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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論 

一、研究動機 

近代立憲意義之憲法，有兩個最重要的部分，一是作為保障基本人權的根本

法，二是作為國家的最高法規範1，目的是為了確保個人的權利自由而限制國家

權力2，所以憲法是人民權利的保障書，是規範國家基本秩序之法3。對一個現代

民主法治國家而言，基本權的保障可說是憲法制定之最終目的4。 
立憲主義思想與 rule of law的原理密切相關，rule of law的原理為排斥國家

權力專斷的支配、以法來約束權力，而達到確立國民權利與自由，可用「國王在

任何人之上，但卻在神與法之下」加以表示，其重要內容有：憲法為最高規範的

觀念、個人的人權不能以權力侵害、要求法的內容與程序的公正、尊重法院的角

色5。 
所謂基本人權就是身為人所應享有的基本權利，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條

件。憲法中所保障之人權的種類，法律學者有多種不同見解，如許慶雄將人權劃

分為自由權、社會權、受益權、參政權6，林紀東將之分為自由權、受益權、參

政權、平等權7，雖然學者對於人權種類有不同的劃分法，但自由權都是必有的、

基礎的項目，因此自由權是所有人權中最重要的，亦即人民由其消極地位，不受

國家統治權干涉的權利8。立憲主義的思想，是在 19世紀的「自由國家」的環境
下更加的進展。「自由國家」中，國家不干涉經濟及政治，國家只負責類似警察

的任務：社會最小限度的秩序維持及確保治安，這種國家，被稱為夜警國家9。

但資本主義高度化後，貧富不均、勞動條件惡劣化、獨佔團體的出現，結果，憲

法所保障的自由，對貧窮弱勢族群而言，只是空泛的口號罷了。為了克服這樣的

狀況，為了確保人類的自由與生存，國家開始積極介入對社會經濟的弱者的救

濟。19世紀的自由國家，轉變為國家干涉與計畫的社會國家，或稱為積極國家、
福祉國家，行政權的作用大增10。這也就是戰後德國「社會的法治國家」的概念
11。第一次世界大戰後，1919 年德國威瑪憲法推出社會權，揭開現代積極國家的

                                                 
1 許志雄等合著，《現代憲法論》(台北：元照出版社，1999)，頁 29。 
2 蘆部信喜，《憲法》(東京：岩波書店，1999)，頁 14。 
3 許慶雄，《憲法入門》(台北：月旦出版社，1992)，頁 4。 
4 許宗力，〈基本權的功能與司法審查〉，《憲法與法治國行政》(台北：元照出版社，1999)，頁
155。 
5 蘆部信喜，《憲法》，頁 14。 
6 許慶雄，《憲法入門》，頁 51。 
7 林紀東，《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台北：三民書局，1982)，頁 59。 
8 劉慶瑞，《中華民國憲法要義》(台北：三民書局，1966)，頁 55。 
9 蘆部信喜，《憲法》，頁 15。 
10 蘆部信喜，《憲法》，頁 16。 
11 蘆部信喜，《憲法》，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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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第二次大戰後，各國憲法多少受其影響，而出現積極國家或福利國家趨勢
12。但若無免於被干涉的自由，其他的權利亦將落空，所以自由權為一切權利的

基礎，亦即本文所要討論的核心所在。 
自由權保障的歷史，可追溯至英國的幾個文書，如「大憲章」、「權利請願書」

等重要文獻，這些文書其目的均在於限制王權，但卻並非宣告人民的天賦權利
13，「大憲章」其本質為保障封建階級的利益，是貴族為其自身階級的利益所驅

使的14。到了十七、十八世紀，洛克等自然法學者，主張天賦人權，以為個人自

由乃是先國家而存在、不可讓與的權利，它既非法律所賦予的，亦非法律所能毀

滅的15。具體表現天賦人權思想者為 1776 年美國獨立宣言與 1789 年法國人權宣

言，而將這兩種宣言的精神納入憲法之中者，則始於 1776 年美國維吉尼亞洲憲

法及 1791 年法國憲法，自是以後，近代各國憲法均以自由權為人民的基本權利，

將其載於憲法之上16。 
又，立憲主義與民主主義密切結合，國民為了擺脫權力支配獲得自由，而自

由的確保是在國民積極的參加國政的民主體制下實現的。民主主義是以尊重個人

的原理為基礎，民主主義是在所有國民的自由與平等被確保的情況下，才會實

現。民主主義不只是單純的多數決，而是立憲民主主義才是有意義的。上述自由

與民主的結合，是支配近代憲法的發展與進化的原則。所以戰後西歐民主國家被

稱為「民主的法治國家」或「法治國家的民主」17。 
戰前德國的「法治主義」「法治國家」(Rechtsstaat)的觀念，與 rule of law的

原理相似，大體而言，二者相同點在於皆用法律來限制權力，但其間又有所不同：

其一，rule of law是隨著立憲主義的進展，由市民階級參與立法過程，所以限制

自由的法律是由國民自身決定，此為民主的立法過程，故被認為是與民主主義結

合的；但戰前德國法治國家的觀念，不是與民主政治結合構成的，而是與所有的

政治體制都能結合。其二，rule of law中所謂的法，其要件是內容一定要合理，

且必須符合人權的觀念。而法治國家的法跟內容無關，就像能裝任何不同東西的

容器，只不過是形式的法律，議會制定的法律其內容的合理性不是問題。但戰後

的德國經過了納粹的痛苦經驗與反省，進而要求法律內容的正當性，開始採用以

憲法排除不當內容法律的違憲審查制。此舉讓德國，從戰前的形式的法治國家轉

向實質的法治國家，法治主義開始與英美法中的 rule of law同義18。換言之 rule of 
law的概念與德國的法治並不相同，rule of law在法律上代表著更重要的保障人

                                                 
12 許志雄，〈人權的「光」與「影」〉，《憲法秩序之變動》(台北：元照出版社，2000)，頁 350-351。 
13 劉慶瑞，《中華民國憲法要義》，頁 55-56。 
14 Clayton Roberts, David Roberts，賈士蘅(譯)《英國史》(台北：五南圖書，民 75)，頁 161。錢
段森，《英國史》(台北：商務印書館，出版年不詳)，頁 203。 
15 劉慶瑞，《中華民國憲法要義》，頁 55-56。 
16 劉慶瑞，《中華民國憲法要義》，頁 55-56。 
17 蘆部信喜，《憲法》，頁 17。 
18 蘆部信喜，《憲法》，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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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概念，這也就是憲法保障與法律保障根本上的不同。 
各國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有兩種形式，一是間接保障主義或法律保障主義，

即只對行政權而保護人民的自由：在這種國家，固然行政機關非依法律不得限制

人民的自由，但立法機關尚可藉法律而隨時變更人民的自由權；二是直接保障主

義或憲法保障主義：不但對行政權保護人民的自由，且對立法權亦加以限制，人

民的自由權直接受到憲法的保障，就是立法機關亦不得隨意限制人民的自由權。

直接保障主義比起間接保障主義，較能防止濫用立法來侵害人權。不過，採取直

接保障主義的憲法，亦承認自由權並非漫無限制，惟其限制須有一定的標準19。 
中華民國早在制憲之初就已將人權保障入憲，看似與世界人權觀念的發展同

步。然此觀念並非華人世界所本有，實則隨著世界思潮的演進所傳入。有關人權

的規定，中華民國成立後，第一份人權清單出現在民國元年 3月公布的中華民國
臨時約法，國民政府統治的基本法為民國 20 年 6月 1日公布的訓政時期約法，
其第 2章稱人民之權利義務，均有「非依法律不得限制或停止之」的文字20，此

為法律保障的設計。而於 1945 年接收台灣後，國民黨政權就以此「中華民國訓

政時期約法體制」開始統治臺灣21。 
至於「五五憲草」，第二章除第 8 至第 10 條為「直接保障」之規定外(第 9

條第 1項為法律保障)，自第 11條至 20條規定各種人權保障，均有「依法律」

享有何種權利，或「非依法律不得限制之」的規定，均為「間接保障」之方式22。

現行憲法第 10條至 14條所列舉的自由權，按照憲法第 23條之規定，立法機關

亦不得隨意加以限制，而須有第 23 條所規定的公益動機、法律保留與比例原則

等要件，始得限制23。因此，從「五五憲草」至現行憲法，就形式而言，似乎較

符合憲法保障。但在現實歷史發展中，在戒嚴體制下，由於立法機關將 23 條從
寬解釋，而使人權淪為法律保障，可以透過立法侵害人權。 
在中華民國的憲法中，第二章明文規定人民之權利義務，共有 18 條之多，

看似對人權已有相當的保障；民國 36 年 12月 25日開始實施憲政，民國 36 年 1
月 1日國民政府公佈「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24，民國 36 年 3月中國國民黨第 6
屆中央執行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憲政實施準備案」第四條亦明定：「國家

法令有與憲法保障人民自由之規定相牴觸者，應由政府迅速分別予以修正或廢

止」25，中華民國將隨著憲政的實施步入人權保障國家之列。然而，一切並非如

此順利，隨即到來的動員戡亂與戒嚴又侵害了憲法本文中有關保障人權的部分。 

                                                 
19 劉慶瑞，《中華民國憲法要義》，頁 57-58。 
20 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台北：三民書局，2003)，頁 83。 
21 王泰升，《台灣法律史概論》(台北：元照出版社，2001)，頁 152。 
22 涂懷瑩，《中華民國憲法與人權保障》(台北：著者，1980)，頁 6。 
23 劉慶瑞，《中華民國憲法要義》，頁 57-58。陳新民，《中華民國憲法釋論》(台北：三民書局，

2001)，頁 159。 
24 國民政府文官印鑄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207，第 2751號，頁 12。 
25 轉引自監察院實錄編輯委員會，《行憲監察院實錄第一編(一)》(民國 72 年 6月出版)，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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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憲才不過 4個月，即以民國 37 年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凍結部分憲法條

文，強化總統權力26。行憲不到兩年，民國 38 年 5月 19日臺灣省政府與警備總

司令部發布戒嚴令，5月 20日實施戒嚴，同年 11月 2日行政院會議才依戒嚴法

第一條，宣告包括臺灣在內的全國劃為「接戰地區」，實施緊急戒嚴，並提交立

法院追認，於民國 39 年 3月間獲通過，39 年 1月 8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另經
行政院核准，公告「劃定臺灣省為接戰地域」27。於是，在戒嚴體制下有關接戰

地域內的權限都歸屬軍事機關，軍事審判權擴大28，憲法對「非現役軍人不受軍

事審判」的保障不再適用。國民黨政府依戒嚴法第 11 條之規定，得限制台灣人
民基本自由權利，直至民國 76 年 7月 14日解嚴。而民國 37 年的「動員戡亂臨

時條款」，國民大會之後數度增修其內容，至民國 80 年 5月 1日才廢止。而國民
黨政府以「動員戡亂」為名，制定許多危害基本人權的法令，同樣以此為由，援

引國家總動員法限制人民的經濟活動29。 
民國 38 年 6月 21日，頒布「懲治叛亂條例」30，法令明文將意圖以非法之

手段顛覆政府而著手執行者處以死刑，預謀者則處以有期徒刑，藉此嚴懲叛亂分

子。到了民國 39 年 6月 13日，當局又公佈「戡亂時期檢肅匪諜條例」31，以「檢

舉匪諜、人人有責」等動員方式，維持社會秩序和政權安定32，聽任情報治安機

關網羅所有的政治活動，濫用國家公權力33。 
而根據戒嚴法，政府當局此後又陸續頒布許多相關法令，禁止集會遊行，管

制言論、出版、結社、通訊、行動等自由，致使台灣徒有實施憲政法治之名，實

                                                 
26 王泰升，《台灣法律史概論》，頁 155。 
27 1948 年 12月 10日，時任中國總統的蔣中正，宣布除臺灣省等五地外，全國緊急戒嚴，嗣即

提經立法院追認，今屬臺灣共同體的「金門、馬祖、東沙及南沙地區」，法律上即自此日起進入

「戒嚴時期」，直到 1992 年 11月 6日止，長達四十餘年。臺灣本島及澎湖群島則是因臺灣警備

總司令部公布「臺灣省戒嚴令」，而從 1949 年 5月 20日起開始施行戒嚴，至 1987 年 7月 14日
解嚴，亦有 38 年之久。王泰升，《台灣法律史概論》，頁 250。 
28 戒嚴法，民國 23 年 11月 29日國民政府公佈。國民政府文官處印鑄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公報》第 1603號(民國 23 年 11月 30日)，頁 1-3。戒嚴法第八條「戒嚴時期接戰地域內，關於
刑法上左列各罪，軍事機關得自行審判或交法院審判之。1內亂罪。2外患罪。3妨害秩序罪。4
公共危險罪。5偽造貨幣有價證券及文書印文各罪。6 殺人罪。7妨害自由罪。8搶奪強盜及海盜
罪。9恐嚇及擄人勒贖罪。10毀棄損壞罪。犯前項以外之其他特別刑法之罪者，亦同。戒嚴時期
警戒地域內，犯本條第一項第 1、2、3、4、8、9等款及第二項之罪者，軍事機關得自行審判或

交法院審判之。」 
29 王泰升，〈自由民主憲政在台灣的法律規範與政治實踐：立憲思想、威權統治與族群結構的多

重糾葛〉(未刊稿)，頁 26。此文初稿曾發表於「二十世紀台灣民主發展學術討論會」，國史館主

辦，2003 年 9月 24-26日，當時的題目是：「自由民主憲政在台灣的法律規範與政治實踐：一個

法律社會史的考察」。 
30 中華民國 38 年 6月 21日總統令公布。臺灣省政府秘書處，《臺灣省政府公報》38 年秋字 24
期，頁 354-355。 
31 總統府第三局公報室，《總統府公報》，第 253號(民 39 年 6月 15日)，第 6版。 
32 薛月順等編，《從戒嚴到解嚴》(台北：國史館，2000)，頁 3-4。 
33 魏廷朝，〈近十年來人權的增進與實踐〉，《中華民國行憲五十年》(台北：國民大會，民 86)，
頁 429-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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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卻淪於政治干預、威權統治之下34，在戒嚴下所形塑的「白色恐怖」時期，對

政治異議人士的非法逮捕、羈押、偵訊，甚為常見，國民黨政府基於濃厚的「革

命民權觀」35，更加視憲法上有關人民自由權利之保障為無物36。任何對人權的

侵害都能以「國家安全」為其冠冕堂皇的藉口。 
在非常體制下，當執政者以所謂「國家安全」為優先考量而侵害人權時，職

司憲法解釋、法令違憲審查者的角色便顯得格外重要。憲法是一個國家中法位階

最高的，本身具有最高與固定的特性，然為順應時代潮流，法規範又必須隨著時

間的變遷稍做修正以符合時代需要，憲法就是透過解釋與修憲兩個途徑來變遷成

長，憲法為了適應社會變遷之需求，預留政治運作與發展的彈性空間，使釋憲者

能做出合乎時代需求的解釋，若沒有解釋的餘地，就是靠修憲37。由於剛性憲法

修憲不易的特性，使國家的憲政體制與憲政秩序得以維持穩定，因此，要使憲法

的條文在未變動的前提下能夠符合時代的需求，讓憲法成為一個「活生生的憲

法」，必須倚賴憲法的解釋，此為所謂「憲法變遷」(Verfassungswandel)的概念38。

透過公權解釋的憲法變遷，慢慢的使憲法發生改變，憲法變遷的特徵，一種是不

以法定手續對憲法的內容作正規的修正，而造成實質上的變更，另一種是由有權

的機關通過立法、判決、解釋而產生漸漸的平和的變化，但有時候由解釋對憲法

實質內容作變更，可能造成憲法的破壞或破棄39。因此解釋對憲法所造成的影響

可能是引導社會進步，也可能是導致憲法的破壞。因此配合時代要求釋憲時，不

能逾越憲法解釋的界限，為遂行政治目的而顛倒黑白，恣意扭曲憲法的真義40。 
法令違憲審查在處理憲法與下位階規範的衝突，是大法官對社會變遷發生影

響力最直接的管道41。藉由憲法解釋來補充擴大憲法的適用範圍，才能使憲法成

長並維持有效運作42。大法官釋憲制度的設計就在於回復憲法保障人權的基本精

神43，用以制衡立法機關侵害人權，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就在歷史上而

                                                 
34 薛月順等編，《從戒嚴到解嚴》，頁 3-4。 
35 國父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上提出革命民權的主張，「國民黨之民權主
義與所謂天賦人權說者殊科，而求所以適合於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蓋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

民，乃能享之，必不能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

國主義之團體或個人，均得享有一切自由及權利。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

論為其團體或個人，皆不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利。」轉引自林桂圃，《國父的革命民權說》(台北：

中山學術文化，民 61)，頁 2。 
36 王泰升，〈第柒講：憲法體制及實踐─台灣近代憲法史〉，《月旦法學》，第 67期(2000 年 12月)，
頁 165。 

37 許宗力，〈憲法與政治〉，《憲法與法治國行政》，頁 7。 
38 陳新民，《中華民國憲法釋論》(台北：三民書局，2001)，頁 643。 
39 小林直樹，《憲法講義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8)，頁 874。 
40 許宗力，〈憲法與政治〉，《憲法與法治國行政》，頁 8。 
41 蘇永欽，〈大法官解釋與台灣的社會變遷─合憲性控制的另一個面向〉，《合憲性控制的理論與

實際》(台北：月旦出版社，1994)，頁 286。 
42 許慶雄，《憲法入門》，頁 41。 
43 葉俊榮，〈國家發展與憲法的變遷：大法官釋憲機能〉，《大法官釋憲五十週年學術研討會紀錄》

(台北：司法院，民 88)，頁 455-456。 



 6

言，是否真有扮演「憲法之維護者」的角色44？這就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 
由於憲法第 23 條規定之文句，是概括性及不確定之性格，存在著「不確定

法律概念」45，學者薩孟武曾言「憲法第 23條實開限制之門，若研究四種目的，

可知道任何國家任何法律苟欲限制人民的自由權利，均不能逃出這四種目的之

外。五五憲草於每條之中，均加以『非依法律不得⋯⋯』『依法律有⋯⋯』之言，

國民大會把他刪去，而又保留上述條文，這何異於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之別」46，

這使得憲法對人權保障有淪於法律保障之危機。此時，在這憲法體制上之設計，

若要發揮憲法之保障功能，使不淪於法律保障，則有賴於司法院大法官之違憲審

查。若立法機關將憲法第 23 條從寬適用，制定侵害人權之法律，司法院大法官

會議有權審查法令之違憲與否，避免人權不受立法機關之侵害，這是保障人民自

由權利的最後一道防線。故在我國人民自由權利之是否能獲得確實之保障，實有

賴於司法院此項職權之充分發揮47。因此，在憲法第 23 條的可能被濫用的情況

下，職司法令違憲審查之大法官會議，在保障人權上就更扮演了相當重要的角色。 
大法官行使解釋權之發動必須基於聲請案之提出，此類似法院不告不理之被

動性質48，所以縱使有違憲行為，如未經聲請解釋，亦無法自行解釋其為違憲，

此為司法本質上所受之限制49。處於被動的角色，不能過度侵犯立法權與行政

權，此乃三權分立的精神。即便如此，大法官釋憲制度在非常體制下並沒有被凍

結。在憲法的人權保障已經被戒嚴體制所侵害的情況下，在憲法中有司法院大法

官會議可以對法律命令做違憲審查，憲法第 78 條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
統一解釋法律及命令之權」。本文將研究之時間斷限設在從民國 38 年 5月 20日
起至民國 76 年 7月 14日止的這段戒嚴時期，雖然大法官會議所做的關於人權保
障之釋字在解嚴後大量增加，解嚴前只有共 217號解釋的做出，且多是法令的統

一解釋，而解嚴至今，已到達五百多號解釋，但在人權不彰的戒嚴時期，有許多

侵害人權的法律，在這樣特殊的體制下，扮演違憲審查者的大法官地位更顯重

要。本文從大法官會議在行憲以來解嚴之前所做關於自由權的解釋，進而探討大

法官會議在台灣人權保障演進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究竟是「憲法之維護者」？

或者反而提供行政權侵害人權的合憲基礎？  

 
 
 

                                                 
44 翁岳生，〈憲法之維護者─回顧與展望〉，《法治國家之行政法與司法》(台北：月旦出版社，

1997)，頁 391。 
45 林東昌，〈我國憲法上人身自由保障之界限〉，《憲政時代》5卷 1期(1979 年 7月)，頁 33-50。 
46 薩孟武，《中華民國憲法概要》(台北：台灣聯合書局，1962)，頁 81-82。 
47 林東昌，〈我國憲法上人身自由保障之界限〉，《憲政時代》5卷 1期(1979 年 7月)，頁 33-50。 
48 陳新民，《中華民國憲法釋論》，頁 655。 
49 翁岳生，〈憲法之維護者─回顧與展望〉，《法治國家之行政法與司法》，頁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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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本文在理論上與憲法、人權有密切的關係。其中關於憲法保障人權及大法官

釋憲方面，許多憲法學者，甚至大法官都有相關著作；如涂懷瑩《中華民國憲法

與人權保障》，翁岳生《法治國家之行政法與司法》，林紀東《大法官會議憲法解

釋析論》，李鴻禧《憲法與人權》50等等。這些著作多是介紹法律制度的論文集，

這些學者在期刊上也有許多的相關論文發表，對本文之相關法律制度基礎概念的

建立有相當的幫助。另外在文中討論自由權時，會涉及許多強制處分的概念。這

方面基礎知識的獲得，則是經由閱讀刑事訴訟法與刑法之相關理論，如陳樸生
51、林鈺雄52、林山田53等人的著作。 
本文所要處理的為自由權與大法官體制兩個範疇。首先，在介紹台灣人權史

部分，魏廷朝著有《台灣人權報告書 1949-1995》54，因為魏本身坐過政治監獄，

依據他長期以來的所見所聞和蒐集的資料，以政治案件為背景將 1949 至 1995
年劃分為 8個時期，簡介這段時期所發生的侵害人權之政治案件，並對當時之政
治背景加以分述。以作者本身亦是政治案件受難者的特殊背景，來對當時侵害人

權之政治案件做描述，由其親身經驗或能提供不同角度的關照。然而該書並沒有

嚴謹的架構，且資料來源不清楚，該書可當作了解這段時期政治案件之入門書籍。 
    《人權之路─台灣民主人權回顧》55，此乃 2001 年 12月由文建會、新聞局、
行政院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念基金會、財團法人戒嚴時期不當叛亂暨匪諜審判

案件補償基金會共同主辦的總統府「人權之路─台灣民主人權回顧展」，所編輯

之書。內容介紹戒嚴時期白色恐怖、戰後人權史及人權救援，雖非專論，但有助

於一般讀者對民主人權發展概況的了解，此書附有「戰後台灣政治案件簡表」、「戰

後台灣人權史大事記」是很有用的索引參考資料。 
    介紹大法官釋憲制度部分的碩士論文不勝枚舉。如劉義周〈司法院大法官會

議解釋憲法制度之研究〉56，該文扼要說明各國解釋憲法制度之設計；從我國憲

法之制定過程中修改之條文交代我國憲法解釋制度建立的歷史演變。敘述我國大

法官之產生程序及有關問題，再就歷屆各大法官之性別、籍貫、就任時年齡、學

經歷、黨籍等項目作背景之統計分析；並就歷年聲請情形做統計分析，再述及解

釋之程序。進而分析憲法解釋案之性質與效力，並舉四案以討論其影響(國會案、
國大代表總額案、法院隸屬案、地方民意代表言論免責權案)，介紹背景、解釋

                                                 
50 李鴻禧，《憲法與人權》(台北：元照，1999)。 
51 陳樸生，《刑事訴訟法論》(台北：正中書局，1963)。 
52 林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論編》(台北：著者，2001)。 
53 林山田，《刑事程序法》(台北：五南，1998)。 
54 魏廷朝，《台灣人權報告書 1949-1996》(台北：文英堂，1997)。 
55 魏淑貞，《人權之路—台灣民主人權回顧》(台北：玉山社，2002)。 
56 劉義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憲法制度之研究〉(台北：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論文，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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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及引起之反應，其中亦有討論到對人身的保障，及出版自由之釋字，其內容多

著重於介紹與評論。 
關於大法官釋憲人權保障部分的論文，過去多為法政相關研究者的作品，例

如錢政銘的〈我國憲法上自由權保障之研究〉文中探討的是西方及我國自由權思

想的發展、自由權之理論基礎（權力分立、依法行政、罪刑法定）、並將我國憲

法保障自由權之規定與美國做比較、介紹我國實務上關於自由權保障的適用與解

釋57。 
文承科的〈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之研究〉中做的是大法官會議的制度研究

58，包括解釋制度之沿革、大法官會議之組織、歷屆大法官會議之簡史與成就。

作者認為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在保障人權方面有漸入佳境的表現，傾向肯定大

法官的功能。作者並沒有處理釋字之形成背景、原因與影響。 
梁月春〈我國大法官釋憲有關言論自由判例之研究〉所探討的包括出版自

由、言論免責權及接近媒體權三部分59。言論自由之保障與限制、言論自由之司

法審查、我國言論自由判例個案分析。作者認為言論自由不是絕對的權利，政府

應創造言論平等社會，加強釋憲落實言論自由。該文只將關於言論自由的釋字列

出，略作介紹，並未深入探討大法官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至於討論大法官會議解釋與其影響的文章，如蘇永欽〈大法官解釋與臺灣的

社會變遷〉60、葉俊榮〈國家發展與憲法變遷：大法官的釋憲機能〉61。蘇文中

討論大法官會議與社會變遷的互動關係，著重於觀察大法官的理念與社會當時的

趨勢是否相符，將釋字分為趨勢的領導者、跟從者或抗拒者；而葉文則討論大法

官會議解釋的結果對國家的發展發揮了何等作用，是促進或是阻礙？此二篇文

章，是以長時間來觀察討論大法官會議與其影響。因此，有助於本文問題意識的

形成。 
    雖然蘇永欽與葉俊榮的文章比較接近以歷史的方式來處理，但就歷史時空環

境等實際面的討論，仍沒有太多著墨。因此綜觀整體而言，目前所看到的關於這

方面的論文，似乎欠缺從歷史學角度來深入探討釋字形成之背景、原因與影響。

憲法的保障內容並非一成不變，乃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脈動而不斷地進行修

正、調整、改變、成長，而具有活生生的生命力。因此若要研究一個國家的憲法，

                                                 
57 錢政銘，〈我國憲法上自由權保障之研究〉(台北：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5)。 
58 文承科，〈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之研究〉(台北：中國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論文，

1985)。 
59 梁月春，〈我國大法官釋憲有關言論自由判例之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論

文，1995)。 
60 蘇永欽，〈大法官解釋與台灣的社會變遷─合憲性控制的另一個面向〉，《合憲性控制的理論與

實際》(台北：月旦，1994)。 
61 葉俊榮，〈國家發展與憲法的變遷：大法官釋憲機能〉，收入《大法官釋憲五十週年學術研討

會紀錄》(台北：司法院，1999)，頁 413-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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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不能僅從憲法法典的條文規定來推測或判斷憲法的實質保障內容，反而必須輔

以歷史背景、學說、判例，才得以窺其全貌62。同理，若只將焦點置於釋字文，

而沒有經過歷史學這樣的一番評估，將無從看出大法官在台灣人權史上所扮演的

角色，因此本文將以歷史學的方法來填補以上研究之不足。 

 

三、研究方法及架構 

首先針對本文的題目加以說明。關於人權的界定，由於自由權是一切人權的

基礎，所以本文採用的範圍為中華民國憲法第二章〈人民之權利義務〉中之第 8
至第 14 條中所保障的各種自由權，這幾種自由權中，本文將於探討大法官對於
自由權之相關釋字時依其性質再予以分類，共分為人身自由、表現自由；不過在

此之前，將先討論與戒嚴時期「白色恐怖」關係至大的釋字第 68號及第 129號
解釋，此為懲治叛亂條例之適用與繼續犯之認定問題，另外還有關於軍事審判的

釋字第 80號解釋。  
在人身自由中，本文將分別討論大法官對於現行犯、24小時內移送之限制、

違警罰法解釋；在表現自由方面，本文討論到的相關釋字為出版法及民意代表之

言論免責權。至於同為表現自由中相當重要的集會結社之自由，本文暫不討論，

因為關於集會結社之釋字，重要的如釋字 373(民國 84 年 2月 24 日)、445(民國
87 年 1月 23日)、479(民國 88 年 4月 1日)等，都是解嚴後才做出的解釋，超出
本文所設定的範疇之外，故本文暫不予以討論。 
本文的研究方法將先界定所謂自由權的範圍；再從《制憲國民大會實錄》中

探究制憲時保障人權設計之本源與歷史，由於實施於臺灣的憲法，是從中國帶過

來的63，而中華民國在行憲之前，是訓政時期，因此訓政時期的經驗，會影響後

來制訂的憲法，因此討論憲法中的人權保障必先往前追溯到制憲過程中的討論。

這是保障人權的「應然面」。 
而憲法畢竟需要法令來加以落實，所以本文再從戒嚴時期，各種關於保障或

限制自由權之法令及行政機關的作為來討論當時自由權之「實際面」，這部分將

藉由戒嚴時期之報刊報導或政府公報重建，先探究觀察行政機關執法情形，此法

律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聲請釋憲的提出，及大法官所作的反應，大法官釋字提

出後的影響。 
除了報刊之外，本文還使用《行憲監察院實錄》、《行憲第一屆監察院會議記

                                                 
62 許慶雄，《憲法入門》，頁 35。 
63 「國民政府」在 1931 年頒佈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施行至 1947 年 12月 24日止。緊
接著在隔日開始施行的「中華民國憲法」，此時尚屬中國的憲法，但中國於 1949 年 10月 1日新
成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已捨棄之；其從 1949 年年底之後，被新出現的台灣這個事實上

國家採用為憲法，已算是台灣的憲法。王泰升，〈自由民主憲政在台灣的法律規範與政治實踐：

立憲思想、威權統治與族群結構的多重糾葛〉，頁 17。 



 10

錄》，因為在那聲請釋憲管道多所限制的時代，監察院有多起釋憲聲請案的提出，

我們可以從其會議記錄中的提案與討論分析聲請釋憲之背景。關於此方面資料的

整合運用，於現今相關研究領域中尚未發現。 
至於大法官對釋憲聲請的反應如何，因大法官會議法施行細則第 12 條規定

「解釋案件應嚴守秘密」，以致進行本研究最大的難處在於面臨解釋過程之資料

無法取得的困境，為彌補此部分資料上的缺憾，筆者將輔以各大法官撰述過之相

關文章，間接探究大法官為何做出如此回應的原由。 
基於前述的認知，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屬於背景介紹，論述「自由權的發

展」、「大法官釋憲之制度」與「威權體制下台灣自由權情形」。首先將界定本文

所要處理人權的範圍，介紹西方自由權觀念之興起、制憲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保障

人權的歷史；討論大法官釋憲制度之建立與改變的過程，如大法官會議規則、聲

請釋憲管道的改變，及釋字文效力問題，從此處將能看出制度上所設計之大法官

會議應能發揮的功能或限制，此部分著重制度面的分析。接著再討論進戒嚴體制

後關於人權的限制，以當時的報章雜誌等資料來重建非常時期台灣人權的狀況，

包括法令制訂的原因與造成之侵害。而第二章至第四章則著重於討論實際面。 
第二章「白色恐怖與繼續犯之認定」，討論懲治叛亂條例、軍法審判與大法

官會議解釋參加叛亂組織繼續犯之間的關連。 
第三章「大法官對於人身自由之解釋」，其中將會討論到關於違警罰法、現

行犯的問題等等。探討聲請違憲審查之背景，先討論該法令所造成對人權的侵

害，聲請人的要求改善聲請釋憲，再以釋字文看大法官會議的態度，及做成該釋

字之後的影響，再探討作為落實機關的立法與行政部門如何回應。 
第四章「大法官對於表現自由之解釋」也都將以此種模式討論。 
第五章「戒嚴時期大法官在自由權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代替結論，文中綜

合評論第二章至第四章所作成的各號釋字，從中發現大法官在台灣人權史上所扮

演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