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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台灣法理學會年度學術研討會：法律思想史 

日期：2013 年3 月16 日（星期六） 

地點：台大法律學院霖澤館3 樓1301 教室 

主辦單位：台灣法理學會、台大人權與法理學研究中心 
議程表  

時間  流程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開幕致詞  

09:40-11:10  

 

第一場：法律思想與法律實踐 

主持人：顏厥安教授 (台大法律學院) 

發表人及文章： 

1. 陳起行教授 (政治大學法學院) ： 

Socrates on Laws and Virtues (蘇格拉底德行法律思想) 

2. 江玉林教授 (政治大學法學院) ： 

井上毅與〈教育勅語〉：明治國家的臣民製作 

3. 王自雄博士 (東吳大學法學院) ： 

一場國際法的思想航行：從私法類比到全球行政法一般法律原則 

 

11:10-11:40 茶敘 

11:40-13:40 會員大會與午餐  

13:40~14:40 

第二場：法律思想與法律制度 

主持人：張嘉尹教授 (世新大學法律學系) 

發表人及文章： 

1. 鍾芳樺教授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 ： 

人格權威與政治共同體秩序的形成：論 Carl Schmitt 理論中權威與

權力之區分以及此一區分在 Carl Schmitt 秩序理論與民主理論中的

意義 

2. 周伯峰教授（東吳大學法學院） 

重訪「概念法學」：論其主要命題及法律觀 

14:40-15:00 茶敘 

15:00-16:00 

第三場：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 

主持人：簡資修教授 (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 

發表人及文章： 

1. 莊世同教授 (台大法律學院)： 

海耶克法治思想初探 

2. 陳昭如教授 (台大法律學院)： 

基進的年代：美國第二波女性主義與麥金儂的宰制理論/行動 

 

16:00~16:20  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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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rates on Laws and Virtues 

 Chen, Chi Shing 

  

1. Introduction  

 

Anscombe initiated the aretaic turn in the 1960’s.1 Such a turn toward virtual point 

of view indeed extends to the area of the law.2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ocratic 

concepts of law and virtue.3Unlike Plato, who wrote the dialogue for the Laws, which 

provided his full virtue jurisprudence, Socrates does not leave a full virtue jurisprudence 

that we can learn from; however, we can still learn a great deal about his views on law 

and virtue.  

 

Commentators have already identified seve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cratic 

versus Platonic approaches. Mathematics plays a much more important role for Plato than 

it does for Socrates, exemplified by, but not limited to, Plato’s idea of a divided line in the 

Republic. Therefore the Platonic philosopher is more contemplative than the Socratic one, 

who likes to engage people with dialogue and argument. The Platonic theory of akrasia 

also has a direct influence on his ideas of punishment 4, both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Socrates does not have a comparable jurisprudence. Finally, the Platonic two phases of 

ethics education, i.e., habituation and rational dialectics, may have been deemed by him 

as a necessary improvement to the perspective of Socrates.5 These theoretical differences 

provide good grounds for us to locate Socratic ideas of law. They are also a helpful guide 

in the reading and analysis of the Platonic Socratic dialogues generally accepted by the 

scholarly community6 , and constituting the major part of the first section of this paper.  

 

First of all,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mphasizing discourse as an ingredient of law 

as wells as virtue, can be identified with Socrates. The Platonic Socratic dialogues are 

also called the ‘elenchus’ dialogues. Plato’s philosopher king plays the role more of a 

legislator who merges different classes in the society into a coherent whole through the 

use of statutory laws. Therefore, a weaver serves as the metaphor for a knowledgeable 

king in the Statesman. In the same dialogue, laws are inevitably treated as a system of 

rules, just like a trainer cannot prescribe a training program for each individual athlete in 

a program. It is the same for both Socrates and Plato to maintain laws that need to 

promote the virtues of citizens, but in the Law, Plato relies mainly on preambles for 

communicating and educating the aretaic insights of the statutory laws; while according 

to Xenophon, Socrates once replied to Antiphon, regarding why Socrates did not concern 

himself with the affairs of States, that he contributes to Athenian democracy by talking to 

whomever he met on how to become a good citizen.7 It seems here that a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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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exists between Socrates and Plato regarding how a non-philosopher can be 

virtuous and lawful. The Platonic philosopher king and Socrates himself as the model 

differ significantly.  

 

Secondly, for Socrates, virtues and laws are much closer; to be lawful is to be 

virtuous, and justice is perceived as enjoying an exact nature. Xenophon reported an 

exchange between Socrates and Hippias on justice. Socrates believes that “the lawful is 

just”; specifically, justice is the observance of the laws of a city. 8 In Gorgias, Socrates 

also tells Callicles that order means appropriate relationships; the virtue of moderation 

brings order within one’s soul, just like justice brings order among people, and piety 

brings order between humanity and the gods.9How Socrates would re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ositive laws of the polis and the laws of nature provides great insight into 

his ideas of law and virtue. In this article, I first present my interpretation of law-related 

arguments in the Platonic Socratic dialogues. They are mainly ordered according to a 

series of interchanges between Socrates and Hippias in the Greater Hippias, Lesser 

Hippias and Xenophon’s Memorabilia; Gorgias in Gorgias and Thrasymachus in 

Republic I. What follows is an elaboration of the basic issues identified in these 

dialo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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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從私法到公法類比的思想航行—— 

以投資條約仲裁與國際刑事法庭的民主正當性為例 

An Intellectual Voyage of International Law from Analogies of 

Private Law to Public Law: Focusing on the Democratic 

Legitimacy of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王 自 雄1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摘   要 

一個世紀前，前國際法院法官，也是著名的國際法學者勞特派特（H. 

Lauterpacht）出版了其博士論文《私法淵源與國際法的類比（Private Law 

Sources and Analogies of International Law）》。被譽為國際法之父的格羅秀

斯（H. Grotius）於十七世紀初在其《論海洋自由（Mare Liberum）》中更

直言：「確實，法學家正在談論的是私有財產與私法，但相同的論證也適

用於這裡所談到的各民族領土與公法，因為從全人類的觀點來看，各民族

被當成個人來看待。」換言之，一種本來被用以說明個人權利的自然權利

觀，在經過必要的理論調整後，投射到國家之上而形成古典國際法。由此，

國家間關係被類比於個人間關係。 

第一個建議「使用」國際法的邊沁（J. Bentham）曾說，國際法可以

「充分類比」於國內法，哈特認為，邊沁指的是兩者之間在「內容」上的

                                                 
1
  本文為應會議所制之長摘要，請勿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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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比，也就是那些共有的原則、概念與方法。這從國際法的自然法典範以

觀，確屬的論。在這些由國際法與國內法所共有的原則、概念與方法中，

一個很顯明的例子是條約與契約。條約與契約不但共同具有像是無效與得

撤銷等法律概念，也共享了道德原則。例如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49 條即

規定：「若一國受另一談判國之詐欺行為的誘使而締結條約，則該國得援

引該詐欺而撤銷其受該條約拘束之同意。」 

更重要的是，在自然權利觀的投射下，許多仍然主宰著當代國際法的

公理因而形成。對個人而言，一些宣示著自然權利觀的重要文件，像是美

國的獨立宣言，宣稱「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

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世界人權宣言也在第

一條就表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與權利上一律平等。對國家而言，經

過此等自然權利觀的投射，當一個政治實體成為國家時，就會具有國際法

上的權利能力，並且「生而自由獨立，並在尊嚴與權利上一律平等，國家

的固有權利讓國家有權維繫其存在（自存），並追求自己的目標與價值。」

我們可以說，「國家（主權）平等、自治、獨立、不可干涉與國家價值」

這些在當今依然響徹雲霄，並徹底獲得國家實踐支持的國際法公理，正是

自然法典範所遺留下來的重要遺產。 

在國際法的自由原則下，一國實現自由的行為除非對他國的自由造成

侵害，否則其他的權威不得凌駕於該國的意志之上。而非傳統西歐國家的

出現，則使歐洲的啟蒙時代與社會文明不再是國際法的最終與唯一目標。

這兩個條件加總起來，條約作為國家實現其自由的重要法律制度，其能服

務於國家之處自然不再限於技術性事項，規範國家未來行為的立法性條約

（law-making treaties）自 20 世紀前後起，因而獲得逐步發展的機會。以上

個世紀初即創刊的《美國國際法學報（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為例，一直有許多論文表達出希望透過法典化（codification）來使

權利義務關係更為明確的想法。這個想法的背後除了有歐陸及美國在法典

化上的成功經驗外，對日益複雜的國家間關係而言，訴諸有形的條約當然

比無形的自然法來得簡便，國際法就在這種情況下進入了第一次的典範轉

移——從自然法轉移至唯國家意志論的實證主義（voluntarist positivism）。
2
 

                                                 
2
  ORIOL CASANOVAS, UNITY AND PLURALISM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1 (Francis Barrett & 

Ivan Kelly tran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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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唯國家意志論的實證主義，國際常設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PCIJ）在《蓮花號案》中有經典的表述：「國際法規範

的是獨立國家間的關係。因此，拘束國家的法律規則（rules of law）源於

國家自己在條約中所表達的自由意志（free will），或是視同於表述法律原

則的那些普遍被接受的慣行（usages）。這些法律規則的創設是為了規制

（regulate）這些共存的獨立社群（co-existing independent communities）間

的關係，或是為了便於共同目的之達成（achievement of common aims）。

因此，不能假定在國家的獨立上有所限制。」 

唯國家意志論的實證主義作為國際法的典範，使國際法變得相當實際

與具體，而遠離自然道德的縹緲難測。套用哈特所下的其中一個定義，唯

國家意志論的實證主義之所以是實證主義，是因為國際「法」不需要跟國

際「道德」連在一塊。在唯國家意志論的實證主義下，國際法及國際義務

若非來自於條約當中所明示的國家意志，就是來自於透過習慣所間接表達

的國家意志。換言之，國家意志作為國際法的基礎，意味著國家透過在條

約中表示同意以及對慣行表示接受，來創設法律——也就是條約與習慣

法。 

然而在此同時，國家間對權力與資源的競逐日盛，這不但種下日後去

殖民化運動與民主轉型的遠因，並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引發兩次的世界大

戰，更讓文明仕紳們開始思考，要如何重新定位國際法的實證主義典範。

在這當中，以凱爾森為首的學者秉持著自由主義（唯有）透過法律（始能）

促進和平的理念，必須先假定國際法是一個實際上就「存在於那裡」的東

西，也就是國際法確實就「是」法律（international law is law in the true sense 

of the term），並且就具有效力，然後在理論上才能進行描述與解釋國際法

的「實證」研究，在實踐上也才能期待透過國際法庭的判決來調整國家間

關係。 

雖然論點有所不同，但另一位實證主義論者哈特，也認為國際法規則

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國家的意志或其相關產物，像是表明國家意志的書面

文件，或是可歸於國家的反覆行為或不行為，都「只是」，而且也「只能」

被拿來證明規則的存在。如同哈特所提出的簡單理由，要證明在任何一個

社會當中存在著具有拘束力的規則，只要這些規則「被認為是、被說成是，

以及在事實上如此運作（are thought of, spoken of, and function as such）」即

可。因此，當我們認為某個規則是有效的規則時，我們是在進行一種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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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internal statement），至於法體系整體而言的實效性，則是一種外部

陳述，它是內部陳述在通常情況下的一個脈絡或背景（the normal context or 

background）。 

至此，國際法形成當今我們看到的，以規則客觀存在論為核心的實證

主義典範。但是在冷戰時期與雙極體系的國際關係結束之後，今天的國際

社會四處可見國家在去殖民化後內部社會叢生的治理困境，以及為因應跨

國界活動所創設、但卻被全球公民社會質疑在民主正當性上大有問題的國

際制度。前者最顯而易見的例子，是以非洲與前共產歐洲為主的國家在轉

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上的拖沓，以及國際刑法如何透過國際層面的

規範供給來黏合主權國家在轉型期前後的法治斷面。至於後者，在近十年

來，則無疑以投資條約仲裁（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對非投資條約義

務的忽視最受抨擊。 

現實上的需求，催生了對國際法當代典範與理論的檢討。國際法雖然

歷經從自然法到實證法的典範轉移，但其類比於私法關係的本質從未改

變，規則客觀存在論的實證主義典範則更進一步地強化了國際法與國際道

德及其他意識形態與價值間的分離。這篇論文要論證的是，主權國家內部

以及國際（公民）社會對民主治理的需求，使那些行使國際公權力

（international public authority）的主體，像是國際投資仲裁庭與國際刑事

法庭，必須符合包括透明、參與、具備理由的決定與合法性等公法原則，

並對相關的規範創設與決策進行有效的審查。而此等公法原則對古典國際

法的滲入與植根，將使國家與國際組織等行使國際公權力的主體在面對與

個人權利相關的問題時，除了必須符合諸如國際人權法與國際人道法下的

實質標準外，也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與

可問責性（accountability）。從而，這樣的公法性（publicness）將使國際法

更恰當地被稱為國際「公」法。 

這篇論文以由內而外（inside out）——從對具體個案實踐的分析著手，

再回溯至一般性的理論問題——的方法，先透過檢視發生在投資條約仲裁

與國際刑事法庭下的正當性危機，呈現問題的意識並突顯國際社會對公法

原則的現實需求，再進一步嘗試建構出一個以限制國際公權力與促進民主

為核心的規範集合。這趟國際法的思想航行，在投資條約仲裁與國際刑事

法庭陷入正當性危機的海天一色中，以古典國際法對私法的類比為起點，

航向一幅由公法原則交織成的美麗圖像。航程的第一站將簡介自然權利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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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類比於私法關係的國際「公」法，下一站則以投資條約仲裁與國際刑事

法庭作為呈現正當性危機的舞台。在前一站的布景帷幔下，航程的第三站

將嘗試從投資條約仲裁與國際刑事法庭中所發散出的、形之以公法原則的

幾道曙光，去捕捉那雖然大半還藏身在雲海中，卻蓄勢待發的全球行政法。 

 



9 

 

人格權威與秩序：論Carl Schmitt理論中權威與權力之區分以及此一區分在 Carl 

Schmitt 秩序理論與民主理論中的意義 

中文長摘要*
 

 

 

鍾芳樺（輔仁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基本上，德國法政哲學家 Carl Schmitt 相當重視秩序對人類法政現象的意

義，甚至可以說他有一種追求秩序的狂熱。Schmitt 認為，政治存在的目的就是

要維護特定民族的生存秩序；而秩序對於 Schmitt 的法理論來說，更是法存在與

法解釋的重要依據。從 1920 年代出現的具體秩序（konkrete Ordnung）概念，並

非僅是對納粹的辯護，而是 Schmitt 探討法秩序如何形成與解釋法概念的重要理

論。 

     

    秩序理論既然是 Carl Schmitt 理論的重心，那麼他如何解釋現實上的秩序如

何形成？本文的目的，便想指出，對於 Schmitt 來說，權威與權力這組相互區分

但又相互影響的概念，是 Schmitt 討論秩序如何形成問題的中心。更進一步來說，

Schmitt 也認為，權威與權力也是現實民主政治秩序得以運轉的重要依據。透過

權威與權力這兩個概念，Schmitt 重新將高權，這個為 Hugo Preuss 驅離開民主（人

民主權/人民國家）以外的概念，再度引入民主/人民主權之中，證立了一種以民

主為名的權威政治。 

 

    權威與權力的區分，如同 Schmitt, Arendt, Agamben 等學者共同指出的，來

自於羅馬法對於 autoritas 與 potestas 之間的區分。Agamben 進一步分析這組概念

的區分，如何與神學的思考相結合，導出現在政治重要的一個發展：支配

（Herrschaft）與統治（Regierung）的區分。事實上，「權威支配，權力統治」的

區分，也成為近代主權國家與法治國家的重要思考關鍵。主權與法雖然是最高的

支配者，規劃了權力行使的範圍，但是它不實際進行統治，從而它的全權不會妨

礙個人的權利，相應之下，實際會妨礙人民權利的統治權力，必須受到主權與法

的限制，從而不是無限制。所謂「制憲權」與「憲法權力」的區分，也是來自這

組對立。 

   

    Schmitt 對於權威與權力概念的看法，則改造了「權威支配，權力統治」的

架構，轉而將權威與權力變成兩種不同的塑造政治秩序的方式：權力，是經由特

定的技術，來影響人民形成共識的機制，這種機制可以透過法或大眾媒體等技術

                                                 
*
 本摘要為因應研討會的要求而提供，並沒有任何引註，詳細引註請見日後正式投稿的版本。本

摘要的內容請勿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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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獲得；而權威，只有能代表整體政治秩序的人格才能擁有。Schmitt 區分開這

兩者，並沒有要維持「權威支配，權力統治」的說法，Schmitt 反而認為，一個

良好的政治秩序（特別是民主秩序），必須是由權威人格來掌握權力技術，用權

威人格來統合所有的人民。權威的存在，讓權力此一技術不至於變成一種單純的

控制工具，而是為了組成良好秩序所需要的工具。 

 

   對 Schmitt 來說，不可能不透過權力來形成秩序。這是基於他的哲學人類學

立場：一方面，Schmitt 指出了人必然存在的身體，以及由此一身體延伸而來的

獲取「生存空間」（土地與維持生命所需相關資源）的需求；另一方面，Schmitt

則指出人的原罪，也就是人想變成神，人想要以自己取代神作為一切價值善惡的

標準。這兩點使得人與人之間的衝突難以避免。人（身體）對資源的需求，使得

人需要共同團結，對外爭取資源，團體內也需要有適當的資源分配機制；而人自

己想成為善惡標準的想法，也讓人必須組成一個適當的裁決觀點衝突的秩序架

構，避免無限的觀點衝突帶來更多的內戰。Schmitt 認為，這種秩序架構在近代

社會中主要是民族國家。民族國家除了爭取與分配資源外，重要的存在目的也是

建立一套最高的決定觀點，用來處理所有的內部衝突，並且保證這套觀點不會被

其他的民族所破壞。 

     

    權力，由 Schmitt 的理論來看，是維持一個秩序必要的工具。Schmitt 並不認

為權力跟暴力（Gewalt）可以混淆；權力的重點在於如何獲取他人的同意，這是

一個秩序能產生與維持的關鍵。也就是說，不像一些人所批評的，Schmitt 無意

去建立一種純暴力的強權理論，反而認為無法建立共識的權力，不是真的權力。

Schmitt 之所以把秩序跟人民共識相連，並不是如同一些理性契約論者，是純抽

象的虛擬思考的產物，而是針對特定歷史條件而來的說明。共識（人民同意）對

於秩序的重要性，在歷史上，是相應於人民主權取代君主王朝主權的過程，當人

民主權成為政治秩序正當性的依據，那麼政治統治就必須獲得人民的同意。從政

治神學的角度來看，人民主權與泛神論的政治神學關係密切，當神不再能主張外

於所有萬事萬物與自然法則的超越性（Transzendenz）之後，神內化入萬事萬物

與自然法則之中，秩序變成為純內在（Immanenz）的。這種純內在的秩序觀，

也是民主理論所強調的「人民主權」，由人民自己建立自己的秩序，其正當性只

能來自人民自己的同意。Schmitt 對於權力的看法，便是肯認了這種內在秩序的

意義。 

 

    然而，如同 Schmitt在「政治神學」一書中對於內在論政治神學的批判，Schmitt

根本不相信單純依據權力所建立的共識便可以創造秩序。由共識到秩序出現的過

程，仍然需要一個超越於所有內部觀點的外在觀點，這個外在的超越觀點足以代

表秩序內的所有觀點，並超越於內部的觀點紛爭之上，裁決所有觀點之間的衝

突。由此，Schmitt 導出了權威的重要性。權威便是一個足以代表秩序整體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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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不受到秩序內部各種觀點與利益衝突影響（真正的中立性）的超越立場，從

而將所有不同的人民統合成一個共同秩序。Schmitt 對權威的重視，來自他並不

信任人民可以經由自治形成秩序。特別在高度技術化的社會中，特定的群體（政

黨）可以經由掌握影響共識的機制（如大眾媒介、法律），來創造虛假的共識，

經由這種方式所創造出來的政治權力，不足以建立穩定的秩序，只是讓國家內部

的衝突加深，提高內戰的可能性。而由於權威可以代表整體，從而他才能真正在

必要時做出適當的決定，形塑秩序的形成或恢復秩序的常態（解決例外狀態的問

題）。不過，Schmitt 不像一些學者所說，想用純超越論來取代純內在論，反而他

是想確立一個需要超越權威的內在秩序理論，讓人民的共識建立在人格權威的引

導之下。由於人格權威必須能代表秩序整體的觀點（與整體利益），因而他的權

威能獲得人民的信任，而無人民的信任，這種權威也會隨之崩潰。 

 

   由前面提到秩序所需要的超越（人格權威—整體—秩序自身的表徵）與內在

（權力/共識—個人的聚集—秩序自身）的對立/綜合，可以看出權威與權力區分

在 Schmitt 民主理論中的意義。Schmitt 在「憲法學」一書中，指出了權威與權力

的區分，相應於民主理論中代表原則與同一性的區分。而為何 Schmitt 的民主理

論需要這樣的區分，就民主理論本身的思考來說，Schmitt 透過權力與權威的區

分，Schmitt 說明了如何確立一個集體人民（大眾）所形成的政治秩序。權力，

所對應的同一性，是民主的必要基礎。民主預設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等同與同

質，兩者的等同，成為共識建立的最終依據。但是 Schmitt 並不認為單純憑藉這

種同質性，就可以確立一個民主政體。關鍵的問題點在於民主的決定如何作成，

以及如何組織成人民集體？Schmitt 認為，由於所有的人民不可能同時在場做出

決定，因此，民主的決定一定會需要有特定的人來代表其他人作出決定；人民也

不可能單憑自己組織起來（「自我組織」並不可能），需要有特定的人來主導組織

的過程。代表原則的存在，便是要說明這兩個問題。Schmitt 認為，只有超越人

民內部所有對立，並足以代表整體的人格，才符合代表原則的要求，能主導這種

組織過程，並且做出決定。代表原則通過再現 (Repräsentation)、再—在場

（Re-Präsenz）的要求，指出了代表必須能呈現不在場的所有群眾之立場，並且

透過一定方式將之呈現出來，因為必須要呈現所有不在場的群眾立場，它不可能

只是某一群群眾的立場，甚至也不能是所有立場的集合（特別當立場之間有對立

時），而必須能超越所有個別群眾立場之上，而又符應整體群眾之需要。 

 

Schmitt 藉由大眾民主與自由的對立（群眾 vs 有財產與教養的精英），公與

私之對立（在場的公共意見 v.s 秘密投票的私人意見或私人利益），批評了議會

民主制與建立在普選權上的民主；取而代之的是依據人民鼓掌喝采

（Akklamation）以示贊同的權威領袖，這種權威領袖是一種「凱撒主義」

（Cäsarismus）的領導：他的權威立足於人民的信任，而人民的信任則來自這個

領袖能代表整體。Schmitt 激烈的反對整體來自個別利益或觀點的集合，也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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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討論與妥協可以達到整體的共識並能探知整體利益。依據 Schmitt 的觀點，整

體利益與觀點的內容只能來自領袖的認知與決斷，人民只需要消極的贊同或反

對。在這種情況下，Schmitt 用領袖足以代表整體的權威，去除了人民表示自己

意見的必要性（個別人民的意見只是私人的見解）；人民被弱化成嬰兒，只能用

笑容或哭聲來表示自己的喜好與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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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訪「概念法學」：論其主要命題及法律觀（長摘要） 

周伯峰 

 

一、問題意識 

本文主要思考的問題為，「概念法學」作為一種法學思考以及運用方式，背

後究竟代表的一種怎樣的法律觀？而這種法律觀是否顯示出一種倫理態度？而

「概念法學」背後的法律觀與倫理態度，在今日其實還是有參考價值，至少對於

台灣而言？為了回答這問題，本文擬從概念法學的發展背景開始介紹，然後探討

其主要命題究竟是什麼，試著從這兩方面的分析之後，找出「概念法學」背後的

法律觀以及倫理觀為何，最後提出本文的一些反思作為結論。 

 

二、由「歷史法學派」到「概念法學」 

「歷史法學派」可以視為是對 18世紀那種，主張將法律奠基在理性或事物

本質之上，故而不受時地拘束，也無歷史性的啟蒙自然法主張的反動 。「歷史法

學派」的出現動因之一，就是 1814年發生於 Thibaut與 Savigny間關於德國民

法典立法的爭議。雖然 Savigny反對 Thibaut的提案，但對於 Savigny來說，克

服德意志法律的碎裂化狀況，也是其努力的目標，其只是反對用理性法的立法的

方式來達成，就 Savigny來看，當時的德意志並沒有這個能力，唯由透過更新法

學，德意志才有能力創造一部統一的法典。如此一來，Savigny就必須提出一套

方法來進行「更新法學」，為將來創造法典作準備工作，而這套方法就是所謂的

「歷史法學派」。 

 

對於歷史法學派而言，法的素材不是來自於一個理性立法者的恣意，而是來

自於一個民族在歷史中所展現出的內在本質，也就是民族精神。所以對於

Savigny而言，所謂的「實證法」是存在於民族的整體意識之中，且其無法透過

民族的個別成員的恣意來加以確定，反而是那個在所有個體中共同存在與作用的

民族精神的證據。為了去認識法的素材，也就是「實證法」，對於歷史法學派來

                                                 

 本摘要為應研討會會議資料簡便之要求所制，非正式文章，請勿引用。 
東吳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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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套法學的歷史方法是必要的。對於歷史法學派來說，其工作的目標以及大綱

在於透過經驗歷史上的法律的中介，來將有效法的學術性質予以更新、展現。根

據歷史法學派的觀點，這些歷史的法源素材，還需要進一步的加工。這裡就涉及

到如何系統的處理法語句，也就是說其任務在於認識與描述法語句間的內在關連

或相關性，藉此將個別的法概念以及法規則組成一個巨大的統一體。所以對於歷

史法學派來說，如何將歷史經驗的與系統化結合，就是主要的問題意識。 

 

而從這個系統性的處理法律素材的需求，就產生了所謂「概念法學」的方法。

在歷史法學派要求系統性的處理法律素材的背景下，Puchta建立了所謂的「概

念法學」，來處理這樣的問題，即如何對於經驗歷史性的法律素材的處理才可能

是合理且無矛盾性的。 

 

三、主要命題 

1.法學的任務是建構法系統 

建構法語句的內在統一性，也就是法律系統的建構，正是概念法學自我加冕

的任務。而這個系統建構不是單純的將法語句集合在一起而已，而是一個根據特

定原則邏輯的連結在一起的整體。而當一個法律系統是依據特定的原則邏輯性的

建構的時候，人們就可以從中找出至今尚未被發現的一般法語句，並且可以由此

推導出至今尚未被討論過的案件的判決。而這就是概念法學的第一個主要命題，

也就是根據特定的原則去得出對於法語句的系統性認識，並且由此推導出新的法

語句。也就是說，對於「概念法學」而言，經過歷史性方法所尋找出的法律素材，

必須透過建構法系統的方式，將這些素材整合成一個整體，而這個整合根據從以

存在的素材中所找出的法原則來指導，而當這個系統被建立之後，針對新的案件

就可以由這個系統推導出相關（新的）語句來適用到這個案件之中。 

 

2.概念作為法認識的中介 

 「概念法學」顧名思義，正是因為其給予「法概念」特別的重視。對於概念

法學來說，法認識是以法概念作為基礎的，藉由法概念的幫助，人們可以試著從

中推導出具體的決定或者是釋義學的說法。而概念法學的第二個主要命題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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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概念是一種獨立的、具生產性的智性創造，而被歸整於一個根據邏輯法則建構

的法概念金字塔之中。也就是說，這裡存在著一個所謂的「概念金字塔」，而在

這個金字塔塔頂的就是法的概念，也就是法理念。而人們就可以從這個定理出

發，往下將概念的階層無漏洞的建造出來。而這裡要注意的是，對於概念法學來

說，最低層的概念不是以「幾何學的方法」從最高層的概念中推演出來的，在建

構概念上，學術性的演繹法也給予法律人行動空間，因為其也必須關注到素材，

也就是人與事物的多樣性。這麼一來，所謂「具生產性」的建構才是可能的，而

其只是要處於內在的邏輯觀點，也就是法律原則，的界線之內而已。概念法學的

重點之一就是，要得到正確的法認識就必須透過概念的中介，而建構一個具「邏

輯性」、有「生產性」且有「活力」的概念系統，並以此將所有法語句組成內在

關連整體，使其可以進行演繹推導出就未曾討論過的案件可適用的新的法語句，

才是法學的真正任務。 

 

3.概念法學是法學實證主義 

對於法學實證主義來說，法秩序就是一個由制度與法語句所組成的封閉體

系，而獨立於生活關係的現實之外，而指透過邏輯的運作來對個案做出判決，也

就是將個案涵攝在抽象法語句下，是可能的。而且這個體系是無漏洞的，但無漏

洞的不是法語句，而是有「生產力」而被建構出來的「概念體系」，即「概念金

字塔」，由其邏輯一貫的填補實證法律的漏洞。無庸置疑的，概念法學就是建立

在法學實證主義的觀點之上，或者說，概念法學就是法學實證主義的展現。而法

學實證主義最重要的觀念，或者主張，就是那些外於法之外的，如倫理、政治或

國民經濟的考量，在法的認識或適用過程中不會扮演任何角色，除非其被轉化到

概念的法律系統之中。而這個可以命題或主張可以說，是概念法學以及法學實證

主義中最重要的主張。 

 

四、概念法學背後的法律觀 

1.法律中立性 

概念法學希望將法的解釋固定在確定的「資訊」之上，也就是僅僅從法律系

統自身之中所推導出來的東西之上。概念法學認為法律系統可以總是預先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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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好了，那麼如此一來，爭執中個案的結果也就是預先可計算以及可預見的，

所有外於法律的考量在法官的思考方式中就不能扮演任何角色，法官的中立性將

可因此達到。根據這種想法，在同類的案件中將會適用相同的法律規則，以此來

實現了同者同等對待的要求，如此一來，法律安定性也就獲得了保證。而確保法

律安定性，就是概念法學與法學實證主義，為了其同時代的社會情況所提出的解

答。也就是透過確保法安定性，來將法律秩序相對於哲學的、神學的、國民經濟

學的、社會的以及道德的考量予以中立化跟獨立化。而這個中立化本身其實就是

代表著一個社會倫理跟政治的價值價值選擇，也就是說，在先前透過宗教證立的

正義觀崩潰以後，法秩序透過其間接的輔助作用，以及中立性，被視為正義的代

替物。 

 

2.國社分離 

法律中立性的想法之中，也意味著一種國家社會該處於怎樣關係的想法。也

就是說，在法律中立性的觀點之下，一個給予市民社會的空間將會從國家之中分

離出來，藉此來避免其受到為了實現預先被決定的倫理或社會目的的直接的國家

權力運用。如此一來，一個自由的市民社會是根據由確定規則來解決紛爭的利益

競逐來運作，而中立化的法秩序正是這個市民社會的「遊戲規則」 。這種對於

國家跟社會關係的想法，就是所謂的國社分離原則，也就是不以國家權力介入市

民法秩序。在國社分離的想法下，於組織性國家權力的法治國界限外，就會產生

一個「免於國家」的空間，而這空間就是社會所填滿。在這個對於共同善的意志

形成沒有意義的領域內，社會將會顯出「非政治」的特性，社會是一個屬於私人

的區塊。而由這裡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出，為什麼重要的概念法學家都是民法學

者，因為其就是在國社分離的前提之下，他們想要透過建構一個獨立、自主的私

法法律領域，從而在德意志 19世紀的政治情況下，專制君主或君主立憲，通過

獨立、自主的民法來組織起一個非政治的、排除國家干預的（經濟）社會。 

 

3.確保人的（行動）自由 

概念法學主張，法的理念、法的任務就是去確保一個個人意志的獨立支配範

圍。而正是在法（主要是私法）為所有人所公平確保的行動空間中，每個個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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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根據其意志自由的行動，而這個個別的自由領域在法律關係中，就會被視為

是主觀權利，也就是主觀意義下的法，而這個主觀權利就成為（民）法系統的基

柱。（私法）自治的想法就是建立在這樣法律所確保的，個人可以透過其意志（意

思表示）運用其行動自由的人的自由空間之上，法就是這個確認以及確保這空間

所必須者。對 19世紀最重要的「概念法學」者來說，法的理念、法的任務，就

是在於為個人確保一個可以依其意志行動的空間，至於其意志行動的結果在倫理

上是好或壞，就不需要法律來過問，因為這是要由個人的道德理性來處理的問

題，所以可以說，這裡是保障了雙重自由，法律上的自由行動空間以及道德上的

自主發展空間，這個保障自由的想法，正是概念法學法律觀的核心。也正是從這

樣的法的概念出發，概念法學才建構出整套的概念以及（民）法系統。而也只有

理解到這點，我們才可以知道「概念法學」其作為法律建構方法的真正意義，以

及整個學說彙編學說的要只是什麼。 

 

五、反思與結論 

本文主張的是「重訪」概念法學，不是「重返」概念法學，無論如何，概念

法學的這樣直觀的操作方式，的確有可能會造成許多的問題，在現代社會的環境

中，法律的判斷無法只憑藉著概念法學的方法就可以順利的運行。只是我們必須

記得，概念法學背後是有一套法律觀在予以支持，而這套法律觀的理想，在現今

也還是有許多支持者，當我們在批評「概念法學」的時候，其實某種程度也在與

這法律觀進行辯證，也就是說，我們最終還是在談，什麼是法律，這最基本也最

困難的問題，批評者也要注意自身所代表的法律觀究竟是什麼，與概念法學所代

表的法律觀，有沒有揚升成為新的法律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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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台灣法理學會年會「法律思想史」學術研討會 請勿引用  

台大霖澤館 1301會議室 

2013/03/16   

自由、秩序與法律： 

海耶克法治思想初探 

 

莊世同 

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摘要 

 

作為二十世紀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海耶克（Frei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既是重要的經濟學家、政治思想家、社會哲學家

與公共知識分子，同時也是不容忽視的法哲學家。在其經濟、政治、社會及法律

思想中，「自由」（liberty）的概念無疑居於關鍵地位，而「法治」（the rule of law）

更被他視為自由的基礎。此一「法治作為自由之基礎」的法治思想，往往被歸為

形式的（formal）法治理論，因為海耶克主張法治不可包含追求實質資源分配的

社會正義理念，只能以普遍性、抽象性、法律之前的平等、確定性等形式要件作

為法治之要素，以避免因專斷意志而造成人治與極權的狀況再度復甦，嚴重侵害

個人之自由。 

 

在《自由的憲章》一開始，海耶克開宗明義表示：「本書關切的是，盡可能

減少人們在社會中受他人強制的處境（condition），我們將此種減少受他人強制

的狀態，通稱為自由的狀態。」從而，自由作為海耶克整體思想的核心概念，是

與「強制」（coercion）相對立的，它是指：「一個人不受制於另一個人或另一些

人因專斷意志（arbitrary will）而產生的強制狀態，通常也被稱為個人自由或人

身自由的狀態。」強制則是指：「一個人的環境或情況為他人所控制，以致為了

避免更大的惡害（evil），他被迫無法按照自己一貫性的計畫去行動，而是要為他

人的目的去服務。」 

 

對海耶克來說，一個自由的社會，意謂其經濟、政治、法律、道德諸體系對

於人們的強制狀況降至最低，使他（她）們可以依照自己的計畫來安排個人於社

會中的生活。為了實現這種社會生活中的自由，「秩序」（order）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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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必須是一種「自發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才能真正確保自由。海耶

克將秩序區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秩序以希臘字「 taxis」表示，意指人為的

（made）、人造的（artificial）、計畫的（planned）、指導的（directed）、外力產生

的（exogenous）、由上而下的（top-down）秩序，主要是由外在強制的力量所形

成，根據特定目的去設計和建構，可統稱為「計畫性秩序」。相對於 taxis，第二

種秩序以「kosmos」表示，它是一種自我生成的（self-generated）、成長的（grown）、

自發的、由內形成的（endogenous）、由下而上的（bottom-up）秩序，可總為「自

發性秩序」。 

 

「計畫性秩序」既然是少數人刻意設計的產物，其實行端賴由上而下的「命

令」（command）加以貫徹，因而極易招致「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後果。

「自發性秩序」則不然，由於其形成係來自種種複雜的自發性因素，因此屬「強

制不存」的秩序，乃是孕育和保障自由的基礎。準此，一個社會是不是自由的社

會，端視其經濟、政治、法律諸體系共同形成的整體秩序，是屬於或偏向計畫性

秩序？還是自發性秩序？如果是前者，就極易走向大規模經濟干預、擴大政府權

力、強化法律外在強制手段的極權奴役之路。如果是後者，便會朝向減少市場干

預、限制政府權力、發現法律內在自發力量的自由民主社會發展。因此，法律對

於自由社會的塑造，扮演著重要且關鍵的角色，因為社會生活中的經濟、政治、

文化等活動，無一不是透過法律來予以規範，進而形成各活動領域的相關秩序。 

 

從表面觀之，自由與法律似乎是相互對立的兩個概念，蓋自由既是指不受外

在強制的狀態，而法律本身卻是以強制作為主要手段，則法律如何能成為塑造自

由社會的秩序基礎？法律難道不是以強制方式來限制個人自由之最有效的外在

手段嗎？對於這個看似弔詭的問題，海耶克提出其獨到看法。他區別兩種型態的

法律：「立法之法」與「自由之法」。前者以希臘字「thesis」稱之，意指主權者

（the sovereign）以從上到下的強制過程，強加（impose upon）其意志於他人身

上所為的「命令」（command）；後者以「nomos」表示，它是一種演化的（evolved）、

由下而上的、自發成長的法律形成過程，主要來自人們尋求有效協調彼此行動與

和平解決爭端的人類互動關係。 

 

根據「立法之法」與「自由之法」的區分，海耶克指出，英國的普通法傳統，

乃是基於自發性秩序發展成為「自由之法」的範例，因為普通法係以「法官造法」

（judge-made law）為核心要素，經由法官遵循判決先例（precedents）及適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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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原則的方式，尋找與發現符合社會期待和適應時空變遷的普遍性法則，從而普

通法並非人為刻意規劃的產物，而是穿越漫長的歷史時空脈絡，透過法官以調和

及回應人們合理期待的司法裁判，漸進自發地發展成為穩定而有活力的法律秩

序，進而保障個人於社會生活中得以依其規劃追求自己人生目標的充分自由。相

對來說，以主權立法者為中心的法律體制，尤其是歐陸法系重視「制定法」

（statute）的法律傳統，明顯偏向視法律為人為刻意設計之秩序的「立法之法」，

而與「自由」處於對立狀態，蓋制定法是依照主權立法者的特定目的或意圖，透

過由上而下的強制立法過程，將其意志強加在人民身上，即使立法者基於善意而

立法，也難以消除其制定法的強制性、計畫性特質，以及因此對個人自由可能造

成的限制與傷害。 

 

由此可見，海耶克提出「立法之法」與「自由之法」的區別，主要是想捍衛

一個明確的規範性主張，即「自由之法」優於「立法之法」。不過，海耶克並不

否認立法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反倒肯認立法有時具有「修正」（correct）自發成

長之法律秩序的功用。此一修正功能，需要建立在以憲法節制政府（立法）權力

的憲政主義基礎上，特別是美國憲法首創的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制度，以

避免立法機關成為不受限制、專斷獨行、戕害自由的根源。從而，海耶克的法哲

學理論，可說是一種規範性的法理論，他不認為立法之法就是，或者可以窮盡，

真正的法律。真正的法律應該是自發性秩序形成的自由之法，唯有此一法律理念

或法律秩序，才能確保個人自由的充分實現。據此，他進一步提出「法律背後的

規則或理念」（meta-legal rule or idea），作為形塑自由之法與保障自由的真正基

礎，這就是「法治」。 

 

海耶克對法治作出以下定義：「法治….意謂政府的所有行動，須受事先確立

和公布的規則所拘束，這些規則可以使公平明確地預見政府當局在一定環境中會

如何運用其強制性權力，以及使個人基於此一認知而去計畫其個人事務，成為可

能。」根據這項定義，法治乃是形式規則（formal rules）或形式法律（formal law）

之治，它必須具備「普遍性與抽象性」、「周知性與確定性」以及「法律平等性」

三種基本屬性。法治作為追求「法律應該是什麼」的背後原理，不只包括政府行

動合乎法律規定的「合法性」（legality）要件，以及落實權力分立的憲政主義

（constitutionalism）原則，還必須具備這三種法治屬性，方能作為保障個人自由

的基礎。在這個意義下，海耶克的法治觀毋寧主張，自由是由法律所創造的產物，

並非先於法律便已存在的東西。此外，他明確表示，法律（法治）底下的自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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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以法律強制力保護不受他人侵犯之個人「私領域」（private sphere）的自由，

這些私領域的界定，不是來自特定的分派，而是藉由個人仰賴法律使其知悉政府

在不同情況下將有何作為所創造出來的條件，以使每個人都可決定自己所擁有的

領域。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瞭解到，何以海耶克會主張法治是自由的基礎。

首先他從「自發性秩序」與「計畫性秩序」的區分中，推導出自由唯有在自發的、

演化的、成長的秩序中，才能獲得其應有的保障和發展。接著，法律作為社會生

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秩序，倘若偏向主權立法者由上而下制定強制命令的「立法之

法」，將帶來嚴重危及自由的極權主義後果；反之，如果偏向於塑造一個允許個

人依其目的規劃自我生活的「自由之法」，那麼便得以充分孕育和確保個人之自

由。最後，「自由之法」的法律秩序，必須奠基在作為法律背後之原理的法治理

想上，亦即任何法律的制定，皆須符合「普遍抽象」、「周知確定」、「法律平等」

三項法治要素，如此方可明確劃分出個人得以自由規劃人生目標的私人領域，進

而建構以自發性秩序為基礎的自由之法。 

 

Brian Tamanaha 認為，海耶克的法治思想反對將實質平等與分配正義視為法

治之要素，以防止社會主義者推動資源重新分配的措施，而假法治之名侵蝕自由

民主的基礎，因此屬於形式的法治理論（formal theory of the rule of law）。然而本

文以為，海耶克的法治思想是否如一般看法所指，屬於形式的法治理論，是有待

商榷的，因為在其看似一貫的法治思想中，實際上隱含了三個有待進一步深入討

論的問題。首先，海耶克的自由觀，是否如他自己所言，只是一種消極性的觀點？

倘若其自由觀事實上帶有積極性內涵，也就是蘊含柏林所說，一個人希望能夠做

自己的主人的積極性意義，如此是否會危及海耶克法治思想的形式性格？ 

 

第二個重要問題是，自由與平等的關係。海耶克所謂法律之前平等的法治屬

性，固然是希望藉由法律平等適用於所有之人的要求，打造一個在法律底下，不

會因同一條法律有不同適用標準而使某些人的自由蒙受不合理的強制，以及，當

法律不得不對其適用對象做出區別時，必須內在與外在於這項區別的雙方都肯認

該區別的「正當性」，如此才不會違反平等性的法治要求。這個看似合理的說法，

實有不少值得深思之處。例如，禁止未成年人購買菸酒的法律規定，如何證立這

是雙方都同意的區分（即成年人與未成年人都同意，未成年人依法不得購買菸

酒）？還有，此一法律差別對待的正當性，是什麼？誰有權作這個正當性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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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 最後，由於海耶克主張法治是「法律背後的原理」，而法治又有其基本屬

性，也就是三種形式屬性，我們可以說，作為政治理想、法律背後原理的法治理

念，乃是指其「形式性」（formal character）。換言之，形式性是在滿足表面合法

性條件的立法之法的背後，必要的基本前提或共同原理。如此一來，法治的形式

性，豈不帶有特定的指導性、計畫性、目的性、甚至強制性的色彩？這難道不會

與其宗旨，即提供足以保障促進自由的自發性秩序基礎，發生齟齬？ 

 

德沃金（Ronald Dworkin）在《至上美德》（Sovereign Virtue）一開頭說道：

平等關懷是政治共同體的至上美德（Equal concern is the sovereign virtue of 

political community），政府如果沒有對其所統治支配以及要求效忠的全體公民的

命運給予平等關懷，這樣的政府是不具正當性的。這段話表達一項明確主張：「平

等」（equality）是政府統治權力的正當性根據，而政府統治權的行使，需要透過

「法律」來加以落實，從而，平等作為政治共同體的至上美德，毋寧是法律之治，

也就是「法治」的至上美德。相對於德沃金，「自由」則是海耶克古典自由主義

理論的至上美德，他認為一切經濟、政治、法律等制度，都應該為了保障自由、

實現自由而存在，即使是法治的政治理想，雖然被海耶克推崇為自由的基礎，但

歸結到底，也是因為自由才使其享有崇高地位。如則，法治究竟是要追求自由或

者平等？還是有其他更為重要的價值，例如正義（justice）或共善（common 

good），才是法治應該體現的至上美德。這個問題，長久以來一直是許多偉大法

政哲學思想家試圖解答的共同難題，而本文對海耶克法治思想所作的初步探索，

僅止於從法律思想的研究角度，呈現其法治思想的發展脈絡與主要論述，並無能

力處理這個難題。至於最後提出的三個問題，則有待專文再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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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臺灣法理學年會/ 2013 年 3 月 16 日 

 

基進的年代： 

美國第二波女性主義與麥金儂的宰制理論/行動 

（長摘要版） 

 

陳昭如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那是個激昂的年代。1970 年代的美國，歷經聯邦最高法院於 1955 年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廢除教育上的種族隔離，詹森總統於 1964 年簽署了民權法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禁止基於種族、性別、宗教與原國籍的勞動歧視，民

權運動正方興未艾，美國的第二波婦運涉入法律改革的行動，也達到了歷史上的

高峰。就在 1972 年，自從 1920 年代以來婦運爭取已久的聯邦憲法修正案，亦即

在憲法中增列性別平等條款的平權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簡稱 ERA）

獲得國會的通過，送交各州議會討論是否批准。就在同一年，現任美國聯邦最高

法院法官、時任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的 Ruth Bader Ginsburg 也開始主持美國

民權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Rights Union，簡稱 ACLU）的女權計畫（Women’s 

Rights Project），開始系統性地透過訴訟來推翻法律上的性別歧視、並建立憲法

上的性別平等審查。 

在那個翻轉秩序的基進年代，婦運的法律改革行動也開始邁向進一步的理論

化。廢除性別差別待遇的行動催生了自由女性主義（liberal feminism，又稱 equal 

treatment feminism,即平權女性主義），而對於自由女性主義的反省與對於法律上

男性宰制的深刻批判，又再萌生了文化女性主義（cultural feminism，又稱 relational 

feminism，即關係女性主義，或 difference feminism，即差異女性主義），以及宰

制論女性主義（dominance feminism，又稱 radical feminism，即基進女性主義）。

1970 至 1980 年代的自由女性主義、文化女性主義與宰制論女性主義，被稱為三

大（big three）女性主義法學理論，成為下一階段女性主義法學理論發展的基礎、

同時也是批評與對話的對象。 

第二波婦運中的女性主義法學理論家迄今仍影響深遠，其中，開創宰制論的

凱瑟琳‧麥金儂（Catharine A. MacKinnon）不僅被認為是最具影響力的女性主義

法學家，也是英語世界中最常被引用的法學者之一。麥金儂將自己的研究稱為「涉

世的法學」（engaged scholarship），亦即作為行動的學術（scholarship as action）：

實際去「做」、而不是只「談論做什麼」(talking about doing it)。身兼學者與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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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的她，從訴訟到立法，她的行動創造了驚人的改變，而性騷擾成為美國民權

法的一部分、並影響世界各國的性騷擾立法，可說是最著名的成就之一。她的行

動也在婦運內外燃起了戰火，與基進女性主義者 Andrea Dworkin 所一同推動的

反色情法案不只激發婦運的內戰，接連遭到 Minneapolis 市長的否決與聯邦最高

法院在 American Booksellers Ass’n. Inc. v. Hudnut 一案將之宣告違憲，也招來婦

運圈外的自由主義者如 Ranold Dworkin 的猛烈抨擊。在 1970 至 1980 年代的美

國，麥金儂可以說是最具公眾性的女性主義法學者，並且持續到 1990 年代之後，

她不只被評選為美國五十個最具影響力的女性法律人之一，還被媒體封為「明星

學者」（celebrity scholar）。 

身為耶魯大學法學與政治學博士，法學院畢業兩年即出版創造性騷擾法理論

的經典著作，麥金儂在學界應該是一路順遂得意。事實正好相反。她進入學院的

路途是少見地崎嶇坎坷，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後在美加各大學間流浪十餘年，直

到 1989 年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aw School 決定聘任她為終身職教授，此時她

已 41 歲。麥金儂的奇幻之旅還不只是覓得教職的坎坷。她所遭遇的批評攻訐也

是前所未有，並且跨越女性主義圈內外。因為反對她和 Andrea Dworkin 所推動

的反色情法案，女性主義者組成了「女性主義反言論檢查團隊」（Feminist 

Anti-Censorship Task Force，簡稱 FACT）並且提出法庭之友意見書與之抗衡。人

們指控她將所有的性都當成是強暴（all sex is rape），著名的評論作家與哲學家

Carlin Romano 甚至以「假定我想要強暴麥金儂」做為開頭、以一段幻想強暴麥

金儂的虛構敘事作為結尾來評論麥金儂的 Only Words 一書，聲稱這是為了要測

試麥金儂「色情言語等同於性行為」的論點，還堅稱麥金儂擁有明星的權力（star 

power），因此是不可能被嘲笑的。 

時至今日，種種有關性的爭論仍然纏繞著麥金儂。反性（anti-sex）、受害者

女性主義（victim feminism）、大理論（grand theory）、本質主義（essentialism）

等標籤，讓這個在基進的年代誕生的基進理論陷身於保守的濃霧之中，也是新三

大女性主義法學理論的主要標靶之一：多元交織女性主義法學（intersectional 

feminism）批評宰制論忽略種族/族群與階級等壓迫與性別壓迫的交錯關係、自主

女性主義（autonomy feminism）指責宰制論把女人皆視為被害者而忽略女人的主

體能動性、後現代女性主義抨擊宰制論誤將被建構的多元現實本質化為單一真

實。昔日的基進，是否已不再基進？本文的目的，就在於檢視宰制論之理論生成

的美國第二波女性主義脈絡，澄清宰制論的核心論點與貢獻，並主張在那秩序翻

轉的年代所誕生的宰制論，於新自由主義盛行的今日仍然基進。本文將著重於說

明麥金儂宰制論的主要貢獻與影響之一：開創平等的新定義，並澄清對宰制論「反

性」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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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自由女性主義和文化女性主義相互對話而成長的宰制論，其所處的年代正

是自由女性主義的法律改革獲致了一定的成果、但也面臨侷限的時候。1970 年

代 Ruth Bader Ginsburg 所主導的女權計畫，旨在打破性別刻板印象並挑戰性別差

別待遇，催生了一系列的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包括首次將美國聯邦憲法增補條款

第十四條用以進行性別平等審查、採用寬鬆審查標準（rational scrutiny）的 Reed 

v. Reed（404 U.S. 71, 1971）（宣告 Idaho 州規定遺產管理由父親優先的法律違

憲）、採用嚴格審查標準的 Frontiero v. Richardson(411 U.S. 677, 1973)（宣告女性

軍人必須證明配偶是依賴者才能獲得配偶福利、但男性軍人不用的規定違憲），

以及採用中度審查標準（intermediate scrutiny）的 Craig v. Boren (429 U.S. 190, 

1976)（宣告 Oklahoma 州規定女性飲酒年齡低於男性的規定違憲）。除了鎖定形

式上的性別差別待遇（不論該差別待遇是否看似優惠女性）之外，Ginsburg 還主

導了一個訴訟策略：利用男性原告以爭取法院認同。 

 1970 年代可說是自由女性主義挑戰性別差別待遇大勝利的年代，對於當時

處處充滿性別差別待遇的美國法律制度來說，自由女性主義追求相同待遇的主張

可是很大的衝擊。但與此同時，矛盾卻也逐漸增生，那就是如何看待性別差異。

在 1974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Geduldig v. Aiello（471 U.S. 484, 1974）一案中

表示，加州的身障福利排除懷孕並不違憲，因為懷孕歧視並非性別歧視。1978

年，國會則通過懷孕歧視法（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Act of 1978，簡稱 PDA）

來禁止懷孕歧視，但仍未止消爭議，1987 年，加州的一宗雇主主張加州依據 PDA

而制定要求雇主提供無給產假並需接受女員工在生產後回來工作的規定違憲的

案件引發了女性主義陣營的內訌，ACLU 與最主要的婦運團體之一 NOW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和雇主站在同一邊，認為給女人特殊待遇是

一種歧視；而另一群婦運團體則主張特殊待遇合理的，唯有如此女人才能在職場

上和男人公平競爭。最後，聯邦最高法院認定該法合憲。另一個激發婦運激烈論

辯的，是從 1979 年到 1986 年的 EEOC v. Sear, Roebuck and Company 訴訟，依據

民權法所設立的 EEOC（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主張 Sears

有性別歧視，因女性集中於較低薪資且較低階的百貨販售部門，Sears 則主張這

種性別區隔現象是因女性的興趣與特質使然。最終 Sears 獲得勝訴。 

 環繞著懷孕與女性特質的討論，是有關平等定義的爭辯：平等究竟意味著相

同待遇（等者等之），或者也包括合理的差別待遇（不等者不等之）？如何看待

性別差異成為女性主義爭辯的核心議題：自由女性主義強調相同待遇，而文化女

性主義則強調重視女性特質的差別待遇。宰制論在此爭辯中殺出一條新路。早在

1979年的Sexual Harassment of Working Women: A Case of Sex Discrimination一書

中，麥金儂便將平等區分為兩種取徑：差異論（difference approach）與不平等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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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quality approach）。差異論是指前述的兩種取徑：平等即是相同待遇（自由

女性主義），或平等是合理的差別待遇（文化女性主義）。不平等論則是日後稱為

宰制論的理論前身，Feminism Unmodified: Discourses on Life and Law （1987）

與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1989）將宰制論的論點發展得更為成熟。

麥金儂認為，將平等視為相同待遇或差別待遇的問題，表面上看似是兩種不同的

理論，實質上是相同的：相同性的標準要求女人跟男人一樣，而差異性的標準則

主張女人和男人不同，但都採用了男性標準（=中性標準）來衡量，因此將二者

稱為「差異論」。在麥金儂來看，性別中立（gender neutrality）是將男性標準等

於客觀性的迷思，而強調女性差異也未豁免於此，因為女性差異仍就是被男性標

準所界定的。在她和文化女性主義的代表人物 Carol Gilligan 的一場著名對話中，

麥金儂質疑 Gilligan 所稱女人的「不同的聲音」，是被父權的大腳踩在喉嚨上的

女人掙扎所發出的聲音。因此，肯定差異就是肯定女人的無權（powerlessness）。

而利用為男人爭權來為女人爭權，更被麥金儂視為只能嘉惠少數優勢女性的自由

女性主義失敗之舉。 

 有別於差異論，麥金儂主張性別不是差異問題，而是權力問題，因此將自己

的理論稱為「宰制論」：重點不在女人與男人相同或不同，而在於宰制與從屬的

權力關係。由此而發展出的平等理論，一般稱為實質平等（substantive equality）。

在憲法的平等審查上，相對於實質平等的形式平等論（formal equality）著重類

似性的檢驗（similarity test），而實質平等則重視不平等權力關係是被維繫或者改

變。相較於執著於是否存在有嫌疑分類（suspect classification）、分類是否合理的

美國憲法平等審查，加拿大的憲法平等審查更加接納了麥金儂的理論。她為加拿

大的女性主義法律改革團體 LEAF（Women's Legal Education and Action Fund）

撰寫了參與加拿大首個適用憲法性別平等規範訴訟：Andrews v. Law Society of 

British Columbia（[1989] 1 SCR 143）之意見書，闡述加拿大自由與權利憲章第

十五條所規定的平等應該被解釋為實質平等，主張該條的目的是為了改善歷史上

弱勢群體的處境，而該意見書為法院所採納，在該判決中，法院認為類似性檢驗

（檢驗處境類似者是否被相同對待）是有問題的，它可被用以合理化希特勒的行

為（因為所有的猶太人都被相同對待），也可被用以合理化美國的種族隔離政策

（因為所有的黑人都被相同對待），因此不是用以判斷平等權是否遭侵犯的適當

標準。由於憲章第十五條內嵌了種族與性別等歧視的歷史，因此應該採用對脈絡

敏感的檢驗方式，憲法所禁止的差別待遇限於「涉及偏見或不利益」的差別待遇，

而且還要求法律與政策必須要積極地促進平等才足以合憲。 

 如今，中性標準實為男性標準、法律上的客觀性實為男性性、客觀權利是男

性經驗的中性化等主張，已成為女性主義法學研究中耳熟能詳的論述，而實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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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論更為諸多研究者所擁抱。強調多元交織性的女性主義即便批評宰制論忽略了

女性內部的差異，也仍同意（白人）男性標準被當成客觀性的論點。麥金儂認為，

重點不在於女人彼此之間有多麼的不同（確實是有所不同），而在於我們都被不

屬於我們的標準所界定。換言之，壓迫形貌與經驗的差異，並不取消女性做為被

宰制群體的位置事實。因此，多元交織女性主義對於宰制論的批評，有助於強化

宰制論的理論細緻度與對差異經驗的回應，但並未完全推翻宰制論的論點。 

 相較於宰制論的平等觀的廣泛影響與被接納，宰制論在性議題上的主張則遭

到諸多撻伐與污名化。自由女性主義強調機會平等與經濟不平等，宰制論則認為

性（sexuality）是不平等的核心，女人的次等性，就建立在性的次等性：男人幹

女人＝主體+動詞+客體（Men fucks women; subject verb object），可被幹性

（fuckability）界定了女人的存在。她說：「女性性意指女性特質，而女性特質就

是對男人的吸引力，也就是性上的吸引力，亦即從男性觀點界定的性之可利用

性。好女孩是『吸引人的』，壞女孩是『挑逗的』。性別的社會化就是女人將自己

視為性物、為男人而存在之物的過程」。從這段話大約不難推想出宰制論所招致

的批評：將女人全稱化為性物、將性等於異性戀的性。這樣的批評既誤解了宰制

論的論點，也不構成有效的批評。 

 宰制論所談的男性或女性，是指其所處的社會位置，所分析的是被權力所界

定的社會關係。異性戀之外的性認同或實踐的存在與所面臨壓迫型態的差異，並

不足以推翻宰制論的論點，因其所批判的正是異性戀所打造的社會位置關係，所

強調的男性宰制是異性戀宰制結構。車展的 show girls 可以認為自己在展演性、

實踐性自主，但無法左右看展宅男們客體化的凝視，即便出現 show boys 也並不

改變這點。而在第二波女性主義強調中性化的浪潮中，有些自由女性主義者區分

性與暴力，認為性與暴力是兩回事，因此強暴是一種暴力而非性，而在強暴法的

改革上則推動將法律中性化，並且強調自由意願的重要性。相較於此，麥金儂認

為性本身可以是一種暴力（性化的暴力），性是在不平等的結構條件下發生，而

且在強制的條件下，意願是可疑的，在強暴法中並列強制力與意願的要件更是一

種自我矛盾。但是，這樣的主張不等於認為所有的性都是強暴（因為女人毫無自

主性可言、只是被界定的性物）：認為難以區分自主的性與被迫的性，並不表示

自主的性與被迫的性是同一回事。也必須注意的是，宰制論並非認為性議題優先

於經濟問題，而是認為性與經濟不平等不可分。這由宰制論鎖定職場上的性騷擾

議題就可得知：女人在性上的從屬性，同時也就造成了其在經濟上的從屬性。

 宰制論並非反性，而是反性壓迫。當強暴持續是對女性的暴力，當性騷擾仍

舊是女性生活中的現實，即便現實是差異化的，宰制論的論點仍有其解釋力。宰

制論在性議題上所遭受的挫敗，或許正說明了男性宰制機制之難以撼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