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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日常建构：一个方法论的提出 

台湾政治大学  王晓丹 

本文将收录于王启梁编，《法律的经验研究：理论、方法及其运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1 月。 

一、 行动中的法律文本 

法社会学研究法律，而其研究的对象——法律，不只是法典的白纸黑字，或者法律机构

/泛法律机构（例如调解、上访、机构申诉等）的适用过程与结果，也包括日常生活中人们

谈论、表达、解释与运用法律的行动。换句话说，法律并非是客观存在于「那边」的固定文

本，而是一个在「身边」，人们不断阅读、审查、挪用、歪曲、改写的「行动中的文本」。我

们只是研究静止不变的法律文本是不够的，若要理解真实的法律世界，就要研究「行动中的

法律文本」——也就是日常人际互动、组织运作、结构行动中的法律。 

那么，在研究「行动中的法律文本」时，究竟要观察什么层面？分析什么议题呢？简单

说，可以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第一，可以在人们的行动中，观察人们如何定位合法/非法、

对/错、好/坏、公正/不公正的价值面向，这包括人们定位的方式、过程以及结果。例如，人

们会比较在意客观的规则定理、或是彼此的感受情绪、或是个别的利益收获、还是个人与整

体的形象？第二，由于法律同时也是人们的行为指引，我们可以观察在行动中，人们对于什

么可以做/不可以做、可能/不可能的行为指引面向。例如，有些人可能觉得，尽量不要跟别

人起冲突，但另外一些人可能反而认为冲突是一种沟通的方式；有些人习惯于在交换当中进

行交往，想象这是使得事务进展的方式，但另外一些人却不以为然。第三，我们也可以观察，

什么时间以及什么空间，人们会认为法律重要或不重要？何时会回避法律？人们互动所建构

的法律，究竟是一致或不一致？永恒或暂时？固定或变动的？第四，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分析，

人们在行动中，如何产生法律建构的意义？法律对人们来说，是否只是非我族类的语言？或

者是人们必须绕着的弯，以便顺畅沟通？还是据理力争并赋予力量的源头？ 

「行动中的法律文本」立基于特定的存在论与认识论，我将之称为「法律的日常建构」。

简单说，法律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频繁互动中。在人与人之间，比如

我们会跟对方谈我们自己发生的事情，我们谈的时候成就了某种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

中我们不断在创造（making）这一事件，也不断在建构法律。因此，法律是在我们日常生活

中人与人之间互相不断建构的，也因此它没有一个不变的客观性在那里；反面来说，我们透

过我们个人的主动不断的去建构法律，法律因此产生变迁与发展。此一过程必须透过法社会

学、法人类学的一些实证性、田野调查之经验性的研究，才得以从扎根理论当中逐渐归纳出

来，拼凑当代法社会的全貌。以下我将分点介绍「法律的日常建构」此一方法论的议题以及

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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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律移植 

    我从事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的研究，第一个是把它放在法律移植（legal transplantation）

的框架上，观察移植法所蕴含的法律价值、法律思想与法意识，尤其是在「行动中的法律文

本」上的意义。台湾的法律或者说在我们华人文化里面的很多地方，我们的法律都是从另一

个国家移植过来的，而我们研究法社会时，必须将法律移植的因素考虑进去。从清末开始我

们就不断的将西方近代法移植到我们的社会，而且是通过快速暴力的方式，直接就变成具有

国家强制力的法律，成为我们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框架上我们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

题，法律有很多层次，除了条文体系还有很多制度，除了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法律思想和意

识，所以当我们把外来的法律整套体系移植过来后，就会面临人们在理解运作这套法律时有

一个既有的文化传统在里面，因此，我们也通过我们的活动在不断创造（making）法律。 

    如何研究法律移植呢？有没有一些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整理与分析田野数据呢？

我通常会使用法律转译（legal translation）、法律适应（legal adaptation）以及法律发展（或文

化变迁）这三个概念。 

    法律转译意味着，法律移植到一个地方之后，人们行动所产生的法律文本，必然有一个

法律意义上的转换过程。法律移植此一社会过程，乃是透过法律专家与常民在其社会位置与

社会生活中，不断翻译、诠释、解释、理解以及创造规范的过程，此一过程可以统称为「法

律转译」。这包括法律专家对外来法的翻译、法律专家选择全盘移植或部分移植、法律专家

对于移植规范的解释适用、还有常民对于外来法的理解、常民对于法律体制的态度与行动、

常民对于自由平等理念的诠释与实践等。同时，法律专家与常民也不是截然二分的，许多常

民透过事件的参与或法律技术的累积，也得以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而大部分法律专家在制

定、解释与适用法律时，也与常民相同，有意无意地受到既有文化的惯习与意识所影响。 

    这其中重要的是，论述者往往会提到法律移位的现象。关于法律移位的论述，通常伴随

着法律与社会的落差、法律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法律实效性不够、法律知识不足、甚至法律

意识欠缺等说法。这些落差、差距、不够、不足、欠缺等关于法律移位的论述，往往预设着

一个共通的标准，才说这个标准已经被移位，也就是指涉被移植国比移植国更优越的地位。

因此，引述被移植国的法律或其实践，有时带有嘲讽或批评移植国法律实践的意思。我对于

这种法律移位的论述，在〈法律继受与法律多重制图〉这篇文章中，有相关的讨论与反思。 

    法律适应意味着，法律移植之后的法律转译，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适应过程，而我们就

是要研究此一适应过程产生的法社会现象。这可能包括适用法律时过于机械式而产生法律工

具主义的疑虑、理解法律时只着重在条文解释而持有法条主义的法律观、运用法律时疏于结

合地方性知识而未能产生有意义的规范性内在关联、制定法律时未能促成多元价值与不同立

场的对话与辩论、讨论法律以及面对社会问题时让法律专业者主宰于唯一的解释方式。我    

在〈法律移植与法律适应〉以及〈如何解碼台湾法律、社会与文化的纠结〉这二篇文章中，

有相关的讨论与反思。 

    我们研究法律适应过程的法社会时，除了分析偏离法律理想的各种现象之外，也可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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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的角度，描绘其改变规范结构的努力。例如，我在〈规则细致化的法律行动〉这篇文

章中，试图呼吁，法学研究应该要搜集人们在法律之前处境的资料，分析时避免过度负面评

价主张权利者的动机与性格，并在整理相关规范不一致之混乱之后，得以提出法律的文化解

释之理解，从而看见人们在法律之前的困境与试图突破困境的努力。 

    法律发展（或文化变迁）意味着，法律适应此一社会过程所促成的法律变迁，从长时间

看来，正是法律发展的过程，而这最后终将导向于一个文化变迁。换句话说，对于法律移植

的社会来说，移植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不论是清末民初全面性地移植西方近代法、或者

法律发展过程以比较法的形式部分移植（参酌）他国法律、或者全球化之下主动或被动移植

国际法规范，都是持续不断的法律移植。这些移植过程从法规范的角度来说，就是不断修法

不断改变法律解释与法律实践的过程；如果我们从行动中的法律文本之角度，或可厘清外来

法文化与在地法文化如何融合，产生文化变迁，也发展新型态的法治模型。 

三、 规范交错下的个人困境 

    法律移植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多重（多元、复数）规范彼此之间的交错。具体而

言，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人们互相对待的方式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规范，指引人们的行为，

某一规范行为指引与另一规范行为指引可能分别导向不同的价值、思想以及意识，当这两种

规范的行为指引方向不一致时，规范交错就会产生人际沟通的困境以及个人自我认同的困

境。 

    举台湾的一个案例，我在〈法意识与法文化研究方法论〉这篇文章，说明了规范交错所

产生的难题。2002 年有一个普遍被台湾社会认知的“六个女儿”案。这个案例牵涉到台湾

的继承法，台湾的法律从 1949 年开始就规定父母财产包括不动产，它的继承是男女平等，

但是在社会实践上绝大多数时候的女性可能会被迫抛弃继承，或者是她的父母生前会移转财

产给儿子，或者是她会被迫在分割协议时分到比较少的财产，也就是说法律是平等的但在实

际的财产分配却大多数是不平等的。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不平等会越来越少，情况也在

逐渐改变。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就会发生一些问题，很多女儿父母会逼她，比如说爸爸

过世，妈妈就会对女儿说你赶快去抛弃继承，我们家的财产要留给儿子，留给同姓的人，你

已经或是将来要嫁出去，如此逼迫女儿抛弃继承，女儿如果不愿意就会变成很大的冲突。 

    “六个女儿”案就是妈妈一直逼女儿放弃继承，六个女儿不愿意，妈妈就私底下去法院

递交了一个继承系统表宣称只有儿子没有女儿，于是就把父亲生前的不动产移转登记到两个

儿子名下，六个女儿发现后就去法院提起民事的涂销登记之诉。台湾的法律是当爸爸过世之

后，他的财产所有权在法律上就已经移转给六个女儿、两个儿子和妈妈九个人共有，女儿上

法院本就是主张恢复自己的权利，因为自己的财产却被登记在别人名下，所以去主张涂销登

记。这个主张到了民事法院以后法院认为这中间有一个伪造公文书的问题，因为有一个伪造

的继承系统表，所以就把它移转发到了刑事庭，变成了一个刑事案件。媒体报道时候就变成

了六个女儿要家产，要告妈妈告到坐牢，然后就全民哗然，他们的乡邻还摆摊支持老妈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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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女儿多么不孝，逼得六个女儿在法庭上跪下来求妈妈原谅，妈妈就不愿意原谅她们，就

产生了一个这样的冲突。这就是说很多的女儿们在继承财产时，面临法治上面的困境，她只

是在主张权利，主张权利是多么正当的一个事情，可是另外一边就会被说成是不孝，被大家

唾弃，说是忘恩负义的，这就造成权利是争取还是不争取的困境。 

    “六个女儿案”有两种叙事，一种是恢复权利的叙事，一种是不孝女儿的叙事，在这些

叙事、日常法律建构中，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抵抗，又如何去建构一种我们想要的法律状态？

我认为我们的法文化其实是要寻找一种新的法治模式，因为西方的法治模式不一定是最好

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人际互动去思考我们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法治。西方的很个人主义式

的法治自己也面临很多困境。我们一直在效仿西方，觉得我们自己有很多的不足，要去借鉴。

就很像许多人讲的文化自我殖民。我们要避免这种文化的自我殖民，要从日常生活中去看要

怎么突破。如果我作为“六个女儿”案例里的一个女儿，我要思考到底是主张权利还是孝顺，

这是两难的困境。另外我们需要重新去思考继承这件事情，对于社会、个人来说它的意义不

只是钱财，对于六个女儿来说她们的困境可能是不断的被排除。台湾很多女儿会因此跟自己

的父母吵架，但是吵架是很伤感情的一件事，我们都是很重视感情的，那么这样以来就真的

变成了好像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了。我们要去想清楚这种集体的结构的困境，可是我们却是

通过我们的行动去促成这个结构。怎样通过行动去突破？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的智慧。 

    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日常建构的法律背后有一个价值，法律本身包含某种社会安排，某种

资源干预和分配，人跟人之间该有怎样的一种互相对待的关系。这中间西方法治和我们传统

的、当时的文化实践有很大的冲突，从而造成强烈的人际冲突与个人自我认同的难题。我们

要怎样通过研究去处理这些问题，去帮助实际上陷入困境的这些人，让她们可以有力量去突

破这样的结构上的压迫，这是一个部分。但后来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转向是我们必须要去关

注整体的法律建构在现代生活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态。过去我们常说传统、现代它好

像是互相干戈冲突，但关键在于，我们到底要怎样走出一个自我，突破传统还是现代的二元

难题。 

四、 法意识之文化基模 

    除了个人认同的困境之外，还有就是文化基模（cultural schema，文化基模是一个理

论用语）的难题，有时因为文化基模，使得法律移植之后的融合过程，产生停滞现象，而若

要促进法律融合，或发展新型态的法治，必须要理解这些文化基模，并发展具体的行动挑战

与改变文化基模。所谓的文化基模，指一个文化中人们人际互动时特定的认知结构，也就是

人们在为人际互动时，会依照其之前的社会经验，遵循既有的知识或技能，而此种知识或技

能通常会在一个文化当中被不断型塑以及实践。 

    举例而言，我最近在从事刑事司法人权与无罪推定原则的法社会研究时，发现虽然法官

受过专业的法律训练，但是法官和我们一样具有相同的法意识，享有同一个法律事实和法律

推理的想象。也就是说，真正审判的核心不是条文的解释，是事实的认定跟法律推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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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法官的事实认定和法律推理同我们一样，会有同样的文化基模。另外我也会慢慢的去看媒

体报导的案件，看事实如何被讨论，你会发现大家对事实怎样是不太在意的，相对的，大家

对一些事情的描述其实是为了凸显某些人是坏人，或者呈现自己是好人，甚至会把事实做某

种程度上的一些编造。换句话说，事实是怎样本来应该要有一个客观性在那里，甚至基于人

性尊严以及审判公正性，应该要有无罪推定原则的适用，但有时还是因为一些道德评价的因

素、行动者自我形象的桎梏、或者媒体塑造的整体氛围，使得真实有被操弄的可能，甚至行

动者会以为自己在主持公平正义，却可能已经在侵害别人的人权。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去一个面店吃饭，面店在医院附近，我看到一个老人家穿着医

院的病人衣服坐在那里，后来进来两个年轻人发现没有两个连着的位子，就没有坐下来，老

板娘看到后，就叫老人家坐别的位置以便空出两个连着的位子，于是老人家就站起来，花了

十分钟的时间缓缓的坐到另外的位子上。我们在旁边看到后就问老板娘，老人家已经坐定了

你干嘛要让他换位子？这个老板娘就说，你不知道这个老人家每天都来我们家吃面，每天他

都一坐就坐三四个小时，会影响我们的生意。老板娘走了之后，我就问那两个同学，老人家

已经坐定了你干嘛让他站起来？那两个同学就说我们有三个人，还在等另外一个人，所以就

要坐在三个连着的位子上。但是事实是什么？我后来就故意吃面吃到很晚，看到根本就没有

第三人，他们吃完面就匆匆走了，而那个老人家也是一吃完就走了。所以我的感受就是日常

生活中，你问很多人很多事情他就会随便跟你讲讲，因为他觉得不重要，人们会说一个对自

己有利的事实让别人觉得她/他是个好人，同时会隐瞒一些事情。他也不一定是要骗你，他

可能就只是为了省麻烦，避免你去跟他争吵，就把事实随便讲讲，本来无伤大雅，但当它变

成一个全民的说话习惯时就对法律很重要了。 

    法律永远是基于事实的，我们对一件事情，比如说两个人发生纠纷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

们才会去说用什么样的法律规则和原则。所以如果连事实都很随便，我们为了某种更重要的

价值比如说和谐，或者是为了想要让别人觉得我是好人以避免吵架，那我就把事实随便说说。

这种随便说说就会使得我们每天的法律建构变得非常的不精准。这也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困

境，虽然在台湾我们觉得法条研究的很体系化概念化、做的很完整了，可是为什么我们的法

治社会还是存有很多问题，我认为内在的、文化的原因出在这里。 

五、 法律性与建制民族志 

    我们在现代社会里面怎样去改变既有的文化基模，可以从微观互动分析当中找到资源，

在研究方法上必须不断观察、不断辩证。比较理论性的说法在社会学里面叫：象征互动论

（symbolic interactionism，或称符号互动论）。象征互动论认为人与人的互动透过种种象征

来表达的，如语言、手势、表情等，有了这些，人们才能互动。所以对象征互动论而言，最

重要的，乃是赋予行动者诠释社会世界的能力，因此关注行动者与这个世界的互动，并预设

了行动者与这个世界互为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态结构。运用在法社会学上，这方面的研究就

要偏重微观的人与人的互动，透过研究象征（语言、手势、表情等﹚进而分析在互动中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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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法律性（legality）。 

    至于法律性的意义，可以在 Patrica Ewick & Susan Silbey 的著作《The common Place of 

Law》这本书中找到理论资源。书的封面是美国一个社区的雪地，雪地里有一户人家，要停

车就要把雪先铲掉，铲掉后就放了一张椅子。作者解释说法律其实就在生活的很多地方，可

能是空间性、物质性、言语性的都有可能，法律就在这些地方。她们所建构的法律性是一个

人一旦透过他的劳动力（铲雪）放了一个象征（椅子），那么他就取得了暂时性在此停车的

使用权，如果一旦再降雪他所铲的那块地方被覆盖又不见了，那么他的使用权也没有了。其

实我们人的日常生活就在建构法律性，人是通过行动在结构里，不同的地方会用不同的方式

去建构这样的一个法律性。人受到结构的制约同时也会通过新的行动去挑战已有的结构。 

    我认为研究法律性的方法，可以运用 Dorothy E. Smith所发展的「建制民族志」（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方法，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必须以个人经验为起点，尤其要针对日常生活世

界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行为，予以问题化，找到这些行为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脉络。既然是以个

人经验为起点，研究者就应该尽量让研究对象说故事，并且尽量发展让被研究者赋权

（empower﹚的技能、知识与行动，让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互为主体。这样的过程，主要问一

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法律性，使得社会不平等结构得以延续？基于对弱势者的关怀，法律的

建制民族志预设（研究本体论或存有论﹚，法律作为一个制度，基于人权的目的，设计上具

有某种特定的功能，例如家庭、司法、福利、医疗、教育等，而法律制度所建构出来的权力

关系，乃是透过人们日常生活由下而上参与（participation）而完成的。法律建制民族志研究

的目的在于捕捉个人行动与制度法律性的动态过程，尤其发现背后的意识型态。最终的目标

在于，深刻批判并反思法律的社会建构上的问题，重要的是，理解的同时得以发展行动，也

就是强调研究即实践。 

    举例而言，我曾经从事过关于人口贩运法制的研究，从中看到法律性的建构到底是什

么？我发现人口贩运的工作者（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社工员、劳动查察员、社会运动

者等）在操作法律时，有一些理所当然的假设，经常会强调被害人的悲惨遭遇，并且将加害

者邪恶化，攻击他们有多恶劣，因而争取了更多资源与认同。实际上，人口贩运防制网络的

建立，对被害人来说虽然得到专业的协助，却也因为被定位为被害人，因此必须进到安置中

心并符合一些生活规则。另一方面，进到法庭之后，这些在媒体上雷声大的案件，大部分加

害人通常都是雨点小地轻罪结案，可悲的是，结案后这些人可能继续从事人口贩运。这就形

成一个循环，虽然投入大量的资源，一批批人口贩运被害人还是前仆后继。专业工作者看到

此一过程，虽说可以将之归咎于某一个专业的问题（例如司法），或者归咎于专业的藩篱与

鸿沟，但是不可否认的，防制网络最后成就的是这一群救援与帮助者，她们就变成了做好人

做好事的专业者，这就是法律的主要社会作用，此时，法律就具有压制性的作用。在研究过

程，我就在想怎样去做一个翻转让它具有创造性，我最后从一些理论资源中去探讨。研究成

果发表在〈法律的压制性与创造性〉这篇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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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法律历史社会学 

我自己做研究主要出发点就是人类学式的不断观察，基于好奇，例如听见有人说话我

会不断去想背后的意义、说话者为什么要这样说，而我跟别人讲一句话时我也会想我为什么

用这样的方式讲，或者我本来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在交流的过程中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后

来找到了所谓的历史社会学的一些资源理论，在外部条件之下所留的烙印，并不是机械的反

应在人们的行为中，而是渗透在人格的形成核心当中。 

历史社会学认为社会的型态或模式自有其历史的延续性，此类研究关心往昔与当下的

联系。例如，Marx Weber 将冷静的布尔乔亚当作资本主义精神的一种类型，主张新教精神中

禁欲主义及其有条不紊而机械如仪的理性化，被带出了修道院之后，服务于世俗的积极生活，

因而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Norbert Elias 认为宫廷社会的居所结构反映社会结构，而

此种社会结构也被打上印记，延续到当代社会，从而说明了文明与暴力相结合的时间与空间

特征，这包括其所提出的权力理论化的三个关键因素：可视性（visibility）、互赖性

（interdependence）与策略游戏（strategic games）。Michael Foucault 研究历史上疯癫、

游民、性变态、罪犯等个体性的经验，追索知识和权力如何将这些人建构为他者，他关注权

力的积极作用，也就是主体性（subjectivity）与真理（truth）的问题。 

我尝试把历史社会学的一些想法，尤其是对于过去社会结构对人格类型的影响，应用

在关于法制发展的研究中，例如，我的一篇文章〈性暴力法制的历史交织〉研究台湾的妨害

性自主犯罪与审判，这个研究我先从学者对清代刑科题本的研究，发现里面有百分之四十的

强奸案都是一种样态叫做“威逼致人于死”。此种案例的大量出现，乃是因为当时要证明被

强暴是非常困难的，这导致唯一的方法就是自杀，自杀之后好像就可以证明你是被强暴了。

在当代台湾，我们的法律运作有所谓的刑事客观性和正当的程序等等，似乎没有这么严重，

似乎已经改变了，但实际上我认为会有一个历史的延续性。当时她们自杀可能是因为很多人

会去谈的一个贞操的问题，使得被害人一定要通过自杀来保持自己的清白。现在因为台湾性

别平等教育法的关系，我调查很多这类案件，每次去面对这些当事人的时候发现，以前的那

种威逼致人死的样态还是存在的，倒不是说因为贞操，而是性这种事在华人世界还是避免谈

论的，一旦你涉入到这样的案件无论你是受害人还是被指责为加害人，似乎都被戴上了道德

污名的帽子，在这个过程里每个人都在不断的说故事去证明自己的清白。好像这件事你做错

了一辈子就完了。这种不能犯错的文化是一旦错了就不能够被洗清或恢复的，这对于法治社

会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可能会被指责或受害。我自己做研究就会去观察社会

里面的个人或集体的法治的一个困境，然后不断去思考在历史的脉络里面有什么延续性。 

法律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取径，强调法社会现象的研究必须考虑历史的向度，此种研究

取径预设，法社会现象本质上就是历史过程中社会互动的结果。虽然此种研究取径还有待发

展，但是我们希望，法律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可以补足法社会学研究中纯粹以实证的经验性

资料为基础的分析，因而跳脱结构功能论的共时性研究之局限，如果能与文化传统中既有的

思维相结合，使我们发展新的能力，能够从实践的智慧中，找到文化发展的脉络，以及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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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积极行动的可能。 

七、 反思法律建构的行动：把自己站出来，又不伤害他人 

今日各大法学院占主流地位的是外来的法律释义学，过去经常有人批判它过于崇尚舶

来品，总是以德国法（或其它外国法）作为法律制定与解释的标准。法律释义学企图以国内

的真实案例大量补充或调整外来法所产生的法律议题，虽可部份地解决问题，但是仍然忽略

了几个法学的重要层次。第一，西方法乃十六、七世纪以来，西方封建社会权力关系改变下

的产物，而我国的国家与社会发展有不同的路径，法律不见得具有相应的社会基础；第二，

西方社会在当代自己也面临了重大的危机，学术上有许多反省，其中个人主义作为法律的基

础，也面临调整的迫切性；第三，法律移植过程经常以西方概念以及语汇，理解本土的现实，

具有误读以及过度强调西方的不对称性；第四，从清末以来，我们一直不断在进行法律移植，

而西方法律的自由、平等之概念及用语，也已经成为生活中的重要语汇；第五，法律发展不

是西方与东方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回顾过去，反思当下法律建构行动的问题。 

本文提出「法律的日常建构」此一研究取向，目标在于考察当下的法治与法文化。总

结来说，此一研究取向理解法律并非将之当成静态的文本，法律是人们在行动中不断阅读、

审查、挪用、歪曲、改写的「行动中的文本」。打破了法律规定与法律实践二分的概念框架

之后，我们关注法律文本的社会历史脉络，也就是法律移植，并提出了法律转译、法律适应

以及法律发展（或文化变迁）的分析框架。通过一些经验性的研究，我们聚焦于法律移植的

长期社会过程中，因为移植法与固有法之规范交错下的个人困境。我们发现，这些困境之所

以难以转化，与人们的法律姿态密切相关，也就是法意识之文化基模促使我们在困境中无法

转化。研究者应该要透过建制民族志的方法，探究行动中的法律文本，一方面思索特定场域

法律性的建构，一方面发现行动中挑战此法律性的可能。而整体的法律历史社会学的理论性

关照，或许有助于我们厘清过去历史发展与当下现实困境，并发展出批判性的反思行动。 

针对「法律的日常建构」此一研究取向，许多朋友最常提及的问题，便是面对规范交

错的困境时要怎么办？如何发现并挑战法意识的文化基模？什么才是真的在批判现实并采

取伦理行动？这些行动面的疑惑，引起我进一步的深思。我初步的响应便是，生活中我们常

被突袭，妳/你可能突然发现自己被排除、或者看见不公平、或者有人受伤害，或者某种风

险正在增加，或者妳/你正处在困难抉择的处境，我们被突袭的时候一开始通常反应不过来，

因而呆在当场，什么都没做。最常的反应是假装没看到，当作事情没发生，尽量保持当场的

和谐，但是到一个时点又可能突然暴怒，引发火爆的对立。因循一般惯习的结果，可能是眼

睁睁让排除、不公平、伤害、风险等发生。如果要突破这种困境，就要挑战自己在文化中的

惯性，发展伦理行动。首先，在行动的时候要第一时间讲清楚自己的位置，定位彼此的权利

义务关系，才不会阴错阳差而进入到奇怪的状态。这个是我觉得要练习的。从研究观点看出

冲突到底是什么，它的法律性是如何被建构的，建构的时候有什么交错，对人来说是怎样的

一个突袭，在突袭当中我们有没有突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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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当我们受到突袭的时候，要练习让自己站出来表达自己的同时又不伤害别

人。例如，谈性别的问题其实是这样，性别的问题绝对不是男对女的压迫，它其实是有权力

的人对无权力的人的一种压迫，这种压迫在我们的社会里是无处不在的。面对父权的压迫我

们怎么让自己站出来，为自己的自我认同而努力。我相信那个自我认同是在社会互动里不断

建构的。如果我放弃这个战场，放弃那个战场，每个地方都放弃，那就不是我想要变成的那

个我，所以我要自己去不断的练习。我们能看到很多沟通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了解尊重是

什么样子的。你既想要站出来表达自己又要给别人足够的尊重我觉得是个很难的问题但值得

去思考。 

以六个女儿被排除继承财产的案例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权利意识的提高，只分

给儿子的趋势会逐渐消解，但是我也在观察改变的原因，挑战行动的部分扮演重要的角色，

而在挑战中人们日常建构关于继承的法律性也会有所转换。以前大家觉得要靠儿子养老，现

在可能儿子也不可靠了反而是要靠女儿，父母就会开始转换思想。这就包含了继承这件事情

它背后的想象和价值是什么相对来说也有所转换，这要通过行动去改变日常建构。例如，我

有一个朋友，她爸爸一直觉得财产要给儿子，我的朋友是个律师，这个儿子是个法官，她有

四个姐妹，她爸爸从以前到现在就说钱要给儿子，就在台北市中心买了栋房子给儿子住，她

妈妈很早就过世了只有爸爸一个人，但是朋友的爸爸阿公跟自己的女儿(外孙女)很要好，爷

俩经常打电话。有一天朋友在谈论事情的时候就当着阿公的面说我要叫自己的女儿不要理阿

公，因为阿公都把我们当外人。阿公在听了这后就突然醒悟，本来以为不会啊，不会有内外

之分，后来在分财产的时候就开始去处理分给自己的女儿。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我们要让

自己站出来又不去伤害别人。我们怎么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法治资源然后去创造一个文化里所

谓的启蒙思维，必须要在这些行动里面去寻找。 

总之，练习把自己站出来，又不伤害他人，这并不是期待法律具有有效性的胡萝或是

棍子的问题，因为胡萝或是棍子是由管理者可以决定的。如果你还是觉得我自己是个立法者

要别人来遵循我的法律，而法律的遵循本身就是达到我的目的，那就是错误的，因为法律其

实不是这样的，它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互动来不断建构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要跟别人有

什么样的互动。所以不是管理者去制定法律，而是我们每个人通过互动去建构去挑战，在这

个结构里我们被局限也被挑战，在这里我们每个人是平等的，没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分，

尤其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一个中心点。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管理者立法的问题，是我

们每个人怎么样去在生活里面把自己站出来的问题。社会总是有很多政治权力，总是会有很

多领导掌握资源分配的一些权力。在政治权力的运作过程中我们怎样发展一套法律思想让每

一个人有平等的能量在自己的生活中去建构法律性，我认为真的要谈法律要在这样的层次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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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妇女救援基金会董事、并获得 2013 年政大学术研究优良奖。过去十年来的研究具体议题

包括民事离婚、民事调解、家暴保护令、性侵害、刑事审判、人口贩运等。研究经历几个演

变，先是厘清婚姻法的法理预设之问题，继而进行法律运作实况的法学实证研究，然后探讨

法律现场纠纷解决的法律多元性议题，再来反思法律移植与法律发展的微观与宏观层面，最

后以日常法律建构的研究视角总结前述的研究心得。经过这些研究历程，主张研究者必须不

断进行法律现场与日常生活的反思，并同时大量阅读中国传统以及西方理论性的著作，方能

整合法释义、法理、法实证、法史以及法社会等不同层次的议题，掌握法学理论与实践之整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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