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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a perspective of legal iconolog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xamples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textbooks collected in the “Taiwan Visual Database for 
Legal Education in Post-WWII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ith the 
aim of reflecting on how images convey and lead to specific citizen consciousnes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legal consciousness in Taiwan post-WWII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Legal iconology is not merely one hermeneutic to interpret the legal 
meanings in or behind the images. In my opinion, legal iconology is critical 
archaeology as well as iconological jurisprudence. It tries to reflect on functions 
of law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aw and society and on how nationals are 
disciplined in legal mechanism. In this sense, images are regarded as media: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ctualizing legal experiences and accumulating legal 
consciousness. Cultural effects, with a variety of legal disciplinary functions 
imprinting upon the body, can be traced in thes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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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像記憶與法律圖像學 
 

   
              圖一                          圖二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教科書（第三冊），

1990年8月，頁107。 
 
圖一、圖二影像，摘錄自臺灣戰後中小學法治教育影像資料庫1（以

下簡稱法治教育影像資料庫）。該資料庫，屬於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2

的子項目。法治教育影像資料庫的建置，希望運用法律圖像學3（ legal 
iconology）的跨領域視野，反思臺灣戰後中小學的法治教育4。換言之，

要以中小學教科書曾經出現的圖像為媒介，檢視歷來主掌臺灣中小學教育

的國家機關，究竟曾經透過哪些圖像，想要傳遞、引導哪些特定的公民意

識、國民意識乃至法律意識？同時，也希望從法律圖像學的觀點，擴大理

解法律的視域：一方面跳脫「法律是什麼？」的提問習慣，另方面改問

                                                        
1  網頁：http://140.112.114.59/TaDELS/browse/archive_brouse/browse.php?archive_path=P。 
2  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Taiwan Database for Empirical Legal Studies），屬於國科會

整合型計畫，計畫主持人為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顏厥安教授。該計畫以法律實證、法

律經驗研究為主要特色。法治教育影像資料庫子計畫由本文作者主持規劃。詳細資

訊，參閱網址：http://tadels.law.ntu.edu.tw。 
3  法律圖像學的原初構想，參閱江玉林，〈空白，宮娥圖，在法律之前──一個對於

自我與他者的法圖像學反思〉，載：王鵬翔主編，《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2008》
（臺北：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2008），頁141-173。 

4  從法治國原則檢視臺灣中小學法治教育，參閱許育典，〈法治教育在台灣中小學的

實踐與檢討〉，載：湯德宗、鍾騏主編，《2010兩岸四地法律發展：法學教育與法

治教育》（下）（臺北：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2011），頁1013-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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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在哪裡？」將焦點轉移至法律與文化、歷史、社會的互動，反思法

律的作用。 
法律在哪裡？這個問題涉及的，簡單來說，就是尋找法律的活動。在

現實的法律世界裡，法律並無固定的樣貌。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它可以是

經由特定程序頒布的憲法、法律、行政法規，也可以是大法官的憲法解

釋、行政機關的函釋、最高法院民刑事庭會議的決議、最高法院的判例、

法院判決、行政處分；從人民的角度來看，購買日常生活所需、看電影、

搭捷運、交通肇事、納稅、抗議鄰居噪音、參加示威遊行、禁止小孩打電

動、遛狗不留便、無障礙空間、是否開放美牛、是否允許肉類含瘦肉精，

這些生活世界裡的大小事情，無一不涉及法律，都可以在法律世界裡找到

互相對應的法律網絡。 
有權利的地方，就有法律。在現今的漢語世界裡，法律一詞，成為描

述、討論現代法律秩序乃至比較法律文化的基本詞彙。這個源於古典漢語

的用語，卻往往讓人望文生義，以為法律只涉及條文、規範，而在有意無

意之間忽略權利的面向。試問人們在現今生活世界裡運用的各種權利，哪

一個不是法律？不僅如此，在臺灣迄今施行的憲政民主、法治秩序裡，如

果只有法律、權利的規範架構而欠缺相應的法律意識、權利意識，現行的

法律秩序能夠穩定存續下去嗎？ 
此外，拜現代科技之賜，要尋找法律在哪裡，已經不用再辛苦翻閱六

法全書。經由iPad、google搜尋，或透過官方、民間各種法律資料庫，即

可輕易檢索法律。不僅如此，檢索法律的對象，不再只有法規命令、判解

函釋，還可以包括各級法院的裁判書、法學論著、法律新聞。然而，這些

法律資訊是否就已經窮盡法律的類別、涵蓋一切法律可能的樣貌？臺灣法

實證研究資料庫及其中建置的法治教育影像資料庫，無疑提供接近、閱

讀、反思法律的其他可能途徑。 
因此，追問法律在哪裡，不僅可以將探究法律的視野拉回人間，聚焦

法律與社會、法律與生活世界的互動，更可以進而反思人們的法律意識、

權利意識，究竟從何而來、如何改變、有何衝突？鎖定並反思法律意識的

生成變化，成為法律圖像學的核心問題。 
法律也好，法律意識也好，無一不是孕育鑲嵌於特定的文化脈絡；而

文化的生成、轉折變化，也會在法律意識或其他具體的法律事件裡，留下

特定的蹤跡。因此，探尋法律在哪裡的活動，往往就是文化考掘的活動。



172 後繼受時代的東亞法文化 

文化無所不在，可以表現在觀念、制度、儀式、行為裡，也可以表現在建

築、藝術、科技裡。反過來說，無論是語言、文字、概念，理論，或是建

築、繪畫、雕刻、照片，乃至身體展演、行為、服飾，一切可以說得出來

與看得見的物件，都沉澱、積累特殊的人文意涵。經由人文的考古，可以

嘗試拼湊、再現特殊人文風貌的誕生、流變、衰亡、新生。法律圖像學就

成為落實人文考古的具體發明。 
法律圖像學，這門結合法學與圖像學的跨領域研究，並非單純著眼於

法律與圖像互動的解釋學。它希望以圖像為媒介，探尋法律現象的文化鑲

嵌脈絡，解開法律與文化互動的密碼。因此，法律圖像學，既是圖像法理

學（iconological jurisprudence），也是法律考古學5。它將圖像視為具體展

現法律經驗、沉澱積累法律意識的考古材料。希望從圖像裡保存下來的物

件、線條、觀念、結構、布局，找出並鎖定文化在我們身上殘存權力作用

的軌跡。 
不僅如此，法律圖像學更成為從事法律游擊的實戰策略，企圖對抗、

騷擾、批判現代憲政法律秩序（包括現代法學知識在內）已發展極致而又

難以撼動的權力治理作用。相較於其他政法制度，以及有鑑於由此引發許

多不法經驗的教訓6，目前這套憲政體制已經確證為人類歷史上迄今最好

的發明。在憲政國家權力建築學的經營之下，加上由此引發對憲政國家的

宗教情懷，現代的公民，早已浸淫在憲政體制所開展的複雜規訓與治理網

絡裡7。因此，法律批判也好，法律游擊也好，目標並非摧毀或推翻現行

                                                        
5  法律考古學的構想與運用，參閱江玉林，〈人，法的主體與法律的考古──從張光

直「蕃薯人的故事」也談法律的故事〉，《月旦法學教室》 12期（臺北：

2003.10），頁110-120；江玉林，〈人性尊嚴與人格尊嚴──大法官解釋中有關尊嚴

論述的分析〉，《月旦法學教室》20期（臺北：2004.6），頁116-123；江玉林，

〈凱爾生、考古學與法學的論述格局──從大法官處理宗教自由與國家權力衝突的

相關論述談起〉，《政大法學評論》85期（臺北：2005.6），頁1-58。 
6  參閱楊振隆總編輯，《二二八事件6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人權與轉型正義學術論

文集》（臺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7）。 
7  憲政國家權力建築學是由我根據傅柯的規訓權力技術，考掘憲政國家權力構造的反

思結果。在我看來，憲政國家的運作，擁有雙重規訓的效果：針對國家權力的規訓

以及國民／公民的規訓。本文探討製作守法公民，一言以蔽之，就是規訓國民／公

民的具體展現。威權國家與憲政國家，儘管在國家權力的規訓上截然不同，但對國

民／公民的規訓卻循著同樣的權力技術。傅柯的貢獻，在清晰解明規訓權力的運

作，並看到規訓的作用終究會由身體轉到個體心靈的鍛造。然而，心靈或是自我的

認同，若要持續而恆久，終究不得不連結至宗教的獻身。因此，憲政國家的權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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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憲政體制，只想在尚未經權力機制收編或無暇監視的灰色地帶，覓得自

我棲身的場所。這個棲身之所，可以成為游擊據點，用來對抗、擾動規訓

機制，也可以成為避難所，讓自己暫時或幻想逃離規訓的箝制8。總而言

之，法律圖像學擁有迥異於詮釋法律與圖像互動關係的實戰任務：設法與

纏繞在法律意識以及隱身在法律制度裡的權力網絡相周旋。 

二、圖文的弔詭：朝會與守法 

回到本文一開始摘錄的《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第三冊教科書圖文。

這課的標題稱為「怎樣做一個守法的好國民」。課文起頭就稱：「我國是

民主法治國家，每一個國民都要守法，守法是法治國家最根本的條件。我

們怎樣做一個守法的好國民呢？除了立法應合理、執法應公正外，可以照

以下四個方向去努力。」這四個方向分別是：「明辨公私是非、認識人我

分際」、「增進法律常識、遵守法律規定」、「誠實履行義務、公正行使

權利」、「發揚法治精神、維護人性尊嚴」。課文在闡釋第四個方向時，

扼要點出「法治」的核心價值： 
 
什麼是法治精神呢？簡單的說，就是守法的精神。政府的施政和人民

的行為都依照法律規定，就是法治精神的表現。我們要發揚法治精神，必

須全國上下都嚴格遵守法律，人人知法守法，使法治生根，國家才能長治

久安。 
法律是公平正義的具體表現，也是人性尊嚴的最佳保障。有了法律，

才能確保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秩序；有了法律，個人的生命財產，才能獲

得保障；有了法律，人類的自由、平等、尊嚴和安全，才能獲得實現9。 

                                                                                                                                    
築學，真要能夠具體展開對國家權力以及國民的規訓，最終還是需要透過宗教也就

是將憲政國家收編至神聖化儀式，促成國民對憲政國家的獻身信仰，才能起到臨門

一腳的關鍵作用。詳細討論，參閱江玉林，〈憲政國家的權力建築學──從傅柯與

厄斯特萊希對於規訓的解讀談起〉，載：蔡英文、張福建主編，《現代性的政治反

思》（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7），頁333-358；江玉林，

〈法律與公共衛生──反思食品安全管制上的法律、科學論述〉，載：政治大學法

學院編，《臺灣法制導論》（臺北：元照，2011），頁381-397。 
8  參閱江玉林，同註3，頁167-168。 
9  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教科書，第三冊（臺北：國立編譯館，

1990），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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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指出，法律不僅拘束人民，同時也拘束政府；第二段闡明法律

的核心價值在體現公平正義、追求自由、平等以及人性尊嚴。相對於人性

尊嚴，「社會秩序」、「國家安全」、乃至國家的「長治久安」，也都是

守法精神、法治精神的核心價值。然而，人性尊嚴與國家安全，會不會相

互衝突？在爭議案件裡，究竟孰先孰後？ 
這類問題，對十三、四歲的國中二年級學生來說，似乎還嫌太早而不

需要納入教材？或許教科書作者曾經有過這樣的顧慮：國中階段的學生，

剛進入叛逆的青少年期。若讓他／她們開始學會質疑國家政策、討論法律

是否妥當，直接受到衝擊的，就是師長權威、學校秩序。如此一來，守法

講到最後，反倒讓學生學會去懷疑法律、質疑權威，甚至破壞秩序。 
既然要講守法，讓學生養成遵守法律的好習慣，成為守法的好國民，

就要讓學生明瞭法律不僅是維繫秩序的基石，更是「公平正義的具體表

現」。這一課的最後，附有隨堂「作業」，要求同學「解說或討論」。有

一題問道：「我們時常說：『法律是公平正義的表現。』為什麼？」如果

這個題目，由肯定句改為疑問句：「法律是公平正義的表現嗎？」引發的

討論與學習效果，應該會與原先教科書設定的教學目標大相逕庭。 
法律與公平正義，能否一致？這是現代法律秩序爭論不休的問題。遠

可溯及蘇格拉底究竟要不要從獄中逃脫，以避免經公民審判而來的死刑執

行；近則可舉納粹的不法，以及歐洲共產政權瓦解、臺灣戒嚴威權體制結

束後隨之而來的轉型正義問題。即便不討論法律是否不法，或法律與轉型

正義有何關係等問題，經由法律是否牴觸憲法的違憲爭議，也可以讓同學

瞭解法律並不完全是公平正義的化身。法律反而經常與公平正義發生衝

突。一旦法律不再是「公平正義的表現」，守法的價值何在？我們還能夠

一如往昔的要求國民守法嗎？ 
這個問題，其實不難釐清。因為在現代法律秩序特別是標榜憲政主義

的法治國家裡，我們強調的守法不是只有遵守法律而已。更重要的是要求

法律的制定與執行，必須受到基本權利保障、權力分立、國會民主、正當

法律程序、違憲審查等機制的監督與限制。守法的核心價值，絕不在形式

上的遵守法律，而在能夠呼應自由、平等、人性尊嚴以及其他可用來監

督、限制國家權力的正當法律程序也就是憲政主義機制。 
課文提到：「什麼是法治精神呢？簡單的說，就是守法的精神。政府

的施政和人民的行為都依照法律規定，就是法治精神的表現。」如果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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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主義監督、限制國家權力，制定、執行法律也不按照正當法律程序，

即便「政府的施政」「都依照法律規定」，「法治」將遠離法的支配

（rule of law）而流於依法統治（rule by law）。 
極權國家也好，威權國家也好，最喜歡講守法、提倡守法。因為法律

是維繫國家安全、社會秩序的有效工具。臺灣戰後中小學的法治教育裡，

守法是必要的公民德行，並且也往往和愛國家、愛國旗、愛領袖的良好操

守，相提並論。「怎樣做一個守法的好國民」這節課文，它的插圖（圖

二）正好就是舉行升旗典禮的「朝會」。 
這張以「朝會」為題的照片，主角應該是國中階段的學生。他／她們

身穿制服。無論男女，皆穿著長袖卡其制服；男生短褲，女生短裙。這張

照片儘管並未附上拍攝日期，但大致可以推測是在1980年代或甚至更早的

1970年代。當時的臺灣，仍在戒嚴時期。國家教育機關，從國小、國中階

段起，就不斷灌輸學生愛國家、愛國旗、愛領袖的愛國精神。臺灣戒嚴時

期的愛國教育，在反共復國的時代氛圍裡，極力強調主義（三民主義）、

領袖（孫中山、蔣中正、蔣經國）、國家（需要復興、自立自強、堅忍不

拔的中華民國）。而愛國情操的培養，最重要的工作就從養成有紀律的團

體生活開始。 
類似朝會這類展演學生集體崇拜國家、國旗、領袖的儀式，在臺灣戰

後的中小學教科書裡，屢見不鮮。摘錄幾張圖片，即可印證： 
 

          
圖三                         圖四 

資料來源：印國鈺編著，《公民與道德》（第一冊），1963年9月，頁3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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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                            圖六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教科書》（第三冊），

1980年8月，頁38； 
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教科書》（第五冊），

1981年8月，頁23。 
 

   
圖七                                圖八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教科書（第四冊），

1988年1月，頁3； 
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小學社會》課本（第一冊），1968年8
月，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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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小學社會》課本（第一冊），1997年，

頁38-39。 
 

三、紀律／規訓 

解嚴十年後，國小教科書裡的升旗典禮，色彩活潑，老師、兒童的表

情也顯得可愛許多（圖九）。儘管如此，若一併觀察本文一開始放大的

「朝會」圖片，不可否認，在圖九這張可愛的小學生升旗活動裡，仍然殘

留過去威權時代的權力作用痕跡：紀律／規訓（discipline）。 
在圖二「朝會」的升旗儀式裡，我們彷彿看到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在《規訓與懲罰》提到1668年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
1715）檢閱軍隊紀律／規訓的另類翻版（圖十）。無論是日常生活裡經常

提及的紀律，或是在傅柯影響下同詞另譯的規訓，它們都指稱同一類現

象：希望透過集體、制式的身體展演、行為準則，由外而內，逐漸改變個

人的習性，最後形塑同質的精神涵養。當然，在傅柯的權力分析裡，規訓

特別用來指稱促進生產、效率的權力技術。透過簡單的幾項步驟如階層監

視 （ die hierarchische Überwachung ） 、 常 規 化 懲 處 （ die normierende 
Sanktion）、個體化審查（die individualisierende Prüfung10），就可輕易鍛

造、馴化身體，提升勞動力。教養所、工廠、軍隊、學校，無一不是循著

類似的規訓模組在鍛造個人、展演身體。 

                                                        
10  Michel Foucault, Überwachen und Strafen. Die Geburt des Gefängnisse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8), S.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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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資料來源：Michel Foucault, Überwachen und Strafen. Die Geburt des Gefängnisses, 
1998, Bilder-S. 2. 

 
傅柯的《規訓與懲罰》，發表在1975年。然而，早在這之前，1968

年，德國憲法史學者厄斯特萊希（Gerhard Oestreich, 1910-1978）就已經提

出社會規訓化（Sozialdisziplinierung, social disciplining）的構想。厄斯特

萊希想要以此解析近代初期由宗教戰爭崛起的現代主權國家，如何透過君

主 的 法 令 特 別 是 鉅 細 靡 遺 管 制 社 會 各 個 層 面 的 警 察 法 規

（Policeyordnungen11），製作一批又一批矢志堅守命令服從關係的守法臣

民。厄斯特萊希援引十六世紀人文主義者利普休斯（Justus Lipsius, 1547-
1606）對紀律／規訓的講法，強調紀律／規訓的重點就在如下四個基本要

求 ： 練 習 （ exercitium ） 、 秩 序 （ ordo ） 、 強 制 （ coerctio ） 、 例 示

（exempla）。經由反覆不斷的訓練，以及帶有強制獎懲的例示作用，對

剛剛起步的職業化軍隊來說，正好成為絕佳的途徑，可以用來打造絕對服

從命令的士兵12。 

                                                        
11  近代初期的博理警察（Policey），與現今的警察（Polizei），不可相提並論。後者指

稱擁有固定編制、人員，並且以維護治安、防止犯罪的行政機構；前者通常用來形

容共同體裡的良善秩序。由此發展出來的警察法規，最主要的任務在維繫、促進社

會的舊有秩序。凡舉日常生活的事務，都成為警察管制的對象。博理警察因此促成

後世所說的警察國家。詳細討論，參閱江玉林，〈歐洲近代初期的「博理警察」與

「警察學」〉，載：政治大學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編，《法文化研究》（臺北：元

照，2011），頁165-179；江玉林，〈後藤新平與傅柯的對話──反思臺灣日治初期

的殖民警察政治〉，《中研院法學期刊》7期（臺北：2010.9），頁64-71。 
12  參閱江玉林，〈憲政國家的權力建築學〉，同註7，頁34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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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斯特萊希與傅柯，不約而同觀察到歐洲近代初期社會出現的紀律／

規訓現象。厄斯特萊希強調上對下的命令服從關係，所以他看到的是矢志

接受君主命令的法律臣民；傅柯著重促進效率的權力技術，於是在一連串

命令服從的口令裡，他見到可解剖、可操弄、可讓勞動效率極大化的身

體。臺灣戰後特別是戒嚴時期中小學法治教育裡的守法好國民、好公民，

就是在朝會、週會、精神訓話、頒獎表揚、公告懲處、撰寫週記／日記／優

良讀本心得報告的一系列規訓儀式裡，依循同一模式，統一製造出來的13。 

四、守  法 

留學德國的徐道鄰，1957年在〈從法制史上看東方及西方法律觀念之

形成〉文章裡，曾以守法為例，有感而發寫下東方與西方法律觀念的差

異。他說： 
 
談到守法，凡是到西洋留過學的人，第一感覺到的，就是他們一般人

民的普遍的守法的精神。這種對於公共規律和秩序的尊敬，在他們認為理

所當然的，在我們卻實在不容易看到。中國人是不太守法的。過於守法的

人，往往被認為諂媚軟弱沒有出息。奉公守法而不顧親友情面的，不但不

受尊敬，反而不免被人唾罵。注意私誼，厚待其親戚鄰里者，雖然大家明

知其不免貪污舞弊，但大半都肯予以原諒，而使之在社會上留得一個美

名。至於劫富濟貧，梁山泊式的犯法行為，更是廣泛群眾最欣賞的幻想的

對象14。 
 

                                                        
13  1934年，蔣介石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要求「改造國民的習慣，振作國民的精

神」，「戒除煙賭、迷信、污穢、浪漫、委靡、貪鄙等不良習慣，實行整齊、清

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的新生活」。這些也和打造守法好國民的要求，相互

呼應。參閱國立編譯館主編，《高級小學公民》課本（第一冊）（臺北：國立編譯

館，1951.8）（臺灣版），頁8。 
14  徐道鄰，〈從法制史上看東方及西方法律觀念之形成〉，載：社會科學論文集編輯

委員會編，《薩孟武先生六秩晉一華誕紀念社會科學論文集》（臺北：社會科學論

文集編輯委員會，1957），頁28。本文後來改以〈法律概念的形成〉為題，收錄於

徐道鄰，《論社會與文化》（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8），頁72-80。徐道鄰發

表本文的時間，臺灣正值反共抗俄的戒嚴時期。統治者偏愛講民主、倡法治，口惠

而實不至，招致許多非議。對臺灣當時法治現況的批評與建言，參閱劉干雲，《法

治的理論與實際》（臺北：法律半月刊社，1962），頁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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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道鄰分析，西方社會普遍重視守法精神，因為法律「全是人民向統

治者爭取得來的。個人的權利和自由都是他們流血奮鬥的結果。所以他們

自由的意識強，對於法律秩序都自動的予以尊敬15。」至於中國人為什麼

不太守法，甚至還要對過於守法或奉公守法而不顧親友情面的人，嗤之以

鼻？徐道鄰認為，關鍵就在傳統中國的法律是「統治者自己頒布的。所以

人民對於它，沒有自動自發的尊敬」。不過，徐道鄰接著又說，「同時中

國的法律制度，是相當成熟的。在這個制度之下，人民已有了基本的權利

和自由，根本用不著用激烈的手段向統治者去爭取。所以中國的人民，一

般說來，對於這些得來容易的東西，也就不知道像西洋人那樣地以全部靈

魂和心血來愛惜它，寶貴它16。」 
歸根究底，徐道鄰認為，在現代社會，無論是推行守法精神或講究法

治，「第一要點，是要法律制度之被尊重。而法律制度之要被尊重，其第

一要點，則在政府權力機關之率先尊重它。政府權力機關，如若將其本身

所制定之法律制度，率先不尊重，而希望民眾能對之尊重，等於賣薑的

人，高聲說它不辣，而想有人來買，其不可能一也17。」 
在傳統中國，皇帝、官吏等統治者不守法，任情屈法，甚至嚴法濫刑

而失其仁，確有其事，也經常為人詬病18。無怪乎梁山泊以武犯禁的犯法

行為，會受民間欣賞。不過，這類故事，並非中國社會獨有。英國大盜羅

賓漢（Robin Hood）、歐洲中世紀的騎士傳奇，也流傳千古，譽為美談。

然而，在十六、七世紀現代主權國家崛起，可以獨占法律、合法行使暴力

之後，這些英雄騎士行徑，紛紛成為國家法律壓制的對象。守法現象的另

一面，就是個人不能再憑一己之力解決紛爭。一切衝突，都必須交給國家

處理。遵守法律，不僅是臣民、公民面對至高無上主權者的義務，更是教

派化運動（Konfessionalisierung）下虔誠基督信徒的德行19，以及文明化

                                                        
15  徐道鄰，同上註，頁29。 
16  徐道鄰，同上註。 
17  徐道鄰，〈民主、法治與制度〉，載徐道鄰，《論社會與文化》（臺北：中央文物

供應社，1958），頁13。 
18  詳細討論，參閱徐道鄰，《中國法制史論集》（臺北：志文，1975），頁18、149、

216-217、351-357。 
19  教派化理論，源自1980年代初期，分別由德國歷史學者希林（Heinz Schilling）以及

萊因哈德（Wolfgang Reinhard）緊接著厄斯特萊希的社會規訓化構想而提出的鉅型

社會理論。教派化理論，聚焦社會規訓化理論所欠缺的基督宗教因素，並根據十六

世紀因宗教革命分裂而成的新、舊基督教派（路德教派、喀爾文教派以及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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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vilisation）運動下個人自我節制的表現20。 
如同徐道鄰所說，東方的守法觀念特別對傳統中國社會而言，往往容

易流於不通人情，不曉變通。儘管如此，中國歷代也不乏提倡守法的例

子。臺灣的中小學教科書，也經常舉出古代的守法表率。例如：許橫不吃

有主之物21；尹子文嚴禁悖離法律，不准私放犯人22；宋弘堅守婚姻，拒

絕攀龍附鳳23；還有最著名的事例：周亞夫嚴守軍紀，獲得漢文帝（前

202-前157）賞識（圖十一、十二）。 
 

        
圖十一 

資料來源：印國鈺編著，《公民與道德》（第九冊），1963年9月，頁29。 
                                                                                                                                    

派），重新檢視宗教、國家、人民彼此之間引發的社會變遷過程。詳細討論，參閱

江玉林，〈近代初期教派化運動與神聖羅馬帝國國家法學〉，《法制史研究》15期
（臺北：2009.6），頁185-203。 

20  文明化理論，早在1939年即由社會學者伊里亞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提出。

他根據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文化上超我（das Kultur-Über-Ich）概

念發展出文明化理論。文明化理論，主要探討人格結構與社會結構彼此之間長時期

的互動變遷過程。簡單來說，文明化指的是歐洲在十六世紀由騎士社會轉到宮廷社

會乃至現代主權國家誕生的這段期間，逐漸發展由社會強制（gesellschaftlicher 
Zwang）轉為個人自我強制（Selbstzwang）的長時期社會變遷過程。參閱Norbert 
Elias, 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 Soziogenetische und psychogenetische 
Untersuchungen. Bd. 2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0), S. 312 ff. 

21  參閱印國鈺編著，公民與道德（第七冊）（臺北：勝利，1963.9），頁29。 
22  同上註，頁31。 
23  印國鈺編著，公民與道德（第九冊）（臺北：勝利，1963.9），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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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小學生活與倫理》課本（第一冊），

1979年1月初版，頁57。 
 
這些古代中國守法的故事，真得能夠契合現代法律秩序講求的守法精

神？誠如前面提到的，現代法律秩序的守法觀念，特別是其中蘊含的法治

精神、法治國家原則，並非只是單純的遵守法律、服從命令。在憲政主義

之下，唯有保障基本權利，滿足監督、限制國家權力需求的法律機制，才

是守法的核心價值。 
中國古典史籍，確曾記載許多守法事例。例如《唐會要》卷四十的

〈臣下守法〉24。此外，清朝頒行的《聖諭廣訓》十六條，更明白要求

「講法律以儆愚頑25」。然而，古代中國即便也曾推崇守法，講究法律，

但這些現象，畢竟還是得從儒家德禮政刑的文化脈絡來看待。《論語‧為

政》稱：「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

恥且格。」《唐律疏議》首篇〈名例〉也呼應：「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

                                                        
24  參閱江玉林，〈「守法」觀念下的唐律文化──與Karl Bünger《唐代法律史料》對

話〉，載：黃源盛主編，《唐律與傳統法文化》（臺北：中國法制史學會，

2011），頁441-448。 
25  周振鶴撰集，顧美華點校，《聖諭廣訓：集解與研究》（上海：上海書店，

2006），頁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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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至於《聖諭廣訓》首揭「敦孝

弟以重人倫26」，更直指禮教本義始於孝親人倫秩序。這些經典章句，莫

不諄諄教誨禮法秩序的相輔相成。總而言之，守法仍須通禮，這是古代中

國講究法律時不可或缺的文化條件。無怪乎徐道鄰一再強調，傳統中國法

律的基本觀念是「禮教的法律觀」，也就是「從禮教出發而把法律看成一

種輔助工具的27」。 
《唐會要‧臣下守法》曾提到如下事例： 
 
（文宗）開成二年（837）八月。上御紫宸殿，召御史中丞狄兼謩，

問李伯展獄如何。兼謩奏曰：不知陛下疑何事。李伯展、盧行簡、及和州

知場官盧元度，已結奏訖，並合處極法。臣是法官，只知有法。陛下若欲

原宥，特降恩旨即得。上嘉嘆之曰：從前法不一，是向前大臣不守。 
 
文宗感嘆，「從前法不一，是向前大臣不守」。其中提到的守，固然

有遵守、維持、維護的意思。但若要將它片面理解為大臣審斷獄案須受法

律的拘束、限制，這恐怕會將歐洲近代以來，想要透過法律來約束、牽制

國家權力的企圖，走私帶入中國古代的守法概念。影響所及，甚至還會提

出如下不適當的提問：唐代的法律對官吏與皇帝而言，究竟曾發揮多大的

拘束作用？誠如前面提到的，守法仍須通禮。因此，討論唐律以來的守法

文化，不應一廂情願或片面地去問：法律對官員是否或擁有何種程度的拘

束力？重點應該在執法官吏要如何能夠兼顧禮法的要求。只講守法而不顧

禮教，更不懂情法相權，反而成為不知慎刑戒深的法匠。 
不僅如此，在唐律的世界裡，大臣守法，往往還是為了皇帝的信用而

守法。因為法律是由皇帝所頒，成為昭告天下的至公大信憑證。若皇帝任

由大臣不守法律，視法律為無物，不就意味皇帝對百姓棄守承諾，成為食

言之君。大理丞狄仁傑，就曾嚴詞拒絕唐高宗（628-683）單憑一時氣憤

而要賜死罪臣的命令。 
 
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為難。臣愚以為不然。居桀紂時則難，居

堯舜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昔漢文時，有盜高廟玉環。

張釋之廷諍，罪止棄市。魏文將徒其人，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

                                                        
26  同上註，頁3。 
27  徐道鄰，同註14，頁34-35。另參閱徐道鄰，同註18，頁11、19、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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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今陛下不納臣言，臣恐瞑目之後，羞見釋

之、辛毗於地下也。陛下作法，縣之于象魏。徒罪死罪，具有等差。豈有

犯罪極輕，即令賜死。法既無常，則萬姓何以措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

從今日為始。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坏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

一株柏，殺二軍將。千載之後，謂陛下為何如主。此臣所以不敢奉詔殺善

才，陷陛下于不道。（《唐會要‧臣下守法》卷40） 
 
狄仁傑道出「法既無常，則萬姓何以措手足」，正是為皇帝守法，一

方面避免統治者失信於天下，另方面使百姓能夠依常法而安其生28。在古

代中國，能夠為皇帝守法的大臣，通常也就值得皇帝信賴而可託付重任。

臺灣中小學教科書偏愛漢文帝與周亞夫的守法故事，與其用來強調君臣彼

此的守法德行，倒不如說臣因為守法所展現對君的忠義，讓臣獲得君的信

賴，進而博取君臣相知相惜的美名。 
總而言之，古代與當代，雖然都使用守法一詞，意義卻失之毫釐，差

之千里。過去臺灣的中小學教科書，未經反思，動輒以古代事例印證現代

法律觀念，或是刻意捨棄法的支配，不講監督、限制國家權力，而片面強

調如何成為守法的好國民。這些事例，如今都成為考古線索，可以再現、

拼湊臺灣戰後中小學法治教育的變遷。 

 
 

                                                        
28  類似的守法故事，亦可見《史記‧張釋之傳》。徐道鄰也曾藉此簡析君臣守法與維

繫君對民信誓的關係。徐道鄰說：「中國的傳統法律，固然從來沒有想到『分權』

制，但是根據法律條文的合法裁判，在理論上，就是代表國家最高權威的皇帝，也

應當予以尊重的。所以在漢文帝時（三年，前177），有人在橋下驚了御駕，廷尉奏

當罰金，文帝嫌太輕，想加重他的刑罰，但是張釋之說：『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

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於是文帝祇好作罷。」徐道鄰，同

註18，頁3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