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民法學的軌跡與圖像 

前面四章揭示了 1949 年至 1971 年之間，民法學史的片段現象，並提出初步

的解釋。我揭示了戰後第一代法學期刊誕生的背景及其發行與經營概況、期刊上

的政治宣傳、法律人關於公共議題的言談、法學期刊反映／塑造的對公共議題的

態度、民法學論文取材的單調、民法學研究者對方法論與價值的陌生不熟練、比

較法觀點的支配地位及其運用與誤用、法學界內部對話交流的貧乏等等。這些都

值得我們──二十一世紀的法律人──深切地反省。 

任何學術著作若僅停留在值得深思、值得反省，卻不真正地深思、反省，這

廉價的結論只會散發出對遭揚棄者的戀戀不捨，平白污損研究者自己先前的用心

與努力。公開反省、自我批判看似矯情，但我反省不單是作為個體的我或任何特

定法律人，亦不似阿基米德般，自以為能在世界之外，找到左右世界的支點。當

批判者身處被批判的群體中，真正的批判就必須是自我批判，深刻的自我批判也

必須考量到群體的處境。據此，我將在剩下的篇幅裡，綜合先前整理的史料與初

步詮釋，並以參與法學這門事業的經驗，相互返照，描繪出這二十餘年間，民法

學生成、消長的軌跡與圖像。 

要畫出這幅圖，得先給民法典做個速寫。現行民法典是國民政府法制建設的

產物，也是清末變法以來，第一部真正的民法典。1催生這套現代法制的，是中

                                                 
1 現行民法各編於 1929 年、1930 年兩年間，分別制定、公佈、施行。在此之前，中國已有兩部

民法草案，以及一部身分法（親屬、繼承）草案：「民律第一次草案」（即「大清民律草案」）完

成於 1911 年（清宣統三年），還來不及審議，清國就滅亡了；「民律第二次草案」各編於民國 1925

至 1926 年間起草完成，時值政變，亦無法審議；親屬、繼承兩編草案草竣於 1928 年 10 月，因

立法院尚未成立，遂予擱置。清末以下民法的立法史，詳見謝振民著，張知本校訂，《中华民国

立法史》，北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0 年，頁 740-801。 

民法制定前，「大清現行刑律民事有效部分」在參議院決議（1912 年 4 月 3 日決議）、大理院

判例援用（民國三年大理院上字第三○四號判例））下，成為民事審判的成文法源，並沿用至民

法典之制定。見前揭書頁 742-743；其運用實態，見黃源盛，〈帝制中國的最後一部刑法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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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知識份子救亡圖存、富國強兵的熱情與理想，其中包含收回領事裁判權的目的

2，從而，民法以中、英文條文相互對照修正的立法程序、起草同步英譯卻又不

發行官方譯本、英譯本交由當時中國最大的外國出版商出版。3這些事實也顯示，

作為「民法典」這組話語的說話者，國民政府設想的受話者，首先是在中國享有

領事裁判權的諸外國政府，其次才是中國的法律人，及其所規範的人民。簡言之，

民法典是政治導向的超前立法。 

身為社會法學派的巨擘，身為國民政府法律顧問，Roscoe Pound相當稱職，

他在著名的〈改進中國法律的初步意見〉（1946 年對國民政府司法部提出）中溫

和地指出，「民法及民事訴訟法足以躋於最優良的現代法典之林」，4看似稱讚，

但Pound接著補充，「比諸修改法典更重要的，在有一澈底而統一的法律教育；對

於中國法的標準教育，予法官與律師以同樣的法律傳統訓練，使法典對於中國人

民，經由司法的徹底執行，發揮其最高度的效用」，5再參照同意見書中，百分之

九十以上的篇幅是對法學教育與法學著作的建議，不難看出其言外之意：中國的

法學人才，不足以賦予包括民法在內的現代法制實效。法制建設的現實也確如

Pound所言，西式法院在人財兩缺的困境下無法普及，難以賦予民法實效。6

                                                                                                                                            
錄於氏著《法律繼受與近代中國法》，台北：黃若喬出版，2007 年，頁 186-192。 
2 黃源盛，〈晚清法制近代化的動因及其開展〉，收錄於氏著，《中國傳統法制與思想》，台北：五

南，1998 年，頁 275-281；韩秀桃，《司法独立与近代中国》，北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年，

頁 379-383。 
3 夏晉麟著，蕭廉任譯，《我五度參加外交工作的回顧》，台北：傳記文學，1978 年，頁 189-191。 
4 Roscoe Pound，〈改進中國法律的初步意見〉，收錄於張文伯編著，《龐德學述》，台北：中華大

典編印會，1967 年，頁 142。 
5 同上註。 
6 依 1935 年施行的「法院組織法」，地方法院以一縣一院為原則，惟據官方統計，至 1947 年，

中國共有地方法院七百四十八所，尚有一千三百五十四縣、一市、四十二設治局未設第一審法院，

司法仍由縣知事（縣長）兼理。見司法院，《戰時司法紀要》，台北：編者，1971 年，頁 3。縣

知事兼理司法，向為民國時期司法制度之主流，詳見韩秀桃，《司法独立与近代中国》，北京：清

华大学出版社，2003 年，頁 23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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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的台灣法學源自兩支傳統：日治時代的台灣法學，與戰前中國的法學，

在政治因素下，前者成為伏流，後者則是主流，主導著法學界的走向。儘管背景

從中國轉到所謂的「自由中國」，民法學研究者們顯能體會 Pound 的苦心。他們

知道，抄到了法典，不等於學到了法律；他們也曉得，在成文法典之外，還有一

套與之緊緊相繫的學問，法律繼受不能止於制定成文法典，不能對法學不聞不

問。比較法觀點因而佔據支配地位，民法學研究者急切地問道，本國法可否與外

國法、外國學說、外國裁判為同一解釋，他們想知道，哪些法學知識須隨外國法

條文的移植成為中華民國民法的一部分，哪些僅供參考。民法學論文的取材也反

映這點。第四章指出，民法學研究者或以民法的體系切割題材，或探討民法中的

基本概念，這正是比較法觀點的準備工作：得先把題材切得方方整整，才能逐一

地對應外國法的架構。 

比較法觀點，加上其對公共議題的態度中隱含的、對秩序的渴求，構成法律

詮釋的一般取向：透過法條註釋，民法學研究者所欲探求的是法律文本的原意，

即「民法諸條文構成什麼樣的秩序」。前章引「原因行為無效之無權處分，無善

意受讓之適用」的見解，7是將此種觀點極端化之下的產物。當時的民法學研究

他們沒有請求權基礎的觀念，不懷著「什麼人得向什麼人請求什麼」的問題意識

看待法律問題，而毋寧想問道「合乎民法所定秩序的狀態為何」、「根據法律，這

樣的問題應如何解決」。8

儘管以探求法律文本的原意為法律詮釋的目的，民法學研究者卻幾乎從不訴

諸立法原意或立法目的，也幾乎未曾引用立法資料。這看似弔詭的現象有個簡單

                                                 
7 見本文頁 61 引文。 
8 論者曾指出，現代法律均屬「授權模式」，亦即法律授予權利與義務，在法律授權的空間內由

人民自行運作，傳統中華法系則屬「治理模式」，即法律依照既定目的，直接指定人、事、物在

生活中應處位置，「契約自由」概念誕生的過程，就是兩種法律系統轉換的過程。見周伯峰，《民

國初年「契約自由概念的誕生」──以大理院的言說實踐為中心》，政治大學法律學研究所九十

三年度碩士論文，第四章。其研究對象為大理院裁判，所得結論亦專對該時期而言。就本文的分

析，此種觀點應可往下推延至 1960 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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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民法學研究者所謂的原意，不是國民政府立法院的意圖，而是民法典中，

來自德國、日本、法國、瑞士諸國的各種要素，在其所來之處的意義，比較解釋

黑洞似地吞沒其他解釋要素。他們的任務類似十三世紀的義大利註釋法學派：在

中華民國法體系裡，重建 Pandekten 體系。不同的是，這批民法學研究者還無法

掌握民法揭示的理念，也欠缺方法論的自覺，他們沒有註釋法學派熟悉的經院哲

學方法，只能從文義或邏輯著手，土法煉鋼地接手法律繼受的任務。畢竟，在知

識的位階中，原理、原則、理念與方法論，都屬於抽象且形而上的範疇。 

如是的背景，形塑了民法學內外兩面的圖像。由內向外看，比較法觀點的支

配地位，使「法學期刊」中的民法學呈現出──套用Neil MacCormick對歐盟及其

會員國的稱呼──commonwealth式的圖像：9同屬於羅馬－日耳曼法系的諸國，

其民法規範之間可以相互穿透，相互引用，在分屬不同法系的法律之間，則是壁

壘分明（見圖 6-1）。這也昭示其法概念之內涵：民法學研究者認知到，法典的白

紙黑字沒有窮盡法律，法典之外的法學知識，不只是法律的一部份，還支配著民

法典。但法學僅相當受限地獨立於法典之外，由於方法論上的貧乏，比較法觀點

使它仍依附著外國法，文義與邏輯的操作又使它依附成文法典（見圖 6-2）。 

在此比喻之後，也千萬別忘了──MacCormick 過度樂觀而忘記的──各

commonwealth 的地位互不對等。將各國法律歸於同一法系，只能淡化不能抹消

國界，認知與實踐的落差，使民法學的外在圖像有想像與實像之別。如圖 6-2 所 

                                                 
9 Neil MacCormick稱歐盟及其各會員國“commonwealth”，他認為，會員國與非會員國之間，仍

是傳統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但在各會員國之間，以及會員國與歐盟之間，已非主權國家，因為

它 們 的 主 權 （ 以 及 法 規 範 ） 能 夠 相 互 穿 透 。 MacCormick 稱 這 種 狀 態 為 「 後 主 權 」

(post-sovereignty)，把這種新的政治實體稱為commonwealth，意指構成commonwealth的人民，

能合理地意識並承擔「共同福祉」(common weal)。See Neil MacCormick, ‘Democracy, Subsidiarity, 

and Citizenship in The “European Commonwealth”’, Law and Philosophy 16, 1997, p.333-5, 339. 

中文的介紹與批評，見孫健智，〈秩序或失序？──全球化下的法律規範場域初探〉，發表於國立

中正大學政治學系主辦，「第五屆政治相關科系從諸羅到全球──地方治理與全球治理下的政經脈

動學術研討會」，2005.5.7，頁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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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民法學外部圖像的想像 

瑞士法 

德國法 

法國法 

日本法 

中華民國法 

 
來源：筆者繪。 

圖 6-2 民法學研究者的法概念內涵 

法; the law; droit; Recht

法律; law; loi; Gesetz 
價值、理念

學說 

外國法 

Qu’est-ce que c’est le droit par-delè ou autre que la loi?
 

來源：筆者繪 

說明：法典之外，尚有法學知識，二者共同構成「法」這個概念，但法學知識依附外國法，究竟

「是超越(beyond)法律的法，或只是外於(other than)法律的法」，便又搖擺不定了。 

此外，法文與德文，「法律」一詞各有 droit 與 loi、Recht 與 Gesetz 之分，loi 與 Gesetz 指成文

法，而 droit 與 Recht 則指 loi 與 Gesetz 所體現卻未窮盡的、總體的法律。在英文裡，或可用 the 

law 與 law 表示，中文譯為法與法律，未免使讀者誤以為僅字面上而非概念上的差異，故並列法

文與德文的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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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民法學外部圖像的實像 

瑞士法 

德國法 

法國法 

日本法 

中華民國法 

 

來源：筆者繪 

說明：箭頭表示概念、見解或理論的出借，實線係民法學研究者之任務，虛線則是想像中存在，

而非本國學者應承擔之任務。 

示，本國法與外國法的關係其實是單向的，這不是因為外國的法學者不在乎島內

法學者的見解，而是因為民法學研究者未在本國法的基礎上理解外國法。 

我說的不是「欠缺主體性」這種抽象問題，也不是指稱稱民法學研究者們缺

乏對固有法律思想、法文化或法意識的認識，以致繼受時扭曲了外來的觀念（儘

管這些問題也確實存在），問題出在法律論證的具體操作上。比較法觀點各種誤

用，都可以歸結為對──作為其前提的──本國法的忽視。由於方法論的貧乏，

民法學者常常還沒搞清楚本國法欠缺什麼、需要什麼，就急忙著向外國法求援。

民法學暴飲暴食，因為它搞不清楚該吃些什麼，只好全盤吞下，它孱弱的消化器

官──文義與邏輯──又使它消化不良。 

若換個方向，由外往內看到的民法學，孤僻地窩在法學的角落。就著作的質、

量而言，各法域或許不相上下，但就取材的觸角而言，刑法學活潑得多，民法學

則嫌封閉。與刑法學相比，民法學與實務及社會現實的關係相當疏遠。在 1950

年代的政治氛圍下，法學應處理的公共議題，非是政治議題不可，非得與國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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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之運作扯上關係，才值得在法學期刊寫上一筆，但在定義上，民法處理的就是

私人之事。這種認知具有雙重的影響：一方面，公共議題幾乎沒有可供民法學插

手之餘地，另一方面，相較於與國家權力關係密切的刑事法，民法學被冷落了。

這雙重的影響就讓民法學退到最偏遠的角落（見圖 6-3）。 

圖 6-3 法學各領域的內部圖像：角落裡的民法學

 

來源：筆者繪 

由於法學界的世代交替，這一切在 1960 年代中期稍微有了改變。這波轉變

延續到 1970 年代，那促使它改變的因素，同樣來自外國法。在戰後第二代民法

學者手裡，基本理論的繼受被議題及方法論的繼受取代：取材上朝議題式論著轉

向，方法論上開始自覺地為利益衡量。自相關期刊論文的內容看來，所繼受議題

多來自日本與美國，方法論的繼受則同受日本法與德國法影響，在基礎理論的繼

受時與德、日並列的法國法、瑞士法，漸漸地失去影響力。方法論的繼受使民法

學論文的論證更加精緻，議題的繼受使題材更加豐富，更重要的是，自此民法學

研究者具有充足的觀念與能力，處理島內公共議題的私法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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