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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國，關於法律與文學之間的討論已有將近 200年的歷史。由於不論

是法律抑或是文學，均是運用語言文字去著墨社會現實，因此，雅各布．格

林（Jacob Grimm）曾於 1816年在其「論法律中的詩韻（Von der Poesie im 

Recht）」的文章中說到：「法律與詩歌彼此是起於同一張床（Recht und 

Poesie miteinander aus einem Bett aufgestanden waren）」。在此之中，令人印

象深刻的法學家則有：羅伯特．馮．莫爾（Robert von Mohl）、魯道夫．

馮．耶林（Rudolf von Jhering）、吉歐．耶林內克（Georg Jellinek）、約瑟

夫．柯爾（Josef Kohler）、古斯塔夫．賴特布魯赫（Gustav Radbruch）、卡

爾．施密特（Carl Schmitt）、艾瑞克．沃爾夫（Erik Wolf）、恩斯特．魯道

夫．胡伯爾（Ernst Rudolf Huber）、彼得．史奈德（Peter Schneider）以及阿

圖爾．考夫曼（Arthur Kaufmann）等諸多名家不及備載，其各自曾在專書

及法律相關的作品上，從事法律與文學的研究。 

在 20 世紀的上半葉，有兩位歷史學家終生致力於法律與文學的研究。

漢斯．費爾（Hans Fehr）曾努力完成兩本不同觀點的著作「詩中的法律

（Das Recht in der Dichtung）」以及「法律中的詩（Die Dichtung im 

Recht）」，並且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專注於德國詩的法律化（ eine 

Verrechtlichung der deutschen Dichtung）的研究方向。歐根．沃豪特（Eugen 

Wohlhaupter）曾撰寫 3 冊有關「詩人法律家（Dichterjuristen）」專書，其主

題對象分別為：約翰．沃夫岡．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法蘭茲．

格里帕策（Franz Grillparzer）、海因里希．馮．克萊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查哈里亞斯．維爾納（Zacharias Werner）、恩斯特．特奧多爾．威

廉．霍夫曼（E.T.A. Hoffmann）、約瑟夫．弗賴赫爾．馮．艾興多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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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Freiherr von Eichendorff）、路德維希．烏蘭德（Ludwig Uhland）、

克里斯蒂安．迪特里希．格拉伯（Christian Dietrich Grabbe）、卡爾．伊默爾

曼（Karl Immermann）、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弗里德里希．

黑貝爾（Friedrich Hebbel）、費里茲．魯伊特（Fritz Reuter）、狄奧多．史篤

姆（Theodor Storm）、高特弗利特．凱勒（Gottfried Keller）、約瑟夫．維克

多．馮．謝弗爾（Joseph Victor von Scheffel）、菲利克斯．丹（Felix Dahn）

和提姆．克格（Timm Kröger）。沃豪特（Wohlhaupter）則致力於有關法律

在文學之中的問題，其視野有別於法律在國家之中的角色，並非透過人民在

其作品所扮演的角色，藉此說明作者明顯地受時代相關因素的影響，而是主

要反倒是想強調法律這門學科，透過法學教育以及法律職業的形式，如法

官、律師、行政公務員和政治家的身分，對於上述這些詩人作家的影響。 

在最近數十年間，德國法律與文學的討論受到美國方面的影響而有了新

發展。此一法律與文學的變動是源於批判法學研究的潮流，意謂著去批判那

些傳統的司法裁判僅具合理的表象，以及強調每一個法律行為的主觀影響。

再者，關於法律與其解釋的相關因素，這些因素立基於原先英美個案法比歐

陸法的法律體系（Systemrecht）較為豐富的前提下，又再一次地被放大了：

源自於文學的表達、想法與論述均在司法判決中獲取了正當性（legitim），

此一方式如同以文學的觀點來進行法學理論的建構。 

在今日，法律與文學之間的關係是透過下述的兩項觀點，而成為了法律

在文學之中所研究的課題：法律和文學交會處以及主題性。此一兩相差異的

理解，正如同法律應是依照不同的時間、地點和客體來解決社會的衝突與分

歧。而此一論述亦適用於接下來所欲談論的文學研究。然而，此一研究領域

是較為邊陲也較少被提及，而成為一個較為冷僻的法學研究方向。再者，關

於文學的討論縱偶有零星，亦並未被加以延續，而僅成為一個少數的研究領

域。然而，藉此探詢在文學之中的法律，進而著重於有關法律與正義、犯罪

與刑罰、法治國家與政治權力（Macht）以及暴力（Gewalt）與和平秩序的

探詢，這同樣也是法律的基本問題。 

倘若翻轉此一標籤，文學在法律之中可以考量下列的問題點：一方面而



 
 

 

003

導  論

言，中世紀的法律條文是以韻文（Versform）或者有節奏的（rhythmisch）

的文字來呈現，另一方面，所有領域均是在文學的作品領域與適用範圍，以

文學去形塑法律規範的本身。在此乃涵蓋了文學的起源以及文學的使用與利

用，亦概括自著作權法、出版法、新聞法、劇場法至民法和刑法，舉例而

言，當文學侵害了人格權或者違背了國家法律，再從媒體法、教育法、圖書

館法到檔案法，這些對文學領域相關法律問題的專業判斷是不可或缺的，然

而這些跨學科的研究被限縮在特定的法律領域。對此，有關文學的法律問題

則不在本書討論的範圍，因為這本書希望是以通俗的需要為主。 

時至今日，另類的法律作為文學是特別受到歡迎的，或者應該說，相同

意涵下的文學作為法律。揚棄法律與文學的對立性成為了法律與文學浪潮下

的主要特徵。在此，該學術旨趣指向了發現、強調和創造法律與文學之間的

結構相似性。如同雅各布．格林所為，將其聚焦在語言的基本作用。舉例而

言，在語言學和語義學的範疇中，依據約翰．奧斯丁（John Austin）和約

翰．希爾勒（John Searle）所研究的言語行為理論（Sprechakttheorie），強調

表演性的語言亦對法學領域有著極大的作用。而透過這樣的方式可將此一對

於文學的解釋同樣適用在法律條文中。誠然，此一方式的展現在美國法律體

系中，將比在德國法中更有著墨空間，然而，這些談論的內容亦非是本書的

範疇。 

關於法律作為文學的第二個面向乃是敘述（法律作為敘述）所扮演的核

心角色。法律作為敘述在文學中明顯地扮演重大的角色，其亦也是在本書所

挑選相關的文學作品，而為描述式的文學，例如長篇小說（Roman）、短篇

小說（Novllen）以及敘事小說（Geschichten）。然而，在此之中，敘述與法

律的關聯性亦可透過原告與被告有關事實的陳述、調查證據，特別是證人的

訊問，以及在法庭之前有關雙方當事人和法院對構成要件闡述的選擇、呈現

與判決。此外，法律規範亦可包含非文學形式的描述，例如憲法序言。 

如此一來，對於事實面的理解乃相對的豐富起來。法律人能統整主要事

實和其法律解釋的風險和危險，並且學習如何對事實抗辯。米歇爾．施托萊

斯（Michael Stolleis）將其稱為意識的琢磨（Bewusstseinsschärfung），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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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徐林克（Bernhard Schlink）將其稱之為法律人偉大的感受能力

（Sensibilität）。但是其二者均強調法律的全面性應有其適當的限制：當法

律人費思於具體特定的規範條文與正確的個案解答之際，在文學的範疇中關

於文字的解釋可能性卻是多重語意與多元豐富的，並同樣由眾多解釋者所致

力而成的。在文學的範疇裡只有理解（Verstehen）與否，然而在法律的文字

之中卻有拘束力（Verbindichkeit），若涉及違法行為的裁罰，最高可達無期

徒刑
1
。 

據此，本書將更清楚地說明有關「在文學中的法律」這個主題。本書的

基本問題在於：法律人為何以及基於什麼目標去研究這些文學？而又可以從

這些文學中學到些什麼？如果文學對法律而言是理查德．維斯伯格

（Richard Weisberg）所說的「一脈金礦（Goldmine）」，那麼人們應該拿這

黃金去做些什麼？在現今，此一回答已不如當初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那般容易，而僅認為文學的任務在於彌補司法的為德不卒。 

此外，本書至少能對現行的國家法（Staatsrecht）有所貢獻。在現今幾

乎所有的領域都過於專業和複雜，以致於作家（其亦是受過完整教育的法律

人）不能深入研析或者如同專家學者去抽絲剝繭以及解決具體的法律問題。

不過，文學的注入可以達成類似比較法學或者法律政策辯論的相關效果。特

別是帶有政治內涵的文學能夠成就尼克拉斯．魯曼（Niklas Luhmann）所提

出 的 「 重 新 啟 動 變 換 的 可 能 性 （ Reaktivierung ausgeschalteter 

Possibilitäten）」，換句話說，在現今並非是一個完全的烏托邦，而是「社會

共存的選擇組合（Alternativen gesellschaftlichen Zusammenlebens）」，並由現

行有效的法律去限制、取代，或是遺忘、再認識，並可透過思考和討論來加

以形塑的。司法論證的爭論可以在文學上嚴格地加以審查。這對於法律的範

疇是非常特別的，在此法律與政治的界線呈現出相互滲透的樣貌，而更值得

去加以關注。 

                                                      
1  譯者註：德國聯邦法律並無死刑規定。參見現今德國基本法第 102 條：「死刑應予以廢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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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研讀有助於法律史方面的研究，而此一研究指導業已從先前的法

律史學者得到了佐證。然而，由於主觀性以及缺乏可檢驗性的因素，使得文

學作品在有關歷史事實經過的方面，其說服力是不足的。而談論到有關先前

中世紀的法律條文，該法律在當時許多個案事實中所適用的，是源於單一書

面的篇章，而無法透過現在的自然科學知識加以確認。再者，第二流或者第

三流的文學來源，亦能為法律史研究所運用，更遑論第一流文學的使用。因

此，文學的間接影響仍然存在著：文學豐富了歷史經驗的基礎，而可用於批

判和發展現行的法律。與之相似，文學亦可在法律社會學、法律心理學和犯

罪學的範疇中來加以援用。 

其中，法哲學這個學門大概是最常從文學之中受益的；毫無意外的，有

許多法學家曾發表以法律與文學為主題的著作，而他們多半是法哲學家。如

同第一流文學跨越了對於特定歷史事件的依附，法哲學同樣地亦超越現行法

的分歧，而專心致力於法律的基本問題。這是第一流文學的特徵，其提出了

問題的本身並開展了更全面的疑問。進而，人們可證立其為哈姆特．布魯梅

爾（Hartmut Bleumer）所稱的「詩的正義（poetische Gerechtigkeit）」
2
。 

基本問題能有許多的面向，但卻無確切的解答。這些問題不斷透過新的

面向來開啟，進而需要更多元的解釋材料以及更豐富的人生經驗；其二者均

可透過文學來充分地提供。但是終究有其限制，本哈德．施林克曾明確說

道：「文學可以追根究柢地去思考，但並無須這麼做；其可僅止於呈現出問

題點、衝突點和兩難之處即可。然而，哲學雖是論及問題、衝突和兩難，但

卻不僅止將其呈現，而是使其安置於一個更宏大的語境脈絡之中，並予以體

系的安排。」 

有別於法學範疇下各個領域具有可直接適用的性質，文學的知識在於傳

遞關於人與世界的內容。文學的內涵著墨於照映出永無止境且多元面貌的生

活處境與人生經驗，而這些在現實生活中所涉及人與社會的相關際遇，則有

利於法律人的體認。這些並非毫無理由的，我們總是鼓勵法律系的學生跨出

法律圈，並透過閱讀，精確其判斷標準以及深化其判決的信服力，進而強化

                                                      
2  譯者按：哈姆特．布魯梅爾（Hartmut Bleumer）為哥廷根大學古德文教授。「詩的正義

（poetische Gerechtigkeit）」是指，詩的結局應有理想的美德，而所謂善惡終有報即謂詩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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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擔任法官的能力。如此一來，也許可以減少一些糟透了的法律人，或者進

而成就一些心胸開放且較具人性的法律人。 

闡述（Veranschaulichung），是法律人透過研析文學而掠得最多收穫之

處（如果這個概念在法律人的解讀下，不被理解為其他的內涵，則可稱其為

法律觀（Rechtsanschauung））。對此，彼得．施奈德（Peter Schneider）將闡

述這個概念，納入法學範疇下並命名為「法學教育的旨趣（rechtspädagogische 

Interesse）」。而本哈德．施林克則認為闡述是在文學範疇下的「法律的圖示

書（das Bilderbuch des Recht）」。另外，安德烈亞斯．福士屈勒（Andreas 

Voßkuhle）則是稱其為「提身自我理解的能力（Verbesserung der Befähigung 

zur eigenen Welterschließung）」。然而，若將此相提並論，除了電影之外就沒

什麼有趣的，沒什麼可用扣人心弦和感人至深的方式來闡述多元面貌的人

生，並從其中透過法律解決社會衝突的場面來成就文學的樣貌。而這些文學

的內容可以適用於法律範疇下的各個專業，並且在面對法律的基本問題上能

有所心得。因此，這些相關內涵將在本書之中來加以說明。 

在大學的課堂中亦可找到此一闡述的身影。從英美法上法律與文學的浪

潮到法律與文學成為法律學科的制度化，再到美國許多法學院將其納入教學

課程中，可發現這是一個有計畫的過程。在此，也期許此一模式的發展能運

用在德國的法律學程，使得法律與文學成為法律的基礎學科。然而，在我看

來，現今減少授課時間的壓力、提早的專業化、實踐導向的著重，以及在學

生方面職業導向的影響條件下，和對教授而言，在有關專業領域的權威和教

席的維護，此一實踐的可能性是較為渺茫的。 

然而，關於法律基本問題的思考乃可連結至文學的內涵，而其本身並不

依賴於法律系的課程規定。儘管如此，其可透過許多講座來取而代之。我曾

記得有間大學曾以研讀分析馬丁路德（Luther）與寇哈斯（Kohlhaas）二者

之間的爭論作為新生課程的必讀教材。當然這些內容在本書亦有所討論。法

律系的學生非常需要在一開始研讀法律課程時，能夠接受到豐富的法律素

材、良好的法釋義學以及原則性的指導來進入法學的領域。此外，有別於法

律領域的陌生，文學至少納入在高中學校的課程之中，而已經有所基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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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從我的認知看來，關於法律基本問題的思考並不應該因擺脫司法考試而

有所結束。 

本書的首要目標是傳遞一些文學作品給法律人，特別是年輕的法律人以

及對文學有興趣且願意思考法律基本問題的讀者，進而使本書的各個作家能

有機會闡述，並讓讀者們閱讀到文學的篇章。這些作品的主要內容不僅是世

界文學的經典之作，且時至今日尚難有作品能取而代之。此外，本書所選取

的作品至今仍經常被許多人多元地解釋著，以致於其最初的文本可能消逝於

眾多解釋之中，例如享譽盛名的卡夫卡（Franz Kafka）所著的審判。基於此

一緣故，本書將所有選取的文學作品內容予以總結，在各個篇章中呈現與法

律相關的主要原始文本；惟由於著作權的關係部分近期的文學作品將無法全

文收錄。在第 1 部分（I）本書將會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文學作品的起

源和影響作為導讀。在第 2 部分（II）則呈現該文學作品之中所欲凸顯的法

律問題。在第 3部分（III）並不針對該文學作品進行廣泛的解釋。本書並沒

有與文學學者相互競爭的企圖，而是單純立基於文學作品之上來補充法學問

題的核心。為避免對於相關文學作品的題材有所先入為主的想法，本書將分

離現行有效的法律，以及文學作品中所欲凸顯的法律問題來進行呈現。在第

4 部分（IV）則是刻意維持簡要，讀者若欲瞭解更進一步的文獻內容，可從

本書文獻目錄的附件尋得。在此一章節仍舊是屬於該法律問題所延伸的現實

面向，並且在國家現行的基本法之中來探尋其相關答案。 

本書不僅僅是為了法律人以及對文學愛好者所設想，其亦涵蓋了在文學

的範疇裡進行法學研究的實踐，且能對文學能有所貢獻。本書一開始當然期

盼相關的法律論述能正確且無誤。再者，希望法律論述能與解釋內容相互呼

應。倘若相關作者本身，特別是所謂的詩人法律家（Dichterjuristen），其雖

致力於與法律相關的文學創作，惟卻可能只有擁有專業知識的法律人才能完

全地理解其作品。故在此一脈絡下，希冀能夠促成法律與文學之間的討論並

相互影響。我同時希望在本書所介紹的作品之中，透過核心法律問題的研

析，使得其相關解釋能夠漸趨豐富。最後，我是如此的期待著，希望法律人

能像文學學者和文學愛好者，在閱讀本書之後能夠有所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