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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下高貴的公民不服從的外衣
＊ 

— 簡評〈刑法觀點下的公民不服從〉 

陳運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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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對於一件可能涉及侵害法秩序和平的抗爭行為，在學說上如此

的追求其正當化的熱烈狀況，誠屬少見。 

2014年3月18日研究所學生林飛帆、陳為廷等人，為了抗議立
法院內政委員會草率審查兩岸服貿協議，帶領群眾占領立法院，其

間發生破壞門窗及毀損桌椅等行為，占領行動持續至同年4月10
日，一般將此事件稱為「318太陽花學運」。對於此項抗爭活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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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論者或主張係合於抵抗權之行使，而不構成犯罪1；或認為此係

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可成立類似緊急避難而阻卻違
法2。或謂占領立法院的行動者可能基於誤認存在緊急權限之前提

事實而發生容許構成要件錯誤，因而阻卻故意不法3。 

薛智仁教授的大作〈刑法觀點下的公民不服從〉4（下稱〈薛

文〉）則認為違法審查服貿協議是國家的個別違法措施，似不構成

抵抗權的緊急狀態。且因不應例外承認國家存續利益是正當防衛適

格的利益，服貿協議之生效及總統的獨斷可能摧毀既存的憲政秩

序，並非防衛情狀。另一方面，主張緊急避難的阻卻不法論據根本

上在於共同體成員的連帶義務，而不是保全優越利益，因無法證明

服貿協議生效可能已經同時使個人利益陷入必須立即排除的危險，

而沒有適用緊急避難的可能性；即便將緊急避難視為利益衡量原則

之具體化，為了阻止服貿協議生效而佔領立法院，是否符合緊急避

難應具備的補充性原則的要件而阻卻違法，亦有疑義。據此，在

318太陽花學運抗爭活動，無法適用抵抗權，亦不符合刑法正當防
衛與緊急避難之阻卻不法事由的狀況下，為開啟法律適用上充分考

量表意自由與集會自由保障的可能性，〈薛文〉主張對於公民不服

從的刑法評價，應直接援引基本權條款作為阻卻不法事由進行審

查。在第一個審查層次上，法官必須先審查系爭基本權之保護領

域，並確定刑事制裁構成對系爭基本權之干預。其次，在第二個審

                                                           
 
1  陳志輝，抵抗權、公民不服從與刑事不法—論318進駐國會議場事件的刑法

評價，台灣法學雜誌，255期，頁70（2014年）；張嘉尹，公民不服從或抵抗
權？—318學運的憲法學詮釋（二），台灣法學雜誌，250期，頁86以下
（2014年）。 

2  林鈺雄，公民抗爭與不服從運動的刑法評價—兼評318運動的占領議場行
為，月旦法學雜誌，230期，頁133以下（2014年）。 

3  黃榮堅，國家統治技術演進下的抵抗權概念—兼論其刑法評價上的作用，台
灣法學雜誌，249期，頁113（2014年）；陳志輝（註1），頁85。 

4  薛智仁，刑法觀點下的公民不服從，中研院法學期刊，17期，頁131-204（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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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層次上，法官應該審查刑事制裁所構成之基本權干預是否符合比

例原則，權衡刑事制裁所干預的基本權利益，相對於其保護法益是

否衡平。 

〈薛文〉的特色主要在提出一個廣義公民不服從的不法判斷架

構，同時主張將基本權直接作為刑法上阻卻違法事由，以防止國家

的刑事制裁過度干預基本權的危險。〈薛文〉在闡述公民不服從概

念與刑事不法的關連、法官得直接適用基本權條款作為阻卻違法等

具體論點均有深入的論證，具有相當的學術水平，值得肯定，在此

不再錦上添花。以下僅就處理問題的方法論部分，提出下述幾點看

法，期望能更進一步有助於釐清問題的本質及研究取徑上的問題。 

貳、脫下高貴的公民不服從的外衣 

2005年11月1日，作家杜十三先生因不滿政府該段時期對於新
聞自由的處理方式，深覺「言論自由和公平正義是我的家人和鄰

居！」在十分氣憤下，打電話至行政院院長辦公室表明：「我是

『臺灣解放聯盟』，已經宣判謝長廷死刑，並將在本星期執行，執行

對象包括謝院長以及他的家人！」正當負責接話的秘書要詢問對方

「先生貴姓？」時，杜十三隨即掛斷電話，案經刑事警察局查獲，

依恐嚇罪嫌移送士林地檢署偵辦，檢察官複訊後令3萬元交保候
傳5。之後，本案經檢察官偵查終結以緩起訴處分確定。另外，於

2013年2月5日晚間，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在臺北車站臥軌抗議，連線
領袖毛振飛等人涉嫌公共危險、違反集會遊行法等罪名，經移送臺

北地檢署偵查終結，於2015年3月11日檢察官審酌警察機關當天舉
牌並非分局長，與法律規定不合，且關廠工人臥軌抗爭當天，因臺

                                                           
 
5  恐嚇殺謝揆 詩人杜十三被捕，自由時報，2005年11月8日，http://news.ltn.com.

tw/news/focus/paper/42185（最後瀏覽日：2016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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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駕駛得知消息，並未將列車駛進，故對臥軌行為對公共安全尚無

影響，而未構成刑法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故為不起訴處分6。 

在杜十三先生涉及恐嚇的案件中，我們並不清楚檢察官作成緩

起訴的理由是什麼，不過顯然依檢察官偵查終結所認定的結果是杜

先生構成恐嚇危害安全罪嫌明確，具備追訴條件，惟基於審酌刑法

第57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的維護，而選擇為緩起訴處分。然而，
吾人掛慮的是，杜十三先生基於維護新聞自由之目的所為的爭議性

言論，果真以刑法恐嚇罪處罰是否會過度壓抑人民對於高權措施的

良心扺抗，而反而損及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也就是說，從目的與

手段綜合判斷的觀點，對於杜先生此項有高度憲法上價值的政治性

言論反映至刑法恐嚇罪的評價上，我們不可忽略的觀點是在構成要

件的層次，其言論是否該當於不法惡害的通知？退步言，即便形式

上該當於構成要件的實現，基於維護憲法言論自由的保障，綜合審

酌其行使的手段以及造成法益侵害的狀況等，是否具有值得科以刑

罰的實質違法性，均有斟酌的空間。吾人無法揣測本案檢察官在恐

嚇罪成立的評價上是否有融入前述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規範要素，

或許檢察官以緩起訴終結的結果乍看之下有利於被告個人，惟卻可

能失去一次「透過國家行使刑罰權的謙抑化，據以彰顯維護言論自

由」的良機，令人遺憾！ 

而對於關廠工人臥軌的抗爭行動，針對檢察官對於妨害公眾往

來安全罪的部分為不起訴處分，有不同意見指出中雖臺鐵駕駛實際

上未將列車駛進，但仍有公共危險之虞，或認為即便不構成妨害公

眾往來安全罪，但因其臥軌行為已阻礙民眾來往搭乘火車的自由，

而應成立妨害自由的強制罪，縱使行為人主張憲法集會、言論自

                                                           
 
6  關廠工人臥軌案 未影響公安不起訴，自由時報，2015年3月11日，http://news.

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253793（最後瀏覽日：2016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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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也不能阻卻妨害自由的成立云云7。確實，在檢察官偵查終結

認定不成立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的情形下，臥軌行為是否另行成立

強制罪是有探討的空間。不過，在此吾人必須思考的是，關廠工人

為了抗議勞委會向法院訴請返還所謂的多年前借款，以維護其勞動

基本權之目的所採取的臥軌行為，對於刑法強制罪的構成要件該當

性以及實質違法性的評價，會造成何種影響？即便形式上構成要件

該當，惟從整體法秩序的觀點予以綜合評價，依個案情節仍有阻卻

違法的可能。 

畢竟刑罰乃國家剝奪人民自由、財產，甚至生命的最嚴厲的手

段，基於憲法保障人身自由的精神，規範國家刑罰權範圍的實體要

件及實踐刑罰權的程序要件，不僅形式上應以法律明文規定，其內

容更應實質正當；其中，就實體法的觀點而言，罪刑法定原則即為

憲法正當法律程序所要求的核心內容8。不僅國家所制定的刑罰法

律本身有無違反明確性原則等罪刑法定之派生原則，應受合憲性審

查，法院於個案抗爭行為之犯罪成立要件的評價中，如未審酌抗爭

行為所要維護的憲法基本權的目的正當性，致使國家刑罰權過度壓

抑人民基本權的行使者，該項有罪判決亦可能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此項審酌或考量，應該貫穿構成要件、違法性、罪責等犯罪成立要

件的判斷乃至於量刑層次，這是系爭個案具體事實綜合判斷的問

題。如上述所舉杜十三先生以及毛振飛先生的案例，不論其抗爭活

動是採取緩和的或是激烈的手段，法院在具體個案中評價系爭行為

是否成立犯罪時，自應一併審酌所欲維護憲法基本權的性質及價

值，這與是否將抗爭行為定位為公民不服從，並沒有直接關連。 

其實〈薛文〉也肯定這樣的觀點，文中強調公民不服從不是一

                                                           
 
7  律師：肉身阻火車涉強制罪，中國時報，2015年3月12日，http://www.chinatimes.

com/newspapers/20150312000436-260102（最後瀏覽日：2016年8月1日）。 
8  參照司法院釋字第384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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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法律概念，其所指涉的個案事實也可能相當多元複雜，對於公民

不服從的不同刑法評價，某程度上源自於其所關照的不服從情節有

別；「在法律與道德分離的基本立場下，不法判斷係以法律系統本

身的標準來運作，一個行為具有道德正當性不當然保證其阻卻不

法，欠缺道德正當性也不當然證成其不法性。9」不過，既然如

此，筆者比較不解的是，〈薛文〉為何還要大費周章的去為所謂公

民不服從另做從寬定義，因為市民的抗爭活動不論是否符合公民不

服從的定義，基本上並不影響其「應容許法官直接引用憲法基本權

條款作為阻卻犯罪成立的依據」的見解。反而，如此從寬定義的結

果，將會相應的擴大與公民不服從概念的自相矛盾。亦即，由於所

謂公民不服從的行動者往往係有意識地違反法律，願意承擔法律後

果，如果抗爭行為被阻卻違法，使其不必承擔個人風險，將會部分

抵銷行動的道德正當性與訴求效果。 

固然〈薛文〉指出承認公民不服從於個案的刑法評價上可阻卻

違法的見解，並不等同於肯定此一概念對於不法判斷的拘束力，並

不自始與公民不服從概念自相矛盾，也不當然剝奪行動的道德基礎

及訴求作用。不過，筆者以為，這樣的推論說服力並不足。因為對

於堅信所謂公民不服從是指非暴力、良心但違反法律，且願意承擔

法律責任的行動者而言，刑法評價上可阻卻違法，在道德層面怎麼

不會減低其行動所要表達的深層的信仰和良心的聲音呢，尤其在將

非暴力或良心性從寬定義下，可能強行置鳳凰與鷄同籠，其結果更

會增添導致抵銷行動的道德正當性的憂心。總之，筆者想要強調的

是，市民的抗爭活動是否成立犯罪，是依個案具體情節，基於整體

法秩序的觀點綜合判斷的問題，不用拘泥於是否套上公民不服從的

外衣；在檢討是否容許法官直接引用憲法基本權條款作為阻卻犯罪

成立的依據之前，先脫去高貴的公民不服從的外衣吧！ 

                                                           
 
9  薛智仁（註4），頁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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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直接適用」或「間接適用」？ 

〈薛文〉的另一個特色是，是主張應容許法官直接引用憲法基

本權條款作為阻卻違法的依據。文中，對於為何採取所謂「直接適

用說」的論據、以及此說與類似緊急避難說之間的差異，有做深入

的說明。筆者在結論上贊成〈薛文〉的見解，惟關於其論據的說

明，提出下述三點補充意見： 

其一，關於名詞的使用問題。〈薛文〉主張法官得直接援引憲

法基本權條款阻卻犯罪成立之依據，相對的反駁了部分學說主張基

本權條款對於刑法並無直接適用的效力，而只有透過刑法內部的媒

介或平台，始能發揮間接的適用效力的看法10。由文脈觀察，似要

突顯類似緊急避難說是「間接適用」，而其則是主張「直接適用」。 

所謂「直接適用說」、「間接適用說」或「不適用說」是處理憲

法基本權的保障有無第三人效力的問題11。誠如〈薛文〉所述，在

私人間得否主張憲法基本權的保障，或容有爭議，惟在國家對個人

科以刑罰的領域，正是個人防禦國家所要保障的基本權的適用範

圍，對於國家以刑罰法律追訴處罰人民而可能損及其基本權時，人

民自得主張該系爭基本權作為阻卻違法的依據，這正是人民對國家

行使防禦作用的基本權的本質。相對的，法院在適用相關刑罰法律

時，亦負有維護人民憲法基本權的守護義務，應引用憲法基本權條

款作為評價犯罪是否成立的依據，這部分應無疑義，故此種情形，

實無區分直接適用或間接適用的必要。筆者觀察論者主張「刑法的

合憲性解釋，通常要透過一個媒介撮合的評價平台，以開啟憲法對

刑法解釋的影響作用。這些媒介遍佈在刑法體系的各個犯罪階層，

不一而足」，不僅不反對將基本權條款採納作為阻卻違法事由，實

                                                           
 
10  薛智仁（註4），頁168以下。 
11  李惠宗，憲法要義，7版，頁110（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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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是高度肯定刑法解釋應合於憲法基本權的保障12。筆者以為，

此說針對市民抗爭活動，基於實質違法性的觀點，承認了類似緊急

避難之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的平台，且由於這個媒介平台具有對於

憲法基本權的高度承受性，即使稱之為間接適用，亦與直接適用之

間無實質差異，換言之，此說與〈薛文〉主張直接援引憲法基本權

條款作為阻卻違法事由之依據的見解，其實只是形式上取徑的不同

而已。在此意義下，〈薛文〉對於此說貼上所謂「間接適用」的標

籤，恐讓人將其與第三人效力的「間接適用說」劃上等號，而引發

不必要的誤解。 

其二，〈薛文〉認為針對318學運抗爭事件，法官在認定占領立
法院是否成立侵入建築物罪（刑法第306條），一方面因為侵入的概
念相對封閉，憲法基本權規定無法影響其內涵，故無法基於行為人

係在行使表意自由或集會自由，就否定「侵入建築物」的構成要

件；另一方面，在犯罪三階層理論的意義底下，侵入建築物罪的

「無故」要素僅是違法性的提示規定，在體系定位上屬於一般違法

性要素，其內涵並未超越其他構成要件所適用之阻卻違法事由。因

此，要透過合憲性解釋刑法條款的途徑，讓憲法基本權條款間接發

揮限制國家刑罰權效力，已是窮途末路，而主張最後的解決方案

是，容許法官直接引用憲法基本權條款作為阻卻犯罪成立的根

據13。惟對於前述有關「無故」之要件的理解，筆者持不同的看

法。 

確實在國內關於刑法第306條侵入住居罪所定的「無故」侵
入，有力見解認為此並非屬於構成要件要素，而應屬立法者所提示

違法性的一般犯罪要素14。在日本也有不少見解主張該國刑法第

                                                           
 
12  林鈺雄，基於憲法及公約之類似緊急避難—初探公民抗爭運動的刑法評價平

台，台灣法學雜誌，247期，頁109（2014年）。 
13  薛智仁（註4），頁167-168。 
14  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5版，頁214（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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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條侵入住居罪所謂的「無正當理由」，純屬語意上的修飾詞，將
適法的進入，排除於此罪的成立範圍外，故所謂無正當理由，係指

不存在該當於阻卻違法事由之事實而言15。惟相對的，有論者主張

有無正當理由的判斷，除了檢驗侵入行為是否係依法令或出於緊急

避難等法定之阻卻違法事由外，仍應重視個案中的利益衡量，例如

在勞動爭議行為中，侵入之目的及侵入之時間久暫等作為有無實質

違法性的考量16，筆者從之。我國刑法第306條侵入住居罪所定之
「無故」，並不單純地僅是透過「提示」，藉以提醒司法人員應注意

法定阻卻違法事由之存在而已，除了與其他構成要件所共通適用之

阻卻違法事由外，本條規定所保護個人住居的隱私權益，仍要與侵

入行為所要主張的憲法言論自由或勞動權等進行利益權衡，據以認

定有無正當理由，讓憲法基本權條款發揮限制國家刑罰權效力的作

用。 

其三，〈薛文〉在主張容許法官直接引用憲法基本權條款作為

阻卻犯罪成立的根據的同時，就與既有的刑法上的媒介平台的關係

上，其所採取的處理順序是「在刑法已有『媒介』，例如規範性之

構成要件要素、法定阻卻不法事由等，足以使基本權的效力獲得最

佳實現時，法官固然應該優先透過合憲性解釋落實基本權防禦國家

權力的要求；但是，如果刑法欠缺適當的『媒介』，應該許可法官

直接適用憲法基本權規定，使其不受法律規定的形式所限制，在所

有個案中發揮限制國家權力的效力」17，可見〈薛文〉並不主張以

其所架構的「公民不服從直接適用基本權之阻卻不法事由」的審查

方法優先或完全取代既有的刑法媒介平台。筆者同時觀察〈薛文〉

有關違法的本質，其實與前述採取類似緊急避難說的主張，均是立

                                                           
 
15  大塚仁，刑法各論（上卷），頁273（1984年）；山口厚，刑法各論，頁120
（2003年）。 

16  內田文昭，刑法各論，3版，頁178（1997年）。 
17  薛智仁（註4），頁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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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實質違法性的觀點，認為違法性不應僅單純的定義為違反實定法

令（形式的違法性論），而應探求行為為何違法、違法之實質是什

麼，且認為犯罪成立評價，應要求具備值得處罰之程度的違法性，

故筆者合理推論〈薛文〉亦肯認「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或「可罰

的違法性理論」18。若是如此，則〈薛文〉主張的實益，其實已不

再是所謂的直接適用或需透過一定的平台媒介的名義上的問題，而

是在於審查的標準。 

肆、審查的方法論 

〈薛文〉指出幾乎任何抗爭行為只要訴諸某種公共利益之維

護，即可符合類似緊急避難之避難情狀要件，剩下的問題就是避難

手段的適當性、必要性與衡平性考量。類似緊急避難說固然正確地

意識到憲法之基本權保障內容會影響抗爭行為之合法性判斷，但是

其審查架構及內容最終仍然訴諸高度複雜的利益權衡，並未比直接

適用憲法基本權條款更為具體19。同時，抗爭行為是否有效防止緊

急危難，是否已窮盡防止緊急危難的國家救濟管道等因素，在基本

權干預的比例原則審查結構裡，僅影響刑事制裁所干預之基本權利

益程度，對於最終決定阻卻犯罪與否的衡平性判斷，並沒有絕對影

響力20。進而，關於衡平性的判斷，〈薛文〉主張應採取相對彈

性、開放的審查方案，「法官應先確定在系爭刑事制裁相衝突的法

益及其抽象位階，再就個案的所有情狀進行具體的權衡，考量干預

基本權的程度（涉及基本權的核心或邊緣領域）、刑罰風險的波及

範圍、系爭行為的法益危害程度及應罰性、系爭行使基本權行為的

                                                           
 
18  參照薛智仁（註4），頁182註125。 
19  薛智仁（註4），頁175。 
20  薛智仁（註4），頁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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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保護性、刑事制裁保護法益的效果、罪責原則等因素」21。由此

可見，〈薛文〉的審查標準是重視抗爭行為之「目的正當性」的法

益權衡，此確實與傳統上緊急避難所偏重的「手段相當性」的法益

權衡有所不同。尤其是，〈薛文〉並不嚴格要求避難情狀的現在性

或急迫性，筆者深表贊同22。 

惟所謂的衡平性，仍無法抽離勞動權或言論自由，與侵害個人

人身自由或妨害公務等利益之間的比較，這往往會因詮釋的人的價

值觀，言人人殊。〈薛文〉上述所舉的衡平性的判斷因素，仍屬抽

象而不明確，究竟在權衡的天平上，何項因素才是有「絕對影響

力」？優先次序如何，自有必要再持續透過具體案例的檢驗，累積

充實基本權干預的比例原則的審查結構。 

最後，附帶一提的是與程序法上舉證責任的關連。對於檢察官

追訴抗爭行動者妨害自由、妨害名譽或妨害公務等罪嫌，被告主張

憲法基本權條款作為阻卻犯罪成立之依據時，應由檢察官證明被告

之抗爭行為並不在系爭基本權的保障範圍、或衡平上刑事制裁的保

護法益優越於系爭基本權的保障？或被告應就其個案的具體情況，

舉證其具有基本權保護的適當性及必要性等事由？ 

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
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關於此項規定課以檢察官舉證責任

之範圍，如屬被告該當於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應由檢察官舉證，

並無爭議。有爭議的是，遇有被告提出阻卻違法、阻卻責任或減免

罪責事由之抗辯時，就此抗辯事由的存在是否該由被告負舉證責

任？或仍由檢察官舉證被告之抗辯事由不存在？學說及實務上則仍

                                                           
 
21  同前註。 
22  這樣的想法，也接近於日本有力學說的見解，主張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並不需

要限定應達到與緊急避難相同的必要性及緊急性的程度。前田雅英，刑法総論
講義，5版，頁327、331（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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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極大的爭議23。其中爭議的出發點，其實就在實體法上有關犯

罪成立要件的理解上。部分論者認為構成要件該當事實存在時，以

有違法性、有責性為常態，故可推定違法性、有責性存在，檢察官

基本上只要證明該當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存在即可，毋須再反面證

明阻卻違法或責任事由的不存在。而由於在抗爭活動的個案中被告

援引基本權條款作為阻卻犯罪事由，可能係主張不具備規範性的構

成要件要素，或主張存在阻卻違法或責任之事由等不同層次的問

題，對於證明負擔歸屬的判斷，自有必要區分這幾個犯罪成立要件

的不同層次為個別的說明。 

首先，抗爭行動者如主張基本權條款的保障作為阻卻構成要件

該當性者，此種情形，應由檢察官自始積極證明行動者之抗爭行為

該當於其所追訴犯罪之構成要件，且並無所謂基本權條款的適用致

影響構成要件的該當性；相對的，被告無庸就此項抗辯負證明之

責。其次，被告如主張援引基本權條款作為阻卻違法或責任事由之

依據時，存在該項阻卻違法或責任之事由，是否應轉換由被告舉

證？或仍由檢察官舉證被告之抗辯事由不存在？筆者認為，在法理

上，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謂之犯罪事實，應指構成被告刑罰
權存在及其範圍之事實，阻卻違法事由或阻卻責任事由的不存在，

解釋上亦屬成立犯罪要件之事實，故仍為檢察官舉證責任之範圍。

尤其從訴訟的公平性而言，由於抗爭行為具有實現基本權所內含之

防禦來自國家不當干預的作用，被告倘提出阻卻違法或責任之主

張，卻要蒙受證明負擔，實質上無異於是對正當防禦權之行使科以

不合理的懲罰，並不妥當。故基於維護憲法基本權的保障，並有效

防止檢察官對於具有維護基本權之目的正當性的抗爭行為恣意追

訴，解釋上應採由檢察官負擔對被告主張基本權條款作為阻卻違法

                                                           
 
23  王兆鵬，刑事舉證責任理論，收於：刑事被告的憲法權利，頁245以下（1999

年）；吳巡龍，刑事舉證責任與幽靈抗辯，收於：刑事訴訟與證據法實務，頁
80（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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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責任事由並不存在的證明責任。另外，如被告在訴訟中未為此項

主張，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

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

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及最高法院101年度第2次刑庭會議決
議：「……本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項前段所稱『法院得依職權調

查證據』，係指法院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認為事實未

臻明白仍有待澄清，尤其在被告未獲實質辯護時（如無辯護人或辯

護人未盡職責），得斟酌具體個案之情形，無待聲請，主動依職權

調查之謂。但書所指『公平正義之維護』，專指利益被告而攸關公

平正義者而言。……」意旨，援引基本權條款阻卻犯罪之成立係與

被告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亦應負主動調查義務。 

伍、結語 

憲法上是否承認抵抗權乃至於公民不服從的行動可否被正當

化，存在著定義及具體內涵、證成要件界定的困難及爭議性。就與

刑法解釋學的關係而言，社會上一項抗爭活動是否具有刑法上實質

的違法性或可否阻卻違法，本來就是對於抗爭活動具體事實的綜合

評價的問題，不是畫靶射箭，先將此抗爭行為定義為係公民不服

從，故證立可以阻卻刑法的違法性。任何抗爭活動，並不需要添加

上公民不服從的高貴外衣，才能夠進入刑法違法性評價的舞台接受

檢驗。直言之，即便不符合公民不服從的定義，也不排除該項抗爭

活動依其具體情節的綜合判斷，仍有阻卻違法而被正當化的餘地。 

因此，問題的本質是，抗爭活動的行為人基於維護憲法基本

權，形式上所着手之該當於犯罪之構成要件的抗爭行為，得否主張

阻卻違法？基於維護基本權之優位保障，法院是否有義務援引基本

權條款作為認定不具實質違法性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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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在實現國家刑罰權的具體程序中，抗爭行

動者如被科以刑事制裁，不僅行動者可能因刑事判決的結果被剝奪

人身自由，同時其透過抗爭活動所要挽救或維護的基本權，亦將持

續處於受壓抑的狀況，在此種國家高權對人民的關係中，自有賦予

抗爭行動者對國家主張防禦權，援引系爭基本權條款作為阻卻犯罪

成立的依據。更何況，在訴訟程序中援引憲法保障基本權條款作為

整體法秩序的要素，綜合個案具體情節而為刑法實質違法性的評

價，本屬符合憲法所要求之正當法律程序的精神。職是，在承認基

本權條款作為認定實質違法性或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的依據的前提

下，所謂的直接適用或是需透過一定的平台媒介，只是援引的取徑

的名義問題，實質上重點在於審查的標準。在此意義下，〈薛文〉

重視抗爭行為之「目的正當性」，且不嚴格要求抗爭情狀的現在性

或急迫性的衡平性審查結構，基本上值得肯定，至於其審查的優先

層次，自有待具體案件的類型化的累積，逐漸予以充實及明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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