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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化憲法結構下的規範與制度 

第一節  文化多樣性衝擊下的基本權調適 

  在文化憲法的理念、預設功能以及解釋方法介紹之後，本章所要

進入的主題集中在基本權利以及基本國策這兩個面向，如何在文化憲

法的脈絡之下進行新的詮釋與看待方式。必須重新審視的主要原因在

於前述多元文化的衝擊，以及因此所必須面對的各種訴求，在許多方

面已經顛覆既有對憲法上權利的想像。如前所述，強調基本權利防禦

面向的自由權，可能被人口居於弱勢的原住民族視為是侵略者的利

器；而基本權給付功能的積極地位，也可能被當作是對付原本具有特

殊文化團體的同化手段之一。在類似的論點中我們不難發現，一方面

承認多元文化的現狀，二方面又必須接受對於既存權利體系的批判，

似乎文化憲法在追求並且維護社會上共同生活價值所在的功能，在一

開始就陷於美麗的錯誤而遭受明顯而立即的反噬風險。 

    不過，在文化衝突的氛圍之下，所幸仍然存在著沒有共識中的共

識，亦即對於彼此應該享有憲法權利的堅持與捍衛。更確切的說，儘

管基本權各種面向備受不同文化背景的團體所訿病，但希冀被賦予憲

法上之力而得以實踐的權利地位，卻仍然是共同努力的目標。因而藉

由這個聯繫因素，尋找出一個憲法上的對話平臺，似乎又顯的曙光乍

露。剩下要做的，應該就是如何讓各種不同的權利訴求，能夠兼顧到

文化的特性而受到完整保障。 

    在文化憲法的脈絡下，基本權的內涵必須融入文化觀點，因而所

探討的重心不在保護領域是否及於文化，而是文化如何型塑保護領

域。這也正是為何對於文化的認知，不應侷限在教育、科學及藝術等

事項，而更應廣及生活方式、價值模式與行為模式的原因；當然這也

是在解釋方法上，必須轉由身處在文化中的人民，作為前解釋者的理

由。從而在基本權的保障討論上，也不單是透過表意自由、學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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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藝術自由，就可當然構成一個多元文化國的體系。 

這點我們可以從聯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的兩份文

件中找出端倪，第一份是在 2001 年通過的「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1，第二份則是於 2005
年 10 月通過的「保護與促進文化表現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草

案。暫且不論在公約與宣言之間，關於其強制力與否的法律性質問

題，至少我們可以發現文化多樣與文化表現多樣乃是分屬不同層次的

思考。在第一份的文件當中，第一條開宗明義在於確認當代文化多樣

的現狀，繼而認為各種不同的文化都是屬於人類共同的遺產（the 
common heritage of humanity）而需要受到承認與尊重2。藉由文化多

元與民主制度的結合，能夠使得人民的公共生活更加豐富（第二條），

另一方面則透過文化多樣性達到更令人滿意的而充滿智慧、道德與精

神的生存方式（第三條）。在宣言的第五條部分，強調文化權利（cultural 
rights）作為人權中普遍、不可分且相互依存的部分，並且依此權利

得以發展、創造並且表現自我。至於因為文化差異所創造出各式不同

的表現物，則不在此一宣言的內涵之中，而另需藉助「保護與促進文

化表現多樣性公約」的補充來加以描述3。 

因而，多元文化作為一種「信念」與基於多元文化而來所應享有

的「權利」，應該分屬不同層次的思考。套用解釋過程的詮釋循環，

多元文化的尊重是作為前理解的觀念，而在此意識之下，繼續進行對

於既已存在的規範加以解釋與續造。確切的說，即是每一個權利都應

隱含著多元文化之下的考量，也藉此貫穿整部文化憲法的核心概念，

特別是在基本權與基本國策的理解之上
4
。

                                                 
1 文件所在網址：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71/127160m.pdf 
2 根據該宣言的大會共識部分指出，此處所指的文化，是一個社會或者社會團體所獨特

的精神、物質、智慧以及情緒的特徵，而除了藝術與文學之外，也包含生活方式、價

值系統、傳統，乃至於信仰。與文化憲法所指涉的文化意涵，若合符節。 
3 根據公約草案第四條的定義部分，所謂「文化表現」（cultural expressions）是指個人、

團體以及社群基於其創造力所生，而富有文化內涵的表現。 
4 以瑞士新憲法為例，學者即指出該部憲法乃是以多元文化主義而結構完成，並可視多

元文化的概念居於先憲法的基礎（vorverfasssungsrechtliche Grundlage）。Thomas/Lidija 
Fleiner, Allgemeine Staatslehre, 3. Aufl., 2004, S.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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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基本權利的新詮釋 

一、既有的權利體系架構 

（一）從 Jellinek 身分理論到現今的基本權功能體系－漠視

文化差異的事實 

1. 基本權各種功能的背景 

    當今對於基本權意涵以及功能的古典論述，要算是 Jellinek「主

觀公權利體系」（System der subjektiven öffentlichen Rechte）一書中所

提出人民相對於國家的四種身分，最為人所熟知5。延續著該書所推

導出基於臣屬關係的被動身分（passiver Status）、免於國家侵擾的消

極身分（status negativus）、分享並且請求國家給付的積極身分（status 
positivus）、參與國家意志形成的主動身分（status activus），並且參照

我國在憲法第二章關於人民權利義務所做的條文安排，分別在第八

條、第十至十四條列出數種「自由」，第十五條到第十七條則分別賦

予人民一定的「權利」得向國家請求一定給付，以及參與國家公共事

務的決定過程，適足顯見我國憲法本文在人民權利的排列組合當中，

和 Jellinek 所提出的權利體系有若合符節的關聯性存在。 

    事實上，思想的成形總是可以反應出當代情境。Jellinek 的學說

立論在現今的角度之下，有關基本權不具有直接效力且無法拘束立法

者的想法6，以及認為在「臣屬身分」之下，並無個人自我決定與人

格存在空間的見解7，都顯示出 Jellinek 的說法帶有封建時期殘影，無

法和當今建構在人性尊嚴而一體適用於每個人的人權觀念相互搭

                                                 
5 國內關於該書最充分的介紹，請見李建良，〈基本權利的理念變遷與功能體系－從耶

林內克「身分理論」談起〉，收於氏著《憲法理論與實踐》（三），2004 年，第 1-71 頁。 
6 李建良，同上註，第 29 頁。 
7 李建良，同上註，第 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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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甚而在我國大法官的釋憲實務當中，也未見將人民基本權利侷限

於消極身分或主動身分的區別8。 

    真正主導當代對於基本權理解的方式，仍然以德國聯邦憲法法院

一路演繹發展而來，並且在我國大法官釋憲實務當中可搜尋出的各種

基本權功能為主要。透過眾多無數的判解實務，基本權除了得以對抗

來自國家權力干擾的防禦權功能外，也具有分享或者請求國家為一定

給付或服務的給付權、以及基本權作為價值秩序，而帶有放射作用產

生第三人效力、要求國家建立一定的制度以使基本權完善行使的制度

性保障、乃至於國家必須保障人民權利免於第三人侵犯的保護義務

等，都成了基本權的內涵之一。 

    然而，這樣的發展並不是全然無所爭議，要在扼要簡潔的基本權

利條文當中產出各式各樣的功能，如果沒有一套完整的基本權理論闡

述，恐怕也很難證立其中各種功能的正當性所在。以國內的文獻來

說，延續著德國學界對於基本權各種功能的爭議，在我國同樣也有以

下幾處疑點，其中包括，區分基本權具有主觀及客觀二種面向的雙重

性質是否有所必要；其次，主張具有雙重性質的學者，在建構其主觀

及客觀各種不同功能的脈絡時，對於是否存在或者引進某項功能的合

理性，以及如何歸屬各功能於主觀或客觀面向上，每每互有見解不同。 

就第一個問題而言，兩種不同見解在防禦以外的各種功能，能否

「主觀化」而向國家有所主張請求的議題上交鋒。有認為主觀與客觀

二分係屬概念上的陷阱，而排除其原本就屬於基本權「主觀」面向的

可能9；但也有學者在防禦權功能以外的「客觀法規範」是否得以主

觀化的命題上，顯得保守並且懷疑10。第二個問題則譬如所謂「組織

與程序保障功能」究竟是屬主觀或客觀面向，又或者如「制度性保障」

應否建制等不同觀點，也常是聚訟盈庭所在。 
                                                 
8 吳庚，〈基本權的三重性質－兼論大法官關於基本權解釋的理論體系〉，收於《司法院

大法官釋憲五十週年紀念論文集》，1998 年，第 22 頁。 
9 張嘉尹，〈基本權理論、基本權功能與基本權客觀面向〉，收於《當代公法新論－翁岳

生教授七秩誕辰祝壽論文集》（上），2002 年，第 58 頁。 
10 陳愛娥，〈基本權作為客觀法規範－以「組織與程序保障功能為例」，檢討其衍生的問

題〉，收於李建良、簡資修主編，《憲法解釋之理論與實務》（第二輯），2000 年，第

2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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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對於基本權的功能存有許多不同爭點，但基本權在防禦以外

的面向，則甚少見到完全否認的態度。其中的原因大抵可以歸結，原

先自由主義所預設個人得以藉由自我決定而得到最大的自由，卻因當

代社會實際的發展的現狀，而使得國家必須作為資源的給付與分配

者。並且因為基本權的危害來源，除了國家之外，更可能來自同屬水

平關係的社會實力團體。因而保護人民免受其他第三人的侵擾，也成

了國家的重要任務之一11。如果我們從背後的成因觀察，我們不難發

現，從天賦人權而向國家爭取本來就應由人民所享有自由的階段，而

走向以人性尊嚴為中心主軸的觀念時，對於自由或者權利的需求其實

並無改變。之所以造成功能的擴展，是因為在基本權利的具體化過程

中，不僅必須考量整體歷史關聯性以釐清國家與人民在基本權利架構

中的關係12，更需不斷的探求社會事實是否與原先所設定的社會模型

有所變遷。從而對基本權也要提出重新的定位以及詮釋，以保障基本

權在於實現自由的目的13。 

2. 對基本權功能的挑戰 

以本文所要討論的文化憲法而言，基本權功能的定位紛爭並不是

主要的處理議題，真正要面對的困難在於基本權各項功能的開展，對

於文化事項在基本權的討論脈絡中，是否同樣得以適用，以及應該如

何適用。就以防禦權以外的功能為例，原先基本權得以畫出國家與社

會二分的準據線，並且使得社會領域可以自治發展。但現在基本權的

功能，卻反過來要求國家必須全面性的實現基本權所賦予的任務，透

過國會制定成文法、核准預算，並且交由行政部門建制部門，執行各

項保障、保護規範，復使司法機關在權衡私人關係時，亦需兼顧憲法

上基本權利的精神加以解釋法條內容，以符憲法上保障人民權利的意

旨。 

                                                 
11 陳愛娥，同上註，第 239 頁。 
12 李建良，〈基本權利的理念變遷與功能體系－從耶林內克「身分理論」談起〉，收於氏

著《憲法理論與實踐》（三），2004 年，第 39 頁。 
13 張嘉尹，〈憲法解釋、憲法理論與「結果考量」－憲法解釋方法論的問題〉，收於劉孔

中、陳新民主編，《憲法解釋之理論與實務》（第三輯‧上冊），2002 年，第 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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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回到文化的本質來看，如果國家在文化領域發動上述各項公

權力，以保障基於非屬基本權防禦面向的各種功能，則國家是否依然

謹尊「文化中立」的誡命，不免令人懷疑。以德國為例，在八○年代

不斷超越平均值而上升的文化預算，終究產生該國基本法第五條第三

項第一句的規定，是否可以推論出具有文化國的憲法委託精神之爭
14。以 Häberle 為代表性的見解主張，透過基本法內的主觀基本權、

客觀的憲法委託、國家的機關、權限、程序規範、聯邦國的體制，已

可將德國視為一個具有文化國性質的「文化聯邦國」（kultureller 
Bundesstaat）15；甚而在聯邦憲法法院的判決上，也曾指出基本法第

五條第三項的藝術自由，具有以文化國作為國家目標的客觀價值決定
16。 

而持反對見解的 Steiner 則不斷強調，基本法並不存在任何關於

文化的一般性促進條款，第五條第三項也僅保障個人藝術創作的自

由，而不是全面性的保護整體文化，從而國家也不負有文化促進的義

務17。更甚者，如果將第五條第三項推論為全面性的文化促進義務，

亦有將基本權的規定下降至國家目標規定的嫌疑18；至於在實務的例

證上，曾經有過在基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第一項之後，

建議增補對於文化保護的國家目標規定，但卻同樣沒有受到多數的青

睞19。 

在這樣對比的論述之下，可以看出在文化領域即便僅是狹義文化

概念之下的藝術，在文化自治的傳統中也不容易引導出其他客觀法上

的功能。而對於文化的特性，如果不能被國家三大權力機關有所體

認，恐怕只是扼殺文化發展的空間。因此，從文化的角度觀察，基本

                                                 
14 Steiner, Kulturpflege, in Isensee/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and Ⅲ, 

1996, S. 1237. 
15 Häberle, Vom Kulturstaat zum Kulturverfassung, in ders. (Hrsg.), Kulturstaatlichkeit und 

Kulturverfassungsrecht, 1982, S. 52-53.國內同此見解者如許育典，《宗教自由與宗教

法》，2005 年，第 31 頁。 
16 BVerfGE 36, 321 
17 Steiner, Kulturpflege, in Isensee/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and Ⅲ, 

1996, S. 1238. 
18 Steiner, Kulturauftrag im staatlichen Gemeinwesen, VVDStRL 42 1984, S. 15-16. 
19 Steiner, a. a. O., S.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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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功能至少面對以下幾大挑戰： 

a. 文化具有超越個人的特徵，透過同一文化社群的成員之間彼此互

動，逐漸建構並且傳承，但基本權利體系向來被認為是以個人為

出發點，對於文化的事項上，是否依然能夠符合？ 

b. 文化是由處於水平關係的人民，彼此溝通交流而逐漸形成，而文

化衝突同樣也是水平之間的關係，如果透過國家保護義務的發

動，或者第三人效力的放射作用，是否適足造成文化發展的反效

果？ 

c. 在基本權功能不斷延伸的同時，卻忽略受保障的基本權主體其來

源背景不同，甚而具有文化上的差異。各種不同功能的交互運用，

可能壓縮非主流或弱勢文化族群的空間，究竟應該如何作用？ 

（二）挑戰的回應－文化權作為一種集體權？ 

1. 文化權的背景與期待功能 

在早先談到文化的概念時，本文強調文化不應該只視為個人的行

為表現，更應重視來自與他人之間的互動意義，以及藉由不同世代的

傳遞所構成的傳承。在這個不間斷的過程當中，文化具有超個人的特

徵，而必須在無數人之間所建構的網絡當中，才有可能展現一種作為

集體的現象。因此要保障文化得以不受侵害，仰賴過去僅以個人權利

為建構基礎的保護模式是否仍屬充足，不免令人無疑。因而，在文化

必須受到尊重的命題脈絡之下，以集體權（collective right）或者團體

權（group right）這種非屬個人權性質的權利作為概念加以討論，並

稱這些基於文化差異的背景，而主張維護與保障文化為功能的權利為

文化權（cultural right），即成了當代對於文化保障的一大嘗試20。 

集體權或者團體權此種超個人權（beyond individual right）性質

的權利，乃是源於國際法上對於人權世代（generation of human rights）

                                                 
20 Britz, Kulturelle Rechte und Verfassung, 2000, 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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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演進分析。其出發點是體認當代某些人權的實現，必須仰賴多

數人共同的行使才具有實質意義，如果僅由個人主張不僅無法產生作

用也不能夠真正發揮效果。因而不同於第一代的自由權與第二代的社

會權21，名之為第三代人權22。在國際法上之所以有這類權利的產生，

主要背景是鑑於國際間各國的貧富對立，以及南北半球國力不對稱的

現象而來23。脫離殖民不久的新國家，希冀建立一個能夠自主均衡發

展、獲得公平分配財富的國際秩序，而不是被曾為殖民母國的傳統強

權國家，挾其豐厚的資金或者傲人的科技成就，進行無法抵抗的種種

剝削行為。這種權利不曾出現在任何的國際人權清單之上，也無法僅

僅依靠個人作為伸張權利的主體。因而如民族自決權（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發展權（the right to development）、和平權（a human 
right to peace）、環境權（the right to healthful environment），這種有賴

多數人集體實現的權利，都是在此源由所產生的新興世代人權。 

無獨有偶，國際間的這種保護弱勢觀念被引借至內國當中具有複

數民族的結構，特別是各民族有不同的歷史淵源、風俗慣習、世界觀

乃至於規範、價值系統而構成文化差異的情況。在這種多民族的國家

中，居於弱勢或者少數地位的團體正如國際間的小國一般，尤其是傳

統的生活模式往往不斷遭受威脅。為了避免自身特殊的文化傳統以及

生活模式受到多數人口的同化而逐漸消逝，居於人口及文化上劣勢的

少數團體，因而主張各式不同內容而具有集體性質的文化權24。 

然而文化權的內涵為何，不僅稱得上是五花八門，更隨著各地的

情況不同而有特定強調之處。根據 Levy 的整理分類，文化權的主張

至少有以下各種不同訴求，包括： 

 

                                                 
21 在第一代與第二代的人權發展上，聯合國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及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可說是最重要的兩份文件。 

22 LOUIS HENKIN, HUMAN RIGHT 427 (1999) 
23 廖福特，〈尚未發展完備之發展權〉，發表於「人權與民主」學術研討會，2003 年 11

月，第 3 頁。 
24 KYMLICKA,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 1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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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要求法規對於文化活動所加之限制或者處罰予以免除

（exemption）： 

這項主張的最主要功能，在於避免多數人所制定的法規，因為不瞭解

某項行為的文化意義，即以公共利益為由加以禁止，最後造成弱勢或

少數團體在文化延續上的阻礙。譬如在加拿大 Sikh（錫克）教徒在其

纏繞頭巾（turban）與戴安全帽之間的交通法規衝突、在法國有伊斯

蘭學齡女子的蒙戴面紗（chador）與教育法規間的齟齬，即連台灣未

修正之前的姓名條例，亦對原住民要求漢式姓名，都是全球著名的實

例25。 

b. 給予主流優勢團體所不需的協助（assistance）： 

在這項主張裡，語言權（language right）是主要的訴求之一，特別是

進入公務機關申請進行各種行政程序，或者國會開議的立法過程，以

及法院的司法訴訟進行，都必須能夠兼顧與保障不同語言使用者的需

求，而獲得平等而且完善的對待。其次，更進一步的要求則是在勞動

人口以及高等教育的員額中，採取名額保障制度的優惠性差別待遇，

確保弱勢團體不會成為競爭之下的犧牲品26。 

c. 允許成立自治（self-government）組織： 

在政治的訴求上，這些基於文化因素而構成差異的少數或者弱勢團

體，往往不希望優勢團體給予過多法制度的干涉，釜底抽薪的辦法即

是組成自治團體，而由自己制定規則，排除優勢團體的控制27。 

d. 制定得以限制非成員自由的外部規範（external rules）以維護文

化： 

在成立自治團體之外，文化權也被認為得以推衍出具有對外效力的規

則制定權，尤其是專門針對不具有該團體資格的成員，加以限制其財

產權或自由權。其中譬如在加拿大的 Quebec 地區的商業標示，即被

                                                 
25 Levy, Classifying Culture Rights, in SHAPIRO/KYMLICKA (Edited), ETHNICITY AND GROUP 

RIGHT 27 (1997) 
26 Id. at 29. 
27 Id. at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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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限制不得以英文表示；又或者如印地安人的保留區內，若非屬印

地安人，則其居住遷徙自由及投票權的限制，均遠大於印地安人28。 

e. 在本國法體系下，承認（recognition）傳統規範的法效力及執行： 

由於法規範所承認的價值，往往也突顯出一個團體的文化特色，尤其

是在身分法、刑事法、或者財產所有權的觀念之上。由優勢族群所設

定的規範，並不一定能夠符合少數團體的需求，特別是具有部落傳統

的原住民族。因而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文化權也被認為應當使傳統法

或部落法，受到本國法制的承認，並得以執行其作為規範的效力29。 

f. 訂定成員之間的內部規範（internal rules）： 

除了制定規則得以對抗優勢團體的成員之外，對於內部成員的行為控

制上，也必須採取一定的手段以確保文化不會受到改變，其中甚至包

括最根本的制裁方式－除去其作為團體成員的資格30。一旦受到此類

的懲處，也就失去前述作為一名團體成員所得享受的權利，換言之，

前述基於文化權所得主張的法律義務免除、優惠性差別待遇，在喪失

成員資格的同時，該個人也全部無法享有。 

g. 指派代表（representation）參與政府決策： 

在得以對外限制不具有成員身分的財產或自由權，並且確保對內成員

的控制以及傳統規範受到承認具有執行力之後，這些弱勢或者少數的

文化團體，同時要求得以指派代表參與國家政策的形成。認為文化權

有此功能面向的主要原因在於，一旦這些團體獲得發言機會，即可以

避免優勢族群透過公權力實現的過程而產生歧視，從而得以確保該團

體的利益31。 

                                                 
28 Id. at 35. 
29 Id. at 36. 
30 Id. at 40. 
31 以加拿大為例，為了籠絡屢屢舉辦獨立公投的 Quebec 不脫離聯邦政府，以法語系人

口為多數 Quebec 省，比其他以英語系人口為多數的省分，有更多的自治權限，學者

並 稱 其 為 「 不 對 稱 聯 邦 制 」（ asymmetrical federalism ） . 參 見 KYMLICKA,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 28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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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象徵性主張（symbolic claims）的保障： 

所謂象徵性的主張特別專指國歌、國旗、國定紀念日、假日等具有歷

史陳述的意涵。譬如特定史觀的記載或者國定紀念日、假日的指定，

往往帶有一定的意識型態而欲保障優勢團體的歷史記憶。對於受壓迫

或者誤解的少數團體，往往不能接受如此詮釋，因而也會要求增加、

刪除或者更正某些記載32。無獨有偶，我國的現狀亦有存在類似的情

形。以紀念日及放假日為例，現行的法規依據僅有一紙「紀念日及假

日實施辦法」的行政命令，除了在行政程序法施行之後，產生是否有

法律授權依據的合法性問題之外，究竟那些得以作為紀念日或放假

日，也似乎少見質疑或者討論之聲。不過，行政院在民國九十五年九

月所提出的「紀念日及假日實施條例」草案33以及立法院在十二月所

提出的對照版本來看34，一方面兩者皆意識到紀念日與放假與否，涉

及人民自由權利而有必要以法律位階明定；二方面，兩份草案均注意

到紀念日有其社會背景及歷史源由，並且必須具有重要地位及深遠影

響者，方得作為全國紀念日。因而，紀念日與放假日必須兼顧各種不

同情況予以考量，對照之前的行政命令，草案新增的八月一日原住民

族紀念日（紀念在八十三年八月一日憲法增修條文，將山地同胞「正

名」為原住民），以及增加的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假日，可謂與上述文

化權的內涵頗有相似之點。 

整理上述這些具體要求的想法，我們不難想見主張文化權的思

路，採用以下的步驟：首先，該權利在維護文化的方面上，透過集體

的組合，成立一個可以避免受到主流文化吸收與混合的團體；並且透

過文化權的理論，賦予該團體為了促進文化持續性的發展，具有對外

以及對內的各種不同效力。對內的部分，在於強化具有成員身分者之

間的內在認同以及彼此間的聯繫，並且限制不具有成員資格者的自由

或權利；對外則可區分為個人與團體兩種不同面向。個人面向主要訴

求在於免除多數優勢族群制定的法規限制，或者要求教育及勞動機會

的名額保障，團體的部分則在於指派代表參與國家政策決定、分享統

                                                 
32 這種爭議尤以國民教育中的教科書編纂，最容易被察覺。 
33 94 年 6 月 20 日，院台文字第 0940020470 號 
34 立法院總第 1169 號，委員提案第 664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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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權力，同時對於該少數團體具有集體記憶的象徵性行為加以保障，

避免受到歧視。 

對內控制： 

（強化成員認同，限制非成員） 

                                            ？                       

   

 

 

                                    對外抗衡： 

（要求免於法律的限制， 

                                               主張提供足夠的保障） 

                                       

2. 文化權的主體 

文化權的功能觸角廣袤，各項主張當中，除了免除法律義務的規

定或者名額保障的優惠性差別待遇措施，具有明確的個人受益對象

外，其餘皆需以團體作為保障對象，或者憑藉團體共同的意志加以顯

現。這點和傳統基本權僅以個人的身分即可主張，有著極大的差異。

然而，究竟何種條件下的團體得以主張文化權，恐怕還需進一步的釐

清。 

如前所述，文化權的保障起因於對少數或者弱勢團體的保護需

求，至於文化上不受威脅的優勢團體，並不在此一範疇之內。然而，

少數保護本是民主政治與當代憲法的基本精神，也早內化為當代憲法

的內涵之一，之所以另闢一少數者的文化權保障，顯然此處的少數與

憲法既有所保障的少數，各自有所不同的對象。因而在特別強調少數

保護的時刻，通常不是指民主原則計算下的少數，也不是指國會中的

複數人形成

團體 
^－^－^

內在聯繫

多
數
且
優
勢
之
文
化

進
入
於
國
家
系
統
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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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數黨，更非指社會上一般少數所組成的團體35。 

能夠主張文化權並且具有值得保護之必要者，其前提即是屬於文

化上的少數（Minderheit；minority），而不是任意條件比較下的少數。

學者 Capotorti 著名的定義即認為，所謂的「少數」是指同樣具有國

民的身分，但卻在種族上、語言上、宗教上處於非多數人口的地位，

並且成員彼此之間具有一致性的心理感受，因而不同於國家主流團體

的成員36。 

在這種定義的敘述下，我們可以發現種族（race）並不是唯一作

為區隔少數與否的標準，尤其是種族的不同，往往僅在於強調人類的

生物基因特徵之上，如體型、膚色、髮色等外在可見的差異。因而，

若以種族的概念作為分辨少數與多數之間的區隔，並不具有精確的意

義，也無法表徵文化的特性。另外以語言以及宗教上的區別，並藉之

作為區別不同團體的準據，突顯的是具有文化或社會意義行為的表現

不同，而不只是人體身上的生理狀況。因此，這裡實際上所顯示的是

一種族群（ethnic groups）式的劃分概念，特別是依據當代對於族群

的定義，正是在於以下幾點特徵：同一族群的人，在外觀上具有與他

群不同的語言或者宗教等文化特徵（culture traits），並且在心靈的層

次上，因為相同祖先或者來源，而構成一種共同體的意識（sense of 
community），並且依此意識型塑成員之間的歸屬感（ascribe）37。 

採用族群的概念，在文化權的討論有其意義，特別是當代國家內

部發生文化衝突的現象並不專以種族之間為限。譬如加拿大的法語人

口和英語人口為例，人種上可能同屬 Caucasoid 種，但彼此之間仍有

語言這類超越種族的文化歧異38。換言之，族群的概念在確認文化權

的主體上，比起種族的劃分，有更明確的分別。但同樣的，接受前述

                                                 
35 Murswiek, Schutz der Minderheiten in Deutschland, in Isensee/Kirchhof (Hrsg.), Hand- 

buch des Staatsrechts Ⅷ, 1995, S. 665. 
36 參考自 Mäder, Sprache und Recht：Minderheitenschutzrecht in Deutschland, JuS 2000, S. 

1153. 
37 MARGER,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11-14 (2000)  
38 以法律系統為例，加拿大法語區的民事法制，仍深受屬於傳統大陸法系的法國民法影

響，而非法語區則是以英美法系統。參見陳云生，《憲法人類學》，2005 年，第 4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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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權的理念主張，事實上即同時接受以族群作為區隔不同團體的標

準。 

族群的成因或有不同，因而各族群對於政治系統要求承認的文化

權利內涵，也互有差異。Kymlicka 站在族群的區分上，對於被歸屬

於少數的族群，再從其形成原因上的不同，而區分出少數民族

（national minority）與族群（ethnic groups）二種不同的概念而予以

差異保障39。在少數民族的情況，主要在強調其非自願性而基於殖民

或者兼併的原因，被迫加入另一個國家當中，從而失去先前具有自治

性組織的管理權力、土地、語言等等；而族群的成因則是來自於個人

或家族的自發性移民，和前者受到非自願因素適成對比。成因既然不

同，對於權利的主張也就各異，移民強調加速融入主流社會的機制以

及整合的需求，並且要求獲得更平等的對待40；但是對少數民族來說，

維持既有的文化，主張享有前揭文化權而得以高度的自治而與多數人

所組成的社會有所區隔，即是主要的訴求。 

 

 

 

 

 

 

3. 小結－文化權在我國當前憲法體制下的可能性及其利益評估 

放眼文化權的各種主張，除了缺少與外國交往的訴求之外，幾已

使得歸屬於少數文化團體囊括類似主權般的效力，而近似於傳統國際

                                                 
39 KYMLICKA,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 10 (1995)  
40 Id, at 11. 

少數族群 

（語言、宗教、種族）

自願，強調尊重融合 

非自願，主張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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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對於主權的認知。而且在文化權的行使方式上，每每必須透過集體

的方式而展現共同意志，更容易與意欲脫離國家的分離訴求畫上等

號。因而藉由文化權為名，但實際上如果造成一種以族群到民族

（Nation）的建構過程，並不容易被主流多數人口所建立的國家所接

受41。不過，人權的存在向來是以防禦國家侵害為目標，不被政治系

統的國家組織所接受，並不必然得出無從享有此項權利的結論。更關

鍵的問題毋寧是，這樣的權利是否和當代基本權利的構想理念相符。 

a. 以身分作為享有與否的文化權，不適宜在憲法上出現 

從上述的論述中我們發現，文化權的行使必定伴隨著族群的分

類，也正因族群分類之後的區隔，始有多數與少數之分、優勢與弱勢

之間的不同。但是，一旦對於同一國度中的人民採取族群式的分類，

無疑即是貼上另外一種身分。對照基本權利的功能發展乃是源於擺脫

身分的桎梏，而賦予每個人均有受平等對待以及相同自由的權利與保

障，如果今日再以文化權的理由，而賦予人民在國民之外的身分，並

不一定具有說服力。這點可以 Habermas 的看法作為代表。 

依照 Habermas 的觀察即認為，當今民主國家所建立的來源依

據，並不在於共同血統根源的基礎，而是強調超越家庭、地域以及王

朝忠誠的民主自決（demokratische Selbstbestimmung），並以此種新型

態集體認同構成一個民族國家（Nationalstaat）42。因而在民族國家的

機制之下，縱使面對多元文化的處境，仍然不需考量在種族、語言、

文化共同來源的差異。因為憲法上的原則不僅仍可在此發揮功能，而

且奠基於法治國原則以及自由政治文化下的憲法愛國主義（Ver- 
                                                 
41 以我國為例，外交機構雖然早已在 1967 年簽署「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然而卻

遲至 2002 年 12 月 31 日才由立法院審議通過，其中對第一條的民族自決條款，仍然

加列聲明。其聲明如下：「聯合國在實踐上僅承認殖民地、託管地及非自治領土的人

民始享有民族自決權，且行使民族自決權需先獲得聯合國大會與其相關機構的認定與

支持。聯合國大會從未將台灣列為尚未獨立的殖民地或非自治領土，台灣人民亦非殖

民地或其他類似情形下的人民，故依現行國際公約與國際實踐，中華民國早為主權獨

立國家，無須再行使民族自決權。」參見立法院公報，第 92 卷第 3 期（一），第 207- 
208 頁。 

42 Habermas, Postnationale Konstellation, 2001, S. 99；中譯本請見《後民族架構》，2002
年，第 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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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sungspatriotismus）基礎43，即可確保多元文化社會中，不同卻又共

存的多樣生活方式，以及相互整合的意義44。Habermas 因而指出，如

果在追求實現不同種族、不同語言共同體的過程當中，無法順利轉換

成以憲法愛國主義為依歸，恐怕只是導致各種次文化的出現，並且彼

此不相往來的不利後果。 

b. 文化權的主體浮動且不確定 

在身分上的問題之外，族群的結合要件也是一大疑義。因為族群

除了藉由上述的文化特徵、共同體意識組成之外，另一個建構因素在

於弱勢者或者受差別待遇者的自我感受而來，而且將不公平的待遇歸

咎於文化上的不同。因此，族群團體的成員不僅彼此不相熟稔，更可

能因為文化類似的族群背景，而透過想像（image）建立親近關係45。

透過想像而作為存在基礎，不僅有太過抽象的危機，也不一定具有普

遍性的特徵，更甚者，必須透過偶然或者外在的運作因素才有凝聚可

能。因而，文化權的主體是否真實存在，或者必須透過其他的外因方

才得以形成，都會造成該主體浮動以及不確定的可能。無法確定的文

化權主體，即是反應在司法救濟上不能尋找著力點，從而文化權的呼

籲也將成為無拘束力的道德訴求，而徒予政治系統廣泛的裁量空間。 

c. 文化的受保障面，宜由集體權轉向個人權 

第三代人權的興起以及文化權受到重視的理由，大半因素來自於

社群主義的提倡。依照社群主義者的觀察，個人的自由或者人格型

塑，不單單僅憑個人力量可以完成，而更在於其所身處的「社群」中

成長，以及與其他成員之間的互動；從而個人的權利也將受到來自於

社群的傳統風俗、習慣所影響，所以人權不應僅著重於個人面向，也

                                                 
43 關於 Habermas 憲法愛國主義的概念，參見 Habermas, Die nachholende Revolution, 1990, 

S. 152.；中文部分可參陳英鈐，《憲政民主與人權》，2004 年，第 45 頁。 
44  Habermas, Faktizität und Geltung: Beitrage zur Diskurstheorie des Rechts und des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s, 1998, S. 642；中譯本請見《事實與格式》，2003 年，第 544
頁。另參 Habermas,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Liberal State, 47 Stan. L. Rev. 851 (1995). 

45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2003 年，第 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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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與集體並重46。就這一點的特徵而言，確實符合文化作為多數人

的整體表現，而不是僅憑單一個人的自由，更可打擊到自由主義對於

文化關照的不足。 

不過，族群作為文化權的主體，雖然有過於突顯強調主觀上的心

靈感受，並且造成虛構想像彼此具有關聯的風險，但也顯示出每個自

然人在其心靈層次上，對於所屬族群文化的需求。以前述的 Kymlicka
為例，在論證具有集體性質的文化權必要時，特別強調一個人的行為

具有意義與否，必須與其所身處的社會文化（societal culture）加以觀

察，而且該行為是否具有價值，尤須依賴個人所理解的文化觀加以審

視；換言之，每個人的行為選擇之所以具有意義，正是出自於自身的

文化脈絡，從而真正具有實質意義的自由，必定以文化受到保障的前

提為出發點47。 

順著這個推論，看似導出集體應該受到保障此一論點，但實際上

卻是將重點回歸到個人本身而非集體保障。原因即在當代民主社會，

文化並不是以單一認同作為發展，個人所身處的社會也絕非僅受到單

一文化的影響48。文化毋寧是複合各種不同經驗與模式的交流而得到

實踐，從而，多數優勢族群必須尊重不同的弱勢少數文化。同樣的，

在弱勢少數中的更劣勢者亦需得到保障。因此，文化權的關切重心，

仍然必須回到構成社會的最基本原子要素－個人。 

本文認為從這個切入點的取徑，將會把文化權的重心，從團體與

集體的依賴面向，拉回到注重個人心靈層次的保障，並且以之作為連

結當代基本權的保障體系。換言之，如果我們認為文化對於個人具有

行為抉擇上的重要意義，那麼基本權行使即包含了文化的實踐意義。

從而富有文化意涵的行為，也將受到基本權的保障。經由如此的轉

換，最大的功能在於使文化落入各個基本權的保障範圍之內，而不再

僅以藝術、學術、教育作為文化的保護領域。更進一步的說，在解釋

                                                 
46 陳秀容，〈近代人權觀念的轉變：一個社會生態觀點的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9 卷第 2 期，1997 年 6 月，第 122 頁以下之整理。 
47 KYMLICKA,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 105 (1995) 
48 GUTMANN, IDENTITY IN DEMOCRACY, 48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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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基本權的保護領域時，就應很「文化的」考慮思索該行為是否受

到基本權保障。 

 

 

 居住遷徙 

人性尊嚴                     藝術、教育、學術  

                             言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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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利，在此刻看似退回個人權的模式而失去意義，但是實際上，藉由

基本權的非防禦功能面向，將補足此一缺口。例如基本權的保護功能

要求國家必須有所作為，以防免來自第三人對於基本權的侵害，套用

在文化事項上，雖出於個人權的保障面向，卻會因為國家的作為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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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受益，且其基於基本權的功能出發，亦非僅是反射利益的地位。 

因此，與其透過集體性質的權利而賦予文化事項的保障，不妨向

內拓深個人基本權的內涵，並透過基本權功能的發展而達成集體性質

的受益。 

二、文化憲法下的基本權詮釋 

文化憲法的主要功能，在於追求並且維護社會共同生活的價值所

在，但文化內涵所指涉的群體生活模式、價值系統乃至於傳統信念等

物質與精神方面的獨特表現，偏偏又是區隔不同群體之間的表徵。因

而，文化憲法要達到預定的功能，即需要加入過去所受忽略的面向來

理解憲法規定。如上所述，當代對於文化差異現象所提出的解決之

道，乃是以主張文化權的方式來確保不同文化的區隔與特色，進而促

成民主的實現。然而從法學釋義的角度出發，文化權理論除了明確指

出權利主張的對象是以國家作為義務人之外，並無法精確指出該權利

主體所需要的資格為何。在權利的訴求上，文化權也難與當代的權利

規範內涵接軌。因此，要使文化獲得保障的方式，仍以回歸現行基本

權模式為宜。 

現今判斷國家是否不當侵害人民的自由權利，其思考流程及體系

的建立，通常是透過三階段的基本權審查模式。在第一階段中釐清基

本權的保護範圍（Schutzbereich）何在，繼之則在保護範圍內，判斷

某一行為是否造成基本權受到剝奪、影響等干預（Eingriff）的後果；

從而這些影響基本權行使的一切作為若是具有憲法上的正當事由

（verfassungsrechtliche Rechtfertigung），則構成合憲的基本權限制，

若無具備合憲事由，則被視為違憲的基本權侵害（Grundrechtsver- 
letzung）49。此一模式雖源於德國，但也在我國的釋憲實務上，受到

                                                 
49 中文文獻可參照許宗力，〈基本權的保障與限制〉（上），月旦法學教室第 11 期，2003

年 11 月，第 69 頁；李建良，〈基本權理論體系之構成及其思考層次〉，收於氏著《憲

法理論與實踐》（一），2003 年 2 版，第 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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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度的運用50。 

回到基本權的原始作用來看，藉由憲法所賦予人民的權利，得以

劃定國家與人民之間的公私領域，並使人民在私領域獲得完整且足夠

的保障而不受侵害。在這種認知之下的一大特色，即是依照憲法愛國

主義看法，不論相異的來源以及血統，而只認同民主制度、法治國理

念、人民基本權利保障等具有本質重要性的憲法基本原則。在這樣的

脈絡之下，前述三階段的審查模式，也就必須擔負起作為達到認同的

平台，而足以吸納不同文化來源的變數。 

在這樣的思考背景之下，基本權的保護領域，將是決定權利得否

伸張的第一步關鍵。然而保護領域的形成，如果要透過條文中的短短

數字展現，無異是緣木求魚。以文化的領域來看，要使某一行為透過

文化脈落而落於基本權當中，恐怕也非易事。基本權干預的認定也是

問題，儘管現今對於侵害的認定，已超越過往對於目的性、直接性、

法效性、強制性的嚴格要求而從寬認定，但對於身處少數文化的權利

主體，卻仍然備受忽略。最後並且也是最關鍵的因素，即在於證立上

述對於基本權限制的行為，非屬違憲基本權侵害的兩項把關原則，也

就是法律保留原則與比例原則。對於法律保留原則來說，少數文化因

為該團體的人口劣勢，極有可能同樣也是屬於國會的少數，從而法律

作為一種民主多數決的產物，並不一定有利於少數文化者；其次，比

例原則除了審查立法目的、手段必要性以外，更要緊的是在狹義比例

原則的操作上，究應如何權衡受到限制的私益以及應該受保護的公

益，如果再一次的由多數主流優勢團體的觀點介入，其結果未必對身

處少數文化者有利。因而對於廣及各個層面所表現的文化保障，傳統

的三階審查方式卻彷彿是重重限制關卡。因此如果不能仔細體會少數

文化者於此處的困境，那麼代表多數的行為要取得合憲的地位，並不

是一件難事。 

                                                 
50 以大法官釋字第五七七號解釋為例，在審查菸害防制法強迫業者標示尼古丁成分內容

的規定是否違憲時，即先論證「人民有積極表意之自由，及消極不表意之自由，其保

障之內容包括主觀意見之表達及客觀事實之陳述」作為言論自由的保障範圍，從而標

示內容與否既落於保護範圍之內，則強迫標示即構成干預的態樣；繼之則在公益的考

量之下，仍可由「立法採取合理而適當」的手段加以合憲化該項干預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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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護領域的拓深 

1. 基本權規範的原則性格 

    對於保護領域的認知，必須結合受到權利保護的對象以及相關

的行為方式、法益、特性及狀態等要素加以考量，從而建構一完整保

障的生活領域。然而，對於憲法上的基本權來說，探討那些領域屬於

應受保護的範圍並不是顯而易見的事，特別是基本權的規定從來都不

是像刑事法上罪刑法定主義，及其延伸的構成要件明確性要求一般的

清晰可見。正因為如此，基本權保護範圍的確定也是各種學說紛呈的

現象，特別是外部理論（Außentheorie）與內部理論（Innentheorie）
的不同看法。 

從外部理論的看法來說，其出發點是沒有被限制的基本權本身

（Recht an sich）與受限制後的基本權（das eingeschränkte Recht）實

乃分屬不同層次的兩回事；就基本權本身而言，其所建立的保護領域

是屬於初步性的（prima facie），必須等到再審查侵害態樣以及限制基

本權的手段，是否具有合憲事由之後，才可得出該受限制後基本權的

確定保護範圍。反之，內部理論則認為權利本身與權利限制並非二

事，兩者必須結合觀察，從而基本權所建構的保護領域在一開始，即

終局地排除了某些不受保障的事項51。誠如 Alexy 所言，這兩種理論

之爭並不能只是化約為支持個人主義式的國家社會二元論者，贊成外

部理論；而重視共同體內成員地位者，偏向內部理論。更深層的原因

在於，這涉及對基本權規範作為一種規則或者原則的理念之分52。 

換言之，如果認為基本權規範是以原則的模式出現，則會採取外

部理論的看法，將一切未受限制的行為均落於保護領域之中，而受到

初步的保護。這樣的想法主要在於基本權規範如果帶有原則性質，則

依據原則模式所要求，基本權必須在法律上及事實上的可能性之內，

                                                 
51 Alexy, Theorie der Grundrechte, 1985, S. 250.中文文獻參照王鵬翔，〈論基本權的規範結

構〉，台大法學論叢，第 34 卷第 2 期，2005 年 3 月，第 33 頁。許宗力，〈基本權的

保障與限制〉（上），月旦法學教室第 11 期，2003 年 11 月，第 65 頁。  
52 Alexy, a. a. O., S.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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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最高程度的實現，這也正是原則作為一種最佳化誡命（Opti- 
mierungsgebot）的特性53。依照國內引用率極高的數篇著作見解，雖

未明示採取原則模式或者最佳化誡命與否，但在基本權的保護領域界

定上，多採外部理論的見解而主張保護領域作為初步的認定應該儘量

從寬，並且視基本權限制為另一個層次的考量54。 

接受外部理論而將基本權的保護領域儘量拓寬，是使文化能夠受

到保障的第一步。因為在承認外部理論的同時，也必然接受基本權規

範所具有的原則性格。從而在基本權的作用模式上，儘管產生兩相碰

撞衝突的原則，但是仍可藉由採取權衡（Abwägung）的方式，既使

其中之一原則達成最佳化的誡命，也不會使另一原則全然無效。這和

規則衝突僅有全有或全無的絕對式結論，有相當大的不同55。而在當

代社會價值多元，文化不僅多樣更有差異的同時，採取外部理論應有

其實際以及效用。 

當代多元社會的特點，不僅在於實然面上所顯現的價值多元現

象，而承認每個人都會有不同的評價標準，更在應然面上認為國家也

必須允許社會的任何人，可以擁有不同的價值觀念。然而，價值標準

的對象往往指涉自己以外的他人，如果任令每個人得以自由評價他

人，那麼衝突的產生也就不難想像。因此，為了避免社會解構的危機，

儘管接受多元社會的理念，但仍應回歸到使社會上的成員，擁有最大

自由行動範圍的目的上56。換言之，基本權規範作為一種原則的性格，

而在兩相衝突時所採取的權衡模式，在當今多元社會即有必要。 

再從文化差異的觀點來看，不同文化包含了相異的價值觀以及判

斷標準，進而在憲法的保障之下，這些差異之點不僅應該受到保護，

                                                 
53 Alexy, a. a. O., S. 75.；王鵬翔，〈論基本權的規範結構〉，台大法學論叢，第 34 卷第 2

期，2005 年 3 月，第 12 頁。 
54 李建良，〈基本權理論體系之構成及其思考層次〉，收於氏著《憲法理論與實踐》（一），

2003 年 2 版，第 75 頁。許宗力，〈基本權的保障與限制〉（上），月旦法學教室第 11
期，2003 年 11 月，第 66 頁。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論》，2005 年 3 版，第 177
頁。不同見解，李惠宗，《憲法要義》，2004 年 2 版，第 97 頁。 

55 規則模式與原則模式的扼要介紹可參顏厥安，〈法體系的統一性與多元社會〉，收於氏

著《規範、論證與行動》，2004 年，第 176-179 頁。 
56 顏厥安，同上註，第 1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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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應該受到考量。為了要慮及少數文化與多數文化的不同，並且為了

避免多數文化的主流價值判斷，過早將少數團體某些具有特別文化意

義的行為，在一開始即排除在基本權的保護範圍之外，採取基本權規

範具有原則性格，且以權衡的方式解決不同文化之間的摩擦也是勢在

必行。 

2. 基本權保護領域的詮釋角度轉換 

在處理少數文化與多數文化的衝突情況時，如何能夠避免多數人

的觀點絕對凌駕於少數人之上，一直是個核心並且棘手的問題。就譬

如前述的保護領域論述一般，在應然面上極力的擴張並且容納不同行

為進入基本權內涵時，卻還是免不了在方法上要質疑，規範的詮釋者

究竟誰屬。 

    在前一章中，我們強調憲法解釋不應狹隘地認為僅屬於憲法法院

的活動，而毋寧是所有憲法參與者的共同作用，從而受規範者也可以

透過自我的觀點，加以詮釋各個基本權的內涵所在。其次，基本權的

內涵也不應僅是單方面從憲法的角度加以觀察，更可以反向從受規範

的社會領域來加以理解。如此解釋的一大理由，在於少數文化者不用

消極等待多數文化者為其劃定的保護領域，而可以主動型塑其所需

求，且異於主流多數文化所不需的權利內涵，尤其是主流文化可能根

本沒有意識到少數文化者的各種期待。 

    以德國發生的情況來看57，土耳其國籍房客擅自在其所承租的房

屋上，架設碟型天線（Parabolantenne）接收來自於祖國的廣電節目，

事後遭到房東反對而進行一系列的司法訴訟即是一例。聯邦憲法法院

的結果認為，土耳其房客的接收資訊權應該獲得保障。就本件的法律

關係而言，原本僅是承租人與出租人之間，就租賃契約有所爭執的民

事糾紛。然而從憲法的角度來看，卻產生了出租人就其財產權與承租

人的不受阻礙接收資訊權之間的衝突。儘管此項判決結果備受爭議

                                                 
57 BVerfGE 9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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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不過就文化憲法的角度來看，可能會有另一番的解讀。 

本案特殊的第一點，應該要算是房客本身的土耳其國籍身分。眾

所周知，土耳其移民的成因源於經濟工作機會的因素，百萬以上的外

籍工作者（Gastarbeiter）在德國亦有數十年的歷史背景。可以確定的

是，他們的語言、信仰以及生活習慣均與德意志民族有所不同，而足

以構成另一個族群。因而對於這個判決，儘管聯邦憲法法院只有約略

指出，以碟型天線接收節目對於本國承租人和外國承租人具有不同意

義。但我們應該可以加進更關鍵的因素，亦即從文化保障的觀點切

入，土耳其人代表的是德國的少數文化團體。 

對於少數文化團體而言，接收祖國的廣電節目不僅作為精神層面

必要的慰藉，亦有其延續文化生活的必要性，這和一般德國人作為房

客而違反契約約定義務情況，並不相同。更進一步的說，接收節目訊

號看似一項事實行為，但對外籍工作者的文化意涵來說，卻有避免接

受德國主流社會同化的功能，也可以防止自我文化意識被不當的中

斷。也正由於土耳其人作為少數的族群，因此即必須由文化的特性出

發，而不是從接收資訊權的角度加以詮釋才得以確認該條的保障範

圍，並權衡出少數族群的承租人，其架設天線接受祖國節目的利益優

於出租人。 

另一方面，儘管此處並非藝術、科學、教育等狹義下的文化基本

權，而是關於第五條的資訊接收自由權，但同樣可以找到文化保障得

以介入的空間，也適足證立上述關於文化如何作用於基本權的圖解。

換言之，要兼顧不同文化者的需求都能夠受到保障與尊重，並不一定

要將保護領域的落點置於特定基本權利的內涵之內，亦不一定從基本

權的客觀法面向才有建構多元文化國的可能59。 

                                                 
58 蘇永欽，〈民事裁判中的人權保障〉，憲政時代第 30 卷第 2 期，2004 年 10 月，第 172

頁。 
59 不同見解請參許育典，《宗教自由與宗教法》，2005 年，第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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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侵害階段的認定 

1. 來自於國家的干預 

（1）自由權領域 

在建構基本權的保護領域之後，繼之而來的即是審查是否對所欲

保護的客體，存有侵害的措施。對於侵害存否的判準，分有古典的判

斷認定，以及隨著基本權功能擴張而來的新見解。依據古典的侵害概

念，該項措施或者手段必須具備一定意欲的目的性（Finalität），並且

基於該目的而由國家公權力主體作出具有法效性的強制手段

（Imperativität），從而所直接發生（Unmittelbarkeit）的效果才可以算

是侵害60。然而，順著當代由自由法治國到社會法治國的發展，在基

本權的功能從防禦面向而擴張至其他不同保障制度的同時，基本權侵

害的認定也隨之有不同的標準。因而當代的見解認為，只要是落於基

本權保護領域的行為，卻因為國家的措施而引致基本權行使的不可能

（unmöglich）實現，即足以當之61。以文化來看，如果某項行為具有

文化意涵而受到壓抑，即可視為是對文化的干預，以未修正前的「姓

名條例」為例，臺灣原住民的姓名登記，並無法依其文化慣俗為之，

而需以無所淵源的漢式姓名為之，即為一例。 

（2）受益權部分 

在文化領域碰到侵害概念的認定，除了伴隨上述在基本權功能擴

張後的思想之外，真正的關鍵核心卻在於向來被認為屬於社會權的領

域。換言之，歸屬國家給付行政範疇內的種種作為，反倒可能是侵害

的主要來源。原本基本權侵害概念的擴張，來自於我們認為國家的理

                                                 
60 李建良，〈基本權理論體系之構成及其思考層次〉，收於氏著《憲法理論與實踐》（一），

2003 年第 2 版，第 82 頁。許宗力，〈基本權的保障與限制〉（上），月旦法學教室第

11 期，2003 年 11 月，第 69 頁。 
61 李建良，同上註，第 83 頁。Pieroth/Schlink, Grundrechte Staatsrecht Ⅱ, Aufl. 19, 2003, 

Rn.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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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應該由社會法治國的觀念作為引導，從而基本權的保障在消極防禦

外，更要求國家積極提供給付作為基本權實現的另一種形式。如果不

給予足夠的保護措施，都有可能構成基本權的侵害。也許我們可以換

個角度思索自由權與受益權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假使我們不單從人民

對國家的雙面關係來看，而將視角的寬度拉到人民之間與國家的三面

關係上，那麼受益權的功能實際上是由國家補足自由權所遺留下的空

缺。也就是自由權在伴隨著市場的經濟制度之下，社會資源的平均分

配並非是件容易達成的理想，從而經濟強勢的一方將會享有較他人為

多的自由。這些多得的自由正是相等於弱勢的缺乏，這點在自由權的

面向受到允許，卻需要在社會權面向獲得補足（如圖所示）。國家補

足所採取的方式在各個面向均可見蹤跡，譬如對於高收入的個人或營

利事業依據累進稅率以及最低稅額的負擔，課與稅捐的金錢給付義務
62，再由國家的統籌資源分配而對享有不足自由的人，再次回復其應

有的基本狀態；又譬如國家為了增加就業機會而滿足人民的工作權，

也會採取立法的手段要求或者誘使企業雇用特殊資格的員工，凡此措

施皆在我國法規可見63。 

 

 

 

 

 

自由均等         自由失衡             受益權補足 

 

                                                 
62 參見甫於民國九十五年一月一日開始生效的「所得基本稅額條例」。 
63 譬如政府採購法第九十八條規定「得標廠商其於國內員工總人數逾一百人者，應於履

約期間僱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人數不得低於總人數百分之二，僱用不足者，除應

繳納代金，並不得僱用外籍勞工取代僱用不足額部分」。其次如公益彩券發行條例中

對於經銷商的遴選等，都有相關規定。 

國     家 



 67

然而對經濟制度的反省，能否適用在源自於心靈層次而作用面向

多端的文化事項，恐怕還要進一步的確認。由於社會權的受益功能，

在於避免經濟力懸殊而導致人性尊嚴受到危害的情形發生，因此其本

質在於強調有形物質的供應，也是一種可量化的成就。而文化卻屬於

精神層次，既無法量化規模，也不適宜採取少數服從多數的觀念，因

而文化不似社會權可以用數量達成人民均衡的態勢，而是具有質的差

異。因而國家自詡為善意的給付，往往被不同文化者認定是另一種迫

害，這也正是為何基於人權世代的分類，社會權因提供給付而作為防

禦權之後的第二代人權，卻又不同於文化權作為第三代的人權。 

以國家提供的國民基礎教育為例，這個機制建立在人民有受教育

的權利，以及國家負有提供教育義務的這個命題之上。但國家在給付

學習的過程當中，卻有可能因為文化上的差異而造成教育目標以外的

侵害形成。以外國最常發生的伊斯蘭學齡女子實例來看，在法國有蒙

帶面紗爭議，在德國則有體育課程活動的男女共同參與問題。 

以德國所發生的案件為例64，參與學校男女共同（koedukativ）體

育課程對於十二歲的伊斯蘭女子來說，將會與可蘭經禁止和男子共同

活動的規定產生抵觸，也會違反可蘭經對於衣著誡命的要求。但是體

育課很顯然的不是一般宗教課程（Religionsunterricht），其父母親無

法依據基本法第七條而有效成功主張其女兒拒絕接受該項安排，從而

問題還是得回歸到第四條的信仰自由以及良心自由之上。就體育課程

的設計目的來說，主要的出發點在於透過活動培養系統性的思考模

式、活動能力、以及培養同儕之間的互動關係，和宗教或者文化並沒

有自始必然的關聯性。而且國家在追求教育任務實現的同時，也不應

完全受限於其父母親的價值判斷65。不過就宗教上的誡規要求來看，

該名伊斯蘭女子因體育課程而陷於良心衝突（Gewissenskonflikt）的

現狀卻也是不爭的事實。聯邦行政法院的觀察重心還是回到教育目的

                                                 
64 BVerwG, NVwZ 1994, S. 581. 
65 聯邦憲法法院曾經在一件關於學校性教育的課程爭議上表示，儘管父母親基於基本法

第六條第二項對於子女的性教育有其權限，但國家也同樣基於第七條第一項，必須在

學校教育課程中以開放的立場提供不同觀點以及價值觀，而其父母親的權限則僅止於

適時地知悉學校教授的課程，而不及於課程的決定。(BVerfGE 47,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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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體育課本質來觀察，也就是考量體育課原本所欲達到的目標，乃

是在使學齡兒童受到完善的人格型塑以及養成自發活動的精神。如果

卻因此與其文化認同有所不協調，既達不到教育課程的原始初衷，亦

對受教育人產生不良影響。因而在權衡基本法第七條之國家對於教育

制度的監督以及第四條的信仰及良心自由之後，由第四條的信仰及良

心自由取得優先地位，而使該名女子得以免除體育課程的參與。 

在這個案件當中，我們發現基本權侵害的來源是在給付行政的領

域，而這也正坐實了提倡第三代人權的主張，對於社會權作為一種同

化（Assimilation）工具的批評，特別是在學校課程方面的安排66。不

過，是否因此即需要提倡集體性的文化權，本文暫且還是持較保留的

態度。問題還是得回到我們對於基本權的理解之上，以及能夠與文化

的結合之處。 

現今對於基本權侵害的認定，包括一切足使基本權行使受到實現

障礙的所有可能措施已如上述，這個觀念不應僅侷限在自由法治國到

社會法治國的濃縮論述，而是應該探求基本權所欲達成的目的為何。

從整個自由權體系部分來看，其根基在於從人性尊嚴而來的個人完整

利益保護（Integritätsinteresse des Individuums），因而個人對於自我的

意識受到絕對優先保障。而以文化的觀點來看，即是任何人所具有的

文化意識，不應被迫為其他文化而改變，而國家也不應武斷地替人民

決定何種文化較為優越67。因此，儘管屬於國家提供服務的給付行政

範疇，但如果運用同化手段而有意使導向人民認同某一種文化，除了

是在從事文化複製行為之外，更是在歧視或者否定另一種文化的態度

中，扼殺其文化傳遞的功能，而構成基本權的侵害。 

2. 來自於私人的侵害？  

除了源於國家的手段措施可能阻礙文化認同以及延續之外，彼此

處於水平關係的人民之間，也有可能因為彼此的文化差異而有扞格產

                                                 
66 Kymlicka 著，鄧紅風譯，《少數群體的權利－民族主義、多元文化主義與公民權》，

2004 年，第 157 頁。 
67 Britz, Kulturelle Rechte und Verfassung, 2000, S. 23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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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但這裡是否立即構成憲法意義下的侵害，恐怕還有待論證。由於

德國基本法在第一條即開宗明義的表示，人性尊嚴必須受到所有國家

權力機關的重視以及保護，而基本權亦直接拘束行政、立法及司法等

三權機關。因此可以得出國家妨礙基本權實現即為侵害的結論，卻無

法輕易論證私人之間的干擾亦將成為具有憲法意義的侵害。我國憲法

雖然沒有同樣的明文，但從基本權利的緣由以及歷史觀察，大概也會

同意在我國可以得出基本權專門針對國家的相同意旨68。不過，一般

人民的基本權利受到同為人民的阻擾而「不可實現」，與其說是不可

想像，倒不如屢見不鮮來的貼切。 

以言論自由為例，當憲法明文保障人民得以自由發表個人意見的

同時，學理以及判解均以實現自我、促進民主、達成溝通以及追求真

理等各種理論加以支持69。但是，國家對於言論不予妨礙是人民的權

利作用，如果對於一個少數語言使用者的表意人來說，真要使其言論

發揮上述的作用並且獲得共鳴發揮影響，第一個步驟卻必須使用一般

人夠理解的語言，而不是「自由的」以多數人所無法理解的母語發聲
70。再譬如原住民如果主張其居住遷徙自由，而欲返回定居在傳統生

活領地，但很可能該領地早已數度易手而成為一般私人所有土地，根

本無法供其自由遷移。然而，這些基本權無法實現的窘狀，是否即意

謂著憲法上的權利遭受侵害，實在需要被畫上大問號的。 

德國和我國對於憲法權利能否及如何適用在私人之間，採取了第

三人效力（Drittwirkung）的方式來探討此一議題，並且論爭私人法

律關係究應如何解釋適用憲法上的基本權。德國儘管曾經有聯邦勞工

法院極力主張基本權可直接作用於私人之間，但卻終究沒有獲得憲法

法院的支持。基本權僅具有間接的第三人效力，毋寧是當代比較被接

                                                 
68 許宗力，〈基本權利的第三人效力與國庫效力〉，月旦法學教室第 9 期，2003 年 7 月，

第 67 頁。 
69 參照大法官釋字第五○九號解釋；林子儀，〈言論自由之理論基礎〉，收於氏著《言論

自由與新聞自由》，1993 年，第 16-46 頁部分。 
70 以大法官釋字第三六四號解釋為例，該號解釋所提出人民「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

利（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media），已將言論自由所得主張的對象從公權力主體，在

兼顧編輯自由的條件下轉向媒體。儘管如此，該號解釋也僅提到媒體必須尊重人民此

項權利，但實際上，人民仍需依照媒體的所提供的規範（版面、字數），方才有實現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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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通說71。根據間接效力說的基本立場，私法關係既由同為水平位

階的人民相互之間所發生，則彼此雙方都沒有直接援引憲法基本權作

為對抗的立場。因此回到不同文化所生的各種摩擦來看，真正立於第

一線承擔私人彼此之間的權利衝突問題和面對多元文化所發生的歧

異，並不是憲法上的基本權，而是民事法律以及刑事法律的規範為主。 

以民事財產法為例，我們可以從侵權行為以及契約兩部分探討。

在侵權行為方面，如果基於不同的文化認知而有歧視以及侮辱等言

論，或者人身以及財產遭受不法侵害行為，並且因此而造成「權利」

上的損害，當事人所要主張財產上或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責任，其請

求權依據在於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一項前段以及第一九五條的人格法

益。值得注意的是，憲法上的權利並不是民事法體系中的絕對性權

利。因為按照間接效力所說的理論，還沒經過立法具體化的憲法基本

權，並不是民法上的絕對權，只能當作是一種框架權（Rahmenrecht）
而僅可以投射性地作為第一八四條第一項後段的「公共秩序、善良風

俗」。換句話說，這裡需要在案件中整體考量侵權與被侵權雙方的利

益狀態、嚴重性等等因素，這也正是間接效力之所以稱為間接的主要

原因72；其次，在契約的法律關係中，原本即以雙方當事人對於自己

利益的安排能夠達於一致合意為必要，既不能以憲法上的權利要求強

制締約，更無以自願接受的拘束當作基本權不獲實現的侵害；憲法權

利介入的空間仍然只能夠是間接的，亦即透過民法第七十二條對於公

共秩序以及善良風俗的認定73；同理，如果亦因為文化差異的理由，

而有加害他人受刑法上保護法益的行為，諸如公然侮辱、毀謗、傷害

等，自然也必須承受刑事責任而受到訴追。 

但是對基於文化差異層次的事件來說，單純依賴一般法律的規

定，是否足以提供充足的保護並非無疑，特別是提倡文化權的人士更

是大加反對。從民法基於私法自治有而契約自由的大原則，以及納入

                                                 
71 蘇永欽，〈憲法權利的民法效力〉，收於氏著《合憲性控制的理論與實際》，1994 年，

第 52 頁。 
72 蘇永欽，同上註，第 42-43 頁。 
73 從不同的法領域出發，就不一定會得出必採間接效力說的結論，譬如我國勞工法學者

黃程貫對於間接效力說的看法，即提出數點不同意之處。參見黃程貫，《勞動法》，2001
年，第 120-1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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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規範的行為必須符合刑罰的最後手段性原則來看，要單獨依靠民

事法和刑事法對於文化加以確保，恐怕並不是件容易的事。這也是為

何前述在憲法上要求文化權的主張當中，特別要求包含規範制定權限

在內的主要理由。 

台灣曾經發生的「阿里山頭目蜂蜜事件」74或許可以作為一個鮮

明的實例。 

「阿里山頭目蜂蜜事件」案的刑事被告是一對阿里山鄒族頭目父

子，被控罪名是搶奪他人財物（蜂蜜），發生的地點則為於鄒族的傳

統生活領地阿里山。案件的事實並不複雜，其起因即是被告認為「自

己的」蜂蜜遭被害人所竊，從而將蜂蜜由被害人的車上強行移至自己

的車內，嗣後被害人則向當地警局報案。 

本文不擬對人權團體就檢警偵察階段與法院認定事實有所爭議

的部分加以評論75，但卻因為本案是涉及財產法益的犯罪，因此民事

法上對於財產的觀念以及刑事法上對於強制的認定，都在本案因為文

化差異而受到突顯。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被告作為鄒族頭目的身分。依據鄒族的父系社

會結構習慣，頭目具有權威並且在部落中對於經濟上的分配決策具有

權限76。如果再納入本案的事實下思索，那麼頭目對於觀念上所轄的

部落土地及其出產物，自然不會視為是「他人所有」。因而頭目在拿

取被害人的蜂蜜時，主觀上是否在搶奪他人所有物也不無疑問。但是

就另一方面來看，這片土地儘管可能屬於部落的傳統生活地域，但卻

早已納入國有財產的範圍。因而在現行法之下的使用權限，不是依賴

傳統的部落統治觀念，而是以公權力機關的行政程序認定為準。因

此，本案的受害人具有「合法」的權利在其向「林務局」所承租的土

地上使用收益，而養蜂所獲的蜂蜜當然為受害人所有，而不需要取決

於頭目的分配。 

                                                 
74 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易判決 92 年度簡字第 1064 號；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2 年度

簡上字第 151 號。 
75 這部分可以參照吳豪人主編，《2003 年台灣人權報告》，2004 年，第 1-46 頁。 
76 王嵩山，《台灣原住民的社會與文化》，2001 年，第 34-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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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理由中，法院則清楚顯示以下的立場，亦即頭目並不是一個

受法律承認的地位。在民法上既無所有權人的身分，也不構成刑法上

得以阻卻違法的事由。其次，二審的合議庭判決提到，儘管依照憲法

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二項對於原住民族給予特殊的保障，但卻不意謂

著「作為公認的弱勢族群，即可逸脫一般法律規範，而得對於他人財

產法益予以侵害」。這段文字我們可以看的出來，原住民除了有服從

一般法律的義務之外，原住民的身分也不會改變任何法律概念上的界

定。 

綜觀本案與前述德國碟型天線案兩個實例，普通法院就憲法上保

障原住民族的深層意義論理，並無法完全體認到多元文化所應作用的

面向，其實是當事人在其身處文化脈絡下的主觀思考點，進而對於權

利內涵的形成影響。因此本案在罪責階段的違法性意識之故意認定上

省卻不論，不得不說是沒有瑕疵。而後者之例，儘管彼此之間的法律

關係原本僅屬於承租人與出租人之間的民事爭議，應該受私法自治與

契約自由原則的支配。但接收祖國節目對於其文化認同的延續有其必

要的重要性為何，民事法院卻也置而不論。因此不禁令人懷疑，得以

上溯至憲法位階而受保障的文化，是否無法藉由普通法院得到完善的

關注。 

不過，問題的重心還是得從基本權的效力來看，誠如 Canaris 不

斷的強調，所謂基本權間接的第三人效力，是指立於私法關係中的雙

方當事人主體，無法直接以基本權相互主張適用。但是屬於國家權力

表現的民事立法以及民事判決，卻仍必須直接適用基本權77。換句話

說，普通法院法官不僅不可以忽略當事人雙方的憲法上權利必須適當

運用在民事關係上，更要認真的考量如何在貼近個案事實中，求取雙

方憲法上權利的滿足78。因而法官在審理具有文化差異的爭議時，亦

應注意到多元文化的要求，如何在雙方事人所應受到保護的基本權中

妥善實現。 

                                                 
77 Canaris, Grundrechtswirkungen und Verhältnismaßigkeitsprinzip im Privatrecht, JuS 1989, 

S. 162. 
78 蘇永欽，〈民事裁判中的人權保障〉，憲政時代第 30 卷第 2 期，2004 年 10 月，第 1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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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更關鍵的問題，或許是處於水平關係的人民，彼此差異的

文化和各種基本權功能的相互關係究竟為何。重回文化的特色來看，

文化屬於一般人與人之間所形成的生活互動模式，並且透過長時間不

斷的實踐而有所傳承，國家的基本立場是站在中立且維持的自治的態

度。一般而言，作為普通人民之間交流而帶有文化意義的活動，屬於

私法關係與國家無涉。如果連結到基本權的防禦角度來看，國家賦予

人民的自由權空間越大，私法關係也越能夠在界限之內，透過彼此合

意約定契約而各受約束。因此在公法關係中，人民的自由需要藉由對

抗公權力的防禦面向有所展現，但在私法關係中，卻正要藉由允許拘

束者與被拘束者相互間的限制，才能彰顯出真正的自由79。從這個角

度來看，私人彼此之間的自由權與文化差異，正好是顯示出不同文化

間的溝通。其理由即在於當事人雙方在契約協商的同時，是在行使自

我的精神意志而對於文化產生意識，進而決定如何在法律關係中處分

自己的權利80。雖然可能發生彼此觀念與習慣的牴觸，而造成其中一

方的自由無法實現或需要退讓，但卻也不可否認當中具有達到交流的

積極發展作用81。換言之，不同文化背景的主體透過私法關係的對話，

正如同私法關係間的拘束彰顯憲法保障的自由一般，彼此基於文化的

歧見或者不合意的發生，適足以維護文化的多元性以及不同價值觀的

尊重。從而在防禦面向的基本權利，毋寧注重角度仍以國家的侵害為

首重的目標，而私人之間的行為反而允許在界限內有衝突的產生，並

且透過差異而突顯彼此的特色。 

私人之間可以從自由權衝突顯示出歧異文化間的相互特色，而以

國家為請求給付主體的受益權，卻不容易在私人之間基於文化衝突而

被認定有侵害的態勢。以工作權為例，該項權利的主要功能在於國家

必須營造有利的就業環境，以及保護勞工得以在安全的環境下從事勞

動。其重心既不作為人民得以直接向國家要求工作職位的依據，也更

                                                 
79 蘇永欽，〈從動態法規範體系的角度看公私法的調和〉，月旦民商法雜誌（特刊），2003

年 3 月，第 101 頁。 
80 憲法上防禦權如何轉軌至民事關係，請參蘇永欽，〈民事裁判中的人權保障〉，憲政時

代第 30 卷第 2 期，2004 年 10 月，第 163 頁。 
81 更極端的說，在不法的侵權行為當中，決定行為舉措的同時，實際上也是在決定要如

何看待差異文化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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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在於私人之間得據以為請求雇用的效力。比較值得注意的是近年在

我國所出現的比例進用原則，根據政府採購法第九十八條、自由貿易

港區設置管理條例第十二條、溫泉法第十四條的規定，符合一定條件

之下雇主，對於所雇用的員工必須在一定的比例之內，錄用具有特殊

身分的工作者，如身心障礙者或者原住民。不過值得釐清的是，如果

企業主不依循法規要求達到一定的進用比例，此刻並非處於水平關係

之求職者的工作權受到侵害，而是純屬企業主與國家之間的兩面關係

而與第三人無涉。 

綜上所述，對於基本權侵害的認定，在國家方面必須灌入不同文

化的價值觀，重新審視既有觀念下的受益權以及給付行政的領域，是

否有反客為主的侵害產生。但在私人之間，卻不宜過早導入侵害的概

念，而扼殺文化在社會中的適應及變遷能力。因此私人間的文化衝突

在界限之內必須受到允許，也應由普通法院衡量不同文化間的差異，

而妥善實現不同文化者的基本權。 

（三）合憲事由的論證 

在劃定保護領域以及判斷侵害存否之後，重心便落在這樣的侵害

是否符合憲法上的要求。如果達到憲法上的標準則該行為的合憲性便

無疑義，反之，若該行為已逾越憲法上對於限制人民自由、權利所應

遵守界限，則該行為將會遭致違憲而無效的結論。對於基本權的干預

是否達到憲法的要求而僅構成基本權的限制，或者不合標準而構成侵

害，最主要必須通過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的檢驗。 

根據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人民自由、權利的限制僅能由

「法律」為之，而法律依照憲法第一百七十條的規定，係指經立法院

通過，總統公布之法律；其次，第二十三條亦要求人民自由、權利的

限制以「必要」為限，這部分在大法官解釋的實務運作上，透過歷次

解釋將德國的比例原則（Verhältnismäßigkeitsprinzip）逐漸加以移植
82。簡言之，憲法第二十三條一方面著重於形式上需要有國會產出的

                                                 
82 許宗力，〈比例原則與法規違憲審查〉，收於《戰鬥的法律人－林山田教授退休祝賀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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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法作為依據，另一方面則強調不能對人民造成過多的干涉，而有

所謂過度禁止（Übermaßverbot）的要求。此二原則在當代憲政主義

的傳統下，既有學說的研究亦有判解的累積，不過面對多元文化的挑

戰，此二原則是否在限制人民自由、權利時，仍能說理證成而游刃有

餘，似乎需要更一步的討論。 

我國在「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二十年來的立法、修法過程上，

即十足突顯了文化對於這兩項原則所可以發生的影響。以本法立法目

的來看，最主要的任務在於透過立法的手段管制槍砲、彈藥、刀械等

危險物品，避免社會上因此類危險物品造成人民在身體、自由及財產

等各方面的種種危害以及犯罪發生。但是，台灣社會對於上述危險物

品的使用目的不一而足，並非全然出於危險有害目的。以漁民所需的

漁槍以及具有狩獵習俗的原住民族來說，這些工具不僅是勞動的必需

品，更具有文化活動的意涵83。進一步來看，在以公益為出發點的權

衡之下，儘管限制危險槍砲、彈藥、刀械有其正當立法目的，以及藉

管制而維護公共利益的必要性，但不應該被忽略的是，必須衡量因法

律限制而無法使用所帶來的不利益，特別是狩獵和漁捕行動所表彰的

文化意涵。 

在民國七十二年由行政院首先提出的草案版本當中，完全沒有意

識到漁民與原住民族上述的特殊需求，直至立法院於二讀逐條討論

時，方有具「山胞」（當時尚未稱為原住民）身分的立法委員提出質

疑，並受到多數委員的支持而於該法加入以下第十四條的規定：「供

生活習慣特殊國民之生活工具者，其管理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84」。儘管這種授權行政機關制定行政命令，但對於授權目的、內容、

範圍以及法律效果均隻字未提的概括授權，極有可能在當今以明確性

不足而遭致違憲非難，但至少我們可以發現，此刻立法者已意識到基

於文化的理由，對於法規管制的內涵需要作出不同的考量。 

                                                                                                                                            
文集》，2004 年，第 214 頁。 

83 台灣的原住民族當中，泰雅族與排灣族均為著名的獵者，而蘭嶼的達悟（雅美）族，

亦以捕魚出名，近年來的蘭嶼飛魚觀光季，也日漸受到矚目。 
84 討論過程參見立法院公報第 72 卷第 45 期，第 19 頁。於民國七十二年時，第一屆中

央增額立法委員中，僅有「平地山胞」與「山地山胞」各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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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於民國八十六年新制定的第二十條，則對於原住民供作生活

工具之用的獵槍和漁槍管制措施，提升至法律位階加以明定。包括受

管制危險物品的範圍、行政申請許可程序、違犯之法律效果等，在法

條內均有明文。此外在本次的修正中，儘管對於生活工具之用的獵槍

與漁槍，仍要求須經許可才得以製造以及持有，但在違反行政申請許

可程序的法律效果上，原住民除了在刑罰上得以減輕或免除其刑外，

亦不需要像一般人民必須受到宣付強制工作的保安處分85。 

直至民國九十年的修正，已將原住民未經申請許可即自行製造、

持有此種供作生活工具之用的獵槍和漁槍，予以免除刑事責任而達到

除罪化的效果。因此原住民不再因為行政程序的申請許可有所違誤，

即被刑罰相繩，最嚴重也僅以上限二萬元的行政罰鍰為之86。 

在歷次的修法當中，我們可以發現對於獵槍或者漁槍，此類涉及

傳統生活所需的工具，逐漸受到立法者管制的鬆綁，特別是在違法責

任上的效果選擇上，也從刑事罰減輕為行政罰。在現行第二十條第四

項的規定上，更可以發現立法者亦要求行政機關，不能只是一味的開

罰，也需要對原住民以及漁民採取輔導的措施，以使其得以申請許可。 

這個案例，其實顯示出法律保留和比例原則對於文化之間的微妙

關係。 

在民國七十二年的立法過程中，所呈現的是少數文化如果不能被

多數文化所接受，則源於人口弱勢而導致的國會席次不足，要尋求國

會多數的支持並不容易87。因而藉由制定法保障自由不被過度限制，

                                                 
85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中，對於不問行為人有無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一律

宣付強制工作三年的規定，大法官在釋字第四七一號解釋認為，所採措施與所欲達成

預防矯治之目的及所需程度，不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比例原則，而被宣告即時失

效。 
86 該條文於民國九十三年為明確其法律效果而增加行政罰鍰以二千元為下限的規定，其

次亦要求行政主管機關應輔導原住民及漁民依法申請自製獵、漁槍而增訂第四項。民

國九十四年則又新增第五項，使得在公告期間內自動報繳者，可免除其處罰。 
87 以原住民為例，在民國九十四年的修憲當中，已經明定原住民所選出的立法委員席

次，包含平地及山地名額共六席，占總席次一百一十五席中的百分之五點二。儘管高

於原住民總人口約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二的數值，但距離能夠造成影響的可決人數或者

提請釋憲的三分之一門檻，仍有相當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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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少數文化者有其風險。其次，如果不能寄望在國會中獲得支持，

則只能透過違憲審查的機會加以翻盤。不過問題的癥結，也將回會到

對比例原則的審查。但是這裡仍是困難重重，特別是在欲維護的公益

和被限制利益的狹義比例原則（Proportionalität）究應如何衡量。以

本法為例，假使不能從文化的差異性而導出生活形態不同應予保障，

則獵槍與漁槍確實有其危險性而無庸置疑，真要說通不過狹義比例性

的思考，也仍在未定之天。 

事實上在經過三階段的思考順序之後，我們不難發現人民最終享

有的自由，取決於國家限制基本權所應受到的控制。廣泛的自由權保

護領域，最終將在此一階段，裁切為真正人民所得享有的空間。然而

從文化的多元面向切入，對於自由所受到的干預感受各不相同，如果

說法律保留原則與比例原則在審查的過程中，求取的是一個平均可忍

受的程度，但對於少數文化者來說，卻可能早已嚴重干預其文化意識

的進行。一旦發生這種情形，無疑是使不同文化背景的國民適用同一

款式的自由，並且導致自覺受過度限制以及忽略的國民，對於憲政自

由民主制度不予信任。在這種情況之下，既無法建構前揭憲法愛國主

義的基礎，亦無法以憲法共築彼此所認同的價值。因而另行主張依其

文化系統所設計的法制系統，似乎成了唯一的救贖途徑88。然而，為

了避免此種近似分崩離析的狀態產生，也許在基本權限制的控制上，

我們可以作出不同的改變。 

1. 認真看待基於文化差異而受的法律限制 

強調多元文化的社群主義支持者 Tamir 不斷強調，實現真正具有

意義的自由，必須擁有得以依文化自我意識（kulturelles Selbstver- 
ständnis）而型塑獨特生活方式的行動自由權，才可能實現89。如果再

參酌前述 Kymlicka 對於行為具有意義與否，需要結合整體社會文化

脈絡的觀點，其實兩者都在強調文化對於個人自由所能造成之影響。 
                                                 
88 前述文化權的面向多端諒必源於此理，這種看似釜底抽薪之想法，背後有其社群主義

的思考脈絡與以支持，但是否完全得以相容於現行架構，恐怕困難重重。 
89  TAMIR, LIBERAL NATIONALISM, 42 (1993) 轉 引 自 Britz, Kulturelle Rechte und 

Verfassung, 2000, S.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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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憲法對於基本權的控制上，法律保留的基本原理允許以民主

多數決的方式來決定自由空間，但卻可能忽略每個限制對於個別行動

者的行為意義有所不同。由於在前揭保護領域的拓深上，已經採取基

本權的原則特性而有最佳化誡命的要求，亦將憲法詮釋觀點作出轉

換，因而在此階段也有納入多元文化面向的契機。 

以德國曾經發生的禁止餵食鳥類（Taubenfütterungsverbot）一案

為例90，當初所爭執的重點之一，即在於究竟在街道上餵食鳥類，是

否受到基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的行動自由權所保障。儘管本案的憲法訴

願人並未勝訴，但聯邦憲法法院的見解指出此一餵鳥行為仍然在基本

法的保護領域之內，只是未達絕對受保護的私人生活核心領域

（absolut geschützten Kern privater Lebensgestaltung），從而訴願人仍

須接受法令的規範。但是，如果餵鳥行為涉及到文化淵源或者具有宗

教上的意義，則其權衡過程與結論是否仍會相同，頗值思量。關鍵的

問題，在於個人主觀上的文化意識，於基本權限制的脈絡下應該如何

定位評價。 

主張文化多元主義者的想法，著重在所受的限制程度應從當事人

個別的角度出發，從而法規是否涉及主觀的文化限制，應當純以當事

人為主。這種想法的主要出發點，在於不將法規範視為是價值中立的

指標，而毋寧是優勢人口在忽略少數觀點下的產物。因此根本的解決

之道，只有藉助文化權理論，而導出豁免（exemption）於法律義務

的想法91。 

但是，這種看法卻不免在法學的釋義過程中造成困擾，特別是一

旦採取這種完全主觀化的認定，根本無法達到一個明確具體可供認定

侵害與否的操作標準。 

以法律保留原則為例，得以對人民自由、權利加以限制的原始想

法，在於藉由法律所具有的一般性，同時是預先制定的規範，足以避

免事後專門針對特定人或者具體事實的恣意所設。並且憑藉國會代議

                                                 
90 BVerfGE 54, 143 (145). 
91 Levy, Classifying Culture Rights, in SHAPIRO/KYMLICKA (Edited), ETHNICITY AND GROUP 

RIGHT, 27（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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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產生過程中所具有的直接民主正當性，以及議事過程的討論互動及

表決等程序，得出限制人民自由、權利乃是受到其自身同意的邏輯上

結果。如果依照多元文化主義者所論，必須從當事人的角度判斷侵害

與否，不惟是再度反向將考量觀點回歸於個別當事人本身，如此一來

勢必破壞法律原本所設定普遍適用的穩定功能以及目的。但是支持多

元文化者的擔憂並非多餘，當代法規儘管標榜出於客觀中立的立法目

的，但卻無改由優勢人口所制定的事實。從而真正必須意識到的問題

點，在於文化差異的背景下，如何解決人民憲法上的自由權利面對法

律作為限制手段所發生的扞格，尤其是造成限制手段原先不欲發生的

目的，而非自始即有的文化衝突點。以前述「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

立法目的來看，避免人民受到危險物品而有身家財產安全威脅才是主

要出發點，而非消滅以狩獵為傳統的生活模式文化。因此，這種發生

於立法目的以外而有干預、阻礙文化自由的法律規定，如果僅採取個

人絕對主觀感受作為不受限制的依據，實際上造成的結果可能只是更

加突顯多數看法與少數看法的不同，而無助於問題解決92。 

因而，儘管面對多元文化的複雜紛陳，本文仍然認為無須採取文

化權所倡的豁免想法，而只需回歸法律保留的民主原則、法治國原則

的論證，找出在差異文化的情況下，如何正當化以法律保留原則限制

人民自由、權利的理由。 

首先就民主原則來看，形式上主要著眼於法律的產出過程，包含

代表人民國會議員的選出，以及立法議事過程的討論互動兩大面向。

就國會議員選出來看，對於少數文化者或許因為處於人口的劣勢，而

無法在席次上佔有絕對的優勢，但是透過特殊名額保障的制度設計，

卻有機會使此以一緊張情勢加以緩和。以我國的憲法增修條文為例，

在第四條關於立法委員的人數組成上，已特別明文保障平地原住民及

山地原住民各三人，雖然僅佔總席次一百一十五席中約莫百分之五的

比例，但這已保障在立法議事的過程中，能與其他代表多數文化人口

的議員有所溝通的機會。前舉我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的立法

                                                 
92 在憲法解釋上，允許由受規範者來詮釋條文內涵及保護範圍，這是基於憲法條文的抽

象性以及原則性格所要求的最佳化特性使然。然而，法律作為一種規則，強調涵攝方

法，如果逆向轉由受規範者詮釋，則法律的功能將無法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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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即是一例。 

事實上，透過名額保障制度顯示出的意義，不只是在於維護原住

民作為少數文化者在國會的發言地位，而更重要的是將其納入立法機

關所獨特具有的議事程序參與過程。以當今作為法律保留依據之一的

功能結構取向解釋方法為例93，其中即特別強調立法過程中，不僅少

數黨具有參與的機會，各種讀會的進行也都具有公開性、透明性而得

以強化法律限制人民自由、權利的合理性。輔以我國立法院職權行使

法的規定，法律案除了需要三讀會決議94，國會議員亦得以聽取行政

機關報告，並在會議中提出論點意見加以質詢95，或者在會議外舉辦

公聽會，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出席表達意見96。這些發

言以及討論都可以促進不同文化之間的理解與思辯，特別是當今電子

媒體興盛的資訊流通時代，更是有助於彼此之間的交流。或許少數的

意見無法立時受到多數見解的肯認，但這卻正符合不同文化之間，需

要長時間互動以及學習才能彼此尊重的特性，而不是僅單一方面揠苗

助長的指示。因而少數文化者，儘管無法藉由人數優勢完全主導法規

動向，但卻得以藉由國會議事過程而達到溝通。 

除了上述民主原則形式上的要求外，對於多元文化的現狀，國會

更應該體認到民主的實質內涵，不是只把自身當作一個有效率的多數

決機關，更在於透過立法的程序與機制，達到共識建立的成果97。以

文化領域來看，最應該受強調的重點之一，在於文化必須藉由社會民

間的實踐，而非官方有意的引導。換言之，就文化事項應該以由下而

上的引導模式來看，國會議員所由產生的直接選舉制度方式，正滿足

此一需求。因而，透過立法過程所應展現的是不同文化之間共識與諒

解的達成，並且可以在限制人民自由、權利的同時，仍能維持彼此最

大程度的自我決定，進而避免無謂的文化衝突，也不會造成少數文化

團體受到過多的限制。 

                                                 
93 關於功能結構取向的解釋方法作為法律保留之憲法依據，參照許宗力，〈論法律保留

原則〉，收於氏著《法與國家權力》，1999 年，第 138 頁。 
94 立法院職權行使法第七條。 
95 立法院職權行使法第十八條。 
96 立法院職權行使法第五十六條。 
97 Thomas/Lidija Fleiner, Allgemeine Staatslehre, 3. Aufl., 2004, S.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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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法治國原則部分，傳統上以法律具有一般性以及預先性的

特徵，而得以避免歧視、防止特權並達到確保正義的效果，從而合理

化法律得以限制人民自由、權利。然而，多元文化主義者如 Tamir 以
及 Kymlicka 也是從確保正義的立場出發，卻得出某些法規必須豁免

少數文化者服從義務的差異結論。事實上，法律保留原則在一般性以

及預先性的要求下，仍能得出對不同文化者限制人民自由、權利的合

理性。因為就前揭民主原則以及我國原住民為例來看，國會的組成以

及議事機制，已確保了原住民作為少數文化者在法律制定過程中發言

的機會，如果限制措施，仍不免出於多數觀點而對於少數文化造成立

法目的外之「額外」影響，則此處正可突顯出文化差異的爭議所在。 

然而看似衝突的爭議，卻也正是對話與思辯的起點。原因即在於

透過法律的一般性以及預先性規定，將使少數文化者必須在受到比多

數文化者更多的限制下，享受其自由、權利。但是，這並不表示少數

文化者將會受到法律絕對的壓迫或者拘束，因為回歸到前揭憲法民主

機制及基本權利的享有下，這種現象將有機會不斷地在社會上或者司

法過程中，受到檢討與回應，從而有多數討論和理解的機會。換言之，

藉由造成文化爭議的法律出現，將再度促使私人之間就文化差異的現

象再度思考，而使涉及文化層面的規定，又從國家面向回到社會面

向，並重新啟動文化磨合的契機。因此，法條並非恆常不變，透過行

政部門以及國會議員的提案，都使得各個法條有其受到省思的機會；

輔以國會定期改選的制度，不同文化的立場亦有其受到矚目的可能

性。從而，若只是要求豁免於一般法律的管轄之外，對於文化多元或

許有其表徵存在，卻無真正融合與尊重的內涵。 

在這樣的觀察角度之下，我們得以發現法律保留原則在多元文化

的現狀之下，觀察重點不是在多數決之下的限制結果，而是注意到是

否因此而壓抑少數文化者對於自由的定義與需求。透過一體遵守法規

範，少數文化者將可於此際突顯所受的困境與不公，並且加強社會成

員間的相互理解，從而型塑更新一代的見解而表現於法律當中。因

此，少數文化者的主觀感受，雖然無法在法律保留階段即受到完善的

考量，但卻可以透過法規的實踐而表徵與優勢文化的差異所在，並進

一步的形成不同文化間的對話機會，而對於彼此的理解上有相當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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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益。相較於採取免除遵守法律義務的豁免方式，採取法律保留限制

權利自由的模式運作，將可達到更進一步的交流。 

2. 文化意識落實於基本權限制的權衡內涵當中 

    在多元文化衝突的現狀下，允許法律保留原則仍得以作為限制人

民自由、權利的方式，並不是要將少數文化者的要求，簡化為口號或

者政治上的訴求。實際上作為文化保障的載體以及防禦文化受到干

擾，仍以基本權利的內涵型塑與控制扮演首要角色，特別是每一個基

本權內容皆應富涵多元文化的思考。這種想法在之前保護領域的拓深

上已經提過，而落實在合憲性與否的論證上，即需檢驗在手段限制的

權衡上，是否對於不同的文化需求皆有充分足夠的考量。因而法律所

設的限制是否過度侵害，將是繼上一階段制定法後的重要審查關鍵。 

    作為審查法律規定是否過度限制人民的自由、權利，德國法上的

比例原則扮演重大的角色。具體來說，比例原則藉由要求對於人權所

做的限制手段，必須符合有助於公益目的達成的適宜性原則，以及必

須在所有適宜的手段中，選擇對人權影響最小的必要性原則，乃至於

不能以犧牲人民過多的利益，來追求較小公益的狹義比例原則等三部

分構成。同時為了避免比例原則的判斷流於恣意，德國也在聯邦憲法

法院實務運作之下，逐漸形成對這三階段的立法事實認定，分有寬嚴

不一的明白性審查、可支持性審查與強烈內容審查等三種不同標準，

而要求立法機關在限制人民自由、權利時需負不同程度的說理義務
98。憲法法院的基本態度認為，涉及經濟管制領域的事項，通常僅使

用明白性審查，只要立法者不具有公然、明顯的錯誤，法院即予肯定。

但若涉及生命或者人身自由，法院則採取強烈內容審查，對於立法者

所做的判斷加以具體詳盡分析，並使立法者必須負擔舉證說明責任以

使法院得到確信程度。因此，依照限制所涉及的規範領域、相關法益

的重要性不同，都將決定比例原則的適用寬嚴99。 

                                                 
98 許宗力，〈比例原則與法規違憲審查〉，收於《戰鬥的法律人－林山田教授退休祝賀論

文集》，2004 年，第 215 頁。 
99 許宗力，同上註，第 2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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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裡顯示出一個明顯的趨勢是，受限制之人民權利具有極高的

價值與利益時，立法者對於限制的理由說明、手段選擇都必需詳附理

由以及負擔說理義務，否則即通不過憲法上的要求。但是對於何種權

利以及價值具有較高的利益，仍然有過於模糊以及不夠明確的批判。

對於涉及文化因素的限制措施，也可能因其偏向自由主義的思考模式

或者多元文化主義的脈絡而有所不同。 

不過，類型化的過程本來就需要不同案件的逐步累積，因而不論

區隔上述三項審查標準的判斷清楚與否100，至少我們可以發現比例原

則在權衡的操作過程上，將隨著規範領域而有不同處置的結論。以經

濟領域受到較寬鬆的審查為例，其中所透露的訊息應不在於經濟法規

涉及人民自由、權利的法益位階較低，尤其是當代給付國家形成之

後，此類涉及資源分配的問題重要性，可能更重於人身受到物理強制

的行為來的重大。真正使經濟領域得以受到較寬鬆的審查，合理的觀

察角度應來自於基本法本身，對於經濟制度規範空白的結構性原因。

亦即經濟秩序在基本法的規範上，不僅規範密度不高，也有意不採取

如威瑪憲法般的眾多社會條款指示，而只剩下關於對財產權的保障規

定。因此，學者對於基本法所蘊含的經濟制度可以有各種不同的說法

詮釋，但聯邦憲法法院的立場仍然著重於基本法的中立性立場表達而

不陷入特定意識型態之中，在審查的態度上，也避免對於公權力行為

構成過大的限制。考究其用意，乃在於面臨需要以觀念接近才能弭平

的爭議，釋憲者維持一定程度的開放性，才不會加深彼此對立以及憲

法上的危機101。 

文化部門亦是如此，特別是文化的特性在於不適宜受到過多來自

國家方面的干涉，並且有和國家保持距離的必要性，而放諸於多元社

會共識的形成。這也是之前所提文化自治的想法，以及經濟憲法與文

                                                 
100 其實，即便採取相同審查標準，也不見得可以擔保得出相同的結論。從許宗力以及

林子儀兩位大法官在釋字第五八四號解釋意見書所形成的對話上，即顯示出這種現

象。 
101 蘇永欽，〈經濟憲法作為政治與經濟關係的基本規範〉，收於氏著《走入新世紀的私

法自治》，2002 年，第 1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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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憲法在彼邦並立的原因之一102。 

不過在我國的現狀之下，隨著多元文化觀念的想法行諸於增修條

文中，因而在立法目的中明確表示基於多元文化目的法規，有日漸增

加趨勢。但另一方面，原意中立而不涉及文化的法規，卻被發現有造

成阻礙文化的意外法律效果。因而在釋義以及比例原則的操作點上，

將文化融入於個別基本權之後，審查任何對於文化的限制，應該需要

進一步的探討。 

（1）區分立法目的是否出於文化原因 

本文認為，比例原則在文化事件領域的適用情況，方法上應從立

法目的上來加以區分。也就是對於限制的對象再予以類型化，而區分

為專門針對文化方面的法規類型，以及非出於文化目的而附帶造成文

化影響的類型。 

就上一章節所做整的整理顯示，以提升國民文化水準或者維護多

元文化為立法目的之法規，出現在教育領域（教育基本法、國民教育

法、原住民教育法、大學法、）、大眾傳播領域（通訊傳播基本法、

公共電視法、大眾運輸工具播音語言平等保障法）以及藝術領域（文

化藝術獎助條例、文化資產保護法、電影法）方面。這些具有文化動

機的領域，其中所涉及的基本權保障包括我國憲法第十一條的表現自

由、第二十一條受國民教育權乃至於非明文保障的藝術自由等權利。 

析分以文化為立法目的的領域，教育最主要的功能在於透過傳授

行為來培養自我文化意識的建立與傳承，而藝術則是用有形創造物以

表現其所根源的文化。這兩部分契合於文化並非遺傳而是學習得來的

特性103，可以說是最基本而直接達於文化意識傳承的核心領域。表意

自由則涉及個人文化意識的強化與發展，亦即透過各種不同方式的表

意行為展現，諸如著作、電影、文字圖畫等方式，不僅使歸屬相同文

                                                 
102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Ⅲ/1, 1988, S. 879. 
103 科塔克（C. P. Kottak）著，徐雨村譯，《文化人類學－文化多樣性的探討》，2005 年，

第 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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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人凝聚認同感，更可以對外表現而與不同文化屬性的團體達到交

流的結果104。因此，以文化為立法目的之立法，其立法內容將指向內

心層次的思想自由，以及對外自我實現的領域。 

    至於非出於文化目的而造成文化影響的法律實例，譬如前述未修

正前的「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以及「野生動物保育法」。這兩個

法律的立法目的原意都不在文化本身，前者係基於社會治安，後者則

在加強生態保育以及物種平衡。自立法目的以觀，看似與文化並無關

聯，但其中對於野生動物的獵捕、宰殺行為予以管制及限制，卻會基

於不同文化的生活形態，而發生立法禁止本意以外的文化干預影響。

例如不屬於優勢人口團體的成員，而以山地為主要活動範圍的部分原

住民族，上百年來以狩獵作為其經濟生活。但這些民族有其固有與自

然相處的模式與生命哲學觀，未必因為打獵行為作為經濟生產模式，

即有發生破壞生態的風險105。另一方面，狩獵除了作為經濟收益的功

能之外，源於外來優勢團體文化不斷介入之下而導致的生活模式改

變，原本狩獵所具有的單純經濟功能，也變成得以識別我群與他群不

同來源與歷史記憶的區隔之處，進而深化了該行為本身所帶代表的文

化意義，而超越原本的維生基本需求功能106。 

此處所列的兩項法律規定，在文化的脈絡思考下，原本偏向經濟

                                                 
104 以 2006 年 2 月所發生的丹麥漫畫事件為例，起因為丹麥某報紙因刊載有辱伊斯蘭教

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並引起伊斯蘭國家強烈不滿，隨後在民間爆發攻擊境內丹麥

外交使館的種種抗議行動，官方亦有抵制丹麥進口產品的外交報復手段。伊斯蘭國

家強烈要求丹麥應為此事道歉，不過丹麥以私人報社所為，並屬於言論自由的保障

範疇之內作為理由，拒絕以國家立場向伊斯蘭國家致歉。雙方在此所動員的文化意

識是明顯可見的，一在捍衛言論自由，一在護衛自己所篤信的信仰。不過整個事件

並不是一件成功的文化交流實例，畢竟最後所演變的流血傷亡結果，付出的社會成

本與代價實在過於龐大。 
105 其中理念可參李建良，〈憲法變遷中的原住民族權利〉，憲政時代第 31 卷第 1 期，民

國 2005 年 7 月，第 3 頁以下。 
106 野生動物保育法於民國九十三年時，經由朝野協商新增第二十一條之一（立法過程

參見立法院公報，第 93 卷第 6 期，第 240-245 頁），使原住民族在基於傳統文化、

祭儀而有必要的理由之下，得以對於野生動物獵捕、宰殺或利用，無須受到同法對

於一般人民採取不得以各種方式獵捕的禁止規定所限。因此，「原住民族」僅需依照

行政程序申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即可進行以文化為由的狩獵行動，而違犯該條申

請義務的法律效果上，也採取首次不罰，以及一千元至一萬元以下的罰鍰的相對輕

微處置。此處所列的兩項法律規定，原本偏向經濟面向的工作權與財產權限制，雖

然表面上與文化無涉，但透過文化作用於各基本權內容，也顯示出和文化的關聯性。 



 86

面向的工作權與財產權限制，儘管在表面上與文化無涉，但透過文化

作用於各基本權內容，也顯示出和文化的關聯性。 

    從法規立法目的作為比例原則權衡的初步觀察點，主要的原因在

於立法目的的探求，可以判斷該法條是否原意即在於介入文化核心領

域而屬於思想自由的層次，或者涉及經濟性基本權利的文化面向。對

於文化事項而言，由於國家的立場本應保持中立態度，介入文化發展

畢竟不屬於常態。因而國會如果制定明文的法律，毋寧亦需重視該立

法目的是否符合憲法原意，否則即有指導或者扼殺阻斷文化發展的風

險存在。而在非出於文化目的卻附帶造成文化影響的法規方面，探求

可能為文化帶來的副作用，更有助於避免以多數人口為優勢的族群，

在不自覺中忽略少數文化的發展空間。 

    從立法目的觀察，除了可以辨識立法者是否有介入文化的本意，

實際上另一個重點，則是連結到我國大法官釋憲實務的審查過程。這

是因為大法官縱使在比例原則的繼受上，受到德國學說與判決莫大的

影響，但是對於憲法第二十三條的操作步驟卻未全然與彼邦相同。以

釋字第四七六、五四四、五五一等三號解釋來看，我國大法官所宣示

的比例原則，適用在審查限制人民憲法第八條人身自由的法律合憲性

時，均指出只要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所要求之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

性、限制妥當性符合，即無乖於比例原則」。顯然在比例原則的內涵

架構上，與德國法的操作方式並不相同，而未將適宜性原則單獨列

出，反而特別強調立法目的在第二十三條的重要性107。 

事實上，強調立法目的需要受到審查的模式，並非僅限於涉及憲

法第八條人身自由的情況，同時也不只是第六屆大法官的獨到看法。

以隨後受到重視的大法官釋字第五七七號及第六○三號解釋為例，菸

害防制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菸品所含的尼古丁及焦油含量，之所以可

被立法者要求強迫需以中文標示的原因之一，即在於該法明確具有憲

                                                 
107 學者間不同的解讀請參，許宗力，〈比例原則與法規違憲審查〉，收於《戰鬥的法律

人－林山田教授退休祝賀論文集》，2004，第 221 頁；黃昭元，〈憲法權利限制的司

法審查基準：美國類型化多元標準模式的比較分析〉，台大法學論叢第 32 卷第 3 期，

2004 年 5 月，第 1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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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一五七條及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八項所追求之國民健康目的；反

之，戶籍法第八條就強制按捺與錄存指紋資料的個人資訊蒐集規定，

卻是因為該條文連立法目的都不見表示且付之闕如。從而，在無法確

定該項規定所追求之立法目的為何的情況下，最終受到違憲指摘。 

進一步來看，我國大法官釋憲經驗所強調的立法目的，在我國應

有其特殊的意涵而非無的放矢。尤其是我國憲法，並不像美國或者戰

後德國的模式，對於社會領域政策採取刻意留白的規定。反之，眾多

社會政策的宣示不僅在憲法基本國策歷歷在目，即連一連串的修憲過

程中也不忘累次增補108，因此這些規定本應不是作為憲法守護者的大

法官所能忽略的。 

但是，援引基本國策或者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作為立法目的審查

的依據並不是全無風險，尤其是新舊條文可能存在的衝突109。因而在

文化領域探詢立法目的是否正當且符合憲法上的意旨時，恐怕還需要

先在憲法本文與增修條文中，進一步探求其精神與目標是否朝向同一

方向。 

在文化方面，根據林紀東教授在「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中，

對於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教育與文化目標的闡釋認為，該條所謂「民

族精神」是專指中華民族愛好和平，但在面對侵略時仍會奮起反抗的

實質和平精神；而自治精神與國民道德則以國人熟知的四維、八德為

主要110。這樣的看法在某些角度上，表面上似與當今增修條文第十條

第十一項的多元文化構成差異。首先，林紀東教授雖然認知到民族乃

                                                 
108 本條文首次出現在民國八十一年的第二次修憲，隨後於八十三年、八十六年、八十

八年的修憲過程中，不斷加入新內容。 
109 以大法官釋字第五七八號解釋關於勞動基準法課與雇主負擔勞工退休金一事上，儘

管大法官多數見解提出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作為立法者必須制定保護勞工法律，

以及立法者在此領域享有形成自由的結論，但另一方面亦有大法官意識到同為憲法

位階的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三項，卻提及對於中小型經濟事業的扶助及保護其生存與

發展的規定（參見許宗力，釋字第五七八號解釋協同意見書）。因此憲法所欲保障的

面向，既及於勞工，也無忽視企業經營的整體條件。因而在本號解釋的說理過程中，

未見多數意見對於此二條文的處理，難免有可惜之處。除此之外，在增修條文第十

條第六項關於促進兩性實質地位平等的規定上，也有學者指出這與憲法第七條可能

存在矛盾的現象（參見陳愛娥，〈「兩性平等教育法」草案與「兩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月旦法學雜誌第 84 期，2002 年 5 月，第 174 頁）。 
110 林紀東，《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四），1981 年，第 3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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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共同血統、語文、信仰、習俗所構成之人的集團，但其所舉的民族

單位卻似乎僅以整個中華民族為唯一111。至於是否在以中華民族為主

結構的情況下，能夠允許其他不同次民族的存在，則未見交代。這與

增修條文以「原住”民族”」一詞稱呼在台灣與多數人口不同語言、血

統的另一群國民，有所不同。再者，多元文化的特色在於容許不同價

值系統並存，而不以追求單一價值為目標。如果僅以四維八德為內

涵，恐怕容易遭致同化之嫌。 

不過純就憲法本身條文以及制度安排來看，即便是憲法制定當初

的時空背景下，也不是沒有多元文化價值存在的空間。以憲法第十一

章地方制度的規定來看，對於蒙古蒙旗制以及西藏地方自治（憲法第

一百一九條、一百二十條）的保障，就可見制憲者對於民族精神以及

自治的態度，其中蘊含維護多元且不同文化的精神。因為此二條文單

獨列出「蒙古」、「西藏」此二不同於多數人口的民族，並以蒙古游牧

民族的特徵，及西藏地區有政教合一的傳統，進而在地方制度以及自

治上必須有所維護其傳統慣習可知，憲法未必有以中原文化為獨尊的

心態。至於教育文化目標方面，如果探查憲法制定公布之始的其他釋

義論述，更可發現當時對於教育以及文化目標的內涵理解，實以「完

人教育」為出發點，並以追求培育人類得以實現自我的本質為目標
112。因而，憲法本文對照增修條文第十條所追求的多元文化兩者並不

衝突，而是同樣強調文化內涵中的多元面向，而非採取封閉、單一的

價值體系113。從而我國憲法所設定的文化追求方向，適正符合文化所

需要的空間和特性。 

（2）立法目的不同，觀察切入角度亦應有別 

a. 內在文化自我意識屬於絕對保障領域 

                                                 
111 林紀東，同上註。 
112 羅志淵，《中國憲法釋論》，1948 年，第 198 頁。 
113 不過隨著時代背景巨變的因素，整部憲法原先所設定的精神，在實際面向並未受到

完全實踐，而早已發生「憲法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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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立法目的與非立法目的不同區隔上，我們可以發現以文化本身

為目的者，不管是以消極手段限制人民自由，或者以積極方式獎助人

民從事一定的創作活動，本質上都在誘導文化往特定方向發展。對於

文化屬於人民私領域的活動，而宜由社會透過長久自行運作而產生共

識的模式，國家如果介入過深，似有產生文化非由人類而來，反有依

賴國家指導之嫌。 

正因為立法者直接以文化之名介入發展，此刻對於立法者所做的

措施，在比例原則的審查上即有必要採取嚴格審慎態度的。強調嚴格

的審查態度，雖然仍帶有高度的不可預測性，但是對於文化這種源自

於心靈層次的思考作用，大法官釋字第五六七號解釋卻是立下一個清

楚的底線。在本號解釋理由書中，大法官明確指出「思想自由保障人

民內在精神活動，是人類文明之根源與言論自由之基礎，亦為憲法所

欲保障最基本之人性尊嚴，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具特殊重要

意義，不容國家機關以包括緊急事態之因應在內之任何理由侵犯之，

亦不容國家機關以任何方式予以侵害。縱國家處於非常時期，出於法

律規定，亦無論其侵犯手段是強制表態，乃至改造，皆所不許，是為

不容侵犯之最低限度人權保障」。 

本號解釋儘管並非直接指涉文化領域的案件，但對處理文化事件

可說是設置了第一道防線，亦得以視之為保障的方式之一。原因就在

於自身對於特定文化歸屬感的「文化自我意識」（kulturelles Selbst- 
verständlnis），屬於人類心靈的活動領域，應被視為思想自由而受到

絕對的保障。因此，這種歸屬感並不予允許國家以任何手段加以強迫

而有所改變；換句話說，國家既不應採取措施來中斷任何人對於自身

文化認同的追求，也不應該對任何一種文化抱持著輕視的態度，而武

斷地採取同化措施，即便是透過立法的手段114。在前揭基本權侵害的

部分，國家對於文化自我意識的干涉行為，已被初步判斷為基本權的

侵害類型。而在比例原則的審查上，則是因其屬於內在思想自由，也

無任何立法者得以正當化干預的理由。換言之，一旦在審查的過程中

發現，該法的立法目的有改變人民文化自我意識的情形時，則該法並

                                                 
114 Britz, Kulturelle Rechte und Verfassung, 2000, S.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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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合憲發生效力的空間。 

b. 外在文化表現的限制應受嚴格檢驗 

在心靈層次的文化自我意識之外，表現於外在的文化活動，則只

能獲得相對的保障而允許受到立法機關限制。但是，立法機關對於具

有文化意涵的外部行為表現也並非得以隨意限制，而是仍須受到比例

原則的審查。不過，對於審查密度的選擇上，究竟要嚴格取向或者寬

鬆審查，則仍是個棘手的問題。 

大法官在釋字第四九○及五七三兩號解釋中，對於憲法第十三條

宗教自由保障的相關闡述，應可作為參考之處。在釋字第四九○號解

釋中，大法官將宗教自由的保障切割為內部信仰自由，以及因此而派

生的外部宗教行為自由。對於前者，大法官認為涉及思想、言論、信

念及精神之層次，應受絕對之保障；但後者可能涉及他人之自由與權

利、影響公共秩序、善良風俗、社會道德與社會責任，因而採取相對

之保障。這種內外切割的方式並不是沒有受到質疑115，一句「相對保

障」也確實令人有過於模糊之感。直至釋字第五七三號解釋的出現，

論述的方式已轉向認為「人民所從事之宗教行為及宗教結社組織，與

其發乎內心之虔誠宗教信念無法截然二分」，進而對於外部行為如宗

教組織、人事及財政管理事項的規範制定上，也應在「維護宗教自由

之必要或重大之公益，並於必要之最小限度內為之」方有合憲之理。

在五七三號解釋的出現後，應可解讀為大法官不採嚴格區分內外的保

障程度不同，毋寧外部的宗教信仰行為，仍須審究其與內心信仰思想

是否具有重要關聯性，從而亦非立法者可輕易介入之場域。 

文化的特徵與宗教有高度相似性，後者涉及個人所選擇的價值系

統以及自身存在的定位和世界觀116，而文化則強調歸屬感，兩者可說

                                                 
115 認為本號解釋採取內外二分不妥者，請參許育典，〈論宗教自由的保障與實質法治國

的實踐－評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90 號解釋〉，收於劉孔中、陳新民主編，《憲法解

釋之理論與實務》（第三輯‧上冊），2002 年，第 268 頁以下。 
116 許育典，同上註，第 2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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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是在追求精神領域之自我發展與自我實踐117。不過歸屬感並不是憑

空飛來，而是要藉助有形的象徵而讓文化得以使用、學習以及延續
118。因而文化表現於外的象徵行為，諸如語言、命名、習俗等行為，

亦如同宗教事項一般，不是輕易的可以將心靈內部思想與外部行為加

以二分。從而，如果立法者欲對於具有文化意涵的外部行為加以管

制，事實上也等同於約束內心想法的自我表現，從而亦有必要通過比

例原則的嚴格審查119。 

除了大法官釋字第四九○及五七三兩號解釋的比較之外，釋字第

四一四號解釋和第五七七號解釋所呈現的比較，同樣對於文化領域有

重大的意義。在這兩號解釋當中，一者限制藥物廣告刊播之前須受到

主管機關的核准，一者要求菸品必須以中文標示尼古丁及焦油含量；

前者有廣告事先審查機制涉及違憲與否的爭議，後者則有強制表意違

反言論自由的疑義。大法官在這兩號解釋當中，首先定出商業言論仍

有資訊提供、意見形成以及自我實現的功能，仍屬言論自由保障範圍

                                                 
117 參見釋字第五七三號解釋理由書，「憲法保障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係為維護人民

精神領域之自我發展與自我實踐，及社會多元文化之充實」。 
118 科塔克（C. P. Kottak）著，徐雨村譯，《文化人類學－文化多樣性的探討》，2005 年，

第 83 頁。 
119 加拿大最高法院在 Multani v. Commission scolaire Marguerite-Bourgeoys, (2006 SCC 6)

一案中亦顯出同樣的態度。本案的案例事實是一位就讀中學的錫克教徒學生

Multani，被校方基於校園安全的理由，禁止在上課期間攜帶錫克教重要的禮器象徵

kirpan（金屬材質的短匕首）而發生。依照錫克教的誡規，隨身攜帶 kirpan 是極重要

的誡規之一，因而 Multani 認為學校這個措施已嚴重侵害其依據加拿大自由權利憲章

（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 and Freedom）所應享有的宗教自由。本案的多數理由

中，在確定限制措施與宗教自由間的關係時，以比例原則（Proportionality）逐一審

查是否具有合理關聯性（Rational Connection）、侵害最小性（Minimal Impairment）
以及狹義比例性（Effects of the Measure）。在關聯性方面，法院認為該措施與維護校

園安全的目的具有合理關聯，但對於該手段是否屬於侵害最小，法院則採取不認同

的態度。法院最主要的理由是從攜帶的 kirpan 原意出發，亦即當事人是以確切遵守

教規的情況下攜帶 kirpan，從而該行為並不具有危險性；因此就禁止手段來看，這

裡明顯不是維護校園安全的必要手段，因為學生在上學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以非

危害安全目的而攜帶危險物品的機會，譬如剪刀、可傷人的尖銳鉛筆等。在不符合

最小侵害性的狀況下，狹義比例性權衡過程中，法院更指出一旦允許校方如此規定，

無異在暗示某些宗教的價值較不值得受到保護，因而有害加拿大社會所欲維護的多

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以及多樣性（diversity）的價值。就法院的多數理由

來看，在比例原則中的侵害最小性要求，法院不厭其煩的就是否危害校園安全、是

否使危險性物品有擴散的風險以及各種負面影響一一論斷，其介入分析的深度以及

控制的廣度，即符合嚴格審查基準所要求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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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調。繼之則認為此種言論在其他重大公益的追求之下，立法機關

得以採用與目的達成有實質關聯的手段作出限制。在釋字第四一四號

解釋中，明確指出商業性言論和其他種類的言論不可「等量齊觀」，

而在釋字第五七七號解釋中，也僅要求立法者在手段與目的間的實質

關聯，而並未特別強調必要性的具備。因此，司法者對於比例原則在

審查言論自由的限制上，具有寬嚴不一的取向相當明顯。如果對比因

為受到基本國策加持而可對言論自由加以限制的脈絡，那麼反過來

看，也可因為基本國策的加持而強化在文化表現的部分，可以受到憲

法更多的保障以及避免立法者的干擾。 

另一方面，如果依照釋字第五七七號解釋對立法者限制手段的合

憲理由之一，在於此一限制行為適正符合從事商業所需要「誠實信用

原則與透明性原則」的角度來看，我們可以發現這是由所受規範的商

業領域作為觀察出發點，從而得出這種限制亦是屬於商業領域內的特

性。換言之，商業部門的規則成了解釋理由的構成之一，而對文化的

限制，也因而有必須觀察文化領域的特性必要。因此在文化的外部表

現上，任何對於文化的限制，也需要轉換到受規範的文化領域當中，

觀察立法者的限制手段是否違背該部門的重要部分。以上述的論點來

看，在涉及文化表現行為的限制上，即有採取偏向嚴格處理的正當性。 

不過必須強調的是，趨向嚴格審查過程在此處的重要意涵，並不

是著重在一開始即有「違憲」結果的表徵假定。而是著重在達成之公

益目的是否屬於憲法上所追求的目標，以及立法者在制定規範時，是

否對於立法背景的社會事實展開詳細調查，以及不同文化者間認真說

理的溝通過程。當然更要緊的是，這裡是否業已兼顧少數文化者的不

同需求，而非以輕率量化的多數決完成120。 

在這種理解之下，比例原則偏嚴的審查也就不僅只限於前述以文

化為立法目的之限制行為，即使連非以文化為立法目的卻引發文化影

                                                 
120 處理猥褻出版品與憲法第十一條言論自由的大法官釋字第四○七號解釋指出，出版

品是否妨害社會風化的認定，必須隨社會發展、風俗變異而有所不同。本文認為，

如果要使這段敘述發揮功能，在限制手段中審查是否慮及不同文化者的需求，應該

屬於必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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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法規亦包含其中。換言之，後者法規所涉及的財產權或者工作權

等經濟性基本權利，原本依照傳統見解對於此類基本權的限制，只需

採取合理寬鬆的審查基準即可。亦即立法者具備憲法上追求的正當目

的，就可通過合憲性檢驗。不過，在前述類型化的區分之下，將需要

引入文化面向的考量，從而一旦有引致文化的限制影響時，即使僅是

經濟性的基本權限制，在審查的過程亦需拉高標準，檢視是否已包含

不同文化的需求。 

因此，在不同文化的認知差異下，與其說對於自由權限制的審查

重心在於判斷侵害手段與目的間的利益衡量，毋寧也需重視在限制的

過程上，是否加入足夠的不同文化觀點。從這個角度來看，財產權與

工作權在納入文化面向之下，即有區隔一般財產權、工作權而有成立

文化財產權、工作權的可能性。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就人民同樣所擁有的財產，卻會因為是否被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的程序指定為古蹟，而受有較多的限制以及優

惠121。而「槍砲彈藥管制條例」及「野生動物保育法」的限制規定，

儘管只是在工作的業務執行上，涉及得否使用危險物品或者採取狩獵

的經濟生活，但更須意識到在限制行為的背後，是否兼顧到不同文化

的需求以及對於文化意識的延續。 

c. 國家對於文化資源的分配應符合平等原則 

(a) 原則部分 

    相較於國家以干預或者限制手段妨礙人民的文化意識，採用獎勵

以及優惠的措施而引導人民朝向認同某一文化，其實亦應受到憲法嚴

格的監督與控制。以我國的現狀來看，直接以提升國民文化水準，或

                                                 
121 根據文化資產保護法的規定，私有財產一旦被認定為古蹟之後，所有人無法為遷移

或拆除的行為（第三十二條），亦不可從事減損或滅失其價值之行為（第二十四條），

即連修復行為亦需提出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方得為之（第二十三條）。不過在

此同時，古蹟及其所定著之土地，亦可享有免徵房屋稅、地價稅（第九十一條），以

及因繼承原因發生移轉時，免徵遺產稅的優惠（第九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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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發揚多元文化精神為立法目的之法規，即常運用直接資金補助和租

稅減免的措施來達到獎勵作用。原本以租稅優惠追求財政目的以外的

社會、文化政策並非不可122，但由於資金補助和租稅減免涉及國家資

源分配運用的問題，依照大法官在釋字第四八五解釋所闡釋的精神，

此時仍必須「考量國家之經濟及財政狀況，依資源有效利用之原則，

注意與一般國民間之平等關係，就福利資源為妥善之分配」。這段敘

述雖然說的抽象，但至少已明確指出當中所產生的平等問題，並不因

為非出於強制干預手段，即可受到忽略。 

    此外，除了採取租稅優惠與獎勵方式以外，「文化藝術獎助條例」

第九條的規定，可能會造成更大的問題。根據該條規定，公有建築物

應設置公共藝術以美化建築物以及環境，而且該筆經費不得低於建築

物造價的百分之一。由於公有建築物的造價以及數量皆甚可觀，因此

所產生的經費以及所需要設置的公共藝術品，實際上已足以形成並且

影響一個具備需求與供給的市場規模。然而，根據「公共藝術設置辦

法」的規定，這筆經費僅須在中央部會或地方自治團體（直轄市、縣

（市））所設之公共藝術諮議委員會通過的情況下，即可加以運用123。

儘管該辦法同時要求委員會的組成，必須遴聘藝術領域相關人員124，

然而缺乏民意機關的監督卻是不爭的事實。鑑於如此龐大經費的流

向，造成藝術領域某一程度的影響已是可見，如果僅由行政機關內部

單位加以操作，不免有造成過度介入文化發展的結果。 

這裡我們可以輕易地發現國家處於一種兩難的困境，因為依據憲

法所宣示的精神，一方面既要使文化發展達到一定的水準和促進多元

文化的環境，二方面又得兼顧資源的公平分配運用以及避免誘使文化

發展，既使是在整個大方向的發展決定上，恐怕都不是件容易之事。 

Dworkin 對於自由國家究竟能否資助文化的難題，曾經提出一個

可供參酌的指引。Dworkin 的出發點在於將文化視為是一種無縫隙的

                                                 
122 陳敏，〈憲法之租稅概念及其課徵限制〉，政大法學評論第 24 期，1983 年 12 月，第

55 頁。 
123 參見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二點。 
124 參見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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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seamless web），從而在這樣的理解之下，不同的藝術表現其實

是處於相互影響的狀態，因而在大眾文化與精緻文化之間也應無孰高

孰低的區隔125。在這種認知之中，國家一旦以資助的手段介入文化領

域，其出發點的正當性，也只在於保護整體文化結構網絡的多樣性

（diversity）以及創新性（innovation），而非僅是單獨針對特定取向

的內容加以支持與補助126。 

德國教授 Steiner 雖然不認為基本法使國家負有積極的文化促進

義務，但是仍然強調國家在保障文化自由以及維持文化、藝術開放的

前提下，應該透過促進整體文化結構的手段，創造有利於文化開展的

環境127；而且 Steiner 教授更進一步的指出，當代大眾媒體在商業目

的追求下而造成的單一文化風險，亦有使得公共文化政策在基於民主

的精神下，必須加入多元考量來加強文化的多樣性，而允許此類非個

別性的文化促進政策128。 

儘管兩位學者的論點並不具有百分百的契合，卻也同時指出文化

應該不分高低的精神，以及在優惠措施中所應注重多元精神，而非單

獨針對特定喜好。儘管我國憲法與美、德有其不同之處，但這些論點

仍有適用在我國的空間。就以文化目標而言，此處與我國憲法所追求

的多元文化目標並不衝突，再者，兩位教授的見解也非禁絕國家介入

文化的領域，這和我國憲法要求國家有責任提升國民文化水準的基本

國策亦有對應。從而，自我國憲法的精神探詢之下，亦可得出允許對

於文化採取資助的態度。只不過在介入的深度上與廣度上，必須注意

到不可發生針對特定文化領域的挹注，也不可對不同文化作出歧視的

對待，以符合人民基本權以及基本國策的要求。因此在憲法的要求之

下，對於文化方面的介入正如創造一棟結構堅實完善的建築物，而其

中之擺設計畫則任由人民以自由權之行使，填充各式不同的文化表現

以兼容傳統與創新。從而不論古典或新潮、現代與後現代，同樣得在

此開展。 

                                                 
125 DWORKIN, A MATTER OF PRINCIPLE, 233 (1985).  
126 Id. at 233.  
127 Steiner, Kulturauftrag im staatlichen Gemeinwesen, VVDStRL 42 1984, S. 29. 
128 Steiner, a. a. O., S.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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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審查過程 

上述方向決定將有助於平等權的審查結構，因為在審查補助或者

獎勵文化的國家措施時，即可依循上述的精神而逐步具體化。就平等

權的審查方式來看，我國大法官向來以實質平等作為理解前提，並指

出在我國憲法第七條的要求之下，立法者必須遵守恣意禁止原則、符

合事物本質與目的性、乃至於維護體系正義129。因此，立法者根據事

實上之差異以及立法之目的之追求，只要差別待遇不出於恣意，又不

違反其自行所制定，而具有體系規範意義的法律原則時，即可為合理

之不同處置。然而這種實際上以「等者等之、不等者不等之」的饒舌

口訣作為標準的判準，每有不夠精確以及過於模糊的批評，因而學者

亦嘗試提出各種不同的具體方法加以判斷。 

根據許宗力教授的建議，平等原則審查的第一步在於確定差別待

遇是否具有「可相提並論性」，既之則在探究差別待遇之目的究係追

求實質平等的目的，還是涉及其他政策目的而異其處理。如果差別待

遇的原因，涉及以政策目的為出發點的類型，則此刻因為創造出原應

實現平等的法益，與政策所追求的另一法益發生衝突情況，所以得適

用比例原則加以審查衡量130。如果再結合其近作看法，比例原則的審

查密度決定，又會受到憲法個別列舉的憲法委託之價值決定所影響。

從而，在基本國策以及增修條文中所受重視的婦女、勞工、農民等需

特別保障或扶助的對象，倘若立法者採取差別待遇以實現憲法委託之

精神，司法者應以從寬審查而予尊重131。 

偏向美國模式思考的學者則認為，比例原則在語意上及操作上都

有不甚精確的缺失。因此對於差別待遇是否合乎憲法的精神，毋寧首

重其立法目的是否合憲、作為差別待遇的分類標準為何，以及與目的

達成是否具有一定程度的關聯132。如果差別待遇的分類標準涉及必須

                                                 
129 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論》，2005 年 3 版，第 246-247 頁。 
130 許宗力，〈從大法官解釋看平等原則與違憲審查〉，收於《憲法解釋之理論與實務》（第

二輯），2000 年，第 107 頁。 
131 許宗力，〈違憲審查程序之事實調查〉，收於《民主、人權、正義－蘇俊雄教授七秩

華誕祝壽論文集》，2005 年，第 362 頁。 
132 參見林子儀，釋字第五八四號解釋不同意見書；黃昭元，〈憲法權利限制的司法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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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審查基準的領域，則此刻必須特別要求具有極為重大（compel- 
ling）的利益，以及在必要與從嚴限縮其適用範圍下（necessary and 
narrowly tailored），該差別待遇方有合憲的可能133。 

持平來看，其實兩種見解並不存在著絕對的差異之處，兩套審查

重點依然著重在立法目的是否正當、作為差別待遇的手段是否恰當且

屬必要，以及是否符合「比例」而無過度的三要件之上134。偏向德國

理論的學者，藉由所涉及事項在憲法上的重要性高低，而決定立法事

實調查的深淺，並以之調控比例原則寬嚴不同；美國法則強調目的與

利益之間的權衡，以及差別待遇的手段選擇是否謹慎，其實和比例原

則的精神也無絕對的本質差異。因此，構成第七條平等權審查的差異

因素，其實不在步驟與方法，而是必須回到何種事項得以給予立法者

較大空間的決定上。 

以我國文化法領域來說，對於文化藝術活動採取優惠或者獎勵手

段，實際上呈現的差別待遇是相當明顯的。以我國工作權內涵的職業

自由來看，每一個人以自我意志所選擇的勞動行為之所以受到保障，

不因為職業僅只是一種經濟型態的表現，而是其內涵也涉及到個人自

我實現的精神層次領域135。然而，同樣具有勞動行為本質，卻會因為

其內容被認定為文化藝術工作，而受到特殊程度的保障136。除了職業

的選擇獎勵與優惠以外，前述提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與「野

生動物保育法」在修法之後，儘管緩解了比例原則在可能以優勢人口

立場下的公益觀念，可能過多限制原住民族的自由空間。但是這樣一

來，問題卻也回到同樣具有國民身分，卻在相同的行為之下有不同法

律效果的適用。凡此些限制的解除或者優惠獎勵活動，在法治國的脈

                                                                                                                                            
基準：美國類型化多元標準模式的比較分析〉，台大法學論叢第 32 卷第 3 期，2004
年 5 月，第 135 頁。 

133 法治斌，〈司法審查中之平等權：建構雙重基準之研究〉，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

會科學研究彙刊，第 6 卷第 1 期，1996 年 1 月，第 37 頁。 
134 或許這裡誠如學者所說，比例原則與平等、正義原則的本質是相同的，參見吳庚，《憲

法的解釋與適用》，2004 年 3 版，第 189 頁。 
135 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論》，2005 年 3 版，第 253 頁。 
136 根據文化藝術獎助條例第五條，中央機關對文化藝術者之工作權、智慧財產權及福

利，應訂定具體辦；第九條，對於文化藝術工作者得頒與榮銜並保障其生活；此外，

從事文化藝術事業也可獲得營業稅和娛樂稅的減免（第三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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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下，同樣需要憲法第七條的檢驗。 

在上述所簡介的平等原則釋義審查結構下，確定立法目的究竟為

何，可說是共通的第一步驟。在這裡我們可以確定的是，這些法規同

樣指向提升文化和促進多元文化作為目標，而這個的標準應是憲法所

追求的目標也無疑義。但是接著下來的步驟，也是決定該法合憲與否

的關鍵角色，則在於審查密度或者基準的選擇。 

就以國家必須和文化保持距離以及維護文化自治的立場來看，如

果國家必須被嚴格要求不得從事限制或干預文化表現行為，那麼對於

文化的補助上，似乎也應受到嚴格的審查，否則無異仍讓國家得以操

縱文化的走向。而這也正呼應當代多元文化主義論述中，對於給付行

政內容的戒慎恐懼一般。不過基於憲法基本國策的委託，立法者負有

義務制定法律、形成制度以促進文化的發展和多元，如果對於補助、

獎勵的措施又採取嚴格的審查基準，確實又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

境。 

因此，妥當的作法應不是對於獎勵以及補助的手段嚴格審查，而

是在確定獎勵和補助的程序中，對於各種文化、藝術是否在符合平等

原則的條件下受到保障，才是嚴格審查的重點。更進一步說，採取獎

勵或者補助等方式，應認為是立法者基於憲法所追求之目的而做的安

排，而這屬於立法者廣泛自由形成範疇之內。但是，對於哪些文化內

容應該受到補助、獎勵，以及在如何獲得補助、獎勵評定的程序是否

公平，則應屬於被嚴格審查是否有助於提升文化、促進多元的目標達

成，以及所採取的手段是否恰當且合比例。 

以文化藝術獎助條例來看，應被嚴格審查的重點不在於國家對藝

術工作者採取補助是否違反憲法第七條的平等權，而在於國家以何種

程序確保此種獎助有其公平性。依照該法規定，國家對於文化藝術的

輔導、獎助行為，並非由作為行政機關的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建會）

所直接介入，而是依該法第十九條之規定設置「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

術基金會」（以下簡稱「基金會」）以執行各項任務。這裡可以清楚的

發現，立法者採取另以法人完成行政任務的間接行政方式，試圖減緩

國家介入的直接性。只是這樣的立法意旨固然與文化中立的誡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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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但該基金會的法律地位安排為何，則似乎未見交代。 

從條文中觀察，該法第二十四條第一款規定，文建會必需編列預

算作為基金的來源之一，從而該財團法人似有成立公法上財團的可能

性。然而，依據「國家文化藝術基金會組織條例」卻又看不出該基金

會有行使公權力之意，因而在立法者的真意上，似又有意將該基金會

定位為私法人。原本國家在完成行政任務的方式上，有採取公法或私

法形式二擇一的選擇自由137，而立法者如此安排也算兼顧文化避免干

擾的選擇。不過，該基金會之目的是在從事文化、藝術方面的獎助與

輔導行為，應可算是在達成國家給付行政之公法任務之一，從而該基

金會並非單純依照私法自治原則操作，毋寧應該歸屬於行政私法的範

疇之下。 

如果將基金會定位為行政私法的角色，那麼此刻之重點正如前文

所指，再度回歸到平等原則的審查上138。而且儘管現行實務承認行政

私法的理論，仍可約束其行為必須具有平等原則的適用，不過在這種

純粹以私人身分為補助與否的情況之下，文化藝術工作者受基金會獎

勵、補助，終究仍僅產生私人之間的法律關係。因而對申請補助結果

的不服，亦無行政救濟之可能。如果立法者採取這種方式，則對於憲

法上所追求的文化目的以及平等的要求能否達成，恐怕不是沒有合憲

上的疑義了。 

                                                 
137 陳敏，《行政法總論》，2004 年 4 版，第 667 頁。另參大法官釋字第五四○號解釋「國

家為達成行政上之任務，得選擇以公法上行為或私法上行為作為實施之手段」 
138 根據釋字第四五七號解釋的精神指出，國家機關為達成公行政任務，而以私法形式

所為之行為，必須遵守憲法第七條平等權的規定。學者對於行政私法行為的基本權

適用上，也多認為不應發生公法遁入私法的現象，因此必須以直接適用之效力加以

拘束。參見蘇永欽，〈憲法權利的民法效力〉，收於氏著《合憲性控制的理論與實際》，

1994 年，第 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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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基本國策的再定位 

一、基本國策所面臨的窘境 

對照基本國策以及增修條文第十條在全部憲法條文中所佔的比

例，以及比較各個教科書或者專論中所佔的份量，顯然這部分規定是

憲法中最不受重視的一環。根據某些教科書中的說法，這種體例源自

於德國威瑪憲法的模式139，而儘管條文寫得再多或者詳盡，卻仍然只

具有所謂「方針條款」的地位，留予立法者在作為與不作為之間，有

極大的形成空間與安排140。 

不過，同為一部具有最高效力的規範內容之一，如果受到過份的

忽略，似乎也很難維持整部憲法的完整性與結構性。因此亦有不同見

解指出，儘管基本國策有別於傳統權力分立原則以及基本權利內涵，

但仍應作為第三結構而受到所有國家權力機關的尊重，進而成為「國

家發展的指針141（Richtlinien der Staatsgestaltung）」或「國家目標條款

（Staatszielebestimmungen）」142。然而，基本國策究竟如何作為發展

方針，仍然需要更進一步的釐清。以國家權力的作用面向來看，屬行

政、立法、司法三權最為重要，因此所謂的發展方針，即可解為行政

機關在擬定、執行的政策面向上，必須盡量符合基本國策的指示；對

立法者則可作為裁量的界限，也就是立法者雖然無受基本國策的絕對

拘束而有立法義務，但相對地，也有要求立法者必需積極立法，並且

不能制定出和基本國策精神相悖的法規；對司法者而言，最明顯的莫

                                                 
139 學者林明鏘認為，基本國策既然是淵源於威瑪憲法，因此在事實與推論上必須注意

到基本國策之規定，並非基於「本土需要」而自然形成（參照林明鏘，〈論基本國策〉，

收於《現代國家與憲法－李鴻禧教授六秩華誕祝賀論文集》，1997 年，第 1467 頁）。

不過本文認為，僅管基本國策襲自於外國而來，但也終究僅是體例學習而言，雖然

內容部分與德國相同，但也不乏針對本國需要者而設定。 
140 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論》，2005 年 3 版，第 479 頁。 
141 陳新民，《憲法學釋論》，2005 年 5 版，第 865 頁。 
142 林明鏘，〈論基本國策〉，收於《現代國家與憲法－李鴻禧教授六秩華誕祝賀論文集》，

1997 年，第 14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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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作為憲法解釋的基準，而成為法規違憲審查以及漏洞填補的重要

依據143。 

雖然文獻上對於基本國策的定位，有逐漸賦予規範效力的傾向，

但其核心仍然偏向消極的陳述，而未見主動的成分在內。這種出發點

當然也是有其顧慮所在，依照 Merten 的觀察就指出，如果多元文化

的社會一定要伴隨著多重國家目標的憲法，那麼不僅增加憲法解釋的

困難度，也可能因為掛一漏萬而忽略了目標以外應作為的事項，反而

有造成歧視的風險以及憲法解釋上的漏洞。Merten 以特洛伊的危險

（trojanische Gefahren）作為比喻繼續指出，如果憲法內有過多國家

目標規定，勢將造成為了解決短期問題卻為日後埋下定時炸彈

（Zeitbombe）。而且過多的國家目標也容易在彼此之間發生衝突的現

象，同時最後的結果也將導致立法空間受到壓縮，以及預算、財政的

沈重支出144。 

從外國法的比較可以察知，此種立法例即便連現在的德國基本法

亦不採取，而作為後進學習者的我們似也無須再有敝帚自珍的心態。

此外，我國憲法上的基本國策制定時間，距今將近有一甲子的歲月，

在時空環境都有巨變的現代，其內容、精神是否符合當代所需，也頗

令人懷疑。 

然而，這種爹不疼、娘不愛的論點有時也僅是某種角度之一而

已，對照當今瑞士新憲法145以及未生效的歐盟憲法146，其實這種國家

目標式的宣示不在少數，即以我國在歷次的修憲中，也不忘逐步增加

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的內容147。 

                                                 
143 李惠宗，《憲法要義》，2004 年 2 版，第 621 頁以下；林明鏘，同上註，第 1491 頁。 
144 Merten, Über Staatsziele, DÖV 1993, S. 376.；中文部分參見林明鏘，同上註，第 1479

頁。 
145 瑞士新憲法的第三部分第二章第三節，關於聯邦（Bund）與邦（Kantonen）的管轄

權限上，即明定聯邦與邦各有對於社會活動所要的負責促進的領域，如第六十八條

規定，聯邦應促進體育活動，而第七一條則規定文化事項由各邦負責推動。  
146 歐盟憲法草案第三大部分，針對聯盟在各領域所應依循的精神以及任務作出宣示，

如第二百八十條規定，聯盟必須對於成員國的民族及宗教多樣性，提出文化維護的

貢獻。 
147 於民國八十一年的第二次修憲，首次加入這種類如基本國策的規定，當時的條文為



 102

另一個我們無法忽略的現象是大法官在多號解釋中，逐步引入德

國聯邦憲法法院所發展出的各種基本權功能。這些基本權功能除了原

始的防禦面向以外，其實泰半更在於必須取決於立法者的法規制定、

行政權的執行、乃至於司法者在解釋適用法律上的考量。這些由憲法

上權利延伸而來，卻又使人民無法以權利為地位加以請求的功能，其

實和基本國策有許多的相似之處。以非防禦面向的保護功能作用為

例，這種功能的想法出自於基本權除了對抗國家以外，國家也應該有

保護國民免於同為私人侵害的危險。對照這種基本權非防禦面向功能

發展初始，不少學者在是否合於司法權的本質、壓抑立法者的形成空

間、增加行政部門的預算、負擔等種種質疑上，其實正和基本國策所

受到的批判一般。如果我們從基本權非防禦面向的功能和基本國策作

比較，其實都必須藉由國家採取立法的手段對於應該受保護的對象加

以安排。事實上這裡針對同為私人之間的水平關係，作出彼此的權限

分配148。就這點而言，國家履行保護義務的同時，其實也是國家介入

社會領域的開始，而與基本國策的定位相同。 

回到我國的基本國策而言，其背後所代表的意涵，也可視為是制

憲者對於國家和社會兩者基本關係的藍圖設計，這和美國與德國的國

家與社會關係必須取決於人權的解釋有所不同149。換句話說，當德國

在面臨整體社會環境改變，國家職能必須有所變遷的同時，唯有透過

基本權解釋而賦予人民更多的利益以及國家更多的保護作為義務，才

得以完成前項要求。而在我國，當制憲者已經擘劃，甚至透過修憲者

增補基本國策的內涵，也使得在憲法解釋上，不能無視於這些規範所

應受到的重視，以及明文寫下所具有正當性。德國學者 Sterzel 指出，

這種國家目標規定條款，其實代表政治系統和社會系統彼此相互反思

                                                                                                                                            
第十八條。隨後於民國八十三年（移列為第九條，增列公營金融機構企業化經營之

原則及以及將山胞改稱原住民）、八十六年（增列扶助中小企業條款、多元文化條款、

原住民族地位之保障）、八十八年（增列社會救助、尊重軍人兩條款）修憲過程中，

都有增補的情形。 
148 譬如勞動基準法中對於最低工資與最高工時的限制，即可當作是立法者在履行基於

工作權所要對勞動者的保護義務，但更貼切的說法應該在於完成基於基本國策所做

的憲法委託。不過無論如何，這裡都已涉及到雙方在勞動關係中對於契約自由的限

制。 
149 蘇永欽，〈部門憲法－憲法釋義學的新路徑？〉，收於蘇永欽主編，《部門憲法》，2006

年，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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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150。如果順著這個脈絡，我們可以認為這些規定其實是源自於

社會系統在自行運作之後，對於已發生而需要解決的事項，所產生對

政治系統的誡命。就我國的修憲過程觀察，雖然其中看似淪為不同利

益團體的角力場域，但對於反應當代社會的活動需求，也並非全無可

取之處。因此在面對憲法上的爭議時，國家各個權力機關即應注意到

基本國策所可以扮演的角色，而不是完全忽略。 

由於基本國策以及增修條文第十條的部分內容，涉及原屬社會自

由發展的領域，因而一旦賦予規範力，國家即有義務型塑一個憲法上

理型的社會狀態。但是，這種由國家介入社會發展的界限如果拿捏不

準，確實容易造成本由基本權防禦功能所區分國家與社會兩者間的分

際不明，從而減低營造多元社會的可能性。然而提出基本國策的規範

效力，原意終究不是為了抗衡基本權的自由、平等功能發揮，也不是

在憲法的架構上徒增另一惱人的問題，而是在整合憲法內所具有的規

範、機制這個重點之上。對照當今大法官對於基本國策使用率有增無

減的情況151，想必更突顯了在人權發展的今日，如何看待基本國策的

重要性。而不是只在需要佐證時才任意提出國策的論點，否則即有過

度恣意的風險，也有塑造基本國策成為潘朵拉盒子之嫌。 

二、基本國策作為文化部門內涵的功能 

面對基本權利往社會多元的方向前進，而基本國策卻型塑社會在

各個領域的理型，嘗試整合兩個歧異的理念似乎有所困難。不過，基

本權利向來是憲法中最核心的角色，結合基本國策加以觀察的目的，

也應在充實權利的內涵。因此，回到文化憲法的思考起點，統整與文

化相關的基本權與基本國策，其目的即在於找到憲法上所欲維持的文

化秩序以及人民共同生活的價值。在這個出發點上，我們發現憲法原

文的基本國策，提示國家應該提昇人民的文化水準，而增修條文第十

                                                 
150 Sterzel, Staatsziele und soziale Grundrechte, ZRP 1993, S. 14. 
151 大法官運用基本國策的論理方式，參見楊坤樵，《從憲法變遷論法律與憲法的緊張關

係－以經濟憲法為例》，國立政治大學碩士論文，2004 年，第 135-143 頁。  



 104

條第十一項則強調國家應該促進多元文化。這些理念和基本權利整合

的作法之一，即是將多元文化的觀念灌入於各基本權的意涵之內。因

此一旦涉及文化要素的爭議，主張基本權時要加入多元文化的觀點以

形成保護領域，在思考合憲與否的同時，也應審酌是否兼顧多元文化

的觀點。 

正是在這種立場之下，前文在基本權的保護領域、侵害認定、以

及合憲事由的考量上，只要涉及文化要素的內涵，都必須從維護社會

多元文化的觀察點出發，而儘量使每一個基本權利都可以承載基本國

策的效力。對於文化來說，透過基本權利搭配國家所應發展的多元文

化方向，將使得文化訴求不再僅是客觀的利益而完全受制於國家的安

排，更可以透過基本權利中對於文化部門的主張，而具有主觀的請求

地位。 

除此之外，如果基本權內涵融入多元文化的精神，也有緩和在憲

法中沒有文化權的缺憾。根據前文所指，文化權的訴求過於多樣與複

雜，而且其中不少主張也需要透過立法者加以實現並且具體制度化。

如果從這個角度來看，與其說集體權可以作為一種權利而得以請求實

現，倒不如說集體權更偏向於尋求國家予以保護的作用面向152。儘管

這種見解有弱化集體權的取向，但是對於文化的保障卻不一定受到較

低的品質，因為正如本文一再強調真正承擔文化的載體，在於融入多

元文化觀之後的個人基本權153。在這種情況之下，每個具有文化動機

                                                 
152 就集體權在國際法上的發展緣起來看，儘管強調這是一種需要以集體來共同行使才

能彰顯意義的權利，但詳細觀察該權利的主體，仍需以國家作為國際法上具有法人

格的單位予以主張，並且僅在意志的形成和權利的內涵上，使受益者廣及於國家之

內的國民。譬如民族自決權或者發展權，仍是以國家為主體加以主張（國際法中的

個體），只是該權利的作用面向，是使國家獲得獨立地位之後，以及免於經濟強國剝

削而得以發展的狀況下，使國內的國民獲得保障及不受干擾。 
153 如果在文化權面向，毫無保留的以集體權性質加以定位，很可能造成本屬於少數文

化者想要加入主流文化的機會減少。更進一步的說，前文敘及之所以有我群文化與

他群文化的不同，往往是因為受壓迫者，基於受有差別待遇而透過想像所建立起的

認同。換言之，這種認同並不是絕對，一旦以規範創造出一個集體，對於內部成員

的認同必定無法完善保護，因而造成另一次文化自我意識的迫害風險。以德國變性

判決為例（BVerfGE, 49, 286），該判決確認了性別認同屬於基本法第一條與第二條的

保障範圍之內，因此國家不應僅以生理特徵，而對個人採取違反其內心認同的處置。

順著這個推理，當男或變女屬於心靈上的認同，無法以哪一性別的社會地位高低而

加以限制。回到文化自我意識來看，少數者要認同多數者的文化，或者本屬多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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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行為都有其所依附的基本權，而每個人在各自都可行使基本權的前

提之下，也將使得具有文化動機的行為，透過信仰共同文化背景之人

的行使，而編織出一個不受國家干擾、限制的互動網絡。從而文化也

得以在沒有集體權的規定之下，達成集體的行使。將與文化部門相關

的基本國策結合基本權利體系加以觀察，要屬於多元文化觀所能發揮

的影響最為重要，特別是以下對於自由權和平等權所造成的影響。 

（一）文化自由權－多元文化背後的寬容以及體諒原則 

對於採行民主原則的憲法來說，原本藉由保障人民自由基本權利

以及讓各種不同想法能夠在社會領域內自由流通，其實已形成多元社

會的型態。當代的思潮則是在多元的字尾形容加上「文化」一詞而成

為多元文化，這與單純注重多元來說，顯然著重之處在於強調產生多

元背後的文化因素。從前章對於文化的介紹我們可以發現，文化這個

因素影響著我們的生活習慣乃至於價值判斷，而法學上最明顯的就在

於規範詮釋以及所採取的主張。以憲法上的自由權來說，從其本身內

容所具有的高度開放性與抽象性，如果沒有經過各種利益衡量與填

充，也不過是個無益的概念。因而強調多元文化的態度，正是在這個

自由權具體化的填充適用過程中，盡可能考量不同文化來源與背景的

人，使每一個人都能得到最妥適的自由空間。多元文化對於自由權的

影響，除了上一節的釋義過程必須考量不同的文化觀之外，其實也應

在寬容（Toleranz）與體諒（Kompromiß）這兩個雋永的概念上找到

依據。 

寬容行為的觀念其實早在十六世紀就已出現，只不過在當時這個

觀念帶有赦免之意，其出發點也只是為了彰顯執政王者對異教徒的恩

賜行為154，與人民基本權利保障並無關聯。不過，宗教迫害的案件對

於基本權的啟發意識具有重要地位，因而寬容理念在日後宗教自由領

                                                                                                                                            
團的成員，想要加入少數文化的領域，也應是個人自我內心的意識，而不應由規範

限定。 
154 李震山，《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2005 年，第 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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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適用上，一直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155。然而，當代德國對於寬

容理念的立基之處，並不僅侷限於宗教自由的保障，而是回到基本法

第一條的人性尊嚴與第二條的人格自我型塑權中探尋。從而其意涵也

就轉換到國家應該寬容不同的想法、認知、價值觀，而不論宗教、政

治、文化等領域156。 

除了寬容以外，體諒也是達到多元所不可或缺的要素，因為在民

主機制下的社會中，面對各種不同衝突的想法或者利益，應該有讓他

們具有同等表現的機會而得以相互影響以及彼此建構，進而尋求共識

的產生157。換言之，最佳的公共利益與最符合正義的觀念，並不是單

一意見可以認定的，也不是純然藉由絕對多數決而得以呈現。面對多

元所生的不同見解，其實是更需要藉由彼此討論、相互折衝才有可能

形成158。 

這兩個理論原先是出自於多元主義的思考脈絡下而產生，因此對

於文化面的多元，其實著墨並不多，甚至可以說這是在假定文化同質

下的思考模式。不過，這兩個價值在強調多元文化的今日，應該仍有

相當大的適用空間。就多元文化所著重的角度，在於強調各種源由不

同的生活方式，都應該受到尊重。轉換到自由權的內涵形成時，也就

反應在哪一些行為是屬於自由的範疇，而且這也將基於文化的不同而

有特殊的需要。在這個方向上，基於寬容原則以及體諒原則，我們可

以推論居於人口多數的優勢團體，並沒有權限得以認定少數人口生活

方式的優缺劣勝。一旦將這種觀念輸入自由權的內涵之中而讓個人得

以自由主張，國家所相對的義務，就不在決定採取哪種保障，而只在

於確保選擇的自由空間是否受到尊重。換句話說，國家應當保障文化

結構的開放，而不在於填充其中的實質理念。 

本於宗教自由的寬容原則也是如此，特別是在將其理解為源自於

                                                 
155 大法官釋字第五七三號解釋理由書中提到，「國家對宗教應謹守中立及寬容原則，不

得對特定之宗教加以獎勵或禁制，或對人民特定信仰畀予優待或不利益」 
156 李震山，《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2005 年，第 75 頁。 
157 Zippelius, Allgemeine Staatslehre, 14. Aufl., 2003, S. 244. 
158 李建良，〈民主政治建構的基礎及其難題〉，收於氏著《憲法理論與實踐》（一），2003

年 2 版，第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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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尊嚴以及人格自我型塑權的同時，其實也將此一概念納為各個人

權的內涵之下。因此，在各個基本權都帶有寬容原則的狀況之下，出

於各個不同文化背景所認定的自由，都應該受到基本權的保護。也正

是在個人基本權受保障的前提之下，每個人的文化背景受到同樣的對

待，而不會因為外型或者語言的不同而被投以異樣眼光。一旦社會聚

集此種氛圍，對於民主制度亦有顯著的提升，特別是不同文化者的自

由內涵如果能夠受到多數的考量與尊重，那麼也將有效減低被邊緣化

的疏離感，而增加進入公共議題討論的意願。 

不過，寬容和體諒也並非全無界限，此二原則既是由憲法所衍生

而出，自然也沒有得以反噬憲法的理由。德國法因為納粹的教訓而有

防衛性民主的機制，我國透過大法官釋字第四九九號解釋，也有為了

維持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而不可缺的民主共和國、國民主權、人民權

利、以及有關權力分立與制衡等等具有本質重要性的各原則159。這些

防線在文化的領域內仍然有所作用，而且文化融入於基本權的內涵正

如前文所說，最終的結果仍然是希望建構足以容納各種不同文化間的

共同歸屬，也就是不刻意表彰不同背景的憲法價值之上。 

（二）文化平等權 

    憲法對於文化領域的安排已如前述，目標在提升文化水準與促進

多元文化兩個價值之上。因而反應在這裡的文化平等權，還是偏向於

建構一個文化同受尊重，並且促進每個不同背景的國民，都能相互理

解各自文化背後的深刻意義。在這個脈絡之下，文化並沒有被區分為

優等文化或者低等文化，而是同樣作為一種生活模式、價值信仰並且

受到尊重與公平的對待。不過從我國法條的觀察發現，立法者對於文

化以及藝術的優惠待遇並不在少數，除了上述已從釋義過程以及審查

標準的角度觀察之外，從基本國策目標設定的結構面向，也不應該受

到忽略。 

    由於基本國策涉及制憲者對於社會狀況的期待，因此在條文上也

                                                 
159 李震山，《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2005 年，第 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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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不乏出現對於某些事項，明白要求國家必須作出特別保障的要求誡

命。譬如憲法第一百六十五條、一百六十六條。經過上節的整理也不

難發現，我國的立法現狀對於藝術工作者的生計、古蹟與古物的保存

等事項，立法者確實依照憲法的要求制定出一系列的優惠措施。由於

這些規定中，往往透過優惠以及資金的補助誘使人民更願意去從事這

方面的努力，因而實際上也可能造成社會產生某種立法者期待的結果

呈現。相較於之前在多元文化觀底下的平等權釋義結構，在具有國家

發展目標性質的基本國策條文裡，則要面臨具有規劃社會理型的促進

條文，是否已將憲法平等權的觀念往追求事實平等（faktische Gleich- 
heit）方面進行。 

    這種擔心應該不是杞人憂天的心態，因為國家目標的追求通常建

構在對於國家與社會之間關係的反思，從而藉由制憲或者修憲而反映

在憲法的文本當中。因此，之所以被列為基本國策即是意識到，某些

事項在社會中處於劣後的態勢，從而希冀國家展現力量加以扶助。一

旦國家決定介入社會領域的時刻，實際上就有可能超過本應創造條件

而設定框架秩序的功能，而以實際達到一定成果為其目的。德國學者

Starck 在闡述該國基本法第三條第二項，有關國家促進男女平等的實

際實現，以及致力於去除現存不利狀況的意涵時強調，本項規定屬於

國家目標（Staatsziel）性質，規範上的意義不可被解釋為追求事實平

等；如果國家由事實平等的理念出發，而欲達到並且創造結果平等的

狀況，則顯然違反憲法上對於平等原則的意涵160。 

    持平而論，對於平等的價值理念以及分配正義的認定，在內容形

成上從來就不曾有過定論。偏向個人面向的論理基礎，自然認為給予

足夠的機會平等即可，但是偏向社群式的思考就不一定如此認為。從

文化的面向來看，加拿大學者在論證為何得以給予少數文化不同的保

護時強調，這裡的差別待遇之所以仍然合於平等的概念，其原因在於

如果不採取保護措施，該文化根本喪失存續以及運作的機會，更遑論

                                                 
160 Starck, in v. Mangold/Klein/Starck (Hrsg.), GGⅠ, 4. Aufl., 1999, Art. 3, S. 443.；中文部

分可參陳愛娥，〈「兩性平等教育法」草案與「兩性地位之實質平等」〉，月旦法學雜

誌第 84 期，2002 年 5 月，第 1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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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平等地與其他文化共存161；瑞士的學者也指出，平等的觀念不宜

僅停留在個人面向的機會平等，而更應該將目光移向集體性質的文化

社群（Kulturgemeinschaft）來看，並且在重視文化傳統的理念下，給

予更多的尊重162。 

    我國的憲法增修條文既然也以肯定多元文化為出發點，那麼維護

多元且具有多樣性的各種文化存在，也應該構成國家所必須追尋的目

標。因此，如果某少數文化雖已瀕臨滅失的處境，但依然有其認同的

社群繼續存在，此時國家介入採取優惠措施以達到能與其他文化共存

的機會，也自然符合平等原則的要求。因為這裡並不是創造出結果平

等的事實，而毋寧是維持各個文化的機會平等，使願意認同該文化的

少數人，能夠有機會實踐並且傳承。 

 

                                                 
161 KYMLICKA,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 126 (1995) 
162 Thomas/Lidija Fleiner, Allgemeine Staatslehre, 3. Aufl., 2004, S. 6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