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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探契約中的國家與社會： 

《明月清風：明清時代的人、契約與 

國家》評介∗

 

史志強** 

王帥一，《明月清風：明清時代的人、契約與國家》，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2021年1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正式開始實施，中國

大陸地區終於迎來了暌違已久的民法典。中國的民法及民法學均非源自

本土，而是晚清以來繼受西方的產物，其間受到德國、日本和前蘇聯等

各路法學思潮的影響。撫今追昔，對於法史學界來說，古代中國是否存

在民法？傳統社會的民事秩序如何？早已成為眾說紛紜、爭論已久的經

典命題。契約行為與契約關係是民事法律中的重要內容，中國社會科學

院法學研究所王帥一副研究員的《明月清風：明清時代的人、契約與國

家》從傳統社會契約與人的關係切入，討論人們如何訂立契約、影響契約

的各種因素及其中折射出的法律意識。作者坦言該書的寫作也受到傳統

社會是否存在民法論爭的影響，但他沒有直接面對這一難題，而是試圖

拋棄西方法學框架，立足於傳統社會的法律實踐對這一問題給出自己的

回答。本文擬先介紹該書的具體內容，然後結合有關明清契約的已有研

究加以評論，進而明確本書的貢獻與價值，最後就幾個問題與作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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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於書名中「明月清風」四字，筆者曾就教作者，他表示明與清是

暗合研究的時代，契約像月和風一樣是傳統中國人們日常生活中最普通

常見又不可缺少的東西。本書副標題則強調這一研究的重點並不在契約

本身，毋寧說作者更著眼於契約背後的社會關係、相關群體的觀念與意

識，而這些社會關係實際上也反過來影響了契約的內容，使得清代的契

約行為呈現出更加複雜多元的面相。本書所研究的明清時期，歷時近六

百年，從徵引史料以及論證過程來看，作者似乎更加強調傳統社會的相

對穩定，對歷時性的變化歲注較少。儘管書名沒有明言，但本書實際上

是以徽州和東南地區的契約文書為主要研究對象。1全書除引論、餘論

外，主體部分包括五章，分別介紹如下： 

第一章主要探討個人對於家庭和家族共同財產的設立、支配與處分

方式。作者用「共財」表示家庭或者家族成員之間的共有財產，無論是

分家之前的家庭財產亦或是家族中的祭產，都屬於「共財」，「其所有與

處分的原則應是相同的」（頁 25）。圍繞共同財產的設立和管理的問題，

作者以宗族中的祭產為中心，利用族譜進行了分析；而對於共同財產的

處分，則是結合方志、契約、族譜等文獻，分析個人對於家產（分家析

產前的家庭財產）以及祭產的支配和處理。作者指出儘管家族對於個人

處分「共財」有所限制，但實際上也存在不少個人私自處分共同財產的

情況，這種權利的限制與突破之間的張力，也反映了商品經濟發展下家

庭（族）形態受到的衝擊。 

第二章探討契約相關各方的具體關係對契約的影響。明清時期不僅

存在不同的社會階層，還有良賤之分，這些社會身分與契約關係交織而

成當時的民事秩序圖景。「明清時期的契約的多樣性其實根源於締約各方

具體關係的複雜性」（頁 95），較之當下契約雙方平等民事主體的關係，

作者以豐富的契約文書指出明清時期經濟或社會地位處於優勢的一方，

                                                        
1 本書脫胎於作者的博士論文：〈明清時代的契約行為研究──以江南、華南的土

地契約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論文，2011）。 



重探契約中的國家與社會：《明月清風：明清時代的人、契約與國家》評介 407 

在契約締結的過程中同樣處於優勢地位，並且這種權力關係也體現於契

約的内容之中。另一方面，部分佃戶則通過開墾等方式，將普通的租佃

關係變為一田兩主制，獲得了土地的田面權，進而對土地擁有一定的自

主支配權，形成更為複雜的地權結構。 

第三章著眼於契約締結的媒介──中人。契約的成立過程反映了締

約雙方的社會關係，契約的維繫同樣依賴於社會網絡。傳統社會的民事

秩序之中，國家扮演的角色相對消極，人際關係與道德倫理發揮了主要

作用。作者詳細論述了「中人」在民間糾紛解決機制所發揮的具體作用。

在明清時期的熟人社會中，中人不僅在信息交換、說合交易等方面扮演

著重要角色，有時也起到信用擔保、調解糾紛的作用。 

而正是因為契約誕生於人際關係的「權力文化網路」之中，所以州

縣官在處理相關糾紛時，也沒有將之視為單純的法律問題，清律中有關

民事的內容較少，州縣官對於民事審判是結合「情、理、法」、就具體情

況進行個案考量。第四章就是考察州縣官如何處理契約相關的糾紛和訴

訟。契約作為審理斷案的重要依據，地方官會在辨別真偽的基礎上斟酌

具體情況做出判決，其效力不可一概而論。地方官「往往將兩造作為一

個整體來考慮，希望在所有涉案人中尋找均衡點，能夠找到讓大家滿意

的處理方案是最成功的結局」（頁 139）。 

儘管國家對於民事秩序採取相對放任的態度，但是仍然通過對土地

交易徵收契稅以及要求土地「過割」的方式，保持著一定程度的控制與

干涉。第五章指出明清時代政府通過「稅契」的方式，實現掌握土地流

轉、保障賦稅的目的，正因如此，政府對並不讓渡所有權的典契交易免

其納稅。政府在利用契約習慣的同時，也注重保護契約交易，例如契尾

中的種種規定，都是在約束州縣官不得擅自干涉契約行為。 

二 

中國的契約文書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傅衣凌先生的工

作。他在福建永安一處無主破屋中發現了一箱明代至民國的土地契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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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隨後利用這批寶貴的史料開展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成果豐碩。2

傅先生的弟子楊國楨教授所著《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更成為契約研

究的經典著作，他以土地契約為中心探討明清時代地權體系和租佃關係

的發展與變動，注重在歷史脈絡下理解中國的所有權和財產概念。3而在

福建以外，來自敦煌、臺灣、徽州、自貢、清水江、石倉等地的大量契

約文書相繼進入學界的視野，4新史料的發現帶動了一批研究熱潮，所謂

「敦煌學」、「徽學」、「清水江學」等區域性的專門學問也興盛起來。這

些以契約文書為基礎的研究熱潮中，關注的焦點已經不再局限於土地交

易等社會經濟史的視角，還拓展到國家權力的擴張和滲透、移民與土著

的衝突和融合、族群和認同等方面。 

而法律史領域則更多關注以契約為中心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過

程。明清時期商品經濟較為發達，土地交易活躍，隨之而來的民事糾紛

亦復不少，其中相當一部分告到州縣，契約相關糾紛占當時戶婚田土案

件的很大比例。這樣，民間自發形成的以契約為中心的財產秩序便與國

家權力交織在一起，其關係是否可以類比於西方近代的財產法秩序？就

成為法律史學界的熱點話題。西方學界多認為中國傳統社會通過契約的

方式建立了財產權利，進而促進了資本積累與小規模企業的發展。5在傳

統中國民事司法中，民事交易習慣作為一種習慣法，成為審判的法源之

一，民事司法也是依法審判、保護財產權利的過程。在這部分學者看來，

契約所承載的權利義務關係從民間到政府一以貫之，並受到習慣法及司

法權力保障。而日本學者則反對運用西方式的權利和法等概念来解讀清

代的民事司法。在日本學者看來，從司法審判到民間秩序再到人們的觀

                                                        
2 參見傅衣淩，〈傅衣淩自傳〉，收於北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編輯部、吉林省圖

書館學會會刊編輯部編，《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 4 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

社，1983），頁 279-285（見頁 282-283）。 

3 楊國楨，《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硏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4 參見涂豐恩，〈臺灣契約文書的蒐集與分類（1898~2008）〉，《臺灣文獻》63

（臺北，2012），頁 245-302；吳佩林、李增增，〈六十年來的明清契約文書整理

與研究──明清地方文書檔案遺存述略〉，收於吳佩林、蔡東洲主編，《地方檔

案與文獻研究》第 2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 56-78。 

5 例如西方對於中國古代契約研究的經典著作：Madeleine Zelin, Jonathan K. Ocko, 

and Robert Gardella, eds., Contract and Proper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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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中，都不存在一套具有確定性的並得到廣泛遵守的形式化的規則。他

們主張清代司法是一個依據「情、理、法」進行具體分析、作出個案式

判斷的過程，不存在作為統一審判依據的法源，司法過程近似於調解，

滋賀秀三將之比喻為「教諭式調停」。日本學者希望更進一步從當時人們

的思想觀念和內心世界來理解其時的法律意識，他們指出明清時期可能

並不存在界限分明的權利意識與權利歸屬，也沒有與之配套的民事法律

規範，「當時民間的日常秩序本身經常並不是以力圖使民事法理得到絕對

貫徹這種方式進行運作的」6，因此很難通過以訴訟實現權利的框架來理

解清代的民事訴訟。明清時期的人們去告狀，可能並不認為是要維護自

己的權利，而是認為自己受到冤抑需要伸張，毋寧說是一個彼此不斷協

商、爭議中取得和諧的過程。所以寺田浩明提出與其說是契約通過審判

實現，不如說是基於此前的各種因素，雙方達成了新的合意。7這樣一來，

民間的契約秩序和民事審判也構成了一幅連續的圖景。 

本書的第四章也涉及地方官如何處理土地契約的糾紛，作者顯然更

加服膺日本學者所主張的「調解說」，並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以具體詳

實的案例描繪出地方官如何判斷契約的真偽，如何認定契約的效力，

這種判斷過程並未糾結於契約本身，處理糾紛最終目的是「雙方滿意不

再爭執」（頁 135）。儘管作者多次強調傳統社會的私法自治，然而本書

的論述依然可以看出作者筆下國家與社會的圖景，也不是全然對立、截

然分明的，而是在不斷互動中交織而成傳統社會的民事秩序。作者所描

繪的國家只在乎稅收而對民間的契約秩序保持謙抑的態度，這其實也是

行政成本有限情況之下的無奈之舉。耶魯大學韓森（Valerie Hansen）教

授曾有專書討論中古時期中國的契約，8其中就有相當篇幅介紹了中古時

期官方對於民間交易政策的轉變：從不干涉民間交易，發展到後來開始

針對民間交易收取契稅。之所以發生這一轉變，除了把握土地流轉的秩

                                                        
6 寺田浩明著，范愉譯，〈關於清代民事法〉，收於陳平原、王守常、汪暉主編，

《學人》第 15輯（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0），頁 19。 

7 寺田浩明，〈明清法秩序における「約」の性格〉，收於溝口雄三、浜下武志、

平石直昭、宮嶋博史編，《アジアから考える[4]社会と国家》（東京，東京大学

出版会，1994），頁 69-130。 

8 Valerie Hansen, Negotiating Daily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a: How Ordinary People 

Used Contracts, 600-14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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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增加稅收之外，韓森也利用宋代的判例指出，地方官處理契約有關

糾紛時，也會推翻他們認為不恰當、有違道德倫理的交易，這也可以說

明司法過程對於契約糾紛的處理也發揮了推行官方教化的作用。9 

本書的另一重點是強調在社會關係網路中理解契約所構建的民事秩

序。在西方法律史之中，契約秩序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各類契約的形

式、要件和效力等，逐漸進入法律規制的範圍，同時締約雙方也都是平

等的民事主體，無論他們的階級、身分如何懸殊，在特定的契約關係之

中並無差別。而古代中國的法律主要是以刑事為主，在契約方面的内容

付之闕如。那麼在缺乏民事法律的社會中，契約秩序又是如何維繫發展

的呢？此前埃里克森（Robert C. Ellickson）通過對加州農牧業的研究，

指出在一個熟人社會中，為了長久維持社區內部的關係，人們往往不會

訴諸法律，而是有一套自己的糾紛解決機制。10古代中國社會中大部分

的糾紛也都在民間解決，例如熊遠報對清初士人詹元相日記記載的糾紛

解決情況進行過統計，六年裡發生的 47件糾紛中，只有 8件告到官府，

其餘 39件均在民間自主解決。11如本書第二章所述，與西方社會不同，

這樣的民間自生秩序受到契約雙方具體社會關係的影響而呈現出多樣性

與異質性。社會網絡與日益發達的商品經濟加劇了契約行為的複雜化，

最終被類型化為各種各樣的契式。本書中業已論及，近年來不少實證研

究也都說明人際關係網絡對於交易形式、信用機制的影響。12在這樣一

個糾紛自我解決的社會之中，契約在司法中並未獲得真正的法律效力，

對於契約的效力發揮保障作用的，正是熟人社會的人際關係。契約內容

的實現有賴於四鄰、來歷和老契，這些人事物本身就是社會化的產物。

這其中，如本書第四章所述，糾紛的自主解決過程裡，中人自然發揮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清人有云「民間買賣田地房屋，首重代筆、中人，繼

                                                        
9 Hansen, Negotiating Daily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a, chap. 4. 

10 Robert C. Ellickson, Order Without Law: How Neighbors Settle Disputes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55-56. 

11 熊遠報，《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究──境界．集団．ネットワークと社會秩序

──》（東京，汲古書院，2003）第 3章。 

12 例如趙思淵，〈19世紀徽州鄉村的土地市場、信用機制與關係網絡〉，《近代史

研究》2015：4（北京），頁 82-97；Taisu Zhang, The Laws and Economics of 

Confucianism: Kinship and Property in Preindustrial China and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cha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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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紅契。」實際上很多中人都是交易雙方的族人或者友鄰，這樣無疑更

有利於在糾紛解決中說服兩造，定分止爭。契約關係誕生於社會網絡之

中，也只有從社會網絡中才能理解支持契約關係的觀念和秩序。近年來

民間文書整理工作一改過去按照交易類型進行分類的整理原則，開始提

倡以「歸戶」原則進行整理，也就是將出自同一主體的文書整理到一起。

這樣無疑更有利於我們了解相關文書的內在脈絡，並進一步追溯和擴展

其中的交易關係。 

從以上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在研究方法上，本書作者沒有僵化地套

用法學概念展開分析，而是強調以當時人的視角、概念來理解明清時期

的契約秩序。中國法制史的研究者主要來自法學界和史學界，由於教育

背景、知識結構以及學術取向的不同，呈現出法學化和史學化的兩種傾

向。法學界出身的學者往往具有較強的現實關懷，希望與部門法的研究

者對話，所以經常利用西方法學的知識體系來認識、分析中國傳統的法

律現象，以期獲得能夠連接並關照當代法律的經驗與啟示。13例如圍繞

傳統中國是否存在民法，有學者關注規範層面，從清代的律例典章中將

民事相關的內容抽離出來，將之概括為民法。也有學者由司法審判入手，

探討是否存在作為法源的習慣法。然而這兩種進路實際上都面臨著如何

理解民法、習慣法概念的難題，一方面是如果援用西方法律史對於民法、

習慣法的定義，則有落入法律東方主義窠臼之嫌，若採用較為寬泛自由

的概念，則又會導致概念的泛化，法律與規範之間的界限變得極為模糊。

這方面宋格文（Hugh T. Scogin, Jr.）與鞏濤（Jerome Bourgon）都有深入

的分析，不再贅述。14而近幾十年來，越來越多歷史學者進入法律史領

域，他們強調發掘及利用司法檔案等一手資料，試圖跳出國家法的視角，

自下而上地關注法律的實踐情況，但是這樣的研究又難免過於碎片化，

                                                        
13 參見胡永恆，〈法律史研究的方向：法學化還是史學化〉，《歷史研究》2013：1

（北京），頁 178-189。 

14 Hugh T. Scogin, Jr., “Civil ‘Law’ in Traditional China: History and Theory,” in 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ed. Kathryn Bernhardt and Philip C. C. Huang 

(Stanford, C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3-41; Jerome Bourgon, “Uncivil 

Dialogue: Law and Custom did not Merge into Civil Law under the Qing,” Late 

Imperial China 23, no. 1 (June 2002): 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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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見樹木不見森林。15 

作者學習法律出身，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後，又在北京

清華大學法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現供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

究所。可以說是典型的法學出身的法律史學者，但在他看來，糾結於是

否存在民法這一問題，實際上是陷入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迷思，以西方概

念之尺來衡量傳統中國社會，無異於緣木求魚，所以作者開篇就聲明本

書立意並不在此（頁 1-2）。如同德國歷史法學派所言，一個民族的法律

是其過往歷史和精神的產物。如果以西方標準來衡量，自然中國就是一

個契約意識匱乏的社會。宋格文曾指出，如果我們能超越概念的層面而

去關注傳統中國社會中的私人交易行為，那麼就會認識到其中的豐富性

與多樣性，而這也將豐富我們對於所謂「契約法」的理解。16本書的研

究沒有延續以往法學界的法律史研究所常見的進路，不是利用西方法學

概念去分析契約的格式、要件、成立和效力，而是試圖拋棄現代的民法

框架，將中國的契約體系視為自成一格的知識系統，探討明清時代的人

們如何面對、認知和操作契約。作者始終懷有比較的意識，這種比較又

非東方主義式的比較，而是立足於明清時期的法律實踐，試圖從中把握

中國傳統社會獨特的發展脈絡與邏輯。 

三 

筆者對於本書第一章關於家族秩序的探討稍有疑慮，在此略陳管

見。首先，文中採用「共財」來指代所有的共同財產，這種說法難免致

使讀者產生誤解。作者指出分家析產後，「新的家庭之間除了各自獨立的

『家產』之外，還享有某種共同的財產（即『族產』，其中最典型的如祀

產）」，因此所謂的「共財」，既包括分家之前的家產、房產，也包括這種

祀產（頁 18 註 1）。作者在第一章對家庭和家族並未進行嚴格的區分，

同時將「共財」理解為共同財產，這種共同財產不僅是家庭的，也可以

                                                        
15 參見徐忠明，〈關於中國法律史研究的幾點省思〉，《現代法學》23：1（重慶，

2001），頁 3-12。 

16 Scogin, “Civil ‘Law’ in Traditional China,” 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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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家族的共同財產。其實「同居共財」作為一個廣泛被接受的特定概念，

其中「共財」二字並非指共同財產，而是對於「家」的獨特性質的一種

概括。按照滋賀秀三的意見，同居共財即為家，這樣的家不一定是父母

和未婚子女的核心家庭，也包括同居共財而沒有分家的家族（比如世代

同居的大家族或者兄弟同居的家）。這裡的同居並非是朝夕相處的生活在

一起，即使外出打工，只要沒有分家，便仍然算是同居共財。因此共財

實際上是理解家的關鍵。17而共財指的是收入共用（每個家庭成員的收

入都作為家庭的收入而不是個人收入）、支出共擔（個人支出都是從家

庭財產中支出）、財產共有（除了嫁妝等沒有個人財產，全部財產都是

家庭財產）。因此儘管作者對「共財」重新進行了界定，但是仍不免讓人

產生誤解，不妨使用其他的名詞指代。 

其次是關於家父長對於共同財產的支配權。作者提到日本學者滋賀

秀三認為「父親的處分行為不需要得到兒子的同意」，「除非與法律或習

慣相悖，中國家長對於家產擁有絕對的處分權」（頁 19）。由於中日兩國

法律史學者在視角、史料以及關注重點上的不同，彼此之間難免有所誤

解。在中國大陸有關中國古代家產分割繼承的大量研究中，存在對於滋

賀秀三主張一定程度的誤解。筆者這裡就 20世紀以降日本學者的相關論

點，略加介紹。 

20世紀初，在後藤新平的推動下，當時的臺灣總督府曾經組織習慣

調查，並將結果彙編為《臺灣私法》一書。這本書指出家長在世時具有

家產完整的擁有權，可以自由處分家產。18這是日本學界對於中國家產

繼承制度的早期論述，當然這一結論也不局限於臺灣，日本後續對於中

國其他地方的習慣調查也能看到類似的結論。之後日本著名法制史學者

中田薫發表了〈唐宋時代の家族共産制〉一文。19中田的研究以成文法

                                                        
17 關於區分家庭、家族和宗族的標準，總體來說不外乎依據服制或者是否同居共財

來判斷，但正如羅彤華所指出，同居共財是「區別家庭與家族、宗族最顯然的標

誌」。參見羅彤華，《同居共財──唐代家庭研究》（臺北，政大出版社，2015），

頁 2。 

18 臨時臺灣舊慣調査會編，《臨時臺灣舊慣調査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

法》第 2卷下（臺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査會，1911），頁 550。 

19 中田薫，〈唐宋時代の家族共産制〉，《国家学会雑誌》40：7、8（東京，1926），

頁 995-1027、1166-1196；後收於中田薰，《法制史論集》卷 3（東京，岩波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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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心，詳細探討了共產關係的法律構造，中田指出家庭財產是家庭成

員的共有財產而非家長的私產，家長教令權的存在使得其對家庭財產擁

有絕對的支配權。後來仁井田陞繼承發展了中田的觀點，他也比較強調

家父長的教令權，認為家長對於家庭財產擁有完整的支配權。儘管《臺

灣私法》和中田、仁井田在家產的所有權歸屬上存在分歧，但是都一致

認為家長擁有對於家產的支配權。而戰後日本中國法制史研究的代表人

物滋賀秀三則利用和仁井田幾乎相同的材料，得出了不同的結論。滋賀

秀三在其名著《中国家族法の原理》中，首先是將視角從單純的法律條

文分析轉變為關注時人的法律意識。滋賀秀三敏銳的看到家產是全體成

員的勞動結果並用於全體成員生活，從經濟上來說是家庭的財產，然而

從法律上所有權的歸屬而言，則家產是家長的財產。更重要的是滋賀從

繼承權的剝奪、均分制以及遺囑等多方面，論證了家長對於家產的處理，

要受到兒子繼承期待權的限制。20由此我們看到在日本學者對於中國家

族財產制度研究的脈絡中，滋賀秀三恰恰比較強調家長對於家產的處置

受到限制。 

總的來說，本書是近年來契約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對於關注明清

時期法律史、經濟史乃至社會史等方面的研究者來說，是一本值得一讀

的好書。筆者也認為本書還有一些值得進一步深挖擴展的方向。舉例來

說，土地是傳統社會主要的生產資料，明清時期的契約研究也主要圍繞

以土地為標的物之各種交易形式的契約而展開。其實中國古代的契約包

羅萬象，還有典妻賣妻等涉及人身關係的文書、21陰間的買地券、22合

夥經營的憑據等，23在不同的交易情境之中，契約與人的關係如何，人

際網絡如何影響契約的成立與效力，都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課題。另一

                                                                                                                                 
1943），頁 1295-1360。 

20 參見滋賀秀三，《中国家族法の原理》（東京，創文社，1967）第 2章第 1 節。

值得一提的是滋賀的研究重在法律意識，並且在他看來這種法律意識是長時間保

持穩定的，而歷史學界一些實證研究說明實際情況可能更為複雜。例如在羅彤華

對於唐代同居共財的專門研究中，她就指出法律實踐中存在家長不受限制支配財

產等情況。參見羅彤華，《同居共財》，頁 191-228。 

21 郭松義、定宜莊，《清代民間婚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2 Hansen, Negotiating Daily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a. 

23 Madeleine Zelin, The Merchants of Zigong: Industrial Entrepreneurship in Early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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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各地新發現的契約文書層出不窮，基於這些契約文書的區域社會

史研究已經蔚然成風。各地的契約實踐實際上也不盡相同，例如筆者對

東北地區旗地的研究就發現當地的田面權並不發達。如果能夠利用各地

契約開展跨地域的比較研究，從中探討不同地區契約習慣的差異、司法

實踐對於契約的不同態度，展現清代契約行為的多元性，將極大的豐富

我們對於傳統社會契約意識的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