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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的學思歷程
翁岳生以最年輕的大法官走馬上任，同時開啟任職屆次最多、時間
最久的大法官之路，直至二○○七年自司法院院長一職屆滿離任，他已
為法政革新無私奉獻三十五年。離任之後重新投入司法教育，他秉持
「司法為民」之理念，堅守司法之獨立與中立，盡心盡力於法制改革，
落實憲法保障人民之基本權利，為法學者及青年學子樹立傑出典範。走
過坎坷求學路，翁岳生奉積極進取為人生圭臬，相信努力方能逢遇「幸
運」，而生命永遠掌握在自己手上。
演講時間：二○一二年三月六日
很高興有機會跟各位談談自己過去的事情。其實每個人都有他的故
事，我並不特別，假如有比較特別的地方，應該是「時代背景」不同，
所以我的故事對各位是否有幫助，這就見仁見智了。有一點想先說明，
我覺得自己滿幸運的，一生機遇都很不錯，而不是我非常能幹。

壹、兩度失學，不改其志
首先，我稍微介紹一下自己的出身。我在義竹鄉出生，它位於嘉義
縣與台南縣邊界的八掌溪下游邊。我出生於一九三二年，受過七年的日
本教育。小學畢業後因為無法升學，只好留在小學念了一年高等科。台
灣光復後本來有機會繼續升學，但是因為家境不好，先父在一九四四年
三月，我五年級要升六年級時逝世，家庭經濟立刻遭遇困難。我排行老
大，因此不得不放棄升學的機會，深受失學之苦。當時我們村裡沒有國
中，升學一定得到台南或嘉義。李永連導師希望我留在小學再念一年高
等科，畢業後報考四年制簡易師範科，而與我較為要好的同學們，台灣
光復後都到台南、嘉義報考中學或職業學校去了。同學們都去考，但我
沒有，後來是因為一位鄰居考取台南私立南英商職，得搭糖廠的小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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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勤 上 學 ， 每 天 早 上 五 點 半 從 義 竹 站 發 車 ， 到 新 營 後 再 轉 大 火 車 到台
南 。 他 的 父 母 親 希 望 能 找 個 伴 一 起 搭 車 ， 因 此 屢 勸 母 親 讓 我 和 他 一起
去，說只要憑成績單就能進南英商職就學。獲得母親應允，我也不想多
等 一 年 ， 就 跟 著 鄰 居 到 台 南 求 學 ， 沒 有 經 過 考 試 ， 憑 著 成 績 單 就 入學
了！
我在南英商職讀了一年，因為私立學校學費負擔較重，一年後我便
參加轉學考，考進省立嘉商初級部，成為嘉商初級部的第一屆畢業生。
畢業後，我不敢奢望能再繼續升學。當時我的導師張志聯老師，是從上
海來的國文老師，她的丈夫彭德先生是苗栗縣人，後來擔任台灣省政府
建設廳廳長。彭先生在日本念完書後到中國大陸，他們在上海結婚，光
復後才返台擔任台南縣黨部主委。張老師得知我不能升學後，親自搭乘
小火車到義竹鄉，希望說服我母親讓我繼續升學，結果母親反倒請她替
我找份工作。雖然張老師沒能成功說服我母親，但我一直很感激她，直
至今日仍保持聯絡。張老師現今定居上海，高齡九十幾歲了。她的小孩
後來讀台大，老師還邀請我參加小孩的畢業典禮。
從嘉商初級部畢業後，先父一位朋友──黃港先生在岸內糖廠擔任農
業課長，他介紹我到糖廠的農場做「牌子工」，即依牌子發給工錢，工
作地點是農場辦公室。這段期間我相當挫折，小學畢業後不能升學，初
中畢業後又不能升學，兩次失學對我造成的衝擊很大。經過深刻反省，
我體認到自己必須自立自強、力求上進；適巧得搭乘火車通學時認識就
讀南一中之好友沈鴻圖兄之助，他慷慨以書相借，因而能僥倖考進省立
台南師範學校。這對我的人生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捩點！因為當
時師範學校水準相當於高中層次，不僅免收學費，還有零用錢可領，只
是畢業後必須在小學服務三年，我因此當過三年的小學老師。不過，我
還沒到台南師範報到前就已下定決心：將來要繼續升學，我一定要讀大
學！
還沒正式入讀台南師範學校，我就已經打聽到哪裡有師範學校畢業
的大學生。我問到鹽水有一位也是南師畢業的鄭瑞澤先生，當時他已就
讀師範學院。於是我就去請教他，將來如何升學？他告訴我，若在校的
學業、體育與操行各方面成績，以及服務成績都很優異的話，服務滿一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731
第一章 我的學思歷程 5

年就可以報考師範學院。他畢業後擔任政大教育系的教授，現在已經退
休了。
進入台南師範後，我便積極培養升大學的能力，例如自修英文、計
算代數等等。因為師範學校不教授這些科目，所以我得自己準備；不過
有個關卡我沒有過關，就是體育。師範學校的體育標準非常嚴苛，一年
級第一學期，我的體育成績是剛好及格的六十分，第二學期六十八分，
再來七十二分、七十四分，最後一學年是都八十分以上，是班上的前面
幾名了！但是平均之後不到七十五分，因此我不能服務一年後就報考師
範學院。不過這也是一個轉機，因為這樣我才能不侷限於師範學院，我
服務滿三年後考進台大。此外，更重要的一點是，在師範學校讀書的三
年間，因為營養充足又愛好運動，我的身體逐漸健壯起來，身高也超過
一七○公分，這對我日後的人生影響很大。

貳、因禍得福，苦盡甘來
師範畢業後，我被派到高雄市成功小學服務。當時我對教學非常有
興趣，覺得能做一位小學老師很了不起，能受到學生的敬愛，在那裡感
到人性的真善美。我由衷地感到高興與快樂，若非一早即下定決心要讀
大學，真願意一輩子擔任小學老師，過一個愉快的人生！
第一年我擔任一年級的班級導師，第二年就被分派擔任五年級升學
班的導師。我接下升學班時，就決定將自己的升學計畫緩一年進行，因
為擔任學生的升學補習，不可能有多餘時間從事個人的升學準備。我熱
中教學、專心投入，學生平均成績是全校同年級四班之冠。但是在最後
一學期，教育廳的防癆巡迴車至各校進行X光檢查，我被診斷出罹患肺
癆。當時肺癆是相當嚴重的疾病，我怕傳染給學生，就請校長調動職
務，後來他同意將我轉為自然科的科任老師。當時我感到非常痛苦，最
後一學期了，竟然得離開帶了一年多的學生們！我與其中幾位學生到現
在都還保有聯繫，一直對他們心懷愧疚，那真的是非常意外且無奈的抉
擇。
帶領升學班是一件充滿挑戰與辛苦的事，加上我負責的是女生班
級，晚上補習結束後，我會親自送她們出校門，熄教室燈後才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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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還要改考卷、出明天的試題，所以我真的想不到自己能夠升學。
我因病轉為科任老師後，眼見幾位一起住宿的年輕老師們都去補習，準
備考試，心裡不禁重新燃起升學的夢想。但是剩下幾個月了，我究竟要
不要參加考試呢？大專聯考一年只有一次，我要不要試一試呢？那年剛
好是聯考第一次在高雄設考場，我心想既然交通方便，不妨試一試，就
當作一次經驗。我抱持這種心態，因此考完後對放榜這事不甚在意。放
榜那天晚上我正在睡覺，沒有收聽廣播報榜，是室友從收音機中聽到我
的名字，才將我叫醒。我就像是做夢一般，因為我本來只是想試試看，
準備明年再全力以赴應考。
我開始準備時，距離聯考只剩三個月，但我不用準備國文，英文也
不用費太多心力，代數在師範時計算過幾次，唯獨史、地、三民主義等
科目要花時間背誦。我甚至放棄數學的幾何，差點把一道三角應用題目
誤認為幾何題目而放棄作答，好險後來發現了，並解出答案，因此才能
夠考上第一志願──台大法律系司法組。
歷經種種挫折，從失學之苦到進入台灣大學就讀，當我看椰林大道
如此優美的環境，真的非常興奮！大一時我住在男生第八宿舍，每天早
上起床都會覺得愉快的一天即將展開，連到洗手間盥洗都用跑的，精神
奕奕，身心都覺得愉快。我一早就去總圖書館報到，有時門還沒開我就
在外面等，幾乎整天都待在圖書館裡。有課時就去上課，沒課時就到圖
書館讀書，就這樣度過大學一年級。當時我全神貫注在書本中，如魚得
水般極其享受！常聽人家說：「苦讀、苦讀」，我讀書時都很快樂，怎
麼會苦呢？當時校門口立著一塊石碑，上頭刻著「時間就是生命」，至
今我仍印象深刻。我真的非常慶幸自己能夠進入台大就讀。

參、積極主動，天助自助者
二年級時，我搬到徐州路的法學院校區上課，我非常用心讀書，幾
乎連寒、暑假也都在學校讀書，因此我兩年就讀完了四年要讀的書！通
常我會先看下學期有哪些課程，再主動請教高年級較為優秀的學長姐，
先買書來讀。「積極主動」是我的原則，讀書一定要積極主動！此外，
一定要修好外文，當時讀法律一定要懂德文，因此我一年級升二年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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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就自己買書先開始讀。以自修的方式，加上運氣不錯，二年級上
學期我就通過了高等考試的檢定考試；二年級下學期結束時，通過高考
司法官考試，當時叫作「高等考試司法官科」。因此我大三時，可以自
由閱讀想讀的書。
當時有位徐世賢老師，他是李元簇副總統的岳父，也是司法行政部
的常務次長，負責教授「法院組織法」。他知道我考取後，希望我參加
司法行政部司法官訓練所的訓練課程。當時的受訓和現在不同，好幾年
才舉辦一次，並非每年開班。我參加了第四期的司法官訓練班，不過後
來覺得不太適合自己的志趣，於是受訓幾個月後，便自動申請退訓，所
以後來並未從事司法實務這條路。
我從台大畢業後又考取研究所。本來大學畢業時，系主任韓忠謨老
師請一位當時擔任講師的何尚先教授，到男生第四宿舍通知我，希望我
能留下來擔任助教。不過當時學校有一條規定：助教不能同時身兼研究
生身分。因此我選擇考研究所、放棄擔任助教。
讀了一年研究所後，一九六一年我考取教育部的公費留學，當時真
的是運氣好，因為教育部的公費留學不是年年都有。我記得一九五六年
曾舉辦過一次，錄取了五位，後來就停辦了；直到一九六○年，也就是
我畢業那一年，才又舉辦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試。但是報考資格簡章明
定：男生必須服完軍官役，當時我尚未服完軍官役，只有預備士官資
格，因此是士官役而不是軍官役，我以為自己不符合資格就沒有報考
了。讀了一年研究所後，同寢室的同學都要報考公費，於是我就請同寢
的陳耀逐學長代為試驗兵役一關，結果他通過了，只要具備後備軍人資
格就能報考，這時我才知道自己也符合報考資格！此外，我真的運氣很
好，因為一九六一年時，當時的教育部部長黃季陸先生特別鼓勵大家至
歐洲留學，因為許多赴美的留學生都不回台服務，這是教育部第一次送
公費生至歐洲留學。赴歐洲留學，除了要考法律等專業科目之外，還要
測驗留學國的語言，因為我正好修過德文，因此符合應考資格，所以我
真的很幸運。
當年一共錄取八位，有五位到歐洲，其中兩位是我和台大數學系的
助教──繆龍驥兄，我們兩個都去德國；一位是到法國讀國際關係的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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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桂小姐；另外兩位是到英國讀經濟的余國先生與讀歷史的王曾才先
生。後來我們五位都選擇回國服務，因此黃部長的政策是對的，我們五
位都規規矩矩地歸國服務。

肆、現代法治，德國經驗
能到德國留學，對我自己日後的成長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機遇。當時
德國正值戰後的復興建設，尤其積極推行各種法治建設。歷經兩次世界
大戰的痛苦經驗，德國人深自反省，設法預防獨裁主義再度發生。他們
的 憲 法 叫 作 「 基 本 法 」 ， 由 西 德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頒 布 ， 等 於 是 他 們 的憲
法。我和繆兄是在一九六一年的光復節離台，在香港過一夜後轉機到德
國，當時德國憲法只實施了十二年，聯邦憲法法院剛成立十年。許多重
要 的 法 律 ， 例 如 德 國 的 「 法 官 法 」 當 年 （ 按 ： 即 一 九 六 一 年 ） 才 剛宣
布；統一德國行政訴訟制度的「行政法院法」，它是實施民主法治、落
實依法行政的一項重要法律，一九六○年才公布實施。一九六三年「行
政程序法」第一次草案公布時，大家還在熱烈討論。
德國正值各種法治建設肇始之際，那我去了要學什麼？臨行時系主
任特別叮嚀要讀「民法」，但我自己的興趣是「國際公法」。我當時還
滿懷理想，以為透過法律就能維持世界和平。我大學的學位論文主題是
「戰爭犯罪」，主要是與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
審判等相關。寫這些東西，是因為我滿懷理念與抱負，也是因為二次世
界大戰時，我親眼看見盟軍的飛機轟炸家鄉，親身經歷戰爭的痛苦與可
怕，所以我不斷思索要如何防止戰爭，並且認為「國際法」可以維持世
界和平。
但是我到了德國後，發現德語並不是國際語言，因此我放棄在德國
讀國際法的念頭。我發現德國與台灣差別最大的是憲法與行政法。當時
台灣正處於動員戡亂與戒嚴的狀態，是威權時代；而德國「基本法」第
一條第一項說：「人的尊嚴不得侵犯，尊重並維護人的尊嚴，是所有國
家 機 關 的 義 務 。 」 第 一 條 第 三 項 又 說 ： 「 下 列 所 規 定 的 人 民 的 基 本權
利，直接拘束行政、立法、司法，是直接有效的法。」這簡直是將「自
然法」之原則實證法制化了。這些法條深深引起我的注意與興趣。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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