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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憲法觀點檢視樂生療養院爭議
許育典 ∗／凌赫 ∗∗

摘要
樂生療養院是為了隔離漢生病患而設，在漢生病被視為是
不治之症的年代，更被認為具有高度傳染性，所以漢生病患被
強制終生與外界隔離，而這樣的囚禁要到出現治療的特效藥後
才告終。但對於大多數與社會及家人失去聯繫的院民來說，早
已無家可歸，以院為家變成無奈的選擇，隨著捷運新莊線的施
工，在這個「家」終老的微小願望，也出現了變數。雖然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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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生療養院的爭議，在院舍部分保存、部分重組的方案定案後
逐漸落幕，但在這次事件的背後，除了院民的生存權等憲法爭
議外，不少人認為深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的樂生療養院，卻始
終未獲主管機關的青睞，遲遲未能被指定為古蹟一事，卻也恰
好突顯了文化資產保存法制的問題，尤其是國家在文化事務上
消極不作為的問題。所以，本文即試圖從憲法的角度出發，透
過對於社群文化相關內涵的分析等途徑，進行對樂生療養院相
關爭議的檢視，以作為後續類似案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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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gal Analysis of Losheng
Sanatorium Debates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Constitution
Yue-Dian Hsu ∗／Her Lin**

Abstract
Losheng Sanatorium was built by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It was designed for quarantine and treatment of lepers.
As a result, Losheng Sanatorium became the institution of quarantine and imprisonment for thousands of patients. Besides the debate of human right issues, as a witness of the history in public
health in Taiwan,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Losheng Sanatorium
is not only no obstruc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but in fact can
add inestimable value as a cultural asset. In 2008, debates of Losheng Sanatorium was temporarily ended by the negotiating result
of partial preservation of main buildings and relocation of some
other buildings. After those debates,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o be discussed. Since the constitution is generally held to contain
basic society values, we will try to find the position of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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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and heritage preservation in the constitution. To analyze
those debates in legal study and to avoid this happening again,
beyond the leg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ystem level, we will
use constitutional theories and jurisprudence method to undertake
a legal analysis of those deb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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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對於樂生療養院的拆遷，主張保留樂生的人士認為，作為
世界少數存在的大型隔離醫療建築群，在文化上樂生療養院亦
具有極高的保存價值 1。但相較於學界或文化界保存樂生的主張，
地方人士有持反對的意見，如：「捷運新莊線已延宕 3 年，粗
估已造成每年工程損失 10 億元，經濟效益損失 40 億元，合計
共損失 150 億元，還不包括民眾的不便利，或因捷運施工造成
商業經濟損失及交通阻塞的精神苦惱，這些有形及無形的損失
是由誰來買單？……這樣的社會成本是捷運新莊線沿線百萬民
眾希望能立即解除的 2」，亦有立法委員曾指出：「支持對療養
院病患的照顧和保障，但也要求捷運工程不得延宕，因為這是
解決新莊地區交通堵塞的唯一方法。40 萬新莊居民的交通權益，
應該比起所謂古蹟保存的利益，受到更高的重視 3」，這些由嗅

1

參 見 邱 毓 斌 ， 另 一 種 轉 型 正 義 ： 樂 生 療 養 院 保 存 運 動 ， http://twpa.
ioe.sinica.edu.tw/ ? p=889#more-889（最後瀏覽日：12/ 30/ 2011）
。陳孟秀
（ 2006），〈人 權在你的 身上不存在 ？樂生療 養院民的 過去與 現在〉，《全
國律師》，11 卷 5 期，頁 5 以下。

2

樂生事件／限期拆除，周錫瑋：捷運新莊線延宕 3 年損失大，http://www.
nownews.com/2007/03/16/122-2068092.htm（最後瀏覽日：12/ 25/ 2011）。

3

病 友 團 體 盼 民 進 黨 團 支 持 漢 生 病 友 人 權 法 案 ， http://hansen-tw.blogspot.
com/2005/12/blog-post_113609875976654432.html.（最 後瀏 覽 日：12/ 2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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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敏銳政治人物口中說出的看法，或許也反應了不少在地民眾
心中，對樂生作為文化資產保存的看法。
從以上報導的對照中不難發現，在我國文化資產保存現況
中，學者、文史工作者與所謂的大眾、庶民觀點間，在對所謂
文化資產保存價值的認知上，或許存在著落差，也正因此產生
了樂生療養院保存與否的爭議。這些問題的產生，是因為文化
資產的價值難以估算，並非僅限於有形的價值，無形的價值往
往才是文化資產保存的關鍵所在，然而無形價值相較於城市發
展的種種利益，卻未必能獲得大眾的廣泛認同 4。所以在樂生療
養院的醫療功能漸漸淡去後，正是因為其價值相對性，在樂生
療養院的保存與否上，才會產生許多的爭議。
但其實「樂生」等於「古蹟」的說法，並不是院民的在地
經驗，而是外來的觀點，這些觀點其實沒有看見院民和這些建
築物的連結。就有院民表示：「這些人只是在關心房子，不是
關心我們啦！ 5」。事實上，樂生保存運動的起點，是地區文史
工作者發起的保存運動，他們多半是以專家的角度談論樂生的
歷史和建築價值，例如：樂生療養院的建築物工法已經失傳，
4

Vgl. Michael Kummer, Denkmalschutzrecht als gestaltendes Baurecht: zur
Vollzugseignung des Denkmalschutzrechtes, 1981, S. 118.

5

潘佩君（2006）
，
《樂生療養院院民面對搬遷政策的主體性研究》
，頁 64，
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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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生院是少數仍存在的隔離醫療建築群，見證了人類的醫學史、
公衛史。又例如樂生院建築群中有菌區與無菌區的規劃，就反
映了對於漢生病的隔離控制概念，樂生更是全台僅剩的社區型
防治機構等等。
一篇關於樂生保存運動的報導也這樣寫道：「『搶救樂生』
活動有大批教授、大學生參加，堪稱國內最高學歷的街頭行
動……各大學校院系所旗幟，還有台灣人權促進會、婦女新知、
工人立法行動聯盟、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這場遊行……是
參與活動者素質最高的一次，除了各大學校院學生，還有教職
人員…… 6」從這篇報導的角度，不難發現一個特點，就是記者
似乎特別在意運動參與者的身分，一再強調高學歷、高素質，
而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應了，在台灣文化資產保存運動中，著
重所謂「知識分子」參與的「特色」。但是，或許因為參與者
的切入角度在於古蹟保存，反而使得院民被隱沒在文化資產的
背後。
就此而言，若是聚焦在對人的基本關懷，著重在樂生與人
的關聯上，學者、社運團體乃至於政客的觀點，其實都不是最
核心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樂生院民作為與該院共生的群體，是

6

六 步 一 跪 搶 救 樂 生 學 界 大 串 連 ， http://atalanta.pixnet.net/blog/post/393
4632（最後瀏覽日：06/ 0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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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評價這些與社群息息相關的建築，更重要的是樂生院民的
選擇。但非常遺憾的是，在我國的行政與司法實務下，社群文
化所涉及的利益，在法秩序中基本上是完全缺席，所以就社群
文化在我國法秩序下的定位，即有必要以此案為契機，進行初
步的探討。本文在以下幾章中，藉由對釋憲實務與學理的分析
進行初步討論，以瞭解社群及其文化在法秩序中的意義與地位
何在，並藉此對樂生療養院的爭議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以作為
後續類似案件的參考。

貳、文資法下的社群文化思考
一、在文資法缺席的樂生院民
就樂生院民對其棲身的家園，是否擁有公法上權利，可以
要求國家必須要保存。無論是從文資法本文，或是司法實務相
關見解，似乎都並未賦予文化資產所有權人以外之第三人，有
任何公法上之相應權利。而這也就成為本件最為弔詭，也最受
聲援樂生保存者質疑之處，也就是：最與樂生相關的院民，只
能在文資程序中噤聲缺席，而實務上卻視此為理所當然。
在對樂生療養院保存的相關訴訟案件中，對樂生院民聲請
拆除樂生院的停止執行，相關司法實務多簡單以當事人不適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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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回聲請。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停字第 00140 號裁定指
出：「1.本件相對人行文之對象為樂生院而非聲請人，且聲請
人縱有住居於前開系爭土地上，然終非該行政處分之對造，且
樂生院之建物亦非聲請人所有，則聲請人依此而為聲請，自不
具當事人適格……3.本件聲請人以健康權、適當居住權等受損
為主張之依據，然縱樂生為拆除，聲請人非必然有健康權受損
之情形……聲請人雖為樂生院之院民，但非樂生院之所有權人。
故聲請人之主張不但無法證明，對本件之實體爭執提起行政爭
訟在法律上亦顯無理由者……」，僅以建物非聲請人所有為主
要理由，而就未其他社群上的，或是文化上的可能利益有所論
斷。
而又如同院 96 年度訴字第 3173 號判決，亦再次聲明前開
意旨，指出：「……所謂利害關係乃指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而言，
不包括事實上之利害關係在內，換言之，第三人須因行政處分，
致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有損害者，始得提起訴願，並得因不
服訴願決定而提起行政訴訟……原告雖為樂生療養院之院民，
然與樂生療養院為不同之權利義務主體，即非原處分之相對人，
原告以渠等為原處分之相對人，主張依前揭相對人理論，有提
起本件撤銷訴訟之訴訟權能，洵非有據」，可知實務上認為院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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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僅涉及「反射利益」 7，而我國司法實務上在古蹟等文化資產
保存的事務上，並不承認人民擁有任何主觀的請求權，更不用
說是憲法上的基本權。於是在此就出現了一個極為弔詭的現象，
也就是與樂生療養院牽涉最深的群體，在樂生拆遷的法律程序
中，反而完全沒有參與的可能，樂生社群的利益，也完全在法
秩序中缺席。
鑒於傳統權利反射利益二分法的僵化，早有論者思考解決
之道，但在本案中卻未必能夠直接適用。如有指出就公物的使
用，如已經形成所謂「依賴利用」，即利用人生活或權利行使
須利用特定公物，在該公物已經成為利用者生活支柱的情況，
可思考擴大訴訟當事人適格之範圍 8。但就此而言，強調院民對
院區的依賴利用關係，亦即舊院舍對於院民生存權、居住權等
等權益的重要性，並無法解釋為何在蓋了新院區之後，舊院舍
仍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也有論者嘗試從保護規範理論出發，
試圖建構院民訴訟權能之基礎 9。然而，即便基於保護規範理論，
也很難直接從文化資產保存法的規定中，得出其規範意旨在「保

7

關 於財產 權人 以外 第三人 對古 蹟之地 位， 在德 國法上 亦多 認為 僅有 反射
效力。Vgl. BayVerfGH, BayVBl 1976, S. 652; BVerfGE 31, 33, 39 f.

8

李惠宗（2000），
〈公物法〉，翁岳生主編，《行政法 2000》
，頁 416 以下 ，

9

陳孟秀，同前註 1，頁 13。

台北：翰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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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及活用文化資產，保障文化資產保存普遍平等之參與權，充
實國民精神生活，發揚多元文化」外，亦有保障個別院民生存
權、居住權之意旨。綜上可知，若要透過文化資產保存法，解
決樂生社群在法秩序下的困境，勢必無法單從個別院民一身專
屬權利出發，而可能得從文化社群角度另闢蹊徑，以尋找樂生
院民在法秩序中相應的地位，這或許也是解決樂生院民被集體
忽視問題之法 10。

二、樂生案的新切入點－社群文化
其實，在相關的法院判決中，院民僅涉有「反射利益」的
觀點，是將文化資產與人之間的關係，簡化為財產上的使用收
益。也就是文化資產既然是物，則若是不可為人獲取利益，似
乎就沒有必要為了所謂「文化記憶」或「情感」理由，而保留
一堆使用效能不彰的建築。但這種觀點，其實忽略了人與環境
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人跟文化資產間的關係，其實反映了人與
歷史，以及人與其所身處社群間的對話關係 11。

10

在此感謝審查人建構院民訴訟權能之意見，惟慮及此問題之複雜性，且 本
文論述重心主要在於實體法，尤其是憲法層次，故擬另撰文詳述程序法上
相關學說實務之發展。

11

Kersten Heinz, Kultur-Kulturbegriff-Kulturdenkmalbegriff, 1993, S. 284 ff.;
VG München, BayVBl 1974, 649 (650).

13

14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2 卷．第 1 期

此外，即便是在文化資產保存法的適用上，本件文資主管
機關的消極態度，也是十分值得玩味。常見的是在資源的分配
上，有決定權的相關單位，往往會透過其對文化的話語權，藉
由貶抑或是提高某種文化，正當化其對文化資源的分配決定 12。
本件樂生遲遲不獲指定為古蹟，而僅在監察院糾正後

13

，被指

定為文化景觀與歷史建築，某種程度上也是在透過對「精緻」
文化的定義，與對古蹟資格的控制，以證立樂生沒有保存價值，
以及不將資源投入樂生的依據

14

。這同樣也是忽略了，或是刻

意無視，在樂生「破敗」建築後社群生活的價值。

12

Alan Peacock, Economics, Culture Values and Culture Politics, in: Ruth
Towse & Abdul Khakee eds., CULTURE ECONOMICS, 13 (1992).

13

根據監察院對文建會及台北縣政府所提的 098 教正 0011 號糾正案文， 其
中就指出「91 年 7 月 10 日召開緊急協調會，其結論略以：「請臺北縣政
府 依 據文 化資 產保 存法 及相 關規 定儘 速 組成 審查 委員 會… 並 完成 應有 之
審查程序。」惟該局並未依據前揭會議決議進行法定審查程序，以作成是
否指定為古蹟之決定，卻採召開協調會方式研商保存方案，選擇拆遷重組
方式保存較具價值之乙棟建物於樂生療養院新院區內，並經當時縣長批示：
「如擬」後函報文建會。該會雖再函請縣府召開專家學者審查會或古蹟暨
歷史建築審查會審議，以求周延，然縣府以「本案係經縣長核定」為由，
認為無需再召開會議」。從上述的糾正文中，可知相關的文化資產保存機
關，以配合國家重大建設為由，對樂生的保存採取消極不作為的態度。

14

相關團體即認為，樂生被指定為文化景觀與歷史建築，某種程度上僅是為
了緩解相關運動對公部門的壓力，而並無實質意義。按在舊文化資產保存
法中「文化景觀與歷史建築的保護效力遠不及古蹟」，只有毀損古蹟才有
相應的罰則。實際上從結果論，許多樂生院建築仍無法保留，如被認為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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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之所以具有價值，其實是由於人、社群文化與建
築間的對話關係所致。如同 Foucault 指出每個社會都存在著某
種空間，也就是其所稱的異質地方（heterotopia）；人們透過這
些空間所領會到的意義，就如同在鏡子見到自身的影像，一方
面只有藉著鏡像才能了解自身形象，另一方面也知道鏡像並非
真實；而人與空間關係也如同鏡像，人們往往經由對空間的理
解，才能定義自身的存在

15

。而這自然也包括了，人們透過對

於空間的詮釋，意識到自身與社群間的關係。
事實上，所謂「主流」的社群，就常常藉由其影響力，透
過對建築典範的選擇，以達成文化控制的目標，進而鞏固其社
會控制。例如：在社會階層分明的英國，以國民信託為主的文
化資產保存制度，從 1895 年起迄今，已經有超過百年的歷史。
而隨著英國社會經濟型態的改變，為了取得經費來源的正當性
基礎，為了獲得更廣泛的民意與經濟基礎，國民信託開始將工
廠、礦坑、勞工住宅等，傳統上中下階層文化象徵，也列為保

具保存價值的王字型大樓，即部份被拆除。參見：陪樂生度過關鍵時刻：
給 各 位朋 友的 一 封信 ，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3135（ 最 後瀏 覽
日：08/ 20/ 2016）。
15

Michel Foucault, trans. Miskowiec Jay, Of Other Spaces, 16(1) DIACRITICS,
22 (198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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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這種保存客體的擴大，其實正是反應了在社會民主

化之後，社會權力分配的變遷。
在解決樂生院或其他的相關事例中，除了建構樂生院民權
利基礎的嘗試外，在社群文化與古蹟關聯性的理解基礎上，對
既有文資法規範基礎的重新檢視，藉此尋找以樂生院民群體為
單位的其他法律評價基礎，或許也是解決樂生院民被忽視問題
的方法。按就相關團體將樂生指定為古蹟的訴求而言，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 3 條規定：「古蹟：指人類為生活需要所營建之具
有歷史、文化、藝術價值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便是相關規
範基礎的討論起點。該法第 3 條的規定，其實就是透過不確定
法律概念的運用，要求在歷史、文化、藝術等面向中，至少需
符合一定的資格條件。而其中的文化一詞作為一種不確定法律
概念，在解釋上便有可能可包括樂生居民的社群文化。
若從該法體系上解釋文化一詞，針對保障社群文化的需求，
在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 條就文化景觀，也規定有：「文化景
觀：指神話、傳說、事蹟、歷史事件、社群生活或儀式行為所
定著之空間及相關連之環境…」，新法雖將文化景觀的定義，

16

Leslie Gwen Cintron, PRESERVING NATIONAL CULTURE: THE NATIONAL
TRUST AND THE FRAMING OF NATIONAL HERITAGE, Thesis (Ph.D.)
Harvard University, 135 (200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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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為「指人類與自然環境經長時間相互影響所形成具有歷史、
美學、民族學或人類學價值之場域」，但仍然強調人類與環境
經長時間相互影響所形成的價值。且新法在無形文化資產方面
所增列之傳統知識與實踐項下，亦以「指各族群或社群，為因
應自然環境而生存、適應與管理，長年累積、發展出之知識、
技術及相關實踐」為其定義。可知由該法之體系以觀，該法第
3 條就古蹟所為「文化」價值之要件規範，在解釋上亦可能包
括社群文化。
綜上可知，不論是舊文資法將社群生活所定著之空間作為
文化資產的構成要件，或是新文資法強調人類與環境經長時間
相互影響所形成的價值，均是肯定特定時空中的社群生活，對
於人類社會的重要性，亦可知該法將前述空間與社群之立論予
以法制化。基此，透過對文化與社群等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填充，
或許即可以做為文化資產保存法與樂生院民間的連結點。以下
即就此作進一步說明，以探尋樂生案的論證基礎。
（一）作為社群的樂生院民
要以社群文化作為討論起點，此處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
樂生院民可否作為社群。其實，關於社群的定義十分分歧，有
提出廣義的劃分標準，認為社群包括了地理的社群、記憶的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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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以及心理的社群等；或是工具意義的社群、感情意義的社群
等，是以包括社會、文化與政治等面向，小至家庭社區，大如
國家，只要可獲得成員的認同，都可以稱為一種社群

17

。所以

社群的產生並非僅是因為客觀的特質，例如：種族、性別、性
傾向等，而也可繫於文化上的認同感，例如有些非裔美國人雖
然膚色較淡，仍認定自己的非裔身分 18。不管是以客觀的出身，
或是主觀的文化認同為標準，社群是能夠與其他人群透過比較
作出區隔的團體，而此一區別即屬文化差異

19

。綜上可知，社

群的劃分標準可為客觀或主觀：客觀者如種族、性別、年齡等
等；主觀者為成員心理上的認同，是種在主觀上區分我群與他
者的過程。
就樂生院民的情形而言，其社群的獨特性在於：樂生療養
院設立的目的，是為了要隔離漢生病患。早期的樂生圍繞著鐵
絲網，入院就沒有出去的一天，所以樂生療養院的設施相當「完
備」，從托育所到火葬場、納骨塔一應俱全

20

。疾病跟隔離除

17

俞可平（1999），《社群主義》，頁 44 以下，台北：風雲論壇。

18

Iris Marion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43
(1998).

19

Vgl. Gabriele Britz, Kulturelle Rechte und Verfassung: Über den rechtlichen
Umgang mit kultureller Differenz, 1. Aufl., 2000, S. 62 f.

20

當時社會普遍存在要消滅「痲瘋」國恥的看法，例如有指出：「從生蕃、
瘧疾和毒蛇皆有的台灣，到現在我們已經執政四十年，今日台灣已經躍進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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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是院民身上的烙印，也變成院民不得不接受的身份認同；但
正是因為被隔離的環境，院民建造出可以棲身的家園，將原本
的「監獄」轉化為安身立命的所在，建構緊密連結的社群。在
樂生療養院生活的院民，除形成一個微型社會，複製外面社會
的生活外，也形成了自身的社群文化 21。
此外，在樂生療養院的院民團體中，除了長期共同生活的所
形成的認同外，在樂生療養院的拆遷過程中，大多數的樂生院民，
在晚年又必須再面對人生中的劇變。隨著相關運動的發展，也促
成院民向社群凝聚。院民在與其他外來團體互動的過程中，透過
與外界社會的接觸比較，也產生了不同的社群經驗 22。
就此，也有論者針對樂生特殊的情境指出：所謂社群既可
指一種生活方式與日常生活實踐，既是生活在家族、鄰里到友

到文化的台灣、工業的台灣、商業的台灣，可說是建築在文明之上的台灣。
然 而 對於 麻瘋 病在 台灣 人民 歡喜 於這 四 十年 來的 進步 時， 必 須要 給予 重
視……只要有不知所措生存者的痲瘋病患存在，就不能稱為真正的文明。
不必說在歐洲文明國家，如英、法、德、奧等國不論怎麼找也找不到痲瘋
病患。那麼為什麼我們的日本有？我們的台灣有？」台灣基督教青年會，
《我等と癩病問題》，頁 3，轉引自：劉集成（2004），《樂生療養院志》，
頁 212 以下，板橋：台北縣政府文化局。
21

陳歆怡（2005），《監獄或家？臺灣痲瘋病患者的隔離生涯與自我重建》，

22

潘佩君，同前註 5，頁 64 以下。

頁 126 以下，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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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等等社會關係上的集體積累，也是指真實與有機生活的體現，
則樂生院民「……來自五湖四海，在命運和惡政的播弄下，埋
沒了青春與生計、在囹圄中被孤立化、邊緣化。然而，在這異
樣不堪的被剝奪境遇下，他們卻成了親人與鄰舍、攜手在苦難
中將自己活出來。更對院內一草一木、一房一舍、投注了他們
的生命；建立一個個家園、形成了臺灣唯一堪稱真正『生命共
同體』的社群……」 23。綜此，樂生院民遂可被稱為一社群。
（二）人與物的連結－樂生與文化社群
在樂生保存運動的發展過程中，常見的外界質疑是新建醫
療大樓的設備新穎，為何部分院民仍不願意搬離老舊院舍。實
則這是忽略了，空間對於人類情感的與認同的重要性。當然沒
有了實體的療養院，院民所構成的社群未必會瓦解，然而對失
去熟悉空間的院民而言，對自身所在社群的認識，無論如何是
被弱化了，當社群的象徵與認同的標的消失後，對社群的認同
將更加困難，而由院民逐漸參與保存運動的情況觀之，也不難
發現樂生的建築，對樂生院民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23

丘延亮，〈 毀棄社群，就是人群滅絕，逼遷樂生，就是人性犯罪〉，http://
www.wretch.cc/blog/happylosheng/ 2715067（最後瀏覽日：12/ 20/ 201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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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樂生社群而言，最初是因一種被強制隔離而形成的認同。
至於隔離的目的依據 Foucault 的看法，如同中世紀歐洲將病患
隔離等待毀滅一般，在於：排斥受到天譴的痲瘋病人，以淨化
外部的正常社會

24

。基此看法而言，樂生是屬於一種「偏離的

異質地方」，對於外界的社群來說，它安置了偏離常態的社群，
使主流社會的秩序得以持續

25

。透過由院區建築強制形成的空

間區隔，院民理解到院內與外界社會的差異，而首先形成了某
種空間與身分上的認同。
但在樂生社群建構的過程中，相較於被強制形成的空間認
同，更重要的還是後來院民主動建構家園的過程。對於與社會
及家人失去聯繫的院民來說，即使國家解除了對自由的限制，
但社會大眾對於漢生病的歧視，卻沒有隨特效藥的出現而消失。
在長期隔離之下，院民以院為家雖是無可奈何，但院民共同建
造出棲身之所的過程，其實也就是一種社群建構的過程。這說
明了為何對於院民而言，樂生院並不僅限於財產上的價值，尚
且包括了情感上、文化上的價值，而可說是對於該社群具有特
別的重要性。樂生療養院的保留，不單是古蹟或歷史建築保護

24

Michel Foucault 著，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瘋癲與文明》，頁 1 以
下，台北：桂冠。

25

顏亮一（2005）
，
〈全球化時代的文化遺產：古蹟保存理論之批判性回顧〉，
《地理學報》，42 期，頁 15 以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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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也不只是漢生病患的社會安置問題，更應看到在每棟建
築背後，這群人透過自身努力所開創出的社群生活 26。

三、小結
綜上所述，可知樂生院院民，因為並非樂生院建築之所有
權人，被認為對保存樂生院一事只具有「反射利益」。即便以
舊文資法中所謂「社群生活所定著之空間」，或是以新文資法
強調「人類與環境經長時間相互影響所形成的價值」，補充作
為文資法上古蹟文化價值構成要件的解釋，而可能開啟文資法
與樂生院民間的一個新連結點。
但文資法上對文化與社群文化的概念規範仍然過於簡略，
例如，單從條文中我們無從得知，該法社群文化一詞的範圍，
故就此有再進一步具體化的必要。社群文化的定義，在法律上
涉及不確定法律概念的詮釋，而其在文資法中的評價，也涉及
公益的具體化，這兩者都涉及了價值或意識型態的判斷難題 27，
而必須尋求更深入的判斷標準。

26

陳永龍，
〈文化不能從生活環境中抽離〉
，http://www.wretch.cc/blog/ happylosheng/
2473126（ 最 後 瀏 覽 日 ： 12/ 20/ 2011）。

27

Vgl. OVG Koblenz, DVBl. 1985, 406 (407); OVG Berlin, NVwZ 1986, 239
(239); BVerwG, NJW 1988, 505 (505); VGH Mannheim, NVwZ-RR 1989,
232 (233); OVG Koblenz, NJW 1990, 2018 (2018 f.); Raimund Kö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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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具體事物是否該當社群文化與公共利益的構成要件，主
管機關為法規涵攝時，其實並非全然不受拘束，而必須整體考
量法體系中的價值秩序。在一個憲政法治國家，其法律體系內
所追求的公益，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便是直接由憲法所導出的
公益理念，亦即憲法本身即含有許多價值，可作為公益具體化
的出發點。如透過憲法關於文化之相關規範，藉由對基本權保
障範圍和作用方式探討，形成「客觀價值秩序」或「客觀法功
能」，可讓基本權的價值理念轉為具體化的公益

28

。

事實上，這也是憲法在涉及社群文化討論時的切入點所在，
由於國家權力在介入文化事務的同時，無可避免地同時也在進
行文化形成的工作，自應注意文化基本權的保障

Denkmalschutz

und

Eigentumsschutz: die

Pflicht

zur

29

。因此，當

Erhaltung

von

Baudenkmälern im Lichte der grundgesetzlichen Eigentumsgewährleistung, 1.
Aufl., 1992, S. 21; Bernhard Stähler, Denkmalbegriff, denkmalschutzrelevante
Satzungen und Denkmalschutz bei Bundesbehörden, 1985, S. 39; Achim
Weber, Instrumente und Grenzen des Umgebungsschutzes bei Baudenkmälern,
Diss. jur. Köln 1998, S. 19.
28

參見陳新民（1999）
，
〈公共利益的概念〉
，
《憲法基本權利之基本理論》
，5
版，頁 141 以下，台北：元照；張嘉尹（2001），
〈論「價值秩序」作為憲
法學的基本概念〉，《台大法學論叢》，30 卷 5 期，頁 8 以下。

29

陳淑芳（2006），〈文化憲法〉，蘇永欽編，《部門憲法》，頁 602 以下， 台
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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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討古蹟保存議題時，或是進行古蹟的指定工作時，並不能
只是作技術上的思考，而必須導入憲法觀點的思考。而由社群
文化此一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定義出發，探尋其在憲法秩序中應
有的定位，以便在個案中進行價值衡量，進而促成國家古蹟保
存義務的實現，便成為討論樂生案可能的新切入點所在。

參、憲法中的社群文化概念
藉由對基本權保障範圍和作用方式探討，固可讓基本權的
價值理念轉為法規範，更可作為公益具體化的出發點。但要了
解憲法對文化領域的價值決定，除了針對個別基本權的法釋義
學工作外，也必須透過對憲法各種規範間的體系性分析。所以，
在接下來的討論之中，首先要對文化所涉及基本權進行檢討，
繼而則是對各社群文化的憲法規範加以分析，以瞭解我國憲法
對社群文化的定位為何，以作為後續利益衡量的基礎。本文以
下，即試圖藉由不同觀點間的對話出發，尋找我國憲法對社群
文化的可能定位。

一、基本權與社群文化的重合
就本文的所要解決的問題，即如何從憲法出發去評價虛無
飄渺的社群文化，尋找社群文化在憲法上的定位所在，以作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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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與填充憲法下的社群文化概念的基礎，勢必要透過對相關
文化性基本權的探討，才能初步了解憲法對文化的價值決定。
就基本權與文化的重合而言，學界有試圖從憲法第 22 條的概括
條款導出狹義「文化基本權」者，即人民對其周邊的文化事務，
在一定範圍內對國家享有請求權，包括接近文化藝術之權利 30，
如在與古蹟相關的面向上，社群或公益團體可藉由狹義文化基
本權的發展，可獲得一定的權利，如在行政法層面體現於接近
使用古蹟權上

31

。然而，既便是純粹學理上的討論，就古蹟保

存權利的憲法基礎來說，人民就古蹟是否擁有公法上權利，可
以藉此要求國家必須要保存古蹟，甚至對國家的不作為提出訴
訟，仍然是充滿爭議。但無論其基本權的實證基礎為何，作為
一種新興的集體性基本權，在權利主體與請求權範圍上仍有難
以解決的問題

32

。相對於此，從憲法實存規定中的既有規範出

發，從其客觀法功能面向推導出國家的義務，以作為國家尊重
社群文化的依據，可能是一個較為妥適的出發點，以下即由此
進行本文的討論開端。

30

同前註，頁 612 以下。

31

王文偉（2002）
，
《論古蹟保存之法制度：建構一個符合文化資產保存理念
及財產權保障概念的古蹟保存環境》
，頁 61 以下，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

32

陳雅慧（2000），
《古蹟指定相關法制問題之研究》
，頁 41 以下，國立台北
大學法學系碩士論文。

25

26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2 卷．第 1 期

（一）基本權的文化保障類型
在相關的文獻中，文化基本權的定義，大致包括了：精神
形成與傳遞的教育、精神追求與創作的學術、藝術等領域

33

。

如藝術自由就特別強調開放性的保障，尤其應該尊重從事藝術
活動者的自我理解

34

。近年來，隨著人類活動的多元化，也逐

漸擴張了文化在法律上的範圍。例如：大眾媒體發達之後，認
為媒體傳播也屬於文化範疇

35

。然而，在與社群文化相關權利

的討論上，卻不應僅限於教育、學術、藝術自由等文化性基本
權，否則在對樂生所涉文化議題的討論中，若只能探討建築師
的藝術自由是否受到侵害 36，豈不怪哉。
按人既然是文化的產物，從呱呱墜地就受到文化的控制，
生活中的文化事物也像是文化的座標，人們往往是透過生活環
境中文化事物的輔助，而從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所以，人一方
面參與形成文化，但另一方面也脫離不了文化。既然文化在人

33

Vgl. Udo Steiner, Kulturauftrag im staatlichen Gemeinwesen, VVDStRL

34

Vgl. Peter Häberle, Die offene Gesellschaft der Verfassungsinterpreten, JZ

1984, S. 7 f.; Thomas Oppermann, Kulturverwaltungsrecht, 1969, S. 6 ff.
1975, S. 297 ff.; Friedhelm Hufen, Staatsrecht II, 2009, S. 556 f.
35

Vgl. Dieter Grimm, Kulturauftrag im staatlichen Gemeinwesen, VVDStRL

36

Thomas Oppermann, a.a.O. (Fn. 33.), S. 464.

1984, S. 68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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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中亦是無所不在，是以各種基本權與人的文化之間，必
定會有重合之處

37

。因此，鑒於基本權與人的文化間關係的複

雜性，在基本權的類型分類之外，更精確的去理解各基本權與
文化事務間的關係，在釐清相關個案上自有其必要性。
由於涉及事務類型的不同，文化與基本權間的關係，可以
分為涉及「真正」的文化事務，與「不真正」文化事務的兩種
類型，前者是指，在個案中除涉及文化事務外，其所欲保障的
客體在於文化的自我認同。例如像是：伊斯蘭的屠宰的文化，
牽涉宗教自由與動物保護、食品衛生的衝突，既與宗教戒律密
不可分，就涉及教徒的文化認同；或是，學生基於宗教的信仰，
拒絕上體育課或性教育課程等，也涉及文化認同而屬於真正的
文化事務。至於後者則是指在基本權的實踐上，雖然可能涉及
文化差異等文化事務，但基本權所要保護的目的，則非為文化
認同自身，例如：在刑事訴訟程序中，雖應該顧慮到文化差異，
提供當事人通譯，但這裡個別的程序基本權，其所要保障的是
當事人在訴訟上的公正對待，而非不同文化的自身內涵 38。
就本件而言，有論者主張樂生拆遷，將侵害院民的生存權、
健康權及適當居住權等基本權。其論據在於院民對長期生活的

37

Vgl. Kersten Heinz, a.a.O. (Fn. 11.), S. 180.

38

Gabriele Britz, a.a.O. (Fn. 19.), S. 110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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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有著深刻的情感，連結其個人以及社會關係成長的歷史，
因此對於新環境的適應能力較弱等等

39

。類似的論點多曾被法

院以「縱樂生為拆除，聲請人非必然有健康權受損之情形……」
駁回相關的聲請。法院會作出類似的裁判，一方面是司法保守
的風氣，另一方面則是忽略在個別基本權背後，所涉及的社群
文化自我認同，以及文化認同對基本權行使的重要性，以致於
無法理解院民為何不能住在新醫療大樓。所以，縱然所主張的
是院民的健康權及適當居住權等，乍似與文化無關的基本權，
然而在個案中卻仍舊可能涉及當事人的社群文化認同，甚至其
實是問題的真正核心所在。
（二）基本權客觀面向作為國家行為基準
承上可知，雖然分類的方式有所不同，各種基本權與社群
文化之間，多有重合之處。事實上，也可以進一步的說，憲法
所保障的個人自主以及各種明文的基本權，其實都不可能在抽
離文化的情況下存在。再進一步說，雖然個人可以自我選擇價
值，但是個人作為文化的產物，所有選擇都是受到文化所影響；
亦即，人們從事任何有意義生活的選擇，都是在文化的脈絡中

39

陳孟秀，同前註 1，頁 5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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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所以，由客觀法所參與形成與規範的社會生活領域，乃
是個人基本權實踐的前提 40。
例如，言論自由所保障的雖不是文化本身，而是傳遞文化
的載體。但如同釋字 617 號的聲請人，在解釋聲請書中所主張：
「……聲請人長期以來投入同志平權運動，深知同志刊物與同
志男體寫真對男同志之自我認同、文化認同與對自身性傾向之
觀感有極為重要之意義。……聲請人於晶晶書庫販售男體寫真
與雜誌之行為，實係實踐同志運動與同志自我認同之性言論表
達，對聲請人之自我認同，或對同志社群及隱藏在社會角落之
同志族群之認同皆有其重要意義……藉由閱讀性行為描述，或
觀看裸體、性器官之表露可能對於同志身分認同之形成與確定
更是一種重要之方法」，則由此可知性傾向的自我認同，與基
於認同而生的言論雖並不相同。但若是社會不具有社群文化的
多元性，讓同志社群有形成自我認同的機會，則空有對言論自
由發聲管道的保障，對同志社群亦毫無意義。故基本權雖就所
直接涉及事務的不同有所區分，然而需要多元社會的土壤作為
基本權自由行使之基礎，此一前提要件並無不同。

40

Vgl. Dieter Grimm, a.a.O. (Fn. 35.), S. 66 f.; Hesse Konrad, Der Rechtsstaat
im Verfassungssystem des Grundgesetzes, in Häberle (Hrsg.), Konrad Hesse
Ausgewählte Schriften, 1984, S. 106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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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與人們的文化生活領域，既然有如此密切而廣泛的重
合，則為了創造基本權自由行使的前提條件，一個相應法秩序
的建構自有其必要性，此即基本權客觀規範理論在此處的重要
性。按憲法中以自由為內涵的基本權，其最初的功能雖為對抗
國家權力的主觀防禦權，但在客觀規範理論的發展下，基本權
除了主觀的防禦功能外，也產生了客觀價值秩序功能。在此種
功能的發展下，認為基本權也是價值的體現，國家應負有使該
等價值完整與不受侵犯的義務。基此，憲法上所為的基本決定，
應對於各個法領域均為有效，使得基本權的價值可輻射於所有的法
律秩序，以促成基本權實現

41

。所以，基於基本權理論的架構，

所交織而成各種不同的基本權功能，可建構最大可能的憲法保
護網，無漏洞的規範了各種領域 42。
基此，為了創造基本權自由行使前提要件，在憲法客觀面
向的保障中，透過對不同基本權客觀法功能的詮釋，除可找到
國家文化任務的依據外

41

43

。另一方面，在文化形成個人的面向

蔡宗珍（1999）
，
〈人體基因科技研究自由及其界限〉
，
《臺灣法學會學報》，
20 期，頁 339 以下。亦有認為基本權乃規範性條款，即可拘束所有公權
力，而客觀價值秩序功能乃屬多餘者，請參考李建良（2003）
，
〈基本權利
的理論變遷與功能體系：從耶林內克「身分理論」談起〉，《憲政時代》，
29 卷 2 期，頁 197。

42

43

許育典（2010），《憲法》，頁 110 以下，台北：元照。
Peter Häberle, Kulturverfassungsrecht im Bundesstaat, 1. Aufl., 1980, S. 72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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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為了確保個人獨特性的社會基礎，以及提供個人人格開展
更多的可能性，國家亦負有促進多元社群文化的客觀法義務，
對文化任務的內涵應保持開放、多元的態度

44

。進一步而言，

更課予立法者保護多元社群文化的立法義務，在立法時注意基
本權的落實，而相關立法所型塑的法律拘束，自然也會對文化
行政：如文化資產保存事務，課予相應的義務

45

。

二、基本國策中社群文化規定的探討
除了前述對基本權的討論外，在社群文化憲法定位的探討
中，基本國策作為基本權與國家組織外的「第三種結構」，亦
有其加以討論的必要。就個別基本國策條款規定的規範效力，
學說上尚有爭議，但就各項基本國策規範中，作為國家目標條
款類型的效力，則可認為是憲法對國家的政策指示，而國家依
其能力負有不同程度的義務，去實踐此一具有拘束性的指示，
所以可說是具體化的公益

46

。該類型的基本國策條款作為一種

44

Ebd., S. 74 ff.; Claas Friedrich Germelmann, Kultur und staatliches Handeln:

45

請參考許育典（2003）
，
〈多元文化國〉
，
《月旦法學教室》
，6 期，頁 36-39。

46

林明鏘（1997），〈論基本國策〉，李鴻禧教授六秩華誕祝賀論文集編輯 委

Grundlagen eines öffentlichen Kulturrechts in Deutschland, 2013, S. 36.

員會編，《現代國家與憲法》，頁 1468，台北：月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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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法拘束的憲法規範，也描繪了國家的行為綱領，而成為國
家行為與法令解釋的方針 47。
在討論的方法上，本文欲透過部門憲法的解釋路徑，對前
述憲法價值決定的分析結果，配合基本國策相關規定的解讀，
進一步進行理解與填充的工作。按部門憲法的所謂部門，代表
實存的社會秩序，也就是不同的社會次體系，例如經濟部門與
文化部門；部門憲法正是試圖從這些次體系切入，整合過去在
基本權、國家組織與基本國策三分法下，被區分解釋的憲法規
範，將不同部門交相參照解釋，以解決傳統釋義學的不足 48。
（一）憲法本文中的基本國策規定
在社群文化相關憲法規範基礎的探尋過程中，無論是基於
最基本的法律解釋方法－文義解釋，或是基於「客觀解釋優先」
的方法，從語意解釋、邏輯解釋出發去進行憲法的解釋

49

，無

可避免地必須從憲法中使用「文化」一詞的規定中出發。基本
國策一章（第 13 章）的第 5 節中，規定「教育文化」的發展與
47

Sachverständigenkommission Staatszielbestimmungen/ Gesetzgebungsaufträge, Bericht der Sachverständigenkommission Staatszielbestimmungen/
Gesetzgebungsaufträge, 1. Aufl., 1983, S. 21.

48

參見蘇永欽（2002）
，
〈部門憲法：憲法釋義學的新路徑〉
，翁岳生教授祝壽

49

許育典，同前註 42，頁 36 以下。

論文編輯委員會編，《當代公法新論（上）》，頁 753 以下，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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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為國家的任務。因此，憲法在基本國策規定上，已明確賦
予國家照顧人民教育文化等精神生活的義務，將憲法第 158 條
至第 167 條規定，統歸在基本國策下的「教育文化」一節，具
體化教育或文化基本權的內容，作為國家的教育或文化目標。
但文化的意涵難以簡單定義，我國憲法規定在使用「文化」
概念時，也呈現出「文化」多義性的特性，尤其是憲法多次將
文化與教育「並列」，可窺知現行憲法除了強調「教育」以外，
還包括其他的文化的領域。這裡雖然可以看出，制憲者特別重
視人民文化領域的照顧。在 20 世紀初的制憲當時，已經認為國
家存在的目的，除了維持公共安全與社會秩序外，尚有照顧人
民物質與精神生活的思想的義務

50

。然而，文化一詞既然具有

多義性，縱使在憲法基本國策章中，已明定有「文化」一詞，
但就制憲者所要促進的文化實質內涵，以及對不同社群文化的
價值決定，仍無法從中直接探求出答案。
尤其，憲法第 158 條就教育文化之目標係規定：「教育文
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健全體格、
科學及生活智能」，則該條所謂的民族精神、民族道德，是否
顯示在制憲者認為，國家需要發展特定的「民族精神」。若確
係如此，則與 Carl Schmitt，所謂：「民主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
50

許育典（2006），《文化憲法與文化國》，頁 105，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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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理者與被治理者、施令者與服從者的同一性」，認為民主的
關鍵在於平等，而之所以能給國民平等，是因為種族文化的同
質性

51

；因此，為了維繫民主，必須找出國家中的「我群」與

「他者」，並排除「他者」的看法可能類同 52。
然而，若是如此解讀憲法第 158 條下各社群文化間的關係，
即主流的文化價值不但不可以被侵犯或違背，而可以某種程度
的社會控制（例如教育），去維持社群文化的存續，也可能與
前述，以促進個人自由為前提的基本權體系，有產生衝突的可
能性，而有透過部門憲法的解釋方式，再做進一步討論的必要。
（二）增修條款中的社群文化規定
相較於憲法基本國策本文中，對於文化內涵規範的不明態
度，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
化…」多元文化成為憲法規定的國家目標，且在此規定下，提
供了憲法文化價值決定的更多參數，也進一步開啟解釋憲法上
文化意涵的可能。但在這裡不能迴避的問題，仍是憲法對文化

51

Carl Schmitt 著，劉鋒譯（2004）
，
《憲法學說》
，頁 297 以下，台北：聯經 。

52

林立，〈自由主義公民觀可否解決臺灣之族群及國家認同衝突：Habermas
「溝通倫理」及「憲法愛國主義」宗旨之進路〉
，臺灣哲學學會 2007 年「價
值與實在」哲學研討會，臺灣哲學學會、東海大學哲學系主辦，2007 年
10 月 21 日，頁 6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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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的多義性。首先是從文義解釋上看來，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規定的全文，係為：「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
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因此，要是採取嚴格文義解釋
的觀點，或是考量修憲時的時代背景，國家肯定多元文化的範
圍，似乎僅限於臺灣各「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因而所謂多
元文化的範圍，並不能夠包含其他的文化類型，例如：青少年
的次文化、或是伊斯蘭的宗教文化，以及本文中樂生院民的社
群文化。
其次，從體系解釋上看來，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
所規定的：「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
言及文化」
；若是對照憲法第 158 條就教育文化之目標係規定：
「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
健全體格、科學及生活智能」；而憲法第 168 條是規定：「國
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教育、文化……社會事業，應積極舉
辦，並扶助其發展……」，則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的
規定，似乎亦是在針對憲法第 158 條所規定的「民族精神」、
「國民道德」，以及憲法第 168 條限於「邊疆地區民族」的缺
漏，作補充性的規定，亦即透過增修條文的規定，以強調在我
國的政治現實下，臺灣各「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亦受到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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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障，是以就此種解釋而言，也非所有的社群文化類型，均
受到憲法基本國策的肯認。
在我國司法實務上，如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上訴字第 4114
號等涉及原住民文化之案件，即指出：「……立法者……明定：
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持有自製之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
者……予以除罪化……以落實憲法增修條文及符合本條例多元
化主義的政策目標與規範意旨……貫徹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
第 11 項……之精神，落實保障原住民原有生活及文化習慣之立
法政策……」，故可知在立法及司法實務上，憲法增修條文中
所謂的「多元文化」條款，亦被視為是針對原住民傳統文化與
主流社群文化間的調和。
（三）部門憲法的解釋路徑
承上可知，相較於憲法本文基本國策中，對於文化內涵規
範的不明態度，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的規定，雖然規
定的意涵仍並非全然無疑，但仍可作為社群文化解釋的起點。
按憲法是由價值體系組成的規範架構，藉由對基本國策規範意
涵的探討，固可體現法條中的價值理念。不過，如果限於形式
上文義解釋的操作，卻缺乏對憲法體系性的掌握，反會使憲法
解釋變得恣意。例如，不考慮與教育基本權對學生人格開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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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即逕將憲法第 158 條就教育文化之目標規定，作為民族
精神、民族道德主導教育的依據，即為引喻失義。
就此，即便或有認為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的規範
內涵，僅限於原住民族之社群文化，但在部門憲法的發展路徑
下，仍有可能有透過對增修條文該條項，與前述文化基本權價
值秩序的交互解釋，進一步強化憲法上多元社群文化保障的可
能。藉由前述對文化基本權價值決定的分析結果，可知憲法增
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規範意旨之核心，亦在於國家鑑於社群
文化對於個人自我認同的重要性，而肯認並尊重社群的多樣與
歧異

53

。基此，國家對於文化領域中的行為，不能以某種特定

社群文化取向為目的，而應保持國家中立而平等開放的態度。
更進一步言，國家因此也產生調和社群間不平等的義務，從而
避免主流社群在文化上，透過其優勢壓迫非主流社群文化 54。

三、社群文化在釋憲實務中的體現
在社群文化憲法意涵的發展上，相較於前述理論由基本權
與基本國策條款出發，試圖建構保障社群文化的憲法依據，在

53

許 育 典 ， 同 前 註 50 ， 頁 216 以 下 ； Vgl. Oliver Scheytt, Kulturstaat
Deutschland, 2008, S. 54 f.

54

許育典，同前註 50，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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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憲實務中則較少看到這樣的發展方向。除少數的案例，如大
法官在釋字第 617 號解釋理由書曾指出：「舉凡不同社群之不
同文化認知、不同之生理及心理發展程度，對於不同種類及內
容之性言論與性資訊，均可能產生不同之反應。……仍應對少
數性文化族群依其性道德感情與對社會風化之認知而形諸為性
言論表現或性資訊流通者，予以保障」，係藉由對基本權的保
障功能，尊重各種不同的社群文化，達成保障多元社群文化的
誡命外。釋憲實務對於社群文化的論述，其實大多見於個案分
析時對公益理由的闡釋。
這是因為一方面，憲法中所規定的自由與平等，多係自由
主義所揭櫫的價值，亦即：個人乃優先於群體，社會只是為了
滿足個人利益的工具，而特定文化下價值與規範，並不具有特
別重要的地位，且就此種論點而言，個人所身處社會中的價值
與倫理，亦不可作為限制人民自由權利的理由。換言之，基本
權的功能在於使個別的人民能夠「對抗國家」55。而基本權的原
始功能，既然是為了防禦既有價值、倫理藉國家之手的侵害，
這種社群文化對抗個人自由的基礎模式，自然也是在實務上比
較容易遇到的類型。
55

參見廖元豪（2008），〈建構以平等公民權為基礎的憲法權利理論途徑〉，
廖福特主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六輯）》，頁 371，台北：中央
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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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憲法第 23 條的規範模式，也有助於實務上這種現象
的成型。若是個別地觀察我國憲法第 23 條：「以上各條列舉之
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
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的
規定，可發現憲法亦不排除以既有價值、倫理，作為限制人民
自由權利理由的可能。所謂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
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因為提供了相當的解釋空間，
可代入解釋者所持的特定價值，所以特定社群文化中的既有價
值、倫理，反而比較容易在憲法第 23 條的公益條款中找到生存
空間 56。
另一方面，前述由文化基本權與基本國策條款導出的國家
客觀義務，由於並非可供個案當事人主張之主觀權利，自然也
較難有機會在具體的案件中被援引。也正因此特性，釋憲實務
所做的文化價值決定，在此主要是憲法對各社群文化評價的詮
釋，反而比較容易在，大法官對憲法第 23 條的解釋與適用中找
到蛛絲馬跡，亦即透過大法官對公益條款的詮釋而呈現。正由
於實務對社群文化的見解，大多見於對公益理由的闡釋，因此
以下的分析，即主要從司法實務作為公益條款的社群文化內涵

56

廖元豪，同前註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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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進行對實務見解的類型化，以便與前述基本權客觀價值
秩序與基本國策的分析結果，再作進一步的比較。
（一）以倫理限制基本權
家庭或婚姻制度，是由文化所形成的制度，在不同的文化
下，常會形成不同的婚姻與家庭制度，例如：一夫多妻、妾或
是童養媳等等制度，因此源自於文化的家庭與婚姻，在憲法中
被視為是制度性保障。在社會日趨多元的今日，就以傳統的家
庭制度，作為固有意義下的制度性保障，有認為：只要家庭制
度沒有被顛覆的具體疑慮，法秩序應以寬容的態度，對待多元
的家庭生活形態，以補強功能已式微的傳統家庭形態，無論是
組成較不同的家庭或是同性婚姻，只要是為了維繫人格發展需
求與穩定社會網絡，就應獲得一定的尊重 57。
但大法官在涉及家庭與婚姻的幾號解釋中，卻往往以抽象
的倫理道德作為論證基礎，而排他性的維護既有家庭與婚姻制
度，如釋字第 502 號解釋就收養的合法性要件，就以：「民法
第 1073 條關於收養者之年齡應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及第
1079 條之一關於違反第 1073 條者無效之規定，符合我國倫常

57

蔡維音（2000），
〈論家庭之制度保障：評釋字 502 號解釋〉
，《月旦法學雜
誌》，263 期，頁 138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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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為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保障人
民自由權利之意旨並無牴觸……」，而對既有家庭制度中的「倫
常」抱持肯定的態度，換言之，也包括了既有家庭制度背後所
反應的價值為合憲的認定。
而在釋字第 647 號解釋中，亦曾以所謂的倫理作為公益事
由。該號解釋認為遺產及贈與稅法，以有法律上婚姻關係之配
偶間相互贈與可免徵贈與稅，而未就因欠缺婚姻之法定要件，
而未成立法律上婚姻關係之異性伴侶，使其享有相同之待遇，
大法官認為這樣的規定並不違憲，因其係為強化婚姻制度、維
持倫理關係等之公益目的考量。是故在釋字第 647 號解釋中，
亦曾以為維持家庭、倫理關係為公益目的，而認為現行法對平
等權、財產權的限制規定並不違憲。
此外，像是釋字第 554 號解釋，指出：「婚姻制度植基於
人格自由，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
功能，國家為確保婚姻制度之存續與圓滿，自得制定相關規範，
約束夫妻雙方互負忠誠義務……於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之
前提下，始受保障。是性行為之自由，自應受婚姻與家庭制度
之制約」，亦認為家庭制度作為一種文化產物，可作為限制人
民權利的依據。而在釋字第 569 號解釋中，亦以人倫秩序為由，
認夫妻間不得提起自訴之規定為合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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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善良風俗限制基本權
大法官針對言論、講學、著作等表意自由所做的相關解釋
甚多，但大部分所涉及的多為政治性言論，而涉及文化層次，
即以文化作為公益理由的解釋則較為少見，比較值得注意者則
為關於色情言論的管制問題。但相較於前述釋字第 617 號解釋
聲請書中的慷慨激昂，大法官在多號解釋中，就所謂的色情問
題，仍認為主流社群之所謂：道德感情、社會風化、社會性價
值秩序或善良風俗，可以作為限制人民自由的公益理由。如釋
字第 407 號解釋就色情出版品的管制，指出：「惟猥褻出版品，
乃指一切在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並引起普通一般人
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之出版品
而言……」
而其後之釋字第 617 號解釋復針對色情出版品的問題，也
指出：「……為維持男女生活中之性道德感情與社會風化，立
法機關如制定法律加以規範，則釋憲者就立法者關於社會多數
共通價值所為之判斷，原則上應予尊重……」；「是性資訊或
物品之閱聽，在客觀上足以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
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者，對於平等和諧之社會性
價值秩序顯有危害。侵害此等社會共同價值秩序之行為，即違
反憲法上所保障之社會秩序，立法者制定法律加以管制，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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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目的核屬正當……。又因其破壞社會性價值秩序，有其倫理
可非難性，故以刑罰宣示憲法維護平等和諧之性價值秩序，以
實現憲法維持社會秩序之目的，其手段亦屬合理」。
另外，就色情管制相關的議題而言，雖然在釋字 666 解釋
中，大法官認為罰娼不罰嫖違反平等原則，而獲得社運人士的
喝采，然而對性交易的管制的目的正當性，大法官卻仍以：
「……
為貫徹維護國民健康與善良風俗之立法目的，行政機關可依法
對意圖得利而為性交易之人實施各種健康檢查或宣導安全性行
為等管理或輔導措施……或採行其他有效管理措施……」，而
認為對性交易的管制，也是為維護抽象的「善良風俗」所必須。
甚至，近期的釋字 702 解釋中大法官也曾以：「……我國
素有尊師重道之文化傳統……教師之言行如有嚴重悖離社會多
數共通之道德標準與善良風俗，若任其擔任教職，將對眾多學
子身心影響至鉅；其經傳播者，更可能有害於社會之教化……」
，
再度肯認主流社群之共通道德標準與善良風俗的價值。
（三）以社會責任限制基本權
大法官在釋字第 573 號解釋理由書中，就國家對宗教自由
的限制，指出：「憲法保障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係為維護
人民精神領域之自我發展與自我實踐，及社會多元文化之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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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國家對宗教應謹守中立及寬容原則，不得對特定之宗教加以
獎勵或禁制，或對人民特定信仰給予優待或不利益，前已述及；
且憲法第七條明文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
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是國家如僅針對特
定宗教而為禁制或給予不利益，即有悖於宗教中立原則及宗教
平等原則」等語。
就此而言，似已採納國家宗教中立性的主張

58

，而大法官

在解釋理由書中所言，亦與自由主義視角下的中立原則相符，
即：國家權力的行使，必須中立於對人生價值的特定理解，始
有正當性。換言之，這樣的看法如同自由主義的早期的文化策
略，即「強調制度認同、減低文化認同」，在自由主義理性的
框架下，透過對文化的中立與平等對待，達成對個人自由的保
障

59

。因此，大法官在釋字第 573 號解釋理由書中，所呈現的

宗教中立原則及宗教平等原則的論述，似可成為大法官對各社
群文化，採取文化價值中立觀的一個例證。
雖然大法官在釋字第 573 號解釋理由書中，點出了國家在
現代生活中應保持的中立性；但大法官釋字第 490 號中，就「耶
和華見證人」教派的信徒，因為遵守所信仰的教義，而拒絕拿

58

許育典（2005），《宗教自由與宗教法》，頁 127，台北：元照。

59

江宜樺（1998）
，
《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
，頁 110，台北：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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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去參與各種軍事戰鬥訓練的問題，卻反指出：「……內在
信仰之自由，涉及思想、言論、信念及精神之層次，應受絕對
之保障；其由之而派生之宗教行為之自由與宗教結社之自由，
則可能涉及他人之自由與權利，甚至可能影響公共秩序、善良
風俗、社會道德與社會責任，因此，僅能受相對之保障……」，
即認主流社群所認定之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社會道德與社會
責任，可作為限制宗教自由的理由，而使前後兩號針對宗教自
由的解釋間，出現了在價值預設上的矛盾處。
（四）以意識型態限制基本權
在涉及文化領域的事物上，釋字第 618 號解釋另指出：「鑒
於兩岸目前仍處於分治與對立之狀態，且政治、經濟與社會等
體制具有重大之本質差異，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民眾福祉暨
維護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其目的洵屬合理正當。基於原設
籍大陸地區人民設籍臺灣地區未滿十年者，對自由民主憲政體
制認識與其他臺灣地區人民容有差異……予以區別對待，亦屬
合理，與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之意
旨尚無違背……」，而認為對設籍臺灣大陸地區人民服公職權
利的限制，為合理的差別待遇。
事實上，出生地並非只是具有政治性的意涵，而是具有相
當深刻的文化意涵，這是因為兒少時所身處的環境，對於人格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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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型塑具有重要意義，而可能在其身處異地時引致歧視

60

。大

法官在該號解釋中，將本件單純定性為政治權利的行使問題，
便忽略了由於每個人不同社群文化背景的差異，應避免以單一
化的主流社群觀點，去衡量不同社群出生背景的人民，進而造
成實質的不平等。
（五）小結
綜上可知，大法官在上述解釋中的所指出的「公益」觀點，
部分已類同於社會需要特定社群的文化與價值，以維持社會特
定存續狀態的觀點，亦即認為個人不是抽象的個體，而是存於
特定社會、文化中具體的人，為了避免社會的崩解，特定的文
化被賦予強制力，以維繫社會的存續等等

61

。就此而言，相較

於大法官所一再強調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強調維護個人基本
權的立場，大法官在前後解釋間所持的立場與觀點，即可能會
產生矛盾與衝突之處 62。
60

陳愛娥（2007）
，
〈對憲法平等權規定的檢討：由檢視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
釋 出發 〉，湯 德宗 、廖 福特 編，《 憲法 解釋 之理 論與 實務（ 第五 輯 ）》，頁
257，台北：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

61

對此種觀點的批判，請參考：H. L. A. Hart, LAW, LIBERTY, AND MORALITY,
70-77 (1963).

62

事實上，有些大法官自己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如許玉秀大法官在釋字第
617 號解釋的不同意見書中，就指出：
「多數意見既然能察覺有不同背景、
不同性認知、不同文化認知、社會地位不同的閱聽人，竟然不能體會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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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若單就憲法規定作文義解釋，特定社群文化的價
值體現，例如：為了避免社會的崩解，特定的倫理或價值被賦
予強制力，以維繫社會的存續，也可以在憲法中找到立論基礎。
按憲法第 23 條所規定的公益概念十分抽象，在解釋上幾乎可以
包括所有的國家行為，所以是一個極為寬鬆的操作標準，因此
也未必不可以為了「防止社會崩解」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而
獨尊某種特定文化中的倫理或價值，並以之限制人民的基本權。
有論者即認為釋憲實務就弱勢社群的案件，較少賦予對抗多數
主流文化的保障

63

。但無論如何，大法官在肯定特定社群文化

立足於多元的性價值觀論述性風俗文化，不能體會所謂的多元性價值觀，
就是任何人都不能自居主流的性價值觀，而仍然處處以想像中社會多數人
的普遍認同、主流性價值秩序作為論述主軸。而且解釋過後的條文，如果
對所謂的少數性文化社群沒有過度歧視與排斥，那麼修改前的條文不正好
會造成過度歧視與排斥，怎麼可能得出合憲結論？多數意見看不到自我的
矛盾與混亂，本席至感遺憾」。又如許宗力大法官在釋字 666 號解釋的協
同意見書中，亦指出：「……處罰性工作者的目的除維護國民健康外，即
在維護社會善良風俗。在此所謂社會善良風俗的意涵甚為抽象模糊，但多
數意見並不追究立法者透過非難性工作者，所要保護的善良風俗具體內涵
為何、其與憲法價值秩序是否相符、有否涉及對他人的具體法益侵害，便
全盤接受維護抽象、不特定的社會善良風俗，得作為處罰性交易的重要公
共利益，這無異使立法目的正當性的審查完全落空」。
63

廖元豪，同前註 55，頁 383-385。廖元豪（2007）
，
〈司法與台灣民主政治〉，
《台灣民主季刊》，4 卷 3 期，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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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為公益理由的同時，其實也肯定了社群文化可以作為一種
憲法上的公益，而將其鑲嵌進憲法秩序之中。
就此進一步言之，既然在憲法的解釋與適用上，透過基本
權客觀功能所建構的法秩序，應強調個人的自由勝於所身處的
文化，則對尊重社群文化的理解，自亦不應跳脫此一框架

64

。

而在面對主流文化與個人權利的衝突時，所謂「公共秩序、善
良風俗、社會道德與社會責任」；「倫常觀念」；「羞恥或厭
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等論述脈絡，即不宜再動輒被引為
解釋的判斷基礎，而必須連結到多數人民基本權的實現，故而
國家在以公共利益限制人民基本權時，首應考慮到此項國家行
為，究竟是否能促進社群成員基本權的實現

65

，以免造成憲法

價值體系上的衝突。

四、社群文化作為憲法上公益
綜上所述，在基本權客觀規範的理論發展下，憲法中以自
由為內涵的基本權，除了提供各個人主觀的防禦性功能外，更
產生了客觀價值秩序功能。就涉及文化領域的基本權而言，其

64

Will Kymlicka,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65

許育典，同前註 58，頁 211。

OF MINORITY RIGHTS, 152 (1995).

48

從 憲 法觀 點檢 視 樂生 療養 院 爭議 49

客觀價值秩序主要體現在，國家應尊重基本權主體的自我理解；
以及為了能促進個人的基本權實踐，國家亦負有促進多元社群
文化之義務。
此外，基於基本權價值決定的放射效果，可知憲法增修條
文第 10 條第 11 項規範之核心，亦在於國家鑑於社群對於個人
自我認同與自我決定的重要性，肯認並尊重社群文化的多樣與
歧異。至於，我國釋憲實務在涉及文化的領域中，藉由對基本
權內涵與限制的解釋，也已經有相當的積累。但在發展的方向
上，不論是過度追求價值中立，而忽略社群文化差異，或是過
度強調主流價值，均可能導致弱勢文化社群基本權實踐的落
空。
基此，社群文化在文資法中的評價，既然涉及了價值或意
識型態的判斷難題，就必須以由憲法所導出的價值位階作為判
斷標準。就文化資產之相關規範的適用而言，基於文化上之客
觀價值秩序或客觀法功能，使國家行政及司法以憲法為依歸，
在憲法秩序下尊重不同的社群文化，並在發生價值衝突時，尋
求不同價值產生共識的可能。因此，主管機關就文資法上具體
案件為法規適用時，例如在樂生一案中進行價值判斷時，就必
須整體考量法體系中的價值秩序，而非僅進行政治判斷。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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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樂生爭議的再檢視
承前所述，因為古蹟所具有的價值相對性，在文化資產保
存的事務上才會產生如此多的爭議。因此如何調和不同的價值，
便成為了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的重要課題。但在對文化資產保存
事務討論中，除了文化資產保存基於憲法第 166 條與第 162 條
作為國家目標及義務外，基於前段的討論結果，國家亦應履行
多元社群文化的促進誡命，慮及樂生社群的文化利益，並將之
納入利益衡量過程之中。就此以觀，實務對樂生療養院一案的
處理，就並非沒有再從憲法觀點進行檢討的可能，故以下本文
即從先前的討論基礎出發，試圖進一步檢視該案相關爭議。

一、本案審議的評析
（一）在利益衡量中消失的樂生社群
在台灣都市發展的過程中，由於傳統文化過於強調集體利
益，而漠視個人自由權利的保障，個人的意見往往被排拒在「公」
領域之外，因而在文化資產的保存中，往往由政府機構或是利
益團體取得主導權，國家或是私部門對於文化資產加以定義，
以達到其所需的利益。換言之，利益團體透過對公權力的掌控，
以所謂的都市發展政策，作為保存文化資產與否的前提，而合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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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各種都市與土地的開發

66

。但這樣的都市發展或是文化發

展模式，顯然已與少數保護及尊重多元價值的要求有悖，更遑
論進一步尊重社群文化誡命的達成

67

。因此，樂生案的發生並

非偶然，而是此種都市發展模式下的遲早的必然。
就本案而言，之所以會在捷運機廠定案多年以後，產生如
此大的爭議，其中部分的原因，是在於相關單位從初規劃時，
根本沒有將樂生院民群體的利益與意願列入考量，以該地作為
機廠預定地的原因，就是用地取得方便、便宜

68

。問題是如果

迴避掉該項成本，卻產生了其他成本，以致於事後發生諸如抗
爭、延遲通車等更高的成本

69

。甚至，在興起了樂生保存運動

之後，該院可否作為文化資產而獲得保存，始終是立基於不影
響交通建設的前提下；何況在本件中，直到監察院提出相關糾
正案前，都沒有進行有實質意義的利益衡量，自然很難說國家
已經盡到其在文化資產保存上的作為義務。

66

許肇源等（2008）
，
〈從新莊樂生療養院事件看臺灣都市文化資產保存之缺

67

Vgl. Yue-Dian Hsu, Selbstverwirklichungsrecht im pluralistischen Kulturstaat.

失〉，《都市與計畫》，35 卷 3 期，頁 269 以下。
Zum Grundrecht auf Bildung im Grundgesetz, 1. Aufl., 2000, S. 200 ff.
68

劉集成，同前註 20，頁 212 以下。

69

陳尹暐（2005）
，
《公益原則與財富最大化：從法律經濟分析觀點論樂生療
養院抗爭事件》，頁 124，私立輔仁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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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忽視的社群文化觀點
承前所述，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規定的：「國家肯
定多元文化…」
，應該在文化基本權所建構的框架下，應解讀為：
有鑑於社群文化對於個人自我決定的重要性，國家應該肯認社群
的多樣與歧異。因此在審議的過程中，無論是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會或是主管機關，必須在審議中導入多元社群視角的思考，在相
關法規的解釋與適用上，必須尊重社群文化及調和不同意見，讓
多元價值得以進入行政程序中 70。例如，在古蹟的審議過程中，
在對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 條進行適用時，就該法第 3 條文化價值
的判定，就應該考量非主流社群文化的觀點。
在此，當樂生院民被視為一個社群，則作為院民文化連結
點的院區之保存，即應可被視為是重要的公益，自應在法律的
評價上受到相應的重視與對待。因此，無論是文化資產審議委
員會中的「專家」或是主管機關，在樂生一案的處理上，自必
須考慮院民特殊的社群文化，並將尊重多元的社群文化，作為
價值判斷時準則的一環。

70

關於多元文化國下古蹟保存的進一步介紹，參見許育典，同前註 50， 頁
222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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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本件中，相關單位卻做出為了捷運準時通車，樂生基
本上一定要拆，只是拆多拆少的政策基調，甚至可以影響文資
審議程序，這樣的價值衡量自然已經失衡，更顯然跟憲法所揭
示的方向有所違背。即便在監察院糾正後，主管機關卻仍以捷
運通車為前提，僅聊備一格的將殘存園區指定為歷史建築、文
化景觀。致使樂生園區殘存的受指定建築，在文資法舊法本文
並無相應罰則的情況下，無法獲得充分的保障，進一步導致具
有保存價值的建築毀棄，如過去作為醫療及行政中心，樂生最
具代表性的王字型大樓就被部分拆毀 71。則可知在本件程序中，
主管機關 所為的價值衡量顯然已經失衡，更未有所謂盡力實現
誡命的嘗試，而跟憲法尊重社群文化之義務有所違背。
（三）與最小侵害有悖的施工方案
如同前面幾章所述，基於對樂生院民基本權實踐的重要性，
樂生療養院內的社群文化有加以保護的必要，而這也體現了樂生
療養院保存的憲法正當性，則至少在涉及此種公共利益的減損時，
可有比例原則的適用。比例原則中的侵害最小原則，要求國家在
有能達成相同目的的手段時，必須選擇較小侵害方式 72。

71

同前註 14。

72

Friedhelm Hufen, a.a.O. (Fn. 34.), S. 126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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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樂生的案件中，也曾存在著許多不同的選擇。至少在工程
技術層面，就存在有至少五種的替代性方案，例如：文建會曾委
託學者所做的樂生療養院保存評估方案即為其一，學者表示：
「捷
運局的方案與文建會的方案基本上是有討論空間的。而捷運局保
存 40%的方案根本上並沒有真的保存到樂生療養院，也不願意和
文建會的案子進行工程技術上的討論。這個案子是很有機會找出
一個具體可行的解決方案，而且只要政治上和行政程序上不要耽
擱時間，是不會影響到新莊捷運的通車時程的」 73。是從比例原
則的觀點檢視，相關單位並非沒有其他侵害較小的方案可供選擇，
就此而言，也再次印證了在本件爭議中，保存社群文化的思考始
終缺席，樂生的存廢僅僅是捷運通車下的附帶考量。

二、本件利益衡量的嘗試
（一）憲法作為利益衡量基準
當仔細檢視「捷運早日通車」的利益，不難發現這是一個
欠缺實質意涵，而很難作為衡量標準的公益。例如，假設所謂
的公益是要比人多的話，人們是不是可以說保存樂生院是全台
灣 2300 萬人的文化利益；而又要如何論證交通便利的利益，一

73

圖 說 樂 生 院 ： 90% ， 懶 得 面 對 的 真 相 ， http://sdkfz251.blogspot.com/
2007/03/90.html（ 最 後 瀏 覽 日 ： 12/ 25/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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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大於古蹟保存，何況捷運一定會通車，但樂生療養院拆了就
會消失不見。這種缺乏標準的人治決策，反而更暴露了現行文
化資產保存法制的不足，與台灣文化資產保存的困境。準此，
更可看出以憲法作為利益衡量基準的必要性。
雖然，基於不同的公益考量，國家在文化資產保存上所扮
演的角色，或許會有所不同

74

。但在憲政國家中，各種立場與

角色的選擇或轉換，都無可避免地必須進行利益衡量工作，也
必須借助憲法作為利益衡量的基準。在多數公益間的衡量上，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曾指出，憲法的各價值間並無何者具有原則
上的優位，而必須在具體個案的判斷中，就受侵害的強度與公
益的大小加以衡量

75

。各種法原則的衝突也必須在個案中，就

與之對立的法原則進行衡量，以尋求公益最大可能的實現

76

。

基此，捷運所帶來的交通利益，自然也不具有無須在個案中檢
驗的優位性，而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既然已將多元社

74

Vgl. Michael Kummer, a.a.O. (Fn. 4.) , S. 47.

75

BVerfGE 35, 202, 226 f.; 詳細介紹請參考陳耀祥（2002），
〈論廣播電視自
由中犯罪事實之報導與人格權保障之衝突：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雷巴赫
裁 判 為討 論核 心 〉， 翁岳 生教 授祝 壽論 文編 輯委 員會 編，《 當代 公法 新論
（上）》，頁 117 以下，台北：元照。

76

顏厥安（1998）
，
〈法與道德〉
，顏厥安編，
《法與實踐理性》
，頁 67，台北：
允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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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文化作為重要利益，則個別社群的文化利益，當然亦應納入
利益衡量之中，與相關的交通利益在個案中進行衡量工作。
（二）樂生保存中的價值衝突
1、尊重樂生社群文化作為公益
承前可知，在樂生療養院保留的議題中，最重要的不是歷
史古蹟和教育上的意義，也不只是院民的安置問題，更應看到
樂生院對院民社群存續的重要性。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既然可解讀為：有鑑於社群文化對於個人自我決定的重要性，
國家應該肯認社群的多樣，防止對弱勢社群的壓迫。則尊重弱
勢社群文化的第一步，就是要承認歸屬不同社群中的人們，都
有保留他們社群的公平機會，無論這個社群是因階級、歷史，
或是因為某種特殊疾病而形成 77。
此外，基於文化上之客觀價值秩序，國家也有義務維護社
群文化，以促進個人自我認同與決定。也正由於人們從事任何
有意義的選擇，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脈絡中進行，樂生療養院對
於樂生院民更具有重大的意義。尤其，對多為老年人的樂生院
民而言，必須離開長期的生活環境，對老年人來說需要花更多

77

胡晴舫，
〈痲瘋共和國〉
，http://lolitachingfanghu.blogspot.de/2007/02/ blogpost_19.html（最後瀏覽日：12/ 2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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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去適應，就可能對於院民的生活甚至生存有負面影響。
則在國家的保護任務下，社群文化對基本權的實踐既然具有重
要性，而樂生療養院又扮演著承載社群的功能，故在樂生療養
院保留的利益衡量過程中，樂生社群的利益自應獲得相應之考
量，該院的保存也應受到相應的法律評價。
2、其他文化資產保存利益
此外，憲法中亦明文訂有古蹟、文化資產保存的相關規定，
即基本國策章中的第 166 條規定：「國家應獎勵科學之發明與
創造，並保護有關歷史、文化、藝術之古蹟、古物」。國內相
關的研究對於第 166 條的規定，就該條的效力有不同的解釋：
有認為僅僅是方針條款，對國家並無任何的拘束力，僅是制憲
者對國家發展方向的宣示

78

；亦有認為係對國家施政具有拘束

力之「憲法委託」或「制度性保障」，制憲者以此拘束國家應
該建立相關制度，完成憲法對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的誡命要求 79；
但不論採何說，國家保護文化資產之誡命實已明確，亦即保護
文化資產被認為是一種重要公益。
樂生除涉及社群文化的保留價值外，亦具有建築、醫療史
上的保留價值。該院除了是少數存在的隔離醫療建築群，也可
78
79

陳新民（2005），《憲法學釋論》，5 版，頁 865 以下，台北：自版。
王文偉，同前註 31，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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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銘刻了過去社會對於疾病的偏見。所以，在樂生療養院保
存運動中，一個不斷被提起的概念，就是希望將院區建構為公
共衛生園區或者醫療森林園區

80

。如青年樂生聯盟在提交陳情

書中所言：「從醫學教育的角度，可以看到樂生療養院中所發
展出相互扶持的病友社群及猶如小社區的環境，此一即將走入
歷史的產物提供了今日慢性病患社區化的絕佳典範，這些意義
與價值都是在樂生療養院原地保存的前提下始得以展現出
來

81

」，而形成一個公衛或是文化教育場所的規劃構想。
所以，就樂生療養院作為文化資產的價值而言，除了樂生

對於社群文化的重要性外。對於其他社群來說，其價值則在於
呈現了不同於現代醫療空間的見證，可再一次作為映照真實社
會的「異質地方」，提醒世人這段對少數群體非理性壓迫的過
去，避免這種事情再一次發生在這個星球上，就如同國外對
Auschwitz 與 Dachau 集中營的保留一樣 82。
3、交通建設的利益
同前所述，地方首長強調捷運已延宕造成合計損失 150 億
元，立委亦指出：「四十萬新莊居民的交通權益，應該比起所
80
81
82

邱毓斌，同前註 1。
顏亮一，同前註 25，頁 16。
關於類似遺址保存的詳細內容，可參考：沈祉杏（2003）
，
《穿牆故事—再
造柏林城市》，頁 234 以下，台北：田園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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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古蹟保存的利益，受到更高的重視」。的確，如果說主張不
保存樂生院有什麼理由的話，大概也就是「捷運早日通車」的
交通建設利益。而事實上，相關的文化資產保存機關，也以配
合國家重大建設為由，對樂生的保存採取消極不作為的態度。
然而，一方面承前可知，本件本是有機會找出一個具體可行的
方案，而不會影響到通車時程；另一方面所謂早日通車，本身
即是個非常含混的概念，而很難具體評估其價值。
又即便是當試圖另從憲法上找尋公益衡量的參考點時，也
可以發現憲法上關於交通的規定，只有憲法第 108 條規定：「左
列事項，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二省以上
之水陸交通運輪。……有關文化之古籍、古物及古蹟之保存。
前項各款，省於不牴觸國家法律內，得制定單行法規。」；憲
法第 109 條規定：「左列事項，由省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縣
執行之：一 省教育、衛生、實業及交通……」；及憲法第 110
條規定：「左列事項，由縣立法並執行之：縣教育、衛生、實
業及交通……」；但是這樣的中央地方權限規範，是否可以當
作是制憲者有意將促進交通發展列為國家目標，而強化捷運早
日通車的重要性，實亦不無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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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益衡量
承前，一個憲政體制的法治國家，就其法律體系內所追求
的公益，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便是由憲法所導出的公益理念，
以作為公益具體化的出發點

83

。是以當憲法尊重不同的社群文

化，作為院民文化連結的院區，自應在法律評價上受到相應的
重視；此外，憲法亦已揭示古蹟保存為重要公共利益，則該院
的保存應可被視為是重要的公共利益。則當上開公益與交通建
設的利益發生衝突時，公權力自應尋求各公益間最大可能的實
現，而非直接一面倒向交通建設。
在樂生療養院的爭議中，本是台北縣民眾所共享的文化利
益與交通利益，兩者之間未必有直接的衝突。然而卻被簡化操
作為「他們的」文化利益與「我們的」交通利益，製造兩種價
值間的對立與衝突，企圖藉著多數的壓力「解決」樂生療養院
問題。其實在該案的發展過程中，本來也存在著多元的發展可
能性。
首先，樂生院民作為一個社群，作為院民文化連結與象徵
的樂生療養院，自應透過有效的手段受到合理的保存，使由院
民所組成的社群，能夠繼續在樂生療養院中，維持其所欲的生

83

參見陳新民，同前註 28，頁 141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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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模式。就此而言，樂生療養院的保存，在一昧的退讓與限縮
之外，本可有更有前瞻性的規劃，與捷運機廠施作取得平衡點。
例如以院民的生活需求，或是文化資產保存的需求，而非機廠
施工的方便，決定受保存與拆遷的建築範圍。
其次，承前可知，就捷運機廠的施工，並非沒有具體可行
的替代解決方案，甚至可能不會影響到既定的通車時程；但單
是學者提出這樣的方案，就已經顯現本件中文化資產保存的弱
勢。其實，若要促進各公益的最大可能實現，交通建設未必不
可退讓。但在本件中，工程的規劃與通車時程卻成了不能更動
的鐵律，彷彿一延宕就會造成公益重大損失。舉個較極端的例
子，與本件捷運新莊線平行的機場捷運，因為人謀不臧延宕 20
年，朝野政黨噤不出聲，社會大眾似乎也視而不見。所以，在
本件中本來透過交通利益的部分退縮，甚至只是較晚實現該種
利益，就能促成其他重要公益的實現，政府為何卻又捨此不為
呢？
甚至，從為地方興利的觀點來看，單純捷運的通車，對新
莊地區的效益較為有限。但若從樂生療養院的保存開始，結合
當地的其他文化資源，例如中正路老街、慈祐宮等文化資源，
配合捷運新莊線的通車，作為新莊地區城市文化轉型的動力來
源，這種轉型所帶來的利益（觀光或生活品質的改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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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大於單純捷運通車的利益，從這樣的觀點出發，保存樂生療
養院與地方的利益間未必會衝突。承上可知，國家在規劃區域
發展時，若是能落實文化資產保存的國家義務，透過各種多元
的社群文化想像，調和不同價值觀點所產生的衝突，或可減低
類似樂生療養院爭議的發生機會。

伍、結論
綜上所述，首先可知人跟文化資產間的關係，其實反映了
人與其所身處社群間的對話關係，而並非僅是單純不動產的利
用關係。也基於此種理論，樂生療養院的建築，被賦予承載樂
生社群文化的功能，而開啟了對樂生保存相關爭議，進行憲法
與法律討論的新切入點。亦即，以對社群文化憲法上定位的探
尋，作為樂生個案價值衡量的基礎工作。
其次，在社群文化憲法定位的解釋上。由於保存社群文化，
對社群成員的自我認同，與各種基本權的實踐，均有其重要意
義。故就涉及文化事務的基本權而言，其客觀價值秩序主要體
現在，國家應尊重個人的自我理解與文化認同；以及為了能促
進個人的基本權實踐，國家亦負有促進社群文化之義務。此外，
在基本國策的規範中，透過部門憲法的解釋模式，可知憲法增
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規範之核心，亦在於肯認並尊重社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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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多樣與歧異。至於在我國司法實務中，大法官雖常以主流
文化作為證立理由，但至少也肯定了社群文化可以作為一種憲
法上的公益。
再次，在樂生院民是一社群的前提下，作為院民文化連結
的樂生療養院院區，對於樂生院民的基本權實踐而言，實具有
重大的意義。因此，主管機關在樂生一案為法規適用與價值判
斷時，就必須整體考量法體系中的價值秩序，而非僅進行政治
判斷。基此，則本案不論是怠於開啟文化資產指定程序，或是
忽略樂生對其社群文化的價值等等不作為，自然都與國家所負
有的古蹟保存義務，以及藉此保護社群文化的誡命有所牴觸。
最後，樂生一案爭議背後的啟示在於：文化資產固然可以
成為美化歷史、複製意識型態，或是消除社群文化的手段；但
在尊重社群文化的憲法框架發展下，同樣的一處文化資產，卻
也可以成為弱勢社群，藉以文化傳承或自我充權的重要基地。
就此而言，正由於保障文化資產，對社群成員的自我認同，與
各種基本權的實踐，均有其重要意義。現代意義下的文化資產
保存，實具有不同於以往的積極發展面向，而可透過不同社群
文化間的寬容與對話，一方面形成文化資產保存的多元可能性，
另一方面更能促進社會文化的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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