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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韋伯（Max Weber, 1864-1920）與滋賀秀三（Shuzo Shiga, 1921- ）兩人雖

然一個是德國人，一個是日本人，但同樣都是法學訓練出身，深受西方法學傳統

與嚴格的法律概念的影響，也同樣是研究法律史起家，他們會同樣地將中西法律

文化二元對立地看待，也許不是偶然的。滋賀秀三生於 1921年（韋伯去世後一

年），對韋伯的作品其實是熟悉的，他在有關中國傳統審判的敘述裡，也強調自

己與韋伯不約而同的一面。 

 

 一方面，我們發現滋賀秀三對比中西法律文化的「比較點」與韋伯大致類似，

二方面他將「訴訟形態」(Justiz)看成法律的核心社會事實的作法，也跟韋伯相

類似，其出發點是把法律看成是一個實然（Sein）的經驗現象，研究法律在歷史

社會中的實際運作過程，而且因為訴訟程序的形態是這種法律實際運作最具體的

呈現，所以會被不約而同地把它看成是法律的核心社會事實，是不同法律文化作

對比的關鍵點：韋伯稱中國傳統司法審判為「卡迪審判」（Kadi-Justiz），他

把它看成是中國傳統法律文化（「實質的-不理性的法律」, 

material-irrationales Recht ）的體現，是一種對比的類型（Gegentypus），

是作為「主要類型」的西方現代司法審判（「形式的-理性的審判」, 

formal-rationales Recht）的對反面，而後者則是西方（主要是歐陸）法律文

化（「形式的-理性的法律」）的具體呈現（換句話說，要比較不同類型的法律

文化，最簡捷的方法就是比較它們不同的訴訟形態）。 

 

而滋賀秀三所採行的法律文化比較的策略，也跟這個作法雷同，當他跟隨野田

良之的分類，將中國傳統法律文化與歐洲（歐陸）法律文化作對極性的比較時，

其比較點的重心擺在雙方法律文化具體呈現出來的訴訟形態之上，中國的被稱為

「父母官訴訟」，相對於歐洲的「競技型訴訟」。細究下去，我們可以問說：卡迪

審判〈--〉形式的-理性的審判（韋伯），以及父母官訴訟〈--〉競技型訴訟（滋

賀秀三），它們都是以歐陸法律文化為出發點（「主要類型」），然後來看作為「對

比類型」的中國法律文化（亦即帶著西方法律文化的眼光，來看中國傳統法律文

化），所以當「形式的-理性的審判」與「競技型訴訟」所描繪的歐陸法律文化大

致相同時，用以描繪中國傳統法律文化的「卡迪審判」與「父母官訴訟」所掌握

經驗事實亦是類似的：中國傳統法官（韋伯稱為家產制或家父長制的法官、野田

與滋賀稱為父母官）的司法審判（尤其是民事審判），其所訴求的是實質的公道

正義，而非形式的法律，可以幾乎完全不受法律的約束，進行自由裁量，對具體

的個別案件，按照「情理」（滋賀稱為「中國型的正義衡平感覺」，韋伯稱為「實

質的正義公道」）來判決。 

立基在清代司法審判制度的經驗研究基礎之上，我們發現他倆的這種論斷都是

令人質疑的，而其最大的問題在於「以西論中」，帶著規範性的歐洲中心主義

（normativer Eurozentrismus）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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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韋伯比較社會學的特點與局限  

 

  近一世紀以來，西方學者對中國的看法，一直受到韋伯比較社會學

（vergleichende Soziologie）裡對中西社會與文化所作的對比（Kontrast）的影響。
但是引用他的觀點的人，常常忽略了韋伯的比較社會學研究的特定目的（彰顯現

代西方社會的獨特性），忘掉了其研究本身即需謹慎仔細的爬梳與整理。經過長

期的思考研究之後，本文作者曾經在《古代中國的儒家倫理與支配的正當化－韋

伯比較社會學的批判》一書中，對韋伯比較社會學的特點與局限作了扼要的歸納
1。進一步來看，他的比較社會學的研究方法運用在各種實質社會學的分析之上，

其中以宗教與法律兩個領域最為明顯，分別建構了他的比較宗教社會學與比較法

律社會學。本文將以他的比較法律社會學為主要討論的對象，至於比較宗教社會

學的部份，則留待他日另以中文討論之2。 

 

  首先要說明的是，他的比較社會學的具有下述三大特點： 

 

  一、 它是雙重的比較分析：文化內的 (intraktulturell) 與文化間的 
(interkulturell) 比較分析。 文化內的比較分析，主要涉及的問題是究竟西方如
何成為現代西方？ (發展史的問題，entwicklungsgeschichtliche Frage )；文化間
的比較分析，主要涉及的是「非西方」與「西方」的對比問題 (類型學的問題，

typologische Frage)3。  
 

  二、 它是多角度的比較分析：透過其「選擇性的親近」（Wahlverwandtschaft）
的方法，在各個不同的發展階段裡，在法律秩序的面向與宗教秩序、經濟秩序、

政治秩序（支配）等面向之間，存在一種選擇性的親近關係。舉例來說，在西方

現代社會中，介於實定法（形式的－理性的法律，formal-rationales Recht）與基
督新教倫理（主要是清教徒倫理, puritanische Ethik）、資本主義企業（形式的－
理性的經濟企業，formal-rationaler Betrieb）、法制型支配（形式的－理性的國家

官僚制，formal-rationale staatliche Bürokratie）之間，存在一種「選擇性的親近」

                                                 
1 Duan Lin, konfuzianische Ethik und Legitimation der Herrschaft im alten China—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vergleichenden Soziologie Max Webers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7)。有關此書的書評主要參看Josef Langer (Soziologische Revue 21, 1998), 219-222; Helwig 

Schmidt-Glintzer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6/2, 1999), 471-473; Torsten Budde (Archiv 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 86/1, 2000), 148-150等。 
2 我在上注德文書中已有所討論，請參看。 

 
3 Wolfgang Schluchter, Religion und Lebensführung I（Stuttgart：Suhrkamp, 19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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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三、但是韋伯的文化分析，常常混淆了他的「文化內的」與「文化間的」比較

分析，以致其分析的結果無可避免地產生一種「規範性的歐洲中心主義」

(normativer Eurozentrismus)，離開了它原本具有的「啟發性的歐洲中心主義」

(heuristischer Eurozentrismus)的立場4。如此一來，非西方社會的發展階段 (即使

韋伯不是有意如此)，便一步步被等同於西方現代社會發展階段的前期，形成落

後於西方社會發展的現象。 

 

  與本文息息相關的是，韋伯認為，介於傳統型法律秩序（實質的－不理性的法

律, material-irrationales Recht）、傳統型經濟秩序與傳統型政治秩序之間，亦存
在一種選擇性親近關係。這不僅對帝制中國適用，而且也適用於西方中世紀的封

建侯國與教權國家。其分析結果便是：帝制中國與西方中世紀皆是傳統式的社

會，都擁有傳統型法律秩序(實質的－不理性的法律)及其相因應的傳統型經濟秩

序與政治秩序（傳統型支配，家產制與教權制）。中國傳統法律、經濟與政治等

秩序的發展階段便被等同成西方現代社會法律、經濟與政治等秩序發展階段的前

期，形成落後於西方社會發展的現象。 

 

  指出韋伯比較社會學這三大特點後，我們將焦點集中在他的比較法律社會學之

上，說明他混淆「文化內的」、「文化間的」不同比較分析角度的問題。為了彰顯

西方現代形式的－理性的實定法與司法審判的特性，他一方面把西方傳統社會的

法律與司法，另一方面又把中國傳統社會的法律與司法作為對比的對象（對他而

言，它們皆有實質的－不理性的特性），並將後兩者等同看待。本文希望釐清它

們之間的分際，藉著對韋伯比較法律社會學的批判，嘗試說明中國傳統社會的法

律與司法固有的意義。在方法論上，指出了他的比較法律社會學裡二元對立式的

理念型比較（西方現代法律的類型＜－＞中國傳統法律的對比類型）的局限；在

實質分析上，立基在世界各地的學者，尤其是滋賀秀三（Shuzo Shiga, 1921-）最
近對清代法律與司法審判的豐碩研究成果之上，藉著他們二人對中國傳統法律與

司法審判的研究成果的對比，說明了韋伯與滋賀對中國傳統法律與司法審判的看

法的可能誤解與限制。 

 

  一方面，我們發現滋賀秀三對比中西法律文化的「比較點」與韋伯大致類似，

二方面他將「訴訟形態」(Justiz)看成法律的核心社會事實的作法，也跟韋伯相類

似，其出發點是把法律看成是一個實然（Sein）的經驗現象，研究法律在歷史社

會中的實際運作過程，而且因為訴訟程序的形態是這種法律實際運作最具體的呈

                                                 

 
4 對這兩種歐洲中心主義的概念區分參見上注Schluchter書，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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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所以會被不約而同地把它看成是法律的核心社會事實，是不同法律文化作對

比的關鍵點：韋伯稱中國傳統司法審判為「卡迪審判」（Kadi-Justiz），他把它
看成是中國傳統法律文化（「實質的-不理性的法律」）的體現，是一種對比的

類型（Gegentypus），是作為「主要類型」的西方現代司法審判（「形式的-理

性的審判」, formal-rationales Recht）的對反面，而後者則是西方（主要是歐陸）

法律文化（「形式的-理性的法律」）的具體呈現（換句話說，要比較不同類型

的法律文化，最簡捷的方法就是比較它們不同的訴訟形態）。 

 

而滋賀秀三所採行的法律文化比較的策略，也跟這個作法雷同，當他跟隨野田

良之的分類，將中國傳統法律文化與歐洲（歐陸）法律文化作對極性的比較時，

其比較點的重心擺在雙方法律文化具體呈現出來的訴訟形態之上，中國的被稱為

「父母官訴訟」，相對於歐洲的「競技型訴訟」。細究下去，我們可以問說：卡迪

審判〈--〉形式的-理性的審判（韋伯），以及父母官訴訟〈--〉競技型訴訟（滋

賀秀三），它們都是以歐陸法律文化為出發點（「主要類型」），然後來看作為「對

比類型」的中國法律文化（亦即帶著西方法律文化的眼光，來看中國傳統法律文

化），所以當「形式的-理性的審判」與「競技型訴訟」所描繪的歐陸法律文化大

致相同時，用以描繪中國傳統法律文化的「卡迪審判」與「父母官訴訟」所掌握

經驗事實亦是類似的：中國傳統法官（韋伯稱為家產制或家父長制的法官、野田

與滋賀稱為父母官）的司法審判（尤其是民事審判），其所訴求的是實質的公道

正義，而非形式的法律，可以幾乎完全不受法律的約束，進行自由裁量，對具體

的個別案件，按照「情理」（滋賀稱為「中國型的正義衡平感覺」，韋伯稱為「實

質的正義公道」）來判決。 

 

立基在清代司法審判制度的經驗研究基礎之上，我們發現他倆的這種論斷都是

令人質疑的，而其最大的問題在於「以西論中」，帶著「規範性的歐洲中心主義」

的色彩。 

 

二、文化內的比較：韋伯有關西方法律發展史的理念型建構 

 
1. 理念型地建構西方法律發展史   

 
  韋伯的整個社會學研究主要是為了彰顯西方文化發展的獨特性而進行的：何以

只有在西方，出現了逐步遞增的理性化與知識化（Rationalisierung und 
Intellekturalisierung）的現象？5同樣的，他的法律社會學也是為了強調西方法律

                                                 
 
5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I （Tübingen：J.C.B. Mohr, 1988, 9. Au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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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此一特性：西方法律朝向一個形式的--理性的（formal-rational）秩序的發展，
是西方全面理性化過程的獨特性指標之一，為什麼只有在現代西方的部份地區，

一時地朝向一個首尾一貫的「法律邏輯化」（Logisierung des Rechts）呢？6透過

理念型的發展建構（idealtypische Entwicklungskonstruktion），韋伯把西方法律發

展史劃分成若干類型化的階段：「法律與法律手續（亦可譯成法律過程

Rechtsgang）的一般性發展，按照理論上的『發展階段』來加以區分，是從『法

律先知』（Rechtspropheten）進行的卡理斯瑪式的天啟法（charismatische 
Rechtsoffenbarung），到法律名望家（Rechtshonoratioren）的經驗式的法律創造

（Rechtsschöpfung）與法律辨認（Recchtsfindung, 指的是應用法律於案例之上）

（即預防法與先例法）,進一步到西方的世俗的最高統治（weltliches Imperium）
與教權政治力量（theorkratische Gewalten）的強加式的法律

（Rechtsoktroyierung），最後到由受過法律專業培訓的人（專業法律人，

Fachjuristen）執行的系統化的法律規章（Rechtssatzung）與合乎專業的、立基在

文獻與形式邏輯的訓練之上的「司法」（Rechtspflege）。在此，法律的形式特性

的發展，從初民法律手續裡巫術制約的形式主義（Formalismus）與天啟制約的
不理性（Irrationalität）的結合，間或透過教權政治或家產制所制約的實質的與不

形式的目的理性（materiale und unformale Zweckrationalität）的迂迴道路，到日

愈增加的專業化的法律的、亦即邏輯的理性與系統性，且藉此發展到－先從純粹

外在觀察來說－法律日愈邏輯昇華與演繹的嚴謹，還有法律手續日愈合理的技

術」7。 
 
  韋伯進一步補充說明，這是理論建構出來的法律理性的發展階段，與歷史事實

有所差異，他強調的是（西方）法律理性最普遍的發展特色：「在此，理論上建

構出來的理性階段，在歷史的真實（Realität）裡，既不是通通正好按照理性發

展程度的先後順序，也不是處處存在著所有階段，甚至在西方也是如此，或者今

天也是如此。此外，形成法律的理性化的方式與程度的原因，在歷史上－正如我

們簡短描述裡顯示出來的－是十分不同的，這一切在這裡都特別加以忽視，為的

是確認最普遍的發展特色來」8。所以這是一種理論上的、理念型的西方法律的

                                                                                                                                            
1-16. 

 
6 Wolfgang Schluchter, Die Entwicklung des okzidentalen Rationalismus--Eine Analyse von Max 

Webers Gesellschaftsgeschichte（Tübingen：J.C.B. Mohr, 1979）, 129.（該書已由筆者全部譯成中

文，正定稿中，將擇期出版）。  

 
7 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Tübingen：J.C.B. Mohr, 1976, 5. Aufl.）, 504-505. 

 
8 同上注，505. 譯文部份參考韋伯著，林榮遠譯，《經濟與社會》下卷（北京：商務印書館，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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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建構，韋伯使用兩組概念的對比，亦即形式的與實質的（formal＜－＞
material）跟理性的與不理性的（rational＜－＞nichtrational（irrational）），然後作
排列組合，對西方法律的發展，作了理念型的分析。我們可以用一個圖表將韋伯

理念型的西方法律發展建構整理如下9： 
 
圖表一： 西方法律發展史的理念型建構 
 
              理性水準 
形式－內容關係         

不理性的（nichtrational, 
irrational） 

理性的（rational） 

形式的（formal） （1）天啟法（offenbartes 
Recht）；初民法；卡理斯瑪

法（charismatisches Recht）
 

（4）制定法（gesatzes 
Recht）；實定法（positives 
Recht） 

實質的（material） （2）傳統法（traditionales 
Recht）；世俗最高統治的家
產法律（patrimoniales 
Recht）與教權政治的法律

（theokratisches Recht） 

（3）推定法（erschlossenes 
Recht）；自然法
（Naturrecht） 

 
  對韋伯而言，理念型地來分析西方法律發展史，其過程就是從（1）到（4）逐
步形成形式的－理性的（formal-rational）現代西方法律。在（1）與（2）的階段
裡，法律都有不理性的特質，因為在法律創造與法律辨認之時，並未使用抽象的

規則：在（1）天啟法的階段裡，使用的是異於理性的方法如神喻（Orakel）、神
判（Gottesurteil）等直觀的形式主義作判準，來判斷合法或非法，有罪或無罪，

所以韋伯稱它是一種形式的－不理性的法律（formal-nichtrationales Recht）10；

而在（2）傳統法裡，是一種實質的－不理性的法律（material-nichtrationales 
Recht），具體的倫理的、政治的或感覺的評價，在每個例子裡起作用，因具體的

人、具體的個案而異，類似所羅門王智慧式的判決11；而在（3）與（4）的階段

                                                                                                                                            
201-202, 作了部份修正。 

 
9 參見Schluchter同注六的書，129頁。中文參見林端，＜韋伯法律社會學的兩大面向＞，載於林

端著，《儒家倫理與法律文化－社會學觀點的探索》（台北：巨流圖書公司，1994），153-168。 

 
10 Weber, 同注七，446-456。 

 
11 Weber, 同注七，456-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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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它們都是理性的法律，因為使用抽象的規則來作為法律創造與法律辨認的手

段：在（3）的推定法的階段裡，是一種實質的－理性的法律（material-rationales 
Recht），是法國大革命主張的自然法12，超越法律之外的普遍性準則（倫理的、

功利主義意義的假設）衝破了形式上的決定；而在（4）的階段裡，法律發展到

形式的－理性的（formal-rational）階段，法律之外的準則終於被一一克服，其影

響被逐步排除在法律創造與法律辨認的過程之外，法律內在的邏輯形式主義

（logischer Formalismus）取得了最後的主導地位13。 
 
2. 形式的－理性的法律 

 
  在此，韋伯並不是為了專談西方法律發展史而作這樣的概念建構，相反的，他

認為西方法律朝向一個形式的--理性的（formal-rational）秩序的發展，是西方獨
有的全面理性化過程的重要指標之一。在西方法律的理性化的過程裡，韋伯雖然

注意到有形式的理性化（formale Rationalisierung）與實質的理性化（materiale 
Rationalisierung）兩種趨勢，但是他特別強調前者的重要性，有關後者的分析相

當有限，類似他的法律社會學的殘餘類屬14。為了彰顯現代西方現代理性化（其

實主要是形式的理性化）的獨特性，他建構了介於現代資本主義、現代理性國家

（Anstaltsstaat）與現代實定法（positives Recht）之間選擇性親近
（Wahlverwandtschaft）的關係。亦即西方社會特有的形式理性化的過程，不只

是在經濟秩序（形式的－理性的企業，formal-rationaler Betrieb）出現，而且在政
治秩序（形式的－理性的國家官僚體系，formal-rationale staatliche Büro-kratie）
與法律秩序（形式的－理性的法律，formal-rationales Recht）也有所表現。在此，
具有高度「可預計性」（Berechenbarkeit15）特徵的形式理性（formale Rationalität）

                                                 
12 Weber, 同注七，496-503，這種自然法與西方希臘哲學的、中世紀基督教意義的自然法都不一

樣，有強烈「人中心主義」的人本主義的色彩。 

 
13 Weber, 同注七，503-513，以上韋伯的歸類亦參見Manfred Rehbinder, Max Weber und die 

Rechtswissenschaft，in: Manfred Rehbinder et. al. （Hg.）：Max Weber als Rechtssoziologe（Berlin：

Duncker＆ Humblot，1987），127-150。 

 
14 Schluchter, 同注六，131-132。其實，在他的經濟社會學與支配社會學裡強調的也是形式理性

化的過程。 

 
15 Berechenbarkeit（Kalkulierbarkeit）可譯為「可計算性」與「可預測性」，在此合兩意譯為「可

預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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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關鍵性的角色16。 
 
  而形式理性，它符合且立基在目的理性的行動（zweckrationales Handeln）之上，
其可預計性主要指的是為了貫徹任選的目的，選擇必要的正確的手段的問題17。

對韋伯而言，一個法律可以在極為不同的方向是「理性的」，端看法律思想

（Rechtsdenken）的拓展採取哪些理性化的方向而定18。而法律思想可透過兩種

途徑，將法律加以理性化：概括化（Generalisierung）與系統化（Systematisierung）
19。 
 
  所謂概括化指的是：把對判決個案有決定性的原因歸納在一條或多條「原則」
（Prinzipien）之上，這就是「法規」（Rechtssätze）。韋伯認為，系統化的各種形
式則都是較後期的發展，它指的是：建立所有由分析所獲得的法條的聯繫，使它

們相互之間組成一個邏輯上清楚的，即本身邏輯上毫無矛盾的，且尤其是原則上

無漏洞的規則系統（lückenloses System von Regeln），亦即一切可以想像的事實

在邏輯上都必須可以被包容在一個它的規範的名下，否則的話，它們的秩序就會

失去法律的保障20。綜而言之，這意味著先將事實問題（Tatfrage）與法律問題

（Rechtsfrage）作區分，然後從兩方面將法律問題理性化：一方面，它力求明確

的概括的事實特徵與明確的概括的「原則」；另一方面，它力求將這兩者作明確

的配合21。唯其如此，法律工作者作出一個具體的法律判決時，是「可預計地」

應用一個抽象的法規在一個具體的事實之上22。 

                                                 
16 對韋伯而言，形式理性與實質理性（formale Rationalität＜－＞materiale Rationalität）這組對

比的概念指涉的是鉅視層次的系統或秩序；相對於此，目的理性與價值理性（Zweckrationalität

＜－＞Wertrationalität）的對比的概念，指涉的則是微視層次的行動。 

 
17 參見Petro Rossi, Die Theorie der Rationalität, in: Vom Historismus zur historischen Wissenschaft

（Frankfurt/M.: Suhrkamp, 1987），63-92。  

 
18 Weber, 同注七，395。 

 
19 Weber, 同注七，395-397。 

 
20 Weber, 同注七，396。 

 
21 Schluchter, 同注六，134。 

 
22 Schluchter,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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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律發展如此形式化、理性化之後，在實定法的階段，法律秩序在整個社會中

獲得一個獨自的、與其他社會秩序劃分開來的存在（Dasein），法律規範與其他

社會規範之間嚴格區分開來，法律秩序由其它社會實存逐步獨立自主化

（Verselbtändigung），形成一種專家（法律人，Jurist）的法律23。韋伯強調獨立

自主的、形式的－理性的實定法的特性，是與當時德國法學思潮息息相關的，法

學科班訓練出來的韋伯，處在「德國歷史法學派」（deutsche historische 
Rechtsschule）發展過程中，選擇講究法律抽象化、概念化、邏輯化的、實定化

的「羅馬法學派」（Romanisten）與「概念法學」（Begriffsjurisprudenz）類似的立

場，強調法律實定主義（Rechtspositivismus），嚴格區分研究法律「實然」（Sein）
面的法律社會學與研究法律「應然」（Sollen）面的法律釋義學（Rechtsdogmatik, 
狹義的法學），反對持相反立場的、強調法律不能完全脫離歷史與社會脈絡、法

學不能自外於史學與社會學的「日耳曼法學派」（Germanisten）與「自由法學」
（Freirechtslehre）24。 
 
  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韋伯心目中形式的－理性的實定法的特徵，與概念法學

的主張沒有多少差別，他認為西方大陸法系（羅馬－日耳曼法系）發展出來的普

通法的法學（gemeinrechtliche Jurisprudenz），其形式達到方法論的理性的最高階

段（Höchstgrad methodologischer Rationalität），具有下列特點25： 
 
  （1）任何具體的法律判決都是把一條抽象的法規「應用」到一個具體的「事

實」之上； 
  （2）對於任何具體的事實的判決，都必須是運用法律邏輯的手段，從現行的

抽象的法規所得出來的； 
  （3）因而，現行的、客觀的法律是法規的一種「無漏洞的」系統的體現，或

者本身潛在地包含這種系統，或者它本身必須是被看作是針對法律應用

                                                 
23 Jan Schröder, Savignys Spezialistendogma und die “Soziologische” Jurisprdenz,  Rechtstheorie 7

（1976）, 25-32。 

 
24 韋伯這種立場其實較接近法學家，而非社會學家的立場。詳細的討論參見林端，＜德國歷史

法學派－兼論其與法律信實論、法律史和法律社會學的關係＞，《台大法學論叢》廿二卷二期

（1993），1-33。德文參見 Gerhard Richter，Max Weber als Rechtsdenker, Dissertation Tübingen

（1953）；Nico Roos: Antiformale Tendenzen im modernen Recht－eine These Max Webers, 

duskutiert am Beispiel der Laienrichterfrage, in: Stefan Breuer et. al.（Hg.）：Zur Rechtssoziologie Max 

Webers, （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1984）；Manfred Rehbinder, 同注十三。 
25 Weber, 同注七，397，中譯參考同注八林榮遠譯文（頁 18），酌加修正。 

 

 10



（Rechtsanwendung）的目的而設的這種系統； 
（4）法學（概念）上不能理性地「建構」者，在法律上也要當作無關的東西； 
（5）人們的共同性行動（Gemeinschaftshandeln）26必須完全當作「應用」或「實

行」法規來加以解釋，或者反之，（當作）「違反」法規來解釋（Stammler尤其是
代表這種結論，儘管不是明白表達的），因為與法律系統的「無漏洞性」 相符合
的是：「法律的井然有序」也是所有社會事件的一個基本範疇（eine Grundkategorie 
alles sozialen Geschehens）27。 
  
  韋伯研究這種（他認為是）西方所獨有的形式的－理性的法律，並不是純法學

式認識興趣（juristisches Erkenntnisinteresse），相反的，這是他彰顯整體西方文化
獨特性的一環，他把它擺在一個我們前面提到的理念型的發展建構之中。首先從

文化內的比較來看，在西方文化發展史上，一方面，其貫時性的（diachronic）
意義是：這個階段的法律類型相對於前些階段的法律類型（尤其是相對於西方中

古社會的實質的－不理性的法律（傳統法）），具有較高、甚至是最高的可預計性。

另一方面，其共時性的（synchronic）意義是：介於現代資本主義、現代理性國

家與現代實定法之間，具有明顯的選擇性親近的關係，它們都具有高度的形式理

性化的特質，都有高度的可預計性。在這裡我們先來處理他的共時性意義，再回

過頭來談它的貫時性意義。 
 
3. 「形式的－理性的」法律的共時性意義：西方現代社會中的法律秩序 

與其它社會秩序之間的選擇性親近關係 

 
  前面說過，為了彰顯現代西方現代理性化（其實主要是形式的理性化）的獨特

性，韋伯建構了介於現代資本主義、現代理性國家與現代實定法之間選擇性親近

的關係。亦即西方社會特有的形式理性化的過程，不只是在經濟秩序（形式的－

理性的企業）出現，而且在政治秩序（形式的－理性的國家官僚體系）與法律秩

序（形式的－理性的法律）也有所表現。在此，具有高度可預計性特徵的形式理

性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26 一直到一九一三年，韋伯使用Gemeinschaftshandeln（共同性行動）來作為人們的社會性行動

的總稱，後來他改以 soziales Handeln（社會行動）來稱呼之，參見林端，＜韋伯論「行動」與

「秩序」－以一九一三年＜範疇＞一文為出發點＞，《台大社會學刊》26（1998），281-321。 

 
27 最後一句，Max Rheinstein 英譯採意譯：“...since the “gaplessness” of  the legal system must 

result in a gapless “legal ordering” of all social conduct” , 參見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ed. 

by Guenther Roth et. al., Volume 2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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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以法律秩序與經濟秩序之間的選擇性親近為例來說明。跟許多法律社會學家

一樣，韋伯探討法律的社會基礎的問題時28，常常談的是「私法」（Privatrecht）
（民法）與「民事訴訟法」（Zivilprozeßrecht）的問題，而這兩種法律與經濟秩

序關係至為密切。韋伯在許多不同場合強調形式的－理性的法律對現代形式的－

理性的資本主義的重要性，甚至是其前提（Voraussetzung）之一29。形式的－理

性的法律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生活具有的意義可從兩方面來加以說明：它的相

當高的可預計性與它在內容上的預防能力（尤其是對契約自由的保證）30。其中

尤以可預計性最為重要：「工業的資本主義必須指望法律秩序的功能的穩定性、

安全性與求實性（Stetigkeit, Sicherheit und Sachlichkeit），亦即法律辨認與行政理

性的、原則上可預計的特性。否則，便會缺乏那些對大資本主義的工業企業不可

或缺的可預計性（Kalkulierbarkeit）的保證」31。換句話說，現代西方法律運作

地像技術性的手段，具有高度的可預計性，是現代西方工業的、企業的資本主義

必不可少的支柱。它提供了每個參與經濟活動的目的理性的行動者一個明確的遊

戲規則，讓他可以計算自己的運作空間、法律後果與行動機會32。 
 
  而這種可預計性被韋伯當作現代西方社會的特徵，它體現在生活的各個領域

裡，將整個世界除魅化（entzaubern）33。在現代法律秩序如此，在現代經濟秩序

                                                 
28 韋伯（1864-1920）與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艾理希（Eugen Ehrlich, 1862-1922）

等人被視為法律社會學的共同創始人，參見注九與注二十四林端文。 

 
29 最明顯的是在《經濟與社會》有關經濟社會學的章節裡，他強調形式的－理性的法律與行政

（Verwaltung）是最高程度的形式的－理性的生產企業的資本計算（Kapitalrechung）的八大前提

之一，參見同注七，94。其它則見於《一般經濟史》、《宗教論文集》等書，參見 Max Weber, 

Wirtschaftsgeschichte（Berlin：Duncker & Humblot, 5. Aufl., 1991），240；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ziologie I（Tübingen：J.C.B. Mohr, 9. Aufl., 1988），11。 

 
30 David Trubek, Max Weber über das Recht und die Entstehung des Kapitalismus, in: Stefan Breuer et. 

al. （Hg.），同注二十四，180。  

 
31 Weber, 同注七，643。 

 
32 Weber, 同注七，469。 

 
33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Tübingen：J.C.B.Mohr, 7. Aufl., 

1988），594。原文翻譯如下：「日愈增加的知識化與理性化並不意味著人對他的生活條件有更多

一般性的了解。它意味著另一回事：我們知道、或者說是相信，任何時候，只要我們想了解，我

們就能夠了解；我們知道、或者說是相信，在原則上，並沒有任何神秘、不可預計的力量在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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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在現代政治秩序，亦即理性國家與其「官僚制」（Bürokratie，或譯為「科
層制」）之中亦是如此。現代理性國家是透過官僚制來行使支配（Herrschaft），
韋伯稱之為法制型支配（legale Herrschaft）或官僚型支配（bürokratische 
Herrschaft）。現代官僚制是專家化、技術化的組織，立基在形式的－理性的實定

法的基礎上，換句話說，它也具有明顯的形式理性化的特徵，擁有高度的可預計

性34。在此，介於形式的－理性的法律秩序（實定法）與形式的－理性的政治秩

序（官僚制支配）之間，同樣存在一種選擇性的親近關係。韋伯同樣用「機器」

（Maschine）來形容形式的－理性的法律與形式的－理性的官僚制，並不是偶然

的，因為對他而言，它們具有相同的特徵。他用來描述現代官僚制的特性如下：

「官僚制組織之得以有所進展的決定性因素，永遠是其比其它形式的組織更具有

純粹技術上的優越性。拿發展成熟的官僚制機構跟其它形式的組織來比較，其差

別正如機器生產方式與非機器生產方式的差別一樣。精準、迅速、明確、熟悉檔

案、持續、謹慎、統一、嚴格服從、防止磨擦以及物資與人員費用的節省，所有

這些在嚴格的官僚制行政（尤其是一元式支配的情況）裡達到最理想狀態....」35。

韋伯描述現代法律的特徵則也是類似的：「...它（現代資本主義）所需要的是，
是可以像一部機器來作預計的一種法律」36。韋伯認為，經濟史上，這兩者的結

合，（起碼是）間接促進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37。換句話說，這些都具有形

式理性化與可預計性特徵的法律秩序、政治秩序，它們與同樣具有這些特色的經

濟秩序之間，的確存在著選擇性親近的關係。在有些論述裡，韋伯甚至強調西方

企業資本主義與官僚機構對西方現代法律體系的決定性作用：「我們現代西方法

律的理性化是由兩股力量並肩運作而造成的。一方面，資本主義關心嚴格的形式

法律與法律手續（司法程序）。它傾向使法律在一種可預計的方式下運作，最好

就像一具機器一樣。另一方面，集權國家的公務系統之理性化，導致法典系統與

同質性法律必須交由一個力圖爭取公平、地方均等之升遷機會的、受過合理訓練

                                                                                                                                            
作用；我們知道、或者說相信－在原則上－透過預計（Berechnen），我們可以支配（beherrschen）

萬物。但這表示的正是：世界的除魅化（Entzauberung der Welt）」，譯文參考韋伯著，錢永祥編

譯，《學術與政治》（台北：遠流出版公司，1991），144-145，並略作修改。 

 
34 Weber, 同注七，563。 

 
35 Weber, 同注七，561-562。譯文參見韋伯著，康樂等譯，《支配社會學 I》（台北：遠流出版公

司，1993），39-40。 

 
36 Weber, 同注七，817。 

 
37 Weber, 同注七，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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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僚體系來掌理。只要這兩股力量缺乏其一，便無法產生現代的法律體系」38。 
 
4. 「形式的－理性的」法律的貫時性意義： 
西方現代社會中的法律＜－＞西方傳統社會中的法律 

 
  如前所述，現代社會中的實定法是一種專家的法律，它提供了同樣是專家組成

的官僚制依法行政的基礎。反過來說，專家組成的官僚制的健全發展，同樣提供

了現代專家的法律與司法審判的基礎。易言之，它們之間的選擇性親近的關係，

具有互為基礎的特質。一方面，在西方社會生活多面向的形式理性化的浪潮裡，

法律逐漸取得相對自主的地位，從政治、宗教與倫理道德等的意識形態的限制中

走出自己的道路，司法審判組織專家化，從教權政治與封建君侯的行政組織獨立

出來，司法官與行政官區分開來，行政官不再負責審判，而由司法官專其責。另

一方面，在現代社會中，行政組織的官僚們（他們是專業的行政官吏），跟法律

與司法組織的官僚們（他們是專業的法律與司法官吏（法律人）），在功能上既相

互區分又相互倚賴。 
 
  韋伯寫道：「具體而言，只有官僚制才為一個合理的法律－以制定法（Gesetzen）
為基礎，經概念性系統化而形成的，一直到晚期羅馬帝國時期才首次以高度洗練

的技術創造出來－的執行，亦即判決（Rechtsprechung）提供了基礎。中世紀時，

羅馬法的繼受（Rezeption）是與司法的官僚化（Bürokratisierung der Rechtspflege）
攜手同行的：受過理性訓練的專業人員（Fachspezialistentum）取代了舊式的、

束縛於於傳統或不理性之前提的判決過程（法律辨認，Rechtsfindung）」39。在這

裡，韋伯對比了專家化的、形式的－理性的司法與判決與業餘化的、實質的－不

理性的司法與判決，這是更大的對比（西方現代法律＜－＞西方傳統法律）裡重

要的一環，畢竟法律的實際運作是由其承載者（Träger，法律工作者、法律人）

來執行的。韋伯進一步說明這種現代與傳統司法與判決的對比：「基於嚴密的形

式的法律概念（streng formale Rechtsbegriffe ）的基礎之上的判決過程（法律辨

認），正正相對於一種受傳統束縛的判決過程（法律辨認）」40。 
  
  相對於西方現代社會中的法官要依無漏洞的、具高度可預計性的實定法來判

                                                 
38 Weber, 同注五，437-438, 中譯參見韋伯著，簡惠美譯，《中國的宗教》（台北：遠流出版公

司，1989），214。 

 
39 Weber, 同注七，563。譯文參見同注三十五，42, 略作修改。 

 
40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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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受傳統束縛的法官的判決依據是其它的方法。西方傳統社會中的司法審判，

韋伯用一個理念型「卡迪審判」（Kadi-Justiz）來刻畫它41。韋伯如此引用一個非

西方傳統社會中的司法制度來描繪西方傳統社會的司法制度，已為他混同「文化

內的比較」與「文化間的比較」這兩個不同層次的問題留下伏筆，我們會在下面

作進一步的說明。 
 
  卡迪（Kadi）原來指的是回教國家的法官，卡迪制度即是回教國家的重要司法

制度之一，是在倭馬亞王朝（中國古稱白衣大食，661-750）時代向外軍事擴張
之下發展出來的：卡迪原是部隊負責禮拜儀式、指導宗教生活、排解士兵之間的

糾紛的官吏，由各地總督任免，是他的行政副手，到該王朝末期，逐漸由熟悉宗

教與法律事務的人來擔任，卡迪制度才日愈成為一種司法制度42。當時的統治者

重視王權，財政、軍事、行政、刑法等「公法」領域，掌握在他們手中，而在「私

法」（民事法規）方面，則由各地彼此並不一致的宗教司法制度（卡迪制度）來

負責。具宗教司法意義的卡迪制度之所以呈現出多元而不統一的風貌（用法律社

會學家的術語可稱為「法律多元主義」（Rechtspluralismus）），主要是兩個因素促

成的：一是它的法律規範因時因地制宜，宗教法規的實體並非國家制定的，而是

在各地風俗習慣的基礎上逐漸發展出來的，地域的差別使宗教法規多元化，卡迪

依據它而來斷定民事糾紛的是非曲直，這裡判的跟那裡判的可能不同；另一方

面，法官斷案具有隨意性的特徵，《古蘭經》雖為執法的最高依據，但是如何從

有限的經文的律例中找到適當的條文，全憑卡迪個人的詮釋與應用，他的學識與

虔誠的程度，直接影響到他對每個個案的法律辨認與判決，在他之上，也沒有複

審法院來負責把關43。長期發展下來，到了中世紀，卡迪制度進一步複雜化、分

殊化，但是在廣大回教徒心目中，卡迪最為真主法律的監護者，具有偉大、高尚、

莊重無比的尊嚴，堪稱他們的「父母官」44。正是這樣的特點，被韋伯建構成傳

統社會法律與司法的理念型，不僅對西方傳統社會適用，而且也對非西方（如回

教、中國等）傳統社會適用。 
 

                                                 
41 這是韋伯向同時代的民事訴訟法學者Richard Schmidt借來的的概念，參見後者的 “Die 

deutsche Zivilprozeßreform und ihr Verhältnis zu den ausländischen Gesetzgebungen”,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I（1908），266。 

 
42 參見吳雲貴，《伊斯蘭教法》（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二印），11-13。 

 
43 同上注，12。 

 
44 同上注，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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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韋伯而言，「卡迪審判」意味著基於某種（法律外）的具體倫理的、或其它

實踐的價值判斷所作的、非形式化的、不受法規束縛的判決，它完全沒有理性的

「判決理由」（Urteilsgründe），純粹是根據具體的價值判斷，具體的、非形式的、
實質公道的、倫理的考量超越了形式的、理性的法條規定與法律手續，韋伯非常

寬泛地把西方傳統社會的專權君主的「王室審判」（Kabinetsjustiz）、教權政治或
家產制君主的審判、古雅典的「人民法庭」（heliaia）、革命法庭、陪審制等等，
因為它們都不是將一般性、概括性的法規適用在某一個事實之上，而是取決於裁

判者對一個具體案例的公正感與價值判斷45。這種法律是非專家的法律，業餘的

法律人（Laien-Juristen）擔其綱，既具實質的價值訴求，又具不理性的判斷，所

以是「實質的－不理性的法律」。韋伯認為，在西方社會理性化的過程裡，法律

一步步由這種傳統法律階段、經由法國大革命後的自然法階段而發展到現代的實

定法階段的時候，其它非西方社會的法律還在原地踏步，停留在此一階段，中國

傳統社會的法律也不例外。於是，問題意識便由「文化內」的比較轉到「文化間」

的比較來。但對他而言，這兩種比較息息相關，韋伯在文化內的比較之外，希望

藉著文化間的比較的補足，進一步強化他對西方現代社會法律的特殊性的刻劃與

描繪工作。 
 

三、 文化間的比較：西方現代社會中的法律＜－＞ 

                   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法律 

 
  韋伯想要說明的是，從文化間的比較來看，相對於其它非西方社會的法律（譬

如中國傳統法律），西方現代社會這種類型的法律，亦即具有高度形式理性化的、

高度的可預計性的實定法，是西方社會所獨有的，是現代西方之所以成為現代西

方的重要指標之一。在這種問題意識與認識興趣之下，韋伯眼中的中國傳統法律

恰成西方現代法律的「對比類型」（Gegentypus），為了使他的原有類型（西方現

代法律）的特性更加清楚，中國傳統法律作為對比類型，與前者相反的地方被刻

意地挑出來，使前者的原有類型的對比在強烈對比下益形清晰透明。本來是一種

「啟發式的歐洲中心主義」的企圖，為的是說明西方現代法律的特色，但在說明

的過程中，他卻將中國傳統法律的特質等同西方傳統法律的特質（都是非專業的

「實質的－不理性的法律」、都是「卡迪審判」），他的比較法律社會學便逐步走

入了歧途，落入不自覺的「規範式的歐洲中心主義」的陷阱。當西方法律已經發

展到「形式的-理性的」現代法律階段時，中華帝國的法律一直到清末都停留在

                                                 
45 Weber, 同注七，463起與 563起，中譯同注三十五，42起，亦見韋伯著，康樂編譯，《支配的

類型》（台北：遠流出版公司，1989），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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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的-不理性的」傳統法律的階段，跟西方中古時期家產制法律相類似；換

句話說，停留在西方法律的發展的傳統階段，嚴重落後於後者。 
 
   韋伯對中國傳統法律與司法審判的描述分散在幾本書中，我們嘗試將它整理

成下列的重點： 
 
（1）官民各有所司： 

 

  他首先注意到龐大的中華帝國在統治上的困難，帝國行政力的微弱，促成公權

力僅及於市鎮與縣衙門，鄉村地區則是氏族（Sippe）、鄉黨自治的情況，官民各
治其事，自上而下家產制統治遭遇到自下而上的氏族與村落的抵制：「事實上，

皇權的官方行政只施行於都市地區和次都市地區....出了城牆之外，行政權威的有

效性便大大受到限制。因為除了勢力強大的氏族本身之外，行政還遭遇到村落組

織的自治體之對抗...『城市』就是官員所在的非自治地區；而『村落』則是無官

員的自治地區」46。在此前提下，中華帝國的法律與司法的實際運作就是在官方

與民間各有所司、既合作又有對抗的情形下進行。 
 
（2）自治的氏族、村落與法律的實際運作：以家父長制的氏族親屬關係為準 
 
  在都市的縣衙門以下的鄉村地區，基本上是一種自治領域。韋伯認為，在西方

中世紀早已銷聲匿跡的氏族，在中國的力量相當強大，它藉著祖先崇拜凝聚人

心，除了是經濟上、政治上的結構基礎外，在法律與司法上也具有重要意義：「...
（祠堂）除了祭祀的設備外，通常還有一塊書寫著氏族所公認的道德法規

（Moralgesetze）的木板，因為氏族有其無可置疑的權力為其成員立法--此一權力

不止具有超越法律（prater legem）的效力，並且在某種情況下，甚至是在宗教慣

習的問題上，還具有抗拒法律（contra legem）的效力」47。 
 
  血緣的氏族團體與地緣的村落團體犬牙交錯，有時鄉村社會就是氏族的聯合，

村長通常來自最大的氏族，氏族與村落共同建構了鄉村社會的社會基礎。。正如

祠堂與氏族息息相關，村落與村廟（地方公廟）也不可分，廟宇的社會意義包括

法律功能： 
 
  「...村廟是（村落）主要的代理人，因為中國的法律及農民的思考方式裡自然

                                                 
46 Weber, 同注五，381, 中譯參見同注三十八，155-156。 

 
47 Weber, 同上注， 378；中譯，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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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任何『法人』（Korporation）的概念...廟宇的管理職務主要是由村落族長負

責，他們也以賦役提供廟宇財政所需...行政當局並不認可法人及其代理者的合法

性，並且只承認名門望族是村落的唯一代表者。不過，名門望族反而以『廟宇』

的名義行事，至於『廟宇』則透過他們為村落締結契約。『廟宇』擁有小官司訴

訟的裁判權，並且往往獨攬了各式各樣的訴訟。只有牽涉到國家利益時，政府才

會加以干涉。人民信賴的是廟宇的裁判，而不是國家官方的法庭...由於有廟宇，
村落在法律上與事實上都具有地方自治團體（Kommunalkörper）的行動能力，

這是『城市』無法做到的。事實上，村落--而非城市--才是有能力保衛其住民之

利益的防禦團體」48。 
 
  當然，政府無法完全對這種非官方的自治體（inoffizielle Selbstverwaltung）放
心，便以保甲制度來監管之，地保負有治安、監視罪犯與秘密幫會的官方責任：

「....國家必須顧慮的勢力，是隱身村落行政背後的氏族長老，他們可能會有一種

秘密裁判（Veme）的功能，在發生衝突的時候，可能具有危險性...軟弱的的農民，
經常處於『光棍』...專橫的擺佈之下...實際上，農民是在光棍所組織的無產村民
控制之下49。但官方的控制的成效是有限的，自治的氏族與村落組織聯合構成韋

伯所謂的中國式的鄉村社會的「民主制」：「在實際上，此種侵越政權而被加以容

忍的自治體--一方面是氏族，另一方面是村落貧民組織--在很大的程度上與家產

制的官僚政體相對抗。官僚體制的理性主義所面對的，是一個堅定的、傳統主義

的勢力之對抗...此一嚴格的家父長制氏族的鉅大權力，事實上是中國受到多方討

論的『民主制』之擔綱者，它與『現代的』民主制並無絲毫共通之處。它所體現

的毋寧是：1. 封建身份的廢除；2. 家產官僚體制行政的疏放性；3. 家父長制氏
族完整的活力與無所不能。」50。 
 
  這個類似費孝通筆下的「鄉土社會」，是以面對面的血緣地緣的初級關係

（primary relationships）為基礎的，韋伯認為具有劃分對內道德與對外道德的二
元性（Dualismus zwishen Binnen- und Außenmoral），即區分自己人（我群）與陌
生人（他群），面對他們的行事準則是明顯不同的。於是，在社會生活的各領域

內，以家父長制的氏族親屬關係為準的關係模式制約了人們的生活方式，處處考

慮具體對象個人的身份與關係（in Ansehung der Person），是一種「個人關係化」
（Verpersönlichung）的現象：在宗教生活上，祖先崇拜與村廟是重心；在政治領

                                                 
48 Weber, 同上注，384-385；中譯，158-159。  

 
49 Weber, 同上注，383；中譯，158。 

 
50 Weber, 同上注，386；中譯，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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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上，是家父長制（Patriarchalismus，或譯父權制）式的支配；在經濟活動上，
連工商業較發達的都市裡，離鄉背景的市民仍主要是氏族的成員，而非西方意義

的「市民」，行會則發展成擬親化的團體；而在法律與司法的實際運作上，也是

家父長式的審判（patriarchale Justiz），由氏族長老作裁判（這其實也就是前面提

到的「卡迪審判」的一種類型）51。這是前述韋伯比較社會學的第二個特點的體

現，它是多角度的分析，在中國傳統鄉村社會中，介於宗教、政治、經濟與法律

等諸秩序之間，具有一種「選擇性的親近」的相關性，立基在孝道（Pietät，或
譯恭順）原則之上的氏族親屬關係，全面地制約了人們的這些生活秩序。 
 
  韋伯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整體分析，不會僅限於小傳統的、民間的鄉村社會，他

進一步將眼光轉向大傳統的、中華帝國的官方機構。結果他發現，這種介於諸社

會秩序之間的「選擇性親近」的相關性，同樣也在後者出現，只不過隨著機構的

擴大化，官方機構比氏族與村落複雜，所以「家父長制」變化成「家產制」

（Patrimonialismus，或譯「世襲制」），如家父長制的支配與法律發展成家產制的

支配與法律，但是後者同樣立基在孝道（Pietät）原則之上，與氏族親屬關係仍
然息息相關52。 
 
（3） 中華帝國的行政與法律：家產制的行政與法律 

 
  韋伯認為秦漢以後，大一統的中華帝國雖然幅員廣大，但是仍然不脫家產制的

色彩，是一種典型的「家產制國家」（patrimonialer Staat）。所謂家產制國家指
的是：「當君侯以一種人身的強制，而非領主式的支配，擴展其政治權力於其家

產制之外的地域與人民，然而其權力的行使仍依循家權力的行使方式時，我們即

稱之為家產制國家。大多數歐陸國家一直到近世初期（甚至在此之後），仍保有

                                                 
51 這是筆者綜合的分析，主要根據同上注Weber, 373-395；中譯為 149-169；另參見同注一書筆

者的整理，16-22。 

 
52 韋伯認為：「正像封建制（Feudalismus）以列為首要德行的榮譽為基礎，而家產制則立基在

孝道（恭順）為首德之上」（Weber, 同注五，445；中譯同注三十五，222）。有關「家父長制」、

「家產制」與「孝道」的中西比較，並對韋伯提出批評，精彩的論文集參見韓格理（ Gary G. 

Hamilton）著，張維安等譯，《中國社會與經濟》（台北：聯經出版公司，1990）1-134；進一

步的比較參見筆者同注一書，139-185。 

  對韋伯而言，立基在「孝道」（恭順）原則上的家共同體，其家長的權威是家父長制的雛形。

對個人的恭順，而非對抽象規範的服從，是家父長制支配的特色；至於家產制支配則是其進一步

發展的變形：「透過分配土地（有時尚包括農具）給家中年輕男子及其他依附者的方式，將家權

力分散化」（Weber, 同注七，584；中譯同注三十五，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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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顯著的家產制性格」53。對韋伯而言，家父長制支配與家產制支配指涉的都

是與現代西方「理性的官僚制支配」相對的「傳統型支配」，是後者的一種（亦

即家父長制支配與家產制支配都是傳統型支配的次類型）；同樣的，家父長制法

律與家產制法律也都是「傳統型法律」的次類型。值得注意的是，韋伯在此一貫

地混同「文化內的比較」與「文化間的比較」這兩個層次，他的傳統型社會同時

可指涉西歐與中國，（傳統型社會的）家產制國家也可包括這兩者，（傳統型社

會的）家產制法律亦然，這點對我們本文的分析相當重要。 
 
  確立了這樣的定位後，韋伯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的行政、法律與司法，在在都具

有家產制的色彩：「在家產制的國家裡，行政與『法律辨認』（Rechtsfindung，將
法律適用在審判案例之上）的家產制性格所造成的結果是：一個被根深蒂固且具

神聖性的傳統所蟠踞的王國、一個帝王具有絕對自由裁量權（die absolut freie 
Willkür）與恩寵的王國...工業發展所必須的理性的、可預計的行政與法律機能，

並不存在。舉凡在中國、印度、伊斯蘭、或一般而言理性的法律創制與辨認未能

獲勝的任何地方，『自由裁量高於一般法』（Willkür bricht Landrecht）的命題是通
用的」54。然而這樣一個命題（自由裁量高於一般法）並沒有像西方的中世紀那

樣，由城市自治與身份特權或利益團體所推動確立，並受到保證而促成西方資本

主義式的法律制度之發展。相反的，這種帝王的自由裁量權，具有家產制的特色，

在實際的司法審判上，容易被法律外的倫理考量所左右，重視的是實質的正義公

道（materiale Gerechtigkeit），而非形式上的法律規定。帝王重視倫理教化對法律

運作有相當影響，其結果是：「皇帝所頒佈的行政令諭，大抵上和西方中世紀的

教皇敕令中所特有的訓誨形式相吻合，並不是法律的規範，而毋寧是法典化的倫

理規範，並具有高超的文學素質...總之，司法行政大致上仍停留在『卡迪』審判，

或者『王室』審判的程度上」55。 
 
  由帝王以下，他所任命的行政與司法官吏也是如此： 
 
  「雖然在形式上財稅與司法的秘書（師爺幕友）的二分，但行政與法律辨認（司

法）實際上並未分離。政府官員以家產制的方式，自費雇用僕役來擔任治安與細

瑣的公事。官紳行政基本上反形式主義的、家父長式的性格，是錯不了的--遇有
冒犯的行為，不須要引具體的法規加以懲罰。最值得注意的是法律辨認（司法）

                                                 
53 Weber, 同注七，585；中譯同注三十五，84。 

 
54 Weber, 同注五，391；中譯同注三十八，165，有刪改。此地的Willkür譯成「自由裁量」較中

性，比譯成「恣意專斷」為佳（後者具明顯的價值判斷）。 

 
55 Weber, 同注五， 392-393；中譯同注三十八，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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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在性格。以倫理為取向的家產制，所尋求的是實質的正義，而不是形式的法

律。因此，儘管是傳統主義，卻沒有任何的官方的判例集成，因為法律的形式主

義是被拒斥的，並且特別是像英國那樣的中央法庭。官吏在地方的『指導者』（指

師爺幕友），是知道先例的...」56。 
 
（4）中華帝國的司法審判：自由裁量的、不可預計的「卡迪審判」 

 
  韋伯進一步指出，家產制國家的中華帝國的官吏是非專業性的（君子不器），

士大夫出任的官吏（Mandarin）是受過古典人文教育的文人，他們接受俸祿，但

沒有任何行政與法律的知識，只能舞文弄墨，詮釋經典；他們不親自治事，行政

工作是掌握在幕僚（師爺、胥吏）之手，為了防止官吏在地方上生根，他們須不

斷三年調任一次，而且絕對不能在原籍地任職。因為無法通曉所治州縣方言，故

此無法與民眾接觸。有這種官吏的國家，與西方的現代形式理性國家是不同的。

基本上，一切均採自由放任，只有發生騷動或不妥當時，官吏才會出面干涉。在

這種情形下，唯一能促成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形式理性國家是無法出現的，因為

它是以專門的官僚階級與形式理性的法律為基礎的57。這種非專業化的行政官與

法官（州縣官身兼這兩者），具有明顯的「實質的－不理性的」特質，重視具體

案例的實質的公道與正義，忽略實定法的形式理性與拘束性，容易流於「卡迪審

判」式的自由裁量： 
 
  「中國的法官--典型的家產制法官--以徹底的家父長制的方式來審案斷獄。也

就是說，只要他是在神聖傳統所賦予的權衡餘地下，他絕對不會根據形式的規

則，即『不考慮涉案者為何人』（ohne Ansehen der Person）來加以審判。情形大

多相反，他會根據被審者的實際身份以及實際的情況，即實際的結果的公平與妥

當來判決。這種『所羅門式的』卡迪審判也不像伊斯蘭教那樣有一本神聖的法典

為依據。系統編纂而成的皇朝法令集成，只因為它是由強制性的巫術傳統所支撐

的，所以才被認為是不可觸犯的。」58。換句話說，不是「不考慮涉案者為何人」，

相反的，中國法律與司法的運作，韋伯認為恰恰是建立在「考慮涉案者為何人」

（in Ansehung der Person）的原則之上，像所羅門王審判一樣，用倫理道德式的

                                                 

 
56 Weber, 同注五，392；中譯同注三十八，166。 

 
57 Weber, 同注二十九，Wirtschaftsgeschichte, 165-166。中譯參見韋伯著，康樂編譯，《經濟與歷

史》（台北：遠流出版公司，1990, 165-166）。 

 
58 Weber, 同注五，437；中譯同注三十八，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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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與公正感（典型的「卡迪審判」），考慮具體個人實況，而不是根據概括的、

形式的法條來判案。英國的地方司法雖然也有類似的不理性的情況，但韋伯認為

他們還好擁有強大的律師（Advokaten）的行會，法官由其中產生，這樣的法律

工作者以先例法（Präjudizenrecht）等法律手段保障了對資本主義轉移財產很重

要的「契約自治」（Vertragsautonomie），也使法律運作有一定的可預計性。相形

之下，沒有專業律師，只有訟師、訟棍的中國傳統社會，在法律上無法為現代意

義的理性資本主義提供保證： 
 
  「然而，在中國家父長裁判下，西方觀念中的律師，根本無法佔有一席地位。

氏族成員裡若有受過典籍教育者，就成為其族人的法律顧問....然而，現代發展裡

所特有的理性的工業資本主義，在此一政體下，則無立足之地....（中國的）資本
主義沒有一種獨立於實質的個體化與自由裁量之外的司法審判，所以也就缺乏政

治上的先決條件...在西方的工業裡找到其獨特據點的理性的經營資本主義，不僅

因缺乏一種在形式上受到保證的法律、一種理性的行政與司法而受到阻礙，並且

也受阻於俸祿的體系：而基本上，是缺乏一種特殊的心態。特別是根植於中國人

的『精神』，而為官僚階層與官職候補者所特別抱持的那種態度，最是阻礙的因

素...」59。韋伯認為，這種過度重視實質公道、個案差異、自由裁量的法律與司

法運作，充滿了不可預計的特性，「實質的」考量壓過了「形式的」權衡，「不理

性的」一面宰制了「理性的」另一面，具有「實質的-不理性的」的特性。 
 
在此意義下，韋伯的法律社會學時，運用系統性的理念型的對比之分析方

式，它是一種有關法律發展的歷史社會學，把法律制度的發展分成四個不同的歷

史發展階段與類型，當西方現代進入所謂的實證法、實定法的階段，是一種「形

式的－理性的法律」，而中國傳統法律，是一種跟西方中世紀法律一樣的傳統法，

是一種「實質的－不理性的法律」，當法律在西方由天啟法→傳統法→自然法→

實定法，不同階段地演變時，中國傳統法則一直停留在傳統法的階段。換句話說，

韋伯一方面做了文化內的比較，比較西方中古封建侯國法律與西方現代法律，這

是文化內的比較；另一方面，則是文化間的比較，比較中國固有法與西方現代法，

然後有意無意地，把兩種比較混同起來。其結果是：中國固有法一直到 1911 年

都還實施的《大清律例》，以及固有的縣官兼任司法官的審判制度，就被韋伯看

作是落後於西方現代的、跟西方中古時代類似的傳統法階段。透過下面的圖表，

我們綜合了韋伯對中西法律文化的理念型對比： 
 
圖表二：韋伯對中西法律文化的理念型對比 

 

                                                 
59 Weber, 同注五，393-394；中譯同注三十八，167-169，譯文略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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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文化的類型 

 
比較點 

歐陸法 中國法 

法律發展的階段 實定法（形式的-理性的法律）傳統法（實質的-不理性的法

律） 

法律貫徹的程度 國家法律深入民間 官民各有所司，公權力只到

縣衙門，縣以下是宗族鄰里

自治 

法律與行政的特色 形式的－理性的國家與形式

的－理性的法律 
家產制的國家與家產制的法

律（有時候稱之為家父長制

的國家與法律） 

司法審判的特色 完全依法審判，專家的法官 自由裁量的、不可預計的「卡

迪審判」（非專家的審判） 

行政與司法的區分 行政官與司法官二分，司法

官獨立審判 
行政官與司法官合一，縣官

兼任法官 

法學教育 專門的法學教育（大學教育）毫無法學教育可言（縣官在

職進修，或者依靠懂得法律

的師爺） 

法律人階層 專業的法律人階層力量龐

大，壟斷法律的職業 
缺乏專業的法律人階層（如

紹興師爺等都是業餘的、非

正式的訓練出身，無法形成

一個有力的階層） 

法律規範的特性 重視個人自由權與私有財產

權，換句話說，民法與私法

的規定相當完備 

行政法與刑法為重，缺乏個

人自由權與私有財產制度的

規定，換句話說，缺乏民法

與私法的法律規範 

法律思想的特色 強而有力的自然法思想 缺乏（西方意義的）自然法

思想 

法律的形式邏輯 法律的形式邏輯沛然大備，

理想的法律是完全沒有漏

洞，法官只要依法判決就可

以 

法律不重視形式邏輯，重視

的是實質的公道，倫理教化

的色彩很濃，法律處處漏

洞，法規範不夠完備 

法律的程序性 程序法不管是刑事訴訟法或

民事訴訟法都相當完備，以

程序正義來保障實質正義 

缺乏完備的程序法規定，民

法缺乏的情況下，民事訴訟

程序更是缺乏，給予法官很

多自由裁量的空間 

法律衝突解決的主要手段

（審判或調解） 
法院審判重於民間調解 民間調解重於官府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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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與道德的關係 法律獨立於道德倫理之外 法律深受道德倫理的影響 

法律與司法的獨立性與自主

性 
有獨立自主的法律與司法制

度 
法律與司法缺乏獨立性與自

主性 

法律發展與變遷 由傳統到現代，愈來愈形式

化、愈來愈理性化，不斷地

蓬勃發展 

法律發展停滯不前，兩千年

中華帝國的法律，由秦朝到

清朝都是傳統法的階段，是

一種實質的-不理性的法律 

司法發展與變遷 司法發展由傳統到現代，愈

來愈形式化、愈來愈理性

化，不斷地蓬勃發展 

司法發展停滯不前，兩千年

中華帝國的司法，由秦朝到

清朝都是傳統法的階段，是

一種實質的-不理性的司法 

 
我們簡單整理一下韋伯對於中國傳統法律與司法的看法，在官民各有所司的

家產制的中華帝國裡，官方的行政與司法的審判特性是，帝王具有絕對的自由裁

量權，近代的工業與資本主義發展所需要的理性的、可預計的行政與法律並不存

在，自由裁量高於一般法，民事的私法相當缺乏，沒有個人自由權與私有財產權

的規定，行政與司法定位分離，家父長制的法律與司法，停留在卡迪審判的階段，

追求的總是實質的公道，而不是形式的法律，沒有專業的法律人階層，沒有系統

的法學思想（如自然法思想），法律外的道德與政治的考量，始終超越法律內部

的思考，由秦漢一直到明清，中國傳統法律一直都沒有多少改變，民間的調解與

長老的審判，倫理的考量重於法律的考量，而在官方的家產制審判，重視的同樣

是實質的正義而不是形式的法律，為官者應視百性為赤子，做個人民的父母官，

所謂的卡迪審判，這個說明了父母官主導的中國法律與司法的運作，恰恰是建立

在「考慮個案牽涉的人是誰」的原則之上，像索羅門王的審判一樣，重視的是法

律外倫理道德的智慧與公道，考慮當事人具體的個人狀況與社會關係，而不是根

據概括的、形式的法條來判案，法律與道德難分之外，法律與政治、行政也難分，

所以中國傳統法律司法始終沒有獨立運作的空間，具有「實質的－不理性的特

徵」，充滿自由裁量與不可預計性，當西方現代法律已經逐步形式化與理性化的

時候，中國傳統法律一直停留在西方中古社會的法律發展階段，具有「實質的－

不理性的」特點。這些種種特徵，我們可以跟隨韋伯的腳步，概括的把分析的焦

點放在「卡迪審判」作為中國傳統法律與司法的特性之上。 
 

  到底中華帝國的司法審判，是否即是韋伯所謂的自由裁量的、不可預計的「卡

迪審判」？如前所述，韋伯對中國傳統法律的實際運作的分析焦點，集中在「卡

迪審判」這個理念型的核心概念之上。在這個概念下，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官被等

同於西方中古社會的家產制法官，以實質的公道、而非形式的法律來斷案：相對

於西方現代專業法官，處處依無漏洞的「形式的－理性的」法律來判決，中國傳

統社會的法官，是典型的非專業的卡迪法官，以具體個案為考量，處處展現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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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不理性的」特性。為了分析方便，我們選擇清代法律（尤其是地方第一線

受理案件的州縣司法審判）作為主要目標，因為近年來分布全球各地的學者，在

大量審判檔案與契約文書被整理出來後，累積了相當多的研究成果，不僅是刑事

審判部份，就連以前相當缺乏的民事審判部份，也有很多我們值得徵引的研究出

現60。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們會看得更遠，將韋伯與這些戰後的傑出研究學者

                                                 
60  在此，我們主要參考的各國著作如下： 

 

滋賀秀三，《中國家族法之原理》（東京：創文社，1967）。 

 

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契約》，王亞新等編譯（北京：法律出版社，1998）。 

 

滋賀秀三，《清代中國之法與審判》（東京：創文社，1984）。 

 

滋賀秀三，＜清代州縣衙門訴訟的若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檔案為史料＞，收於劉俊文編，《日本

學者研究中國史論著選譯（八）》（北京：中華書局，1993），522-546。 

 

王伯琦，《近代法律思潮與中國固有文化》（台北：法務通訊出版社四版，1989）。 

 

王伯琦，《王伯琦法學論著集》（台北：三民書局，1999）。 

 

王泰升，《從淡新檔案觀察清治台灣官府法律之運作》（國科會研究計畫報告，未出版， 1998）。 

 

王泰升，〈清治時期的行政組織及司法運作〉，《月旦法學雜誌》（64, 2000）, 144-156。 

 

汪世榮，《中國古代判詞研究》（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汪世榮，《中國古代判例研究》（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梁治平，《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梁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國傳統法律文化研究》（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梁治平，《法意與人情》（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 

 

梁治平，《法辨--中國法的過去、現在與未來》（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武樹臣等，《中國傳統法律文化》（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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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作武，《中國古代法律文化》（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 

 

俞榮根，《道統與法統》（北京：法律出版社，1999）。 

 

寺田浩明，＜關於清代土地法秩序「慣例」的結構＞，收於劉俊文編，《日本中青年學者論中國

史（宋元明清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651-678。 

 

金勇義，《中國與西方的法律觀念》，陳國平等譯（瀋陽：遼寧人民出版社，1989）。 

 

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高道蘊等編，《美國學者論中國法律傳統》（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 

 

黃宗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第三領域＞，收於甘陽編，《社會主義--後冷戰時代的思索》（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71-95。 

 

黃源盛，《中國傳統法制與思想》（台北：五南圖書公司，1998） 

 

黃源盛，《民初法律變遷與裁判，1912-1928》（台北：國立政治大學法學叢書（47），2000）. 

 

戴炎輝，《中國法制史》（台北：三民書局，1987七版）。 

 

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台北：聯經出版公司，1979）。 

 

瞿同祖，《瞿同祖法學論著集》（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瞿同祖，《中國法律與中國社會》（北京：商務印書館，1947）。 

 

陳顧遠，《中國文化與中國法系》（台北：三民書局，1977）。 

 

林 端，《儒家倫理與法律文化--社會學觀點的探索》（台北：巨流圖書公司，1994）。 

 

吳吉遠，《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職能研究》（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那思陸，《清代州縣衙門審判制度》（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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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中秋，《中西法律文化比較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二版）。 

 

張晉藩，《清代民法綜論》（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張偉仁輯著，《清代法制研究》（台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1983）。 

 

張偉仁，＜傳統觀念與現行法制＞，《台大法學論叢》第十七卷一期，1987，1-64。 

 

張偉仁，＜清代法學教育（上）（下）＞，《台大法學論叢》第十八卷一/二期，1988/9，1-35; 1-55。 

 

張溯崇，《清代刑法研究》（台北：華岡出版部，1974）。 

 

陶希聖，《清代州縣衙門刑事審判制度與程序》（台北：食貨出版社，1972）。 

 

林峻立，《調處--十九世紀臺灣社會民事紛爭解決途徑之研究》（台大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

版， 1997）。 

 

鄭秦，《清代司法審判制度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龍韶華，《明代司法初考》（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8）。 

 

布迪與莫理斯（Derk Bodde and Clarence Morris），《中華帝國的法律》，朱勇譯（南京：江蘇人民

出版社，1995）。 

 

韓格理（Gary Hamilton），《中國社會與經濟》，張維安等譯（台北：聯經出版公司，1990）。 

 

楊雪峰，《明代的審判制度》，（台北：黎明文化公司，1981三版）。 

 

童光政，《明代民事判牘研究》，（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科文(Paul A. Cohen)，《在中國發現歷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林同奇譯（台北：稻鄉出

版社，1991）。 

 

伯爾曼(Harold Berman)，《法律與宗教》，梁治平譯（北京：三聯書店，1991）。 

 

葉孝信編，《中國民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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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Anton Allee,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North Taiw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Kathryn Bernhardt and Philip C.C. Huang（黃宗智）,eds., 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u T’ung-tsu （瞿同祖）,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Hsiao Kung-Ch’uan（蕭公權）, Compromise in Inperial China (Seattl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ton, 1979). 

 

Philip C.C. Huang（黃宗智）, Civil Justice in China--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Qing 

（Stan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中文版：黃宗智，《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清代的

表達與實踐》（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Philip A. Kuhn 1990,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中譯孔復禮，《叫魂》（台北：時英出版社，2000）。 

 

Tahirih V. Lee, eds., Basic Concepts of Chinese Law（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7）。 

 

Shuzo Shiga（滋賀秀三）, “Criminal Procedure in the Ch’ing Dynasty—With Emphasis on its 

Administrative Character and some Allusion to its Historical Antecedents (I)(II)”,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32 (1974), 1-45; 33 (1975), 115-138。 

 

Sybille Van der Sprenkel , Legal Institution in Manchu China,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London, 

1962) . 

 

Zheng Qin（鄭秦）, “Pursuing Perfection, Formation of the Qing Code”, Modern China 21 (1995), 

310-344. 

 

至於《大清律例》，筆者使用的的版本是：薛允升著述，黃靜嘉編校的《讀例存疑》重刊本（台

北：成文出版社，1970，共五冊）；《淡新檔案》則是使用台大圖書館所藏的微縮膠捲（民事部

分尚未整理成書），戴炎輝編目；還有與本文主題相關的張偉仁的重要新作《中國的法理智慧》

(The Wisdom in Chinese Jurisprudence)與《清代司法程序》（Qing Judicial Process），因為仍是未

完成的手稿，筆者撰寫本文時尚未有機會參閱，只好暫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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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提並論，將有助於我們對（以清代司法審判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法律與司法裡

的實際運作，有更清楚的認識與理解。尤其是日本傑出的中國法制史專家滋賀秀

三的作品，他對清代法律與司法審判的研究成果，非常值得拿來與韋伯作比較，

藉著他們二人對中國傳統法律與司法審判的研究成果的對比，我們一方面將說明

中國傳統法律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將說明他們對中國傳統法律與司法審判的可

能有的誤解與限制。 

   

四、 清代司法審判制度的特色與分類 

 

  有關清代司法制度的研究顯示，清代司法審判制度，根據過錯與量刑的輕重，

在程序上對刑事案件（命盜重案）與民事案件（戶婚田土錢債等細事）作了清楚

的區分。過去對中國傳統法律的編纂體例有「諸法合體，民刑不分」的評價，其

實主要是以西方法律體系的劃分為出發點所提出的看法，較適當的說法是中國傳

統法律體系具有「諸法並存，民刑有分」的特色61。相對於較具「權利本位」的

羅馬法系，較具「義務本位」的中國固有法系裡民法沒有單獨完整的民法典62，

以清代為例，民法方面的成文規定散見《大清律例》、《大清會典》、《戶部則例》、

《六部則例》及其他法規中。因此，在實體法上，民刑的劃分不像西方法律那麼

明顯，而在程序法上，由司法審判制度來看，劃分就比較清楚，但其劃分標準仍

與西方法律體系有明顯的差異。《周禮》中秋官「大司寇」鄭注有云：「訟謂以財

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因此有爭財曰「訟」（民案）、爭罪曰「獄」（刑

案）的區別。後來的朝代也有針對戶婚、田土與錢貸等細事，以及命盜重案作區

分。但是其區分並不是「質」的差異，而是「量」的分別，依犯罪程度的大小，

罪名的輕重來作劃分63。主要是民事的過錯亦被看成是犯罪的一種，但罪責罪名

較輕，其刑罰亦較輕。這種將民事與刑事不硬作「本質」上二元對立式之區分的

                                                 
61 張晉藩（同上注，1-2）認為中國傳統法律體系是「諸法並存，民刑有分」，前者是立法者立

法經驗的體現，後者是有機聯系的客觀實在。 

 
62 陳顧遠強調義務本位的中華法系缺乏單獨的民法典，就其內在原因，乃是義務本位是以「禮」

（禮其實包括風俗習慣與我們後面論及的情理），而不是以「法」的形式表現出來。而比較中西

法律，他強調：「（羅馬法系以）權利為本位，特別重視人與物之關係，從而課其責任於他人，

而不求之於己；以義務為本位，特重視人與人之關係，課其責任於自己，而不求之於人。」（同

注六十，55）；相關的討論亦見王伯琦，同注六十的兩本書。 

 
63 戴炎輝，《中國法制史》，137-138； 陳顧遠，同注六十，53-54；滋賀秀三，《清代中國之

法與審判》，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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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其實與法律、刑罰與道德、禮教之間沒有嚴格區分息息相關，我們此地無

法細論64。 
 
  我們將把分析焦點集中在清代民事案件的審判程序之上。之所以特別要討論民

事案件，主要是刑事案件的審判，各級法官都受到相當嚴格的法條限制，自由裁

量權相當有限，幾無恣意專斷之可能，與韋伯所謂「卡迪審判」相去甚遠，但如

果我們根據這個事實，而認為立刻可以完全駁倒了韋伯，沒有進一步探討民事案

件的審判，則是劃地自限，忽略了數量更為龐大、成文法條規定較少、與民間情

理、風俗、習慣關係較密切的民事爭端，不但與韋伯的對話不夠深入，同時也會

坐失對話後，進一步發現中國傳統法律文化裡多元主義特色的絕佳機會。透過對

清代民事審判制度的研究，我們發現，即使《大清律例》等成文法典對民事規定

相當有限，但是州縣官的民事審判也不是韋伯筆下的「卡迪審判」，可以隨意自

由裁量的，他還是受到「情」、「理」、「法」等多元的法律規範的重重制約，不可

任意而行。 

 
    根據相關律例的規定，清代地方第一線的基層司法審判機關是州縣。州縣官

除了全權處理民事詞訟之外，還要對輕微刑事案件（處刑不過笞杖與枷號）加以

審判定案，通稱為「自理詞訟」65。換句話說，州縣官對這些詞訟有「定案權」

（確定的判決），而對「徒」以上的罪只有「定擬權」（暫定的擬罪）66。自理的

詞訟雖然在州縣官手中定案，不需要上級長官的覆審，但他必須要按月向上司以

「循環簿」匯報他所經手的已結（包括如何結案）與未結的案件，分巡道到了地

方，也會審查是否按期結案與是否將所有案件納入紀錄（用現在的名稱來說，是

否會「吃案」）67。 

                                                 
64 某個意義來說，民刑非對立的二元，而是一個多元的過錯（犯罪）的體系裡各個不同輕重的

面向，基本上分為五刑（笞、杖、徒、流、死），而每一類又細分為多種刑等，清律共分二十刑

等，以「笞十」最輕，「斬」刑最重。這其實也是中國傳統法律多元主義的另一具體呈現，值得

另文加以探討。 

 
65 這方面的研究參見同注六十瞿同祖、戴炎輝、滋賀秀三、布迪與莫理斯、那斯陸、張晉藩、

鄭秦與吳吉遠等人的作品。包世臣有云「自理民詞，枷杖以下一切戶婚、田土、錢債、鬥毆細故，

名為詞訟」，「詞訟」是輕微過錯與犯罪，與命盜「案件」等重罪相區隔（吳吉遠，同注六十，

116）。 

 
66 戴炎輝，《中國法制史》，148。 

 
67 瞿同祖，《瞿同祖法學論著集》，44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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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規定「官非正印者，不得受民詞」，因此州縣官負有審理轄區內大小案件

的全權，而且也要對其所有判決承擔法律責任68。至於州縣官在作判決時需要受

到哪些法律規定的約束，綜合起來，大抵包括下列方面的限制69： 
 
（1） 斷罪依新頒律例：《大清律例》第四十三條規定：「凡律自頒降日為始，若

犯在已前者，並依新律擬斷。」亦即律例頒佈後，州縣官應適用新律例。 
（2） 斷罪具引律例：《大清律例》第四一五條規定：「凡斷罪，皆須具引律例，

違者，笞三十。」這一條是否真正貫徹實施，至為關鍵。 
（3） 允許援引比附：《大清律例》第四十四條規定：「凡律令該載不盡事理， 若

斷罪無正條者援引他律比附，應加應減，定擬罪名，議定奏聞。若輒斷決，

致罪有出入，以故失論。」律例有限，情偽無窮，有犯罪應加以處罰時，

可以援引比附，類推解釋，但須三法司議定奏聞。此外，比較輕微的案件，

還可引「不應為律」，加以處罰。《大清律例》第三八六條規定：「凡不應

得為而為之者，笞四十，事理重者，杖八十。」前述「斷罪具引律例」是

基本原則，而此「援引比附」與「不應為」則屬例外狀況。 
（4） 審判獨立原則：《大清律例》第五十八條規定：「若刑部及大小各衙門官吏，

不執法律，聽從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亦如之。若有不避權勢，明具

實跡，親赴御前，執法陳訴者，罪坐姦臣。言告之人，與免本罪；仍將犯

人財產均給充實；有官者，陞二等；無官者，量與一官；或賞銀二千兩。」。

另外，前面提到《大清會典》中也規定：「官非正印者，不得受民詞。」

這意思也就是說只有正印官是主管官員，他獨自承擔審判的責任。 
 
  一旦違反這些規定者，會受到相當嚴厲的處分。州縣官的審判必須公平正確；
一旦錯判，就會被課以相當沈重的責任。《大清律例》第四零九條規定審判枉法

的刑事責任：「凡官司故出入人罪，全出入者，以全罪論。若增輕作重，減重作

輕，以所增減論；至死者，坐以死罪。」同條後段又規定審判錯誤之刑事責任：

「若斷罪失於入者，各減三等；失於出者，各減五等；並以吏典為首，首領官減

吏典一等，佐貳官減首領官一等，長官減佐貳官一等科罪。若囚未決放，及放而

還獲，若囚自死，各聽減一等。」70意思是說，在法律上，失出（重罪輕判）和

                                                 
68 張晉藩，同注六十，267-268。 

 
69 這個問題各研究者皆有涉及，此地主要參考那斯陸，同注六十，138-142；戴炎輝，《中國法

制史》，20-24。 

 
70 參見那斯陸，同注六十，16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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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入（輕罪重判）都要受到法律的處分71。失入者通常是罰俸一年、降級或撤職；

失出者，則由罰俸六月至降級不等；而其上級的覆審官員則需受到紀律處分。換

句話說，州縣官誤判，其責任相當沈重，輕則罰俸，重則也有喪命的可能72。 
 
  問題是這種中國式的「罪刑法定主義」（nulla poena sine lege,「斷罪引律」為

主要原則，「比附援引」與「不應為」為可允許的例外）73，以及隨之而來的審

判責任的嚴苛規定，是否真正發揮作用，被整個清代政府上下所實際貫徹執行，

而不流於空洞的紙上立法（paper law）？在刑事案件上，各家看法相去不遠，州

縣官必須要按律例規定斷案，否則後果堪慮。但在戶婚田土等民事案件與笞杖輕

罪之上，所謂「自理詞訟」的範圍，是否也必須嚴格按照律例斷案，各家看法不

一。因此，對於州縣自理的民事案件的實際審判過程的釐清，便是本文與韋伯對

話的核心議題。如果清代州縣官的民事審判與韋伯所謂的「卡迪審判」的確有明

顯的差異，我們也要找出其所代表的法律文化特色，亦即其所彰顯的中國傳統法

律的多元主義來。為了進行這樣的論證，我們以下將先把韋伯與日本學者滋賀秀

三相提並論，並從後者對清代民事審判的傑出研究出發，探討「情」、「理」、「法」

同為法律規範的來源，皆為州縣官所應用來判決的實際運作過程74。 
 

五、 中西法律文化的對比：韋伯與滋賀秀三的比較 

 
  一旦把他們作對比，我們會發現，滋賀秀三所採取的研究策略，其出發點居然

                                                 
71 清律第四十四條亦云：「若律例本有正條，承審官任意刪減，以致情罪不符，及故意出入人罪，

不行引用正條，比照別條，以致可輕可重者；該堂官查出，即將承審之司員指明題參，書吏嚴拏

究審，各按本律治罪。」。 

 
72 參見瞿同祖，《瞿同祖法學論著集》，462-466。 

 
73 參見滋賀秀三，《清代中國之法與審判》，74-78；英譯Shuzo Shiga, 同注六十，124-130。他

強調這種中國式的「罪刑法定主義」並不是為了保障人權，而是為了皇帝控制龐大官僚體制而設

的，刑事司法具有很強的行政性格，為人主管理龐大帝國而存在，一旦失職誤判，人主可以用嚴

刑加以處罰，而皇帝本身卻不受任何法律的約束（這一點值得進一步他文討論）。 

 
74 至於刑事（命盜重案）與民事（州縣自理的詞訟）之間，被清楚劃分之後的整合問題，仍然

是一個尚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滋賀秀三的學生寺田浩明很正確地指出這一點（參見滋賀秀三

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契約》，同注六十，127）。筆者認為，這個問題的確需要進

一步仔細爬梳清楚，個人的初步看法，參見筆者在後面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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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韋伯有驚人的類似性75：把歐洲的與中國的法律文化看作對極性的兩端，二元

                                                 
75 兩人雖然一個是德國人，一個是日本人，但同樣都是法學訓練出身，深受西方法學傳統與嚴

格的法律概念的影響，也同樣是研究法律史起家，會同樣地將中西法律文化二元對立地看待，也

許不是偶然的。滋賀生於 1921 年（韋伯去世後一年），對韋伯的作品其實是熟悉的，他也在有

關中國刑事審判的敘述裡，強調自己與韋伯不約而同的一面，參見Shuzo Shiga, 同注六十，5。 

 

  滋賀秀三所引用韋伯的段落是《經濟與社會》中法律社會學部分裡的第六章〈官職法和家產制

諸侯的立法—法典化〉，這正是韋伯論證西方中世紀封建諸侯的法律與審判，就像中國傳統社會

的法律與審判一樣，具有所謂「卡迪審判」的特質，這說明了韋伯的論證跟他內心的想法其實是

具有一定的親和性的。所以我們把滋賀秀三與韋伯相提並論，彼此之間作一個對比，也是具有其

一定意義的，我們可以進一步來看看韋伯在這個段落裡到底說些什麼。在那裡韋伯正好在說明「卡

迪審判」特徵，他討論了所謂的「家父長制的司法審判」，西方中世紀封建諸侯的行政官員同時

也是法官，而且諸侯王公本身透過「王室審判」的途徑可以隨意干涉法律，根據一些他認為公平

正義的觀點來進行判決，把法律看成是一個自由的恩賜，而這種法律的理念型就是所謂「所羅門

式的卡迪審判」；在談過英國、法國王室以及羅馬的市議會等之後，提到東方的法律，認為它只

要不具有神權政治的性質，基本上就是家父長制的。有關中國的傳統法律與審判的原文如下：「最

後，談到中國的司法制度，這是一個家父長制混合的類型，它模糊了司法與行政的分際，皇帝的

詔書其內涵一半是教誨式的，另一半則是命令式的，其對司法的干預要麼是普遍地，要麼是個案

地加以干涉；而進行判決的過程，如果不是受制於巫術，便是以實質的標準，而不是形式的標準

來作為取向。因此，以形式的標準，與經濟上的『期待』來加以考量的話，中國的司法審判具

有強烈非理性的，而且具體的、『衡平的』的性質。」參見 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5. Aufl. (Tübingen: J. C. B. Mohr, 1976)，486，中譯韋伯，《經濟與社會》下卷，林榮遠譯，（北

京：商務印書館，1998），170，譯文有修改。 

 
  由這個引文來看，我們不清楚滋賀秀三在撰寫他的清代司法審判制度的過程裡，受到韋伯多少

的影響，但是以他自己的殊途同歸的說法來看，他是在無意間發現自己的看法與韋伯相類似。究

竟滋賀秀三是否參照韋伯而發展出他對比東西法律與司法審判的分析？他是否具體受到韋伯的

影響？可能已經不是重點所在；重點在於他們都深受近代歐陸嚴格的法律概念的影響，而且在這

樣的基準點上來討論中西不同的法律與審判的特性。所以，雖然一個是德國人，一個是日本人，

但最後有所謂殊途同歸的情形，我們其實不必感到特別意外。 

 

  當然，我們也不是想要把韋伯與滋賀秀三百分之百等同起來（他們各自的研究，各有各的風貌

與成就，這是無庸殆言的），而是在作中西法律與審判的對比時，他們都把西方近代法律與司法

當成「主要類型」，而把中國當成「對比類型」這一點上，他們其實是類似的。滋賀秀三自己解

釋說：「筆者在此前執筆寫作一系列關於中國訴訟審判制度的論文時，內心裡一直把西歐的訴訟

觀和訴訟審判制度作為參照。但是西歐的訴訟審判制度也因地域和時代而呈現出極其複雜多樣的

形態，要以能夠涵蓋所有這些多樣性的眼光來進行比較是一項過於浩大的工程。筆者自覺力所不

 33



對立地來看待他們，並且立基在現代（歐洲）嚴格的法律概念的基礎上，來掌握

中國傳統法律文化所具有的特色。滋賀秀三在他一篇名為〈中國法文化的考察—
以訴訟的形態為素材〉裡，開宗明義就以「歐洲與中國在法文化上的對極性」來

進行論證，受到另一位學者野田良之的影響，他將這兩個法律文化在不同面向上

作對比，最後歸本在訴訟的形態的差別（他認為這是法律的社會事實的核心）之

上，他的觀點我們可以用下表來描繪之76： 
 
圖表三：滋賀秀三對中西法律文化的對極性比較 
 
        法律文化的類型 

 

法律對極性的比較點 

歐洲法 中國法 

 

法律的主要類別 私法、民法 刑法、官僚組織法、行政

法 
法學的發展 獨立的法學蓬勃發展 律學（國家成文制定法）

訴訟的類型 競技型訴訟 父母官訴訟 
法律概念 正義與權利（Recht） 國家權力的體現（Gesetz）
判決的性質 兩造為爭執主體，依法判

決（判定），被動而獨立，

與神喻、學術相通 

重罪是依法（官僚制的法）

判決，州縣自理案件則依

「情理」，幾乎不受法律約

束 
判決的依據 證據主義 口供主義 
判決的目標 個人權利與正義 社會關係的和諧與重建 

 
  一方面，我們發現上述滋賀秀三對比中西法律文化的比較點大致類似，二方面

他將訴訟形態看成法律的核心社會事實的作法，也跟韋伯相類似，這說明了同是

                                                                                                                                            
逮，因此一直不得不避免將中國與西歐進行正面的對比。幸而現在有在西歐法領域造詣深湛的野

田教授把西歐法文化最為核心、最為一般的要素總結到『競技型訴訟』這一詞語中去，筆者不禁

感到這項中西比較的工作容易做多了。中國的那種『作為行政之一環的司法』在中華文明這一同

樣具有歷史普遍性的世界裡保持了兩千年以上不變的傳統，在此意義上可以說正是與『競技型訴

訟』恰成對照的典型。」（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契約》，同注六十，87）。

進而言之，滋賀秀三在此把中國法律與司法看成兩千年沒有太多變化的傳統，這種作法也與韋伯

類似。 

 
76  滋賀秀三這篇文章的中譯收於：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契約》，同注六

十，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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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科學家，法律史學者與法律社會學家研究法律，其出發點是把法律看成是一

個實然（Sein）的經驗現象，研究法律在歷史社會中的實際運作過程，而且因為

訴訟程序的形態是這種法律實際運作最具體的呈現，所以會被不約而同地看成是

法律的核心社會事實，被當作是為不同法律文化作對比的關鍵點：當韋伯稱中國

傳統司法審判為「卡迪審判」之時，他把它看成是中國傳統法律文化（「實質的

-不理性的法律」）的體現，是一種對比的類型（Gegentypus），是作為「主要
類型」的西方現代司法審判（「形式的-理性的審判」）的對反面，而後者則是
西方（主要是歐陸）法律文化（「形式的-理性的法律」）的具體呈現。換句話

說，要比較不同類型的法律文化，最簡捷的方法就是比較它們不同的訴訟形態。 
 
滋賀秀三所採行的法律文化比較的策略，也跟這個作法雷同，當他跟隨野田良

之的分類，將中國傳統法律文化與歐洲（歐陸）法律文化作對極性的比較時，其

比較點的重心擺在雙方法律文化具體呈現出來的訴訟形態之上，中國的被稱為

「父母官訴訟」，相對於歐洲的「競技型訴訟」。細究下去，我們可以問說：介

於卡迪審判〈--〉形式的-理性的審判，以及父母官訴訟〈--〉競技型訴訟，這兩

組對比之間，是否有一對一的相對應的關係呢？研究結果顯示，因為它們都是以

歐陸法律文化為出發點（「主要類型」），然後來看作為「對比類型」的中國法

律文化（亦即帶著西方法律文化的眼光，來看中國傳統法律文化），所以當「形

式的-理性的審判」與「競技型訴訟」所描繪的歐陸法律文化大致相同時，用以

描繪中國傳統法律文化的「卡迪審判」與「父母官訴訟」所掌握經驗事實亦是類

似的：中國傳統法官（韋伯稱為家產制或家父長制的法官、野田與滋賀稱為父母

官）的司法審判（尤其是民事審判），其所訴求的是實質的公道正義，而非形式

的法律，可以幾乎完全不受法律的約束，進行自由裁量，對具體的個別案件，按

照「情理」（滋賀稱為「中國型的正義衡平感覺」，韋伯稱為「實質的正義公道」）

來判決。 
 
這一節中，我們要強調的是：即使根據「情理」來判決，他也並不是任意而行

的，而是根據與「法」相通的人情事理（中國式的正義衡平感）而調處或審判，

此時「法」（無論是成文的國法或不成文的習慣法），與「情理」並不是相對反

的兩種東西；相反的，它們都是同樣受到儒家倫理影響下的法律規範的不同形

式，也是中國傳統法律文化多元主義的體現，而這樣的法律規範，重視的是社會

關係的和諧與關係中個人的義務，而不是獨立自主的個人權利。 
 
  滋賀秀三認為，命盜重罪等的刑事案件確實是依法進行審判的，但是他強調這

裡是「官僚制的法」，是其內規，是以皇帝的意志為唯一源泉並作為制約官僚的

手段而建立的法，並不存在（歐洲法）對相互爭議的主張，由權威的第三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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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來作評斷的構造77。 
 
  相對於命盜重案必須嚴格地依法審判，他認為在民事州縣自理的「聽訟」程序

的範圍內，知州知縣幾乎完全不受法律拘束，無須援用《大清律例》，因為一方

面在戶婚田土等輕罪細事裡，州縣官以笞杖執行懲罰管理即可，無需引用律例；

另一方面，相關條文既少又缺乏體系性，想要依法判決但卻無可依照的情形很

多，不如根據「情理」來解決爭端，而融通無礙地根據「情理」來尋求具體妥當

的解決，就是地方官的職分78。 
 
  一方面，滋賀秀三對所謂「情理」的詮釋，很能掌握中國傳統法律文化的特色，

他說它是常識性的正義衡平感覺，也是中國型的正義衡平感覺。而且進一步說明

說，比起西方人來說，中國人的觀念更顧及人的全部與整體，不把爭議的標的孤

立看成兩造個人的問題，而將對立的雙方及周遭人的社會關係全面考慮在內；而

且中國人還喜歡相對的思維方式，傾向於從對立的雙方各承受一點損失中找出均

衡點來79。這種雙方各讓一步（give a little, take a little），勝者不是全得，敗者不

是全輸的衡平感，以及在審判過程中，社會關係的重建比個人權利的伸張還要重

要的思維模式，的確是中國傳統思維模式在法律意識（ legal consciousness, 
Rechtsbewuβtsein）上的體現，滋賀秀三掌握到了中國傳統法律文化這個特色80。

但是另一方面，滋賀秀三在此敏銳的觀察下，進一步所作的推論，卻因為他深受

日本近代從西方（主要是歐陸的德國）繼受過來的法學教育的影響，不自覺地站

在西方法律文化與法律概念的基礎上，來對中國傳統文化作評價，這便使得他的

                                                 
77 滋賀秀三，同上注，12。 

 
78 滋賀秀三，同上注，13。王泰升（同注六十，154）雖然認為州縣自理的案件，因為仍有上控

的可能，州縣官尚不敢忽視律例之存在，但滋賀秀三類似的是，他也認為他們並非完全堅守律例，

由於律例本身對戶婚田土各種紛爭，常常欠缺明確的規定，所以州縣正堂官之未完全引用律例斷

案，實在是「不能」，而非「不為」也。 

 
79 滋賀秀三，同上注，13-14。 

 
80 滋賀秀三也特別注意到中國也有「義」的觀念，但這並不是通過競技型訴訟而得到確定並以

實力加以貫徹的「正義」（Recht），而是自我修養，進而靠世人的評判和後世史家的筆下評價

來確定。在筆者與黃光國有關中國「庶人倫理」的討論裡，我們也都注意到中國人的「義」的觀

念，重視的是「情義」與「仁義」，而非西方式的「正義」，參見林端，〈”多元典範”的研究取

向與”社會心理學”的本土化：知識社會學與科學社會學的觀點〉，《社會理論學報》第三卷第一

期（2000），54，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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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場與韋伯的立場相接近，我們來聽聽他的說法： 
 
 「無論如何，所謂情理是深藏於各人心中的感覺而不具有實定性，但它卻引導

聽訟者的判斷。在民事的領域難道不是習慣法在支配嗎？--當然也可能出現這樣
的質問。但筆者的看法卻是不能設想有與「情理」不同而作為實定法存在的習慣

法。在西洋，法庭採用習慣法成為促進實定的習慣法生成的重要原因，在中國卻

沒有這樣的事。從未見到過當事者在法庭上就習慣法的存在進行舉證的現象。無

論是私家還是官方都沒有編纂過習慣法典籍。總而言之，在中國並不存在習慣法

逐漸地獲得實定性的機制。唯一可以說的是，所謂情理就是作為習慣的價值判斷

標準，而且『情理』概念中含有充分注意和尊重各地不同的風俗習慣的要求…如
上所述，如果要把聽訟稱為清代的民事審判，那就是沒有實定法依據的，而且不

能以判例的形式來生成法的審判。之所以這樣看，其理由在於，聽訟類似於日本

的警察實際上也在從事的民事調解，盡管由作為法官的知州、知縣發動強制性權

力來實施，從最終來看卻是一種靠說服當事者來平息紛爭的程序。」81

 
  我們前面才在為滋賀秀三敏銳掌握中國傳統法律文化的特色喝采，但是看到他

這樣作進一步的推論時，不禁感到十分惋惜。因為他心中那把比較的尺，還是歐

陸法學打造出來的，跟韋伯沒有兩樣。韋伯強調西方現代「形式的-理性的法律」

是一種成文的實定法（positives Recht），是西方現代「形式的-理性的審判」依法
判決的基礎，其所對比出來的「卡迪審判」（中國傳統審判亦屬之）則不是將實

定的、概括的法律應用在個案上來判決，而是取決於裁判者對一個具體個案的公

正感與價值判斷。同樣的，滋賀秀三在這裡也強調，西方意義的實定法或實定化

的習慣法在中國傳統民事審判上並不存在，州縣官所依據的「情理」，其實是深

藏於各人心中的感覺而不具有實定性，但它卻引導聽訟者的判斷；而且聽訟以平

息爭訟為目的，當事人對事實不再爭執時即告終結，不是透過它來發現什麼是「法

                                                 
81 滋賀秀三，同注二十九，14，黑體字為筆者所加。滋賀秀三作品的中譯者王亞新將他關於清

代審判制度研究作如下的整理： 

「1. 包括刑事與民事在內的審判制度本質上並不屬於司法而屬於行政，即「作為行政活動之一

環的司法」。 

2. 其中的民事審判－「聽訟」或「州縣自理」案件的處理，實質上也不是審判或判定(adjudication)，

而是調解(mediation)的一種，即「教諭式的調停」(didactic conciliation)。 
3. 由於審判的這種性質，實定性的私法體系無從發生形成。這規定了傳統中國法的基本特性。 

4. 上述特點與西歐法與審判的傳統恰成對照，但這絕不意味著中國傳統的落後性。傳統中國的

法與審判可以說是人們從另一個方向上設想和構築秩序並將其發展到極為成熟精緻高度的產

物，是另一種同樣具有自身內在價值的人類文明的體現。」（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

與民間契約》，同注六十，），98-99。其中第四點筆者比較有所保留，參見下面注八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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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與正義」（他用德文Recht以包括之）。如此一來，州縣官不需要形式的、理性

的、實定的「判決理由」（Urteilsgründe），只需依心中的公道感與正義感（情理）

來審判，因此韋伯會稱之為自由裁量擅斷的「卡迪審判」，滋賀秀三則稱之為「父

母官訴訟」或「教喻式的調停」(didactic conciliation)，根本缺乏「判決之確定力」

（確定判決，res judicata）的觀念82。 
 
  在這樣的論證裡，成文的、實定的「法」，與不成文的、非實定的「情理」被

滋賀秀三以二元對立的方式加以看待，無形之中，「西方現代實定法」與「中國

傳統國家制定法」似乎都被看成中國「情理」的對立面，介於它們之間的實際差

異卻被突然忽略了83。因此，我們在此想要先來回答：到底中國傳統社會中成文

的「法」是否真的與不成文的、心中的「情理」是二元對立的？還是他們都是法

源，都是同樣受到儒家倫理影響下的法律規範的不同形式，都是中國傳統法律文

化裡多元主義的不同體現？我們在此先藉著與滋賀秀三對「情」、「理」、「法」的

細膩深入之研究的對話裡，進一步來分析這個課題。 
 

                                                 
82 參見滋賀秀三，《清代中國之法與審判》，145-182，「教喻的調停」（didactic conciliation）

一詞出自研究日本傳統法律的學者Dan Fenno Henderson。 

 

83 其實以滋賀對清代民事審判細緻的分析，按道理不會出現這樣的矛盾現象（我們稍後看他對

「情」、「理」、「法」等民事法源的綜合分析，也會得到這樣的印象），在此之所以有把「法」

與「情理」對立來看，而混同「西方現代實定法」與「中國傳統國家制定法」的嫌疑，應該是他

深受現代由歐陸繼受來的法學訓練的影響，以「實定法」、「實定性」、「實定性的習慣法」與

「判決之確定力」等西方法律概念來描繪清代民事審判（負面、缺乏面）的特色所致。其實以他

在另一篇文章〈清代州縣衙門訴訟的若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檔案為史料〉對官府「聽訟」與民間

調解並非對立的兩面來看，他其實是可以避免這個問題的（既然官府「聽訟」與民間調解相通，

前者所依的「法」與「情理」與後者所依的「情理」，應該也是相通的），他在該文寫道：「同

時我們也看到，官府的「聽訟」職責與民間對糾紛的調解功能，並非冰炭不相容，所以不能把

他們放在對立的位置上。把兩者對立起來，就會過份強調投訴官府之難、辦案效率之低，並把百

姓之畏避對簿公堂視同習慣，認為只有民間不能自我調解的重大案件才會訴諸官府，等等，從而

對官府的「聽訟」做出消極評價。反過來，又會過份強調民間調解的作用，動輒將其理想化。正

如中村茂夫氏尖銳地指出的那樣，那種在學術界風靡一時的思潮是不科學的…此外，從兩造聽從

長官堂諭而遞交遵依結狀的模式來看，所謂庭審，無非是以長官為調解人達成和解。這決不是不

顧當事人主觀願望而依照合適的『法』來展開的審判。在這意義上，『聽訟』與民間調解也是相

通的，目標都是糾紛的平息，而不是運用法庭陳辯以及通過對此的判斷來發現『法』。中國的社

會秩序是建立在那種官民相互補充起作用的基礎之上的，其中不能缺少『官』這一要素。」（滋

賀秀三，同注六十，《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論著選譯（八）》，539-540，黑體字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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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其他重要課題，如：到底州縣官民事審判是否真的不必依法判決？甚至無

法可依？到底西方意義的（實定化的）習慣法存不存在？到底州縣官是個裁判者

還是調停者？這在下兩節有關黃宗智與梁治平的研究的討論裡，我們將作進一步

的分析。 
 

六、 「情」、「理」、「法」：中國傳統法律文化的多元主義之體現 

 
  滋賀秀三對中國傳統法律文化的研究，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就是他對不同民事

法源，亦即「情」、「理」、「法」的深入分析之上。一方面他有類似的法律文化作

背景（日本與中國的傳統法律文化大同而小異，都深受儒家化的《唐律》的深厚

影響），容易作同情式的理解（Verstehen），二方面法律邏輯訓練使他在作概念分

析時，比較能掌握概念與概念之間的合（重疊）與分（劃分）的問題，這對於中

國傳統法律文化中的各種概念的綜合與分析（合中有分，分中有合），如「情」、

「理」、「法」之間的分合問題，有比其他學者更清晰更切中要害之處。換句話說，

他對「情」、「理」、「法」之間的分合問題的研究，開展了我們掌握中國傳統法律

文化的多元主義的理解。 
 
  他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主要在〈民事的法源之概括的檢討—情、理、法〉與其

續篇84呈現出來。對「情」、「理」、「法」同為法源的分合問題，他在西方法律文

化的對比下，建構了一個相當生動的隱喻： 
 
「情理不過是一種修辭，並非具有明確定義的術語。法官並非只是根據某種特殊

的意圖，在某些場合使用這一用語，而在其他場合避免使用。無論口頭上說與不

說，情理經常在法官心中起作用。在這個意義上，應該說判語集都是充滿這種情

理的文章。國家的法律或許可以比喻為是情理的大海上時而可見的漂浮的冰山。

而與此相對，西歐傳統的法秩序卻總是意圖以冰覆蓋整個大海，當鋪滿的冰面上

出現洞穴的時候，則試圖努力通過條理來擴張冰面，以覆蓋這些洞穴。這就是二

者最根本性的差別。」85

 

                                                 
84 這兩篇文章收入滋賀秀三，同注六十，《清代中國之法與審判》，263-304與 305-383；中譯

見滋賀秀三等，同注六十，《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契約》，19-53與 54-96，篇名則改為

〈清代訴訟制度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理、法〉與〈清代訴訟制度之民事法源的考察—

作為法源的習慣〉（後文為節譯，省略原論文第一節的「經義與理」）。 

 
85 滋賀秀三等，同注六十，《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契約》，36，黑體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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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法律是情理的部分實定化，一般而言，情理所起的作用具有提供線索的

性質。因此，法律的條文還需要通過情理加以解釋或變通。徐士林對關於婚約中

信義誠實問題的律例進行解釋時，開宗明義地指出：「夫律國法也。即人情也」。

大海與冰山的比喻，在此意上也十分貼切。由情理之水的一部分所凝聚成形的冰

山，恰恰是法律。」86

 
  考察清代民政相關文獻，滋賀秀三發現「情」、「理」、「法」或「人情」、「天理」、

「國法」常常是為政者決策判案的準則。這並不以民事為限，即使刑事案件也一

樣有所提及。確定這三者常常為人提及後，他先進一步說明「國法」實際被引用

的情況：雖然判語常引用律例，但是沒引用的案件比引用者還多，尤其是州縣自

理的民事案件；而且引用的國法，大體僅限《大清律例》，一旦引照國法，也未

必意味著法官嚴格地受到法律條文的拘束，即使是依照法應處徒以上刑罰的事件

（刑案），也有可能被從輕微發落；此外，將律例的刑罰規定限於笞杖枷號的刑

種正確擬律的（民事）案例，在判語中只有極少的數例，而且是上級交辦的；因

此，何種行為應受何種懲罰，最終是聽任州縣官裁量決定的87。 
 
  在這種情形下，州縣官聽訟下判斷時的確需要考慮國法的規定，但「所有判斷
都必須根據對國法的解釋才能作出」這種思想方法，從根本上是不存在的88，而

且，並不認為判斷必須受每一條法律條文的嚴格制約89。他引用光緒年間方大湜

的話來說明這實際狀況：「自理詞訟，原不必事事照例，但本案情節，應用何律

何例，必須考究明白。再就本地風俗，準情酌理而變通之。庶不與律例十分相背。

                                                 
86 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契約》，40，黑體為筆者所加。 

 
87 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契約》，24-27。 

 
88 這一點正是韋伯強調西方所獨有的現代「形式的—理性的法律」的第二個特點：「對於任何

具體的事實的判決，都必須是運用法律邏輯的手段，從現行的抽象的法規所得出來的。」參見

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5. Aufl. (Tübingen: J. C. B. Mohr, 1976)，397；中譯韋伯，

《經濟與社會》下卷，林榮遠譯，（北京：商務印書館，1998），18。亦見本文的上篇，《社會

理論學報》第二卷第二期（1999），229。 

 
89 這一點正是韋伯強調西方所獨有的現代「形式的—理性的法律」的第一個特點：「任何具體

的法律判決都是把一條抽象的法規『應用』到一個具體的『事實』之上。」，同上注，397，中

譯韋伯，《經濟與社會》下卷，林榮遠譯，（北京：商務印書館，1998），18；亦見本文的上篇，

《社會理論學報》第二卷第二期（1999），229。滋賀秀三在此把清代州縣官與歐陸現代法官自

由裁量權加以對比的作法，與韋伯類似，不免又使其精彩的分析蒙上「以西論中」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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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上控之後，奉批錄案，無詞可措矣」90。 
 
  於是引用「法」的過程，事實上也會考慮到「理」與「情」，而後兩者常常是

在上述方大湜所說的「準情酌理」（或大同小異的「準情度理」、「衡情酌理」等）

這類用語中，以名詞「情理」出現。滋賀秀三在分別討論「情」與「理」個別的

概念前，先談「情理」合用的狀況，而且引用具體的事例，而不是抽象的定義出

發，來加以說明。總體而言，他認為「情理」只能理解為一種社會生活中規範性

的價值判斷，特別是一種衡平的感覺。但除此之外，「情理」也是在一件訴訟中，

關於某一部份事實性的判斷或中間性判斷，也就是經驗法則的意義。 
 
  而且他還立基現代西方的法律概念的分類標準，認為「情理」並不被作為習慣、

也不是能夠進行實證性論證的東西（不是西方意義的「習慣法」）。國法是成文的、

實定性的判斷基準，與此相對，情理則既沒有成文、先例或習慣等任何實證基礎，

也完全不具有實定性，在這個意義上，只是自然的判斷基準91。「情理」中體現

出來的是，給予每個當事人各自面臨的具體情況以細緻入微的考慮及盡可能的照

顧，試圖全面調整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整體92。 

                                                 
90 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契約》，29。 

 
91 陳顧遠的看法與他不同，陳氏強調說：法學家所說的「習慣法」以及經驗法則上的「事理」

就是中國人所說的「人情」，而王道不外人情，法律不出乎人身，因為人是社會生活的主體，法

是社會生活的規律，所以，凡不近人情的法律會失去法律之所以為法律的道理。參見陳顧遠，〈天

理、國法、人情〉，《法令月刊》第六卷第十一期（1955），7-9. 

 
92 以上三小節是綜合他的意見而成，參見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契約》，

29-36。滋賀秀三強調「國法」的實定性與「情理」的非實定性，事實上還是立基在西方法律概

念的分類標準之上，這無形中減弱了他對中國傳統法律文化的多元主義的特色的掌握，我們以下

還會引進他的學生寺田浩明對他的詮釋，作進一步的討論。梁治平的看法與我們類似，他同樣認

為滋賀秀三以在西方都顯得相當狹窄的法律概念來說明中國法律文化，有違其掌握中國法律特色

的初衷：「…最後，把文化的因素考慮在內，中國古代當然不存在西洋法意義上的規範意識，但

是因此認為中國社會完全不存在具有客觀意義的規範，進而斷言作為行為的判斷標準始終只存在

於每個人心中，沒有任何安排和程序把這種主觀的規範制度化為客觀的、外在的或具有可視性的

法，這就顯得過於極端了。實際上，客觀性有著各種不同的表現形式，只有從西洋法的單一視角

去觀察問題，才可能得出上面那種極端的結論，而這種作法與滋賀視中國古代法和秩序為不同

於西洋法的另一種類行的初衷是相違悖的。」參見他的《清代習慣法》，同注六十，190，黑體

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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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法」與「情理」既分且合，分者在於前者是實定的、成文的，後者不是；

合者在於「國法」不是孤伶伶的存在，而是立基在「情理」之上的，是後者的實

定化（王法本乎人情），是「由情理之水的一部分所凝聚成形的冰山」。因此，「情

理」是「國法」的基礎，它們之間應該是一致的，如果必要，也有依「情理」變

通「國法」的情況。接下來，他進一步將「情」與「理」分開來作分析，然後再

與「法」綜合作討論。 
 
  將「情理」兩個字分開，「理」是指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同類事普遍

適用的道理，如「有借必還，一定之理」，「父在子不得自專，理也」等所說的。

而且在判語中所見的「理」字，並沒有朱子理學中的那種哲學性意味。因此，在

聽訟的場合，並沒有表現出「嚴格主義」，一定要人遵守。 
 
  更重要的字在「情」之上，其含義與作用則頗具多面性，這也正是解明「情理」

一詞之關鍵所在。首先，情字指涉情節、情況等事實關係（事實判斷的含義，譯

為circumstances），「情罪未協」（犯罪情節與刑罰略有不合）等所說的「情」，就

有這方面的意思。但是這種含義的「情」，實際上與作為價值判斷基準的、規範

性的「情」，有著深刻的聯系：「也就是說，在判斷之際，不能將作為直接對象的

事實和現象孤立起來，而必須將其置於與作為背景的各種事實和現象的具體關聯

中，加以同情的理解和評價，這種要求就體現在『情理』一詞的『情』中。判語

中所說的『夫大小之獄，必以其情，戴氏悔婚矣。亦察其悔婚者何情耶』等，就

可以看作是這種作為溝通事實與規範評價之間橋樑的用語之例。」93

 
  進一步他還提到「情」本來有「心」的意思（「心情」），所以「人情」也是指

活生生的平凡人之心，是人們可以估計對方如何思考與行動，如何相互期待與體

諒，違反了就是「不近人情」94。相關的意義，如「情面」，「情誼」等，人際之

間禮尚往來的友好關係，「情面」是指「給面子」、「看面子」所說的臉面，而作

為禮物及贈答品本身，也被稱為「人情」95。 
 

                                                 
93  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契約》，36-37。 

 
94  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契約》，37。用社會學的術語來說，這「情」指

的是互動雙方角色扮演（role play）與角色期待（role expectation）的準則。 

 
95 滋賀秀三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進一步與當代華人社會有關「人情」、「面子」、「臉面」

等的研究結合起來，筆者最近及朝這一個方向在努力，參見下面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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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把「法」、「理」、「情」三者之間綜合起來討論：一方面，他把「法」

是實定的、人為的，而「情」、「理」則是非實定的、自然的，加以對比起來；但

另一方面，「法」和「理」所相對具有的普遍性、客觀性，對比於「情」所具有

的具體性和心情性，正如「雖於法不無寬貨，而於情似可曲全」、「該氏理論固有

不合，論情亦尚可原」、「故以人情通理法之窮耳」等所說的那樣，情具有修正、

緩和法與理的嚴格性的作用。「理」與「情」既是對立的概念，同時又相聯結、

相互補充形成「情理」，他認為這是中國式的理智（良知）。因此，可以說這是一

種最普遍的審判基準。進一步來看，其中，滋賀秀三很正確地指出，「人情」被

當成這些法源的最根本的準則。不但「王道本乎人情」、「王法本乎人情」，而且

連皇帝與儒者都很看重的「禮」，也是體現「人情」的96。 
 
  最後再談到「情理」或更簡明的「人情」與「習慣」之間的問題，滋賀秀三再

度堅持歐陸嚴格的法律概念，認為作為法律實定化的源頭之「判例法」與「習慣

法」（雖然不成文卻能夠得到實定化的具體規範），在「聽訟」時對「情理」的考

量裡，並不存在。「習慣」（風俗、土例）實際上也就是「情理」的一部分。 他
認為，「習慣」因為具體的妥當性只能在每一個案件的特殊情境中去追求，但總

體上都歸結到「情理」這一具有普遍含義的詞語中去。而「國法」與「情理」也

是相互親合的，之所以有那麼多的研究說兩者是相互衝突（如鄉土社會是一個「反

訴訟的社會」（anti-litigation-societies）等結論，像范 ·德 ·史布蓮克（van der 
Sprenkel）、費孝通等人提出來的，他認為都是民國以後的研究，繼受來的西法與

原有的「情理」失去親合性所致97。 
 
   滋賀秀三的弟子寺田浩明認為滋賀秀三在說明「國法」與「情理」的關係時，

賦與其內在邏輯的統一說明：成文法不過就是漂浮在「情理」大海中的一座冰山

而已，而且在這樣的世界裡，尊重存在於每個人胸中的「情理」就體現了「法」

                                                 
96  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契約》，37-39。金勇義（同注六十，91）指出：

對孟子來說，情是人的基本人性，善性的表露，因此跟儒家仁愛的「仁」密切相關，儒家「仁、

義、理」對應於「情、理、法」的順序，這可以說明為什麼首先要訴諸情，最後才是訴諸法。 

 
97 有關他對「習慣」與「情理」的關係，參見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契約》，

50-96。我們後面討論到梁治平的作品時，還會回到這個議題來。至於他認為「國法」與「情理」

的對抗與衝突是民國以後的事，有其一定的道理，我過去有關繼受西法的研究，稱之為「情、理、

法」對抗「法、理、情」的不同法律意識的頡頏，參見林端，《儒家倫理與法律文化—社會學觀

點的探索》，同注六十，169-252。但是，滋賀秀三的觀點描繪繼受西法後的現況固然不錯，但

是對於中國傳統社會中其實就存在的「畏訟」情形，卻仍然沒有明白的解釋，值得我們進一步加

以爬梳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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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反過來看，作為「情理」核心部分的法律在適用於具體案件時，總需要

根據「情理」來解釋或變通，與「法」本身的要求絕不相悖。他進一步強調，滋

賀秀三以西方法律與審判來對比中國傳統法律與審判的作法，是為了更清楚掌握

後者的特性98。他清楚表明以西方法律文化的標準來臧否月旦中國傳統法律文化

的缺失，要避免過度「歐洲中心主義」（Eurozentrismus）來研究中國傳統法律文

化：「換言之，無論在西洋法秩序的觀念下否定舊中國的『法』能夠發揮作用，

還是以西洋的價值體系為標準來試圖找出舊中國的法現象中，也存在著與西洋同

等性質但程度不同的東西，可能都是沒有多少意義的做法。」99但是，在我們前

面的敘述裡，我們可以看到，在堅持法源的實定化的立場下，滋賀秀三雖然掌握

到了中國傳統法律文化「情、理、法」這些法源皆以「情」為其基礎準則的特色，

但是他還是不厭其煩地告訴我們，「情理」與其相關的「習慣」，甚至缺乏民事法

規的事實，都無法跟西方一樣，以一種實定化的過程，形成西方意義的「判例法」

與「習慣法」，所以「聽訟」還是具有很強的不確定性，父母官自由裁量的空間

還是很大。這樣的論斷，其實跟韋伯以「卡迪審判」的擅斷與「不可預計性」來

論斷中國的家產制法官，相去又已不遠矣！某個意義來說，這是「方出龍潭，又

入虎穴」，令人相當惋惜。 
 
  細究其實，當滋賀秀三以西方式的二元對立的思維模式，嚴格劃分「實然」

（Sein）與「應然」( Sollen )，「事實判斷」（Tatsachenurteil）與「價值判斷」(Werturteil), 
「事實上的規則」與「規範上的規則」的時候，他就不免落入中國傳統法律文化

作為西方法律文化的對立面的思考窠臼裡，把「情理」看成只是非實定的規則，

                                                 
98 他進一步解釋道：「『情理』尤其是『情』不過是地方官意圖權威性地解決糾紛時給自己提出

的一般要求或規範性的心理感受而已。所以，實際作出的裁定總是根據具體情況而呈現出千差萬

別的狀態。但『情理』其實要求的也就是不作『一刀切』或整齊劃一的處理，每一個案件都有其

特有的內容細節，而審判官的判斷隨這種具體狀況千變萬化毋寧說正是『情理』這種基準所期待

的結果。把這樣的制度結構與西洋近代的法和審判相比較的話，可以說舊中國的民事審判呈現

出一種完全相反的價值指向來。西洋近代型審判的制度理念在於，將先於具體糾紛已經在社會中

客觀存在的規則（無論是成文的國家制定法還是不成文的習慣法）作為法源，而發現這些規則並

將其公平一律地適用於一個個具體案件以確定當事者雙方的權利義務則是審判的任務。與此相

反，舊中國的民事審判卻要求細緻入微地考慮每個案件個別的情況，理解並同情普通人認為是自

然的、不勉強的狀態，努力作出有助於在當事者和個別的案情來說最為妥當的解決。不折不扣地

一律適用既存的法規在這裡並不被認為是有什麼特別價值的作法。」（寺田浩明，〈日本的清代司

法制度研究與對「法」的理解〉，參見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契約》，112-138，

引文見 123-124，黑體為筆者所加）。 

 
99 同上注，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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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具多大的約束力，其實與「事實上的規則」沒有多大差異，作為非實定的規則，

其規範性是相當有限的。這不僅有以西論中的嫌疑，其實也是模糊了「法律史」

作為一門經驗科學（Erfahrungswissenschaft），研究實然的法律現象之歷史的學

問，與「法解釋學」作為一門規範科學（normative Wissenschaft）之間的分際，
而以後者（如民法解釋學）的某些觀點為判準（如是否具有實定性），來評斷中

國傳統法律文化的經驗事實100。 
 
  其實對中國人而言，「情」與「理」應該跟「法」不是處於一種二元對立的關

係，它們之間的區分也不應該是以是否有實定化的可能來加以論斷的。儘管我們

可以使用law in action〈-〉law in books, living law〈-〉enacted law等概念來加以

對比，但並不代表我們想把它們之間的關係，絕對性地對立起來看待。所謂「依

法判決」，也並不能把它狹窄化看成只是依成文的實定法來判決而已，可能對清

代朝野上下而言，民事訴訟案件的處理，州縣官將「情理法」融通為一，綜合地

追求中國式的衡平正義感（是「仁義」或「情義」，而非西方人的「正義」，Recht），
他就是「依法判決」了，這時儘管所依據的是以「情理」為基準的「活生生的法

律」（living law），而不是「成文法」（enacted law），但是前者並不是後者的對立

面，相反的，它們是融通為一，既分且合的法律規範，州縣官依照它們共同相通

的精神來判決（甚或調解），就是所謂「依法判決」了。在中國人的思維模式裡，

「法」與「情理」的概念應該是相互依存，而不是相互對立的101。換句話說，正

                                                 
100 這是法學家出身的法律史家常常具有的缺點，並不是滋賀秀三所獨有。在「法律史」這門學

科誕生時，德國歷史法學派裡，「日耳曼法學派」對「羅馬法學派」的批評的重點之一就在此，

參見林端，＜德國歷史法學派－兼論其與法律信實論、法律史和法律社會學的關係＞，《台大法

學論叢》廿二卷二期（1993），1-33。相對來說，寺田浩明似乎較清楚採取「文化相對論」（cultural 

relativism）的立場，以克服過度「以西論中」的陷阱，他寫道：「…於是，接下來必然發生的問

題就是，舊中國那樣大規模的社會中究竟存在的是一種怎樣的規範秩序呢？這時候需要考察的對

象已不限於成文法在官僚制內部的作用和位置這一最初的研究範圍，而涉及到舊中國的社會秩序

通過什麼樣的規範形式形成、形成的秩序又具有何種原理或特質等有關文明的根本層次問題。換

言之，與西洋意義上的法在其最廣義上發揮作用的空間相對應，舊中國的廣域社會中發揮類似作

用的規範採取何種樣式而存在就成為研究考察的出發點。這也就是消去了引號的法在舊中國社會

中的位置問題，而上面討論過的所謂加引號的「法」即成文法不過是這個問題不可或缺的一部分，

兩種意義上的「法」必須結合起來加以考察才有可能得到完整的結論。」（寺田浩明，同上注，

131－132）。 

 
101 在中國人的思維模式裡，各個概念類別並不是二元對立的，而是相互包容與相互倚賴的，這

可以說明為何「法」一方面與「情理」有別，另一方面「王法不外人情」；也可以說明介於「理」

與「情」之間，一方面可以相通，合意為「情理」，另一方面也可相異，「理」為普遍之理，而

「情」為特殊之具體案情或人情；進而言之，「情」字可分為事實性的「事情」與規範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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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法」與「情理」不是完全對立而互斥的、競合的（選擇一個就不能選擇另

一個）法律規範，州縣官依「法」判決與依「情理」判決也並不是相對立的判決

形式，很可能同一個判決裡，「法」與「情理」都是他綜攝考量的法律規範，希

望融通地考量之後再進行審判。 
 
  如果我們進一步探討非實定的「情理」與「習慣」，被滋賀秀三看成不是西方

意義的「習慣法」，那麼我們就要追問：何謂西方意義的「習慣法」呢？其實西

方法學有關「習慣法」的看法眾訟紛紜，以德國來說，德國歷史法學派裡的兩大

分枝，「羅馬法學派」（Romanisten）與「日耳曼法學派」（Germanisten）的意見

就有很大的不同，它們後來各自進一步發展成的「概念法學」

（Begriffsjurisprudenz）與「自由法學」（Freirechtslehre），前者（羅馬法學派與

概念法學）重視法律的專業化、抽象化、邏輯化、概念化與實定化，具有濃厚的

「法律實定主義」(Rechtspositivismus)，甚至是「制定法實定主義」
（Gesetzespositivismus）的色彩，以及「法源實定主義」（Quellenpositivismus）
的特色，他們對於「習慣法」（Gewohnheitsrecht）自然採取相當嚴苛的定義，甚
至認為只有成文的、實定的「制定法」（Gesetz）才是法律（Recht），「習慣法」
只有被法律人採納轉化成為「制定法」，它才是法律（如前所述，韋伯深受這樣

的法學思想的影響，建構了他的西方現代「形式的-理性的法律」的理念型）；後

者（日耳曼法學派與自由法學）則強調「制定法」與「法律」是不同的，「制定

法」對於法律判決來說，從來不是唯一的法源，法律與時俱進，「習慣法」是民

族精神（Volksgeist）的體現，不但不能忽略，反而是最重要的法源，而且國家

                                                                                                                                            
情」，但它們之間也不是截然二分的，「事情」與「人情」亦可相通，不但人與事可藉一「情」

字相通，而且事實與規範，實然與應然之間，也不是截然二分的。有關中國人的概念類別並不是

二元對立的，而是相互包容與相互倚賴的說法，參見郝大維、安樂哲，《孔子哲學思微》（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34。英文版見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50，他們寫道：「…在中國古代形而上學的濫

觴和發展中，『兩极性』 (conceptual polarity)一直是一种主要的解釋原則。所謂『兩极性』，是

指兩個事件之間的一种關係，每一個事件都把另一個事件作為自身存在的必要條件，每一個存在

都是『本身如此』的，而不是從任何超越的力量中獲得它的意義和秩序    二元論對關系的解釋

導致了本質主義。世界的要素被視為分离和獨立的。相反，對關係的兩极性解釋則是情境主義的，

即認為世界上的一切事物都是互相依賴的。」翟學偉進一步解釋說：中國本土概念上的這种兩极

性，並不表示中國社會与心理的构成中有二元對立的關係存在，在西方的方法論中，兩個變項之

間的決定与被決定關係，是因為有兩個獨立的要素之間出現了自變項和應變項的關係，但在中

國，概念是彼此依賴的，不是獨立和分離的。參見他的文章〈本土心理學研究中的本土資源─從

研究對象到研究方法的轉化〉，發表於「家人關係及其心理歷程：第五屆華人心理與行為科際學

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等主辦，2000 年 12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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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法的法條有時而窮，法官必須隨時根據社會裡實際存在的「活生生的習慣法」

（das lebende Gewohnheitsrecht），對法條存在的漏洞加以填補102。因此，前者重

視法律的專業性，不但會狹窄化法律的定義，以實定的、成文的「制定法」為唯

一重要的法源，對於「習慣法」不是嚴加排斥，便是只承認有實定化過後的「習

慣法」。後者則相反，重視的是法律的社會性與文化性，將法律擺在社會文化生

活的背景之下，寬鬆看待法律的定義，以社會文化生活實際存在的「習慣法」為

重要法源，特別重視民間實際存在的「活生生的法律」（living law, das lebende 
Recht）、善良風俗（gute Sitten）等「習慣法」制約人心的重要性。 
 
  由上可見，滋賀秀三以是否實定化、是否具有實定性來作為中國人的「情理」

與「習慣」是否是西方意義的「習慣法」的判準，其實他採用的立場接近韋伯、

羅馬法學派與概念法學，採取較嚴格的「習慣法」定義，那麼中國人的「情理」

與「習慣」自然就不是「習慣法」了，我們如果換成日耳曼法學派與自由法學的

立場與判準，我們能說它們不是「活生生的習慣法」與「善良風俗」嗎？換句話

說，要對中國傳統法律與司法審判的「法、理、情」的多元法源作同情式的理解

（Verstehen），採取日耳曼法學派與自由法學的立場與判準遠比前者來得適當，

儘管同樣要避免過度「以西論中」，但是相對來說，因為後者重視法律所源起的

社會文化背景，所以比較能讓人擺脫「歐洲中心主義」的立場。 
 
  因此，我們也可進一步探究滋賀秀三念茲在茲的課題：中國人的「情理」與「習

慣」是否應該被看成「習慣法」？在清末民初繼受西法的時候，這個問題便浮上

檯面。民國二年大理院（上字第三號判例）針對吉林舊慣有關本族、本旗、本屯

人賣地時有「先買權」的規定，對此習慣是否有法之效力，作了如下的判決103： 
 
  「凡習慣法成立之要件有四： 
1. 要有內部要素，即人人有法之確信心；  
2. 要有外部要素，即於一定期間內，就同一事項，反覆為同一之行為； 

                                                 
102 這方面的討論參見林端，＜德國歷史法學派－兼論其與法律信實論、法律史和法律社會學的

關係＞，《台大法學論叢》廿二卷二期（1993），1-33。 

 
103 有關這個判例的討論與相關學說，參見王伯琦，同注六十的兩本書；以及黃源盛，<大理院

民事審判與民間習慣>，《民初法律變遷與裁判》，同注六十，359-424；楊日然，〈民法第一條

研究〉，《台大法學論叢》第四卷第三期（1959）38-43；習慣法學說方面，德文參見Hans Mokre, 

Theorie des Gewohnheitsrechts (Wien：Verlag von Julius Springer, 1932)；Herbert Krüger (Hg.), 

Völkerrecht—Gewohnheitsrecht—Naturrecht (Hamburg：Alfred Metyner，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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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係法令所未規定者； 
4. 要無悖於公共秩序利益。」 

 
  大理院作這項判決時，中國境內《民法典》尚未頒佈實施，但此判例已相當明

顯受到西方現代法學的影響。細分之，後兩項為消極要件，前兩項為積極要件，

第一項為社會中人內心之確信與承認（有如日耳曼法學派所說的「民族精神」），

第二項為社會中人在外顯的日常生活中的確不斷重複此一行為，兩者互為表裡。

法國學者謝尼(Francois Geny)認為內心的確信不易查明，但其實從外在的慣行，

即可推知在當事人心目中，的的確確認定它是習慣而加以奉行，因此內心的確認

是直接依附在外在的慣行之上的，在這種情形下，內外具備，並無須國家公權力

進一步的判例的承認（後者只不過是更足以表達其法律效力而已）。這其實與德

國學者耶利奈克（Georg Jellinek） 所謂的「事實所具有的規範力」104（normative 
Kraft des Faktischen）相類似的，他們都接近習慣法的效力學說裡強調（前述第

二項）外在慣行即可的「慣行說」（Übungstheorie）。。 
 
  這種「慣行說」以及強調（前述第一項）內在確信的不可或缺的「確信說」

（Überzeugungstheorien），，是習慣法的效力學說裡相當重要的兩個，它們皆不

以國家公權力進一步的實定化之判例的承認為要件。當然，國民政府繼受西法之

後，正式頒佈《中華民國民法》後，並不是無條件承認習慣的法律效力，其所採

取的是「相對有效說」，習慣法只是成文法的補充法，與奧地利、瑞士、日本類

似，清末《大清民律草案》、民國《民法草案》，以至現行的《中華民國民法》第

一條規定：「民事，法律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理。」，都規定成

文法的效力的優先性，以及習慣法的補充性與不完備性（需要前者的承認才有法

的效力）105。但這是以繼受來的西法為國家制定法之前提下所導致的結論（仍在

「概念法學」的傳統之下，有將「制定法」與「習慣法」二元對立的傾向），對

於中國傳統法律文化中的「王法」與「情理」、「習慣」之間的關係，實在不適合

用這樣的分類標準來加以看待。相反的，前面的「慣行說」與「確信說」反而較

能掌握「情理」與「習慣」既有內在確信，又有外在慣行的風貌，它們與「王法」

並行，都是州縣官判決或調解所依據的法源，且以「人情」統合之，在法官心目

中（與一般社會大眾沒有多大不同），根據它們來追求中國式的正義衡平的感覺。

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像滋賀秀三一樣，以是否實定化、是否具有實定性來作為判

準，來說中國人的「情理」與「習慣」並不是（西方意義的）「習慣法」，因為這

樣並無助於我們對中國人的「情理」與「習慣」作更進一步的理解，反而會為不

                                                 
104 Georg Jellinek, Allgemeine Staatslehre (Berlin: Julius Springer , 1922)，337。 

 
105 參見黃源盛，<大理院民事審判與民間習慣>，同注 56,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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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概念糾纏，而失去貼緊社會事實，就事論事地加以深入論證的焦點。 
  
  進而言之，滋賀秀三對於它們是否合乎「習慣法」之概念的堅持，這是與他對

「判決之確定力」（確定判決，res judicata）之概念的使用息息相關的。其強調

重點，無非是州縣官民事審判所依據的法律規範，究竟有沒有拘束力，有沒有「確

定性」（certainty）與「普遍性」（generality）106?這跟韋伯一再強調的「可預計性」
（Berechenbarkeit）其實是類似的，問的還是：跟西方司法審判（他們認定有明

顯的確定性與普遍性）比較起來，清代州縣官是否因為欠缺實定的法律規範，而

流於自由裁量與擅斷主義呢？清代州縣官被韋伯看成「卡迪法官」，被滋賀秀三

看成「調解的父母官」，強調的都是他過度自由裁量，沒有根據確定的法律規範

而行的一面。但是我們要問的是：難道中國人的「情理」與「習慣」，裡面就不

包含確定性、普遍性或可預計性嗎？它們必然與這些特性是相對反的關係嗎？以

前面的「慣行說」來說，慣行包含著一定的外在的普遍性，同時也因「事實的規

範力」內在化，產生一定的內在的確定性，在此意義下，州縣官即使依情理判決

或調解，他一定程度會落在自己、協助他的師爺與社會大眾所大致公認的合情合

理的範圍之下，這難道不是中國式的普遍性、確定性與可預計性嗎？民事案件處

理不好，當事人一樣可以上訴，因此，州縣官應該不至於流於過度的自由裁量與

擅斷主義。所以，我們不可能一方面說「情、理、法」彼此聲息相通，都是要追

求合情合理的中國式的正義衡平感，另一方面又說它們是缺乏追求這種正義衡平

感的確定性與普遍性的。在此意義下，滋賀秀三只能說它們缺乏追求西方式的正

義衡平感所必要的實定性前提，但這豈不是又像在問：「為什麼蘋果樹長不出橘

子？」一樣的問題嗎107？這種問題，無論得到肯定或否定的答案，似乎都沒進一

步說明了什麼。 
 
  縱然滋賀秀三的研究有上述的缺點，但是整體來說，他對清代司法審判制度的

精彩分析，畢竟是瑕不掩瑜的，他對「情」、「理」、「法」的分析，我們認為，正

是中國傳統法律文化之多元主義，三者皆為法源，又統攝在「情」的共同基礎之

上，三者之間既有所分，又有所合，彼此相互依存，而不是二元對立的108。一方

                                                 
106 參見王伯琦，《近代法律思潮與中國固有文化》，8。 

 
107 這是韓格理研究韋伯，對問「為什麼中國沒有資本主義？」這種問題的很有意思的隱喻，這

樣的提問，很明顯是受到西方社會文化所主導的問題意識所支配，其問題可能跟中國本身毫無關

係。參見韓格理同注六十的書。 
 
108 張偉仁很適當地指出：「在中國傳統觀念裡，社會的安寧秩序要靠許多規範的共同合作，才

能夠適當地維持，其中包括自然的天理、神旨、道德、禮俗以及人為的法律、家訓、鄉約、行規

等等。這些規範並不是平等的：越是合乎情理，管轄越廣博的規範，權威性越高。與尋常情理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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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我們可以立基在他的研究成果之上，說明對清代州縣官而言，「國法」並不

是與「情理」是相互對立的，王法不外人情，州縣官依「情理」時自理詞訟時，

心中未必無「國法」，同樣的，依「國法」審判時，心中未必無「情理」。他在作

刑事審判時，受「國法」束縛程度較重，而在作民事審判時，則受「情理」影響

較多，但無論民事刑事，它們之間的差異是「量」上的，而非「質」上的，州縣

官所依循的法律規範，「情」、「理」、「法」等諸種法源，它們彼此之間是相通的，

都深受儒家倫理的影響，同中有異，而且其差異亦不是二元對立，截然劃分開來

的。州縣官聽訟斷案，追求的是中國式的衡平正義的「法感」（「仁義」或「情義」），

而不是西方式的個人權利的伸張（「正義」，Recht），他有一定的裁量斷案的空間，

但是不管他被看成「教喻式的調解者」或「判決者」，他都受到與他的「法感」

相通的、社會大眾所共同擁有的「情理」的制約與牽制，就這意義上，他的調解

或判決，絕非韋伯立基在二元對立的思維模式，又以西方現代「形式的—理性的

審判」為主要類型，所對照出來的、任作裁量的的對比類型--「卡迪審判」。 
 

七、 代結語:  

西方二元對立的概念建構←→多元的中國傳統法律文化 

 
   前述滋賀秀三從西方法學（傾向概念法學）立場出發，一再強調規範的實定

性的重要性，將「人情」看成非實定的規範，只是具體實際運作時判斷的規則，

其實他作這樣解釋的時候，已把它看成與事實上的「事情」沒有太大差異的東西，

並且認為它不是西方意義的「判例法」與「習慣法」，這是把中國傳統社會的法

律規範作過度二元對立地考量，以其是否實定化、成文化來判定它是否是法律規

範的「純粹類型」（reiner Typus, 借用韋伯說明「理念型」的另一個概念），進而

將人情事理看成純度不夠的法律規範，以與純粹類型般的實定的「國家制定法」

及其前身的「習慣法」相對比。事實上，我們只要考慮到「王法不外人情」，我

們就可以知道，中國人的思維模式裡，法律規範的規範面與事實面並不是那麼截

然二分的，在這個概念脈絡裡，「王法」的規範面較多，代表法律的規範層面，

                                                                                                                                            
疏遠的，或者適用範圍越偏窄的規範，權威性就越低。」（同注六十，〈傳統觀念與現行法制〉，

6），的確，在諸多社會規範中，「情理」是被當成共同的評量標準的。筆者曾綜合各家學說，

稱這種各種法律規範協力維持社會秩序的情形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法律多元主義（legal pluralism, 

Rechtspluralismus）」，並且進一步說明，儘管法律規範是多元的，但是在以儒家倫理組織社會

（梁漱溟語）的情形下，各個法律規範都在儒家倫理的強烈影響下，所以與儒家倫理息息相關的

「情理」，自然會被當成共同的評量標準，筆者的看法參見林端，《儒家倫理與法律文化—社會

學觀點的探索》，同注六十，7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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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情」則事實面較多，代表法律的事實面，但它們並不是截然二元對立的關

係（因為「王法」也有事實面，「人情」也有規範面，彼此是相通的）。因此，法

律規範是否抽象化、實定化與成文化，不應被看成是劃分法律規範的判準，因為

在中國人的思維模式裡，成文的法律也應通達人情，同樣的，不成文的人情事理

最好也不要違背成文的法律。換言之，各法律規範之間是否實定化的差別，應該

也是一個「量」上的、程度上的差異，而不是「質」上的、本質性的差異。 
 
  我們與其去追究「人情」究竟是否是西方意義的「判例法」或「習慣法」，我

們不如去探究：在中國傳統社會裡，人際衝突與訴訟紛爭究竟是如何透過「人情」

這個規範體系而被解決的？它實際發揮怎樣的功能與作用？法律社會學與法律

人類學的研究告訴我們，與其去追究「何者是法律？」（以及伴之而來的「何者

不是法律？」）的問題，不如從各社會文化實際發揮排難解紛的規範體系去加以

考察，一旦發現具有這種功能的機制，它就具有「法律」的意義109。 
 
  接下來的問題便是：如果在清代民事審判的實際運作上是「情、理、法」兼顧，

而且不嚴格要求以實定的法律規範為依歸的話，那麼它又如何與清代刑事審判

（比較具有依法審判的特色）連接起來，共同組成一個清代司法審判的完整形貌

呢？這是寺田浩明很適切地提出來的問題110。筆者認為，這個問題的確需要進一

步仔細爬梳清楚，個人的初步看法如下： 
 
  如果從「法」與「情」、「理」都受到儒家倫理的影響，法律與人情事理應該

相互調和，以追求中國式的衡平正義感來看，這兩種案件劃分之後的整合應該不

是問題，因為它們都在同一種法律文化之中，是中國傳統法律文化的多元主義的

體現的一種面向，一方面它們彼此之間不是本質上的差異，而是同一本質的東西

在數量上與程度上（過錯程度與相對應的量形輕重）的差異而被劃分開來的；另

一方面，在審判過程中，它們之間的差異也不是本質上的，而是系出同源的「法」

與「情」、「理」在審判上被引用的比重（也是量的問題）不同所致，刑事（命

盜重案）將比重擺在「法」，而民事（州縣自理的詞訟）則將比重擺在「情」與

「理」之上，但因為「法」與後兩者系出同源，並不是二元對立的完全不同質的

東西，所以刑事（命盜重案）與民事（州縣自理的詞訟）之間也應該被看成系出

同源，並不是二元對立的完全不同質的東西。如此一來，要替它們劃分之後再作

整合，理論上應該是可行的，未來應該在經驗證據上加以補強，繼續加以深入探

                                                 
109 有關法律社會學與法律人類學這方面的看法（以功能論觀點來克服過度本質論的立場），參

見林端，《儒家倫理與法律文化—社會學觀點的探索》，同注六十，47-75。 

 
110 參見注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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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111。 
 
  綜合我們上面對清代司法審判制度（主要是民事審判）的探討，在把韋伯與滋

賀修三作對比之後，我們發現「情、理、法」同為法源（它們彼此既分且合，共

同立基在「人情」的基礎之上），正是中國傳統法律文化的多元主義之具體呈現

的另一個面向，藉著對它們的分析，我們在批判韋伯「卡迪審判」的錯誤命題的

同時，同樣也對滋賀秀三沒有放棄西方現代法學對「實定法」、「習慣法」、「判例

法」等的框架，使用它們來刻化清代司法審判制度之特色的作法，提出我們的批

評。正如我們前面已經指出來的，「王法」與「情理」並行，其實是與「審判」

與「調解」並行同時發生的，我們認為後者也是中國傳統法律文化的多元主義的

另一個重要面向。 
 
  我們認為，「審判」與「調解」並行，並不會導致韋伯所謂「卡迪審判」的結

果，相反的，它仍是中國傳統法律文化的多元主義之體現。美籍華裔的歷史學家

黃宗智最近有關清代民事司法審判的傑出研究112，是我們另文討論這個面向的出

發點，這不是偶然的：一方面他提出介於「官府審判」與「民間調解」之間的「第

三領域」概念；二方面他又劃分所謂清代民事司法審判的「表象」與「實踐」；

三方面他與滋賀秀三等人看法截然不同，根據司法檔案，他認為清代州縣官的大

多數的民事審判，都是「依法判決」的；四方面（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他

直接把他的研究成果拿來與韋伯「卡迪審判」作比較，既批判了韋伯，也建構了

他自己有關中國傳統法律文化的理論。討論他的作品，相當有助於我們對這些問

題的澄清與瞭解，然後更進一步指出：中國傳統司法制度裡「審判」與「調解」

並行，並不會導致韋伯所謂「卡迪審判」的結果，相反的，它是中國傳統法律文

化具體呈現其多元主義的另一個面向！ 

                                                 
111 另一個可能考慮的解釋理由是：刑事審判是皇帝統治中華帝國必須特別注意的一面，因此從

統治者立場來看，將相關法律規範的規定加以實定化、成文化，對其依法統治比較有利，滋賀秀

三、寺田浩明與瓊斯等人，很多地方都強調「清代法律與審判的行政性格」，前兩者的看法參見

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契約》，書中多處提及。瓊斯的研究則強調《大清律

例》的特色說：「律典是對官吏的一種指示…律典更像一種內部行政指示…如果律典的確是中華

帝國法律的主體和核心，則法律只不過是皇帝的敕令而已，它的發佈只是為了實現帝國政府的目

的…中國的法律是行政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必須與行政結構及行政規章結合起來研究… 

在研究中國法律時，必須從法官並且最終皇帝的角度去觀察問題」（威廉.瓊斯，同注六十，364, 

386,388-389）。我們要指出的是，這並不代表我們同意韋伯「卡迪審判」的命題，因為即使實

定的國法某個意義是為皇帝而設，但是他是否因此就可以任意而行，我們則持保留態度，畢竟皇

帝一定程度也在儒家倫理體現的「情理」的制約之下。 

 
112 黃宗智的多篇中英文作品，請參見注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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