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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 論 

社科民法釋義學，就是將社會科學方法，與法釋義學論證框架結

合，並以民法問題為例，展現此種方法論的洞見與威力。筆者的本行

是物權法，但物權法不可能獨立於其他相關連的部門法而研究。在

《物權法的經濟分析》中，筆者集中火力在物權法。在《土地徵收與

管制之補償》中，筆者以經濟分析與實證研究，結合法釋義學論證框

架，探討財產的公法面向。《法實證研究：原理、方法與應用》則是

以實證研究方法，分析物權法、侵權法的幾個問題。本書延續《物權

法的經濟分析》的取徑，但除了物權法，研究範圍擴張到契約法、繼

承法、信託法等周邊部門法。 

社會科學方法當然不止經濟分析與量化實證研究兩端，但學術精

力有限，所以弱水三千，我只取兩瓢飲。但為了給讀者完整的社會科

學方法論視野，第壹部分鳥瞰社科法學的方法。 

貫穿於本書各章的思維，是法經濟分析。本書第二章論證經濟分

析方法與法釋義學的結合方法論。第三章指出在民法釋義學中，成本

效益分析是較比例原則更佳的思維工具。第四章與第五章都嘗試在現

行法下尋找符合效率解釋的可能，但最終指出：立新法才能利效率。

第六章或許是社科民法釋義學的最佳示範，因為臺灣《民法》保證章

的規範意旨並不明確，但繼承編的修正卻應該對保證條文如何解釋產

生重大影響：法院則在數十年間不斷摸索最恰當的立場，數度改變見

解。經濟分析的推論，可以提供法院作法律解釋的明確論理基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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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章的司法解釋看似單純，因為定型化契約都有明確規定。但法院永

遠都有引用《消費者保護法》或《民法》的帝王條款而保護消費者的

空間。因此，經濟分析論理可以提醒法院，不應該在此購物網站標錯

價的情境背離單純契約解釋可以獲致的結論。主管機關有權高度干預

定型化契約的內容，經濟分析論理可以提醒主管機關：且慢！第八章

指出比較法的典範轉型必要。許多中文的民法釋義學主要仍是透過比

較他國法律而獲致結論。第八章最大的貢獻是指出，即使是比較法，

也必須運用社會科學方法而作兩次的因果推論。本章第貳部分將更詳

細地梳理本書各章論旨。 

壹、社科法學的方法座標 

表 1-1 將法學及相近的社會科學1
，依照研究主題和分析方法的不

同
2
，分成四大區塊

3
。在研究主題維度上，區分「法」和「其他社會

領域」（比如經濟、政治、社會、人口等等）。在分析方法維度上，

如上述，區分應然分析和實然分析。如此，就形成了四大類的研究典

範：對法的應然分析、對法的實然分析以及對其他社會現象的應然分

析與實然分析─毫無疑問，這種劃分以法學為中心。 

  

                                                      
1 德國學說習慣將法學稱為法律科學，本章也暫且將法學納入廣義社會科學的一環。

狹義的社會科學，則只有表 1-1 右下角。 
2 兩者的區分，參見熊秉元，罪與罰之外：經濟學家對法學的 20 個提問，2 版，頁

208-209（2019 年）。 
3 以下的社科法學分類，首先提出於張永健、程金華，法律實證研究的方法座標，中

國法律評論，6 期，頁 73-89（2018 年）。修正後收錄於張永健，法實證研究─

原理、方法與應用（2019 年）（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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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廣義社會科學研究的典範類型 

 
分析方法 

應然分析 實然分析 

研

究

主

題 

法 法釋義學……(1) 
法實證研究、非實證的法

的實然分析……(2) 

其他社會領域 
福利經濟學、羅爾斯的正義

論……(3) 

經濟學、社會學、政治

學、人類學……(4) 

 

根據表 1-1，就法學研究而言，有對法的應然分析，以及對法的

實然分析。法的應然分析，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法釋義學
4
。但法釋義

學不是從事應然分析的唯一論述框架，美國的法經濟學研究也有應然

分析的維度，但沒有套用中文讀者熟知的德國式法釋義學論述框

架
5
。此外，典型的法釋義學框架，必須作目的解釋，但法釋義學本

身並沒有界定何謂正義、何謂公平。此種規範面的思維，必須接上羅

爾斯（John Rawls）、德沃金（Ronald Dworkin）等等諸多大儒的理

論，才能作純粹但完整的規範法學。所以，表 1-1 中第（1）格的法

釋義學，往往必須結合第（3）格的規範理論。而本書所關注的「社

科法釋義學」，則是將表 1-1 中第（1）格的法釋義學，結合第（2）

格中法學與社會科學（簡稱「社科法學」）交叉發展出的實然分析方

法。「社科法釋義學」因此是「社科法學」+「法釋義學」。本書名

                                                      
4 也請注意，法教義學不純然是應然分析，也有概念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研

究法律專有名詞的定義與體系關聯。概念分析本身不帶有價值判斷，所以不是應然

分析；概念體系的邏輯是演繹（deduction）而來，不涉及手段的效果與後果，所以

不是實然分析或手段分析。關於法教義學的基本立場，參見許德風，法教義學的應

用，中外法學，25 卷 5 期，頁 937-973（2013 年）；許德風，論法教義學與價值判

斷，中外法學，20 卷 2 期，頁 165-190（2008 年）；雷磊，法教義學的基本立場，

中外法學，27 卷 1 期，頁 198-223（2015 年）；黃卉，法學通說與法學方法─基

於法條主義的立場，頁 1-235（2015 年）；賀劍，法教義學的顛峰─德國法律評

註文化及其中國前景考察，中外法學，2 期，頁 376-401（2017 年）。 
5 關於法經濟學的規範面，see RICHARD A. POSNER, FRONTIERS OF LEGAL THEORY 95–

141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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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科民法釋義學」，就是預計展現社科法學與民法釋義學結合的

成果。筆者的部門法專長在物權法，旁及於契約法、侵權法、繼承

法，因此以民法議題展現社科法釋義學的取徑。社科法釋義學，可以

用在其他部門法。社科法釋義學，是法學出身，具備社會科學訓練或

關懷者，以中文下筆時，應該採取的道路。不結合法釋義學，可能讓

主流法學者認為分析無關宏旨。不結合社會科學，則無法對法律規

範、法律解釋的效果，有完整評估。 

法的實然分析一欄中，表 1-1 列舉了兩種類型，即法實證研究和

非實證的法的實然分析。這兩者就是社科法學的兩大主角。表 1-2 進

一步細分表 1-1 的(1)、(2)兩格。非實證的法的實然分析，依據使用社

會科學典範的不同，可以再分為「非實證的實然社科法學」（V）和

「非實證的實然法學」（II）。「非實證的實然社科法學」是本書主

要使用的研究取徑，亦即不使用資料，而使用源自社會科學的實然理

論，推測人的行為，分析法律問題。而因為本書第二章採取法律應該

追求效率、追求社會福利的應然立場，所以也在進行實然分析之後，

提出法律解釋或政策建議，因此，本書也採用了表 1-2 的「規範社科

法學」（IV）研究取徑。 

表 1-2 法學研究的典範類型 

 

分析方法 

應然分析 
實然分析 

不應用資料 應用資料 

研

究

主

題 
：

法 

不使用社會

科學典範
(I) 法釋義學

(II) 非實證的實

然法學 
(III) 實證法學 

合稱：法

實證研究 

使用社會

科學典範

(IV) 規範社科

法學 

(V) 非實證的實

然社科法學
(VI) 實證社科法學 

合稱：社科法學，或「法+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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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闡釋表 1-2 的內容，表 1-3 再進一步的劃分「非實證的

實然社科法學」（V）和「實證社科法學」（VI）。本書使用者為

「非數理模型的法經濟學理論」。數理模型的法經濟學（economic 

model of law）是法經濟學發展早期的主流。許多位法經濟學的拓荒者

來自經濟學界，如 Gary Becker、William Landes、Steven Shavell、

Louis Kaplow、Kathy Spier、Mitch Polinsky、Daniel Rubinfeld等人，

都以數學模型，配合特定假設，推導出嚴謹的結論
6
。建構數理模型

並非筆者所長，也不是現在法經濟學的主流，短期內恐怕也不會在中

文世界風行。本書則是以經濟學的基礎分析工具（如：需求定律、成

本效益分析），以及法經濟學對特定議題的具體理論（如：多數的預

設任意規定理論），應用、延伸到英文文獻都沒有運用的議題（例如

本書第三、六、七章），或者在臺灣的具體情境，得出不同結論（例

如本書第四、五章）─經濟分析是條件式的論述，臺灣的制度背景

條件與美國不同，同樣的理論自然可能推導出不同的結論。 

總之，本書的社科法釋義學取徑，結合表 1-2 的（I）和（V），

而（V）的「非實證的實然社科法學」方法，又著重於使用表 1-3 的

「非數理模型的法經濟學理論」。 

知道社科法釋義學是什麼、怎麼作，是一回事；主張法釋義學必

須蛻變成社科法釋義學，又是另一回事。法釋義學必須社科嗎？筆者

認為，應該區分不同社會科學方法而論述。筆者的社會科學研究取徑

有不應用數據的非數理模型的法經濟學理論，也有應用數據的實證法

經濟學和實證法學。以法實證研究而言，法釋義學必須與之結合，因

為法釋義學以「目的論證」或「結果論證」提出應然論據時，在其邏

輯三段論的大前提或小前提必須作目的與手段關係的因果推論

                                                      
6 See, e.g., ROBERT COOTER & THOMAS ULEN, LAW AND ECONOMICS (6th ed. 2012); 

Thomas J. Miceli, Economic Models of Law,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UME 1: METHODOLOGY AND CONCEPTS 9 (Francesco Parisi ed.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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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al inference）7
，而法釋義學本身並沒有建立因果關係的方法，

而必須求諸實證研究方法
8
。法釋義學的使用者固然可以使用理論以

推斷因果關係是否可能存在，但最終要蓋棺論定，仍必須仰賴質性或

量化的實證研究以拍板。就此而言，法釋義學必須社科！ 

但法釋義學必須結合經濟分析嗎？本書認為應該，但理論上確實

存有爭議。如本書第二章詳論，若同意效率是法律解釋應該追求的一

階價值之一，則不結合經濟分析，難以完善達成此目的；但有論者會

反對追求效率。若認為法釋義學的使用者必須推斷制定或解釋法律的

可能結果，則在無資料可稽時，必須仰賴理論推斷。但有包含行為理

論
9
的社會科學方法，不止經濟分析一端；論者也可以認為其他社會

科學方法的行為理論預測能力更強。準此，唯有採取特定應然立場

者——本書第二章證立此種立場——會認為法釋義學必須結合經濟分

析。但只要認為法釋義學必須在乎制定或解釋法律的結果，則法釋義

學必須結合某種社會科學。綜上，法釋義學必須社科，理論與實證都

要！ 

  

                                                      
7 參見張永健，法實證研究─原理、方法與應用（2019 年）（第 2 章）。 
8 量化實證研究對於用何種研究設計可以得出因果推論，有很嚴格的定義。如本書第

八章所討論，法律人必須明瞭作因果推論的高標準在哪裡，才能在作出應然推論時

保持該有的「謙卑」。如果法律人只知道有相關性，而不知道有因果關係；或甚至

連有無相關性存在都不知道，則縱使因為法律人工作的本質，而不能逃避作出應然

論據（例如下判決），但其論證仍不應該斬釘截鐵，毋寧必須承認其應然論據的實

證基礎尚不堅實。 
9 關於行為理論的詳盡介紹，參見張永健，物權法之經濟分析，繁體 2 版（2020

年）（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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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實然分析的社科法學的主要類型與例子 

社科法學 

實然分析的類型 

應用資料 
（實證社科法學） 

不應用資料 
（非實證的實然社科法學） 

法經濟學 
實證法經濟學 數理模型的法經濟學、 

非數理模型的法經濟學理論 

法社會學 「法與社會」研究 法的社會學分析 

法認知心理學 

行為法經濟學、 
法與認知科學 

[此種研究多是應用左欄的實證研

究成果於法學問題上，與上述非

數理模型的法經濟學理論的取徑

接近] 

法政治學 司法政治 公共選擇理論 

法人類學 

 

定性或定量法人類學 [不運用實證資料的法人類學研究

（此類研究很罕見）] 

貳、本書論點鳥瞰 

第二章嘗試將法經濟分析整合至傳統法學方法：首先，經濟分析

除了在部分條文之文義、歷史解釋不可或缺，更可藉由目的解釋或結

果取向解釋的論證架構，成為法律解釋與法律續造的方法。其次，經

濟分析有助於解決不同解釋方法之衝突與優先性等後設方法論問題，

效率標準可以作為證成、選擇法律解釋以及是否採取法律續造的理

由。最後，本章指出，解釋論與立法論難以截然區分，一套完整的法

學方法論必須包括立法論，經濟分析以效率為立法價值，人的行為理

論為管制工具，可以補充傳統法學方法在立法論之不足。 

比例原則是公法學說和實踐中常見的審查立法和政府行為合理性

的方法。近年來，有學者主張將比例原則推廣至更為廣泛的領域，如

民法，使之成為「法律帝國基本原則」。第三章指出，與經濟學中的

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相比，比例原則無法全面關照決策者應考慮的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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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效益因素，至多構成殘缺的成本效益分析，而其機械的四步分

析法不但不當然節省思維成本，反而常常選出結果較差的政策選項。

本章也批判德國權威學者 Robert Alexy 的比例原則理論。因此，即使

比例原則可用於限制法院審查立法或行政舉措時的裁量權幅度，但在

立法政策選擇、行政舉措權衡以及法院處理民事糾紛等情境，比例原

則不應被使用，經濟學的成本效益分析才是更適當的理性思維和決策

方法。 

第四章主張，時效取得制度歷史悠久，但在當代臺灣正當性搖搖

欲墜。近年幾無占有人成功時效取得不動產物權。法院錯誤解釋構成

要件，未登記土地幾乎遞減到零，地狹人稠，地政資訊之電子化，都

是原因。無權占有人難以符合現行法下的時效取得要件，表示立法者

應該修法放寬時效取得要件，還是時效取得應該功成身退？本章主張

時效取得制度已不適合當代臺灣。主張不動產物權時效取得之占有人

應被推定為惡意，且惡意占有人不得時效取得；即使能證明自己為善

意無過失占有者，也只能在符合其他嚴格條件時，時效取得已登記土

地之定限物權，或時效取得未登記定著物之所有權。 

第五章探討物權法中最困難的問題之一：動產所有權善意取得。

此制度各國均有，且內容小同大異。從美國到歐洲到臺灣對此之經濟

分析理論不少，但至今未有定論。本章從配置效益與制度成本的角度

切入，提出全新之思考架構。解釋論的核心論點包括：占有人並非善

意取得制度應該保護的對象，原所有權人才是。以原所有權人遭遇無

權處分是否因為占有喪失乃出於己意，並無效率理由。嚇阻盜贓市場

與竊盜行為並非善意取得制度之關懷目標。立法論的核心論點是：善

意取得制度不能忘記考慮配置效益。若假設原所有權人的防範行為不

受法律規定影響，本來就會接近最適，則應將立法設計重點放在給予

買受人適當誘因，而買受人必須區分為消費者、專業商人、玩票賣家

而思考其不同角色。新的善意取得制度，可以量身定做買受人的最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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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程度，也可以採用公開市場標準，一律使在公開市場上向專業商

人購買系爭物的善意消費者可取得所有權人。不過，當買受人與原所

有權人都有盡到最適徵信與防範義務，則善意買受人與原所有權人各

有系爭物一半的應有部分，並在只有兩人能參與的內部拍賣中競標，

出價高者獲得全部所有權，出價低者獲得補償。內部拍賣機制成本

低，又最能促進配置效益。 

第六章提出臺灣《民法》第 1148 條「專屬於被繼承人」之一般

理論，指出信任、能力、技術是專屬性來源。意定法律關係的一身專

屬性理論奠基在法經濟分析的「多數的預設任意規定」理論上。依此

理論，保證人與貸方間的保證契約，因為給付內容是（可轉化為）金

錢給付義務，乃典型不具專屬性的法律關係，不分保證類型應該預設

為一律繼承。若強制保證契約不得繼承，將使人保對貸方之價值下

降；交易者找尋人保之替代品，使交易成本上升，造成無效率。 

購物網站低標價格，於消費者下單後拒不出貨，曾引起軒然大

波。法院對於購物網站之網頁標價構成要約還是要約之引誘，未有定

見；對契約若成立能否撤銷，沒有詳盡說理。援用經濟分析理論，第

七章主張若購物網站之使用條款已經將其網頁標價界定為要約之引

誘，則應作此認定。縱使認為契約成立，是否容許購物網站撤銷意思

表示，應個案考量表意人與相對人之過失程度；而此過失之認定，不

應援引抽象或具體輕過失之概念。主管機關經濟部在標錯價事件後公

布之「應記載事項」，昧於市場交易之現實，過度偏頗特定類型消費

者，無怪乎主要購物網站明白不採其規定。但若主管機關堅持貫徹其

規定，消費者之整體福祉不增反減。 

第八章是對 Mark Ramseyer 於 2015 年出版的專書 Second Best 

Justice: The Virtues of Japanese Private Law（《次佳正義：日本私法的

優點》）之書評。該書以社會科學方法解析日本民事法制，並對照美

國法制。書中深入分析車禍侵權、產品責任、醫療糾紛、僱傭、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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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消費借貸的相關法律規定、司法實踐，如何影響醫師、金融消費

者、房東與房客、雇主與受僱人等人的日常行為，以及其訴訟或和解

之決定。Ramseyer 書認為日本私法最大的優點是高度可預見，而其制

度根源是日本法院的科層結構。日本私法能達成此目標，是因為司法

體系隱然追求 95 分的次佳正義，而不像美國司法體系隱然追求 99 分

的最佳正義。本章以臺灣數據、臺灣司法與私法制度的研究成果，對

照 Ramseyer 書之日本法研究，並指出未來比較法研究的新視角。本

章並指出：最嚴謹的比較法論述，包括兩重的因果推論：被仿效國的

A 法規，導致好的 B 結果；移植國若引入 A 法規，也會導出好的 B

結果。而要作嚴謹的兩重因果推論，就必須使用社會科學方法。  

附錄 1 地毯式搜索 2006 年到 2011 年間地方法院之動產時效取得

案件，發現僅有兩案是法院依據相關規定判決當事人時效取得動產。

但其中一案中，沒有權利能力的行政機關時效取得人民動產，無論是

法釋義學推論或價值判斷都值得商榷。本章並以經濟分析作立法論，

主張惡意動產時效取得制度應該廢除，或至少改成有償取得，價金數

額參照遺失物拾得的價值取捨。至於善意動產時效取得制度也應該改

為有償（經濟分析術語中的補償原則），方符合效率。 

附錄 2 圍繞著臺灣《民法》第 802 條的無主物先占規定展開。在

地毯式搜索 1991年 1月 1日至 2015年 8月 1日各級法院的相關判決

後，發現在物權法理論上甚為重要的無主物先占，在臺灣實務上僅粉

墨登場一次，而且是運用在房屋之先占。在那唯一運用無主物先占規

定的判決中，許多物權法上最困難的問題冶於一爐。本附錄指出其論

理可再商榷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