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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六三法制在台灣法制的地位 
 

第一節 台灣法制西方化的濫觴 
 

壹 中國法制與西方法制的趣旨 

 
一.中西方法治的基礎 

 

近代西方法與傳統中國法有相當大的差異性，在基本精神上，近代

西方法係一般人，特別是資產階級，為制衡統治者，以保障個人為名，

削弱統治者的權力。而傳統中國法則是統治者藉以管理官僚，統治百姓

的工具。且由於社會文化的不同，西方法強調「法」本身就是「公平正

義」，而在傳統中國，毋寧說「禮」才是「公平正義」，「法」等於 「罰」，

意涵著 「制裁」，所謂「出禮入刑」。此外在具體規範內容上亦有許

多不同。因此，今天接受西方法學教育的法律學者，與社會一般人的法

律觀念常有不同，這些觀念上的差異，就是由於國家實定法已繼受了近

代西方法，但社會一般人仍然受傳統中國法之影響。[註232] 

 

二.儒家治國理念 

 

中國是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幾千年來，一直固守著儒家傳統思想，

以倫理道德為立國之根基，與近代西方法治觀念相去甚遠，其中心思想

大致可歸納為二: 

 

1.中國的「禮」就是「社會行為規範」 

 

唐虞三代，都是禮治;孔子所謂:「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是其

明証。所謂「禮」，在「法律」與「道德」混合時期。二者都是社會人

類行為的規範。儒家說:「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

則不寧。」「壞國喪家者，必先去其禮;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

者，其國亂。」「禮之所興，眾之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232]王泰升，1996，<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的法律改革>《歷史.文化與台灣》，

台北:台灣風物雜誌，頁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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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之治亂，社會之隆汙，全繫於禮之興廢;這是儒家一貫的主張。 

此外，在家屬關係中。輩分、性別、親等、年齡的不同，形成尊卑

長幼，親疏遠近，決定了每一個人，在家族中的地位。儒家的所謂 「倫

常」就是尊卑長幼。親疏遠近的綱紀。最重要的，是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朋友五倫的關係。人與人間的關係，都不能超出這種範圍。這種

關係，如何能使其各行其是，各得其宜，就是需要有維持這種關係的工

具:「禮」是也。依據儒家的思想。杜絕爭亂。節制人欲，維持社會秩

序，維繫倫常關係，非「禮」不為功。[註233] 

 

2.中國傳統重視「社會道德」 

 

儒家以為人性無論善惡，都可以道德力量感化之，使之潛移默化，

改變氣質。這是最澈底最根本的辦法。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註234]儒家也認為:「法

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法令者，所以誅

惡。非所以勸善。」 

漢賈誼說:「凡人之智 ，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

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

知也。」因此儒家認為:一個人行為的善惡，是決定於教化，而教化又

要靠一、二統治者的人格感化。故又提倡「人治主義」、「德治主義」。

又有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 

中國的政治哲學不難看出它是「重道德，輕法律」、「重人治輕法

治」她是重視「階級之畫分」，也重視「親疏遠近」。而非近代西方法

所強調「分權制衡」之原理，以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目標。 

 

貳 脫中入西的法制走向 

 

台灣日治前期(1895-1922)在經國家機關制定或承認，以公權力為

制裁後盾的實定法中，即已引進相當多西方歐陸式的法律。當1895年日

本領有台灣時，其內地的法律制度已大多採近代歐陸法，台灣在六三法

施行時期，固然以立法程序而言，是以律令[註235] 立法為主。但依律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233]張慶楨，1975，<論儒法合流>《倫理道德指引》，台北:國立編譯館，頁36。 

[註234]<論語為政篇>，參見謝冰瑩，1991，《四書讀本》台北:三民，頁74。 

[註235]律令即具有與帝國議會所制定之法律同等效力之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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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立法時，仍可能以日本內地西方式法律之內容為其內容。雖然日治

前期施行於台灣法律之內，大致上是以「殖民地特別法」為主，但這是

為了相對照於後期之法律內容大部份已依內地法之內容而言。[註236] 

此外，在日治前期，許多台灣殖民地特別法，固然與內地法有異，

但其基調仍屬西方歐陸式的法律。例如1896年律令第四號規定:「台灣

之犯罪依帝國刑法處斷之，但其條項中對於台灣住民難以適用者，依據

特別之規定。」I898年「有關民事、商事及刑事之律令」延續前述原則

上依日本帝國刑法處斷之規定。1908年以律令發布的「台灣刑事令」亦

同旨趣。換言之。業已繼受西方法制的日本帝國刑法，已因律令之規定

而大部份被實施於台灣。 

雖然吾人皆知，日本在台灣亦以律令實施日本內地西方式刑法典所

無的「匪徒刑罰令」、「保甲連坐」、「笞刑」等等，但不能否認的，

當時台灣整個刑法體系，已經是屬於日本所採取近代歐陸法制，而非如

「大清律例」一類的傳統中國法制。[註237]同樣的，1899年律令第八號

即已規定，台灣人的民刑訴訟案件，依日本已西化的民刑訴訟法。1908

年已實施的「台灣刑事令」及「台灣民事令」亦沿襲之。雖另外又以包

括「刑事訴訟特別手續」等律令，擴張司法警察官、檢察官、判官在刑

事訴訟上的職權，減少有關保障人權之規定；亦以「民事訴訟特別手續」

之律令，強化法官在民事訴訟上的職權，削弱當事人等在民訴上的權

益；唯正因為日本繼受自歐陸的訴訟程序，已全面實施於台灣，台灣總

督才有必要用這些特別法，修改該項訴訟程序，以應統治之需。即使是

經過修改，當時台灣的西方式的訴訟，已跟傳統中國的審案程序大不相

同。 

不過在日據前期，仍有不少傳統中國式法律以「舊慣」之身份被保

存於殖民地特別法中。1895年日本剛領有台灣時，即不以日本法，而主

要依台灣人的舊慣，處理僅涉及台灣人的民商事項。1898年「有關民事、

商事及刑事之律令」更明確規定，凡涉及日本人的民商事項，依用日本

甫繼受自歐陸的民商法。但其在台灣涉及物權法事項時，則仍依台灣舊

慣。僅涉及台灣人及中國人的民商事項，則依其舊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236]王泰升，1994，<台灣日治時期殖民立法之程序與內容>《台大法律學論叢》，

24卷1期，頁14。 

[註237]同註236，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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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關於台灣人民商事項的殖民地特別法中，所謂的「舊慣」係指

自舊政權時代留下的習慣，亦即清治時期台灣民間有關「民商事項」的

習慣規範，其本屬於傳統中國法之一部份。易言之，這些傳統中國式法

律，因其為「舊慣」而為日治前期的日本國家實定法所承認。故倘若另

有特別法規定某種民商事項不依舊慣，或者司法機關否定某特定舊慣之

具有法律效力，則該項舊慣即不再為日治時期實定法的一部份。[註238] 

總之，日治前期台灣總督依據「六三法」所頒佈的「律令」，有些

是依用日本統治者的法規範，有些是依據殖民地人民固有的法規範。前

者幾乎等於是西方法，後者則屬傳統中國法。故整體而言，當時的法制

已開始朝著告別傳統中國法，迎向近代西方法的「脫中入西」前進。 

 

參 司法裁判權與行政權之分離 
 

一.司法權獨立的問題 

 

行使司法裁判權的西方式法院機構，於 1896年首度出現於台。依

清朝中國之法，審判人民是否犯罪，及人民相互間的紛爭，與施行其他

政務一樣，同屬地方各級衙門的職權。亦即掌理行政事務的地方衙門，

同時擁有「司法裁判權」。惟近代西方法，基於三權分立的理念，將司

法裁判權，交由獨立於行政權之外的司法機關—法院，負責行使。 
行政與司法分立的理念，在清治下的台灣，尚未實施。1895年日本

初到台灣施行軍政時，雖曾設有「法院」，但其屬於由軍事長官(行政

機關)握有裁判權的軍事法庭。翌年4月進入民政時期後，始依「六三法」

所頒布之律令，設置擁有司法裁判權之台灣總督府法院。不過就像在日

本內地，屬於行政機關的司法大臣。對裁判所具有所謂「司法行政監督

權」。在台灣總督亦對法院享有「司法行政監督權」，透過此項權力，

可決定法院人員的任用與升遷，且事實上可能藉以影響法院裁判結果。
[註23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238]王泰升，1996，<百年來台灣法律西方化>《台灣近百年史論文集》，頁

378-379。 

[註239]同上註，頁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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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野孟矩案的衝激 

 

近代西方式司法的特徵在於司法權係獨立於行政權之外，而司法能

否獨立又涉及司法人員之身分保障。自1898年起，在台灣的法官才有不

得任意免職、轉官之保障；但仍沒有日本內地法官擁有的不得任意轉

所、停職、減奉之保障；且台灣總督對法官有休職權，司法官甚至被要

求與行政官合作。顯然在殖民地，行政權凌駕司法權上。此點可從1897

年的高野孟矩案，看出端倪。 

高野孟矩係依1896年法院條例所建立之台灣總督府法院的第一任

高等法院院長。於1897年，當其正在審理幾位台灣總督府高官涉嫌貪污

的案件時，日本中央內閣對其發布停職命令。高野主張其身分受明治憲

法第58條第2項規定「裁判官除經刑法之宣告或懲戒之處分外．不得免

除其職」之保障，拒絕接受停職命令，仍繼續前往高等法院執行院長職

務。於是當時的台灣總督乃木陸軍大將，派遣警察官強制地把高野從高

等法院逐出院外。日本內閣再以其抗命為由，施以懲戒免官(判官之身

分喪失)。此事導致台灣有十四位判官主動辭職或被動去職。由於日本

政府辯稱在台灣的判官其身分不受憲法保障，而在帝國議會引發明治憲

法是否適用於台灣，及台灣總督府法院判官應否具有身分保障等爭議。
[註240] 
不過當時的司法官也的確不易與行政官有所區別。於日治民政初期

百物待興之際，許多司法官兼任行政官之職位，亦有不少行政官兼任司

法官之職位(例如地方法院判官之職位)。高野孟矩本人即同時擔任總督
民政局法務部長。故亦可謂當時的司法部門與行政部門，事實上並未徹

底分離。 
 
三. 治警事件已見司法獨立 

 
西元1919年起，總督對司法官休職權被廢除，但台灣的法官仍僅有

不得任意免職、轉官此二項身分保障。惟在1919年改革後，日本人法官
本於既有的獨立審判傳統，雖然面對較內地不利的制度，仍有部份在台

日本法官堅持司法的獨立，例如1923年《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事件》(俗
稱治警事件)的地方法院法官即宣判涉嫌之台灣人政治異議分子無罪。至
於在台灣的檢察官，始終無內地檢察官之不得任意免職之保障，事實上

1940年代檢察官對政治犯之起訴與否仍應受總督指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240]王泰升，1999，《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台北:聯經，頁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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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法治觀念的確立 
 

壹.滿清在台的弱勢統治 

 
滿清官府的法律，事實上並未在台灣移民社會產生重大的影響。滿

清統治的212年，絕大多數時間，官府皆是基於「為防台而治台」的帝

國統治政策制定施行於台灣之法律。例如禁止或限制漢人移居台灣，入

山墾荒等等。且傳統中國法源係以統治者利益為最終追求目標。故台灣

移民社會的需要，並未被充分考量，復以清代在台官吏大多腐敗無能，

官府禁令殆成具文，結果人民蔑視官府之法律，社會秩序動盪不安，盜

匪橫行;分類械鬥層出不窮，漢人移民尚未在台灣發展出共同的一體感;

且基於對官府的不滿而發動民變，竟成為當時台灣政治文化的傳統。另

一方面來自中國大陸福建、廣東兩地的漢人移民，亦自家鄉移來其固有

的習慣，以規範土地關係及解決社會紛爭。 

在十九世紀末，亞非兩地人民已無可避免地必須接受西方人的法律

觀念，大清帝國對台灣的弱勢統治，即使有機會也難以期待其能在台灣

有效施行新的且外來的西方法律。歷史的偶然，使領導台灣社會進行 

「法制西方化」之工作，落入當時剛崛起的日本帝國手中。[註241] 

 

貳.日本強勢法治理念的形成 
 

一、「台灣總督府法院條例」之律令制定 

 

在1896年專職行使國家司法裁判權的西方式法院機構，首度出現

在台灣社會。終止軍政，進入民政時期(1896-1945)後，國家司法裁判

權，已不再歸軍事機關掌理。由於日本的「裁判所構成法」並未在台灣

實施，依律令所制定的「台灣總督府法院條例」就成為規範台灣司法制

度的基本法律。故「刑事案件」經法院之「檢察官」偵查起訴後，由法

院之「判官」審判之，再由檢察官指揮裁判之執行。「民事案件」則須

由人民起訴後，判官審判之。 

理論上，總督及其他行政官員，對繫屬於法院之具體案件的裁判，

不得指揮。雖然「總督府法院條例」中，同時有法院直屬總督管理之規

定，但那僅指對於法院之行政上監督，包括法院的設置，及判官、檢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241]同註232，頁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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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等司法官的任免、升遷等，即一般所謂「司法行政」事務。總督府內

的「法務部」即職司這類司法行政監督事務，其並非司法裁判機關。[註
242] 
歐洲大陸所實施的三級三審制被當時的總督府法院所採用，1896

年的「總督府法院條例」採三級法院之制度，設置(1)地方法院(2)覆審法
院及(3)高等法院，分別管轄:(A)第一審民刑事裁判與刑事預審(B)不服地
方法院裁判而提起之「控訴」(C)不服覆審法院裁判而提起之「上訴」，
屬於法律審。[註 243] 

 
二、法院的設置 
 
割讓初期，台灣是一個對西方法全然陌生的社會，若不能普設西方

式法院，勢必難以將立法上繼受之西方式法律條文，透過法院的執行而

推廣到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建築法院及任用法律專業人員，在在皆需要經費。當時司法經費的

數額係由台灣總督府於其年度總預算中編列，故法院之設置等事項，不

可免地須與總督府的施政計劃互相配合。 
日治時期法院的數目和座落，與台灣地方行政區域劃分密切相關。

依 1920 年地方行政區域劃分，計有台北、台中、台南、宜蘭、新竹、
嘉義、等 6個。1933年增加高雄，成為 7個。1945年再加花蓮成 8個。
此外在台北再增一個高等法院，台灣已形成一個分布頗為均勻的法院網

路。有助於西方法律制度的推行。 
日本人建造壯麗的法院，就像雄偉的台灣總督府建築一樣，堂皇的

法院建築，代表著日本政府對台灣法制現代化的重視。台灣總督府投下

鉅資，在台灣各地建造歐洲式的法院建築，以顯現司法的威嚴氣勢。[註
244] 

 
三、司法官的廉潔性 
 
在台灣的日本司法官若跟中國清朝政府職司裁判的地方官相比，最

大的差異在於廉潔不貪。西元 1920 年代，不少反政府的台灣人政治異
議團體，經常批評台灣司法權的不獨立，但是從未質疑日本判官及檢察

官的廉潔性。 
日本統治下台灣人所創作的小說裡，日本的警察時常被描述為收受

賄賂，但是判官及檢察官則幾乎皆免於被描繪為這種負面的形象。可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242]明治29年5月1日律令第1號「台灣總督府法院條例」。 

[註 243]王泰升，1995，<台灣日治時期的司法改革>《法學論叢》24卷 2期，頁 4。 
[註 244]同上註，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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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一般人觀念中不認為判官及檢察官會貪污。台灣法界的前輩於日治

時期曾在台灣任職判官的洪壽南 [註 245]，在 1990 年夏天曾接受王泰
升訪問的記錄: 

 
1897年曾有埔里社撫墾署長，法院院長檜山鐵三郎，觸犯強盜教唆

罪；鳳山地方法院院長柴原龜，觸犯監守自盜罪；檢察官石山元涉嫌收

受賄賂；但他們均無日本判事任用資格，係日治初期認為權宜措施任用

之判官。此後未再聞台灣判官有犯罪者。 
 
日本司法官在國家官僚體係內的高階厚俸，有助於維持廉潔。依台

灣總督府官制，高等法院之院長及檢察官的官階俸給，可累級至相當於

在總督指揮下掌管台灣行政事務的首腦--總務長官;高等法院上告部判
官與檢察官，及地方法院院長與檢察官之官階俸給，可累級至相當於總

督府內的局長或州知事。地方法院一般判官及檢察官之官階俸給，可累

級至相當於總督府內的參事官或廳長。 
由於判官及檢察官在官僚體系地位崇高，在社會上普受尊重，加上

優厚俸給，使生活無憂無慮，不必另有他求，這應該是日本司法官極少

貪瀆之物質面的基礎。反觀清朝，承襲傳統中國法制，將司法裁判工作，

委由地方行政首長「知縣」負責。知縣正規的收入，根本不足以養家餬

口，只好向訴訟當事人需索錢財，中飽私囊。[註 246] 
 

   四、裁判公平性： 
 
    一個廉潔的司法官，還要具有專業方面之知識，才能做出符合公平
性的裁判。裁判者事實上在從事一項「神」才能做得好的工作。就被控

告者涉嫌觸犯的罪行，或當事人間的民事紛爭，裁判者都沒有在現場親

眼目睹發生經過，卻必須決定被控者是否有該犯行或原告是否有該犯行

或原告是否有權為該項請求。其判決者如果從周遭客觀環境會不會影響

其中立地追求公平性，就台灣而言，相對的，殖民地司法官對於民事訴

訟案件，有較佳的機會作成公平的裁判。 
雖然判官大多是日本人，其對台灣話的不了解，以及對台灣習慣的

生疏，可能會影響到案件之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但是「行政權」的政

治干預，幾乎不曾發生於民事訴訟案件，當時似無政府要員為私人利益

而關說，因此，民事裁判之公平性，相對提升。[註 24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245]洪壽南，京都帝大畢業，1944年任職於台南地方法院判官。 
[註 246]同註 240，頁 185-187。 
[註 247]同註 240，頁 18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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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近代國家統治秩序的建立： 
 
日本政府為有效地統治台灣這塊殖民地，首先第一要務就是建立近

代國家權威，動用國家所擁有的刑罰權。對於日本想建立近代國家統治

秩序，原本不太被官府權威所支配的台灣社會，自然產生反抗；就在日

本「軍事鎮壓」以及「法律體制」的交相運作下，台灣社會培育出守法

的精神，建立近代的社會秩序。 
 
一、 軍事鎮壓為主時期： 
 
自 1895年至 1902年間，許多台灣的地方豪強以武力反抗表達對新

來政府的不滿，其多少仍屬清代民變延長；日本政權對其亦以軍事鎮壓

為主，司法制裁為輔。後藤新平指出當時約只有四分之一的匪徒是經司

法審判而處死的。但大多數政治犯案件其實係由普通法院而非臨時法院

審理，普通法院在兒玉總督制定了匪徒刑法令之後即嚴厲地處罰武裝抗

日者。1907年至 1916年仍有零星的武裝抗日事件，此時日本統治當局
大多以臨時法院嚴厲處罰反抗日本國家權威。[註 248] 
 
二、 刑事法律體制的運用： 
 
     自一九一四年同化會設立至一九三七年所有台灣人異議團體瓦解
為止。台灣人有史以來第一次以合法的手段反抗政府。在二0年代大多

數受西式教育的台灣人異議份子以承認建立近代國家權威的必要性，但

擬以非武力的方式追求殖民地自治，日本當局相對地改以各式各樣的刑

事法律而非以軍事鎮壓對待之。這些對付政治異議份子的刑事法律，包

括專門為規範政治犯而設的刑事特別法（如治安維持法、治安警察法），

以及為規範普通犯罪者（如妨害公務、搶奪、違警罪），以一九二0年

代後期農民運動為例，其實只約25﹪係以前者為依據加以起訴，且只有

不到1﹪係以法定型最重的治安維持法及不敬罪加以起訴。 

在日治後期對政治犯之處罰相對地較輕於前期，一九三一至一九 

四0年間涉及治安維持法者只有約四分之一被起訴且判刑，徒刑最重 

為有期徒刑十五年。就政治犯的人數而言，臺灣較日本內地或朝鮮為 

少。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間，因為非武力的反抗運動在戰時不得 

進行。臺灣社會又已喪失武力反抗的動力，再加上日本人控制嚴密， 

事實上臺灣島內已幾乎不見公開反對日本政府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248]同註 232，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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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統治當局對普通犯罪的壓制，係於一九0二年國家統治秩序 

鞏固之後，始將其列為施政重心，以謀建立社會秩序。在一九0三年 

至一九0九年之間，臺灣總督府設計出一套由法院制度、犯罪即決制 

度及浮浪者取締制度構成之「犯罪控制體系」。殖民地警察在地方保甲

長協助下擔任犯罪偵查的第一線，所涉嫌之犯罪若屬違警罪、刑度較輕

之賭博或暴行罪、以及刑度較輕之行政規則違反等，可送即決官署，由

警察官逕為審判。若屬於刑事法犯、刑度較重的特別法犯者，則應送由

屬於法院制度的檢察官續行偵查，凡經檢察官起訴者，再由法官為審

判。至於並未涉嫌犯罪，但為地方行政長官認定係無業游民有害公安之

虞者，在經總督之核可後，即送浮浪者收容所強制勞動一至三年。這套

犯罪控制體，一直沿用至日本統治結束。 

日本統治下臺灣的犯罪狀況因之有異於清代臺灣。在國家公權力 

的強力介入下，以欠缺人權保障為代價，清代臺灣社會的三大禍源； 

盜匪、械鬥、民變已逐漸被控制或消弭。以強盜為例，日本政府於統 

治初期鎮壓政治性「土匪」之同時，亦消滅了真正的土匪，自一九一 

六年開始匪徒刑罰令已不再適用，且一直至一九三0年代，每年強盜 

罪案件皆很少。[註249] 

 

三、 近代西方法律思想的薰陶 

 

近代西方法強調處罰平等性，反之，傳統中國法則因犯罪者社 

會階級之不同而有不同的處罰，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的刑事司法，雖 

然在早期有因種族別而產生差別待遇，但是在日治中期及後期，處罰 

平等性已被貫徹，多少使臺灣人比較甘心接受日本政府繁多的處罰性 

規定。 

相對於近代西方法律思潮，傳統中國法律思想較強調嚴刑重罰。日

本統治當局早期亦對政治犯採嚴罰政策，但是自一九二0年代已寬緩其

刑罰。普通犯罪，早期尚有不人道的笞刑，但在一九二一年以後已被廢

除，同時在一九二0年代由法院處理的刑案（屬刑度較重的案件）中，

大多數係科處罰金或罰鍰，且早自一九一0年開始，被宣告的自由刑中

有一半以上其刑度不超過六個月，亦很少宣告最嚴重的死刑。其實日本

人參考近代西方刑事政策，強調「必罰」而非「重罰」，犯罪即決制度

之處理輕微犯罪就似「流刺網」，一網打盡所有犯罪者，然而處理較重

大之犯罪的法院，並未「必起訴」、「必判刑」，自一九一0年不起訴即

超過50％，在一九三0年甚至接近80％，其定罪十分慎重。[註25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249]同註232，頁169。 
[註250]同註232，頁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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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遵法精神之普及 

 

日本統治下臺灣人普遍具有遵法精神，殆為各方所共認，何以在 

清代視法令如無睹的臺灣人，在短短五十年之間有如此大的變化？不容

否認臺灣人之遵法起初係由於其無力反抗日本的國家權威，重要的是臺

灣人逐漸發現日本所帶來的近代化政府及法律體制對他們有好處，例如

過去欠缺由官方有效解決紛爭的途徑，如今則有一個相當可信賴的司法

制度。是以臺灣人只知遵守及接受國家實定法，不管其原本係以統治者

利益為最終之考量，而無從繼受近代西方刑事法的基本精神，亦即不了

解保障個人人權免受國恣意侵犯。[註25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251]同註240，頁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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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對戰後法律發展的影響 
 

日本統治台灣的50年間，就立法之法制而言，是以《六三法》 

為主軸，前期為律令中心主義，後期為敕令中心主義時期。在第三章 

《六三法的意義與性質》中已做扼要的說明。在前期時，日本已將西方

近代化法制配合台灣舊慣，做了適度的發展。西元1923年以後， 

又以敕令為中心主義之原則，將大部分日本本土之法典，使其效力延 

長至台灣。且在1945年之前，業已在台灣被有效執行二十餘年。 

 

壹. 戰後初期法制的承接 

 
一、 法律之延用 
 

1945年10月25日，做為中華民國地方政府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宣稱，中華民國法令自是日起，均適用於台灣。至於原有的日治時期法

令，則「除與中華民國法令及三民主義牴觸以及壓榨箝制台民者外，其

餘法令，如係保護社會一般安寧秩序，確保民眾權益，及純屬事務性質

者，業經布告周知，暫仍有效。」[註252]一年後的1946年10月25日起，

日本原施行於台灣的法令仍保留236種法令；爾後台灣所有的公私法如

為中華民國法所未規定，准於原日治時期法令許可之範圍內，暫依慣例

辦理。[註253] 

從表面上看，施行於台灣的國家法律，自1945年起已絕大多數或

全部是中華民國法；但實質上原有的日本法仍大多被保存。這是因為新

來的中華民國政府，於其尚未統治台灣之前，即以台灣「舊有」的戰前

日本法為仿效對象。經日本統治的台灣人，因此能透過深受日本影響的

中華民國法，繼續繼受近代西方法，不因政權之轉替而受干擾；雖不容

諱言的，日本法典或中華民國法典其實都具「外來」的性格，皆非自始

係為台灣社會而量身打造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252]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佈告，署法字第 36號。《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

1卷 6期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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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53]《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台灣省參議會第二次大會－台北 1946，
頁 285。 

二、 司法設施繼受 

 

日本人在1945年離去時，為台灣的司法留下許多的法院建築。於

1947年，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曾表示：「普設法院使全國各縣司法完全

脫離行政而獨立，又屬司法建設中最艱鉅之工作」，蓋「全國之尚未設

有第一審法院者，凡1,354縣」。[註254]然而在台灣需要做的，只是將高

等法院、已普遍分布全島的地方法院及其分院和監獄等建築物的招牌換

一換，且在法院內為必要的改組，以配合中華民國司法制度。今天，在

中華民國司法制度中為最高權威機關的司法院，正坐落於原台灣總督府

高等法院－日治時期台灣的最終審法院－的建築內。今天的台灣高等法

院，也同樣用著原台灣總督府台北地方法院的辦公處所。[註255] 

 

貳. 殖民色彩依然未變 

 
一、 特別法域之重現 

 
當民國34年中華民國準備接收台灣時，遇到一個日本50年前就曾

面對過的困擾；如何將台灣統合於整個國家之內？究竟應視台灣為一個

特別法制的地域，或視同一般普通行政區域？最後跟1896年時的日本

一樣，偏向於採取前者，亦即由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以「委託行使」的方

式，賦予台灣在地政府「較大之權力」。台灣的政治結構，因而大幅逆

轉重回50年前的那套統治架構，不一樣的只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是「南

京」而非「東京」。就一如日治時期般，台灣被定位為一國之內的某個

特別地域，成為新的「台灣總督」的台灣省行政長官，由中央任命。政

府亦表示台灣之做為特別地域，僅是過渡性的措施。政府也曾宣稱新制

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將不立刻施行於台灣[註256]，後來因發生二二八事

件基於各種因素的考慮，故仍將新憲法施行範圍涵蓋台灣，但也充分說

明台灣之為中國（中華民國）的一部分，是具有特殊性格的。 

 

二、司法人員之配置 

 
1945年日本離開台灣後，日人遣送回國，所以沒有為台灣留下法院

的司法人員。其實，新來的統治者，原本就計畫從中國內地派員填補日

籍司法人員遺留的空缺但戰後之初，自內地來台之司法人員僅數人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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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54]同註240，頁391。 

[註255]同註240，頁391。 

[註256]王泰升引用1948年上海出版之江慕雲所著《為台灣說語》，有深入的說明。 
已。[註257]為了辦妥法院接收工作，政府指派各地方法院原有之台灣人

判官為各該法院法官兼代行院長職，但接收完畢後即免去首長的兼職。

此外，來台接收人員也遴選幾位台灣人辯護士，擔任司法官之職。[註258]

由於日本人的差別待遇，台灣人習法者雖為數頗多，但任職司法官者相

對的較少，受日本法學教育的原台灣人，因此僅有少數得直接以曾任日

本司法官資歷，成為新政權的司法官。政府在其對二二八事件的鎮壓行

動中，又有許多於日治時期曾擔任法官或律師的原台灣人法界精英，死

於非命。[註259]這使得受日本影響的原台灣人法律專家，於人數上更為

減少。 

最關鍵的是1949年之後，有大批中國內地司法人員，隨中華民國

中央政府移居台灣，填補了原有空缺。 

且於經歷二二八事件後，益發對原台灣人心存戒心。就如同日本統

治者，對於台灣人能否以「天皇的忠實臣民」的態度執行國家法律，仍

存疑慮。國民黨政府，也不太放心讓對「黨國」忠貞度尚不明的原台灣

人掌理司法（特別是當司法被視為是有力的統治工具）。根據一份1965

年的報告，在國府治台20年之後，台灣司法人員中，具有最高文官資

格的「簡任」者，計16人，當中竟沒有一位是原台灣人，全部皆甫自

中國內地來台的外省族群。因此，雖然許多日本時代的法規範，於戰後

並未做實質的改變，但執行這些法規範之人，已很少是受戰前台灣司法

文化影響者。 

 

三、一般犯罪之懲治 
 

關於犯罪控制的日本式制度，有些仍留存於台灣。台灣殖民地犯罪

控制體系中重要一環的警察官署犯罪即決制，雖未直接為政府所承接，

不過中華民國法制內早已存在原仿效自日本的「違警罰法」，亦即對於

輕微的違法行為「違警行為」，不經司法的程序，而由警察官署以即決

之手續迅予處分，科以拘留、罰鍰、罰役、申誡等處罰。[註 26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257]同註240，頁392。引用楊鵬<戰時司法紀要>之資料。 

[註258]同註240，頁392。引用楊鵬資料:日治時期的台灣人辯護士，准許於國治

時期繼續執行律師業務，但須向法院為登記。 

[註259]同註240，頁392，王泰升引用向山寬夫的資料，參見《日本統治に於ける台

灣民族運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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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60]同註240，頁396引用錢定宇，＜中國違警罰法總論＞: 中華民國的「違警

罰法」相當於日本內地的「違警罪即決例」。 

 

1980年中華民國大法官會議解釋第166號，認為違警罰法之規定得

由警察官署為拘留、罰役的裁決，已違反憲法第8條所規定的人民身體

之自由，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然而，政府繼續實施違警

罰法，台灣人自日治時期已習於這種不經法院逕由警察機關拘束人身自

由的制度。另一個由日本在台統治當局發展出的特殊的犯罪控制手段－

浮浪者取締制度，則為國民黨政權所繼續援用，僅更名為「檢肅流氓辦

法」。按政府統治中國時原無此項制度，迨其統治台灣後始擷取自前任

（日本）統治者的經驗。 

 

參 民事法制之受益 
 
一、 不動產權利登記 
 

日本人所遺留之完整的全台不動產權利登記，對於中華民國民法物

權編的順利實施，貢獻良多。依中華民國民法及土地法之規定，不動產

物權的得喪變更，原則上必須經過向官府辦理登記始發生法律效力，且

任何人相信官府土地登記簿上之記載，而與登記簿上權利人進行交易

時，將可受到法律的保障。倘若政府根本未進行土地登記，則這套登記

生效、登記具有公信力的法制度，如何付諸實行呢？又倘若政府土地登

記簿上記載殘缺、過時，則這樣的登記制度不知會引發多少因形式與實

質不符所生的民事紛爭。當政府來統治台灣時，其絲毫不必擔心上述問

題，因為日本人在台灣早已做好詳實的不動產權利登記。 
 
二、 身分法 
 
大體而言，中華民國民法典親屬繼承編之規定，較戰前日本民法典

內相關規定，接近近代西方法，但很少能夠在中國貫徹執行。日本統治

當局恰巧不在台灣施行較少西方化的日本民法親屬繼承編，其所適用的

台灣人親屬繼承習慣法，固然仍以傳統中國法律觀為本，但亦已引進不

少西方個人自由、平等的法律觀念。待政府至台灣時，其原本較弱的執

法能力問題，正好可藉日本已遺留相當普及的法院，使人們更易於提起

身分訴訟，頗利於中華民國民法內既有的西方式身分法觀念（例如承認

女子繼承權）的推行。[註26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261]同註240，頁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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