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국문초록

현재 일본의 정치 사회는 크게 바뀌려 하고 있다 그 하나는 현행 헌법의

개정 논의에서 볼 수 있다 전쟁 포기 (헌법 9조 l항)와 전력 불 보유 (동조

2항)를 정하고 있는 헌법 제9조의 개정이 논의되고 있으며，또한 헌법 개정

의 방법을 둘러싸고 큰 논쟁이 있다.이러한 헌법 개정을 포함한 정치 사회의

변화는 결국 직접 민주주의의 방법으로 국민의 정치적 선돼에 맡길 문제이지

만，J'버精는 현재의 일본 정치 사회의 변화，개헌 논의 및 최근에 제정된 특정

비밀 보호에 관한 법 등을 소재로 해서 이러한 변화의 배경과 그 구체적인 내

용을 소개하면서 그 문제점을 考究하는데 있다 이를 통해 사익 (개인의 자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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와 권리)을 보장하연서， 공익과 사익의 충돌이 있을 경우에 이를 조정하기 위

해서 공익 보호를 규정하고 있는 r공법 j 과 일본 사회가 어떻게 변해 갈 것인

지 대해서 개괄적인 전망을 하고자 한다

주제어 ，평화헌법， 헌법개정， 객관소송， 집단적 자위권， 안전보장

- I;I:[;ðt.>I= - 日本m現況

日本 1:::쉰 IH 戰後 νν-.L-σ)1-:) 따、 自由民主主義 ε è {，I:::、國際紹爭캉解決

1"1.>手段 ε Lτσ) 戰爭放棄 (憲法9條 1項) ε 戰力不保持 (同條2項) τ’表h1.>
「平和主義」 충學 11' 1.>~ ε h‘칸흥&。平和主義 η 具#的캉등正左ε Lτli 、集E!I
的범衛權行使 σ)否定 1 武器輸出三原則、 범衛隊海外派週 σ〕禁止창 ;b If 1.> ~ è iJ‘
τ?놓 J: ，50 è ~ 7oiJ'、現在 I:::;BIt 1.>自民兌 安倍政權 σ)ε& 武器輸出프原則 σ)

見直 L、必要最小限 σ)自衛 iJ' ，"集댐的自衛權行使 /\σ) 容認、憲法改표깃 r ε t
v. "? t::..一連 σ)行薦 f 現實化증 h1.>è 、以上 η 戰後 νν-.L-li 、大혼 〈쫓鏡 1"1.>

σ) l"li 강 v"'-/pε 思hhJ: -)0 ~σ) 쫓鏡 ε è {，I:::、安倍首相 iJ' A級戰犯 σ)聚 μn
τι 、&靖國神社 1:::參拜 Lt:::~ è 等 1:::뀔間見 1.>J:-)>j:現政權 σ)歷史認識 ψ 中國

日本 韓國 ε μ ":>t:::三國 σ)關係 강戰後最惡 η 狀況 1:::至μ LiIJτ ι、& α){，事實 f
;b70-) 。

私σ)恩、師"c;b 1.>故室井力따、 國강 εσ) 行政活動 σ)揚 If 1.>公益 iJ{ r 끼éhl:::對立
1"1.>私Aσ) 엽由￡權 ;fUh、i 個걱 η 利益 (=私益)ε 壓 ØH1.>~è 출合理化 1"

&順向 iJ';b1.>J (佛보筆者) èμ5 現狀認識 σ)下 τ ”、 「公益」강 μL '公共

性 J èν":> t:::多義的不確定鷹念 σ)具#的內容 σ)分析 檢討 ε-t h 1::: J: ":>τ 正필

?’It '" h1.>行政活動 σ)特珠性장、 -th"ëhσ) 行政領域 I:::;BV'τ 分析 檢討 1"1.>

:εη 必要性장彈調 Lt:::(l) 。깐σ)成果 ε Lτ1 先生창含 iIJ多〈 σ)짧究者 1::: J:。
τ 「公共性」η分析f 行강 hhτ 혼 t:::(2)。
公益論爭 σ)最近 σ)事{列σ)1 -:)ε Lτli 、國歌齊 P昌行篇 JIo{半奏行寫 ~1"1.>~è

f 自Aη歷史觀강 μ L世界觀等 1:::反1" 1.> t:::φ、~h μ σ) 범 ι σ)歷史觀강 L、L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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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ls:r상표=표읍lì응 J "'m 뼈1展關t'tOJ展뿔

界觀等 1:由來 -tJ.>外部的行動 I:l"( η 不起立 退席等 창-tJ.> ε u、5個人 σ)自由

權 σ)保障￡、 :';/'11: 對 Lτ 公益保護창理由 1:-tJ.> 規制 ε Lτ 、國歌齊 P昌σ)際 1:

起立齊 P읍行薦 'Î"'i半奏行흙 창-tJ.>:'1: 창求 /l)J.>職務命令 η 發動 ￡職務命令違反 1:

對 -tJ.>戀 JJX:處分等 ξτJ.> 1: v' -j 行政權限 σ)行便￡ η 對U댐흩響 If' J.>:. 1: iJ'τ ‘혼$

f 。職務命令 k 徵 JJX:處分 iJ' 13由權 O)i'흘害1: 깃t G1' 、正솔 >d:b ητ “;b J.>t~/1)1:

l;t、同범由權 ηf 풍害창優越 -tJ.>b η 1: lτ 守 J.>'" 혼 公益 f 必要 "(-;bJ.>σ)따 V' 7
농 τ ‘￡강L、。言L、換:Z. tL li 、-部敎員 σ)不起立 退席等 1: v、1 個Aσ) 自由장許

容 lt~ 場合 1:、:.tL G 1: J: -0 τ 如何 >d:J.>公益、 v' .1:"φ&如 f可강&不特定多數 η

具#的캉利益 iJ'ii윷害증 tLτu 、J.>iJ' (;b J.>μl;t 、용 tL J.>:. 1: 1:강 &σ) 껴，)，-1Jti

I:lτ 生徒 ι σ)成長過程 1: Íò v、τ 如何강 &不利益판影響 b‘b t~ι 중 tLτ u、& σ)

iJ' (;bJ.> v'l 후、b t~G ，융 tL J.>:. I:t: 강 J.>0) iJ') ε -j iJ' 1: -::>μτσ) 實託的캉分析

檢討iJ'必要 -e;b J.>1:思 t>tL J.>(3)。
以上 σ)事案 1:對 Lτ l;t，日本η最高我따、 公立高等學校等 σ)敎職員 iJ'쭈業式

等 σ)式典 1: Íò It J.>國歌齊 n昌時σ)起立齊唱等 1:係&職務命令 η 違反 창理由 1:-tJ.>

戀 JJX:處分 σ)差止 /1)창求 /l)J.>訴 :Z. 1: -::>v、τ 行政事件訴짧法 3 7條 σ)4 第 l 項所定

σ) r重大강握害강生 1'J.>섭깐 tL J iJ';b J.>1: l -::>-::>、옳 t~、本件職務命令 1:基?

〈公的義務 σ)不存在 σ〕確認장求찌&本件確認 σ)訴 :Z. 1: -::>v'τl;t 、行政處分以外

σ)處遇上 σ)不利益 σ)予防창 目的 1:-tJ.> 公法上 η 法律關係 1:關 -tJ.>確認 η 訴 :Z.I:

Lτ 、깐 η 目的仁흩Plt~ 有效適切;강爭끓方法칸 ;bJ.>l:v 、-j :. 1: iJ'τ ”혼J.>l:l 、

確認 σ)利益장肯定 l-::>-::>b 、本件職務命令껴 f違憲無했칸 l;t캉 L、:ε 창理由 1:、

原告σ) v' 1'tLσ) 請求창棄去 Plτ L、G (4)。

以上%判決따、 깐η一例 1:過용강 μf 、公益性 1:關 -tG 具#的 實응正的分

析檢討창行 t>tLJ.>:.1: 강〈、 「私益장壓倒 -tJ.>公益 η 現狀」 ε示 -tbσ) 1: v、?

τ J:v、。2012年12月26日發足 σ)第2次安倍政權 l;t、 -t"(-I: 敎科書作成 'Î"'授業內容

η 指針 1: >d:J.>學習指훨要網창改定 L 、道德敎育*敎科 1: l 、同敎育 σ)彈化창

I~ht~l 、韓國 &σ) 間1:獨島 (日本名林;竹島)'1:'/I)(ι?τ 主張 σ)相違 iJ';b J.>

1: v、?從來σ)記述강、 「韓國1: J:。τ 不法 1:러據용 tL"(ι 、J.>J 1:改訂 L 、 옮

긴 r옷關諸島 1: -::>v、τ 따，我f 國σ)固有σ)領二tτ';b ~、옳 t~現 1:我 iJ'國 iJ' :.

tL 창有效 1:支配 L τÍò~ 、解決 -t'" 혼領有權 σ)問題따存 :fElτv' 강 v'J 1: v'-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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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강新 t~π揮入 L t~。증 i;，1:、同政權따、 政治 iJ' i;，σ)中立性장確保 Tô.:1:
창g的 I:Lτ 혼 t~現行 σ)敎育委員會制창廢止 L、깐η 權限창地方公共댐 #σ) 長
1:移T~ε1: J: -:>τ政治主導 σ)敎育改옳창行 H標橋 L、 ;ηt~ /J)σ)關連法改

正案창國會提 tl:\Tô 構 :z.τ';M 。

本橋 c"l;J:、以上 ηJ: -)강公益性 η 「實態」장;융:頭l:iH<J-:J 、安倍政權 η 提
P읍T7.>武器輸出三原則 η 見直 L、集E죄的自衛權行使 σ)容認、 憲法改표강 1:""1:
u、"?t::.~連η行薦 α)具#的강內容창紹介 L-:J 。、 .:hi;，η→連 σ)行篇 1: J: -:>τ

日本σ)公法캉 μ L 政治社會 I;J:、戰後 iJ' i;，今日농 -CI:培 hht~ 日本σ〕平和主義iJ'

ι 如何강&경E化창送 If7.>.: 1:1:~7.>iJ'I:-:Jv 、τ 、 -t:σ)展望창試 l;i.7.>。깐σ)上、
行政活動 η 適法性 σ)維持강 εσ) 客觀的~法몫序 η 維持옳 t~I;J:一般公共 σ)利益강
εσ) 確定창 g的 εT7.> 客觀訴짧 σ)現狀강-暫 L、日本 「公法J (J)現代的展開 1:
-:Jv、τ 、大雜把h‘?雜默1:展望 Lτl;i.7.>o .:hισ) 展望 f 未來志向 σ)自由 關

達 σ)社會 -;f < ~ 1:少 Lc'b 톨敵칸혼 hlt 幸 L、c-;67.>。

二 安倍政훌 1:;Blt{，貝빼fWt휠化

( 1 ) 武器훌出三原則 m見直L

武器輸出三原則 I:I;J:、1967年 1:뀔時η 뾰蘭榮作內聞 iJ{CD共훌國、 @國連安保
理決議 T 武器輸出 f 禁止증 hτ ν、& 國、 CID紹爭쏠事國한깐 α)恐hσ);6 7.> 國 1:輸

出창禁 t1 느 σ)iJ‘始옳0 τ’;6 7.>0 1979年σ〕三木武夫內圍 I;J:，r武器輸出 1:關T7.>
政府統一見解」 충公表 L、.:hl: J:-:>τ* 시τη 國/\σ) 禁輸갇決 /J)t~0 .:ηL以
降σ)歷代政權 I;J:r武器輸出프原則等 J 1:Lτ 、 .:h창堅持 Lτ 흥 t~0 -t:σ)例外
1: LτI;J: 、兵器 σ)共同開發 f 世界的 1:主流 1:~ ~ -:J-:J;67.>.:ε 강 εiJ'ι 、1983
年η 中曾根政權 1:쉰 It7.> r對米武器技術供딛 1:-:Jμτσ) 內聞官房長官談話」 以

降、 Î;i 1] ;캉/\σ) 武器技術供팅강 L、L武器輸出따認 /J)ιhτμ& 。깐ηIliJ'

1:、70 海戰對策 σ)場合따例外 ε !!-hcv 、&。規制對象品팀따、 外國薦替及

1l外國賢易法 k 輸出賢易管理令 1: J: -:>τ 定 /J)i;，hτμ& 。違反 1:對T7.>뽑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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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rlljñ=~읍tt응 J O)!정代:eSJ展開 t'/:O) 展몇

li 、同法(:.J: -:>τ5年以下 η 戀1ll:1::科料칸 ib 7.00 1987年σ)東효機械그그 A違反事
件τ’따、取引顆 h‘40憶면장超 iτμt: iJ'、載判τ'li200 方門 σ)뽑金￡速補용 ht:
ffi:f:員Z\σ)執行獨予付 혼 η 判決 b‘ib 7.0(5)。

1::::δf 、安 f쯤內圍 li 、2013年 12月17日仁 「防衛計畵η 大網 (防衛大網)J
캉 ε中長期 σ)安全保障 σ)基本方針창聞議決定 L、中國η海洋進出 ε(: 1，1J.，陸
海空 σ)범衛隊 η-{;$: 運用 k機動力彈化 ξ→段￡蘇明(:T 7.01::1::{，1:、깐 σ)훌훌付
(tè Lτ 今後 5年間 σ)防衛費강 t용願T7.0ε L、 중 ι1: 武器輸出르原則等 I:~v 、
τ 、르原則 ι)敵廢장含 /if) t:根本的강見直 LI: 훌手 Lτμ& 。同見直 L (: .J: -:>τ
→部 η 例外창除 L、τ 禁 Uτ 흥 t 防衛裝備品 σ)輸出-，?f也國￡σ)共同開發(:道창開

< :: 1::1:강&。 實際(:、安倍政權 li 、2013年 12月23日1:內戰 σ)危機(:ib 7.0南
Â-)(νc'σ) 國連平和維持活動 (PKO) c'、陸上自衛隊 η 彈藥 1方發 ξ現地

τ-活動 T7.0國連南 Â-)( ’ν 派遺댐 (UNMISS) 장通 U、韓國軍(:無價讓홉
τ& 方針 ε 關議決定 L t:o 日本η 彈藥 f 國連판他國 1:讓짧용 hl.>σ) 따初 /if)τ
f 、武器輸出창原則禁 t t:武器輸出프原則 σ〕例外iJ'증 1，(:據大~h 7.0:: 1::1:
강 -:>t:。今回η 安땀內圍 η 決定 li 、 ::h 뚫 칸 (J)政府 σ)IE式>d:見解 iJ'1反1:國連 ψi

ι 提供要請 iJ' ib -:>τ &斷& ε v' -j {，σ)τ'ib -:>t::: 1::iJ' ι Thl! 、PKOI: 성야

&從來η政府見解장技本的 1:見直T{，ηc' ib -:> t:。
以上 η 彈藥讓週 1:對 Lτ li 、國會 1:{，치'Itf 、聞議決定 t!ltc' 、政府 η 맞U斷

τ‘勝手1:武器輸出三原則等출路 1J.1:t 7.0{，σ) 1::Lc 、安倍政權 li r積極的平和

主義J I::"-j 名η 下1:、海外 T戰爭 τ’혼&國~.<~~\η 危險 >d:一步 ε11M 出L
t: 1::η批#U (jñ田忠義 共塵兌홈記局長) iJ' ib 7.0 (6)。同樣 1:、짧議決定 (:.J: l.>

彈藥讓漫 li ，武器輸出禁止극原則等창강 L朋 L的(:形縣化흔괄7.0{，σ)칸 ibl.>1::
Lτ 極 /if)τ 問題 c'ib 7.01::σ)批땅U{'강용nτμt: (吉田많、智 社民풍兌首 )(7) 。

-'? iJ'τ 、安部政權 li 、2014年4月l日(:武器輸出三原則等1:代b 7.0r防衛裝備

移轉三原則」 창圍議決定 L t:。同르原則 li 、 (1) 國連安保理決議 η違反國양

級爭쏠事國 1: li移轉 L 강 L、::1::、 (2 ) 平和톨敵 國際協力 σ)積極推進추我

(b) iJ'國α)安全保障 1:資T7.0場合(:限定L移轉 ε 認때、 透明性창確保 L~~
嚴格審흉창行깃 t-j:: ε 、 (3) 13的外使用 .B.J:σ第三國移轉 I:~μτ 適正管理

f 確保증 h7.0場合(:限定T7.0::1::、 1::" -j三本柱 C:'構成용 hτ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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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集탬的自衛權行使 m容짧

集 [jj的自衛權 σ)行使 1:-::>μτlì 、 ::n 옳τ ”η 政府解釋 1: d: J.，ε 、 「自國k密
接강關係 1:.1;J.，外國1:對TJ.，武力攻擊 ξ、 自國 f 直接攻앓용 nτ ，.강ν 1:{，iJ'

껴';bt，1'、實力장 {，-:>τ~li 止TJ.，權利」 τ:-.1;J.，è 용nτ 혼 1:0 ::nt-c 政府
따、憲法第 9條σ)下1:쉰，.-C許容증 nτμ& 自衛權 σ)行便따、 我 iJ'國장防衛 T
J.，1:1/)必要最小限度 σ)範댐 1: è ε 농 J.，，，홍&ητ'.1; J.，ε 解 Lτiò0 、集댐的엽

衛權창行使 T J.，::è lì、 .f:σ)範댐창超 x-J.，{，η-C-.1;-:>τ1 憲法上許흔 n 강μk
Lτ 혼 t 。

ε :: :S iJ'、安 f흠政權 lì、從來 σ)憲法解釋창쫓更 Lτ 集 [jj的自衛權 η行使장容

認 Ld:"3èTJ. ，方針창打 t，出Lτμ& 。從來、 憲法解釋上禁 Uιnτ 흥 t 集 [jj

的自衛權行便 f 、憲法改표 1:d:θ* 、憲法解釋 σ)쫓更 1: d:-:>τ容認용 nJ.，::ε
1:강n‘￡同容認 1:關 ;bJ.，-切σ)行政活動 1:對 Lτlì 、司法統制 lì{，t，:Sλa
::è 、民主的統制 1:{，服TJ.，::ε ￡강 〈、政權팅兌 σ)圍議決定 σ)li- 1: d: -:>τ國
σ)根幹 1:係&方向性 b、決옳ιjτL 농 "3è ，、"31:강 J.， (::σχ 역1:-::>μ-Clì、용A
1:後述T J.，o ) 。以上 η/ 먼iJ'ι 、集댐的팀衛權行使 σ)容認 1:對 Lτlì 、圍議決

定 1: d: J.，憲法解釋쫓更 c:'lì갚 〈、憲法改표手續 1: d: J.，ζ 혼 c:'.1;J.，è ，."3 根彈 ι、

反對意見 iJ'.1; J.，。

(3 ) 自衛隊m海外派훌

팀衛隊 η 海外派遺 1:-::>，.τ 따、安倍政權 τ“lì캉 〈、fτ ’1:1992年 1:制定증 n1:
國際連合平和維持活動等 1:對TJ.，協力1:關TJ.，法律 。그'KO法) iJ‘::n창可能 1: L
1:0 PKO法 1:基-::>'< {，σ) è Lτ 、 7Jν*::7 ..-\σ) 自衛隊派退 (1992年9月 -1993
年9月)강最初 èLτ 、現在、 C]"'7ν 高原 (1996年2月 iJ't，)、*서/ι (2007年
3月 iJ't，)iòd:[F7--j(ν (2008年10月 iJ' t，) 1:自衛隊장派遭 Lτì-30 、 깐 σ)Il
iJ' 1:國際的人道救援活動 η- 環 ε Lτ 自衛隊 ε海外 1:派遺 Lτ 혼 1:。

::n 옳τ’、日本f 米國 η시 F 十 ι 戰爭깃tε1:自衛隊장派遺켄 l' 、 自國η自衛

隊隊員 ξ死강달강 iJ' -:>1:σ) lì、現行憲法 σ)揚 IHZf- 和主義 σ)뾰 1: d:J.，{，σ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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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t! iJ'、 自國장防衛 -t J.，t~/t)σ)必要最小限 σ)範댐 1::H It J.，自衛權 η 行使 ipι
集 liJJ的 g 衛權行使 /\σ) 容認 iJ'現實化~ h J.，::1::1::i;t t니￡、범衛隊 σ)海外派遺

1;1:、PKO 法 σ)햄창超 7-，同盟國 kσ) 集댐的自衛權行使 η 下T 確實 1::-t-σ〕範固장
廣11J.，::1::1::강 δi 。

(4 ) ψ括

以上 1::lr J.，J: -j 1::、 日本σ) r平和主義 J 1;1:、 ::h;J::-c-η 東7ν71:: 쉰 IH- 定

σ)~ 序維持 1::-t-h i;t ’)(η投홈jε 果 t~Lτ 혼 t~1::評중 hJ: -j，LipL 캉껴'1，、冷戰
構造 σ〕햄壞後、 日本ι)經濟不況강 ε1:: J: J.，社會經濟 σ)沈體化 ε;ffi 옳?τ 、平和主

義 τ’1;1:，自國장守 h 칭:，.I:: ，.-j 王張 f 盛 λ ‘:行hhJ.，中-c-、 1992年成立 σ)PKO法
1::J: J.，自衛隊海外派遺 ip 1，始옳 -:J-c、 -t-Lτ 最近 1::Hlt J.，集liJJ的自衛權行使 σ)否
定 iJ' 1，容認《 σ)動혼、 武器輸出三原則 σ)大福강見直 L、 증 θ1:: 現在 σ)平和憲法 σ)
改正論議 i;tεσ) 主張 b냥 ~力창增 Lτ 혼t~，::hι1;1: 、現在 σ)日本1::H It J.，右寶
化 /\σ) 碩向 I::Lτ& 受 It止/t)l，hJ.，。선iJ'、 ::hθσ) 現象 1;1:、現在 σ)自民兌 安

倍政權장支持 -tJ. ，右順化끼特有現象 I::Lτ 理解증 hJ.，<<:혼강σ)iJ'、 εσ 〕程度σ)國
民 1::J: -:Jτ 支持웅 hτu 、J.，iJ'ε-j iJ'(8)、 ;bJ.，μ1;1:如何캉&理由 τ’支持웅hτι 、&

1::-::>μτσ) 精흉f 必要 -c-;b J.，σ) 1;1:、 L、5 옳-c-{，강，.。雜훌j(1::，.-j ε 、現在 σ)安倍

政權 1::對 -tJ. ，支持率 1;1:、 trδ ，z 、保守 右쫓 σ)支持層 1::J: J.，{，σ) {，;b J.，iJ'、民主
兌政權 (2009年9月 -2012 年 12月)η 公約違反等 σ)失政 1::對 -tJ. ，反動 I;!:{，t，δ ，z

σ)::1:: 、 1::~ h It 門安課導 -'c'훌的金없羅和政策강 εη 經濟成長戰略 (7 시J~~

;ζ) 1::J: J.，支持率σ)獲得 1::J: J.，{，σ)iJ'大흥 ，.ε 思、hhJ:-j 。

三 日本固憲法많jfo)論議ε:to)手法

( 1 ) 憲法많正O)!뻐要뺨 1:"'Jl‘t

憲法改正論者、 1:: ~ h It 政權딛꿇 σ) 범民竟 1:: J: hli 、現行憲法 σ)改正창必要

189 -



r국제법무」저6집 제1호

I:-t;. ，理由ε Lτ 、以下 σ)-: ε iJ'學 Ifιtlτμ;"0 11' 、憲法 σ)成立過程 t:大
흥강問題 iJ'"h "?t~-:1:창指觸 L、 ;σ) 問題창解消 -t~ 혼"C"h ;.，1:Lτ 憲法改正
창唱 ;1.;.，tσ)-e"h;.，0 --:J 빛 O 、憲法草案作 H: 따日本 η憲法學者￡入。 τj) ι
f 、國際法 1:通 t t~專門家 tJmb"?τp 강μ 中f 、同草案 iJ'윌時 σ)GHQ 司令
部1:J: "?τ 裡 L-:i’Itιtl-r 、現行 σ)憲法 f 制定용 tl t~-:1:ε 塵 Ifτμ;. ，0 lt~
"'IJ{"")τ 、 ;σ)-: ε 따、 自主憲法 σ)휩j定σ)必要性창 P읍 ;1.;.，tη-r-"h;" 。

第二1:、憲法 iJ'制定혼 tlτ 60 年以上f 隆 'Iò、新 Lμf 面{直觀、課題 t:對0"(- 흥
τu 、~，.-:l:iJ'題 IfGtlτL 、;.，0 i71J;μ￡、힘j定윌時 li想定 f 흥강 iJ'"? t~環境權、

7’'71/""'- 保護 η 觀/얻、iJ'ι 生농 tlτ 흥t 權利강 εσ〕保障f 盛 ~j2;옳 tlτμ 강

ι、。t'lò;<，ι 、國際級爭장解決 -t;.，手段I:Lτσ) 戰爭放棄 (憲法9條 l項) ε 戰力
不保持 (同條2項) 장定 /1);" 憲法規定& 自衛隊 σ)現實的活動￡ σ)乖離창理 /1);" 시

< 1:Lτ 、第 9條 τ'ti r自衛軍保持」 창明記 -t~ 흥"(，ib;" 1:iJ'、 自民兌案칸따、

「國防軍J 1:明記 -t~ 혼-r-"h;"1:σ)主張 iJ'캉웅 tlτu 、&。憲法學者 σ)中1:냐、憲
法我위j所 σ)設置 σ) t~/1)η憲法改正論창 P릅 ;1.;"者 t ，、;.，0 L iJ' L 、現在、 憲法改正
論議 li 、戰爭放棄 (憲法9條1項) ε戰力不保持 (同條2項) l’導iJ' Gtl;.， r平和

조義」 창定 /1);"憲法9條σ)改正 t: "éσ)主 t~;"ê的 iJ'"h;" 1:，、?τJ: ，.。

1: -: ;<，iJ'、以上 σ〕‘t 7 강憲法改正 σ)必要性창 P昌;1.;"實質的캉理由 li 、以下 α)
J:7~ 精神論 t:起因 -t;.，(J)"(-li캉μiJ'ε 思 btlJ: 딩。 -t 것tb'lò 、 엽主憲法 σ)힘j
定σ)背後 1:li 、第2次大戰敗戰後、 日本σ)現行憲法 iJ'러領軍 t: J: "?τ 神 L-:i’Itι
tlt~1:，.7考 i 方iJ'"h ~ 、 "éLτ 、第2次大戰 η 敗北主義캉 μ L加害者 η 立場솥
實< r自볕主義」 σ)歷史觀창間違 μt!. 1:Lτ-: tliJ' G脫去PL、 「新t~강日本

國」 σ)再出發창期 -t ;.，1:，.7精神論 b‘"éσ)根底 I:"h ;.，ητ 내후강，.iJ' 1:考 ;1.θn
J: 70 -:tll 후、自由經濟主義후日米安保條約 t: J:;.，同盟關係캉εη 一部 ε 除〈
戰後 νν-ισ) 平和主義창否定 L、最終的 1:li r日*σ) 第 2次大戰」 창大東亞

共榮 σ)t~/1)η ￡η1: Lτ 位置 --:Jöt、 중 ι1: 戰前 (J)植民地支配장正윌化 -t;.，順向

창n-層彈 /1);" -: 1:1: IliJ'강 6 캉L、。
t'lò;<，λ 、憲法改 lEli 最終的 1:日本國民 f 選擇 -t~ 혼政治的問題 τ‘ib ;.，iJ‘1

μtσ) J: 7 강自民풍案 σ)通~1:憲法 f 改표용 tl;. ，-:ε t: >j:tll;f'、 -:tl 옳 l'J 흠 b
tl-r 흥t~戰後 ν ')-1.- 창否定 -t;.，最終的段階 ε 강 ;<'70 -:ηt~ /1)、 日木 t:j)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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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改正 i:J'周낄國 k 끼關係옳 t~I:J:國內的 1:::εσ) J: -'j강影響장具 í*的 1:::{，t~1.，
T': 1: 1:::강& σ);/)' 1:::-:H、τ I:J:솟a J.，#<地i:J'강L、￡ησ) 、 f可 1.，i:J'σ)形 t ‘影響창{，t~

I.，T': 1:1::: 강 &σ) 따確實 c-;b;'d 。

(2 ) 憲法많正m좋法‘:?t、T

現在、 憲法改正 σ)手法창 /J)(’?τ 論爭 i:J'起 ':'0τ" J.，0 J(-η 論爭 1:1후、安倍
政權 f 憲法 9條창含 tr 基*權保障 t:t ε1:::係&重要事項 σ)改正창行 f 前1:::、憲法 96
條 σ)定 /J) J.， r各議院 σ)總議員 η 르分 σ)二以上 σ)贊成칸、 國會 i:J'、 ，:h 장發議

L ... J ε ι、i 憲法改표 σ) t~/J)η 發議要件창 r各議院 σ)總議員 σ)過半數J " ε

鏡和 L 、繼 'fG;중 ht~發議要件 η下칸現行憲法 9條강含 tr基本權保障강 ε1:::係&重

要강事項 1:::-:Jμτ 、 J(-η 改 lE 창行 3 ε L、-'j r發議要件先行繼和後 σ)憲法改 lEJ
σ)意向장表明 Lt~ ，:1: 1:::J: J.，{，σ)칸 ;b J.，0 ，:σ) r發議要件先行續和後 σ)憲法改
正 J 1:::對 Lτ I:J:、改憲論者 c-;bJ.，小林節 (慶파大法學部敎授) i:J' ι {，，:h i:J{

「훌口入學」강L、L r~ß道」 τ’許켄강，，1:T J.，批맞Ui:J‘t:t 웅 hτL 、J.，(9)。

以上 σ) J: -'j강 「發議要件先行編和 σ) t~/J)σ)憲法改 lEJ η 手法 1:::對 Lτ 따、 중

L;bt~~ 、以下 σ)J:-'jt:t 問題/억、ε 指補 TJ.，':I:i:J'τ ”혼 J: -'j0 Tt:t17t ，、一且、

憲法 96條 η 憲法改 lE'ηtφσ) 發議要件 η/ 、 !"Iν 장續和 Lτ:B It 1;1:'、鍵和以降
I:J:、政權팅호 η 單獨 t ’￡重要事項 1:::-:J"τα) 憲法改正案 ε 發議 T J.，，:èi:J‘τ “혼
J.，J: -'j 1:::t:t J.，0 ，:σ) t~/J)、政權 h‘쫓17J.，t~1F1:::憲法改正 σ) t~/J) (1)發議 i:J'行 17h

&可能性 i:J'高〈 강 O 、 ，:h 1.，1:::伴?τ 憲法改正手續 ε Lτσ) 國民投票￡頻緊 1:::
寶施 ~hJ. ，，:1: 1:::t:tJ.，o -:J;J: ~ 、政權딩兌 σ)克離호略 1::: J: J.，憲法改正 σ〕發議i:J'

起 ':~'Î"T( 강 J.，I: ，、f 問題/역창指觸T J.，，:èi:J、τδ 흥 J:-'j 。
깐 Lτ 、 ':-'jLt~ 手法 1:::對 LτI:J: 、 ，:hi:J'憲法上重大강疑義창有 TJ. ，I:思h

ht~場合 c- {，、現行 σ)載判힘j度上、 J(-σ)是非창法律上爭 -'j，:1: i:J'τ 흥&方法 I:J:
皆無 τ、;bJ.，。何故 t:tι 、同手法 σ)是非창問 5訴 i.- i:J{載判所法 3條 1項 η 定 /J)J.，

「法律上η爭짧 J I:::;b t~1.，강 ~l.ipθc-;b J.，0 i:J' ~ 1:::以上 σ)手法 f 現實化용 h 、
憲法 96ñ얹σ)發議要件繼和 ηt~φσ) 憲法改표 σ)發議 f 강 증 ht~ 段階 I::::B，、τ 、同

發議 1:::對才&有效無었 σ)法律判斷강問 j 載영j所 r\σ) 訴 i.- i:J{行 17hτ ￡、我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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따、同發議 f 高度 σ)政治性 σ)故 t:、主權者 t: J.>國民 t:對 Lτ 政治的責任창負 5
￡σn" '" ~、最終的 1:國民 σ)政治的判斷 t: J: J.>選擇 (國民投票)t:委hGhτ
μ&國家行薦 η範購 1:屬 TJ.>bσ)í:: '" J.>t: /t)、高度 σ)政治性 (1)表훌 -{;$:ε Lτ
司法權 b‘憲法上σ〕本質t: 內tETJ.>制約장受 tt J.>ε Lτ 、同手法 t: -:Jv、τ 司法審
효η짤外 t: '" J.>1:解 Lτ 、깐η法律땅 j斷η一切창放棄 T J.>:. 1: t: 강 .7，-)，:.σ)
보 t:-:J V.τ 따、 용 1，1:以下 σ) r五 日本1:쉰IH客觀訴뚫 η現狀￡韓國 η憲法

我힘j所J c"見τlj.J.> 。

四 安숲保障 (l)t:φm新t:tj.制흩構쫓

( 1 ) 固家安숲保障승議 m創設

安倍政權 1;):、2013年6月7 日1:國家安全保障會議창創設 T J.> t: /t)σ) 關連法案

(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等 σ)一部창改正 TJ.>法律案) ξ 決定 L、同年秋 σ)第185며
國會 t:法案 f 提出증 h，自民兌、 公明兌、 民主호、 lj.λ 강σ)호、 日本維新 σ)會

강εh‘贊成L、11月'l:7日끼參議院本會議 t:τ 成효 Lt:
同會議따、 「總理창中心 1: Lτ 、外交 安全保障 t: 關TJ.>諸課題 1:-:J흥、戰

略的觀‘연1J'ι 日常的、 機動的 1:議論 TJ.>場강創設 L 、政治 α)램力강 1)-갖-
" '~7'1:J: ~펀速 1:對wc" 혼 &環境장整備 TJ.>J :.1: 창 텀的 ε TJ.>。
同會議 σ)組織 1;):，國σ)安全保障 1: 關TJ.>重要事項창審議 TJ.>機關 1: Lτ 內開

1:置 1J'h ，總理大뚝 1:對Lτ建議솥行 f 認問機關 1:강 J.>iJ{、國家安숲保障會議

σ)경r져，1:外交 防衛 安全保障 1:關TJ.>基本方針 k 重要事項창審議 TJ.>4 大 gi
會合출新 t:l: 設置 Lτ 司令搭 1:T J.>1: 1: b 1:、 ξσ) l'l.iJ't: 、9大몸會合、 緊종;事

態大멀會合 σ)3-:J(η審議形態 iJ'ι 成&合議 {;$:C""'J.>，-tLτ 、同會議 1;):、內閔官

房 t: 5 0名規模 σ)國家安全保障局장設置 Lτ 各省廳、η情報창集中용건、 平時 iJ'

ι 有事후 c"η重要 1J:外交 軍事 σ)政策창官邱主筆 τ·決定 LJ:-)I:TJ.>bσ) 칸'"
&。國家安全保障局 t: 設 It 1，h J.>班 t: 1;):十數名 σ)옮u服自衛官 bimi-J ') τ 影響力
장行使T J.>:. i:iJ‘予定용hτH~ 、軍事司令搭 σ)짧황1창果t:T:.ε 1: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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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定秘密m保護‘:團9~法律

特定秘、密保護法 1;1:、2013年12月13日1:制定 公布용 tLt:。同法 1: J: ~、特定

秘、密1:1;1:、公務員法上 σ)秘密 σ)中T 、CD防衛、 外交、 特定有害活動 (.1，/‘4 行
옳等) σ)防止、 Ì3J:U ’f 디 1);(’ιμσ) 防止 1:關 -t-b 事項 c-;t-oc 、@公 1:강 ?τ

μ강 L、￡σ)σ)-jt ，、(â)-'é17)偏 i ，、1;'我 1;'國σ)安全保障 1:著 L "支障 ε딛 i-bÌ3
-'étL 1;' ;t -b t: ò')、特‘:秘置-t -b :: l:iJ‘必要τ’;t-b{ ，η 창μ 5。行政機關 σ);톱

따、 ::tLloσ) 事項 1:關 Lτ 特定秘密 t! 1: Lτ 指定 -ttLl! 、特定秘密 1:7j-bo {，

t，δι 、指定權 p!": 1;1:、行政機關 σ)長 σ)載量權￡강 ?τ" -b。
指定 σ)有했期間 1;1:上限 5年 (更新可能)칸 ;t-oc 、通算 c"30年 후 τ’ε 7j-oc

" -b0 30年&超 i-b 延長 1:1;1:、內關 η 承認센必要 τ:-;t -b。暗륭후人的情報源等
창除혼、 60年장超 i-b 延長따不可 -e;t -b。
特定秘密 σ)偏 iι1 等 1:對 -t-b 띔則 ε Lτ1;1: 、以Tι)J:-j 강規定 f 置 1;'tLτL 、

&。特定秘密 창取 H2h :: 1:창業務 I:-t-b 者 iJ{特定秘、密ξ故意 I:j 屬 i ，、Lt: 場

合 1;1:10年以下 17)徵 fl，tÌ3J:σ1 千方以下 σ)뽑金仁處 L 、過失 1: J: -b場合 1;1:、 2

年以下 η禁鋼옳 t:‘;1:50 乃門以下 η뽑金 1:處 -t-b 띠3條l項 4項)。
公益上끼必要 1:J: ~行政機關 1;'1，特定秘密 σ)提供창受 It，::ηL 장知得 L t:者

iJ{特定秘、密창故意‘:獨i ，'L t:場合 1;1:、 5年以下 η 戀投 1:處융 h 、過失 1: J: -b

場合따、 1年以下 σ)禁鋼농 t:l;I: 30 方머以下 σ)붉金 1:處 -t -b (23條2項5項)。
外國 σ)利益若 L < 1;1:自己σ)不표 η 利益창때 n 、又따我 f 國σ)安全若 L <따國

民 α)生命若 L< 따身#창害 -t" 혼用途 1:供 -tHl 的칸、 特定秘密창取得 Lt: 者

1;1:、 1 0 年以下 η 戀投 l二處 L 、又따情狀 1: J: ~ 1 0年以下 σ)戀&及u千方門以
下σ)뿜金 1:處 -t -b (24 條1項)。깐σ)냉ψ、上記σ)偏 iμ (故意1:限 -bo ) J!..
1;1:取得行薦 σ)未送、 共짧、 敎맺 J!..I후據動￡處뿔용 tL -b :: 1: 1:강。 τ"-b (24

條 25條 26條)。
: η 法律 σ)適用 1:윌 t::..'?τ 1;1:、 ::tL 창據張解釋 Lτ 國民 η 基本的人權창不윌

1:홈害 -t -b J: -j 7j :: 1:iJ' ;t -0τ1;1:깃tlof 、國民 σ)知&權利 σ)保障 1:資 -t-b 報道

J!..I;I:取材 σ)自由 1:十分 1:配慮 L 7j IttLl! 강 θ 강" (22條l項) 1:iJ'、tfj版3W 報

道 σ)業務 1:從事 -t-b 者σ)取材行寫 1:-=>，、τ1;1:、專 ι公益창 1iSI-b目的장有 L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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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違反又따著 L < 不필강方法 1:::.J:J.，bσ)1: 認 /i)GtL 강μ 限~ I;J:、 ::tL 장
正강 iJ:業務 1:::.J: J.，行薦1:-tJ. ，bη 1:-tJ. ，(同條2項) 配慮事項 f 規定증 tLτ"
J.，o t;l]'L 、以上끼配慮規定 fεσ) 程度實했性 ε 有 -t J.，;1]' 1:::-=>ι、τI;J: 、今後 σ)

司法 1::::13‘↑&同法 σ〕運用캉ε(:::關 ;b。τμ& 。

(3 ) 小括

以上 σ〕集댐的엽衛權行使 σ)容認왕安全保障會議 σ)設置쉰 .J:(}特定秘密保護法
σ)옮U定 iJ: εη 一連 σ)行篇따、 將來， 7;1 1) iJ 1:σ)共同軍事行動창 /i)중 -t 動흥 ε
密接 1:::關連 -t J.，0 7;1 1) iJ 1:σ)共同軍事行動 I;J:，7;1 1) ;φ￡σ)軍事秘密情報 σ)

共有 k 깐 σ)保護강윌然 1:::要請 -t J.，iJ' ι τ’;b J.，0 LiJ' L、集E죄的엽衛權等 σ)行使
창前提 ε -tJ. ，共同軍事行動、 外交 安全保障政策장立案、 途行 -tJ. ，::ε f 現行
憲法上許 "i'tL강P。憲法解釋 σ)쫓更 1:::.J:J.，集댐的自衛權等 η 行使 iJ'可能& 강?
t 場合 1::: b 、共同軍事行動 1 外交 安全保障政策창立案、 逢行 -t J.，t::: /i) 1:::、
「特定秘密保護法」 σ)옮U定 f 是非 1: b 必要 τ';b-ot::: 1:，、?τ ￡μ 。 ?σ).J: "3
1:::、 「特定秘、密保護法」σ)制定 I;J:、集댐的自衛權等 σ)行使容認 1:::.J: J.，共同軍事

行動창大前提 I:Lτ"J. ，1:，'x ..J: "3。
Ù'"，，z 、集댐的自衛權行使 σ)容認後 σ)同行使 σ) t::: /i) IT)關連法 iJ'整備웅 tLJ.，::

ε 1:::강 tLl! 、同關連法￡、 -t-c-I:::制定 "i'tLt::: 特定秘密保護法 iJ:εf 、 L、f'tL ，
::tL 옳 --Cl::: 享受융 tL-c 흥 t 個人 η 自由 ε 權利 ε ι、f 個 h σ)私益 ε 壓f힘UL、制限
-tJ. ，力ε Lτ 機能 -tJ. ，::ε1::: 강&η 따、 ""3 *τ ”깃n 、。日本井護土連合會따、
特定秘密 IT)限定 f 困難 -c-;b J.，::1:~、 r " 좋 1 日本 1:::必要 iJ:::1: 따情報公開 IT)

充實」 τ‘;bJ.，::I:iJ:ε 강理由 1:::、秘密保護法制定 1:::反對 L ，情報管理 ~^Tιi
IT)適正化及(}'更강&情報公開1:::向 Itt:::法改 lE'ε 求찌&意見書장提出 Lt::: 1: ::δ
칸 ;b~ 、現在、 同法 ι)廢止창求 /i)τμJ. ，(10)。同法 1:::對 -tJ. ，反對η 運動 1:::-=>μτ
I;J:、 「市民σ) 팀由σ)福 ξ τ 혼 J.，t:::"It 守&시 흥 t:::"1:，、f 意識 σ)表 tLt:::" 1:思L、후
-t 。戰前 /\η 回歸 η 恐 tLl: ι'"3.J:~ 、官價 IT)秘密主義 iJi'今 ￡殘?τ μ J.，::1:/\
σ)危機感 f 끓L、j‘ι t:::" 1:見 τ L、후 -to J (憲法學者東京大學名響敎授 典平康

弘) 1:述 "θtLτμJ.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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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日本1:;I';(t7.> 홈觀訴젊m現狀k韓固m憲法훨웨所

上記η 「發議要件先行續和 σ) t~/t)σ)憲法改표」 σ)場合 1::1:國民投票 σ)手續창經&

-=:i: 1::강。 τv.J ，;，t~/t)、最終的 1::國民 σ〕政治的選擇 1::委 ht ，tLτ μ &。 깐 Lτ 、

憲法解釋쫓更 1::J: J，;，集댐的自衛權行使η 容認 η 場合 1::1:、總理大닮 σ)私的짧問委員
會 σ)議창經 τ 園議決定 1::J: "?τ 實現용 tLJ，;，-=:i: I::~ J，;"v、i'tLì.> 、一따民主的 7P

。合法的캉手續 1::J: J，;，ì.>η-C;b 0 、正킬것tì.>σ) J: 7 1::思、;btLJ:7 ， LipL 강 iJ'

A、 -=:tLt，η 一連 σ〕行옳iJ'日本 (J) r公法=政治社會 J 1::ì.>t~ t，T 쫓化 σ)重大性 창

考 .:Z.J，;，i:、內聞 1::J: J，;，聞議決定;bJ，;，μ1::1:國會 σ)政治部門 σ)잊IJ斷컨 Itτ ’最終的1::1::1:
國民 σ)政治判짧 [i::投 IfiJ‘It t，tL J，;，前1::、現行憲法뼈{直#系 iJ't，許容증 tLJ，;，iJ'ε 7
力，i: v、。 t~法律專門家 1:: J: J，;，憲法學的論/뭘整理 ξ含ù違憲 σ)可否 장 明 t，iJ' 1::T J，;，

; ε σn:-‘흔J，;， tlJ度上 σ)裝置 iJ'必要 τ‘l;t캉 v. iJ'i:思 ;btLJ: 7，-=:tLη裝置창通 U
τ 、政治的選擇 η以前1::憲法學판政治學 哲學 η各分野 σ)專門家 1:: J: J，;，十分강議
論 1::1:、國民/、、σ)lELv、選擇η 機會강딩 .zJ，;，ε μ 7 ，연1::Ì3 v.τ 必要不可 xi: 思 ;btL
J:7 。以上σ)裝置 i:Lτ 따、 i:0;b.zi' 、行政活動 σ)適法性 σ)維持 i:v."?t~ 客觀

的캉法몫序 σ)維持후 t~l;t一般公共 σ)利益 ε -tη 他σ)事項 σ)確定창 g的 i:TJ ，;，客觀
訴등앙h‘學1ft ，tL J: 7 。以下T따、 日本1::쉰 IH 客觀訴짧 σ)現狀한 1 韓國 σ)憲法我
判所 iJ'果 t~Lτμ& 機能投홈 IJ1::"'Jι 、τ →寶 L、兩國 1::Ì3ltJ，;，客觀的강法꼈序σ)維
持 1::如f可강&相違 l1，iJ{;bJ，;，iJ'I::"'Jv、τ 見 "(l;;.J，;，。

日本η 各選學區 1::상 It J，;，r 1票 σ)格差」 σ)是正충해〈‘&問題 1::"'Jμτ 、選學

人껴i公職選學法 (203條 204條、 2m條 208條) σ)定 /t) J，;，r選題 σ)했力 1::關TJ，;，
訴짧」 강用 v.τ 、 l票 σ)格差 σ);b J，;，選學區σ)區휠1J0장 「違憲J i: Lτ 爭。 τμ&
(12)， r 1票 σ)格差」 η 是표창찌 (，。τ 爭 7 -=:i: iJ{τ ”흔&ηl;t 、公職選題法 f 行

訴法 5 條、 42 條김 J:U'43 條 σ〕定/t)J，;，民聚訴짧η1"'Jε Lτ 「選題σ)했力 1::關

τ& 訴認 J ~法定 LτμJ ，;，iJ't，"(';b J，;"-=:σ)訴짧따、 客觀訴끓 i: Lτ 選學)、iJ'

原告 i:~0 、選題管理委員會*被告 1::Lτ 、選흉홉σ)結果 i:Lτ 윌選 σ)無했창爭
f 形 τ， r 1 票 σ)格差」 η 是正 ε~7:>7 ετJ ，;，ì.>σ)τ';b J，;"v.;b 뎌、 ;σ) 訴등3

1::1:、客觀訴듭상i:Lτη 「是正訴뚫 J I::;b 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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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Lτ 、地方엽治法 242條 σ)2η 定 /11)7;;，住民訴뚫 lì、地方公共댐 #η 住民 iJ'原

告 t 강 ι 地方公共 I'flí*σ)長강 εσ) 財務會計上 σ)行寫、 ε ~blt 公金 σ)支出강

εσ) 是非 창/11)(" "?τ 載判所 1:訴 i τ 爭 7': ε 1: J: ~、公金 σ)適표강執行 σ)確保

창잉 7;;，tι)l";b 7;;，(13)。同訴뚫따、 地鎭짤違憲訴릅앙控訴審判決 (14)1: ;，..7;;，J: 7

1:、公金 σ)支出行薦 iJ'憲法 σ)定 /11)7;;，政敎分離σ)原則 1:違反 L t~iJ>ε7fJ>ε 爭 b

11. 7;;，.:1: 1: J: ~、行政活動 σ)憲法的 f面個規範후實質的法治主義 ~σ) 從屬창 J: ~
-層 [2i(]7;;，方法η 1-::>ε Lτ活用용 11. -C V、&。후 t~、 日韓高速船補助金訴짧事件

第一審 (15) 1:;'" 7;;，J: 7 ‘:、住民 G lì，地域活性化캉 εσ) 公益性 ε 理由 I:Lτ 第3

-tJ 갖 -1: 支佛 bht~ 補助金 σ)支出行寫 f 違法 -C";b 7;;，iJ>ε7fJ> 창爭 7 .: 1: 1: J:

0 、最終的 1:地方公共댐 í*(J)政策깐 σ)tσ)σ 〕是非장問 7 .: 1: 1:캉 7;;，，1:<1: 、

住民訴짧 lì、 1:1:民σ)直接請求 σ) 1 -::> -c";b 7;;，事務藍훌請求 (地自7 5條) η 要件

-e;b 7;;，選題權者σ)連暑창必要 1: L 강 L、t~/11)、住民 f 利用 L 왕Tv 、1: v、5 簡易

利便性 η 特徵강有 T7;;，。옳 t~、地方公共댐 #σ) 行政活動 σ)多< iJ'必 l' V' "?τ ￡

μ 냥 ε1: 、公金 σ)支 t:I:lξ{半 7 tητ';b 7;;，故1:、客觀訴등\;I:Lτσ) 住民訴짧 lì깐

η 射程範 R펀치{廣μ 。 ;σ) t~/11)、同訴뚫따、 理論上、 前揚 η 「選題η 했力 1:關T

&訴짧」 ε 同樣 1:、 「是正訴뚫 J 1: Lτ 財務行政 σ)適正캉運營 σ)確保 σ);，..~ι
융" 政策 σ);품非캉 L、L行政活動 η 憲法的個 f直規範 /\η 從屬 ε 뼈7;;，t(J)I:Lτ ￡

〈活用증 h-cι 、&。以上 α)J:7~ 特徵강有 T7;;，住民訴뚫 lì、 'éσ) 適표化 1: J: 7;;，

積極的~活用 iJ' J: ~-層行 bh7;;，ε Th(.f、同行政活動 σ)是非한違憲 σ)可否창

問 f 有했강方法 -c";b 7;;，1: V'"?τ ￡ι、。以上 1:見 7;;，J: 7 1:、選學 σ)했力 1:關T7;;，

訴뚫추住民訴뚫따、 民댔訴짧 σ) 1-::>ε Lτ 法定主義 f 採 G 11. -c V' 7;;，tσ)σ) 、←→定

σ)投홉U창果 t~Lτμ7;; ，1:評중 hJ:7 。
以上 1:對 Lτ 、國σ)行政 σ)場合따 i 日 韓 σ)兩國 iJ'共通 Lτ 住民訴짧 σ) J: 7

강 bη 같設 ItτV' ~ V't~/11)、違法若 L < lì不일강公金 η 支出等 iJ' 1-;"?t~1:思、b

11.τ ￡、司法統힘 [11:服T7;;，，:l:iJ'~v 、。確 iJ>1:、憲法改正강 εσ) J: 7 1:、高度

σ)政治性 η1-;7;;，國家行寫 η 場合따、 最終的 1:直接民主主義 σ)制度上 σ)保障 σ)1

。-C";b 7;;，國民投票 1:v、f 形τ’國民η政治判斷 1:委섭 Gh7;; ，'\혼 -c";b δ f 。政治
的判斷 1:委h7;;，시혼事項1:關Lτ、韓國憲法 lì、外交、 國防、 統一깐 σ)他η國

家安危 1:係&重要강政策 1: -::> v、τη 國民投票 (721종) 1:、憲法改 .ïEcηt~/11)σ)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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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投票 (130條) σ)= 種類 η 國民投票 σ)範鷹캉定 1/)τ:B0 、 ;:tLε 受 Itτ 、 ;:tL
ι 1:::關 T-b 國民投票 장實施 T -b t:::1/)σ) 國民投票法 b‘制定증tLτ μ &。깐 L-r 、
何 f 國民投票 1:::服*시흥 重要강政策 1:::;b t::: -b iJ' t::: -::>v、τ 따、解釋論 1:::委 hGtL
τL 、-bl:v 、.z J: 7 0 ;: tL 1:::對 Lτ 、 日本σ)場合、 周知 η 通 o 1:::、實定法上、 直
接民主主義 η 方法 1:::J: -b統制 (v' n \φ￡民主的統制) 1:::服증 tL -b ;: 1: t::: 강。 τ
μ& 國家行篇따、 現行實定法上、 憲法改표 ηAτ 、;b-b。

t:::I:.zli ，日本國憲法 9條창含 ù基本權保障강 ε1:::係&重要강事項 σ)改正창行
f 前 1:::、憲法 96條 σ)定 1/)-b r各議院 σ)總議員 σ)두分 σ)二以上 σ)贊成 f 、國會

f 、 ;:tL 창發議 L"""J εν? 憲法改正 σ) t::: 1/)σ)發議要件창、 「各議院η 總議員
η 過半數 J /\k 繼和 L、續和~ tLt:::發議要件 σ)下간現行憲法 σ〕全#σ) 重要강事
項 1:::-::>v、τ 改正 T-bl: μ7 r發議要件先行繼和後 η 憲法改正」 η 場合 1:::、發議
要件先行續和 σ) t::: 1/)η 憲法改표 ￡、同憲法改正 1:::基 -:f < 憲法 σ)重要事項 σ)改正
σ) t::: 1/)σ)憲法改正따、 前者 σ) r發議要件先行續쭈 Ui7) t::: 1/)σ)憲法改正 J 1: v' 7 手

法‘:憲法違反σ)重大강疑義 iJ';b"") t::: 1: L -r b 、國民投票 1: v、?形T 最終的 1:::民
主的統힘jξ 受 IH;: ε 1:::강?τL、&。

-'éLτ 、集댐的自衛權行使 η 場合 1 從來 σ)憲法解釋上禁 ιGtLτ 혼 t::: iJ'、;
h 창解禁 εT-b 同行使 σ)容認 f 本來、 iJ' 0 1:::高度 η 政治性 σ);b-b 國家行흉 1:::;b
t::: -b 1:見강용 h 、憲法改正手續 1:::J: "")τ 最終的 1:::-'éη 可否창決캔 ιtL-b;: ε t:::

강 tLli 、國民投票 εL 、i形 T 民主的統制창受 It -b ;:ε1::: 강&。以上 1:::對 Lτ 、
憲法改正 1:::J: G f 、憲法解釋 α)쫓更 ηt::: 1/)i7)圍議決定 σ)1>1:::J:"")τ 集댐的自衛

權行使 f 容認흔 tL-b;: ε 1:::깃t tLti 、同容認 1:::關 n-b 園議決定等 σ)一切 σ)行篇
1;):、高度 σ)政治性 η;b-b 國家行寫 1:::;b t::: -b 1: L -r b 、制度上 η 不備σ)故 1:::民主
的統制장受 It -b ;: 1:iJ'강〈、 iJ'ι기沙川事件上告審判決 (16)σ) J: 7 1:::、高度 η 政治

性 η 故 1:::、違憲判斷 1:::關τ& 司法消極主義창前提 1:T tLli 、載判所 h‘;:tL G t:::

-::>v、τ 司法審훌權 σ)範댐外 I:::;b -b 1:~Ij斷 T-b;: 1: 1:::강 O、結局 η 1:;: δ 、司法
統制 1:::b 服 T -b ;: i:iJ‘강v' 1:考 .z ιtLJ:7 。關?τ 、;σ);:I:I;J: 、高度 σ)政治
性 σ);b-b 國家行寫칸 ;b -b iJ'故 1:::，國民 σ)現在-'?將來σ)生活강 ε1:::重要강影響장
及 IrT ;: ε 1:::강&國家政策 f 內關 ;f，-bμ I;J:國會 σ)政治部門 σ)判斷 σ)1>1:::J:"")-r
決건 ιtL-rL 옮 7;: ε 1:::강& ε L、7;: ε 장意味 T-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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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 c'l;l:、現在 σ)社會經濟 η 複雜多樣 1U: 1: b 1:、行政機關 I;l:行政目的 η 達

成 σ)t:~이:樣쳐강行政活動장積極的 1:行 ?τì?~ 、同活動 f 私人 1:對 Lτ 樣각

>J:不利益추法的끼:安感 장 b t: ι L τ μ & η ￡現狀 c";f;Qo .:: -j lt:現狀 iJ{;f;Q

{二&껴i껴'b 1;，1' 、從來、 載맞U所따、 行政活動장不服 I:TQ 私人 σ)訴 i. iJ'取消訴
짧 η 對象￡ 갚&處分 1:필 t: Q iJ'ε-jiJ' 、原告適格강有 T Q iJ'ε-jiJ' 강 εη 訴뚫

要件창滿 t: Lc，'강μ.::1: 창理由 1:、同行使 η違法 適法 α)法律判斷강 TQ'::
￡강〈、 私人 σ)訴 iξ 去P下 Lτ 홍 t:σ)b 事實 c';f;Qo .::σ).:: 1: I;l:、 1: ~ b 강융

웅융:、私人 f 司法救濟장得 I;，h>J: ，、.::1: I;l:b t;，iJλσ) .:: 1:、載判所 f 同行政活
動 σ)違法 iJ'適法 iJ'1:ι그 L、τσ) 法律判斷창 TQ':: ε 캉 〈、 自A審흉장放棄 LτL 、

Q .:: 1:1:냥 iJ' >J:ι 깃ç;，。 깐 Lτ1 行政’톰행1σ)場合따、 高度 σ)政治性 σ);f; Q憲法

改표 k 違 ?τ1 直接民主王義 σ)方法 1: J: Q統制장 &受 11Q .:: 1: b 강 ~l.o .::σ)，먼

;lpl;，Thlí 、行政活動 σ)多< I;l:、民主的統制 1:服 TQ'::l:b 강 〈、司法統制 1:

&服T Q .:: 1:iJ'>J:，、α)iJ‘깐σ)現狀 -C';f;δ70 ::.σ)現狀냐、 1: ~ b 강ì?웅l'、國
民 σ)載및J창受 IH 權利 ξ慢害 L、 iJ' "'J民主的統制 1:服 l>J:，、￡μf 非民主性 σ)

故 1:、 「法治主義 1:停&違法강行政活動 σ)野放 L 狀態」 장意味 TQ 1:，;liJ' 캉A

캉μ。 l:.::iJ 껴f、最高횡~iJ'2004 年改正行訴法 σ)施行 σ)前後장通 Cτ1 ι、<"'J iJ'

σ)事 iJtiI: ì?，、τ 「本來」處分性장有 L>J:ι、εLτ 「從來」處分 T 따갚μt 용 k

t 行政 σ)行薦창取消訴뚫 η 對象 I:TQ 處分性 σ)據大창積極的 1:行? τ 사、Q(17)。

.::hl;l: 、行政活動 1:對 TQ 司法統힘 jσ)範댐據大&意味 TQbσ) -C';f;δ ?。
確 iJ' 1:、高度 σ)政治性 σ);f; Q憲法改 IE>J:εσ 〕場合따、最終的 1:直接民主主義

σ)制度上 σ)保障 ε Lτσ) 國民投票 1:，、f 形℃’國民σ)政治判斷 1:委hιhQ" 흔

τ;f; Q 0 L iJ' L、 「發議要件先行續和 ηt: /t) (7)憲法改正」 σ)手法 f 、現行憲法

個 f힐#系iJ'l;，Lτ 重大캉疑義 iJ';f;Q 1:멍、bht:場合 1:따、國會 σ)政治部門 η判

斷킨 11-C'最終的 1:1;l:國民 σ〕政治判斷 1:投 11iJ' 111;，h Q前 1:、法律專門家 1: J: Q
法的爭/현整理창含 ù'違憲 σ)可否창明 1;，iJ' 1:才 Q'::I: σ) -C'흥 &制度上 σ)裝置 f 必

要 τ’I;l:강 V:l.i:p ε思 bhJ:-j 。集댐的自衛權行便창容認 TQ 憲法解釋 σ)쫓更 ηt:
&σ) 圍議決定 σ)場合 1: b 同樣 1:制度上 η裝置 iJ{必要 τ’;f;iJ -j 0 .::.::τ*μ f 制度
上 σ)裝置 ￡따、많存 η 載씌j制度 c";f;Q 主觀訴뚫及(}'法定σ)客觀訴짧 σ〕範購창超

;(τ、抽象的規範統힘 Ij~ 行政活動 σ)是正 창可能 I:TQ 新 t:강tt組 ""~f 타j度 η 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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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창意味 L、 ;σ).: 1::1;]:、新 t~강法律等 σ)整備 1::J: "?τ 可能 ε 강δj 。
以上 σ) J: -5강現狀 1::對 Lτ 、韓國 η 憲法載判所 1;]:，新行政首都建設 σ) t~;!)σ)特

別惜置法 (2004年l月16日制定 同年3月 17日施 行) i:J'憲法違反& 중ht~決定例
(憲載2매4. 10. 21. 2004헌마닮 4 많i6、判例集 16 2下) 강 εη 多 〈η 事꺼tli::，7j.

J.>J: -51::、憲載法 68{1윗2項 η 憲法訴願審判 iJ{抽象的規範統制 σ)機能창果 t~Lτμ
J.>i:J'故 1::、法院 (司法載判所) 1::對 Lτ 訴뚫要件 σ〕柔軟강解釋 ξ뚫펄 L、行訴法
tσ) 客觀訴짧 σ)限界강 μ L不備장補"'-:>-:>、i:J'-:>國民 σ)載判창受 IH 權利강 n
]層具옮웅{土、國民σ)權益σ)十全강救濟保護 1::努 ;!)τ μ & σ) "C'i;J:캉"'i:J' 1::思bh

J: -5(18)0 .: (7)': 1::1;]:、憲法載判所 h‘政府~國會 I::.B It J.>高度η 政治的땅 j斷 1::對
Lτ ￡憲法規範的 fIIIj{1直判斷 ε 持?τ 法的統制창 ]0 X-J.>.: 1::1::J: ry、 「公法」形成

~n 、L發展 1::- 定σ)앓떻jξ果 t:: LτμJ.>.:I::I:: 얘i:J'강 G강 1，， '0 .:.α).: ε i:J'GTh

↓￡、日 韓 1::.BIt J.>比較 「公法學」η 現代的展開 1::쉰L、τ 韓國 η 憲法載判所 σ)投
좀0ε 機能 1;]:、大흥강意味창有 TJ.>σ)"'["1;]:강"'i:J' 1::考X-ιhJ:-5 。

1\. StJ‘)1:

現在、 日本 1::쉰 IH 右碩化 η 現象 1::對 TJ.>原因강 ε1:: -:>μτ1;]: 、專門家 1::J:

&科學的實託的檢討 分析f 必要 c';b J.> i:J'、素人c';bJ.> 筆者 σ)雜짧강見解 ε述
~J.>I::、以下η通 ry "C';b J.>。

一例 I::Lτ 、2010年9月7 日η 失聞諸島 1::起혼 t 日本σ〕海t 保安廳 η 싹視船 ε
中國薦船 k σ)衝突事件以降、 필時東京都知事칸 ;b "? t~石原慣太郞 B:;i:J' 솟園諸島
강地權關係者 j、A買μ取&方向 (公有化)c'基本合意 L t~.:1::ξ明 ιh ‘1:: L 、
.:h 창찢機‘::，2012年9月 1::民主兌 野田政權 i:J'.:hισ) 島창國有化 Lt~ ε ι、i
經韓 i:J';b J.>0 .: (7)': 1::창찢機 1::、失關諸島창에 ('J.>領有權紹爭 i:J'表面化 Lt~ ε

!J"'X-J.> 。솟圍諸島 (中國T따、 $성魚、島.BJ:α-tη 付屬島願 1::~乎Ii'hτ"'
J.>o ) 'd:εσ) 領有權창야〈‘&對立 h‘日本I::.B It J.>右碩化 (t~εx-li' 、他國 1::對
TJ.>輝惡感~排 fí:TJ.>感情) 1::拍車장 i:J' Itτ"' J.>1::름 ?τ 良 L、。領有權장때 (.

&對立 σ)原因 fεEισ) 國 1::;b J.>ηj ‘1::~"、τj 후、立場 1::J: "?τ 大흥 〈쫓 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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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j ， L7pL 、確 7)'강 ;ε1;1: 、外國￡ σ)對立 ;1;'國民 σ)右碩化강助長 L 、}部

σ)政治家 ;1;'-: h 창支 :j';f基盤 1:-tJ.>I: ，、j 特徵 ε 指網 -t J.>-: l:iJ‘τ ”혼 J:'j 。他方

T 、領有權 σ)問題낭、 自民호、 1: ~ ;b (t 安倍政權 σ) l-J- (:由來-tJ.>tσn:"IHi:

〈、 (1 ε ι εα) 政호(:ε ? τ 多 ;I;'h 少강 ;I;'h 讓步 τJ.>-: ε η-e 흥강"性質 σ)t

η1:7j:7;'j ，-:σ) -: 1: 1;1:、μ f 농 t’t7j:( 、他σ)國 I::Bμτ ￡同樣 τ‘￡δ i 。

깐 Lτ 、右寶￡林 t'hJ.>人져 σ)精神論 1;1:、 -:hισ) 者iiJf 답指 -t 國η 方向性 ;1;'

1;，t j;DJ.>-: l:iJ‘τ- 혼 J:'j 。깐 σ〕方向性1: 1;1:、戰爭放棄 (9條1項) 1:戰力不保持

(2項) -e象徵-tJ.> r平和王義國家」 져iι 、 「戰爭σ)τ 흥 &普通σ)國J "-σ〕回歸

창 g指-ttσ) -e;f，J.>1:述~J.>I: 言 μ 過풍 -e-;f，7; 'j ;1;‘。安倍首相 1;1:、第-次安倍

內圍 (2αJ6年9月26日;1;'1;，2007年8月'2:1日)σ〕發足時{:日本창 「美L"國J 1:τ&

￡述〈 τ:B~ 、깐 η 第2次安倍內圍 (2012年12月26日-)(:入?τ;1;'ι 、戰後 σ)

-:h 옳τ’η 平和王義 σ)形창 「消極的平和主義 JU 立置付 (t 、-:hl: 代 ;b J.> r積

極的平和主義 J /\η 轉換창 I;;H 必要 ;1;';f，J.>-: 1:창力說 Lτμ& 。깐 Lτ 、戰爭

放棄 (91柔1項) ε 戰力不保持 (2項) η 「平和主義國家 J ;1;' 1;， r普通σ)國J "-η

回歸후、 戰後 σ) r消極的平和主義 J ;1;'μ 「積極的'Ii和主義 J "-σ) 轉換 σ)t:6I) 1:

따、現行憲法 9~*σ)改正창大前提 1:-tJ.>σ)"{-;f，7; 'j 。

「積極的平和主義」 녀、 「戰爭η-e- 혼 &普通σ)國」 창言 μ 換 i...t~tηI:Lτ

聞 -:i ...τ ( J.>σ)1;1:筆者 σ)l-J- -e;f，7; 'j ;1;'，r美 LμJ 1:μ5 言棄 ;1;'意味 -tJ.>tσ)

1;1:、個 hη 人 σ)王觀깐 σ)tσ) -e-;f，-:>τ 、全國民센 「美L 증 J I:-::Jι、T 唯 -σ) 個

f면觀창共有 -tJ.>-:1: 강 ε1;I:;f，~得강 L、。 ~σ)펴;1;'ιτhl;J:' 、-國σ)首相 ;1;'思想

후哲學창持 ?σ) 따열然 τ. ;f，J.>;1;‘、「美L "國--:;-(~J ;1;'i;，始옳?τ 、 -:h 창具

依化 τ& 方法 I:Lτ 學校 I::B (t J.>新 t~강道德敎育 ;1;'實施彈化용 h 、깐 η 結果￡

Lτ 造 θhJ.> r國策」 깃çV，L公益重視 η 風傳 ij;l;'私益깃çV' L{固*人η 自由강壓倒

-t J.>-: 1: 1:강 A강 !'-'7:P 、 ;f，J.>ι、1;1:個人σ) 自由δ'-::J多樣강 f面f直觀η 댐養 tjtJl 휩j

L、 -:hl;，창排除 L、唯 -σ) 個{힐觀창彈制 -t J.>-: 1: 1: 1;1:7j:ι 7j:，、;1;'1:"'j 縣;승:

껴，;f，J.>。

증 T 、改憲論者 i;，;I;'P昌i...J.>自主憲法 σ)옮 u定η 必要性(:-::J，、τ1;1:、第2次大戰敗

戰後、 日本η 現行憲法 f 러領軍 1: J: -:>τ牌 L -::J-(ti;，h t~1:μ ? 考 i...方 1: J: J.>t

σ) t 大흥 μ ￡思、;bhJ:'j 。他方칸、 自主憲法 σ)制定σ〕必要性강力說 τ& 者 σ)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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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論 η 多< (:냐、第2次大戰 σ)敗北主義강 μL1JQ害者 σ)立場창實( ，自볕主義」

ξ 間違 μτ ‘~QI:L 、 ::h;lp 1，脫去PL、 「新t 강日本國」 σ)再出發 ε 期 -tQI:

"-) bηiJ' 깐 σ)根底 (:~Qσ)칸 li 강 "iJ' 1:考 iιhJ:-) 。言μ 換 ihl:f 、右寶
ε林용 hQ} 、#η精神論 σ)根底 1: li 、第 2次大戰￡植民地支配 iJ'7ν7σ) 共存

共榮 σ)1:IJ/)σ)b ηc"~--;; τ 、過去 σ)戰爭-'?植民地支配ε 正윌 1t-t Q ε u、5歷史
認識 iJ'~ Qσ)b 否 IJ/)깃n 、。::-)L1: 歷史認識 σ))J.，- r li 、 iJ'-:Jτσ) 戰爭犯罪

A、陸海軍 σ〕職業軍人 i3J:V'’超國家主義[fJ1*等σ)有力分子 1 大政餐贊會等 σ)政

治E겁#η 有力指導者-강εiJ'1946 年η 公職追放令 1:J: --;;τ 追放흔 h1:iJ' 、1952年

σ)公職追放令廢止法 1:J: --;;τ- 部창除 "c 多 ((J)bσ) 껴f復歸 L1:::I:I:j 믹 O 훌
〈τ'~δ i。 日本η政治社會따、 敗戰後、 第 2次大戰 1:對 -tQ 反省 σ)下1:藥흥
上 (fl，hτμQl:b μbhcv 、QiJ'、他方 τ’li 、以上σ)麗史認識 iJ>1，-t h l:f、

現在、 日$σ) 政治社會따、 「戰前戰後連續論」 창&깐σ)特徵 η l-:JI:-tQ::1:

iJ'c" 혼 J:-joA 級戰犯 iJ'짱 I，hτ" Q靖國神社 1:安倍首相 >J:εη 政治家 f 參拜 -t

&σ)b 、以上σ)精神論 1:依據 -tQbσ)c'~δ -)o::-)Lt: 精神論따、 自由經濟

主義-'?日米安保條約1:J:Q同盟關係강 εη- 部충除〈 戰後 νν-ιμ 창否定 -tQ

&σ) 1:Lτ 、最終的 1: li 過去 σ)戰爭-'?植民地支配장￡正윌化 -tQ 順向 ξ n-
層彈 IJ/)、再 v'戰爭η 途창步 tJ:: 1:1:>J:1，강 "iJ> 1:v'-) 危↑具iJ'~ Q。

以上σ)精神論 σm'iJ니:、外在的要因 1:J:Q精神論 σ)發露 I:Lτ 、 /"'7’/ν經濟

밟壞後、 1990年代以降 η30年間 1:b 1:Q日本經濟 f 停濟창續 IH 中칸、 周낄國

σ)經濟的강鍵進 ￡軍事大國化 ~σ) 警JJJ(感 iJ'日*η 右碩化 1:拍車 ε iJ>Itτ L、& σ)

c"li 강 L、iJ>1:뽕、bhJ: -)0 :: -) L1: 日本η 置 iJ>h c ，、&歷史的 地政學的立場

iJ>l，-thli 、 日本σ)右碩化따엽國장守& ε μ i精神論 iJ>1，깐σ)端창發 Lτ 섭

O 、 ξσ) 必然性창否 IJ/)강 "0 1!iJ‘、iJ'-:Jτσ) 戰爭 HI 國장守 Q 1:，、5精神論 iJ>

ι 始옳 --;;1: :: ε 1:氣 -:J iJ'h Q<<:흥c'~δ i。安部首相 iJ'2013 年12月26日1:짧A

切 -;Jt::.靖國神社參拜 1:-:Jμτ 、 「評個L 캉 "j (53，0%) 1:σ)回答 iJ' ，評뼈*

Qj (38.1%) 'tJ: 며。1: :: 1:1:l:>QJ: -)(:、多〈 σ)日本ÀiJ‘::hl: 反對 Lτμ

Q::I: 창斷?τE 혼 1: V'o .f: Lτ 、評個 -tQ 人σ)74，O%iJ ‘「戰爭σ)構性者 1:哀뼈

α)意장示 L1:j :: 1:캉理由 1:暴 (fτi3~ 、評 f面L 강μI:L1: 理由따 「外交的配

慮 1:ý:ltQj iJ、'61.9%"('最￡多 iJ>--;;1: :: 1:(19)iJ>ιτh 따、現견Eσ)日本σ)政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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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장戰前 /\σ)[먼歸 k評-t~σ)i;J:、諾張 τ’;Ii，.7:>7 。

중 τ 、以tσ)右順化 ε憲法改正論議 η 兩者 1;1、相互 1::密接강 b‘i.Pi? ~ 창有 L
τH~ 、政治的主훨 1::J: ~兩者σ)動혼 1::對 Lτ1;1 、以上 σ)世論 1;1無力 -C';Ii，.7:>

70 t!l:-thl;l" 、日本η保守 右餐 1::J: -:Jτ支持증 iH 政治勢力깃t'，L基盤 iJ'

J: ~彈固 fJ:{，σ) 1: fJ:hl;l"、個人 σ)自由 k權利￡ ν。t::私益창壓倒 -t~ 抽象的강

公益論 J<.o.:.h 장合法化 -t~個別法律 (1)制定 σ)뼈向 IU~- 層랩옳 O、後동 ~iJ{

f 흥 fJ:( 캉 .7:>7。←→例 1: Lτ 特定秘、密保護法 σ)制定 b‘塵(-j" ?，h J: 7 0 .:. h 1::

伴?τ 、戰後培 bht:: 平和主義 (;1必然的(::깐σ)쫓충消 L 、個Aσ) 自由￡權利창
J:0 ↑$張-t~ r 自由關達 σ)콩댐氣 J iJ'.:. h 옳 "eJ:~{' 委縮 R융弱化괄웅&장 i
강 L、ε思、5 σ) 1;1危煩(::過흥강L、iJ'l: 自問Lτh~。

(注)

(l) 室井力 『現代行政法σ)原理」前握書 13-15 頁 (勳草書房、1973) 、同 「現代

行政法 σ)展開 J 112.頁 (有훗圍、1978) 、同 「行政法學方法論議1::-:J，、τJ t~
村敏正先生還歷記念論文集 「現代行政k法 σ)支댐며 所收 (有裵園、1978) 、
同 『行政σ)民主的統制&行政法 J 228頁 (日本評論社、1~없)강ε參照。

(2) 室井力 HiJ'編 「現代國家σ)公共性分析 J (日本評論社，1990) 、神長勳 11
iJ'編 r公共性 σ)法構造 J (動草홈房、2004) 參照。

(3) 해橋 「行政法學上η 「公益J (::關소&←考察」關澤法훨 8을 (2012)參照。

(4) 最判平成 24年2月9日民集66卷2뚱183頁 敎職員國雄國歌訴뚫 (予防訴뚫)

上告審判決。

(5) 東호地載昭和 63 年 3 月 2 2 日昭和 62 年 (特b) 第 1 54 7뭉 束z機
械 그 그」μ規옮U違反事件判決。

(6) 朝日新聞 j"'/ 갖 /ν2013年 12月24日
(http//www.as 삶li，com/artic1es/ ASFOTKY201312 껑0446，h미11)。

(7) 朝日新聞 fν 갖 ι2013 年12月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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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utlook and modern development of Japan “public law"

Jo，Won-je
Komazawa University law graduate schools

Japan’s political community is currently trying to change significantly.
One of the current discussion is the amend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 Article 9 which is prescribing the renunciation of war (Seetion
1) and not holding of forces (Seetion 2)，Now the revision of Article 9 and
the method of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is being discussed. It is a big
controversy. Finally these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s，including amendments
of the Constitution would be resolved by democracy in the way of the
people’s political choices. By the way，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clear
the background and the specific details of the current Japanese polit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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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hange，law amendment and legislation，ete. Such attempts is also a
study about the public law of present and future public law which is
ensuring individual freedom and rights and adiusting the confliet of public
interest and self interest

Key words Peace Constitution，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Right of
colleetive self-defense，Objeetive lawsuit，Nation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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