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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簡介：關廠工人訴訟案（下） 

    上一期的基礎法學與人權研究通訊中，收錄了「為權利而抗爭」座談會上半

場的內容，探討了關廠工人案的法律意義。這一期的研究通訊則收錄了座談會下

半場的內容，主題是「關廠工人案的社會意義」，由多位關廠工人案的參與者，

包括工運人士、律師等人，一起討論此案件對於台灣社會的影響。 

 

    本期也收錄了關廠工人們進行抗爭和訴訟時所保留的文件，包括了「行政訴

訟答辯狀」和「關廠工人案件—訪談調查問卷」。未來，法律文件資料庫會收錄

更豐富的關廠工人案相關文件，讓資料庫使用者能透過文件了解此案件的訴訟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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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座談會】 

為權利而抗爭 

第二場 關廠工人案的社會意義 

 

時間：2014 年 4 月 13 日 10:50-12:10 

地點：國立台灣大學霖澤館 1301 多媒體教室 

主持人：陳昭如（臺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與談人：王浩（桃園縣產業總工會秘書） 

        陳為祥（法律扶助基金會秘書長） 

        徐偉群（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 

        邱顯智（雪谷南榕事務所律師） 

 

 

陳昭如教授（主持人）： 

各位引言人、今天前來參加的朋友，以及籌備這個會議最辛苦的周伯峰老師，

大家好。這場座談會是今天關廠工人案座談會的第二場，主題是「關廠工人案的

社會意義」。我以作為主辦單位之一的台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計劃主持人跟參與

的法律人的身份，來主持這場討論。 

今天是在法律學院第三次舉辦有關關廠工人案的座談會，很高興這次是在一

審勝訴的情況之下再次召開。回顧過去的歷史，我們可以說不正義會長大，但只

要有意識、有行動，能對抗的力量就會更大。過去的關廠事件是老闆關廠、工人

失業，最近服貿的爭議讓我們認識到，「國家的政策也會害你失業」。不正義雖然

持續擴大，我們也看到人們抗爭的力量在變大。在之前關廠工人所涉及的臥軌抗

爭案中，唯一因臥軌案遭判決有罪並入獄的是現已過世的曾茂興先生，他因為陳

水扁總統的特赦而出獄。現在，我們看到關廠工人案所獲得的勝利是法庭給的勝

利，我們不再需要總統特赦。再以服貿案為例，去年 9 月時，張慶忠委員一天排

了 3 場公聽會，一個禮拜就要把他負責排的 8 場公聽會辦完。當時我們到中和去

掃街，參與掃街的人只有小貓十幾隻，路人也不太理我們這些看來不太會講話的

律師、學者及運動者。但前幾天佔領運動去掃街時，有上千人參加，不難看出這

個社會對於不正義意識的增長和行動的增加，就這點而言是正面的。 

我們也能看到從過去的臥軌案到現在，法律社群也有很大的改變。如果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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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的勞工們、沒有支援的律師學者學生們，就不可能有今天這場座談會。另外，

我們法律人逐漸形成了更大的「倡議型律師/法律人」（cause lawyers）社群。倡

議型律師服務兩種當事人，一是個案當事人，二是社會改革的目標。很高興關廠

工人案的成果是服務了兩種當事人，也希望將來這個社群可以更擴大。 

作為這場座談會中唯一的女性，我想藉此機會說明，關廠工人案的受害人、

抗爭者以及參與的法律人當中，也有很多女性。1996 年的關廠臥軌案中，有九

成的勞工都是女性，這次的關廠工人案也有許多是女工，參與的律師當中也有女

性。 

同時，我也要說明，這場座談會除了要探討判決的意義之外，還有一個目的

是，如果這個案件象徵台灣社會人權運動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我們更該紀錄保留

它。今天我們創造歷史，未來要從這個歷史來學習。台灣法實證資料庫曾經試著

尋找曾茂興臥軌案的判決紀錄，但在法院的公開判決系統中，並未收錄曾茂興的

臥軌案判決。我們希望將來這種情況不會再發生，也在此宣布，我們會收錄這次

關廠工人案的各種相關的紀錄，以作為我們學習歷史的材料。 

最後，在場幾位留德的學者，都引用耶林的「為權利而抗爭」一語。如果是

留美的學者或是批判法學的研究者，也許熟悉的論點是「權利的迷思」，有一些

白人法學精英主張追求權利是一種虛幻，因為最終得到利益的人還是有權有勢者。

但無論是關廠工人案或其他弱勢者的抗爭，都讓我們知道，談權利的迷思是一種

優勢者的奢侈，因為弱勢者沒有別的選擇，只能選擇對抗。 

待會兒會議就依引言人的順序而進行，我們首先請對這個事件非常熟悉切身

的王浩來為我們開始引言，歡迎王浩。 

 

王浩秘書： 

主持人、與會來賓以及參與座談會的嘉賓們大家好，我是桃園縣產業總工會

秘書王浩，同時也是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的成員，在這邊要代表所有關廠工人以及

所有參與本案的人，包括可能去年 1 月份開始也是在台大法律學院這邊參與研討

會的同學們，還有一次次一路走來接受我們邀請的法律系學者包括許宗力大法官

等法律系學者，還有所有參與本案的律師，包含關廠工人案一開始在桃園地方法

院率先主張為公法裁定的溫宗玲法官以及林涵雯法官表示感謝，一路走來，非常

感謝所有參與的法律界朋友，關廠工人案能夠有今天的成果，都是大家努力出來

的，作為一個工會秘書，我再補充說明「如何來看關廠工人這個事件」，以及它

所引起的社會意義。 

 

首先，就如林佳和老師所言，在 18 年前台灣經歷了許多產業變遷，包含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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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鼓勵企業主西進、南進，引發上萬名勞工面臨關廠歇業的情形，但真正走出來

抗爭的勞工其實非常非常少數，因為像我們的祖母輩或是父母這一輩的勞工，對

於爭取自己權利的意識是很薄弱的。緊扣著上一場所提到的，台灣的傳統教育中

普遍缺乏教育勞工要如何爭取自己的權利，18 年前大量的關廠潮發生，最後走

上街頭抗爭、尋求法律途徑，到法院向僱主要求給付資遣費、退休金訴訟的員工

人數其實非常少，勞工到法院提起訴訟往往只能得到一張壁紙，法院雖然確定你

有領取資遣費、退休金或積欠工資的權利，但拿了這個勝訴判決，無論你要去執

行或是進行其他更進一步法律行為時，其實都無法獲得原本應有的勞基法保障權

益，這是關廠工人的時代脈絡。當時監察院曾經糾正勞委會（現今升格為勞動部）

認為雖有舊制的退休金制度，但地方主管機關怠於檢查，身為中央機關的勞委會

也沒有意識到制度缺陷，讓關廠勞工的權利不斷處於風險之中，但糾正無效，經

過 18 年前勞工們臥軌、絕食的抗爭之後，才衍生出 2012 年的事件，因為當時政

府找了所有的勞工來，表示能夠理解勞工的辛苦，並拿「關廠歇業勞工促進就業

的失業勞工貸款」契約讓勞工們簽名，勞工們以為自己拿到的錢是應得的資遣費

或退休金，而結束了抗爭，卻不知道自己簽下的是貸款。 

2012 年，抗爭重啓之後，勞工們其實一直希望能夠與主管機關，以避免訴

訟方式的方法進行，希望勞動部能成立調查小組還原 18 年前的真相，遺憾的是

勞動部並沒有這麼做，還針對當年有領這筆金額的勞工們發出支付命令。在這裡

要說明的是支付命令除了發給當事人之外，還會連同發給保證人，在這 18 年間，

有許多保證人也已經往生了，政府因此甚至一個案子提告了 30 幾個人，以這樣

的手段迫使人民走進法院，現在勞動部雖然取消上訴，也不再抗告，但作為勞工

團體的我們，其實很少看到政府對勞工是有善意。總共 1005 位勞工裡面，在 2012

年訴訟再啟的時候，有一半的人因為受不了銀行與政府不斷地催討，所以已經去

還款了，政府認為未還款的勞工所提出的訴求是不合理的，因為同樣都在 18 年

前拿了一筆錢，為何已經有一半的人還錢了，你們卻不還錢？而法院也針對過去

已經還款或是曾經走進法律程序的少數個案作出敗訴判決，所以過程中行政機關

不斷重提勞工已經敗訴，大家若不依照期程進行還款程序的話，不僅對已經還款

的人不公平，也站不住腳，勞工要面臨的壓力其實很大；政府也一再從發給補貼

三成六成九成，到後來的七成八成九成，只是要藉此讓工人接受政府的補貼，並

在法院上承認 18 年前拿到的錢其實是「貸款」而已。 

一路走來，我有非常深的感觸，所謂的公平與正義，是需要社會大眾、法律

人、以及當事人不斷的堅持抗爭，或進行法律訴訟，才能達到這樣的成果，我也

必須要提出，在關廠工人律師團成立的時候，我問律師說這個案子會移轉到公法

的可能性是多少？大家的預估都相當悲觀，認為頂多只有一成或個位數的案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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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到公法，但感謝大家一直不斷讓關廠工人案的新聞事件成為焦點，成功引起社

會大眾的關注，所以後來連曾經判工人敗訴的法官，或是認為這是私法事件的法

官，最後都廢棄了原本的私法裁定，轉而支持工人的訴求。在我看來，關廠工人

案的社會意義，如同主持人所提到的，這些勞工們有絕大多數都是支撐起台灣第

一代經濟的女工，我想向她們致上最高的敬意及謝意，因為沒有她們，今天就沒

有辦法看到勞工法制有這麼大的問題，我們也無法看到勞工在長期勞資關係不對

等底下，政府的責任與作為在哪邊。我向各位提一個先前可能比較常聽到的案子，

在大統的毒油事件中，其實很少人知道員工的退休金帳戶中有沒有退休金，因此

關廠工人案讓大家可以思考，我們的勞動法有更多可改進的空間，也體認到台灣

的勞工教育其實是不足的，大統員工沒有拿到退休金或資遣費這個面向，是大家

所沒有關注到的，而大統員工們可能也未必有機會能以訴訟或其他方式拿到補償。

因為時間的關係，在結尾時我要特別感謝一路走來所有曾經參與過的人，包含我

們在法院裡不斷向法院主張我們要申請鑑定人、要申請調查證據，希望法院能不

單純以法律契約層面而是能以事件脈絡來判定的過程中，許多法律人及社會大眾

的支持，在台灣目前勞動法源尚未健全的時候，希望能持續關心這個議題，推動

勞基法的修正。在此，僅以關廠工人案的事件過程，獻給所有面對家庭壓力、社

會壓力，抵抗所有社會大眾對臥軌事件、或認為他們欠錢不還這個污名，但卻持

續堅持勇敢走到最後的 200 多位工人致上最高敬意。 

 

陳昭如教授（主持人）： 

謝謝王浩。剛才王浩感謝了很多人，其實我們也要感謝他的努力。我們下一位要

請法扶的秘書長陳為祥律師。 

 

陳為祥律師： 

主持人，與談人，以及今天與會的所有來賓大家午安。誠如主持人剛剛提到

的，法扶是一個相對比較晚近的組織，但就關廠工人這個事件法扶有成立一個專

案。我首先要感謝這一些堅持下來的工人以及所有參與的學者、社運團體、律師，

以及我們法扶的同仁。因為今天要檢討這個事件的社會意義，我想從最近這整個

國家的濫權導致的憲政危機、民主的危機底下所引發的新型態公民社會運動的脈

絡來看整個關廠工人案的社會意義，同時也利用這個機會來檢討國家所設置的法

律扶助機制目前所面對的困難和挑戰。 

從華光社區、從文林苑、從美麗灣飯店、大埔案、洪仲秋案、九月的政爭到

服貿，事實上大家已經很清楚看到國家機器的濫權，在濫權的背後能看到的是憲

政的危機；監察權的設計本來就有問題，現實的操作從基隆市長、檢察總長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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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看到整個監察權失靈；在服貿的抗爭裡面，也看到立法權也失靈了，相對的，

我們可以看到檢察權有政治化、警察化的傾向，以至於行政權獨大。行政權的獨

大當然牽涉到憲法的設計：總統有權無責。在這個脈絡底下，事實上就是憲法、

憲政的危機。我們也看到整個政黨政治也失靈了，臺灣其實沒有左派的政黨，臺

灣只有誰比較右而已。所以在碰到服貿牽涉到不同價值時，可以看到政黨政治也

是失靈的。在這個危機底下，到底剩下的是什麼？ 

我們知道在德國憲法上有「抵抗權」的設計來抵抗專制或反民主，但基本上

我們沒有，所以有人說我們只剩下司法的監控或者是革命。目前學運有人稱他為

「準革命」，有人說是抵抗權，可以自由評價。至於司法的監控是否可期待？在

關廠工人案中這個問題可以激起我們的省思：如果是四十年前，大家可能會講說

恐怕不可期待，但是我們今天從關廠工人、從大埔徵收案、從美麗灣環評事件、

從最近這個法院對警察濫權保全證據的裁定，很多人心中對臺灣憲政危機最後是

要靠司法來制衡，我們會不會對司法賦與太大的期待，以至於過度的失望？ 

當然我們一方面也可以肯定很多法官在個案中慢慢累積之前我們不敢想像、

認為是非常前衛的判決，但坦白講，這一些的成果從這次關廠工人的案子是最活

生生的例子，是一次社運界、學界和律師界合作的成果，我認為是有相當代表性

意義最大的。 

在這運作的過程裡面，有幾個現象：第一個是我們第一次真正看到臺灣社會

所謂公益律師的成形，以前的律師多半在個案裡面去協助，但事實上成功機率很

低，所以早期的律師都對司法失望了都轉為參政。但從關廠工人跟最近幾次事件

中我們可以看到臺灣形成一批很年輕、具有活動力、有理念的年輕公益律師，我

覺得這是對台灣整體社會是一個很正向的，可能將來很多的社會運動會轉為司法

的戰場，就是要靠這一群公益律師來協助。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群律師，事實上，

也取得了很多很多我們以前沒辦法想像的一些成果；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

整個學界對這種議題的投入，尤其我們看到大法官的重要性，就關廠工人裡面若

不是有大法官發言，是不是這些法官都願意聽呢？我想大家心中自有一把尺。我

們也看到很多學者全心投入，尤其是到最近服貿已經不是個別、單一、少數的學

者，而是絕大部分的學者的投入，所以我想整個社會的氛圍在變，在這邊我可以

深刻的感覺到臺灣的社會面臨到一個關鍵。大家可以看到一個很大的危機，但是

這個危機激發出台灣這幾十年來因為民主化、教改等等其他社會的解放力量，到

這時間點解放出來，又正好遇到一個政權轉換之後的反撲，像是從一片黑暗突然

看見曙光的感覺。我認為整個關廠工人必須放在這樣的脈絡底下才看得出來它的

社會意義，它的可貴就是在於它帶來了希望。以前學界為了這件事辦過很多研討

會，氣氛非常沉重，律師也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運動界也打算用更激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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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看到了希望。這個希望是很多人努力的成果，可以說社會條件在某種程

度上已經到達可以成就的條件。 

從這個過程裡面也可以看到整個法扶組織，其實法扶也是由國家的經費所設

立的，在關廠工人案中我們看到這整個制度面臨幾個問題、困境。在當時的設計

是所謂協助貧窮的人，我們所設計的貧窮線算非常低，能符合這個標準的全臺灣

大概不到 2%的人口，所以能進入這個門檻的人數非常少，所以在關廠工人這個

案子裡我們發現絕大部分的人過不了這個門檻，這凸顯出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

已經看到了這個社會的不公不義導致剝削但卻無法協助，直到社會的不公不義把

你打到貧窮線底下才能幫助你，這讓我感覺法扶的設計有點荒謬。所以要怎麼去

調整，對這一些制度性的、公益性的案件應該要有協助的機制。就在這一次的學

運裡面，我們也看到這個困境了，被媒體報導之後，法扶有公布陪偵專案結果差

一點被究責，說董事會什麼時候有授權秘書長可以去開放專線，因為陪偵專案是

限定重罪。後來董事會就通過了決議，為了因應整個社會的型態，現在對於這一

些社會矚目的公民運動所衍生的陪偵案件可以授權秘書長對個案進行協助，整個

法扶的操作已經面臨了制度性的問題。在這邊報告這些事情是因為我覺得畢竟這

些是整個社會的資源，我們在如此被限制的狀況下，我們對關廠工人案協助得不

夠多，但是我們看到工廠工人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假設可以適度的把法扶的協助

機制鬆綁是不是能產生更大的能量，對整個臺灣社會產生更正面的協助。在整個

關廠工人案我們看到臺灣的希望，法扶也會在這樣的一個反思底下來檢討法扶的

機制。最後我還是要非常感謝所有參與者，不管是社運界、不管是學界、律師界，

當然，最後感謝的是這一些關廠工人的堅持。坦白講，不是當事人就沒辦法體會

那種壓力、那種煎熬，所以我真的是要致上很崇高的敬意，以上，謝謝大家！ 

 

陳昭如教授（主持人）： 

從當年的勞工法律支援會（勞支會）一直到現在法扶的成立，臺灣社會的確

有很大的進展。當然，也像剛剛陳律師所說的，我們期待法扶不只是扶助經濟上

的無資力者，更應該要去服務這個社會的無力者。法扶也一直在嘗試這樣的努力，

所以有關廠工人的專案，同時也有 RCA 的專案。期待以後法扶能有更多的專案從

事公益訴訟。接下來我們請中原大學的徐偉群老師。 

 

徐偉群教授： 

主持人、各位與談人、各位朋友大家好。這一場的主題是關廠工人案的社會

意義，嚴格來說，我應該不是很適合，因為談到社會意義應該是要由某種社會學

觀點的觀察，而我並不具備這樣的素養，因此我不是很適合談這個主題。不過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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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場開始，大家已經不只是接觸到關廠工人案的法律意義了，應該說已經接觸

到它的法社會學意義了，我的感覺是這樣，因此我以下說的大概會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想要回應上一場林明鏘老師對這案件判決的意義的理解，第二個部分是，

由於我跟關廠工人案的義務律師及桃產總合作開了一堂課，讓同學來參與這個實

作課程，來協助這次關廠工人案這次訴訟事件的進行，我第二部分會從這個角度

來談。除了我的經驗以外也跟法律教育有關係。 

  首先關於關廠工人案的判決，這個判決最後的啟示是什麼？前面有兩種說法，

一種是林明鏘老師的說法，主要是從這個判決可以看得出來，如果我的理解沒錯，

我們法律人還是應該寄一點希望於司法，讓司法能夠來解決問題，因為它的成本

較低；如果我們冀望於體制外的行動，這個成本會過高。不過就我的理解，關廠

工人所獲得的這個司法的成果，其實是一個非預期的勝利成果。老實說，我們在

整個脈絡裡頭對於整個司法是不樂觀的、是悲觀的，而這個悲觀，我認為是有它

的意義、它的基礎。所以我自己對於這個事件到最後這個法律成果的詮釋是「良

知，在司法官僚主義的縫隙閃耀」，意思就是在這場勝利其實是在一個灰茫茫的

司法文化當中閃出來的，令人覺得欣慰的光采。 

講這段話是因為，在我看來關廠工人案在司法訴訟過程中最大的威脅不是來

自勞動部，而是在司法固有文化本身。司法固有文化屬司法官僚主義，但這個說

法並不新。司法官僚主義指的是司法系統中充斥著形式主義、結案至上、同儕和

諧、講究期別倫理、不要強出頭的司法文化。這個司法文化其實由來已久。各位

如果記得的話，我們以前常談的這些司法冤案大概都是在這種司法官僚體系的脈

絡下所產生的結果，關廠工人案也是如此。其實大家一開始看到的敗訴判決其實

就是形式至上、結案優先的結果。 

但我想說的是，其實司法本來不應該是如此，因為「實事求是」這個東西他

本來是內在於我們的法律系統裡面的。各位都知道在民法第 98 條裡面的規定「解

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真意」這個基本的規則就告訴我們，司法本來的內在

精神就不應該是形式主義而是必須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可是不幸的，因為種種現

實的因素，這個基本的法律精神已經被遺忘掉了。所以我看待這個關廠工人案的

情況是，所幸我們還有一些法律人他沒有忘記初衷，沒有忘記本應具備的實事求

是的精神，並在一些行動者的支持之下讓法院的良知能夠勇敢的展現出來。所以

我認為這個代表了運氣結合了行動者的努力的成果。 

作這樣的詮釋是想要提醒，對司法的官僚主義化我們並不能樂觀，因為它常

常是隨時隨地在進行的。我們也可以想像在未來，任何體制化的結果都可能產生

形式主義，所以這種威脅一直都存在，如果這種官僚主義或形式主義是達成實質

正義的障礙，那我們可能要記得，若要追求實質正義就不能天真或樂觀的冀望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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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我們更需要一些力量來督促司法回到它原來應該回到的地方。這件事情就

跟我們最近反服貿的運動是一樣的，這些所謂抗爭的行為，在我的理解，並不是

破壞體制，他其實是試圖讓這個體制回復到它應有的面貌，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的話，他就不是個負面成本，而是一個正面的力量。最後來回應一下，林老師一

直在提示我們是不是需要花那麼大的成本來達成法律制度的完善或是法治，我是

認為，臺灣民主的誕生其實就是花了這麼多社會成本得來的，難道不值得嗎？這

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來談談我這個參與關廠工人訴訟案的課程。參加的學生是我

們中原大學財經法大四、大五或研究所的學生，這是我第二次嘗試在學校裡面開

一個實作的課程，是一個正在進行的法律實踐的題材讓同學進行參與。我對這個

課程的理念就是認為如果我們法律人的養成過程不是要生產這種平面的、只對法

律的文字有認知的、形式至上的法律人的話，那顯然在我們的教育過程當中應該

要加一些元素進來。很幸運的，在去年碰上了關廠工人案，讓我們的同學建立這

樣的一個學習狀態。我們的參與同學一開始都不知道關廠工人案是什麼，先前我

們有請邱律師來學校裡辦了一場演講說明這個案子的來龍去脈，當時打動了一些

同學，這些同學就成了我們開課的基本成員，不過無論如何，這些同學都沒有參

加關廠工人案前階段的抗爭過程。不過他們很幸運的是，在訴訟程序開始沒多久

就加入了，所以這些同學對訴訟過程的參與還算不少，在其中他們幫義務律師團，

當然感謝義務律師團可以接受這群同學，去整理手上拿到尚未體系化的這幾百件

案子，同學們幫忙建立了整理這檔案的系統，把案子逐一的編號、它的基本資料、

它的處理程序，包括有沒有取得委任狀以及訴訟到何階段作出一張表單來管控程

序，而事實上這個管控對這個案子還挺有用處的。另外這些同學也參與義務律師

團的會議、協助閱卷以及法庭的觀察。另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就是協助訪談

當事人，由於律師需要當事人更詳細的資料，所以就由義務律師團做了一個問卷，

讓同學在立法院群賢樓九樓的會議室作過兩次跟當事人的訪談。我相信對同學而

言是一次非常新鮮的經驗，第一次進入立法院這個國家機關裡面，還持有一個證

件，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場合裡，我們同學直接面對了當事人並進行了對話讓他們

產生了很多的感覺、很多的經驗、很多的心得，這些都成為他們學習累積的成果。

我們也有舉行一個成果發表會，讓我驚訝的是，這些同學，不論我有沒有教過，

我從來沒有料到，他們能把事情講得很完整並把他們的學習心得講得非常動人，

我想參加的律師都還記得。當然在這裡面，我們還做了一些靜態的學習，包括請

律師團的律師幫忙來把這裡的法律問題研討、分析，還做了訴訟策略的研討分析，

像訴訟策略研討分析這件事在傳統學習裡面大概都是不會看到的，我們能透過這

樣的課程讓同學參與。我要講的是，這些經驗有一個意義，在回應上一場所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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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就是法律人不能脫離現實，我們要如何讓法律人不脫離現實跟我們要如何

執行法律教育有關係。我運氣非常好，在我這幾年尋覓要開這堂課的合作對象和

題材時都遭遇到很大的困難，然後同學的動力也是個因素，但是就在這一年，非

常幸運的碰到這麼多的義務律師願意讓同學參與這件事情，還有桃產總，還有司

改會，同學也透過這樣的過程能夠產生這麼多的社會連結，這是過去都沒有想像

到的。這是一種運氣，我也希望這種合作模式未來可以繼續下去，我甚至認為在

我們的法學教育裡面應該要發展這種教學模式，才不至於讓後面的法律人讓社會

失望，以上是我一點心得。 

 

陳昭如教授（主持人）： 

謝謝徐老師。剛剛徐老師所提到直接面對當事人對同學的刺激，我自己也在 RCA

案和卡債案件中，看到同學在接觸到這樣活生生的案例之後的感動。法律系大多

數學生是優勢的學生，我每學期都會調查班上的同學的經濟狀況，負擔學貸的同

學是極少數。特別是對優勢的同學來說，接觸案件是更重要的。接下來請邱顯智

律師，他也是律師團的成員，感謝他的努力。據尤伯祥律師說，最近 318 運動的

義務律師團，有四百多人，這是一個很大的成長。邱律師同時也是台權會的會長。 

 

邱顯智律師： 

謝謝主持人、與談人和來賓，我是顯智，我今天來這裡我又看到東牧，我覺

得真的是百感交集。我帶我爸爸去看電影 KANO，我爸爸是嘉農畢業，然後是嘉

農老師退休，我是嘉中的，影片中嘉中被嘉農打得很慘，很鬱卒，我爸爸就一直

笑這樣，影片看到最後我流眼淚，出來後我爸就說：「你是嘉中的你在哭什麼？』，

其實我是想到關廠案。 

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講一下，真的很感謝大家把我帶到關廠案裡面來，因為經

歷過這場案件的人不會忘記每個時刻。就像去年 1 月 12 號時，在臺大霖澤館開

了第一個研討會，林佳和老師、林明鏘老師、林明昕老師在這邊幫這些老阿嬤講

這個法律關係，那個場景是一個蕭瑟的冬日，林明鏘老師一直在跟我講說「鼓勵

你的當事人，活著就有希望，所以這個事情還有轉機對不對？」 

再來就是臥軌案，春節的時候這些老阿嬤跳下鐵軌，再來就是 5 月 1 號，

跟曾威凱律師和吳俊達律師開了第一次關廠案的庭，勞動節時剛好勞委會告工人，

在桃園地院，當天因為我太氣憤了所以他們都沒有怎麼講到話。我是一個很菜的

律師，執業到現在才兩年，那時才一年多而已，遇到一個非常漂亮的女法官，後

來她把這案件裁定成公法，其實心裡是非常感謝她。我那時候就一直罵，王浩也

有在那邊，我從頭到尾就是覺得說怎麼會有這樣的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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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林佳和老師和林明鏘老師在研討會的論文說這是公法契約給我們一個非

常大的鼓勵，因為一開始王浩來找我們的時候說臺北的律師都認為這是民事的關

係，只有一個律師叫高榮志認為是公法，那因為我都不會民法，我就附和他的意

見說這是公法沒錯，然後他當時是大學生，兩個人在新竹星巴克晚上講到有夠

HIGH，『穩贏，絕對告給他死』，然後第一次開會時周伯峰老師坐我旁邊，我們在

德國當鄰居當了五年，了解彼此的想法，我和他跟高榮志一直在講這一定是公法

的攻防方法，那曾威凱跟劉繼蔚就是不管你殺哪裡就是跟你一起殺，所以他們也

沒意見，但是就是一個非常恐怖的事情啦。102 年 8 月 23 號的時候法院把它裁

定成公法這件事情，這一輩子不會忘記這一天，這是一個夢想，也不是說夢想啦，

就是說這是一個浪漫愛情故事底下的一種不可思議的事情竟然發生了，那這中間

有太多太多的身邊這麼帥的男人說出這麼帥的話，我都快流眼淚了。他說這抗爭

的目的是為了讓這制度回歸到他應該有的樣子，我的想法跟徐老師是一模一樣

的。 

我自己在這案件之前通常在做的工作是冤獄的救援例如說鄭性澤案、后豐大

橋的王淇政案、沈鴻霖案等一大堆，我星期五的時候下午還去見了后豐案的王淇

政，被監察院認定是冤案，但是還是沒辦法平反；鄭性澤我下午又跟他談了好久，

然後握了他的手離開。有死刑的冤錯案，監察院也認定這是冤案，還是都沒辦法

平反。如果都沒有這樣的抗爭的話恐怕是走不到這一步的，所以我心裡一直非常

的尊敬，也非常的欽佩桃產總以及這些關廠工人。我有一次剛好跟一個媽媽從台

北坐車到桃園，我去新竹，她就跟我說『律師，你知道嗎？我不是沒辦法還。』

那我就說妳為什麼要跳下去，她就說我是想到我的同事，當時我還年輕還可以找

其他工作，但是像我的班長現在在醫院得了乳癌在做放射線治療，我如果還的話

我這些同事怎麼辦，所以我一想到這裡的話，我就跳下去了。 

你在這裡看到很多人性光輝的一面！不像馬英九鬥王金平啊，江宜樺在講有

的沒的這些很窩齪骯髒下流的事情。但是在這案件裡面，像我 3 月 7 號的時候，

我是一個很不容易流淚的人，我前一天就跟記者講我們會贏，那為什麼我會流淚？

走出北高行之後我看到毛振飛桃產總的理事長就流眼淚，我想到說一個人為了這

樣的一群人奮戰了十七、八年，今天總算能有一個成果，覺得很感動啦。特別是

在臥軌的時候，我跟曾威凱和吳君婷律師坐在後面，毛振飛進來都是把責任攬到

他身上，都說王浩沒有做，不過王浩真的沒有啦，還沒跳下去就被警察抓走，最

瞎的被告，沒跳下去也被抓走，毛振飛跟律師說能不能辦老的就好了，每個被告

都是賣友求榮嘛，如果我被抓我一定說王浩幹的嘛，怎麼可能攬到自己身上？那

時真的是讓我覺得這關廠案不只是結果對年輕律師來講是一個很大的鼓舞，過程

也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因為比如說你看像老師這樣的人，像法扶一直支持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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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廠案，還有像林明鏘老師他第一次在這邊的時候他是騎機車摔車，他變成獨臂

刀嘛，不過他還來，然後幫我們講了很多的事情；那像林佳和老師一下子就把他

的鑑定意見書寫出來；我們那時律師團寫信問了一些老師，原本無預期會回信，

但後來老師回信，許宗力老師也約了個時間找伯峰跟其他律師來找他，他還非常

熱切，在桃園那個研討會他自己竟然說要寫那個研討的文章，那他提出這個，我

覺得他們兩個人之間所提出的對律團來講剛好是一個很好的策略運用。因為我們

一開始用林明鏘老師這種國家賠償說，搭配我們兇狠的眼神，在法庭上殺的頭破

血流，那勞委會它就會覺得說：哭腰對方怎麼殺那麼急啊，啊這樣我會有責任，

國家賠償它（指勞委會）會有什麼責任。後來許宗力老師提出了這個社會補償說

的時候勞委會比較能接受，因為覺得說還好喘一口氣，社會補償說監察院又不會

糾責我（指勞委會），那我（指勞委會）又不用負擔國家賠償的責任，可以安全

下莊。所以剛好是一個法官也可以判得下去推到那邊的一個方法，我感覺整個搭

配是非常完美，王怡今律師他一直說今天是畢業典禮，就是說總算有一個成果這

樣，那等一下我們是不是請那個關廠案的律師團成員，包括律師然後還有學生還

有像廖同學然後還有中原的同學大家一起來這邊給大家蒐證一下，因為如果說只

有我被蒐證的話，很多人責任要如何推給別人。我另外要講劉繼蔚實在很可惡，

3 月 18 日的時候我們在桃園地院開完法官的庭之後，我就載他要去法院在路上

就跟他講說，我們贏了有高興嗎？他跟我說他很難過，為什麼一個正義要這麼艱

辛才能夠得的到，我是覺得還蠻可惡的，因為我們都沒有笑的機會嘛，難道要剝

奪我們開心一天晚上的機會嗎？還好 3 月 18 日晚上我們當事人陳為廷、林飛帆

有做一些讓我們開心的事。 

那畢業典禮我那要怎麼介紹，因為我們的律師團哦，事實上就是就像剛剛這

個秘書長跟徐老師講的就是說要鼓勵更多的年輕人站出來，所以我們一定要讓他

露臉，台北律師公會現在也要提名這關廠律師團做公益律師代表，雖然我們的律

師費就是這一件衣服了啦（關廠幹 T）。但是就是說還是要讓大家來那個給大家認

識一下，來啊，大家上台講一下話，中原同學、各位同學，還有廖同學助益甚多。 

 

胡博硯老師： 

我是東吳大學胡博硯老師，要借這邊先傳達一個訊息，剛剛陳秘書長有講到

說在這段時間的辛勞，剛剛司改會副執行長陳雨凡律師他說，法扶在這段期間真

的為了這些社會案件供獻了非常大的心力，已經超過原來那個設想的法扶的境界，

他說這個就是他的老長官陳秘書長很艱苦奮鬥而來的，所以說我們是不是在座的

各位同學伙伴掌聲拍手一下為陳秘書長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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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威凱律師： 

我其實真的很怕聽這些人演講，因為會讓你一下子哭、一下子笑，這個人真

可惡，我當然有很多話想講，但總歸一句，就是第一次和王浩見面的時候，還有

在第一次律團會議的時候，其實我們都覺得該怎麼辦，這個案子就像是電影裡講

的：不能想著贏，只能想著不能輸。很高興我們從來沒有退怯，再怎麼困難，再

怎麼絕望的狀況，我們都沒有被擊倒，我們也一直以為這個是「死馬當活馬醫」，

但是醫著、醫著就活起來了，所以非常謝謝大家。 

 

劉繼蔚律師： 

我一直以為，我是來感動，還有和大家吃飯的。其實在這個關廠案的過程中

當中，大家一開始心裡其實都不抱什麼希望。有一次我跟邱顯智去拜訪他老師陳

愛娥老師的時候，我特別問陳愛娥老師說類似像這種，你覺得就是不應該讓他賠，

可是你好像在法律上找不到什麼出路的時候，陳愛娥老師的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她說：「怎麼可能沒有任何出路。」她說：「法律除了法律的條文以外，還有不確

定的法律概念，還有抽象的原理原則；就算法律的路都已經走盡了，我們還有憲

法，還有更高的憲法上的價值可以使用。只要這件事是對的事，法律人就一定能

找到一條路幫他作出論述，然後爭取到應該有的權利。」 

真的這個案子給我們最大的教訓是，最後許宗力老師提出這個社會補償說，

真的是幫這個案子找到非常好的解套，而且確實就是在我們的法律研討了很久大

家都沒有注意到。真的就像老師說的；法律除了法律人良心以外，沒有任何界限，

這真的給了我們非常大的一個教訓跟確信。 

 

高烊輝律師： 

大家好，我想在這個案件的過程中，很多老師都給了我們很多的指點跟開示，

我今天要講的另一段話是黃榮堅老師在其他場合所講的，跟最近大家一直在討論

的問題：「用盡所有手段」、「用盡救濟途逕」有關，黃老師告訴我們這些當律師

的學生，或是當檢察官、當法官的學生，當碰到一種你認為是「不公不義」案件

的時候，你應該「窮盡一切的可能」，去找出這個案件在法律上可能的解決方式，

而不是真的像早上林佳和老師講授時所說：「如果我們受限於法律的形式，那就

放棄了一切」。而我們在參與這個案件的過程中，真的是感受到這樣的一個契機；

在跟中原大學合作的過程中，我們也一再跟學生們講，從參與這個案件的過程，

真的可以認識到原來還是有不一樣的法律人，而你也可以自己發願，看看你將來

希望成為哪一種法律人！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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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艾倫律師： 

大家好我是李艾倫律師，我覺得關廠工人案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是社會運

動帶來跟訴訟的結合，其實這個就是文場和武場的結合，最後是有一個非常正向

的結果。我覺得未來在不管華光案、大埔案或是在現在的服貿運動這樣子的後續

一些訴訟當中，關廠案會是個很好的經驗學習能夠用在這些案件當中。 

 

王怡今律師： 

  大家好我是王怡今律師，剛我們說是畢業典禮，但事實上還有部份的案件還

沒有完結，所以其實真正的畢業典禮還沒有到來，但這是目前為止最大的勝利。 

  我對早上林明鏘老師的觀點有一些不同觀察。林明鏘老師認為關廠案選擇了

一個對社會成本最小的消耗，回到司法的戰場上去解決問題，他認為相對於 318

學運來講，318 學運採取一個不管是公民不服從或市民不服從的手段，是不是要

去審慎的進一步思考。林老師在這邊有個誤解，事實上我們從來沒有意願或試圖

把關廠工人或者是桃產總或者是 Tiwa 的這些人從街上叫回來，從來沒有，反而

是只要在某些法院訴訟上遇到困難的時候，會有法庭觀察或上演行動劇吸引輿論

關注的動作，所以關廠案它是一個司法跟社運結合，不知道可以講是司法案件社

運化或是社運司法化的一個案例，無論如何，就是沒有放棄抗爭的手段。林明鏘

老師可能對司法官以及法院裡面的官僚體系，就剛剛徐偉群老師講的這個部份，

太樂觀了，我想到套用曾威凱律師他的經典名句到關廠案，就是「法官不是吃素

的」。假如不是全關連持續不斷的在社會上做這樣子的抗爭，並透過媒體、臉書

快速的傳播，要讓這麼多法官有這樣的關注事實上並不容易。所以關廠案在桃園

第一個開出勝利的小花，一直到遍地開花，事實上也是因為桃園的案件就是在三

個法院裡最多的，假如手上只有這樣二、三件，並不容易意識到一、二位勞工不

還款是出於國家機關一個名實不符的給付行為。法官從形式上去審查一個白紙黑

字的契約，還有什麼問題能有什麼問題，然而，關廠案卻讓法官在此翻轉，去做

了一個與外觀證據完全相反的認定，這其實對法官反饋了一個寶貴的經驗，讓法

官此後在處理案件時也學習到如何穿透形式外觀，不要去脈絡化的思考問題，對

他們自己既有的思考模式是很好的修正。 

  所以我認為關廠案是一個很完美的案件，它也是一個社會抗爭運動在司法案

件有機展現的一個正面案例。 

 

中原大學學生： 

大家好我是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然後我們都是徐偉群老師的學生，那就是其實

可以修這個課非常的開心，然後因為這個課其實就是跟一般的法律課上課內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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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不一樣，都是一些實作上面的課程，那我們要走進法院，要走到立法院裡面跟

關廠工人面對面，然後就是跟律師們開會，那其實這中間學到的東西絕對不會是

我們一般課堂上面，正常法律系體制裡面可以學到的東西，那如果之後在座老師

可以開這種課程的話，我真的非常推薦大家修習這種非常實作方面的課程，我覺

得學到的一定是比平常多很多的東西，謝謝。 

 

廖建瑋同學： 

我是台大法研所的廖建瑋同學，我記得剛接近這個關廠案主要是我跟王浩認識，

就是我們是大學同學，那他都是武場我就是文場，那我記得就是很清楚就是剛進

這個地方的時候其實是剛考完國考，本來是要把所有的法律系用書都送出去，可

是沒有想到遇到這個案子，後來就是想辦法回學校請老師一起來協助，我覺得真

的參與社會運動跟看見這些東西其實跟你在寫考卷、在念法律真的差非常多，我

也非常認同律師們講的，如果你今天認同這件事情，你會窮盡你所學，窮盡體制

內一切的管道，然後幫他們找到一個出路。我覺得當你有這個信念的時候，身為

法律人我想就是成功的，這樣的經驗對於以後的實務工作或是我繼續的研究都是

一個非常珍貴的。這只是一個個案，還有很多的案件，當然我們希望可以把個案

的東西變成一個制度，讓大家不要這麼辛苦，謝謝。 

 

周宇修律師： 

各位好，我是周宇修，一開始會有機會加入律師團，其實是高榮志律師有來

跟我討論，然後我就說這個當然是公法契約啊，開什麼玩笑。然後就給他塞進去

了。很感謝在這邊遇到很多有理想的律師還有在場的各位參與的運動者。其實 3

月 7 號那天宣判的時候，我在法院隔壁的法庭開庭，然後我們那個律師說你去聽

判決然後你再繼續開好了。然後法官把主文講完後，他又說對不起，我還要再講

一下理由，然後我就…（旁人：哭了）。我覺得這是一個讓人覺得很感慨的過程，

因為你會感受到確實連審判的法官都看到說這個案子在形式的外觀跟實質的內

容是有一定程度的落差的。其實我覺得這運動到後面的話是讓更多人去感受到我

們看的是表面的東西跟他背後隱藏的深藏的東西是有落差的。 

我最後在這邊要補充一個東西，我在這邊借用一個美國法的概念，美國的學

者曾經說過一個代議政治的補強，他告訴大家說如果代議失靈的話，其實司法機

關就要去介入去補強代議政治的不足，可是我們現在臺灣看到的情況是什麼，其

實不是只有司法機關才有那個能力跟那個需要去彌補代議政治，其實在各位去站

上街頭去勇於發聲的時候，我們就同時的在去補強代議政治或者是司法裁判機關

他們在個案中審判所看不到的那些東西，我覺得這個是未來的各位能夠選擇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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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過程、或司法、或其他的我們稱之為體制內的東西之外可以再努力的另外一條

路。 

 

胡博硯老師： 

我是東吳大學胡博硯老師，我有一次去中國開會的時候在機場遇到林佳和老

師，然後同時都講到關廠案，講完之後都覺得說在執教生涯中再也遇不到如此特

殊的案件，那時候是不知道後面還有更大的案件。 

關廠案動員了將近七十位律師、十名學者、以及很多不同學校的同學。在最

後三月開律師團會議的時候，從來沒有那麼多人來開律師團會議，以前開律師團

會議真的核心人物這幾位開而已，那天氣氛低迷，慘了人家聲請釋憲了、現在又

不判，整團人現在要去跳海了，那天把法扶的辦公室擠破了，擠到法扶說便當有

點不太夠。 

所以這個局面其實是讓全國的法律人都去檢討說我們到底在社會案件當中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後來這七十個人，洪仲丘義務律師團也是從這些人當中找的，

因為我沒有什麼朋友就他們而已。義務律師團也還是這些人，70 個人，後來 318

學運這次找出了三四百人律師出來，三四百人基本上是很難運作的，因為四百人

每個人都會講一個意見。可是這個代表說全國法律人基本上來講一直都沒有忘記

本來學法律的初衷，其實做大學法律系教授已經比他們更優渥，因為我們耍耍嘴

皮子就可以領學校薪水，那這些律師都還要生活、還要靠業務工作，可是他們花

了很多時間。今天吳俊達律師沒有來到現場，吳俊達律師每天要花一二個小時整

理法院的文書，因為他負擔八十幾件案件，法院來的文書他要花一到二個小時去

整理，那他去做業務、怎麼做啊，可是他很刻苦耐勞的去承擔這樣的工作。所以

我覺得這些人是典範、是我們每一個人要去學習的典範。 

 

涂又文： 

大家好，我是法律扶助基金會負責關廠案件的承辦人，我叫涂又文。很開心

在 2012 年還比較保守的時候，關廠吳永毅大哥就帶關場工人到法扶，可是那時

候我們的上層是比較保守，2012 年我們比較在偷偷協助這個案件，先請專律李

艾倫律師、蔡宗恩律師投入先期的研究。後來一直到 2013 年整個董事會改組，

進來一批比較開放的董事，像羅秉成、一些民間董事，在成立這個專案的時候可

以比較順利。我記得當初秘書長問我說，到底關廠工人律師團有沒有個總窗口、

總代表，因為按照我們法扶之前一些專案的經驗，無論是 RCA 或樂生，其實通常

都有一個帶頭的大律師來 handle 整個團，可是這個團很特別的是當秘書長問我

的時候，我沒有辦法回答，因為大家都是平等的，沒有一個是主責的律師，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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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律師其實都把他當做自己的案子，自己就是頭，所以誰要是有不足，自己就

去補強。律師團每次在開會其實都是律師輪流在當主持，在法律的律師團來講是

一個嶄新的合作經驗，而且這案子其實是雖然說太陽花學運這一世代年輕人展現，

但我覺得關廠其實就已經很明顯，因為無論是判勝訴的法官，或這些律師或是自

動的出來幫忙大家閱卷跟做訪調的學生，都是屬於年輕的一群。相較於其他如

RCA 律師團都是開了幾十次，而關廠的律師團只開了十七次就有很好的結果，應

該是這利益並沒有牽涉到資本家的錢，只有影響到就業安定基金，並沒有撼動到

整個制度，當然也希望我們這些人都是種子，到時候能更團結組織起來去面對更

大的制度上的改革與突破。 

關廠案在當初 2013 年 2 月工人臥軌時，有一些大律師其實也願意跳進來協

助組律師團，但是關廠工人連線在 2013 年 4 月那時做了很重要的決定，並沒有

直接依賴大律師的協助，反而選擇從 2012 年 8 月就協助關廠的年輕律師們一起

奮鬥，相信可以訓練出未來的大律師。而事實證明也如他們所言，關廠的阿公阿

嬤及運動幹部訓練出這一群願意為社會制度改革的律師群，希望這些人將來都能

在其他案件也都有像關廠這樣好的成果，謝謝。 

 

陳昭如教授（主持人）： 

這場活動已經稍微超過時間，留五分鐘時間讓大家提問。跟上場比較起來，這場

討論讓關廠工人這個案件增加了血肉。也希望如果大家對於這個案件或過程有任

何的疑義，可以利用這最後的五分鐘時間提出。現在就開放提問。 

 

第一位提問者： 

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成大法研的鄭同學。我是台南法扶的志工，所以看到

秘書長感覺非常的親切。我們在學校也有討論到這個案件，蔡維音老師就說這應

該是代位求償的問題，當然這個都是可以討論的，在我們看到判決的時候都鬆了

一口氣，至少這個案子是值得我們去關切並有了回饋。對於最近學運的問題，其

實我們也發現一個問題，關於警察的工會權警察能不能組織工會，因為像我們在

國家再濫用警察權力在維持秩序時，基層警察卻沒有辦法透過工會來發聲，可能

就是這樣子就必成平庸的邪惡的共犯，這個我覺得是值得去探討的，警察是不是

可以組織工會，是不是可以從特別權力關係去跳脫出來，我覺得是除了民間的勞

工之外，在公務員或是警察方面工會權利也是值得我們去關心的。 

 

王浩： 

針對這個部分，我們也有看到支持警察組工會，站在桃園產業總工會立場，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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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警察還有消防員，其實各行各業很多在現有法令制度下面，雖為受雇者，但

沒有辦法反應超時工作過勞或是勞動權益的問題，所以其實我還蠻同意剛剛鄭同

學提到關於警察組工會的部分，我們也可以看到，其他國家如英國，如果警察在

針對勞動條件行使爭議權時，警察是可以去做罷工的工作。但在台灣現行的制度

底下，不能組工會，更不用去提到說後面爭議的行為，所以這個部分我個人是蠻

同意鄭同學所提到的問題。 

 

陳為祥律師：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可以提供法扶的經驗，法扶有工會，工會不只是專注員

工個人權利，對於政策面也會有意見，我覺得這些都是正面的，所以對於就這個

議題應該採取更開放，因為這個並不是不好的東西，他是會有正面效果，但我在

猜也會跟職業的特性可能到時無論是工會的形式或是其他的形式，會展現不同的

組織的運作跟意識，恐怕會連結到他職業的特性。但我覺得不管怎麼樣，這是基

本人權，所以個人是贊同。 

 

陳昭如教授（主持人）： 

最後，在此分享我個人跟關廠工人案奇妙的相遇。去年情人節的時候，我曾經在

婦女新知抗議性侵害案件的恐龍判決時，和關廠工人排隊在司法院前抗議。當時，

蘋果還做了一則新聞報導「情人節怪現象」，連抗議都要排隊。現在，我們很開

心看到關廠工人案有這樣的進展，特別是又有行政法院的裁定。就像徐老師所說，

司法有了一絲的光亮，讓我們產生一些信心。我們的確要有信心，但是在我來看，

司法的黑暗面，還是大於光明面，比如 318 學運接下來要面對的司法整肅，絕對

不能夠掉以輕心。此外，我想對於英美法學有一些興趣的朋友，會知道在英美法

學當中，法律與社會運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在台灣，我們法學界的腳

步遠遠跟不上實務界透過行動來踐行法律的社會運動，這一點需要法學界更進一

步的努力。我想，我們也應該共同努力去做一件事。剛剛徐老師說，最近這些抗

爭的行動是在維護體制，若我可以再做一些修正或補充的話，我記得三一九那天，

我跟徐老師等其他三位法學者，走出立法院的議場發表了一份聲明，界定台灣現

在面臨的是憲政危機，我們所嚮往的不是要回到憲政常軌，因為現在的憲政常軌

根本就有問題，才會淪落到現在的憲政危機。我們現在要做的，不是去維護那個

我們認為不該存在的體制，我們需要去改變體制。因此，就關廠工人案，我們後

續需要去做的事情是甚麼？誠如剛剛林佳和老師提到的，應該是去爭取工資退休

金優先清償的權利，在這個意義上去改變體制。唯有大家奉獻心力去改變體制，

我們才有可能活在一個相對比較公平的社會，需要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去創造。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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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座談會就到這邊結束，非常感謝今天來參加的朋友與談人，還有策劃的周伯

峰老師、辛苦的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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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廠工人訴訟案法律文件】  

法律文件一：行政訴訟答辯狀 
 

行政訴訟答辯狀 

股      別 ：仁 股 
案      號 ：102  年度  訴  字第 1638   號 
被 告 ：劉傅秀妹  詳卷 
被 告 ：劉夢遠  詳卷 
訴訟代理人 ：吳俊達律師 設：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106號三樓 

  電
話： 

（02）2708-5881 

   周宇修律師 設：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121號 8樓之 20 
  電

話： 
(02)2388-2505 

   林弦璋律師 設： 同上 
原 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法定代理人 ：林三貴 設： 10346 台北市延平北路 2段 83號 

為普通法院移送之清償債務事件，依法答辯事： 

壹、答辯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貳、答辯理由 

一、本件應係國家以公法契約給付勞工津貼，絕非原告所指借貸契約。 

(一)本件事實源於勞動檢查部門怠忽《勞動基準法》第七十二條及《勞工退

休準備金提撥及管理辦法》第十條所賦予之職責，未依法執行職務，要

求雇主提撥足額準備金，致勞工原本得向資方主張之退休金與資遣費等

財產權利，遭受到嚴重之侵害，監察院於本案之調查報告亦為此旨。是

本原告本已有國家賠償責任之產生可能，或至少對勞工所受遭遇及損失

有所虧欠，今非但不積極履行其主管機關之法定責任，善盡國家保護義

務，反動用大筆預算對本案處於不利地位之被告等多名勞工興訟，國家

卸責至此，令人深感遺憾。 

(二)又本件勞委會之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下稱系爭要

點），其所依據為就業服務法第 24條。修正後之《就業服務法》於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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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年實施時，其第 24條第 1項即明定：「主管機關對下列自願就業人員，

應訂定計畫，致力促進其就業；必要時，得發給相關津貼或補助金：…」，

於後段加入「必要時，得發給相關津貼或補助金」，亦同此發放「津貼或

補助金」之意旨，將「發放津貼或補助金」予以明文化。對照修正前與

修正後加入之文字可知，修正後始明確加入行政機關單方給付之授權文

字，再對照系爭要點之內容、目的，亦可證明，系爭要點即實係修正後

津貼或補助之內容，尤以其目的為「安定生活」最為明顯。然因法律修

正前並無得作為此種津貼或補助金發放之文字，為免造成如就業安定基

金委員會討論時與會委員所指之違失，故委婉以「貸款」之名義發放。

由《就業服務法》第 24條修正前後對照，系爭要點之制定過程及系爭契

約之目的，參以相關宣導及協商過程可知，系爭契約簽定時所撥付之款

項，實屬《就業服務法》修正後所稱之「津貼」。為保障失業之關廠工人

生活安定，國家透過就業安定基金之發放，達成公行政任務。依我國學

界、實務判斷公私法區分之通說(新主體說)，就業服務法第 24條所規定

之津貼，本僅得由國家來實施，故為公法關係，至為灼然。 

(三)再依大法官釋字 533號之標準，從「契約主體」、「契約標的內容」與「契

約目的」三個角度，來判定法律關係是否為行政契約，本件系爭「關廠

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契約」，乃係為了實現「協助關廠歇業勞工，

獲得就業機會，安定生活」之特定行政目的，而依系爭「關廠歇業失業

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所執行之「行政契約」公法行為。換言之，

本件原告起訴所據之系爭契約，其主體一造為行政機關；系爭契約內容

並表明其授權締約之依據，乃係「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

要點」，為一行政命令法規範，亦即為公法，並且又以《就業服務法》暨

《就業安定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等公法為其法律依據；締約之目

的，在於「協助關廠歇業失業勞工，獲得就業機會，安定其生活」，以實

現《就業服務法》第 24條所定：「主管機關對左列自願就業人員，應訂

定計畫，致力促進其就業…」特定之勞動以及就業之行政任務，顯在直

接實現法律所定之行政任務，應屬於行政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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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所陳，本案之背景脈絡是為了彌補政府怠於監督，致雇主未依法提

撥足額法定退休金，故以就業服務法第 24條為依據，以相當於退休金、

資遣費之津貼補償勞工所受之損失，性質上係屬「有因的社會補償」，絕

非原告所指民事借貸關係，原告起訴請求被告需返還上開津貼，自屬顯

無理由，應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二、本件系爭契約並無民事消費借貸之合意，絕非民事一般消費借貸契約，

而係帶有補償性質之代償措施，原告並無請求返還之權利。  

(一)本件桃園縣府通知撥款、貸款契約書簽字、貸款申請表填寫，三者的日

期、順序，和一般正常貸款流程下的順序正好相反。實際上，勞委會已

經決定、同意撥款，才通知工人們去銀行辦手續，因而簽下系爭「貸款

契約書」。且所謂的「貸款」，根本沒有經過審核、徵信，未調查借款人、

保證人的財力、信用，也未評估還款能力，更沒調查工人們的新工作狀

況等涉及、影響「貸款金額」、 「還款方式」評估的重要因素。這點也

可以證明：要求找「保證人」也是個幌子，完全沒有針對「還款能力」

評估的原因，乃因本案制度自始屬於代償措施，根本不要求工人們必須

還錢。 

(二)本件「貸款契約書」中，關於「何時還款」、「如何分期」、「利息計算」

等文字，都是手寫補填上去，但竟然都沒有蓋上工人的印章，顯然不是

在工人們「蓋章、簽名當時」，就已經填好了，而是銀行行員「事後」才

補寫上去的。按依照一般簽契約的作法，手寫註記、非制式電腦打字好

的文字部分，當場會在旁邊補蓋當事人的印章，以證明當事人也有同意

這些手寫註記內容。但在系爭「借款契約書」中關於「何時還款」、「如

何分期」、「利息計算」的手寫文字，竟然都沒有加蓋工人或保證人的印

章。可見這些手寫註記文字，工人、保證人在契約的 「當事人欄位」上

蓋章、簽名時，根本還是空白，被告等並無「同意」這樣的貸款條件。 

(三)銀行行員在提供系爭「貸款契約書」給工人們簽字的過程中，都沒向當

事人說明「款項將來還是要還」、「怎麼還」、「要怎麼算利息」。加上契約

條款核心部分之空白，工人們當時無不確信「這筆撥款是無須還款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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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代償」。且系爭「貸款契約書」的正本當時只有簽一份，且留存在銀行，

工人蓋章簽字後，當場銀行行員並未影印給工人，也沒有事後補寄給工

人。直到民法消滅時效的 15 年將屆滿之前，勞委會職訓局對工人，向法

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才提出系爭「貸款契約書」。很多工人和當時

找來的保證人，根本都忘了自己曾經有簽過這份文件。 

(四)細觀本件與相關案件之「撥款金額」完全等於工人們遭雇主積欠的退休

金、資遣費的金額。除了因勞委會有設定 100萬元上限額度，因此被積

欠超過 100萬元以上的工人只能拿到 100萬元這種情況外，沒有任何一

位工人拿到的撥款，和被積欠的金額數字是不符的。民國 87年撥款之後，

歷年來竟然沒有任何一位工人向「雇主追討」、向雇主提出民事訴訟，勞

委會也無法舉證當年除了撥款之外，另有主動告知過工人們「必須注意

要向雇主追討欠款」。此更足以證明原告當初所為之撥款給付，本質與目

的皆屬「代償」而非「貸款」。 

(五)工人們的學歷都在高中（職）以下，甚至只有小學學歷，而保證人的年

紀很多比借款人還高齡，甚至保證人比借款工人還缺乏資力（還款能力）。

工人們根本看不懂系爭「貸款契約書」上密密麻麻的條款文字「是什麼

意思」，例如：「年金法」、「合意管轄」、「期限利益」等等。尤其，涉及

到「還款方式」的「年金法」，一直到本件訴訟進行中，主管機關勞委會

自己的律師也搞不清楚「年金法」的意義為何。如果連專精法律、深諳

契約用語的勞委會律師，官司打這麼久了，都還搞不清楚「年金法」是

什麼意思，試問當年這些只有國小、國中、高中學歷的工人們，如何能

在倉促簽字的情況下，瞭解什麼叫年金法？ 

(六)在民國 100年勞委會出版的《工運春秋》一書中，執筆的作者，經過訪

談歷任勞委會主委（包括當年想出這個"貸款"點子的許介圭主委）、查閱

勞委會提供的資 料後，明白寫下了「...為解決雇主惡性積欠勞工工資、

資遣費與退休金，許介圭更破天荒的動支就業安定基金，以政府代償方

式，先拿出 10億元代墊，再由政 府向資方求償，成了就業安定基金使

用上的特例。...」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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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綜上所陳，依行政程序法第 149條準用民法第 87條第 2項之規定：「虛

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法律行為者，適用關於該項法律行為之規定」，在系

爭「貸款契約書」的外觀之下，實際上是隱藏了勞委會當年先向關廠歇

業失業勞工們補償、代償，以公法上津貼填補其國家責任之「真相」，本

件屬公法契約，絕非原告所主張之民事一般消費借貸契約，應無疑義。 

 (八)由於本件事實與契約本質屬於補償性質之代償措施，被告等勞工並不存

在還款義務，原告亦不存在任何借款返還之請求權基礎，原告主張顯無

理由。 

三、原告不存在請求權基礎已如前述。縱認為原告存在請求權，其起訴所據

請求，依其所記載之事實，業已罹於時效，不待當事人主張，依法當然

消滅。 

(一)按「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行政法院得不

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行政訴訟法第 107條第 3項定有明文。 

又最高行政法院 101年度判字第 915號判決闡謂：「所謂原告之訴，依其

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係指依原告於訴狀內記載之事實觀

之，在法律上顯然不能獲得勝訴判決者。」，準此以言，倘原告依其所訴

之事實，足以辨明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

回之。 

(二)按「公法上之請求權，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民國（下同）102年 4月

30日修正前行政程序法第 131條第 1項及第 2項定有明文；又現行行政

程序法第 131條第 1項及第 2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

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

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公法上請求權，

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是無論現行法或修正前法，行政機關之公法

上請求，罹於五年時效者，當然消滅，不待當事人主張。 

(三)行政程序法施行前發生之公法上請求，而其類推適用其他法律時效長於

五年者，依實務見解，於行政程序法 90年 1月 1日施行後五年即罹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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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不待當事人主張，當然消滅： 

  1.按法務部 101年 2月 4日法令字第 10100501840號謂：「行政程序法施行

前已發生之公法上請求權，其消滅時效期間無特別規定，經類推適用性

質相近之其他行政法規或民法之消滅時效規定後，該消滅時效期間若自

行政程序法施行日起算，其殘餘期間較行政程序法第 131條第 1項所定 5

年時效期間為長者，應自行政程序法施行日起，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1項 5年時效期間（亦即其殘餘期間自 90年 1月 1日行政程序法施

行日起算較 5年期間為長者，應縮短為 5年）。本部 90年 3月 22日法

90令字第 008617 號令釋內容，與上開意旨不符部分，自即日起不適用

之。」 

  2.最高行政法院 99年度判字第 394號判決亦謂：「關於公法上請求權之時

效期間，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31條第 1項規定固規定為 5年，惟就該條

項修正施行前，公法上請求權時效期間並無明文規定，而係類推適用民

法第 125 條規定之 15年期間，又當是類推適用民法時效期間過程中，

遇行政程序法修正之情形時，則類推適用民法總則施行法第 18條規定，

原則上適用舊法，但當殘留期間長於 5年時，應自行政程序法施行日起

適用 5年期間。」 

  3.準此以言，行政程序法施行前發生之公法上請求，而其類推適用其他法

律時效長於五年者，依前揭行政及法院實務見解，於行政程序法 90年 1

月 1日施行後五年即罹於時效，不待當事人主張，當然消滅。 

(四)觀原告主張被告等所簽定契約，迄今顯逾行政程序法第 131條第 1項所

定五年之時效甚久，殊無時效尚未完成之可能。又公法上之消滅時效依

行政程序法第 131條第 2項，其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即不待當事人

主張或為任何之表示，依法律之規定即當然生消滅之效果。準此，原告

依其起訴記載之請求，已可認其請求因罹於時效而消滅。 

(五)職此之故，依原告起訴狀之記載，其所據之請求顯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

滅，在法律上顯不能獲得勝訴判決，應屬在法律上顯無理由，得不經言

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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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告不存在請求權基礎已如前述。縱認為原告存在請求權，其長期不行

使權利，並於協商期間屢次重申「不會追討」之意，足使被告信賴其不

欲行使權利，依「誠信原則」與「權利失效」原則，原告應不得復對被

告行使權利： 

(一)按「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 148條第 2

項定有明文。又，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上字第 1728號民事判決闡謂：「在

私法領域內，當事人依其意思所形成之權利義務關係，基於契約自由原

則，權利人雖得自由決定如何行使其基於契約所取得之權利，惟權利人

就其已可行使之權利，在相當期間內一再不為行使，並因其行為造成特

殊情況，足以引起義務人之正當信任，以為倘其履行權利人所告知之義

務，權利人即不欲行使其權利，如斟酌權利之性質，法律行為之種類，

當事人間之關係，社會經濟情況及其他一切因素，認為權利人在義務人

履行其所告知之義務後忽又出而行使權利，足以令義務人陷入窘境，有

違事件之公平及個案之正義時，本於誠信原則發展而出之法律倫理(權利

失效)原則，應認此際權利人所行使之權利有違誠信原則，而不能發生應

有之效果。」；公法領域亦有相同之規範，依行政程序法第 8條規定：「行

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

足以明示。 

 (二)本件原告所主張被告與原告簽訂系爭借貸契約借款，原告從未曾再向被

告等人主張任何權利，在權利人即原告就其已可行使之權利即原告本次

所主張之貸與人之權，在長達 14餘年近 15年期間內一再不為行使，且

原告之主管機關勞委會所指派處理關廠案件之代表人曾多次於各種場合

表示要求關廠工人莫再抗爭、絕食等情，對於系爭契約所載款項確係「不

用還」、「不會追討」等意思表示，又原告對於被告帳戶中未曾為任何

扣款行為，因原告上開行為所造成特殊情況，確實足以引起義務人即被

告等人之正當信任，以為倘其履行權利人即原告所告知「不再抗爭、絕

食」等行為，原告即不欲行使其權利，再者，斟酌系爭契約所載權利之

性質，係依系爭就業貸款實施要點第 2條及第 3條所定，「為協助關廠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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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失業勞工，獲得就業機會，以安定其生活，對於關廠歇業而失業之勞

工，未依法領取法定資遣費、退休金」所為之款項發放，原告既為公法

人，對於法律之了解，權利義務之行使均遠勝勞工階級之被告等人，原

告既在被告等人履行其所告知之不再抗爭等行為後忽又出而行使權利，

足以令被告等人陷入窘境，有違公平及個案正義，本於誠信原則發展而

出之法律倫理(權利失效)原則，應認此際原告所行使之權利有違誠信原

則，而不能發生應有之效果，故原告提起本訴，應屬無理由。 

(三)又政治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周伯峰亦認：『姑且不論歷任勞委會主委有沒

有承諾過不追討，但勞委會沒有進行積極追討是事實，依照該消費借貸

契約第二條規定，借款期限是 6年，而第三條則規定，從第二年起，借

款勞工就應該每月攤還本息，60期後完全還款。但由勞委會現在的起訴

來看，勞委會在簽訂契約後，根本沒有執行該契約所定的催討，直到現

在時效快消滅前，才要求勞工全額償還，勞委會這樣的作為明顯違反禁

反言原則。最高法院 100年台上第 445號判決：「按權利人於相當期間內

不行使其權利，並因其行為造成特殊狀況，足以使義務人正當信任權利

人以不欲行使權利，或不欲義務人履行義務時，經斟酌當事人間之關係、

權益時空背景，及其他主、客觀因素，依一般社會通念，可任期權利之

再為行使有違『誠信原則』者，自得因義務人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為舉

證，使權利人受到一定之限制而不得行使，此權利失效原則，乃係源於

『誠信原則』之特殊救濟方法」（99年台上 1529號判決、97年台上 745

號判決亦同）。勞委會在締約過程已使勞工相信該契約為簽假的，又未依

約進行積極追討，更加深形成勞工的信任，而直到時效結束前，才在全

國各地到處興訟，明顯符合最高法院所謂違反「誠信原則」，導致權利失

效的狀況，更遑論，歷任勞委會主委，如陳菊主委，曾經對勞工表示過

不追討，這更讓勞委會現在的行為更是違背「誠信原則」。既然勞委會的

權利因違反禁反言原則而失效，其對於勞工的追討行為，即無正當理由

可言。』（參被證一，第 25至 26頁）。 

(四)基上，依「誠信原則」與「權利失效」原則，原告應不得復對被告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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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原告主張顯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本件實係國家怠於執行職務，致勞工無法領取退休金、資遣

費，故以津貼方式填補勞工所受損害，屬代償性質之公法契約，絕非需

要返還之消費借貸關係。原告身為主管機關，非但不積極履行其主管機

關之法定責任，善盡國家保護義務，反動用大筆預算對本案處於不利地

位之被告等多名勞工興訟，國家卸責至此，令人深感遺憾。遺憾之餘，

被告等勞工為捍衛自身權利，提醒國家應承擔之法治與社會責任，為此

狀請 鈞院鑒核，駁回原告之訴，以維權益，並符法治。其餘答辯理由謹

容後補陳。 

參、證物 

被證一：政治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周伯峰著，＜關廠工人案：不誠信的國家

機關!!＞一文 

 

謹  狀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公鑒 

中      華      民      國    1 0 2   年   1 2  月  1 9 日 

                           具  狀  人：蕭鍾水錦 

                                       蕭清文 

                                       蕭清漂 

                                       蕭清淇 

                                       蕭清權 

                                       蕭清德 

                                       蕭立欣 

                                       蕭宏欣 

                                       邱蕭連  

                            訴訟代理人：吳俊達律師 

                                        周宇修律師 

                                        林弦璋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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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件二：關廠工人案件—訪談調查問卷 



基礎法學與人權通訊第 13期 

31 
 



基礎法學與人權通訊第 13期 

32 
 



基礎法學與人權通訊第 13期 

33 
 



基礎法學與人權通訊第 13期 

34 
 



基礎法學與人權通訊第 13期 

35 
 



基礎法學與人權通訊第 13期 

36 
 



基礎法學與人權通訊第 13期 

37 
 

 

  



基礎法學與人權通訊第 13期 

38 
 

【活動與快訊】 

近期重要活動快報 

●2014 下半年度法理學經典導讀系列活動 

無須報名，歡迎自由參加。 

活動網頁：http://goo.gl/wHieRD 

 經典導讀：Fritz Schulz，《羅馬法原則》Principles of Roman Law 

時間：103 年 10 月 14 日(二) 19:00-21:00 

地點：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 1301 多媒體教室 

主持人：陳妙芬副教授（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導讀人：吳宗謀助理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經典導讀：M. Scanlon，《容忍之難》The Difficulty of Tolerance 

時間：103 年 11 月 13 日(四) 19:00-21:00 

地點：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 1301 多媒體教室 

主持人：謝世民教授（中正大學哲學系） 

導讀人：蘇慧婕助理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專書論壇：王贊榮，《從法律規範性到法理學方法論》 

時間：103 年 12 月 11 日(四) 19:00-21:00 

地點：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 1301 多媒體教室 

主持人：莊世同副教授（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與談人：王鵬翔助理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鍾芳樺助理教授（輔仁大學法律學系） 

 經典導讀：Karl Larenz，《黑格爾的歸責學說與客觀歸責概念》 

Hegels Zurechnungslehre und der Begriff der objektiven Zurechnung 

時間：103 年 12 月 23 日(二) 19:00-21:00 

地點：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 1301 多媒體教室 

主持人：張嘉尹教授（世新大學法律學系） 

導讀人：顏厥安教授（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http://taplblog.wordpress.com/2014/09/15/2014%e4%b8%8b%e5%8d%8a%e5%b9%b4%e5%ba%a6%e7%b6%93%e5%85%b8%e5%b0%8e%e8%ae%80%e7%b3%bb%e5%88%97%e6%b4%bb%e5%8b%95/
http://goo.gl/wHie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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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ngle Legal History Seminar  
活動網頁：http://legalhistoryblog.blogspot.tw/ 

Here is the schedule for 2014-2015 for the Triangle Legal History Seminar.  All 

meetings from 4-6 at the 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 unless otherwise noted. 

‧ October 10: Kunal Parker, Professor of Law, University of Miami  

  "How Law Should Avoid Mistakes: Alexander Bickel's Jurisprudence of Mood."  

 

‧ November 14: Julie Mell, Assistant Professor of History,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the Jewish Usurer in Medieval Europe” 

 

‧ December 5: Richard Paschal,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Law School 

   “Jim Crow Laws in North Carolina” (presented at UNC-Law) 

 

‧ January 16: Taisu Zhang, Assistant Professor of Law, Duke University 

   “The Limited Reach of Limited Liability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 February 13: Timur Kuran,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Duke 

University 

   “The Financial Power of the Politically Powerless: Credit Markets and the Rule of 

Law in Ottoman Istanbul” 

 

‧ February 27: Holly Brewer,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lavery and Sedition” (TLHS cosponsoring this meeting of the Triangle Early 

American History Seminar) 

 

‧ March 20: Amanda Hughett, Doctoral Candidate, Duk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Silencing the Cell Block: Prison Litigation, Federal Courts, and the Creation of 

North Carolina's Inmate Grievance Commission” 

 

‧ April 10: Emily Margolis, Doctoral Candidate, Duk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Demon in the Shape of a Woman’: The Project of Disciplining Property-holding 

Married Women in the Antebellum American South”  

http://legalhistoryblog.blogspot.tw/2014/09/triangle-legal-history-seminar.html
http://legalhistoryblog.blogspot.tw/
http://law.duke.edu/legal_history/schedu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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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Rebellious Lawyering Conference “Ra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astings College of the Law 

  November 13-15, 2014 

  San Francisco 

  活動網頁：www.rebelliouslawyeringinstitute.org 

 

 

●同志有備／Baer 而來 

  民主、平等與社會──德國憲法法院論壇 

 時間：10/18  14：00 ~ 17：00 

 地點：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 3 樓 1301 室 

 主辦：翁元章文教基金會、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公法學研究中心、臺灣大學法律學

院人權與法理學研究中心 

  活動網頁：http://susannebaer.blogspot.tw/p/blog-page.html 

 

議程 

14:00-15:20 第一場：社會民主與憲法法院 

主持／與談：許宗力（前司法院大法官）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與德國憲政民主的發展  

  蘇慧婕（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與平等社會權：  

以謹慎保守的憲法釋義支持並推進社會政策改革  

  孫迺翊（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15:20-15:40 中場休息 

15:40-17:00 第二場：跨學科與跨國的憲法交流  

主持／與談：張嘉尹（世新大學法律學院院長 ）  

德國憲法學中的法社會學 

  鍾芳樺（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Susanne Baer 與平等的旅行 

  陳昭如（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http://www.rebelliouslawyeringinstitu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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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法律」理論與實踐國際交流坊 

 

時間：103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四) 

地點：世新大學管理學院大樓 2 樓國際會議廳 

  活動網頁：http://susannebaer.blogspot.tw/p/blog-page_62.html 
 
 

時間 議程 主講人/與談人 主持人 

9:30-10:00 報到／早茶 
  

10:00-10:10 開幕致詞 尤美女（立法委員） 
 

10:10-12:10 專題演講 

Sexuality and law 

主講人：Prof. Dr. Susanna Baer 

(Justice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Germany) 

羅燦煐所長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

所教授兼所長） 

12:10-13:30 午餐 
  

13:30-16:30 ＮＧＯ論壇 
Prof. Dr. Susanna Baer 

NGO 性別相關團體 

陳宜倩 副教授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

所） 

16:30-16:50 茶敘  
  

16:50-17:20 綜合座談 全體與會人員 

陳宜倩 副教授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

所） 

17:20 閉幕   

 

 

 

 

 

http://susannebaer.blogspot.tw/p/blog-page_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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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岳生講座：平等與性別尊嚴  

時間：10/27  14:30-17:30 

地點：臺大法律學院霖澤館 1F 國際會議廳 

講者：Prof. Dr. Susanna Baer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官、德國漢堡大學公法與性別研究教授、美國密西根 

       大學 James W. Cook Global Faculty） 

主辦：翁元章文教基金會、臺大法律學院 

致詞：謝銘洋（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 

 許宗力（翁元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前司法

院大法官） 

主持：李震山（司法院大法官） 

與談：許宗力（前司法院大法官）、許玉秀（前司法院大法官）、黃昭元（臺大

法律學院副院長） 

  活動網頁：http://susannebaer.blogspot.tw/p/blog-page_2.html 

※本場演講以英文進行，並提供翻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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