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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序 

欣逢法學院六十誌慶，謹獻上無限祝福，並祈願政大法學院一甲子又一

甲子，無數個一甲子綿延不斷。在此歡慶一甲子的時日裡，也正是法學院館

開工的一年。經由一甲子的耕耘，代代相傳，從法律系到法學院，從沒有

自己的院館到即將有自己的院館，六十年來一步一步成長，也一年比一年

茁壯。 

六十年來，政大法律系、法研所與法學院，肩起國家社會法治人才培育

的重責大任。1930年南京紅紙廊中央政治學校設立了法政學系，開啟了法學

院的歷史，其後，歷經流離而播遷於重慶小溫泉，再回到南京。再由於戰

亂，而於1961年再度復系於指南山下。恩師劉鐵錚老師、黃越欽老師正是

復系後首屆入學的院友。1975年我入學時，劉老師是導師，黃老師是法緒

的授課老師。新生訓練時，臺上的李元簇校長，是就讀於重慶中央政治學

校法政系校友。李校長是背著祖先香火來到指南山下的師長。 

相較於臺大、臺北大學（原中興法商學院）、東吳等校，政大法律系的

復系為晚，教師學生人數也少，但六十年的耕耘，其培養的法律人才，則頭

角崢嶸，引領社會。校友中，李校長前後出任教育部長、法務部長、總統府

秘書長、副總統等職務，功在國家，尤其在憲政與民主改革中扮演關鍵角色

而被譽為「寧靜改革的工程師」。劉老師、黃老師及眾多師長、院友也前後

出任大法官、部長、政務委員、考試委員、監察委員、最高法院院長、最高

行政法院院長、檢察總長與各級法院、檢察署之法官、檢察官以及各級政府

行政人員、企業經理人及第三部門的社會工作者。蔡總統、馬前總統，亦先

後任教於法學院。 

依據媒體在2012、2013年的法學院評比，政大法學院已是全臺最受肯定

的法學院。依據美國自由之家，臺灣在自由、民主與人權的表現高達94分，

遠高於美國、香港、新加坡及大陸。此等成就，是日月灌溉、成長的成果。

在此過程中，政大法學院的角色與貢獻是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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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礎上，我們當有更為恢弘的遠景，尤其當院館啟用之後，當有更

大的能量。展望未來，或可有以下思考： 

一、不只是培育定紛止爭司法人才的法學院；縱使定紛止爭，更當重視

ADR。在此之上，當致力於自由、民主及人權之維護與提升。 

二、法律是社會的共識所在，法學是共識之學，亦即探求社會價值與人

民共識的社會科學。當於法釋義學之外，強化法事實，以至習慣與習慣法之

探究。 

三、不再侷限於臺灣的法律，也不再止於歐陸、日本等大陸法系或英美

法律之研究，而應及於亞洲其他國家，甚且南島國家與區域的法律，包括習

慣法，皆為任務所在。 

四、不止是校內青年學子的法學教育，而應擴及全社會，尤其校友的終

生教育。也當與實務界有更多連結，並有共同研發、培訓之合作。 

五、不再只是法律、法學的輸入，也當迎接學術輸出的新時代。除了與

歐美日的大學合作，也當強化與東南亞等亞洲國家的合作。政大不只是臺灣

的政大，也是亞洲、全世界的政大。政大法學院，亦然。 

在此院館業已動工興建之時，特別感謝眾多校友及社會各界對政大法學

院的厚愛，尤其捐資李元簇法學圖書館的芶壽生學長、林晉章學長，捐資

丘宏達國際法講堂的丘師母及校友，第一位捐資的許作佃學長與引介的

周燦雄學長，以及眾多未一一指名令人感動的捐助者。  

但願法學院院館順利完工啟用，也開啟政大法學下一個輝煌六十，以至

代代相傳，永無止息。 

 
 

國立政治大學校長 

 

 
 

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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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序 

2021年欣逢政大法學院在臺復校60週年院慶，我在院長任內原定規劃要

舉辦一系列慶祝活動（學術研討會、校友返校座談、政大法律服務社創社50

週年慶、院慶大會及慶祝晚會），卻因一場大疫來襲，所有的慶祝活動都被

迫暫停。所幸法學院教師為慶祝院慶所撰寫的論文集文章，最終仍能按照原

定計畫出版，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在此我要感謝院內同仁及撰寫文章的老師們，百忙之中仍能共襄盛舉，

一邊抗疫，一邊研究，雖然辛苦，但深具意義。另外，也要感謝總編輯江玉林

教授願意拔刀相助，擔此總編重任。法學院六大中心主任擔任編輯群，一樣

功不可沒。 

本書出版緣由，是因指南法學文教基金會校友們的建議：法學院教師要

慶祝院慶，最好的祝賀禮物就是學術貢獻。教師們以自己的學術專長，將研

究成果集結出書，藉此展現法學院的研究能量，並對臺灣的法學發展有所助

益，就是法學院教師對法學院的最大賀禮。依此建議，本書出版前，原定要

由法學院六大中心分別舉辦學術研討會，先由教師透過研討會發表其研究成

果，其後再將研討會文章集結出書。但因疫情因素，學術研討會被迫暫停，

最後只能直接將文章集結出書。無論如何，都要感謝指南法學文教基金會，

既提出如此貼心的建議，又出錢出力協助院慶活動及本書出版，千言萬語也

不足表達我的感謝心意。 

邁入下一甲子的法學院，將迎來全新的法學院院館，讓師生有一個能夠

相濡以沫、共同學習成長的專屬空間，再加上未來五年內有為數不少的資深

教師將陸續退休，此將加速教師群的新陳代謝。注入一股新血的法學院教師

群，一定是如虎添翼，未來無論在教學或研究上，必定能為法學院及臺灣法

學界帶來一番新的氣象，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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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祝福政大法學院持盈保泰、福澤緜緜，繼續發光發熱，為臺灣法

學教育再創佳績。就如前人所言，要預測未來，唯一的方式就是創造未來。

願與大家共勉之。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前院長 

何賴傑謹識 

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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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序 

政治大學於1927年在南京創校，3年後設立法學院，嗣輾轉播遷並來臺

復校，法律學系於1961年復系，迄今經歷一甲子歲月。60年來，不僅國內政

治、經濟環境丕變，科技世界亦由第二、三次工業革命，蛻變為工業4.0初

期，各種型態挑戰層出不窮。值得慶幸者，在政大兼具人文關懷、多元專業

及國際視野的校園文化中，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出類拔萃，法學院深耕多年而

頂尖卓越，展現獨具特色的風貌，對於臺灣社會貢獻卓著！ 

法學兼具科學與藝術的性格，理想的法學教育，既需專業的知識技能，

亦需練達的人情義理，兩者協力、彼此互補，方能啟發學生學習興趣，奠定

終身學習基礎，以期自助、助人，實現自我並有益社會。本院秉持上述理

念，超過半世紀以來，無論組織架構、課程地圖如何轉型，專業與博雅混合

模式或科際整合教育，優劣之爭尚無定論，但兼顧全球視野與本土議題，多

元整合與服務社會，早已凝聚為本院教育的核心價值。 

無論社會如何變遷，「人」一直是本院最寶貴的資源。法律學系復系之

初，專任教師寥寥可數，歷經數十年成長（本院一甲子以來師資狀況，請參

閱《政大法訊》第八期──政大法學院六十周年特刊），如今專任及合聘教

師人數已近半百，留學國度遍及兩大法系主要國家，專精領域由法學而跨越

人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同時，學生人數由復系初期不足百名，如今

位居本校單一學系之冠，全院高達一千五百多名。本院多元背景教師及來自

各地優異學生，在傳統所形塑的氛圍中，充分發揮各自天賦，不斷提升、超

越自我，形成本院持續前進的動力。 

60年來，本院與社會同步成長，在臺灣法學教育史上，締造多項珍貴紀

錄。舉其代表性者，1969年政大法學評論的創刊、1970年法律服務社的創

立，以及2011年公益服務學程的創設，在在開創國內大學的先河；自1993年

起法學院專設法律系，及2003年碩士在職專班的設立，均屬國立大學的創

舉。近年來，本院多次被評為企業最愛法學院的首選，及應屆畢業生以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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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之姿，榮獲司法官特考及律師高考雙榜首等紀錄，一再成為社會高度關

注焦點，並展現本院教育理念與實踐的豐碩成果。同時，歷屆院友在親愛精

誠校訓的陶冶下，實現法是良善與公平藝術的內涵，除擔任司法界要職（司

法院大法官、三所終審法院首長及檢察總長等）及領導大型國際法律事務所

外，並在國內外公私部門表現傑出，不僅為本院聲譽奠定穩固基石，亦驅策

本院成為新世紀臺灣法學的領航者。 

此外，本院自1970年大勇樓啟用時起，歷經井塘樓、季陶樓的漂泊歲

月，雖自2000年起進駐綜合院館北棟現址，但有限空間早已不敷使用，新院

館的興建遂成為師生共同的願望。在郭明政校長、王文杰副校長及歷任院長

多年勞苦奔波，以及諸多院友及社會人士大力贊助下，於今年適值60週年院

慶之際，法學院新館建築工程終於啟動，將於3年後迎向新的里程碑，令人

感恩及充滿期待！ 

本院50週年院慶時，在方嘉麟院長大力擘劃下，各中心合力出版論文集

共7冊，及「法學拾光」、「院史訪談系列」等史實紀要，為本院半世紀歷

史留下珍貴資產。今年為慶祝60週年院慶，在何賴傑院長任內，除於《政大

法訊》第八期以專題報導，及規劃學術研討會等系列活動外，並策劃出版院

慶論文專集。本專集委請江玉林特聘教授擔任總編輯，並由六大中心教師共

襄盛舉，結合基礎議題與應用觀點，含括法學研究的哲學、分析、社會及歷

史等層面，展現各領域耕耘的成果，並寓有傳承、創新與超越之意，對於所

有參與同仁的奉獻，謹此敬致最高謝忱！在人工智慧世代的新紀元中，法學

面臨全方位的挑戰，許多議題涉及跨域知識與整合，須以新版法學方法才能

妥適因應。政大法學院在過去60年中，藉由許多師長共同協力，業已成為臺

灣法治發展的重要推手，我們相信未來必能繼續指引法學前進的方向！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院長 

許政賢謹識 

2021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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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序 

2020年11月，何賴傑院長召開60週年院慶籌備小組會議，預計在2021年

上半年舉辦系列慶祝活動，包括由法學院六中心舉辦的院慶學術研討會。研

討會發表的論文，將在會後集結成冊，於2021年底出版，作為政大法學院60

週年的誌慶賀禮。 

2021年2月底，六中心研討會皆已規劃妥當。依照時間順序，彙整如下： 

5月7日：財經法學中心，「深耕與創新──探索財經法之新座標」。 

5月11、12日：民事法學中心，「民事法學之傳承與開展」。 

6月10日：基礎法學中心，「基礎法學的傳承與新創」。 

6月10日：刑事法學中心，「刑事法學的新紀元」。 

6月18日：公法學中心，「人權、科技與跨國法律的對話」。 

6月26日：勞動法與社會法中心，「勞社法之回顧與挑戰」。  

然而，4月下旬起，疫情意外升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更在5月11

日、15日，接連發布提升疫情警戒至第二級、第三級，並停止室內5人以上

的社交聚會。由於疫情的急遽威脅，60週年院慶系列活動皆暫緩辦理，另擇

期舉辦。 

六中心的研討會雖因疫情而中止，但我們仍按照原先規劃收錄研討會論

文，出版院慶論文集。至8月底截稿日止，共收到28篇。作者群除本院現職

與退休教師外，還有本院畢業校友以及學界同仁。 

2020年11月院慶籌備會議上，承蒙何賴傑院長委以重任，由我擔任總

編輯，並邀請當時規劃研討會的中心主任擔任六大法學領域的主編，分別

是江玉林、陳志輝、陳洸岳、張桐銳、傅玲靜、葉啓洲。經過半年多來的籌

備，本論文集已付印在即。在此特別感謝郭明政校長在校務繁忙之際為本

論文集作序，同時也衷心感謝兩位總策劃何賴傑院長、許政賢院長，以及

各主編的籌劃聯繫。參與本書出版及資料彙整的前後任法學院秘書鄭元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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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琪兩位女士，肩負執行編輯與聯繫重擔的法學院行政組員郭俊言先生，

也都備極辛勞，謹此一併致謝。最後要感謝元照出版公司協助本論文集的出

版與封面設計。 

封面構圖的主要元素是法學院新院館設計圖。新院館的籌劃、募資與興

建，象徵政大法律人跨世代的情感凝聚，以及不斷反思超越傳統、積極迎向

未來的自我期許。這是政大法學院的驕傲，也是傳承並開創新世紀臺灣法學

的宏大願景。 

 

 
國立政治大學特聘教授暨法學院教授 

江玉林謹識 

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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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語境下的法學 
──淺談法學的科學、藝術互補性

* 

許政賢
**
 

目 次 

壹、前 言 
貳、哲學與科學的系譜概觀 

──自然哲學與自然科學 
一、哲學與科學的分化：重新

定位與會通轉化 

二、科學的藝術化：科學典範

轉移的現象 

三、哲學與科學的重新會通？ 
 

參、法律科學與法學藝術──糾纏

與超越 
一、西方古典與現代時期的 

法學 

二、法律科學：科學主義的興衰 

三、法學藝術：法學的知行合一 

四、法學的科學、藝術互補性：

由波耳「互補性原理」至考

夫曼「彼此兼具」法哲學 

肆、結 語 
   

                                                        
* 本文為慶祝政大法學院在臺六十週年而作。筆者在撰寫「科學語境下的法學──

淺談量子理論哲學意涵對法律科學的啟示」（載：法學的想像（第三卷）：跨域

教義──蘇永欽教授祝壽論文集，預定2021年年底出版）一文的過程，重拾青年

時期探索科學、哲學、宗教關聯議題的熱忱，雖所涉獵範圍僅僅滄海一粟，但常

能享受優遊書海的樂趣，同時拓深對自我的認識，並形成本文撰寫的機緣。筆者

自知對科學、哲學所見，或屬一知半解，謬誤在所難免，但個人亦確信因「無

知」而求知，為學問的基礎，而不同領域大師竟有類似洞見，更是饒富趣味、深

值品味！尤其藉由撰文機緣，再度展讀吳經熊先生自傳「超越東西方」，獲益之

多，難以言喻！因此，筆者不揣簡陋，旨在分享讀書心得，並為政大法學院提供

良好學思環境，聊表感恩心意！ 
**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兼院長，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 

作者文獻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190



4 新世紀臺灣法學：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六十週年院慶論文集 

摘 要  

在西方文化的語境中，哲學為學問之本，科學源於哲學，法曾被

視為良善與公平的藝術，或基於特定哲學觀點，將法學視為科學，行

之多年，並無扞格。直至現代科學興盛後，科學主義逐漸流行，實證

論者並窄化「科學」觀，形成自然科學一枝獨秀的現象；而法學受此

發展影響，亦興起「轉向」仿效自然科學的思潮，法律科學乃成詮釋

法學的主流。20世紀初期，因相對論、量子理論的發展，現代科學歷

經科學革命，並導致典範轉移，科學主義信仰漸有衰退趨勢，甚至出

現科學藝術化，或科學與藝術互補的觀念，有關法學的科學或藝術性

質，乃有重新反思的契機。本文認為，科學與藝術，只有兼容並蓄、

兩者互補，方能協助人類探索及詮釋世界。同時，法曾被視為一種藝

術，而法律科學迄今仍居主流地位，如能整合、均衡兩者，將法學視

為有法律根據的藝術，使法學兼具科學與藝術的內涵，此種互補性原

理的運用，不僅展現法學的生命力，亦為因排他性科學觀而困擾的

人，提供「轉向」自由的契機，應值重視。 

 
關鍵詞：法律科學、法學藝術、典範轉移、法美學、整體論、整體法學、

互補性原理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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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在西方文化的脈絡中，哲學為學問之本，藉由回應生存的根本問題，

一方面滿足人類天性的好奇，另一方面緩解對存在的不安1。在人類產生

與外界分離的認知後，關於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己的

關係，乃成為哲學思考的主要維度，並因探究層次與立場的差異，逐漸衍

生不同學派及觀點，累積大量的探究成果。此種對於人類存在整體關聯的

探索，往往基於不同視野或角度加以描述，例如：以人的外部世界（大自

然）而言，或者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以對自己與外部的區隔而言，或者

由人的外部至內部世界，各種思想應運而生。另一方面，因語言工具的侷

限及探索事物的複雜，致所表達的形形色色內涵，或者抽象奧妙（形而

上），或者具體細微（形而下）；其間關係有時得以釐清，有時複雜難

解，部分議題或者暫有解答，部分議題則莫衷一是，甚至成為永恆難題2。

無論如何，此種現象正反映人類對於生存的根本疑問：我們（或人類）是

誰？為何在此？（或我們從何處來？又將往何處去？） 

在人類所處世界中，面對與宇宙萬物的關係，人類所形成的各種認

知、判斷，運用有限的語言加以表達、溝通，部分智者所提理論及標準，

或因執簡馭繁，或因卓越超凡，在社會心理上形成影響，漸為人廣泛接受

或承認，形成所謂「知識」3的一部，且部分內容因傳世而不朽。此外，

如觀察人類知識形成的歷史，無論何種學問範疇或分類領域，總是存在所

謂主流（mainstream）或通說（herschende Meinung） 4等學派或見解，並

                                                        
1 哲學誕生於自祭司的神話中解放，使人得以自然、理性方式解讀自身存在所面臨

疑惑，後人稱其先驅為愛好智慧者，哲學家一詞源自於此。Vgl. Eberhard (Hrsg.), 

Sophias Gärten, 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2001, S. 12. 
2 Carl 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兼具科學與哲學的雙重背景，被譽為「德國當代最後

一 位 通 才 」 ， 他 將 哲 學 稱 為 「 進 一 步 提 問 的 藝 術 」 （ die Kunst des 
Weiterfragens），亦即不斷追問「為什麼」的學問；同時，此不僅指每一提問的

回答只是暫定而已，而是強調並無真正的最終問題，此為筆者個人所認同關於

「哲學」的最深刻理解。Vgl. Drieschner, Carl 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 zur 

Einführung, 1992, S. 90. 
3 在此僅指通俗意義上的知識，並非學院派哲學所界定的「知識」。 
4 有關通說對法學發展的影響，在德國學界除有部分文章加以探討外，亦早有博士

論文進行深入探究。Vgl. Drosdeck, Die herrschende Meinung – Autorität als 

Rechtsquelle – Funktionen einer juristischen Argumentationsfigur, 1989.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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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判斷特定範圍事物的標準。此種自覺或不自覺的模式或

預設，隱含人類知識潛在、未表明的運作方式。申言之，對於未知的思考

過程，似乎有種因信念而接受的前提或世界圖像（世界觀）5，且正因

此，有關多樣化的秩序問題，才得以一窺全貌6。科學史家孔恩（Thomas 

Kuhn）所稱典範，即指出此種世界觀在科學研究上的重要性。 

在法學的傳統領域釋義理論（Rechtsdogmatik）中，以法律（實定

法）為研究對象，所涉內容並非絕對客觀、中立，而基於不同的世界圖

像，將導向不同的價值與判斷，因此，世界觀在法學研究上實扮演重要角

色7。依法學大家吳經熊的洞見，法律的最高理想為「正義」，而正義乃

以「真」為基礎，以「善」為目的，並以「美」為本質；「美」是一種藝

術，一位法學藝術家，須具備科學的頭腦（真）、道德的修養（善）及欣

賞美的品質（美） 8。比較法學家Bernhard Grossfeld亦闡釋，我們有關

「法」的概念，均得溯源自所相信的世界圖像9，而Michael Polanyi更明白指

出，法如同所有的傳統一般，都是源自信仰10，上述觀點均與孔恩的典範

觀念有相通之處11。換言之，法學家通常有意或無意地以特定前提為典

範，並在其所建構的框架中，進行相關推論或解決特定問題，通常並不質

疑典範的正當性，僅於特殊或例外情形，而反思研究前提的正當性時，典

                                                        
5 Vgl. Rüthers, Rechtstheorie, 1999, Rn. 285. 
6 Vgl. Zippelius, Recht und Gerechtigkeit in der offenen Gesellschaft, 2. Aufl., 1996, S. 

37. 
7 Vgl. Zippelius, aaO. (Fn. 6), S. 36. 
8 此為吳經熊先生於1966年6月6日，對本校法律學系學生演講「正義的探討」之內

容。參見吳經熊，哲學與文化，頁93、98，2006年3月，2版。 
9 Vgl. Grossfeld, Kernfragen der Rechtsvergleichung, 1996, S. 14. 
10 Aleksander Peczenik, Certainty or Coherence?, in THE REASONABLE AS RATIONAL?: 

ON LEGAL ARGUMENTATION AND JUSTIFICATION, “FESTSCHRIFT” FOR AULIS AARNIO 
157, 165 (Werner Krawietz, Robert S. Summers, Ota Weinberger & Georg Henrik von 
Wright eds., 2000); 類似見解，See Wolfgang Friedman, LEGAL THEORY 4 (5th ed. 

1967).  
11 原籍匈牙利的Michael Polanyi，為跨越文、理領域的博學鴻儒，經典著作「個人

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一書，被譽為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的先驅，兩者均

強調信念對於知識形成的重要性。參見邁可•博藍尼著，許澤民譯，個人知識：

邁向後批判哲學，尤其第七章歡會神契，2004年12月。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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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方成為關注的對象12。 

由於我國法繼受歐陸法系的體制，在法學研究上，無論概念、體系及

思維方式，不免受到該法系當代主流立場（法律科學）的影響。而主流法

律科學的形成，實與現代科學的誕生密切相關。應注意者，現代科學在20

世紀初，因相對論及量子理論的發展，掀起一場科學革命，並產生典範轉

移的現象，對於哲學、法學多所啟發，一股復古風潮悄然展開。在哲學的

初始意義上13，法學究應如何因應，或是如同Franz Wieacker的質問14：司

法裁判的首要任務，究竟是尋求符合體系、概念或優雅建構出來的解答，

還是追求在成文法秩序內依據法的理性作出個案裁判？此一深刻提問，簡

言之，即指出法學的科學與藝術（技藝）性質的對立15。本文擬就此項古

典議題，提供初淺觀察。 

貳、哲學與科學的系譜概觀──自然哲學與自然科學 

一、哲學與科學的分化：重新定位與會通轉化 

在西方源自古希臘的傳統中，哲學（愛智）代表人類對於根本問題的

思索，由亞里斯多德所形成的分類，至今仍具有相當影響力。以對大自然

的探索為例，即屬於哲學分支「自然哲學」（Naturphilosophie）的研究對

象16。牛頓於1687年所出版的經典著作，名為「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17，

                                                        
12 Vgl. Peczenik, Grundlagen der juristischen Argumentation, 1983, S. 3. 
13 亦即「對於存在界和人所進行的整體性、基礎性和批判性的探究」。沈清松，導

論──哲學的重新定位，載：沈清松主編，哲學概論，頁3，2002年11月。 
14 參見Franz Wieacker著，陳愛娥、黃建輝譯，近代私法史，頁495，2004年10月。 
15 如僅顧名以思義，法學之「學」，似乎至少得基於四種角度解析：一、哲學性的

學問（Philosophie ）；二、理論性的學術（Theorie）；三、實證性的科學

（Wissenschaft）；四、實用的技藝（Technik）。Wieacker上述提問，主要涉及

第三、四點，亦即一般以法學的科學或藝術（技藝）性格為題的探究。參見特奧

多爾•菲偉格著，舒國瀅譯，論題學與法學──論法學的基礎研究，頁8-9，2012
年3月。 

16 Vgl. Böhme (Hrsg.), Klassiker der Naturphilosophie, von den Vorsokratikern bis zur 
Kopenhagener Schule, 1989, S. 8. 

17 拉丁原文「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英文「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 ， 德 文 「 Mathematische Prinzipien der 
Naturphilosophie」。本書出版後，歐陸三家頂尖期刊均大表讚賞，其中一家甚至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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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足佐證。有趣的是，學者認為牛頓對於日後哲學與自然科學的分立，亦

有所影響，並在18世紀逐步落實，最終因大學設立自然科學領域的獨立學

院及 學位 而 確立 18。另 一 方面 ，康 德 在《 自然 科 學之 形而 上 學基 礎》

（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Naturwissenschaft）一書中，將自然科

學的獨特性及其中「純粹部分」（形而上學基礎）加以區隔，亦成為哲學

與自然科學分立發展過程的關鍵。隨後，哲學即撤回對「何謂大自然」的

發言權，並造成自然科學自哲學中解放19。而此種哲學的自我克制仍繼續

存在，並導致學術上所指自然哲學，實質上即指自然科學的認識論及科學

哲學20。簡言之，在16、17世紀現代科學誕生前，哲學與科學為同一學門

領域，就此而言，嚴格界定科學與哲學的不同，並不具特定意義21。也因

此，在17世紀以前，可以說科學所追求的是智慧，藉由理解自然秩序，並

                                                                                                                                       
評論本書乃提供「人類可以想見的最完美機制」！參見雷納•曼羅迪諾著，洪慧

芳譯，科學大歷史，頁180，2019年8月。 
18 西方第一所現代意義的大學，為創立於1088年的義大利Bologna大學，以教授法

律學著稱，其次為巴黎及牛津大學。歐洲中世紀時期的大學，雖有個別差異，但

主要由四大學院──神學、哲學、法學及醫學──組成。除神學院有其宗教背景

外，哲學學院則象徵學問源於希臘的傳統，加上法學及醫學兩大屬於世俗領域的

學科，大學的設立旨趣，乃在驅動士林（經院）哲學的新科學性（Antrieb der 
»neuen Wissenschaftlichkeit« der Scholastik ） 。 Vgl. Müller,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Von der mittelalterlichen Universitas zur deutschen Hochschule, 1990, S. 
10f. 

19 簡言之，「哲學」與「科學」（epistéme, scientia, science）的概念，在希臘時期

本同時出現，而哲學為區別以神話導向的生活方式，即自稱科學，科學幾等同哲

學，其後隸屬哲學的一部（自然哲學）。嗣後因現代科學興起，兩者關係漸行漸

遠，終致分道揚鑣。基此背景，在語言使用上，廣義科學即指哲學，狹義科學乃

指以大自然為探索對象的自然科學。參見汪文聖，自然科學的哲學基礎，載：沈

清松主編，哲學概論，頁197-200，2002年11月。 
20 基此背景，學者認為自然哲學追問何謂大自然的傳統任務，並未始終堅持，而當

前應將其首要任務，界定為致力於研究人與大自然的關係；同時，人既為大自然

的一份子，此項任務亦即研究人與自己的關係。Vgl. Böhme (Hrsg.), aaO. (Fn. 16), 

S. 8, 12. 
21 參見苑舉正，科學哲學，載：沈清松主編，哲學概論，頁143-144，2002年11月。

本文為通稱之便，將英文「modern」譯為「現代」（亦有譯為「近代」），主要

指稱時期為16世紀至20世紀中葉；在中文語境上，「modern」常含括一般所稱

「近代」及「現代」，於此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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