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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兩岸法律人的雙向奔赴 

華人世界自有現代法制以來，於今不過百年。然民初法制初備之

際，國家即遭逢戰禍，法治蹣跚成長於兵火之間，法學自亦隨之。第

一代法律人在大陸時期的諸多努力，盡數歸於承日襲德的訓詁注釋，

其所願所成，也多在增益實務對外來法典的理解。法學在戰後臺灣獲

得的成長與蛻變，幾與臺灣的經濟起飛相伴相隨，從民事法領域開始

的判例研究，使得司法實務與法學研究真正開始有雙向的互動，從而

塑造了繼受法學新的研究範式。而這些法學研究的成果，最終在數十

年之間又一一回饋於法典的再造。另一端中國大陸的法制與法學，則

在經歷了數十年法律虛無主義之後，也終於隨著市場經濟的轉型重新

上路。法制的重塑與社會的改革相互震盪，使得法學從一開始就有馳

騁想像的多元性格，兩岸法律人在相隔三十年後的再相逢，彼此所見

的法學已是兩重世界。在兩岸法律人重逢多年後的此刻回首來路，過

去三十年間，兩岸彼此的法學範式顯然又有了相當大的轉變，在匯流

與趨同的路口遠眺華人世界未來法學的種種可能，最能當仁不讓的指

路人，應該是幾乎全程見證戰後兩岸法治與法學進程的壽星蘇永欽老

師。 

以論文集的形式為傑出學者祝壽，是大陸法系的學界傳統。我們

作為蘇老師的學生，從十年前就開始向老師提出編輯祝壽論文集的構

想，但老師一直以各種理由婉拒。老師從2019年秋天開始，以「法學
的想像」作為系列課程名稱，連續四個學期講授四個不同的主題：大

民法典、部門憲法、跨域教義及社科法學，我們知道機會即將到來。

在老師七十大壽之前，我們提出以祝壽論文來充實這四個主題，讓老

師的祝壽活動，帶動法學的集體想像的構想，終於給老師一個不再拒

絕的憑據。光是獲得老師同意，我們都像是中了大獎一般。 

上述四個主題，是老師對法學長期創新構思的成果，目的在展現

當代法律人的想像與法學的風華。我們決定讓每個主題的論文集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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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再讓四卷合成一套法學的想像，並設定問題邀請海峽兩岸的法律

學者分別執筆，彩繪他們各自心目中的法學想像的圖像，再將各個圖

像按照原先的佈局，組合成為完整的巨幅畫像。這種想瘋了的祝壽方

式，讓我們不敢驚動資深的前輩，而把畫筆交給在這一次集體想像之

後，會迸放出更多想像力的年輕學者。有多位資深教授主動要求參與

集體的想像彩繪，讓我們特別感動，因為想要釋放想像力的資深教

授，都是和老師一樣的法學藝術家。 

第一卷是大民法典。它的宏構早在三十年前老師反思物權法定主

義時業已發端，物權自由化的構想，也曾在臺灣民法物權編的修改中

留下伏筆。不過這一構想真正掀起一時理論颶風，卻是在本世紀初中

國大陸民法典的起草過程之中，成長於那個年代的中國大陸民法學

者，無一例外地銘刻上了這一印記。在本卷中齊齊登場的大陸八○後

的學者的論文，便是對這一宏構的致敬——在大陸民法典初成的時
刻，用這種方式記述下另一種民法典體系構成的可能，也是為未來可

能的體系解釋留作參考。 

第二卷是部門憲法。它的發想原本來自於臺灣的憲政實踐進入深

水區之後，老師對憲法理論混合繼受的憂心與反思。中國大陸的憲政

實踐尚未至此一階段，但由於違憲審查的窒礙難行，這一發想與老師

對合憲性解釋的研究成為推動大陸憲法走向規範化的兩足，從而備受

大陸憲法學界的矚目，在海峽兩岸共成了一曲變奏的共鳴。 

第三卷是跨域教義。公、私法的接軌是老師研究中用力最深也開

創最豐的領域之一，轉介條款及憲法與民法權利關係的研究，在臺灣

法學界均可謂開一時之風氣。對直面體制轉型、公私法關係更為交錯

的中國大陸而言，跨域教義的研究更是最迫切的現實急需，因而也得

到了大陸學者最多的響應——從繼受法學的本土化而言，法域介面教
義學也是最可能產生本土特色教義學的法學領域。 

第四卷是社科法學。老師對民眾法意識的調查、對物權的經濟分

析，都是華人世界社科法學的先驅之作，也是繼受法學真正本土化的

路標。當這些作品在以教義學為中心的臺灣法學界逐漸有越來越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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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鳴者與合作者之時，在社科法學甚具傳統的中國大陸，這些作品努

力去示範的，是跨越法教義學與社科法學的鴻溝，使二者真正能夠合

力，去創造一種新的法教義學典範。 

以上四卷的基本架構，可謂均發端於臺灣，恢弘於兩岸，不僅記

述了老師的學術生命的軌跡，也見證了兩岸法學界數十年交流中的種

種激盪與徘徊。老師2019年開始「法學的想像」課程，兩岸眾多的頂
尖大學都願意共同參與，跨越海峽、跨越世代、跨越法學的不同分野

的兩岸法律人，也都在課堂中快意分享、討論甚至激辯。這四卷論文

集的主題及子題，其發端與形成並非偶然，所有作者的志趣匯聚於

此，更非偶然，我們對於編排的順序及方式，也因而僅著眼於體系安

排，未參考傳統的輩分或兩岸分流。 

法學的想像，或許對某些人來說，仍然難以想像。我們利用為老

師祝壽的機會，為法學的想像，編輯這一套handbook式的祝壽論文
集，目的是在化想像為具體的作品，讓想像從此落地生根，並期待以

後開花結果。對於本套論文集的所有作者，以及在2021年3月27日，
共同擘畫、執行及參與兩岸同步的祝壽研討會的所有同儕及先進前

輩，我們在此要獻上誠摯的感謝與祝福。 

今年因為疫情的阻隔，使很多作者無法在臺北當面為老師祝嘏，

但盛大的宴席也總要散場，只有思想的激盪永不謝幕。就讓這四卷充

滿想像的論文集，為老師未來法學的藍圖宏願，為學者們自由馳騁的

思想冒險，也為跨越兩岸的這許多因緣際會，留下見證吧！ 

蘇永欽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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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法學長出翅膀 

幾位在兩岸教書的學生知道我怕任何形式的祝壽活動，但看到我

最近連四學期開「法學的想像」系列課程，且因這些課都有兩岸中青

年學者蒞課或遠距參與，累計有四五所大陸高校的同學連線共襄盛

舉，想打鐵趁熱用系列的四個主題徵文，讓想像真的起飛，徵求我的

同意，我不伎有求的原形於是畢露，人生七十，何不小瘋一下？只是

為什麼要開這樣的課，還是得簡單說說。 

智力活動和想像的連結，從來不受質疑的就是藝術，藝術也是唯

一可以啟發其他智力活動的想像者，此所以在未來機器人和生化人趴

趴走的世界，公認有最大機會倖存的人類行業就是藝術家。但以自然

世界為研究對象的各種自然科學，和以人類社會為研究對象的各種社

會科學，因為事實的浩瀚和因果的交織，不論發現或解釋也都需要想

像力爆發的瞬間，像阿基米德那樣忘我的從澡盆一躍而起。甚至抽離

所有具象而無關乎直接發現或解釋的數學，也因為它的純淨、精確而

能終局找出各種科學思維的盲點，在科學家看到的事物總和之外，指

出大千世界的最大可能性，數學家絕對需要最多維的想像。 

至於法學，基本上就是在法律條文之間（大陸法系）或法律案件

之間（英美法系）不斷做比對，通過某種規範邏輯的連結去找出背後

的原則，人為的law不像自然世界或者人類社會運轉的law那樣有待發
現，不論良窳，這些強制人們遵循的規範在完成一定程序後就有了

「效力」，法學家的主要貢獻是在層出不窮的社會衝突中指引這些人

為法的有序運作，使其一方面有較高的可預見性，另一方面還保有一

定的調適空間。但不論法律條文或事實型態的比對，都使法學的活動

看起來更像一個匠人，蒐集足夠資訊和基本邏輯訓練是不可少的，但

不是想像力。 

這樣的自我懷疑並不少見，業外對法學這種智力活動含金量不足

的苛評更不用說。即使走過許多輝煌時代的德國法學，近年密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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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義學的發展現狀，普遍的結論也是實用教義學（主要功能在提高法

的可預見性）和理論教義學（主要功能在提高法的可調適性）比重上

已經明顯失衡─法匠過剩，大師稀缺。在法學的路似乎愈走愈窄的今

天，我最近幾年的思考反而傾向於危機就是轉機，創新薄弱其實是法

學研究自我封閉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只要站在更高的位角去窮盡法

學的各種可能性，應該不難看到大陸法系法學的遠景，尤其對從不同

歷史起點先後走向法治的兩岸中國而言，告別繼受法學而建立新的議

程，此其時矣！ 

在我看來，繼受法學正因為伴同法律直接繼受他國的法教義學，

而使繼受者忽略了前手在教義形成過程的諸多創新努力，繼受者為克

服法律移植無可避免的排斥性，其法學的重心也很自然的放在實用

上，更不利於理論的創新。所以斯時斯地來談法學的想像，反而更要

回到大陸法系法教義學的原點，強調我們需要的是更好而非更少的教

義學：在民法方面，建議朝一個具有更大規範容量的大民法典去努

力，在憲法方面，建議反過來從更能反映各國社會歷史條件的部門憲

法出發去形塑總體的憲法教義；另外認為有必要從以法領域為教義學

單位的傳統走出來，把法域間互動介面也納入體系化；社會科學已趨

成熟的知識如能直接間接挹注於法教義學，更可縮短效力和實效的差

距。這就是我所構思的大陸法系教義學的新議程。 

兩岸學者回應的熱烈，至少說明方向沒有太大偏差，我對犧牲寶

貴時間參與思考激盪的所有學者，心懷無限的感激。幾百年前的歐

洲，羅馬法的重註結合了人文主義和各民族法的精髓，大陸法系的法

學何嘗少過創新！我輩若要看到昔日歐陸的風華再現東亞，何不一同

繼續築夢，或許終能以最優質的法治連結兩岸？ 

蘇永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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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知識的演進與分化 
──以社科法學與法教義學為視角 

陳興良* 

摘 要 

當前中國大陸法理學界存在社科法學與法教義學之爭，這一爭論

實際上涉及法學知識論的問題。法學知識是不斷演進與分化的，中國

大陸法學知識隨著法治建設的進程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政法法學、社

科法學和法教義學的承接與遞進，可以勾劃出中國大陸法學知識的演

變過程。法學的知識性質，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研究對象和研究方

法這兩個要素。法作為一種規則體系，學者可以採取不同方法，從不

同維度進行考察，據此將法學知識區分為社科法學與法教義學。在這

個意義上說，社科法學與法教義學之間並非對立的關係，而只不過是

法學知識的兩個不同面向。 

                                                        
*  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關鍵詞：法學知識、社科法學、法教義學 
更多相關文獻，請上月旦知識庫http://lawdata.com.tw/tw/。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232



4 法學的想像（第四卷）：社科法學 

 

社科法學與法教義學，是蘇力教授對中國大陸法學知識演進過程中兩

種不同法學知識形態的概括。這種概括主要是以法學方法論為依據的：採

用社科方法對法進行研究的，屬於社科法學。採用教義學方法對法進行研

究的，則屬於法教義學。除了社科法學與法教義學，蘇力還提出了政法法

學的概念，以此描述中國大陸上個世紀80年代的法學研究狀況。當然，在

中國大陸法學界產生影響的是社科法學與法教義學這兩個概念，甚至引發

了所謂社科法學與法教義學之爭。這種爭論 初是在法理學界，此後波及

部門法學，因而是一個具有法學一級學科影響力的問題。在我看來，社科

法學與法教義學之爭並不僅僅涉及方法論和價值論，而且是、或者更主要

涉及知識論。因此，應當從知識論維度對此進行考察。 

壹、法學知識的歷史演變 

法學是隨著法律的產生而出現，是建立在法律基礎之上，並且與法制

發展相同步。可以說，只有發達的立法與司法，才能為法學的興起與繁榮

提供源頭活水。古代意義上的法學，亦即法律之學，都是以法律規範為中

心的解釋學。 
中國古代以刑律為主要研究方法的律學，萌芽於戰國，產生於秦漢，

定型於魏晉，隨著唐宋明清刑律的一脈相承而興盛一時。從律學到法學的

概念轉換，是清末沈家本完成的。沈家本的《法學盛衰說》一文率先採用

法學這個概念，以法學取代了律學。1在中國古代，法和律這兩個詞本來

就並用無忌。而且，法的使用還要早於律。戰國時期李悝著《法經》，此

後商鞅改法為律。自秦代以後，以律代法，尤其是刑事規範統稱為刑律。

因此，法與律是相通的。正如《唐律疏議》指出：「法亦律也」。相應

地，律學就成為採用刑律註釋而形成的知識體系。中國古代的律學是以探

尋律義為目標的。律學的主要方法是語義分析，使用的是語言學方法。晉

代杜預、張斐注律，對晉律中的故、失、謾、詐、不敬、鬥、戲、賊、過

失、不道、惡逆、戕、造意、謀、率、強、略、群、盜、贓等20個法律術

語作出了解釋，例如「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為然謂之失」，「二人

                                                        
1  關於從律學到法學的演變，參見何勤華：《中國法學史》（第一卷），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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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知識的演進與分化 5 

 

對議謂之謀」，「取非其物謂之盜」等，對後世產生了重大影響。唐代的

《唐律疏議》則將律文與疏議合為一體，直接指導法律適用。明清時期律

學達到高峰，出現了大量律學著作，並且總結出律學分析方法。例如「律

眼」和「律母」，實際上是解律的關鍵詞。清代律學家王明德還在《讀律

佩觽》2提出讀律八法，包括扼要、提綱、尋源、互參、知別、衡心、集

義、無我，都是解律的經驗總結。以語言學方法為主的律學對古代刑律使

用的文言文的依賴性。「律母」中的以、准、皆、個、其、及、即、若，

「律眼」中的例、雜、但、並、依、從等字，都是語言學中的虛詞（副

詞、介詞、助詞、語氣詞、連詞、代詞）。王明德指出：「律有以、准、

皆、個、其、及、即、若八字，各為分注，冠於律首，標曰八字之義，相

傳謂之律母。」王明德還引用宋儒蘇子瞻的話，將八字稱為讀律之法，指

出：「必於八字義，先為會通融貫，而後可與言讀法。」然而，隨著近代

新文化運動，文言文被白話文所取代，因而律母與律眼這些文字在中國大

陸現代法律中已經不再使用。在這種情況下，律學的實用價值不復存在。

及至清末法律改革，引入大陸法系的法制體例，改律為法；同時亦引進了

法學的概念。沈家本 先採用法學一詞，以此代替中國流行了二千多年的

律學。在《法學盛衰說》一文中，沈家本描述了中國古代刑律的演變過

程，也就是法學的盛衰過程。  
在西方，古羅馬法的法學家以解答和評註方法完成其解釋法律的工

作。古羅馬的法學家在解釋的時候，必須嚴格遵循它們所依據的法律文

本。3因此，將古羅馬法學稱為註釋法學是完全正確的。在歐洲大陸中世

紀的教會法法學中，註釋（glossae）是基本的法學研究方法，重視法律文

本。4由此可見，無論中外，古代社會的法學都是以法律文本為中心的註

釋法學，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法教義學。這種古代的法教義學的特點

是將法學限制在對法律條文進行語義解釋的窄小範圍內，因此，古代法學

的內容是封閉的而非開放的，方法是單一的而非多元的。 
只是到了近代以後，社科研究方法開始引入法學領域。其中 為著名

                                                        
2  參見[清]王明德：《讀律佩觽》，何勤華等點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  參見[英]H.F.喬洛維茨、巴里‧尼古拉斯：《羅馬法研究歷史導論》，薛軍譯，商務
印書館2013年版，第117頁。 

4  參見彭小瑜：《教會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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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法哲學是採用哲學方法對法進行考察，這

是超越法律文本的形而上的研究。黑格爾所說的法，其實並非規範的法而

是指理念的法。因而黑格爾指出：「法的基地一般來說是精神的東西，它

的確定的地位和出發點是意志。」5在該書中，黑格爾把犯罪界定為一種

否定的無限判斷，而又把刑罰界定為對犯罪的揚棄，是對不法的否定之否

定。這些論述都是對犯罪與刑罰現象的觀念性的描述，具有抽象性與哲理

性。因此，黑格爾的法哲學是以哲學思辨方法對法本體的思考。黑格爾的

法哲學對德國法學留下深刻的影響，以至於法教義學，包括刑法教義學也

同樣具有濃郁的哲學氣息。例如，德國刑法學家帕夫利克提出了「古典哲

學基礎上的德國刑法學」的命題，明確地指出：「刑法學應當是教義學，

而哲學在這裡並無一席之地，這是一種膚淺的見解。在德國，從哲學汲取

養分的刑法學具有悠久且輝煌的歷史，但這條路還沒有走到盡頭。」6 
隨著社會學的產生，又出現了法社會學，它採用社會學方法對法律進

行考察。例如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7一書將法律置於社會分析框架

之中，尋求實在法的存在根據，實現對實在法的超越。孟德斯鳩本人就是

近代社會學的先驅，其對法律精神進行的社會學考察可以說是法社會學的

一個範本。孟德斯鳩所說的法的精神是指客觀事物之間的必然關係，完全

不同於法教義學所推崇的法律文本的含義。中國古代律學將法律文本含義

稱之為律義，其對應於律文。從律文推導律義，也就是所謂疏議，是解律

的必由之道。在孟德斯鳩之後，以對法社會學貢獻而論，首推德國社會學

家韋伯。在《法律社會學》8一書中，韋伯對法律與政治、經濟、宗教等

社會要素的關係，並將形式理性的學術進路引入對法律的研究，採用法的

形式理性與實質理性的分析框架，描述不同類型的法律。隨著經濟學帝國

主義的學術殖民，採用經濟分析方法對法律進行研究的法經濟學成為法學

與經濟學的一種跨學科研究路徑，產生了重大影響。 

                                                        
5  [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0頁。 
6  [德]米夏埃爾‧帕夫利克：《目的與體系：古典哲學基礎上的德國刑法學新思考》，

趙書鴻等譯，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頁。 
7  [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張雁深譯，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 
8  [德]馬克斯‧韋伯：《法律社會學》，康樂、惠美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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