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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司法人才養成背景的日本因素

＊

劉恆妏 ＊＊

摘要
由於臺灣特殊的歷史經驗，在「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
（或連續兩次「內
地化」）的脈絡下，日本法對戰後臺灣司法的直接影響，已逐漸淡去。撫今追
昔，在時間長河的淘選篩撿下，儘管在法律現代化的過程中，各種制度組織更
迭、法典規範變動，透過司法人事，依然能在戰後臺灣的司法裡，觀察到日本
因素帶來的複雜影響。
本文嘗試在法規面外，以人才養成的背景為核心，以例示的方式，透過具
指標性意義的大法官與司法首長人選，觀察不同世代、不同地區出身，參與司
法活動的法律人們，在個人成長以及法律專業學習的受教育過程中，是以何種
方式、如何地受到日本教育或日本法的影響。在戰後臺灣新生世代主導臺灣司
法之前，參與戰後臺灣司法活動的老一輩法律人們，有的是前日本帝國殖民地 /
外地 / 佔領地人民（臺灣 / 滿洲國 / 中國沿海省分等地）
，有的則是以前日本帝國
鄰國，甚或是敵國人民的角色成長。分析各種背景中蘊含的複雜的日本因素，
以及交纏於其中的國籍、省籍與黨籍等因素，對戰後臺灣司法產生之影響。

關鍵詞：臺灣、司法官、法律專業社群、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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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曾為戰前日本殖民地，日本殖民臺灣五十年，對臺灣司法帶來
了深遠的影響，對此，臺灣學界如王泰升教授，已有相關之專著。1 而
在日本對戰後臺灣法律或臺灣法律文化的影響方面，亦有重要之研究成
果。2 至於戰後臺灣的司法人員部分，筆者曾以專文探討。3 本文擬進一步
透過司法人才養成的背景，尤其是具指標性意義的大法官與司法首長人
選，來探討戰後臺灣司法的日本因素。
臺灣司法裡的日本因素，最具體的，莫過於財產面接收財產設備、
檔案卷宗，制度面沿用法規制度，以及人事面對司法人員的影響。
在財產設備方面，最直接的部分，即為戰後初期國民政府接收、因
襲了日本在臺灣的各項基礎司法設施，再予以改造變化。包括法院廳舍
建築設施暨家俱用品、法院預算存款餘額、贓物庫等不動產、動產與案
件卷冊。例如，今日中央五院之一的司法院，設址於「司法大廈」，即
為原日治臺灣總督府高等法院、檢察局所在建築。戰前日治各地法院
之不動產、動產各項財產、案件目錄清冊、明細分類，一般皆認相當

1

王泰升，《 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 》
（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9 ）。
2

王泰升，〈 臺灣戰後初期的政權轉替與法律體系的承接（1945–1949 ）〉，收於王
泰升著，《 臺灣法的斷裂與連續 》
（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 ）
，頁 1–110；
王泰升，〈 臺灣法律文化中的日本因素：以司法層面為例 〉
，《 政大法學評論 》95
，頁 55–89。
（2007 年 2 月）

3

劉恆妏，
：人事、語言與文化的轉換〉
，《臺
〈戰後初期臺灣司法接收（1945–1949 ）
灣史研究 》17：4（2010 年 12 月）
，頁 33–80；劉恆妏，〈戰後臺灣司法人之研究：
以司法官訓練所文化為主的觀察〉
，《思與言》40：1（2002 年 3 月）
，頁 125–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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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保管確實，除因轟炸燬壞不能使用者外，其餘部分，在接收後，
即修葺後分由各單位繼續使用。4 在不動產方面，依 1945 年 11 月 1 日原高
等法院會計主任岩埼吉之柱與原高等法院書記長永澤貴人署名呈交之
「原高等法院不動產目錄」，國民政府自原日治高等法院接收了房舍計

76 棟，土地基地面積達 10.9123 甲。5 在接收款項上，國民政府接收了原
日治高等法院存在日本銀行臺北代理店（ 當時國庫 ）昭和 20 年度之預算
餘額，依「臺灣高等法院接收原高等法院預算餘額報告表」，金額合計

434,877.09 元。此筆款項後經司法行政部指令表示「據呈原接收之預算
餘額存款，業經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擬抵本院經費，准予備查由」，從
報告表中可知，戰後負責接收的臺灣高等法院，以此接收款項，專款撥
付支用維持了 4 個月的經費。6
而在原留舊案方面，國民政府亦接收各項民、刑事、公證等卷證文
書及統計清冊。7 但依高院 1947 年報告，舊案大致均依 1946 年 1 月 16 日
《 臺灣法院接收民事事件處理條例 》與《 臺灣法院接收刑事事件處理條
例 》為處理，如有疑義，則由高院隨時轉請解釋。這類舊案，均仰賴本
省推事辦理。8

4

1946 年（ 民國 35 年 ）8 月 14 日臺灣高等法院呈 發文呈總字第一七四四號。參
見《 臺灣高院接收原高院情形卷（1946 年 ）》
，「司法行政部檔案」
（ 臺北：國史館
藏）
，檔號：151_3243。

5
6

《臺灣高院接收原高院情形卷（1946 年）
》
，
「司法行政部檔案」
，檔號：151_3243。
司法行政部指令 中華民國 35 年 11 月 5 日

京指總字第一三八三四號。參見《 臺

灣高院接收原高院情形卷（1946 年）
》
，
「司法行政部檔案」
，檔號：151_3243。
7

有關全臺接收之舊案數量等，參見王泰升，〈 臺灣戰後初期的政權轉替與法律體
系的承接（1945–1949 ）
〉
，頁 93–98。

8

而在檢察處方面，1947 年報告指出，當時高院檢察處所處理案件，屬第一審者，
在 1947 年 5 月 15 日前，多漢奸案件；5 月 16 日後，則多內亂案件。屬第二審者，
大多為竊盜案，幾乎佔 70%。承接日治舊刑案業務，主要似為竊盜案件。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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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規制度方面，由於政權轉替，國民政府於 1945 年 11 月 3 日，以
長官公署署法字第 36 號佈告表示自接收日起，「民國一切法令均通用於
臺灣，必要時得制頒暫行法規。日本佔領時代之法令，除壓搾箝制臺民
牴觸三民主義及民國法令者，應悉予廢止外，其餘暫行有效，視事實之
9
需要，逐漸修正之」
。 長官公署大規模廢止日本時代法令，除隔年表示因

實際需要所暫准援用的 236 種外，其餘 2600 餘種均於 1946 年 10 月 25 日
起廢止。今後一切公私行為，均以中華民國及臺灣省現有法令為依據，
其為現行法令所未規定者，准於原有法令許可之範圍內，暫依慣例辦理
等云云。10 乍看之下，依署法字第 36 號佈告，國民政府大規模廢止原本
日治法令，將對人民生活造成重大的衝擊，但就法律之實質內涵而言，
由於清末民初中國的西方法化受到日本明治維新經驗的影響，戰前中華
民國在制度設計與用語概念上與日本法制十分近似，11 除部分特殊制度

《全國司法行政檢討會議臺灣高院檢工作報告卷（1947 年）
》
，
「司法行政部檔案」
，
檔號：151_465。
9

臺灣新生報社編，《臺灣年鑑》
，頁 E8。
（臺北：編者，1947 ）

10

臺灣新生報社編，《臺灣年鑑》
，頁 E101∼E16。

11

中華民國民法條文諸多法律用語與概念，如「權利能力」
、「禁治產」
、「成年」
、「未
成年」
、「消滅時效」等，受到日本影響，多所襲用日本民法內日文漢字之用法。對
中國法學在繼受初期以日本創造之新詞為基礎的相關研究，參見李貴連，〈中國近
現代法學的百年歷程（1840–1949 年）
〉
，收於蘇力等主編，《20 世紀的中國：學術
與社會（法學卷）
》
（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 ）
，頁 214–246。惟如未受日本影
響，有可能會有怎樣的表現方式呢？筆者近期偶然在一本早期荷蘭民法中譯本（年
代不詳，或為 19 世紀）裡，見到類似的西方民法概念，被以「享受及禁止享受民法
所列各權」
、「禁止其料理私務」
、「弱冠」
、「已冠」
、「例准援免」等用語翻譯呈現，
更反向對照出中華民國民法確實受到日本民法影響之特性。見《民律》
（荷蘭民法
中譯本）
，出處及年代不詳，典藏於荷蘭萊登大學漢學院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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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12 實質的差異並不劇烈。惟所用語文分屬中文與日文，仍有轉譯之必
要。因此，在戰後初期，語言轉換成為法院接收工作的一大重點。
在司法人事方面，因為整個殖民體系對臺灣人在教育與任用上的差
別待遇，造成日治時期臺灣法院的司法官，以日人佔絕對多數。13 以 1943
年為例，臺灣總督府法院 66 位判官，僅 6 或 7 位（約 1 成）為臺人，而 33
位檢察官中，無一是臺人。14 在被稱為「在野法曹」的律師（辯護士）部
分，1945 年全臺灣有 109 位辯護士，其中日本人 63 名，臺灣人 46 名。15
隨著日本戰敗，政權移轉，情勢有了重大轉變。由於戰後初期的執
政當局推行去日本化政策，在臺灣的日本人，除特殊情形留用者外，一
律遣返。在接收初期，政府大量運用在地人來填補法院人事空缺；1946
年，臺灣省籍之推檢比例約佔 50％，而 1947 年，臺灣人在司法人員中
約佔 40% 強。其後，隨著政治情勢改變，國民黨政權失掉大陸，中央政
府遷臺，隨之而來的，是大量來自中國各省的外省司法人員。
然而，不可諱言的，經過八年的中日戰爭，戰後隨著政府由中國各
個不同省分遷徙來臺的「外省人」，尤其是中國沿海一帶受日本佔領地
區的省分人民，視「日本」為敵國，長期抗日救國，因為戰爭而離鄉背
井、顛沛流離，甚至放棄學業，加入青年軍行伍。16 戰後來到臺灣，面

12

如在物權法上，中華民國民法之「典權」制度與日本民法的「不動產質」即有差
異。參見劉恆妏，〈 臺灣法律史上國家法律體系對民間習慣規範之介入：以臺灣
「典」規範之變遷為例〉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
。

13

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
，頁 175–178。

14

劉恆妏，〈 日治與國治政權交替前後臺籍法律人之研究：以取得終戰前之日本
法曹資格者為中心 〉，收於林山田教授退休祝賀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戰鬥的
法律人：林山田教授退休祝賀論文集 》
（ 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4 ），頁

15

587–637。
楊鵬，《臺灣司法接收報告書》
，頁 15。
（臺北：出版者不詳，1956 ）

16

例如李學燈、史錫恩、李志鵬大法官等，參見司法院編，《大法官釋憲史料》
（臺
北：司法院，1998 ）
，頁 131–133、177–179、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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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剛被拿掉「日本人」身分，脫離日本統治，充滿濃厚日本習氣的臺灣
社會，自然是另一種複雜情緒。在「去奴化」
（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
的基本政策下，不同文化、不同地區的人民在臺灣相處、求生存，產生
了此消彼長的效應。目前仍無法獲悉司法體系內歷年各省籍人數變動
之確切情形，然如依接收 10 年之後，1955 年的資料來看，籍貫臺灣省
的員工人數，佔高等法院以下各機關全體職員人數的 18.2%；在推檢部
分，則約佔 5％。可見籍貫臺灣省者，在戰後初期臺灣司法人事中之比
重，呈現大幅下滑趨勢，且人事異動頻仍，流動性極高。17 在律師的部
分，由於戰前日本辯護士資格走菁英路線，考取不易，接收初期，日本
辯護士遣返，而獲國民政府承認為律師的臺灣籍之辯護士，約百餘人。

1949 年之後，隨著政府遷臺，各省民眾大量移民臺灣，加上戰前中國
尚未以考試授予律師資格，僅需以學、經歷檢覈即可，在律師資格取得
的規定上，難度較低，人數眾多。使得外省族群的律師，在戰後臺灣的
律師專門職業團體中，逐漸呈現多數。18
整體而言，隨著接收物資的逐漸用盡，與舊案的逐漸了結、制度
的修正改易，日本因素在戰後臺灣司法財產與制度層面之影響，日漸
減退。因此，本文想探究的是，隨著不同出身、不同世代司法人事的
遞移，日本因素如何影響了戰後的臺灣司法？本文擬從戰後臺灣司法人
才養成的不同背景，來分析日本因素的影響。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大
法官」負責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19 在司法體系中，

17

有關日籍司法人員之解職與遣返，參見劉恆妏，〈戰後初期臺灣司法接收（1945–

1949 ）：人事、語言與文化的轉換〉，頁 43–68。
18

劉恆妏，〈從知識繼受與學科定位論百年來臺灣法學教育之變遷〉
（臺北：國立臺
灣大學法律學系博士論文，2005 ）
，頁 160–169、232–240。

19

參見《中華民國憲法》第 78、79 條。而根據 2005 修憲之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新增了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兩種
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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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崇高的地位。而大法官的選任資格，則是依據司法院組織法第 4 條
之規定，由資深之法學教授、法官與立委等五種資格之法學菁英中選
拔。20 而掌理司法院或法務部（前司法行政部）的司法首長，則攸關司法
政策之推動，亦為司法界值得注意之重要位置。由於時間與精力的限
制，本文擬透過具指標性意義的大法官與司法首長人選來觀察。
此外，必須說明的是，戰後臺灣，由於遷臺的國民黨政權對繼續代
表大中國「法統」的堅持，以《 戶籍法 》上的「本籍」作為人民身分認定
及登記之一項重要指標，維持著人民過去在中國各省分為單位的籍貫區
分，進行籍別類屬之分類。在 1992 年立法院修正《 戶籍法 》，改「本籍」
登記為「出生地」登記之前，身分證上的「籍貫」，可以說是戰後臺灣省
人民個人身分的基本標誌之一。這項標記，在戰後臺灣的政治制度運作
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成為一種人群區劃與資源分配的重要標準，並建
構出戰後臺灣新的族群意識與族群分類。21 本文擬借用此項指標，來分
析至少在 1990 年代之前可清楚被指涉出的群體，探究其所代表的不同
背景出身的臺灣司法人才情況。

20

《 司法院組織法 》第 4 條：「大法官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一、曾任最高法院法官
十年以上而成績卓著者。二、曾任立法委員九年以上而有特殊貢獻者。三、曾任
大學法律主要科目教授十年以上而有專門著作者。四、曾任國際法庭法官或有公
法學或比較法學之權威著作者。五、研究法學，富有政治經驗，聲譽卓著者。具
有前項任何一款資格之大法官，其人數不得超過總名額三分之一。」

21

1992 年立法院刪除《 戶籍法 》有關「本籍」規定之修法理由為「為根本解決省籍問
題，進一步避免地域偏狹觀念，加強國家認同，爰刪除戶籍法中有關本籍規定之
相關條文。」而有關「本籍」規定轉變之原委以及其對臺灣社會、族群意識帶來之
影響，參見王甫昌，〈 由「中國省籍」到「臺灣族群」：戶口普查籍別類屬轉變之
分析〉
，《臺灣社會學》9（2005 年 6 月）
，頁 5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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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過日式教育 / 日式法學教育者

在戰後臺灣司法人員的養成過程中，受到日本影響最深的，莫過於
此前受過日本式教育甚至受過日式法學教育者。此類人員，又可區分為
以下幾種進行觀察。

（一）戰前受過日式法學教育者
戰前在日本（ 或日本殖民地、佔領地等 ）受過日式法學教育者，除
了以「前日本殖民地」人民（ 戰前日本帝國「本島人」）身分求學的臺灣
人之外，主要還有來自中國（清國、中華民國）的留學生。
從戰前臺灣人接受日本法學教育的面向觀察，由於整個臺灣殖民地
教育歧視臺灣人學生，在 1928 年臺北帝大成立之前，即有不少臺灣人
赴日攻讀法政科系，亦有取得法學碩士甚至法學博士者。臺北帝大成立
之後，赴日之風未曾稍減。直至日本統治末期，臺灣已有 658 萬人口，
九成以上為臺灣人（ 本島人 ）。22 島上唯一的法政高等教育機構——臺北
帝國大學政學科，僅有 40 餘位臺灣人法政畢業生。23 而光是二次戰前在

22

1943 年臺灣人口統計總人口為 6,585,841 人，其中日本人（內地人）為 397,090 人，
僅佔 6%。參見〈 臺灣五十年來統計戶口調查：表 49–2 歷年全省戶口（ 人口 ）〉，
收於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 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1894–1945 ）》
（ 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1946 ），下載日期： 2004 年 8 月 10 日，網址：

23

http://twstudy.iis.sinica.edu.tw/twstatistic50/Pop.htm。
有關文政學部政學科學生組成的研究，參見陳昭如、傅家興，〈 文政學部：政學
科簡介〉
，《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 年 4 月）
，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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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東京帝大」攻讀法政畢業之臺人， 即與本島所培育出之臺灣法政人才

人數，約略相當。過去學者就專科以上留日臺灣學生統計，認為以「習
25
醫者為最，平均約佔五分之二以上，其次，法科約五分之一」
， 習法者

為數不少。其中，根據目前尚不完整之統計，至少有近百人通過日本高
等文官考試，進入日本官僚體系或是法律專業體系。26
此外，由於地緣接近以及嚮往日本明治維新之成效，當其時，日本
一直是東亞近代知識的重要傳播管道，也成為清末民初中國留學生的重
要選擇。中國留學生赴日本求學者眾多，而留日學法政，在「留學畢業
生獎勵出身」等結合學歷（ 學力 ）與功名，給予新式教育體系為官的出
路保證鼓勵下，更成為清末科舉取士制度取消後，有識之士追求仕宦的

24

據《 東京帝國大學一覽 》
、《 東京大學要覽 》歷年學籍資料的紀錄顯示，臺灣出身
的學生，在東大大學部各部之中，法學部的學生人數相對上是最多的，只有 1942
年度的醫學院學生人數超過該學部。依目前資料所見，1919 年 4 月 1 日進入東大
法學部政治學科的蔡伯汾、劉明朝兩人，可能是最早就讀東大的臺灣人學生。法
學部之臺灣人學生自 1919 年起至 1942 學年度為止，至少有蔡伯汾等 39 人（ 法律
學科有呂阿墉等 27 人，政治學科為蔡伯汾等 12 人）
。而繼續就讀大學院且以法學
為研究題目者，則有呂阿墉等 8 人。此外，經濟學部有朱昭陽等 13 人，研究所階
段之大學院，計有呂阿墉等 14 人（ 其中 8 人之研究題目屬法學領域 ）
。參見東京
帝國大學，《 東京帝國大學一覽 》歷年版。轉引自黃紹恆，〈張漢裕教授學術源流
考〉
，收於吳聰敏編，《 張漢裕教授紀念研討會論文集 》
（ 臺北：臺北經濟研究學
術基金會，2001 ）
，頁 236–239。

25

吳文星，《 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 》
（臺北：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992 ），頁 109–110、121。
26

劉恆妏，〈 日治與國治政權交替前後臺籍法律人之研究：以取得終戰前之日本法
曹資格者為中心 〉
，頁 588–594；劉恆妏，〈日治臺人不能念法政？：日治時期臺
灣法政教育初探〉
，發表於臺大法律學研究所基礎法學組主辦，「第四屆臺大基礎
法學復活節」
，2001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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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替代選項，27 中國社會甚至流傳「科舉停辦，日本為我國一大貢院」
的說法。28 其後，雖然因官方政策轉向限制，留日學潮明顯消退，中國
留學生的出國目標逐漸轉以英、美、法、德等國為主。然至 1937 年蘆
溝橋事變，中國全面召回留日學生止，29 據學者保守推估，民國時期中
國留日學生總人數，至少可能達 5 萬人。30 另據統計，1901–1939 年間，
於日本各校完成學業，取得畢業證書之中國留學生，至少有 11,966 人。31
（1 ）戰後籍貫為臺灣省之「本省人」32

以戰後臺灣司法界在制度設計上地位最崇高、掌握釋憲權的大法官
為例，第一至五屆人選之提名、任命，係在全中國省籍 / 省區的內部分

27

相關論述參見劉恆妏，〈從知識繼受與學科定位論百年來臺灣法學教育之變遷〉
，
頁 127–130；劉恆妏，〈「以學干祿」的污名：清末廢科舉對近代中國法學教育之
影響〉
，《法制史研究》18（2010 年 12 月）
，頁 135–170。

28

張元濟，〈議改良留學日本辦法〉
（1906 年）
，收於張元濟，《張元濟詩文》
（北京：
商務印書館，1986 ）
，頁 136。轉引自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
（廣州：廣東教育
出版社，2000 ）
，頁 388。

29

實藤惠秀著、潭汝謙等譯，《 中國人留學日本史（ 增補版 ）》
（ 北京：三聯書店，

1983 ），頁 117–118。
30

日華學會在 1939 年之《 日華學會二十年史 》推估中國留日學生總數，超過 10 萬
人。而 1955 年，郭沫若在早稻田大學以〈 中日文化之交流 〉為題演講時，個人
推估留學生人數約有 30 萬人。然依實藤惠秀掌握之數據保守推估，認為至少應
有 5 萬人。參見實藤惠秀著，潭汝謙等譯，《 中國人留學日本史（ 增補版 ）》，頁

31

38–39、117–119。
實藤惠秀著、潭汝謙等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增補版）
》
，頁 112–116。

32

為方便起見，本文所稱籍貫「臺灣省」，包括 1967 年起升格為直轄市的「臺北
市」
、1979 年升格為直轄市的「高雄市」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
署以「省分本位」對全省公務人員的籍貫進行統計時，作出簡化，大分為「本省
籍」
、「外省籍」及「外國籍」
（或「本省人」
、「外省人」
、「外國人」）三大類。直接
將各省籍人士統整認定為非臺灣「本省人」的「外省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在統計中，國民政府對臺灣「本省人」的籍別分類也相當武斷，取消了「平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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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考量下進行。33 至 1994 年第六屆大法官提名，或因籍貫規定已廢，已
不再以「籍貫」作為審查原則。34 其後，於 2003 年起，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五條提名之大法官，由 17 人改為 15 人，且已不分屆次，亦不再以「籍
貫」作為審查原則。除少數幾位外，多數屬於戰後出生於臺灣的新一
代，因而非為本文討論重點。
歷年來，雖然籍貫登記為「臺灣省」
（ 包括臺北市、高雄市 ）之人
口，約佔臺灣總人口八成以上，但於第一屆至第五屆，以本省籍而獲
得總統提名的大法官，人數不多，在早期每屆 17 人的名額裡，佔 1–3
名。35 而獲得層峰青睞之人才，多屬於在戰前日本帝國轄下，以殖民地

類屬的決定。參見王甫昌，〈 由「中國省籍」到「臺灣族群」：戶口普查籍別類屬
轉變之分析〉
，頁 75–76。
33

以第五屆為例，依 1985 年 6 月 10 日第五屆大法官遴選甄審小組第一次 ( 預備會議 )
紀錄，決議通過「第五屆大法官遴審作業計畫」之審核原則：「（ 一 ）年齡：以九
年任滿後不超過七十五歲為原則（ 即現年不超過六十六歲 ）
，惟連任者可酌予放
寬。
（ 二 ）籍貫：除臺、閩外，每一省區以不超過一人為原則。
（ 三 ）性別：女性
至少一人，如有適當人選，可酌增一人。
（ 四 ）適用條款：適用前述法定積極資
格任一款人數，不得超過總名額三分之一。
（ 五 ）學識及見解。
（ 六 ）健康狀況。
（七）現職。
（八）風評。
（九）留任人數：現任大法官中留任人數之考慮。」
。參見
《卸任總統後：第五屆大法官遴選資料》
，
「嚴家淦總統文物」
（臺北：國史館藏）
，
典藏號：006–010901–00006–002，入藏登錄號：006000000487A。

34

獲提名的 16 人中，有 12 人依個人傳略可判斷為此前省籍標記「臺灣」者，其餘 4
位則分別為劉鐵錚（ 河北 ）
、吳庚（ 廣東 ）
、施文森（ 江蘇 ）
、董翔飛（ 江蘇 ）
，非
但籍貫「臺灣」者不限於 3 人，籍貫「江蘇」者也不限 1 人，提名至 2 人。參見司法
院，《大法官釋憲史料》
，頁 187–217。

35

第五屆大法官提名審查作業幕僚，為甄選小組整理出歷屆大法官的資料，並特
別標示臺籍任命情況。自第一屆起，臺籍均為一名。1972 年 7 月 13 日遞補陳世榮
（ 臺灣 ）
、翁岳生（ 臺灣 ）
，此為大法官中臺籍者出現二人之開始；而 1976 年 9 月

17 日第四屆之提名，翁岳生、陳世榮、洪遜欣為臺籍，是為大法官中臺籍占有三
人之首次。參見〈政府來臺後歷任大法官提名節略〉
，收於《卸任總統後：第五屆
大法官遴選資料 》
，「嚴家淦總統文物」
，典藏號：006–010901–00006–010，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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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島人」身分接受完整日式法學教育，甚至在戰前日本帝國從事司法
工作，具司法實務經驗者。

1952 年，首位以省籍「臺灣」之身分獲總統提名任命為第一任大法
官的蔡章麟（1908–1988 ），於 1932 年取得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法
律學科法學碩士，歷任日本青森、神戶、大阪等地方判事、大阪地方裁
判所所長。36
其後，分別於 1958、1967 年任第二、三屆大法官的黃演渥（1902–

1971 ）為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戰前於臺北、嘉義、臺南地方
法院任判事；37 1971 年提名遞補第三屆之戴炎輝（1909–1992 ）則為日本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戰前在臺灣擔任辯護士；381972 年遞補第三
屆之陳世榮（1918–1992 ）為東北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39 而第四屆大法
官洪遜欣（1914–1981 ），為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法律學科畢業，曾
任廣島、東京、岡山等地法院判事。40 諸位均曾在戰前日本受過完整之
法學教育，甚至大多通過高等文官考試，取得高等文官司法官或辯護士
資格，在戰前日本帝國領域內從事司法實務工作。
可見，在官方文件標示籍貫「臺灣」的大法官選拔考量上，完整的
戰前日本法學訓練所獲得的「學識及見解」，事實上受到甄審小組及總
統的肯定，成為第一至四屆臺籍大法官掄才的指標性規格。至同屬臺籍

登錄號：006000000487A。第五屆之提名，亦維持臺籍三名的規格，提名翁岳生
（臺灣）
、楊日然（臺灣）
、陳瑞堂（臺灣）三位。自第六屆起，方打破此項省籍考
量。
36

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史料》
，頁 115–116

37

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史料》
，頁 125。

38

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史料》
，頁 83–85。

39

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史料》
，頁 141。

40

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史料》
，頁 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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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留德法學博士翁岳生，於 1971 年以臺大法學教授資格補提名為第三
屆大法官，才出現新的規格。
如觀察掌握司法行政實權的司法院長與司法行政部 / 法務部長，戰
後歷任司法院長、副院長，多數非為臺灣本省人。1990 年代之前的司
法首長，僅有曾任大法官的戴炎輝以及洪壽南（1912–1997 ）兩人，戴
於 1972 、 1977 年分別成為首任臺籍司法院副院長及院長，而洪則於

1979 年擔任司法院副院長。戴之學經歷已如前述，洪壽南則為日本京
都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曾任京都地方裁判所判事、總督府臺南地方法
院判官。41 兩人之學經歷各方面表現，與前述籍貫臺灣省而獲提名為大
法官所要求的資格相當。
值得注意的是，戰後國民政府乃至中華民國政府，除了對「反共抗
俄」的意識型態堅持外，亦透過強調「八年對日抗戰」等仇日歷史，來
鞏固大中華的民族精神基調。整體而言，在「去奴化」
（ 去日本化 ）與
「再中國化」的基本政策下，臺灣本地的法律人才面臨了一種「人才否
定」的困境，42 以「臺人受到日人奴化教育」作為理由，政府選擇捨近求
遠地略去本地人才，甚至以降格以求的方式，大量安置、進用外地人
才，在掌握人事任用權的政府強力主導下，戰後籍貫臺灣省的司法人員
被邊緣化，臺灣各級法院的司法體制，至少在人事層面上，已逐漸由日
式體制，轉型為以籍貫為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省分之外省籍
人事為主的中式體制。43

41

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史料》
，頁 101–103。

42

曾文亮、王泰升，〈被併吞的滋味：戰後初期臺灣在地法律人才的處境與遭遇〉
，
《臺灣史研究》14：2（2007 年 6 月）
，頁 89–160。

43

例如，在「二二八事變」之後，由於在南京的中央政府無法順利調派具司法官資
格者來臺，司法行政部部長與銓敘部商議，權宜適用《 邊遠省分公務員任用資格
暫行條例》
，允許行政機關違背《法院組織法》
，降低任用資格。司法行政部一口
氣派令 20 多位來自中國內地，未經司法官考試、無任用資格的推檢來臺。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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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臺灣「去日本」
、「去殖民」的過程，並未帶來在地化、本土
化，不過，至少在形式上，當時的接收者並未以「殖民協力者」或「臺奸」
等方式，全面系統性地排除、整肅所有曾在日本殖民政府任職的臺灣省
籍人士，否定其專業。而是以權宜方式，在加入政黨或吸納入派系，具
一定政治上信任關係的情形下，拔擢這些具備法律專業的臺籍法律人，
授予其職位。截至目前為止，國民黨與戰後臺灣司法之關係，仍是一個
尚待研究的主題。個別法官與政黨的關係如何並不十分明確，但一般皆
認為擔任法官未必需要具備國民黨黨員之資格，但唯有入黨成為「同志」
之後，才會受到提拔，想要擔任庭長以上之行政職，通常會要求必須加
入國民黨。 44 在指標性的籍貫「臺灣」的大法官人選條件設定上，尤其能
看到這樣不以「奴化」貶抑，反而尊崇其過去在日本統治時代所具備之學
經歷與法律專業表現，稱許其具一定「學識及見解」的情況。
（2 ）戰後籍貫遼北、遼寧省（東北區）者

另有一類比較特殊者，是戰後籍貫為東北地區遼北或遼寧省出身
者。早年，在官方所稱「偽滿洲國」底下，接受日式的法學教育。在大

劉恆妏，〈戰後初期臺灣司法接收（1945–1949 ）
：人事、語言與文化的轉換〉
，頁
44

57–58、75–76。
據黃綠星庭長之回憶，在那個時代，擔任公務員不加入國民黨是很不容易的事。
公務員職務的調動、晉陞，能否受長官信任，賦予重任，甚至予以提拔，在在與
是否有國民黨籍，必存有密切關係。參王泰升、潘光哲訪談，任育德、劉恆妏紀
錄，〈 黃綠星女士訪談紀錄 〉
，收於司法院司法行政廳編，《 臺灣法界耆宿口述歷
史（第四輯）》
（臺北：司法院司法行政廳，2008 ）
，頁 209。在早期強調黨國忠貞
度的年代，往往可以在個人傳略中看到「革命實踐研究院第○期」等富政黨色彩
的經歷紀錄。以洪壽南為例，其官方傳記描述其「黨性堅強」，並以熱忱受上級
黨部賞識，最後能高票當選國民黨中常委為「有耕耘者必有收穫」的事證。參見
〈 現任副院長洪壽南先生 〉
，收於司法院史實紀要編輯委員會編，《 司法院史實紀
要（第一冊）
》
（臺北，司法院，1982 ）
，頁 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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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日本教師教導下，學習滿洲國六法。由於滿洲國的學經歷對國民政
府而言，具相當程度之政治敏感性，當事人本身對於早年的日式法學教
育經歷，顯得相當低調，多不願明示，選擇以隱諱的方式表達，但多強
調自己具備日文語言能力。
以第三屆大法官張承韜（1922–，遼寧 ）為例，其在官方出版的大
法官自傳中表示，自己 1945 年畢業於「長春法政大學法律系」，且「通
曉日本語文」。45 如對「長春法政大學」無認識者，根本不會聯想到其曾
歷經滿洲國統治。至 2002 年，其接受口述歷史訪談時，表示其在滿洲
國時期（1932–1945 ）考入當時稱為「新京法政大學」的長春法政大學法
學部夜間部（ 特修科 ），攻讀法律，學習滿洲國六法。在訪談中，認為
自己過去在長春法大所受的訓練紮實，法學程度不錯。如與當時在中國
內地求學的他校同學相較，因為他們在求學期間適逢戰亂，過著顛沛流
離的生活，學科基礎反而比較不穩。然而，由於國民政府認為東北地區
遭到日本「奴化」教育，所以東北「偽滿洲國」地區之學歷文憑，均需經
過臺灣省教育廳轉送教育部甄審，合格方予以承認。相比之下，戰前臺
北帝國大學等日本殖民時期之臺灣人學歷，亦被政府認為受到日本「奴
化」教育的影響，但是，因為日本在臺灣的殖民時間很長、所涉及的人
數眾多、範圍廣大，無從甄審，最後是直接承認。因而，在學歷認證
上，東北人感覺受到政府的歧視，甚至比臺灣人還嚴重。46

45

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史料》
，頁 182–183。

46

王泰升、潘光哲訪談，任育德、劉恆妏紀錄，
〈張承韜先生訪談紀錄〉
，收於司法
院司法行政廳編，《 臺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 第一輯 ）》
（ 臺北：司法院司法行政
廳，2004 ）
，頁 10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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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四屆大法官翟紹先（1924–，遼北 ）在官方自傳中僅表示「1948
年畢業於國立東北大學法律系」及「熟諳英、日語文」。47 惟如依據現今
座落於瀋陽的中國「東北大學」網頁之校史記載，1931 年「九一八事變」
後，該校部分師生即流亡遷徙至北平、西安、三台等地，至 1946 年 3
月，師生始陸續重回瀋陽。48 而在此 15 年間，該校似即為張承韜大法官
所就讀之「長春法政大學」
（ 或「新京法政大學」）。再者，如依據 1943
年起，在滿洲國司法部任職，並在長春法政大學兼任教授的臺灣人林
鳳麟回憶，大法官翟紹先、張承韜兩人，均為當年該校畢業生。49 換言
之，由於翟大法官認同並記載的學歷是畢業於戰後「國立東北大學」，
如對滿洲國的歷史無任何認識，僅從其記載，實在無法聯想到沒有隨校
流亡中國內地的翟大法官，就學時期的瀋陽，隸屬於滿洲國下。而且，
無從判別兩位大法官可能先後就讀同一所大學。

47

該自傳在畢業時間之記載上明顯筆誤，1924（民國 13 ）年出生之翟大法官，不可
能於 1928（ 民國 17 ）年即大學畢業，合理判斷應是 1948 年之誤。參見司法院，
《大法官釋憲史料》
，頁 169–170。

48

參見〈 東大簡介：東北大學校史 〉，「東北大學」，下載日期：2012 年 7 月 12 日，
網址：http://www.neu.edu.cn/history_history.htm ；〈 校友精英

專家學者：翟紹

先 〉，「東北大學校友總會」，下載日期：2012 年 7 月 12 日，網址：http://www.
49

neualumni.org.cn/FriendMienShow.asp?InfoID=200510130048。
林鳳麟憶及當年臺灣人就讀該校者不少，如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後來在法政大學
擔任助教的王朝坪；臺南人詹朝；高雄市人陳寶川（ 曾任國大代表 ）；臺北市人
黃演淮；臺中人賴眼前等。在長春法政大學畢業的學生皆很傑出。而中國學生之
表現也絕不遜於日本學生，今在臺者，如前立法院長梁肅戎，大法官翟紹先、張
承韜；國大代表李春清、路國華、張世良；大學教授郝致誠、金志中、于衡、張
慶凱、李萬鐘、樊志育、梁維孝、寇龍華等；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推事徐元慶；高
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劉景義等。參見許雪姬訪問、曹金蘭紀錄，〈 林鳳麟先生訪
問紀錄〉
，《口述歷史》5（1994 年 6 月）
，頁 21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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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滿洲國人民受到日本奴化教育」的歧視政策下，東北地區
的大法官，比起臺灣人，面臨更複雜的處境，連學歷都必須經過教育部
甄審才予以承認。雖然仍能憑恃過去在滿洲國日式法學教育下所習得的
法律專業知識，以及日語之語言能力生存，卻不願刺激政策上仇日、提
及「滿洲國」時，絕不忘加上「偽政權」印記的政府，極力淡化自己過去
屬於「滿洲國」的「被奴化」色彩，除同意入黨以成為國民黨的「自己人」
外，50 亦需表態強調自己對領袖的「忠勤」。51
（3 ）戰後籍貫非臺灣或東北各省者

就歷屆大法官個人資料以觀，曾以中國留日學生身分，於戰前赴
日接受日本法學教育者，亦不乏其人。如第一屆大法官何蔚（?–1961，
廣東 ）為日本大學法學士；第二屆大法官史尚寬（1898–1970，安徽 ），
為東京帝國大學法學士；同為第二屆的諸葛魯（ 浙江 ），為日本法政大
學法律系；連任第二、三屆大法官的林紀東（ 1915–1990 ，福建 ），在
朝陽法學院畢業後，曾就讀明治大學研究所；52 第四屆之鄭玉波（1917–

50

以張承韜大法官之口述為例，其認為黨組織對司法之影響力是越早越強，「入黨
就是自己人」，在第五屆大法官中，僅馬漢寶非黨員，其餘均為黨員。王泰升、
潘光哲訪談，任育德、劉恆妏紀錄，
〈張承韜先生訪談紀錄〉
，頁 130–133。

51

例如翟紹先大法官官方自傳即紀錄其「榮獲先總統 蔣公頒賜玉照，激勵忠勤」
。
參見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史料》
，頁 170。

52

司法院，《 大法官釋憲史料 》
，頁 109、117–119、124–127。又林紀東在朝陽畢業
之後，東渡日本留學，入明治大學研究院，專攻行政法。但因其時中日關係緊
張，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乃毅然於抗日戰爭爆發前束裝返國。參見林故前大法
官紀東先生治喪委員會，〈林紀東先生事略〉
（1990 年 7 月 8 日）
，收於林紀東教授
追思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著，《 高山仰止：林紀東教授追思紀念集》
（臺北：三民
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 ）
，頁 15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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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熱河）為日本京都大學法學士；53 李潤沂（?–1982，山西）則曾在日
本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法學部研究。54
而 1990 年代之前的司法首長，如司法院院長王寵惠（1881–1958，廣
55
東）
， 早年亦曾留學日本攻讀法政，但其後係以耶魯大學法學博士與英國

律師資格聞名。而司法院副院長石志泉（1885–1960，湖北 ），早年為清末
湖北派往日本之留學生，為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科學士。56
其中，林紀東與鄭玉波先生，均曾為臺大法律系教授，平日任教各
公私立大學與司法官訓練所，著述甚豐。林紀東之《 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
義》
（ 四冊 ）、《 行政法 》，與鄭玉波在民法方面各編之教科書，受到戰前
日本學說的影響，57 亦長期影響著戰後臺灣法學。

（二）戰前未受日式法學教育，但受過日式教育者
1945 年政權移轉之前，已受過幾年公學校或小學校以上日本教育，
通曉基本日語，但尚未及接受高等教育者，主要為政權移轉的 1945 年前
後，在戰前日本或臺灣就讀中、小學之世代。

53

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史料》
，頁 142–143。

54

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史料》
，頁 147–148。

55

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史料》
，頁 78–79。

56

特別的是，石志泉先生非國民黨員，曾任中國民主社會黨副主席，並曾於 1954 年，
由民社黨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參與總統副總統之競選。參見司法院，《 大法官釋
憲史料》
，頁 92–93。

57

如林紀東先生所著《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四冊，即是他「每讀東京大學憲法研討
會，集體著作之註解日本國憲法，見其分析詳密，研討深入，取材新穎，尤不免見
獵心喜，益感有就我國憲法，為縝密敘述之必要，以供國人參考」，參考日本憲法
學者整理法條的作法，引據各種學說，發揮憲法創立的精神而成，重訂二十七版，
是叫好又叫座的暢銷教科書。參見吳涵碧，
〈法學界泰斗林紀東〉及三民書局董事長
劉振強，〈 懷念林紀東先生 〉
，收於林紀東教授追思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著，《 高山
仰止：林紀東教授追思紀念集》
，頁 163–166、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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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世代的遞移，此類人士，在歷任大法官中，以第五、六屆為
主，約有 10 位。在第五屆大法官裡，三位本省籍之大法官，均屬此類。
58
59
60
陳瑞堂（1928–2010 ）
、 翁岳生（1931– ）、 楊日然（1933– 1994 ） 三

人，均曾在戰前受過日式基礎教育，而楊日然更於臺大法律系畢業後，
進一步赴日取得東京大學法學碩士與博士學位。而在不受省籍限制的第
六屆大法官中，早年依戶籍法標示屬本省籍者，除前述翁岳生外，約
61
62
63
有孫森焱（1933– ）
、 楊慧英（1934– ）
、 蘇俊雄（1935–2011 ）
、 曾華松
64
65
66
67
（1936– ）
、 陳計男（1937– ）
、 戴東雄（1937– ）
、 城仲模（1938– ） 等

58

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史料》
，頁 180。陳瑞堂先生於 1941 年 10 月由母親帶到日本
就讀中學，至日本戰敗投降方返臺就讀嘉義高中。另參見潘光哲、王泰升、陳儀
深訪談，林志宏紀錄，〈 陳瑞堂先生訪談紀錄 〉
，收於司法院司法行政廳編，《 臺
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第一輯）
》
，頁 155–158。

59

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史料》
，頁 187–188。

60

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史料》
，頁 175–177。

61

其在日治時期念至小學五年級，1946 年開始學習中國語文，參見司法院，《 大法
官釋憲史料 》，頁 203–204。孫在口述歷史訪談中明確表示自己曾被長官勸進，
但始終未入國民黨，擔任法官職務並無問題，但在司法行政升遷上隱約有無形規
範在。參見王泰升、陳儀深訪談，溫楨文紀錄，
〈孫森焱先生訪談紀錄〉
，收於司
法院司法行政廳編，《 臺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 第三輯 ）》
（ 臺北：司法院司法行
政廳，2007 ）
，頁 190–191。

62

臺大法律學士。參見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史料》
，頁 213–214。

63

臺大法律學士，德國佛萊堡大學法學博士，參見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史料》
，頁

64

216–217。
省立法商學院法律學系學士。參見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史料》
，頁 207–20

65

臺大法律學士。參見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史料》
，頁 205–206。

66

臺大法律學士，德國麥茵滋大學法學博士。參見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史料》
，頁

67

215–216。
早稻田大學、東京大學法研所碩士。參見司法院，《 大法官釋憲史料 》，頁 201–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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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城仲模更於 1964 年入早稻田大學及東京大學法研所攻讀刑
法，取得碩士學位。
在司法首長部分，如 1987 年任司法院院長之林洋港（1927–2013，
臺灣）
，1984 年擔任法務部長、1988 年任法務部長之蕭天讚（1934–，臺
68
69
灣）
、 1994 年任司法院院長的施啟揚（1935–，臺灣） 等亦屬此類。

這一世代之司法人員，由於幼年時期處於日語教育的語言環境，加
以日後自行進修，多能以流利日語進行交流，70 或以日文能力進行案件
研究，對於中文文獻較為缺乏的新興領域案件，往往會參考、運用日文
文獻。例如陳瑞堂大法官自承日文書籍對其最有用的時期，是在擔任大
法官時期，當時幾乎每一案例都會找日本的相關論著判例或法令來研
究，因為在臺灣要找中文相關資料是很難的，而臺灣的日文書籍典藏算
是十分豐富。71 而曾華松大法官則表示，自己小學日文唸到二年級，到
大學時重新學起，在審判上利用不少日本法律書籍，甚至日治時期高等
法院的判決見解。72

68

臺大法律學士。參見蕭天讚，《 牛背上的法務部長：蕭天讚自傳 》
（臺北：蕭天讚
教育基金會，2010 ）
。

69

臺大法律學士，德國法學博士。參見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史料》
，頁 90–91。

70

如楊慧英，參見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史料》
，頁 213–214。

71

潘光哲、王泰升、陳儀深訪談，林志宏紀錄，〈 陳瑞堂先生訪談紀錄 〉
，頁 198–

72

199。
王泰升、潘光哲、劉恆妏訪談，葉毅均紀錄，〈 曾華松先生訪談紀錄 〉，收於司
法院司法行政廳編，《 臺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 第四輯 ）》，頁 144–146。類似的
情形如最高行政法院庭長黃綠星回憶，由於以前日文念到小學四年級，有日語
文根底。初到行政法院時，有關行政法及行政訴訟的中文書很少，自己依賴日文
書，對審判業務幫助很大。同時期的王甲乙院長、陳瑞堂、陳計男、曾華松、林
明德、陳石獅等行政法院庭長、法官，大致也參考日本學說及判例。日後陸續有
留德公法學者返國，引進德國新理論，大法官解釋也常引用德國公法理論，行政
法院的判決遂逐漸傾向德國法制。直到 1998 年修正的《 行政訴訟法 》公布，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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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戰後受過日式法學教育者

或因戰後臺灣之語言環境迅速強制轉換，日語環境不再。73 一般出
國留學風潮，亦隨著教育部語言政策上一直以英語為單一外語教學對
象，以及臺灣社會長期崇美之影響，轉向選擇英、美。在法學方面，由
於法典繼受國以歐陸法系，尤其是德國法為主，在法學語言訓練及獎學
金提供上，亦鼓勵轉向德國等歐陸國家。74 加以日本學制不輕易授予外
國人博士學位，回國發展較為吃虧等因素，戰後選擇赴日本接受法學高
等教育者，人數不多。
較為知名者，例如前述楊日然、城仲模等曾接受過基礎日式教育
者，於戰後亦選擇赴日留學，取得碩、博士學位。而司法院長賴浩敏

仿照德國行政法院法，小部分參酌日本行政事件法，實務才開始唯德國學說與判
決是從。參見王泰升、潘光哲訪談，任育德、劉恆妏紀錄，〈 黃綠星女士訪談紀
錄〉
，頁 190–191。
73

當時所有語言文字均強制立刻轉為中華民國國語文，即使知道戰後臺灣人面臨日
語轉換的語言弱勢情形，官方亦只同意在最初兩年國家考試時「延長各科考試時
間一小時」，試卷以中文為主，但可附日文解釋。參見〈 司法人員考試昨天開始
舉行〉
，《民報 》175（1946 年 4 月 3 日）
，第 2 版；
〈本省高、普考試 已訂變通辦法
稿用國文得付口譯 考委允許期間兩年〉
《民報》184（1946 年 4 月 12 日）
，
，第 2 版。

74

例如戴東雄大法官回憶，在選擇留學國時，由於語言能力，本傾向留學日本，但
在當時韓忠謨主任鼓勵下，因日本也是繼受德國法系的國家，如果直接留學德
國，或許將來在學術界會更有成就，而選擇留學德國。而在獎學金的部分，除教
育部提供之公費，當時德國學術交流協會（DAAD ）開始招考學生赴德留學，第
一屆即有 10–12 個名額，也影響學生的選擇。參見李永盛訪談兼紀錄，〈 戴東雄
先生訪談紀錄〉
》
，收於司法院司法行政廳編，《臺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第六輯）
（臺北：司法院司法行政廳，2011 ）
，頁 21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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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
，在 1945 年時年方六歲，未受過日本教育，自修日文，通過日本
國文部省國費留學生獎學金考試後，入東京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獲
刑事法碩士。75 如以學者對戰後臺大法律系師資的研究為例，戰後從臺灣
76
前往日本留學者，幾乎全數為早期官方戶籍標示為「臺灣」的「本省人」
。

四、其他未直接受日式法學教育者

持平而論，除前述外，佔戰後臺灣司法體制裡多數比例的，實為未
曾接受過日式教育或日式法學教育者。然而，此類人士，無論在戰前中
國求學，或是至戰後方在臺灣研讀法律，或多或少均因法律體系與教育
環境受到日本之影響，而間接受到日本因素的影響。
早年在戰前中國「法政學堂」學習者，或多或少曾直接（ 或透過翻
譯）
，受教於日本教席（或赴日留學之第二代教師）。而早年使用之法學
教科書、講義，亦經常參考、引用日本規格。以北京政府時期自 1914
年起開辦之「司法講習所」的司法人員訓練講義為例，觀察二次戰前中
國法學課程之內容，不難發現，初期有關新式法院的法院實務與人員培
訓，仰仗日本經驗甚深。在師資方面，有的課程由日本教席搭配翻譯人
員進行講授，或是由留日之中國本國教師擔任。日本教席板倉松太郎

75

參見〈賴浩敏自傳〉
，「數位網路報」
，下載日期：2014 年 12 月 9 日，網址：http://

76

hanreporter.blogspot.tw/2010/10/blog–post_4859.html。
王泰升，〈 臺大法學教育與臺灣社會（1928–2000 ）〉
，收於王泰升，《 臺灣法的世
紀變革》
（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 ）
，頁 19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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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講述，毛頌芬翻譯之《刑事訴訟紀錄》
， 完全以日本法院審判實務實際

案例之卷宗文書為教材內容，全書 4 百餘頁，悉數引用明治時期日本各
地各級法院實務上實際製作之「告訴筆錄」、「檢驗證據筆錄」、「豫審終
結決定」、「送達證書」、「公判請求書」等等相關文件，加以中譯編纂而
成。而由中國留日教師吳縣的潘昌煦、陸鴻儀等講述之《 刑事訴訟法規
78
及判例》
， 則加入中國法院實務運作資料。教材體例上，仿似日式教科

書，順應法典章節編排，在每個單元內羅列相關日本大審院之判決、日
本各地方裁判所判決，以及中國民初大理院判決與解釋文等實務意見。
透過以日本為主之各國立法例與解釋例，以及清末民初法院實務運作
實例，解說清末民初中國有關刑事訴訟程序之《 檢察廳調度司法警察章
79
程》
（ 宣統二年四月二日奏定 ）、以及「我國法草案」 等刑事訴訟相關

法規的法律概念與法條意涵。
在戰前中國的大學法律教育部分，從當時各大學法學院陸續出版的
法學講義著作，得以相當程度反映出當時之授課內容。例如，知名的
朝陽大學法律科，從 1917 年開始，出版了 29 多種由 129 位學生恭錄彙
整該校歷來各班教師之口授講義。80 該校法科講義，自高考開始舉辦之
後，應考學子多以之為重要參考書。為了適應社會上這種需求，朝陽大

77

板倉松太郎講述、毛頌芬譯，《刑事訴訟紀錄 》
（北京：司法講習所，京師第一監
獄印刷，年代不詳）
。

78

潘昌煦、陸鴻儀等講述，《 刑事訴訟法規及判例 》
（北京：司法講習所，京師第一
監獄印刷，年代不詳 ）
。潘昌煦為蘇州晚清翰林、留日法學家，曾任北京政府大
理院刑庭庭長。

79

常以「草案第幾條」或「我國草案」方式，單引條號或附帶條文內容方式來表示，
講義中究竟指稱何份草案並不精確。

80

這批法學講義，經逐年改訂，共出版了 29 種，至 1926 年，有些講義已修訂出版
至六版。參見汪有齡，〈初版序〉
、夏勤〈再版序〉
、〈五版序〉
、〈六版序〉
，收於
夏勤、郁嶷、何超同述，朝陽大學法律科講義《 法學通論：法院編制法 》
（北京：
北京朝陽大學，192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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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將有關的法科講義，選擇最有研究心得的同學，分別加以註釋，81 頗
以精詳稱著。82 以留學日本之夏勤、83 郁嶷 84 二人同述之朝陽大學法律科
講義《 法學通論：法院編制法 》85 一書為例，該類講義以教師講授之內
容為正文，並將該校學生以類似傳統中國經典標示「疏」為注之注疏方
式，將上課聽講之筆記與參考資料編為疏註，附於該段正文之後。講義

81

校友關吉玉回憶，其因大三時民法期末考試卷之作答內容，受到陳瑾昆教授賞
識，被找去參與民法講義註釋工作。參見關吉玉，〈 憶朝陽 〉
，《 法律評論 》27：

82

11/12（1961 年 12 月），頁 25–26。
關吉玉，
〈憶朝陽〉
，頁 25–26。

83

夏勤（1892–1950 ）
，字敬民，江蘇泰州人。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法律本科畢業，日
本東京中央大學畢業，東京帝國大學法科研究部畢業，北京政府時期歷任京師
地方檢察廳檢察官，京師高等審判廳廳長， 1917 年大理院總檢察廳檢察官、首
席檢察官，以及北京大學法律系兼任教授。1924 年 12 月 2 日署總檢察廳檢察官。

1928 年國民政府最高法院刑庭庭長、法官懲戒委員會委員。1936 年最高法院推
事，1938 年司法行政部常務次長，1945 年最高法院院長，1949 年司法院大法官。
著有《 法學通論 》、《 刑法總論 》、《 刑法各論 》、《 刑法分則 》、《 刑法政策學 》、
《 指紋學 》、《 刑事訴訟法 》、《 刑事訴訟法要論 》、《 刑事訴訟法實用 》、《 刑事訴
訟法釋義 》
、《 指信法 》等。參見〈舊契新知／近代書影／法學人物：夏勤〉
，「慕
弘齋」
，下載日期：2004 年 4 月 11 日，網址：http://www.muhong.com/ReadNews.
84

asp?NewsID=284。
郁嶷（1890–？）
，字憲章。湖南省人。天津北洋法政大學畢業，日本早稻田大學
法科畢業，歸國後歷任江寧地方審判廳長、國民政府法制局編審、奉天省立法政
專門學校教授，京師大學法科講師，朝陽大學、中國大學教授，保寧〔 定 〕河北
大學法律系主任，北平大學法院院講師。 1934 年任河北省立法商學院法律系主
任兼教授，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其主要著作有《 法學通論 》
（ 編述 ）
、《 親屬法要
論》
（1934 年 ）
（ 北平震東印書館 1931 年
、《 繼承法要論 》(1931)、《 中國法制史 》

1920 ）、《法學通論》
（與夏勤合編，朝陽大學法律科講義）等。參見〈舊契新知／
近代書影／法學人物：郁嶷 〉
，「慕弘齋」
，下載日期：2004 年 4 月 11 日，網址：
85

http://www.muhong.com/ReadNews.asp?NewsID=292。
參見校勘者，〈例言〉
，收於夏勤、郁嶷、何超同述，朝陽大學法律科講義《 法學
通論：法院編制法》
。

戰後臺灣司法人才養成背景的日本因素

註明係根據「現行有效法令」編纂，如無現行有效法令，則根據草案，
如草案改訂，則附以改訂之草案。在前半部「法學通論」，多以歐美各
國，如英、美、法、德、羅馬法、日耳曼法等之法制歷史與概念發展
為解說，但從書中常對「日本近代法學家獨樹新意之見解」部分有所發
揮，亦不難窺見其傳承自日本之研究學脈。86 在後半「法院編制法」部
分，牽涉面向較為實務，則專以當時之法院編制法與相關法規，進行法
條沿革與概念意義之條文釋義。

1930 年，中華民國民法典之前三編頒行。有法典可依之後，亦有
留日之法學家陳瑾昆，87 編著《 民法通義：總則 》、《 民法通義：債編總
論 》、《 民法通義：債編各論 》等教科書，由北平朝陽大學出版。88 該類
書籍透過作者十餘年來之教學與實務經驗，依法典編章詳加解釋，徵引
日本為主的外國重要立法例、中國前兩次民律草案、民律修正案，併大
理院、最高法院判例解釋等，就民國新頒之民法為系統研究。這類法條
註釋之教科書，展現出當時中國法學界學習日本法釋義學後，註釋本土
法典之成果。

86

例如「法學通論」第三編論及「權利論」，除臚列近世學者通說外，特別列出梅
謙、仁保、織田、鶼澤、上杉等多位日本博士針對「權利」所為之「日本近代法學
家獨樹新意之見解」
，供讀者錯綜互參。參見夏勤、郁嶷、何超同述，朝陽大學
法律科講義《法學通論：法院編制法》
，頁 103–104。

87

陳瑾昆為日本東大法學士、前大理院庭長、北京大學與北平朝陽大學教授。參見
該書作者簡介。陳為參與中共建國之法學家，1948 年起為中共起草新中國民法草
案與憲法草案等，曾任中共華北人民法院院長等職。

88

參見陳瑾昆，〈自序〉
、〈凡例〉
，收於陳瑾昆著，《民法通義：總則》
（北平：北平
朝陽大學，1930 ）
。陳氏除《 民法通義：總則 》
、《 民法通義：債編總論 》
、《 民法
通義：債編各論 》外，尚有針對刑事訴訟法、縣知事審理訴訟章程、覆判條例之
《刑事訴訟法通義》
，以及就訴訟用紙裁判格式案件實例設有模範案件解析之《刑
事訴訟法實務》兩種教科書一併出版，參見該書書末之廣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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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戰後臺灣以抗日戰爭為重要民族精神教育素材的國民教
育，以及以國民黨政權遷徙為法統的「中華民國法制」教育，習於略去
不談或一筆帶過日本統治臺灣的五十年，直接將戰前中國的法制發展，
銜接至 1945 年之後的臺灣。長此以往，這種避而不談或刻意忽略（最直
接的比如以「民國前」取代日式紀年方式 ），造成了臺灣法制規範與教
學和社會民眾的生活產生斷裂。甚至在司法案件的法律適用上，司法人
員產生對 1945 年之前日治時期臺灣法律的陌生與適用上的疑義，89 亦可
說是日本因素對戰後臺灣司法的另一複雜影響。

五、結論

本文透過歷屆大法官與司法首長，對不同世代、不同地區出身，參
與司法活動的法律人們，在個人成長以及法律專業學習的受教育過程
中，各自以何種方式、如何地受到日本教育或日本法的影響，進行考
察。由此，可以發現，由於東亞歷史發展的情勢，各種不同世代、不同
地區出身者，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受到日本因素的影響，在種種機緣巧
合下，匯聚於戰後臺灣。即便戰後的執政者以「奴化」等理由，強調「去
日本化」，以「人才否定」的方式，進行戰後司法人事的大換血，但是，
透過指標性的大法官與司法首長的人選安排，卻可看到「日本因素」所
代表的那種，自明治維新以來，整個東亞的西方法化、近代化，藉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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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之研究，如王泰升，〈 論臺灣法律史在司法實務上的運用：以在個案中適用
舊的國家法為中心〉
，收於王泰升，《臺灣法的斷裂與連續》
，頁 217–260。

戰後臺灣司法人才養成背景的日本因素

法來掙脫不平等條約、邁向國際的路線，已經具有一定的歷史慣性，很
難被輕易捨棄。
無論是戰後籍貫「臺灣」的戰前「日本人」，籍貫「遼寧」、「遼北」
的戰前「滿洲國人」，或是籍貫「江浙」、「福建」的「中華民國人」，事實
上都透過了戰前日本，受到同一套西方近代法的影響。換言之，極端而
全面地「去日本化」，有其困難。一方面，打擊面過廣，無法避免一併
指涉了戰前中國留日之法律菁英；另方面，這樣的措施無異於否定、放
棄了戰前中國已經接受的近代化路線與西方法體制（ 例如中國共產黨在

1949 年執政後對舊有中華民國法制的廢棄 ）。不但難以執行，亦非政權
所樂見。
是以，國籍是否異動，是否受過日本教育、是否具日本色彩，並不
是政府顧慮的重點。基本上，是否會基於過去受日本統治之經驗，希望
維持原有日本統治之政治秩序（ 奴性所在 ），去質疑新政權、反對國民
黨的統治，才是憂慮所在。透過戰後臺灣執政者對大法官與司法首長的
選拔，可以窺見，戰後臺灣司法體系的「去日本化」或「去奴化」過程，
事實上並未以全盤清洗的方式，否定所有殖民地法律人所共通具有的日
本色彩，而是精細而務實地透過「加入國民黨」與否的方式，提供了一
條洗清「奴化」疑慮、在政治上確認為「自己人」的「非奴」表態道路。
實質上，相當程度是繼續了戰前中國「黨化司法」的路線，可以忽略原
有的日本色彩，「不計前嫌」地接納入黨的本地臺灣或滿洲國法律菁英
（ 以及其等背後所代表的日本因素 ），日本規格的「學識及見解」，非但
不會被非難，更進一步受到當局肯定，並予以適度提拔。
透過這樣的政治操作，在統治技術上，將選擇留在體制內的臺灣本
地法律菁英，納入執政黨與其控制下的司法體制，在戰前日本所打下的
基礎上，繼續穩定地維繫著承繼自日本的東亞近代西方法路線。而相對
的，選擇在體制內求生存的法律菁英，也致力於淡化自身所具有的日本
色彩，以抹煞過去日本經歷、選擇性刻意忽略的形式，避免刺激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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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形，或許要到 1990 年代國民黨黨部正式退出司法系統，乃
至於 2000 年的政黨輪替後，才有更多容許不具國民黨籍之法律人出頭
的空間出現。於此部分，仍有待未來更深入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