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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法律史研究（當然，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也包括整個

歷史學研究）中，大體包括四種方法：文本解讀、社會考

證、民族調查和當事人訪談。 

文本解讀方法的優點是可以不受時間的限制，即我們

生活在當代的人，可以通過流傳下來的文本研究數百年或

數千年之前的法律制度；其缺點則是容易忽視文本之外的

研究史料，或者說容易忽視文本在實際社會生活中的影響

（運用、貫徹）。 

社會考證方法的內容比文本解讀要豐富、複雜得多，

包括歷史上留下來的活動遺跡、考古出土的文物、國家正

式文本之外的文獻資料等。這種方法的優點在於，除了研

究不受時間的限制之外，研究的結論會更加符合社會生活

多元化的原貌，更加接近當時事物的真實狀態，也比文本

解讀更為豐富多彩；其缺點是受考古出土成就的大小、歷

史保留古跡的多少、資料分散零碎狀況等的限制，而且史

料的來源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和偶然性。 

民族調查，即對某些具有「活化石」特徵的民族（種

族）作田野、社會考察。這種方法的優點很明顯，因為對

於現代人來說，要對人類的早期社會進行研究，在文本文

獻、考古資料、保留下來的遺跡都極為不充分的情況下，

要對人類早期社會進行復原研究，利用這種還保留了原始

社會生活習慣的種族群體進行考察、比較、研究，是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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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有效的方法。但這種方法的缺點也是很明顯的，即

這種「活化石」特徵的民族數量有限，大量的民族在近代

化的浪潮中，已自覺或不自覺地進入了現代社會。而且，

即使找到了這樣的民族，對這種民族的典型性、這種民族

中保留的「活化石」特徵中的制度和習慣的代表性與普遍

性等，也都是需要非常謹慎地分析、鑑別的。 

當事人訪談，即對親身經歷或接觸過歷史上的事件、

人物和文獻的當事人進行採訪，通過其回憶描述，再現以

往社會生活的原貌。這種方法，雖然有許多缺點，如當事

人可能因年代久遠而記憶不清，或記錯事實，或可能因某

種不便說出口的原因而故意隱瞞、歪曲乃至偽造某些事

實，或因許多當事人還健在而無法完全真實地敘述一些事

實，等等。但這種方法的優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在研

究離我們生活的時代還不遠的一些人和事時，曾經親身經

歷過、接觸過當時的事件、人物和文獻的那些當事人，比

保留下來的文本文獻和其他資料，要更為真實可靠一些。

因此，這種方法也是中外史學家廣泛採用的方法。眾多傳

記、回憶錄的出版，就說明了這一點。因此，筆者認為，

在這種訪談、回憶得到其他相關資料印證的前提下，當事

人訪談應是研究歷史尤其是研究現代史、當代史的重要方

法。1 

                                                        
1  筆者對歷史研究方法的這種分類，當然是出於分析和說明問題的方

便，同時，比較的方法、訓詁的方法等，在歷史研究中也是非常重

要的。實際上，在歷史研究中，同時使用其中的幾種或者全部方法

的學者和作品也很多。筆者的觀點是，只要有可能，在歷史研究

中，使用的方法愈多，研究成果就會愈加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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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法學家訪談錄》是當代史作品。在上述四種史

學研究方法中，第四種方法是最為適合本書的編寫目的

的。因此，在準備研究當代台灣法學史時，我們首先想到

的就是這個方法。當然，採用這個方法的另一個考慮是，

親身經歷、接觸過20世紀40～80年代末台灣法律事件的學

者，均年事已高。所以，為了洞悉台灣法律、法學發展的

活的史料，設計並完成《中華法學家訪談錄》課題，也是

非常有價值的。 

本書一共採訪了19位台灣的著名法學家，他們不僅在

法學教育、法學研究方面成果豐碩，屬於法學泰斗級的人

物，而且在司法實務領域也成就卓著，在制定、解釋、實

施法律方面身體力行地確保其合情、合理、合法、公平和

公正。尤其是這批法學家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都親歷了

日據後期，或者1945年後光復初期經濟困難、生活拮据、

法治衰敗、社會動盪的時代，都經歷或接觸過20世紀50年

代後台灣所發生的影響其後法和法學發展的人物、事件和

立法等活動。應該說，他們是台灣現代法和法學的探索者

和奠基人，引領了台灣法和法學的發展。  

本書的構思，源於10年前和黃源盛教授的多次談話。

當時，筆者組織實施的《中國法學家訪談錄》（10卷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後陸續出版）已經完成了初稿，正

在編輯修改之中。所以筆者就和黃源盛教授商量，能否對

中華民族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之重鎮台灣的法學家，也進

行一下採訪，作為口述歷史，以保存中國現代法學的珍貴

歷史遺產，黃教授非常贊同。當時就約定，採訪哪些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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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由黃教授確定；採訪人員和經費，由華東政法大學法

律史專業負責。由於去台灣已經屬於出境，手續比較複

雜。為提高效率，最後我們採取了辦「自由行」旅遊的方

式，前後花費了一年多時間，完成了這項工作。 

參加本書訪談、寫作的是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史專業的

四位青年學者：于明教授、王捷副教授、李明倩副教授和

王靜博士。他們雖然還很年輕，但經過本專業多項國家及

省部級課題的調研和寫作鍛煉，在科研方面已經比較成

熟，且工作起來非常投入、充滿激情，比較好地完成了對

各位法學家的採訪。黃源盛教授和夫人李松萍老師安排、

聯繫、參加了整個對各位老師的見面和採訪，非常投入，

也非常辛苦。由於本書涉及的內容比較繁雜，歷史頭緒比

較多，加上都是回憶類文章，記錄過程中可能出現一些不

正確或錯誤之處，謹希望各位被採訪者以及廣大讀者批評

指正。 

《中華法學家訪談錄》屬於現、當代人寫現、當代

事，編寫這種作品，如上所述，既有有利的方面，也存在

著許多困難和缺陷。筆者曾在《中國法學史》第四卷（即

將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序中說過：「現代法律人寫現代

法學史，好處當然是有的，那就是對絕大多數法律事件、

法學成果、討論爭鳴、法律人物都是熟悉的，或親身經歷

過的，甚或是直接參與者和當事人。因此，寫起來當然可

以非常真實，非常細緻，文獻資料也容易收集。但現代法

律人寫現代法學史的弊端也是明顯的。一方面，由於作者

是這一段歷史的見證人，甚至是當事人，因此，作者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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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純粹客觀描述，而一定會加入自己的見

解和體會，甚至是各種情緒。另一方面，由於被描述的學

者都還健在，故考慮到各種人際關係，作者在闡述這一段

歷史時就會有所顧忌，對許多人和事常常不得不作一些

『技術處理』，無法保證其描述的客觀公正。為了避免這

兩個方面的弊端，筆者決心以自己的學術良心為準則，無

所顧忌地、客觀公正地對現代中國這七十餘年法學發展的

歷史作一番系統的梳理，以為學界及其後人留下一點真實

的學術積累。」筆者感到這段話對本書的寫作也是有意義

的。 

為了忠實地反映每一個被訪問者的真實思想和話語，

本書的19篇訪談錄成稿之後，都寄給被訪問者本人審閱

過，以保證訪談錄的原始性和真實性。在撰寫、審閱每一

篇訪談錄時，筆者以及其他各位作者，經常會抑制不住地

歎息、沉思，當然更多的時候是感動和欽佩。這些法學家

的人生道路和學術事業儘管經歷了那麼多挫折和坎坷，但

他們對法治的信念始終沒有動搖。雖然，這些法學大師現

在都已經退休，但他們仍然關心中華民族民主、法治和文

明的進步，關心著年輕一代法律人的成長。有些學者如 

王澤鑑、黃茂榮等還頻繁來回於海峽兩岸，為推動兩岸的

法學教育、法學研究以及法學交流的事業盡心竭力，貢獻

晚年的智慧。  

《中華法學家訪談錄》是華東政法大學法律文明史研

究院、上海市一流學科法律史專業的重點建設項目，本書

的調研、寫作和出版，得到了上海市一流學科建設和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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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高原高峰建設的支持。北京大學出版社副主編蔣浩編審

以及元照出版公司為本書的編寫和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勞

動。在此，謹表示我們一片誠摯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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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漢寶先生訪談錄（1926）
 

⎯⎯中西合璧的大法官 

【簡歷】 

馬 漢 寶 先 生 ， 1926 年

生，祖籍安徽省渦陽縣。幼

時學習英文與傳統儒學。

1950年，自台灣大學法律系

畢業後留校任教。1964年，

進入哈佛大學從事研究工

作。1971年起，先後受聘擔

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

院、奧地利科學院、維也納

大學法學部、香港大學法學院、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法學院以及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客座教授，又擔任聖

路易華盛頓大學法學院訪問教授、北京大學法學院訪問教

授。並在德國慕尼克大學、柏林自由大學、法國國家學術

院講學。在台灣大學法律系任教時間長達五十二年，教齡

創台大教員歷史之最。1982年，憑藉豐富的學術經歷，出

任第四屆大法官，1985年連任第五屆大法官，1994年任滿

退休。 

專業領域為法理學、國際私法、憲法及法律哲學。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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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華法學家訪談錄 

表論文有：〈從歷史發展看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 1、

〈法律教育之前瞻與基礎法學〉2、〈儒家思想法律化與

中國家庭關係的發展〉3、〈國際私法規則之特性及相關

問題〉4、〈外國人投資之法律適用問題〉5。代表專著

有：《西洋法律思想論集》6、《國際私法總論》7、《法

律思想與社會變遷》8、《思上書屋文集》9以及Law and 

Tradi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10。 

一、家學傳承 

馬漢寶，字襄武，1926年出生於湖北漢口。當時，其父馬

壽華（字木軒，號小靜，1893-1977）任漢口地方檢察廳檢察

                                                        
1  馬漢寶，〈從歷史發展看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法令月刊》

2000年第10期，頁120-129。 
2  馬漢寶，〈法律教育之前瞻與基礎法學〉，《律師通訊》1993年第

160期，頁16-21。 
3  馬漢寶，〈儒家思想法律化與中國家庭關係的發展〉，《國立臺灣

大學法學論叢》1991年第1期，頁1-14。 
4  馬漢寶，〈國際私法規則之特性及相關問題〉，《法令月刊》1990

年第10期，頁210-211。 
5  馬漢寶，〈外國人投資之法律適用問題〉，《律師通訊》1984年第3

期，頁10-16。 
6  馬漢寶，《西洋法律思想論集》，1986年版。 
7  初版於1964年，2004年合併國際私法各論的講義再版，並更名為

《國際私法：總論各論》，2014年3版。 
8  中國大陸常見的版本為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本書隸屬於許章

潤主編的《漢語法學文叢》。 
9  馬漢寶，《思上書屋文集》，馬氏思上文教基金會2002年版。 
10  Herbent Han-pao Ma, Law and Tradi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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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漢寶先生訪談錄 3 

長。馬壽華先生也是中國法律界的傳奇人物，他的一生亦反映

著一個時代中國法律的變遷史。 

清末國門洞開，清政府力圖通過變法來重振國威。為了培

養通曉西方法律的人才，政府加快了法學教育的改革，陸續成

立了四十七所西式法政學堂。11馬壽華先生就是在這樣的時代

背景下，成為了中國第一批受到正規西方法律教育的學者。他

十七歲時從安徽渦陽老家考入河南法政學堂法政專科就讀，這

是中國最早的現代化學堂之一。他於1910年畢業，是該校第一

屆畢業生。畢業後，擔任河南開封地方檢察廳檢察官，次年取

得律師資格，同年年末又升任河南高等檢察廳檢察官。從1912

年起，馬壽華先生就擔任法官一職，是中國最早的一批現代法

官。1920年，馬壽華先生調任河南第一高等檢察分廳監督檢察

官。1922年，又調至山西第一高等審判分廳擔任監督推事。

1923年，出任湖北夏口（今漢口）地方檢察廳檢察長。馬漢寶

先生的祖父曾在河南省淅川縣擔任縣知事，也曾研習法律。馬

漢寶先生就成長於這樣一個法律人的家庭裡。 

1926年末，武漢國民政府成立，馬壽華先生任最高法院四

委員之一。但因為寧漢分裂，辭職前往上海。1927年，寧漢結

合，同年年末，馬壽華先生又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司法部民事司

第一科長，就職於南京。不久，寧漢又分裂。馬漢寶先生出生

後不久，就隨家人先移居到上海，又去南京，最後又遷回上

海，居住於法租界英語區國富門路（今安亭路）。馬漢寶先生

幼時的夥伴大都是外國人，因此從小就開始說英語，受英文啟

蒙早。加之小學四年級到初中三年級，受到了名師吳鴻壽先生

                                                        
11  何勤華，《中國法學史》（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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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華法學家訪談錄 

的悉心教導，學習到了標準的英文文法、接受了系統的英文發

音訓練，英語根底愈發深厚。 

馬漢寶先生的父親雖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但他很重視培養

馬漢寶先生的國學素養，將他送到了國學大師王培蓀先生創辦

的南洋初級中學學習「四書」、「五經」。據馬漢寶先生回

憶，王先生要求極嚴，「四書」全部讀完，並要寫「書後」

（即讀後感），「五經」雖念不完，但重要的篇章都要讀。就

這樣，他受到了傳統儒家的嚴格教育，生命中浸潤了儒學的底

色。 

從復旦大學附屬中學畢業後，馬漢寶先生最想讀的兩個大

學專業分別是外文和外交。但父親馬壽華先生建議他攻讀法

律。馬漢寶先生自己說道：「我身為父親的獨子，他當然希望

我學習法律，傳承衣缽的意義我非常瞭解。當時父親還告訴

我，學法律學通了，什麼工作都可以做。這句話深深地刻在了

我的心裡，讓我一生受用無窮。我那個時候認為父命不可違，

另外個人覺得學習法律也不錯，同時也深受父親好友史學家李

宗侗先生所說的『人的興趣並非一成不變，不要把自己局限在

一個框框裡』這句話的影響，12於是就報考了法律系。」13 

就這樣，馬漢寶先生經由父親及其家學潛移默化的影響，

踏入了法律的世界。 

決定報考法律系以後，馬漢寶先生就開始選擇學校。為了

                                                        
12  曾建元、楊湘鈞，〈馬漢寶——融貫中西法律文化的篤行者〉，

《法制史研究》2004年刊，頁197。 
13  陳儀深、潘光哲、王泰升，〈馬漢寶先生訪談記錄〉，載司法院司

法行政廳編：《台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第二輯），2006年版，

頁97。以及曾建元、楊湘鈞，〈馬漢寶——融貫中西法律文化的篤

行者〉，《法制史研究》2004年刊，頁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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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漢寶先生訪談錄 5 

發揮自己的英文優勢，他首先考慮了美國教會在上海興辦的聖

約翰大學，這所大學以全英文授課。他又考慮了東吳大學，因

為東吳大學法學院主要教授英美法，並且多是以英文授課。但

由於兩校都位於當時的日本租界附近，並且1944年正值中日戰

爭，進出日本租界很不安全。因此，父親不同意他讀這兩所大

學。後來馬漢寶先生選擇去復旦大學就讀，主要是因為在復旦

大學附屬中學讀書的成績很好，有直升資格。就這樣，馬漢寶

先生進入了復旦大學法律系學習。 

1947年，當馬漢寶先生讀到大學三年級上半學期時，政局

已然很不安定。復旦大學學生常常因為政治立場不同，發生紛

爭、罷課。同年，馬壽華先生受時任台灣省主席魏道明先生的

邀請，赴台整頓台灣政務。由於馬壽華先生與魏道明先生在

1928年就已經一同就職於司法行政部，魏道明先生是彼時的司

法行政部部長，馬壽華先生是司法行政部總務司司長，兩人關

係親密。所以，收到魏道明先生邀請之後，馬壽華先生就卸任

了在南京司法行政部主任秘書的公職，帶著家人赴台，出任台

灣省政府委員。 

馬漢寶先生離開上海的時候，以為自己很快就可以回來，

故而並沒有帶什麼東西，包括書籍。但誰知，這一去，竟是此

去經年。 

二、學、教於台大 

1949年初，馬漢寶先生進入台灣大學借讀，不久轉為正式

生，1950年畢業並取得法學學士學位。 

雖然，在台灣大學只有一年半的學生生活，但仍有許多讓

他印象深刻的人和事。日據時期，日本統治者並不鼓勵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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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華法學家訪談錄 

念法律。那時，全台灣只有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的前身）

設立的文政學部中有法學專業，因此台灣本地人很少有法學學

者。台灣光復後，台大法律系初期的師資大部分來自中國大

陸。 

馬漢寶先生進入台大法律系時，教授民法的是梅仲協老

師，教授行政法的是洪力生老師，講授國際私法的是查良鑑老

師，講授刑事政策的是曾伯猷老師，講授刑事訴訟法的是林彬

老師，講授羅馬法的是金世鼎老師。據馬漢寶先生回憶，在這

些師資中，最早到台大法律系任教的應當是於1946年從廈門大

學轉來的洪力生老師。14 

台大法律系台灣本省籍的教師，都是在日本接受的法學教

育，並有實務經驗。例如，講授中國法制史的戴炎輝老師、講

授法理學的洪遜欣老師以及講授民事訴訟法的蔡章麟老師。 

馬漢寶先生在台大法律系的班級中，大約五十餘人，本省

和外省同學各占一半，且只有一位女同學。雖語言上有所隔

閡，但同學們人心淳樸，學習認真，彼此相處和諧，關係融

洽。 

1950年，馬漢寶先生成為了台灣大學法律系的第一屆畢業

生。鑑於當時台大師資奇缺，傅斯年校長制定了鼓勵培養本地

師資的政策，從各系畢業生裡選拔成績最優者擔任助教。馬漢

寶先生的成績在當年法律系畢業生中排第一名，是留校成為助

教的人選。當時院長薩孟武先生和系主任洪力生先生都勸他留

校擔任助教。馬漢寶先生本人對研究學問本來就有興趣，遂決

定留下來任教。就這樣，從1950年8月起，馬漢寶先生開始在

                                                        
14  陳儀深、潘光哲、王泰升，〈馬漢寶先生訪談記錄〉，載司法院司

法行政廳編：《台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第二輯），2006年版，

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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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擔任助教一職。 

彼時台大助教主要是做後備師資之用，故以研究為主，甚

少因行政瑣事分心。另外，助教可以自己選擇研究領域，並獲

得相關領域資深教授的指導。與馬漢寶先生一同任助教的還有

陳棋炎先生和劉甲一先生。其中，陳棋炎先生研究的是身分

法，指導教授是戴炎輝老師。劉甲一先生研究的是商法，常請

教梅仲協老師。馬漢寶先生也頗受梅仲協老師的影響與指導，

在梅老師的鼓勵下，以法理學為最初的研究領域。 

馬漢寶先生最先將法理學作為自己的研究領域，與少年時

期的一段經歷也有莫大的關係。因為，他對法理學產生興趣最

早要追溯到與龐德（Roscoe Pound, 1870-1964）院長的關係。

1946年春，從哈佛大學法學院榮退了的傳奇院長、法社會學大

師龐德受其學生楊兆龍先生的鼓勵和邀請，赴中國擔任司法行

政部和教育部的顧問。1946年7月，龐德院長抵達南京。彼時

馬壽華先生正在擔任司法行政部主任秘書，故而負責招待龐德

院長。一次晚宴設於當年8月7日，赴宴的人大多是司法界的前

輩，包括司法行政部次長謝瀛洲、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長楊兆

龍、考試院秘書長史尚寬。但馬壽華先生不會講英語，於是，

正逢暑假從上海來到南京的馬漢寶先生自然而然就成為了翻

譯。當天正值盛夏，天氣酷熱無比。宴席進行中，長輩們紛紛

寬衣去暑。但年少的馬漢寶先生因擔任翻譯之職，再加些許緊

張，卻一直穿著外衣而汗流浹背。龐德院長注意到了這個細

節，十分關心地催馬漢寶先生脫掉了外套，這讓馬漢寶先生感

激不已。席間，經由馬漢寶先生出色的翻譯，眾人交談甚歡，

而龐德對馬漢寶先生也甚表關照。 

馬漢寶先生在復旦大學讀二年級的時候，就已經聽說過龐

德院長。這次經歷，讓他對龐德院長更生敬仰之情。之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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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華法學家訪談錄 

父親的安排下，馬漢寶先生又在南京見過幾次龐德院長。龐德

院長離開中國之前，送給馬漢寶先生一本簽名著作以為紀念。

正是由於早年受啟發於龐德院長，馬漢寶先生對法律哲學的興

趣日增。加之在擔任助教之後又多受梅仲協老師的影響，馬漢

寶先生發表的第一篇重量級的論文就是〈龐德社會利益說之理

論的基礎〉，1956年刊載於《社會科學論叢》第7輯。15該論叢

在台灣法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這也代表著這篇論文的學術價

值。閱讀此文就會發現，論文中引用的資料，大多都是龐德院

長的英文原版著作，可見馬漢寶先生非常扎實的英文水準。同

時，這也是台灣地區第一篇系統評介龐德院長「社會利益說」

的中文論文。 

在擔任助教的過程中，還有一次經歷讓馬漢寶先生受益甚

深。在留校擔任助教的第二年，因為流利的英文口語水準，成

為了美籍教授陶遂（Gray L. Dorsey, 1918-1997）的翻譯。陶遂

教授是第一個赴台任教的美籍教授，他是著名哲學家諾斯羅普

（F. S. C. Northrop, 1893-1992）的高足，也是耶魯大學的法學

博士，專長是法理學及國際公法與憲法，學術造詣很高。受自

由亞洲委員會的邀請，他來台大主要是講授「憲法原理」，本

來課程面向的是研究生群體。但台灣當時沒有任何一家大學設

有研究所。於是，該課程就被安排到了台灣大學法律系四年

級，但快要畢業的學生認為課業負擔已然太重，於是該課程又

輾轉被安排到了台大政治系二年級。將課程安排到政治系也很

符合台大的實際狀況。當時，台灣大學的憲法學課程主要是在

政治系講授。 

                                                        
15  之後又收錄在馬漢寶，《西洋法律思想主流之發展》，臺大法學

1999年版。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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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一星期後，學生們普遍表示聽不懂英語授課。於是，

校方安排時為助教的馬漢寶先生去協助陶遂教授上課。這著實

是個艱巨的任務，馬漢寶先生要在授課前充分瞭解陶遂教授課

堂上將要講授的內容，再對陶遂教授的授課內容進行現場翻

譯，之後再將同學們的提問翻譯成英文。用馬漢寶先生自己的

話說，這一年，不亞於去美國留學了一年。16經過這一年的助

教鍛煉，也讓馬漢寶先生受益良多。在這個過程中，馬漢寶先

生不僅對憲法的興趣大增，願意繼續研究憲法，並且與陶遂教

授建立了深厚的關係。陶遂教授回到美國後，堅持推薦馬漢寶

先生去耶魯大學法學院進修。1953年，馬漢寶先生很順利地獲

得了入學許可，但由於擔任助教過勞，生了一場病而耽誤了入

學。病癒之後，馬漢寶先生升任講師，在台大的事務更加多。

因此，赴耶魯留學就被擱置。否則，馬漢寶先生就是台大畢業

生中第一個到耶魯大學進修的人了。 

1955年，馬漢寶先生升任講師後，即開始講授比較憲法。

當時他所授課的班級中，許多學生成為了後來台大法學院優秀

的教師，例如駱永家、陳明汝、李鴻禧、楊日然。李鴻禧先生

後來成為了台灣憲法學界的知名學者。楊日然先生也在台大法

律系任教多年，對美國憲法研究頗有造詣，擔任過司法院第四

屆大法官（1982年6月11日至1985年9月）及第五屆大法官

（1985年10月1日至1994年7月）。 

除了比較憲法以外，馬漢寶先生還開授了法學緒論課。這

門課的開授也與梅仲協老師有關。梅仲協老師主張法律不僅僅

只有條文，還涉及到許多理論基礎。所以梅仲協老師在擔任系

                                                        
16  陳儀深、潘光哲、王泰升，〈馬漢寶先生訪談記錄〉，載司法院司

法行政廳編：《台灣法界耆宿口述歷史》（第二輯），2006年版，

頁97。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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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的時候，一直堅持法律系一年級的學生要學習法學緒論，

並且對授課老師的法學理論根底也有較高的要求。法學緒論課

程最先由梅仲協老師和韓忠謨老師各擔任一個班次的教學。馬

漢寶先生升任講師後不久，梅仲協老師就把他講授的法學緒論

課讓給了馬漢寶先生，並囑咐一定要堅持去做。馬漢寶先生也

確實遵循了梅仲協老師的囑託，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法學緒論這

門課程，興趣越來越濃厚，並編寫了專門的講義。 

可以說，馬漢寶先生的學術之路，與梅仲協老師息息相

關。馬漢寶先生後來轉去講授國際私法課，也與梅先生有關。

那時候在台大講授國際私法課程的是洪力生先生，之後查良鑑

先生也教國際私法。查先生擔任過上海特區法院的法官，對於

涉外私法案件很有研究。在他擔任國際私法授課教師的時候，

馬漢寶先生上過他的課，也幫他編寫過講義。那時候，馬漢寶

先生對國際私法就已經有了一些興趣。但之後，主要是因為梅

仲協老師擔心台大法學院國際私法的師資不足，敦促馬漢寶先

生將研究領域轉到了國際私法。 

1960年，馬漢寶先生升任為副教授。1964年，又榮升為教

授。同年，在台大研究所分別開設了「西洋法律思想專題研

究」和「國際私法專題研究」。1982年，馬漢寶先生出任司法

院大法官，按照台大規定，改為兼任教授，上課時間也限制為

四個小時。為了保證授課品質，兼顧課程需要，只保留了「國

際私法專題研究」一門課程。之後二十餘年，在台大法律系及

研究所的課程都與國際私法、法律哲學有關。 

三、國際學術交流 

馬漢寶先生早在台大擔任助教時就有機會為學術出國，卻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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