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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與文化

１９８１年６月中共十一屆六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
 以來黨的若干歷史問題的決議》指出：“１９６６年５

 月至１９７６年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
 人民遭到建國以來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文化大

 革命＇的歷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
 主要論點既不符合馬克思列寧主義，也不符合中國實

 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不是也不可能是任
 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是一場由領導者錯
 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利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
 來嚴重災難的內亂。

http://baike.baidu.com/view/28035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55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5575.htm


文化的定義

梁啟超先生在《什麼是文化》中稱，“文化者，人
類心能所開釋出來之有價值的共業也＂。

中國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結于《周易大傳》的兩句名
言之中，這就是："天行健，君子以自強不息"。"地
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自強不息厚德載物'是
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庸"觀念，雖然在過
去廣泛流傳，但是實際上不能起推動文化發展的作
用。所以，"不能把'中庸'看做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
精神"。（張岱年：《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學
術月刊》1986年第12期。）

http://baike.baidu.com/view/247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763.htm


«文化»
 

一詞的來源

“文＂與“化＂並聯使用，較早見之於戰國末年儒生
編輯的《易·賁卦·象傳》：（剛柔交錯），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

因此，在漢語系統中，“文化＂的本義就是“以文教
化＂，它表示對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養，本屬
精神領域之範疇。

http://baike.baidu.com/view/202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06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0453.htm


中華文化之世界觀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
 有定．

 
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

 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
 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
 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

 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
 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中西法律文化的歷史轉捩點

中國法律文化主要轉捩點源于西漢的初期
（公元前 206 年）。 [早期的成文法規：
公元前536年鄭國﹝鑄刑書﹞

西方法律文化主要轉捩點源于文化復興的前
期（公元 1075 年）。[早期的主要通用法典
為羅馬帝國的“Corpus Juris Civilis” 公元
529-539年]



反對苛法法的革命

召諸縣父老豪桀（沛公）曰：

「父老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弃巿。吾與
 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老約，
 法三章耳：殺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
 法。諸吏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來，為父老除
 害，非有所侵暴，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
 侯至而定約束耳。」

«史記：高祖本紀八卷»



漢朝奠定儒家治國理念

董仲舒 (西元前 195 年 – 西元前 115 年) ：
««以禮制法，禮法合一 »[ 天人三策 ]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不
待成，首惡者罪特重，本直者汽論輕。»»[春秋
繁露]

董仲舒提倡 “天人感應＂ 、“天人合一＂ 之
說，強調德治，德主刑輔的理念。



《德主刑輔》對後世的影響

漢代
 

為正以仁，以禮制法，禮法合一
 

的儒家思想滲
 透了後世的法律思想。

“父為子隱，子委父隱，直在其中＂
 

“立春後不決死
 刑＂及儒家倫理思想體驗在各朝法律：

唐律疏議 （又名永徽律-註解12篇502條）

宋刑統 （包括其敕，令，格，式）

大明律 （包括其條例，則例，事例）及

大清律例。



«天人合一» 之
 

制度化

從宋後 «天人合一» 之理念進化為格物致知，即朱熹
（公元1130 年- 公元 1200 年 ）等人所提倡的儒家理學
理念。以«大學» 為首的四書成爲科舉的基本讀本。儒家
理念成爲實用的司法理念，在斷案時法律所未有具體規定
者即可«斷經決獄»（又稱之為«春秋決獄»）

審判也強調證據。 自古以來的五聽 （聽訟，決獄。 五
聽， 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加上現場。宋慈
洗冤集錄為中國第一本法醫著作。

審判官員也參考判例-
宋詹琰夫 «名公書判清明集» 。

清祝慶祺、鮑書芸 «刑案匯覽»



中國法律教育發展

從唐朝起，法律沒有很大改進 （清只四庫全書之收錄｀唐律疏議＇及｀大清律例＇）

教育以科舉制度並聯。注重經書，除了地方私塾與官學也有區域書院-如：

唐 -玄宗設-正修書院(後改名為集賢殿書院)建于唐玄宗開元十一年 (723)，唐代各地有30餘所書

院。

宋-白鹿洞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嵩陽書院，石攲書院，茅山書院 ，武夷精舍等，范仲淹

（AD989-1052），王安石 （AD 1021 – 1086），推動“興文教＂運動學院，北宋發展到越140所，

朱熹（AD1130-1200）在南宋更不遺餘力推動而因活版印刷的發明更發展近300所。

元- 227 所（其中新建143所).

明- 官校興盛-修復宋名書院（白鹿洞，嶽麓等， 到AD16-約500所）-陽明學派- 東林書院- 東林學

派 （演變成東林黨-最初的學子運動）

清- 禁止私人創辦學院- 23所原名學院復修後成官校- 後讓開辦奏準書院，發展到3000餘所 –晚清

部分改稱“學堂＂-包括-同文，法律。

（見：中國古代書院 主編 ：任繼愈 ）



大清律例

名例律（48條）（5刑，10惡，8議）

吏律（28條）

戶律（82條）

禮律（26條）

兵律（71條）

刑律（170條）

工律（13條）



大清律例
 

- 十惡

第二條

 

十惡

 

律

一曰謀反[謂謀危社稷]

二曰謀大逆[謂謀毀宗廟山陵及宮闕]

三曰謀叛[謂謀背本國潛從他國]

四曰惡逆[謂毆及謀殺祖父母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殺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及夫者]

五曰不道[謂殺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若採生折割造畜蠱毒魘魅]

六曰大不敬[謂盜大祀神御之物乘輿服御物盜及偽造御寶合和御藥誤不依本方及封題鐠誤若造御膳誤犯食禁御幸船

 誤不堅固]

七曰不孝[謂告言咒罵祖父母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異財若奉養有缺居父母喪身自嫁娶若作樂釋

 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匿不舉哀稱祖父母父母死]

八曰不睦[謂謀殺及賣緦麻以上親毆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

九曰不義[謂部民殺本屬知府知州知縣軍士殺本管官吏卒殺本部五品以上長官若殺見受業師及聞夫喪匿不舉哀若作

 樂釋服從吉及改嫁]

十曰內亂[謂姦小功以上親父祖妾及與和者]



大清律例：戶律

1。戶役
2。田宅
3。婚姻之一
4。婚姻之二
5。倉庫上
6。倉庫下
7。課程
8。錢債
9。市釐



戶律
 

第七十五條

75     脫漏戶口

（1）凡一[家曰]戶全不附籍[若]有[田應出]賦役者家長杖一百[若係]無[田不應出]賦役者杖八十
[准]附籍[有賦照賦無賦照丁]當差

（2）若將他[家]人隱蔽在戶不[另]報[立籍]及相冒合戶附籍[他戶]有賦役者[本戶家長]亦杖一百無
賦役者亦杖八十若將[內外]另居親屬隱蔽在戶不報及相冒合戶附籍者各減二等所隱之人並與同罪改
正立戶別籍當差其同宗伯叔弟姪及06自來不曾分居者不在此[斷罪改正之]限

（3）其見在官役使辦事者雖脫戶[然有役在身有名在官]止依漏口法

（4）若[曾立有戶]隱漏自己成丁[十六歲以上]人口不附籍及增減年狀妄作老幼廢疾以免差役者一口
至三口家長杖六十每三口加一等罪止杖一百不成丁三口至五口笞四十每五口加一等罪止杖七十[所隱
人口]入籍[成丁者]當差

（5）若隱蔽他人丁口不附籍者罪亦如之所隱之人與同罪發還本戶附籍當差

（6）若裡長失於取勘致有脫戶者一戶至五戶笞五十每五戶加一等罪止杖一百漏口者一口至十口笞三
十每十口加一等罪止笞五十本縣提調正官首領官吏[失於取勘致有]脫戶者十戶笞四十每十戶加一等
罪止杖八十漏口者十口笞二十每三十口加一等罪止笞四十知情者並與犯人同罪受財者計贓以枉法從
重論若官吏曾經三次立案取勘已責裡長文狀叮嚀省諭者事發罪坐裡長[如裡長官吏知其漏脫之情而故
縱不問者則裡長官吏與脫漏戶口之人同罪若有受財者並計贓以枉法從重論]

條例

75.01 隸各省編審查出增益人丁實數繕冊奏聞名為盛世滋生戶口冊其徵收錢糧但據康熙五十年丁冊
定為常額續生人丁永不加賦如額徵丁糧數內有開除者即將各該省新增人丁補足額數至新增人丁儻不
據實開報或有私派錢糧及造冊之時藉端需索該督撫嚴查題參

75.02 八旗凡遇比丁之年各該旗務將所有丁冊逐一嚴查如有漏隱即據實報出補行造冊送部如該旗不
行詳查經部察出即交部查議



制度的特點

聽訟與聽獄為官府之職責，審理案件放在地方官吏手上，上訴中央的案
件送至大理寺，都察院，及刑部處理。

程序操縱于官府手上，訟紙有特定格式由官府指定文員填寫，官吏極之
排斥任何中介，“律師＂被稱之爲訟棍。

法律制度有以下特點：

道德比法律更重要。法律的地位次于道德。

審判依賴官員品德，不講究程序。

沒有形成司法獨立。

沒有形成律師制度。



中國的晚清與民囯法律改革

晚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1843 虎門條約

 

確立

 

領事裁判權

1864 成立上海租界合審法庭

1904

 

大請商律草案

1910

 

大請現行刑律和大請新刑律

1910

 

大請刑事訴訟律草案和大請民事訴訟律草案＂

1911 大請民律草案

1908 欽定憲法大綱

1910 預備立憲

民國：

1912 臨時約法

1923 中華民國憲法

1924

 

1927-29六法全書（民法，民事訴訟法，邢法，刑事訴訟法，憲法，行政法）[傅秉常（1896 
－1965為召集委員]

1947      中華民國憲法

 

[五權互相制約：立法，行政，司法，考試，監擦。] 



中華民國民法
民法

 

(民國

 

99 年

 

05 月

 

26 日修正) 

第 三 編 物權

第 一 章 通則

第

 

757 條（物權法定主義）

物權除依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設。

第

 

758 條

 

（設權登記－登記生效要件主義）

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

 

前項行為，應以書面為之。

第

 

759 條

 

（宣示登記－相對登記主義）

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

 
權。

第

 

759-

 

1 條

 

（不動產物權登記之變動效力）

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
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者，其變動之效力，不因原登記物權之不實而受影

 
響。

第

 

761 條

動產物權之讓與方法－交付、簡易交付、占有改定、指示交付）

 

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動產交付，不生效力。但受讓

 
人已占有動者，於讓與合意時，即生效力。

 

讓與動產物權，而讓與人仍繼續占有動產者，讓與人與受讓人間，得訂

 
立契約，使受讓人因此取得間接占有，以代交付。

 

讓與動產物權，如其動產由第三人占有時，讓與人得以對於第三

 
人之返還請求權，讓與於受讓人，以代交付。



新中國的法律革命

1949 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領 （第十七條 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切壓迫人民
的法 律、法令和司法制度，制定保護人民的法律、法令，建立人民司法制

度。）

1954 憲法 （建立馬克思主義的法制）。

1975 憲法 （文革時期新版）。

1978 憲法修改。

1982 憲法（新版）

1988 憲法修改（“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律規定的範圍記憶體在和發展”，“土
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律的規定轉讓”) 

1993 憲法修改（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理論”及“改
革開放”正式寫進憲法；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 “計劃經濟”；規定“中國
共產黨領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度將長期存在和發展”。）

1999 憲法修改（將“鄧小平理論”寫進憲法序言，與馬克思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
一起；明確中華人民共和國實行依法治國; 確立了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地位）

2004 憲法修改 （將“三個代表”寫入序言，鼓勵非公有經濟依法實行監管和管理，
保護私有財產。

2005 黨中央提倡 «以人爲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 的治國理念。



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

第一章 基本原則

第一條 為了維護國家基本經濟制度，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明確物的歸屬，發
揮物的效用，保護權利人的物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因物的歸屬和利用而產生的民事關係，適用本法。 本法所稱物，包括不動產
和動產。法律規定權利作為物權客體的，依照其規定。本法所稱物權，是指權利人依法
對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權利，包括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

第三條 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
本經濟制度。國家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鼓勵、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國
家實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保障一切市場主體的平等法律地位和發展權利。

第四條 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利人的物權受法律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不
得侵犯。

第五條 物權的種類和內容，由法律規定。

第六條 不動產物權的設立、變更、轉讓和消滅，應當依照法律規定登記。動產物權的
設立和轉讓，應當依照法律規定交付。

第七條 物權的取得和行使，應當遵守法律，尊重社會公德，不得損害公共利益和他人
合法權益。

第八條 其他相關法律對物權另有特別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香港的法律革命

1997年七月一日實施香港基本法。

基本法第八條，續用香港原有普通法。

基本法第十一條規定立法會所立的法律不能與基本法相抵觸 賦予香港法院類
似憲法審查權力。

基本法85條賦予香港法院獨立審判權。

基本法第三章給與香港居民若干權利，香港終審庭參考國際公認人權標與其它
普通法區及歐洲人權法院案例而裁之。

根據基本法158條全國人保留解釋基本法權利，但法院也有在香港自治範圍内
的解釋權。



Definitions in HK Ordinances

"immovable property" (不動產) means- (a) land, whether covered by water or 
not; (b) any estate, right, interest or easement in or over any land; and (c) 
things attached to land or permanently fastened to anything attached to land; 
(Cap1)

"movable property" (動產) means property of every description except 
immovable property; (Cap1)

"property" (財產) includes- (a) money, goods, choses in action and land; and (b) 
obligations, easements and every description of estate, interest and profit, 
present or future, vested or contingent, arising out of or incident to property as 
defined in paragraph (a) of this definition; (Cap 1)

"land" (土地) includes- (a) land covered by water; (b) any estate, right, interest 
or easement in or over any land; (bb) the whole or part of an undivided share in 
land and any estate, right, interest or easement in or over the whole or part of 
an undivided share in land; and (Added 31 of 1988 s. 2) (c) things attached to 
land or permanently fastened to anything attached to land; (Cap 219)

http://www.hklii.org.hk/hk/legis/en/ord/1/s3.html#property
http://www.hklii.org.hk/hk/legis/en/ord/1/s3.html#immovable_property
http://www.hklii.org.hk/hk/legis/en/ord/1/s3.html#property
http://www.hklii.org.hk/hk/legis/en/ord/219/s2.html#land
http://www.hklii.org.hk/hk/legis/en/ord/219/s2.html#land
http://www.hklii.org.hk/hk/legis/en/ord/219/s2.html#land
http://www.hklii.org.hk/hk/legis/en/ord/219/s2.html#land
http://www.hklii.org.hk/hk/legis/en/ord/219/s2.html#land
http://www.hklii.org.hk/hk/legis/en/ord/219/s2.html#land


香港法對物的定義

“動產＂(movable property) 指不動產以外的 各類財產 （一章）；

“財產＂(property) 包括─ (a) 金錢、 貨物、 法據動產和土地； 及 (b) 由
(a)段下定義的 財產所產生或 附帶的 義務、 地役權以及各類產業、 利益和利
潤， 不論是現存的 或 將來的 、 既得的 或 待確定的 （一章）；

“不動產＂(immovable property) 指─ (a) 土地， 不論是否有水淹蓋； (b) 
土地上的 任何產業、 權利、 權益或 地役權； 及 (c) 附連在 土地的 物件或
牢固於任何這類物件上的 東西 （一章）；

“土地＂(land) 包括─ (a) 有水淹蓋的 土地； (b) 土地或 其上的 任何產業
權、 權利、 權益或 地役權； (bb) 土地的 不分割份數的 全部或 部分， 以
及土地或 其上的 任何產業權、 權利、 權益或 地役權； 及 (由1988年第31號
第2條增補) (c) 附連在 土地的 物件或 牢固於任何此類物件上的 東西 （二一
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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