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權、民主與法治 
當人民遇到憲法 

 
許育典  著 

 
 
 
 
 
 
 
 
 
 
 

 
 
 
 
 

元 照 出 版 公 司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233



 

 

 
獻給 

 
與我共同生活的 

 
人民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233



 

 

六版序 

以生命權國家保護義務為核心 
的法治國防疫措施 

2020年初，一種由新型冠狀病毒所導致的傳染病COVID-19
（下稱「新冠肺炎」），在無預警的情況下席捲全球，大多數的

國家陸續出現嚴重的災情，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在2020年3月11日認定疫情已為「全球大流
行」。各國政府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陸續推動許多防疫政策，

例如：封城、停止營業、限制醫療物資出口、強制在公共場所活

動時須佩戴醫療口罩等，希望能阻絕疫情擴散，並迅速籌備足夠

的醫療物資以供救災使用。 

但是，在各國加強防疫力道的同時，綜觀封城、勒令店家停

止營業，甚至禁止哄抬醫療物資價格與私自在市面上販售等行

動，無不伴隨著侵害人民自由的疑慮。有些疫情嚴重的國家甚至

直接進入憲法緊急狀態，而直接由總統發布緊急命令。一時之

間，疫情嚴重與否的國家交互影響了基本人權的保障光譜，在法

治國家正常運作與憲法緊急狀態的鐘擺搖晃！這個反思在憲法學

領域中，便成為一個更具體的提問：究竟憲法學是否應該為了預

防社會風險，避免疫情蔓延，在高度尊重醫療專業人士與主管機

關裁量下，適度退讓防疫措施的違憲審查密度？或是堅守法治國

原則，堅持所有防疫措施皆須在基本人權保障的法治國最高標準

下進行，並避免國家形式地扣上維護公共利益的帽子，而實質地

犧牲了人民的基本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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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筆者以為這個憲法反思在防疫成功的台灣可能多餘，

不幸的是，2021年5月19日，台灣本土病例新增267例，5天內案
例破千，縣市別除了台北市、新北市為重災區，也因為其他縣市

的病例也在增加，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表示，5
月19日起全國所有縣市都提升成三級，也就是說全國的游泳池等
都要關閉，以及室內集會5人以下、室外10人以下的人數限制，
並且出外都要戴好口罩，不佩戴口罩者，將依傳染病防治法，最

高可罰1萬5千元；全國三級警戒原預計實施到5月28日，目前為
因應疫情延長實施至6月28日，也會再視疫情持續滾動修正
（按：該次三級警戒最終延長至7月26日）。 

這個防疫第三級警戒所實施的措施，是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7條規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

施。」可以說是屬於法治國家中，國家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權而

採取的必要措施。在此，生命權作為國家保護義務的基本權功

能，而促使國家為了防止第三人因為恣意而侵犯人民的生命權。

當然，所謂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也必須符合法治國

家的比例原則檢驗。 

就此而言，防疫第三級警戒措施是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7條規定授權而來，符合法治國家權
力分立原則下的立法者授權；這與來自總統國家緊急應變權的憲

法緊急狀態，因緊急狀態而由總統人治地凍結法治國家下的權力

分立原則有所不同。前者屬於法治國家權力分立原則下的平常狀

態運作，後者來自總統國家緊急應變權的憲法緊急狀態，兩者實

在迥然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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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2020年3月的時候，也有人呼籲總統，應考慮發布
緊急命令，以因應情勢越趨嚴峻的疫情，但也有反對的聲音，因

為擔心發布之後無異授與行政部門不易控制的權力。當時蔡總統

曾經表示，緊急命令帶有威權色彩，目前國家的情勢並未達到難

以控制的程度，所以不予考慮。 

蔡總統是法律人的出身背景，應該認識到發布緊急命令來自

總統國家緊急應變權的憲法緊急狀態，如此將由總統人治地凍結

法治國家下的權力分立原則，恐有破壞法治國家最高標準的人權

保障之虞。誠如前大法官許玉秀在釋字第690號的不同意見書所
言：「愈緊急，愈應該嚴謹有效地遵守正當程序，因為緊急情況

最容易出現致命的悲劇。」在此，國家所實施防疫第三級警戒措

施，甚至必要時可能實施的防疫第四級警戒措施，仍應遵守法治

國家正當程序，而屬立法者積極落實保障人民生命權的國家保護

義務，不僅應符合法治國家權力分立原則下的立法者授權，而且

也須遵守憲法第23條的比例原則。 

最後，筆者要強調的是，論者考慮發布緊急命令的呼籲，形

式上講得好像比較可以保障人權，實質上卻忽略了發布緊急命令

後的權利救濟問題，畢竟發布緊急命令非法治國家的常態，加上

我國尚未制定緊急命令法，因發布緊急命令而被限制的人身自由

等基本權，可能無法如同法治國家上法院權利救濟。相對於此，

須遵守比例原則的防疫警戒措施，屬於法治國家對生命權的國家

保護義務，如果人民認為此實施措施非屬必要，則可提出權利救

濟，才是真正落實人權保障的出路。 

這本書的修正6版，主要對焦在將這幾年新增的大法官解
釋，適當整合在本書各個章節之中，並將最新修正的憲法文獻加

以補充，同時簡單介紹1月4日即將施行的憲法訴訟法，期待本書
以最新的面目與讀者相遇，感謝我的碩士研究生許慈恬對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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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版的貢獻。此外，這本書的最新改版完成，還要感謝元照出版
公司的良善互動與積極鼓勵，才能在此與讀者相見。 

最後，這本書要用心獻給與我共同生活的人民，您們的幸福

是我靜靜埋頭憲法的泉源，不斷引領我奮鬥向上。 
 

 

 
2022年1月1日11時 

寫於成大法律學系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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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因憲法而幸福 

每一次，當電視出現鄭南榕自焚的畫面，我總是不由自主地

流下眼淚。很難想像，一個大男人可以這樣，但事實就如此自然

的發生。 

問自己，為何如此難過？內心深層的回應是：作為一個法律

人，我究竟能為台灣做什麼？在前輩犧牲生命鋪陳的言論自由道

路上，我到底曾經努力過幾分？在每天埋首學術的日子裡，我對

人民的貢獻有多少？ 

我的一生，能從無到有，皆緣於人民。尤其是一路的求學，

單靠父母挑磚，實在難以為繼，沒有人民提供的資源，難以成就

今日一切。從大學時代的獎學金，到教育部的公費留學，我都感

恩著台灣人民。寫這一本書的目的，其實是希望報答台灣人民的

賜予，讓一個懵懂無知的斷手少年，有機會能夠自我實現，將

「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憧憬，一步一步地刻劃真實痕跡。  

那一年，看到電影《辛德勒名單》的一幕，一個斷手的猶太

人，因為士兵認為他對納粹毫無用處，便直接槍斃了他。仔細想

想，如果不是因為憲法規定的落實，我也會成為專制國家的可悲

亡魂。在這裡，可以瞭解人民因憲法而幸福。如果一個國家的憲

法規定，尤其是對人民的基本權保障規定，真正落實在人民的生

活中，人民的幸福才有可能。 

其實，這也是我國憲法將人民的基本權規定在最前面的原

因，任何國家組織的形成，都是為了落實人民基本權而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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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認地，過去專制時代，憲法被嚴重地忽略。這是因為憲法為人

民對抗國家公權力的利器，憲法讓人民做自己想要的人。而在此

歷史影響下，憲法與人民的距離遙遠。人民總覺得憲法僅是一張

華麗的空白支票，寫著人民嚮往的自由。 

憲法與人民生活緊密相連，人民的食衣住行皆離不開憲法。

這也是本書撰寫的動機，當人民遇到憲法時，人民該怎麼辦？憲

法的最大目的是讓人民能夠自我實現，進而創造自己的生活、擁

有因憲法而生的幸福。因此，本書透過簡單的文字，讓人民瞭解

憲法的概念，並且，適度穿插相關具體個案，讓人民瞭解到憲法

與生活的聯結。人民唯有感受到憲法的活力，才會有捍衛憲法的

勇氣，這也是民主憲政國家的憲法真諦。 

盧浩平、凌赫、陳碧玉、李榮唐與曾伊那等同學，無論是在

討論上，或在校稿上，都對這本書的出版有所貢獻，感謝他們。

尤其是凌赫與碧玉主導校對與格式化等繁重工作，在此特別致

謝。此外，這本書的完成，也感謝元照出版公司的積極鼓勵，才

能在此與讀者相見。 

我因憲法而幸福，在我有生之年，因為感恩憲法，也感恩台

灣人民，將為憲法的落實而奮鬥。這本書，只是一個起點，而未

來，讓我們共同持續。 

最後，這本書要用心獻給與我共同生活的人民，您們的幸福

是我靜靜埋頭憲法的泉源，不斷引領我奮鬥向上。 
 
 

 

 
2009年5月18日18時 

寫於成大雲平大樓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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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引註格式說明 

為了讓讀者簡易閱讀，本書採取APA的引註格式： 

一、中文部分 

正文引註時的基本格式為：（作者，西元出版年份）。中文引

註，作者與年份間以中文全形逗號「，」區隔之，且在直接引用與可

辨識來源的間接引用資料，需詳細註明頁碼，頁碼前應加上冒號，例

如：（作者，西元出版年份：頁碼）。若同一次引註中，同一筆資料

的引註頁碼超過兩頁以上，且頁碼是連續的，則起迄頁碼間以破折號

「-」相連，例如：（作者，西元出版年份：11-15）。若同一次引註

中，同一筆資料的引註頁碼超過兩頁以上，但頁碼是分散的，則僅需

將頁碼與頁碼間以全形逗號「，」區隔，例如：（作者，西元出版年

份：11-15，38，47，65-67）。關於年份、頁數、卷期數、法律條文

條次或大法官解釋等數字，均以阿拉伯數字書寫，詳細舉例如下： 

一位作者：（許育典，2010：10） 

兩位作者：（法治斌、董保城，2014：10） 

三位作者以上：（許志雄等人，2008：10） 

二、德文部分 

正文引註時的基本格式為：（作者,西元出版年分）。西文引註，

其間以英文半形逗號「，」區隔之，且在直接引用與可辨識來源的間

接引用資料，需詳細註明頁碼，頁碼前應加上冒號，例如：（作者,西

元出版年分:頁碼）。若同一次引註中，同一筆資料的引註頁碼超過兩

頁以上，且頁碼是連續的，則起迄頁碼間以破折號「 - 」相連，例

如：（作者,西元出版年分:11-15）。若同一次引註中，同一筆資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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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註頁碼超過兩頁以上，但頁碼是分散的，則僅需將頁碼與頁碼間以

逗號「，」區隔，例如：（作者 ,西元出版年分 : 11-15, 38, 47, 65-

67）。詳細舉例如下： 

一位作者：（Stein, 2004: 384） 

兩位作者：（Münch & Kunig, 1992: 384） 

三位作者以上：（Maunz et al., 1998: Rn.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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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前言：當人民遇到憲法 

§1 人民、法律與憲法 

道德與法律的區別 
人是國家的目的，國家是為了人民而存在 

壹、人民與法律 

每個人民是不同的個體，都有不同的自我，加上不同的成長背景

與經驗，所以對生活中所面對的問題與選擇，都有不同自我實現的方

式與可能，而每個人對自己的生命，也都有不同的期望與規劃，因此

人民往往會追求所謂「無拘無束」的生活形式。 
但是，在現實上人民卻必須要生活於社會中，不可能完全的獨

處，因此，人民除了面對自我以外，還必須要面對社會上的其他人，

必須要學著與他人和平共處，但卻因人民與人民間自然的差異，所以

人民在實現自我的同時，往往會與他人產生各種不同的衝突。 
因此，為了社會生活的和平，必須劃出一條人我之間的界線，也

就是找出每個人民自我實現的最大公約數。而由近代國家的形成發

展，可知這最大公約數，或是人我分際的界線，主要存在有兩種類

型：一是為了達成社會和平的生活價值，而由社會自然生成的「道

德」規範；另一則是為了達到安定統治的目的，應然地因國家需要而

生的「法律」規範（許育典，2013c：6）。 
就此而言，道德的產生是來自於社會中，人際關係的實際整合結

果，它是人與人間行為舉止的最大公約數。由於道德是來自個人的社

會經驗，而其拘束的強度，則取決於個人所屬社群不同的要求，例

如：吃狗肉在不同的生活社群中，可能就會產生極為不同的評價，導

致每個人受道德的控制程度也不同，並且，因為要不要遵守道德的要

求，多少可以取決於個人的決定，所以「道德」其實可說是一種主觀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233



2 
人權、民主與法治 

 

的價值拘束。 
相對於道德的主觀性，法律則是一種客觀的價值拘束，也就是

說，法律往往有國家的公權力作為後盾，可以「強制」人民遵守國家

所訂的遊戲規則。這一方面是由於法律的產生，就是要解決道德欠缺

強制力的問題，另一方面，同時也是因為法律的產生，是來自於人與

國家的整合，是人與「國家」最大公約數。歸結到底，以法律作為人

們的最大公約數，並進一步賦予法律的強制力，其原始的目的，仍舊

是為了每個人的自我實現，並避免造成他人的傷害。 

貳、人民與憲法 

承前所述，可知法律存在的目的，在於確保人民最大可能的自我

實現空間，而法律存在的前提，則在於國家的建立。在現代的憲政國

家中，法律以人民為目的而存在，看來好像是自明之理，但實際上，

這是經過相當長時間的演進，才漸漸獲致的成果，在此之前法律所扮

演的角色，常常反而是限制人民的反派人物。法律或是國家行為，常

為了某種道德或特定價值，就去限制人民的自我實現，例如：前清有

處罰女子「無夫姦」的刑罰，或是歐美曾有處罰男同性戀的刑法規

定。這些例子即是法律為了多數人，或是某個社群的性道德，而限制

人民「性自由」與自我實現的例證。 
所以，在近代的憲政國家中，為了修正這樣的情形，就十分強調

國家與社會生活的二元區分。也就是說，社會生活應獨立於國家之

外，為一具有自主的生活領域，除了人民可對抗國家的侵犯外，國家

也不應介入此社會生活領域，成為特定道德或價值的公權力打手。這

確保了人民的自主性獲得充分發揮，個人可依據其理性判斷，進行自

由的社會生活行為，進而獲得最大的自我實現空間。所以，為了確保

法律不再被濫用，而侵入社會生活的領域中；為了確保國家權力的行

使有其依歸，以實現「人是國家的目的，國家是為了人民而存在」的

理念，就產生了法中之法，也就是拘束法律與國家行為的憲法，這即

是近代立憲主義的理念所在。 
因此，在民主法治的社會中，代表人民的根本價值決定便是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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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其法位階高於一般法律，是所有法律秩序的基礎，並且藉由制定

過程中各種意見的交流，成為全民價值的最終決定。所以，在憲法所

建立的秩序下，全部國家行為的事項，憲法才是具有最高約束力的決

定。也正因為如此，憲法將人民對基本人權的保障規範，寫在憲法的

最前頭，明白揭示憲法的靈魂所在，以拘束包括法律在內的所有國家

權力行使。再者，經由憲法中國家組織的設計，去維護與實踐這個以

人民為目的，以人民的自我實現為靈魂的憲法機制。也就是說，在憲

法的基本價值下，透過整體法秩序的規範，規劃國家的組織體系，實

踐人民基本人權的保障，進而達成促進人最大可能自我實現的終極目

標（許育典，2013d：3）。 

§2 憲法教育與憲法文化 

憲法與教育的目的皆在於人，並促進人的自我實現的最大可能性 
以人作為目的的自由民主法治國家為憲法最高指導原則 
學生的人格自由開展作為學校教育的建構，以實現自由的憲法文

化；國民主權的落實須從學校教育做起；使校園成為實質法治文

化的基地 
教育改革為解決台灣一切問題的根本 

壹、憲法與教育 

憲法是一個國家最基本的上位法律規範，是法學的總綱。教育是

一個國家最根本的公民教育方法，是教育學的主軸。兩者之間，到底

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呢？這是研究憲法教育應先釐清的重要問題。基

本上，憲法與教育的共同目的都在於人，在於促進人的自我實現的最

大可能性。兩者相結合的憲法教育，則可以讓人民瞭解自由民主法治

的憲法真義。因此，如何透過憲法教育使人民瞭解憲法的重要性，具

備憲法的保護與實踐感情，養成自由民主法治的憲法文化，便成為台

灣邁向真正法治國家的首要前提，也是這本「憲法」入門書的埋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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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動力。 
誠如前述，人是國家的目的，國家是為了人而存在，並非是人為

了國家而存在。這樣的想法，基本上是近代立憲主義過程中所要追求

與保障的實質內涵。因此，大多數的立憲主義國家，都會把人民的基

本權寫在憲法的最前頭，以明白揭示這個憲法的靈魂。然後，再經由

國家組織的設計，去維護與實踐這樣的憲法精神。而存在於人民的基

本權與國家的組織設計中的聯結橋梁，就是法秩序。也就是說，在合

於憲法之自由民主法治的基本價值下，透過整體法秩序的規範作用，

設計與規劃國家的組織體系，實踐人民基本權的保障，使得人在國家

的安定生活成為可能。這也可以說是為何要去建構一個自由民主法治

的合憲秩序的真正內涵。 
如上所述的這樣一個保障基本權得以實現，應具有的自由民主憲

法（die freiheitliche demokratische Verfassung）的前提，事實上是建立

在基本權主體對自由民主的決心與能力，以及由此而形成去確保內在

與外在和平的「自由民主的法治國文化」（Grimm, 1994: 221）。在此

所強調的，乃自由民主法治的憲法作為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其本身

是由人民在具體生活中，所養成之自由民主法治的文化所體現建構而

成的法形式。也就是說，如果人民欠缺形成這種自由民主法治文化的

社會生活條件，而不具備落實自由民主法治的法形式的決心與能力，

那麼，「自由民主法治國家」極有可能只是執政者所宣傳的一種統治

口號而已。由此可見，人民在憲法上的基本權保障與自由民主法治國

的真正實踐，事實上是以人民具有自由民主法治的文化涵養為其前

提。 
這樣一個強調人民基本權保障的憲法實踐前提，也是台灣長期未

能正視並面對的「自由民主法治」憲法文化植根問題，更是台灣在憲

法教育成功與否的關鍵。以下，即嘗試從台灣過去教育相關政策的發

展上，瞭解、檢討並解決台灣在自由民主法治的憲法教育問題（許育

典，2013d：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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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由民主法治的執政口號與憲法文化真實 

不可否認地，國家軍事、經濟與科技的全面投入發展，是可以比

較快速看到施政的結果，不僅對執政者的政權持續掌握有利，而且也

使人民對這個國家所呈現之「馬上」可以看得到的有關經濟發展指數

或軍事、科技工業研發結果，具有一定的「視覺信賴」。但是，人民

極可能滿足於可觀的經濟成長，而沒有聲音的安居在執政者所宣稱之

自由民主法治的國度中。在這樣的國度中，人民在欠缺自由民主法治

文化的型塑下，既未能認知其基本權在憲法上的真正保障，也無法瞭

解自由民主法治國的實質意義。因此，執政者持續掌控國家資源整體

分配的權力依然絕對，也無法透過人民因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行動力

量而獲得監督。因為在各種教育的途徑與過程中，「自由民主法治」

只是一種口號，它的實質內容未曾真正被理解與實踐，而使得人民最

大可能自我實現的自由民主法治的憲法基本原則保障，無法實際地從

人民本身的思想養成及由其共同生活中所型塑的文化獲得落實。 
也就是說，國家在權力與資源的分配上，未能依憲法的最高指導

原則，真正建立「以人作為目的」之自由民主的法治國，使人民無法

獲得充分的教育資源分配。而且因為國家在教育上不能提供足夠的制

度設計與不同管道，去因應人民的個別差異需求，自由民主法治文化

在在都未能透過教育途徑從小在人民成長的過程中型塑，多元社會的

開展也無法真正落實，人民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中，將逐漸對憲法與基

本權失去其憲法意識及權利感情。如果執政者本身並非起源且孕育於

自由民主法治的文化，而其目的是為了既得利益的維護以及執政政權

的穩定，而置其憲法上的最大國家任務於不顧，亦即其執政目的並非

在促進人民最大自我實現的可能性，卻又透過一致性、集體性或管理

性的教育手段，去塑造易於統治的人民，這將形成一個非人性的法文

化循環，而積習成一個嚴重違憲的教育文化體制（許育典，2013d：

176）。 
以上所述的這種國家、教育、人民與憲法文化的惡質循環現象，

同時也是我國邁向21世紀在憲法教育上最值得注意的根本問題。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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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絕對不容忽視，因為它所涉及的層面極廣，而且也是台灣社會一

切生活亂象的基本根源。 

參、自由的憲法文化與教育 

自由的憲法文化與自由的精神思想密切相關，若要使台灣人民之

自由的精神思想生活，以及學生的自由的精神思想自我實現成為可

能，只有使所有的精神思想潮流，都有機會流入學生的精神思想世界

中，才有可能。而且在如此直接的交融內化上，具有極大可塑性的學

生，才可以自由去開展他們內在本質人格所趨向及信服的精神思想潮

流。也唯有在以學生的人格自由開展，作為學校教育核心的建構下，

學生（或未來的國民）才有可能獨立自主於國家所設的各種管制，而

自由的自我開展其精神思想，並自我決定其信仰或世界觀，自由的憲

法文化才有可能真正在台灣社會生根。 
為了使自由的憲法文化能在台灣人民之自由的精神思想上植根，

在學校內教材、進度、考試與評分的方式都應該自由化，由教師自行

去思考、去選擇、去落實有創意的教學。健全的教育如果無法體現在

每天與學生相處的教師身上，外來間接的努力都是徒然。只有在開放

意義下的教師自主性，才能釋放教師的能力，使教師本身在累積教學

經驗中日趨成熟，使教育步向健全。學校教育更重要的是，負有發展

學生人格的功能，學生在學校與同學一起求知，一起生活的經驗，與

從中建立起來的情誼和為人處事的態度，是人格健全成長不可缺少的

要素。教師本身更是學生成長中重要的參考人格，透過教師的教學自

由的保障，使教室之內具有自由而多元的教學個性，透過學生與教師

自由的討論及思辨，使學生與教師融為一體，自由的憲法文化才會在

學生與教師的學校生活中，自然孕育而成。 
為了使學校內教材、進度、考試與評分的方式能夠自由化，學校

應改以教學研究為主，行政管理為次。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發揮教學

研究會的功能，使教師每週在該會議上，共同討論教學研究如何改

進，提出個別需要，請學校行政系統及教育當局，積極予以支持與配

合，從而調整目前由上而下，教學研究會只流為執行教育行政機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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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行政命令的現狀。在教學研究會上，經由教師們的經常討論，

將促成新陳代謝，無心教學的教師會逐漸失去發言權，熱心而有創造

力的教師自然會受到重視，發揮影響力。當教學研究慢慢變成教師同

仁間的主要價值標準時，學校便有了促進學生人格自由開展的生機。

這時教師取得的自主性，是在共同切磋教學研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

的，而真正屬於開放性的自由教學。在這種教學環境下，自由的憲法

文化才會養成於教育中（許育典，2013e：24）。 

肆、民主的憲法文化與教育 

民主的憲法文化型塑，所需要的是一種民主社會的生活，是要使

得在社會中的種種統治政策形成及生活利益分配，都能由各個構成分

子——即國民，來共同參與而討論決定；此社會生活的基礎，乃在使

國民對其共同生活的政治體系有所瞭解，以養成其參與公民政治生活

的能力，增進公民參與討論及決定的投入，更進一步，可以落實憲法

上民主原則之「國民主權」的具體內涵，使國民在政治上成為國家的

主權者，而能正確判斷國家的政治事務，並以此正確判斷的認知，來

行使國民權利以及履行國民義務。是故，民主文化的養成，實以這種

民主社會的生活基礎為其前提。 
在現代社會中，所有參與這種民主社會生活的國民，都曾經當過

學生，而學生也都會成為未來行使政治權利的國民。其自我參與政治

之意識建立的能力與基本的政治認同及行為，最有可能在學校教育中

被國家強烈影響，而左右了學生未來在民主政治上的最大可能自我實

現。因此，一個以學生的自我實現作為核心的學校教育，為了落實民

主的憲法文化植根，應該以培養兒童或青少年成為能自主判斷的未來

國民，為其任務導向，而使他們能在憲法上的民主秩序中，去承擔我

們未來的政治命運，並且對其負責。 
為了使學生對憲法上之民主秩序的價值具備正確認識，必須透過

民主的政治教育，來加強傳達學生對民主政治在實踐層面上的認知。

因此，不論國家所設立的學校或私人所興辦的學校，皆為提供學生學

習參與民主生活的最佳場所，學生必須瞭解在現代社會的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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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方面無法避免與他人的矛盾與衝突，他方面也要學習尊重他人

的不同意見與彼此間的妥協。如此一來，才能使學生有能力參與民主

政治，而奠定日後他們行使國民參政權的民主政治生活基礎。另外，

教師在遇到與學生有不同政治意見的爭議時，也不能要求學生服從自

己的政治意見，而應該去說明不同政治意見的立場，在憲法上的自由

民主秩序中是受到保護的。從而，養成學生在多元民主社會中的獨立

批判能力，以及對多元不同意見的寬容。 
此外，學校教育也應該加強學生對多元政治關係的理解，並且去

設計發展出其對政治事務的批判能力，由此而創造出個人對政治事務

共同負責的意識，以及對共同體生活加以改善的使命感。在此，並非

容許學校教育對學生的政治意識單一面向的影響，而是應該去努力介

紹所有各種不同具代表性的政治思想潮流與觀點。最後，學校教育應

該對市民勇氣（Zivilcourage）的建立加以植根與鼓勵。讓未來的國民

在面對某種集體優位的政治權力、或某個強人政治的時候，在必要或

緊急時，仍能為保護自由民主法治的憲法秩序挺身而奮鬥。為了培養

出這種具有市民勇氣的未來國民，學校教育應該履行以人的自我實現

為教育核心的任務，讓個人在學校教育的過程中，學習去成為一個獨

立自主、具有批判力且充滿民主負責意識的國民，使其在未來為台灣

社會的民主文化貢獻一番心力（許育典，2013d：30）。 

伍、法治的文化與憲法教育 

法治的文化，乃體現於法治國原則在一個社會的實踐成果。因

此，欲瞭解法治的文化，得從法治國原則來著手。法治國原則乃源自

於德國，而且是與專制國家鬥爭勝利的具體成果（Stein, 2004:§47 
I）。基於德國歷史經驗的淵源，我們可以瞭解，法治國概念曾有過極

為狹隘且形式化的意義：法治國是以形式制定法治理的國家，亦即形

式的法治國家。然而，在直接經歷納粹極權的武力統治，以及遭受其

「制定法上之不法」侵害以後，德國學者乃承認法治國概念，包含有

超實證法的基本價值，而使其具有新的實質內容。是故，今日的法治

國乃意謂著：國家的行為，應盡可能在其憲法之自由民主法治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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