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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裁判社会科学化的方法论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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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法律与社会科学交叉性研究的进展, 法学研究与司法实践都不断对社会科学

开放。 社会科学主要在案件事实论证领域发挥作用, 通常被用以确认裁判性事实, 除此之外还可
以被用以形成立法性事实或提供社会框架背景。 从方法论上来说, 司法裁判的社会科学化至少面
临三个层面的批判: 在法概念论上, 坚持一种还原论立场, 以外部描述性方法消解法律规范性;
在功能属性上, 以对专业性和权威性知识经验的垄断, 实际上发挥着一种修辞性的功能; 在思维
方式上, 依循一种后果导向的推理思路, 极易导向一种超越法律的法外裁判立场。 在承认司法裁
判社会科学化合理性的同时, 也要注重其应有的限度。 司法应坚持教义性规则对案件裁判的根本
决定作用, 维护依法裁判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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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当司法遭遇社会科学
司法作为解决问题和争议的场所, 它的一个重要的特质在于对各种理由保持开放, 即

“ 在开放的场域或体系中论证” 。 人们都很清楚, 在常规、 简易案件中, 待决案件事实与规范
要件事实是对应的, 借助于演绎或涵摄模式, 便可轻易地推导出可靠的结论。 然而, 争议案
件事实与法律规范有时会呈现出不相适应或形式适应但实质不适应等情形, 此时就需要法官
能动地从事法律发现。① 除了法律自身的扩张程度会导致案件疑难之外, 有时候案件的社会影
响也会制约法律的适用, 这在热点或重大影响性案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这些情况下, 司

法裁判很有可能对法律之外的因素开放出空间, 如霍姆斯法官所言, “ 重大案件之所以重大,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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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副教授、 钱端升青年学者。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程序保障机制研究” ( 20AFX003) 的
阶段性成果。
参见郑永流: 《 法律判断的形成模式》 , 《 法学研究》 2004 年第 1 期, 第 142-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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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因为其在塑造未来法律方面的重要意义, 而在于某些直接的压倒性利益吸引了人们的
情感, 并扭曲了判断” 。② 社会经验、 社会现实利益状况、 后果影响、 政策乃至政治等诸多
要素, 很多时候都会装扮成社会科学知识的样貌进入司法过程中, 并左右法官的判决。

法学是法律科学 ( legal science / science of law) 的简称, 法学与科学之间的亲缘性自不

待言。 在法律发展史上, 人们曾追逐过法律公理之梦, 努力模仿着自然科学的样子, 将法律

体系型构为一个严丝合缝的完美集合。 普赫塔通过概念金字塔的逻辑演绎, 追求 “ 科学” 意
义上的体系思想, “ 当最顶端确立了一个最普遍的概念, 其余所有概念都居于其下时, 亦即
其他类概念和种概念都能纳入其下时, 这一逻辑体系的思想就臻于完结; 人们因此可以从金
字塔底部的任一点出发, 通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 逐步放弃特殊性的东西, 以此方式最终也

能攀升至最高点” 。③ 公理之梦的破灭让人们开始理性地审视法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
法学中充斥着不确定、 谬误、 情感, 而自然科学则关心自然的、 绝对的、 永恒的东西, 细微
之处亦有理有据、 求真务实。④ 虽然不能将法学与自然科学等同, 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就

此放弃法学的科学性, 只不过由于法学所追求的是一种 “ 弱科学性” , 故而我们退而求其次,
将法学安置于社会科学范畴之下。

社会科学囊括研究人类社会的诸多科目, 涵盖政治学、 经济学、 社会学、 心理学、 人类
学、 伦理学等。 囿于论题, 本文集中关注与司法审判较为密切的社会学、 经济学和心理学等
社会科学, 尽管它们各自有其独特的研究进路, 但在内部均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的知识论和方
法论。 将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引入裁判过程, 我们首先不得不面对它们之间的差异, 其中有
些差异非常具有直观性: “ 科学是理性的, 而法律是非理性的; 科学是抽象的, 而法律是具
体的; 法律生产个别性的知识, 而科学生产普遍性的知识; 法律发现以确定性和排除合理怀
疑为基础, 而社会科学发现则立基于或然性和归纳; 法律是规范性和规定性的, 描述人们应
当做什么, 以及法律应当是怎样的, 而社会科学则是价值中立的、 实际的和描述性的, 描述
人们事实上如何行为。” ⑤ 简要来说, 社会科学更多是一种经验性活动, 而裁判在本质上是
规范性活动。 那么, 打破二者之间的藩篱, 实现有效转译, 就是司法裁判社会科学化的核心
所在, 也就是本文关心的核心议题。

由于法律与社会科学 ( Law and Social Science) 的研究在美国起步较早, 司法对社会科

学的开放性程度较高。 这一方面与法学发展有关, 自法律现实主义打破形式主义的神话之
后, 美国法学的整体面貌是反理论的, 高度关注不断变迁的社会现实, 倡导经验重于逻辑,
这为经验性科学资料和证据进入司法打开了方便之门。⑥ 另一方面, 在法理论的观照下, 司
法更加面向未来, 不只是恪守法律条文和先例, 而是根据社会利益的现实需求, 可超越法律
裁判。 故而美国有不少讨论社会科学在司法中应用的著述。 比如, 有的从一般理论角度梳理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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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ern Sec. Co. v. United States, 193 U. S. 197, (1904) .
[ 德] 卡尔·拉伦茨: 《 法学方法论》 , 黄家镇译, 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 第 29 页。
参见 [ 德] 尤利乌斯·冯·基尔希曼: 《 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 , 赵阳译, 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 第
10-42 页。
Rosemary J. Erickson and Rita J. Simon, The Use of Social Science Data in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p. 6.
See Schlegel, John Henry, American Legal Realism and Empirical Social Science Studies in Leg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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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或司法中的社会科学。⑦ 有的从心理学角度, 研究司法裁判对心理学的吸收和应用。⑧
有的研究社会实证数据能否作为证据, 以及如何影响法院对证据事实的认定。⑨ 有的研究社
 我们权且将社会科学

会科学在劳动法、 婚姻法、 宪法、 刑法、 侵权法等领域的具体实践。

对司法的渗透及其运用称为 “ 司法裁判的社会科学化” , 以上种种研究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
社会科学在司法中运用的现状与前景, 同时还会从更重要的侧面展示出这种现象的内在局
限, 对司法裁判社会科学化不加限制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消解裁判的法律属性, 将价值判断还
原为事实判断, 最终放弃依法裁判的基本立场。

早在 1908 年发生的 “ 穆勒诉俄勒冈州案” 中, 此种立场就曾显现。 该案的争议问题是

俄勒冈州通过的一项将女工每天工时限定在 10 小时内的法案是否合宪。 当时作为律师的布
兰代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力图为该法案的合宪性进行辩护, 其向法院提供了长达百余页的意
见书, 该意见书被后世称为 “ 布兰代斯意见书” ( Brandeis Brief) 。 他从经济学、 社会学以及
心理学等方面找到大量经验性数据, 证明女性与男性在生理和身体特征方面存在差异, 对于
 至此之后, 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在美国以论辩意

女性给予特殊的工时保护立法是正当的。

见或其它形式进入司法过程开始变得司空见惯。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1954 年审理的 “ 布朗诉
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 ( 以下简称布朗案) 也直截了当地引入了社会科学理论资源。 先前的

“ 普莱西诉弗格森案” 确立了 “ 隔离但平等” 原则, 辩护了隔离的正当性, 而在布朗案中,
为推翻先例中的原则, 上诉人及其律师竭力从社会科学中寻找有力证据来证明隔离对黑人孩
 具体来说, 在采取隔离的南方学校的黑人学生中开展了一项

子会带来巨大的心理伤害。

“ 玩具娃娃测试” ( Doll test) , 摆在黑人学童面前的分别是一只黑色玩偶和白色玩偶, 当询
问他们哪一个玩偶漂亮以及自己更喜欢哪一个时, 绝大多数孩童都直言不讳地回答自己喜欢
白色玩偶。 这个心理学实验从社会科学的角度, 证实了种族隔离会给黑人孩童带来巨大的心
理影响和认知偏见, 因此种族隔离从一开始就会带来伤害并制造不平等。 尽管美国联邦最高
法院在布朗案中吸收了社会科学的论据, 并据以推翻了自己五十年前确立的先例, 但是, 争
议仍然继续, 不少论者针对布朗案中运用社会科学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比如, 有观点认为,
态度性研究很难在各种变量因素中锁定何者是最关键变量, 言外之意是怀疑能否将这种态度
性变化归因于学校的隔离。 又比如, 一些论者在北方未进行学校隔离的黑人孩童中进行了类
似实验, 结果发现了类似甚至更明显的态度偏好, 这足以解释隔离并不是影响孩童态度偏好
的唯一因素。 再比如, 有的学者认为布朗案依靠的社会科学知识并不可靠, 甚至认为将这种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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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Harold L. Korn, “ Law, Fact, and Science in the Courts” ,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66, No. 6 ( Jun. , 1966) ,
pp. 1080-1116.
See Michael J. Saks, Reid Hastie, Social Psychology in Court,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78.
See David Barnes, Statistics as Proof: Fundamentals of Quantitative Evidence, Little, Brown, 1983; J. Braxton Craven,
“ The Impact of Social Science Evidence on the Judge: A Personal Comment” ,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 39, No. 1 ( Win. , 1975) , pp. 150-156.
See Adler, Nancy, David, Major, Susan Roth, Nancy Felipe Russo, Gail Wyatt, “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Abortion:
A Review” ,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47, Issue 10 ( Oct. , 1992) , pp. 1194-1204; Niels Petersen, “ Avoiding the
Common Wisdom Fallacy: The Role of Social Sciences in Constitutional Adjudication”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Vol. 11, (2013) , pp. 294-318.
Muller v. Oregon, 208 U. S. 412, (1908) .
See Plessy v. Ferguson, 163 U. S. 537, (1896) ;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347 U. S. 483, (19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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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针对这些社会科学知识、 发现或结论应否成为妥当的证据资

证词称作伪证都不过分。

料尚存争议, 但在实然的层面上, 它们已经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司法裁判。
相比之下, 在我国, 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从司法实践来说, 司法裁判社会科学化的问
题都才刚起步。 法教义学或法条主义强调法官思维应以规范作为逻辑起点, 并以此为根据推
导案件结论。 与之不同, 社科法学者反对法律中心主义, 主张法官在司法场域中面对的不只
是法律, 除法律之外, 事实及事实判断也很重要, 更极端者会趋向于承诺一种事实中心主
义。 社科法学者不仅主张在学术理论研究中贯彻社会科学的方法, 同时还倡导让这些东西深
入到实践中去影响法官的判断。 这里隐含着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紧张关系: 一方面, 社会科学
能为司法裁判提供信息参照和辅助; 另一方面, 法官对社会科学知识的了解和认识十分有
 从社会科学到法律话语之间的转化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限,

当然, 本文关心的仍然是中国问题, 即中国法官如何面对以及运用社会科学。 在社会科

学方法论并不统一, 社科法学发展水平有限, 司法职业化程度不高及法官专业化能力不强的
情况下, 冒然引进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 极有可能会干扰甚至扭曲法官的判断, 使得正义的
法官、 法律之下的法官沦为法律之外的 “ 民科法官” 。 正是基于这种忧虑, 我们需要思考社
会科学在进入司法裁判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障碍和困难, 从方法论上对其加以澄清。 这不仅有
助于摆正社会科学在法律和司法中的位置, 同时对于维护法官的规范性思维以及捍卫依法裁
判的基本立场亦有重要的价值。

二、 法概念上的还原论立场
社科法学阵营的学者是倡导社会科学在法律领域中应用的坚定辩护者, 他们的主张大体
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一个是理论层面, 运用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剖析法律现象, 提出不
同于传统法教义学的判断和结论。 另一个是实践层面, 以社会科学的发现和结论来影响法律
实践, 比如, 利用成本收益方法来进行立法评估, 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划定行政罚款之标准,
 近几年, 中国法学界掀起了一场法教义学与社科法

以政策的形式影响法院之判决, 等等。

学的争论, 人们可以在法教义学的著述中找到很多针对社科法学的一般性批评, 其中, 从方

法论角度所展开的攻击较为彻底。 例如, 陈景辉教授指出, 社科法学关于 “ 中国” 问题、 客
观且全面地描述法律实践背后的影响要素以及存在即为有效这三个方面的基本主张, 均存在
严重缺陷, 从而使得社科法学理论最终只能走向破产, “ 法律与社会科学正在上演的, 不过
 就本文所关心的论题 ( 社会科学在何种意义上能

是一出没有事先声明的魔术表演而已” 。

够影响司法决策过程) 而言, 以上批评自然可以适用于下文的讨论, 然而它们更多地指向的
还是理论层面的社科法学, 本文将聚焦于社会科学在司法层面应用中可能面临的难题。 笔者
先来剖析社科法学论者在法概念的问题上所普遍持有的一种还原论立场。













See Austin Sarat ( ed. ) , Blackwell Companions to Sociology,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p. 415.
See Austin Sarat ( ed. ) , Blackwell Companions to Sociology,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p. 410.
从政治学、 政策学的角度分析政治或政策对立法、 行政及司法裁判的影响, 参见陈铭祥: 《 法政策学》 , 元照
出版公司 2011 年版, 第 32-137 页。
陈景辉: 《 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批判》 , 《 政法论坛》 2013 年第 1 期, 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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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 “ 法律是什么” 持有的观点、 立场或态度, 被称为 “ 法概念论” , 简而言之,

就是人们眼中的法是什么样的。 说到底, 这就是法概念的问题, 对于法律是什么的不同想象
势必影响到裁判中对于法源的选择, 进而可能会形成不同的裁判立场。 法概念是形成法律推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面对

理之前提的核心要素, 不同的法概念主张会形成不同的裁判后果。

同一个案件, 尤其是在争议案件或疑难案件中, 不同的法官会形成不同的甚至有时完全截然
相对的结论。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在于他们眼中的法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一位持有自然法
立场的法官眼中的法是更宽泛的, 除了实在法之外, 还包括实质性的道德原则和价值, 司法
裁判具有鲜明的实质主义取向。 相比之下, 作为实证主义者的法官则将法牢牢限定在实在法
之内, 司法裁判折射出更强的形式主义色彩。
从法哲学角度来看, 法概念论与裁判理论之间存在两种关系: 其一是决定论, 认为有什
么样的法概念论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裁判理论。 其二是非决定论, 主张在法概念论与裁判理论
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决定关系。 对于非决定论, 又可以区分出两种具体类型: 一种类型认为
法概念论与裁判理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 “ 无法根据某人在法概念论上的立场, 就得出
 由此可能出现, 持有相同法概念论立场的学者会导向不同的裁

他在裁判理论上的立场” 。

判理论, 持有不同法概论主张的学者最终可能走向同一种裁判理论。 非决定论中的另一种类
型倾向于解构法概念论, 认为对司法审判实践来说, 澄清 “ 法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不重要
的。 非决定论者主张法律是部分不确定的, 极端论者可能认为法律总是不确定的, 法官在个
案中获致结论, 并不必然要从法律这个前提中来推导。 言外之意, 法律标准并不拘束裁判结
论。 果真如此的话, 判决又是怎么得出的呢? 非决定论者认为, 这可能来自于裁判者对案件
 传统的法教义学强调规范对

事实的反应, 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社会和心理因素所决定的。

裁判的拘束作用, 辩护与形式法治相容的依法裁判理论, 而社科法学导向的裁判理论显然归
属于一种非决定论, 对法概念以及法律之于实践的规范性持怀疑态度。 这里将此种怀疑论暂
且贴上还原论的标签。
司法裁判是一种规范性判断, 这种规范性品质源自于它是依照法律所进行的裁判, 故而
可以说, 司法裁判的根本特征在于其具有法律属性。 司法裁判者以一种内在参与者的态度,
去理解和诠释规范, 其实这种内在化的过程产生了规范性, 它能够为行动提供理由, 并具有
 社会科学化导向的裁判, 更多地采纳的是一种外在立场, “ 与法

形塑和改变实践的能力。

教义学尊崇法条和既有的法秩序不同, 社科法学关心的是法条的生活世界, 是真实世界的法
律问题……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相比, 可能更接近科学。 社科法学采取怀疑主义的科学态

 这种立场与其说是采取怀疑主义的态度,

度, 对一切可能存在问题的法律条文保持警惕” 。

不如说是反对法律中心主义, 对规范持有一种轻视的态度, 甚至在个案中以社会科学知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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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中论及的指涉 “ 法律之性质” 的法概念, 法概念还包括规范中包含的具体法律概念, 它们在法律实践
中也发挥着语义确认与确证、 指明法律后果、 限制目的论证和施加论证负担等功能。 参见雷磊: 《 法律概念是
重要的吗》 , 《 法学研究》 2017 年第 4 期, 第 89-94 页。
陈景辉: 《 法理论的性质: 一元论还是二元论?》 , 《 清华法学》 2015 年第 6 期, 第 7 页。
See Dennis Patterson, A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f Law and Legal Theory, Wiley-Blackwell, 2010, p. 216.
参见谢世民主编: 《 理由转向: 规范性之哲学研究》 , 台大出版中心 2015 年版, 第 285-320 页。
侯猛: 《 社科法学的传统与挑战》 , 《 法商研究》 2014 年第 5 期, 第 76 页。

司法裁判社会科学化的方法论反省

判断取代法律判断。 在这种裁判中, 社会科学知识和结论最终成为了诱发结论形成的根据,
法律规范的因素被弱化甚至被消解了, 由此, 依法裁判的立场很容易被突破, 实质上最终走
向了一种 “ 超越法律” ( overcoming law) 的裁判。

很显然, 社会科学化的裁判试图消解规范性, 在法概念的问题上坚持一种还原论。 还原

论 ( reductionism) 也被称为化约论, 意指将一种复杂的事物还原为更基础的要素, 并根据后
者来解释和描述前者。 比如, 有论者将法律还原为主权者发布的命令, 并依此命题的一般特

质来解释法律。 在对待法律是什么的问题上, 社科法学采取了一种外在观察和描述的立场,
社科法学者基于一种审慎的理由来看待和理解法律。 社会科学的进路更看重 “ 行动中的

法” , 将一般性的实在条文置于具体的个案语境中, 通过对案件事实和相关情境的 “ 深描” ,
来解构并重构法律。 “ 法律应当是什么” 的问题随之被转化为 “ 法律事实上是什么” , 在从
“ 应当” 到 “ 是” 的转变过程中, 所剥离掉的恰恰是法律的规范性意义。 在这里, 法律披上
了社会科学的外衣, 纵身一跃将自己装扮成了形形色色的经验性事实。 典型的情况比如, 社
会学会将法律还原为可观察的行为及其规律性、 社会结构与制度体系, 经济学将法律还原为
一种经济效益, 认为侵权法并不是一套旨在恢复正义的法律体系, 而是旨在追求财富最大化
的效能体系, 人类学将法律还原为田野数据等。
社会科学化的裁判理论坚持的外在立场, 必然在法概念论上滑向还原论, 倡导科学知识
中心主义, 以社会科学知识和结论取代规范, 将法律改造为经验事实, 最终瓦解法律的规范
性。 尽管如上文所述, 某些社科法学者也主张对法规范提出批判或建议, “ 但这些启示或建
议往往指向法律制度的失灵或盲视, 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 ‘ 不适应现实或与现实不
符’ 。 因此, 要么法律需要被修改以适应现实 ( 较为温和的反规范论主张) , 要么法律在社
会行动或国家治理中压根起不到多大作用, 至多只是用以解决问题的备选手段之一 ( 较为激
 晚近以来, 法律现实主义就有类似的社会科学化倾向, 一种是

进的反规范论主张) ” 。

“ 特性派” ( Idiosyncrasy Wing) 现实主义, 将法律还原为心理、 个性或特性要素, 将法律判
断还原为一种心理的刺激反应。 另一种是 “ 社会学派” ( Sociological Wing) 的现实主义, 主
张实践中决定裁判的是 “ 情境类型” , 也就是以争议性教义的特定事实所展现的一般行为模
 相较于当今社科法学者

式, 以及在相关商业环境中能够构成正常的或经济上可欲的行为。

所倡导的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在司法裁判中的应用而言, 法律现实主义的理论化程度更高、
更精致。
社会科学化的裁判理论一方面将法律还原为社会科学事实或因果关系准则, 另一方面将
规范性的司法判断还原为事实判断。 通过这样两个方面的努力, 司法裁判的规范性最终得以
消解。 在这里, 社会科学和法律之间的界限似乎模糊了。 更为重要的是, 何以能够用纯粹描
述性的事实判断来取代规范性的价值判断? 任意取消 “ 是” ( to be) 与 “ 应当” ( ought to







雷磊: 《 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 , 《 中外法学》 2015 年第 1 期, 第 212 页。
See Brian Leiter, Naturalizing Jurisprudence: Essays on American Legal Realism and Naturalism in Legal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7-30. 对于将法律现实主义刻画为还原论的常规主张, 一些学者也提出过不
同意见, 比如, 马默教授认为法律现实主义并不是一种还原性替代理论 ( reductive-displacement) , 而是一种
议程替代理论 ( agenda-displacement) 。 参见 [ 美] 安德瑞·马默: 《 法哲学》 , 孙海波、 王进译, 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14 年版, 第 30-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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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之间界限的做法是否妥当? 这些问题很值得拷问。 从方法论上来说, 社会科学主要注重
归纳性, 从大量经验样本和数据中去归纳和抽象一般规则和规律, 样本之选择、 分析手段之
科学性、 样本数量之充分性都会影响到最终所得之结论。 可以说, 社会科学判断和发现具有
偶然性, 其结论可以不断地被推翻和修正。

除却社会科学判断本身可能出现错误之外, 其最致命的缺陷就在于: 这种 ( 无论是定性

还是定量) 经验性判断何以能够得出具有可普遍化的结论? 换言之, 一个从经验中推导出的
事实判断, 何以产生较强的规范性约束力? 比如, 我们走进一个村庄, 看到街上的女性头上
都裹着黑丝巾, 我们是否足以据此推导出这个村子里的女性出门上街时头上都应裹着黑丝
巾? 在实然描述与规范性判断之间, 存在着休谟所谓难以跨越的鸿沟。 在司法裁判的具体场
域中, 从经验性的事实描述和判断, 难以得出法院应如何在教义层面适用法律以及应推导出
何种结果的规范性判断。 如某些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 “ 描述性社会科学无法为规范
 我们也看到一些社科法学者, 从法教义学也具有经验面向出

性司法裁判提供理性基础” 。

发, 提出经验事实能够作为法律的规范性论证的理由, 好的实证研究能够借助因果推理来发
现具有规范性的差异制造事实, 借此来辩护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具有规范性意义这个事
 这个论证虽有启发性, 但基本上是失败的, 法教义学以实在法为研究对象, 实在法之

实。

存在与解释固然离不开经验事实, 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 经验事实能够为实在法提供规范
性。 与此同时, 经验事实在法学理论研究中的角色和它在司法审判中的地位是两个问题, 二
者之间有较大的差距。 总而言之, 笔者认为, 在司法裁判中, 社会科学知识能够为法教义学
提供一个有益的补充甚至必要时作为一个校验判准, 但仍应把握事实判断与规范判断、 社会
科学判断与法律判断之间的界限, 在引入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的同时, 避免从根本上消解法
律和法律判断的规范性。

三、 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司法修辞
社会科学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影响司法, 比如说, “ 专家证人在法庭上证实相关的

社会科学研究; 社会科学家出具法庭之友意见书, 让法院了解该领域目前的知识现状; 社会
 总体来看, 社会科学要么作用于案件事实的认

科学家在立法听证会上也进入法律之门” 。

定, 要么影响法官对法律的适用及判断。 这一论断与我们对于司法过程的认知是联系在一起
的, 司法裁判无非包括案件事实论证和法律适用两个部分。 法教义学以实践问题为导向, 旨
在解释法律和推进法律的适用, 故而法律适用是其作业的重要场所。 相应地, 案件事实论证
领域为社会科学知识的进入留下空间。 对此, 一些社科法学者可能会宣称, 社会科学也会影
响法律的适用, 甚至在个别时候会根本改变裁判结果。 从结果论来看, 这确实是可能的。 一
种可能的解释是, 社会科学影响了事实和因果关系判断, 进而影响法律之适用。 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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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是, 社会科学发现直接帮助法官形成了预判, 先形成案件的判决结果, 再回过头去寻
找法律, 进行教义学的论证与修饰。 这两种不同的解释让我们看到, 社会科学在事实上会以
不同的形式影响司法。
从规范的角度来看, 如果司法对社会科学保持开放, 则应允许其在事实论证方面发挥作
用,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以证据或准证据的形式进入法官的裁判视野。 诉讼法讲究严格的证据
法定原则, 各国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类型不尽一致, 对于哪些社会科学发现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相应亦存在差异。 英美证据法承认专家意见, 将其视为一种正式、 有效的证据类型。 比如,
《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 第 702 条规定了专家证人意见, “ 在下列情况下, 因知识、 技能、 经
验、 训练或者教育而具备专家资格的证人, 可以以意见或者其他的形式就此作证: ( a) 专家
的科学、 技术或者其他专门知识将会帮助事实审判者理解证据或者确定争议事实; ( b) 证
言基于足够的事实或者数据; ( c) 证言是可靠的原理和方法的产物; 以及 ( d) 专家将这些
 普通证人提供的是一种知情信息或对案件发生经

原理和方法可靠地适用于案件的事实” 。

过的印象等, 而专家证人提供的则是专业性的科学技术知识, 这是二者的根本性差异。 同样

地, 在英国也有专家证人意见制度, 英国 《 专家证人指南》 中列举的可以聘请专家证人的事
项已达 1800 多种, “ 包括事故调查和司机行为分析、 弹道分析、 血液检测、 呼吸测酒、 血液

酒精浓度检测、 耳印比对、 面部识别、 指纹比对、 声纹鉴别、 DNA 分析、 基因指纹分析、
写作凹痕分析、 精神病鉴定、 唇读、 婴儿猝死症分析、 受虐妇女综合症分析、 艺术品鉴定和
 专家证人意见作为一种法定证据, 在英美普通法的司法中被广泛

公众舆论状态分析等” 。

运用, 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我国在制度上并不承认专家证人意见。 在实践中, 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时常会寻求专家
论证, 并以证据的形式向法院提交专家论证意见书, 其直接动机显然就是为了支持己方诉求
并最终获得胜诉。 但是, 法官并不能依照专家意见来定案。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所
指出的那样, “ 专家论证法律意见书系专家观点意见, 不能作为认定客观事实的依据, 不属
 既然专家意见不

于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证据, 不予采信” 。

属于法定证据, 专家意见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结论就难以直接作为证据来用, “ 因为没有证据
作为有力支撑, 社会科学与事实认定之间的联系就相当脆弱。 退而求其次的做法是, 具有社
 当然, 专家意见只是广义的社会科学证

会科学属性的证明材料, 成为法官心证的范围” 。

据的一种。 相比之下, 鉴定意见在司法实务中应用广泛, 它是一种专业科学和技术所生产的
知识, 在我国是一种独立的证据类型。 除此之外, 在知识产权、 侵权法、 网络法、 产品责任
等领域, 由于有些时候会涉及一些专业的问题, 而对这些问题的探求已超越专业法官的理性
认知能力, 故需要有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士来提供服务。 在这个意义上, 社会科学辅助
法官探知特定事实成为了一种可能。
就社会科学能够施展空间的事实论证而言, 其主要被用来确定裁判事实和立法性事实。

美国学者肯尼斯·戴维斯教授在一篇文章中细致区分过这两种事实, “ 当法院发现了与本案













陈界融译著: 《 〈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 (2004) 〉 译析》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212 页。
齐树洁主编: 《 英国证据法》 ( 第二版) ,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348 页。
最高人民法院 (2012) 民申字第 526 号民事裁定书。
侯猛: 《 司法中的社会科学判断》 , 《 中国法学》 2015 年第 6 期, 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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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相关的事实时, 即当事人做了什么, 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事件发生的背景条件是什
么, 便可以认为法院在执行一种裁判的功能, 这些事实相应可以称为裁判性事实” 。 而相比
之下, “ 当法院处理法律与政策的问题时, 它事实上是在立法, 就像法官通过司法立法创造
 裁判性事

了普通法一样, 为其立法判决提供依据的事实可以很方便地称为立法性事实” 。

实与立法性事实的区别较为明显, 前者更多地具有个案相关性, 是具体案件中的相关事实,
能够作为裁判的事实基础。 立法性事实是为法官造法所提供的事实依据, 这些事实具有超越
个案性, 能够经过普遍化的过程被吸纳到新的一般规则中。 因此, 我们在判断社会科学所作
用的事实类型时, 只需甄别法官是通过案件事实论证推进法律适用, 还是试图在续造法律中
运用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
由于立法性事实与法官造法直接勾连, 所以, 即便在普通法中, 法官造法也会受到诸多
限制, 而在成文法的框架下, 法官造法的空间就更为狭窄。 就此可以说, 社会科学只在较为
有限的意义上应用于立法性事实。 比如, 在某些涉及政策和政治道德的案件中, 特定个案事
实及其蕴含的社会科学意义, 在某种程度上会增加或修正相关法律规则的事实要素, 更为重
要的是会在原则层面废止原有规则。 在布朗案中, 通过对黑人学童进行的玩偶实验所得出的

社会科学证据, 直接颠覆了先前案件中 “ 隔离但平等” 的规则, 以新的立法性事实凝结和催
生了新的规则。 从性质上来看, 立法性事实主要是和法律制定过程相关的事实, 传统的证据
规则并不适用于它, 因为有关问题可能需要对法律和经验信息进行广泛的审视, 从而帮助法
官发展出规范性的法律规则和原则, 但基于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立法性事实仍然是可以争议
 鉴于立法性事实的超越个

的, 需要证明一套立法性事实比另一套更具有信息性和说服力。

案性, 对它的引入要格外受到限制, “ 社会科学只能在相当罕见的案件中才可以作为立法性
事实的提供者进入司法裁判, 出于法律安定性和司法谦抑性的考量, 法官并不被鼓励 ‘ 空隙
 因此, 只有当特定个案可能涉及法律续造时, 通常才会考虑使用社会科学论据

立法’ ” 。

来生产立法性事实。

社会科学知识在司法裁判中的应用的常规形式就是裁判性事实。 以这种方式出现的社会
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证据, 它应受到证据法和证据规则的约束。 在有的国家, 它可以某种特定

的形式 ( 比如上文提及的专家证人意见) 成为法定证据; 而在另一些国家, 它则无法具备法
定证据的资格。 在确定案件的裁判性事实方面, 社会科学经常会以 “ 调查研究法” 的形式现
身, “ 在个案中针对为数众多的人关于涉案事实的认识、 态度或观点进行调查而形成的社会
 法院会利用这些社会调查报告的数据和结论, 来达到证成或证伪某些案件事

科学证据” 。

实的目的。 比如, 在知识产权领域, 对专利或商标的判断本来就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甚至需
要一些理工科的复杂知识和背景, 这超出了法教义学出身的法官的能力。 在实践中, 在判断
某两个商标之间是否具有混淆性或同一性的问题上, 时常会引入 “ 社会调查报告” 这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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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论据, 以解决法官和当事人对科学专业性问题的困惑。

在一起商标侵权案件中, 案件当事人委托相关主体对 “ 白家” 和 “ 白象” 这两个商标

的认知度及混淆误认比例展开调查。 该调查公司在对一百个普通消费者随机抽样调查后出具
的 《 商标识别研究报告》 认为: “ 白象” 商标的认知率很高, 而且其中有 68% 的受访者将
“ 白家” 商标误认为 “ 白象” 商标; 有 78%的受访者认为 “ 白家” 商标与 “ 白象” 1506193

 该研究报告经过公证和当庭质证, 最后法官以此为基础认定 “ 白家” 商

号商标有关联性。

标与 “ 白象” 1506193 号商标具有混淆性, 侵权事实得以成立。 社会科学证据在证明裁判性
事实的实践运用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比如: 证据获取主体多元化, 且相关资质缺乏统一标
准; 委托程序较为混乱, 既有当事人单方委托调查, 也有双方共同委托调查, 还有法院委托
调查; 社会科学证据的科学性程度及相关性程度因不同方法的采用而存在差异; 由于缺乏社
会科学证据采信的统一标准, 法院对社会科学证据的认证做法不一, 采纳或拒绝采纳的理由
 不难看出, 由于社会科学知识与证据 ( 法) 的衔接出现缝隙, 所以, 即便在明

十分多样。

确、 常规的裁判性事实方面, 社会科学知识的运用也十分混乱, 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

据学者介绍, 社会科学在确定裁判性事实和提供立法性事实之外, 还有第三种用法介于
二者之间, 吸取了它们的一些常规的元素, 但又与之根本不同, 学者们将这种社会科学在司
法中的运用称为提供社会背景 ( social background) 或社会框架 ( social framework) 。 社会科
学经验性研究及其结果, 旨在为确定案件关键性事实问题提供一个参考框架或决策背景。 社
会科学用以确定裁判性事实与立法性事实的传统用法并不排斥提供社会框架的用途, 反而会
 社会

鼓励在实践中运用社会科学, 并且我们在政策上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去禁止这种做法。

框架的用法并不旨在改变或创设新规则, 同时并不是纯粹地确定与当事人利益攸关的裁判性
事实, 它重在利用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结论提供一个分析和解决争议问题的背景或框架。 在
司法实践中, 其功能具体表现为, “ 社会框架可以使法律程序中争议事实的存在变得更加有
可能或者更加不可能。 社会框架很少会激起陪审员的情绪或者利用陪审员的轻信。 通过谨慎
的表述, 它们可以澄清而非混淆审判中要裁决的争议。 社会框架经常会告知陪审员一些他们
 总的来看, 社会框架虽不

并不知道的事实, 或者消除他们的一些普遍但是错误的观念” 。

直接指向案件事实的认定, 但可帮助法官理解案件裁判性事实是在何种社会语境中产生的,
 在普通法实践中, 运用这种方式应

它为司法最终提供的是一种辅助性依据或说明性事实。

用社会科学的例子有证人指证、 危险性评价、 性侵害等,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能发现不少以
提供社会框架形式应用社会科学知识的例子, 典型的例子有离婚案件、 抚养权纠纷、 继承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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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案件中, 社会科学知识所提供的

纷、 赡养案件、 性欺凌、 校园欺凌、 家庭暴力等。

社会框架, 能够帮助裁判者更好地理解相关裁判性事实, 甚至有时会诠释出事实的某些新意
义, 进而辅助法官更好地完成法律适用的工作。
上文介绍了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在案件事实论证方面发挥作用的三种方式, 唯有在确定
裁判性事实层面偶尔会以社会科学的证据形式出现, 并接受证据规则的约束来证明相关事
实, 除此之外, 很难直接以证据的身份发挥作用。 人们可能会困惑, 如果社会科学不能像证
据那样直接对案件事实产生影响, 那么在实践中, 人们为何会屡屡诉诸这个事物呢? 以笔者
之见, 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 尤其是以定量形式所产生的社会科学调查数据和报告, 实际上
在发挥着一种修辞性的功能, 通过科学实验和调查数据所产生的一种 “ 科学权威” 或 “ 实
证权威” 来达到某种证明或解释目的。 这种独特的修辞性意义也在某个层面解释了人们为何
在司法中这般钟情于引入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 尤其是在社会科学知识不受传统证据法和规
则调整的国家里, 这种修辞性功能会表现得更直接、 更深刻。
昂舍塔认为, 社会科学在宪法性事实认定方面发挥信息性功能、 权威性功能、 阐释功
能、 合法化功能以及修辞功能。 其中, 修辞性功能源自于科学意见或证据本身所具有的巨大
的渲染力或说服力, “ 法院在其书面判决意见中讨论科学时, 或者将科学文献作为权威渊源
引用时, 这一功能便固有地存在着。 在一个科技进步常常发生并受到欢迎的时代, 科学证据
的修辞作用是特别强的, 因为它意味着不会被律师立场所玷污的独立的专业知识和可信
 修辞实质上是一种 “ 诡辩” , 能把比较弱的论点通过渲染或包装变得更能被接受或更

性” 。

有说服力。 社会科学之所以擅长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原因在于 “ 科学” 本身就是一种权威渊
源, 当案件当事人或法官诉诸社会科学论据时, 他们试图把某种来自于实践经验之真的东西

作为裁判的基础。 如波斯纳所指出的那样, “ 科学家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加强自己的权威,
比如通过数学严谨性的影响, 使用令人生畏的专业性术语, 抑制怀疑以及在评估实验、 统计
 科学家垄断科学知识以及获取这些知识的方

或观察结果时隐藏个人性的、 判断性因素” 。

法, 故而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引入社会科学知识和发现, 实质上会基于这样一种事实权威而产
生极强的修辞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 相关主体之所以诉诸社会科学, 不仅是为了协助查明争议事实, 而且,
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支持己方的诉求。 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说, 司法中对社会科学的利用具有
策略性。 它时不时地会指向某种利益或目的, “ 一些科学家或科学协会可能会不偏向于任何
一方当事人而提出诉讼摘要书, 但是绝大多数诉讼摘要书会偏向并支持一方当事人。 即使科
学本身并没有偏见, 科学报告及许多没有被提及的研究, 会偏向于诉讼的一方当事人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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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定的利益或诉讼立场的倾向性, 支持了社会科学具有较强修辞功能的观

另一方” 。

点。 在上文所提及的一些实践案例中, 社会调查报告这种量化社会科学方法所取得的发现或

结论, 由于本身代表着一种 “ 可能多数的观点” , 故而能够产生一种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性,
影响裁判者去接受社会调查结论, 这种靠渲染或量化优势说服裁判者的技艺就是司法修辞。

司法的社会科学进路有一项基本主张, 认为 “ 语境论” 是将个案置于整个社会事实背

景下, 去发现一些常人容易忽略掉的细节性事实, 并诠释出该事实所可能蕴含的重要法律意

义。 一些社科法学者对这种 “ 看不见的事实” 作出了两个层面的界定: 一方面, 它是客观存
在的事实, 对行为人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和影响力, 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背景性事实; 另一方
面, 它不容易被发现, 经常会被人们忽略, 只有专业的人士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社会生活经
 社科法学者在分析法律问题时, 能够在细微

验, 借助专业的方法, 才能审视到这些事实。

之处显身手, 以小见大, 对案件事实处理得细致入微。 这不得不令人称赞, 因为法教义学的
思维并不擅长发现这些细节。 如果这种方法只是停留在学术研究层面, 尚无可厚非, 但如果
想以其影响或改变裁判实践, 那么要特别谨慎。
不妨以社科法学的代表人物朱苏力教授对药家鑫案发表的评论为例, 来谈谈经过社会科
学方法处理的事实所可能发挥的修辞力量。 音乐学院的大学生药家鑫深夜驾车撞倒妇女后,
将伤者刺了八刀, 致其死亡。 该案中, 药家鑫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清晰、 明确, 犯罪情节严
重恶劣, 从教义学层面上适用刑法本身并无太大困难。 然而, 朱苏力教授却 “ 喜出望外地”

发现了一个为人们所忽略的细节, 即药家鑫是独生子! 这或许可以成为药家鑫免于死刑的重
要理由: 药父药母均已年过半百, 基本丧失生育能力。 药父在一夜之间愁白了头。 除去附带
民事诉讼中药父药母可能承担的民事责任不谈, 失去独子之痛足以要了老两口的命, 他们继
续生活的全部期盼和希望破灭了。 因此, 留药家鑫一命, 实际上可能是救了药父和药母的
命。 尽管朱苏力教授也认识到这一判断在法律上并无依据, 但他努力寻求并提供了一些社会
科学论据, 比如, 大量的犯罪学实证研究表明, 家庭中一人坐牢, 全家在经济、 社会体面、
教育、 工作和生活等多方面都会受到牵连。 又比如, 朱苏力教授提出, 当下社会结构折射出
的社会连带或家庭连带,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全孤立的, “ 社会生物学揭示的社会利益等基
本单位不是个体生物人, 而是基因群体; 这意味着, 即使现代市场经济趋于缩小基于基因的

利益共同体, 却无法把人变成完全独立的原子化个体。 作为社会经验现象的 ‘ 一损俱损’ 不
 这一结论虽然视角独特, 并且算得上具有启发意义, 却是反经

可避免, 且会永久存在” 。

验和反直觉的。 尽管它是一种来自于社会科学的知识经验, 但其修辞效果指向的却是犯罪嫌
疑人, 并没有周全地虑及更大社会背景框架下受害人及其家属的利益和感受, 其奇葩和吊诡
之处在于它来自一种片面的社会经验, 结果最终导致它自身就是反经验的。

通过深描 “ 看不见的事实” , 有时候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结果, 但有时候也会获得奇葩或

滑稽的结论。 这再次向人们展示, 社会科学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并非任意的, 尤其是要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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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修辞效果的不正当发挥。 诚如昂舍塔所提醒我们的那样, “ 无论是科学依据还是非科学依

据, 单纯为了修辞目的而使用都是危险的: 一旦将修辞置于一旁, 暴露出判决的潜在理由,


这一整个过程就可能侵蚀特定判决的合法性, 同时也在制度整体上削弱法院的合法性” 。

允许在司法裁判中引入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 绝不意味着可以放任对于它的滥用, 我们时
刻都应铭记, 我们的法院应当是法律的法院、 正义的法院, 而绝不是科学的竞技场。

四、 后果判断与法外裁判
社会科学知识进入司法裁判, 在为法官破解相关事实争议难题提供助益的同时, 也会带
来不少新的麻烦。 法官并不是科学家, 甚至连业余的科学家都算不上。 法官如何才能审查那
些科学知识和论据的真实性呢? 这是在法庭上最首要遇到的问题。 即便在很多时候, 社会科
学知识的加工渠道的科学性和专业性令人信服, 尤其是以量化形式展现出来的社会科学论据
更是如此, 但仍然不能保证这些社会科学经验和结论永远都是正确的或不容置疑的。 司法在

对社会科学保持开放的同时, 也应尽力避免 “ 垃圾科学” 或 “ 伪科学” 不当地影响裁判。
然而, 识别出科学知识之真伪并非易事, “ 即使在社会科学内部, 划分 ‘ 伪’ ( junk) 科学
与正统科学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性色彩。 这让我们不禁要问, 法庭是否是解决此类社会科
 在反向的意义上, 法教义学体系及其思维模式恰恰能够发挥一种对

学争议的恰当机构” 。

社会科学的过滤和制约功能。

社会科学知识及发现自身的真伪鉴别问题, 将会是一个长久困扰法官的认识论难题。 从
方法论上来审视司法裁判社会科学化的主张, 还有一个重要的要素值得我们给予足够的重

视, 亦即 “ 后果主义取向的论证” , 以及经由后果、 超越法律而最终导向的一种法外裁判论。
对于后果论证, 最近几年围绕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论争, 法教义学者与社科法学者都尝试
从不同立场去解读和安置后果考量的问题。
社会科学的坚定倡导者极力辩护后果论的重要地位。 比如, 朱苏力教授的观点就十分鲜
明。 他否认存在一种所谓独立的法律人思维, 法律人和老百姓一样都首先关注后果, 并从后

果出发来倒推思维。 他不止一次地向人们强调, “ 这个社会更看重后果判断” , 文本解释等教
学思维虽然重要, 但无非是一种修辞, “ 这些教育和训练只有助于法律人用各种语词将各种
不可缺少的判断包装起来, 陈仓暗度, 在字面上勾连法律和法律决定, 却无助于法律人在面
 侯猛更为细致地阐释了这种后果论的结构, 认为社

对非常规案件时所必需的出色判断” 。

会科学的进路从后果而非教义规则出发来逆向地思考争议问题, “ 特别是在重大、 轰动、 疑
难案件中, 法官一定会先考虑后果。 这个后果并不只是对于案件当事人的影响, 而是案件对
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 法官在权衡后果之后, 根据后果来寻找合适的法条, 然后再运用法律
 先考虑后果, 再倒推找法, 刑事法律实践中常见的 “ 以刑制

解释技术加以正当化论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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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就是例证。 当然, 主张社会科学进路的学者也会一再强调自己并不会对规则置之不理,
但是很显然, 在上述后果论的思路下, 教义性的解释和规则的适用无非是对后果考量的一种
掩饰和正当化, 它对案件实体结果之形成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决定意义。
社会科学判断的重要面向之一是后果导向的判断, 这一点其实在关于其修辞功能的介绍
中就已初见端倪。 教义性的推理以过去的法律规则作为起点, 它是回顾性的或向后看的
( looking backward) 。 相比之下, 后果论着眼于案件所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 它是面向未来的
( looking forward) 。 一些社科法学的论证, 过度推崇这种指向未来的后果论, 甚至将其标榜
为 “ 一种真正负责任的司法态度” , 只着眼于眼下和过去被认为是司法上的短视, 未来永远
 社会

比过去和当下重要, 故而向前看才是最终的目的, 向后看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科学被引入司法, 一般是指向特定问题的, 比如上文提及的在证明商标是否构成侵权问题上
所组织的社会调查, 社会科学论据从一开始就带有着强烈的后果主义动机。 基于政治博弈、
 统计分析等各种社会科学方

社会利益平衡、 经济学成本收益之分析、 人类学田野调查、

法, 都必然隐含着后果性的社会科学判断。
社科法学在司法裁判上的立场与其在法概论上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上文第二部分从概
念论角度, 剖析社科法学将规范进行事实化的转化处理, 这种还原论的立场实质上是在消解
法律的规范性。 在进入到司法裁判层面时, 这种消解规范性的做法进一步得到强化, 以描述
性的事实判断或经验判断来取代法律判断或规范性判断, 从实然不得推导出应然的信条在这
里被彻底放弃了。
就目前司法应用社会科学的成熟性和普遍性状况来看, 经济学和社会学在司法中的应用
更为频繁, 且相关操作规程更为成熟。 在本部分, 笔者将以经济学对裁判的进入作为分析参
照, 窥探由此所带来的后果考量和法外论证的问题。 以法经济学的司法应用为例, 法经济学
在财产法中的应用十分普遍, 尤其是侵权法中使用经济学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美国法学界,
对于侵权法之性质的理解有两种竞争性观点。 一种观点主张将侵权法视为正义的矫正机制,
 另一种观点更占上风, 认为应将侵权法视

通过赔偿或补偿来恢复被破坏的原初正义状态。
 尽管过去的侵害事

为一种效益或财富最大化的机制, 裁判者以此视角来分配产权和责任。

实已经定局, 但在未来各方的冲突利益中作出协调才是最重要的, 侵权法的这种思维带有十
分鲜明的后果论色彩, 它是面向未来的。 传统侵权法对过错 ( fault) 的理解是 “ 没有尽到应















参见桑本谦、 李秀霞: 《 “ 向前看” : 一种真正负责任的司法态度》 , 《 中国法律评论》 2014 年第 1 期, 第 225226 页。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参与观察、 理解他者、 使用当地语言等工作方式, 都会影响甚至改变法官对司法裁判过
程的认知。 人类学一方面会影响事实的认定, 通过人类学方法发现的证据可以转化为证据, 同时人类学者也
会作为专家证人出庭提供专家意见。 另一方面, 人类学思维会深化后果考量, 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过程中强调
情理和风俗习惯等要素。 参见侯猛: 《 司法过程中的社会科学思维: 以人类学为中心》 , 《 思想战线》 2020 年
第 6 期, 第 79-86 页。
See Jules L. Coleman, “ The Practice of Corrective Justice” , Arizona Law Review, Vol. 37, No. 1 ( Spr. , 1995) , pp. 15
-31; HanochSheinman, “ Tort Law and Corrective Justice” , Law and Philosophy, Vol. 22, No. 1 (2003) , pp. 21-73;
Jules Coleman, “ Corrective Justice and Wrongful Gain” ,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11, No. 2 ( Jun. , 1982) ,
pp. 421-440.
See Steven Shavell, Economic Analysis of Accident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美] 理查德 · 波斯纳:
《 法律的经济分析》 ( 上) , 蒋兆康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211-2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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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的注意义务” , “ 只有当一个人能够控制其处境但却未能这样做的情况下, 才能将过错归

 但是, 按照法经济学的解释进路来看, 过错之判定可以根据经济指标来计算,

咎于他” 。

最有能力或付出较小成本就能阻止侵害结果发生但并未如此做的便可被判定存在过错, 为大
家所熟知的就是著名的 “ 汉德公式” ( The Hand Formula) : B<PL, 即如果预防事故的成本
( B) 小于侵害事故发生的概率乘以造成损害结果的危险性 ( PL) , 那么潜在的致害者就负担
过错责任。

法经济学思维在美国侵权法中适用的例子比比皆是。 波斯纳曾提到一个适用汉德公式的

案例。 在 “ 亨德里克斯诉皮博迪煤矿公司” ( Hendricks v. Peabody Coal Co. ) 一案中, 一个
十六岁的少年在被告废弃的水矿坑中游泳时受到严重伤害, 被告知晓经常有人在水坑里游
泳, 而且也知晓原告跳水点下方有暗礁, 并派人巡视那片区域, 但做得不够有效。 法院认
为, 被告只要花费 1. 2 万至 1. 4 万美金就能用铁栅栏将整个水域围起来, 这一成本与孩子面

临的伤害风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法院出于安全考虑, 据此认定被告未能给予足够的注意,
 在利用汉德公式 ( 实质是成本收益之衡量) 判定过错的过程中,

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体现出了鲜明的财富 ( 社会利益) 最大化的效益追求, 在这种思维之下所确认的过错其实
是一种 “ 拟制” 的过错, 远远超出了传统侵权法意义上严格的 “ 过错” 概念。

在我国侵权法实践中, 尤其是在处理知识产权侵权问题时, 时常也会用到经济分析的思

维。 比如, 该领域有一种特殊的侵权类型, 叫 “ 侵权不停止执行” 。 按照侵权法的一般性规

定, 一旦侵权事实成立, 就应停止侵权并承担赔偿责任; 但在某类特殊的知识产权案件中,

侵权法的一般责任规则遭到挑战。 在 “ 广州新白云机场幕墙专利侵权纠纷” 案中, 原告已申
请并获得一种 “ 幕墙活动连接装置” 的新型专利, 被告未经原告许可擅自使用原告的专利
产品。 法院认为, 被告本应停止侵权行为, 但考虑到机场的特殊性, 判令被告停止使用被控
侵权的产品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 因此被告可继续使用被控侵权的产品, 但应适当支付使用
 尽管侵权的事实明显成立, 但法院综合平衡了各种因素和利益状况, 尤其是运用经济

费。

分析的思维, 考虑到如果判令被告白云机场停止使用侵权产品, 即拆除机场墙体的幕墙设
计, 必然会耗费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 也会干扰到机场运输的营业状况。 即便判令被告
赔偿 30 万元的损失, 相比之下, 收益远远大于所支出的成本。 这种经济分析方法在上述知
识产权侵权案件中的运用, 鲜明地体现出了一种后果主义导向的法律思维。 法院对于某种所
预测到的可能后果的追求, 进一步引导其发现相应的法律及适用方案, 以达到妥善解决争议
之根本目的。
还有一些论者持有更开放的论点, 认为经济分析方法不仅可以单独依靠成本收益之衡量
发挥作用, 同时还可以渗透到传统的法教义学思维之中, 文义解释、 历史解释、 目的解释以
 学界也有不少论者详细讨论过法社会学解释, 这可

及体系解释中均可引入经济分析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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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 法学思维可以对经济分析保持全

以被看作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律解释中的具体运用。

面的开放。 在司法裁判过程中, 以经济上所追求的效益或后果作为判决的可欲后果加以追
求, 再回过头来寻找能够证成这一结果的法律, 并在教义学层面像模像样地作出推理和解
释, 告诉当事人及社会公众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从法律中推导出来的。 经济分析思维的问题并
不在于后果导向, 而在于它极易背离法律, 走向一种法外裁判或越法裁判。 我们应注意, 并
不是所有的法律关系都可以用经济指标来量化, 并非所有的法律规则都追求经济效率的目
 经济分析的思维解释不了侵权法之外的大部分部门法。 更为重要的是, 当事人提起侵

标,

权之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利益的正义分配, “ 并非到法院来为法官提供一个追求最大限度减
少损失政策的机会, 更确切地说, 诉讼当事人到法院来是要证明自己的权利主张, 试图通过
 像上文反复强调的那样, 法院是法律和正义的法

官方的力量来声明谁有权对谁做什么” 。

院, 而并不是执行公共政策和实现特定经济目标的场所, 至少不是最佳场所。

如果将司法过程理解为二阶的结构, 即 “ 法的发现” ( the discovery of law) 与 “ 裁判的

证立” ( the justification of decision) , 则前者体现为法官的找法活动, 后者着眼于依照法律对
裁判结果进行证成。 社会科学化的裁判依循后果主义思维, 其作业方式的逻辑起始点在于裁
判结论或后果, 经济后果、 政治后果、 政策后果、 社会后果等往往会直接催生裁判结论 ( 即
预判) , 有了这个结果之后, 再逆向寻找最能够证成该结果的法律。 法教义学依循从找法到
推导结论的顺向思考, 而社会科学化的裁判则是沿着从结论到法律逆向思维。 这种后果主义
推理思路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指向未来的后果难以能够预测, 又比如对于后果的评价规则和
标准的缺位。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难题在于, 它会滋生以非法律理由取代法律性理由的
 就像在运用经济分析方法的案件中展现的那样, 法官表面上看去是在依照法律推

危险,

理, 而实质上却暗渡陈仓, 以经济性理由作为论据来形成裁判结论, 如此一来, 凭借后果判
断走向了实质上的法外裁判。
当然, 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在被应用到司法的过程中, 后果判断在多数时候是隐性的,

只有在较少的时候才以显性的方式进行。 至于最终作出法外裁判, 除了极个别的情形 ( 比如
知识产权案中的侵权不停止执行) 之外, 基本上都不会公开、 直接超越法律来裁判。 司法的
根本属性是法律属性, 司法裁判的底线是依法裁判, 为了让自己的判决获得形式合法性, 裁
判者不太敢贸然公开越法裁判, 而是借助于司法修辞, 以社会科学知识和发现为论据形成裁
判结论, 而后续的找法、 教义论证其实不过是在伪装先前的法外判断, 让人们从形式看误以
为结论是严格依照法律推导出来的。 通过虚饰的方法将构成判决根据的法外因素 ( 或真实理
 从根本上来说, 这违背了诚信裁判的要求,

 即法官不得利用修辞手段掩

由) 掩盖起来,



















参见侯学宾、 耿思远: 《 司法裁判中的社会学解释与客观性社会解释》 , 载陈金钊、 谢晖主编: 《 法律方法》
( 第 24 卷) ,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227-243 页; 杨知文: 《 社会学解释方法的司法运用及其限度》 ,
《 法商研究》 2017 年第 3 期, 第 48-57 页。
参见 [ 奥] 恩斯特·克莱默: 《 法律方法论》 , 周万里译, 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238 页。
[ 美] 格瑞尔德·波斯特马: 《 哲学与侵权行为法》 , 陈敏、 云建芳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230 页。
参见孙海波: 《 通过裁判后果论证裁判———法律推理新论》 , 《 法律科学》 2015 年第 3 期, 第 89 页。
参见杨贝: 《 论判决理由与判决原因的分离———对司法虚饰论的批判》 , 《 清华法学》 2016 年第 2 期, 第 3752 页。
See Steven J. Burton, Judging in Good Fa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5-68.

69

法制与社会发展

盖判决形成的真实过程, 而应原原本本地将判决据以形成的真正理由展示出来。
司法的一个重要特质在于, 它要求裁判应在敞开的体系中论证, 在坚守教义规则的同
时, 对价值判断等理由开放。 正是在这一点上, 社会科学会假借价值判断为名, 来影响甚至
替代法律判断。 尤其是在因法律自身规定之不完整性而导致案件裁判出现疑难时, 不少社会
科学的倡导者认为应以道德判断、 经济判断、 政治判断等非法律性理由来取代法律判断, 从
而使得司法裁判从实质上沦为道德裁判、 经济裁判、 政治裁判等。 针对这种情况, 一些学者
提醒我们注意, 这是司法裁判的一种根本性的谬误, “ 即使在疑难案件中, 法律争议和裁决
也有其特有的法律属性。 坚持疑难案件中的法律属性使它们把握了法律实践的特性, 而任何
 即便在积极倡导将社会科学引入司法裁判

可行的裁判理论都必须对这一特性加以说明” 。

过程时, 也应注意其正当地发挥作用的方式和限度, 避免社会科学方法在司法过程中盲目飞
行, 从而威胁到依法裁判的基本立场。

五、 结论
如果说法教义学对争议法律问题提供的是一种证成性理由 ( justificatory reason) , 那么社

会科学所提供的是一种说明性理由 ( explanatory reason) 。 在司法裁判过程中, 从规范的角度
看, 社会科学应在案件事实论证领域发挥作用, 比如确立裁判性事实、 提供社会科学证据
等, 然而实践中却出现了不当的错位, 社会科学实际更多地将触点指向了法律适用层面, 尤
其是常常以社会科学所提供的法外理由凌驾于法律理由之上, 甚至直接取代法律理由。 在裁
判过程中, 法律性的要素或色彩被淡化, 司法裁判没落为超越法律的法外裁判, 而这正是本
文所担心的一种危险, 一如克莱默教授提醒我们注意的那样, “ 在全力支持法官应当向 ‘ 外
部’ , 尤其是向社会科学论证因素开放的时候, 还应当警惕某种幻想, 主要是警惕 ( 忽视由



实然直接推导出应然结论的不可靠性的) 幼稚的幻想, 即由这些因素直接推导出评价” 。

在描述性的社会科学与规范性的司法裁判事业之间毕竟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缝隙, 一方面需要
承认社会科学在案件事实论证方面具有辅助性作用, 另一方面又必须要认识到社会科学应用
于司法裁判的限度, 应尽可能避免以社会科学的外部性知识和方法直接批判法律, 警惕以社
会科学的各种后果论据直接替代法律性论据, 坚守住依法裁判的底线性立场。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sectional research on law and social science, both

legal research and judicial practice are constantly open to social sciences. Social science mainly plays
a role in the field of case facts argumentation, which is usually used to confirm the judicial facts. In
addition, it can also be used to form legislative facts or provide social framework background.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the use of social science in judicial decisions faces at least three levels of criti-

cism. On the concept of law, it adheres to a standpoint of reductionism and uses external descrip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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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裁判社会科学化的方法论反省

methods to dispel legal normativity. In terms of functional attributes, it has a rhetorical function by
monopolizing professional and authoritativ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the way of thinking, it follows a consequence - oriented reasoning und can easily lead to extrajudicial judgments overcoming

law. While acknowledging the rationality of using social science in judicial decision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ts due limits.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decisive role of doctrinal rules
in case adjudication and maintain the basic position of adjudicating according to law.
Key Words: Judicial Decision; Social Science; Fact - argument; Consequentialism; Extra - legal Decision

[ 责任编辑: 侯学宾]

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