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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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之目的在於探究海耶克法治思想的核心理念及其論述理路，嘗試剖析他

如何論證自由、秩序、法律三者之間的關係，進而建構其深具古典自由主義思想

特色的法治理論。第二節首先介紹「自發性秩序」（spontaneous order）與「計

畫性秩序」（designed order）的區分，以及海耶克如何論證自由與秩序之間的密

切關連性；第三節概述另一重要區分，即「自由之法」（the law of liberty）與「立

法之法」（the law of legislation）的區別，深入檢視其法律思想的核心內涵；第四

節探討海耶克基於自發性秩序與自由之法的主張，對自由與法治所作的理論闡述；

最後，結論部分將指出其法治思想中幾個有待進一步檢討和反省的問題。 

 

關鍵詞：海耶克、法治、自由、秩序、法律、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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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This is what we believe!」（這就是我們所相信的！）這是 1975 年夏天，當

時甫出任英國保守黨黨魁的柴契爾夫人（Lady Margaret Thatcher），在保守黨內

部與其同黨對手進行激烈的政策辯論時，突然間從公事包裡拿出一本厚重的書，

猛然把它往桌上一擺，隨即脫口而出的一句話。這本書，就是海耶克自由主義思

想的經典之作，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自由的憲章）1。（Feser, 20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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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耶克自由主義思想的形成背景，主要來自兩個重要的思想傳統：奧地利經

濟學派（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與英國古典自由主義（the British 

Classical Liberalism）。前者影響他以自由為核心概念，在「市場經濟」的研究上，

基於「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倡導「自由市場」

理論，並嚴厲批判從「全體主義」（universalism）或「集體主義」（collectivism）

的不同方法論立場，發展出來的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理論。2至於後者，主要

展現在他「輝格主義」（Whiggism）的思想特色上，強調以普遍性的法律來限制

政府權力，不僅排拒源自 17 世紀法國的「理性自由主義」（rational liberalism）

傳統，同時也反對 19 世紀以邊沁（Jeremy Bentham）、彌爾（John Stuart Mill）

為首的「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思想。3 

                                                      
1
 亦有將本書書名譯為《自由的構成》，見石元康，1999：76，或《自由秩序原理》，見鄧正來，

1997。本文採用周德偉的書名翻譯，見周德偉，1990。 
2
 有關奧地利經濟學派對海耶克思想的深入影響，可參考 Caldwell, 2006: 13-33，以及何信全，1988：

16-18。 
3
 海耶克曾言，他是「一位永不悔改的老輝格」（an unrepentant Old Whig），而且堅決否認自己

是保守主義者（conservative）。（何信全，1988：3）這種輝格主義的思想特色，可說是承襲自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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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目的在探討海耶克法治思想的核心理念及其論述理路，嘗試剖析他

如何論證自由、秩序、法律三者之間的關係，進而建構其深具古典自由主義思想

特色的法治理論。第二節首先介紹「自發性秩序」（spontaneous order）與「計

畫性秩序」（designed order）的區分，以及海耶克如何論證自由與秩序之間的密

切關連性；第三節概述另一重要區分，即「自由之法」（the law of liberty）與「立

法之法」（the law of legislation）的區別，深入檢視其法律思想的核心內涵；第四

節探討海耶克基於自發性秩序與自由之法的主張，對自由與法治所作的理論闡述；

最後，結論部分將指出其法治思想中幾個有待進一步檢討和反省的問題。 

 

二、 自由與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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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ate of liberty or freedom）。」（海耶克，1960：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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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 freedom）或人身自由

（personal freedom）的狀態。」（海耶克，196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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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耶克，1960：19）4

此一強調自由乃去除強制之狀態的觀點，與柏林（Isaiah Berlin）主張「消極自由」

（negative liberty）的看法相當接近5，而海耶克自己也同意，他的自由觀偏向一

                                                                                                                                                        
克（John Locke）以來，強調自然（nature）與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的英國傳統的自由

主義思想。重視自然的觀念，使海耶克發展出自發性秩序的理論，而憲政主義的主張，則讓他在

「有限政府」與「權力分立」的自由主義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以法治作為自由之基礎的理論。有

關海耶克古典自由主義思想背景的深入介紹，請見 Kukathas, 2006：182-186；何信全，1988：19-27。 
4
 海耶克對「自由」與「強制」所作的界定，本文主要參考石元康的中譯，並作一些譯文上的調

整，見石元康，1999：77。此外，中文的「自由」一詞，可以分別指稱英文的「freedom」與「liberty」

這兩個字；何信全指出，前者的意義較為抽象，容易遭到濫用，後者較為具體，經常以單複數

（liberty/liberties）的表達方式來列出自由的清單，故不易被曲解，見何信全，1988：74。雖然

海耶克表示自己較偏好使用 freedom 這個字，不過由於 freedom 與 liberty 在意義上尚無被廣為

接受的區分，因此他將兩者視為可以互換使用的概念，本文亦從之，見海耶克，1960：366 註 1。 
5
 柏林對消極自由的看法，主要是從一個人的行為是否受到限制以及受到多大限制的「消極面向」，

作為判斷他是自由或不自由的，見柏林，1969：122-123。另見石元康，19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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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消極性的概念。（海耶克，1960：18） 

 

對海耶克來說，一個自由的社會（a free socie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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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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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為：「一種事態。在這個事態中，各種不同的

眾多要素相互關連起來；由對在整體中佔有某些時、空的部分的認識，我們可以

建立起對於其他部分的正確預期，或者，起碼是一種極有機會被證明是正確的預

期。」（海耶克，1982 I：36）6同時進一步將秩序區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秩序

以希臘字「taxis」表示，意指一種人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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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源頭通

常來自某一個人或某一些人的意志，典型的例子如「作戰的秩序」（an order of 

battle），便是由統帥刻意設計領導的秩序，我們可將其統稱為「計畫性秩序」（the 

planned order）。相對於 taxis，第二種類型的秩序，則以希臘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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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形成主要依賴各種複雜的規

則、關係以及人類互動，並非基於任何特定目的之有意設計或規劃的結果，例如

「語言」（language）即是，我們可總稱這類秩序為「自發性秩序」。（海耶克，

1982 I：37；Skoble, 2006：173） 

 

「計畫性秩序」既然是少數人刻意設計的產物，往往構成組織（organization）

的秩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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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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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以抽象性質的理論才能認知，且無任何外

在特定目的之有意創造，因此屬「強制不存」（the absence of coercion）之自由

的秩序。（海耶克，1982 I：38-39）海耶克認為，計畫性秩序與自發性秩序的區

別，首先在經濟領域中劃分了「計畫經濟」（planned economy）與「市場經濟」

（market economy）的不同，前者以集中的計畫機構一手擘劃國家社會的經濟發

展，試圖追求社會正義、平等、安全等遠大理想，後者篤信市場本身便有自我調

控之機制，如同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說的「看不見的手」（the invisible hand）

                                                      
6
 上述中譯，主要參考石元康的翻譯，見石元康，199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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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無須藉助外力干預便可自發地形成有秩序的自由經濟市場。其次，在政治

與社會領域方面，計畫性秩序容易造成為追求社會主義理想而嚴重侵害個人自由

的極權國家，自發性秩序則是保障個人最大自由之自由民主國家的基礎。最後，

在法律的領域中，計畫性秩序通常反映主權立法者由上而下刻意設計指導的「立

法之法」（the law of legislation），自發性秩序則展現一種由下而上自然產生約束

力的「自由之法」（the law of liberty），前者代表人為有意的造法，將法律當作為

達某種專斷意志之目的的手段或工具，進而易淪為「人治」（the rule of men）之

法；後者表彰法律乃是被發現出來與自發形成的重要意涵，如此方能確實保障和

實現個人自由，充分展現「法治」（the rule of law）的精神。7 

 

「自發性秩序」作為孕育和保障自由的基礎，如上所述，具有複雜性、抽象

性、非基於特定目的之有意創造等三種特質；相對的，「計畫性秩序」就顯得單

純、具體，且為目的導向的刻意設計。準此，依照海耶克的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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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社會中自由與秩序的關係，可能顯現嚴重限制及侵害個人自由的負面結

果，也有可能展現充分保障和實現個人自由的正面前景，一切都取決於形塑該社

會的整體秩序，是否主要建立在由下而上、自發生成的秩序基礎上。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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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自由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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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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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海耶克的整體自由主義思想，可在其 1944 年出版的《到奴役之路》一書中窺其全貌，特別是

該書第 1 至 7 章，完整論述他對於以計畫性秩序為藍本的經濟、政治、社會及法律各方面的發展，

極可能導致社會主義、全體主義與極權主義的可怕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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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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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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interaction）關係。（海耶

克，1982 I：94 , 124；Skoble, 2006：171-172）依此，對應前述「taxis」（計畫性

秩序）與「kosmos」（自發性秩序）的區分，由於「thesis」主要反映主權者或統

治階層的利益，因此往往會形成「taxis」，也就是人為的、計畫性的、強制性的

法律秩序，而「nomos」主要反映關於正當行為的一般性規則（general rules of just 

conduct），從而屬於「kosmos」，亦即非人為的、非刻意設計的、漸進成長的自

發性法律秩序。 

 

根據「thesis」與「nomos」、「立法之法」與「自由之法」的區分，海耶克進

一步指出，英國的普通法（common la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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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cial rulings），漸進自發地發展成為穩定而有活力（stable and vit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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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耶克，1982 I：94-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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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耶克，1982 I：124-127） 

 

海耶克以英國普通法作為「自由之法」的典範，不無可議之處。John Hasnas

便提出批評指出，海耶克混淆了「普通法」與「習慣法」（customary law）這兩

個不同概念，以致削弱了他捍衛「自由之法」的規範性主張。Hasnas 認為，以

法官造法為中心的普通法傳統，係立基於「先例拘束原則」（stare decisis）的形

式規則上，要求法官本於尊重判決先例的前提進行司法裁決，此一過程絕非發現

客觀中立之正當行為規則的自發性過程，而是如同主權立法者的立法過程一般，

無法避免法官以其偏見或階級利益進行裁判之人為有意的造法過程；相形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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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法才是真正由下而上、為求解決爭端與尊重個人權利而自發演進的「nomos」。

（Hasnas, 2004：98-109）然而，誠如 Aeon Skoble 所言，海耶克雖未注意到普通

法與習慣法的區別，以致弱化了《法律、立法與自由》一書想要發展的整體論述，

不過仍然無損於他區分「立法之法」與「自由之法」的初衷，堅持作為自由之法

的 nomos，才是真正尊重自由的法律秩序，而基於「天真的建構主義」（naïve 

constructivism）所形成的 thesis，則有可能對自由帶來強制與傷害。（Skoble, 2006：

17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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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需要注意的是，

海耶克並不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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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耶克，1982 I：88-89）此一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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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耶克，1960：158-163）除此之外，立法之所以

有其一定價值，實與另一組法律類型的區分有關，那就是「公法」（public law）

與「私法」（private law）之別。海耶克強調，公法是有關「政府組織之法」（the 

law of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性質上偏向 thesis，私法則是有關「正當行為

之規則」，也就是 nomos；前者旨在為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服務，後者雖

允許個人以其行動追求自己之目標，但最終仍是為了普遍利益（general interest）

而服務。（海耶克，1982 I：133） 

 

總而言之，海耶克的法哲學思想，是以「自發性秩序」所形成的「自由之法」

作為核心法律理念。此一法律觀不僅排拒一切形式的法實證主義理論，蓋實證法

學支持法律為立法者意志之產物的謬誤論點（海耶克，1982 I：73），同時也對自

然法思想有所忌憚，特別是 17 世紀理性主義（rationalism）思潮下的「理性法」

（the law of reason）理念，因其同樣宣稱法律為完美理性之建構與設計。（海耶

克，1982 I：21）從而，奠基於自發性秩序的法律觀，不啻是一種演化性

（evolutionary）的法律觀，此與薩維尼（F. C. von Savigny）主張法律乃有機生成

之民族精神產物的歷史法學觀點相當接近。事實上，海耶克曾引用薩維尼的一段

話，稱許其法律觀為自由之法的觀點，而他自己也將致力於回復（recover）此一

消失已久的法律觀，並將法律視為「自由的科學」（the science of liberty），也就

是以法律作為自由之基礎，建立一個追求法律底下之自由（freedom under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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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海耶克，1960：130）8這個理想，就是法治的政治理想（the political ideal 

of the rule of law）。 

 

四、 自由與法治 

 

到目前為止，本文概略介紹了海耶克以自由為核心理念的法律思想，主要依

循「計畫性秩序」（taxis）與「自發性秩序」（kosmos）、「立法之法」（thesis）與

「自由之法」（nomos）、「公法」（政府組織之法）與「私法」（正當行為之法）

這三組概念的區分，耙梳海耶克如何論述作為自由之基礎、自由之科學的理想法

律理念。就此來看，海耶克的法哲學理論，可說是一種規範性的法理論（normative 

legal theory），因為他不認為立法之法就是，或者可以窮盡，真正的法律。對他

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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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言之，法律，就其作為自發性秩序的規

範性意義來說，毋寧是維繫自由的必要條件，因此，為了達到形成自發性法律秩

序的規範性目的，進一步提出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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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其理論上的必要性與必

然性。這個法律背後的規則或理念，正是所謂「法治」。 

 

法治作為自由的基礎，可說是海耶克古典自由主義法律思想的中心論旨

（central thesis）。對於這個重要的政治理想，他作出以下的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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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耶克，1944：72）9根據這項定義，法

治底下的政府，將可避免個人的努力不會因個別行動的影響而徒勞無功；亦即，

法治有助於讓每個人能夠明確預測政府的行動，並依此預測來規劃個人的事務；

這樣的法治理念，乃是一種形式規則（formal rules）、形式法律（formal law）的

                                                      
8
 海耶克引用薩維尼的一段話是：「法律即是這樣的規則，由於它，一個難以劃分的界線被確立

下來，在此範圍內，每一個人的存在及其活動都獲得了一個安全且自由的領域。」（The rule 

whereby the indivisible border line is fixed within which the being and activity of each individual 
obtain a secure and free sphere is the law.），見海耶克，1960：130。這段話的中譯，主要參考石

元康的翻譯，同時也作了一些調整，見石元康，1999：80。 
9
 原文如下：「Rule of Law….means that government in all its actions is bound by rules fixed and 

announced beforehand—rules which make it possible to foresee with fair certainty how the authority 
will use its coercive powers in given circumstances and to plain one’s individual affairs on the basis of 
this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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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理念。（海耶克，1944：73-75） 

 

作為形式規則/形式法律之治，海耶克主張法治必須具備以下三種基本屬性

（海耶克，1960：182-184）10： 

 

1. 法律是普遍、抽象之規則（general, abstract rules），指涉未知之情況，同時不

對特定的人、地、物作出指涉，且其效果永遠是前瞻的（prospective），絕不

溯及既往（never retrospective）。 

2. 法律是周知且確定的（be known and certain），如此才能使個人對未來行為有

所預期，知所遵循，並促進一個自由社會之平穩有效的運行。 

3. 法律之前的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指法律應平等地適用於所有的人，

而且當法律不得不作出區分時，只要內在與外在於這項區分的雙方都肯認該

區分的正當性（legitimacy），就不會危害法律之前的平等。 

 

以上三種屬性，即「普遍性與抽象性」、「周知性與確定性」以及「法律平等

性」，被海耶克視為有關「法律應該是什麼」（what the law ought to be）的「法

律背後的原理」（meta-legal doctrine）11或「政治理想」。（海耶克，1960：181）

所謂「法律背後的原理」，是指法律背後的原則（meta-legal principles），這些原

則構成法治的真正意涵，除了三種法治基本屬性外，也包括與這些屬性相關，或

是可從這些屬性衍生出來的重要原則，例如「無法律即無犯罪與刑罰」（nullum 

crimen, nulla poena sine lege）的罪刑法定原則。 

 

海耶克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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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必須具備前述三種法治屬性，如此方能

作為保障個人自由的基礎。對他而言，真正的法治，真正的自由之法，絕非如法

實證主義者僅重視「合法性」，完全忽視法律可能賦予政府無限權力，以致招來

侵犯個人自由的不幸後果；同時，法治的要求也比憲政主義的權力分立原則涵蓋

得更多，它要求法律必須普遍、抽象、周知、明確以及平等適用。（海耶克，1960：

                                                      
10

 石元康與何信全都曾對這三種法治基本屬性作過詳細分析，頗值參考，見石元康，1999：80-82；

何信全，1988：115-116。本文在此僅作概要說明，主要是將討論重點放在這三種屬性的「形式

性」特質，以及該特質如何作為法治理想的「法律背後的原理」（meta-legal doctrine）這個問題

上。 
11

 亦有將「meta-legal doctrine」翻譯為「超立法原理」（何信全，1988：132），或者「後設法律

的理論」（石元康，199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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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換言之，法治作為法律背後的原理或理想，其核心不可或缺的要素，並非

「合法性」與「憲政主義」，蓋兩者都可能姑息或放任立法權不受限制而造成對

自由的危害，唯有具備前述三種屬性，法治才能真正確保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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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海耶克明確表示，法律（法治）底下的自由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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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gn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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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s），以使每個人都可決定自

己所擁有的領域。（海耶克，1960：20）這些條件，正是法治的三個基本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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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結語：有待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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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mahana, 2004：71）就這點來說，海耶克的法治觀的確帶有強烈的形式色彩，

因為他所主張的三種法治屬性，皆為不具實質內容的形式要件，同時也如 Raz 所

言，本質上是一種為避免發生專斷權力之危害的「消極價值」（negative value）。

（Raz, 1979：2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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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海耶克的自由主義理論，強調自由的基礎在於法治，而法治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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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滿足立法之法的「合法性」條件，也不以建立憲政主義分權原則為已足，還

要以三種形式屬性建置和劃定屬個人自由範圍的私人領域，進而得以發展出由下

而上的自發性秩序，如此所形成的法律秩序或法律體系，才是真正可以作為自由

之基礎的法治社會。這個看似一貫的法治思想，實際上隱含了以下三個有待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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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969：131），如此是否會危及海耶克法治思想的形

式性格？亦即，如果這個積極自由的觀點確實可從其論述中找到憑據12，進而指

出海耶克的法治思想，並不像一般認為那樣的形式化，反而帶有相當程度的實質

法治意涵，也就是帶有必須保障某種實質意義之自由的意涵，如此是否會對其法

治思想造成強大挑戰？ 

 

第二個重要問題是，自由與平等的關係。討論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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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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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則有不少值得深思之處。「誰」有權

力來決定內外在雙方都肯認某個區別？再者，該區別之「正當性」的意涵，如何

以及由誰來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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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這

些有關法律平等性的爭議，莫不涉及到實質的規範性判斷，如果難以從海耶克主

張的自發性秩序的論述中，找到足以合理證成其判斷依據與判斷來源的立論，那

麼法律平等性非但無法保障自由，反倒會成為有權對區別之正當性意義做出詮釋

與判斷的人，利用它作為迫害自由的工具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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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可以進一步說，作為政治理想、法律背後原理

                                                      
12

 石元康對於海耶克自由觀所隱含的積極性意義，作過相當深入的分析與檢討，見石元康，1999：

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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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治理念，就是指其「形式性」（formal character）。換言之，形式性乃是在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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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它，政府僅是暴政（tyranny），而當國家的財富分配

極為不平等時，即使在富裕繁榮的國家，其平等關懷的美德也會受到質疑，因為

財富分配是法律秩序的產物，每一位公民的財富大多取決於共同體所制定的法律，

其中不僅包括規範所有權、竊盜、契約、侵權的法律，也包括福利法、稅法、勞

工法、民權法案、環境管制法等法律；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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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workin, 200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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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提出的三個問題，則有待專文再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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