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途宝考研

http://nju.yantubao.com/

《法理学研究》课外阅读书目
一、著作类
1，张文显著：
《法哲学通论》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版。
2，朱苏力著：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3，夏勇著：
《朝夕问道――政治法律学札》，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4，
［英］哈特（1907－1999）著：
《法律的概念》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年版。
5，
［美］德沃金著：
《认真对待权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年版。
6，
［美］庞德（1870－1964）著：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
，商务印书馆 1984 年
版。
7， ［美］博登海默著：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8， ［美］波斯纳著：
《法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新版本）。
9，
［美］罗尔斯（1921－2002）著：
《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10，
［英］丹宁勋爵（1899－1999）著：
《法律的训诫》、
《法律的未来》、
《法律的界碑》、
《法
律的正当程序》
、
《家庭故事》
、
《最后的篇章》，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
二、期刊类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法学》
、
《法学研究》
《中外法学》
、
《法学家》
、
《法制与社会发展》、《法学评论》、《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政法论坛》
、
《法学》
、
《现代法学》
、《法律科学》、《法商研究》等
第一讲

导论－法学与法理学

一、法学的研究对象
（一）西方学者的观点
1，研究现存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与法律体系
（是）－－实证主义法学派
2，研究亘古不变的理想法和正义法
（应当）－－自然法学派
3，研究法与社会的关系、法的社会效果
（效果）－－社会法学派
4，研究法的事实、价值与效果
（综合）－－统一法学派或综合法学派
（二）中国学者的观点
1，国家和法律
2，法律这种社会现象及其规律
（阶级性为其核心）
3，法律这种社会现象及其规律，但
（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
（三）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
1，从法的部门的角度看
2，从法的运行角度来看
3，从法的调整对象与方式看
二、法学的分科
1，从法的部门分，有一个法的部门就有一个部门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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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法的运行角度分，有立法学、法实施学（法施行学）。
法实施学包括：行政（执）法学、司法学、法律监督学。
3，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有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
理论法学：法理学（法哲学）
、法社会学、比较法学总论、法心理学等。
应用法学：民法学、刑法学、经济法学等。
三、法学的性质
恩格斯：法学产生的两个前提
1，法学既是实践性的又是理论性很强的学科；
2，法学是独立的，但它又不是自给自足的学科；
与哲学的关系
与政治学的关系
与经济学的关系
与社会学的关系
与伦理学的关系
3，法学是关于秩序的科学，但又以正义为最终目标；
4，法学从根本上讲是人学。法学应该是体现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状况的理性把握和反思之学，
是人类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探索与追问之学。
四、法理学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
（一）新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以名称的转换为例）
1，
《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
（50 年代到 80 年代初）
2，
《法学基础理论》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初）
3，
《法理学》
（1994 年教育部组织的国家统编教材）
其中也出现过《法学原理》
（李放、王哲）、《法的一般理论》（张文显主编）、《法理学》
（万斌）等不同的名称。
（二）什么是法理学？
简单地说，法理就是法的道理，如正义、公平、强制等，构成法的原理性、知识性的
东西就是法理学，它往往不是关于法的具体“知识”，而是关于法的“思想”。
法理学既是统一的、又是不统一的，是地方性法理学和一般法理学的统一。如：
欧洲大陆法理学是欧洲政治理性哲学的表现，是系统的、思辩的和形而上的，它是法
学教授们的创造，强调立法和法的理念，一般不关心司法。
英美法理学是经验哲学的表现，它更多的是法官的创造，强调司法的理念，是以法官
主体活动为核心展开的对法的讨论。
法律是什么？耶鲁法学院拱门上方镌刻的两句话直抒其意：“法律是活的生命体，而
不是不变的法典”；“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前一句话是耶鲁法学院教授科宾
（Corbin）建议写上的；后一句话则是法官霍姆斯的语录。
（三）法理学的对象和范围
法理学要关注法的外在方面,即关于（about)法的问题，还要关注法的内在方面，即法
的（of)问题。
法理学的对象：一般法。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古今中外的一切法；二是指
全部的法律现实，即所有的法的部门和法的运行环节。
法理学的范围：
法的必然性－－法的历史与文化；
法的应然性－－法的本体与价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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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理学的价值
1，培养和形成法律角色的参照系：
价值取向：关注事物的法的方面；
推理方法：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作出裁判
基本范畴：法言法语
2，具有高度的学理价值：
有利于部门法的学习，并且部门法上的成就只有体现到法理高度才是属于法学的。
3，具有法律实践的功能价值：
能指导法律的具体运用。
4，有利于培养一个合格的公民：
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责任观念、宽容精神、法治信仰等。
五、法学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说：划分社会的进步，不是看生产什么产品，而是看用什么方法来生产。同样，
学术研究的进步也不是看研究什么问题，而是看用什么方法来研究。
（一）方法与方法论：方法是人们为了解决某种问题而采取的特定的活动方式。把某一
领域的各种具体方法组织起来并给予理论上的说明就是方法论。
（二）法学方法论：是指由各种法学研究方法所组成的方法体系以及对这一方法体系的理论
说明。一般包括两个层次或方面：第一层次是法学方法论的原则，它构成了法学方法体系的
理论基础并对其他方法的运用发挥着整体性的导向功能；
第二层次是研究的具体方法，它构成了法学体系的主干部分，在解决具体的法律问题方面
发挥着广泛的作用。
（三）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根本方法。
它派生了几个方法论原则：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
坚持社会现象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
（四）法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价值分析方法(价值位阶）
实证分析方法：
语义分析方法（语渊、语境；核心和边缘）；
社会调查方法；
比较方法；
逻辑的方法。
第二讲

权利和义务

一、权利和义务的概念
1，利益－－负担
利益的分析：
利益本体(需要及其层次）
利益的性质：物质、精神
利益的主体：个体、集体、公共、国家、社会
2，自由－－约束
3
更多考研专业课资料访问研途宝励学南大考研官网

研途宝考研

http://nju.yantubao.com/

3，可能－－必要
对权利与义务的定义应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进行思考：
权利就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
为的方式实现利益的一种能动的手段。
义务是设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受动的作为或不作为
的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约束手段。
二、权利和义务的分类及意义
1，应有权利义务、法定权利义务与现实权利义务
2，基本权利义务与具体权利义务
（邱满囤案、秋菊打官司案）
3，绝对权利义务与相对权利义务
（烟灰缸案、李小姐诉美国通用公司案）
4，第一性权利义务与第二性权利义务
（亲吻权案）
三、权利的冲突
(一)定义
是指合法性、正当性权利之间所发生的冲突。
（二）权利冲突的原因与实质
权利冲突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权利主体不明确、权利内容不确定、法律规则相冲突、
公共机构重叠设置或授权不明等。
权利冲突的实质应当归结为利益的冲突。
(三)解决权利冲突的一个理论前提 :正确理解权利的限度和相对性
梁彗星教授通过回顾 20 世纪以来的立法和判例学说，认为对权利的限制有内部限制和外部
限制两种。所谓内部限制，以德国威玛宪法第 153 条（“所有权为义务，其使用应同时为公
共福利之役务”）规定的所有权负有义务为开端，认为权利本身包含义务，权利应为社会目
的而行使。
所谓外部限制，是在承认并保障权利的不可侵犯性、权利行使的自由性的前提下，以公法
的措施适当限制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以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及公序
良俗原则限制权利行使的自由权。
对权利的限制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对权利内容的限制，二是对权利人行使权利
的限制。对权利内容的限制，指的是权利的界限或范围问题。从宏观上看，权利界限的决定
因素无疑是经济因素，其他如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因素只是权利范围大小的影响因素。
从微观上看，不同人的权利也受到不同的限制。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中，妇女权利受到的
限制远比男子为多。密尔甚至认为，不同职业的人在不同场合其权利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
制.
对权利人行使权利的限制:
第一，受到法律的限制;
第二，不得侵害社会的、国家的、集体的或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
第三，受权利人自身能力的限制;
第四，受一定的社会的经济和文化条件的限制。
(四）解决权利冲突的原则
科斯定理：
第一定理：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不管权利如何配置，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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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最大化或避免最大的伤害。
第二定理：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配置将产生不同的社会总产值。
解决权利冲突的原则：
第一，在涉及财产权利的冲突上，坚持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实现社会正义 ；
第二，在财产权利与人身权利相冲突的情况下，应优先保护人身权利。
第三，在人身权与人身权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应考虑个案带来的整体社会效应。
四、权利义务的关系
1，经典话语的分析
2，四种基本关系：
结构上的相关关系
数量上的等值关系
功能上的互补关系
价值上的主辅关系
3，关于法的本位的认识：
权利义务统一论
义务重心论
权利本位论
五、人权基本理论
1，当代中国人权研究的进路
（1）法理学的研究进路；
（2）宪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与诉讼法学等公法进路；
（3）民商法学与劳动法学、社会保障法学等私法与社会法进路 ；
（4）国际法学进路。
2，人权的概念：人作为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它是一种应有权利。其性质是一种道德意义的
权利。其主体有个体、集体、国家、全人类。与公民权的不同。
3，人权的主要内容：
生存权－－首要人权
政治权利与自由－－核心人权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基础与保障
4，几个问题的探讨
（1）关于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2）关于人权与主权
（3）关于生存权优先还是自由权优先
5，人权的法律保护：人权与法律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没有法律对人权的确认、宣布和保
护，人权要么就只能停留于道德权利的应有状态，要么经常面临受侵害的危险而无法救济。
人权的法律保护首先表现为国内法的保护，其次表现为国际法的保护。
人权的国内法保护：人权与国内法的关系可以这样概括：保护人权是法的重要内容和立法
的一个基本原则；法是确认与保障人权实现的有力工具。
人权的国际法保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已形成一个以《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由 80 多种人权
法律文件构成的国际人权法律体系，并在不断完善。国际人权法大体包括四类：第一，人权
宪章类。主要包括《联合国宪章》中的有关人权的条款、《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993 年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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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等。第二，防止和反对种族歧视类。主要有《防止并惩治灭绝种族罪国
际公约》
、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的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等。
第三，特殊主体（社会弱者）人权保护类。其中包括对妇女权利、儿童权利、难民和无国籍
人的国际保护。第四，战时国际人道主义保护类。如《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等。
关于人权的国际保障，国际强行法中都没有明确规定，在国际交往实践中，一般对
以下六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予以强力制裁或经济制裁：
1，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种族灭绝；
2，奴隶买卖、国内实行奴隶制；
3，国家参与或支持恐怖主义、劫持人质；
4，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
5，非法剥夺人的生命或人身自由；

遇或处罚；

6，发动侵略战争。

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
——法理学的历史展开及其不足
艾佳慧
南京大学法学院
关于此书
“一种按照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展开的叙事”
希望运用细致、翔实的资料展示西方法学理论丰富的，多层次的过往和现实，希望历史地、
语境化地理解各种法律理论以及它的作者
“法律不是某种不变的或者超历史的现象，而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建构起来的不同的
经验现象”
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问题，没有一种“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标准”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理
论必然都是“地方性”的。
四条理论主线，两条西方法理的知识谱系
一、法律是什么？又应该是什么？
对这一法理学元问题的回答虽然无限多样，但不同的答案其实就粗略界分了自柏拉图以来的
诸多法律理论和学派
法律实证主义
法律是什么的问题可以通过一些比较简单的，能提供真实答案的概念来回答
这些概念或者是主权者的命令，或者是规则体系，法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识别法律和分析法律
不会去考虑法律应当是什么，或者认为法律应当是什么的问题不属于法理学范畴
法律现实主义、社会法学、经济分析法学以及各种后现代法学
对确定法律的真实性与唯一性的法律实证主义的挑战和反动
强调“行动中的法律”：社会法学
认为法律就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后现代法学
坚持法律应该成为一套市场经济中理性人行动的激励系统：经济分析法学
多元化的理论诉求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显示了认识法律和解释法律的多重视角
以上是当代，至少是近代以来法律理论的争辩场景
在柏拉图（被视为理想主义或者理念主义的鼻祖）看来，城邦的法律应该要能保证对一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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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斯多德（经验主义方法的创始人）追求“良法之治”，他眼中的良法是能够实现“校正正
义”和“分配正义”的法律。强调“实践理性”
古希腊之后的各个法学流派和它的代表作者也同样不能回避表达在这个基本问题上的立场
以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为代表的神学自然法坚持法律的基础和真理的终极源泉只能是上帝的
意志
霍布斯的“利维坦”
笛卡尔的“理性”
卢梭的“社会契约”
康德的“道德律”
黑格尔的“绝对理念”
坚持唯理主义传统的哲学家都认为正义的法律必定来源于某个特定的客体，他们和中世纪的
神学自然法一样混同了法律的“实然”和“应然”，将“法律是什么”的事实描述自然转向了“法
律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判断
弗兰西斯科•培根指出真正的知识唯一地源于经验
大卫•休谟明确提出“实然”和“应然”之两分，反对用理性指导现代性，努力捍卫经验与传统，
而法律，在他看来不过就是对作为社会制度表现出来的的人们的牢固的行为习惯的反映
斯密和密尔的功利主义哲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归属于休谟的经验传统
边沁的复杂性
对“法律是什么”和“法律应该是什么”这样一个法理学元问题没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
二、历史变迁中的法理学及其批判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叙事展示了一幅西方社会历史变迁的图景
发端于十三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将“人”从上帝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宗教改革运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蒸汽机代表的工业革命
西方社会的现代化
乐观地认为历史就是一种不断向前的进化史
启蒙思想家都有一种乐观的进步思想，这是一种现代性的观念，即人类能够控制世界的进程，
在这个星球上为进步和幸福的社会创造条件
指导原则上的差异（是宗教，习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法律下的自由，还是阶级斗争，
普遍正义，共产主义或者集体价值）
，造就了西方世界丰富多彩的法学理论
尼采和马克斯•韦伯几乎在同一个时期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洋洋得意的现代理性进行了无情
的剖析和批判
韦伯通过论证现代社会“形式合理性”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预言了世界的“除魅”和作为现代自
由之代价的“理性的牢笼”
尼采不仅尖锐地指出“上帝死了”，我们没有了精神家园，现代人已经无家可归了，而且深刻
地认识到真理的相对性和视角的多样性，那种认为我们正不断走向进步、理性的现代性的观
点是一种可笑的、浅薄的直线进化论
“一个物、一种习惯、一种器官的进化决不是向一个目标方向的进步，更不是以最短路径和
更小力量消耗进行的符合逻辑的进步——而是征服、它们所遭遇的抵抗、为了防御和反击而
转换的企图、成功的抵制的结果等或多或少深奥的、或多或少相互独立的过程。”（尼采）
现代理论场域中基于理性和基于经验的两大派哲学思想的拉锯战
相信世间确有一些值得追求的基础的现代论者（康德主义者）对法学理论的不懈建构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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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真理的相对性和视角多样性的后现代“愤青”（尼采主义者）对那些世所公认的基本价值
和理论的努力解构
三、“上帝死了”，谁来作替补？
在古希腊，“上帝”还没有出生，人们敬畏的是神秘莫测的大自然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基督教逐渐深入人心，影响日益深远
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时代，基督已经无所不在,而且是世俗王国法律的唯一最终来源
伴随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在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之前，法律效力的最终渊源上已经悄悄溜
进了不少想代替上帝旨意的“僭主”
这些“僭主”既有霍布斯的“利维坦”，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也有奥斯丁的“主权
者的命令”，为了获得统治的正当性，这些“僭主”之间既相互抵牾又彼此结盟
尼采毫不留情面地撕开了这一早已腐朽的上帝假面，正式宣告了现代人的被“流放”。从此，
现代人裸露于各种欲望和价值之间，在现代性的“未知之海”上四处漂流，无家可归
在一个没有了权威的，价值多元化的时代里，法律效力的“诸神之争”是个永恒而无解的难题
“随着权威的式微和独立思考的增加，一个社会也变得道德上更不同质了，以至于生活在同
一政治共同体的人们也许住在各自的、不可通约的道德宇宙中”（波斯纳）
现代西方社会的现实和困境
四、法律是政治的晚礼服吗？
温和的功能主义认为，法律为所有社会里的个人确立规则，稳定预期，和以赤裸裸的权力争
斗和交易为特征的政治没有多少关系
以奥斯丁为鼻祖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包括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和哈特的新分析法学）坚持法
律和道德两分，他们视野里的法律（一套已有的完整的规则体系）和政治没有一点瓜葛，因
为，法律就是法律，政治就是政治
在社会改良主义看来，法律就是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良好工具
马、恩认为法律之所以穿上权力、进步、社会利益等意识形态的外衣，就是为了掩盖统治现
实，法律不过就是政治的“遮羞布”罢了
这种观点被批判法学所继承，他们坚持认为“法律就是政治”
法律一方面为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又为现代社会中的个人确立规则，稳定预期，这两方面的
功能矛盾吗？
常法之治：法律往往表现为一种与政治无关的规则体系，它是温顺的
变法之治：在一个急剧变迁的转型时期和社会动荡的非常时期，人们的预期被破坏了，作为
一个适合于过去社会的法律规则体系必然没有了公信力，需要法律和政治的联姻
更特别的，克里斯玛型统治根本就藐视法律和法治
看到各个伟大作者和他们所处时代的互动，他们对现实世界的深切关注和力图超拔，对人类
命运的深刻反思和悲悯情怀，更看到在一个缺乏道德共识、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这些理论
的困惑与无奈
五、法律的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
如果将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范围》作为近代法理学的起点的话，在此之后的一百五十年间就
是一个法律的内部视角论和外部视角论不断交锋、互有输赢的历史
法律的内部视角一派包括奥斯丁、凯尔森、哈特、富勒以及当代的德沃金
坚持法律是一个独立于政治和道德的规则体系（这一点尤为早期的学者如奥斯丁和凯尔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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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但到了后期的哈特和德沃金那里却有一点松动），认为只要确定了规则体系，运用逻
辑推理、类比和各种法律解释技术就能对各种法律难题获得一个内在于法律体系的“唯一正
确的答案”（德沃金语）
这一派学者显然对法律的本质和他们的理性充满乐观和自信，因此，我把他们称作法学界的
“康德主义者”
法律的外部视角一派包括以霍姆斯和卡多佐为代表的法律现实主义者，以庞德为领军人物的
法律社会学派，以理查德•波斯纳为首的法律经济学派，以及混合了批判法学、女权主义法
学和种族批判法学的后现代法学
坚持并没有什么能“自给自足的”法律和法学
坚持对“法律是什么”的回答必须依赖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
认为一切法律说到底都是法律之外的因素在起作用，否认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和其他的
一些法律人的特有方法就能解决诸多法律疑难问题
鼓励和提倡运用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法律和有关法律的种种难题
这一派学者对法律和理性没有那么强的信心，他们往往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怀疑主义，认为
没有一个普适的真理，真理都是相对的和视角化的，因此，我称他们为法学界的“尼采主义
者”
六、道德哲学传统和社会科学传统
源起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运用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认识法律和研究法律的古老传统与以当
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武器研究法律的新兴传统之间的或明或暗的智识争夺战
道德哲学在漫长的西方法学史上的基础地位和垄断地位
这种可以为我们所了解和把握的道德秩序在柏拉图那里是永恒的“善”，在亚里斯多德那里是
城邦“正义”，在奥古斯丁和阿奎那那里是“上帝的旨意”，在卢梭那里是“公意”，在康德那里
是“理性”，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理念”，在边沁那里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最后，
在德沃金那里是“法律原则”
这种道德秩序真的存在吗？真的有那么一种我们可以确定把握的用以评判人们行为的道德
标准，一种指导法律实践的道德原则吗？
这些道德理论能帮助我们理解、解释现实世界并指导和预测法律实践吗？
传统的道德实在论已经无法应对价值和道德多元的现代社会
二十世纪以来长足发展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我们提供了足够多也足够有效的道德哲学
的替代品
“理性地研究法律，时下的主宰或许还是‘白纸黑字’的研究者，但未来属于经济学和统计学
的研究者”（霍姆斯）
法律经济学
与道德哲学相比，法律经济学关注人的行为，关注行为的不同制约条件，在人们都“趋利避
害”这样一个现实假设下，运用各种经济学工具分析法律之下的各种行为以及人们之间的行
为互动，因此更能够理解和解释人类行为并且据以进行预测和控制
法律社会学
关注“行动中的法”，依托大量的事实，通过深入实际生活掌握第一手资料，从中发现问题，
并检验法律实际运行效果或者为法律的制定提供一定的事实数据
从观察和研究法律的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我们看到了两派学者不同的价值观和各自倚重的
知识资源，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种视角没有高下之分，而只有观察者所站位置的不同
通过考察源远流长的道德哲学传统和方兴未艾的社会科学传统，基本结论是理论的生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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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种“想象的道德律”作为分析工具和标准的传统道德哲学不仅无法证伪而且在检测法律
的实际效果方面完全无能为力，而新兴的社会科学传统由于拥有大量的基于人性假设的分析
工具，就不仅能够游刃有余地检测法律的实际效果，还能够预测和控制法律的效果以及人们
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析还能够得到检验，能够被证实或者被证伪
七、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理学？
答案仍然是“不能”
以权利理论为例，这是一套来源于西方并运用广泛的理论
但权利是什么？是一个确定不移的“善”，还是一套可以固化的分配格局？权利的保护是绝对
的吗？但又是什么人的权利呢？刑事诉讼法中“保护被告人权利”似乎是天经地义，但又将被
害人的权利置于何地呢？因此，看起来非常完美的权利理论一碰到“坚硬”的现实便立刻后劲
不足了
面对中国社会，我们不仅需要一种研究具体制度，分析细小问题的“微观法理学”，更需要一
种大气磅礴并能将中外古今各种理论资源（包括法学的，也包括其他学科的理论）用于分析
和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应用法理学”
八、一个分析样本：彭宇案背后的法律规范作用
1、交通事故赔偿规则
1999 年 8 月 30 日，沈阳市颁布《沈阳市行人和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
，明确了交
通事故赔偿中的“过失责任原则”，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撞了白撞”的激烈讨论。
2、南京彭宇案
2006 年 11 月 20 日上午 8 点 30 分，在 83 路公交车水西门广场站，青年彭宇扶起跌倒的徐
老太并送其到医院，后徐老太咬定陪同她前往医院的彭宇是肇事者。
2007 年 1 月 4 日，66 岁的徐寿兰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彭宇将其撞倒在地
致其受伤为由，索赔 13.6 万余元。
2007 年 7 月，此案一审判令彭宇支付徐老太损失费 4 万 5 千余元
法律的规范作用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
指引自己,评价他人,预测司法机关,教育大家,强制个别人.
具体说来指引作用体现在用法律指引自己应该如何行为
评价作用体现在通过法律判断他人的行为是否合法
预测作用体现在掌握法律以后,就可以预测到某种行为会否受到法律制裁,受怎么样的法律制
裁
教育作用是指法律教育所有公民如何守法
强制作用则体现在,对个别违法犯罪的人,法律会强制性地制裁他们.
法律的指引、预测和强制作用
三位一体的作用机制：
在既定法律规则的阴影下，因预测到法官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制裁而不敢如此行为（趋利避
害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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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责任规则的后果
彭宇案的后果：三个真实的网络段子
2009 年 2 月 22 日上午，一位 75 岁的老人在南京市下关区三汊河公交站台下车时一头栽倒
在地，路人很多，但没人敢上前救助，老人为求得帮助，只好大声喊道：“是我自己跌的，
和你们无关，你们不用担心！”
2009 年 1 月 31 日下午，抚顺一老人当街摔倒，数十人围观出主意，但无人敢扶。一位中年
男子走过来想伸手，却被身后的妻子一把拉了回去。最后，老人被一名协警扶起，协警说：
“如果我没穿制服，也不敢扶。
山西省原副省长薛军逝世。据说死因是不久前在海南公务，饭前独自上街散步，不慎摔倒晕
将过去,街上过往行人,无一人上前讯问或搀扶——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扶个南京老太就罚了
四万。扶个副省长很可能要枪毙。中国还是要发展科学，给老年人做点手术什么的，都变成
不倒翁。在中国，没有车而敢胃疼，上岁数而敢摔倒，都属于自取灭亡。
法律的评价作用和教育作用
“法律必须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但法律如何能被人们信仰？
需要法治宣传、警示和教育，使国家法能内化为人们的行为模式
前提是国家法是一套自我实施的规则且法律评价和普通人评价趋同：
“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福利……在这些问题上，真正作数的并不是那些我认为是正确的东
西，而是那些我有理由认为其他有正常智力和良心的人都会合乎情理地认为是正确的东西。”
（卡多佐）
回到彭宇案：法律评价与普通人评价的差异
作为一种激励机制的法律
法律（不管是立法还是司法）的首要目的是通过提供一种激励机制，诱导当事人事前采取从
社会角度看最优的行动
立法是一种事前防范激励，但如果没有有效的实施（执法和司法），就只是一种“纸面上的法
律”，起不到法律应有的规范作用
司法虽是一种基于个案的事后处置，但公正、独立、有效的司法不仅能确保事前规则的有效
实施，更能通过判决引导未来的类似行为，提升人们对法治的信任和信仰。从向前看的角度，
它是一种通过事后分配实现的事前激励机制。
应该以社会利益为重，在司法裁量权的范围内制定判决
对于事实不清楚、法律不明确的案件，法官如何判决？
疑案（法律明确但事实不清楚的案件）如何判决：海瑞定理 II 和现代程序制度
难办案件（事实清楚但法律不明确的案件）的处理：利用审级制度解决
核心：向前看的、以社会利益为重且以后果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判决

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
—— 一个一般性框架
一、几个基本概念
论效率标准与公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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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ce）
：关涉社会群体的经济状态，可以通过税法和社会福利法来

追求。
矫正正义（corrective

justice）
：关涉私人法律上的争议，特别是损害赔偿诉讼。在法律纠

纷中利益的分割可能影响相似境况的群体。
私法应该通过配置（allocation）达到资源的有效率使用（效率标准），而税法和社会福利法
通过分配（distribution）实现财富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公平分割（公平标准）
事前效率（ex ante efficiency）与事后效率（ex post efficiency）
法律的首要目的是通过提供一种激励机制，诱导当事人事前采取从社会角度看最优的行动。
——张维迎
杀人为何需要偿命？千刀万剐等酷刑的经济学解读（威慑功能）
information（信息）
interactive（互动）
incentive（激励）
institution（制度）
什么是理性？
“理性”是主要研究和关注个体行为的经济学对人性的基本假设，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选择的一致性；
第二、具有感知能力；
第三、具有评估能力；
第四、对环境的全面认识；
第五、动态的一致性；
第六、对现实的共同感知。
A.P. 赫伯特伯爵关于“理性的人”的著名段落
“理性的人总是替别人着想，谨慎是他的向导，‘安全第一’是他的生活准则。他常常走走看
看，在跳跃之前会细心察看一番；他既不会心不在焉，也不会在临近活动门或码头边还沉在
冥想之中；他在支票存根上详细记录每一件事，并且认为是很有必要的；他从不跳上一辆奔
驰的公共汽车，也不会在火车开动时从车里走出来；在施舍乞丐前，总要细心打听每个乞丐
的底细；抚弄小狗时，总是提醒自己别忘了小狗的过去和习性；……做生意时，他只求薄利，
而且要有像他这样的 12 个人都认为是公平的； ……他像一座纪念碑矗立于我们的法庭上，
徒劳地向他的同胞们呼吁，要以他为榜样来安排生活……”
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的“有限”相对于“完全”和“无限”而言
按照波斯纳法官的概括，“有限理性”可以指
（1）获得信息的费用，
（2）处理信息的费用，（3）某种无法根除的不确定性，（4）由于人
脑的结构而造成的在信息处理中的歪曲，或者（5）上述各项的某种综合。
简单地说，理性就是在不同具体的决策环境下，为了实现财富或效用最大化的趋利避害
“理性”有事前理性和事后理性、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之分
交易成本
交易费用是人类社会为了应对“理性有限”和“不确定性”而不得不付出的一种成本
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第一次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指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
约市场交易费用，而交易费用既包括发现相对价格的费用，也包括谈判和签约的费用。
在《社会问题问题》一文中，科斯进一步深化和阐发了这一概念，指出了交易费用对制度形
式的影响以及交易费用和权利配置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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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交易费用包括度量、界定和保证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
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约的费用，执行交易的费用，监督违约并对之制裁的费用，信息费用以
及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等
张五常的观点：从广义的角度看，制度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产生的，所以交易费用应该称为
制度费用（institutional costs）
如何测度交易费用？首先将交易费用划分为合约费用、信息费用、量度费用、保障费用、执
行费用、议价费用以及政治费用等具体类别
然后判断在不同的、可以观察到的情况下，哪个情况的某类交易费用较高，哪个较低，然后
把不同的情况排列交易费用的高低。当情况发生变化时，考察边际上的某类交易费用的变化，
将之与可观察到的行为的转变联系起来；如果能够交易费用的局限转变与行为的转变有联
系，那说明我们完成了对某种可见行为的解释。
个人最优与社会最优
私人成本（private cost）
：行为主体个人直接承担的成本
私人收益（private benefit）
：行为主体个人直接享受的收益
社会成本（social cost）
：私人成本与施加于他人的外部成本之和
社会收益（social benefit）
：私人收益与给他人带来的外部收益之和
个人最优：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私人收益相等之点
社会最优（帕累托效率）
：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社会收益相等之点
一般情况下，个人最优不等于社会最优
外部性
什么是外部性？
竞争性的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这也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这种状态下，个人最优等于
社会最优
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不一致就是外部性，可以说，外部性的现实存
在实际上推翻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
“外部性问题的存在，反映了人类社会一个根深蒂固的矛盾，即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个人
最优和社会最优之间的不一致。”——盛洪
由于个人最优和社会最优的不一致，外部性问题往往有帕累托改进的余地。解决问题的核心
思路就是使得个人在边际上承担全部的社会成本和获得全部的社会收益，这就是将外部成本
和收益内部化（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ity）
三种内化方法：政府出面（行政管制或发布行政禁令、征税或补贴）、市场解决（科斯方法）
以及法律的办法
法律制度对付外部性的办法：
产权规则：适用于交易成本不太高的场合
责任规则：交易成本太高或者交易不可能进行
行政性规制立法：有可能使公共安全或不特定多数人受到侵害的“外部性”行为，或者当一个
行为带来的损害太大，该行为人没有能力偿还的时候
激励相容
何谓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
通过规则的强制，迫使产生外部性的个体将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转化成私人成本和私人收
益，使得行为主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完全责任，从而通过个体的最优选择实现社会的最优选
择，这就是激励相容
如何确定既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又能够“最小化社会成本实现社会效率”的“法律规则”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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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立法的核心
二、侵权法中的激励机制
侵权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通过责任规则在当事人之间分配损害的成本。规则的目标
在于：1、通过补偿受害人实现社会公正；2、通过最小化社会成本实现社会效率
当个人或组织为了某种目的而采取某种行动时，该行动可能会对其他人带来损害（外部成
本）
，如果损害发生，即为侵权
事后该如何救济（公平）
，又该确定何种责任规则事前激励当事人采取社会最优的行动（效
率）
最优的责任规则需要在不损害激励的情况下实现社会正义所要求的赔偿
侵权法上的责任规则基本上划分为三类
无责任规则
严格责任规则
过失责任规则
不同的责任规则实际上是不同的激励机制，因为在不同的责任规则下，加害人和受害人承担
的成本不同，预防事故发生的积极性也就不同
关于汉德公式
任何人都会采取措施预防事故的发生，但重要的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采取了预防措施
汉德规则是通过将潜在的预防成本与该成本可能获得的收益相比较，来确定是否存在过失的
一种方法。该规则以勒尼德•汉德（Learned Hand）法官命名
汉德法官是 20 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上诉法官之一，他在 1947 年卡罗尔拖船案的司法意见书中
确立了这一规则
合众国诉卡罗尔拖船公司（United States v. Carroll Towing Co.）案的基本案情
被告应对其停靠在纽约港的驳船因为脱锚而造成的损失承担多少责任？
汉德法官指出，如果用 P 表示可能性，用 L 表示受到的损害，用 B 表示预防事故，当且仅
当 B<PL 时，加害人才构成过失。
汉德规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该规则在普通法法官作出的侵权案判决与经济学家们对这些判
决进行的推理之间架起了桥梁
用标准的经济学语言来表述，那就是潜在的加害方和受害方都应该采取预防措施，直至最后
一美元的预防措施投入恰能减少一美元的损失，这就是效率点或最优点
三、财产法中的激励机制
科斯定理：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不论法律如何界定初始权利，有效率的结果都会发生。
推论（或科斯第二定理）
：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现实世界里，对于各种存在“负外部性”的侵
害行为或潜在侵害行为，法律可以以正式规则的方式宣布谁拥有权利，谁承担义务，但这种
初始权利的配置必须以最大化社会福利为前提。
因此，财产法的核心在于如何界定财产权以降低交易成本和最大化社会福利。
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世界里，不同的法律规则（即不同的初始权利配置）会带来不一样的法
律后果，或者有效率的结果并不是在每种法律规则下都会出现。如果我们追求社会福利最大
化的目的，应该选择能降低交易成本和有效配置资源的法律规则。
法律阴影下的决策和谈判
产权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激励机制，在多数情况下，也是将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内部化的最
有效手段，其他的法律措施通常只能起补充或矫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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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地悲剧”
财产权是一组权利（权利束）
，即一组所有者自由行使并且其行使不受他人干涉的权利，占
用、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财产法的四个基本问题：
1、私人可以拥有什么财产？
公共产品：具有非对抗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
私人产品：具有对抗性和排他性的物品
2、所有权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3、所有者如何合法地处置其财产？
4、如何保护产权？如何赔偿对产权的侵犯？
四、合同法中的激励机制
研究重点：如何规定合同法的各个方面以便于从事前角度促进有效率的交易（包括有效率的
履约、有效率的违约和有效率的信赖）以提高合同当事人和社会的福利
合同法的目标
1、鼓励合作（通过将不合作博弈解转换成合作博弈解），最小化机会主义行为
2、鼓励合同关系中的信息披露（但不是绝对的）和有效的风险分配
3、确保最优的承诺得以履行（事前可置信威胁的存在，事后通过法院的有效判决）
4、确保最优的信赖（无效信赖不被支持）
合同法是在双方当事人自己不能解决纠纷时，为解决合同纠纷提供的一套规则
合同法以及相应的司法制度规定的是解决合同纠纷的制度环境
在很大程度上，机会主义行为来源于外部性
事前激励的目的在于促使双方当事人有积极性签订一个帕累托改进的合同（合同效力）
事后激励的目的在于使得双方有积极性履行合同以及做出正确的终止合同或违约的决策（违
约救济）
事前与事后是相互影响、无法分开的
五、刑法中的激励机制（或威慑机制）
如果将法律视为一种激励机制，不管是针对民事侵权行为还是刑事犯罪行为，法律的目的都
是通过责任规则的设计和实施诱导人们事前选择从社会角度看最优的行为，或放弃从社会角
度看不应该采取或法律禁止的行为，只不过我们将前者称为民法，后者称为刑法
轻微犯罪还是严重侵权？
一个历史维度的分析：在初民社会，侵权和犯罪浑然一体，血亲复仇和侵权赔偿
法律和复仇的关系
国家兴起之后，纠问式诉讼代替了弹劾式诉讼，国家“偷走”了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的矛盾
刑民边界的三个标准
（一）外部性标准
激励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把侵权行为的外部性内部化，但不同侵权行为的外部性程度是不同
的，因此需要不同的内部化工具
举例：合同法和证券法对欺诈行为的不同处理
推论：刑民边界与侵权发生的环境相关，在民事责任不足以有效遏制某类侵权行为大规模发
生时，该类侵权行为就应该划定为犯罪行为，比如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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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外部性事关涂尔干指出的“集体良知”，或者一个社会的价值判断，因此，刑民边界不仅
和国家有关，也和时代有关
（二）可信性标准
法律的激励效应依赖于惩罚的可信性
1、谋杀不能用民事赔偿规则解决，因为威慑程度不够以及惩罚的可信度不高。杀人偿命才
是有效的激励机制
原因：已经死亡的受害人不可能提起诉讼；家属更愿意获得赔偿因而惩罚不可信；即使受害
人家属愿意起诉，也缺乏证据收集能力
2、侵权行为未完成的情形下，民事责任不可信
3、加害人的责任能力不足，民事责任也不可信
（三）恶性报复标准
从社会层面看，连环复仇是没有效率的。在没有国家追诉之前，为了防止对方家族的复仇行
为，每一方都有积极性将对方斩草除根。
复仇的威慑虽然可以成为约束当事人行为的有效手段，但复仇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箭，社会
成本巨大
国家公权力的介入，一方面保证加害人受到处罚，另一方面又使得加害人没有理由迁怒于受
害人，复仇就在一次惩罚后终结
有效国家追诉的事前威慑功能
六、一点总结
法律制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激励问题，即如何通过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使得个人对自己的行
为负责
从这个角度，法律实际上是一种激励机制，通过责任的配置和赔偿（惩罚）规则的实施，内
化个人行为的外部成本，诱导个人选择社会最优的行为
如何消减信息不对称并实现有效激励，是法律制定和法律实施中的首要问题
法律经济学为法科学生提供了一个看待法律的统一和宽广的视角
是一个典型的外部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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