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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序 

法理學是探討法律的基礎道理之學問，有關法的道理以及研究方

法論，古往今來百家爭鳴，莫衷一是，故常令人仰之彌高，鑽之彌

深，讓人望而卻步。但條條道路通羅馬，人世間道理經常殊途而同

歸，古人云：「道生法」，法出於義，義出於理，理出於道。故道生

理，理生義，義生法，法應以道理或義理為正當性基礎，法應具有

「公正性」與「合理性」，亦即應符合人類本性以及事物本質之「道

理」。 

按「真理」沒有「新、舊」之別，思想理論有「正邪、善惡」之

分。以前研究法律，總認為最新學說一定最好，因此趕著流行，掌握

最新學說為榮。但在研究法理學時卻發現，人類智慧早在幾千年前已

經成熟，古聖先賢的智慧經常超越時空，比現代人更有智慧。儒釋道

的思想，即是最佳典範。因此古典學說掌握自然法思想，可謂「道法

自然」。現在各家學說呈現百家爭鳴，紛紛「創新理論」，但也不少

常偏離自然法思想者，反而誤入歧途，捨本逐末，未見真理。因此不

宜過度以追求新知理論為本。否則反而進入迷宮，迷失方向，無法通

達天理之路。 

如果我們能透過體系化與系統化研究法理學，並熟悉各大門派理

論之精華及優缺點，即可尋找出共通之法則規律，所謂「道通為

一」、「吾道一以貫之」，對於各家學說融會貫通，即可發現「通情

達理」的「自然法思想」，傳達表現出天地人間之「正理」與「正

法」，才是研究法理學的光明康莊大道，是邁向「天人合一」之學術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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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嘗試對於古往今來東西方哲學家以及法哲學家的思想觀念，

與法理學之研究具有關聯性，而值得我們學習參考的，均儘量搜集納

入，期盼本書能夠集合各家之智慧精華，而呈現綜合統一整體法理學

之智慧，作為研究法理學之入門書籍。但因作者所學有限以及時間上

限制，仍有許多有智慧的名著未能參考，留待日後補充。 

本書第三版能夠順利出版，應感謝家人支持與鼓勵作者專心學術

工作，也感謝東吳大學博士班同學陳旺聖君以及碩士班同學廖瑜玲、

林韋廷及黃于軒三位助理，協助蒐集資料與校對，也特別感謝元照 

出版公司編輯同仁協助編輯與校對。 

本書仍有許多缺漏不足之處，留待將來繼續補充。並請各方賢達

惠予指正為荷。 

 

 陳清秀謹誌 
於台北王道法學書房 

2020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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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法理學是研究法律學的哲學思維方法，亦即研究「法律之道理」

的學科，法律學研究者在研究各個部門領域的法律學科，最後均可歸

納總結出某些法律思想與原則，這類法律思想與一般原則，再進一步

歸納分析，即可導出許多法律所共通的思想原理，這類思想原理，即

是法理學所研究之課題。 

法理學在整體法學領域上，可謂處於法學的最高峰，如果能夠研

究法理學，即可將其理論運用於各個部門的法學研究上，而獲得許多

創意與靈感，因此，法理學也是法學研究者獲得創意與靈感的泉源。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

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法學者如果登上法學最高峰的法理

學，即可高瞻遠矚，視野遼闊，對於研究部門法學，即可如虎添翼，

飛龍在天。因此，法理學在各大學法律系多列為必修學科，可見其重

要性。 

法理學的研究，自古以來即處於百家爭鳴的狀態，研究方法與內

容海闊天空，莫衷一是，因此，研究者容易迷失方向。有關法理學的

各家學說理論均有其優缺點，彼此可以截長補短，因此均值得重視與

研究。倘若時間有限，無法全面觀照時，則可以先從事物本質的「自

然法思想」入門（接地氣），接著研究正義等法理念的「價值法學理

論」（順天理），而後再研究利益衡量與利益平衡的「利益法學理

論」（應人心），即可達到「天地人三合一」的王道思想的法哲學境

界。其後行有餘力，再補充各家學說之精華，以圓滿法理學的崇高思

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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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法理學教科書仍處於發展中階段，其對於各家學說之綜合整

理，體系化分析，仍屬少見。為此本書綜合參考德國法理學論著（包

括中國大陸翻譯許多德國法理學名著）、日本法理學教科書以及國內

黃茂榮教授、楊日然教授以及楊仁壽教授等法理學之著作，以系統化

分析整理各家學說方式，撰寫本書。 

本書可作為法理學之教科書使用，也可以作為實務上研究法學之

方法論書籍參考，對於法律制度之建構應注意事項、法律解釋方法及

適用方法等，也可供參考。期盼本書之出版，可以協助有興趣研究法

學者提高其法學專業研究能力，共同為增進人類福祉作出更大貢獻。 

本書之出版，特別感謝東吳大學法學院提供作者講授法學方法論

與法理學之課程，讓作者有機會系統化研究法理學，而選修課程同學

們熱心參與報告，也使作者獲益良多。其次，東吳大學法研所學生 
李俊緯、林亭宇、賴珮瑩、林韋廷、邱顯丞及盧至善等諸位同學以及

國立中正大學法研所博士班黃衛同學協助搜集整理資料，也表示感

謝。最後，元照出版公司編輯團隊鼎力協助編輯與校對，備極辛勞，

特予致謝。 

法理學可研討之議題，可謂海闊天空，本書無法全部加以分析探

討，留待以後出版新版時，再予以補充。 

本書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期盼各方賢達惠予雅正。 

 

 陳清秀謹誌 
於敦南誠品 

中華民國106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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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法理學之意義及其任務 

一、意 義 

意 義 
法 理 學 又 稱 法 哲 學 或 法 律 哲 學 （ Rechtsphilosophie, Legal 

Philosophie），對於法進行「形而上學的思辨考察」尤其如何將正義

理論納入法學中進行探討，可謂屬於「法的一般理論」1。法理學乃

是對於法的全部（包括法的一切表現形式以及法教義學）進行系統

化的觀察、思維與驗證，以獲得可被驗證的知識。法理學應研究法

律制度之合理性、正當性，以及法律制度之基礎與作用，以培養

具有獨立思考與判斷能力的「法學家」，而不是熟悉適用法律的

「法律技術匠」（法匠）2。學者德沃金（Ronald Dworkin）亦認為

法理學是「法律實踐的證立理論」，「法理學是裁判的總論，任何

法律上決定的沉默序言」，「法理學是任何法律實踐尋求證立強制

力行使正當性的先決理論」3，此一見解比較偏向於法理學在法律的

實踐面向上之運用。 
法理學乃是指引研究法學方向的「光明燈」（猶如燈塔），也

是發揮法學創造力的靈感「泉源」，為培養法學家必經之路。誠如

德國法理學者伯恩‧魏德士（Bernd Rüthers）指出：「如果法律工作

者不有意識的選擇自己的法理學立場，將形成社會與政治的風險。

                                                                                                 
1 加藤新平，法哲學概論，1976年初版，有斐閣，頁24以下。 
2 伯恩‧魏德士著，丁曉春／吳越譯，法理學，2013年第1版，法律出版社，頁

19以下。 
3 莊世同，從「法概念」到「法理學」──德沃金《法律帝國》導讀，台灣法學

雜誌，第185期，2011年10月，頁117-125。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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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歷史所表明，法律工作者如果不意識到其職業活動的影響面

（有如盲目飛行）就很容易導致可怕的後果，他們有意無意的成了

當權者工具。」4 
法理學包括法律哲學以及法學方法論兩個部分。法學研究如果

僅偏重在有關「法的內部之一般理論」，就法的內部構造進行分

析，亦即對於實定法體系中所包含的各項原理原則以及各項法律概

念的分析，而不對於法與外部關係（例如社會、政府、正義等）之

連結（法外部性）進行分析，則構成所謂「分析法學」（Analytical 
Jurisprudence），也屬於法理學之一環，但因為相對較為欠缺哲學方

面的探討，其研究對象範圍較為狹隘，尚不宜稱為「法哲學」。蓋

哲學用語即必須探討法的理想層面、有關正義的理論或一般法世界

上的基礎前提，如果不探討法的理念的體系考察，而僅探討法的內

部構造之法概念論、法律上的基本概念，則範圍過於狹隘5。 
傳統的自然法論研究實定法的淵源、存在理由、拘束力的根

據、指導理念與基本原則以及正義等有關理論，因此屬於法哲學的

一種6。 

與其他相關法學領域（法社會學）之區別 

法學研究目標 
依 據德 國 學 者曼 弗 雷 德‧ 雷 賓 德（ Manfred Rehbinder）之 見 

解7，對於法學的研究可能有三項不同的認識目標： 
其一是探討法的正義的問題，亦即探討特定法規背後的價值觀

念 ， 並 審 查 其 前 提 問 題 。 因 此 研 究 標 的 乃 是 「 法 的 理 念 性 」

（Idealität des Rechts）。 
其二是探討在哪些情形應適用法規範的問題，亦即探討特定法

                                                                                                 
4 伯恩‧魏德士著，丁曉春／吳越譯，法理學，2013年第1版，法律出版社，頁

148。 
5 加藤新平，法哲學概論，1976年初版，有斐閣，頁21以下。 
6 加藤新平，法哲學概論，1976年初版，有斐閣，頁7以下。 
7 Manfred Rehbinder, Rechtssoziologie, 4. Aufl., 2000, 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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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的意義內涵。因此研究標的是「法的規範活動」（Normaktivität 
des Recht）。 

其三是探討法的實際面問題，亦即探討法規範的社會真實面

（即法律生活），因此其研究標的乃是「法的真實性」（Faktizität 
des Recht）。上述三個面向，可以稱為「價值科學」、「規範科

學」以及「經驗科學」（法的三個面向理論）。 
上述第一個面向探討正義之法，是「法律哲學」的課題。第二

個面向探討法的規範內容是「法教義學」的課題。第三個面向是探

討法的社會真實性問題，屬於「法社會學」研究的課題。 

法社會學 
法社會學研究對象，可以包括： 
作為法律學出發點之制定法上之基礎，亦即促成法形成的社

會力，搜集分析產生此一現象之原因事實，並瞭解其因果關係。例

如某項法律之制定，是基於何種社會背景原因產生8。 
法律制度在司法實踐以及現實生活領域所實際運用情形，包

括重要社會現象之法律事實（包括在人類社會組織中對於個人的地

位進行決定之慣行、支配關係、占有關係、交易契約、法人或團體

的組織章程、其他處分行為、繼承等），以及將法規作為單純的事

實，考察其起源及其效力9。 
為探討活生生的法，應瞭解「社會的發展法則」，其必要的方

法乃是歷史學的方法與比較民族學的方法，以便可以從事物之本

質，「鑑往知來」10。同時應全面一系列從具體生活事實的觀察，例

如 探 討 具 體 的 習 慣 、 支 配 關 係 、 法 的 關 係 （ 契 約 、 章 程 、 遺 囑

                                                                                                 
8 例如因為國內稅法學者長年推動，以及時代力量興起，而於民國105年12月28
日公布制定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民間版為主）。 

9 Eugen Ehrlich著，河上倫逸／M.フーブリヒト譯，法社會學の方法
（Grundlegung der Soziologie des Rechts, 1913），1984年初版，ミスず書房出
版社，頁467-474。 

10 Eugen Ehrlich著，河上倫逸／M.フーブリヒト譯，法社會學の方法
（Grundlegung der Soziologie des Rechts, 1913），1984年初版，ミスず書房出
版社，頁498。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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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推論歸納導出一般化的適用理論（觀微知著）11。 
龐德即認為對於法制史應進行社會學研究，即不僅研究法律原

理如何演進，也要研究此類法律原理在過去發生何種社會效果，以

及如何發生的。亦即應對於下列問題從法制史角度進行研究：過

去之法律如何在社會、經濟及心理條件下成長？以及成長至何種程

度。法律如何與此類條件相適應。如果現在我們以過去之法律

為基礎，或不以之為基礎，又將會產生何種結果12。 
法社會學探討的主題，應盡可能包括下列各項13： 
歷史的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的觀念：關於任何法律規定的社

會利益狀態，其目的觀念，以及其利益衡量之價值判斷。 
在公布法律時的實際的（也許不同的）歷史的利益狀態。 
至今或許有不同的社會利益狀態。 
法律規定在實際上對於社會發生的影響。 
有關補充或背離任何法律規定、典型的契約訂定、商業習

慣、交易倫理、新的習慣法，其有關事實情況，例如現今存在的法

的真實面的原因。 
此外，另有所謂社會學的法學，與法律社會學大致相同，但其

引進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法學，注重法律的作用及效果，強

調法律所要促進的社會目的，把重心放在法律的實際運作上，而不

是法典中的條文內容及判例，並以促進改善法律作為法學努力的目

標14。 

法史學 
又法學的研究，也有關注法史學（法制史）的研究，亦即瞭解

                                                                                                 
11 Eugen Ehrlich著，河上倫逸／M.フーブリヒト譯，法社會學の方法
（Grundlegung der Soziologie des Rechts, 1913），1984年初版，ミスず書房出
版社，頁495。 

12  龐德，法理學，第一卷，1959年，頁355。轉引自沈宗靈，法理學，2007年2
版，五南出版，頁277。 

13 Manfred Rehbinder, Rechtssoziologie, 4. Aufl., 2000, S. 21. 
14 張文顯，法哲學通論，2009年第1版，遼寧人民出版社，頁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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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的過去，才能「鑑往知來」，判斷其未來走向。而瞭解法

（學）的過去生成與發展歷史，才更能瞭解法（學）的當前現狀15。 
法制史研究，尤其應當瞭解人類歷史上「法律思想」與制度的

歷史變遷，「明其原委，考其源流，觀其會通」16，掌握其間因果關

係循環規律，以及事件本質之共通性，期能獲得「通達事理」之能

力，對於現行法秩序之發展，提供某種程度之反省思考17。亦即要探

求不同歷史時空脈絡下的社會變遷與法律變遷，包括從歷史的脈絡

中考察人類的法律活動，以尋求從過去歷史上先聖先賢的經驗智慧

中，發現出種種「法律研究思考方法論」以及其反映事件本質之

「自然法思想」觀念18，以運用於解決現代社會之法律問題19。 
德國學者拉倫茲表示法規範是人類所創造的事物，成為一種歷

史現象，而歷史世界具有持續性與可變性，它在時代更迭中繼續存

在，也不斷有新的事物加入其中。「法規範同樣也具有『歷史的時

間結構』，可以在不同的時代中繼續保存，同時處於一種不斷適應

──由人類所影響的歷史時代之──改變的程序中。任何人想要瞭解

法的當下情況，就必須同時考量它的歷史演進以及它對於未來的開

放性，過往對於──在歷史中演變之──法的持續影響，這正是法史

學之課題。」20 

                                                                                                 
15  張青波，法學理論──多維與整合，2016年第1版，法律出版社，頁52。有認
為「歷史研究法是針對過去所發生的歷史事件，作有系統的探討，以系統搜集

與客觀評鑑往昔事實的資料，以考察有關事件的成因、發生結果或趨勢，俾能

提出準確的描述與解釋，進而解釋現況以及預測未來的一種歷程。」（周甘

逢，歷史研究法，教育研究4，1995年1月，頁79-94） 
16  黃源盛，法史與法理之間，收於鄧衍森等主編，法理學，2020年第1版，元照
出版，頁38以下。 

17  黃源盛，法史與法理之間，收於鄧衍森等主編，法理學，2020年第1版，元照
出版，頁33。  

18  「夫傳錄古書，當問其義理之是非，不當論其篇頁之完闕。」（《周易集
傳》‧八卷（浙江巡撫采進本）。http://ourartnet.com/Si-Kuquanshu/004.asp.
﹙瀏覽日期：109.9.30﹚。 

19  黃源盛，法史與法理之間，收於鄧衍森等主編，法理學，2020年第1版，元照
出版，頁39。 

20  Karl Larenz著，陳愛娥譯，法學方法論， 2010年初版8刷，五南出版，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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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學者拉德布魯赫認為從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來看，將法律視

為經濟的一種表現形式，因此將法律形式當成法律材料的一種表現

形式，法律的形式完全受到歷史與社會條件的制約，而並非取決於

任何普適形式的組成部分。然而我們不可否認文化形式本身之固有

的規律性，尤其法律形式本身固有的規律性，法律必須保持公正

性，法律的形式是正義的形式，是平等與普遍適用的一般性形式，

因此法律是不同「形式」與「材料」的產物。其中有時是形式因素

占優勢，有時是材料因素占優勢21。而且法律的連續性，就來源於歷

史的連續性（法律歷史的延續理論）22。 
在研究法制史時，其法律制度之生成背景（政治經濟社會環境

需要因素）、執行結果以及當代思潮、人類知識與智慧程度等，均

足以影響法規範之內容。因此，法制史之研究，也屬於「動態法

學」或活生生的、不斷生長的「有機體法學」之研究23。 

二、法理學的任務 
法律哲學的任務，在研究「應然法律」、「正當法」（公正

法、理想法）與「正義」。其任務包括：什麼是正當法，如何

認識及實現正當法。一個理性的正義理論，作為實定法的評價標

準，同時也發展出一個法律效力的學說24。 
日本學者平野仁彥則主張法哲學應研究法的整體形象問題以及

法的理念問題25。前者研究法的規範性與體系性，包括法的體系構

造、法與道德之區別、法秩序之全體構造以及法的權利義務關係

                                                                                                 
21  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著，王樸譯，法哲學，2013年第1版，法律出版社，頁

100以下。 
22  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著，王樸譯，法哲學，2013年第1版，法律出版社，頁

104。 
23  法律制度之變革，有可能成功，亦有可能失敗，未必均朝向有益於國家社會發
展方向發展，有時因為執政者之能力智慧不足，其改革制度方向，反而朝向無

法經世濟民之方向發展。因此歷史上「蕭規曹隨」，傳為美談。 
24 阿圖爾‧考夫曼著，劉幸義等譯，法律哲學，2011年第2版，法律出版社，頁

9。 
25 平野仁彥／龜本洋／服部高宏，法哲學，2007年初版9刷，有斐閣，頁7。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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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而後者則研究法的理性性與實踐性，包括法的理念、法的任

務、法的理念如何具體化運用於法規範？法應具備何種理想內容？

上述兩項研究考察課題，又可區分為三種類型26： 

法的一般理論 
包括法體系的構造、法規範與其他社會規範之區別、法的強制

特質、權力的概念，對於法的整體形象進行觀察研究，主要針對法

的認識及理解有關領域。 

法價值論 
法價值論乃是研究法學上價值判斷的理論，法學上之評價，不

問其屬於行為的評價、制度的評價，或評價標準本身，最後的論斷

均與正義有關27。又可稱為「法的理念論」，從正義作為法的基本價

值之核心等內容，探討法應具備何種內容之問題領域。在理論上究

明自由平等與人權等，應然的法律制度或法律秩序，又可謂是法的

規範理論。 

法學方法論 
將法學一般理論以及法的價值理論運用於法律實務的實踐上，

在實務上如何進行法的思考以及其基礎的分析探討為中心領域。 
依據德國學者伯恩‧魏德士教授的見解，法理學的功能有三：

經驗功能，分析功能，規範功能28。 
法理學的經驗功能 
在於系統的觀察法律適用的功能，要研究法在社會中被實際運

用與遵守以及是否得到法官及人民的認可。 
法理學的分析功能 
法理學要對於法律語言、法的基本概念、法律的規範結構以及

                                                                                                 
26 平野仁彥／龜本洋／服部高宏，法哲學，2007年初版9刷，有斐閣，頁8。 
27 楊日然，法理學，2011年初版2刷，三民書局，頁7。 
28 伯恩‧魏德士著，丁曉春／吳越譯，法理學，2013年第1版，法律出版社，頁

13以下。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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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的建構進行研究。因此法理學有助於法律制度的統一29。 
法理學的規範功能 
在研究法規範的問題，包括法的概念、法的效力原因以及法律

的適用方法。法理學也研究法內容之學說，要探求正義之法30。 
法理學的研究範圍，各方學說見解不一，本文認為其主要應研

究之主題如下： 
什麼是法？法的功能及效力基礎為何？  
什麼是法的指導理念？其內容為何？  
什麼是正義？什麼是正義之法？如何尋找正義之法？如何建

立正義之法？ 
什麼是事件之本質？如何探求事件之本質？事件之本質與法

的關係為何？自然法思想理論為何？ 
法應如何公平對待各方利益？利益法學理論為何？ 
法應如何實現法的價值理念以及憲法的基本價值？價值法學

理論為何？ 
法應如何進行實證分析？與經濟關係為何？法律實證主義理

論為何？法律經濟分析理論為何？ 
法與倫理道德關係為何？法如何促進公益？ 
法與宗教的關係為何？ 
比較法的研究方法為何？ 
法律概念如何建構與理解？ 
法律條文的規範構造為何？ 
法律事實如何認定？ 
法的體系為何？體系理論或系統理論？ 
法律的解釋方法為何？ 
法律漏洞的補充方法為何？ 

                                                                                                 
29 伯恩‧魏德士著，丁曉春／吳越譯，法理學，2013年第1版，法律出版社，頁

13以下。 
30 伯恩‧魏德士著，丁曉春／吳越譯，法理學，2013年第1版，法律出版社，頁

14。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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