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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ateral Knowledge: Legal Reasoning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作者網頁介紹（英、
日、簡體中文三語）
（簡體中文：《擔保論：全球金融市場中的法律推理》，
中國民主法治出版社，2013/04出版）

Riles,〈Representing In-Between: Law, Anthropology, and the
Rhetoric of interdisciplinarity〉（1994）

• 在文化人類學界從事法律研究、或是在法學界以「文
化」為方法論與認識論，進行對法律的詮釋與批判，
兩者皆在各自的領域當中遭受被邊緣化的經驗。
• Riles以自身在法律、社會學、文化人類學領域中，交
互認識法學知識系統建構的過程，將自己定位在學科
領域整合研究之學者，她提出對「置身於學科領域之
間」（representing in-between）的位置加以考察與理
論化分析，方才有機會再度強化領域整合的動能與批
判性格。 See Annelise Riles, Representing in-between: Law,
Anthropology, and the Rhetoric of Interdisciplinarity, 1994 U. ILL. L. REV.
597(1994).

Riles文件研究的方法論（ethnography）其他法律人類學家的
相異處（以Merry、Mertz的Legal Consciousness為例）
Sally Merry, Elizabeth Mertz的法律人類學研究與Annelise Riles
不同之處：Riles的研究範圍在於更大更複雜的field，例如
markets、bureaucratic subjects；書寫民族誌時，進行比較
與闡述的對象不只是客體（subjects），也在與客體發生
倫理關係、同理、詮釋地位的ethnographer自己。

-Sally Merry: GETTING JUSTICE AND GETTING EVENLEGAL CONSCIOUSNESS AMONG WORKING-CLASS
AMERICANS (1990)
-Elizabeth Mertz: THE LANGUAGE OF LAW SCHOOLLEARNING TO “THINK LIKE A LAWYER”(2007)

Riles對跨領域/跨國的基本立場
• ‘The adventure lies as much in shifting
the focus, in looking from different angle
back on ourselves, in opening anther
view.’
Annelise Riles, Representing in-between: Law, Anthropology, and the Rhetoric
of Interdisciplinarity, 1994 U. ILL. L. REV. 597, 598 (1994).

把「誤解」當做彼此「了解」的起點：
一個人類學家的大型實驗
•

有關子午線（Meridian 180）網路論壇的兩個故事：Riles
小四生的故事，一切從「誤解」開始—法國小學老師認為
美國是個到處都是空氣污染，以致於要隨時在路邊的
meter購買氧氣補充的地方。美國小學生則喜歡玩「炸毀
法國佬」的遊戲，邊丟石頭邊碎碎念各種輕蔑法國人的偏
見，以此取樂。

•

子午線：Riles在2012年日本311地震後，創設了一個四種
語言（英、日、簡體中文、2013年2月新增韓文）、實驗
性的網路國際學術論壇。從彼此的誤解中學習與真實體驗：
專家術語、種族與文化的門檻，如何影響學術交流與知識
生成。

民族誌研究者的新挑戰
從傳統的「我們vs.他者」
「他者」跟「我們」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平起
平坐，有相同的能力運用理論術語自我表述時，
民族誌研究者要如何回應這些研究論理與研究認
識論上的新挑戰？（Riles, Collateral Knowledge
2011:13-20; Documents 2006:2）

知識實作（knowledge practice）、文件研究、民族
誌研究的關聯
• 知識實作（knowledge practice）在Riles研究中的脈絡：
Riles與S. Merry, E. Mertz的法意識不同，Riles更加注重
knowledge practice的行動者，特別是範圍較廣較複雜的官
僚行動、或市場中管制者與被管制者的行動。
• 進行法律文件之民族誌研究的意義在於：提供了一條自民
族誌材料本身考察知識生產的途徑（finding a point of
access from within the ethnographic material; Documents
provide a ready-made ground for experimentation with how
to apprehend modernity ethnographically.) ( Riles,
Documents, 2006:2)

Riles文件研究的起點:
製作文件是一種knowledge practice
• Riles以斐濟的公務員之關係網絡與其機構內的行政（官僚）活動
（institutional life），例如撰寫各式文類（documents），或為政策宣
導、或為爭取經費、或為規劃所屬組織行程／日誌等，用民族誌對這
些活動、活動背後的關係網絡（network）與活動的衍生物（例如宣
傳海報、單張、手冊等），以民族誌方式，自網絡內部（inside）探
討跨國移動對這些網絡與衍生物所產生的影響。
• Riles民族誌研究指出：斐濟公務員們所製作各式文類的目的（對國際
的、對內國的）、文類製作設計方式、文類保存方式、文類形式，例
如各類會議紀錄報告的製作時，語句斟酌、標點用法，與文類所承載
的任何明顯可見的語句、或意在弦外的隱喻，編織而成了一種
knowledge practice。
(Riles, THE NETWORK INSIDE OUT, 2000,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文件：做為一種現代知識產物
• Riles民族誌研究取向與文件研究的重點：不在於考掘
出更多更新的民族誌發現(not the new subjects of
ethnographic work)、也不在於與民族誌研究者與被研
究者之間的關係（informant relations）。
• Riles研究目的在於：尋求民族誌知識的生產過程(the
nature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 itself)，在這個知識
生產過程中，透過研究文件（包含文件製作者、文件
被製成的形式、文件被保存的狀態與程序、文件被使
用的情境等），來說明民族誌研究者如何針對客體與
事件，來建立類型、並進行回應。
• 換言之，Riles的文件研究，具體對象是：the act of
ethnographic conceptualization and response (Riles,
Document, 2006:1)。

文件研究、「民族誌式的回應」（ethnographic
response）、與現代知識實作
文件研究做為一種Ethnographic Response (民族誌式的回應）內涵：是藝術也是技
術，是創新也是傳統，是研究者個人之功也是與他人共同合作的「知識加工
物」。因此文件研究被Riles定義為「ethnographic response」
“Ethnographic Response is part art and part technique, part invention and part
convention, part the ethnographer’s own work and part of the effect of allowing
others to work upon the ethnographer.”

文件做為一種現代知識產物（加工物）：研究文件其實是在研究民族誌研究者如
何認識客體。
“Documents are artifacts of modern knowledge practices, and, in particular,
knowledge practices that define ethnography itself…The ethnography of
documentary practices…To study documents, then, is by definition also to study
how ethnographers themselves know. The document becomes at once an
ethnographic object, an analytical category, and a methodological orientation.”
(Riles, Documents 2006:5)

研究文件的「形式」（form filling）：美學觀點、批
判權力觀點、民族誌研究者的同理心（empathy）
• “Documents are by definition artifacts of a particular genre, or
form….Documentation implies a particular set of aesthetic
commitments....[We] address questions of documentary form, from the
aesthetic rules that govern the production and completion of documents
to the evalu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documentary genre…[We] concern,
a set of aesthetic practice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use, and
circulation of documents that distinguish documents from other genre of
texts, that is practices of form filling….”
• “The form is a self-contextualizing entity: the gaps in the form to be filled
in contain within themselves all the terms of analysis one would need to
understand or complete them. The question them becomes
methodological as well as theoretical: what might an ethnography of such
a self-analyzing, self-contextualizing object look like? What might it
contribute?”
• Social contexts and institutional purposes for form filling?
• Reflecting ethnographer’s own appreciation, and responding with further
replications and extensions. (Riles, Documents 2006:18-20)

從民族誌的文件製作到
民族誌式的反省/比較/回應文件
•
•
•
•
•

民族誌研究的老問題與新答案：
「研究者」與「研究產出」之間的關聯？
「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地位？
「研究同儕社群」如何評價一個「民族誌研究」？
當「田野」就在日常生活（field in everyday lives）？

• ‘We began to compare not documents but responses to documents—our
subjects’ and our own….Ethnography of course always demands
evaluation and critical judgment of our subjects’ practices; ethnographic
empathy has never meant native acceptance of what informants say or do.
But that judgment takes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ethnographer’s careful
appreciation of the way the subject’s problems both are and are not the
ethnographer’s own. The subject’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the starting
points and ending points, are analogous in interesting ways but also
different. Appreciating thes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s the work of
ethnography, whatever one’s concept of the “field,” “the informant,” or
“the ethnographic subject.” ( Riles, Documents 2006:28)

Riles研究面臨的挑戰和質疑
• 現實世界中的挑戰「市場極權主義」（Market
Totalitarianism）
“You’re crazy.” “You’re wild.” “I wouldn’t be so radical.” “People love what
you do but they wouldn’t follow you there themselves.” “Your paper did not
leave anyone indifferent.” “Listening to you is an aesthetic experience.”
“I was expecting you to tell us that, in effect, capitalism had collapsed upon
itself through the involution of debt that you described …and that the sphere
of gift, relegated to the margins by market exchange, would have to be
reinvested.”

• Rlies的回應：“That is indeed what one would expect of
an anthropologist! Arguing for gifts instead of law. ”

小結語：Riles的文件研究對我自己從事研究的啟發—
有止盡（？）的文件製作與無止盡的反思
• 對於日夜製作文件的司法實務工作者（司法官、律師、書記官、
助理）來說，「文件」是什麼呢？「閱卷」除了是「卷證閱覽
權」（做為程序保障的一環）之外，「閱卷」還能被賦予怎樣
的意義？從bureaucratic practice 來說，實務家們的「製卷」又
有怎樣的意義？
• 對我自己而言，所有的funding proposal、自我評估績效報告，
從Riles的民族誌知識生產角度、或從「法律與社會」的批判權
力宰制角度來看，這些「行政」文類的「文件」，又代表著什
麼呢？
• 從文件的表現形式來看，實證法學（部門法律）的命題、閱卷、
評分、單閱、平行雙閱等等所涉及的bureaucratic and academic
practices，又有如何的民族誌式的解讀？
• 以上這些問題果真具有實際效用嗎？或僅僅是個人對知識生產
的美學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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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始自跨領域的相接之處�the Task of Working the Space In-Between
二︾本文結構
貳︾法律人類學對法學知識系統的批判
一︾對�異文化進行�比較而瞭解自身「法律人類學與比較法
二︾法律人類學從文化的角度對法規範進行�脈絡化理解
參︾批判的轉向「從被整合的學科領域間做為思考的起點�Think In-Between
一︾在跨領域的相接之處「法律人類學與法律學科整合研究
二︾�內曝觀點�Inside Out 的批判
肆︾結論「批判的轉向

1

本文初次發表題目為「�批判的轉向以美國法律人類學家Annelise Riles的法律民族誌研究為例
發表於�法律的跨界研究研討會 Trans-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aw︽ 時間「2008年4月26日�
六 ︽地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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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始自跨領域的相接之處�the Task of Working the Space In-Between
本文寫作動機起始於筆者思考座落於從事法律的跨領域研究時︽在領域的相
接之處進行探勘�the task of working the space in-between ︽意即座落在法律與跨
領域的學科互為認識︾援用︾批判的遭逢處︾接合處與重疊處�encounter, in-between
and overlap ︽所遇到的問題〈
易言之︽本篇論文所企圖提問者︽其實是自筆者從1998年起︽開始認識並瞭
解何謂法律人類學開始︽一方面從法律人類學的眼光對於筆者所出身的傳統法學
知識系統︽所開展的種種批判與反省﹀另一方面︽再度從釋義法學所認定法規範
所具備之功能性︾紛爭解決性的角度︽為釋義法學在面對法律人類學的批判時辯
護〈本文希望可以呈現出在筆者自己從事法律之跨領域學習與研究︽常常左右互
搏︾時而相互詰問︾時而互相感通的學習與反思過程當中︽所做出的檢討與批判
之初步釐清〈
由於筆者在美留學期間︽受到美國法律人類學家Annelise Riles教授的鼓勵與
啟發︽從文化人類學之全然的化外之民︽逐漸略窺法律人類學之堂奧︽並據此旁
涉女性主義法理學︾性別研究與法律文化研究等︽這些研究領域向來被總概括歸
類於美國Law-and-Society的學術派別中〈是故在本文中︽從Annelise Riles教授的
學術脈絡︽自法律人類學的研究進路入手︽討論分析Riles與其立場接近的學者研
究成果中︽對於法律知識的反省︾批判與再生過程中之值得注意處〈
二︾本文結構
本文在結構上︽將以法律人類學對於法律知識系統的批判著手︽首先以法律
人類學從事�比較異文化︾進行�比較法研究等︽說明法律人類學此時對法
學所發揮的功能在於其工具性與功能性〈其次︽說明從法律人類學從�脈絡化
的角度︽進行對於法規範的理解與詮釋〈以上均對於整套法學知識系統的建構與
批判︽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也引領了法律與社會�Law-and-Society 的學術思
潮〈
在本文的第參部分︽將進行筆者所謂�批判的轉向之討論〈在此部分︽筆
者將先以Riles在1994年發表的一篇文章�Representing in-between: Law,
Anthropology, and the Rhetoric of Interdisciplinarity為切入點︽從法律人類學對知
識的形成之理論觀點︽討論從事法律跨學科整合的認識論與研究方法論︽並說明
2

Riles 此種批判進路對於前述�脈絡化法律的觀察角度之再批判〈
其次︽以Annelise Riles於1994-1996年在斐濟從事之關於文件�document 與
斐濟出席聯合國代表團�delegates 的關係網絡與其機構內的行政�官僚 活動
�institutional life 為例︽說明筆者認為︽Riles所從事之人類學式的法律批判
�anthropological critics of law ︽與其法律人類學界之其他研究同儕Laura Nader︽
Sally Merry等研究進路相較︽為一批判的轉向〈易言之︽Riles以立於法律學門的
�圈內人�insider 位置對於法律知識進行民族誌的考察時︽其�法律圈內人
的位置所帶給她進行民族誌觀察時的特殊反思地位︽與Merry等學者對法律進行
�脈絡化的觀察與詮釋相較之下︽不管是民族誌對象︾與對民族誌的方法論反
省上︽Riles所從事的︽都是非常不一樣的研究進路〈
筆者以對於Riles之批判位置的說明與其研究成果之討論︽在本文第肆部分之
代結論︽希望可以在未來︽立於法學與文化人類學的遭逢處︾接合處與重疊處
�encounter, in-between and overlap
論︾認識論與批判性〈

進一步觀察與思考從事法律跨界研究的方法

貳︾法律人類學對法學知識系統的批判
一︾

對�異文化進行比較以瞭解自身「法律人類學與比較法

由於法律人類學重視實證研究︾並注意相異法律制度之探討的學科特性︽故
法律人類學在法學研究領域中︽以其研究方法的地位︽被置於比較法�comparative
law 的領域〈2 而�比較法在法學領域中的角色︽具有多重性格「�一 被視
為研究方法之一︽將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法律制度進行比較︽但更多時候為譯
介與做為本國法律修正方案的參考〈3 �二 被視為法理學的理論派別︽但因其
涉及兩個以上國家於法律制度層面的比較︽而被歸類到國際私法或國際公法領
域〈4 �三 然而︽�比較法在法學領域中的的功能︽不在於對�被比較對象
進行兼及其社會經濟政治等脈絡的理解︽而較為偏向以�被比較對象做為�學
習模仿的範本︽遂可以對進行比較的研究者所關注的自身社會做出種種立法︾修
法方案︽或達成所謂法律適用一致性的理想�harmonization of laws 〈5
2

See Annelise Riles, Introduction, in Annelise Riles ed., RETHINKING THE MASTER OF COMPARATIVE
LAW p1-p21. Hart Publishing (2001).
3
蘇仕君︽�我國違憲審查制度之繼受以比較法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年)〈
4
林端︽
�儒家倫理與法律文化社會學觀點的探索
︽頁47-75 (1994年1版); also see Annelise Riles,
Introduction, in Annelise Riles ed., RETHINKING THE MASTER OF COMPARATIVE LAW p1-p21. Hart
Publishing (2001).
5
See Annelise Riles, Introduction, in Annelise Riles ed., RETHINKING THE MASTER OF COMPARATIVE
LAW p2.Hart Publishing (2001).
3

筆者以為︽當法律人類學者開始進行對於異文化的認識︾對異國法律制度︽
進行�比較研究時︽6 相較於釋義法學的研究︽法律人類學家更進一步的關注
點在於其所藉以描述︾詮釋被研究對象的法律制度︾文化現象與紛爭解決時︽更
警覺到以自身所處的現代性法律體制做為認識論的基點︾而進行認識與比較的悖
論可能性〈易言之︽相較於釋義法學的研究︽法律人類學家的研究特色應在於其
對於�被比較對象與研究者自身︽因為社會︾文化背景迥異︽所產生的在概念︾
與法律語言等轉譯的困難度均一併加以關注︽並這些觀點一一理論化︽做為其進
行�比較與文化詮釋之相當重要的研究成果〈
筆者以為︽無論是在法學領域內從事比較法的研究者�comparative lawyers
或是自Malinowski以下的法律人類學家︽難以避免的問題即是「進行比較的目的︽
究竟是為了瞭解異文化︽抑或是從對於異文化與自身文化的交互參照︽尋求出對
於自身文化與法律系統更細緻的理解」筆者以為答案或許是後者〈例如法律人類
學者Malinowski的�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一書中指出法律僅為社
會規範中的一種︽是習俗中的一部份︽7 並強調在初民社會中︽不只是�法律
才有拘束力�binding force ︽附隨著儀式�ceremonial manner 而產生的政治控制
與社群批判︽更具拘束力�binding force 〈8 這樣的研究發現︽固然增加吾人對於
初民社會的瞭解︽但筆者認為︽更有啟發的應該是轉而提醒研究者對於自身社會
中可能也存在著的儀式︾與其他社會控制技術︽並進而提出反思與理論化分析〈
也就是說︽筆者以為︽無論是法律人類學或比較法研究︽認識與瞭解的終點︽
應不在他方︽而在自身〈9
二︾法律人類學從文化的角度對法規範進行�脈絡化理解
法律人類學對於法學的批判︽筆者進一步區分為以下兩方面說明之〈
其一為以�文化為核心「以 Foucauldian的權利觀為主軸︽將法律制度﹪系
統︽不但視為多種文化型態下的一種︽甚且是具備威權性︾強制性的一種機制〈
6

蘇仕君︽�我國違憲審查制度之繼受以比較法為中心︽頁18-30︽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
士論文 (2006年)〈

7

See MALINOWSKI, 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 at p54.

8

Id., at 55-59.

9

在Riles早期的文章中︽也提到了人類學家從事�比較︽不一定需要到當年法律人類學祖師爺
Malinowski所至的千里之外︽而在我們自身所由出的社會〈原文為: “One need not follow Malinowski
to far away islands to find such points of comparison, however: as anthropologists increasingly recongize,
they abound in our own tradition.” See Annelise Riles, Representing in-between: Law, Anthropology,
and the Rhetoric of Interdisciplinarity, 1994 U. ILL. L. REV. 598 (1994).
4

同時︽持此立場的學者︽亦自法規範的外部效應�即法規範所造成的效果 ︽分析
文化︾習俗︾習慣︾法意識等︽對於法規範的影響〈10 例如Sally Engle Merry在1990
年代提出�法意識的概念︽並指出「
�法律與社會是相互參照︾無法分開的〈而
其中一個基本問題是︽法律參與了社會關係的建構︽法律本身也被社會關係所建
構〈尋常人民的日常話語參與了法律形成的過程〈尋常人民共享了對法律的理解︽
而這份理解影響了他們的日常生活並定義了他們之間的關係〈這份理解︽即是所
謂的法意識︽它包含了人民對法律的期待 (people’s expectation of the law)︾與人民
對法律所彰顯的各種權利的理解 (sense of legal entitlement and sense of rights)〈11
持此研究立場的法律人類學者︽顯然更注意到考察法律制度與動態的文化之互
動﹀亦即︽不但將法律視為靜態的權力機制︽並將法律與其他文化現象做出脈絡
性的觀察︽強調對各種社會制度下之法律研究︽應連結到對該社會的基本價值體
系與所謂正常的規範︽例如從lay persons�常民︾非法律專家 的�法意識為切
入點︽進行法律的文化﹪社會現象之研究〈
Sally Engle Merry在 1990年代出版了�Getting Justice and Getting Even: Legal
Consciousness among Working-Class Americans
︽以文化人類學家的民族誌研究方
法︽探討在兩個當代美國中小型城市的地方法院所呈現出來的一般民刑事案件
裡︽一般受薪工人階級的法律意識〈Merry並用�一般人
�folk 對於案件�case
與問題�problem 這兩個概念在法庭活動中的認知與行動與法規範之異同︽來佐
證說明�一般人�folk 的法意識〈12
與Sally Merry 類似批判立場與研究進路的法律人類學者︽將法律予以�脈絡
化的理解︽意即法律制度﹪系統不但被視為多種文化型態下的一種︽甚且是具
備威權性︾強制性的一種機制〈從而法律人類學家門研究法規範所造成的效果︽
並對法規範所隱含的意識型態予以批判︽分析其文化︾習俗︾習慣與之交錯影響
下的�法社會
〈13 這些研究成果︽對於法學研究來說︽在實證議題的選擇︾拓寬
對於非西方法律制度的理解︾甚且在研究方法論︾與理論上︽在在都成為法律人
10

See e.g., JOHN M. CONLEY ET AL., JUST WORDS: LAW, LANGUAGE AND POW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Rosemary J. Coombe, Contingent Articulations: A Critical Cultural Studies of Law, in
Austin Sarat et al. eds., Law in the Domains of Culture, p21—64.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Sally Engle Merry, Culture, Power and the Discourse of Law, 37 N.Y. SCH.L. REV. 209 (1992);
Frank Munger, Culture, Power and Law: Thinking about the Anthropology of Rights in Thailand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51 N. Y. L. SCH. L. REV. 816 (2006/2007).
11
Sally Engle Merry, Culture, Power and the Discourse of Law, 37 N.Y. SCH.L. REV. 209, at 209-210
(1992).
12
See SALLY ENGLE MERRY, GETTING JUSTICE AND GETTING EVEN: LEGAL CONSCIOUSNESS AMONG
WORKING-CLASS AMERICANS, p96-109〈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13
此處�法社會的內涵︽筆者參考法律史學者王泰升在台灣法律史建構過程中︽所指出之�法
規範斷裂︽但法社會延續的概念︽概括性地指稱法規範所造成的法效力「包括一般性的公佈施
行的法規範所載有的宣示效果︾或是個案性的判決結果︾長期援用累積的司法實務見解等︽與人
民的法意識︾社會生活習慣︾民間傳統禮俗等交織成的法社會現象〈參見王泰升︽
�台灣法律史概
論︽頁128-129 (2001年初版1刷)〈
5

類學很重要的貢獻〈14
其二是以法律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民族誌�ethnography ︽做為認識論︽從法
規範的內部分析法律知識的形成與作用〈15 例如美國文化人類學家George Marcus
教授以文化人類學做為一種文化批判�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並將民
族誌的研究對象從與西方現代性社會立於對立面的初民社會︽轉而到現代社會已
建立完備之法律制度與法律專業文化社群加以批判與�去神秘化�demystify 〈
於是︽法律人類學在此做為研究方法與批判理論︽與批判法學︾法律文化研究︾
法律與社會等學派匯流︽對美國法學教育︾法律專業社群︾與法律技術性︾程序
面與社會之交互作用等︽做出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反省與批判〈16
從以上法律人類學研究中︽筆者以為有幾點值得注意「
�一 從美國法律人類學家Merry所做的當代法律人類學研究其完成的時間點
�1980年代末期與1990年代初期 來看︽當時的美國法律文化研究︾女性主義法
理學︾法律與社會學派等︽正方興未艾︽以不同的學術取徑進行對於釋義法學的
思考︽蔚為學術風潮〈
�二 關於民族誌對象︽法律人類學家如Merry等學者︽把眼光從傳統法律人
類學對於非西方社會的關注︽轉向當代︾現今︾跟研究者同一文化脈絡下的�社
群意即美國勞工階級︽此一法律民族誌對象的轉變︽在鳥瞰整體法律人類學
學術思潮的變遷︾實證議題關注焦點的轉化︽必然有其意義〈17 筆者以為︽此處
的意涵可以再分為兩個面向來說「其一︽對於文化人類學界而言︽法律人類學的
研究︽對於文化人類學的知識傳統�包含理論與研究方法 ︽將可能可以產出何等
有意義的提問�inquiry 〈其二︽從當代漸蔚成風潮的法律與社會學派
�Law-and-Society Scholarship ︽法律人類學的方法與理論與其他法律領域整合的
14

一直以來英美法律人類學家基於此一立場所做出的研究成果甚豐︽see e.g., P.H. GULLIVER,
SOCIAL CONTROL IN AN AFRICAN SOCIETY - CIETUDY OF THE ARUSHA: AGRICULTURAL MASAI OF
NORTHERN TANGANYIKA,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3); MAX GLUCKMAN, POLITICS, LAW AND
RITURAL IN TRIBAL SOCIETY, at 11-20.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SALLY ENGLE
MERRY, GETTING JUSTICE AND GETTING EVEN: LEGAL CONSCIOUSNESS AMONG WORKING-CLASS
AMERICA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15
See e.g., Mariana Valverde, Authorizing the Production of Urban Moral Order: Appellate Courts and
Their Knowledge Games, 39 LAW & SOC’Y REV. 419 (2005); Annelise Riles, Property as Legal
Knowledge: Means and Ends, J. ROY. ANTHROP. INST. (N.S.) 10, 775-795.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 2004).
16
MARCUS, GEORGE & FISCHER, M. M. J.,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86. p154.
17
Merry也進行了對於非西方法律系統的法律人類學研究〈在�Colonizing Hawaii一書中︽Merry
即以超過十年的田野觀察︽分析了與全球化︾現代化等概念結合的西方法治制度與法治內涵︽對
夏威夷土著文化︾習慣的影響〈See SALLY ENGLE MERRY, COLONIZING HAWAII: THE CULTURAL
POWER OF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6

學術思潮︽有如何的異同〈
�三 在研究方法上︽以Merry的研究為例︽對小城的地方法院與其社區文化︽
進行長期實地觀察︽並紀錄了當地法庭的種種活動與話語︽不但對法庭上的活動
進行瞭解與分析︽對法庭外的其他�脈絡化因素︽也實地進行瞭解�例如該小
鎮居民的社會經濟條件︾性別婚姻狀況等分析 〈借用Merry的�法意識概念︽
此處法律人類學家所關心的重點︽不僅在於實定法本身的解釋︽也不僅在於顯現
在法院判決︾或法庭正式記錄下的話語而已︽法律民族誌所記錄︾分析與關心的
對象︽為田野當中與�法意識相關的各色因素︽這當中對於關係�relationship ︾
權力位階�hierarchy ︾性別︾習慣︾習俗與文化等的關切︽往往佔據了法律人類
學家大部分的研究心力〈
參︾批判的轉向「從被整合的學科領域間做為思考的起點�think in-between
當文化人類學家所關注的焦點從初民社會�與西方文化相異的�異文化︽
轉到現代社會中的各色社群︽則此時向來以西方社會做為參考座標的認識論︽對
於以台灣當代�法社會為對象的台灣法律人類學家來說︽這套先後繼受日本︾
德國︾美國等西方法的台灣法社會現象與法律知識系統︽台灣的法律人類學家在
批判位置︾研究方法與理論上︽將可以有何等不同於西方法律人類學家�如前述
所介紹的Sally Merry 的研究進路與未來發展可能性」
除了以後殖民角度︾或以日治時期之台灣西方法化等角度檢視台灣法律知識
系統的形成以外︽18身為法律人類學研究者︽筆者如何在將以上�脈絡化法規範
的理解方式︾與對法律進行具有文化意義的觀察以外︽再進一步援用文化人類學
家對於�物的好奇與理論分析方式︽如何將法規範當作�物
︽19 漸次做出對於
法律儀式�例如法庭程序︾法庭空間安排與各個訴訟程序 ︾20 法律圖像�包括動
態與靜態 之象徵意義︾21 法律分類與常民語言等法律人類學式的理論分析︽22 成
為筆者目前與日後進行法律人類學研究的企圖與規劃〈
18

劉恆妏︽�從知識繼授與學科定位論百年台灣法學教育之變遷︽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
論文�2004年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2001年初版1刷)︾王泰升�台灣法的斷裂與連續︽
�2002年初版1刷 〈
19
文化人類學者黃應貴教授對�物的分析︽區分為「物自身︾物的交換性︾物的象徵意義與儀
式︾物性與社會生活等方面分別以實例論述之〈參見黃應貴︽
�導論
�物與物質文化
︽
�2004年 〈
20
陳青青︽�拉起法庭的帷幕「一個東城的法律文化實踐與再現的民族誌分析︽國立東華大學
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2005年 〈
21
江玉林︽
�圖像︾文化與法律-法圖像學導論
︽政大法哲學與社會哲學論壇ⅩⅡ法圖像學與人際
交往的社會法律理論研討會︽會議日期「2008年3月29日︽會議地點「國立政治大學︽主辦單位「
政治大學法學院基礎法學研究中心〈
22
郭書琴︽
�法律人類學眼光下的法學研究
︽教育部97年度法學教育教學研究創新計畫-法學跨領
域教學研究工作法坊第二場次「法律人類學與法學︽會議日期「2008年4月12日︽會議地點「國立
政治大學︽主辦單位「教育部法學教育教學研究創新計畫辦公室〈
7

一︾在跨領域的相接之處「法律人類學與法律學科整合研究
為數眾多的法學者很早便注意到法律學科整合研究之必要性︽傳統法學面對
諸多社會議題的挑戰︽法條規定常有落後於社會變遷之現象︽故希望以整合研究︾
學科合作之方式︽對法規範與社會變遷之關連︾以便在司法運作︾實踐�legal
practice 方面︽可以做出更確實之掌握〈23 然而︽法律科際整合之研究方法將如
何進行︾其法理為何︽實為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學者劉靜怡以近年來在台灣蔚為
學術風潮的法律與科技整合為例︽說明法律與科技整合在認識論與方法論上有所
欠缺︽一味追求所謂法規範要�迎頭趕上新興科技的發展︽並未體現︾表現出
法規範對於新興科技在哲學︾倫理︾社會等方面的關照︽使得法律科技整合研究
在理論與研究方法論上有所欠缺〈24
法律人類學對於法律學科整合研究在方法論與理論上︽可以做出何種貢獻」
更進一步追問︽法律人類學如何呈現自身做為一個跨領域整合學科︽在法律跨界
研究上與其他法律社會研究�law-and-society 有何特殊之處」美國法律人類學者
Annelise Riles在1994年的一篇論文�Representing in-between: Law, Anthropology,
and the Rhetoric of Interdisciplinarity解答了這些問題〈Riles認為︽從法律人類學
觀點來看法律學科整合之研究︽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思考�關係的研究路徑「思
考學科間的關連︾檢討法律人與非法律人�lawyers and non-lawyers 如何運用︾
看待法條間的關係〈25
Riles這樣的研究進路︽與其學術背景有關〈在1988年Riles完成Princeton大學
學業︽轉到英國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取得社會學碩士學位
�1990 ︽其後再到Harvard Law School取得JD學位�1993 ︽在新英格蘭地區就讀
期間︽正逢女性主義法學︾後現代法學︾批判法學︾法律與社會學者等學術思潮
方興未艾〈Riles完成Harvard法學博士�Jurist Doctor 之後︽至英國劍橋聖三一學
院在Marilyn Strathern 門下攻讀社會人類學博士︽1994-1995赴斐濟�Fiji 進行田
野調查︽1996年完成博士論文︽隨即於美國西北大學任教︽教授比較法︾國際人
權法等〈現為美國Cornell 大學之東亞法律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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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敘事︾性別與婚姻
︽
�2008年初版 ﹀王泰升︽
�台灣法律史概論
︽頁3-5 (2001年初版一刷)﹀陳
妙芬︽
�人權與價值衝突�法律文化研究的基本問題和方法從大法官處理宗教自由與國家權力
衝突的相關論述談起
︽
�法律的分析與解釋楊日然教授紀念論文集
︽頁185-208�2006年初版 〈
24
劉靜怡︽
�是科技ˇ是法律ˇ還是科技法律ˇ--從規範研究軌跡的觀察看臺灣的新興研究教學風
潮︽�律師雜誌︽第259期︽頁69以下 (2001年4月)〈
25
See Annelise Riles, Representing in-between: Law, Anthropology, and the Rhetoric of
Interdisciplinarity, 1994 U. ILL. L. REV. 597, 631-643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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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Riles1994擔任Ford Foundation 研究中心研究員時︽所發表的一篇文章
�Representing In-Between: Law, Anthropology, and the Rhetoric of
interdisciplinarity
�1994 即可看出其日後對於法律︾文化人類學與從事法律跨界
研究的批判立場與研究藍圖〈26 在該篇論文當中︽Riles認為不論是在文化人類學
界從事法律研究︾或是在法學界以�文化為方法論與認識論︽進行對法律的詮
釋與批判︽兩者皆在各自的領域當中遭受被邊緣化的經驗〈而她以自身在法律︾
社會學︾文化人類學領域中交互認識自身整體法學知識系統建構的過程︽而將自
己定位在學科領域整合研究之學者︽她提出應對於�置身於學科領域之間
�representing in-between 的位置加以考察與理論化分析︽方才有機會再度強化領
域整合的動能與批判性格〈27 對於Riles而言︽法律知識系統的分類與社會分類系
統的區別︾兩個不同系統間的交互影響︾與相互增生︽正是法律人類學家可用民
族誌研究方法切入探勘之處〈
更具體而言︽在該篇論文中︽Riles揭示的研究企圖心與對於安置自身的研究
位置︽即在於以民族誌考察方式︽對於對社會分類如何轉化成法律語言的知識考
察︽也就是企圖做出來回逡尋在法律與日常生活中間的知識形成與法律分類的理
論分析過程〈28 接續著該篇論文所說明的 representing in-between研究位置︽接
下來︽Riles在斐濟從事田野︽又緊接著開始法學院的教席︽在她自述對每日的教
學現場進行ethnographic study的參與和觀察︽一一開展了她對於法學知識自內而外
的考掘路徑�inside out critics 〈
二︾內曝觀點�inside out

的批判

筆者將在此部分說明將法律視為民族誌研究的對象︽從法律知識系統生產的
過程中︽探討法律知識生產過程中的文化現象〈以Riles的在斐濟所做法律人類學
研究為例︽Riles以斐濟的公務員之關係網絡與其機構內的行政�官僚 活動
�institutional life ︽例如撰寫各式文類︽或為政策宣導︾或為爭取經費︾或為規
劃所屬組織行程﹪日誌等︽用民族誌對這些活動︾活動背後的關係網絡�network
與活動的衍生物�例如宣傳海報︾單張︾手冊等 ︽以民族誌方式︽自網絡內部
�inside 探勘跨國移動對這些網絡與衍生物所產生的影響〈Riles所做的民族誌研
究對象即為斐濟公務員們所製作各式文類的目的�對國際的︾對內國的 ︾文類製
作設計方式︾文類保存方式︾文類形式︽例如各類會議紀錄報告的製作時︽語句
斟酌︾標點用法︽與文類所承載的任何明顯可見的語句︾或意在弦外的隱喻︽都
26

See Annelise Riles, Representing in-between: Law, Anthropology, and the Rhetoric of
Interdisciplinarity, 1994 U. ILL. L. REV. 597(1994).
27
Id, at 598-599.
28
See Annelise Riles, Representing in-between: Law, Anthropology, and the Rhetoric of
Interdisciplinarity, 1994 U. ILL. L. REV. 597, 600-601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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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了現代知識生產的範本案例〈29 Riles進一步說明︽從事這樣的法律文件之民
族誌研究的意義︽在於提供了一條自民族誌材料本身考察知識生產的途徑�finding
a point of access from within the ethnographic material 〈30
延續這種將民族誌做為認識論的研究取向︽Riles在編著�Documents: Artifacts
of Modern Knowledge一書的序言中更進一步指出︽此種研究取向目的不在於考
掘出更多更新的民族誌發現︽31 其重心也不在於與民族誌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
的關係�informant relations ︽32 真正的目的其實是在尋求民族誌知識的生產過程
中︽考察出�類型如何被認識︾與被抽象地建立︽而被類型化的內容物︽以怎
樣的型態去�對應該等類型�ethnographic conceptualization and response 〈33
將這樣的研究取向運用到法學知識時︽Riles比較自己同時在法律系與人類系
任教︾將自己身處法學院中︽成為複製知識︾並受法律權威規訓之一份子之進行
民族誌參與觀察︽在Riles所著�從財產權之發展看法律知識之產出之過程
�Property as Legal Knowledge 一文中︽財產權�property 之法律系學生必修科
目︾亦為重要法學入門與基礎學習科目為例︽試圖將�財產定性︾理論化為一
�人類學之知識�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而並非只是法律學科中的基礎原
理之一〈34 易言之︽Riles指出︽文化人類學家將�財產視為文化現象︽其研究
路徑在於尋求不同文化對財產概念之相異︽並注重特定文化下物權概念的轉化〈35
而法學家對於�物﹪財產的研究重心是放在如何將財產予以法典化︽並進而依
據法學家所歸納出來的�物﹪財產的內涵與特性︽試圖類型化出不同的財產種
類︽再用這套分類系統︽套用在不同類型之財產而加以規範〈36
Riles運用的民族誌認識論與以上兩學科看待�財產的方式均有差異︽其內
涵在於「事實上︽法規範所根據的道德︾文化︾社會慣習︽與其所形成的類型化
論述︽是與一般非法律人所瞭解的常識分離的〈同時︽該論述方式與知識系統︽
形成了所謂的法律專業︽這是法學教授們被期待︾且必須在法學院內傳授與學生
的﹀而法學院學生們也要求自己要早日嫻熟該套論述系統︽以便能夠像個�法律
29

See ANNELISE RILES, THE NETWORK INSIDE OUT.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30
Id., at 6.
31
Annelise Riles, Introduction, in Annelise Riles ed., DOCUMENTS: ARTIFACTS OF MODERN
KNOWLEDGE, at 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6).
32
Id, at 4.
33
Id, at 1.
34
See Annelise Riles, Property As Legal Knowledge: Means and Ends, 10 J. Roy. Anthrop. Inst. 775,
p775- 795(2004).
35
從中文文獻中︽也可以佐證Riles所定性之文化人類學家對於�物與其所涉及的物質文化的探
討︽見何翠萍︽�前言「生命儀禮︾物與日常生活專輯I︽收錄於�民俗曲藝頁1-22〈台北「財
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2005年〈
36
See Annelise Riles, Property As Legal Knowledge: Means and Ends, 10 J. ROY. ANTHROP. INST. 775,
p775- 795(2004).
10

人﹪律師般地思考�think like a lawyer 〈
以上介紹Riles的兩種研究課題「一是從法律人類學角度探勘法律跨界研究的
認識論與研究方法論︽並在領域中間�in-between 逡尋探勘覺知著習以為常的事
物所可能蘊藏的知識系統形成的軌跡〈另一則是以自身在法學院教授法律的經
驗︾意即身為法學知識的生產者︽以�物的概念在兩套知識系統中被詮釋︾被
理解︾被學習的不同方式︽再度演繹其representing in-between的研究方法論〈
筆者以為︽Riles做為跨文化人類學與法學的研究者︽帶給兩個領域的不同視
野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之處「
�一 Riles的民族誌研究對象不在於�非西方國家或社群﹪族群︽其地點
也不在與研究者自身生活圈相距千里之外的遠方叢林島國︽而往往是一個各種不
同文化或知識系統交錯影響的社群﹪族群〈她無需重新學習另一種語言︾或藉由
語言的學習來從頭經歷一次異文化的洗禮〈但她需保持對自我的反思性
�reflexivity ︾並以田野中與被研究者相互間︽面對研究者自身可能具有的多重角
色�權力︾職業︾性別等 ︽站在不同切入點�不再是西方﹪非西方的分類 ︽對
於向來習焉不察的事物︽有重新理解︾詮釋與再現田野中所見的各種文化現象之
準備〈例如Riles1994-1996的田野地點在斐濟︽但田野觀察的對象不是土著︽卻是
受過西方教育的行政官僚人員〈而Riles與其互動的方式之一︽則是跟隨這批行政
官僚人員前往1994的聯合國婦女大會〈最後Riles主要進行理論分析的對象並非僅
止於當地土著社群的習俗︾儀式︾關係︽而將分析對象轉換到�物件
︽而且此�物
並非僅止於衣服︾食物︾編織物︾祭祀器具等︽而是與現代文明不可割離的物件「
以英文寫成的�文件
〈筆者以為︽Riles研究中的種種關於田野場域︾研究目標與
研究課題的選擇︽都標示了對於文化人類學家對於西方﹪非西方兩立的文化預設
的批判性〈
�二 對於法學研究而言︽Riles的研究成果不僅承繼其他前輩法律人類學者
脈絡化法規範︾抑或考察不同社群的�法意識的批判動能﹀Riles更進一步從立
足於法學界︾身為法律專家的�圈內人身份︽從法律知識的累積�例如法律文
件 ︾複製�例如法學院內的教學場域 ︽考察出法律知識形成的軌跡︽與牽涉其
中的法律文化〈這樣的研究立場︽標示︾並展開了兼受法學訓練︾與人類學訓練
的研究者︽不斷逡尋來回在兩個領域時︽對於兩個領域相異的知識系統︽在認識
論與方法論上的的批判可能性〈
�三 對於�法律的跨界研究
︾或台灣法學界目前用語�法律學科整合研究
﹪法律科際整合研究而言︽Riles的研究提醒了從事這種領域整合研究在方法論
與認識論時︽在涉及的兩種或兩種以上學科︽學科之間如何看待彼此的知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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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之間如何處理彼此在認識論與方法論上︾抑或是杆格之處︾抑或是相互強化
之處〈筆者以為︽在這點貢獻上︽Riles所標示的研究進路︽相當程度地回應了法
律跨領域學者對於法律學科整合的質疑〈37

肆︾結論「批判的轉向
The adventure lies as much in shifting the focus, in looking from different
angle back on ourselves, in opening anther view. (Riles 1994)38
當法律人類學做為一種研究方法︽它可以對於法律學科整合研究的研究方
法︽做出有意義的提問�inquiry ︽並且嘗試提出適切的解答〈當法律人類學做為
一種對法律的批判觀點︽運用�脈絡化法規範的觀察與分析方式︽提醒了釋義
法學研究的不足之處〈更進一步︽法律人類學以法律民族誌觀點出發︽提供了接
續�脈絡化法規範之後的批判能量〈也就是本文所謂�批判的轉向〈
筆者以為︽接續著法律與社會︾女性主義法理學︾法律文化分析等對法律的
批判性︽接下來在法律跨界研究的批判策略之一︽是為�批判的轉向
〈也就是從
研究者將原本跨領域研究者自身在學術社群中所可能有的in-between位置︽轉為對
於自身多重位置的理論化理解與分析〈舉例言之︽當法學家認為從法律做為管制
的手段來說︽法律的功用最終還是要得到一個規範式的解決︽39 而女性主義法理
學家認為法律其實揉合了父權的控制手段︾40 而法律人類學家認為法律語言的複
雜性障壁了常民對於法律制度的使用︽41 此時︽依循Riles的研究進路︽其追問與
關心者︽將可能是「在法規範特有的強制手段性︾紛爭解決程序定型性等特殊性
格︽所整體建構出來的法律知識與法律現象︽將有如何用�文化觀點加以內曝
式分析的可能性」
再舉例而言︽以筆者自身在知識生產過程中︽具有著以下的�多重位置
「
�一
做為一個法學的教學者�做為法學知識的生產與再製︽體察教室內的種種權力關
係︽進行法律知識的複製與再生〈在學術的法律知識生產當中︽也存在著處於多
重位置中相互凝視的反思可能性〈藉助Riles在反思自身在法學院教授物權法的經
驗︽筆者有意識地�事實上也是教學之需要 �規訓學生嫻熟法律時︽其實可能
強化了法條權威主義〈
�二 身為研究者時︽筆者立於法律人類學的立場︽試圖運
37

劉靜怡︽
�是科技ˇ是法律ˇ還是科技法律ˇ--從規範研究軌跡的觀察看臺灣的新興研究教學風
潮︽�律師雜誌︽第259期︽頁69以下 (2001年4月)〈
38
See Annelise Riles, Representing in-between: Law, Anthropology, and the Rhetoric of
Interdisciplinarity, 1994 U. ILL. L. REV. 597, 598 (1994).
39
楊日然︽�法理學︽頁80-81�1997年初版 〈
40
CAROL SMART, FEMINISM AND THE POWER OF LAW 27-8(1989).
41
See SALLY ENGLE MERRY, GETTING JUSTICE AND GETTING EVEN: LEGAL CONSCIOUSNESS AMONG
WORKING-CLASS AMERICA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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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種種非傳統法學研究方法將法規範�脈絡化
︽42 將如何於身為�三 受到傳統
法學訓練與重視個案紛爭解決的律師性格︽交相對照觀看︽甚至理論化分析這兩
者迥異的位置〈
以上即為筆者立於從事法學之跨領域研究者的立場座落在法律與文化人
類學的遭逢處︾接合處與重疊處�encounter, in-between and overlap ︽察探法規範
與法社會矛盾之處︽進一步尋思將其理論化的線索︽並試圖提供強化︾與接續批
判與反思法規範的研究動能之初步嘗試〈

參考書目
中文文獻部分
王泰升�2001
�台灣法律史概論︽2001年7月︽初版一刷〈台北「元照出版〈
王泰升�2002
�台灣法的斷裂與連續〈2002年9月︽初版一刷〈台北「元照〈
江玉林�2008
�圖像︾文化與法律-法圖像學導論︽政大法哲學與社會哲學論壇ⅩⅡ法圖像學
與人際交往的社會法律理論研討會︽會議日期「2008年3月29日︽會議地點「國立
政治大學︽主辦單位「政治大學法學院基礎法學研究中心〈
何翠萍�2005
�前言「生命儀禮︾物與日常生活專輯I︽收錄於�民俗曲藝頁1-22〈台北「
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2005年〈
林端�1994
�儒家倫理與法律文化—社會學觀點的探索︽1994年1月︽一版︽台北「作者自
刊〈
容邵武�2007
�文化︾法律與策略「鄉鎮調解過程的研究︽�台灣社會學刊︽2007年6月︽
第38期︽頁57-104〈

42

郭書琴︽
�法律人類學眼光下的法學研究
︽教育部97年度法學教育教學研究創新計畫-法學跨領
域教學研究工作法坊第二場次「法律人類學與法學︽會議日期「2008年4月12日︽會議地點「國立
政治大學︽主辦單位「教育部法學教育教學研究創新計畫辦公室〈
13

郭書琴�2008
�法律人類學眼光下的法學研究︽教育部97年度法學教育教學研究創新計畫-法
學跨領域教學研究工作法坊第二場次「法律人類學與法學︽會議日期「2008年4
月12日︽會議地點「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北棟13樓會議室︽主辦單位「教育部
法學教育教學研究創新計畫辦公室〈
陳妙芬(2006)
�人權與價值衝突—�法律文化研究的基本問題和方法從大法官處理宗教自由
與國家權力衝突的相關論述談起︽收錄於楊日然教授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著�法律的分析與解釋—楊日然教授紀念論文集︽頁185-208︽台北「元照〈
陳青青�2005
�拉起法庭的帷幕「一個東城的法律文化實踐與再現的民族誌分析︽國立東華
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陳惠馨�2005
�傳統個人︾家庭︾婚姻與國家—中國法制史的研究與方法︽台北「五南出版〈
陳惠馨�2008
�法律敘事︾性別與婚姻︽2008年3月︽台北「元照〈
黃應貴�2004
�導論收錄於黃應貴編�物與物質文化
︽頁1-26〈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
究所〈
楊日然�1997
�我國基礎法學之現況與展望︽收錄於氏著�法理學論文集︽台北「月旦〈
楊日然�1997
�法理學︽頁80-81︽台北「三民出版〈
劉恆妏�2004
�從知識繼授與學科定位論百年台灣法學教育之變遷︽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
劉靜怡�2001
�是科技ˇ是法律ˇ還是科技法律ˇ--從規範研究軌跡的觀察看臺灣的新興研究
教學風潮︽�律師雜誌︽第259期︽2001年︽頁69以下〈

14

蘇仕君(2006)
�我國違憲審查制度之繼受—以比較法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論文〈
英文文獻部分
Conley, John M. and O’Barr, William M. (1998)
Just Words: Law, Language and Pow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oombe, Rosemary J. (2000)
Contingent Articulations: A Critical Cultural Studies of Law, in Austin Sarat et al. eds.,
Law in the Domains of Culture, p21—64.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Gluckman, Max (1965)
Politics, Law and Ritural in Tribal Society.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Gulliver, P.H. (1963)
Social Control in an African Society - A Study of the Arusha: Agricultural masai of
Northern Tanganyika, Routledge & Kegan Paul
Malinowski, B.K. (Reprint 1985)
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 Helix Book Publisher.
Marcus, George & Fischer(1986)
M. M. J.,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Merry, Sally Engle (1990)
Getting Justice and Getting Even: Legal Consciousness among Working-Class
America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rry, Sally Engle (1992)
Culture, Power and the Discourse of Law, 37 N.Y. Sch.L. Rev. 209
Merry, Sally Engle(2000)
Colonizing Hawaii: The Cultural Power of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unger, Frank(2006/2007)
Culture, Power and Law: Thinking about the Anthropology of Rights in Thailand in an
15

Era of Globalization,51 N. Y. L. Sch. L. Rev. 816. New York Law School Law Reivew
2006/2007. p816-838.
Riles, Annelise (1994)
Representing in-between: Law, Anthropology, and the Rhetoric of Interdisciplinarity, ,
1994 U. Ill. L. Rev. 597, 1994 , pp597-651.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Riles, Annelise (2001)
Introduction, in Annelise Riles ed., Rethinking the Master of Comparative Law p1-p21.
Hart Publishing. 2001.
Riles, Annelise (2004)
Property as Legal Knowledge: Means and Ends, J. Roy. Anthrop. Inst. (N.S.) 10,
p775-795.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2004.
Riles, Annelise(2000)
The Network Inside Out. 2002.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Riles, Annelise(2005)
A New Agenda for the Cultural Legal Study of Law: Taking on the Technicalities, 53
Buffalo Law Review 973, p973-1033 (2005).
Riles, Annelise(2006)
Introduction: In Response, in DOCUMENT, Annelise Riles ed., p1-p38.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6).
Smart, Carol(1989)
Feminism and the Power of Law. Routledge.
Valverde, Mariana(2005)
Authorizing the Production of Urban Moral Order: Appellate Courts and Their
Knowledge Games, 39 LAW & SOC’Y REV. 419 (2005)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