同。或許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再由轉型法院轉向常態法院之發展已經接近完成

，因此選擇採取分散式的違憲審查制度，走向美國最高法院的制度設計。不過將

來之發展仍有待進一步的實證觀察。97俄羅斯與我國同為轉型民主之國家，在憲

政改革之發展過程中，其憲法法院之制度可以供我們借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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