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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沒有人質疑法律是一套規則，但是如果把法律僅僅當成只是一

套規則，那就會引起很大的質疑及嚴重後果。這個道理就如同我們不反

對人是一種動物，但如果把人只當成動物一般來對待，那我們必須嚴正

的反抗到底。換言之，在規則之外，有其他的因素使得法律具備自身的

尊嚴。畢竟只有被尊敬的法律才具備讓人遵守的內在權威。那麼，甚麼

是法律尊嚴的來源呢？這是本文提出問題的動機。 由此動機引發論文研

究的核心論題：「宗教對法律的影響」。宗教在日常生活中，一直是提

供人類生命終極意義的主要來源。隨著人類理性的發展，科學的昌明，



時至今日，宗教反而成為古老與迷信的代表，在科學方法的主導下，宗

教對於法律似乎已經是落伍的象徵。然而，現代的法律體系真能回答法

律尊嚴由何而來的問題嗎？認真觀察現代法律的運作，我們可以發現：

缺乏終極基礎的法律哲學體系、缺乏根本價值肯定的價值判斷，這是潛

伏於現代法律中的危機。對此問題，宗教能提供新的幫助嗎？ 一世紀之

前，中國誕生了一位特殊的法律學者。他的特殊之處，並不僅是因為他

在年輕之時，即已獲得的眾多成就，更重要的是，在他具備現代學術的

完整訓練並深獲肯定之後，他卻願意以宗教的精神做為法律哲學的核

心，並且在生活中實際地身體力行。本文透過說明吳經熊的思想演變歷

程來呈顯宗教在今日仍能對法律產生的影響，筆者相信吳經熊個人生命

的洞察對於宗教未來在法律中扮演的角色，具備某種啟示與指標的作

用。 綜觀吳經熊的一生，看他受教育的過程可說是回溯東西方思想發展

的脈絡而來，早期吳經熊為西方的科學知識所吸引，但他仍不能忘情於

中國文化中對於「道」的體驗，事實上筆者認為吳經熊早期似乎試圖以

西方的科學方法重新詮釋中國文化的根源。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他融合斯

丹木拉及荷爾摩斯的方式，斯丹木拉重視普遍的理念，荷爾摩斯強調個

別的的經驗，吳經熊向兩位老師學習，他們的思想也都有令人折服之

處，然而這兩者在同一平面上卻又相互對立。吳經熊引入「道」的觀

念，創造出立體的視野，從根源上統一了斯丹木拉及荷爾摩斯的法律觀

點。換言之，從法律的終極根源來看，斯丹木拉及荷爾摩斯各自只看到

了法律的正面及背面，而非整體的法律全貌。無論這個方式是否成功，

吳經熊對法律終極根源的追求，一直吸引著他超越各種不同的法律學說

及觀點。 後來吳經熊經歷了生命中的墮落時期，生活的放縱卻更加深他

心靈尋求真正寧靜和平的飢渴，當他發現能真正回應他生活中靈性需求

的典範，同時也正是法律公理正義的滿全根源。法律的基礎與生命的意

義在根源上相互連結。對吳經熊而言，法律為何應被遵守的理由，其原

因是內在於人的，而非外在的力量。正是由於人生尋求愛與人性的圓

滿，所以法律具備了崇高的尊嚴，而這一切都已經在宗教的典範中獲得

具體的實踐與表達。對於吳經熊來說，宗教所傳達的理想既是合理的又

是可行的，也就是說即使不信仰這個宗教，卻仍然可以接受這樣的法律

哲學思想。 最後，筆者跟隨著吳經熊的思路，從近日生活中尋找相關的

案例，用另一個角度討論宗教對法律的影響，試著找到例證來支持吳經

熊所肯定的宗教與法律的合作?係。透過這幾個個案，我們可以更清楚

的認識到，缺乏信仰的法律退化成為僵硬教條的危險。吳經熊那麼深的

了解法律的兩個極端，我們看到他專精於法律的技術層面，甚至稱之為

天才亦不為過，但另一方面，他又那麼願意地放棄這個專業，而尋找超

越之道。他了解科學，甚至了解到願意放棄科學，這並不只是一種領悟

的表現，而是分屬兩個不同的深刻洞察。另外，還有是他的心中有一種

超越專業之上的美感，吳經熊從研究人類世界的秩序入手，慢慢他發現

人的秩序需要一個道德性的基礎，而最後又從這個道德基礎進到宇宙中

的秩序，這樣的美感使他肯定整個宇宙與人類的生活暗示了背後有一個

極豐富又充滿愛的心靈，形成了這一切。這世界不是絕對的，但絕對是

可以看出有絕對者的世界。生命的意義或許不容易找到終極的標準，但

生活卻足夠讓我們肯定有一個終極性的標準存在。而這正是宗教所帶來



的啟發。  

摘要

(英) 

RELIGIOUS INFLUENCE ON LAW IN THE CASE OF JOHN.C.H. WU The 

English Abstract There is no double that law is a set of rules. However it is very 

problematic and the result would disastrous if law is regarded as a set of rules 

only. In fact, apart from having rules and regulations, there are other factors 

which enable law to acquire its own dignity. When law has its own dignity 

generating from its internal authority then law would be respected and to be 

observed by people. What is the source of the dignity of law? This question leads 

us to the main theme of the thesis which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religion on 

law”. Religion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Ultimate Concern when the Ultimate 

Being is regarded as the source of all authorities. Therefore at the early stage of 

legal development, religious beliefs has a lofty and respectable position in the 

legal system. Because of this, the legal system acquires it digni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ationality and science in modern era, religion has been gradually 

mistakenly as out-of -date and as superstitious. Under the scientific orientation in 

legal studies, religious implication in the scholarship of law has been regarded as 

a sign of backwardness. On the other hand, it seems that modern legal system fail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ere is the source of legal authority?” Looking closer 

at the modern legal system whose philosophy lacks the Ultimate Cornerstone 

which leads to the erosion of the fundamental value in legal judgment we realize 

that there is a hidden crisis in modern legal practice. Can religion offer any help 

vis-?-vis this question? A century ago an outstanding scholar with many talents 

named John C.H. Wu was born in China. When he was young not only he has 

ascended to the pinnacle of legal scholarship, but also he took religion as the core 

of philosophy of law (Jurisprudence)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John C.H. Wu’s legal scholarship, this thesis 

confirms that religion is still influential in modern legal studies and practice. 

Although John Wu was attracted to science of the Western tradition, when he was 

young he was familiar with Daoism of the Eastern tradition as well. He tried to 

annotate the Chinese cultural root by western scientific method. In legal studies he 

employed Daoism to give a new dimension to the contradictory views of legal 

philosophy of two top scholars in legal studies: Holms and Stammler. After 

experiencing the role played by religion (Christianity) in a certain period of his 

life, Wu affirmed that The Transcendental Being is essential not only in life but 

also in legal practice.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law is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the 

meaning of life, for Wu, the reason for the observation of law rests within a 

person not resting on external forces. It is also because human being by nature 

desperately seeks love and life fulfillment, therefore the dignity of law which is 

the law of love is the expression of the ideal of a religion which is a means to 

express love and life fulfillment. For Wu, the ideals expressed by religion are 

acceptable and reasonable, and adherents of any belief system could accept this 

philosophy of law without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Through some legal cases in 

modern time such as Terri Schiavo’s Case (2005), The Controversy of Enron 

Bankruptcy (2002) and the problematic leg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78-) we confirm that Wu’s theory on religious influence on law was 

correct and acceptable. Without religious belief as the cornerstone, law 

deteriorated into fossilized regulations, and law can be manipulated. The greatness 

of Wu’s scholarship rests in his outstanding power of integrating various 

disciplines of studies, and his capacity in grasping the beauty of deeper meaning 

in each profession and concept. He admitted that the human world needs an order 

which is based on morality. From human order Wu extends his theory that the 

universe needs an order. From the order of the universe and human society Wu 

confirms the existence of the Ultimate Being behind the world including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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