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雄心勃勃饒高節，總為人民辨不平1 

──陳世榮大法官（1918-1992）的 

法曹生涯與他的時代 

李玉璽* 

摘要 

本文為臺灣法界耆宿陳世榮先生的生涯記述，從現存傳主的相

關資料以及法界耆宿的口述歷史中探究陳世榮一生的經歷，大致可

以分為幾個階段，（1）陳世榮生長於日治時期的臺灣中部雲林斗南

的生長環境探討（2）陳世榮在臺灣南下到臺南就讀中學、北上到臺

北就讀臺北高校以及渡海到日本仙台就讀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的

學習經歷（3）遭逢二二八事變的經歷（4）歷任法曹的實務經驗。

陳世榮既是司法實務界資深的前輩，歷任檢察官、法官乃至大法

官，任職大法官期間尤以撰寫數量龐大的不同意見書著名，渡過了

波瀾萬丈的傳奇一生。也在票據法、強制執行法方面有專著行世，

著作等身，其一生是臺灣戰後第一代法律人的縮影，對於臺灣司法

改革的記憶傳承，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陳世榮、大法官、不同意見書、高等文官考試 

                                               
1 此為陳世榮的雲林斗南同鄉，漢詩詩人陳錫津（1894-1982）的詩，全詩為「警政卅年雪鬢

生，腰間佩劍治橫行。雄心勃勃饒高節，總為人民辨不平」。陳錫津戰前曾與李雲從等人
於1926年（昭和元年）創立斗南吟社，陳世榮的父親陳奎牛也是該漢詩擊缽吟社的成員之
一。 

*  北海道大學法學博士，現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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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制度建立之後，能否順利運作，需要有人為的努力，司法制度也

不例外，臺灣的司法，在日治時期正式引進近代西方的司法制度，這

百餘年的過程中，有不少司法前輩在朝在野犧牲奉獻的軌跡，值得永

久流傳以見證歷史。在司法學術界工作者，還可以透過著作以及祝壽

論文集等了解其一生言行梗概，2然而或許是基於「法官不語」3的習

慣，對於在司法實務界奮鬥的前輩，為其見證歷史的著作卻相對較

少。為褒舉高風亮節司法前輩之事蹟、德行，以為後學辦案、立身、

行事之典範，司法院在1999年訂立有「司法院褒舉高風亮節司法前輩

實施要點」4根據該要點第五條規定，由司法院副院長、秘書長、最

高法院院長、行政法院院長、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等人組成委員

會，接受公開舉薦，但是自2002年9月之後，都未曾召開，5而其褒舉

內容，也僅限於「由本院將其相片或畫像併同事蹟、德行，懸掛於本

院或所屬各級單位適當處所。」而已，6並未蒐集司法實務前輩的司

法見解、辦案經驗、嘉德懿行而予以公開出版，以供後世參考，而司

法院依照該要點，於司法院內懸掛數名已故大法官圖像予以褒舉的結

果，只留下因圖像人物眼光嚴肅無笑容，且黑白照片畫質差，不少加

                                               
2 近年之類似著作舉例如下：蘇彥圖，《自由、責任與法──蘇俊雄教授七秩祝壽論文集》

（臺北，元照出版，2005）、王海南等，《法律哲理與制度（國際私法）──馬漢寶教授
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臺北，元照出版，2006）、陳志龍等，《民主法治與人權保障─
─蔡墩銘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臺北，翰蘆圖書，2012）、黃宗樂等，《物權法之
新思與新為：陳榮隆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臺北，法源資訊，2016）、民法研究基
金會編，《民事法學新思維之再開展──劉春堂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臺北，新學
林，2017）。 

3 指法官所言盡以判決書呈現，不會出來面對群眾，宣判後也不會再談論自己所寫的判決，
是公平審判和言論自由折衝下的結果，近日多認為必須予以修正，可參看雲林地方法院法
官王子榮，〈法官王子榮：法官不語的過猶不及〉，《蘋果日報》，2018年3月20日。 

4 於1999年由司法院以司法院（八八）院臺人三字第12542號函訂定發布全文。 

5 參見司法院人事處長梁宏哲2011年5月30日〈法官人事改革成效評估委員會計劃書〉，頁
52。 

6 司法院褒舉高風亮節司法前輩實施要點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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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班者行經，覺得毛骨悚然，因而司法院取消懸掛，將之放入倉庫無

疾而終的新聞，7也可見該要點根本無法達到「以為後學辦案、立

身、行事之典範」的目的。 

為了記錄在臺灣引進西方司法治制度的軌跡，近年來法學家的訪

談計畫開始受到法律學界的關注，在臺灣方面，司法院自2002年起，

改弦更張，開始進行臺灣法界耆宿的口述歷史訪談計畫，由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潘光哲、陳儀深擔任計畫主持人、臺大法律系

王泰升教授擔任研究員，率領近史所助理以及劉恆妏、林志宏、任育

德等工作團隊，針對姚瑞光大法官、8楊與齡大法官（1925-）、陳瑞

堂大法官（1928-2010）、王甲乙最高法院院長（1926-2015）等法界

耆宿，以對其所述意見，不為任何增刪，忠實呈現方式，陸續進行訪

談紀錄，9至2013年為止，已經出版七輯，每一輯大致上訪問六到七

位司法前輩，除出版實體出版品外，也以電子出版品方式，於司法院

網站公開，以利流傳。 

而在中國方面，也有類似訪談法學家的計畫，比如華東政法大學

校長，以法制史為專攻方向的何勤華教授，就向中國的中央政府爭取

到以「新中國法學發展史研究」作為成為國家重點學科華東政法大學

法律史學科建設的重要內容，採用通過對親身經歷或接觸過歷史上的

事件的當事人進行採訪方法，再現以往社會生活的原貌，以搶救中華

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法律、法學發展的活史料，該團隊以華東政法大學

法律學院的教師以及研究員為主幹，按照出生的年代先後次序，以高

齡者優先開始採訪，10於2010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一卷，到

                                               
7 〈靈異第六感 畫說司法院〉，《自由時報》，2005年11月9日，記者劉志原、賴仁中報
導。 

8 姚瑞光大法官（1911-2017），2014年其母校政大曾頒贈名譽法學博士給姚大法官，2017年
仙逝時，筆者曾遙輓之曰：「法界久蒙薰，民訴物權亡巨擘；杏壇常樹範，門生後進憶宗
師。」，見《中華詩壇》雙月刊，2017年9月號（第95期），頁89。 

9 參見司法院司法行政廳著，《臺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臺北，司法院印行，2004）第一
輯，王泰升教授序。 

10 參見何勤華，《中國法學家訪談錄（第十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何勤
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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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出齊十卷，每卷約介紹50位以上的法學家，原本按照該計畫，

第十卷打算進行臺灣地區當代知名法學家的訪談錄，也已經著手進

行，11但是可能為了避免爭議，最後該套書的第十卷中，並未採訪臺

灣法學家，而仍以中國戰後法學家為其內容，為避免爭議，臺灣法學

家的訪談部分，就以獨立成書較為中立的方式呈現。12 

由此可見，不管是在臺灣或是中國，都開始意識到法律學術工作

者以及實務家在法律制度運作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想要與時間賽

跑，以口述歷史方式，為其留下珍貴的紀錄，然而臺灣的口述歷史雖

然可追溯到1959年中研院近史所的發起，並已於2009年成立中華民國

口述歷史學會，13但是針對法學家的口述歷史有其侷限，一來是老成

凋謝，欲訪談者早已物故，再者早期進行口述歷史訪談時，根據許雪

姬教授的說法，由於戰亂戒嚴之故，當事者往往有所忌諱，願意受訪

的以外省籍的為多，14與本省籍人士受訪比例失衡，以戰前接受日本

法學教育，戰後曾任大法官的本省籍司法耆宿而言，第一屆臺北蔡章

麟（1908-1988）、第二、三屆臺中黃演渥（1902-1971）、第三屆屏

東戴炎輝（1909-1992）、雲林陳世榮（1918-1992）、第四屆南投洪

遜欣（1914-1981）而言，15於臺灣大學專任教授的蔡章麟、戴炎輝、

洪遜欣已有相關著作或傳記可供參考，16然而在司法實務界工作的黃

                                               
11 2012年華東政法大學何勤華教授《臺灣法學家訪談錄》項目的成員，造訪臺灣執行研究計
畫，主要針對渡海來臺的外省籍臺灣法學家進行訪談，部分訪談成果已經發表於《法制史
研究》上，如王捷，〈法海浮沈七十載──姚瑞光先生法律生涯紀述〉（《法制史研究》
22（2012.12），頁241-263。）、李明倩，〈寧讓法三寸，勿虧理一分──鄭健才大法官
法律生涯紀述〉（《法制史研究》25（2014.6），頁255-272。）、于明，〈杏壇弘法意，
書生報國心──楊崇森先生法律生涯素描〉（《法制史研究》26（2014.12），頁253-
284。）等。 

12 臺灣法學家的訪談，如王澤鑑大法官等，預計收錄於由何勤華教授與黃源盛教授合編的
《中華法學家訪談錄》一書中。 

13 侯坤宏，〈臺灣口述歷史的現況、回顧與展望〉，《中華民國口述歷史學會會刊》4
（2013.8），頁2。2013年起，該學會已改名為臺灣口述歷史學會。 

14 許雪姬，〈臺灣口述歷史的回顧與展望〉，李向玉編，《眾聲平等：華人社會口述歷史的
理論與實務》（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3），頁30-44，。 

15 前述大法官生卒年資料，引自劉恆妏，〈戰後臺灣司法人才養成背景的日本因素〉，收入
許雪姬編，《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4），頁398。 

16 蔡章麟教授除學術著述外，也有臺大法學院《法學論叢》6：2的《蔡章麟（麟書）先生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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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渥與陳世榮，則除了1988年司法院所編的《大法官釋憲史料》外，

少有紀述論文。且因上述從事司法實務工作的耆宿，均已高齡物故，

無法進行口述歷史採訪，比如客家籍司法大老臺中石岡人黃演渥

（1902-1971），戰前日治時期歷任臺北、嘉義、臺南地方法院判

事，戰後又歷任臺灣高等法院推事（法官）兼庭長、最高法院推事乃

至大法官等職，然而有關黃演渥大法官的記述並不多見。17陳世榮大

法官的狀況亦復如此，事蹟幾乎堙沒無聞，遺德難以顯彰，因此本論

文擬以陳世榮先生為對象，以現有佐證資料以及其他司法前輩的回憶

進行整理研究，對於受過日本教育，戰後又持續從事司法實務工作的

臺籍司法前輩之一生加以探討，希望能稍微補足這一頁歷史的空白。 

貳、生長與求學歷程 

一、生長背景 

陳世榮（臺語發音為 tan5 se3 ing5），1918年（大正七年），出

生於現在屬於臺灣雲林縣斗南鎮的這塊土地。斗南原稱他里霧，他里

霧此一地名，原本是從臺灣原住民洪雅族（平埔族之一支）的他里霧

社（Dalivoe）社名音譯而來，明末漢人前來此地開墾之前，原屬平埔

族所居住的地方，因此目前斗南地方的地方文化園區便被命名為他里

霧文化園區以資紀念，18明末清初當時臺灣原住民甚多，漢人是新來

                                               
秩華誕特刊》，1977年6月的紀念文字。戴炎輝教授除法制史、親屬法、繼承法的學術著述
外，也有《司法改革先驅──法學哲人戴炎輝博士回憶集》（臺北，財團法人戴炎輝文教
基金會，1997）、黃靜嘉，〈戴炎輝──樸實謹嚴開一代宗風的大師：略述其生平及其對
法史學、法學教育及司法進步的貢獻〉，《法制史研究》5（2004.6），頁189-205。洪遜
欣教授除了民法、法理學等學術著作外，也有臺大法學院《法學論叢》第11卷第二期的
《洪故教授遜欣先生紀念論文集》，1982年6月的紀念文字。 

17 近期有關黃演渥的討論，有2013年11月27日星期三，在臺灣新竹的國立清華大學臺積館903
會議室所舉行的演講：「日治時期的臺籍法律人──以判官黃演渥為例──」，講者為該
校科技法律研究所陳宛妤助理教授。 

18 他里霧文化園區，是由雲林縣政府耗資臺幣五億多元，將位在斗南火車站旁，閒置多年的
臺鐵鐵路倉庫改建而成，包括他里霧生活美學館、雲林環境教育館、六八電影館、他里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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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墾者，漢人開墾初期，被稱為海東文獻初祖的沈光文（1612-

1688），其長子沈紹宏後來到斗南開墾，因此沈光文被奉為斗南沈氏

的開基祖，19斗南陳氏應該也是跟沈氏一樣，是來自中國福建漳州的

漢人移民。 

在1722年（清康熙六十一年）清巡臺御史黃叔璥所著《臺海使槎

錄．番俗六考》中，他里霧社的原住民被歸類於諸羅番之一，20然而

隨著漢人移墾者日眾，有關原住民的記述也越來越少，他里霧變成一

個漢人聚居的地方，1821年（道光元年），桐城派文人，被貶為噶瑪

蘭通判的姚瑩所寫的《臺北道里記》中，已經出現「他里霧，大村

市，有溪，有汛。」的記載了。21他里霧堡一直到1920年（大正九

年）地方制度改革，22形成「州──郡──街庄」構造時，才由他里

霧改稱「斗南」，23行政區劃上隸屬於臺南州斗六郡，24這就是陳世

榮幼時的斗南。 

陳世榮的父親名叫陳奎牛（臺語發音為 tan5 kui1 gu5），25是當

時地方的有力士紳，陳奎牛，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清光緒十九

                                               
繪本館、他里霧漫畫館等五個館舍，於2014年啟用，陳世榮的故居即在該園區附近，隔一
條南昌路與該園區相望。 

19 翁佳音，〈史實與詩：明末清初流寓文人沈光文的虛與實〉，《文史臺灣學報》7
（2013.12），頁32。而斗南大東地區一帶多為沈氏族人所居，祀奉開漳聖王陳元光手下沈
彪，稱「武德尊侯沈祖宮」（泰安宮），參見〈雲林斗南鎮西邊幾乎都姓沈 國策顧問沈國
榮回鄉贈匾〉，《中國時報》，2018年3月1日，記者周麗蘭報導。 

20 當時的臺灣，還在「一府三縣」時期。所謂「諸羅番」就是府城以北諸羅縣境的轄屬番
社，他里霧社被歸類於「諸羅番三」中，參見詹素娟，〈清代平埔族的分佈與遷徙〉，臺
中教育大學「臺灣的語言方言分佈與族群遷徙工作坊」，2008年12月27日。 

21 姚瑩（1785-1853），清代安徽桐城人，姚鼐之姪孫，著有《中復堂全集》、《臺北道里
記》等。 

22 1920年（大正九年）臺灣總督府公布《臺灣州制》（大正九年律令第3號）、《臺灣市制》
（大正9年律令第5號）、《臺灣街庄制》（大正九年律令第6號），實施臺灣行政區劃大改
革，將原有的十二廳改制為五州二廳，州／廳下設市／郡／支廳，郡／支廳下設街／庄／
區／蕃地。 

23 何以改稱斗南？一說是位於斗六之南，但其實位在斗六之南的是古坑鄉不是斗南，一說是
日人為了紀念1868年戊辰戰爭中會津藩左遷之地斗南藩。 

24 1920-1940稱斗南庄，1940年-1945年稱斗南街，戰後的1946年改稱斗南鎮。 

25 教育部臺語常用辭典未收「奎」字的臺語發音，查李木杞所編《國臺音通用字典》（作者
自刊，1963初版），奎字為「規一求」，《廈門音新字典》亦標為 kui1，李木杞亦為斗南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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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生於斗南，1916年（大正五年）因為熱心捐款救助他里霧新庄

火災，蒙下賜木杯的褒獎，261919年（大正八年）成為斗南第二保保

正的同時，當選保甲聯合會長，1920年（大正九年）當選斗南庄長，

此後雖然因健康因素一度辭任，但是1933年（昭和八年）又再度成為

斗南庄長，斗南庄長任期一任八年，多以地方富豪仕紳任命之，27被

稱為斗南境內最有力的資產家，28陳奎牛有大房妻子跟二房妻子，除

了陳世榮以外，還有女兒，亦即已知陳世榮有姊妹，但不確定有無兄

弟，29在《總督府公報》中就留有陳奎牛熱心公益，協助解決斗南公

學校移轉等教育設施的問題、30戰後的1946年陳奎牛繼續主導斗南政

壇，擔任中華民國政府底下的斗南鎮第一任鎮長，捐款捐地給斗南中

學設立禮堂，311952年10月26日過世，靈堂設於斗南中學，由斗南鎮

臺語漢文造詣甚深的石朝明（朝松）撰寫祭文，沿途不分老少自動沿

路設香案路祭，於歷任斗南鎮長中可謂空前絕後，32陳奎牛的住處，

也就是陳世榮的家，當時的門牌號碼應該是臺南州斗六郡斗南街，屬

於街內繁華地帶，33到2018年仍然有部分殘存，據指出，該建築乃採

三合院形式，佔地約一甲一分，是斗南地區少見的豪宅，東西長約

111公尺，南從目前斗南鎮的南昌路北至新興街，南北寬約105公尺，

                                               
26 木杯乃是依照「褒章條例」（明治十四年太政官布告第63号）所給予熱心公益者之獎勵，
附有臺座，飾以桐紋。見《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府報第1029號〉「木杯及褒狀下
賜」（1916年06月02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21029a005。 

27 〈斗南庄長任期將滿〉，《臺灣新民報》，1933年06月06日。 

28 〈郡政を司る幹部の顏觸：斗南庄長陳奎牛氏〉，《臺灣新民報》，1933年11月24日。當
時斗六郡守是倉內孝，斗六街長是鄭沙棠。 

29 參見斗南鎮民代表會主辦〈功在鄉里：陳奎牛老鎮長事蹟資料展〉會場資料，2009年5月於
斗南寒林寺。 

30 1937年（昭和十二年）陳奎牛以斗南庄長身分呈給臺灣總督小林躋造公文，《臺灣總督府
檔案》〈昭和十二年永久保存第六十二卷〉，「斗南庄公學校移轉費」（0000-01-01），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803002。 

31 因此斗南中學（現斗南高中）禮堂被命名為「奎牛堂」以資紀念，現已因老舊拆毀。參見
前引斗南鎮民代表會主辦〈功在鄉里：陳奎牛老鎮長事蹟資料展〉會場資料。斗南中學的
首任校長陳而約，即為陳世榮的叔父。 

32 參見前引斗南鎮民代表會主辦〈功在鄉里：陳奎牛老鎮長事蹟資料展〉會場資料。 

33 目前斗南鎮東仁里、西岐里、南昌里、北銘里、中天里這五里位在市中心，日治時代俗稱
「街內」，至今當地耆老仍習慣稱此五里範圍為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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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內有假山、涼亭、池塘、孔雀園等等設施，大門開在新興街，側

門開在南昌路，四面紅磚圍牆，內有埕，護龍兩側種植桂花，2009年

時，陳氏祖屋遺跡上還殘留有「世事如棋，讓一著不為虧我」字樣的

刻字，34可以窺見陳氏家族謙和自持的淳厚家風於一斑。 

陳世榮在就讀初等教育階段，當時臺灣還沒有國民義務教育，35

很多臺灣人沒有資力進入正式教育體系，而只念名為「暗學仔」（臺

語：am3 oh8 a2）的臺語漢文私塾，36然而陳世榮因為家道殷實，因

此可以進入正式教育體系唸書，但是究竟念以日本人為主的小學校，

或是以臺灣人為主的公學校不得而知，如果是念小學校，應該是念臺

南州斗六郡斗六尋常高等小學校，據斗六小學校1927年（昭和二年）

出生的校友吳正南回憶，當時能念小學校的臺灣人相當稀少，他是先

念日語幼稚園，奠定日語基礎後，才以會日語、反應快、甲種體格、

地方士紳家庭等嚴格條件進入小學校唸書，37陳世榮家庭背景與吳正

南類似，有可能前往斗六小學校就讀，而如在斗南就讀公學校時，就

是讀斗南公學校，38著名校友有日本杏林大學創辦人松田進勇（曾進

勇）等人。39公學校畢業後，陳世榮前往臺南就讀臺南高中，40此稱

                                               
34 參見前引斗南鎮民代表會主辦〈功在鄉里：陳奎牛老鎮長事蹟資料展〉會場資料。 

35 臺灣有國民義務教育的實施，是在1939年由臺灣總督府決定，自1943年起才開始實施的，
參見許佩賢，〈日治末期臺灣的教育政策：以義務教育制度實施為中心〉，《臺灣史研
究》20：1（2013.3），頁131。 

36 日治時期，臺灣有很多私塾（書房），以臺語漢文進行教育，但末期逐漸為體制內的公學
校所取代。參見周婉窈，〈臺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析論日治末期的日語運動及
其問題〉，《新史學》6：2（1995.6），頁119。 

37 斗六小學校該校校地現今供國立斗六高級中學使用，吳正南父親為地方士紳吳開興，戰後
曾任斗六鎮長，參見斗六高中校史館網頁 
http://history.tlshaa.org.tw/index.php，讀取 2018.5.27。吳正南，1927年出生，目前改名為吳
正男，旅居日本，是橫濱臺灣同鄉會的最高顧問（前會長），2018年仍然健在。 

38 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創立時叫他里霧公學校，1921年改稱斗南公學校（陳世榮就讀時
的名稱），1941改稱斗南國民學校，1968年改制為斗南國民小學。 

39 松田進勇（1904-1988），臺灣名曾進勇，臺灣雲林斗南人，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畢業
後曾返回斗南公學校教書，後赴日畢業於東京大學醫學部，在日本東京三鷹市行醫，並於
1970年創立杏林大學，獲日本天皇頒贈二等瑞寶勳章，1954年左右曾捐贈涼亭一座給現在
的斗南國小，傳為佳話。參見《松田進勇伝：惑わず憂えず懼れず「真．善．美の探究」
に教育未来を賭す》（名古屋，松田進勇先生伝記刊行会，1986）；〈憑110年前住址 日
籍人士來臺尋根〉，《自由時報》，2014年7月20日，記者黃淑莉報導。 

40 胡健國，《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十輯》（臺北，國史館，1994），頁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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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高中」者，究竟為目前的臺南一中還是臺南二中，由於國史館

的史料記載語焉不詳，亦不得而知，因為1922年（大正十一年），總

督府更改臺灣教育令，41日臺共學（或稱內臺共學）之名下，中學校

的學制均為五年制（初中三年、高中兩年），但實際學校上仍有區

別，當時的「臺南州立臺南第一中學校」（今臺南二中），主要供日

籍青年就讀，臺籍青年僅佔一成。而「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

（今臺南一中）則主要提供臺灣本地人就學，因此就目前所蒐集文

獻，無法確定陳世榮進入上述兩家中學校中的哪一家去就讀。 

二、高黌赴試遂登科：臺北高校與東北帝大時期 

陳世榮在臺南唸完中學校之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對臺灣人來講

極為難進去的臺北高等學校就讀，42依照陳世榮當時日本戰前的教育

制度，小學要念六年，中學要念五年，但是第四年時就可以報考高等

學校念三年，大學念三年，大概二十一歲就可以大學畢業，43與目前

的六三三四學制不同，44而戰前的高等學校並不等同於戰後的高級中

學，日本學者依岡隆児指出，當年日本伊藤博文、森有禮等人引進西

方教育制度時，受德國影響很深的1894年高等學校令中，高等學校之

名乃是從德語的 Hochschule 翻譯而來，意指單科大學，45是屬於臺籍

少數精英才有辦法就讀的學校，臺北高校創立於1922年，結束於1946
                                               
41 此指1922年發布的第二次《臺灣教育令》（大正十一年勅令第20號）。 

42 當時臺北高校全以日語授課，分成理組跟文組，陳世榮1938年入學當時考生已經不可跨組
考，考生要先選考文組或理組，各組裡面又再分甲組跟乙組，選考英文的可以自由選擇甲
乙組，選考德文的只能選乙組。入學方式除考試外，本有推薦入學（無試驗檢定）一種，
但已於1936年停止施行，故陳世榮乃屬考試入學，1938年當年高等科臺人錄取率為7%，日
人為26%。參見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
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93、頁96。 

43 見日本文部科學省「學校系統圖」第六圖（大正八年） 
http://www.mext.go.jp，讀取 2018.6.3。 

44 臺灣以及日本目前均為六三三四學制，亦即小學六年、中學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
乃是參照美國而成的教育制度。 

45 依岡隆児，〈旧制高校からみた「青春」概念の形成〉，收錄於《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知的
交流──キイ．コンセプトの再検討──》（京都，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
2013），頁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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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雖然日籍學入學仍然佔有很多優勢，但是在這二十多年間，還是

培養很多臺籍精英，所以當時考入臺北高校，對臺灣人來說是一件很

大的光榮，1934年，大概就是陳世榮考進臺北高校的前後，當時與陳

世榮同屬臺南州同鄉的老詩人林逢春（1868-1936），46為了慶賀臺南

善化詩友蘇東岳（1902-1957）47的兒子蘇銀河入學，48曾經寫了下面

這首詩：49 

賀太虛逸人令郎銀河君高校合格 林逢春 

舞勺纔看一歲過，高黌赴試遂登科。 

他年學就榮歸日，光耀門楣信足多。 

臺北高校尋常科，也就是中學校程度，小學畢業就可以報考，因此詩

人才說「舞勺纔看一歲過」，才剛十四歲的國中生年紀而已，50但是

為何值得老詩人欣喜若狂提筆寫詩，大肆祝賀稱其為光耀門楣呢？據

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蔡錦堂教授指出，這是因為「小學畢業也可考

臺北高校尋常科（相當於國中階段），但競爭更為激烈，只要考上尋

常科，就會被政府認定是值得培養的菁英，除非遭退學，就可一路直

升臺北高校高等科、帝國大學，等於是到大學畢業為止只須考一次

試。由於上述因素，使得臺北高校裡面也有一些階級，尋常科直升的

被認為血統最純正，其次是各地中學校再考上高等科的人。而像前總

統李登輝，畢業於私立中學（淡水中學），後來拚進臺北高校的，真

的是少之又少，在校內易被排擠。」，51可見得當時考進臺北高校是

                                               
46 林逢春，字珠浦，號蘭芳、養晦齋主人，晚年號西河逸老、珠叟。前清秀才，日治時代在

臺南的關帝廟公學校、歸仁公學校、橋仔頭公學校、臺南長老教神學校（今臺南神學
院）、長老教女中（今長榮女中）等學校擔任臺語漢文教師。 

47 蘇東岳（1902-1957），號太虛逸人，出自臺南善化大族蘇家，子有蘇銀河（醫生）、蘇哲
夫（銀行家）等人，孫有蘇正平（媒體人）、蘇顯達（音樂家）、蘇正途（音樂家）等
人。 

48 蘇銀河於1934年考入臺北高校尋常科，是善化首位醫學博士，曾任醫院院長，其子為前行
政院新聞局長、中央通訊社董事長蘇正平，姪子為小提琴大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學
院院長蘇顯達。 

49 此詩收錄於《臺南新報》，「詩壇」欄，1934年4月16日。 

50 舞勺，《禮記．內則》：「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51 見〈神秘臺北高校 曾比帝大預科還難考〉，《中央社》，2017年4月21日，記者陳至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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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麼不容易的事，而一旦考進去，將來的前途幾乎就是保證一片光

明，詩人所謂「光耀門楣信足多」，並非泛泛的客套話。 

根據師大圖書館2017年「臺北高等學校創校九五週年紀念特展」

網頁指出，52當時臺北高校畢業生裡面後來念法學部的名人，按屆次

先後有大法官蔡章麟（第四屆，文乙）、53司法院院長戴炎輝（第五

屆，文乙）、54司法院大法官周財源（第五屆，理甲）、55高雄縣長

陳新安（第六屆，文乙）、56立法院院長劉闊才（第七屆，文乙）、57

司法院副院長洪壽南（第七屆，文乙）、58臺北市長黃啟瑞（第八

屆，文甲）、59洪遜欣（第十屆，文乙）、60考試院副院長林金生

（第十一屆，文甲）、61陳世榮（第十四屆，文甲），62當時的臺北

高校，多位校友回憶，學習風氣以自由開放著稱，日本政府也採開放

放任態度，臺北高校文科學生讀哲學、思想、文藝等日文課外書達上

百本乃屬常事，享受盡情探索人生，卻無需承擔責任的特權，63是時

代的寵兒，天之驕子，這一時期對在臺北高校高等科念文組的陳世榮

來說，想必是值得引以為傲的珍貴回憶。 

因為日本政府在當時教育政策上的設計，戰前帝國大學的學生數

                                               
導。 

52 特展日期為2017年4月18日到6月28日，並舉辦相關歷史研討會 
http://archives.lib.ntnu.edu.tw/exhibitions/taihoku95/index.jsp，讀取 2018.6.3。 

53 蔡章麟（1908-1988），臺北萬華人，東京帝大法學碩士。 

54 戴炎輝（1909-1992），屏東人，東京帝大法學部畢業，戰後獲東京大學法學博士，該網頁
誤稱其為司法院副院長，實則戴氏於司法院服務最高職稱為司法院院長。 

55 此為師大該網頁誤記，周並未任大法官，戰後乃是任監察委員，且是臺北帝大農學部畢
業，與法科無關。 

56 陳新安（1911-1988），高雄人，京都帝大法學部畢業，其子為副總統陳建仁。 

57 劉闊才（1911-1993），苗栗人，京都大學法學碩士，關西大學法學博士，二二八事變時曾
被捕，後用錢贖回。 

58 洪壽南（1912-1997），南投草屯人，京都帝大法學部畢業。 

59 黃啟瑞（1910-1976），臺北人，京都帝大法學部畢業。 

60 洪遜欣（1914-1981），南投草屯人，東京帝大法學部畢業。 

61 林金生（1916-2001），嘉義新港人，東京帝大法學部畢業。 

62 陳世榮（1918-1992），雲林斗南人，東北帝大文法學部畢業，臺北高校第十四屆為1938年
入學。 

63 參見臺北高校校友陳五福、陳萬裕、賴永祥、葉英堃等人的回憶，引自徐聖凱〈日治時期
臺北高等學校之研究〉，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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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高等學校的學生數基本上一致，因此臺北高校的學生升學去念大學

一點都不是問題，而且可以不用考試，免試進入帝國大學就讀，64當

時臺北帝大文政學部雖已成立，但是臺籍菁英為了更好的發展，除特

殊原因外，65在能力許可下多半赴日本內地求學，66在日治時期，前

往日本本地就學，是多數臺籍精英共同的記憶，如1912年（大正元

年），桃園傳統文人兼總督府評議員的簡朗山，67便曾作詩歡送蔡式

穀（1884-1951），68前往日本明治大學研習法律： 

送蔡式穀留學東京 簡朗山 

欲作東瀛模範民，文明頭腦日翻新。 

春風得意帆千里，好學如君有幾人。 

在日治時代當時，臺籍精英把赴日本內地留學當作春風得意，學習文

明開化的時髦事情，一如戰後的赴美留學風潮一般，大家在洋式的環

境下接受西式教育，家鄉的父老對這些人才寄予厚望，期許其學成之

後可以衣錦還鄉造福桑梓，前途無限美好，而且留學生人數還多到可

以開地區同鄉會以及專用學生宿舍。69 

十幾年後的1937年，已經來到了昭和初年，這股留學日本內地的

熱潮仍然不衰，陳世榮於臺北高校畢業後，跟大多數的臺北高校畢業

生一樣，選擇前往日本繼續念大學，但是所不同的是，陳世榮沒有跟

                                               
64 前引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之研究〉，頁89。 

65 特殊原因如原籍彰化鹿港的前國語日報社長洪炎秋（1899-1980），其父洪棄生以清朝遺老
自居，拒學日文，堅持將兒子送往中國留學，於是洪炎秋從小一邊學臺語漢文，一邊偷偷
學日語，到北京大學留學後，在日軍統治下的北平，與張我軍等，都以教授日文而名重一
時，參見沈信宏，《洪炎秋的東亞流動與文化軌跡》（臺北，秀威資訊，2016），頁70。 

66 劉恆妏，〈日治與國治政權交替前後臺籍法律人之研究──以取得終戰前之日本法曹資格
者為中心〉，收錄於《戰鬥的法律人──林山田教授退休祝賀論文集》（臺北，元照出版
社，2004），頁588。 

67 簡朗山（1872-1954），臺灣新竹州桃園郡桃園街人，受傳統私塾教育，臺灣總督府評議會
員，曾參與「瀛社」等擊缽聯吟活動，也是1947年謀議臺灣獨立案的主角之一。 

68 蔡式穀（1884-1951），日治時期取得律師資格，大正年間留學日本明治大學，是臺籍人士
第一位通過日本律師考試者。 

69 當時由於到日本東京留學臺籍學生眾多，臺灣還由學租財團等出資，於東京文京區興建學
生宿舍「清華寮」，近年因老舊建築發生火災，其歸屬還衍生法律爭議。見〈清華寮失火 
政府不顧臺生〉，《蘋果日報》，2007年9月19日，記者徐銀磯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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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的臺灣學生一樣，在免試升學下，選擇前往東京帝國大學或是

京都帝國大學就讀，而是選擇前往位在仙台的東北帝國大學就讀，而

且跟一般臺北高校文組學生多半前往日本念法學部者不同，陳世榮在

東北帝國大學所讀的學部名稱不是法學部，而是法文學部，當時日本

針對在東京、京都兩所帝國大學以外增設法學部，在國會有所討論，

最後提出法文學部這樣的新構想，其結果首先就落實在東北帝國大

學。 

東北帝國大學的法文學部創立於1922年（大正十一年），創立時

是想把東大跟京大已經有的法學部、文學部、經濟學部進行科際整

合，設立當時的教育調查委員會70認為法學部專門研究法律容易流於

只研究法條結構的形式主義，而文學部又容易限於文學空想超越主

義，不通世情，各走極端皆非所宜，應該予以互相調和，讓法學部學

生除了知道權利義務等法學知識以外，還能了解文學修養以及歷史知

識，反之文學部學生也能學習法學通論或政治學了解社會變遷，彼此

調和，因此決定變更原先要單獨設立法學部的計畫，任命京都帝大法

學部教授佐藤丑次郎71為東北帝大法文學部創設委員，東京帝大法學

部教授美濃部達吉為九州帝大法文學部創設委員，而在九州帝國大學

以及東北帝國大學設立法文學部。72 

佐藤丑次郎在創立東北帝大法文學部之前，是京都帝大的法學部

教授，他當初認為東京帝大的法學教師，大都是政府官僚兼任，想要

在京都帝大實現柏林大學的「洪保德理念」，亦即「研究與教學的

自由、研究與教學的統一、與其進行職業教育更優先重視人格的養

成」73而未能成功，轉而想以海德堡大學為模範，在東北帝國大學法

                                               
70 依照貴族院的建議，1913年（大正二年）公布「教育調查會官制」，取代原先的「高等教

育會議」，作為文部大臣的諮詢機構，成員包括實業界、教育界、政界、前文相等各領域
的專家，針對高等教育的各種改革進行調查，提供建議。 

71 佐藤丑次郎（1877-1940），山形縣出身的憲法學者，京都帝大法學部教授，東北帝國大學
法文學部首任部長。 

72 參見九州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編，《九州大学百年史》（九州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
2011年），〈第三編九州帝国大学の拡充、第三章法文学部の創設〉，頁243。 

73 洪保德的大學教育理念，中文文獻有翻譯成「學術的獨立性、教學與研究的統一性、知識
促成人格培養」者，參見施維禮（Wolfgang Schwabe），〈論洪堡教育理念引發之教育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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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部想要另起爐灶，意圖建立具有寬闊博識的視野，就政治、社

會、文化、科學加以探究，師生能夠自由交流的學術天地，74為了能

達到調和知識，養成圓滿的知識人的理想，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號

召年輕教師前往授課，採用講座制，想將既有的法學部、文學部、經

濟學部融為一爐，75約設立有44個講座，根據當時的「法文学部規

程」，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採自由選修制，不干涉學生選課自由，

修滿20學分後，可以去選考畢業考，相應其選考科目，分別授予法學

士、文學士以及經濟學士的學位，76當時的法文學部位在東北帝國大

學片平校區，77有一個法文學部一號館的三層樓建築，78當時東北帝

國大學的法文學部的學友會（學生自治組織）叫「強立會」，似乎是

取自《禮記．學記》：「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

成。」，指遇事能明辨不疑之謂，在當時戰時思想檢閱之下，東北帝

國大學的該學生組織仍參與《東北帝大法文時報》、《東北帝國大學

新聞》等刊物的創立，79而在這之前的1933年，京都大學發生著名的

「瀧川事件」80沒幾年，引發各校學潮，也延燒到了東北大學，81陳

世榮在這樣戰時風雲詭譎，日本政府慎防左翼思想入侵而管控思想，

                                               
題〉，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編，《止善創刊號》（2006.12），頁52。 

74 見日文部落格「河野與一の時代と人々」，文章名為「東北帝大法文学部について3：フン
ボルト的理念とハイデルベルク構想」 
https://essentia.exblog.jp，讀取 2018.6.10。 

75 參見東北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編，《東北大学百年史》（東北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
2003），〈第四卷部局史一〉，頁428。 

76 參見前引《東北大學百年史》，〈第四卷部局史一〉，頁180。 
77 東北大學的校區雖然都在仙台市青葉區，但是校區非常分散，正在整合中，2018年止計有

以下校區：片平校區（歷史最悠久）、川內校區、星陵校區、青葉山校區、雨宮校區、三
神峰校區，現在東北大學法學部已經移到川內校區。 

78 參見東北大學史料館網頁 
http://www2.archives.tohoku.ac.jp，讀取 2018.5.27。 

79 1932年（昭和七年）《法文時報》被迫廢刊，小心翼翼重起爐灶的《東北帝國大學新聞》
也在1938年（昭和十三年）以對時局不謹慎等名義停刊。參見《東北大学百年史編纂室ニ
ュース》第8號，2001年10月1日。 

80 1933年，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教授瀧川幸辰針對當時日本刑法通姦罪只處罰妻子一事提出
批判，被抹紅為赤化，京大法學部教授以全體遞出辭呈表態支持，也引發校內外學生團體
以學潮聲援，牽連甚廣，影響深遠。近時研究著作可參考西山伸，〈滝川事件とは何だっ
たのか〉，《大阪市立大学史紀要》9（2016），頁51-74。 

81 詳見前引《東北大學百年史》第一卷通史一，〈第二編第六章戦前期東北帝国大学の学生
運動〉，第五節瀧川事件と東北帝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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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強化軍部管制力道的學習環境之下，應該對言論自由有更深切的

體認。 

陳世榮前往東北帝國大學就讀之時，戰前大正民主期的學潮，在

東北帝國大學仍然餘波蕩漾，年少的陳世榮在日本東北地方第一大城

的仙台，目睹這樣的言論交鋒，不知心中有無受到震撼？82與陳世榮

留學時代相近的，有斗六秀才吳克明之子，戰後任斗六高中首任校長

的吳景箕，吳景箕留學日本十幾年，在1934年（昭和九年）才從日本

東京帝大文學部獲得學士學位歸國，在日本內地期間還在東大組織

「東京帝大詩社」吟詠漢詩，留下以下作品，83 

東京帝大詩社告成賦似同志 吳景箕 

草長空庭裡，微風噪暮禽。蘭陵方領教，曲水復聯吟。 

藥鼎苔巖畔，茗壚竹樹陰。騷壇新結社，翰墨舊知音。 

席地伸懷久，觀天體會深。人才原代謝，斯道未銷沈。 

牛耳他年執，奎星此日臨。願同諸契仲，永副老師心。 

吳景箕戰前漢詩作品中，雖有出現與鹽谷溫（節山）、84宇野哲人、85

大町桂月、86安井朴堂87等人的交流紀錄，但是東京帝大文學部的吳

景箕，對於當時的民主潮流，似乎並沒寄予多大的關心，而東北帝大

法文學部時期的陳世榮，當時的想法如何？是與當時日本的左翼學生

密切交流，或是鎮日埋首於書堆，單純追求几上的學問？可能有待日

後再加考察了。 

                                               
82 關於大正民主期與臺灣留學生的關係，可參見陳翠蓮，〈大正民主與臺灣留日學生〉，收
錄於《師大臺灣史學報》6（2013.12），頁53-100。 

83 吳景箕（1902-1983），〈東京帝大詩社告成賦似同志〉詩，收錄於氏著《兩京賸稿》，兩
京，指日本的東京以及京都（西京），吳家三兄弟當時均到內地留學，吳景箕念東大，二
弟吳景徽念京都帝大醫科、三弟吳景謨念名古屋帝大醫科。 

84 鹽谷溫（1878-1962），號節山，是日本著名的漢學家、中國俗文學研究的開創者之一。他
出生於學術世家，祖上三代都是漢學家。 

85 宇野哲人（1875-1974），號澄江，中國哲學研究者，東方學會首任理事長，主編多部漢和
辭典。 

86 大町桂月（1869-1925），近代日本詩人、歌人。 
87 安井朴堂（1858-1938），日本漢學者、漢詩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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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世榮在東北帝國大學留學當時，正如前述，東北帝大法文學部

是一個以融合文化與法律，希望塑造出一個有文化的法律人的教育場

所，因此師資陣容也包括了這兩方面，當時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的

教授，目前已知的有研究基督教哲學的學者石原謙、88馬克思經濟學

家宇野弘藏、89戰前著有《刑事政策の諸問題》、《刑法解釈の諸問

題》、《刑事政策の基礎理論》等主觀主義刑法學者木村龜二、90戰

前著有《外地法序說》、《憲法改正作用》等書的憲法學者清宮四

郎、91戰前著有《身分法の基礎理論》、《日本親族法》等書家族法

學者中川善之助92等人，這些學者在戰後也都持續於日本學術界耕

耘，發揮學術影響力，如中川善之助戰後對日本民法的修正貢獻甚

多，被稱為現代家族法的創設者，而木村龜二的主觀主義刑法學、刑

法的法益概念等等，也都非常有名，在日後陳世榮擔任法曹實務工作

之時，應當也有類似吳景箕詩中所言「願同諸契仲，永副老師心」的

感慨吧。 

三、一朝及第姓名香：高文及格 

陳世榮的法曹生涯，並不是戰後才開始的，而是戰前日本時代就

開始了，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畢業之後，陳世榮就開始了他的法曹

生涯，陳世榮在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畢業後，就取得「高等文官考

試司法科及格」的資格，93在1923年（大正十二年）5月之前，日本

在「法律萬能」的觀念下，於「非官吏」的「職業資格」取得上，有

                                               
88 石原謙（1882-1976），基督教史學者。 

89 宇野弘藏（1897-1977），經濟學者。 

90 木村龜二（1897-1972），刑法以及法哲學學者。 

91 清宮四郎（1898-1989），憲法學者，當時剛赴任不久，陳世榮或未及見，清宮四郎是東京
帝大憲法學者美濃部達吉的高足。 

92 中川善之助（1897-1975），家族法學者，是穂積重遠高足，戰後對日本家族法修正影響很
大。 

93 前引《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十輯》，頁315。戰前日本的高等文官試驗的合
格者名單，可參見秦郁彦編，《日本官僚制総合事典》（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1）
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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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帝大法科特權」，亦即「帝國大學法律科及舊東京大學法學部

畢業生」得憑藉「畢業證書」即具備「弁護士」資格，94然而陳世榮

自東北帝國大學畢業時，已經是1940年（昭和十五年）了，無法帝大

畢業即自動取得法曹資格，必須通過國家考試（所謂「高文」）才

行，當時依照1918年（大正七年）的高等試驗令，95國家考試分成

「行政科」、96「外交科」跟「司法科」97三種，司法科的考試，分

成口試跟筆試，筆試科目中又分成必考科目跟選考科目，根據該法第

十五條，司法科考試的筆試科目包括以下七科： 

一、憲法 

二、民法 

三、刑法 

四、自以下科目三選二 

（1）商法 

（2）民事訴訟法 

（3）刑事訴訟法」 

五、自以下科目選兩科 

（1）商法 

（2）民事訴訟法 

（3）刑事訴訟法 

第五款（1）（2）（3）科目中，不得選第四款已選考者 

（1）破產法 

（2）行政法 

（3）國際公法 

（4）國際私法 

                                               
94 前引劉恆妏，〈日治與國治政權交替前後臺籍法律人之研究──以取得終戰前之日本法曹

資格者為中心〉，頁593。 

95 1929年（昭和四年）3月28號敕令15號。 

96 戰後制度改革，該考試相當於目前由日本政府的人事院所主辦的「国家公務員試験総合職
試験」。 

97 戰後制度改革，該考試相當於目前由日本政府的法務省所主辦的「司法試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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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經濟學 

（6）政治學 

（7）財政學 

（8）社會學 

（9）刑事政策 

（10）哲學 

（11）倫理學 

（12）心理學 

（13）宗教學及宗教史 

（14）教育學 

（15）國文及漢文 

至於口試方面，則是民法、刑法，在加上從商法、民事訴訟法、

刑事訴訟法中，選出受試者的選考科目予以口試，依照該法第十七條

的規定，筆試部分科目及格、部分科目不及格者，翌年只須就不及格

的科目重考即可。 

據統計，981934年-1940年，高等文官考試司法科考試合格者數目

依次為 

一、東京帝國大學（683人） 

二、中央大學（324人） 

三、日本大學（162人） 

四、京都帝國大學（158人） 

五、關西大學（74人） 

六、東北帝國大學（72人） 

七、明治大學（63人） 

八、早稻田大學（59人） 

可見得陳世榮在東北帝國大學就學的年代，高等文官考試司法科

的考試合格者，極端的集中在東京帝國大學，而位在東京的大學，不

                                               
98 村川一郎，《日本の官僚──役人解体新書》（東京，丸善，1994），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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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公私立都有絕對的優勢，陳世榮就讀的東北帝國大學位於宮城縣的

仙台市，距離東京有三百多公里之遙，大概跟從臺北到屏東距離差相

彷彿99，並非在日本首都圈內，也不是在關西的京都大阪的關西大都

市圈，卻能夠筆試口試都過關，考取比高等文官考試行政科100還要難

考的司法科，確屬不易。101針對高等文官考試司法科的及格者，新竹

詩人鄭秋涵（1880-1930）晚年曾寫一首詩題為「周耀星102君畢業東

京商科大學，考試高等文官及第，近復司法科及第，奉職鐵道省，茲

當榮歸花燭之慶，書此致賀」103的詩言道： 

一朝及第姓名香，報到泥金喜欲狂。 

今日還鄉看衣錦，周郎權作畫眉郎。 

周耀星高等文官考試及格的1920年代，在中國已經進入了民國時期，

距離清末廢除科舉已經甚久，而在日本統治底下的臺灣，也早就已經

沒有科舉考試，但是鄉人的眼中，仍然把新制度底下的文官考試及

格，等同於進士及第，張貼泥金榜單欣喜若狂，陳世榮1940年高等文

官考試司法科及格時，同榜考上又屬斗六郡同鄉的，有臺南州斗六郡

斗六街出生，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的張有忠，104而在1932年

                                               
99 仙台市到東京市大概365公里左右，臺北到屏東大概370公里左右。 

100 1940年陳世榮考取高等文官考試司法科的同一年，考取高等文官考試行政科的名人，是戰
後日本的首相中曾根康弘（1918-），2018年仍健在，已一百歲。 

101 目前已知戰前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畢業，而通過高等文官考試司法科的臺灣人，除陳世
榮外，也只有1929年（昭和四年）及格的黃演渥大法官（日名二松演渥，1902-1971，臺中
人）而已。 

102 周耀星原籍臺中清水，早年留學日本，是第一個通過日本高等文官和司法文官雙重資格考
試的臺灣青年。戰前在東京任職日本國鐵，二次大戰後回到臺灣，出任「臺北市公共事業
管理處」處長，後來當執業律師。子周烒明在日本出生長大，回臺後插班建中，臺大醫科
畢業，美國威斯康辛醫學博士，執業醫生，1963年因被國民黨特務列入黑名單無法回臺，
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醫學院執教，並大力促成「臺灣同鄉會」的成立，與國民黨的「中國
同學會」分庭抗禮。參見〈周烒明與吳秀惠 挑戰巴金森疾病〉，《美洲臺灣日報》，2018
年5月8日。 

103 鄭秋涵（1880-1930）又名霽光，字虛一，號錦帆，臺灣竹塹（今新竹市）人，此詩收錄於
鄭秋涵所著，1927年刊行之《山色夕陽樓吟草》，該詩集輯錄其1924年移家清水兩年間之
所作，賀詩一共四首，此為第一首。 

104 張有忠（1915-2007），日治時期臺南州斗六廳斗六街人（今雲林縣林內鄉湖本村），臺南
州立嘉義中學校（今嘉義高中）畢業後保送臺北高校，1938年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入學，
1940年通過高等文官試驗司法科考試，戰後一度回臺任法曹，後再度赴日擔任律師直到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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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七年）高等文官司法科及格中，也有一位跟陳世榮同屬臺南州

斗六郡斗南街的同鄉，名字叫陳牛港，是斗南街有史以來第一位弁護

士，也是斗南陳奎牛家族的一員，是陳世榮的同宗親戚，105想必相隔

八年後，再次傳來陳世榮在司法科及格的喜訊時，他在斗南的父親陳

奎牛以及家鄉父老宗族，也是有著「報到泥金喜欲狂」的歡欣鼓舞心

情吧。 

當時為了達成法曹一元化的理念，高等文官司法科試驗，是採取

法官、律師、檢察官三種資格一次取得的方式，因此在新竹詩人鄭秋

涵寫給臺中清水人周耀星的賀詩詩題裡面，先寫「考試高等文官及

第，近復司法科及第」，乃是指周耀星先通過錄取率較高的高等文官

行政科試驗，106然後又通過更難考的高等文官司法科試驗，107最後

周耀星選擇進入鐵道省的行政機關當高等公務員，但也同時保有擔任

法官、檢察官、律師的資格。108 

陳世榮1940年高等文官試驗司法科及格時，也是同時取得擔任法

官、檢察官、律師的資格，然而當時已經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1941年就爆發「大東亞戰爭」109，處處戰雲密布，連高等文官試驗，

                                               
世。著有《私の愛する臺灣と中國と日本：ある外地人弁護士の歩みと願い》、《中華民
六法全書：日本語訳》、《臺灣人の臺灣》等書，事蹟編入故鄉雲林縣林內鄉九芎國小
的鄉土教材中。 

105 陳牛港，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生於臺南州斗六郡斗南街（今雲林縣斗南鎮），總督府
國語學校畢業後，任教他里霧公學校，並通過普通文官試驗，任臺南地方法院嘉義支部書
記補，爾後赴日留學，就讀於中央大學專門學校法科，1932年（昭和七年）高等文官考試
司法科及格，返臺於嘉義市北門町（範圍約現在嘉義市的共和路、光彩街、文化路與民權
路之間）5之157號執業律師。參見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
1943），頁257。以年紀來推算，陳牛港應為陳世榮的叔伯輩，二二八後曾任嘉義初中（今
嘉義國中）校長，旋即辭職。 

106 高等文官考試行政科試驗，乃是為了培養高級行政官僚而設，因此裡面出了很多內閣總理
大臣，如濱口雄幸、幣原喜重郎、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福田赳夫、宮澤喜一、岸信介、
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人，都是該科出身的日本政壇人士。 

107 由於司法科較為難考，不少帝大法科畢業生也只考取行政科而已，如我妻榮（東大民法教
授）、田中二郎（東大行政法教授、最高裁判所判事）、鈴木竹雄（東大商法教授）。 

108 戰前行政科、司法科雙榜及格的名人有團藤重光（東大刑法教授、最高裁判所判事）、美
濃部洋次（美濃部達吉的外甥，商工官僚）、兼子一（東大民事訴訟法教授）、伊藤榮樹
（檢事總長）。 

109 1941年東條英機內閣閣議的正式名詞是「大東亞戰爭」，以將亞洲殖民地從歐美列強手中
加以解放，成立大東亞共榮圈為號召，戰後GHQ強迫改變名稱為「太平洋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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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陳世榮及格後的三年後的1943年，就幾乎已經限於停止狀態，110因

此陳世榮有家歸不得，只能選擇留在東京，擔任律師謀生。111但是根

據當時的「弁護士法」112戰前高等文官試驗司法科及格後，必須要經

過一年六個月的「弁護士試補」然後經考試通過才能執業，這或許也

是陳世榮畢業之後，暫時留在東京的原因之一吧。113 

處在戰後紛亂期的法律人，也被世局的劫波所波及，有許多的悲

歡離合，與陳世榮大概同一年代考取高等文官試驗司法科的相澤英

之，1919年出生的相澤，1942年左右考試及格進入大藏省，2018年已

經九十八歲高齡，歷任大藏省官僚、政務次官以及自民黨籍眾議院議

員、東京福祉大學校長後，退下來成立「相澤法律事務所」，以耄耋

之齡持續從事律師業務，在2011年接受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學生專訪

時指出，當時他還在念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但是因為「學徒動員」

制度，大學念個兩年半就畢業了，雖然在學中就考取高等文官試驗司

法科，但是還是被派去當兵，成為陸軍主計少尉，被派赴中國東北戰

場，戰後被當戰俘拘留在蘇聯受盡辛苦拷問，無法歸國，前後有六年

的辛酸歲月。114 

                                               
110 高等試験ノ停止ニ関スル件（1943年（昭和十八年）11月8日勅令第852號）。 

111 前引《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十輯》，頁315。 

112 1933年（昭和八年）5月1日法律第53號，1936年（昭和十一年）4月1日起施行。 

113 比陳世榮早五年，於1935年（昭和十年）第二次應高等文官司法科考試考試終獲及格的戴
炎輝（1909-1992，日名「田井輝雄」），也是選擇擔任弁護士（律師），但係結束試補之
後就束裝返臺，在高雄開業執行律師業務，與陳世榮考取後尚留在日本一段期間不同，參
見黃靜嘉，〈戴炎輝：樸實謹嚴、開一代宗風的大師〉，《法制史研究》5（2004.6），頁
192。 

114 見日本律師入口網站弁護士ドットコム特別企劃「弁護士列伝：様々な弁護士に学生が直
擊インタビュー」，〈相沢法律事務所 相沢英之先生〉條，該企劃聘請東京近郊的公私
立大學生如慶應義塾大學、東京大學、中央大學、武藏大學的大學生或研究生（不限法律
系），去訪問律師做成紀錄以及訪問感想公開於網路，從2009年9月到2013年10月間，共計
約訪談九百多位律師 
http://blog.livedoor.jp/bengoshiretsuden/，讀取 201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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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年苦恨龍鍾淚：二二八事變 

戰後從戰敗國的大日本帝國臣民，忽然轉換身分成為戰勝國中華

民國國民的陳世榮，雖然沒有遭受到被蘇聯軍隊強制拘留在西伯利

亞，在零下數十度的寒冷地方挨餓受凍的悲慘經驗，115而且經過一番

波折以後，日本政府考試所得的法曹資格，也可以自動轉換為中華民

國的法曹資格，無庸另行參加考試，116比起戰後因為正在當日本兵，

而被蘇聯當戰俘拘留在西伯利亞的同鄉吳正男，117可說是好運多了，

從被殖民者回歸祖國的滋味照理是甜美的，但是事實卻與理想有一段

差距，考驗著時代翻弄下的法律人。 

首先是發生於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其部分原因是因為在政權轉

替之下，由於國民黨政府的接收心態，與受過日治時期臺灣社會法治

經驗的臺灣人之期待有所隔閡而起，118據當時在臺的外省籍司法前輩

鄭健才在晚年受訪時回憶：119 

戰後初期接收臺灣，內地籍軍、公、教人員與臺胞音語言生活

習慣等各方面不同，不免有所誤會或矛盾，族群間陌生的敵意

和彼此畏懼、猜忌累積出憤怒的空氣，直到「二二八血案」發

生。當時臺灣有一部分本省人幾乎看到內地人就砍，也有一部

                                               
115 日本政府為了紀錄這段被蘇聯居留在西伯利亞倍受酷刑，甚至魂斷異鄉的歷史，總務省在

日本東京新宿區，設有「平和祈念展示資料館」免費參觀 
http://www.heiwakinen.jp。 

116 關於戰後日本與中華民國法曹資格轉換的問題，可參見前引劉恆妏，〈日治與國治政權交
替前後臺籍法律人之研究──以取得終戰前之日本法曹資格者為中心〉，頁600以下。 

117 吳正男，又名吳正南，臺灣臺南斗六郡斗六街人，日本名大山正男，戰時從軍成為日本
兵，戰後被蘇聯送到哈薩克當苦工兩年多，受盡苦楚，遣返時因為怕說中文名字會被送去
中國，因此以大山正男提出申告，從此留在日本，曾任橫濱臺灣同鄉會會長。參見「走進
日本」（nippon.com）網站，〈一個曾為日本兵的臺灣人〉（日文標題為：日本人として
戦った、ある臺湾人の戦争），2017年2月28日。 

118 參見羅詩敏〈二二八事件之法律史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 

119 參見李明倩，〈寧法讓三寸，勿理虧一分──鄭健才大法官法律生涯記述〉，《法制史研
究》25（2014.6），頁260。當時鄭健才已年近九旬，後於2017年辭世，享壽9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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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本省人主動去援助內地人。先生（指鄭健才）曾親眼看到，

一個還有身孕的家庭主婦上街買菜時在廣州街龍山寺附近被當

街刺死，伏屍街頭，鄭健才先生所居住的陸軍總醫院有衛兵把

守，保證了基本的人身安全。 

比起當時國共內戰，人命如草芥的狀況，120二二八事變在鄭健才先生

的回憶裡似乎顯得雲淡風輕，然而1947年3月8日軍隊登陸基隆之後，

臺灣由北到南，基隆、臺北、臺中、嘉義、高雄等地民眾均受到無情

且殘酷的屠殺。二二八事件及其後延續的清鄉、白色恐怖深烙人心，

當時陳世榮的故鄉，也發生這樣的屠殺事件，在陳世榮的同榜同鄉張

有忠的故鄉斗六林內（離斗南約十幾公里）的屠殺事件裡，協助搬運

屍體到林內火車站的故老回憶是「幾十具屍體排在那裡，好像曬甘蔗

一樣」，121斗南火車站也發生遭槍殺的屍體橫陳如曬甘蔗的類似場

景，當時擔任斗南鎮長的，正是陳世榮的父親陳奎牛，122而陳家有孔

雀、垂柳、鴛鴦、涼亭的豪華大宅邸，更是在距離斗南火車站不到一

百公尺的地方，當時陳氏一家的惶恐與驚怕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正如

許雪姬教授所言，由於戰亂戒嚴之故，臺籍的當事者對於回憶往事往

往有所忌諱，關於二二八事變前後的經驗往往略而不談。《國史館現

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的凡例中指出，該史料彙編所收乃是「行

狀、行述、事略、家傳、傳略、行誼、自述、年表等」，123基本上就

是治喪委員會一類的組織提交國史館者，124然而在該史料彙編的「劉

                                               
120 二二八事件的同一年，發生所謂長春圍城（或稱「長春餓殍戰」、「長春圍困戰」），圍
城近一年的日子裡，長春的居民人口由圍困前的50萬銳減到圍城後的17萬人。近作參見杜
斌，《長春餓殍戰：中國國共內戰最慘烈的圍困，1947.11.4～1948.10.19》（臺中，白象文
化，2017）。 

121 參見陳儀深，〈以口述歷史探查雲林二二八——主訪者導論（兼序言）〉，收錄於陳儀深
計畫主持《濁水溪畔二二八：口述歷史訪談錄》（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2009）。陳儀深本人亦為雲林縣林內鄉人。 

122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以後，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1月11日成立斗南鎮公所，陳奎牛擔
任首任鎮長。歷經二二八事變後，陳奎牛謝絕擔任一切公職，閉門不出直到謝世。 

123 參見前引《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十輯》，頁1。 

124 該書凡例指出「篇末如某治喪委員會撰述，一律從略」，陳世榮傳、戴炎輝傳均如此，戴
炎輝部分，實乃其弟子陳計男大法官所撰，見陳計男，〈憶二三往事懷念 戴炎輝教授〉，
收錄於《法學哲人戴炎輝博士回憶集》（臺北，財團法人戴炎輝文教基金會，19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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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才先生行述」、125「戴炎輝先生行述」126等法律人士的傳記史料

裡面，對於二二八事變隻字未提，諱莫如深。陳世榮的臺南州同鄉司

法前輩，日治時期嘉義著名律師賴雨若，同時也是著名的漢詩詩人，127

於二二八事變之前即已逝世倖免於難，其堂弟也是漢詩詩人的賴惠

川，128就遭遇了這場慘禍，當時臺灣文人多半噤若寒蟬，不敢在詩詞

中直接表現出來，因此賴惠川在1950年出版詩集時，留下這首題為

「丁亥除夕」的詩129 

冷雨尖風兩不勝，淒涼滋味一宵增。 

經年苦恨龍鍾淚，付予傷心夜半燈 

這裡的丁亥指的是1947年丁亥年，也就是二二八發生當年，明明是除

夕時節，卻毫無歡慶氣氛，專研臺灣古典文學的廖鎮富教授指出，這

是臺灣當時處於淒風苦雨黑暗時代的隱喻，因此雖然是除夕夜，卻完

全沒有除夕詩裡面常會看到的對除舊布新的期許與歡樂，只有沉重肅

殺的陰霾而已。130當時氣氛肅殺，文人多半選擇迴避不談，或者是用

這種委婉到幾乎看不出來的筆法寫出內心的苦痛。直到1953年，陳世

榮的臺南州同鄉楊爾材，在逝世那一年才出版著名的八首〈丁亥哭友

人〉組詩，抒發當時的苦痛：131 
                                               
頁106。 

125 前引《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十輯》，頁478。 

126 前引《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八輯》，頁529。 

127 賴雨若律師（1877-1941）號壺仙，嘉義人，奮鬥多年終於在四十幾歲時考上很難考上的律
師，是日治時期臺南州轄內第一位臺灣人律師，其子賴巽章戰前日本東京的中央大學法學
部畢業，是前駐日代表羅福全的姻親，參見陳柔縉，《榮町少年走天下：羅福全回憶錄》
（臺北，天下文化，2013），頁44。賴雨若曾積極參與日治時代嘉義地區「茗香吟會」、
「嘉社」等詩社，舉辦聯吟大會。賴雨若之孫賴辰雄醫師，旅美多年退休返臺，於高雄醫
學大學擔任客座教授。 

128 賴惠川（1887-1962），名尚益，字惠川，其詩記當時之政治社會百態，極為真切，寫作數
量之多和品質之高，嘉義詩人中殆無出其右者。 

129 賴惠川，《悶紅館全集．悶紅小草》（臺北，龍文出版社，2006）上冊，頁40。《悶紅館
全集．悶紅小草》的初版年為1950年。 

130 廖振富，《臺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臺北，國立編譯館，
2007），頁317。 

131 楊爾材（1882-1953）號近樗，澎湖人，因經商失利，乃移居臺南州朴子街，以釀酒為業，
並設帳教授漢學，1922年創立樸雅吟社。著有漢詩集《近樗吟草》，本詩即出自該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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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亥哭友人 楊爾材 

其一  我臺光復後，讖語預言先。宜守株藏拙，須知固命全。 

其二  平生無友諒，到死有誰憐。仇黨偏殘忍，含沙射影連。 

其三  慘死憐非命，回生恨失援。眾人皆欲害，我意獨呼冤。 

其四  妻子慚無用，親朋懼不言。知君泉下去，難得散陰魂。 

其五  惹我愁頻種，為君抱不平。劇憐非命死，慘哭淚盈盈。 

其六  報怨人稱快，含冤鬼泣嗚。泉臺魂有覺，料必訴天京。 

其七  痛自含冤死，嗟吾憤慨愁。陰魂應不散，夜夜泣呼仇。 

其八  故里聞人道，新營有鬼啾。果真靈不昧，應自報冤仇。 

該詩乃是詩人臨終之前所出版的作品，為友人慘死於非命，而妻子親

朋都不敢出面呼冤而哀嘆抱不平，認為既然時局如此，此仇於陽世恐

無得報之時，因此只好請死不瞑目、陰魂不散的已故的友人，呼冤於

天上地下，而陽世尚還活著的人，只能守株藏拙，保全性命於亂世，

句句沈痛無比，感慨實深。 

陳世榮在二二八事變當時，人並不在雲林斗南的老家，而是在臺

中擔任檢察官，檢察官本應該是維護正義的守門人，但在那個昏暗的

年代，陳世榮自己卻也為成了二二八事件的階下囚，這段歷史形諸於

文字的，是在1961年2月在東京發行的《臺灣青年》雜誌，132於創刊

週年，首度推出「二二八特集」公開二二八被殺及被捕臺灣菁英的名

單，對當時海外臺灣人和留學生的思想，發生相當大的衝擊。根據該

特集所言，二二八當時被捕的司法官員以及當時職稱如以下簡表： 

                                               
根據1953年臺北永和楊嘯霞為詩集所寫的序，該詩集乃是門人出版用以祝壽之用，而楊爾
材也於當年逝世，楊爾材之孫，為臺塑總管理處前總經理楊兆麟。本組詩乃是八首七言絕
句組合而成，臺北二二八紀念館將之刊載於網頁的「二二八文學與藝術」欄，未加標明，
據《全臺詩》改。 

132 《臺灣青年》，是1960年2月在日本東京，由明治大學講師王育德與東京大學留學生黃昭
堂、廖建龍等六人所創辦的雜誌，不久，許世楷、張國興、周英明、金美齡、林啟旭、侯
榮邦以及多位未公開身分的臺灣留日學生相繼加入。其中王育德的哥哥王育霖檢察官
（1919-1947）於二二八事變遭殺害棄屍淡水河，而許世楷的父親許乃邦（1908-1998），
是1938年高等文官考試司法科的榜首，戰後任臺中地方法院庭長，也是二二八事變中被通
緝的受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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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青年》雜誌所刊二二八事變被捕法曹簡表（不含死難者）133 

姓名 職稱 
饒維岳134 臺中地方法院推事 
葉作樂135 臺中地方法院推事 
陳世榮 臺中地方法院檢察官 
鄭松筠136 花蓮地方法院檢察官 
林有福 臺中地方法院書記 
蔡玉杯 臺中地方法院書記 
陳長庚 臺中地方法院書記 

 

在二二八事變中被捕的法界名人，除了以上所述外，還有陳世榮臺北

高校大七屆的學長劉闊才，137劉闊才曾經在國會尚未全面改選的萬年

國會時期擔任立法院院長，是客家籍的政壇大老。劉闊才曾在二二八

事件中被捕，傳聞家人為保其性命，巨額賄賂國民黨政府高層官員，

賄款數額在民間傳說是一千萬臺幣（換算新臺幣為廿五萬），但2009

年由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許雪姬發表的新史料指出是五百萬臺幣。鉅款

來源是劉家預先向佃農收取二百石田租所籌措出來的，其中四百萬用

來贖劉闊才，一百萬用來贖其他四個同夥。138當時臺灣一個普通公務

員的月薪才新臺幣160元而已，139五百萬臺幣用來贖人，可說是一筆

                                               
133 依照《臺灣青年》1961年2月號整理製表。 

134 饒維岳（1903-1964）苗栗頭份客家人，京都帝大法科畢業，日本高等文官司法科考試及
格，日治時期曾任東京、臺北、臺中法院判官，戰後代理臺中地方法院院長期間遭軍法拘
押，可參見何來美，《臺灣客家政治風雲錄》（臺北，聯經出版，2017年2月）一書。 

135 葉作樂法官曾處理1946年鹿港警察索賄的「員林事件」，可參見陳翠蓮，《百年追求：臺
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卷一 自治的夢想》（臺北，衛城出版，2013）一書。葉作樂是日治時
代高等文官考試司法科的合格者，二二八事變後從法院辭職，從事律師工作，依最高法院
69年臺上字第2543號判決內文所示，葉作樂律師至1980年左右仍執行律師業務。葉作樂的
父親就是臺中東勢客家人葉清耀（1880-1942），是臺灣第一個法學博士以及日治時期著名
律師。 

136 鄭松筠（1891-1968）臺中豐原人，是日治時代高等文官考試司法科的合格者，治警事件辯
護律師，戰後因二二八事變被關了75天，之後他對政治失望，於1947年12月25日買下梅鏡
堂做為隱居處所，潛心鑽研佛學直到逝世。參見〈《梅鏡堂點滴》臺中庶民生命史：東區
梅鏡堂人文探索〉，《民報》，2018年4月4日，劉曜華報導。 

137 陳世榮是臺北高校第十四屆文甲，劉闊才是臺北高校第七屆文乙。 

138 〈228被捕 立法院前院長劉闊才500萬保命〉，《中國時報》，2009年2月27日，記者李宗
祐報導。 

139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1950年代公務員謝蘅口述訪問〉中文電子報第十四期，2012年7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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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大的鉅款，不是家裡是大地主根本束手無策，當時陳世榮被拘捕

之後，也發生相類似的情形，雲林斗南的父老傳聞，當時陳世榮的父

親陳奎牛老鎮長，為了救子，賣了好幾甲的土地，提著好幾麻袋的錢

才把陳世榮從拘禁處給救了出來，具體金額雖然尚未能由出土史料加

以證實，但是對照劉闊才的案例，應該也不是一筆小數目，「坊間傳

死卻由訛，便說重生幸更多。」，140當無緣無故被拘捕的陳世榮被釋

放出來時，與老父陳奎牛抱頭痛哭，恍如隔世的情景是可以想見的，

或許因為如此，注重「世事如棋，讓一著不為虧我」的陳家，141越發

趨於低調，不久陳奎牛老鎮長就辭卸斗南鎮長職務，不再擔任公職，

直到逝世為止。 

與陳奎牛做出閉門家居不問世事決定的，還有陳世榮的留日同鄉

吳景箕（1902-1983），1946年2月，吳景箕四十四歲之時，以地方碩

學身分出任斗六初級中學（即今斗六高中）首任校長，但是1947年二

二八事件發生後，吳家昆仲拼命救護斗六地區民眾生命之餘，142感觸

非常深，因此吳景箕於1948年2月四十六歲辭掉校長職務，從此婉謝

擔任擔任實際政務的公職，閉門在家作詩，只擔任雲林縣文獻委員會

主委一職，一直到他八十二歲高齡謝世為止，閉門家居幾乎達四十年

之久。然而二二八事變當時年方二十九歲的陳世榮，儘管歷經世變，

卻沒有辦法杜門歸隱，在看過同事王育霖檢察官的慘劇，143自己又被

                                               
http://mocfile.moc.gov.tw/htmlfile/201704/4b4e5e8a-f350-4004-8905-3b3859f0e90b/watchtw_tw14/ 
edm_c_p01.html，讀取 2018.6.15。 

140 日治時期臺灣漢詩詩人兼《臺南新報》漢文記者陳渭川（1879-1912）〈讀雲林居士病中雜
詠六首依韻成之即寄空庵主人〉七言絕句。 

141 此為陳世榮祖屋中之刻字。 

142 吳家乃斗六地區望族，自清朝起數代為官，吳家兄弟三人，老大吳景箕、老二吳景徽，日
本京都大學醫學博士，曾任斗六鎮長、雲林縣第一、二任民選縣長。老三吳景謨，日本名
古屋大學醫學博士，執業外科。吳景箕與臺中霧峰林獻堂有姻親關係，吳景箕絕意仕進
後，吳景徽仍於政壇活躍，據聞遭國民黨側目陷害入獄後棄政從醫，此後吳家對雲林的黨
外運動多所協助，吳景徽臨終前仍諄諄交待子孫，務必協助保住臺灣本土政權。參見〈斗
六吳秀才「地大到沒鄰居」〉，《自由時報》，2007年12月18日，記者鄭旭凱報導。 

143 王育霖（1919-1947）戰前曾任日本京都地方裁判所檢察官，戰後任新竹市檢察官，二二八
時遭殺害棄屍，年僅28歲，王育霖檢察官與陳世榮在新竹地方法院一同當過檢察官，見王
育霖之子王克雄、王克紹合著，《期待明天的人：二二八消失的檢察官王育霖》，（臺
北，遠足文化，2017），頁57。陳世榮從日本返臺後，首先於1946年2月任高雄地方法院檢
察官，後來與王育霖一同當新竹地院檢察官，於轉調臺中地方法院檢察官時遭逢二二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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擄走取贖的慘禍後，仍然堅持留在臺灣的政府體制內的司法部門奮

鬥，144但是陳世榮此後就從檢察官轉職為法官。這或許是由於當時

「誰控制檢察官，誰就控制政權」，145在戒嚴體制底下，不與執政當

局密切合作，很難遂行任務，也容易因為分寸拿捏錯誤而惹禍上身，

相對而言，法官的工作雖然被動，除了自訴，大多數的刑事案件只要

檢察官不起訴，便不會進入法院，但相對於檢察官，法官的司法獨立

性較強，維護司法正義的可能性較高。但或許還有一個理由就是語言

的問題。 

肆、戰後的法曹生涯 

一、國語而今嘆未能 

二二八事變之後，陳世榮就從檢察官轉職為法官。有一個原因可

能就是語言的問題，就是法院組織法第九十七條規定：「法院為審判

時，應用國語。」，本條文自本法於1932年國民政府制定公布以來從

未修改過，然而何謂國語？這裡指的是「標準國語」，然而根據在臺

灣推行國語多年，是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146成員的語言學家方師鐸

指出，147所謂「國語」，乃是投票選定南腔北調，包羅全國各地方音

成份混合而成的人造音，全中國沒有一個人會發出這種怪音來，148連

                                               
變。 

144 二二八之後，這些戰前通過高等文官考試司法科的臺籍司法精英，多半選擇離開法院，改
當律師或者教書、經商，參見前引劉恆妏，〈日治與國治政權交替前後臺籍法律人之研究
──以取得終戰前之日本法曹資格者為中心〉，收錄於《戰鬥的法律人──林山田教授退
休祝賀論文集》（臺北，元照出版社，2004年1月），頁605。 

145 王金壽，〈臺灣司法政治的興起〉，《臺灣政治學刊》16：1（2012.6），頁81。 

146 該會可溯源到1919年的國語統一籌備會，2013年立法院通過廢止《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
組織條例》，2014年1月15日由總統明令廢止。 

147 方師鐸（1912-1994），江蘇揚州人，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的語言學者，戰後應聘來臺，與
其師魏建功等人共同籌辦國語日報，1960年受聘為「臺灣省教育廳國語推行委員會」委
員，參與國語推行工作多年，曾任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及所長。 

148 方師鐸，〈投票選定南腔北調的「怪國音」〉收錄於氏著《臺灣話舊》（臺中，臺中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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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推行國語的人員都認為這是個被創造出來的人造語言，生長在日

治時代的陳世榮，除了日本語跟臺語以外，又怎可能會這種新近創造

出來的語言呢？當時的臺籍菁英都面對這樣的困局，比如戰後當時還

未滿四十歲的戴炎輝便為了用國語授課起見，邀約志同道合的臺大臺

籍教授，如經濟系張漢裕、心理系鄭發育、歷史系陳紹馨等人，共同

聘請私人教師，從注音符號開始勤加練習，149而當時大學教學強迫要

用國語教學，因此馬漢寶回憶當時臺大法律系的狀況說：150 

本省籍的教授因為原先受的是日本教育，習慣用日語及臺語，

要在大學裡用中文講課與寫作，自然感覺困難。尤其是洪遜欣

先生是講授屬於理論的法理學，更覺如此。我記得他上課時，

眼睛一直盯著天花板，十分努力地想把法理學的概念用國語表

達出來，甚為吃力。即使如此，所講授的仍不易為學生了解，

而其所編的講義也被學生視為「天書」。 

可見當時失去使用母語臺語以及自小習慣的「國語（日語）」151的

人，遇到強迫使用一個陌生的語言時有多麼的掙扎，152或許基於這個

理由，陳世榮選擇不當檢察官，而選擇主要以判決書面表達意見的法

官吧。對於戰前的臺籍精英而言，要「說」一口標準國語可能很有困

難，但是要「寫」一篇中文卻還可以應付，因為縱使臺灣戰前的中國

白話文與標準的中國白話文有相當的落差，153但是由於他們除了接受

                                               
化局，2000年），頁35。當時選國語不是選用那一省的話當國語，而是一個字一個字從南
腔北調中表決該怎麼念。 

149 此為戴炎輝先生哲嗣戴東雄之回憶，見戴東雄，〈唐律的傳人：憶先父戴炎輝〉，收錄於
《法學哲人戴炎輝博士回憶集》（臺中，財團法人戴炎輝文教基金會，1997），頁186。 

150 〈馬漢寶先生訪談紀錄〉，收錄於《臺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臺北，司法院，2004）第
二輯，頁89。 

151 「國語」一詞，在臺灣依照時代不同，有不同意涵，清治時代指滿州話，日治時代指日
語，如漢詩詩人簡朗山（1872-），1915年發表的〈祝始政二十年紀念雜感〉就曾寫道「年
來徒作狂吟客，國語而今嘆未能。」這裡國語指的是日語，而戰後則指趙元任等語言專家
表決出的人工語言。 

152 據馬漢寶回憶，當時渡海來臺的外省族群，也是鄉音很重，無法說出標準國語，師生溝通
發生困難，見前引〈馬漢寶先生訪談紀錄〉，頁90。 

153 有關研究可參見陳培豐，〈日治時期臺灣漢文脈的漂游與想像：帝國漢文、殖民地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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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正規教育以外，還在私塾（俗稱「漢學仔」或「暗學仔」）用臺

語學習「漢文」，154比如戰前臺南州轄內第一位臺灣人律師賴雨若，

戰前執行律師業務的同時，還開辦「壺仙義塾」，用臺語傳授漢文者

是，155戴炎輝、楊日然、孫森焱、蘇俊雄等臺籍法界耆宿也都從小就

已進入漢文私塾接受啟蒙教育，156擁有以臺語漢文接觸《三字經》、

《千家詩》、《幼學瓊林》、《聲律啟蒙》、《四書》等傳統中國文

化教材的經驗，157因此對於戰後用中文而不是日文書寫的轉換，會比

較容易適應，158出生年代晚於陳世榮的楊日然、孫森焱尚且有進入私

塾研習漢文的經驗，陳世榮自然也是透過臺語漢文的訓練掌握寫作中

文的技巧。159 

二、刑政屬秋官：法官時期160 

陳世榮於1946年2月回臺後歷任高雄地方法院檢察官、新竹地方

                                               
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一文，收錄於《臺灣史研究》15：4（2008.12），頁31-86。 

154 日治初期，正式教育體制中仍有漢文教育，但是隨著時代變遷，份量越來越輕，到了1937
年全面廢止，臺灣總督府力推「國語常用運動」，因此學習漢文者，只能利用私塾。可參
見柳書琴，〈書房夫子與斷頭雞：日據時期臺灣傳統文化體系與漢文教育的崩解〉一文，
收錄於《世界華文文學的新世紀》（吉林，吉林大學出版社，2006），頁459-466。 

155 戰前過世的賴雨若因為提倡用臺語教授漢文，戰後的1947年還被旌表為「抗日志士」，見
國家圖書館編，《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
2003），賴雨若條，頁753。 

156 四位臺籍法界耆宿學習臺語漢文或私塾的記載，依次見於前引《法學哲人戴炎輝博士回憶
集》、《法理學論叢：紀念楊日然教授》《臺北，月旦出版，1997）、《臺灣法界耆宿口
述歷史》（臺北，司法院司法行政廳，2007年）第三輯、《臺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臺
北，司法院司法行政廳，2011年）第六輯等書。 

157 經典雜誌編著，《臺灣教育史四百年》（臺北，經典雜誌出版社，2006），頁52。 

158 戰後初期這些私塾依然活躍，如孫森焱回憶說當時在臺南的私塾裡面，塾師用優雅純粹的
臺語漢文教授《四書》、〈愛蓮說〉、〈正氣歌〉等等，見〈孫森焱先生訪談紀錄〉，收
錄於前引《臺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第三輯，頁177。目前臺灣全國各地仍有民間團體不
絕如縷的在傳承臺語漢文中。 

159 國史館的資料只寫「年未弱冠即讀畢各種典籍，奠定深厚之國學基礎」，見前引《國史館
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十輯》，頁315，當時標準國語尚未誕生，陳世榮也只能在私
塾教育中，透過臺語漢文學習國學。 

160 此為清代光緒年間來臺為官的唐贊袞的漢詩，詩題為〈余兼權臬事將及一載，而各屬擬罪
招解之犯，無慮百數十起，牘案叢集，逐月研訊時虞枉縱，凡有牽連濫禁之犯，無不立飭
省釋，冀清囹圄而免淹滯耳，因作恤刑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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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檢察官、臺中地方法院檢察官後，於二二八事變之後，轉任法

官，曾於臺北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服務過，

擔任法曹工作達四十年之久，在應該是治喪委員會所寫的〈陳世榮先

生事略〉中，雖然寫「其間均能秉持嚴以律己，慎察處事，以優異成

績深獲法界佳評，其有為有守，有典有則，謹慎清廉，公爾忘私，堪

為司法界之典範」，161然而同時代的法界前輩的回憶裡面，對於法官

時期陳世榮的描述，卻是如鳳毛麟角，比如1956年開始一直到1976年

都一直在最高法院當法官，而且日後與陳世榮同任大法官的廣西人姚

瑞光先生，在回憶錄裡面並沒有提到陳世榮，162又如1967年開始一直

到1982年退休為止，都一直在最高法院擔任法官的上海人李在琦先

生，在回憶錄裡面也沒有留下對於陳世榮在最高法院任職期間的隻字

片語，163僅有曾為滿洲國國民，可以用日語與陳世榮互相溝通的東北

人張承韜先生，明白指出他曾與陳世榮、黃達平、龔偉英等人配屬於

最高法院的民事第一庭，庭長是馬元樞法官，164馬庭長則是當時最

高法院院長陳樸生的同學，165可見陳世榮與法界人士交流似乎不

多，166這除了陳世榮使用日語對談較使用中文說話更為親切的語言習

慣之外，也可能與陳世榮戰後「慎察處事」、「謹慎」的處世態度具

有關連性。167當時的最高法院，據褚劍鴻先生的回憶：168 
                                               
161 前引國史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十輯》，頁315。 

162 見〈姚瑞光先生訪談紀錄〉，收錄於前引《臺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第一輯，頁1以下。 

163 見〈李在琦先生訪談紀錄〉，收錄於前引《臺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第三輯，頁13。 

164 馬元樞（1912-1982），福建福州人，最高法院庭長，與福建閩侯人的陳樸生大法官
（1910-2000）是私立福建法政專門學校的同學。馬元樞的那一庭是最高法院第一庭，是出
自於張仁淑的回憶，見〈張仁淑女士訪談紀錄〉，收錄於前引《臺灣法界耆宿口述歷
史》，第三輯，頁236。 

165 見〈張承韜先生訪談紀錄〉，收錄於前引《臺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第一輯，頁141。東
北人的張承韜先生受教育階段，東北為滿洲國所管轄，因此張承韜先生會日語，且張承韜
先生就讀新京（長春）法政大學時的老師黃演淮，其兄即為黃演渥，黃演渥為陳世榮東北
帝大的先輩，兩人頗有淵源。 

166 當時陳世榮所屬的最高法院民事第一庭，除了陳世榮籍貫是臺灣外，庭長馬元樞（1912-
1982）為福建人、其他成員張承韜（1923-2016）為東北人、龔偉英（1914年生）為江蘇
人、黃達平似為廣東人（生卒年不詳，曾任陸軍第八十師少將參謀主任、高雄縣長等）。 

167 當時的最高法院法官也是有省籍任用比例問題，如任用臺灣人過多會引發疑慮，必須謹慎
小心，參見孫森焱，〈懷念戴老師炎輝〉，收錄於前引《法學哲人戴炎輝博士回憶集》，
頁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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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原無院宇，法官原先均在家中辦公，僅於臺北之司法

大廈樓頂以木板隔成數間，以作書記廳辦公之用，有歐洲奧地

利、維也納最高法院副院長，至最高法院參觀，見以木板隔間

之辦公室，以手輕敲，我深感慚愧乃下決心，盡力推動興建最

高法院院宇。 

褚劍鴻（1919-2006）是在1987年接任最高法院院長，而在李登輝就

職總統之後的1991年，於司法院林洋港院長支持下，才使得最高法院

大樓得以興建完成，169陳世榮任職於最高法院的時間，早於褚劍鴻，

因此當時陳世榮任職於最高法院時，尚未興建最高法院大樓，根據

1979年開始進入最高法院擔任法官的張仁淑女士回憶：170 

第一庭庭長馬元樞的辦公室，就侷處在司法大廈二樓的樓梯轉

角，靠窗的樓梯間裡用木板隔成房間辦公。當時各庭評議在司

法大廈，推事寫判決就得將案卷拎回木柵宿舍去審閱製作了。

法院還特地發給每人一塊包袱布，以便推事們將卷宗包回家繼

續作業。 

陳世榮是最高法院馬元樞庭長民事第一庭的成員，因此應該就是如張

仁淑所述，除了評議時前往司法大廈以外，其餘時間就因陋就簡的在

家辦公，171戰後早期的司法環境之艱苦，可想而知，然而，陳世榮多

年法曹工作的傑出表現，最後還是被注意到，因而陳世榮在最高法院

推事任內，被總統提名，出任大法官。 

                                               
168 見〈褚劍鴻先生訪談紀錄〉，收錄於前引《臺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第三輯，頁182。 

169 當時基於反共復國國策，以臺灣為暫居之地，因此中央政府各機關多以所接收之日治時期
建築為暫棲之所，除非有疏散至郊區之必要，禁止興建新建築，參見簡笙簧，〈國史館早
期館舍爭取與修建之探討──從北平路到北宜路（1957-1973〉，《國史研究與纂述》5
（2010.12），頁100以下。 

170 見前引〈張仁淑女士訪談紀錄〉，頁236。 

171 臺北市文山區保儀路的順興里有司法新村，落成於1963年2月，是高等法院的宿舍，早期很
多法官都住各地的司法新村，陳世榮也任職過臺灣高等法院，有可能住過木柵的這個司法
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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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義匡扶賴仔肩：大法官時期172 

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制度乃是依照憲法所創設，在憲政秩序的關鍵

時刻，往往扮演重要角色，按照司法院組織法第四條的規定，擔任大

法官必須具備以下資格之一：173 

大法官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實任法官十五年以上而成績卓著者。 

二、曾任實任檢察官十五年以上而成績卓著者。 

三、曾實際執行律師業務二十五年以上而聲譽卓著者。 

四、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專任教授十二年以

上，講授法官法第五條第四項所定主要法律科目八年以

上，有專門著作者。 

五、曾任國際法庭法官或在學術機關從事公法學或比較法學之

研究而有權威著作者。 

六、研究法學，富有政治經驗，聲譽卓著者。 

具有前項任何一款資格之大法官，其人數不得超過總名額

三分之一。 

第一項資格之認定，以提名之日為準。 

陳世榮戰後歷任檢察官、法官，應是以第一款「曾任實任法官十五年

以上而成績卓著者。」之規定符合大法官的提名資格，在1997年第4

次修憲之前，中華民國憲法本文第七十九條規定： 

司法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

之。 

司法院設大法官若干人，掌理本憲法第七十八條規定事項，由

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172 此為臺灣漢詩詩人謝尊五（1872-1954）於1953年發表的詩，詩題為〈祝臺灣詩壇創立兩週

年紀念〉。 

173 該法制定於1947年，第四條曾於1957年修正，沿用至今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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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陳世榮被提名當時，大法官員額並無法律明文限制，直至1997年

第四次修憲後才於增修條文第五條明定「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並

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而到2000年第六次修憲，才在

增修條文第五條明定由立法院行使大法官任命同意權，故陳世榮被提

名時，乃是由監察院行使同意權的，除了以上的法規限制外，當時的

大法官提名也有一些不成文的規定在，首先是法官加入國民黨問題，

本來在北洋政府時期，司法界有提倡「司法不黨」的司法獨立倡議，

司法官入黨的不多，但是到了訓政時期，司法黨化的風氣逐漸表面

化，司法部部長王寵惠，在1929年國民黨三屆三中全會上，代表司法

院作了「關於司法改良計畫事項十八年三中全會大會之司法院工作報

告」，提出了今後司法改良的方針，其中第一條就是「司法官要黨

化」，1935年全國司法會議召開前夕，司法院院長居正發表了「司法

黨化問題」的長文，更進一步主張司法官必須從靈魂深處加以黨化。174

到了臺灣以後，司法官黨化雖然沒有那麼赤裸裸的公開主張，但是當

時的司法首長如戴炎輝、洪壽南等都被要求必須要加入國民黨，想要

擔任庭長以上職務也通常被要求要加入國民黨，175當時以黨領政，大

法官提名作業，從第一屆到第五屆，都是要先經過國民黨中央常務委

員會通過才行，176如果不加入國民黨，很可能在司法人事的升遷上會

受到影響，陳世榮在被提名大法官時，應該也會遇到類似的問題。 

其次是省籍限制方面，據孫森焱先生回憶，大法官從第一屆到第

五屆之前，臺灣人要擔任大法官都有省籍方面的限制，到第六屆大法

官這種限制才消失，177第一屆大法官23人中只有蔡章麟是臺籍人士，

第二屆大法官17人中只有黃演渥是臺籍人士，然而到了第三屆大法官

                                               
174 張仁善，〈國民政府時期司法獨立的理論創意、制度構建與實踐障礙〉，收錄於林乾編，

《法律史學研究》1（2004），頁240。 

175 曾任司法院長的戴炎輝是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曾任司法院副院長的洪壽南則被表揚為黨
性堅強，見前引劉恒妏，〈戰後臺灣司法人才養成背景的日本因素〉，頁400。 

176 見〈史錫恩先生訪談紀錄〉，收錄於前引《臺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第六輯，頁75。 

177 見前引〈孫森焱先生訪談紀錄〉，頁177。1993年國代修憲時，謝瑞智等國代也提議監察委
員、考試委員、大法官的省籍限制應予打破。見〈蘇俊雄先生訪談紀錄〉，收錄於前引
《臺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第六輯，頁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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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人中，卻有黃演渥、戴炎輝、陳世榮、翁岳生等四名臺籍人士，似

乎有違均衡，原因何在？據翁岳生回憶：178 

戴老師於1971年被任命為司法院 大法官，隔年升任副院長。

當時大法官人選有省籍限制，戴老師之職缺就由最高法院之陳

世榮法官與岳生遞補第三屆大法官。 

也就是說第三屆大法官（任期1967-1976）中，原本1967年由蔣中正

總統所提名的大法官中，出缺必須補提名，首先是在1971年補提名戴

炎輝先生出任大法官，然而1972年戴炎輝又出任司法院副院長，因此

1972年蔣中正總統一口氣提名最高法院院長陳樸生、最高法院庭長范

馨香、最高法院法官陳世榮、以及臺大法律系教授翁岳生等四名遞補

第三屆大法官，179然而既然有省籍限制，照理是缺一補一，何以缺一

補二？合理的推測是，1972年補提名時，先前已有的第三屆大法官

中，已有黃演渥跟戴炎輝是臺籍人士，黃演渥為法官背景、戴炎輝為

學者背景，因此以陳世榮遞補1971年過世的黃演渥之遺缺，而戴炎輝

所空出來的席次，則由翁岳生遞補。180 

1972年陳世榮遞補第三任大法官後做成的第一號大法官會議解

釋，是1972年12月的釋字第134號解釋，而第四屆大法官任期屆滿為

止所做成的最後一號大法官會議解釋，是1985年9月的釋字199號解

釋，共做成66件解釋，該等期間，陳世榮提出次數相當多的不同意見

書，茲將陳世榮就任大法官期間，提出不同意見書的各號大法官會議

解釋整理成如下簡表 

                                               
178 見林秀雄等，《身分法之回顧與前瞻──戴東雄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臺北，元照

出版公司，2017.8），〈翁岳生序〉。 

179 參見翁岳生，〈紀念戴老師炎輝〉，收錄於前引《法學哲人戴炎輝博士回憶集》，頁91。 

180 黃演渥（1902-1971）戰前歷任臺北、嘉義、臺南地方法院判事、高等法院判事。戰後歷任
臺灣高等法院推事（法官）兼庭長、最高法院推事等職。1958年被提名並任命為第二屆大
法官，1967年連任，1971年病逝於大法官任內。是陳世榮東北帝國大學的先輩，而戴炎輝
則是陳世榮臺北高校的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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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世榮擔任大法官期間，大法官不同意見書簡表 

釋字 
號碼 

公布

年代 
解釋爭點 不同意見書提出者 

134 1972 
被告已知自訴內容並為辯論，得以未受送達

認判決違法？ 
王之倧、金世鼎 

135 1973 
上級法院誤為廢棄或發回之救濟程序？ 金世鼎、陳世榮 

李學燈、王之倧 
136 1973 徵收判決執行費時應扣除假扣押等執行費？ 陳世榮、金世鼎 
137 1973 法官審判受法規釋示之行政命令拘束？ 王之倧、金世鼎 
138 1974 審判進行中案件，追訴權時效繼續進行？ 陳世榮、金世鼎 

139 1974 
在不妨害原設定典權範圍內，得再設定抵押

權？ 
陳世榮、金世鼎 

140 1974 
就已起訴個案復為違法不起訴處分，如何救

濟？ 
陳世榮、李學燈 
翁岳生 

142 1975 
54年營業稅法修正施行前之漏稅得依新法課
徵？ 

金世鼎 

143 1975 購買火車票轉售圖利，構成詐欺？ 管歐 

144 1975 
得易科與不得易科之罪併罰而不得易科，須

載易科標準？ 
王之倧 

145 1976 
院2033號「多數人」意涵？ 曾繁康、陳世榮 

金世鼎 

146 1976 
刑事判決確定後，發見認定之事實與證據不

符時之救濟？ 
王之倧、陳世榮 
金世鼎 

147 1976 
夫納妾為不履行同居義務之正當理由？（說

明：自本號以下為第四屆大法官） 
陳世榮、姚瑞光 
楊與齡 

149 1977 未繳足之更審前裁判費應命何人補繳？ 姚瑞光 
150 1977 第一屆立法委員遇缺停止遞補之命令合憲？ 姚瑞光 

151 1977 
代用之空白完稅照遺失，得比照遺失查驗證

規定補稅？ 
陳世榮、姚瑞光 

153 1978 
抗告未繳費，未命補正逕駁回之確定裁定，

屬適用法令違憲？ 
陳世榮、姚瑞光 

154 1978 限制更行再審之判例合憲？ 姚瑞光 

155 1978 
基層特考規則關於實習等規定合憲？ 
解釋文  

姚瑞光 

156 1979 變更都市計畫為行政處分？得提行政爭訟？ 陳世榮、姚瑞光 

157 1979 
對私校不具監督權之公務員，得兼私校董事

長或董事？ 
陳世榮、姚瑞光 

158 1979 行賄人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消極資格規定？ 陳世榮、姚瑞光 
159 1979 刑事判決書登報之處分如何執行？ 陳世榮、姚瑞光 
160 1979 上訴第三審利益額之規定合憲？ 陳世榮、姚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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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1980 
法規生效日之起算，應計入公（發）布當

日？ 
陳世榮、姚瑞光 

162 1980 
行政法院院長、公懲會委員長，適用憲法第

81條？評事、公懲會委員為法官？ 
陳世榮 

163 1980 
耕地承租人因租約終止所得補償金，應課所

得稅？ 
陳世榮、姚瑞光 

164 1980 
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除去妨害請求權，適

用消滅時效？ 
姚瑞光 

165 1980 
地方議會議員在會議時，就無關會議事項之

言論免責權？ 
陳世榮 

167 1981 
公司變更組織，就不動產權利變更名義，須

課徵契稅？ 
陳世榮、姚瑞光 

168 1981 
裁定駁回不應行政訴訟或違法定程序之案件

違憲？ 
姚瑞光 

171 1981 
父母濫用親權，其最近尊親屬得糾正，

「其」指何人？ 
姚瑞光 

173 1982 
共有土地分割無償移轉，取得價值增多者納

增值稅之函釋違憲？ 
姚瑞光 

174 1982 
司法院解釋所據之法令變更，未變更解釋

前，解釋效力？ 
翟紹先 

176 1982 在我國領域外行使偽造文書之刑責？ 陳世榮 

177 1982 
民事確定判決不適用法規致影響裁判，得再

審？ 
姚瑞光 

178 1982 刑訴法「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之意涵？ 陳世榮、姚瑞光 

179 1983 
律師代理之案件，未命補繳裁判費逕駁回違

憲？ 
鄭玉波 

180 1983 
土地增值稅徵收及漲價總數額計算規定違

憲？ 
陳世榮、姚瑞光 

181 1983 
審判期日應調查之證據未調查，判決屬違背

法令？ 
陳世榮、姚瑞光 

184 1983 
地方議會審查總決算，審計機關須提供原始

憑證？ 
姚瑞光 

186 1984 除權判決經撤銷後，原股票之效力？ 陳世榮、姚瑞光 

187 1984 
退休公務員請領年資等證明被拒，得行政爭

訟？ 
陳世榮、姚瑞光 

188 1984 
解釋之生效日？解釋得為再審、非常上訴理

由？ 
陳世榮 

193 1985 
「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意涵？解釋效力之範

圍？ 
陳世榮 

194 1985 煙毒條例販賣毒品處死刑之規定違憲？ 姚瑞光 
195 1985 再審期間自受送達時起算之判例違憲？ 陳世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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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簡表可知，陳世榮於1972年遞補大法官後，又連任第四屆大法

官（任期1976-1985），總計擔任十四年的大法官，陳世榮擔任大法

官期間，大量書寫不同意見書表達自己的法律見解，第三屆大法官任

內，寫了七件不同意見書，僅次於另外一位大法官金世鼎181，而在第

四屆大法官任內，寫了二十二件不同意見書，也僅次於另外一位大法

官姚瑞光，而該段期間陳世榮的不同意見書總量，則居各大法官之

冠，尤其是在第四屆大法官任內，陳世榮與姚瑞光這兩位出身最高法

院實務系統的法官，提出不同意見書的頻率極為驚人，在那個當時並

不太能容忍不同主張，言論自由受到限制的年代，實屬異類，據陳世榮

在最高法院的老同事，也在第四屆起同任大法官的姚瑞光回憶：182 

我任大法官時，同屆的其他大法官，大多不提出不同意見書，

有幾位大法官一直到任期屆滿，也無不同意見書提出，可稱為

「無可無不可」的大法官。我提出不同意見書的次數較多，而

且多半是批評經表決通過的解釋文是不對的。因此其他大法官

大部分都反對（不願意）我提出不同意見書，我就建議提出不

同意見書的大法官必須具名，表示自負文責。（中略）有一次

全體會議，討論一件解釋案，坐在我兩旁的大法官臨時因事外

出回座，我分別詢問對於剛才討論的問題高見如何？他們不回

答自己的意見如何，卻不約而同的問我，「哪種意見的人數

多？」，這表示他們對於正在討論的解釋案，事前沒有任何準

備，到舉手表決時，始觀察會場情勢，以人多舉手，我即舉

手，敷衍了事。這樣的大法官，恐非僅此二人而已。 

在第四屆大法官十八人中，曾提出不同意見書者有陳世榮、姚瑞光、

楊與齡、翟紹先、鄭玉波等五人，尤以陳世榮以及姚瑞光為多，而從

未提出不同意見書者有陳樸生、翁岳生、林紀東、梁恆昌、范馨香、

                                               
181 金世鼎（1908-1994），字諾九，江蘇人，留學法國，曾任第二屆、第三屆大法官，歷任輔

大、臺大、東吳等校兼任教授，為極少數開授羅馬法的教師。 

182 見前引〈姚瑞光先生訪談紀錄〉，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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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懷瑩、李潤沂、蔣昌煒、洪遜欣、楊日然、楊建華、李鐘聲、馬漢

寶等十三人，顯然以不提出不同意見書者佔大多數，不提出不同意見

書的原因，固然也有姚瑞光所言人多舉手我即舉手，敷衍了事的大法

官，但也有為了要讓解釋文順利通過，激烈討論後同意協商所達成的

結論，而不提出不同意見書的，183但是也可以看出陳世榮擇善固執，

即便當少數意見者也無所畏懼，勇於做一個體制內異議者的氣概了。

如今透過修法，大法官位望尊崇，待遇也已改善不少，但是早期卻非

如此，因為法官是終身職，而大法官有任期制，至少到第五屆大法官

之時，都還被認為「無保障、待遇差」，184當時學者出身的大法官還

可以用借調的名義擔任大法官，大法官任滿後回任大學教書，185而終

身職的法官一旦去當大法官，任滿後能否回任法官，還得看層峰願不

願意支持，186且當時大法官有九年的任期，卻無連任限制，導致有心

連任的大法官於執行職務時，擔心觸怒當局，於生計有所影響，不敢

堅持己見，187因此陳世榮在十四年（1972-1985）的大法官任期期

間，能秉於專業良知，大量的寫不同意見書，而不怕觸怒當局，實在

是非常具有勇氣的舉動。陳世榮在大法官任期屆滿後，「任滿退

休」，188有可能也是跟姚瑞光一樣，在大法官任期屆滿之後失業，

「嚐到老官僚、政學系主要成員的黃少谷狠毒手腕」，189無法回到最

高法院續任推事了。 

                                               
183 如第五屆大法官做成釋字261號解釋第一屆中央民代是否不受任期限制議題時，還因激烈辯

論，導致會議主席翁岳生昏倒送醫，見翁岳生，〈紀念日然〉，收錄於前引《法理學論
叢：紀念楊日然教授》，頁7。 

184 見〈陳瑞堂先生訪問紀錄〉，收錄於前引《臺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第一輯，頁194。 

185 如馬漢寶便是由臺大教授借調為大法官，見〈蘇俊雄先生訪問紀錄〉，收錄於前引《臺灣
法界耆宿口述歷史》，第六輯，頁130。 

186 姚瑞光被當時的司法院長黃少谷整到大法官只任一屆無法連任，且卸任以後，無法回任最
高法院法官，只能在各大學兼課。見前引〈姚瑞光先生訪談紀錄〉，第一輯，頁17。 

187 見〈張特生先生訪問紀錄〉，收錄於前引《臺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第二輯，頁49。 

188 前引《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十輯》，頁316。 

189 據姚瑞光回憶，當時司法院長黃少谷會回聘任滿失業的大法官當司法院顧問酌給車馬費，
見前引〈姚瑞光先生訪談紀錄〉，頁17。第四屆大法官時的司法院長是黃少谷（1901-
1996），湖南人，歷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外交部長、國安會秘書長後，1979年被蔣經
國總統提名，繼戴炎輝之後為司法院長。當時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有政學系（張群
等）、力行社（戴笠等）、CC派（陳立夫等）等派系，姚瑞光認為黃少谷屬於政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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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世榮於提出大法官不同意見書時，主要是引用本國既有法院判

決判例等實務觀點，190再以外國，尤其是日本的立法例、191乃至日

本的判例為輔，192注重判決判例的效力，乃是多年擔任司法實務工作

所養成的習慣，當時沒有電腦檢索可以使用，因此陳世榮於最高法院

法官任內，便請陳計男等司訓所的學生，協助其揀選出可以用的最高

法院判決、判例，分門別類加以整理做成卡片使用，193當時的大法官

會議，一年做成的解釋大概五、六個，與任職法官期間的案牘勞形相

比，相對清閒，因此陳世榮也利用任職大法官期間，把他在最高法院

任職期間整理判決判例以及從事實務司法審判的心得整理出書，主要

集中在票據法以及強制執行法方面，比如《票據之利用與流通》、194

《強制執行法詮解》、195《票據法實用》196等書，都廣受好評，至

今臺灣國內各大學圖書館仍多有收藏，而這些著作，也成為他公餘之

時，在各大學、司法訓練所、財稅人員訓練所等公私立機關兼任授課

或演講的基本教材。197 

伍、結語 

1985年，陳世榮從大法官的工作退休，而於1992年的12月24日耶

                                               
190 如陳世榮釋字159號不同意見書，解釋「刑事判決書登報之處分如何執行？」認為司法院廿

七年院字第1744號解釋一部應予補充，一部應予變更時，引用最高法院民刑庭總會民國廿
四年七月決議、廿七年院字第1744號解釋者是。 

191 如陳世榮釋字157號不同意見書，解釋「對私校不具監督權之公務員，得兼私校董事長或董
事？」時，引用日本國家公務員法者是。 

192 如陳世榮釋字165號不同意見書，解釋「地方議會議員在會議時，就無關會議事項之言論免
責權？」時，引用日最高裁判所大法廷判例（最大昭42.05.24刑集二一卷四號五○五頁）者
是。 

193 見〈陳計男先生訪談紀錄〉，收錄於前引《臺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第三輯，頁89。 

194 陳世榮，《票據之利用與流通》（臺北，正中，1978）。 

195 陳世榮，《強制執行法詮解》（作者自刊，1980）。 

196 陳世榮，《票據法實用》（作者自刊，1982）。 

197 根據比陳世榮小十幾歲的孫森焱回憶，早期擔任司法官的薪水十分微薄，因此為了貼補家
用，即便案牘勞形，也必須奔波各大學機關兼差授課，多賺點外快。見前引〈孫森焱先生
訪談紀錄〉，頁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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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夜過世，生於大正七年（1918年），而在民國八十一年（1992）過

世的陳世榮，享壽七十五歲。在紛亂多變的年代裡，陳世榮從戰前日

本統治下講日語、說臺語的大日本帝國高等文官考試司法科及格者，198

變成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底下說國語的檢察官、法官乃至大法官，渡過

了波瀾萬丈的傳奇一生。 

1970年代，蔣中正總統接連提名戴炎輝、陳世榮、翁岳生等三位

臺籍菁英擔任大法官時，美國外交官對於國民黨開始重視提拔臺籍人

士的轉變，感到很好奇，曾探詢當時年僅三十歲的青年律師張政雄的

看法，當時年輕氣盛的張政雄律師下的評語是：「翁岳生膽小如鼠；

戴炎輝沒有骨頭；陳世榮只會拍馬屁」，199然而我們從陳世榮事後兩

任十四年大法官（1972-1985）的表現來看，陳世榮雖然可能因為二

二八事變的影響，戒慎小心，選擇在個人生活上保持一貫低調，低調

到連公開的照片都很難找到，200但是在當時連辦公處所都很簡陋，必

須在家辦公的最高法院擔任民事庭法官，耐得住寂寞，案牘勞形辛苦

擔任人民司法權益的守護者多年，在大法官任內，又不顧日後生計，

也願意當一個少數派，勇於發表不同意見，薑桂之性，老而彌辣，在

陳世榮傳世的文章或是同年代人的回憶錄裡面，也都找不到所謂拍馬

屁的實證或印象，正所謂「到處口碑符德望，是非毋待蓋棺評。」，201

張政雄律師的批評可能只是一時口快而已，陳世榮雖然沒有從事體制

外的反對運動，但是在體制內堅持改革的這種勇氣，又豈是只想拍馬

屁趨炎附勢的人做得來的呢。 

戰後日本在討論是否單獨與美國等西方國家講和的論爭中，首相

                                               
198 據戰後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方師鐸（1912-1994）的觀察，日治時代的臺灣，因為學校教育
都是以日本語進行，因此有些年輕人甚至連臺灣話都不會說，只會說日語。參見前引方師
鐸，《臺灣話舊》，頁40。 

199 張政雄（1941年-），1960年建中畢業，1964年臺大法律系畢業，與陳水扁、蘇貞昌、謝長
廷等人同為美麗島大審的辯護律師團。曾任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引文見社論「翁岳
生在司法界白混一生」，《美國臺灣公論報》，2007年10月19日。 

200 2017年，師大圖書館舉辦「臺北高等學校創校九五週年紀念特展」，於網站上羅列曾讀過
臺北高校的名人資料與照片，唯獨找不到陳世榮的照片可供展覽，只留一片空白。 

201 陳世榮的臺南州同鄉，漢詩詩人林臥雲醫生（1881-1965）所寫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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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茂曾大罵東京大學總長南原繁是「曲学阿世の徒」，202亦即歪曲

自己的學術，以投世俗之好的馬屁精。陳世榮在白色恐怖、戒嚴體制

下，仍然透過既有司法體制，貢獻所學努力追求公平正義，正可謂

「雄心勃勃饒高節，總為人民辨不平」，203絕非只是與世沉浮而取榮

名的曲學阿世之徒。 

然而正如另外一位戰前（1932年）嘉義出生，曾擔任最高法院法

官多年的司法前輩莊來成所言，法官長年必須如蜜蜂般勤奮工作，假

日加班更是家常便飯，簡直不是人幹的，因此很多法官不喜歡子女繼

承衣缽繼續念法律，當子女擇偶時也規勸盡量別選律師、司法官等法

界人士，204陳世榮與出身北港望族的夫人陳梨雪育有陳崇廉、陳崇

誠、陳智慧、陳智英、陳智美等兩子三女，205悉數於赴美留學後定居

美國，分別從事醫學、土木建築、商業等工作，陳世榮的子女似乎沒

有人在臺灣從事司法官律師等工作的，反倒是陳崇廉醫師的兒子陳仁

宜（英文名字 Lanhee Chen，臺語拼音為 Tan5 Jin5 gi5，1978年生，

家中都說臺語），也就是陳世榮的孫子，目前活躍於美國政壇並執業

律師，陳仁宜擁有哈佛政治博士和法律博士（J.D）學位，是陳家後

代中涉足法政的佼佼者。206 

1992年，司法界的耆宿戴炎輝與陳世榮先後去世，戴炎輝於1992

年7月過世，李登輝總統頒發褒揚令明令褒揚，但是陳世榮於稍後的

1992年12月過世時，李登輝總統卻沒有頒發褒揚令明令褒揚陳世

榮，207反而該年高雄望族陳啟川以捐資興學創辦私立高雄醫學院名

                                               
202 南原繁（1889-1974），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科畢業，是內村鑑三的弟子，其高足有思
想家丸山真男等。 

203 此為戰前曾與李雲從等人在陳世榮的故鄉倡立斗南吟社的詩人陳錫津（1894-1982）的詩，
全詩為「警政卅年雪鬢生，腰間佩劍治橫行。雄心勃勃饒高節，總為人民辨不平」。斗南
吟社創立於1926年（昭和元年），陳世榮的父親陳奎牛也是該漢詩擊缽詩社的成員之一。 

204 見〈莊來成先生訪談紀錄〉，收錄於前引《臺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第五輯，頁51。 

205 前引《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十輯》，頁316。 

206 陳仁宜的父親陳崇廉醫師於1970年代移民美國，陳仁宜出生於美國，名字乃是由祖父陳世
榮所命名，家中成員彼此以母語臺語溝通無礙，在陳世榮逝世前也常定期回臺灣探望祖
父，至於北京話（國語）則正開始學，參見〈華裔哈佛才子 羅穆尼競選大將〉，《世界日
報（美國）》，2012年7月9日報導。 

207 1971年過世的大法官黃演渥（1902-1971），是陳世榮東北帝國大學的學長，曾任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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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獲李登輝總統題頒「興學育才」四字匾額一方，事隔多年，陳啟

川的墓木已拱，結果近年評價兩極，遭校友把「啟川大樓」及「中和

紀念醫院」的招牌卸下，紛爭不斷，208反觀陳世榮，雖然自從調到臺

北擔任法官工作後，便定居臺北，再也沒有機會搬回故鄉雲林縣斗南

鎮居住，但是對於故鄉始終有一份感情在，佔地四百多坪的舊公路局

斗南站、209斗南分局舊辦公廳舍210等等位在斗南鎮繁華地段的土

地，寒林寺大眾爺廟、順安宮媽祖廟、小南天土地公廟，都存有陳氏

家族捐地捐錢的紀錄，流傳於父老的記憶中，因此陳世榮雖然當年未

獲李登輝總統明令褒揚，但是父老們卻不會忘記這位斗南的榮耀，在

心中默默為他豎立起一座豐碑，1993年，在陳世榮斗南鎮南昌路故居

前面，因應市區發展，開發出一條新的道路，斗南鎮公所便將之命名

為世榮街，就是用來紀念1992年剛過世的斗南鄉賢陳世榮大法官，臺

灣雖然有很多的中正路、中山路，211但是以戰後才過世的臺灣先賢來

命名的路並不多，且多以政壇人士為主，212以法界耆宿的名字來命名

的街道，陳世榮應該是唯一的一位。法界先賢雖已杳，典型猶作魯靈

光，回顧陳世榮求學、習法與任職法曹的一生，正是臺灣法律新舊交

織，承先啟後的動盪年代，目前臺灣的司法改革運動風起雲湧，正在

持續進行當中，然而司法獨立不是天賜良機，而是累積了多少努力才

能昂首矗立，213如能透過資料的爬梳與研究，檢視司法前輩所經歷的

                                               
庭長、最高法院推事，與陳世榮學經歷均類似，1971年過世時，雖無褒揚令，但蔣中正總
統曾頒發「勤恪垂型」匾額弔唁，可推知陳世榮過世時李登輝總統亦應該會頒贈弔唁匾
額，但不知內容為何。 

208 〈換高醫大招牌 校友力主創辦人正名 董事會譴責〉，《自由時報》，2017年10月15日，
記者方志賢報導。 

209 該建築群經雲林縣政府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於2015年04月28日以文資二字第
1047404384B號指定為雲林縣歷史建築，為地方仕紳捐地共同參與交通建設之例證。 

210 該建築經雲林縣政府以2009年03月05日府文資字第098240388號指定為縣定古蹟，有部分即
為陳氏家族所有，2018年重新修繕完工，打算作為警察故事館等用途。 

211 根據中華郵政公司統計，臺灣全國一共有185條中正路，184條中山路。 

212 如嘉義市的世賢街（許世賢市長）、臺南市學甲區華宗路（陳華宗省議員）、臺南市學甲
區寶發路（楊寶發縣長）、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黃朝琴省議會議長）、彰化縣彰化市曉
陽路（呂世明縣長）等等。 

213 雲林地方法院王子榮法官，〈「法院國民黨開的」？——正視司法黑歷史，尋找記憶傳承
人〉，《聯合報鳴人堂》，2018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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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與努力，或許可以建立起一個讓臺灣全民更加可以信賴的司法，

傳承共同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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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ce for the Taiwanese people: A Study on 
Tan Se-ing’s career in the legal system  

(1918-1992) 

Lee, Yu-Hsi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d Tan Se-ing’s careers in the legal system as time 

changes. Tan Se-ing’s career in the legal system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1) In the 1920s, he was born in Dounan Town, Yunlin County and 

got a good education in Janpanese. 

(2) In the 1930s, after finishing studies in Tainan Senior High 

School,he went to Taipei High School under the old system of education 

(臺北高校). After that,he attended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Tohoku.He 

paid attention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system in Janpan 

and hoped it could save Taiwan;and passed the Judicial Examination of 

High Civil Service (高等文官考試司法科). (3) After the World War II, he 

encountered with February 28 Incident (二二八事變), and decided to 

become a judge. (4) After the 1970s, Tan Se-ing returned to Justice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and frequently wrote Dissenting Opinions in 

Constitutional Court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people's rights. 

Keywords: Tan Se-ing, Justice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Dissenting 
Opinions in Constitutional Courts, Judicial Examination of 
High Civi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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