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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纯粹法学的 含义、法律规 范、法律秩 序、基本规 范以及国家等概念构 成凯尔森纯粹法学 理论的基
石。 对这些基本概念进行研究和分析 ,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凯尔森纯粹法理论特点 ,更好地吸收其精华 ,促进我
们社会的法治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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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森 作为 实证主 义法 学派的 继承 者 ,把现代 实证

在法的结 构、法律规 范的效力 以及法律秩 序等等 ,而不是

主义 哲学运 用到 法学领 域 ,认为法 学研 究的 对象仅 仅是

与 法律有 关的 经济、政治、道 德或心 理有 关的各 种因 素。

或只 能是实 在法 ,即国 家主 权者实 际制 定的 法律或 实际

也 就是说 法学研 究的是 “实际上 是这 样的法 律” ,而 不是

已经存 在的法律。 他创立 的纯粹法学 派成为现代 西方主

“应当是这样的法律”。 这样 ,凯尔森就把“实在法”与对它

要法 学流派 之一 ,它是 以新 康德主 义和 分析 实证主 义作

的产生及 内容具有决定 意义的经 济条件、政治关系、阶级

为思想渊源。 凯尔森以马堡学派对康 德哲学解释为起点 ,

意志 等完全 割裂 开来 ,把法 律说成 是一 种与 现实无 关的

将康德 的先验哲学应用 到了法哲 学领域。 他试图 在法哲

“纯粹”抽象的、徒具形式而毫无内容的东西。 根据这种理

学领域 解决相似的问题 ,即“实在法如 何可能成为 认识的

论 ,凯尔森拒绝了传 统法理学 把自然、理性和正 义等概念

对 象 ,成 为法 律科学 的对 象 ; 以及结 果 ,法律 科学如 何成

引入法学研究领域的做法。 在他 看来 ,为了建立所谓纯粹

为可能”

的问 题 ,建立法律 科学的形而上学基 础 ,并

的法学理 论 ,必须把 法学理论 与正义理论、哲学 和社会学

把康 德哲学 的认 识论应 用到 法学研 究中 ,建 立起与 自然

等区分 开。 他认为作为一 门科学的法 学必须和 正义理论

科学的 先验方法相似的 法律科学 的先验方法。 纯 粹法学

和自然法学说划清界限。 凯尔森 指出 ,纯粹法学研究的是

另一个 思想渊源是分析 实证主义 法学。 实证主义 法学创

“实际上是这样 的法” ,而正义理 论所研究 的是“应当是这

始人奥古 斯丁认为法学研 究是要把现 实的具体政 治法律

样的法律” ,他把前者视为科学 ,而后者称为政治学。 他进

制度加以 比较分析 ,揭示其组 成部分 ,而不顾及政 治法律

而说明 ,正义的观念 是相对的 ,只有主 观判断是 难以说明

的价值观 念 ;强调了 法律与道 德分离 ,法学研究的 任务就

的 ,而科学是有其严 格的客观 标志的 ,它的对象 是现实而

是发现实 在法中的原则、界定 它们之间的 概念及其特 征。

不是政治意识形态和主观价值判断。 因此 ,他反对自然法

纯粹 法学是 在分 析实证 法学 理论基 础上 发展起 来的 ,它

理论 ,因为它是一种非客观的价值判断。 这样凯尔森就使

更彻 底地把 分析 实证哲 学的 理论方 法应 用到法 学研 究。

它的 法学理 论成 为一门 纯粹 的科学 ,用 来阐 明社会 的法

纯粹法学 是在继承新康德 主义和分析 实证主义法 学基础

律秩序和法律的基本属性。

[ 1] ( P478)

上 创立起的重要的法 学流派。 它以 “科学”的方法 对法学

凯尔森认为 ,“纯粹 法理论 是实在 法的一 般理论。 它

基本概 念的界定和分析 作为基本 任务。 本文将从 以下几

是一 种关于 一般 实在法 的理 论 ,而 不是 对特 殊国内 法律

方面对它的一些重要的概念进行分析研 究。

规范 或国际 法律 规范的 解释 ;但它 提供 了一 种解释 的理

一、纯粹法学的含义

论。” [ 3] ( P1) 它 的基本属性是它的纯 粹性、科 学性、一般性和
超阶级性。

所谓纯 粹法学是指 “从结 构上分析实 在法 ,而 不是从

纯粹法 理论的纯粹性 取决于它对 它的研究 对象的严

心理和经 济上解释它的条 件或从道德 上或政治上 对它的

格界定。 一 方面 ,它 将法律与 道德分离 ,使它区 别于伦理

目的 进行评价。” [ 2] ( P14) 就是 说 ,纯 粹法学研 究的对 象是实

学、正义 哲学 和政治 哲学 ,另 一方面 ,它 将社 会因素 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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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因 素排除 在其 研究范 围之 外 ,摆 脱了 社会 学和心 理学

法律规 范不再是个 别的、孤 立的 ,而是相互联 系的。 什么

的研究 ,使它区别于社会学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 凯尔森

是法 律规范呢? 凯尔森 认为 ,“法律规 范就是意 志的客观

认为 纯粹法 理论 的科学 性就 在于认 识和 描述它 的对 象 ,

意 义”。 [3 ] ( P4) 在 此定义中 有两 层含义 ,法 律规 范是某 个行

不对它 所发现的东西做 任何评价。 法 律本身就包 含有各

为的客观意义 ,该行为是一种意志行为。 规范是“应当”这

种非价值 中立的因素 ,反映着 一定社会伦 理、道德 和一定

样的行为 ,而意志行为是“是”这样的行为。 意志行为的意

集团利益 ,但是正因 为如此 ,法律科学 要做的不是 对法律

义总是意 在针对一定的 人类行为 ,可以是 命令、授权或许

好与坏、正义与非正 义进行评 价 ,而是 对实际存在 的法律

可其 他人以 一定 方式行 为 ,其意义 才能 成为 具有客 观效

进行客 观地认识 ,获得科学 知识和真 理。 因此 ,纯 粹法理

力的法 律规范。 法律规范 的存在不同 于自然物 体存在于

论是一种科学的认识 ,不创造法律和法律规范。 凯尔森将

一定的时 间和空间中 ,它的存 在是它的效 力 ,即 在一定的

纯粹法 理论定义为关于 实在法的 一般理论。 它具 有普遍

属人、属事、属地、属时范围内对人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

性和超 阶级性。 因为纯粹 法理论不是 关于某个或 某些特

凯 尔森进 一步 阐述了 法律 规范 的组成、法 律义 务与

殊法 律体系 的理 论 ,而 是关 于古往 今来 任何 法律体 系的

法律权力 、法律规范 效力与法 律规范实效、法律 主体与人

理论 ,它把握它们的 共同形式 结构特征 ,为我们提 供能够

等问题。

掌 握任何一种法律以 及其他法律 分支的“一般理 论”。 因

(一 )法律规范的组成。 在凯 尔森看来 ,法律规范有两

此 ,他认为法学如同 自然科学 ,提供人 们认识法律 的一种

部分组成 ,即法律条件和法律结果。 所谓法律条件是指不

手段 ,是没有阶级性的或是超阶级性的。

法行为 ,而法律结 果指的是制裁 (包括 刑事惩罚 和民事措
施 , 以 及 国际 法中 的 报复 和战 争 )。 这 两部 分用 “应当 ”

二、法律与法律规范

( ough t)一词联系 ,表示着 人类行为之 间的规则 联系。 如

凯尔森 把法律的意 义分为政 治的和科学 的两种。 所

果说 法律规 范是 纯粹法 理论 的最基 本概 念的话 ,那 么制

谓政 治的意 义是 指法律 的概 念服从 特定 的政治、道 德的

裁和不 法行为则是法 律规范的基 本事实要素 。 制裁体现

理想。 例如 ,有人认为法律的概念必须包括某种最低限度

着法律的 强制性 ,不 法行为的 定性是由法 律规定的 ;不法

的个 人自由 和私 有制 ,这种 意义就 意味 着是 法律概 念适

行为 并不是 行为 人对法 律的 违反 ,不法 行为 只是法 律规

合 民主和 自由 主义的 政治、道 德理想 ,因 此 ,凯尔森 也认

范中的规定制裁的条件。 它突出了法的制裁强 制作用。

为 ,“没有什 么东西可以阻 止我们在法 律秩序的定 义中放
进某种最 低限度的个人自由 和私有财产的 可能性。”

(二 )法律义务与权利。 法律 义务不是别的 ,只不过是

[ 4] ( P5)

通过对相 反行为施加制裁 而命令某个 人的行为 的法律规

所谓 科学的 意义 是指没 有任 何政治 道德 的内涵 ,摆 脱任

范。法律 义务就是法律规范。一个人有以一定方式行动的

何主 观价值 判断 ,它仅 表明 法律是 一种 强制 秩序的 特种

义务 ,只 是意味 着法律 秩序 中的法 律规 范命 令他以 这种

技术手段。 法律不是目的 ,而是手段 ,能为任何社会政治、

方式行 动。 凯尔森的法律 义务概念拒 绝了任何 道德的考

经济制度服务。

虑 ,虽然 法律制 定机关 在制 定法律 的过 程中 要受到 各种

因此 ,凯尔森提 出法律是“人的行 为的强制性 规范秩

政治的、道德因素的 影响 ,但是这一概 念排除了 任何政治

序”。这个定义包括多重含义。首先 ,法律是一种人的行为

的考虑。 法 律义务只意味 负有按法律 规范规定 的方式行

的秩序 ,它调整的对象仅限于人的行为。 人的行为是法律

为的义 务。 法律一旦被 合法制定 ,就应当 得到服从 ,人们

规范的 基本内容 ,是各种法 律体系的 共同的特征。 第 二 ,

就有义 务按照法律规 范规定的方 式行为。 法律 义务与制

法律是 一种强制秩序 ,“对 被认为是有 害于社会而 不合人

裁紧密相连。 负有义务的人能够 以不法行为招致制裁 ,或

意 的 一 定事 件、特 别 是 这 类行 为 以 强 制 性 行为 作 出 反

通过相反的行为避免制裁。 前一 种情况是违反义务 ,后一

映。”

第三 ,凯尔森认为 法律不仅是强制秩序 ,而且是

种情况就是履行义务。 由此看来 ,法律义务的内容是人的

一种规 范秩序。 法律制裁 是在法律秩 序规定的条 件下被

行为 ,即 能够通 过其行 为招 致制裁 或避 免制 裁的人 的行

命令和 被执行的。 任何法 律机关的行 为要成为法 律行为

为。 因此 ,凯尔森认为 ,人并不是 因为他是义务主体 ,他的

并不 是取决 于该 机关政 治上 的优势 地位 ,而 是取决 于它

行为 才成为 法律 义务的 内容 ,而是 因为 他的 行为成 为法

的行 为是否 按照 法律的 规定 进行 ,即一 方面 该机关 要具

律义务的内容 ,他才成为法律义务的主体。

[ 3] ( P31)

有法定资 格 ,另一方 面要按照 法定程序进 行 ,而且 在一定

凯尔 森反对自然 法学中权利 优先于义务 的观点。 从

程度上它 所创制的新的法 律规范的内 容也要受到 已有的

消极方面 讲 ,一个人 有一定方 式行为的权 利 ,意 味着他不

规范的限制。

被任 何法律 规范 禁止以 该种 方式行 为: 从积 极的意 义上

法 律规范 在凯 尔森的 纯粹 法理 论中占 有重 要位 置。

讲 ,一个 人有一 定方式 行为 的权利 意味 着所 有其他 的人

他首 先提出 了法 律规范 体系 的理论 ,从 法律 规范体 系总

都负有 对他以一定方式 行为的义务 ,因为 “权利 的内容最

体来把 握法律的性质。 作 为法律体系 的基本结构 单位的

终就是其他人义务的履行”

[ 1] ( P85, 86)

从法律技术方面 讲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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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权利是指提起诉讼、导致制裁的执行的“法律权 力”。 消

的遵守和服从。 如果某个人没有 遵守法律规范的命令 ,那

极意 义上的 权利 不是任 何法 律规范 的功 能 ,不是一 种法

么被法 律规范授权的 机关就应当 对他命令制 裁。 这种特

律上的权利。 权利要么是积极意义上 的权利即对应权利 ,

殊存 在具体 体现 在它的 效力 范围上 ,即 法律 规范的 属时

要么是 技术上的提起诉 讼的权力。 而 对应权利是 将与其

效力范围 、属地 效力范围、属人效 力范围、属事效力 范围。

他人 负有义 务的 行为相 对应 的行为 作为 其内容 ,只 能体

在这 四种效 力范 围内 ,法律 规范是 有约 束力 和调整 人的

现在其他人设立义务的法律规范之中。 因此 ,凯尔森认为

行为的效力。 规范只能在属于一 个规范体系、属于一个就

传统 法学理 论对 物权和 对人 权的划 分、公权 与私权 的划

整个来说是有效的秩序的条件下 ,才被认为是有效的。 因

分以及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命题等 观点予以否认。

而 ,“实效 是效力的一个 条件 ; 它只是一个 条件 ,而不是效

(三 )法 律主体与人 。 凯尔森反对 传统理论中 把法律

力的理由。 规范并不是有实效的 所以才有效力 ;如果一个

主体作 为法律权力主体 和法律义 务的主体。 他认 为只存

规 范所属 的秩 序 ,就 其整 个来 说 ,是 有实 效的话 ,这 个规

在与 法律义 务相 对的对 应权 利和提 起诉 讼的法 律权 力 ,

范就 是有效力的。” [ 1] ( P46) 因 此 ,法 律的效力 与实效 具有一

不存 在法律 规范 设立的 法律 义务之 外的 法律权 利 ,因此

定程度的联系。

应 该把“法律 主体”的概 念限制在“法律义务 主体”的概念
上 ,将“法律义务主体”与“法律权力主体”相区别。 自然人
是法 学虚构的一种概念 ,所谓 的自然人实 际上是“法”人 ,

三、法律秩序与基本规范
(一 )法律秩序

“所谓的自然人并 不是人 ,而是使同一 个人负有义 务或向

在凯尔 森看来 ,社会就意 味着秩序 ,而社会 秩序是由

他授权 的法律规范的人 格化统一 体。 它不是一种 自然现

不同规 范来组成的。 法律 规范是社会 存在的重 要的组成

实 ,而是 有法 律科学 创造 的法 学构造 — — 一种 表达 法律

部分 ,不同等级的法律规范构成了法律体系。 所谓的法律

上相关事实的辅助概念。 在这种意义 上 ,自然人是一种法

秩序就 是法律规范的 一种等级体 系。 法律秩序 是以基本

人。” [ 3] ( P174) 作为生理、心 理个体的人并不构 成法学认识的

规范为 起点构建法律规 范体系的 ,“从 不同一个 基础规范

内容 ,只有人的行为才是法律规范的内容。

中追溯自 己效力的所有 规范 ,组成一个规 范体系 ,或一个

在 法律科 学中 ,人是 一系 列调 整其行 为的 法律 规范

秩序。 这一 基本规范 ,就如一 个共同的源 泉那样 ,构成了

的复 合体 ,作为 义务和 权利 持有者 的人 与义 务和权 利本

组成一个秩序的不同规范之间的纽带 。” [ 1 ]( P26) 凯尔森根据

身 没有什么不同。 “人”只 不过是义务 和权利总体 的人格

基本 规范的 性质 分为两 种不 同类型 的秩 序或规 范体 系:

化 而已。 自 然人 与法人 是等 同的 ,而最 典型 的法人 是社

静态体 系和动态体系。 静 态的法律秩 序就是指 由基本规

团 ,它是由许多人组成的共同体。 法律秩序对它规定某些

范组成 的法律体系。 因为 在这个体系 里的规范 是我们假

权利和义 务 ,这是社 团本身的 权利和义务 ,而社团 的章程

定 的 ,拘束 力 是本 身自 明 的和 特定 的 ,也 就是 最 终的 规

决定着 社团成员的组成 和他们的 利益。 因为国家 法律秩

范。 因而 ,凯尔森把 这种体系 的所有特殊 规范 ,只能通过

序在 规定社 团义 务和权 利时 ,只决 定构 成义 务和权 利内

一 种智力 的作 用 ,即 通过 一般 到特殊 的推 论— — 即 静态

容的 行为的 属事 因素 ,而将 属人因 素留 给社 团章程 去决

原则 ,才能得到的法律规范体系称为静态性质的体系。 动

定 ,也就 是说由 社团章 程所 构成的 部分 法律 秩序决 定履

态规范体 系是由基本规范 权威的委托 授权而形 成的规范

行义务 ,行使权 利的人。 凯尔 森在这里将 自然人、法人都

体系。 这种 体系的各种各 样的规范是 不能通过 智力的作

虚化 为法律 规范 的集合 ,视 为法律 义务 和法 律权利 的人

用从 基础规 范中 得到的 ,只 能由那 些曾 由某 个更高 规范

格化。 他看到的不是实体而是法律的 功能 ,将实体与功能

授权创 造规范的那些 个人通过意 志行动被创 造出来。 也

等同起来。 这种思想对其国家理论有 着重大意义: 国家也

就是说 ,一个规范的 创立方式 由另一个规 范决定 ,亦即低

是一 种社团 ;国 家并不 是法 律秩序 之外 的某 种实体 而是

级规 范的创 立方 式为高 级规 范所决 定 ; 而后 者创立 的方

国内 法律秩 序本 身 ;国 际法 与国内 法之 间的 关系也 是整

式 ,又被较高级的规 范决定 ,最终溯及 到一个最 高级的规

体法律秩序与部分法律秩序之间的关系 。

范 —— 基本规范。 因此 ,所谓的法律秩序就是法律的等级

(四 )法 律规范的效 力和实效。 法 律规范效力 是法律

体系。

规范 具有的 约束 力 ,人 们应 当依法 律规 范所 规定的 那样

从 动态的 法律 体系看 ,凯 尔森 的法律 秩序 的等 级结

行动 ,应当服从和适用法律。 法律实效使人们实际上就像

构 依次 分 为宪 法、法规 和 行政 命令 、司法 判决 和 行政 决

根据 法律规 范规 定的应 当那 样行为 而行 为 ,规范实 际上

定、私法行为、执行 ,并把它们 作为一个统 一的整体 ,它们

被适用和服从。 效力是法律的一种特 性 ;实效是人们实际

都具有法律的性质。 在国内法律 秩序的范围内 ,宪法代表

行为 的一种特性。 [ 1] ( P42) 法律的 效力和实效 是指两 种不同

着实在法的最高层次。 在这里 ,宪法指的是调整着一般法

的现象 ,体现在“应当”和“是”的区别。 法律规范特殊存在

律规 范的创 造的 实在法 律规 范 ,在 法律 规范 的等级 体系

的方 式就是 它的 效力 ,即它 应当得 到其 行为 受它调 整人

的形 成中起 着重 要作用 ,决 定有权 创造 一般 法律规 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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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和 决定将被创造的 一般法律 规范的内容。 制 定法和

上的 基本错 误在 于坚持 法律 与国家 的二 元论 ,从而 使法

行政 命令在 国内 法律秩 序中 是比较 常见 的两个 层次 ,它

律理论 变为一种意识 形态。 二元论理 论的目的 在于让法

们不仅包 含有一般规范 ,还包 含有其它内 容 ,甚至 并不是

律为 国家辩 护 ,使国家 从一 种纯粹 的权 力事 实变成 一种

法律规 范的内容。 司法判 决也被凯尔 森作为法律 秩序的

受到法 律统治的合法 的制度。 这种理 论本身具 有一种内

组 成部分 ,他认 为 ,“法 院创 造的个 别规 范代 表着从 宪法

在的矛盾。 一方面它是国家成为 法学认识的对象 ,另一方

的制定开 始 ,继之以 立法或习 惯到司法判 断 ,并导 致制裁

面又 强调国 家作 为一种 本质 上不同 于法 律的权 力 ,不可

这 一过程 是法律

能从 法学上理解它。 因 此 ,二元 论的目的 “不在 于理解国

个别化、具体化过程 的必经阶 段 ,形成 和具体化程 度不断

家 的本质 ,而在 于强化 国家的 权威。” [ 3] ( P287) “当我们 从纯

增加的 过程。 私法行为是 个人由法律 授权在法律 上调整

粹法学观 点出发来研究 国家时 ,情况就显 得比较简 单了。

某些关系 的行为 ,包 含着两个 方面的含义: 创造规 范的行

那时 国家只 是作 为一个 法律 现象 ,作为 一个 法人即 一个

为和由 该行为创造的规 范。 私法行为 是民事制裁 的重要

社团来加 以考虑。”因而 ,国家 并不是一种 现实实体 ,而是

条件 ,法律通过将私 法行为设 立为一种创 造法律的事 实 ,

法学上 的辅助结构。 国家 是由国内的 法律之创 造的共同

授权从属 于该法律秩序的 个人在立法 和习惯创造 的一般

体。 国家作 为法人是这一 共同体或构 成这一共 同体的国

规范的框 架内 ,以私 法行为创 造规范、调整它们的 相互的

内的法 律秩序的人格 化。 国家问题也 就是国内 法法律秩

行为。

序的问题。 凯尔森认为并没有被 称为国家的真正的实体 ,

的执 行这一过 程的过渡 阶段。”

[ 3] ( P145, 146)

(二 )基本规范

国家作为 主体 ,并不 是国家在 从事一定行 为 ,其 实质在于

基本规 范是纯粹法 理论的核 心。 因为它是法 律秩序

在 一定 条件 下某 个 人行 使 的职 能可 以 被归 于国 家 的职

的最高效 力 ,是法律 秩序统一 性和其结构 合理性的依 据。

能。 只有国内法律秩序决定的某 些职能可归于国家 ,国家

凯尔森 指出 ,“法律秩序的 基本规范就 是这样一个 被假设

通过作 为它的机关的 某个人完成 其职能。 正式 通过该职

的最 终规则 ,根 据该规 则这 一秩序 的规 范才 被创造 和被

能与法律 秩序的整体相 联系、将它归于国 家、将 它表达为

废除、才取得并丧失其 效力。”

[ 3 ] ( P128)

他把基 本规范作为先

国家的职能 ,法律秩序就被人格化为国家。 国家是一个法

验逻辑假 设 ,只有存 在这种假 设 ,才使 法律秩序其 余一切

律现象 ,一个法 人 ,一 个社会共同 体。 法律和国 家只是法

成为可 能。 因为法律不能 被看成是一 种赤裸裸的 权力或

律秩序的不同体现 ,国家只能在法律秩序里行事。 凯尔森

意志 的表达 ,要 避免这 种错 误观念 法律 就必 须有这 样的

否认了国 家具有政治因 素 ,他 指出 ,国 家之所以 带有政治

特征 ,即法律创造和使用必须受到它自身的调整。 任何人

性就是一种强制性秩序 ,这恰恰说明了法律的特征。 他进

的意 志行为 要成 为法律 的行 为 ,其 意志 表达 要成为 法律

一步 指出立 法、行政和 司法 的权力 同样 也都 是由法 律决

规范 ,就必须要受到其它规范的授权。 任何实在法律规范

定并由个 人完成的国家 职能 ,即法律创造、法律 适用的职

的创 造都要 得到 授权 ,但是 基本宪 法性 规范 的创造 不可

能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还将包含法律的遵守的职能。 他把

能有更高 的实在法律规 范来授权 ,只能由 非实在的、假设

立法 和司法 看成 是创造 和适 用法律 的过 程 ,而行政 则被

的基本 规范来完成。 这种 假定的基本 规范的产生 是基于

看成是 守法的过程。 他反 对传统国家 理论把国 家作为权

人们公 认需要法律秩序 ,而这种 需要首先表 现在“创业先

利和 义务的 主体 ,并把 它从 属于法 律是 为了 防止国 家权

人们”的行动和意见里。 既然他们的意志是要建立一个法

力的专断导致对公民权利的侵害。 他认为 ,所谓的国家的

律秩序 ,这些行为和意见就构成了基本规范。 如果原来创

义务和 权力只不过是 某些特定的 个人的义务 和权力。 国

业的 先人们 的思 想和行 为被 否定了 ,完 全由 不同的 行为

家的义务 只有在对某种可 归于国家的 作为或不 作为规定

和理 念所代 替 ,结果便 是用 新的基 本规 范来 代替旧 的规

了制裁 的条件下才能 存在。 但制裁的 执行要依 靠一个具

范。 但是无论是新的基本规范或是其 它规范 ,都不是由于

有 狭义的 国家机 关资格、具 有“官员”资 格的 个人提 出法

它的内容而获得合法性的。 它之所以 合法 ,是因为它被假

律诉讼时 ,就存在了国家的权利。

设为 合法的 ,没 有这一 假设 就没有 人类 行为 能够被 说成

凯 尔森否 认国 家三 要素 的说 法— — 即 领土、居 民和

是合乎 法律行为。 基本规 范是凯尔森 法律秩序的 基石和

主权。 他断定国家要素应该是: 第一是时间 —— 作为法律

主要 组成部 分 ,在这个 基础 上形成 了一 个自 上而下 的法

秩 序效力 的时 间范围: 第 二是 人民— — 该 秩序 的属 人效

律体系或秩序。 在法律体系里各个规 范的效力、原则不是

力范围 ;第三是 领域— — 该秩 序的空间范 围 ;第 四是国家

依靠 逻辑推 理而 得出的 ,它 是通过 各级 规范 层层委 托而

的权能 — — 作为该秩 序的属事效 力范围。 至于 国家形式

得出的 ,最终的效力可以追溯到基本规范。

问题 ,他也否认传统 的分类方 法 ,即按 照主权者 的人数把

五、法律与国家
凯 尔森认 为 ,传统法 律理 论在 处理法 律与 国家 关系

整 体分 为君主 制、贵族 制和民 主制。 这 种分 法是不 科学
的 ,也是没有根据的。是一种表面现象。在他看来 ,国家整
体之 间的根 本区 别在于 公民 与法律 秩序 的关系 ;如 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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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了这一秩序的创立 ,这个国家便是民主制国家。 如果

果是全体 人民的意志 ,而且是 为了公共的 利益 ,这就是自

公民 只是接 受和 支持这 个法 律秩序 而没 有参加 创立 ,这

由与民 主的精髓。 当然 ,在凯 尔森看来 ,所谓全 体的意志

个国家 便是专制政体。 不 过凯尔森把 这种分法视 为极端

就是多 数人的意志。 但是 多数人的统 治并不意 味着多数

的分类法 ,实际并不存在纯粹的这两类国家。 但是每个国

人对少 数人的专政。 正是 都属统治的 原则也包 含着少数

家在 或多或 少的 程度上 都是 这两种 类型 的混合 物 ,而这

人存在和 少数人有权影响 公众舆论去 争取足够 数量的转

要以最 后那类因素占优 势来决定 是什么性质 的政体。 他

变自己 为多数。 为了保 证这样的 自由 ,必 须有思想 自由、

自称是 民主的拥护 者 ,而反 对专制制 度。 他认为 ,民主政

言论出 版自由以及宗 教自由等等。 这 是凯尔森 所宣扬的

体能够 保障公民的自由 与民主权 利。 他认为人有 两种自

民 主政 体下的 政治 自由 的一些 基本 内容。 但是 ,应 当看

由 ,一种是天赋的自 由 ,这 是人们在自 然状态下享 有的自

到 ,凯尔森自我标榜 为民主制 的拥护者 ,一方面 是为了迎

由 ; 另一种是公民的 自由 ,这是人们作 为国家成员 而获得

合第 二次世 界大 战后人 们普 遍实现 民主 与自由 的呼 声 ;

的。 前者不过是遵从本能驱使的动物 自由 ,后者才是真正

另一 方面借 此攻 击和贬 低社 会主义 国家 的法律 制度 ,如

的自由。 因 为人们进入政 治社会并接 受它的义务 才得到

他把社会主义诬蔑为“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等等。

安全和 服从自己制定的 法律的特 征。 凯尔森不主 张与国
家对抗的 自由观念 ,认为这种 自由是无政 府的表现 ,因为

通 过上述 分析 ,可 知凯尔 森对 法学基 本概 念的 界定

在他看来 ,社会就意 味着秩序 ,而秩序 必然牵涉到 种种限

和 分析 是建 立在 他 的在 康 德认 识论 和 实证 分析 基 础之

制 ,而根本问题要看限制的来源是否合理。 如果有一种限

上 ,突出 了它 们的中 立性、超 阶级性 和科 学性 ,并运 用这

制是把个 人的意志强加 给人民的 ,他就意 味着暴政 ;而如

些界定清楚的概念构建纯粹法学的理 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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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basic concept of
Hans Kelsen 's abstract jurisprudence
ZHO U Yong -sheng
( School of Law , Peking U niv ersi ty, Bei ji 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f oundatio n of Hans Kelsen 's abstract jurisprudence is composed of the conno tati on
o f abst ract juri sprudence, leg al norm , legal procedure, basi c norm , natio n, etc. The st udy and analy sis
o f these basi c concepts wi ll lead to the accurat e com prehensio n of the f ea tures o f Kelsen 's abst ract
jurisprudence , t he essence of w hi ch can be adapted t o pro mo te the dev elopm ent of o ur legal
instit utions.
Key words: Hans Kelsen; abstract jurisprudence; study o f co nce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