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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的「法律暴力」及其

歷史評價* 
王泰升** 

 日治之初，政治反抗者本於武力抗官傳統對抗日軍，殖民統治當局乃訴

諸軍事暴力，繼而兼施法律暴力，並以對西來庵事件的嚴酷判決作結。但一

般人，則在法律體制內，對抗法律暴力。按日本基於其殖民統治之需要，頒

行部分具有近代性的刑事法，而台灣人僅能以子之矛，即近代性，攻子之盾，

即日本政府之濫行國家暴力；民事法雖亦有一部分的法律暴力性格，但台灣

人相當能善用其中有利於人民者。於日治中期，台灣人政治異議者開始運用

明治憲政體制所承認的臣民基本權利，謀求改善殖民地法律暴力之道，但統

治當局仍根據當時的國家法律來壓制，不過像台灣議會請願運動領導者，僅

有幾位遭法院判處幾個月的徒刑。對於如台灣共產黨般否定憲政體制者，殖

民統治當局則施以強度較高的法律暴力。於日治晚期，歷經數十年法律暴力

鎮壓的台灣社會，已難以反抗國家權威。 

 戰後接管台灣之來自中國的國民黨政府，基於仇日情緒及中國國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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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漠視日治時期台灣歷史，全然貶抑當時的法制。但是國民黨同樣以「復

興基地」說把台灣人民當工具，以法律暴力踐踏人民，於二二八事件更濫施

日治初期才有的軍事暴力，使得許多具日治經驗的本省族群台灣人，反而肯

定日本所帶來的法律秩序，且以某些本省族群菁英為主的政治反對陣營，亦

採取「在不義體制內對抗不義」的作法。國民黨不像日本殖民者可從島外源

源不斷輸入統治階層，只能一方面以法律暴力壓制反對勢力，另一方面現地

培養跟隨者，但仍擋不住自由民主的浪潮，終於讓出掌握55年的中央行政部

門執政權。於今，國民黨長期憑恃法律暴力所傳播的歷史評價，依然與從台

灣人民觀點出發的其他歷史評價並存，但無論如何，應譴責未來再出現任何

形式的法律暴力。 

關鍵詞：國家法、殖民統治、外來統治、政治反抗、暴力、民法、刑法、中

國國民黨、族群、二二八事件、歷史評價 

一、緒言：問題所在與分析概念的設定 

  近代型國家的法律，作為一種以國家權威機關之強制力確保其被遵守的

規範，本質上就帶有「力」的作用。這是一種實現正義之力，抑或是一種以

形式上立法或執法(含司法和行政)程序所包裝的暴力呢？就國家法本身而

言，答案當然是前者，且是基於其所採取的價值觀來定義「正義」的內涵。

但是，如果跳開國家法律體系的自我認定，而從其他的基準來做判斷，則某

個國家法律上的作為，有可能被認定為是一種暴力展現。由於該項作為是被

國家法律所肯認，故可稱之為「法律暴力」。 

  上述國家法律以外的「其他的基準」，雖然可概括地稱之為「道德規範」，

亦即依社會上一般人的善惡觀念所應為者，但不同時代或不同社會的善惡觀

念，可能並不一樣。在此，擬以當今世界大多數人所支持的道德規範，來進

行對過去的國家法律的批判。過去的國家法律，原是在過去的道德規範底

下，由當時可能根本不知曉當今道德規範的國家官員所作成，故如果欲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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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是：某項法律規範在當時何以被採取，自應根據當時時空下既存條件

和價值觀，而非今日的條件或價值，進行因果詮釋。但是，省視歷史的目的，

除了希望透過對「過去」的認識，來理解現狀，以對當下持不同立場或見解

者能有一顆寬容的心，更期待的是在「未來」，應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此

時，判斷某一行為之應否被歸入「錯誤」，當然是基於「現在」的價值觀。 

  依今之價值觀，統治行為應以追求被統治者的利益為依歸。據此，以追

求母國利益為依歸的殖民統治，當然是不道德的行為。同樣的，施政上不以

在地人利益，而是以外來統治集團利益為依歸的統治者，亦應受道德的譴

責。所以，殖民或外來統治者所頒佈並執行的國家法律，若動機或目的是在

追求母國或外來統治集團的利益，則縱令當時在形式上是合法的行為，於今

仍可批判其係不公不義的「法律暴力」。尤應說明者，當時國家立法、司法、

行政等機關頒行法規範的動機或目的是什麼，非單純依據其表面上的立法理

由、或執法時的法律論證理由即可，還須參照當時政經和社會狀況來做詮

釋。惟法規範施行之後，由於已有被規範的人民各種法律活動的參與，故有

可能產生始料未及之結果。縱令產生了於今看來是「好」的結果，亦不能改

變當時之出於「壞」的動機或目的。 

以上有關分析概念的設定，係為了說明台灣自 19 世紀末開始受日本殖

民統治開始，近代型國家權威如何以法律作為壓制人民的工具，以華人移民

為主的在地人民，1又如何在法律暴力下尋求安身或反制之道。面對這樣的歷

史事實，在戰後的台灣，2如何因論者自身經驗或立場的不同，而產生不一樣

                                                      
  1 當日本帝國開始統治台灣(含澎湖)時，台灣島上佔大多數的住民，係自中國東南沿海移民而來

的華人及其後裔，以及原住民族中受漢化的平埔族，這一類人在法律上稱「本島人」，俗稱「台

灣人」。日治下台灣，還有起初仍保持固有文化的原住民族，以及日治後始自日本內地移居台

灣之當時法律所稱的「內地人」，為了與戰後來自中國內地者相區隔，亦可稱為「日本內地人」。

以下將不討論原住民族、在台日本內地人的歷史經驗，但基於傾聽、對話、和解、共生之旨，

期盼也能聽到發自這些族群的聲音。 
  2 戰後的台灣還有一群剛從中國移入、不曾經歷日本殖民統治的外省族群，故其歷史經驗和記

憶，與作為本文主要論述對象的前述日治下台灣人，於戰後初期，顯然是不同的，其後的發展

則在文中有簡略的交代。筆者同樣樂於傾聽具有外省族群歷史經驗者的聲音，也希望外省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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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歷史評價。 

二、對政治反抗者施加軍事暴力與法律暴力 

(一) 台灣在地人的政治反抗活動 

  日本帝國在 1895 年，雖有清朝中國讓渡台灣主權的下關條約(1895 年 5

月 8日生效)作為國際法上依據，但事實上卻是靠軍事征服，來開啟對台灣的

殖民統治。中國清朝政府在 1895 年 6 月 2 日，僅在基隆外海完成主權交接

的書面作業，未實質上將台灣統治權移交日本政府，當時台灣島上已有由原

清朝駐台官員為主組成的「台灣民主國」，以原駐台清軍和某些台灣在地的

地方型私人武力，共同對抗日本的接管。日本新設的台灣總督府將原駐台清

軍視為清朝的叛軍，促其儘速返回清國，但認為台灣在地人已是「大日本帝

國所屬士民」，故稱反抗日本政府者為「匪類」、「亂民」，並在同年 7月間發

佈「台灣人民軍事犯處分令」，對各種攻擊或妨礙日軍的行為處以死刑。3同

年 8月 6日以後更將台灣總督府改為軍事官衙，在台施行軍政，直到隔年 3

月 31日為止。4日軍於 1895 年 10月 21日進入台南城，台灣民主國完全崩潰，

原清軍亦已逃離台灣。但是，台灣本地的地方豪強所率領的武裝部眾，仍繼

續以游擊戰與日軍周旋，直到 1902 年方歇。惟 1907 年之後，又有個別的武

裝抗日事件發生，規模最大者即為後述 1915 年的西來庵事件。5 

                                                                                                                                       
能聽一聽過去在歷史教科書中被忽略之有日治經驗台灣人(本省人)的聲音，到底今天大家都共
同生活在台灣。 

  3 參見伊藤博文編，《台灣資料》(東京：秘書類纂刊行會，1936)，頁463-466。《台灣人民軍事
犯處分令》的內容，見戴炎輝、蔡章麟，《台灣省通志稿政事志司法篇》第1冊(台北：台灣省

文獻委員會，1955)，頁156。 
  4 參見外務省條約局，《日本統治下五十年の台灣(「外地法制誌」第三部の三)》(東京：外務省

條約局，1964；重刊版，東京：文生書院，1990)，頁143-147。 
  5 參見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法律改革》(台北：聯經，1999)，頁228-232、242-243；翁佳音，
《台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895-1902)》(台北：國立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6)，頁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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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在地人本於之前在清治下的「武力抗官」傳統，不憚於運用私人武

力，對抗日本殖民統治者的正規軍。按日治之初，在台灣的華人移民(日治以

後相對於日本人才逐漸形成新的「台灣人」認同)，基於「華夷之辨」(而非

近代的國族主義)，6對於種族文化上被視為「夷」的日本人，原即不存好感。

但更關鍵的是，某些在地的社會領導菁英認為其財產乃至生命，遭到外來的

日本政府的不當對待或威脅，故起而反抗。7此無異於清治時期在面對官府壓

迫時，發動「民變」以武力抗官。但因這時所對抗的是日本政府，故抗官的

領導者可藉村民保衛鄉土的情感、對異族的排斥，而動員群眾一起「抗日」。

亦與清治下台灣一樣，不乏利用民間的宗教信仰來凝聚反抗政府的力量者，

尤以 1907至 1916 年此期間所發生的武裝抗日為然。8此外，在地的政治反抗

者起初常以復歸清朝統治為號召，然 1907 年之後的武裝抗日事件，許多領

導人已表示欲在台灣自立政權，9蓋依華人的傳統觀念，武力抗官的極致，即

是以「替天行道」為由，自命為「天子」，謀求「改朝換代」。 

                                                      
  6 台灣人的抗日行動雖各地蜂起，但是很少跨區合作，並無全島性的領導人；當時尚欠缺「共同

體意識」，反而仍有沿襲自清治時期、曾據以相互械鬥的「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

等具排他性的族群意識，所謂「台灣人」的觀念是在台漢人於日本統治之後，相對於日本人而

逐漸產生的。參見翁佳音，《台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895-1902)》，頁28、42、46、98、138。
所以，日治前期的武裝抗日者，既無以台灣地域上的人民為一個國族的「台灣國族主義」，亦

無以中國大陸以及台灣地域上的人民為一個國族的「中國國族主義」。唯一的例外是1913年的
羅福星事件，羅福星曾受孫文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而其追隨者除台灣本地人外，頗多是在

台中國人(華僑)。參見山邊健太郎，《現代史資料：台灣(一)》(東京：みすず書房，1971)，頁
36-44。 

  7 許多抗日領導者並非一開始即高舉抗日旗幟，有些甚至是迎接日軍的，但或因日方之劣政侵害

其利益，或因日軍殘暴行徑，致其心生不滿，或慘遭不幸，方起而反抗政府。此外，例如1896
年日軍在雲林曾為無差別地屠殺及焚燬村落等惡行，使得許多受害人遇日人則殺，群起加入抗

日游擊隊。參見翁佳音，《台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895-1902)》，頁94-95、98-110、152、
156-158、161-162；向山寬夫，《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灣民族運動史》(東京：中央經濟研究
所，1987)，頁164、168。 

  8 參見翁佳音，《台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895-1902)》，頁163-167。 
  9 參見翁佳音，《台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895-1902)》，頁138-147。在1907年之後的武裝抗
日事件中，反抗規模最大的余清芳，即擬在台建立「大明慈悲國」。以今之觀念而言，可謂其

欲「獨立建國」，但其實當時的抗日事件領導者，尚無近代西方傳來的主權國家觀念。唯一可

能的例外是註6所述的羅福星，但其並無台灣獨立建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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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殖民統治者的訴諸軍事暴力 

  日本政府一開始，主要是以軍事暴力，鎮壓殖民地人民的反抗行動。軍

政時期的總督府先在 1895 年 10月間，依軍事命令建立一個稱為「台灣總督

府法院」的軍事法院，以審理台灣住民之犯罪及民事訴訟。同年 11 月再頒

行「台灣住民刑罰令」，其規定教唆犯與從犯、未遂犯，概科以正犯、既遂

犯之刑，主要的犯罪類型即複製「台灣人民軍事犯處分令」所規定者，在共

計 30 個條文中，竟有 8 個條文是唯一死刑；其意在以嚴厲無比的處罰，嚇

阻人民的反抗。同時間頒行的「台灣住民治罪令」雖形式上引進近代西方的

控訴式刑事訴訟程序，由檢察官、審判官分任偵查起訴及審理判決，但以「戰

地」為由，由憲兵官警官或地方官出任檢察官，且一審終結，對被告之程序

上保障極少。10但即令如此，日本統治當局仍很少依據上述法定要件和程序

處置台灣人反抗者；於大多數情形，還是由日軍當場格殺。11 

  1896 年 4月以後，台灣殖民地進入「民政」時期，依同年 5月 1日發佈

的「台灣總督府法院條例」，12由台灣總督府法院專職行使國家司法審判權，

採行三審制(但 1898 至 1919 年改為二審制)，總督不得干涉其審判，亦即宣

示了人民應否負刑事責任應由法院依法律決定。但是，為了對政治犯速審速

決，以儆效尤，同年 7月間即發佈「台灣總督府臨時法院條例」，13創設可不

                                                      
 10 相關條文，見戴炎輝、蔡章麟，《台灣省通志稿政事志司法篇》第1冊，頁155-160。立法理由，

見劉寧顏等譯，《日據初期司法制度檔案》(台中：台灣省文獻委員會，1982)，頁50-51。 
 11 僅在當時日本政府較能控制的北部地區，可看到政治反抗者經該軍事法院審判之例。參見向山

寬夫，《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灣民族運動史》，頁165、168。該軍事法院，從1895年11月下
旬才開始運作，至1896年3月31日止，共審理345件刑案，但只有41件涉及反抗政府之罪。見劉

寧顏等譯，《日據初期司法制度檔案》，頁52、75-77。有論者曾估算從日軍於1895年5月29日
登陸台灣起，至同年10月21日進入台南城為止，原清軍及台灣在地人反抗者共約一萬人陣亡。
參見向山寬夫，《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灣民族運動史》，頁108。就當中台灣在地人部分，
顯然很少經該軍事法院審判。 

 12 其條文及之後的修正，見條約局，《律令總覽(「外地法制誌」第三部の二)》(東京：條約局，
1960；重刊版，東京：文生書院，1990)，頁130-137。 

 13 其條文及之後的修正，見條約局，《律令總覽(「外地法制誌」第三部の二)》，頁13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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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地域管轄之限制，隨時得於反抗事件發生地開庭審理，且一審終結的臨時

法院。臨時法院制度原是因軍隊濫殺無辜，引起英國媒體批評而設的；但是，

從 1896 年中期至 1898 年初期，日本的軍、警、憲於鎮壓台灣人反抗運動時，

照樣將大多數的反抗者，或當場格殺，或逮捕後立即處死，並未送至台灣總

督府法院或臨時法院依司法程序審理。14 

(三) 日本殖民統治者開始重用法律暴力 

  當台灣總督認真地準備用「法律」來對付抗日者時，第一個動作就是制

定非常嚴酷的「匪徒刑罰令」，其堪稱「法律暴力」的典範。該令第 1 條規

定：「不問目的為何，凡以暴行或脅迫為達成其目的而聚眾者」，即構成「匪

徒罪」，是以當時非出於政治動機而肆行結夥搶劫的真正強盜，也被納入「匪

徒」之列。15日本統治當局明知此情，但為了污名化政治反抗者，仍將其與

一般人痛恨的強盜集團劃等號。16進而對各種匪徒行為，動輒科以死刑，其

效力甚至溯及該令發佈前所發生之行為(依行為時有效之日本刑法典所能科

處的刑度較輕)。日本政府為了「合法地」消滅台灣人反抗者，維護殖民地統

治秩序，竟不惜違反日本當時繼受自西方的近代刑事法基本原則。 

  與此相配合的是，讓經常不分青紅皂白一概血腥鎮壓的軍方退居第二

線，改由警察部門主導對「匪徒」的肅清，並利用中華帝國原有之對犯罪者

鄰人連帶處罰的保甲制度，令不願「惹事」的一般民眾不敢庇護武裝抗日者，

使其孤立無援。在刑事訴訟程序上，明訂匪徒罪得由臨時法院以其一審終結

                                                      
 14 參見向山寬夫，《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灣民族運動史》，頁169-171、179-182、190-193、207。 
 15 參見上內恆三郎，《台灣刑事司法政策論》(台北：台灣日日新報社，1916)，頁176；其實例，

參見明治34年控刑字第29、30號判決，載於台灣總督府覆審法院編，《覆審法院判例全集》(台
北：伊藤正介，1920)，頁374。 

 16 任內成功鎮壓台人武裝抗日的兒玉總督，在對日軍幹部為訓示時，明白指出所謂的「土匪」，
有些並不是真正的強盜，而是因日方失政所產生的政治反抗者；日治時期原屬警察機關內部參

考用的《警察沿革誌》，亦將1895-1902的「土匪」分成三類，而「真正意義的地方盜賊」只

是其中一類。參見翁佳音，《台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895-1902)》，頁143、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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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來處理。在採二審制的普通法院內，則為了速審匪徒罪，於 1899 年

規定台灣人或清國人所犯的重罪案件，得不必經預審程序而逕付公判，接著

在 1901 年又規定就屬於重罪的匪徒罪案件，得不必依職權為被告選任辯護

人。17 

  不過，臨時法院在整個法律鎮壓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非一般所想像

的那麼重要。依司法案件之統計，在抗日游擊戰較盛行的 1902 年以前，大

部分的匪徒罪案件是由普通法院審決；以 1902 年台北、台中和台南等 3 個

地方法院為例，總計匪徒罪被告竟有將近七成五遭判處死刑；此期間內臨時

法院只開設兩次，且判處的刑度與普通法院差不多。直到 1907 年以後，政

治反抗事件比較是屬於個別突發性質的，臨時法院才成為審決匪徒罪的主

力；但對於土庫事件和六甲事件，仍未開設臨時法院，而是以普通法院審決

匪徒罪案件。18 

  日本帝國還是沒有依其自訂的「法律」所宣示的，一概由法院來制裁殖

民地的政治反抗者。殖民地統治當局仍視反抗者為必須加以「殲滅」的「敵

軍」，而非應使其「重生」的「犯罪人」。故在 1898 年，曾發生「討伐隊」

在包圍村落之後，將成年男子齊聚一處，再依線民報告所做成的「土匪名

簿」，直接殺害 238 名被認為有抗日軍之嫌者。甚至，對於已願意歸順日本

政府者，仍設局誘使其反抗後再由軍警射殺之；於 1902 年，配合軍隊的砲

擊，日本當局終於如願地殺死身上猶帶著「歸順條件准許證」的前南部抗日

軍首領林少貓。根據日本官方的統計數字，1895 至 1902 年間，被殺的「匪

徒」(含真正的強盜)中，只有約四分之一係經正式的法律程序始被處死。19 

  依據估算，於 1895-1902這八年間，在日本帝國軍事暴力和法律暴力的

雙重鎮壓下，台灣住民約有 3萬 2千名，亦即超過當時台灣總人口的百分之

                                                      
 17 較詳細的論證，參見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法律改革》，頁102-103。此書有英文版：Tay-sheng 

Wang, Legal Reform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1895-1945)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18 詳細的論證，包括案件數量，參見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法律改革》，頁232-236、243-244。 
 19 參見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法律改革》，頁236-237、23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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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遭新來的殖民地統治者殺害；且平均約每 25名年輕台灣人男子，就有 1

名死於抗日行動。20 

  日本統治者在台灣最後一次適用匪徒刑罰令，係針對 1915 年發生的西

來庵事件，21此案中法院依法作成之裁判，充分表現其國家暴力的本質。台

灣總督府於 1915 年 5 月即在台南地方法院開設臨時法院，以備審理匪徒罪

被告，從同年 8 月底至 10 月底公開審理領導人余清芳及其部眾。移送至台

南臨時法院的匪徒案件，經檢察官為不起訴者有 303 人，但被起訴者仍有

1,430 人，法院判決的結果是：死刑 866 人(約佔 60%)、有期徒刑 453 人(其

中「十五年以上」18 人、「十二年以上」63 人、「九年以上」372 人)、無罪

86人。由於處刑殘酷無比，震驚日本帝國議會，日本政府乃以大正天皇登基

為由進行恩赦，被判死刑者除業已執行的 95人(包括余清芳)外，獲得減刑。

此外，另一領導人江定等共計 272人的匪徒案件，因臨時法院已關閉，係由

台南地方法院依一般刑事訴訟程序審理，其中 221人獲不起訴，被起訴的 51

人中，死刑 37人(含江定，約佔 73%)，有期徒刑 15 年以上者 12人(約佔 24%)，

可見日本統治當局雖縮小打擊面，但對抗日行動的領導階層毫不手軟。按江

定於出降時曾被允諾將免除其刑，然嗣後卻以「有傷國法威信」為由拒不履

行；22惟如前所述，日本軍警時常未依法將匪徒罪嫌疑人移送法院，而逕予

以處決，23此亦有傷國法威信，卻未見追究。可見當時的法律，僅是統治者

                                                      
 20 參見黃昭堂著、黃英哲譯，《台灣總督府》(台北：自由時代，1989)，頁93；向山寬夫，《日
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灣民族運動史》，頁288。 

 21 於1915年，曾任警察、亦曾被當作浮浪者移送台東管訓的余清芳，結合羅俊、江定兩人，利用

位於台南的西來庵，傳播反日思想，謂在台灣將出現新皇帝，以驅逐日人。同年5月間日本當
局開始搜捕余清芳等三人，6月間羅俊被捕，但7月時余清芳和江定率眾攻擊噍吧哖一帶警察派

出所，殺害數十名警察或官吏及其家眷，總督乃增派軍警圍捕之，8月間余清芳被捕，江定則
至隔年(1916年)4月始被勸誘向日本官方投降。參見山邊健太郎，《現代史資料：台灣(一)》，
頁52-67、79-81；王詩琅，〈日據時期之台灣〉，載於林衡道主編，《台灣史》(台中：台灣省

文獻委員會，1977)，頁676；遠流台灣館編，《台灣史小事典》(台北：遠流，2000)，頁122-124。 
 22 參見山邊健太郎，《現代史資料：台灣(一)》，頁73-85。 
 23
 據說日本軍警為報復噍吧哖附近村莊居民之「袒護」余清芳等，曾進行被稱為「噍吧哖大屠殺」

的屠村行動，殉難者達數千人之多。參見王詩琅，〈日據時期之台灣〉，頁676；史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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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所操弄的工具。 

三、在法律體制內對抗法律暴力 

(一) 一般人民的刑事、民事法律生活 

  在一個社會裡，積極反抗政府者到底僅占少數，多數的一般民眾是否亦

遭受「法律暴力」的欺壓，宜另為探究。不過人民生活的面向很廣，在此限

於篇幅，僅討論日治 50 年裡台灣人的刑事、民事法律生活，這還不是當時

一般人法律生活的全部。24 

  日治以後，從 1896 年 4月起，國家所提供的刑罰法規，即是以歐陸(法、

德)個人主義刑法為藍本所制定的日本 1880 年刑法、日本 1907 年刑法為主，

雖然另有台灣特有的「匪徒刑罰令」、或自 1925 年與內地同步施行的「治安

維持法」等特別刑法之規定。25觀其立法經過，當殖民地政府以「律令」(具

有與帝國議會同等法律效力的行政命令)將近代西方式刑法典實施於台灣

時，並未徵詢過台灣人民的意思，26或者調查過台灣人的犯罪觀，而是逕以

在日本已採行的刑罰法令規範台灣人的行為。其動機或目的是在殖民地台

灣，宣示新的國家權威的到來，並維護殖民地秩序，27而非為了推廣近代式

                                                                                                                                       
灣四百年史》(San Jone, Ca.: Paradise Culture Associations, 1980)，頁447-448。 

 24 受國家諸多行政法規管制的法律生活，可參考王泰升，《台灣法律史概論》(台北：元照，2004，
二版)，頁181-200。 

 25 刑罰法規之頒行過程及其內容，參見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法律改革》，頁87-88、94-97、
111-113；王泰升，《台灣法律史概論》，頁251-253。較重要的明治29年律令第4號、明治31
年律令第8號、明治41年同樣以律令制定的「台灣刑事令」，可參見條約局，《律令總覽(「外
地法制誌」第三部の二)》，頁146、166、168。 

 26 日本在台灣從未設置由殖民地民意代表組成的殖民地議會，部分台灣人知識菁英自1921年開始
至1934年為止，曾15次向帝國議會提出請願，希望能設置性質上接近殖民地議會的「台灣議
會」，但一直未獲採納。 

 27 由於事涉殖民地秩序之維護，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大多強力干涉當地人的刑事事項。見Arthur 
Girault著、若林榮次郎譯，《殖民及殖民法制原論》(台北：臨時台灣舊慣調查會，1918)，頁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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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故縱令日治時期刑法包含若干近代性(modernity)，於今日可被認為是

妥當的，但不因此改變日本殖民主義者當時以暴力強制他人接受的本質，故

仍可謂係「法律暴力」的展現。 

  以犯罪即決制度的發展為例，日本統治者最在意的，一直是統治的便利

性，而不是今所稱「法的近代性」，亦即法律是否符合近代西方個人主義、

自由主義法制理念的問題。日本帝國剛領有台灣時，可能思及台、日同屬東

亞文化圈，也無暇另做規劃，乃將母國的法院制度一體適用於殖民地人民，

不像某些西方殖民國家之建立殖民地人民專用法院。28於 1899 年，為了改善

因台灣各地法院訴訟程序欠缺一致性所導致的不便，規定一律依用日本原仿

效自歐陸的刑事訴訟法。29但如此一來，凡刑事案件均須由法院依該項為求

慎重而設的複雜程序處理，殖民地政府為此需支出大量的司法經費。因此，

一方面在 1905 年以律令發佈「刑事訴訟特別手續」，確立在台灣殖民地的特

別刑事訴訟程序。30另一方面，從 1904 年起，以台灣人不習於西方式的行政

司法分立、法院數量較少以致人民往返費時費力為由，31擴大「犯罪即決」

的範圍。除了原本即由警官即決的「該當拘留或科料之刑之罪」(主要是針對

違警罪)外，增列「應科處主刑三個月以下重禁錮之賭博罪(1909 年加上暴行

罪)」、「應科處三個月以下重禁錮或一百元以下罰金之違反行政諸規則之

罪」，得由屬於地方行政首長的廳長(實際上由高階警官代行)，經簡易訊問後

即作成裁決，不服者雖得請求法院為正式裁判，但在實務上提出不服者極

少。同自 1904 年施行、至 1921始廢止的「罰金及笞刑處分例」，32又規定對

                                                      
 28 參見Arthur Girault著、若林榮次郎譯，《殖民及殖民法制原論》，頁530-536。 
 29 參見明治32年律令第8號；台灣總督府法務部編，《台灣司法制度沿革誌》(台北：台灣總督府

法務部，1917)，頁20。 
 30 明治38年律令第10號，見條約局，《律令總覽(「外地法制誌」第三部の二)》，頁170-171。其

立法理由，見劉寧顏等譯，《日據初期司法制度檔案》，頁1019-1074。在此之前，已有某些
關於刑事訴訟程序的特別規定，參見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法律改革》，頁97-98。 

 31 明治37年律令第4號的「理由書」，見〈犯罪即決ニ關スル律令發布ノ件〉，國史館台灣文獻

館藏，《台灣總督府公文類纂》，明治37年，民總3309號。 
 32 明治37年律令第1號，見條約局，《律令總覽(「外地法制誌」第三部の二)》，頁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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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應科處三個月以下重禁錮、或一百元以下罰金」的台灣人(不適用於內地

人)，得處以笞刑，被處罰金卻未能繳清者，亦得經折算執行笞刑。藉此，佔

多數的刑案可由警官即決，不必再經法院程序，較輕刑度者處以罰金或笞

刑，亦可不必移送監獄；不僅得以節省司法經費，還可增強警察的權威。所

犧牲的是因即決制而減少適用機會的近代型刑事訴訟法，和因笞刑而被踐踏

的近代西方法律思潮中所重視的人性尊嚴。按犯罪即決制一直延續至日治結

束的 1945 年，且在日治晚期的使用頻率竟高於日治中期。33難道人民的近代

知識越來越差，近代式法院越來越少嗎？非也，乃因該制對殖民統治的便利

性有莫大的貢獻。 

  不過，台灣人在無力反抗日本殖民統治，不得不「遵法」的情況下，就

結果而言，亦知悉甚或接受了這些刑事法律中所包含的近代法原則，例如罪

刑法定、處罰須經正當法律程序、處罰的平等性等法理念。34此有助於台灣

人反過來運用這些知識，批判殖民地政府在行使國家權力時未遵守前述的近

代法理念，俾能減輕法律暴力的危害。這就是本文所說的：「在法律體制內

對抗法律暴力」。 

  相對的，日本帝國並未粗暴地干涉台灣人的民事法律生活。在軍政時

期，於匆忙中僅能以「臨機應變」為方針的台灣總督，只對台灣人提起的民

事訴訟，下了一個「審判官準任地方之慣例及法理審斷訴訟」的指示。35但

1898 年 7月 16日以律令宣布：涉及日本內地人或清國以外的外國人的民事

事項，依日本民法(亦自 1898 年 7 月 16 日生效)和商法處理，僅涉及台灣人

或清國人的民事事項，則依既有規則，亦即依舊慣或法理處理，則應是經過

一番考量。36當時日本為了 1 年後台灣能與內地同時廢除領事裁判權，不能

                                                      
 33 經警察機關依即決程序宣告，或經法院依刑事訴訟程序為裁判的案件數，詳見王泰升，《台灣

日治時期法律改革》，頁217-220。 
 34 詳細的論述，參見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法律改革》，頁279-288。 
 35 參見伊藤博文編，《台灣資料》，頁434-439；明治28年11月17日日令第21之3號「台灣住民民
事訴訟令」，見戴炎輝、蔡章麟，《台灣省通志稿政事志司法篇》第1冊，頁155。 

 36 明治31年律令第8號，見條約局，《律令總覽(「外地法制誌」第三部の二)》，頁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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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在台灣實施日本民商法典，然經前 3 年的實驗，日本政府認為讓台灣人繼

續依「舊慣」過民事生活，對殖民地的安定是最佳選擇，這也是許多西方殖

民國家的通例。37固然「依舊慣」之規定係出於帝國利益的考量，但當時幾

乎未曾接觸過近代西方式民法的一般台灣人，可能還蠻希望有這樣的規定。

可是，當台灣人企業為規避前述法律規定，只好找日本內地人當「人頭」，

以便設立日本商法上之會社，38顯已表示其確有依用商法的高度意願，然殖

民地政府於 1908 年發佈「台灣民事令」時，39仍延續「僅涉及台灣人的民事

事項應依舊慣」之規定，不許台灣人依用商法，忽視被統治者的利益，不能

不謂存在著法律暴力。 

又，自 1923 年 1 月 1 日起，僅涉及台灣人的民事財產法事項，也跟日

本內地人一樣可適用日本民法商法等，但民事身分法事項卻還是「依習

慣」。40不將日本民法親屬繼承兩篇適用於台灣人身分事項，是法律暴力的

展現嗎？不無疑義。按當時不僅在總督府評議會內屬於親政府的台灣人委

員，多數認為身分事項應依台灣人習慣，41一些從事政治反對運動的台灣人

菁英，亦認同應依台灣人習慣。42日本政府出於統治利益考量，而採取符合

當時多數台灣人意見的法律，在某意義上可被認為是「追求被統治者的利

                                                      
 37 參見伊藤博文編，《台灣資料》，頁147、407；Arthur Girault著、若林榮次郎譯，《殖民及殖

民法制原論》，頁524。舊慣之維持或廢除，端視何者對日本統治者較有利，見王泰升，《台

灣日治時期法律改革》，頁105。 
 38 按只要法律關係中涉及一位日本內地人，則依法即依用日本民法商法，即可設立商法上會社，

例如1905年以台灣人資本設立的株式會社彰化銀行，只有一位取締役為內地人，其餘九位取締

役及監察役皆台灣人。參見王泰升，〈台灣企業組織法之初探與省思〉，收入王泰升，《台灣

法律史的建立》(台北：作者自刊，1997)，頁314-315。 
 39 明治41年律令第11號，見條約局，《律令總覽(「外地法制誌」第三部の二)》，頁149-150。 
 40 詳細的規定，參見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法律改革》，頁317-318。 
 41 參見陳昭如，〈離婚的權利史——台灣女性離婚權的建立及其意義〉(台北：國立台灣大學法

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7)，頁136-137、142-144。 
 42 參見鄭松筠(雪嶺)，〈就民商法施行而言〉，《台灣青年》，第3卷第4號(1921.10)，漢文部，
頁17-21；記者(即林呈祿)，〈施行民法商法宜置例外例〉，《台灣青年》，第3卷第4號(1921.10)，
漢文部，頁21-26；林呈祿，〈民法の親族規定を台灣人に適用する法案の疑義〉，《台灣青

年》，第3卷第6號(1922.09)，日文部，頁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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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但若從台灣人欠缺在日本民法或台灣習慣以外存有第三種選項、並得

自主選擇的機會，則被統治者的「最佳利益」仍未被照顧到，故於今仍不免

於被批評為法律暴力。 

  關於民事紛爭的解決機制，台灣總督府採取與刑事犯罪的認定相似的作

法。同樣自 1896 年開始運作西方式法院，1899 年正式依用日本的歐陸式民

事訴訟法，1905 年確立在台灣的民事訴訟特別程序，並自 1904 年起強化由

行政機關所為的民事爭訟調停(施行至日治結束)，而立法動機與目的亦在

於：以最低的經營成本，維持殖民地社會的安定，近代性與否不是重點。稍

有不同的是，自 1924 年起，日本的刑事訴訟法典直接施行於台灣的同時，

仍以特別法維持原有「刑事訴訟特別手續」的精神；但自 1923 年起，日本

民事訴訟法典直接施行於台灣的同時，不再頒行特別法了。43有此差別的原

因，應是刑事訴訟與殖民地公安的關係較密切，統治當局不願放棄那些賦予

國家機關較大權威的特別規定。而民事與刑事在性質上的不同，也表現在下

述人民對民事制度改革的反應上。 

  儘管日本殖民統治者的動機或目的可議，但是台灣人面對新的民事制度

相當能接受或加以善用。例如，殖民地統治當局進行建立地籍的「土地調

查」，以及確認民事法律關係的「土地登記」，既可解釋為是「為了侵奪殖民

地資源」，亦可認為是「近代型國家必要的基礎建設」，然更應注意的是當時

一般台灣人的反應。土地調查確實使某些地主因未申報致失其權益，44但整

體而言具有釐清業主權歸屬之作用，且主動前往法院辦理權利登記的人數也

不少。45按上述法律措施使得人民對土地所擁有的各種利益，得到「權利」，

                                                      
 43 相關法令及其內容，參見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法律改革》，頁101-102、109-110；王泰升，
《台灣法律史概論》，頁266、324。 

 44 參見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法律改革》，頁326-327。 
 45 已經被查定為土地台帳簿上業主者，即在民事法上享有業主權，除非對該土地有為處分行為之

必要，否則不一定須到法院辦理權利登記，但依開辦登記10年後的1914年的統計，就土地台帳
已登錄土地，已有約76%筆土地經人民申請辦妥業主權保存登記。另外，還有關於典權、胎權、
贌耕權的登記。參見魏家弘，〈台灣土地所有權概念的形成經過－－從業到所有權〉(台北：

國立台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7)，頁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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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法院或者說是國家權威所給予的保障；此後，地主階層即已不再如日治

初期那樣率眾武裝抗日了。故從結果而言，由於台灣人的積極參與，從日治

之初至 1923 年改為適用身分法以外的所有日本民商法為止的二十餘年，等

於是台灣人的民事財產法生活，從傳統中國式邁向近代西方式的過渡期。46同

樣的，雖然行政機關的調停，拉走許多原本可能使用近代式的法院訴訟解決

民事紛爭的當事人，但是依案件統計顯示，台灣人選擇使用法院的人數，很

快地就超過使用較接近傳統中國式的行政機關調停，且有越來越多、成為主

流的趨勢。47總之，自日治初期起，台灣人即知善用這個帶有部分法律暴力

色彩的民事法制度，爭取自己的權益。48這對於下述之利用憲政體制對抗殖

民統治當局，或有一定的啟示。 

(二)政治菁英在不義的憲政體制內對抗不義 

  面對在殖民地浴血武力反抗 20 年仍無效的現實，台灣人政治菁英重新

設定反抗的策略和目標。於 1920 年代，台灣在經日本殖民統治四分之一個

世紀後，已因全島性的人與物的流通、共通語言(日語)的使用，逐漸形成一

個共同體(community)；而在島內、特別是到日本內地受教育台灣人，亦接觸

到日本由西方引進的近代知識。於是，在台灣人知識界中，關於應如何反抗

日本帝國殖民統治壓迫，本於同樣的台灣共同體意識(即所謂「台灣是台灣人

的台灣」)，發展出兩種不同的策略與目標。其一是，西方自由主義憲政體制

的支持者，鑑於一般民眾尚缺自由立憲思想且飽受殖民統治者威嚇，在島內

                                                      
 46 詳細的論證，參見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法律改革》，頁306-349。 
 47 詳細的論證，參見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法律改革》，頁193-213。 
 48 例如在1902年，即有某台灣人聘請日本內地人辯護士作為訴訟代理人，向台灣總督府提起民事

訴訟，請求給付「地基銀」，雖本件原告最後敗訴，但仍具有其一定的歷史意義。參見〈原告

陳汝漢被告台灣總督府兒玉源太郎ニ係ル地基銀請求事件ノ件〉，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台

灣總督府公文類纂》，明治36年，第16門司法，「雜」，第30件。當然在日本統治者不願積極

輔導底下，台灣人之學習使用西式法院，受到相當的限制，關於此論點，參見王泰升，〈台灣

法律文化中的日本因素〉，「當前日本文化與台灣創新研討會」，台北：國立台灣大學日文學

系主辦，2005年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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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抗日行動又幾無外援，故採漸進迂迴路線，先承認並利用日本在台灣所

施行的憲政體制，以爭取更多自由權利，最終達到「自決」的目標。其二是，

以「被壓迫民族之解放」為基調，追求台灣民族獨立，建立一個社會主義國

家者，其傾向於根本否定日本的國家憲政體制。49 

  支持上述第一種主張者，欲善用代議制度，希望被統治者的利益能在立

法過程中被充分考量，以改變國家法律的「暴力」性格。這群台灣人政治異

議者，自 1921 年起向帝國議會提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從訴諸請願程序

可知，其係以承認日本對台主權及明治憲政制度為前提。所推動成立的「台

灣議會」，只是殖民地議會，且僅僅擁有有限的自治立法權，不能否定帝國

議會所制定之法律在台灣的效力。50有志者為推動此事，決意籌組「台灣議

會期成同盟會」。 

  然而殖民地政府，仍以既有的法律暴力對付之。按日本當時為管制政治

性集會結社而制定的「治安警察法」，剛好在台灣與日本內地同時施行。於

1923 年，台灣總督府乃依該法，以有「保持安寧之必要」，禁止台灣議會期

成同盟會之設立。詎知已了解日本法律的台灣人異議者，竟以同名稱另向東

京警察官署聲請設立並獲准，之後即返台進行活動。在台灣殖民地的檢察

官，即以其違反依治安警察法所為禁止命令為由，提起公訴，因此俗稱「治

警事件」。本案由台北地方法院三位日本內地人判官組成的合議庭，在旁聽

席滿座的情形下公開審理，最後認為雖被告等確實巧妙利用法律的縫隙，但

                                                      
 49 較詳細的論述，參見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法律改革》，頁123-124、246-248。另參見王詩

琅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譯自「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台北：

稻鄉，1988)，頁185-210、215-229。 
 50 構想中的台灣議會，將議決依據「法三號」得以律令為特別規定的立法事項，並協贊台灣的預

算。但法三號已明文限定僅僅在「並無應適用的(帝國議會所制定的)法律或雖有之但難以依『特

例敕令』辦理，且因台灣特殊情形而有必要」時，才可制定律令。換言之，在台灣原則上係施

行帝國議會所制定的法律，例外時才改依律令，而台灣議會也只能議決這些律令的內容。參見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台北：自立報系文化出版部，1989)，頁50-56；王
泰升，〈日治時期台灣特別法域之形成與內涵——臺、日的「一國兩制」〉，收入王泰升，《台

灣法律史的建立》，頁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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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既無明文禁止此行為，只能宣告所有被告皆無罪。檢察官於是提起上

訴，並曾露骨地表示，被告等煽動無知人民，雖經糾正終歸無效，又因無特

別取締方法，不得已乃依治安警察法禁止之。結果在第二審判決，被告中有

2 位被判有期徒刑(即「禁錮」)4 個月、5 位被判有期徒刑 3 個月、6 位被判

罰金 100元、5位被判無罪。獲罪之被告再提起第三審上訴，1925 年 2月間，

最終審法院以被告等在東京的結社行為，係其在台灣已被禁止之結社行為的

延長，故事實上繼續其已遭治安警察法禁止之行為，應屬有罪，而駁回上

訴。51就形式上而言，這是國家法律最後的認定，所持之判決理由，雖未堅

持罪刑法定原則，也不是全然講不通。但是，為什麼同樣的行為在東京合法，

在台灣就不合法？難道這不是殖民地統治恣意的暴力嗎？ 

不過，相對於 10 年前日本當局對西來庵事件的殘酷鎮壓，這個判決結

果簡直是微不足道，也確認了體制內合法抗爭的可行性。經過這場「法庭鬥

爭」之後，法庭上的受難者，成為人民心中反抗政府權威的英雄，而台灣議

會設置請願行動的「正當性」，或者對於一般人民來講更重要的「安全性」，

已大大提高，以致參與的人數激增。52甚至鼓舞了更多的台灣人投入社會或

政治運動，例如 1925 年二林蔗農組合發動的抗爭，即開啟台灣近代農民運

動之先河。 

  然而，台灣總督府的威權統治並不因此動搖，法律的暴力也沒有太大的

改善。1927 年雖依治安警察法，允許台灣人組成近代型政黨，亦即台灣民眾

黨，但於 1931 年時即再依同法解散之；而於前 1 年(1930 年)，允許較不具

威脅的台灣人異議人士另組「台灣地方自治聯盟」，該聯盟亦於 1937 年中日

戰爭發生後自行解散。53而且，對付政治異議者的法律，並不僅限於專為壓

                                                      
 51 參見吳三連、蔡培火等，《台灣民族運動史》(台北：自立報系文化出版部，1971)，頁212-276；
〈高等法院上告部大正十四年上字第五八至六九號判決〉，載於判例研究會編，《高等法院判

例集：大正十四年至昭和二年》(台北：編者自刊，1928)，頁109-115。 
 52 參見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請願運動》，頁88-92；許世楷，《日本統治下の台灣─
抵抗と彈壓─》(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頁228-229。 

 53 參見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法律改革》，頁247-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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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群眾運動、或進行思想控制而設、處罰較嚴厲的「政治刑法」(例如，刑法

典上不敬罪、治安維持法、治安警察法、暴力行為取締法、出版規則等)，還

包括原以普通人的一般犯罪為規範對象的「一般刑法」(例如刑法典上的妨害

公務罪、傷害罪、恐嚇罪等)，事實上是以援用一般刑法的情形佔多數。54 

  台灣人政治異議者在法律體制內對抗的成果之一，或許是 1935 年起開

辦的州會、市會、街庄協議會議員的選舉，使台灣社會有了民主選舉的實際

運作經驗。不過，這對於消弭本文所稱的法律暴力，作用不大，蓋所選出之

代表只能參與決定地方層級的法規，撼動不了全台性的法令。且該等地方議

會的民意代表性也不足，不但有半數是由行政部門指派，且只有年納一定稅

額的男子才有選舉和被選舉權。55 

  殖民地政府對於不願承認日本國家體制的台灣人異議者，施予更嚴厲的

法律暴力。例如，對於 1928 年成立的台灣共產黨，即根據專門懲治以「變

革國體」或「否認私有財產制度」為目的之結社行為的「治安維持法」(見該

法第 1條)，於 1931 年在台灣島內大舉檢肅。不過，若比較同時期在日本內

地，以及台灣、朝鮮兩殖民地，因涉及治安維持法而被逮捕乃至判刑的人數，56

並考慮到三地各有不同的總人口數，竟可發現：就比例而言，在台灣遭到依

治安維持法為檢肅的人數，不但較朝鮮少，甚至較日本內地少；推其原因，

應是 1920 年代以後，台灣人抗日運動的主調，已從推翻政府的武裝抗日，

調整為體制內的政治反對活動，以致較少遭受這項最嚴厲的法律暴力。57 

                                                      
 54 以對於從事農民運動者的司法制裁為例，可看出此現象，參見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法律改

革》，頁250-252。 
 55 參見王泰升，《台灣法律史概論》，頁169-170。 
 56 在日本內地，治安維持法被廣泛使用於鎮壓共產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極端右翼者、學者、
學生、知識份子、乃至宗教神職人員；在台灣、朝鮮兩殖民地，主要的適用對象則為不滿殖民

統治的抗日份子。 
 57 台灣在1931-1940這10年內，涉嫌違反治安維持法之總人數為856人。台灣與日本內地的人口比

例為1:13.3，與朝鮮的人口比例為1:4.4，故倘若觸犯該法的比例是一樣的，那麼日本內地應該

有11,385人(856×13.3)，朝鮮應該有3,776人(856×4.4)。但事實上，日本內地在1931-1940這段期
間，涉嫌違反該法者有50,617人，而朝鮮在1928-1935的8年內，涉嫌違反該法者就已有18,600
人，顯然都超出上述11,385人以及3,776人甚多。數據出處及論證過程，參見王泰升，《台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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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日本帝國曾有兩項與治安維持法相關的思想控制制度，即思想

犯保護觀察法和預防拘禁，58並未施行於台灣。按台灣總督府認為「有鑑於

在台灣思想犯人的現狀，暫時沒必要施行預防拘禁」，59其言下之意是，在台

灣的法律已經足夠把殖民地人民管得服服貼貼。而這是否也意味著，台灣人

社會已被國家暴力給「馴服」了？！ 

不過，仍有不少台灣人政治異議者遭受嚴酷的法律暴力，甚或國家機關

的「非法」暴力。依台灣總督府警察部門的統計，60從1931年到1940年，違

反治安維持法的事件共有9件，涉案者共計856人，其中有203名(23.7%)因證

據不足等理由不予起訴，另有418名(48.8%)被處以「便宜不起訴」(日文稱「起

訴猶豫」)，僅有235名(27.5%)遭起訴，最後有213名(24.9%)有罪確定，無任

何被判無罪者，倒有22名(2.5%)因故終止追溯程序，例如因被告死亡而為不

受理判決。按台灣統治當局對思想犯強調的是使其「轉向」，故僅約四分之

一的涉案者最後被起訴定罪，此與在日本內地的違反治安維持法事件相似，

但在日本內地的起訴率更低。61不過，政治異議者的苦難，從警察的殘酷刑

訊就開始了。在日本內地或朝鮮殖民地，政治犯經常遭非法刑求，有些甚至

在警察拘留期間被刑求致死；62在台灣亦然，慘遭警察刑求之後，有些人於

                                                                                                                                       
治時期法律改革》，頁253-254，註75-76。 

 58 關於這兩項制度的內涵，詳見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法律改革》，頁257。 
 59 台灣總督府在致送內閣會議的「理由書」中，指出台灣在1941年度，屬思想犯的受刑人僅有47
位台灣人(已轉向者6人、未轉向者3人，其餘未定)。10年來(1931-1940)在台灣違反治安維持法
有罪確定者有231人，其中務農者佔多數(91人)，知識階層甚少；10年來已釋放者有604人，僅
1成有再犯之虞，且再犯率只有8%。台灣雖無思想犯保護觀察制度，但各郡警察署對於釋放者，

不問轉向與否，一概編入「要視察人」，以監視其行動。見〈大正十一年勅令第四百七號改正

ノ件〉，(日本)國立公文書館藏，《公文類聚》第65編，昭和16年，卷1，皇室門政綱門。感
謝京都大學水野直樹教授提供這份史料。 

 60 以下數據引自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領台以後の治安狀況(下

卷)》(台北：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42)，頁287。 
 61 在日本內地的違反治安維持法事件，亦有非常低的起訴率，和起訴後極高的有罪率，但依1928

年至1941年的統計，起訴率平均僅約8%耳，遠低於台灣的27.5%。參見Richard H. Mitchell, 

Thought Control in Prewar Jap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40-141. 
 62 參見Elise K. Tipton, The Japanese Police State: The Tokko in Interwar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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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理中或發送監獄後即告死亡。63至於法院判處的刑度，於1931年的台灣共

產黨事件，台共領導人有1名被判有期徒刑15年，其他被判有期徒刑13年、

12年、10年、8年不等；而1935年的眾友會事件，首謀者一名在審理中死亡，

另一名雖被判有期徒刑12年，但於獄中病死，結果都是死路一條。64此外，

在1940年代前半期，即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後，仍有一些適用治安維持法的司

法案件，其中許多是子虛烏有的冤案，但仍被科以包括無期徒刑在內的重

罰。65 

  在日治晚期，嚴峻的法律暴力，來自於國家之進入戰爭時期。但那場戰

爭並不是台灣人的選擇，作為殖民地人民的悲哀是，只能被殖民帝國拖著

走。所以，當戰爭結束的時候，台灣人衷心期盼著法律暴力也能告終。期望

越高，一旦不能實現，失望將越大，甚至可能因此解消對先前日本殖民政權

的不滿。所以，台灣人對日本政權的評價，將與後續統治者的表現有關。 

四、日本在台殖民統治的事後評價 

(一)此議題在戰後國民黨統治下台灣的發展 

  自 1937 年起即與日本帝國作戰的中國蔣介石政府，於 1943 年獲得美英

兩國承諾其在日本戰敗後可領有台灣。故 1945 年 10 月 25 日，係由中國蔣

介石政府派遣陳儀，代表同盟國來軍事接收台灣，但陳儀隨即宣布台灣被納

入中華民國領土，中華民國法制自此施行於斯土。然而，外來的中國政府，

並未善待這群渴望從日本殖民壓迫中得到解脫的台灣人。陳儀政府為了將台

                                                                                                                                       
of Hawaii Press, 1990), pp. 26, 31, 56; 金圭昇，《日本の植民地法制の研究》(東京：日本評論

社，1987)，頁79。 
 63 參見台灣省文獻委員會，《台灣省通志卷九革命志抗日篇》(台中：台灣省文獻委員會，1971)，
頁53、57；向山寬夫，《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灣民族運動史》，頁1137、1191。 

 64 參見向山寬夫，《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灣民族運動史》，頁918、1137。 
 65 參見向山寬夫，《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灣民族運動史》，頁1233-1234、1269-1272；王泰升，
《台灣日治時期法律改革》，頁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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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人轉化為中國的人力資源，大力推動「去日本化」及「中國化」，統治一

年後即全面禁止使用日語文，令台灣社會一整個日語世代頓時變成「文盲」，

須開始牙牙學中國語，66很諷刺的是，原本作為殖民統治壓迫象徵的日語，

戰後竟變成辨識是否屬於「我群」(受中國政府欺壓的在地人)的基準。來自

中國的統治階層，認為日本在台灣的五十年的統治，無非就是台灣人「被奴

化」，和日本殖民主義者無所不在的政治壓迫、經濟剝削的歷史。前述日本

統治者的法律暴力，即作為其所謂政治壓迫的註腳。其實，從中國國族主義

的立場，日本阻斷中國對台灣的統治達半個世紀之久，導致中國需再花力氣

將台灣統合進入整個中國，就是一項「錯誤」，根本不需要再從個人主義或

自由民主思想來批判。 

  另一方面，1949 年 12月 9日起，於中國內戰敗北的蔣介石政府，在台

灣開始運作一個中央政府。這個政府是由無日治時期經驗的外省族群政治菁

英所掌控，且事實上能行使統治權的區域，幾乎只有原日本統治的台灣和澎

湖，以及蔣介石政府在中國執政時所統治的中國福建沿岸小島：金門和馬

祖，故從政治事實而言係「台灣政府」，但其在國家法律上卻宣稱乃是擁有

中國所有領土的「中華民國政府」。簡言之，在台灣由蔣介石所領導的國民

黨政府，於國家法律上並不自認是一個以台灣作為領土的國家，而是以其實

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蒙古共和國所統治的「中國大陸」，加上台灣，所構

成的一個虛幻「大中國」。因此，從國家法律的立場，作為 35 省之一的「小

台灣」不應給予超過其份量的注意，且台灣一地的歷史，僅是「中國地方史」，

故當中與中國沒關係的日治時期可盡量簡略。 

  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如果還是要提一下台灣的「日據時期」(官方用

語)，且又講到「法律」，通常會怎麼處理呢？首先可觀察在 1950和 60 年代，

亦即國民黨厲行威權統治下學界的歷史論述。曾於日治時期擔任辯護士、戰

後在台大法律系任教、後來成為國民黨政府司法院院長的戴炎輝，在 1949

                                                      
 66
 參見王泰升，〈台灣戰後初期的政權轉替與法律體系的承接〉，收入王泰升，《台灣法的斷裂

與連續》(台北：元照，2002)，頁20-21、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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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亦即發生屠殺台灣在地人菁英的二二八事件(詳見後述)結束後兩年，曾

為文論及日治時期法制，僅重點式地談當時法律制度的演變，而於評價部

分，幾乎不提因該法制的施行所導致於今可認係正面的社會效果。67蓋外來

的國民黨政府之統治正當性，建立在其終結日本人在台灣的「惡政」，身為

統治者眼中非我族類的台灣在地人學者，若違抗國民黨政府已定調的歷史評

價，將會是極為危險之事。 

援引並強化這項論調的是，戰後自中國移居台灣、未經歷日本在台統

治、後來擔任律師的黃靜嘉。其在 1960 年以單一的殖民主義的觀點，詮釋

日治法制與政治經濟的關連性，得出當時法制係為殖民統治而生的結論。68 

然黃靜嘉既未參考記錄當時法制如何被研擬和施行的台灣總督府檔案，也未

參考當時台灣在地人對日治法制的意見。例如，對於日治後期之以台灣人習

慣法來規範台灣人親屬繼承事項，黃靜嘉即斥責台灣總督府「消極放任」，69 

但這是當時大多數台灣人所希望的，若日本統治當局依從之即被批評為「愚

民」，那麼若不依從，是否還是會被批評為「殖民」？或許只因為是「日本」

所制定的法律，所以就是「壞的」吧？2002 年時，黃靜嘉律師將其舊作增修

後再次出版，已表明其立論係基於中國國族主義。70 

  但是，分別在 1955 年、1960 年由官方的台灣省文獻委員會出版，惟係

由在戰前日本內地擔任過判官、時任台大法律系教授、曾出任司法院大法官

的蔡章麟與洪遜欣，以及日治時期在日本內地完成法學教育、戰後回台擔任

                                                      
 67 參見戴炎輝，〈五十年來的台灣法制〉，《台灣文化》，第5卷第1期(1949)，重刊於《近代中
國》，第19期(1980.10)，頁79-86。 

 68 參見黃靜嘉，《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與殖民統治》(台北：作者自刊，1960；原政治大
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57)。 

 69 黃靜嘉，《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與殖民統治》，頁112。 
 70 黃靜嘉認為就日治時期法制做不同於他所為的歷史評價，乃是「為島上全體同胞，甚至對中華

民族整個帶來災難」，故寄望「現在青壯的一代，都是在大中國的教育體系下成長的，⋯⋯在

他們的心目中，祖國的歷史輝煌、河山信美，民族前景的波瀾依然壯闊」，故應能「固守」黃

靜嘉對日治法制所為的評價。參見黃靜嘉，《春帆樓下晚濤急：日本對臺灣殖民統治及其影響》

(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2002)，頁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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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後來亦出任司法院大法官的陳世榮，所共同撰寫的著作裡，對日治法

制有耐人尋味的處理。71其絕大多數的篇幅，都是在介紹日治時期各項法規

的內容，包括將日文書寫的條文翻譯為華文，僅在少數地方批評日本基於殖

民統治，在法制上對台灣有差別待遇。按在欠缺意見自由的大環境下，少作

評論乃是明哲保身之道。不過，洪遜欣曾提到前述 1905 年殖民地政府頒行

的民事訴訟特別手續，雖動機上「欲促進訴訟程序之簡易迅速」，但「大體

而言，其內容較為進步，嗣後為日本新民事訴訟法所採取，⋯⋯在台灣先於

日本本國施行此等程序，頗值得吾人注意。」72可見其已區分制法動機與法

律實質內容，且兼從殖民主義以外的觀點為評論。陳世榮也認為民事爭訟調

停制，「為人民解決權義上之糾紛甚收宏效」，但實務運作上有官員施壓，及

行政機關與法院皆可強制執行引發混亂等弊，73頗能從台灣人的實際經驗而

為評論。 

有趣的是，台灣省文獻委員會在 1982 年，將台灣總督府檔案中，從 1895

年至 1905 年為止與司法制度有關的日文原始文件，譯成華文出版。74所選擇

的這日治初期 10 年，正好是日本統治者大肆利用軍事暴力、法律暴力來鎮

壓殖民地人民的時候。但台灣省文獻委員會，或許覺得這些由總督府官員所

寫的立法理由書，有替日本當局辯解的味道，乃在翻譯結束後，附上一篇文

章。該文在說明日治 50 年(而不是前 10 年)的憲政架構後，就以「結語」，未

引證檔案內容或前面的論述，而評日：「各種法制均以對殖民地人民歧視、

凌虐，以至橫暴為其特色」，75再次提示國民黨政府對日治時期法律的官方立

場。 

                                                      
 71 戴炎輝、蔡章麟，《台灣省通志稿政事志司法篇》第1冊；洪遜欣、陳世榮，《台灣省通志稿

政事志司法篇》第2冊(台北：台灣省文獻委員會，1960)。 
 72 洪遜欣、陳世榮，《台灣省通志稿政事志司法篇》，第2冊，頁10。 
 73 參見洪遜欣、陳世榮，《台灣省通志稿政事志司法篇》，第2冊，頁205、211-212。 
 74 即之前引用過的劉寧顏等譯，《日據初期司法制度檔案》。 
 75 郭嘉雄，〈日據時期台灣法制之演變歷程及其性質〉，載於劉寧顏等譯，《日據初期司法制度

檔案》(台中：台灣省文獻委員會，1982)，頁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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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在慢慢朝向政治自由化發展的 1980 年代後期，本身家族曾經歷日

治時期、任教於台大法律系的蔡墩銘與王澤鑑，曾不約而同地表示：日本的

殖民統治，對於台灣的繼受西方式法典具有若干貢獻。76雖然這只是在其他

主題的演講中附帶一提，不是深入研究日治時期法律後的學術發表，但在長

期處於一言堂的台灣，敢說日治時期的法律，在結果上對台灣社會有某些幫

助，仍需具有相當的道德勇氣。 

本身家族曾經歷日治時期、大約於 1980 年代在台灣接受 7 年法學教育

卻從不知日治時期法律為何物的筆者，於赴美國留學後始專攻日治時期法律

史，並在 1992 年的博士論文中，對日治時期法律提出不同於向來台灣通說

的歷史評價。筆者認為，日本殖民地統治當局在台灣進行法律改革的「結

果」，確實有一部分對今之台灣社會的近代化是正面的，然而這僅是該項改

革的附隨效果或副產品，因為改革的動機或目的係以日本帝國利益為最終極

的關懷，這也是當時台灣人民無法自主決定應如何改革所導致的。77 

  十餘年後的 2005 年 1 月間，台灣改由民進黨政府執政將近 5 年之後，

司法院舉辦了「百年司法」展覽。會中展示台灣總督府檔案內有關立法理由

或施行後狀況的原始文件，以及日治時期法院的判決原本、登記簿、公證書

等等司法文書，並期待觀眾從一般人民的角度，重新認識只不過是 60 年前

的台灣人民法律生活，以反思應如何評價日治時期法律。提示一般人民進行

這樣具有開放性的歷史思考，其實已是遲來的正義。 

(二) 從台灣人民觀點所看到的「法律暴力」 

  本於個人主義和自由民主理念而為批判，日本在台法制之具有法律暴力

的性格，已如前述。但是，仍有許多台灣人，在認為日本政府始終對台灣人

                                                      
 76 參見蔡墩銘，〈貴賓致詞〉，載於中國比較法學會(今稱「台灣法學會」)編，《戰後中日法學
之變遷與展望》(台北：編者自刊，1987)，頁3-5；王澤鑑，〈民法五十年〉，收入王澤鑑，《民

法學說與判例研究》第5冊(台北：作者自刊，1990)，頁8。 
 77 參見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法律改革》，頁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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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別待遇的同時，卻相當肯定日本在台灣的統治。其主要原因，除了如前

舉民事法律生活，基本上不太有法律暴力的色彩之外，更重要的是，認為接

續統治台灣的國民黨，一樣以法律暴力踐踏人民，於是對已不再能施暴的日

本帝國，反而有一種懷念。從這個角度，台灣人之「親日」是國民黨的暴政

造成的。 

  許多本身或其家族有日治經驗的台灣人，78從戰後之初對日本人的氣憤

難消，79到嘴巴不說、但心裡頭反而對日本有親切感，關鍵因素在於 1947 年

發生二二八事件。於日治後期，日本統治者已不再訴諸軍事暴力，通常是「合

法」地使用暴力；具有此經驗者，目睹在二二八事件後，號稱「祖國」的政

府，竟然以如同日治初期的軍隊屠殺方式，來對付「台灣同胞」，其心寒已

甚。80更不要說，原本日治時期「日本內地人」的統治者優越位置，戰後竟

被「中國內地人」取代了，81在當時屬於「台灣在地人」的本省族群(包括福

佬、客家及原住民等族群)，82仍舊感受到「外來政權」之挾暴力頒行對「他

們」有利的法律。其實，戰敗的日本帝國，是把它在殖民地以暴力宰制的「成

果」，留給國民黨統治菁英享用，卻不為曾經共同生活半世紀的台灣人設想

過，殖民統治者的無情無義由此可知。83 

                                                      
 78 今之台灣人中，屬外省族群者，本身或其家族不曾有日治經驗者。其對日本及其統治台灣可能

有相異的看法。甚至，本身或其家族有日治經驗之屬於福佬、客家、原住民族群者者，也可能

已接受國民黨政府向來對日治時期的評價。凡此，都應該被尊重，但其亦應尊重別人可以有不

同的看法。 
 79 1945年日本戰敗後，在台灣殖民地的日本官員氣焰全消，台灣人則得以一吐數十年來怨氣，就

像在東港事件中製造假案的日本警官，即被台灣人毆打致死，承審的判官們，則被來台統治的

中國當局逮捕偵辦後逐回日本。參見寺奧德三郎、日本文教基金會編譯，《台灣特高警察物語》

(台北：文英堂，2000)，頁21-23、39、45。 
 80 例如經二二八事件後中國軍隊的鎮壓，無數擔任民意代表的台灣在地菁英，遭處死、逮捕、失

蹤或逃亡，一般民眾則視政治為畏途，平日不敢表達意見。參見王泰升，〈台灣戰後初期的政

權轉替與法律體系的承接〉，頁78。 
 81
 參見王泰升，〈台灣戰後初期的政權轉替與法律體系的承接〉，頁55-59、91。 

 82 在此是敘述5、60年前的事。於今，外省族群也屬於「台灣在地人」了。 
 83 就算1945年時日本人因自身難保，不能關照到台灣人，待戰後日本復興之後，曾經以什麼樣的

方式關心過台灣人民嗎？某些日本人只想要還蔣介石的恩情，對於被蔣介石蹂躪之「原日本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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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年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移至台灣後，被定位為「復興基地」的台灣，

實無異於「軍事殖民地」。論者曾謂對日本帝國而言，台灣具有「軍事根據

殖民地」的性質，亦即對殖民母國具有軍略上之重要性的地區。84但同樣的，

1949 年後的國民黨政府，把台灣當作是反攻大陸、取回中國執政權的軍事基

地，亦是以台灣在地人為工具，追求存在於概念中的「母國」(即包括台灣與

中國大陸的這個國家)的利益，而非被統治的多數台灣人民的利益。按台灣人

民中的本省族群，原在日本統治下以台灣作為一個共同生活圈，與中國大陸

並無強烈的關連性存在，所以一般而言，雖欲抗拒共產黨中國的侵入台灣，

但對反攻大陸沒興趣；卻在二二八事件軍事鎮壓的陰影，以及國民黨軍、警、

特聯手恐怖統治的暴力威脅下，默默地承受成為「別人的工具」，擺脫不了

再次「被殖民」。相對的，當時剛從中國大陸移入台灣、熱望返鄉的外省族

群，則不至於有「被外來者殖民」的感受，但對軍警特恐怖統治仍有反感。 

自 1950 年代到 1980 年代後期為止，國民黨政府以從中國移殖而來的「動

員戡亂、戒嚴法制」，由情治單位和軍事審判機關，「合法地」鎮壓各族群皆

有的政治異議者。戰後國民黨執政時期，動輒科以死刑的「懲治叛亂條例」

等於是日治時期「匪徒刑罰令」的翻版，1987 年解嚴後頒行的「動員戡亂時

期國家安全法」，則恰似日治時期「治安維持法」。85 

面對類似的法律暴力，孤立無助的本省族群政治菁英，再度援引日治時

期前輩們「在不義的法律體制內對抗不義」的策略；且為了發揮在台灣總人

口上佔多數的優勢，傾向於參與並要求強化議會民主制度。但國民黨內之外

省族群統治菁英自有因應之道，其在 1950至 60 年代，以包含中國大陸在內

的「全國」無法辦理選舉為由，讓原由中國選出的中央民意代表無限期延任，

                                                                                                                                       
民」的台灣人可曾伸出援手？從這裡似乎可以看出，日本統治者在台灣只是嘴巴講「一視同

仁」、「內台融合」，但從來就不把台灣人當自己人。台灣人從這段歷史，應覺悟到只有靠自

己，才能捍衛切身的權益。 
 84 參見黃靜嘉，《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與殖民統治》，頁36-37。當然，台灣對殖民母國
而言，還有相當大的經濟上利益。 

 85 詳細內容，參見王泰升，《台灣法律史概論》，頁182-183、27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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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將民主選舉完全限定於地方的縣市、鄉鎮層級，再由其主宰的國家及省級

政府牢牢掌控住這些地方政府，同時也在本省族群中扶持與國民黨具有「侍

從關係」的地方派系。這些動作除了培植地方派系外，與日本殖民統治當局

自 1935 年部分地開放地方選舉後所採取的統治策略相似；且因國民黨政府

不能從僅存在於概念的「母國」(中國)源源不地輸入統治者階層，故作為蔣

家第二代領導人的蔣經國，亦致力於從本省族群中，培育出與其具有相同意

識型態和統治利益的政治菁英。86自 1970 年代起，國民黨政府因退出聯合國

而力圖強化對內的統治正當性，乃開放名額很有限的中央層級代議士定期改

選，但政治異議者進一步要求與日治時期「台灣議會」異曲同工的「國會全

面改選」，蓋兩者皆主張以台灣住民所選出的代議士組成議會，但此舉引來

了執政者以法律暴力鎮壓之，發生了 1979 年的美麗島事件。87此事件跟台灣

議會事件(治警事件)同樣因公開審判，而讓民眾得以了解、進而支持其政治

訴求，然前者之被告等被判處有期徒刑十餘年，相較於後者之被告等僅被判

幾個月有期徒刑，法律暴力更為顯著。88 

與日治時期大不同的是，這次的對抗不義成功了，終於改變自日本統治

以來那個製造法律暴力的憲政架構。台灣在 1990 年代，國家議會(而非殖民

地議會)已全部皆由人民依定期改選產生的代議士組成，以決定將適用於台灣

人民的法律；行政部門首腦的總統也由全民直選，甚至國民黨於 2000 年因

其總統候選人敗選而讓出中央政府行政權；司法權則由在地培養、共享台灣

社會經驗的法律專業者獨立行使。自 1992 年 5月 16日修正公布刑法第 100

條之後，政治異議者已不再僅僅因為言論上主張而遭刑法制裁。89 

在當今多元並存的台灣社會，如上所述地詮釋日本及國民黨的法律暴

力，只是其中的一種看法。按作為此項歷史詮釋之出發點的台灣主體觀，亦

                                                      
 86 詳細內容，參見王泰升，〈台灣憲法的故事：從「舊日本」與「舊中國」蛻變而成「新台灣」〉，

收入王泰升，《台灣法的世紀變革》(台北：元照，2005)，頁301、305-306。 
 87 關於此事件的簡介，參見遠流台灣館編，《台灣史小事典》，頁190。 
 88 參見王泰升，《台灣法律史概論》，頁304-305。 
 89 參見王泰升，《台灣法律史概論》，頁159-160、23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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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台灣共同體作為歷史觀察上的主軸，90與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已宣揚 60 年

之從中國的角度看歷史，有著根本上的差異。雖然國民黨原本倚仗的法律暴

力已不再，但其間已有許多屬於本省族群者，不自覺地接受了國民黨政府的

觀點；反而，隨著共同生活經驗的累積，也有不少崇尚個人主義、自由民主

理念的外省族群，改採以台灣為主體、具有包容性的歷史認識。看來，對法

律暴力存在與否的詮釋本身，也跟論者受法律暴力之宰制的程度有關，徹底

被暴力宰制的結果，就是不再覺得有暴力存在。 

在肯認日本殖民統治以及國民黨外來統治，對台灣人民所施予的法律暴

力之餘，必須進一步指出：類似這般出於人類自利心、不願尊重他人或他群

體，以致濫行暴力，不止一例。對於彼此間因利益衝突而生之爭議，以訴諸

武力方式強要對方服從己方意志，即是一種暴力的展現，同樣應受道德上的

譴責。例如，本於大多數台灣人民過去已因接續受日本及國民黨政府統治，

而與中國政權在政治上分離了一個世紀，且為了維持今日既有的自由民主生

活方式，而產生之台灣自為一個國家的意願，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其國內

法表示，若台灣不與之合併，「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91就

是一種跨國界、以武力要脅的法律暴力。此外，在國際社會裡，縱令是出於

                                                      
 90 為了讓當今所有住在台灣共同體內的人民，了解其生活在當中的共同體之所由來，台灣在歷史

的敘述上，應單獨地作為一個主體，而非因為依附於其他的主體始有歷史，此即台灣主體觀的

歷史。按台灣在不同的時期各有來自中國的族群，亦即日本統治前的福佬、客家族群，以及二

次大戰後的外省族群，當然有其承繼中國歷史文化的成分；但是若以中國為主軸來認識歷史，

台灣的部分將僅僅佔非常小的一部份，因為這對於認識「中國」業已足夠，但那一小部分對於

充分認識「台灣」則顯然不足。因此，以何者為主軸，端視認識目的為何，若為了徹底瞭解台

灣，即應以台灣為主軸。對中國史而言，台灣是其人民的「移出地」(從這個觀點，台灣與新
加坡同其意義)，曾經在清朝時代成為其領土一部份長達212年，在1945年後亦曾軍事接收台
灣，但1949年之後，台灣由一個來自中國、但並未統治中國大陸的政權所統治。對台灣史而言，

中國是其大多數人民的移出地或文化上根源地(指原非漢人但被漢化者)，且現行的中華民國法

制原係中國上一個政府所頒行的，但是台灣還有佔少數、和中國無關的原住民族，且曾經被荷

蘭或西班牙政權、在地的漢人政權(鄭氏家族)、特別是近代化以後的日本帝國政府所統治，其
與中國清朝政府和來自中國的國民黨政府，共同形塑了今之台灣。參見王泰升，《台灣法律史

概論》，頁4-12。 
 91 語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分裂國家法第8條，其實質意涵就是使用武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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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擬將自認為具有高度妥當性(正義)的法制引介進入他國，亦須完全尊

重他國人民的自主選擇權力。92總之，國家法律的權威性，不應來自外來強

權的壓迫或暴力，而應是來自被規範的人們，經由共同審議所採擇之固有的

或外來的正義觀和生活方式。93 

五、結語 

  站在批判國家法律的立場，殖民或外來統治集團所頒行的國家法律，若

其動機或目的係在追求母國或外來統治集團之利益，而非在地人的利益，則

都是一種「法律暴力」的展現。 

日治之初，台灣人政治反抗者本於清治時期的武力抗官傳統對抗日軍，

殖民統治當局乃訴諸軍事暴力，繼而頒行匪徒刑罰令，兼施法律暴力，並以

對西來庵事件數百名被告判處死刑的法律暴力作結。但日治下的一般人，則

是在法律體制內，默默地對抗法律暴力。按日本基於其殖民統治之需要，頒

行部分具有近代性的刑事法，此卻也使得台灣人菁英能以子之矛，即近代

性，攻子之盾，即日本政府之濫行國家暴力；殖民地的民事法，雖有一部份

亦具有法律暴力的性格，但台灣民眾相當能善用其中有利於人民者。於日治

中期，台灣人政治異議者開始運用明治憲政體制所承認的臣民基本權利，謀

求根本改善殖民地法律暴力之道，但統治當局仍根據當時的國家法律，例如

治安警察法來壓制，終究難以撼動法律暴力之存在，不過像台灣議會請願運

動領導者，僅有幾位遭法院判處幾個月的徒刑。對於如台灣共產黨般否定憲

政體制者，殖民統治當局則依治安維持法等，施以強度較高的法律暴力。於

                                                      
 92
 此論點，參見王泰升，〈台灣的法律繼受經驗與對法整備支援的啟發〉，「台灣的法律繼受與

日本法的影響國際研討會」，名古屋：名古屋大學法政國際教育協力研究中心主辦，2004年6
月26日。另以伊拉克為例，就算是美國以武力為伊拉克創造了「民主」這個「選項」，是否採

取之，還是應由伊拉克人民自主決定。 
 93 並不排斥經由共同的選擇，採取外來的法律制度及其理念(價值觀)，按藉此可促成在地法律文

化的創新。此論點，參見王泰升，〈多源而多元的台灣法：外來法的在地化〉，《當代》，第

220期(2005.12)，頁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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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晚期，歷經數十年法律暴力鎮壓的台灣社會，已難以反抗國家權威，竟

然政治思想犯在台灣總人口中所佔的比例數，較之在日本內地和朝鮮殖民地

的比例數還低。 

  對於日治時期法律暴力的評價，與日治結束後的法律施行狀況有關，也

跟基於誰的歷史經驗或哪種意識型態有關。二次大戰後接管台灣之來自中國

的國民黨政府，基於仇日情緒及中國國族主義，漠視日治時期台灣歷史，且

將當時的法制全部貶為壓榨工具，無絲毫可取之處。但是，國民黨政府同樣

以「復興基地」的說辭，將台灣人民視為工具，同樣以法律暴力踐踏人民，

於二二八事件更濫施日治初期才有的軍事暴力。這使得許多具日治經驗的本

省族群台灣人，反而覺得舊日的日本統治者還沒那麼差。面對日本殖民主義

者留給國民黨的少數族群統治架構，某些本省族群政治菁英亦像日治時期的

前輩們一樣，在不義的國家法律體制內，對抗不義的法律暴力，且最後終結

這個自日治以來、業經一個世紀之忽略在地人聲音的法律暴力生產體制。蓋

國民黨政府不像日本殖民地政府可從島外源源不斷輸入統治階層，故只能一

方面運用法律暴力，例如美麗島事件的軍事審判，壓制反對勢力，另方面在

台灣現地培養跟隨者，但到了 1990 年代已擋不住自由民主的浪潮，最後在

2000 年讓出了掌握 55 年的中央行政部門執政權。 

  在當今多元且自由的台灣社會，過去由國民黨政府長期憑恃法律暴力所

傳播的歷史評價，仍有力地與從台灣人民觀點出發的其他歷史評價，例如本

文所採者並存。儘管可承認因「過去」的暴力宰制所形成的現狀，但對於「未

來」，則應譴責任何形式法律暴力的復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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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Violence”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Authorities in 
Taiwan and Its Historical Appraisal 

Wang, Tay-sheng 

College of Law,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Taiwanese resisters who 

frequently protested against the government by force in the past fought against 

the Japanese army as before.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appealed to military 

violence and then “legal violence” to kill them. On the other hand, the general 

public resisted the legal violence of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within the legal 

framework.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needs of colonial rule, the Japanese brought 

the criminal law with a certain degree of modernity to Taiwan. Accordingly, the 

Taiwanese can criticize the legal violence by the criterion of modernity. The civil 

law in Taiwan was also stipulated for the interests of colonial rulers, but the 

Taiwanese successfully employed it for their own benefit.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Japanese rule, the Taiwanese dissenters applied the provisions relating to 

fundamental rights in the Meiji Constitution to improve their legal status. 

Unfortunatel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still suppressed their political activ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te law. Furthermore, those Taiwanese dissenters who 

objected to the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were severely punished by the Japanese 

law. Under the legal violence existing for several decades, the Taiwanese society 

could not but surrender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who took over Taiwan after the World 

War II always ignored the colonial experiences that the native Taiwanese had and 

merely blamed the colonial law for its serving for the colonialism, if those 

experiences were mentioned. Nevertheless, many native Taiwanese ado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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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the past colonial law on the ground that as the Japanese 

colonialists did before,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regarded the 

Taiwanese people as instrumen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he ruler, suppressed them 

with legal violence and sometimes appealed to military violence. Following the 

same strategy of “resisting unjust law within a unjust legal framework,” many 

native Taiwanese elite opposed to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Unlike the 

Japanese colonialists,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was not able to recruit 

new members from their “mother country,” and therefore finally terminated its 

fifty-five year rule in Taiwan in 2000. However, the historical appraisal relating 

to the Japanese period that has been spread widely by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with legal violence for a long time is still prevalent and competes 

with others that are based on the viewpoint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At any 

event, legal violence is never allowed in the future. 

 

Keywords:  the state law, colonial rule, foreign rule, political resistance, 

violence, civil law, criminal law,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ethnic groups,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historical apprais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