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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廢除死刑運動的演變 

 2003 年替代死刑推動聯盟成立，其後改名為廢除死刑推動聯盟，是

我國第一個以廢除死刑為主要目標的民間團體聯盟。但這並不表示在此

之前民間團體沒有關心我國的死刑，相反的，仍然有人權團體對我國的

死刑個案進行救援並呼籲廢除死刑，或是對我國死刑方面的制度提出建

議，而這些行動都與後來廢除死刑聯盟的出現有關。本章將對解嚴後這

些曾積極參與死刑個案救援或死刑制度改革的人權團體行動進行介紹，

以瞭解廢死聯盟成立的背景，以及廢死聯盟成立的過程。 

第一節 廢除死刑推動聯盟成立前的個案救援 

一、 馬曉濱案與劉煥榮案 

1984 年成立的台灣人權促進會是解嚴初期唯二以關注一般性人權議

題為目標的民間團體之一，以爭取人民的政治權利與公民權利為首要任

務，尤其著重政治犯的救援、解除黑名單、要求保障人身、言論、集會

遊行和結社等自由1。然而過去台灣受到國民黨的威權統治，社會運動在

策略上往往選擇與政治反對運動結合，而台權會也不例外，在當時與民

進黨的成員有部分重疊，以反對國民黨的統治。這時期的台權會除了發

表刊物、舉辦各座談會、研討會以推廣人權之外，在解嚴後也多次透過

實際的街頭運動，要求我國政府正視 228 事件以及釋放所有政治犯。在

此時，廢除死刑的議題也已由台權會所提出，如 1987 年因湯英伸案所舉

辦的「死刑與人權」座談會中，認為死刑的報復思想並不符合教育刑的

                                                 
1 資料來源：台權會網站

http://www.tahr.org.tw/index.php/%E7%B5%84%E7%B9%94%E9%81%8B%E4%BD%9C/%E5%
AE%97%E6%97%A8%E7%9B%AE%E6%A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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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也無法徹底解決造成犯罪的社會問題，呼籲政府重視生命權。而

台灣人權促進會也藉由發生在 1989 年的「馬曉濱」案表達其廢除死刑的

堅定立場（林峰正、林俊言，2002），也是民間團體經由死刑的個案救援

對死刑制度進行挑戰的第一個個案。「反共義士」馬曉濱綁架長榮集團董

事長張榮發之子張國明，並要求贖金五千萬。馬曉濱取得贖款後即釋放

人質，並未撕票，隨後馬曉濱也在警方逮捕其同夥唐龍、王世杰後自行

投案。當時最高法院迅速地依據懲治盜匪條例，判決三人死刑定讞，但

此案引起民間人士關切的原因即在於，由於馬曉濱是自行投案且並未殺

人，應罪不致死，明顯不符合比例原則。究其背景，在於當時的台灣社

會正處在剛解嚴後政治不安定的時期，許多政治反對運動與社會運動蓬

勃出現，政府為了維持社會秩序而採取了嚴刑峻法的手段，唯一死刑的

名目眾多，處決人數也達到了高峰。馬曉濱未殺人也得償命的判決，即

反映出長期以來此一死刑遭到濫用的現象。 

為了救援馬曉濱等人，台灣人權促進會曾邀集邀集各界人士組成後援

會，指出馬案中不合理之處，包括他們未使用刀械、並未撕票，但法院

仍未依照刑法來減刑，而是用懲治盜匪條例直接判處死刑。當時後援會

的人士曾透過司法管道，由律師進行辯護、提起非常上訴等方式，希望

能阻止死刑的執行。李念祖、陳長文律師也針對懲治盜匪條例中唯一死

刑的規定聲請釋憲，指出其違反了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和權力分立、

比例原則等。但大法官第 263 號解釋文於 1990 年 7 月 19 日出爐，確認

懲治盜匪條例並未違憲，仍能透過該法中的規定減刑，並未正視懲治盜

匪條例內容過於嚴苛的問題。而除了司法途徑之外，後援會人士也拜會

了民進黨黨團，籲請民進黨會討論死刑的存廢，辯護律師與其餘支持人

士，也曾多次到立法院、總統府前靜坐請願，要求政府槍下留人，並希

望李登輝總統能給予特赦，但並未獲得回應。除了實質的救援行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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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權促進會也於 1990 年 6 月成立「生命權關切組織」，當時的台權

會主任陳菊即指出，政府希望以重典治亂世，但卻使罪犯喪失接受處罰

和反省的機會也使得誤判沒有辦法彌補，他因此呼籲社會各界及政府有

關單位能藉由這次的案件來重新檢討死刑的存廢問題。 

雖然馬曉濱在解釋文出爐後的隔天被槍決，相關的救援行動也即告終

止，死刑制度仍然無法撼動，但這次由民間團體聯合的個案救援行動，

以及「生命權關切組織」對檢討死刑制度的呼籲，可以說是我國解嚴後

的第一次（李仰桓，2005）其重要性不言可喻。而民間的參與在本案中

已經呈現出上面提及的基本模式：在司法層次方面是依據法律進行辯

護、提出上訴以及聲請釋憲等，在立法方面則是透過請願，試圖促使立

法院進行法律的修正；而要求特赦則是屬於行政方面的方式。而後援會

和生命權關切組織的成立，便是透過組織的力量並結合相關資源，來舉

辦研討會、記者會、座談會等，向社會各界倡議廢除死刑。此後大部分

的死刑救援個案，都採取類似的模式，反映出廢除死刑同時具備了司法、

立法、行政以及集體行動的內涵。 

類似馬曉濱案的救援行動有許多，例如劉煥榮案的救援過程，民間團

體所採取的行動也相當類似。劉煥榮是 80 年代台灣的槍擊要犯，1986 年

落網後被判處死刑，並在上訴、非常上訴後於 1993 年伏法。劉煥榮由於

在羈押其間中顯示出改過自新的跡象，許多的民間團體、立法委員認為

應給予其改過自新的機會，廢除死刑的議題又再度浮上台面。救援人士

同樣進行司法上訴，而多位立委包括民進黨的謝聰敏、陳婉真，國民黨

的王天競、陳錫章、曾振農也在立院中連署提議廢除死刑。婦女救援基

金會、淨化社會文教基金會等團體及律師王清峰等人也連署要求總統特

赦，立法院也為此召開公聽會，與會人士多贊成廢除唯一死刑及總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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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權制度化等意見，呂秀蓮在會中提出的中國大陸死緩制度也被討論。

然而結局與馬曉濱案一樣，救援行動和廢除死刑的呼聲隨著劉煥榮被槍

決而沈澱，並未造成任何制度上的改變。 

廢除死刑的議題雖然在解嚴初期即由台灣人權促進會所提出，但由於

司法制度在過去僅是國民黨鞏固其政治統治的工具，死刑議題的出現也

難免與政治脫不了關係。當時我國的刑法仍然有思想犯的規定並且可以

判處死刑，故對當時的台權會來說，廢除死刑成為一個迫切的現實考量，

用以救援政治犯，避免遭到處決，廢除死刑也因此而成為台灣人權促進

會的目標之一： 

『在那個時候我印象中就已經有談論到死刑的問題。那這個時候

對台權會來講死刑是很現實的問題。因為過去有很多的這個白色恐怖

的時代被判死刑，即使不是，沒有執行，但是也會判。那我們不曉得

這種還會不會再回來，所以對於那個時候來講，廢除死刑是很重要的

一個原因。』（受訪者 A 訪談記錄） 

而在廢除死刑本身的論述方面，當時台權會廢除死刑的立論基礎也並

沒有更進一步的深入思考死刑的本質和問題的根源，而是停留在基於人

道主義的關懷，認為國家不應該殺人，對於我國本土的死刑問題沒有更

深的認識，尤其在我國退出聯合國之後，也沒有跟隨到國際的人權標準： 

『但是廢除死刑並沒有想到說這個死刑本身那麼，根源性的。就

是說民主國家也有死刑啦，我們當時是不民主的國家，又有死刑，你

會覺得說這個死刑它的冤獄啦，會產生冤罪啦，或者是說濫用的可能

性很大。所以當然是，不必去思考的就是應該要廢除死刑。可是也許

在那個時候，對於死刑的本質並沒有想的那麼清楚。我印象中早期在

台權會的會訊，這些就是說雜誌裡面，我記得好像也有引用過像柏楊

先生的，他們那種比較早一輩的人，講到說生命權的重要性。可是現

在來看，其實都還蠻單純的，而且也沒有 follow 到整個世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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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 A 訪談記錄） 

『那個時候只是從很簡單的人道觀點，那後面的論述，我覺得，

還在很起步的階段。包括湯英生，劉煥榮，那個都一樣，包括馬曉濱。

都是，人道的一個，談不上什麼鋪陳理論。』（受訪者 D1 訪談記錄） 

從這兩個個案可知，2000 年政黨輪替前，受限於我國當時的背景，

皆無法立刻對死刑的行政、司法、或立法等方面有實質的改變。但這些

個案的重要性在於他們仍然能引起許多迴響並形成一定的壓力。在進行

個案救援時，支持廢除死刑的學者、司法人士都會經由召開座談會，闡

述廢除死刑的理念並指出判決的不合理之處，再透過媒體的報導，往往

都能激起輿論的正反辯論。除此之外，許多人權團體如中國人權協會、

台灣人權促進會和 1994 年在台灣成立分會的國際特赦組織（AI）、民間

司法改革基金會等對我國死刑個案和制度的關注，都使得政府多少必須

做出回應。如馬曉濱案時，法務部就曾研擬廢除部分的死刑，雖然最後

並未落實。之後法務部為了回應類似的呼聲，曾數次主動對我國的死刑

制度進行研究與民意調查，但都沒有改變其維持死刑的立場，民調結果

也常是其理由之一。1994 年修憲時，民進黨也曾提議將不得科處唯一死

刑的人權保障入憲，也並未成功。然而這段期間，震驚社會的蘇建和案

與後續發展，開始對我國的司法改革和廢除死刑運動產生重大的影響。 

二、 蘇建和案 

雖然民間團體主張廢除死刑的原因不完全是為了避免無辜的人因國

家司法制度不公所造成的冤錯案而喪失寶貴的生命，但冤錯案的發生確

實對我國廢除死刑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民間團體不但在聲援這些案件

的過程中更瞭解死刑所代表的意義以及我國本土的司法問題，也是後來

促使民間團體決定成立專門的聯盟來推動死刑廢除的原因之一，其中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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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和案則最是影響深遠。1991 年時，王文孝及其弟王文忠，夥同蘇建和、

劉秉郎、莊林勲等，闖入汐止吳銘漢夫婦的住處，搶劫及強姦後殺人滅

口。數月後，在強大的破案壓力下，警方在現場找到一枚血指紋，經比

對後逮捕服役中的王文孝。其後王文孝又供出其弟王文忠，王文忠又供

出蘇建和等三人。而蘇建和等三人被抓後，汐止分局並未告知其有請辯

護律師的權利，並對三人展開超過 20 小時的刑求偵訊，三人則在刑求的

壓力下，承認犯案。而從地方法院的審理記錄也可發現，除了自白筆錄

之外，地方法院法官未做任何調查，雖然曾傳訊可證明三人案發當時不

在命案現場的人證，但法官並未加以採信。而在命案現場所找到的毛髮

也被證實並非三人所有，也就是說，並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三人犯案。

其後，王文孝依軍法迅速判決死刑並執行後，王文忠因把風被判 2 年 8

個月，蘇建和、莊林勲、劉秉郎等三人則在完全沒有直接證據，僅有王

文孝前後不一的口供，以及在有刑求可能情況下三人的自白，因搶劫、

強姦及殺人等罪名被判處死刑。此案在義務辯護律師蘇友辰的努力之

下，纏訟十餘年至今，參與審理的雙方辯護律師、法官不計其數，而人

權團體也相當重視蘇案並進行救援，發起平反運動至今，台灣當時的司

法制度瑕疵藉由此案全然暴露。 

此案於三審定讞後，由於確實疑點重重，引起了台權會的關注，開始

積極奔走，呼籲救援蘇建和等人。1995 年 3 月 17 日，台權會發表了「反

對刑求，保障生命權」的緊急聲明，反對法院以有刑求可能下的自白作

為唯一的判決證據。除了發表緊急聲明之外，台權會也聯合了立法委員

彭百顯、江鵬堅等，要求李登輝特赦三人，也獲得其他黨派的立委支持。

而此案也引起國際特赦組織的注意，於 1995 年 3 月 24 日時發起緊急救

援行動，通知各會員國成員要求我國政府槍下留人。除了民間團體的行

動之外，法務部也史無前例的由檢察總長陳涵提出三次非常上訴，但均



 45

遭到駁回。而由辯護律師律師所提出的再審聲請也遭到駁回，代表司法

管道的救濟途徑幾乎宣告失敗，蘇案三人危在旦夕，隨時有可能被槍決，

僅靠著當時法務部長馬英九表示「只要仍有疑慮就不會執行死刑」，拒絕

簽署死刑執行令而暫時保住性命。馬英九的這項作為也是我國歷史上頭

一次，由我國法務部長的意志來停止執行死刑。在此同時，民間團體除

了台灣人權促進會之外，人本教育文教基金會、民間司法改革基金會也

決定採取體制外的社會運動來進行救援。 

雖然人本的目標是推動教育改革，但蘇建和案卻引起了人本的高度關

注，決定跨行對蘇案進行救援。1996 年 6 月 2 日，人權團體包括人本教

育基金會、台灣人權促進會、民間司法改革基金會、關懷生命協會等，

聯合發起了「死囚平反大隊」，民間司改會也在成立的前一天，發表了蘇

案判決評鑑報告，為平反運動提供了更多專業的力量。6 月 14 日，死囚

平反大隊發動義工於台北市敦化南路上連夜沿路綁上黃絲帶，吸引社會

大眾注意。6 月 29，死囚平反大隊即於總統府前進行大遊行，獲得了中

研院士李遠哲、李震源、孫越、許信良等人的支持，採取了直接訴諸民

眾而非體制內管道的方式，呼籲政府正視蘇案的問題。在遊行之後，死

囚平反大隊於 8 月間開始遊說國民大會，並於 8 月 29 日召開「205 個正

義的呼聲」記者會，公布 205 位國大代表要求成立特別司法委員會的連

署名單，並有數名國大代表至土城看守所探望三人。雖然這一連串的行

動仍然無法影響司法體系，但受到這波運動的影響，在馬英九辭去法務

部長後，歷任法務部長包括廖正豪、城仲模、葉金鳳、陳定南等皆因爭

議過大而不願簽字。2000 年 5 月 19 日，因蘇友辰律師提出新事證，高等

法院終於於裁定通過再審聲請，蘇案重新進入漫長的法庭審理過程至今。 

蘇建和案的出現對於呼籲廢除死刑的團體有著重要的意義。首先，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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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等三人並非政治人物，而是一般的人民被判了死刑，與最初台灣人權

促進會為救援政治犯的目的有所差異。而蘇建和案也與過去的馬曉濱、

劉煥榮等案不同，馬曉濱、劉煥榮等案確實是由他們所犯，本應受到制

裁，而人權團體所提出的廢死主張也因此多基於人道的角度。但蘇案卻

是在十多年、數十位法官的審判之下仍然有許多一眼可見的瑕疵，三人

究竟是否有犯案完全無法確定，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釋放，但司法體系

也始終不願承認其錯誤，這些特質都使得救援的人權團體開始針對死刑

制度本身的問題來來思考與行動，廢除死刑在此時開始慢慢建立其背後

所必須的理論論述： 

『因為這個蘇案，這三個人不是政治人物，然後我們面對的是，

這麼多審的這個五十多個法官都判他們死刑，居然還會看出說有問題

嘛。……蘇案就不一樣了，不但是我們自己跳出來，而且其他的團體

都邀請，當時民間一些比較重要的社團都進來。那我們就是開始去思

考，很單純嘛第一個，當時只是覺得是一個冤獄，冤獄就應該停下來，

但接下來會發現說這個冤獄他適用的罪刑是死刑，而這個死刑一旦執

行就沒辦法回復，所以每一個人就是被逼著去思考死刑是怎麼一回

事。』（受訪者 A 訪談記錄） 

在此時，人權團體本身也開始有所轉變。由於在政治環境方面，我國

自解嚴後的政治民主化已經慢慢出現成果，許多原本與政治反對運動結

合的社會運動開始必須發展自己的路線，而成立之初即以廢除死刑為目

標之一的台灣人權促進會也不例外。在陳菊卸任會長之後，台灣人權促

進會接連由邱晃泉、黃文雄擔任會長，慢慢的與民進黨切割，逐漸成為

一個純粹以議題為主的人權團體（郭松穎，2005）。同時台權會也將「國

際人權法國內化」作為其推動目標之一，例如「公民及政治權利國際公

約」、「世界人權宣言」等，並加強與國際間的交流，跟隨國際的人權發

展腳步。而台灣人權促進會在這方面的改變，也正好對同時期發生的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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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和之後的個案提供了更多更深入的思考： 

『但是說蘇案之後，很多的團體就開始認真在思考這個死刑的問

題。會去思考死刑的問題的時候就是大概已經慢慢大家都已經跟的上

整個世界的人權標準。因為那個時候，其實就是在兩大國際人權公約

裡面也有那個議定書，希望大家都要廢除死刑，沒有辦法做到至少也

要停止執行，不要做。那麼像這些東西我們會開始注意到就很明顯，

就表示說我們國內的這些團體，已經不是單純慈善機構這樣子，也不

是說用一些好像似懂非懂的理由，是直接接受到國際法，國際人權

法，還有直接跟國際很多的從這 AI，跟世界各國重要的國際人權組

織，慢慢的接上線。』（受訪者 A 訪談記錄） 

而在蘇案的過程中，國際的非政府力量，尤其是國際特赦組織，也發

揮了相當的影響力，使蘇案為世界所知。除了在 95 年間曾透過成員一人

一信的方式要求我國政府槍下留人之外，1996 年 3 月間德國分會也準備

動員其成員，針對蘇案在世界各地發起大規模的示威抗議，而國際特赦

組織在當地的分會一向不能參與當地的救援行動，但蘇案的嚴重性，也

使得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史無前例的可以對其進行聲援，造成我國政

府的壓力： 

『那比較特殊的可能像是，蘇建和案，那蘇建和案當時台灣的分

會是跟倫敦的總會有進行過溝通，就是說這樣的案件，基本上沒有政

治立場上的問題，但是可能也有嚴重的審判過程上的瑕疵，就是說沒

有一個充分的證據，然後定了三個人的死罪，甚至有一個已經被處

決。所以這個部分是非常特例的特例，台灣後來好像也沒有在這樣的

特例，就是說我們在台灣的分會可以針對蘇建和案進行聲援。』（受

訪者 B 訪談記錄） 

但即使蘇建和案對我國司法體系的影響如此巨大，民間團體的救援行

動如此頻繁，但在當時的環境下，廢除死刑的議題仍然沒有辦法透過此

案來獲得更多在輿論上的討論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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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最早做的比較讓社會大眾得到共鳴的死刑案件，應該還是

蘇建和，是處於一個高峰。但是在那個時代，1995 年開始救援蘇建

和，雖然大多數的律師團的成員，或者這些團體的成員都支持廢止死

刑，我們那時候在策略上的討論甚至不敢提出這個訴求。在開始的時

候，我們的訴求，是沒有證據，或者證據不足，那應該是一個冤案，

大概是從這個方向去。而不是一開始就訴求說是廢止死刑。我們覺得

這個案子從沒有證據，有可能是冤案這一點，比較容易得到社會的支

持，但是在沒有這冤案的基礎上面，或者沒有證據不足的基礎上面，

要直接跳到說因為他是一個死刑案件所以我們要支援他，我們的判斷

是，那個時候，十幾年前，社會的支持度，我沒有把握。那經過反覆

的討論之後，我們大家覺得還是要把重心放在冤錯案。』（受訪者 D1
訪談記錄） 

由此可見，在我國長期的亂世用重典政策以及華人應報觀念的影響之

下，廢除死刑在當時是連想都不敢想的議題。蘇案在長達十多年的訴訟

與多次的民間救援運動後，如今蘇案三人是否真的殺害吳銘漢夫婦早已

不得而知，但此案最重要的影響是民間團體藉由聲援蘇案的過程中，透

過各式行動掀出了我國許多司法制度上的缺失，讓社會大眾更瞭解我國

的司法問題，包括了行政方面的檢警體制、證據調查的能力、警察刑求

以及「有罪推定原則」、刑事訴訟過程等等，間接促使我國進行多面向的

司法改革，重大刑案的偵查與判決皆更為嚴謹，是基本人權保障的進步，

也是台灣目前推動廢除死刑運動的基礎，死刑的範圍開始慢慢縮小。 

三、 周峋山案與「審核死刑案件執行實施要點」 

 在蘇建和案時已參與救援行動的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金會，是另

一個後來積極推動動廢除死刑的民間團體。由於我國司法制度上有許多

問題，許多人都倡議進行全面的司法改革，而施啟揚在 1994 年就任司法

院長後便成立了司法改革委員會，邀請各界討論相關議題，但司法改革

的腳步仍然緩慢。此時，一群原屬台北律師公會，具司法改革理想的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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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為了推動由下而上的司法改革，便於 1994、95 年間先成立司改會籌備

處，再於 97 年正式完成財團法人的登記。在民間司改會的倡導之下，1999

年時政府終於召開了全國司法改革會議，而雖然許多民間司改會的提議

在會中並未被採納，但仍有部分提議如法律扶助、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在

會後逐漸落實。 

而民間司改會除了倡議全面性的司法改革之外，也曾參與蘇建和案的

救援行動，由蔡墩銘、李茂生、許玉秀、許志雄、莊柏林等，進行蘇案

判決的評鑑並提出報告，指出法院在該案中的許多過失。除此之外，民

間司改會也接受民眾的「申冤」，為重大刑案被告擔任義務辯護，以瞭解

是否有更多司法不公的情形。但為了避免干預司法，司改會僅接受已由

法院三審定讞的重大刑案，死刑便是其中之一。其中，民間司改會雖然

不及救援周峋山，但此案的發展卻是我國民間團體首次對死刑制度造成

實質的影響，即前文所提及的「審核死刑案件執行實施要點」的出現。

1998 年 10 月 13 日，法院作成駁回周峋山上訴的死刑確定判決正本，13

日晚間辯護人接獲周峋山委託他人傳真之最高法院確定判決。15 日，法

務部長城仲模簽署死刑執行令，但因颱風過境、週末假期而未執行。19

日，周峋山辯護人在民間司改會林永頌律師的建議之下，為周峋山聲請

非常上訴，並向法務部部長聲請暫緩執行死刑。但 10 月 20 日，法務部

即執行周峋山的死刑，21 日辯護律師才收到最高法院的確定判決。從這

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當時法務部草率的死刑執行過程，辯護律師根本

還未收到最高法院駁回上訴的確定判決，法務部即將周峋山槍決。而即

使周峋山辯護人在判決確定後立刻收到確定判決書，法務部長也於 15 日

簽署了死刑執行令，其中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為周峋山提起非常上訴。

如此草率的執行過程以及法務部輕視人權的態度，引起民間司改會的強

烈不滿，除了召開記者會之外，民間司改會也進行了一項問卷調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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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為全國的辯護律師。調查結果顯示，在 18 件死刑案件中，有 6 件是當

事人已被處決後，辯護律師才接到判決書；有 11 件在律師來不及聲請再

審或聲請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前，當事人已被處決；有 6 件是雖已聲

請再審或聲請檢察總長提出非常上訴，但卻在未有任何結果前，當事人

即被處決（李仰桓，2005）。結果出爐後，台北律師公會、民間司改會以

及台權會便在當年的人權日前夕，要求法務部制訂「死刑執行程序標

準」，法務部便於 1999 年 5 月通過「審核死刑案件執行實施要點」，規定

死刑案件若仍在再審及非常上訴的程序期間，最高檢察署不得報請執行

死刑。但這個規定仍有缺陷，監察院的調查及大法官會議的釋憲兩個死

刑案件重要的救濟管道均未包括在內。2005 年 1 月 12 日，法務部再次修

正「執行要點」，進一步列入於大法官會議解釋中的案件亦不得執行死

刑，死刑執行程序已較以往嚴謹，最少讓辯護人有時間提起再審或非常

上訴： 

『我說死一個人，換一個條文，換一個規定來。所以才有死刑執

行要點，那個重點就是說，弄到後來法務部的要點就是說，因為死刑

不能恢復，那時候也沒有想到說要廢除死刑，死刑不能恢復，至少要

讓他有非常上訴跟再審的時間嘛。那多久你講嘛，60 天，好，我記

得是 60 天。所以你有申請，或在 60 天內他都不會執行。那也好嘛，

有一個時間。』（受訪者 D2 訪談記錄） 

四、 張方田案 

而張方田案則是另一個最後促使司改會推動廢除死刑的死刑冤錯案

之一。1996 年五月，張方田因被控性侵、殺害李姓女童而被判處死刑，

是另外一件無直接證據，僅靠刑求之下的自白而判刑的案件。該案在一、

二審的過程中，發生許多警方、法院在證據調查和運用上明顯不合邏輯

的疏失，如警方聲稱作案用的布條、磚塊等，均未被驗出有任何唾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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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血跡反應，但高等法院仍堅持檢驗結果「均不足為被告有利之證明」

而維持原判決，最高法院亦無法認同而不斷發回重審。張方田案暴露出

的仍然是我國司法程序中不斷出現的刑求、警方辦案粗糙以及過度依靠

自白、違反無罪推定原則等問題。而民間司改會也注意到這件案子的不

合理之處，在張方田親人的委託之下由林永頌律師於更三審時擔任此案

的辯護人，最後以無期徒刑的「折衷」方式收場。然而雖然審判已經定

讞，但民間司改會對於此案的結果並不滿意，原因是因為有許多疑點並

未澄清，辯護律師仍持續透過向監察院陳情、提起非常上訴等尋求翻案

的機會。 

第二節 廢除死刑推動聯盟的成立 

在第一節中，我們可以發現即使台灣過去有許多民間團體進行冤案的

救援，但其中除了「死囚平反大隊」之外，團體之間並沒有出現聯盟，

更不用說是推動廢除死刑。這種情況甚至到政黨輪替後的初期都沒有改

變，直到徐自強案的出現。由於徐自強案的出現，各個民間團體才終於

聯合起來，於 2003 年時成立了「替代死刑推動聯盟」，提議以各種替代

方案如終身監禁的方式來代替死刑。而後「替代死刑推動聯盟」為了更

清楚的表達廢除死刑的訴求，於 2005 年更名為「廢除死刑推動聯盟」，

透過各種方式來廢除死刑。下將敘述替死聯盟當初成立的過程。 

在歷經許多重大案件後，我國的死刑制度都沒有太大的轉變，但在台

灣，最後促使廢除死刑聯盟成立的原因仍然是死刑冤錯案。2000 年政黨

輪替後，民間團體對於冤錯案的救援方式基本上並沒有太大轉變，仍然

是透過司法辯護、向監察院陳情以及釋憲等方式來進行。而徐自強案也

是民間司改會曾經介入進行救援的案件。在 1995 年發生的一起擄人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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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徐自強因另外兩名共犯黃春祺、陳憶隆的自白而成為嫌犯之一並

遭到通緝。隔年徐自強為了證明清白而投案，但法院仍然在沒有任何直

接證據，僅靠可能有刑求情形下的共同正犯自白判處徐自強死刑。而民

間司改會在其家人的委託之下，發現了此案不合理之處而開始進行救

援，於 2000 年 5 月 17 日召開記者會，說明這件案件的疑點。5 月 19 日，

監察院人權保障委員成立專案小組，由監察委員江鵬堅調查徐自強的案

件。雖然案件正由監察院調查中，但辯護律師所提起的非常上訴，均不

被最高法院檢察署所接受，而向法院聲請的再審也被駁回。雖然法務部

當時按照慣例，由監察院調查中或是大法官解釋中的案件不會執行，但

這項慣例並不存在於「審核死刑案件執行實施要點」之中，徐自強仍然

隨時可能被執行。而約當同時，民間司改會所進行救援的另外一件死刑

案件，也就是盧正案，被法務部執行槍決，給予司改會在救援徐自強時

相當的壓力，最後使司改會決定發起廢除死刑。 

在 1997 年 12 月 18 日所發生的一起擄人撕票案中，盧正被鎖定為嫌

疑犯，並於 98 年 1 月 16 日被警方以協助調查的名義約談，2000 年 9 月

7 日在三審定讞之後由法務部執行槍決。然而盧正案的過程與內容，仍然

有許多刑求逼供以獲取自白、直接證據不足以及「有罪推定」的疑點。

因此，民間司改會在接到盧正家屬的申訴後也開始關心本案，呼籲檢查

總長提起非常上訴，並向監察院要求調查，然而非常上訴的請求未獲法

務部回應。之後盧正即被槍決，救援行動嘎然而止，僅由監察院在槍決

後繼續進行調查。由於當時盧正、徐自強案所面對的都是法務部長陳定

南，因此盧正的被槍決，給予當時正在救援徐自強的民間司改會相當的

壓力，害怕徐自強面臨與盧正同樣的命運。在此壓力之下，以及過去對

於死刑的經驗，各個民間團體終於改變看法，體認到死刑本身的存在是

這些冤錯案不斷發生的根本原因，因而開始認真思考廢除死刑，透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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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廢除死刑的訴求，希望能使類似的冤錯案徹底消失： 

『徐自強案已經不是司改會接的第一個死刑個案，在徐自強案之

前有盧正案，有好幾個，有幾個案子是不幸被執行，當時我們就去找

監察院。那到了徐自強案的時候，我們覺得說，好像是應該把這個整

個死刑廢止的議題，給公開提出來的時候。』（受訪者 D1 訪談記錄） 

『經歷過這些案件之後，我們開始在想，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只是

因為他們是冤案，雖然每個人對於死刑，我們也覺得是不應該有死

刑，但那時候還比較沒有想說是不是用一個比較全面的，制度性的方

式來推動，我們只談說他們是冤案，不能夠被判死刑。可是後來

2002、2003 年，包括盧正被執行，然後那時候包括徐自強好幾次的

要求檢查總長提非常上訴都不成功，那那個時候他的狀況是比較危險

的狀況。就是說隨時有可能被執行。然後我們就在想說如果我們繼續

有死刑的制度，當然很多人說司法改革是很重要的部分，可是如果我

們繼續有死刑的制度的話，你可能在個案上面可能會救援不完。你總

是會遇到最緊急的狀況，他可能會遇到被執行的問題。然後那時候我

們就開始在檢討說我們的策略是不是要更往上一點點，就是不要只講

個案，個案我們當然是要救援，可是我們要談的就是說台灣應該要全

面的廢除死刑。』（受訪者 C1 訪談記錄） 

『徐自強這個案子，之前還沒有到這個末端的時候，發生一件很

尷尬的事情，那個是城仲謀，後來是陳定南，盧正案。……不過陳定

南把他批了，死掉了。……再講回徐自強，因為都是陳定南啊。……
但是這一次他不對我們批他，他就很不甘啦。可是徐自強在他手中，

萬一他簽了就死掉了。所以我們在講徐自強的時候，他故意講盧正，

一事歸一事啦，但是他認為都是你們司改。徐自強他到第三次非常上

訴就把他駁回的時候，你再去拉白布條又怎樣？非常上訴第四次也找

不到理由。那時候就做了兩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說，聲請釋憲，所

以後來有一個 582 號解釋，那時候我們認為說死刑不該存在，可是那

個案不敢做這樣的解釋啦，反而跑出一個題目說，因為他兩個共同被

告咬他嘛，那個重點是這個，那共同被告要咬一個人，一定要經過詰

問，沒有經過詰問這樣沒有效。這對刑事訴訟很有幫助，可是我們那

時候真的是，無心插柳柳成蔭……那台灣司法會比美國好嗎？看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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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聽的到的這些，那看不到，聽不到的？乾脆把他廢掉。……我就

把他們 call 一 call，然後成立一個聯盟。』（受訪者 D2 訪談記錄） 

在此危急的情況之下，各個民間團體包括民間司法改革基金會、台灣

人權促進會、台北律師公會、台灣媒體觀察基金會、輔仁大學和平對話

研究中心及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等，認為全面推動廢除死刑的

時機已到來，便於 2003 年時聯合成立了替代死刑推動聯盟，將散佈在各

個救援行動及人權團體之中的努力進行結合，我國終於出現以廢除死刑

為主要訴求的聯盟。即使此時死刑的個案救援仍然是廢除死刑聯盟表達

主張的重要戰場，但已不是唯一。後替代死刑推動聯盟於 2005 年時改名

為廢除死刑推動聯盟，並維持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