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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戒嚴時期大法官會議在人權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現代憲法多由二大構成要素組成，一為有關基本人權之規定，另一為統治機

構運作之規定；而統治機構的原則是使權力分立制衡以保障基本人權。 
中華民國在制訂憲法時，西方的自由權概念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因此，制

憲時，受西方憲政思潮影響，而移植繼受歐美立憲主義思想及制度。 
中華民國憲法在第二章裡規定人民之權利義務，其中第 8條至第 14條為自

由權之保障。但仍在第 23 條置一保留概括條款，因此表現出的人權觀念為「自

由是在法律限制下的自由」。憲法授權立法機關可以在第 23條的情況下，用法律

限制人民之自由權利。如此一來使政府只要能掌握立法院，就能將行政機關之作

為合法化。因此中華民國憲法中的基本人權保障就有淪為法律保障的危機。雖然

有此危機，但卻又並非必然如此，因為體制上仍有最後一道防線的設計。 
憲法第 171、172 條又分別規定法律、命令與憲法抵觸者無效。所以必須有

個機關能夠來維護憲法，其權力之重要性至為顯然，被稱為「憲法的維護者」，

在我國由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負責。大法官的違憲審查權是憲法設計中保障人權的

最後一道防線，其重要性不可小覷。若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果能發揮功能，對憲法

第 23 條的條件從嚴認定，將侵害人權之法令宣告違憲，那對基本人權或許就能

稱為憲法保障，但這端看大法官對憲法 23條的條件如何認定，從寬或從嚴解釋？
對基本權的解釋是否能考量到人權的普世趨向？釋憲機關在制度設計上或在實

際作為上能否做到對人權的保護？ 
才剛行憲不久，政府撥遷來台，戰後的台灣進入了戒嚴體制的非常狀態，使

憲政無法正常發展，在憲法的人權保障已經被戒嚴體制凍結侵害的情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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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會議」的角色便顯得格外重要。 
因為論到國家安全、政治安定與人權保障的問題，在原則及理論上均須注意

其間的平衡；安定、安全總是有個程度上的彈性，到何種程度而可犧牲人權，法

制上的終局判斷在大法官會議1。 
政府遷台後，民國 43 年大法官做出釋字第 31號解釋，使中央民意代表之立

法委員及監察委員在任期屆滿，仍可以繼續行使職權而不改選，然而所謂民意代

表，是需要民意支持、需要定期改選的，釋字第 31 號根本傷害了民主正當性的

精神，在某種意義下，這些繼續行使職權沒有了民意基礎的中央民意代表，已經

                                                 
1 荊知仁，〈政治安定與人權保障〉，中興大學公行系，《行政學報》15期(1983 年 5月)。收入荊
知仁，《憲政論衡》，頁 15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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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再是替人民監督政府、代表民意的機關，所以可能傾向配合執政者之需要，成

為執政黨的圖章，專為統治者及行政權的需要制頒不少法律，提供統治者依「法」

統治，行政權依「法」行政，司法權依「法」審判的法律依據；然而，這些法律

卻是沒有民主正當性的基礎，自然不會站在保障人民權益的立場。此時扮演保障

人權最後一道防線的大法官若無法積極扮演憲法維護者的角色、積極從事法令違

憲審查，將會使憲法第 23 條的危機成為事實，任由這些沒有民主正當性基礎的
法律剝奪侵害人權。 
民國 47 年 7月立法院通過「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嚴格限制解釋憲法所需

之法定人數，必須四分之三出席，出席者四分之三同意，才能做成解釋。立法院

制定的法律若抵觸憲法，只有大法官可以宣告其違憲，使其失去效力。而立法院

又制定一個法律嚴格限制大法官的憲法解釋權，削弱司法行使之可能性，也就是

使立法院更不被司法所制衡。由於會議法規定通過人數過高，投票表決時往往無

法通過，造成「少數否決權」，只要有二或三位大法官反對，即可推翻解釋案，

使許多解釋案，就因此而延擱下來，多年不能解決。 
大法官會議雖具有憲法所賦予的權限，雖然在制度設計上對其有所限制，但

大法官能否在既有體制內盡責的完成使命，抑或只是執政者的一顆旗子？  

民國 36 年 12月 25日行憲，民國 38 年 5月 20日起台灣全省戒嚴。這種脫

離憲政常軌的戒嚴體制竟運作近 40 年，在整個威權體制下，憲法所保障的人權

無法被兌現與落實，人民自由處處受限。 
在憲法的人權保障已經被凍結的情況下，尚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可以對法律

命令做違憲審查，釋憲制度在非常體制下並沒有被凍結。此時的釋憲機關就格外

重要，成為唯一的救濟途徑，在這樣特殊的體制下所做的釋字才更能檢驗大法官

能否執行其捍衛憲政之使命。這也就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本文中共討論了 9
號釋字，分為三個範疇，共分為繼續犯之認定問題、人身自由與表現自由。 
在戒嚴時期，憲法對人權的保障根本無法落實，尤其是跟匪諜有關的罪名，

除了刑法對內亂外患之處罰外，民國 38 年公佈施行「懲治叛亂條例」，犯罪的構

成要件被加以擴充解釋，再配合軍法機關的秘密審判，做為剝奪政治言論自由的

工具，成為製造白色恐怖的關鍵法律。 
依據「罪刑法定主義」，照理應是民國 38 年以後之作為，才有可能會因此條

例而被判刑，然而，軍事機關卻將民國 38 年之前參加叛亂組織的人以「繼續犯」

入罪，靠的是大法官釋字第 68號解釋為其撐腰。 
大法官會議於民國 45 年做出釋字第 68號解釋，將曾參加匪偽組織者以繼續

犯論罪，巧妙的來排除刑法第 1條罪刑法定主義與第 2條從新從輕原則之適用，
且視為繼續犯，代表其行為尚未終了，也排除了追訴權時效的適用。 
依照無罪推定原則，在無證據的情況下，不能認定其為有罪，且就算有證據，

也不一定可以認為有罪，必須達到毫無可疑的程度才能作有罪判決，才能盡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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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人權，且舉證責任應由檢察官負責，但本釋字要求嫌疑人必須提出無罪之證

明，否則即是有罪。由代表最高法律權威的大法官竟能做出這樣的解釋，也的確

為軍法機關提供了最大的便利與護符。 
軍法機關認為凡匪區之村里公所、小學校、兒童團、公司、商店、農工團體

等均為叛亂組織。如此一來，則在匪區之人幾無一不在匪幫網羅之列。依此解釋，

則先後自大陸來台者，幾無一不有叛亂罪嫌。大陸來台人士之曾參加共黨組織，

應該以「無期待可能性」來減輕或免除罪責，因為法律不能強人所難，故而對於

行為人之非難性或可責性乃應大減。但釋字第 68 號解釋並沒有顧慮到此一原
則。此後，來台人民往往被檢舉過去曾在家鄉參加匪偽團體，而交軍法審判，軍

法機關亦遽以未經登記、坦承不夠，以附匪行為未中斷論處。 
類似的問題，在民國 57 年又發生一次，除了對繼續犯之認定外，還有責任

年齡的問題。大法官於民國 59 年 10 月做出釋字第 129 號解釋，仍保持釋字第
68號解釋之原則，置刑法有關責任能力責任條件之規定、「無期待可能性」與無

罪推定、刑事舉證責任的原則於不顧。 
司法機關與軍法機關對於所謂有無繼續狀態的認定，應交由何者審判，會因

見解不同而有所爭議。因為這樣的爭議，行政院於民國 47 年 4月聲請大法官會
議解釋。大法官會議於半年後的民國 47 年 11月做出釋字第 80號解釋。在此號
解釋中，大法官並無決定審判權之歸屬，卻將此一決定審判權之歸屬的權力交給

了軍事機關，這又是大法官的放棄職權。司法機關又對軍法機關作了最大的讓步。 
   關於軍法與司法劃分的問題對人權影響甚巨。軍法機關有權決定由自己審判
或交由法院審判，因此審判機關的決定權與主動權都是在軍法機關，已將憲法第

9條視為無物。對於軍法司法如何劃分，都由行政院所決議的劃分辦法決定之，

劃分辦法卻是含糊不清，而且，審判權之劃分應該依法律行之，這一劃分辦法乃

是以行政命令干涉司法，且即使劃分辦法有明文規定，軍法機關依然可以不遵

守。或許我們能批評以行政命令對司法的干涉有違憲之虞，但大法官竟在釋字

80 號中，以相當於憲法效力的釋字，把決定權交給了軍法機關。軍法權始終是

凌駕在司法權之上。 
從以上討論的這幾號釋字中，除了以繼續犯之認定來規避罪刑法定主義及從

新從輕原則外，也忽視了無可期待性、違反無罪推定原則，更沒有顧慮到人民的

感情。即使從國家安全角度出發，將沒有證據的所謂繼續犯全部處刑，也無法達

到所謂國家安全的目的。我們可以看出大法官會議所採取的是認同行政機關的立

場，沒有無法發揮原來憲法中所要保障人權、約束行政權力的精神。 

在整個戒嚴時期，司法院大法官所作成的關於憲法第 8條保障人身自由之解
釋，討論現行犯、移送法院 24 小時之時限，及違警罰法之拘留問題。都是針對

負責執行法律的第一線的行政機關在運用職權上對法令的認知解釋。 
討論現行犯問題的釋字第 90號解釋，起因於民國 45 年司法行政部調查局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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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經監察院許可之下，將涉嫌貪污的何濟周以現行犯逮捕，意在避開了應由檢

察官簽發拘票等之法定程序。且此案可能有政治迫害之嫌，暴露出國民黨可以利

用調查局構陷不同黨派的民意代表以排除異己。 
法律規定任何人得逕行逮捕現行犯之理由，是基於保全證據及確認犯人身份

兩項目的。但調查局預置錄音機等候何之罪證，已涉及違法取證，屬於「瑕疵及

骯髒證據」，喪失維護司法正義的品質。現行犯應是犯罪行為發生時當場被發覺

者，何濟周並非在收賄當時被發覺，亦非原封不動之贓物，不應視為現行犯。 
大法官會議在案發 5 年後的民國 50 年作出釋字第 90號解釋。將「現行犯」

與「以現行犯論」二者視為同一涵義。「不以有偵查權人未曾發覺之犯罪為限」，

解釋理由書中認為這是為了防止犯人逃亡湮滅罪證。大法官在此是對現行犯從寬

解釋，巧妙避開了案件在偵查中如發覺其他犯罪之人，應依法傳拘的法定程序，

這既非探求制憲者之原意，更非追求人權之保障。 
現行犯的定位特殊，可不須經由法定程序、任何人得以逕行逮捕，所以對現

行犯的定義認定愈寬，對人權的保障就愈不利。以釋字第 90 號解釋而言，對現
行犯從寬定義，合法化行政機關對距離案發時間甚久、距離案發地點甚遠、且所

持並非原贓之嫌疑犯的不經法定程序的逮捕。此無異於宣告司法行政部調查局所

做的事並不違法，即使並非在犯罪的時間與地點，即使所持並非原贓，即使是調

查人員事先埋伏等待而布置設計此案，這些都仍能使何濟周成為現行犯而不須拘

票逕加逮捕。由此，大法官的解釋似乎是為調查局量身定做，至於對人身自由的

保障，則是相對負面的。 

人民身體自由的保障載在憲法，執行保障任務的為司法機關。警察機關縱有

檢察官簽發之拘票，對嫌疑人犯之逮捕，均應於 24 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人犯
的羈押審問與刑罰是專屬於司法機關的權力。 
民國 56 年，行政院對憲法第 8條第 2項規定 24小時時限疑義，提出聲請大

法官解釋。在交通不便之山區或離島，司法警察機關將人犯逮捕拘禁後，以交通

關係無法於 24 小時內到達該管法院，該項憲法規定有無在途期間之適用，可否
扣除在途期間？  

大法官於 4 年後的民國 60 年 5月出釋字第 130號解釋，認為 24小時之時限
應扣除交通障礙及在途解送時間，但其間不得有不必要之延遲，應儘可能妥速到

達，「不適用訴訟法上關於扣除在途期間之規定」。大法官對這 24 小時之時限，
扣除不得已、不可抗力的交通障礙時間、法定障礙事由，所做出的解釋，乃採從

寬認定，作了廣義的解釋，也給了行政機關很大的方便。 
但以行政機關所言之「苦衷」，為了維持治安，寄押五日都說頗為勉強，更

何況要其於 24 小時內將嫌犯移送法院。因此，大法官做出的解釋，即使已對行

政機關要求相當寬鬆，但行政機關卻不當一回事，長期羈押人犯仍時有所聞。且

行政機關，仍有「違警罰法」此一法寶可對被逮捕人長期羈押，而不經法院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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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行政機關對於人民在原則上不得作拘束人身自由之處罰，否則是行政侵權司

法。對於違警罰法授與警察官署有權拘留違警人民長達 14日，監察院於民國 50
年 6月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 
聲請案提出後，十幾年來不斷的被討論，可是司法院卻在與行政當局會商善

後辦法，欲等待行政當局的反應，但行政院的態度是「為維護反攻基地之安寧，

不宜修正或廢止」，所以聲請案當然遲遲沒有解釋下來。但司法院對外說法為因

表決人數不足而造成延擱。雖然大法官僅宣告憲法之意旨，而憲法之實踐，有賴

行政院與立法院對大法官解釋之尊重與忠實執行，憲政理念始能真正實現2，但

大法官基於司法被動，要發動解釋權相當不容易，卻又如此保守，將要不要改革

的決定權交給行政與立法機關，根本難以發揮效用。 
根據學者的看法，拖延了 19 年之久的聲請釋憲案最後能凍結，是因為經民

國 69 年台美斷交的衝擊，為表政治改革的決心，政府終於決定廢止違警罰法，

大法官才於民國 69 年 11月公布釋字第 166號解釋。 
大法官會議宣告某法律之違憲，為何須等行政部門擬好新法案，才能宣告違

憲？大法官解釋憲法卻要受制於行政院之決定，大法官的獨立性已喪失。我們在

這裡看到的是大法官自廢武功，淪為行政院之附屬。司法權處處遷就行政權，自

難發揮制衡功能，配合著行政部門的動作，受行政權之牽制。也由此可見黨方的

意思對大法官釋憲的主導力。 
但拖了 19 年的釋字第 166號解釋，卻又沒有直接宣告違警罰法違憲，一來

沒有定下落日條款，二來違警罰法仍可繼續適用，這樣的解釋，一點拘束力都沒

有。在這未做出解釋的 19 年期間，違警罰法當然繼續有效的侵害人身自由；釋

字做出後，卻是在未有新法前仍繼續適用，繼續讓違憲的法律侵害人權，大法官

這樣的解釋，已經傷害了人民的法律感情。從後來行政與立法部門之動作，釋字

第 166號解釋在執行上果然遭遇挫折。後來大法官會議才又於 10 年後，再以釋

字第 251號解釋違警罰法的違憲，規定至遲於民國 80 年 7月 1日起失其效力。

違警罰法在違憲情形下，竟施行了四十餘年，才由民國 80 年的「社會秩序維護

法」所取代。 
戒嚴時期，大法官所接受的三件關於人身保護之聲請案。以人身自由在人權

保障中所佔最重要地位而言，解釋數量實在過少，但僅就這極少的三件解釋案而

言，對台灣人權所造成的並不是促進成長的功能。 
表現自由，不但是人民的基本權，也是實現民主政治不可或缺的手段。在戒

嚴時期，大法官所做出關於言論自由的釋字共有 3件，其中釋字第 105號解釋針
對出版法而為，釋字第 122、第 165號則是針對民意代表之言論免責權而發。 
在非常時期的台灣，控制出版自由者，有經立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出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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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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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內政部制訂之「出版法施行細則」，有軍事機關自稱根據戒嚴法制訂的行

政命令等等，還要以節約為藉口，不准新報出版，對民營報紙在經濟上進行打擊，

使其難以獲得貸款，還有從通路與銷售進行封鎖，或將總編輯加以莫須有的罪

名，送軍法審判等等，在憲法所保障之出版自由上，加以重重的束縛。 
出版法修正案不顧眾人反對，還是於民國 47 年 6月在立法院秘密會之內，

完成立法程序。其表面上的理由是以黃色書刊為對象，但事實上是藉修法來限制

表現自由。行政官署能逕行認定出版品之有罪而加以處罰，結果是行政官署兼操

司法大權，侵犯了司法權力。 
「出版法」修正案通過後，政府已經可以透過「合法」的手段讓新書刊的申

請無限延期，不經司法程序讓內政部、地方省縣市政府有權來查扣出刊。以「依

法行政」原則而言，由於出版法對行政機關的授權，使行政機關得以「合法的」

侵害人權。此種情形下，唯一的補救途徑僅剩大法官會議解釋，因此這樣的解釋

就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此一聲請於民國 50 年 6月提出。大法官會議於 3 年後的民國 53 年 10月做

出釋字第 105號解釋，表示出版法第 40、41條「尚難認為違憲」。代表大法官認
為關於言論自由是屬於法律保留之範疇，且法律可以賦予行政機關自由裁量權，

而行政機關的依法行政，即使行政處分不當，人民尚有救濟管道，所以不會構成

違憲問題。但即使有行政救濟管道，傷害也已經造成，尋求救濟，當事人還得承

受程序上之不利益。大法官也表示就一般情形而言，應由法院處理，但卻又要以

憲法無明文規定為由而妥協成可以由行政機關處理。大法官作違憲審查時，依憲

法條文，但憲法沒有明文規定時，則應依憲法精神解釋。從此號解釋中，我們看

到了大法官竟是做出了與他們所認為的憲法精神相違背的解釋。 
這號釋字肯認了出版法所訂定期停止發行及撤銷登記的「合憲性」後，行政

機關更會肆無忌憚，因為除了法律的授權外，已更有具憲法效力的解釋為其背書。 
民意代表的言論免責權，立意在於使之享有更大言論自由空間，因為其負責

表達民意、監督政府，若議員發言要多有顧忌，不敢盡其言責，將會扼殺民主政

治。 
民國 36 年 12 月 22 日司法院以院解字第 3735 號解釋限制全國地方議員言

論。內政部於民國 46 年 12月再根據院解字 3735號以行政命令做出釋示，省縣

市議員在會議時所為無關會議事項之不法言論仍應負責。檢察官也常對依此對在

會中發言檢舉貪污的民意代表加以傳訊偵查。 
監察院見解與內政部不同，於民國 54 年聲請大法官解釋。民國 56 年 7月做

出釋字第 122 解釋。表示憲法對議員之言論保障沒有明文規定，所以院解字第

3735 號並未違憲，是採相對保障主義的立場，以釋字對院解字再加以肯認。且

變本加厲，以憲法無明文規定為由，進一步將議員固有的一切保障也摒斥於憲法

保障之外開闢行政和司法人員削弱地方議會及議員權力和功能的旁門曲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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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本來雖無對地方議員言論免責保障之明文，但其精神應與中央民意代表

之保障同。因此監察院於民國 56 年函請司法院再行解釋。 
13 年後，大法官會議最後終於在民國 69 年 9月作出釋字第 165號解釋。表

示地方議員也有言論免責特權，但並非無限制的，應以議案之討論、質詢等有關，

始有免責之權，因此釋字第 122號與第 165號解釋本質上並無太大不同。釋字第

165號解釋雖承認地方議員對議會之事可以免責，但仍是在強調對其限制，並未
說明地方議員言論免責範圍為何，以致於有後來行政院所做引起爭議的釋示。 
關於大法官在戒嚴時期所做言論自由之釋字，是為行政權之侵害司法權作背

書，再對憲法中之民意代表言論免責權加以限制與縮小，中央民意代表無法改

選，而地方民意代表之監督功能又被減弱。 
針對明顯違憲之法律，如釋字第 166 號解釋，大法官總遲遲無法將解釋做

出，拖延將近 20 年，拖延期間該法律當然繼續有效，行政單位就能繼續依有違

憲之虞的法律來行政，拖延許久後所做出的解釋又無法令人滿意。而大法官在處

理關於叛亂罪的釋字時，卻動作很快，完全不會因法定表決人數門檻過高而有所

耽擱，完全不耽誤行政機關、軍法機關之逮捕叛亂犯。連處理之快慢速度，都是

對行政權有利。大法官能根據「情勢變遷原則」做出釋字第 31 號解釋，讓已經
沒有民主正當性的中央民意代表繼續行使職權；卻不能也根據「情勢變遷原則」，

體恤在特殊情況下的人民，以保障人權的立場，用「無期待可能性」加以從寬解

釋。 
憲法本身即規定基本人權的保障，戒嚴的實施使得憲法中基本人權的保障遭

凍結，大法官的主要目的即在回復憲法保障人權的基本精神。為什麼早期行政侵

害人權極為嚴重時期，大法官所做保障人權的釋字不多？司法是不告不理、是被

動的，沒有人聲請就不會有解釋。且民國 47 年通過的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嚴格

限制可決人數，使決議難以做成。但聲請案子常常一拖就是 5 年、10 年，甚至

20 年不等，在拖延過程中繼續對人民法益構成侵害，除了決議門檻過高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因素呢？大法官會議雖然有其制度上的限制，但大法官亦可提請立

法機關修改，而不應以受上述限制為藉口，有失大法官會議保障人權之職責。大

法官的出任來自總統提名，且不是終身職，在此種情形下，大法官是否能不受行

政干預的作出解釋，已是相當值得考慮的問題。我們從以上的討論看到的是大法

官的配合行政機關及軍法機關，對明顯違憲的案子長期拖延，如釋字第 166號解
釋，拖了 19 年；對能提供軍法機關便利的案子如釋字第 80號解釋就能很快的在
半年內就做出解釋。雖然憲法是政治法，解釋法律難免離不開政治的考量，但對

於所謂人權保障，尤其以自由權之不可侵犯而言，那是一種終極普世的價值，在

作這樣的解釋時，若涉及政治考量，將對人權造成莫大的侵害。 
總結而言，戒嚴時期大法官所做成的關於人權的釋字，除了數量過少，在質

的方面根本沒有發揮保障人權的功能，大法官的解釋顯得相當配合政府，對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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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條所列要件從寬解釋，較不偏向基本權利本身的擴張或深化，而多引用法

律保留原則作為依據3，大法官又對限制人民自由權利的法律加以「合憲」的背

書。 
被提名為第 4屆大法官的張劍寒曾言，若能利用憲法之解釋，或憲政例規之

創建，以配合戰時政治之需要，因應國是之急切需求，達成救亡圖存的目的，為

了國家之存在，為了人民之幸福，只要有必要，可以犧牲一切，「必要之前無法

律」。抱持這樣的想法的大法官，當然不會將憲法中保障人權的精神作為其第一

考量。最高法院院長錢國成說：「審判獨立有時不免與國家利益相衝突，當難以

兩全時，不能不考慮國家的利益，因為司法最重要的作用是維護國家安全。」這

很明顯違反憲法第 80 條獨立審判之精神，連大法官與最高法院院長都如是說，

提供了行政單位干涉與軍事機關介入司法的空間，在這樣的情況下，實在無法期

待司法獨立的任何可能。 
大法官會議制度本身的設計或許使其難以發揮功能，但一有解釋機會，卻沒

能把握，反而為行政機關背書。如學者林山田所言，大法官會議職司憲法的解釋，

在理論上應該扮演維護憲法規定與精神的角色，可是在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操

控下，任命一批批能夠與統治集團配合的黨籍或黨友大法官，其解釋憲法與法律

的實質結果，往往只會保障官權與圖利統治者，踐踏民權與民主4。翁岳生在民

國 61 年也曾表示，憲法對大法官會議之期待至為殷切，但細考歷年來的解釋案，

難認其以完全克盡維護憲法之職責時，戒嚴時期大法官會議對違憲行為或不予解

釋或遷就現實，始終不願將違憲行為明白確定其違憲或宣布其無效，這種態度，

謀國持重有餘，對憲政體系之維護則尚感不足5。 
再者，對法令宣告違憲都不一定能使立法及行政機關跟上大法官的腳步，更

何況只做警告性裁判，如釋字第 166號解釋，當然更沒有拘束力了；因為行政與

立法並沒有給予配合與尊重，才又會有之後解嚴後的釋字第 251號解釋確定其失
效日期，但這期間所造成的人權被侵害又是難以估算。若大法官會議能在釋字第

166 號解釋時即通過確定違憲，將能避免這段期間違警罰法對人民所造成的侵
害。既是違憲，其違憲狀態在法令公布時就已存在，而非做成解釋認定其違憲後

才開始違憲，大法官卻不直言其無效，僅宣告往後應停止適用，根本放棄過問解

釋公布日前所存在的違憲狀態。更甚者，即令往者已矣，或可不追究，但竟還能

做出定期向後失效的宣告，讓違憲的法令繼續肆虐，理由究竟何在？可惜大法官

一直吝於在解釋文中表現意見，依學者之見，法安定性與避免法律真空應是大法

官的主要理由6。明明違憲，卻還允許其繼續適用，這種宣告模式的確傷害了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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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13-468。 
4 林山田，《五十年來的台灣法制 1945—1995》，頁 77-82。 
5 翁岳生，〈憲法之維護者〉，《憲政思潮》17期(民國 61 年 1月)，頁 146-148。  
6 許宗力，〈憲法與政治〉，《憲法與法治國行政》，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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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的法律感情7。但法律真空狀態所造成的傷害會比讓違憲法律繼續適用的傷

害大嗎？大法官吝於作這方面的公開說理8，尤其是對違憲的侵害自由權的法

律，都被繼續適用，要求應容忍已被宣告違憲的法令加諸於身，情何以堪9？ 
從此論文所討論的釋字中發現，戒嚴時期大法官會議以解釋配合國策者，其

例不止一端10。戒嚴時期大法官沒有根據憲法中保障人權的基本精神宣告侵害人

權之法律違憲，即使認為理應交由司法機關處理的卻仍交由行政機關，如釋字第

105號解釋。或雖做出看似宣告警告之解釋，卻疲弱無力沒有明示其違憲，對行

政機關亦沒有任何拘束作用。司法的尊嚴與獨立在非常時期一直是被侵犯的，而

當司法機關有機會作解釋、有機會發言時，卻又是自廢武功，站在行政機關的立

場做考量，無法發揮權力制衡的效用。沒有民主正當性的立法委員立出侵害人權

的法律，交由行政機關「依法」侵害人權，若有人聲請釋憲，再由大法官為此一

法律加以合憲之戳記，連司法的最後一道防線都失守了；因此立法、行政與司法

機關建構成的整套的扭曲憲政的機器。 
在戒嚴威權體制的時空下，大法官所做的解釋傾向執政者的立場，並未符合

憲法之基本精神。在解嚴之後，大法官針對以上所討論的幾案釋字，陸續做了關

於保障人權的新解釋，推翻戒嚴時期之見解，更積極發揮其保障人權的角色，如

釋字第 251號、第 384號、第 392號解釋等等，明示違警罰法及檢肅流氓條例違

憲並宣告其失效日期，民國 80 年 6月 29日公布社會秩序維護法，違警罰法才終
於被廢止。民國 92 年，以釋字第 556號解釋廢止釋字第 68號與第 129號的不合

理解釋，才解決了舉證方面的問題。解嚴後這些釋字的做出，都是針對本論文中

所討論的釋字再重新做解釋加以推翻，這些釋字都很重要，都是保障人權的里程

碑，對照之下，戒嚴時期大法官會議及釋字在人權史上所扮演角色與意義就昭然

若揭了。 

                                                 
7 許宗力，〈憲法與政治〉，《憲法與法治國行政》，頁 35。 
8 許宗力，〈憲法與政治〉，《憲法與法治國行政》，頁 37。 
9 許宗力，〈憲法與政治〉，《憲法與法治國行政》，頁 38。 
10 陳雲清，《刑法基本問題研究》(台北：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5)，頁 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