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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從一則原住民持土製長槍狩獵

野生動物遭刑事有罪判決之案件（王光

祿案）談起，嘗試分析背後所涉及的文

化、權力、刑法與憲法之間交錯關聯的

四角習題。論述內容分成三大部分：首

先建構文化與規範衝突的基本觀點，作

為分析架構與論證基礎。文中指出狩獵

「違法」只是表象，深層的問題是文化的

可規範性。繼之，進行王光祿案的問題

解析，分別從原住民槍砲管制與狩獵管

理兩方面，檢討現行法規的體系關聯與

                                           
* 投稿日：2018年6月27日；接受刊登日：2018

年10月11日。 
**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 

司法實務的論證理由。最後，提出若干

反思性觀點，期能開啟憲法釋義與刑法

體系的比較課題與法學新思維。 

關鍵詞：原住民、狩獵、野生動物、槍

砲管制、文化、規範衝突、憲

法解釋。 

壹、問題述要：從王光祿案談起 

原住民持槍狩獵，由來已久，始終

遊走在法律邊緣。王光祿，臺灣布農族

的原住民，民國（下同）102 年 7 月間

某日，在臺東縣海端鄉廣原村龍泉部落

往第 1 林班地河床上某處，拾獲土造長

槍 1枝（含瞄準鏡 1具及子彈 5發）（下

稱系爭長槍），持有之。102 年 8 月 24

日晚上 10時 30分許，王光祿在臺東縣

海端鄉龍泉部落的第 3 林班地，以系爭

長槍擊發 3發子彈，獵捕山羌 1隻，供

其家人食用；102年 8月 25日（翌日）

凌晨 12時許，王光祿在同鄉龍泉部落第

3 林班地內某處堰塞湖附近山壁，以系

爭長槍擊發子彈 2 發，獵殺長鬃山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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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供其家人食用
1
。102年 8月 25日凌

晨 2時 50分許，在同鄉廣原村即臺東林

管處關山工作站第 1 林班地河床，為警

攔查，經徵得王光祿同意後搜索，獲知

上情。 

據上事實，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王光祿
2
，涉嫌罪名有

二：一、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

法律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下稱「野

保法」）第 18條第 1款、第 2款、第 41

條第 1項第 1款、第 2款；二、未經許

可持有獵槍罪，法律依據：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下稱「槍砲條例」）第 8條

第 4 項。案經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判決王

光祿有罪（下稱系爭地院判決）
3
，罪名

及刑責分別是：一、非法持有可發射子

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處有期徒刑 3 年

2 月，併科罰金新臺幣 7 萬元；二、非

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處有期徒刑

7月。案經上訴，遞遭駁回確定4
。嗣最

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以原確定實體判

決違背法令為由，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

上訴
5
。106年 9月 28日，最高法院裁定

                                           
1  山羌（學名：muntiacus reevesi micrurus）及

臺灣野山羊（學名：capricornis swinhoei），
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公告

列為保育類野生動物。法律依據為野生動

物保育法第4條第2項。 
2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102年度偵字第

1754號起訴書。 
3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02年度原訴字第61號

刑事判決。 
4  第二審：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3年度原

上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第三審：最高法

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280號刑事判決。 
5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非字第1號。 

停止審判，向司法院聲請解釋憲法
6
。 

參諸刑事法院判決理由，略可作如

下之爭點提要： 

一、 槍砲條例第 20條第 1項有關「原

住民未經許可，持有自製獵槍，

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之「自製

獵槍」之定義為何？是否應限於

「自製」？何謂「自製」？ 

二、 山羌及長鬃山羊是否為野保法

第 18 條第 1 項但書之例外情形

而得獵捕、宰殺或利用？ 

三、 野保法第 21條之 1僅限於「傳

統文化、祭儀」進而獵捕、宰殺

或利用野生動物才能除罪化？ 

四、 與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9 條第 2

項相較，野保法並未規範出於

「自用」亦可獵捕野生動物，則

「自用」是否也能適用野生動物

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予以除罪

化？ 

                                           
6  理由略以：一、現行槍砲條例第20條第1

項有關「原住民未經許可，持有自製獵槍，

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野保法第18條第1
項至第3項規定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受有

種種限制，縱然是原住民，但其不符合同

法第21條之1而違反者，逕以刑責相加，第

41條第1項（甚或第2項加重）論罪處刑。

二、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三、違反

法律保留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四、逾

越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國家肯定

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

及文化」、第12項前段「國家應依民族意

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

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

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

其發展」的規範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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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依據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第 3 項

授權訂定之「原住民族基於傳統

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

野生動物管理辦法」是否不當限

制原住民族之狩獵權？ 

觀諸事實經過，對照爭點提要，顯

示王光祿案非只單一個案，而是整體社

會、國家在法律規範邏輯之下，反覆出

現的文化規訓事件與法現象；不是小眾

原住民面對國家法律的奇絕處境，毋寧

是多元社會持續不斷進行中的價值取捨

與利益權衡，背後蘊藏深厚的文化底蘊

積澱，反映出盤根錯節的法與文化系統

衝突問題，構成文化、權力、刑法與憲

法之間交錯關聯的四角習題，本文嘗試

解析之。 

貳、觀點建構：文化與規範衝突 

王光祿案若非屬單純法條詮釋問

題，則在進入相關法規剖析與個案評釋

之前，宜先確立思考的起始點，建構若

干法理論點與規範衝突法則，俾以之作

為分析架構與論證基礎。 

一、思考起點 

（一）法秩序與文化的關係 

暫且不問法本身也是一種文化
7
，文

                                           
7  關於法作為一種文化，參見 v. Münch, 

Rechtskultur, NJW 1993, S. 1673 ff.; Starck, 
Errungenschaften der Rechtskultur: Menschen-
rechte und Gewaltenteilung, 2011, S. 7（本

文中譯，參見Christian Starck著，李建良主

編，法文化成就，2017年，頁1以下）；David 
Nelken, Comparative Legal Research and 

化與規範的衝突，構成法與文化間互動

所生關聯的一種現象。文化與法律分別

有其獨特的質素，既相互包容，又彼此

牴牾，兩種系統通過異己比較而彰明自

身特性，形成各自的面貌與稜角。法作

為一種社會規範，建立法秩序，邏輯縝

密、可理解性、穩定性（朝令不宜夕改）、

可預見性，為法之為秩序所不可想像其

不存在的要素與條件；文化活動起念於

心、發乎於情，尤其文創藝術，通常不

求精確、忌諱固定、重複不變
8
，殆如詩

云：「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

辛」。文化是人類社會的產物，而有社會

就有法，文化成為法規範的客體，或法

秩序成為文化的外顯框架，文化因而也

成為法的專門學問之一。所謂的「文化

法」
9 即因文化的橫向特性而自成體系，

載錄人類的生活方式、思想方法、乃至

行為慣性及其與法規範的相互映照或互

                                                         
Legal Culture: Facts, Approaches, and Values, 
12 ANN. REV. L. & SOC. SCI. 45, 45-62 (2016). 

8  重複是藝術的禁忌，例如有天下第一行書

之稱的王羲之〈蘭亭集序〉，其中20個「之」

字，無一相同，各有韻味。至若李白〈靜

夜思〉：「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舉頭

望明月，低頭思故鄉」，20個字中出現兩次

「明月」，世代傳頌，則是藝術中之異數，

反證藝術文化之無定律。 
9  文化法，相對應之國外概念，如Kulturrecht

或culture law等，泛指以文化為課題之法領

域，包羅不同客體、地域、部門，樣貌多

元，作為法學議題的討論，無可避免地要

一定的界說與限定。例如歐盟法領域之文

化法，參見Rees/Ukrow, AEUV Art. 167, 
Beitrag der Union unter Wahrung und 
Förderung der Kulturvielfalt, in: Grabitz/Hilf/
Nettesheim, Das Rech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63. EL Dezember 2017, Rn.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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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衝突。 

法既是一種文化，同時也面對文

化。法規範之於文化的弔詭關係在於：

一方面，文化（無論有形或無形）為重

要法益之一，因法律規範而獲得保護或

保存，此「文化保護法」自成獨立法領

域之所由生，文化資產保存法為其中一

例
10
；另方面，根源於文化的行為對個

人法益或公共利益產生影響，因而受到

法律的限制或禁止，以刑法制裁者，所

在多有。不同於文化保護法制直接以文

化作為規範的對象，「文化」行為之所以

受到法律限制或處罰，並非出於國家立

法刻意為之
11
，而是一體適用於所有人

之法律未將特定文化（行為）排除在外

的緣故，導致若干基於文化習俗之行為

落入法律制裁的範疇之內。植基於宗教

文化儀式的「割禮」（circumcisio），其

與傷害罪等刑事處罰或民事侵權責任之

關係
12
，即是顯例之一。於此所涉文化

                                           
10  例如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

稱文化資產，指具有歷史、藝術、科學等

文化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下列有形及

無形文化資產：……」又如德國定有「文

化資產保護法」（Kulturgutschutzgesetz），
亦可供比較。參見Elmenhorst/Heimann, Die 
Neuregelung des Kulturgutschutzrechts, 
Überblick über die Grundstrukturen des 
KGSG, NJW 2016, S. 3398 ff.  

11  直接以特定文化為標的之限制或制裁規

範，本身可能因違反平等原則而違憲。 
12  相關爭議及見解，各國不一，以德國為例，

2012年，司法實務認為「割禮」構成傷害

罪，宗教理由不足以作為阻卻違法事由，

引發討論與爭議。同年，德國立法機關於

民法增訂第1631d條，將男童割禮納入父母

親權範圍。相對於此，針對女性割禮部分，

則於2013年新增刑法第226a條明文予以處

與法律規範問題，重點不在法律以文化

為規範標的，而是立法者是否應就特定

文化行為特設例外規定；或者在司法實

務上，文化得否及如何作為法律解釋適

用甚或阻卻違法的理據？於刑事法領域

有所謂「文化抗辯」
13
的主張與論辯

14
，

源由亦在此。 

近代國家與原民文化的接觸，或混

同融合或彼此衝突，民族格性與國家場

域交互作用，一至於此
15
。原住民群體

與個人記憶交相遞傳，法律如何規範原

住民族文化，構成現代國家憲法文化的

表徵與實然之一，更是嚴肅錯綜的法律

課題，台灣尤具特色，從還我土地運動

到原住民傳統文化的保存與實踐，無一

不與國家法律處於或相容或衝突的關

係。上述法秩序與文化的關聯思考，可

                                                         
罰。相關文獻，參見Wissenschaftlicher Dienst 
des Bundestages, Beschneidung und 
Strafrecht, 29. Juni 2012; Fateh-Moghadam, 
Religiöse Rechtfertigung? Die Beschneidung 
von Knaben zwischen Strafrecht, Religions-
freiheit und elterlichem Sorgerecht, RW 2010, 
S. 115-142. 

13  此所稱「文化抗辯」譯自culture defense一
詞，相關文獻，例如The Harvard Law 
Review Association, The Cultural Defense 
in the Criminal Law, 99(6) HARV. L. REV. 
1293, 1293-11 (1986); Valerius, Der 
sogenannte Ehrenmord: Abweichende 
kulturelle Wertvorstellungen als niedrige 
Beweggründe?, JZ 2008, 19, S. 915.  

14  反對以「文化抗辯」作為阻卻違法事由者，

例如Hörnle, Kultur, Religion, Strafrecht - 
Neue Herausforderungen in einer pluralis-
tischen Gesellschaft, NJW-Beil. 2014, S. 34 ff. 

15  參見李建良，憲法變遷中的原住民族權利

─原住民族自治權的法理論述，收錄

於：人權思維的承與變，2010年，頁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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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原住民傳統文化與規範衝突所生

之法律問題。 

（二）規範衝突與刑法釋義 

規範衝突的意涵與層面有二，其

一，人與規範的衝突；其二，規範自身

的衝突
16
。法源自於人，人既受法規範，

亦與規範發生衝突，諸如文化、風俗、

宗教信仰、思想信念、價值……等；法

規範複雜之社會，非單一或數批條文即

可竣事，所謂「法條有限、人事無窮」

反映的是「人事難定、法條無數」，其自

身存在衝突者，諸如法條體系矛盾、下

位法牴觸上位法……等，在所難免。循

此，本文設題：原住民狩獵與規範衝突，

亦有雙重意義，一是民住民狩獵文化與

法規範的衝突；另一是規範原住民狩獵

行為的法規範自身發生相互衝突或矛盾

的現象與問題。 

如前所述，法律之於文化，概有保

護與限制兩種面向，後者為本文論題，

尤其刑法對文化的罪與罰。相對來說，

文化對刑法的規範與實踐亦產生某種排

斥作用，或形成一定程度的挑戰與改革

壓力；更深層的看，此多少也是（部分）

「法律人」與（部分）「文化人」兩種世

界的交會、碰撞與折衝
17
。法規範得以

                                           
16  此同時是法律解釋與法學方法的基本課

題，參見Röhl/Röhl, Allgemeine Rechtslehre, 
3. Aufl., 2008, S. 153 ff. 

17  Okko Behrends曾以獲有法學博士學位的

德國詩人Heinrich Heine（海涅）為例，分

析何以法學者與詩人無法並存的內在精神

因素，在於法律為自由之故而界定人際的

秩序；反之，詩人則欲突破人際間的秩序，

成為一種文化，筆者認為，在於經年生

成內化的歸納邏輯、演繹方法與理由構

成。著眼於規範法學的視角，法之形成

或決定是（部分）法律人的任務與義務，

諸如立法機關、法官、檢察官、行政機

關等。法的決定過程需要縝密的法律論

證、思考方法或推理步驟，為法釋義學

方法
18
的功能所在，也是法之為法不可

或缺的要素之一。通過理性系統的法律

思維，將社會事實一般化、結構化與體

系化，區辨抽繹出法律上「重要」與「不

重要」的要素，並反覆來回於今昔社會

事實、新舊個別條文與法理體系之間，

為法律人特有的基本能力，也是法律人

的角色、能量暨思維模型得以具像化的

理由（法學的理由）
19
。法之釋義方法

開啟尋找個案正義的路徑，端視法理論

證是否堅實，能否確保特定法領域的內

在融貫性。以刑法與憲法為例，此二法

領域皆以國家權力的核心，儘管重點各

有不同，構成要件該當、違法、有責，

                                                         
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參見Behrends, Heine 
und die Rechtswissenschaft, in: Lipp/Möllers/
von der Pfordten (Hrsg.), Heinrich Heine, 
Dichter und Jurist in Göttingen, 2007, S. 
49-68. 

18  即Rechtsdogmatik，此一用語如何中譯方屬

允洽，暫此不論。相關討論，文獻充棟，

近期著作，參見Bumke, Rechtsdogmatik, 
2017, S. 44 ff.；李建良，法治與法學的民

主反思：法學之為科學的方法論思考，收

錄於：城仲模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

輯委員會編，台灣公法學的墊基與前瞻

─城仲模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上

冊），2018年，頁349-378。 
19  關於法律人的能力，參見王澤鑑，法律思

維與民法實例─請求權基礎理論體系，

2011年，頁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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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與憲法理路同源，論理之藝術，存

乎於構成要件建構、論證、涵攝與論結，

思維重點包括：法益是否受有侵害？涉

及誰的法益？法益應受保護的必要性何

在？法益若受有侵害，則可歸責於誰（國

家、社會、個人）？歸責的法則何在？

是否應予究責？又如何為之？試將此一

連串的提問，用在王光祿案之上，且看

可以得出如何的論證結果。 

（三）狩獵文化的可規範性 

王光祿案所涉諸多爭點，蘊存文化

與規範衝突的古典命題。原住民族狩獵

文化與行政管制規範之間產生衝突，狩

獵「違法」只是表象，深層的問題是：

文化的可規範性，與此串連的思維是：

狩獵是單純的「個別行為」，還是集體性

的「文化」？處罰的是狩獵「行為」本

身，還是狩獵的「方式」（工具）？從「法」

的角度來看，槍砲條例與野保法兩部不

同規範目的的法律
20
，適用在系爭同一

狩獵行為之上，是否構成對狩獵文化的

「肢解」？轉換成行政法、刑法與憲法的

提問，可再細分出：究竟是狩獵的「工

具」具有不法性？抑或狩獵的「標的」

為法之所禁？還是根本性地指向狩獵

「文化」自身，屬於族群集體的不法性？

從行政管制與刑事處罰的角度切入，剖

視公權力與文化的角力關係，值得思索

                                           
20  比較槍砲條例第1條與野保法第1條規定，

可知前者在管制槍砲、彈藥、刀械；後者

旨在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物種多樣性，與

自然生態之平衡，二者規範目的與重點，

顯有不同。 

的問題是，系爭規定究竟仍舊維持「文

化中立」，或者已然構成「管制文化」

或「制裁文化」？ 

原住民族是否享有憲法上的文化權

利，暫且不論
21
，先究問國家規範原住

民族傳統文化的權力正當性，本文的思

維取徑與基本觀點是：文化本身（什麼

是文化）具有不可規範，也因此（超越

行為之）文化本身具不可罰性與不可管

制性；反面以論，唯（根基於文化之）

「工具」（行為）存有法律予以規範的可

能性，但法律應謹守「文化中立」原則，

且須具憲法正當性；同理，表現於外的

「行為」縱令具有可規範性，法律對之進

行規範時，亦須維持文化中立的立場，

同樣須具有憲法上之正當事由。換言

之，與文化有關之行為或工具，國家均

可規範、限制、禁止或處罰，但非因文

化之故，毋寧需另有憲法上的正當理

由，並合於憲法上之法治要求。觀念上

須予澄清者，乃所謂文化的不可規範

性，非指將文化概然排除於法律規範之

外（例如法律對有形或無形文化資產的

保護，即屬文化受到法律的規範），而是

強調文化本身不具可罰性，必須出於行

為所生的外部性，如同思想的不具可罰

性，且不容國家侵犯、受憲法的絕對保

障
22
。誠然，文化與文化行為難於截然

                                           
21  篇幅所限，關於原住民族權利暨文化權的

憲法定位，另文探討之。 
22  司法院釋字第567號解釋理由書謂：「思想

自由保障人民內在精神活動，是人類文明

之根源與言論自由之基礎，亦為憲法所欲

保障最基本之人性尊嚴，對自由民主憲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