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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篇 法本質論 

 
【兩人四腳案】 

2004 年 10 月間，某大學女生宿舍發生「兩人四腳」的風波。男學生「侵

入」女生宿舍，並與女生共浴，事後為校方所知，校方擬予以「記過」懲罰
1
？此

一事件涉及以下問題： 

1. 大學的「校規」是否具有法規範的效力？ 

2. 各大學對學生有處罰權，其權限依據為何？有無界限？ 

3. 校規具有規範的效力，其依據何在？ 

4. 本案如果發生在校外與發生在學校宿舍，是否會有不同的結果？理由為何？ 

 

本章主要在探討什麼樣的「規則」，具有法規範的形式？從而具有

法規範的效力。「走路時，不可以吃東西」或「在捷運站內，不可以吃東

西」是否同樣可以作為一種法規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不

是一種法律？「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也是一種法則嗎？「大

學」這個組織，可以透過「記過」之紀律性的懲處規定，處罰學生違反

「宿舍規則」的行為嗎？ 

第一節 法規範的意義 

第一項 法律上的定義方法 

定義是尋繹出概念內涵與外延的方法，定義必須將某一個概念的要

素表達出來，缺乏這些要素，就不能稱作該概念。在邏輯學上，定義要

正確，必須符合三個要求： 

1. 定義應具有其本質要素，不以其理想狀態為定義要素； 

2. 所要定義的概念，不得包括被定義的概念； 

3. 定義不得以否定句式為之。 

                                                      
 1 參中國時報，2004/1/6，A10 版，「大學生宿舍，杜絕禁忌遊戲」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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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定義應包括本質要素 

法律概念的「定義」本身，主要決定那些具體的個案，「是」或

「不是」屬於某一概念的問題，從而要不要適用特定的法律。例如民法

（§25）規定：「法人」必須依據民法或其他法律，才可以成立。其中一

個要素便是「依據法律」，因此如果只是依據「志趣」或習俗所成立的

「同學會」、「同鄉會」、「祭祀公業」等，就不是法人，從而不得適用民

法或其他法律有關法人的規定。 

定義應將本質要素列舉出來，不以其理想狀態為定義要素，例如不

能將「財團法人」定義為「……從事於合法行為之依法律設立之團體」，

因為是否從事於合法行為，與該團體是否為財團法人無關，此屬將理想

狀態作為定義要素。實務上，違反上開定義方法的規定，亦非鮮見，例

如有關土地管理法規中「農業用地」的定義，即屬此種錯誤。依土地稅

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 

本法所稱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

內土地，依法供下列使用者︰ 

一、 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 

二、 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畜禽舍、倉儲設備、曬場、集

貨場、農路、灌溉、排水及其他農用之土地。 

三、 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農業使用之倉庫、冷凍（藏）

庫、農機中心、蠶種製造（繁殖）場、集貨場、檢驗場等用地。 

本條原屬對於「農業用地」的定義，但加入一種理想狀態的要素

（希望農地作農業使用），對於「農業用地」加上了一種「農業使用」的

概念，此種定義方法便屬錯誤。因為一筆土地是否為農業用地，係屬土

地登記名義上的問題，得由行政機關透過公權力的機制直接予以編定，

至於其作何種實際用途，亦即與該土地是否作農業使用應無關聯。換言

之，土地是否為農業用地，根本與該土地實際作何種用途無關，亦不問

其是否真正作農業使用。但條文規定卻是：「農業用地，指……依法供下

列使用」，此一規定將土地是否為「農業用地」，加上「實際用途」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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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摻雜了非概念本身的要素，應屬錯誤的定義方式。因為土地如何被

使用，係屬人民對土地利用的問題，不是土地性質的問題。土地是否為

「農業用地」與其實際上作何種用途或法規容許作何用途，應屬無關。

農業用地如違規使用係如何處罰的問題；如果土地編定為農地，但作非

農業的容許使用，亦不因而變成非農地。如果土地地目編定上不是農業

用地，不因為其實際種植蔬菜、稻米，就變成農業用地。從法學的定義

方法來看，上開規定的定義混淆了兩種標準，並將無關的事項拿來作為

定義內容，不符合定義的方法。 

貳、定義不得包括被定義的概念 

其次，「所要定義的概念，不得包括被定義的概念」，否則就會落入

循環定義之中，實務上，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2 項即屬此種錯誤的定義方

法。該項規定： 

本法稱營利事業，係指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以營利為目的，具

備營業牌號或場所之獨資、合夥、公司及其他組織方式之工、商、農、

林、漁、牧、礦冶等營利事業。 

所得稅法本來應該就何謂「營業」加以定義，而後才以舉例方式說

明，但此種規定的結果等於：「本法稱營利事業，係指……以營利為目

的……之營利事業。」此種定義等於沒有定義。 

又娛樂稅法第 2 條規定： 

娛樂稅，就下列娛樂場所、娛樂設施或娛樂活動所收票價或收費額

徵收之： 

一、電影； 

二、 職業性歌唱、說書、舞蹈、馬戲、魔術、技藝表演及夜總會之

各種表演； 

三、戲劇、音樂演奏及非職業性歌唱、舞蹈等表演； 

四、各種競技比賽； 

五、舞廳或舞場； 

六、高爾夫球場及其他提供娛樂設施供人娛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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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娛樂稅法應就何謂「娛樂」或「娛樂設施」加以定義，但此一

規定的結果（特別是第 6 款），卻變成「娛樂設施就是供人娛樂的設

施」，此種定義等於沒定義，以致行政機關大部分可以直接認定具有讓人

覺得新鮮或愉悅的設施就是娛樂設施
2
。至於為何要徵娛樂稅，係屬立法

政策是否正確的問題，乃立法論的問題，例如欣賞音樂演奏或話劇、歌劇表

演，政府不但不鼓勵，反而要課徵娛樂稅，似乎與鼓勵人民提升文化素質背

道而馳。 

上揭以「定義」定義「定義」的套套邏輯，通常係由於草擬法案之

人員，缺乏法律素養或認為「營業」或「娛樂」乃屬「理所當然」的概

念，「根本沒什麼好定義的」，所以只好就毫無爭議的「現象」或「事

項」予以歸納，而未針對各種「現象」或「事項」，抽繹出共同的要素。

此種現象普遍存在於一般行政機關之人員
3
。 

此外，藥事法第 6 條就何謂「藥品」也有類似的問題： 

本法所稱藥品，係指左列各款之一之原料藥及製劑： 

一、載於中華藥典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其他各國藥典、公

定之國家處方集，或各該補充典籍之藥品。 

二、未載於前款，但使用於診斷、治療、減輕或預防人類疾病之藥品。 

三、其他足以影響人類身體結構及生理機能之藥品。 

四、用以配製前三款所列之藥品。 

依第 3 款的結果，「本法所稱藥品」就是「其他足以影響人類身體

結構及生理機能之藥品。」等於說，藥品就是藥品（定義包括被定義的

概念）；且「足以影響人類身體生理機能」的範圍無遠弗屆，各種食物、

或一般食品都會影響人體生理機能，水能解渴；飯能充飢，皆屬影響人

                                                      
 2 例如台灣著名的雲仙樂園的「空中纜車」，究係屬「娛樂設施」或「交通工具」，

在實務上頗有爭議。最高行 95 判 962 判決基本上認為，纜車非娛樂設施。但北高

行 93 簡 131 判決則有不同見解。 
 3 2009 年曾有名家庭主婦，在路邊挖了兩株屬當時之台中縣豐原巿公所所有的波斯

菊，竟遭警員以竊盜現行犯當場銬上手銬逮捕，偵訊達 7 小時，晚間移送地檢署

複訊時，甚至還被戴上腳鐐，因為「波斯菊」是公所「財產」。參法源法律網，

2009/02/06 法律新聞。此一新聞，聞之令人鼻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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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生理機能。於是就產生藥政機關認定何者為藥品或食品的機制為何的

問題。因為一旦被劃定為「藥品」，由於我國對藥品及醫療器材採取高度

管制的政策，故會產生「非經許可不得販售、輸入……」，否則有藥事法

高度的處罰。但藥品定義這麼拙劣的情形下，難怪一般人很容易「觸

法」
4
。再者，販售宣稱「食品」或「健康食品」之物，但若被認定為

「藥品」，即刻進入製造「偽藥」的領域，而有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事

處罰（藥事§§20、79、82）。如此巨大的法律效果，但定義卻如此簡陋，

頗難以想像。 

參、定義不得以否定句式為之 

定義不得以否定句式為之，因為否定句式只是表示某種事項不屬於

某一概念，無法反推某一概念包括那些事項。實證法上違反此種要求的

錯誤，例如地方制度法第 2 條第 1 款定義： 

本法用詞之定義如下： 

一、地方自治團體：指依本法實施地方自治，具公法人地位之團

體。省政府為行政院派出機關，省為非地方自治團體。 

此屬否定的定義，亦即，「省如果不是地方自治團體」，又是什麼性

質？該法未明文規定，係屬「定義以否定句式為之」的錯誤示範。 

第二項 定義的種類—「法律」本身的定義 

對於某一概念的定義，又可分為「描述性的定義」、「性質的定

義」、「發生的定義」與「功用的定義」等面向。不同定義方法，也就呈

現出法規範不同的面貌。 

                                                      
 4 例如網路上販售用剩的「酸痛藥布」或「萬金油」，已違反「非藥商而販售藥品」

之規定，依藥事法§14、§27 I 及§92，有處罰之規定。此種結果大大地違反國民的

法律意識。實務上，「束腹」、「護膝」都被當作「醫療器材」來管理，這種現象實

在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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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描述性的定義 

描述性的定義方法，是一種不加入價值判斷的定義，又可分為「外

延定義」與「語詞定義」。 

如果問：「法律是什麼？」以「外延定義」來回答，可以作廣義性

的定義，其答案可以為：「所謂法律就是法規範的整體，任何具有規範內

涵的『當為要求』，皆屬法律。」在此定義下，法律係指憲法、法律、法

規命令與行政規則、校規（特別命令）、專門職業的自律準則，例如新聞

倫理、醫學倫理等等具有拘束性的「規則」。在特殊情事下，甚至包括

「道德律」或「自然法」的法則，亦屬法律的範圍。此一定義的內涵，

亦為「實證法學派」與「自然法學派」的戰場。 

而「語詞定義」方式，往往以「例如……」的句式作為說明。以

「語詞定義」來回答「法律是什麼？」的問題時，其答案會是：「法律是

國會或地方立法機關經法定程序通過而頒行的規定，包括憲法、法律、

法規命令、地方自治規章……等。」 

外延定義與語詞定義常常交互使用。 

貳、性質的定義 

公法學大家林紀東先生曾就「法律」予以定義稱：「法律是社會生

活上人與人間關係的規律，以正義為其存在之基礎，以國家的強制力為

其實施的手段。」
5
此係從性質上來看的定義。但事實上，法律也可能只

是執政者作為鎮壓異己的工具，不盡然會以正義為基礎
6
，如果這樣的定

                                                      
 5 林紀東，法學緒論，第 12 版，五南，1990/7，頁 2。 
 6 法律固然「應該是」社會正義的呈現，但事實上未必如此，因為專制時代的法

律，只是統治者的工具，不是公平正義的反映。縱使在民主法治國家，法律也未

必符合公平正義，首先是因為「社會正義」是個抽象無法全面具體化的概念，其

次是社會上各個人，利害往往衝突，法律規定未必符合各個人的需求，亦未必符

合公平正義。再次，某些法律與公平正義毫無關係，只是一種秩序的形塑而已，

例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人、車應靠右邊走，與公平正義並無關係；私人

釀酒作為交易標的，須經許可的規定（菸酒管理法），只是基於國家財政收入的目

的，亦與社會正義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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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是正確的，則法律不具有「正義」的內涵（再者，正義是什麼，爭執

更大），就不成其為法律了，但事實上不然。故以性質為定義方法，往往

有商榷餘地。 

參、發生的定義 

以發生的定義來看「法律」的內涵，可以德國歷史法學派的大師薩

維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1779-1861）的見解為代表。氏認為，

「法律是民族情感的凝聚」，這是法律「發生上的定義」
7
。美國實用法

學派的祖師 Holmes 說：「法律的生命是經驗，不是邏輯。」也是一種發

生的定義，意味著法律的實質內涵應該產生於經驗，而不應該只是邏輯

的操作。慎子說：「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乎人間，合乎人心而

已。」也是從法之「發生」的角度出發。 

故從發生的定義來看，法律乃屬具有「屬地性」及「屬人性」的規

定，亦即法規範具有特定的時空侷限，故擬作比較法的研究時，必須探

討規範的應然面或實然面是否具有可比較的時空。 

肆、功用的定義 

德國 19 世紀法哲學家耶林（Rudolf von Jhering, 1818-1892）曾說過

一句發人深省的名言：「法律的目的是和平，但達到其目的的手段是抗

爭。」（Das Ziel des Rechts ist der Friede, das Mittel dazu ist der Kampf.）
8
，

這是就法的功用對於法律（嚴格言之，係對於「法」）所為的定義。 

以上係從「定義學」來看「法規範」的意義。在法解釋論上，以描

述性的定義，特別是以「外延定義」對某些法律概念予以闡釋時，常常

會具有「廣義」的取向；相對的，以性質的定義或發生的定義來看某概

                                                      
 7 就某些具有歷史傳統的國家來說，此種見解固有見地，但就大部分屬於繼受法體

系的台灣而言，此種說法未必正確。例如我國早期並無證券法規、商務法規，目

前我國的商事法體系，大部分受到以美國為主的資本主義法體系的影響。我國傳

統法上以「禮教」為基礎的法，大部分都未能成文法化，但亦有部分成文法化，

例如要求配偶性忠誠的通姦罪（刑§239），但此一規定已被釋 791 宣告違憲。 
 8 參林文雄譯，耶林著，為權利而抗爭，協志工業叢書，1996/12，頁 18。 



 
 

 

9 第一章 形式法論 

念，常會有「狹義」的取向。各種定義的方法有其獨到之處，也有偏失

之處。而法律上所使用的各種概念，究竟應以何種定義方法，「始為正

解」，也是法哲學史上尚未有定論之問題。 

第三項 本書對「法律」的定義 

本書對於「法律」或「法規範」不加上其目的取向的概念，僅以描

述性的定義稱為：「法律是經由規範化的過程所形成具有強制力的命

題。」茲分述其意義如下： 

壹、法律是一種命題 

所謂的「命題」是一種「當為」（Sollen）的「要求」（Gebot）
9
，但

此些「當為」只是一種價值的宣示。在「存在」（Sein）的現象與「當

為」不符合時，更可顯示出「當為要求」的重要。「當為」的要求通常來

自於人際間相處的道德要求或習慣，但道德要求或習慣，如果沒有經過

「規範化」的過程，道德或習慣就無法成為法律命題。例如擔任公務員

不得「貪污」，不但是道德要求，也是經由規範化（立法過程）所產生的

要求。又公務員不得在離職前假借職務之便，安排離職後或有利益的私

人職務，此為一種「道德命題」，但如果沒有透過規範化（公服§14 之

1），就無從要求起。又例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道德要求，未

經過規範化，就無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要求。 

貳、法律是具有強制力的命題 

法律與一般道德律最大的區別在於法律可以透過國家強制力予以擔

保其效力，故「法律效力」常以「強制執行」為終點。無法強制執行的

規定，對於一般人民而言，稱之為「訓示規定」；對國家機關而言，就只

是「方針條款」，皆屬「做不到，也沒關係」的要求。從此一點來看，無

                                                      
 9 德文 Gebot 一語，在國內，特別是刑法界，常譯為「誡命」，此一用語雖可能較為

達意，但本書認為，此一用語對非法律人有較不易理解之虞，故不採用。 



 
 
 

10 第一篇 法本質論 

法透過強制執行達到目標的行為，即不適合列為法律規範中。例如「夫

妻應相敬如賓」是道德律要求，但夫對妻不敬，妻對夫亦不愛，皆無從

強制執行，故夫妻「真心相愛」的命題，無法透過法律而規定
10
。 

參、法律須經由規範化的程序 

規範化程序也是法律的要素，規範化的程序，古今有所不同。 

專制時代，基於君主主權說，君主的命令就是法律。管子任法篇

曰：「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專制時代的規範化的過程，就是

皇帝的「宣示」（昭告天下）。韓非子曰：「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

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 

民主時代的「規範化」，乃是民意代表經由「提案」、「討論」與

「議決」的程序，再透過國家的代表人─總統對外公告。法律經由此

種民主化程序，乃形成一種價值決定。此一民主過程「理論上」被「推

定」為是一種「價值合理化過程」。沒有經過此種「合理化過程」，特定

價值就無法客觀存在，例如為菸品作廣告，本身並無惡性可言，但透過

菸害防制法的規定（規範化過程），「香菸廣告」這個行為，就被認定為

具有負面價值；又如成年人兩願的性行為本身並無反社會的價值，縱使

有以金錢交易者，亦同。但透過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0 條規定：「……從

事性交易……」，此種具有金錢交易的性行為，就具有負面價值。 

而所謂「價值合理化過程」的「合理化」其本身包含兩個要素：

「形式合法性」與「實質正當性」。經過民主化的立法，固然具有「形式

合法性」，但有「形式合法性」至多只是被「推定」具有「實質正當性」

而已，不代表該法律實證規定內容本質上必然有「實質正當性」。至於法

律是否具有「實質正當性」，包括法律內容是否應符合當代道德標準，或

法律內容是否符合憲法所確立價值秩序的決定，乃屬另一個層次的問

題
11
。故法律的內容，「合法，但不合理」的情形，並非鮮見。 

                                                      
10 至於透過宗教觀念，「期望不要離婚」，則非法律問題。 
11 參李惠宗，稅法規範的形式合法性與實質正當性—釋字第 660 號及第 657 號解

釋及相關稅法解釋評析，法令月刊，第 60 卷第 7 期，2009/7，頁 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