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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的法律經濟學道路
簡資修＊＊

摘 要
如今當令的法律經濟分析是新庇古式或波斯納式，其將法律作
為誘因工具，使法律失去其作為人間自發的規範本質。華文世界的
法律，相對於西方世界是落後的，法律繼受因此難免，但不分青紅
皂白，將法律作為誘因工具之概念完全引進，無疑是災難。本文首
先指出，科斯定理、漢德公式、公地悲劇、補償規則與外部性理論
等法律經濟分析核心概念，如何被濫用了。接著指出，這些概念被
濫用，是來自經濟分析的科學性宣稱，但數理模型與統計分析，不
是科學之必然，其是法律經濟分析的國王新衣。最後，法律經濟分
析作為法學的研究方法，其研究對象是作為規範之法律，而「無法
律，不教義」，因此法律體系或法治，約束了法律的經濟分析的視
角與方法。
關鍵詞：科斯定理、漢德公式、公地悲劇、外部性、市場失靈、補
償規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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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法律經濟學，不但在美國1，在全世界2，都蓬勃發展，華文世
界自不例外3。不過，這些經濟分析往往將法律以政策工具視之，
不同於法律作為眾人自治之規範4。手段目的之關係因此取代了眾
人互惠之合意。在立法層面，法律目的為何被忽略了；在司法層
面，法官不受法律拘束了；在法學層面，行為研究當道了。固然很
多社會不良需要立法解決，但如何的法律形成了此社會不良，是首
須明瞭者，而如何去除此社會不良，也必須是合意得出者，不是手
段目的可以解決的。又法律不可能是完滿無缺，但因此任令法官自
1

See ROBERT COOTER & THOMAS ULEN, LAW AND ECONOMICS (6th ed. 2012); STEVEN
SHAVEL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2004).
2 See HANS-BERND SCHÄFER & CLAUS OTT,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CIVIL LAW
(2004); EJAN MACKAAY, LAW AND ECONOMICS FOR CIVIL LAW SYSTEM (2013).
3 參見謝哲勝編，法律經濟學（2007年）
；張永健，物權法之經濟分析：所有權
（一）（2015年）；魏建，法經濟學：分析基礎與分析範式（2007年）；史晉川
編，法經濟學（2007年）
。
4 See Mark D. White, A Kantian Critique of Neoclassical Law and Economics, 18 REV.
POL. ECON. 235, 235-5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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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裁量，不受法律拘束，法治危矣。徒法無以自行，法之行動者的
行為，應受重視，但一者，客觀行為往往無法推導出動機；二者，
法律實效已是在法律規範合意成立之後，實然無法導出應然；三
者，行之有年的法律，多已將這些行為特徵納入考量，否則其不會
存續的5。本文主張，科斯（Ronald Coase）的公司理論以及張五常
的合約理論，才是華文的法經濟學應走之路，不但是其認真對待法
律，因此本土問題必然凸顯，而且其著作是有關中國者6或以華文
為之者7。
本文以下將先就幾個核心法律經濟分析概念為辨正，說明其如
何被濫用了。這些概念有：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漢德公式
（Hand Formula）、公地悲劇／反公地悲劇（tragedy of commons/
anticommons）、財產規則／補償規則／禁易規則（property rules,
liability rules and inalienability ）， 以 及 外 部 性 ／ 市 場 失 靈 等
（externality and market failures）。科斯定理，往往被人犯了邏輯上
的否定前件錯誤（fallacy of denying the antecedent），以高交易成
本，主張法律的強制介入；漢德公式，原本是事後追究行為是否過
度危險，卻被以事前能力管制用之；公地悲劇／反公地悲劇，作為
資源使用過度或不足之描述，其對如何避免悲劇是未定的；財產規
則／補償規則／禁易規則，此架構如要有法律意義，其必須實體法
化，放棄與應配分分離之二階分析；外部性／市場失靈，則根本是
制度空心，其先假設完滿世界，然後因為現實世界必然不完滿，所
以法律應該強制介入，自欺欺人也。

5

See 1 FRIEDRICH A.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A NEW STATEMENT OF
LIBERAL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POLITICAL ECONOMY: RULES AND ORDER
(1973); Richard A. Epstein, From Natural Law to Social Welfare: Theoretical
Principl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100 IOWA L. REV. 1743, 1743-72 (2015).
6 See RONALD HARRY COASE & NING WANG,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2013).
7 參見張五常，經濟解釋（2014年）
；簡資修，《經濟解釋》：法律的經濟學教
本，中國法律評論，2016年第3期，頁191-202（2016年）
。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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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經濟分析之所以如此盛行，應是其使用精密的數學、賽局
理論與統計，而有科學性之宣稱。但這些數理方法，畢竟是工具，
不能喧賓奪主，將法律視為誘因工具，以便於工具操作，若是如
此，即是科斯所言的黑板經濟學—公式滿黑板，但毫無解釋能
力。法律既非工具手段，其即不應受非法律目的之影響，因此經濟
效率、財富極大化或分配正義等等，即不應是法律經濟分析之目的
或準則。法律是眾人為了減少租值消散所作的合約安排，合約必然
是體系的，此法律經濟分析之教義性也。

貳、幾個核心概念之釐清
一、科斯定理
科斯被尊為法經濟學之父，幾無人置疑。其1960年的〈社會成
本問題〉一文，是被美國法學論文引用最多的文章8。經濟學家史
蒂格勒（George Stigler）將之形式化為「科斯定理」—財產權利
確定，在無市場交易成本下，不管法律起初將此權利分配給誰，最
終此權利將由具較高價值者享有。由於經濟學家多僅注重市場交易
之過程與結果而非其前提條件，無怪乎有此定理化。但定理化挾帶
了可能的邏輯錯誤，在此即是否定前件的謬誤9，科斯所批判的有
損害就課責的外部性理論，反而借之還魂了。其推論如下：P（無
市場交易成本）→Q（最終此權利會由具較高價值者享有），而推
導出～P（高市場交易成本）→～Q（最終此權利不會由具較高價
值者享有）
。考特與尤倫（Robert Cooter and Thomas Ulen）提出規

8

See Fred R. Shapiro & Michelle Pearse, The Most-Cited Law Review Articles of All
Time, 110 MICH. L. REV. 1483 (2012).
9 參見謬誤列表，維基百科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C%AC%E8
%AA%A4%E5%88%97%E8%A1%A8（最後瀏覽日：2016年8月15日）
。

華文的法律經濟學道路

517

範性科斯定理（Normative Coase Theorem）與規範性霍布斯定理
（Normative Hobbes Theorem）10之法律指導原則，即是其例。考特
與尤倫認為，法律首先應該減少市場交易障礙，是為規範性科斯定
理；次之，在市場交易失敗後，法律應該減少其損害，是為規範性
霍布斯定理。但誠如其指出的，當法院的訊息成本低於市場的交易
成本時，應該適用規範性霍布斯定理；當法院的訊息成本高於時市
場的交易成本時，應該適用規範性科斯定理；這裡弔詭的是，一旦
法院能操作此區分，意味了其不但知道市場的交易成本而且知道其
本身的訊息成本，則法院逕為權利界分，即可避免權利調整之市場
交易；如此永遠就是規範性霍布斯定理的適用，外部性理論之還魂
也！其實，此理論最大的問題是，法院的訊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一
部份，而法律是因應交易成本而來，則這種二階分析，邏輯上，即
是不可能的。
就法律與經濟，科斯說的是：法律會影響經濟活動，經濟學家
在研究經濟體系時，必須將法律考量進來，否則就是失職了11。其
在1959年的〈聯邦通訊委員會〉一文即指出，權利之釐定清楚，是
市場交易的必要前提12，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其只是以虛構
的例子，加以闡明罷了—法律權利之確定否，才決定了經濟後
果。即使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曾說，法院應該將其裁判的經濟
後果考量進來後再去做裁判，但他明言這是要在不危及法律安定性
下 ， 始 可 為 之 的 13 。 現 在 法 經 濟 學 往 往 是 法 律 的 經 濟 分 析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14，而且是以個案或無體系的個別法律

10 COOTER & ULEN supra note 1, at 91-93.
11 參見簡資修，科斯經濟學的法學意義，中外法學，2012年第1期，頁190-203

（2012年）
。
12 Ronald Harry Coase,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2 J.L. & ECON. 1, 1-

40 (1959).
13 參見簡資修，不法治的代價：何為科斯的經濟學，人大法律評論，2015年第2

輯，頁453-468（2015年）
。
14 GUIDO CALABRESI, THE FUTURE OF LAW AND ECONOMICS: ESSAYS IN REFOR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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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象，是顛倒了科斯定理。當科斯說，學科應以研究對象而非分
析方法為劃分標準15，他是要經濟學家應該回歸其本行—研究經
濟系統—而不要挾其數理模型與統計分析等分析工具，殖民其他
學科，實行經濟學帝國主義。科斯直至晚年，仍認為這些工具未能
有效探討經濟系統16，則將這些工具照搬至探討更是不同的法律系
統，他應是會搖頭吧17。這也是為何主流的法律經濟分析代表人物
理查•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
，要大費周章為文質疑科斯的經
18
濟觀點了 。

二、漢德公式
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法官漢德（Judge Learned Hand）在1947年
的United States v. Carroll Towing Co.（159 F. 2d 169）一案中，提出
了著名的「過失責任」（而非僅僅是過失）公式：B<PL；B是負擔
（burden），P是機率（probability），L是損失（loss）；當不行為所增
加的負擔小於其因此可以減少的預期損害，而行為人行為時，其就
是過失，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19。侵權法的經濟分析，莫不以此公
式為其鼻祖，但在很大程度上，其被誤解了。
RECOLLECTION 1-23 (2016).
15 RONALD HARRY COASE,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38 (1994).
16 See Ronald Harry Coase, Why Economics Will Change, THE RONALD COASE

INSTITUTE (Apr. 4, 2002), https://www.coase.org/coaseremarks2002.htm; Ronald
Harry Coase, Saving Economics from the Economists, 90 HARV. BUS. REV. 36 (2012).
17 不同見解，張永健（註3）
，頁6-7。
18 RICHARD A. POSNER, OVERCOMING LAW 406-25 (1995).
19 “It becomes apparent why there can be no such general rule, when we consider the
grounds for such a liability. Since there are occasions when every vessel will break
from her moorings, and since, if she does, she becomes a menace to those about her;
the owner's duty, as in other similar situations, to provide against resulting injuries is a
function of three variables: (1) The probability that she will break away; (2) the
gravity of the resulting injury, if she does; (3) the burden of adequate precautions.
Possibly it serves to bring this notion into relief to state it in algebraic terms: if the
probability be called P; the injury, L; and the burden, B; liability depends upon
whether B is less than L multiplied by P: i.e., whether B less than PL.” United States v.
Carroll Towing Co., 159 F.2d 169, 173 (2d Cir.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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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所涉及的是，停泊於港口的駁船，非因其過失而漂流，致
撞擊他船而沉沒，但如果當時駁船留守人未離船，其就可通知附近
的救援船隻，沉沒是可避免的；現在的問題是，當時駁船留守人離
船未回，船主是否應負過失之責，不能請求全部的賠償。漢德法官
對習慣上當時駁船留守人是否可離船，未置可否20，而提出了上述
公式。他判決說，鑑於當時是戰時，船隻出入必然增加，而且又是
日照短暫的一月份，港口可供船隻出入的時間變短了，則船隻出入
的頻率必然增加，駁船被調動而漂流的機率也增加了，而駁船留守
人又無好理由，可以合理化其未回船，駁船船主因此有過失21，應
承擔部分損失。
應特別注意者，漢德法官並未去認定駁船留守人的預防能力
（當時是否在船上）是否符合一個抽象標準，而是以之為給定，去

20 “Applied to the situation at bar, the likelihood that a barge will break from her fasts

and the damage she will do, vary with the place and time; for example, if a storm
threatens, the danger is greater; so it is, if she is in a crowded harbor where moored
barges are constantly being shifted abo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barge must not be the
bargee's prison, even though he lives aboard; he must go ashore at times. We need not
say whether, even in such crowded waters as New York Harbor a bargee must be
aboard at night at all; it may be that the custom is otherwise, as Ward, J., supposed in
'The Kathryn B. Guinan,' supra; n17 and that, if so, the situation is one where custom
should control. We leave that question open; but we hold that it is not in all cases a
sufficient answer to a bargee's absence without excuse, during working hours, that he
has properly made fast his barge to a pier, when he leaves her.” Carroll Towing Co.,
159 F.2d at 173.
21 “In the case at bar the bargee left at five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of January 3rd, and
the flotilla broke away at about two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of the following day,
twenty-one hours afterwards. The bargee had been away all the time, and we hold that
his fabricated story was affirmative evidence [*174] that he had no excuse for his
absence. At the locus in quo-especially during the short January days and in the full
tide of war activity- barges were being constantly 'drilled' in and out. Certainly it was
not beyond reasonable expectation that, with the inevitable haste and bustle, the work
might not be done with adequate care. In such circumstances we hold- and it is all that
we do hold- that it was a fair requirement that the Conners Company should have a
bargee aboard (unless he had some excuse for his absence), during the working hours
of daylight.” Carroll Towing Co., 159 F.2d at 1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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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行為是否過度危險。此即事後反問，如果無此行為，其可以減
少的預期損害PL，是否大於無此行為因此無法實現的利益B。在本
案，駁船留守人長時間不回船而提不出好理由，其B值即為0，因為
此意味了其若回船，其無法實現的利益幾乎是零（否則就是好理
由），但此時是戰時又是日照短的冬天，其若回船，可以減少很多
的預期損害PL，從而B<PL即成立，而有過失。
現代侵權法的經濟分析，往往以行為人的預防能力去計算漢德
公式，是錯誤的。例如在開車肇事，開車能力比較差的人，例如近
視或老年人，法律經濟分析名家藍帝斯（William Landes）與波斯
納22與史維爾（Steven Shavell）23 等，即認為這些人的負擔B比較
高，而可以減少的預期損害PL比較小，因此得出這些人的過失標準
比較低，但這顯然與法律不合，而且也不合理；其因此提出諸如法
院訊息成本或這些人的活動效益比較低等理由，來提高這些人的過
失標準，以自圓其說24。但漢德公式的計算應該是，這些開車能力
比較差的人，其開車（或更精確地說，是加速或不減速）是危險行
為，其不加速或減速，可以減少比較多的預期損害PL，而其減速的
時間成本B，一般而言與開車能力正常者相同25，因此B<PL即較易
成立，其過失標準就比較高。
在一本最近出版的法律的經濟模型研究手冊26，其編者說：漢
德法官是首先將法律數理模型化者；後來，理查•波斯納以邊際分
析將之視為令人採取效率注意的法律；布朗（John Brown）又進一
步將之數理形式化，成為往後研究各種損害賠償責任的標準模型。

22 WILLIAM M. LANDES & RICHARD A. POSNER,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TORT
23
24
25
26

LAW 123-31 (1987).
STEVEN SHAVELL, ECONOMIC ANALYSIS OF ACCIDENT LAW 73-77 (1987).
參見簡資修，經濟推理與法律，3版，頁221-234（2014年）
。
這與Carroll Towing Co. 案中的“unless he had some excuse for his absence”同義。
THOMAS J. MICELI & MATTHEW J. BAKER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ECONOMIC
MODELS OF LAW 2-3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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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又說：不特此也，若非布朗之數理形式化，吾人難以理解過失責
任為何是當今損害賠償的原則，因為這裡涉及了兩人不合作的納許
均衡（Nash equilibrium）
；考特（Robert Cooter）又將之延伸至契約
法與財產法之分析；漢德公式因此展現了數理經濟模型就英美普通
法之解釋威力。其再說：此理論也可適用至刑法，正如貝克（Gary
Becker）模型顯示的，刑法一如賠償法，其目的在於防免不想要的
損害，懲罰就如賠償，是造成損害行為的「價格」
。
漢德法官應該是不會同意此一加冕的。因為在他之後的這些經
濟模型，都是事前管制型的—其事先統計算出一個能力標準（甚
至可能對不同種類人有不同的標準），然後處罰違反標準者—但
如上述，漢德公式不在於決定行為人的能力是否達到某一標準，而
是在決定過去的特定行為（包括作為與不作為）是否過度危險—
行為人能力本身是不列入計算，其因此不影響因之無法實現的利益
B，但影響因之可以減少的預期損害PL，而且不同於事前管制，行
為人能力越強，其PL越小，越不容易過失，此才是合乎事理以及法
律。其實，無須訴諸這些事前管制模型，加入行為人的主觀認知條
件，漢德公式是可以解釋很大部分法律的27，這才是真正的加冕。

三、公地悲劇／反公地悲劇
在法律經濟分析，私有財產權之起源，往往被說是為了防止公
地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之發生。生物學家哈定
（Garrett Hardin）在1968年發表了〈公地悲劇〉之文28。他指出，早
在1833年一位業餘數學愛好者羅伊德（William Forster Lloyd），即
提出了其所稱的的公地悲劇。哈定舉例說，想像一個公地草原上，

27 參見簡資修，過失責任作為私法自治之原則，北大法律評論，2014年第1輯，

頁155-173（2014年）；簡資修，侵權責任的私法性質，北大法律評論，2016年
第1輯，頁122-141（2016年）
。
28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162 SCI. 1243, 1243-48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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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人想要儘量放養多的羊或牛，而來到了瓶頸，每多放養一頭羊或
牛，就會對草原造成破壞，因此對大家都不利，但個別牧人卻基於
每多放養一頭羊或牛，收益全歸自己，而損害其只不過承受一部
份，其結果，大家仍不節制地放養，悲劇也。他再指出，公地悲劇
也同樣出現在污染問題—大家不知節制地將不要的東西都往大
氣、水體等丟棄；不過，哈定說，是私有財產，促成了此一悲劇：
其實，特定的私有財產概念，雖然使得我們不會去耗竭地
球上的積極資源，卻是促成了污染。對水岸邊工廠的所有
人，既然其所有權是及於水流中線，其很難理解為何他不
能弄髒流過門前的水流29。
三十年後，黑勒（Michael Heller）在1998年發表了〈反公地悲
劇〉一文30，他認為莫斯科街邊商店之門可羅雀，相比於其街邊攤
販之眾客雲集，其原因是前者有太多的規制者，而個別都有否決
權，以致於互相掣肘，一事無成；他稱此為反公地悲劇（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因為相對於公地悲劇之資源過快枯
竭，這裡是資源未能盡其用，正好相反了。
將公地悲劇譯為共用悲劇，而反公地悲劇譯為共決悲劇31，是
不精確的。首先，公地悲劇的確都來自大家爭先恐後的使用，但其
之所以是悲劇，是因為大家無法達成協議（風俗習慣、公私法
等），換言之，也是共決悲劇；次之，共用悲劇隱含了無財產權利
之劃分，但如前述，是私有財產才促成了污染。因此直接依照字面
將commons或anticommons翻譯為公地與反公地，才不會橫生枝
節，應是比較恰當的。
29 Hardin, supra note 28, at 1245.
30 Michael A. Heller,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Propert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arx to Markets, 111 HARV. L. REV. 621, 621-88 (1998).
31 我自己早期曾如此翻譯，參見簡資修，物權法：共享與排他之調和，月旦法學

雜誌，97期，頁217-226（2003年）
；張永健（註3）
，頁55-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