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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校園網路規範之相關問題—從法律社會學的

功能結構理論來觀察 

 

第一節 方法論上的說明 

 

一、法律社會學理論的研究主軸 

在西方 19 世紀末期，隨著社會科學的分化與整合，以及資本主義的高漲與

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使得西方法學的研究異常活躍，各法學流派在各自的研究

方向上進行理論的深化和更新。除了新自然法學、新黑格爾主義法學、新康德主

義法學，以及分析實證主義法學之外，更發展出社會學法學、現實主義法學等等

研究，開展出許多的跨學科、多學科綜合研究。當時研究上呈現的是諸流派之間

滲透、兼收並蓄的融合現象，一些如系統科學、領導科學、行為科學等許多新學

科，開始迅速的與法學溶化與融合。各種研究方法已經不再是獨門學科所專屬，

也不再成為幾種學科所屬，他們成為所有的法學理論所共有的，交替運用的研究

手段。 

法律社會學在這一波的學術派別裡更顯突出，其主要是因為它採用社會實證

方法和經驗觀察，一方面衝擊純粹、僵硬的法條主義，另一方面挑戰抽象、虛幻

的自然法理念，使得法律社會學在西方眾多的法學流派中，獨樹一幟，自領風騷

1。 

  

                                                 
1 田成有，〈在學問與社會間︰關注法律社會學〉，http://teacher.xiloo.com/flshx/fls_hx/hx_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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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整意義上的法學研究與法律社會學研究的區別  

完整意義上的法律研究應當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2︰ 

第一，對法的必然性的研究，即揭示法產生、發展和未來走向的一般規

律、條件、過程和途徑； 

第二，對法的應然性研究，即主要研究法的價值，揭示出法的價值取

向、價值目標、評判法的價值標準，為改革和完善法律制度提供

指導原則和理想模式； 

第三，對法的實然性研究，對法的實然性研究又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法

律規定的實然性(法律的靜態)，二是法律運作的實然性(法律的動

態)。 

如果說完整意義上法學研究在三個方面缺一不可的話，那麼法律社會學的理

論貢獻和認知興趣就在於認識法的實際運作、實際作用和實際效果，即在於法學

研究中的第三部分（法律的動態）。 

 

（二）法律社會學派與其他法學派的差別與比較 

在西方三大法學流派中，各學派各有自己不同的研究內容和方法，比較而

言︰ 

（1）自然法學派的主要內容是︰ 

                                                 
2田成有，〈西方法律社會學的研究理路〉，http://teacher.xiloo.com/flshx/fls_hx/hx_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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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關於法的本質。自然法學派認為，法在本質上是一種客觀規律，立法

者所制定的法律必須以客觀規律為基礎，這種客觀規律是宇宙、自然、事物以及

人的本性，是理性的反映，換句話說這對人類而言，是認識可能的。 

其二，自然法論所探討的都是人類社會中各種法律的妥當性或正當性基礎，

認為法律是不隨時空之不同而改變，他們是永恆且對所有社會普遍有效的法律。 

其三，法的功能和目的在於實現公意和正義。 

其四，法律及其理念應當與人們的價值理念、道德理念相一致，自然法是人

類尋求正義之絕對標準的結果。 

歸納而言，自然法學派特別重視法律存在的客觀基礎和價值目標，即人性、

理性、正義、自由、平等、秩序。不論社會環境或是政治環境如何改變，唯一不

變的是他們皆訴諸於某種高於實證法上的價值理念；這個價值理念常被用以支持

或反對現存的權力。換句話說，自然法論者都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將法律劃到了道

德或是倫理的部分，試圖分析法律責任與道德責任的交互複雜作用。但自然法的

方法論如天空之流雲，綺麗卻飄渺，神秘而難以接近，它雖然宣示法應該是如何，

但是卻無力構築通達未來現實的路徑。同時，它沒有具體內容的抽象公式，所以

絕對的正義或是客觀的正義對人類來說，都是一種幻想。 

（2）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主要觀點是︰ 

其一，強調分析真正的法，即是國家制定的法律，而不是自然法。由於這種

法律能為經驗所感知和真實存在著，因而也稱為實證法。唯有用科學、客觀方法

能夠考察出來的事務，才是真正的知識，他們認為應該排除一切哲學、歷史的假

設。因此其他所謂的「法」，如自然規律、自然法、社會規範，都只是一種意義，

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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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國家法是由法律規則構成的，是一個法律規則或法律規範的體系。 

其三，法律是中性和價值無涉的，也就是說它是一種純粹技術性和工具性的

東西。至於政治道德等價值理念、意識型態與法律並無內在或者是必然的聯繫，

因此不能從政治上和道德上對法進行評價，即不存在什麼道義與不道義、良與惡

的問題，因此「惡法仍是法」。 

其四，法律只有透過國價創設的實證規範才是法律，執法者或法官只要遵循

規則就可以審理各種案件，也就是說，執法者只是法律推理的機器，不應當有任

何的自由裁決權。 

在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指導下，西方社會的法律規則迅速發展，成為一個龐

大的規則體系。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完成了對自然法學這一純

思辯、理想的批判。它運用實證的方法，批評不可捉摸、虛無縹渺的「自然法」，

認為「法律是什麼」與「法律應該是什麼」是兩回事，應予分開討論，在某個程

度上推進了法學的進步。法學家奧斯丁(John L. Austin)的分析法學(Analytical 

Jurisprudence)、凱爾森(Hans Kelsen)的純粹法學(Pure Theory of Law)等等，

當將法學的對象限於實證法，法學的方法專注於解析實證法的原則與概念，而部

隊法律做任何批判或評價。因此可想而知，實證主義自與自然法思想處於敵對的

地位。 

但如果將法律僅停留在作實證的分析，不研究法的理想和正義，切斷法律與

道德和社會的關係，主張「惡法亦法」，這對法律的衝擊和破壞是巨大的，有可

能發生法的合法性危機，導致法的暴政。法律一旦脫離了價值判斷的領域，僅做

形而下的理解，法律的社會意義也大為失色。因為這種方法，無助於人們培養對

法律的感情，法律就會僵化，而失去了它的神聖性與可愛，從而使法律在歷史的

長河中失去源頭的活水而趨於枯竭，使原本具有豐富內容和極大活力的法律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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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套單調、死板、枯燥和毫無生機的抽象法律概念和範疇的堆砌，把活生生的

法律概念變成了純邏輯的推理和演繹，在面臨複雜的社會生活和尖銳的矛盾衝突

時，難以提出多樣化的法律方案3。 

 

因此，本文認為，法律社會學所真正要研究的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1)因為法律來源於社會，是人們經驗的結晶。並且透過法律在社會中實行，

檢驗其是否真的符合實際的需要，從而修改法律或制訂新的法律。所以

法律社會學研究是從「法律」的角度切入，去研究法律在社會中的實行、

在社會裡執行的成效、以及理論與實踐的密切結合程度，而不是單純研

究法律的實行狀況。 

(2)法律社會學的基本著眼點和中心課題，就在於解析說明法律機構的各種

正式與非正式的、理想的與現實的、合理的與不合理的實際運作狀態4。

在微觀層次上，它主要表現在對法律行為的分析、糾紛處理的角色分析、

社會網絡分析、法官與當事人的心理分析等等；在宏觀層次上，主要表

現在目標與效果分析、均衡與變動分析、系統與環境分析等等5。 

(3)對法律的理解不僅要求對法律學說和法律制度6進行系統的、經驗主義的

分析，並且還要對該法律制度所依附的社會環境進行同樣的分析。 

(4)法律社會學研究的基礎架構可做以下幾個方面：(a)法意識與法文化研

究：調查人們對於法律的認識、態度及其變化趨勢；(b)法行動與法關係

研究；(c)法組織與法結構研究；(d)法職業與法專家研究；(e)法功能與

法運作研究。法律社會學不是從先驗觀念上著手，而是從可驗證的事實

                                                 
3田成有，〈西方法律社會學的研究理路〉，http://teacher.xiloo.com/flshx/fls_hx/hx_09.htm。 
4 趙鎮江、季爾東、齊海濱，〈法律社會學的意義與研究框架〉，收錄於北京大學法律系法學理論
教研室，《法律社會學》(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頁 37。 
5 參閱趙鎮江、季爾東、齊海濱，前揭文，頁 37-38。 
6 在這裡所指的法律制度，是有關政府行為模式和行為期待性的集合，包括創造性手續、法律觀
念的執行、或法律秩序的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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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把握各種功能的實質和特徵，並且強調法的目標與手段間的關係，指

出法律真正的功能為何的經驗研究7。 

(5)法律社會學是對法律現象形成、運行的機制與規律以及法律體系的功

能，進行客觀研究的社會科學。強調法律及社會整體及其內部各種因素

之間的關係與作用，把法學分析建立在通過觀察、實驗和統計所獲得的

經驗材料的基礎之上。所以它並不是理論法學而是應用法學，是通過現

實社會問題來研究法律的實行、功能和效果。在研究方法上，是兼採社

會學研究方法，並以法學理論為基礎的架構上去發展它的研究脈絡。 

法律社會學並不像民法、刑法那樣單一的法學科目，也不像法學理論、法制

史那樣的基礎學科。它是將那些學科既有交錯但又不同的橫斷學科或綜合學科

8。由於它所研究的範圍既有理論又有實務問題，所以在法律教學與研究中必須

貫徹理論與實務，而不能侷限於法律條文上的字義，還必須同時注意法律在社會

實際生活中的運作情況9，如何實施、是否實施、怎樣得到徹底執行、作用與效

果如何等等。換句話說，應該「給法律做多角度的觀察」。一個法學家可能比一

個社會學家更善於理解法律發展的複雜形式；而社會學家或許能用社會制度和社

會理論的知識來描述法律的發展，這種知識表面上看來與法律無關，但是經過適

當的詮釋，就能夠以法學家囿於其知識經驗所意想不到的方式，來闡明法律。因

此，隨著社會生活複雜性的發展，最終必然要求打破知識學科之界線，這是克服

以單一學科觀察的方法，也是法律社會學所致力研究的方向。 

 

二、法律社會學理論的歷史脈絡 

法律社會學的主要學者有德國的艾理希(Eugen Ehrlich)、韋伯(Max 

                                                 
7 參閱趙鎮江、季爾東、齊海濱，前揭文，頁 41-53。 
8 沈宗靈，〈法律社會學的幾個基本理論問題〉，收錄於北京大學法律系法學理論教研室，《法律
社會學》(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頁 4。 
9 參閱沈宗靈，前揭文，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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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r)；法國的涂爾幹10(Emile Durkheim)、歐立屋(Maurice Hauriou)；美國的

龐德11(Roscoe Pound)、列衛林(Karl L. Liwellyn)、帕深思(Talcott Parsons)

的結構功能論、盧曼12(Niklas Luhman)以及後期馬克斯主義的法社會學和以批判

主義觀點進行法律社會研究的批判理論。  

法律社會學的祖師奧地利法學家艾理希(Eugen Ehrlich, 1862-1923)，以一

本《法律社會學的基本理論》13將法律社會學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艾理希在書

中指出，法律社會學應該要以社會事實為基礎來系統性的研究法律，而不是將法

律單純的拿來當作研究的唯一對象。Enrlich強烈地反對法律的形式主義，他認

為法律不僅僅是國家立法機關所制訂的形式條文而已，還包括蘊藏在社會機構或

社會習俗中的規範都需要加以研究。如果把法律從其社會環境中加以抽離，不僅

過度尊崇法律，甚至可能產生法律排斥外界批評的現象。人需要依賴社會的支

持，而且社會維繫的力量在於社會制度的建立，如果忽略法律與社會制度之間的

關係，是無法瞭解法律的真相的14。因此，在研究方法上，艾理希(Eugen Ehrlich)

認為法律社會學應該採用社會科學的歸納法來做研究。就像其他真正的科學一

樣，藉由對事實的觀察，對經驗的收集，來增加我們對事物本質的瞭解與認識15。 

在40年代到60年代之間，法律社會學的發展主要受到行為主義的影響，開

始著重問卷、資料統計、法官行為調查和心理測驗等社會學技術，研究主題集中

                                                 
10 涂爾幹認為，社會與法律是從簡單演變到複雜的，這是由社會組織和社會成員的互動中可觀
察到的現象。道德與法律也同樣是從單純趨向複雜，這是由於個人受到社會分工精細化的影響，

而日趨專業化、專門化，連帶使得法律也越來越擴散、越來越專門。 
11 龐得(Roscoe Pound, 1870-1964)，主張把法學研究的科學性與實用性連結起來。 
12盧曼(Niklas Luhman)，以系統論為基礎，通過現象學的相互主觀性這一個概念，消除價值與事
實的界線。他提出社會關係中「二重不確定性」，也就是各系統相互聯繫的不確定性與主客體轉

換的不確定性。他認為，法律及其他社會規範的功能在於解決這種不確定性問題，所以規範的特

性不是行為強制而是預期強制。盧曼還認為對於環境的高度複雜性的結構反應，是以「意義同定」

為媒介的複雜性簡化這一獨特的觀點，以此來剖析現實法律現象的各種關係。參閱沈宗靈，前揭

文，頁 22-23。 
13 參閱沈宗靈，前揭文，頁2。 
14 Eugen Ehrlich著，楊樹人譯，《法律社會學原論》(台北：華國出版社，1951)，頁 2。 
15 參閱 Euen Erlich, Grundlegung der Sociologie, München u. Leipaig 1 ste Aufl. 1913, 1967, 3te Aufl. 
p.6。轉引自洪鎌德，《法律社會學》(台北：揚智文化，2001)，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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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體的法律問題上，而比較忽略對法律基本理論的研究16。美國法律社會學龐

德，認為法律是一種社會工程，能有條不紊地促進社會與經濟秩序的安定，他提

出法律概念的社會利益說，即認為法律社會學著重於法的作用而不是它的抽象內

容，強調法的社會目的而不是它的制裁，認為法律規則是實現社會公正的指針，

而不是永恆不變的模型；他將法律當作一種社會制度，認為可以透過人的努力予

以改善。 

從 60 年代開始，法律社會學則是致力於經驗研究與理論分析的結合。美國

的法律社會學著重探討在法律思想與法律現實之間、或是「書本上的法律」與「行

動中的法律」之間的差距，強調法律是不完善的，是可以改進的一種解決衝突的

機制。這時期的法律社會學家運用技術方法收集、整理、分析資料時，同時注意

法的基本理論問題研究，例如法的作用、法治的意義、正義、事實與價值的關係、

法律秩序與其他秩序的關係、法律價值、法律社會化。另一方面，法律社會學家

重視法律社會學方法論和基本方法分析與比較的研究，引進了功能結構主義、行

為主義、衝突論、系統論等方法，來搭配組織分析法、規範分析法、制度分析法、

統計分析法等等，可謂將法律社會學研究推向更深層的研究。 

如果更詳細的說明第三階段，我們可以從兩個的角度來觀察。第一是方法

論，方法論是決定法律社會學的視野與前提，同時決定著法律社會學的基本方法

與研究技巧。在有關法律社會學的方法論上，大致上有功能主義、結構主義、行

為主義、現象學與系統論。另一個是他們所用的分析方式，在對法進行社會學研

究時具體運用的特殊分析方式時，有採用角色分析、組織分析、規範分析、制度

分析和比較分析。其中，非屬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以及制度分析最引人入

勝了。以功能主義的角度來看，法是一種從屬的社會現象，它不只是社會的標準，

而且他本身就是從社會環境中所產出的。法的每個要素都對法律體系的穩定和變

化發生作用，但每個要素的重要性在不同時期、不同體系裡都不同。法律不僅具

                                                 
16李楯，《法律社會學》(北京：中國法政大學出版社，1999) ，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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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短暫顯現社會的功能，甚至還有潛在長期且持久的功能；不僅有各自目的的功

能，還有系統的功能。因此，應該根據其顯現的功能和潛在的功能做研究。傳統

法學大多著重在法的顯現功能，對法只是做實證的描述，反而較少注意到法律潛

在的功能。功能主義認為，採用功能主義可以克服這一個侷限17。 

在功能主義裡，他們所採用的是制度的分析。他們認為，做為一個社會的制

度，法律調整社會互動，從而使公開或隱蔽的差異可以減到最低限度。為了履行

這個職能，法律制度必須解決四個問題：規則的合法性、規則的解釋、制裁的適

用和司法權的確定。也就是要解決好法律系統的適應、目標達致、模式維持和整

合等四個功能問題。對一個法律制度做這些問題的分析，可以為法律制度在法律

社會學研究上提供一個較肥沃的基礎18
。 

正因為如此，本研究將以此做為研究的方法，除了瞭解功能主義的內涵，以

及它對法律所採取的態度、功能之外，最重要的是它在解釋社會現象時所採取的

觀點，進一步配合本研究的重心—校園學術網路規範，企圖瞭解目前校園學術網

路相關規範與實際社會現象間的落差問題，究竟如何詮釋。 

 

 

第二節 功能結構理論 

 

一、功能面 

功能結構理論主要是以帕深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做為代表，其

理論是結合了社會行動的「整體觀」19和「個體觀」所開展出來的。他認為人們

                                                 
17 參閱李楯，前揭書，頁56。 
18 參閱李楯，前揭書，頁59。 
19 這兩個觀點和涂爾幹、韋伯兩人有關。韋伯認為，社會學應該關注個體相互之間的行動，亦
即社會行動。這類行動可以是為了用來達成特定目標，或著某種終極價值實現的手段。我們必須

根據個體所附與的意義，來認識這些行動。涂爾幹也關心這個部分，不過他認為最重要的還有超

越個體以外的意義，也就是個體經由社會化而整合到其中的「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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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念，是根據他們的規範和價值觀，來理解社會。規範是社會公認的規則，人

們用以決定他們的行動；而價值，就是把它們當做人們對「世界應該像什麼樣子」

的信念。所以，他關切個體在行動體系的方式時，運用了整體觀以及個體觀的研

究途徑。 

另外，Parsons 將體系比喻成生物學上的有機體(living system)，來說明

了社會「功能」的一面；另一方面他認為社會是由不同部分所組成的網路，透過

這個組合集結而成一個體系，來說明了社會「結構」的一面。例如我們把人體視

為一個體系，我們就可以看到，它有若干需要(例如需要食物)，以及一些互相關

連的部分(例如消化系統、胃腸、呼吸系統)，這些部位的功能就在滿足那些需要。

Parsons認為，一個社會的行動體系如果要維持下去，就有一些需要必須予以滿

足；當然，這意味著它也具備了一些用以滿足這些需要的部位。 

任何一個體系如果要生存下去，就必須滿足四種需要或條件(如同人體需求

呼吸或食物一樣)，而每一個體系中，都會發展出專門用來滿足每一種需求的次

體系(例如能滿足需求的部位)。社會體系這四大功能的要求可列舉如下： 

(一)模式維持(pattern maintenance)：每一個體系都必須使自己盡可能地

接近均衡狀態。進一步來說，就是透過建立和維護體系內成員的價值觀

或能量，從而使社會內部總的活動或能量能不斷的再現。這裡有兩個主

要的概念：第一是社會規範本身，這有賴於社會本身的價值觀；另一個

是制度化，尤其在個人經歷社會化的過程中，個人如何遵守大家同意的

規範性期待(normative expectation)，而成為他們行動的動機。由於

社會期待他的成員能夠遵守與符合傳統的行為模式，所以會訂立各種制

度化的價值，這些取決於宗教、意識型態、公序良俗或是對流行的看法，

讓成員在社會化的過程，將這些價值潛移默化為個人行事的依據。如此

一來，教育、家庭或宗教體系就能符合模式維持的功能，因為它們灌輸

                                                                                                                                            
換句話說，韋伯從個體著手，涂爾幹則從社會整體出發，兩種理論都處理人們觀念與行動。而

Parsons理論就是運用這兩個理論做為研究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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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個人一個社會的共同價值的緣故。在這種方法的推行下，社會體系便

控制以及建立了成員的人格。 

(二)目標追求(goal attainment)：每一個體系都必須擁有資源來達成其目

標，並以此獲得滿足的手段，以保持體系向既定的目標穩定前進。由於

系統的慣性與因應情況所產生的需求發生不一致，才導致目標追求上產

生問題。不同於模式維持的是，目標追求是針對特定的情況，而且一個

系統往往有很多個目標。以社會體系來說，目標追求關心的不是價值觀

的維持，而是去滿足系統產生的需求。 

(三)環境適應(adaptation)：每一個體系都必須因應它的環境，使體系本身

能夠適應所處環境的各方面條件。「適應」同時也是社會的目標追求之

一。由於系統的資源有限，而目標很多，所以有時必須犧牲某種目標，

以便將資源分配給其他目標。從微觀的角度來看，目標追求是著重在政

治組織，而環境適應是著重於經濟組織。在一個體系中，往往目標維持

的重要性大過於環境適應。 

(四)整合(integration)：一個穩定的階級制度中，整合是介於目標和模式

維持。在複雜程度高的社會裡，整合機能主要是著眼於法律規範系統以

及相關的法律系統，尤其是權利與義務。而無論在哪一個體系，都必須

維持各部分之間的內部協調，並發展出應付偏差現象(deviance)的方

法，也就是說，它必須維持自己的完整，保障體系的內在整合。 

換句話說，就是：適應(adaptation，簡稱A)；目標獲致(goal attainment，

簡稱 G)；整合(integration，簡稱 I)；潛在力(latency，簡稱 L)20，結合這四

個功能就能縮寫成AGIL。Parsons認為每一個體系都是經由制度化的過程而形成

                                                 
20 指社會體系中的人們如何來遵守大家同意的規範性期待(normative expectation)，所以會訂立各
種制度化的價值，例如對流行的看法、意識型態、公序良俗等等，讓成員透過社會化的過程，潛

移默化而變成個人行事的依據。Parsons把價值當作社會成員共通的概念，抱持的信念。教育的、
家庭的和宗教的體系就能符合模式維持的功能，因為它們灌輸給個人以社會共享、共有的價值的

緣故。在這種方法的推行下，社會體系塑造並且控制了個人的人格。參閱洪鎌德，《法律社會學》，

頁 226-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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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都有它自己更低的次體系。任何一個體系要維持下去，就必須滿足這四個

需求。因此，社會體系的再生與永續經營就是建立在 AGIL 四大功能的範疇與運

轉之上。透過 AGIL 的發揮，可以保證體系能夠控制衝突、脫序、離經叛道的行

為，而保持了體系的均衡21。 

Parsons指出，當代西方工業化社會的特徵之一，就是上述四項功能達到驚

人的分離。經由功能上的專業化，將社會體系分化成許多子系統，例如經濟、社

會、政治等等。而AGIL剛好與各個子系統(sub-systems)相對應，即政治體系對

應目標追求功能，經濟體系對應環境適應功能，模式維持則是針對意識和教育。

憑藉模式維持，使個人的觀念和看法適合於確立的社會價值觀及其預期。 

 

二、結構面 

有關規範性結構(Normative structure)的分析部分，Parsons 認為社會的

規範性結構由四項有排列順序的要素所組成，即價值觀(value)、社會規範

(norm)、集體活動(collectivity)，以及個人角色(role)22。以下分述之： 

(一)價值觀：指社會成員所共同持有的關於理想社會的概念23。當價值觀在

社會制度中得到實際體現，它就已經變成社會體系內部規範性結構的一

個組成部分。價值觀是社會凝聚力的基礎。 

(二)社會規範：指對基本價值觀的適用。把基本價值觀適用到社會中不同功

能的群體和子系統的具體條件中，尤其是在沒有價值觀可資參照的場合

理，社會規範更是不可或缺。 

(三)集體活動：規定「特定」場合的活動模式，例如國家機關、商業機構、

學校、家庭的活動方式。 

                                                 
21 參閱洪鎌德，前揭書，頁 227。 
22 參閱 Roger Cotterrell著，《法律社會學導論》，頁 95-100。 
23 Talcott Parsons, Durkheim’s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Integration of Social Systems, in K. Wolf 
(Ed.), Essays on sociology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4, at 118-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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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人角色：角色是最基本也是個體互動的開始，為了讓互動更加穩定，

當某一個人以及集體成員的身份參加活動時，他就必須意識到自己所擔

當的角色，並且要去符合附加於個人活動上的規範性期待。 

在規範性結構裡，由上而下，價值觀控制了社會規範的內容，社會規範控制

了集體活動的方式，集體活動決定了各種角色。由下而上，角色是一個決定了個

體在集體活動中參與的規範要素；集體活動就是一個具體社會中會成員們的互動

所產生的價值、規範、以及目標的一種規範性文化；規範則是根據不同系統階層

的期待而有不同；價值觀則是一種普世性的規範，符合整體社會的期待。這樣形

成一種由上而下，由下而上貫穿整個體系結構的運動，各個要素一方面互相影

響，產生壓力，促進變革，另一方面，也加強彼此的約束，以尋求穩定。 

 

三、功能與結構的結合 

規範性結構的四個層次，隨著社會的演變，與功能上的四個子系統越來越緊

密的發生對應關係。社會規範被納入社會共同體的結構要素，各種角色對應於經

濟，集體活動對應於政治，而價值觀則屬於模式定型的子系統。做為結構因素的

「角色」，必須精確反映出工作、家庭、社區中日常生活的壓力，所以個人角色(例

如職業或職業條件)變化最快，集合體次之(例如某企業或產業結構)，社會規範

則慢些(如產業法規)，價值觀則變動最慢(例如關於社會公正的基本概念)。因

此，在變動幅度不同的規範性結構，對應到功能上，就是經濟體系要求變革的壓

力最大，其次是政治領域中的行政規劃和行政組織方面，再次是法律規範層次的

社會共同體，最後是社會價值層次的模式定型系統。 

 

四、法律的位置 

在還沒進入Parsons對法律的認識之前，有必要先瞭解功能結構學派對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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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位。基本上來說，學者如龐德、涂爾幹、盧埃林都贊成法律是一個整合機制

的概念，認為法律是對付諸如摩擦、緊張等威脅社會基本凝聚性的種種因素的有

利手段。他們各自要討論的重點是：這種對法律的見解，其背後所蘊藏的主要理

論以及這種見解影響功能分析的程度。 

以龐德來說，他認為法律必須在兩方面發揮作用：第一是通過對各類衝突嚴

格分析，然後確立最普遍的社會利益；二是通過權利維護和法院裁決對各種各樣

的個人要求進行鑑別，確立每個公民應該享有的個人利益。另外，法律有對維護

秩序的社會工程的要求，這個要求是：必須以一種合理的、一貫的方法來平衡各

種利益。 

而涂爾幹則是認為，對法律原則進行分析，可以提供一個有助於理解社會凝

聚力的途徑。社會無非是一種道德現象24。社會凝聚力取決於對公共幸福所承擔

的道義上承諾，不同種類的法律反映了不同類型的凝聚力。 

他還提到了機械連帶與有機連帶的的概念。所謂機械連帶(mechanical 

solidarity)，即指以社會一般成員的共同價值觀為基礎的凝聚力。在機械連帶

支配的社會裡，法律和宗教透過結合來表達和維護公共信仰及思想；正是這種信

仰和思想促進社會統一，來排除和鎮壓共有價值中的異己因素。如果在純粹機械

連帶的社會裡，那麼這個社會是絲毫不容具有個性、個人權利或個人公正之類的

東西存在。反而所謂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不是以社會成員間價值觀

和世界觀的統一為基礎，而是以社會不同團體間的功能性相互依存，以及社會成

員的職業分工、社會分工為基礎的。 

涂爾幹進一步說，社會分工只是反映日益複雜、緊迫、高度專業的社會現象。

在這種情況下，通過法律和道德直接表達出的單一社會價值觀，在維護社會凝聚

方面的作用，必然會導致更多問題。現代社會雖然趨於多元化，但是國家仍然是

以政治權力高度集中、將法律體系制訂成自由社會規範人民行為的法典，為其政

                                                 
24 Emile Durkheim, Sociology and its Scientific Field, Kurt H. Wolff (trans.), 1960, at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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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特徵。 

我們可以總結來看涂爾幹最主要的貢獻。他在分析法律的社會整體機制領域

中，試圖建立起一種觀念，即認為社會是一個道德規範的聚合系統，而法律在當

代世俗社會中是上述道德規範的基本體現和重要後盾，以此來彌補做為現代社會

聚合基礎的普遍共有的價值觀的明顯漏洞。例如在定契約的時候，雙方必定是經

過討價還價的過程，並根據一定的條件才能進行，而這些條件正是法律和道德原

則的反映。如果沒有一個預先存在、由法律表達的道德環境，那麼社會關係就不

可能具有穩定性和可預測性，社會連帶也就不可能發生了25。 

其實對涂爾幹而言，法律和道德是不可分割的，沒有道德的支持，法律就不

能成為社會的組成部分，而只能是官方文件上的文字。在現代變化快速的社會

裡，道德上的信用和態度隨著社會變化而轉變，但是法律卻往往是由那些對這些

變化毫無可知，或是緩慢才意識到的高層決策者所制訂的，造成國家與其所要尋

求的規範距離約來越大。因此，現代政府在管理方面長久以來的問題是：如何來

消彌區域性的有機連帶之道德條件，與國家法律之間的鴻溝。在國家和人民之

間、中央集權的社會協調與自發合作之間、政治支配和社會連帶之間、機械的法

律規範和道德服從之間，都存在著分歧的問題26。這也正是奧地利法學家艾理希

(Eugen Enrlich)所研究的課題，而在涂爾幹則是把國家法律和活法的關連性納

入社會秩序和社會凝聚力理論的研究範圍27。即使到今天，這些問題仍然是法律

社會學所關注的問題之一。 

另外一個學者盧埃林(K. Llewellyn)在對法律做理解的時候認為，任何群

體，不僅指一個社會，亦指一個家庭、一的團體、一群伙伴的法律，都具有不變

的基本功能28。法律具有四項基本功能，即是解決爭端、減少衝突、確定權義以

                                                 
25 參閱Roger Cotterrell著，《法律社會學導論》，頁 85-90。 
26 參閱 Roger Cotterrell著，前揭書，頁 85-90。 
27 參閱 Roger Cotterrell著，前揭書，頁 85-90。 
28 Llewellyn的觀點顯然與 Enlich有密切聯繫，Enlich認為一個社會裡的眾多組織，每一個都擁
有自己的法律規範體系。參閱 Karl N. Llewellyn, The Normative, the Legal, and the Law-Jobs: The 
Problem of Juristic Method, 49 Yale Law Journal 1355-1400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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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協調組織。法律在任何社會裡，皆佔有一個以功能來確定的位置29。在Llwellyn

的功能觀中，法律表現得既不保守也不進步，而只是單純地反映群體生活的規範

性。簡言之，法律只是反映體系的需要。 

那麼，Parsons是如何詮釋法律呢？規範性結構和功能的要求之間，法律在

其中扮演的地位是什麼？在瞭解Parsons所提到功能結構理論後，有助於我們在

社會體系各功能要素間的關係所構成的圖畫中，清楚地確定法律的位置。 

我們可以說，「法律」在各子系統的分化起了關鍵的作用。對下，例如經濟

與政治系統，是透過社會共同體，即以社會成員間平等的權利義務為基礎的體

系，藉此來保持內在的相互依存關係，就是由法律來普遍控制政治與經濟活動的

模式。對上，法律做為社會共同體，則最終必須反映和依賴於社會的價值觀30
。

換句話說，法治(rule of law)高於一切的制度。如果按照涂爾幹有機連帶的概

念，功能分化的程度越高，實現這些功能的社會體系各要素間的相互依存就越緊

密。換句話說，經濟或政治系統雖然各有其功能範圍，但是它們之間卻是互為補

充，互為前提的，必須依賴對方才能發揮效力。所以，做為社會共同體的法定基

礎，便是Parsons所稱的一般法律體系(general legal system)。這個法律體系，

是不受任何特權壓迫，而是要求任何人享有同樣義務與負擔義務，任何人皆須遵

守31，這就是法律實質自主性的表徵。 

我們可以從功能分析理論的核心架構AGIL來理解法律：(圖一) 

I                L 

        

 

 

G                A 

                                                 
29他雖然指出四個功能，但是 Llewellyn 並沒有解釋各項法律職能之間的相互關係。例如哪一個
是立於優先位置？立於優先位置究竟是基於學理上的必然結果，還是只是經驗主義的推測呢？參

閱 Roger Cotterrell著，前揭書，頁 90-93。 
30 參閱 Roger Cotterrell著，前揭書，頁 95-100。 
31 Talcott Parsons, Evolutionary Universals in Society, 29 American Society Review 353-357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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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法律規定和法律程序以實

現立法目的 

滿足當事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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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某一社會的功能任務之間相互分離，以及規範性結構的要素之間相互分離

均已達到一定程度時，就必然導致法律與社會的其他制度相脫節，這也就是法律

獨立自主的開始。因此，西方社會之所以具有自主的法律體系的特徵，正是功能

專一化，以及社會規範成為規範性結構中一個「獨立」的因素，因為這雙重因素

所造成的結果32。 

法律雖然獨立出來，但是法律體系必須善盡整合功能。Parsons指出法律體

系必須有三種調適過程，俾能有效完成其整合功能。第一，法律必須普遍性、周

全性的對次級體系做出廣泛的解釋，必須呈現出高度的普世性。例如法律規定「酌

量審查」，雖然詞義不確定，但是卻同時給適用的對象一個自由的空間，使其能

依情況解決個案，避免引起社會衝突。第二，法律必須擁有相當程度的彈性和隨

機應變的能力。第三，為使法律體系適應社會變遷，它必須進行社會控制，也就

是規定個人行為以及縮減偏差的過程。例如我們肯定個人追求財富，但法律在於

導正以合法方式獲取錢財。透過這三個過程，法律體系才能真正發揮其整合社會

體系的功能33。 

 

因此，我們可以在結構中找到法律的位置：(圖二) 

　　  　 功能　 　 　 　 規範性結構 

 

 

　 　 社會價值(模式維持)　→價值觀：社會公正 

　 　 社會規範(整合)　 　 →規範：產業法規 

　 　 政治領域(目標追求)　→集合體：企業 

　 　 經濟領域(環境適應)　→角色：職業 

                                                 
32因此，西方社會之所以具有自主的法律體系的特徵，正是功能專一化，以及社會規範成為規範

性結構中一個「獨立」的因素，由這兩者所造成的結果。參閱洪鎌德，《法律社會學》，頁 232
及 Roger Cotterrell著，《法律社會學導論》，頁 95-100。 
33參閱洪鎌德，《法律社會學》，頁 232-233。 

法律：社會共

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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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sons清楚地指出，法律最能發揮整合功能的場合，就是在一個價值共識

很高的社會裡，也是在一個很少使用暴力來執法的社會裡，才能使法律發揮最大

社會整合的功能。法律既然源自於社會價值，多數的共識才會形成法律。如果沒

有共識，硬將規範載入文字，那麼暴力就產生了。所以法律是擔負著推動群體生

活的各種因素協調一致的特殊任務。法律的獨立性是來自於上述特殊功能的實

施。以Parsons角度來看，法律逐漸形成是社會規範性結構中獨立成為單獨要件

的過程。法律的各項功能一一對應於各個獨立的社會子系統，滿足它們自身維持

和發展的需求。反過來，法律也必須依賴社會的共同價值觀。以涂爾幹觀點來看，

法律一開始只是反映和表述共同信仰和共同觀念，但後來演變為道德力量，取代

了這些信仰和觀念。法律把支離破碎的道德環境，重新組合成一個結構嚴密的社

會統一體(social unity)34。這樣共同的價值觀，代表著社會體系賴以維持的規

範和價值觀的接受問題，是一個社會化(socializtion)的問題，以及社會體系通

過某種機制塑造出社會成員相應的動機和態度。所以，有效的社會化，被認為是

社會體系的一種必須的功能，其作用是適當的培養和形成個體的態度和觀念，以

確保社會體系協調、健康的發展35。Parsons 既然將法律視為社會控制普遍化、

一般化的操控機制，而且它的主要功能在獲得體系的整合，也是通過協調與調整

其次級體系之操作，而達成社會總體的存在、再生與繁衍。那麼，一旦法律過份

執著地遵循價值觀，例如宗教原則，或屈從於特殊的行政決策，就不能夠維持充

分自主的社會溝通，也就不能維持自身在社會結構裡的自主地位，也無法與政

治、經濟做微妙的平衡36。 

 

 

                                                 
34 參閱 Roger Cotterrell著，前揭書，頁 115-119。 
35 吳泉源，〈從帕深思到紀爾滋 試論科際整合的問題性〉，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1986，頁 36-46。 
36 參閱 Roger Cotterrell著，前揭書，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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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功能結構理論的省思 

一、模糊的價值觀 

雖然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法律的位置及功能，但是當我們省思Parsons理論

時，會發現這個理論缺乏某程度上的根據。例如Parsons並沒有詳細說明做為社

會秩序基礎的共同價值觀的本質，也未能充分解釋價值觀形成的途徑和方式。他

只是說，法律，只有在社會中對基本社會價值觀毫無爭議，以及實施方面的問題

不太尖銳時，才能蓬勃發展37。而且，深藏於法律內的價值觀，其根源和本質其

實是法律社會學所必須要去面對的。相較之下，Parsons只是把當代社會的產生

和維持說成是機械性的系統調節過程，而不把它當成迫切需要分析的問題38。 

Parsons在做功能分析時，是把社會設想成一個系統結構，並指出什麼是社

會全部的「正常」需要，或可預見的部分，就可以拿來鑑別「功能不良」的部分。

但問題就在於要確定實際社會需要是否與他的理論所假設的社會需要一致。其邏

輯是，有如此的社會需要，就「必然」有如此的生活方式來加以滿足。功能分析

無力做到價值中立，無法完全不受分析者的個人價值觀所影響39。 

另一點是功能主義雖然強調社會體系，但卻忽略了個人的因素，對個人生活

過份簡單的描述。根據Parsons的解釋，既不能反映出公民個人接受或不接受法

律的真實原因，也無法闡明個人或者團體為什麼有的會求助於法律，而有的盡可

能不予理睬40。 

另外，Parsons只著眼於說明已經確認的各種法律活動的正確性，而忘記其

他方法也能夠指出法律功能不良之處。換言之，其觀點是建立在一個他自認為真

確，但不一定可靠的假設之上。這個問題就在於人們要求確定實際的社會需要，

是否與他的理論中所假設的社會需要相一致？ 

                                                 
37 Talcott Parsons, The Law and Social Control, in William M. Evan(Ed.), Law and Sociology, 1962, at 
71. 
38 參閱 Roger Cotterrell著，前揭書，頁 95-100。 
39 參閱 Roger Cotterrell著，前揭書，頁 115-119。 
40 參閱 Roger Cotterrell著，前揭書，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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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Parsons太重視社會的整合，而忘記了社會的衝突、矛盾、鬥爭。他

把法律看成為維持現存主流價值的工具，未免太過保守，而且，他也沒有對法律

與社會其他次級體系互動做出進一步的分析，這些都是功能結構理論的不足之

處。 

其實，對當代西方法律所做的絕大多數分析，儘管都聲稱以共同價值觀做為

研究基礎，但很少有興趣去蒐集證據，以證明社會成員對上述方面的意見一致是

否存在。而且，不容否認的，國家法律與強制性有密切的聯繫，通過法律，國家

權力滲入社會關係領域，那麼法律表現出咄咄逼人的強制關係時，與相互依存的

社會連帶關係之間，究竟還有多少一致性，是令人相當懷疑的。從校園網路環境

來看，BBS站的站規有沒有顯示出這樣咄咄逼人的強制關係？或者說它與使用者

所形成的社群，究竟有多少契合之處？其實站規或版規正巧類似於一種契約關

係，以這樣的契約關係來維持體系間的和諧。同時，它也有類似刑法的處罰方式，

但是它又不像刑法那樣的有強制力，之所以這麼說的原因是：縱使你違反了契約

責任，但是可以「馬上」轉換方式，或是「暫時」轉換方式，以另一種型態(另

一個新的帳號)再重新的加入這個社群。也就是說，規範的強制性並沒有「完全」

達到預定的目標，就是因為存在這樣的心態，相對的自由度提高，所以違犯了站

規的行為，不代表完全的「停權」。但是為了避免這樣的麻煩，例如浸水桶或是

被停權，因此使用者在瀏覽或編輯文章的同時，會有所警惕。一個社群往往會有

幾個新加入者，但是通常會發生問題的往往都是長久使用這個站的使用者，也就

是他有足夠的時間瞭解站規或是版規的規定。其實觀察版規的形成，可以發現一

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透過版上的個案累積，然後再經過相當時間之後，轉換成

版規的形式。而有些版還有所謂的判例，這些判例則是由個案配合版規的討論，

這樣的討論不是限於版主，也不限於個案當事人，有很多時候其他使用者也會參

與討論。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判例會成為制定新版規的基礎，而此時版規所顯示

的強制關係，由於是透過使用者參與所討論出來的，因此就比較能夠為使用者所

接受。反過來看學術網路規範，它是一個由台灣學術網路委員會所制訂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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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網路委員會主要是由各主要大學、縣市教育局代表及學者專家所組成，但是

真正的使用者至少有半數以上都是學生，學術網路規範以未超過半數的人來對多

數者進行管制，能否確切瞭解這個社群中的使用者態度，是相當令人懷疑的。所

以，由上述思考表明，有必要從多角度來研究法律和共同信仰以及社會有機連帶

的相互關係。本研究想要說明的是，要討論有機連帶，勢必要取決於個人和群體

對社會現狀和社會秩序的認識態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以相互依存為基礎的社

會連帶，與人們對該社會之本質的信念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而這樣的信念沖淡了

法律制度的強制性與社會連帶關係的協調性之間的矛盾。 

另一方面，當一個群體的規模和複雜性日益增長時，成員間的社會距離和地

理距離就會越為擴大，那麼促進社會連帶的難題就越多、越棘手，例如政治體系

方面對於領導人的安排、權利分配、權威確定等等，會比以往所遇到的問題更為

艱鉅41。即使是現在虛擬世界所強調的零距離、零時差的溝通空間，群體的複雜

關係更是不降反升，現實世界的社會價值觀在難以確認的情況下，虛擬世界的價

值觀又為何？就這一點而言，功能結構理論似乎又更為薄弱了。但是，儘管功能

分析未臻完善，但它做為研究社會現象的一般方法，用社會學的角度做法律研

究，仍不失為一個基本的的工具。功能結構理論提供了一個法律定位的指引，其

實是有助於我們來面對這種變化多端的社會需要，而不致於茫茫然找尋法律位

置。 

 

二、法律文化的觀察 

那麼功能分析理論的不足之處要如何彌補，有些學者認為從法律整合的角度

上可以來填補這樣的缺陷。其中又可以用法律文化做為一個思考的方向。那麼，

法律文化究竟是什麼？以下是幾位學者對法律文化一詞概念的詮釋： 

法律文化是：關於法律的性質、法律在社會與政治體系中的地位、法律制

                                                 
41 參閱 Roger Cotterrell著，前揭書，頁 11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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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專有組織和適用、研究、完善及教授的一整套植根深遠，並為歷史條

件所制約的觀念。法律文化將法律制度與它只是其中一部份的文化聯繫起

來42。 

另一位學者認為法律制度中文化因素指的是： 

共同制約法律制度並且決定法律制度在整個社會文化中地位的價值與觀

念。例如：律師和法官有什麼樣的訓練方式和習慣？民眾對法律的想法如

何？集團或個人是否願意求諸法院？人們向法律人求助的目的何在？當

他們求助於其他官員或仲裁人的時候又有什麼目的？人們是否尊重法

律、政府以及傳統？階級機構與法律制度的運用與否，兩者之間存在什麼

樣的關係？取代正規的社會管理手段和其他非正規的方式有哪些？哪些

人喜歡什麼樣的管理方式，為什麼？43 

 

當我們在談論社會價值觀時，必須瞭解社會價值觀形成的背景，也就是文

化。文化不僅僅能組合人類生活，進一步可以使人類的結合成為可能。文化因素

會形成人們對法律的觀念、態度、信念、期望和意見。為了使人們能夠在社會中

生活，文化就必須付出相對的代價，例如強制社會成員履行某些義務的規則、規

範、禮節的出現等等。但這些規範或規定並非一成不變，因為每個法律體系在結

構上、實體上及文化上都存有許多特徵，而這些特質大都是歷史性的。如此長期

下來的累積文化差異，顯現在法律體系當中，就會有現今國與國之間的差異。換

句話說，即使是在同一個時空下，也會因為所處的歷史背景不同而不同，就像同

樣活在資訊社會裡，美國與台灣受到文化的差異、法律體系的不同，各自面對資

訊社會問題解決方式也會有分歧。 

如果我們對於法律文化並未具備一些知識與理解時，結構與實體對我們來說

只是一個無生命的加工品而已。法律文化，意指社會中特有的態度、價值和意見，

                                                 
42 John Henry Merryman, The Civil Law Tradi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at 2. 
43 Leon Friedman, Legal 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6 Law and Society Review 19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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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指出社會中的法律、法律體系和社會其他部門的互動方式。既然如此界

定，則法律文化便決定了人們在何時、何處以及何種原因利用法律制度或法律過

程，也決定了人們何時利用其他制度或甚至袖手旁觀。換句話說，文化因素是主

要的構成要素，它匯集靜態結構和靜態規範，並把它轉為活生生的法律體。若再

加入法律文化，就如同時鐘上緊發條或機器接上電源，每樣事情都活動了起來44。 

我們可以從歷史的軌跡中發現法律文化的轉變。現代法律受到文化變遷的影

響，無可避免的必須有相對應的調整。進一步來說，越是近代，我們越來越能看

到許多法律是具有「政策性」的。例如工業革命興起後，國家逐漸取消了對私人

企業、土地所有權及契約自由的限制，在資本主義的帶動下，經濟發展成了各國

競爭力的指標，如何提升經濟是政策重點，這遠比政府過去的「既得權力」來的

更為重要。在這個角度下，我們會發現「法律」與「政府」實無二異。在現代社

會中，政府所進行的每一個主要變遷(甚至是微不足道的行政內規)，都是透過法

律達成的，這是民主法治國下最基本的要求，尤其處於福利國的政府，它所掌管

的範圍越是無所不在45，幾乎在每一個過程中，都可以看到法律的鬼魅。政府的

「改革」透過法律，法律化成了政策的工具。而且，在傾向民主的社會，政治制

度或多或少會在公眾壓力下，使法律成為一種工具，成為社會控制及政策的正當

化手段。 

另一方面，現代社會生活逐漸趨於井然有序，尤其是社會政策快速轉變為明

確的法律，使得法律處理問題的範圍擴大了46。啟蒙時代以降，因為日常生活擺

脫神權及威權操控，人們的理性意識逐漸受到肯定，同時在社會制度方面也由生

活世界脫離，朝向結構化發展，並以金錢和權力做為行為媒介，使經濟及政治活

動越趨向制度化和規律化47。因此，現代國家的法律不成文的部分正在縮減，一

                                                 
44 Lawrence M. Friedman，《法律與社會學》，頁 114。 
45 Lawrence M. Friedman, Law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in Englewood Cliffs (Ed.), N.J.: Prentice 
Hall, 1977, at 156-157. 
46 羅常芬，〈從文化變遷觀點論法律之發展〉，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頁 49。 
47 Jürgen Habermas,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T. McCarthy trans.),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79, at 2-3, 65-66,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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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事物被納入官僚體系當中，而法律肥大的現象也越來越明顯。 

其實，法律就像語言一樣，它是一組用來傳遞文化的符號，也是一組可以表

達一個特定群體共同特點的語言。例如市場交易的運作方式48、民法合會的規定49

等等。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光是觀察法律的改變，就可以窺知社會或歷史環境變

遷；換個角度說，自然環境、生產工具或者是新創造新發明，都有可能成為法律

改變的因素。社會與法律緊緊牽引著彼此，也牽動著人類社會中的文化發展。即

便是刻在石版上的法律文字，也仍會因為其他文化因素的吸收或排除，而被要求

改變它原有的內容和形式。文化因素產生法律，法律又因文化因素而改變。因此，

要研究法律，非研究社會不為功。要研究法律，只在文字上計較錙珠，忽略其他

影響法律作用力的層面，例如社會成員的態度、人性的基本需求、價值觀，簡言

之，就是「法律文化」，忽略它，是無法適切解釋法律的發展、變遷或是成效的。 

大體來說，法律制度的運作可以區分成「專業」與「非專業」兩種態度，前

者屬於律師、法官或其他法律專業人士，後者則指一般的公眾。法律文化也是，

可以區分成內在的法律文化與外在的法律文化。內在的法律文化同樣指的是法律

專業人士的認知以及思考邏輯；外在的法律文化則是一般的社會大眾，也就是在

非專業的部分裡，人與人之間的維繫方式是透過約定成俗或是法律明文保障而來

的，是人們透過彼此溝通協調的方式，達成某程度的合意來進行社會互動的。但

是要將合意轉變成法律，則必須透過篩選的過程。「權力」和「利益」並不能直

接地制訂法律。就法律而言，權力、影響力和財富並不相關，除非法律體系將其

變成實際的需求。需求必先有主觀理解的利益，變成態度上的意願，透過表達再

努力獲得需求。換句話說，社會壓力必須在法律體系中轉換成需求，因此產生法

律形式的規則、法則，或是信條與實踐。在這裡，意識型態、信念、價值和意見

在利益與需求層面上，就扮演了篩選的重要角色，並以此來決定什麼樣的需求能

                                                 
48 如銀行法規、證券交易法規等等。 
49 民國八十八年所增定民法第七百零九條之一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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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轉化成法律體系的一部份，什麼樣的需求必須將之剔除在法律之外50。用另外

一個比喻來說，態度、意識型態和價值就像催化劑一樣，它們把利益轉換成需求

(或著妨礙這種轉變) ，這種催化劑的角色，就是「法律文化」51。透過這個催化

劑，社會可以去分辨需要些什麼，或社會認為它自己需要什麼，這些改變都有賴

於社會如何去評估它自己的問題，以及如何自行判斷要採取什麼樣的立法方式和

執行方式52。  

到這裡我們可以知道，法律的變動和調整並不是隨便、自然主動發生的，法

律變化非透過適當的規劃不為功。如果在法律變遷的多樣過程中，無法保持法律

秩序與社會實效兩者間最低限度的一致性，那麼法律制度便無法維持，整個社會

制度便將崩潰，最後將由革命摧毀現存的法律秩序，再以新的秩序代替之。 

 

                                                 
50 Lawrence M. Friedman, supra note 108, at p.7. 
51 Friedman,Lawrence M.，吳錫堂、楊滿郁譯，Law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法律與社會》(臺
北市：巨流，1991)，頁 149-150。 
52 Lawrence M. Friedman, supra note 108, at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