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국문초록
근대중국법제는

청나라말기에

있다 특히 청일전쟁후

체결한

수많은

체결한 마관조약을

계기로 청나라에서는

을 더 갚이 인식하게 되었으며 이는 근대중국의
된다 물론 근대중국의
지의 독립주권의
제경제의

법제는 불평등조약에서

정치적 배경과도 무관하지

추세도 또한 근

30년간

공동규범을

밀접한

연관이

변법의 필요성

관련 법제의 시작을 의미하게
비롯된 영사재판권의

않다

회수와 폐

현재 갈수록 치열해지는

중국 법제건설의

인으로 되고 있다.글로별경쟁시대에
적인 스댄다드와

불평등조약과

직간접적인

국

중요한 추진요

부응하고 발전하기 위해서는 부득이 세계

수동적으로

받아들이고

접목시킬

수 밖에 없을

것이다. 하지만 이러한 외부적인 강압적인 요인이 과연 일국의 자주법치의

근

간이 될 수 있는지는 재고하고 깊이 반성해야 할 문제가 아닌가 싶다.
현실적으로
논문접수일
심사완료일
게재확정일
* 中固때台大

수많은 외국법제의

계수와 접목과정에

2014.03.28
2014.04.30
2014.05.01

::F~t~ßft
훌 j했캡， jî;~t
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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않아 그냥 명색만 유지하고
입법주의는

이미 그 한계를 그대로 표출하고

가 아니면 제정되는
이신

있는 것이 사실이다

샤비니

외국의 선진제도를
있다

법은 과연 발견되는

것인가? 독일의 위대한 법사상가이며

(Savigny) 는 일찍 “법학은 그야말로

모텔로 한
것인

역사법학파의

법률사에

지나지

거장

않는다”

(Die Rechtswissenschaft ist ja nichts weiter als Rechtsgeschichte) 라는 명언을
남긴 바 있다

미국역사상

가장 위대한 대법관으로

지목되는

카도조

(Cardozo)

도 그의 저서 「사법과정의 본질 J

(The nature of The judicial prα，;ess) 에서 법

의 발견을 사법활동의

지적한 바 있다

의 최고의

관심사는

근간으로
현실수요에

부응하는

법의 제정에

있어서 판례와 관습을 기초로 한 법해석주의는
것이다. 보다시피
민족정신에

선진 제국의

물론 법현실주의입장에서

법제발전은

어디에

영미법발전에

아직도 주맥을 이루고 있다 할

그야말로

자국의 전통과 관습 또는

기초한 지주성(역사성)을 그 주요명맥으로

중국의 법제의 원동력은

있지만

삼고 있다 할 것이다

있는가? 하나의 생명체가

유전자가

있듯이

었을 것이다. 유전자에

의하여

일국의 법문화도 그 고유의 유전자를

보유하고

우리는

보유할 수 있는 것이다. 그렇다면

결국 타가 아닌 자기정체성을

고유의 법치문화의
만약 근대헌정의
및 경제복지

등으로

유전요소는

무엇이며

대한 제한， 민권존엄과

중국역사상

소들이 과연 존재하는지? 또한 존재한다고

주제어

중국

어떻게 말현되는가?

핵심을 통치이념， 군주권력에
간략히 정의한다면

그

정치문화속에

하면 어떠한 요소들이

향상

이러한 요
포함되는가?

:지주성， 법의 발견，중도덕성， 공유，전통정치문화

-- 何題的提起
自19 뺑E中期以降， ~힘
A 漸醒千“三千年末有之大훨局"
후1켜程없然史冊益友종뭘。

stfJ효=十一t날~2初的全球化

淸末民初的 l켜史P示遇，感Æ 땐人的相似和超同。
亦或켠下的高端技木

ì5!:置뭔易뿔뿔

百숫年宋救固멤彈之 XR
(或世界化)大懶流，~

7ëìQ:是先 i훌武力打升固 1‘
j 也好，
(如知ìRF 쨌保 tf' 或所慣的綠色용훌훌等)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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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옆}앉

뿔， 似乎先 i효固家되탑友固家之 l司염、是不짧子“명免賽뼈”似的不平等游XJt 。但元 ìQ:
如何， 숲球化是不可휩싸的매代超努，

特別是

Æi~~

휩家宋i見，除7 좁갱￡E임彈之外

別E월擇。

Æ

但是， 숲球化링강 代化不等同手“西化”。特別是文化해建方面， 更不可超同子所

i몹的“普世{까直”。
如果종휴和劉 l析本民族的固有或{좋統文化. i용승造成“7ë 本之木、
7ë源Z 水”的空며樓 l챔，찢 V3子土밟 1i 解、 失去其自主性 (Identity) 。而且， 中圍
作꺼四千年퍼 H며띤久的文明古固， 其文化友展되延횟自有 lE 월性和整{本↑生
.f' 然形
成 -1'“自댐*只단웅”。
땀쩔量小尙五뺨慣全， 更何況淚淚乎후夏之文明。
文化잖指-/선 t승普遍接受的、 代代相홉的조度、 f끼直和知 ìRfi> 系。 政治文化

!J1U是指-~힘固民져各美政治힘的物 (自我、他A 、 民族、 固家、 政竟、 쨌抽、 政
策等) 的特定 ÌÅ 知方式、 1ft-fi흥判뻐、죠度、 情感。 11價多文化冊究렇者 JÁ 行겨模式
或 1M홉쩌念角度界定文化
度{후系。因此-固在

(包括政治文化) •其 ::k 一定的 f介U흘째念生&一定的制

-κ期的 1켜史용展날程中形成的仍直짜念和行켜模式及制度

{후系，
都可以쩨;之力JX文化 (或政治文化)的핸購。
究政起始子英

OO~i"'1꺼吸훌命

S;fX<j 君主재力的限制， 在美固狼立

竟 A 的않-步團繹和付 i휩돗없， 最찢뼈立껴各固效껴的

ðJG휩 Æi~조嚴郭

J!Í代固家立固基石和施政

쩌행。 近代究政大致包括함 l政理念、 상民基本쨌的뼈 ìÀ 及推 tf'、 固家쨌力的分配
及制衝、 *조
t휴播利等主要內容。

比照 1:j것租略定 X ，本文將않-步考察中 E휩{좋統政治文化中的究政因素， 1<<{J(
꺼며庸之道、 民本思想、 皇쨌딛 fElt!l 、 田願制度等。

二.f홀統政治文化中的흙政之雄
1. 中庸之훨
中庸是古代좋

'JI 和帝王一훌했練 i멸求的最高政治理想和홈性之道。

1) 王껍光， {民主四i井} ，三股귀店，2012年，第 97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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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常핏股， 如“舞其大知也날 ! 舞好何而
好察而즙， ~홈
RE而쳐善， 채其 F폐端，用其中븐F 民， 其斯以겨짧乎 ! ”。2) 但X 不得
不熾 o.:z “民解能久옷”。至子며道不行的原因， 孔子 ìÀ 켜“知者i立Z，愚좁不及
帝王最高的혐활也出自其

X;J 中道的推몇和

也”。3)
何켜中庸。(中庸〉 퓨章就
之和。 中也홈， 天下之大本也

ìí':及， “喜愁哀뚱之未껏

ì뿜之며

;和也홈， 天下之힌道也。

，友而未中혐， i몹

"4) 至子中庸，

朱熹在

《며庸章句集注〉 며指出， “中庸者，不偏不倚、 7êi立不及， 而平常之理， 乃天命
所필然， 精微 Z板致也

II 0

5)

中庸何未

?

朱熹在 〈章句序》 中|빽繹겨 “中庸何켜而

作也 ? 子思子沈道풍失其{종而作也。 옮自上古좋빼織天立板，
옷。 其 .J];!.子갚，
-

IJlIj‘允해뼈中’者，
훈之所以授繹也

允해뼈中’좁，舞之所以授舞也。

"6) 也就是

而道統之{좋有엽末

;‘
A 心健危， 道心堆微， ↑崔精佳

ì5L

、

(中庸〉꺼何而作， fLl 、
1 爛fl)

子思↑尤慮옷子“道”的풍|可失
f 좋，不得 E而作的。 大縣原自上古， 具有坤좋的德行和
高位之人， 承織天命， 建立至板之理， ，
7-흩엇便流{종下宋。월 stMJ죠귀中훌到的，
有“允체뼈며" 是송H놓{:îL~f'ì
짧'st的때많떼要。 Æf* ，繹{좋{立짧禹
st ，前面加了三句
맨“A 心↑佳危，道心唯微， ↑훌*좁흩→”。
i행然，中庸之道겨古之좋뻐 Jli1-t'II明帝王]所推몇的채政要 S!..，如能做到“不偏不
倚”和“ft 채뼈며”， 삐固泰民安、 좋君輩出 ;如有所偏重和不持

st中， IJlIj:fJl.ê~

녘

m

道、 톱君敗固。 J켜代 朝盛훌잊亡， 莫不如是。 如果 i見古 s1候的政治全떠子채政
좁 (或君王或帝王) 的“中道德行”的活，近代以末的채짧 1머要째更加佈뚫체本짜며
庸之道的“究政制度”了。 ì.成如美固建固先%在立固之꺼，
彈有力的“체政者" (如g密낌행主랬建立君主制)

其縣郭竟人本宋主꿇建立

，탑未싶反夏

ìtìt
和풍 tJJ ，最찢

建立有 1f 期的염、統制。如果없 .M..以前的政治家德行演훗겨制度理性，
文化용展的必얹之路的活，

只可惜中固到硬

B 좁末年才퓨始쏠

재力뿔了。
王固합， (大풍 中庸)，中$휴局，2012 年，第57]Jï。
王固퓨， (大추•中庸)，中$귀局，2012 年，第53 멋。
王固합， (大풍 中庸)，며￥연局，2012 年，第46 펴。
5) 朱률， <四휴童句集
ìì> ，며$벽局，2012 年，第21 펴。
6) 朱홈， (四취章句集注)
，며$'1>局，2012 年，第 16펴。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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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方政治

i式以立究的方式制천

f~!1ii없;읍文化中的91i[j;ì11l

2. 民本思짧
民本思想自古有之， 而且퍼宋都是立固之本和겨政之要。

如

<t협조...
商해

玄

되〉 有공 ‘“츄
B짧千里， 堆民所止”。 孔子也多次淡到仁慧쫓샀的人文情↑꾸， 如“廳
찢。 子退朝， 日:
'f'lîA乎’，不 l‘메되”。
7) 굶子是民本思、想的集大成좁， 以至子꺼代
統治홈 X;J 其農 ~l
不一， 甚至痛 ff: 켜륨端加以뻐減。 如朱元 f훌뽑下륨將 《굶子HßlJ
去三分之-

못編成 〈굶子혐Sü - 귀。 如果孔子是在統治工具的角度使用“人”或

“民”的活，굶子삐更多)}..
普j重府民的角度끊及↑그댔”和“王道"0 i:!!.t쑤正因如此， 굶
子的↑그없民本思想更찢合子近代以末的究政內쐐。

fì::所周知， 近代究政起源子
的人民主板끊져

g쫓思想 lffi1 왔 f' 쩌랬훌命，

〈뾰立宣흠@ 和

尤其 p 檢 (Rousseau)

<A 板宣름} 影n며深近。 p 援在

〈狂승햇허 i상

며淡到， “如果王쨌者끊有 6角保其꿨得닮民的忠 i成的끼}法，
那他也就沒有꺼法能使

ê 民保 i 正屬行他 ffl 的承휩 "0 8)훗似的思想， 在 〈굶子》→땐中也多 ð:.f本쩨，如
“뽑子日 或之或 Z! 出乎낌좁， 反乎낌者 i:!!.。 ’夫民今而탐得反之也 "91 X 如“君
Z 꽤닮如手足， 삐 ê 꽤君如賴心 ;君之찌 ê 如大곽， !i!lJê꽤君如固 A; 君之짜 ê
如土츄， !i!lJê꽤君如끓 fft" 10) 其솟， 굶子딛 PI3é- 樣， 都主짧君主되닮民 Z 뼈貝
有햇션풋系， &p “君仁닮忠”。仁字由二人狗成， 可以界定껴 A 딛人之 1司的相효훗
系。 而묘， 굶子 ItJã 쫓思想家走得更파， 明碼提出“훨置*土樓”的思想，如“i홈{쫓危
1'1樓， !i!1J
훗置 "11)。
0

但是， 굶子的民本思想主要是通파“{그댔”未폈뼈 b。而施仁政的主 f本삐主要是王
{롯公椰等具有-定“德行”的옮族士大夫 1lftß.
콩，出身寒微的應民大 fì::!i!1J
회]只能“治予

A" 。此뼈“治人”날“治子A" 之分， 월]源子狂승分工的需要。 굶子白

“然째治天下

A 之事，有小 A 之事。且-人之身，而百工之所겨짧，如必
自처而 E 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日，或참心，或芳力，참心홈治
A ，쯤力홈

狼可햄且켜되?有大

7) 져뻐뺏， <ìti 홈끊 j효 ，며$휴局，
2013 年，第 120m 。
8) ?援， <fi 승햇 t\]ìt> ，李If'ìlRf ￥，
商종印연엽，2011 年，第22m 。
9l 物伯때， <굶子뽑注}
，며￥연局，2010 年，第35m 。
1이 物f8.젖，<굶子뽑主)
，中$휴局，2010 年，第142핏。
11) 物伯帳 〈굶子휩主)
，<Þ$ 휴局，2010 年，第잉8 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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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子 Á; 治子 A 食 Á ，治 A 좁食子人， 天下之遇

X 也。 "12)在굶子看末， 天下 Z 事
不찌有 t(.親之뿜力 Z 事， 更有治 A 之大 A 之事， 如果 f 터'1* 西都要뚫自己制造出宋

ι

的活， 那 天下 ZÁ 將彼子흉命。 월今世界更是通 j효
友展的， 各固也同햄存在앙종

f5和참해좁之分，

nz 的分 I 合 f'F才得以存찢和

且不끊其究政或뿌究政固家。

3. 훌핸되相핸
近 l돼縣固新 연、統朴樓惠t 台之탑， 有意推 î;Î]s율任內댐옮11的政 f;t.改홈。 뻐今的염、
J

統制因一 A 狼拖大뼈樹룹責겨“帝王式연統制”。 其핏， 靜固 f7j代王朝特別是近代李
~朝解，훌以宋都是朝재大子王찌。

二밟옆束팀， 在美 1þ:jq;管之下建立的靜固

政府頁接將 염統制照搬 i 立宋，J죄at"* ↑
t 날캘的콧行찢 .91.其不符固情， 凡 iX 쏠Ìït修
J

究得以 2니正。責任內댐制的修究何

at염 î;Î]~
려且不ìQ;，但其究政 ?JI:~흉되↑좋統政{本相

횟合的超努최]直得혐뺑和富有 iãit意 X 。
中固 JJî史自奏?又以未才形成統-的中央政府， 奏以前的中 E힘，只可없是-뼈封
建的統→。 拿1커史大超努末看， 可없中固 Á- 向意 .91. ，皇室和政府

mi찢分규的，

而且也觸돗依照此原 !i!1J 而演않。 皇帝是 E힘家的堆-쨌抽， 而똥 ~ff-~
껏板!i!1J 不在皇室
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固家的元首，象따此圖家之統-宰相是
政府的쨌抽， ff.t政治上一切 ::k~ff-的옮任。 皇板和相쨌之겠 j 分， i츠常是中 E 휩政治史
上的大願팀。-般 ÁiÀ 겨中固 M.奏 i)(以未， 都是封建엇治， 或 i見是皇帝융制， 那
是和 1켜史事핏不相符合的。
총制。量然明淸之빠，

13) 事롯上，

奏파以宋， 皇뼈和相뼈→頁交替힘 l 衝互켜

켜좋制集쨌之需皮除宰相，皇帝一

A 뾰핸大板，但其향展

至中期又分別끊 l칙|휩和쩔까
l:flt等fJl 해， 初力皇帝 Y 종틈켠훨" 탐未 i쫓漸承抱要종甚
或재{뺏朝野 (如겨퍼朝的랬居正)

0

W ，
'l.lì.f7j
史， 皇쨌井뿌-훌是좋制狼쨌，

at候째依顆手宰相或內|챔솟빠操끼}。如其中一재狼大，
百皮待잊的特珠 at 期멸。 其政쨌量具有혔屬子某家天下的
行之模式和成敗得失不可不細察，

12)
13)

!i!1J 大都友生在몽 Lt날或규固
Ilftt1ZJ홈性， 但其具 f本i흐

可겨以史겨잃、 古力今用。

物伯뼈， (굶子끊注)，中1(;연局，2010 年，第93 펴
技행， (中固l7i代政治得失) ，三없휴店，2005 年，第 1줌3m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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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1~!힘없治文 1t 中 e<J홈 iI1Lz!i

4. 田훨制度
井田制是古代삼승的一項土地옮

IJ 度。

封建 at代， “普天之下， 莫뿌王土， 率土之
져~at，道路和펄道찌橫交짧，

演， 莫뿌王닮”， 土地처封建貴族所용有。

把土地分

隔成方快， 形 ttj홍“井”字，
故林“井田”。굶子日 :“方里而井， 井九百힘， 其中켜
상田。 J~家皆私百힘， 同츄상田 ;상事뿌， 然J 즙敢治私事， 所以別野 A 也。 "14}也
就是없， 每-方里的土地꺼-↑井田，

每-井田有九百힘，

田， 其숫 A 百힘分給 A 家作私有田， 由 J~家共同宋햄빼公有田。

필며-百힘是상有
至千井田制的宗

'X.，依照굶子的解釋元뿌是“{그政”和“츄君子”。如겨똥行仁政必須{후察“民 Z 켜道”

~P“有↑를록者有↑를心，
7ël를F 者 7ë↑륨心。힘 7ë↑를心，m111
￥t~1多，元不켜 E 。及階乎
罪， 然탐 1Á而퓨IJ之， 是問民也”。 15) 井田制묵外-↑妙用在子“휴君子”，
人， 莫츄君子”。 也就是없， 按照굶子的

1'1승分工的思想，

耶“元野

j홍戰固 -t￥小的상固，

也得有官更和芳 î;:I]Á民，而 i융置井田 Z 法才能有效解決츄活官更的|可題。

奏1~以宋， J7j~
조北鍵的均田制乃至庸朝的뼈脫制，
~월훨封建fi승的土없 R 解，
田麻制度也 i쫓漸챔去“상有”色彩。握f~種先生 1的分析， ~져脫制삐升j용7 此팀自由 2죠
?휴之先河。~져脫制始千庸德宗建中元年， 因其-年分夏秋西次收脫，

故材;閒脫。

“政府不再授田， 民|、머自由薦井，
所以而視制-行， 便把中固古代{좋엇的井田、 王
田 均田、 租庸洞， )츠-貴的平均地채、
i

ø:受田由的做法打破。

~t￥一解放， 흠

到淸代， 都是容 t누田힘的自由핏쫓， 自由薰井。 "16)依照됐種先生的分析，

~젠視制

的￥~qt&意X 在子知 i只分子的“身{分狼立”和며固文化的{좋承延헛。~P“若使며庸 U 팀
的*土승，果仍따行按丁授田的制度，

那將 i훌使知 ìR分子不得不游홉양村，

IjlIJ此下

F 重팀果， 如中固
i 果視名팀緊多 t( 民 :fl!J'E!ìJi:

的中固文化也승急 j盧훨形。 "17)但是， 也不可忽꽤때챈制造成的
各地 2죠?유友展흘珠、自由돗훗之下士地薦井日益盛行、
重等等。
土地田眼制度
14)

fF)g~죠빼制度， 옷涉-~되政{本的根本。按照되克思的 'lßA(，“설뻐

秘伯뺏， (굶子끊i효 ，中i츄휴局，
2010 年，第 89m 。

15) 物伯뺑， (굶子휩主:>，'ÞiF 휴局，2010 年，第89 며。
16) 技f용 〈中固꺼代政治得失) ，三햄핀店， 2005 年 第 56 며。
17) 뚫행， <中固/jjff，;政治得失)
，三없휩店， 2αE 年 第 59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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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뻐決定 H 콩建統”。꿇凡政治、 ti 승

1

文化等 i협多要종都딛 Jltt
田@田갖縣。
或是井

田的“公有”때或西根的“私有”，
Ei 取問者的

it1* ，更要細察可能룡致的 :fll面팀果。

究政之要在子持守“中道"， ~~“해其而端，
用其中子民”。

f좋統政治文化中的究政因素，
史和밟察、

m후和考 ìJt等制度，

쩔不限予上 j 초凡J]jj 。此外， t휩如分封딛都용、 홈P
都可細細 f本察其究政

上， 如何配置쨌力資源， 不至子其파分集中或旁落，

m理。 如中央和地方夫系

都是頂得深究的。 此 at ，只

能期待웠有 Ì'Jl
승륨춰*λ 짧里和뼈힘友。

三.今A 不파古떼月 (代않
i흠)
뚫 f청先生뽑쯤指出， “政治制흩，必然得멈根自生。~써혔有些可以，MJ획外移宋，

-tlL必然先듀其本 E회{좋統，
有-짧願合購通， 才能흉'*향生相펌的作用。 否 i)!1J7ë生
命的政治， 7ë 配合的制度， 決然 7ë 法 1* 成。 "18) 곽克思也明뼈申明
“A1ì1 自己 ÊIJ
造自己的 1퍼史， 但是他 11'1井不是隨心所欲地며造， 井不是在他 11'1自己造定的총件
下創造， 而是在훌接뺨 JjIJ的、 ~f
定的、 .M.i:t去承織下宋的奈件下며造。 "19)減했斯
흠 1 理월細心 1本승、切R훌 E 흉優。一固的文化法治建 i융，固然是 1켜史{좋統之下的i흘
-步自然延뼈和쩌영쫓承織， 뻗不可能是外未文化“援혐助

1*"式的生搬硬套。

떼今被

f!J;)'J5t; 政典현的美圖究옮 1]' 細좁其要 'X. ，也元非是 X;j'1종엇先{꺼
j 的 j 흩一步團繹， ì#
究的是“法律的것삐”而非忽意“創制”。如 f용林美固有史以宋最 i휩大法官之一的 f 多
{左在自己的좋著中表明

“最基本的ti 승利益之-就是法律

m핍統-井且 7ë偏私。

在法院的活해中， 一定不能有偏 IJ!.或偏好-定不能有융뻐任性或同歐不定。

m

此， 在'~里主要 필是遺個先例。 "20) 띔然， 11'껴法衛찌핏主

因

X 的主要代表 A 物，

f 多f左最겨용注的是法律的떠 i울，!!~“我
E'J조漸漸僅得 .司法 i立程的最高境界井不
18) 됐種， (q，
OOJ)j 代政治得失) ，三햄휴店，2006年，第1핏。
19) 곽克思， {路易 波拿巴的훌月十 J\B> ， (픽克思恩格斯많集) (第-흉)
，Á 民出版표， 1뼈
年第 2 版，第않 5Jñ 。
20) -F 多 ttc， (司훌j立程的 1趙)，줬:力i￥，홈용印귀염，
2αm 年，第69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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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ftjI~;~
文化中的줌 iIÏ，
z!1I

是 ~JJl!法律， 而是젠1造法律”。21) 但是， 不能漢꽤

T 多{땐iJH보的“法律的創造”是뿜、

固建立在“法律的향떠 "i효-~'*的껴史或{좋統基石之
t的 !
핍今￥界， 大家都陽淡法治， 但 A 何 5lt훨手회l莫홍-是。 更多的 jti)j 向是， “西方
的月흉圓" 故照搬~~可。有些人째뿔持“本土主)("的立쩍，大淡特淡“固情 i상”。
照此未看， 大家都忙子要

ιi

상i正本土的“特珠 E휩情" 要 ιiJi:ili 子西方的“普世

1ft

f홉”。但是， I‘며題的풋健在子，元ìi':是多 ι 巧妙的 i뽕輯i 상i正都是m 上淡兵， 都 i 투홈
了l켜史友展的“頁핏 i뽕輯”。正如픽克멈 Rfi見，“批判的武器띈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
判”잉)ì없然)용輯的 1五史찢떠替代不 1m史本身的 j쩔輯。-園的法治建 ì9:，;청떠
要取決千自己 1켜史演 i얄的“향쩨”。
끊有友 !Jl!，淡不上任何“@뼈1)" 。 因此*下首要
0

l可題是， 如何友째{종統，搬而켜究政建 ì9:提供端{兒和랬索，才是何題之훗鍵和核
'L、。
行文至此， 突然想起李白的-首 i훈，“今A 不꼬古따月 ，今月뽑설照古 A 。古 A
今 A 若流水， 共看明月皆如此”。 古 A 的音容笑銀{方佛近前， !Jl!BtiliH.:
뼈1步최]越용

i훌近。孔子有긍， “道不i혹 Á ， Á 之켜道而近 Á ，不可以껴道。<끊 >2: ‘f*;阿 f*;
阿， 其삐不파’。:tJ\ 阿以 1:\(:阿， 脫而꽤 Z，抗以겨 i륙。"경)法治之道就在近前，何苦
i파道求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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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itutional

Dimension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Lim，
Jong-Ho

Yantai University Law school. Associate professor

Chinese Modern legal systems began its proces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many unequal treat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Qing government. in
order to restore the sovereignty and debar the consular jurisdietion. had to
introduce the western legal system. And the present thirty years of legal
construetion is all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However.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the legal system of a country must be based on its autonomy. and is
inseparable from its tradition and history. as 3avigny said: "All the law
means a legal history." 30. what can we draw and cite with reference to
the existence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lf the modern constitutions can
be simply summarized as the basic connotation ideas of governance. 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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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lii
앉治又 it 中的홈政 2m
rights ideology，the separation balance of powers and economic welfare，then
the corresponding constitutional elements in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can be referred as the Golden mean ，thought of taking people as purpose，
the separation of emperor and premier powers and the “
nine squares"
land-tax system ，and so on
Key words : Autonomy，Discoveryof the law，Golden mean Public，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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