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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2013年8月報告人得到科技部補助三年「民法親屬編修改後的實務運
作研究」之計畫後，開始展開對於台灣民法親屬編在歷經多次修法
（從1996開始到2012年共歷經10多次，最近一次修法在2015年1月
）之後，法規範的結構以及實務運作情形的研究與分析工作。

本成果報告主要說明本研究計畫過去三年的執行情形與研究成果。
主要分三年計畫進行之情形及計畫主持人每年發表論文或專書之成
果，加以說明。最後並說明本計畫之整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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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摘 要 ： After the reporter receipt of grants since August 2013 from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for three years, reporter had begun
the study about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family law
and theories.

The outcomes of the researches are mainly to explain the
situ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amily law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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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2013年8月報告人得到科技部補助三年「民法親屬編修改後的實務運作研究」之

計畫後，開始展開對於台灣民法親屬編在歷經多次修法（從1996開始到2012年共歷

經10多次，最近一次修法在2015年1月）之後，法規範的結構以及實務運作情形的研

究與分析工作。 

 

本成果報告主要說明本研究計畫過去三年的執行情形與研究成果。主要分三年

計畫進行之情形及計畫主持人每年發表論文或專書之成果，加以說明。最後並說明

本計畫之整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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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2013 年 8 月報告人得到科技部補助三年「民法親屬編修改後的實務運作研究」

之計畫後，開始展開對於台灣民法親屬編在歷經多次修法（從 1996 開始到 2012 年

共歷經 10 多次，最近一次修法在 2015 年 1 月）之後，法規範的結構以及實務運作

情形的研究與分析工作。本成果報告主要說明本研究計畫過去三年的執行情形與研

究成果。 

 

貳、 各年度計畫執行說明 

 

一、 第一年計畫執行與成果說明 

第一年執行研究計畫主要著重在民法親屬編修正後，在司法實務的運作與影響。

研究方法主要召集計畫助理侑儒與孟如兩位同學以及當時跟我一起進行博士後研究

的陳郁如博士、課程助理等以十年為期，搜尋過去十年台灣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

及最高法院，有關民法親屬編的重要判決並瞭解目前台灣身分法學者的研究成果。 

 

第一年研究主要運用民法親屬編例如結婚、離婚、婚姻無效、婚姻撤銷、婚生

子女、非婚生子女、養子女等關鍵字蒐集法院的判決並定期跟助理碰面，由助理們

說明他們找到的判決書數量與裁判內容。助理們最後找到的判決包括有關訂婚、婚

姻的解消（包括婚姻的無效、撤銷）、婚姻的效力（尤其是有關 夫妻財產制度）、離

婚（包括離婚的方式、離婚後夫妻剩餘財產的分配、夫妻離婚後對於共同未成年子

女的保護教養權利義務、贍養費等）判決，並逐漸取得對於臺灣民法親屬編在司法

實務運作的面貌。 

 

除了進行臺灣各地方法院判決進行瞭解與分析之外，第一年，研究計畫主持人

還透過分析比較日本民法親族編與中國大陸婚姻法等相關法規範進行比較研究。希

望瞭解 20 世紀以來，亞洲地區的日本、中國大陸跟婚姻、家庭相關法規的發展情形

並希望透過比較，瞭解其與台灣的差異。在 2013 年到 2014 年期間計畫主持人並前

往日本與中國大陸進行移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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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研究主要在日本大阪大學與九州大學進行移地研究，除了利用兩個大

學圖書館設備，瞭解日本目前跟婚姻與家庭有關的法律書籍的出版外，並透過拜訪

這兩個大學教授親屬法的學者了解日本大學當前親族法教學及相關法規範理論與實

務的發展。另外，對於實務交流也透過在福岡訪問處理女性家庭事務為主之訴訟的

律師事務所，瞭解親屬法在實務的運作情形。有關此次移地研究成果請參考第一年

出國報告書（附件一）。 

 

第一年研究成果： 

在計畫執行的第一年在臺灣的《月旦法學雜誌》第 233 期（2014 年）發表論文

一篇，題目為〈親屬法的理論與實務〉。 

 

二、 第二年計畫執行與成果說明 

 

本計畫在第二年除了持續蒐集臺灣各地方法院跟民法親屬編有關的判決並進行

分析之外，在計畫第二年開始著重於比較法的研究與分析。第二年研究重點放在日

本、美國與中國大陸親屬法或婚姻家庭法等在理論與實務的發展進行研究。 

 

第二年研究計畫進行時也透過曾經在臺灣交流的但淑華教授安排，前往北京中

華女子學院進行移地交流，並與在北京大學研究與教授婚姻法的馬憶南教授、中國

青年政治學院金晶教授等進行交流。此次移地研究成果請參考第二年出國報告書（附

件二）。 

 

在這一年中，計畫主持人透過兩位助理的協助，利用網路資訊系統，與侑儒助

理共同閱讀日本各級法院跟婚姻與家庭有關的判決法，希望瞭解日本親族法在法院

實務的運作情形。 

 

日本民法親族編在 1962 年、1976 年、1980 年及 1987 年都歷經修法，究竟修法

後的日本司法實務狀況為何？近年來臺灣的法學研究較為不足。為了能夠瞭解日本

的相關實務狀況，我跟侑儒助理，運用學校數位資料庫，以關鍵字尋找日本各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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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判決，主要著重再以關鍵字「親權」、「夫妻財產」、「訂婚」、「離婚」及「監護」

等尋找相關判決並進行閱讀與分析。除此之外，並利用日文跟親族法有關的期刊資

料庫以及教科書，進一步了解日本學界家族法研究及發展動態。有關日本裁判書的

收集則主要利用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所購置之 Lexis AS ONE及WestLaw Japan等資料

庫。 

 

在第二年的計畫執行過程中並跟孟如助理進行美國法有關婚姻與家庭相關法律

制度的瞭解。研究方法也同樣以政治大學圖書館所購置之美國法學資料庫，主要搜

尋跟婚姻、家庭法相關之法規、判決與相關文獻。這一年搜尋的目標主要以美國如

何處理類似臺灣民法親屬編規範之監護制度及兒童保護工作。在搜尋過程中遇到很

多困難，由於檔案數量過於龐大，因此難以找到跟臺灣民法親屬編相類似的判決。 

 

在經過本校法學院朱德芳老師的協助下，本計畫克服困難，開始運用國立政治

大學圖書館所購買之 Westlaw International、LexisNexis 等資料庫尋找美國法有關婚

姻、家庭、父母子女關係等範圍的判決。同樣的，當我們以臺灣民法親屬編規範的

關鍵字進行搜尋時，卻發現我們收集到的資料還是一樣龐雜而且無法分類。經過與

孟如助理的討論，我們認為我們在關鍵字搜尋的操作之所以遇到困難，可能受到美

國法律制度有關婚姻與家庭的規範跟臺灣民法的體系有相當的歧異，以及美國各州

關於婚姻、家庭、父母子女關係等的法規範體系與台灣不同所造成。 

 

在臺灣要瞭解婚姻與家庭關係的法規範與司法實務判決主要從民法親屬編著手，

以民法親屬編各章節的條文關鍵字搜尋資料，相對容易。但是，在美國的法律體系

中，婚姻與家庭的相關判決不僅被放在家庭法（Family Law），同時有可能也屬於 Elder 

Law、Trust、 Probate 等相關法規範。另外，美國是一個聯邦國家，親屬法相關法

規範由各州各自規範，想要瞭解美國法相關規定僅能以特定州法規為中心。 

 

在這個過程中，計畫主持人運用在第二年北京移地研究時，認識研究婚姻、家

庭法的王竹清教授所提供之有關美國成年監護制度的翻譯，並以該翻譯的資料尋找

美國法律中有關監護制度的相關資料，主要找到美國有關統一代理權法案的規範。

由此顯見，這一年北京移地研究的交流經驗，對本計畫研究團隊對於美國各州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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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法律制度有關婚姻家庭法規範的認識與瞭解有幫助。 

 

在第二年計畫中，最後計畫主持人決定選擇臺灣法學界熟悉的美國加州婚姻與

家庭法作為研究與觀察對象。透過孟如助理的協助，我們在上述國立政治大學圖書

館的 Westlaw International、LexisNexis 等資料庫找到加州跟婚姻、家庭法相關之實務

判決與期刊資資料並進一步搜尋美國加州法院的相關資料。很幸運的孟如助理找到

加州法院有關婚姻與家庭法規的網站。透過網站：http://www.courts.ca.gov/，我們

搜尋到加州法（Cailfornia Law）的各種法典(Code)；尤其是與本計畫相關的 Family 

Code 與 Probate Code。 

 

透過我們對於美國統一代理權法案的閱讀與以此關鍵字搜尋結果，研究計畫小

組注意到美國各州有關關於 Family Law 或是 Probate, Trusts 與 Estates 等領域的法律

都有很類似的法規範。美國加州法院對於婚姻與家庭事件的相關資訊非常豐富，呈

現出美國法院實務界對於人民的法律資訊需求的友善回應。相關資料可以在 Uniform 

Law Commission 網站查到：http://www.uniformlawcommission.com/。 

 

同樣在第二年，本研究計畫並利用政大法學院頂尖大學計畫資源請來北京大學

馬憶南教授在政治大學進行親屬法的學術交流，並邀請臺灣親屬法的學者進行座談。

馬憶南教授前來訪問交流期間特別針對 2011 年 7 月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中

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有關夫妻財產制的適用，在社會與實

務界的回應與意見做出詳細的說明。在馬教授的交流期間，計畫主持人與計畫助理

透過跟馬教授的交談更深入了解中國大陸目前婚姻與家庭法的現況。 

 

此外在計畫執行的第二年的尾聲，計畫主持人在本計畫經費補助下前往中國大

陸上海，參與由「中國法律與歷史國際學會」與「上海復旦大學法學院」共同舉辦

之「中國法律與歷史國際研討會」會議，並發表論文。論文題目為：〈法庭上的父母

子女關係—《大清律例》與 1930 年代在中國訂定的《民法親屬編》之比較〉。這是

結合計畫主持人在 2009 年-2012 年執行的清代法制研究計畫與本計畫之研究成果完

成的論文。該論文並經修改後，於 2016 年 5 月出版之《復旦大學法律評論）第三輯

發表。有關此次參與國際會議成果請參閱第二年參與國際會議報告（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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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年計畫執行與成果說明 

 

本年度之研究計畫除了延續第一年與第二年有關台灣民法親屬編的規定在法院

實務的運作工作之調查與研究外，並開始整理本計畫第一年與第二年之研究成果，

逐步書寫民法親屬編教科書。因此第三年計畫的重心在於書寫研究成果成為一本專

書。最後計畫主持人完成共有十五章結構的《民法親屬編──理論與實務》一書。

這本書在 2016 年 3 月完成出版。或許由於出版太過匆忙，這本書的第一版出現甚多

的錯誤，因此，計畫主持人指導助理協助進行該書的勘誤工作，預計在第一版之後，

於第二版出版時有所改善。 

 

在本計畫進行第三年期間，計畫主持人為了進一步比較中國大陸與台灣有關婚

姻與家庭的法規範與實務的狀況，開始跟助理再度運用政治大學圖書館有關中國法

院判決的相關資料庫查詢中國大陸法院跟婚姻、家庭有關的判決。我們所使用的資

料庫為「萬律中國法律法規數據庫」 (Westlaw China)（網址：

http://www.westlawchina.com.autorpa.lib.nccu.edu.tw/index_cn.html）。 

  

透過「萬律中國法律法規數據庫」可以迅速查到中國大陸目前有關婚姻以及父

母子女相關法規範。這些法規範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婚

姻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等。 

 

另外，運用「萬律中國法律法規資料庫」也可以查到中國大陸與婚姻家庭有關

之司法解釋與指導性案例及各省的相關判決以及統計資料。例如在有關父母子女關

係的相關案件，透過這個資料庫可以找到關於父母子女間扶養紛爭、未成年子女監

護以及會面交往等案件；而在婚姻相關案件中，也找到關於夫妻財產之糾紛案件，

關於離婚後夫妻財產分配糾紛或婚約財產糾紛案件等。透過「萬律中國法律法規資。

料庫」可以了解中國大陸目前司法實務的進展。此一資料庫的分類方式讓我們了解

台灣目前的法律價購與中國大陸的差異以及實務判決的形式與內涵的相同與相異之

處。在第三年計畫最後兩個月計畫主持人並利用計畫經費前往德國位於法蘭克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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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旁之「歐洲法制史研究中心」進行為期兩星期的移地研究。這個移地研究主要在

瞭解德國 19 世紀末民法親屬編訂定前後的相關學術論述。計畫主持人在兩星期的移

地研究帶回許多相關文獻，這些文獻將是計畫主持人未來持續進行親屬法與繼承法

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有關此次移地研究成果請參閱第三年出國報告書（附件四）。 

 

參、 本研究計畫之成果 

 

一、 計畫主持人個人研究成果 

 從 2013 年到 2016 年之間研究計畫主持人在科技部的經費補助下，可以有兩位

兼任助理協助跟研究主題有關計畫之進行。在這三年間，計畫主持人除了進行本計

畫並逐漸將前一期科技部補助之研究計畫：清代法制研究之成果逐漸出版。下面試

舉計畫主持人之研究出版情形，有些研究成果是過去科技部補助之研究計畫之延續

研究成果，但 2013-2016 年間完成並發表；有些研究成果則是目前民法親屬編研究

計畫之成果。。 

 

(一)、 專書 

 
1、《清代法制新探》（修訂第二版）（2014 年），台北，五南圖書。 

 

《清代法制新探》是計畫主持人在 2010 年到 2013 年接受國科會計畫補助之研究

成果的延伸。這是一本探討清代法制研究與教學著作。這本書第一次出版是 2012 年

10 月。主要目的在於從法學觀點分析清朝法制面貌。這本書共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有 6 章，重點如下：探討清代法制研究對於當代華人社會的意義、分析

20 世紀有關清朝法制研究狀況、分析 21 世紀研究清代法制的挑戰與回應可能，以

及比較《唐律》、《大明律》、德意志地區 1532 年《卡洛林那法典》、1751 年《巴伐

利亞刑法典》及《大清律例》，說明清代法制的特色與體系。 

 

第二部分主要以《大清律例》為中心，描繪清代法制面貌；重點為：從法理學角

度說明清代法制是什麼、分析《大清律例》法典體例、探討《大清律例》「律」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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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及「例」的結構與變化，以及透過清朝審判文書《刑科題本》說明《大清律例》

在具體案件中運用狀況。 

 

第三部分主要分析清朝的四個重要法律制度，重點為：清代法學教育、清代的朝

貢制度與規範的關係、分析《刑科題本》，藉以描繪清朝法制運作具體情形，以及分

析旌表制度與凌遲處死制度交互運作，如何強化清朝法制中的三綱五倫核心價值的

設計。 

 

  作者希望透過此書拋磚引玉，邀請當代更多人投入清朝法制研究，期待透過本

書跟研究同好對話並希望引發讀者的批判與回應。 

 

2、《德國近代刑法史》（2014 年），台北，元照出版。 

 

《德國近代刑法史》 也是計畫主持人早期進行之國科會計畫專題研究的延續成

果。這本書主要探討德國近代以來，不同時代四個重要刑法典。希望透過本書讓東

亞地區法律人對於德國近代刑法與刑法理論的發展有初步認識可能。 

 

本書分為五編二十章，內容如下： 

 

第一編 導論探討近代以來德國刑法發展的歷程及當代刑法史研究成果並分析

德國當代刑法學研究重點。第二編到第五編，介紹德國 1532 年《卡洛林那法典》，

1751 年《巴伐利亞刑法典》，1813 年《巴伐利亞王國刑法典》以及 1851 年《普魯士

刑法典》等四個刑法典。書中論述這些法典在德國刑法史的地位、時代背景並說明

這些法典的主要內容以及當代刑法學者對於這些法典的評價。 

 

本書並比較分析《卡洛林那法典》與中國《大明律》以及 1751 年《巴伐利亞刑

法典》第一章與《唐律》〈名例律〉的內容。計畫主持人認為德國近代初期的刑法曾

經受到傳統中國法律影響，進而在十九世紀前後，經過德國刑法學學者們以及德國

各邦立法者們的努力，才創造出今日世界各國學習的刑法制度與刑法理論，希望本

書的出版可以對於東亞地區法律透過瞭解德國近代刑法史的發展歷程找到創造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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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社會的刑法典與刑法學。 

 

3、《多元觀點下清代法制》（2015 年），台北，五南圖書。 

 

本書是計畫主持人第二本探討清代法制的書籍，延續計畫主持人在 2012 年出版

第一本關於清代法制研究書籍，書名為《清代法制新探》（Legal System of Qing Dynasty 

–New perspectives）之研究成果。 

 

《多元觀點下清代法制》（Legal system of Qing Dynasty-- Diverse perspectives）一

書在《清代法制新探》的基礎上繼續分析清朝法制可能的面貌。《多元觀點下清代法

制》內容共分為十章：對於清朝法制的分析，從《大清律例》出發，擴張到有關《欽

定吏部則例》、《欽定戶部則例》及《欽定禮部則例》等內容的分析。本書希望提供

讀者認識清朝整體法制可能途徑。本書也希望提醒華人社會的每個人共同思考，在

繼受外國法律體制一百年之後，如何重新回看自己社會曾有的法規範結構與內涵。

當不同地區華人社會開始反思自己社會的法律體制應該如何發展時，才有可能創造

一個融合自己社會傳統法規範體制內在價值與過去百年繼受或移植自外來國家的法

規範體制精神的新法規範體制。 

 

4、性別關係與法律（修訂第二版）（2015 年），台北，元照出版。 

 

    本書並非科技部的研究計畫補助研究成果，這個研究是當年教育部課程補助計

畫之成果，但在本計畫執行期間再次修改並出版。本書主要從歷史、文學及法規範

角度分析跟婚姻、家庭有關的法律文本、法院判決以及法律文學作品等。全書共十

七章，內容包括過去二十多年來臺灣跟婚姻有關的法律變遷情形、目前法院在婚姻

與家庭相關判決的實務情形、唐朝與清朝婚姻家庭相關法規範、李昂《殺夫》一書

對於臺灣社會家庭暴力法的影響。在婚姻方面分析臺灣有關訂婚、結婚、婚姻的效

力、離婚規定，並比較兩岸夫妻財產規定。在家庭方面探討規範父母子女關係、家

庭暴力防治等面向的法律規範。本書呈現臺灣現階段婚姻、家庭法規範與實務狀況；

計畫主持人希望本書可以作為大學院校「性別關係」「婚姻」、「家庭」相關通識課程

或專業課程的用書。本書其實是改版第二版，內容補充家庭暴力防治法與民法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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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最近修法。 

 

5、《民法親屬編──理論與實務》（2016 年），台北，元照出版。 

 

本書是過去三年計畫主持人進行「民法親屬編修改後的實務運作研究」之成果。

這本書共分為兩編。 

 

第一編總論，主要探討民法親屬編的立法沿革（第 1 章），民法親屬編的修法與

意義（第 2 章），民法親屬編及其他相關重要法規範（第 3 章），民法親屬編之研究

成果（第 4 章），以及家事事件法─民法親屬編之重要程序法規範（第 5 章）。 

 

第二編本論，內容主要分析民法親屬編各章的結構與實務審判情形，共有 10

章，分別探討民法親屬編之通則─親屬之分類與範圍（第 6 章），婚姻（一）─婚姻

制度（第 7 章），婚姻（二）─婚約（第 8 章），婚姻（三）─結婚：有效、無效與

撤銷（第 9 章），婚姻（四）─婚姻之普通效力與夫妻財產制（第 10 章），婚姻（五）

─離婚（第 11 章），父母子女（第 12 章），監護制度與輔助制度（第 13 章），扶養

（第 14 章），及家與親屬會議（第 15 章）等。 

   

由於科技部補助計畫主持人進行為期三年之「民法親屬編修改後的實務運作研

究」，計畫主持人才得以能夠完成本書的出版。這本書主要以民法親屬編法條結構分

析以及法院實務判決為主要重心，並在特定章節進行比較法分析。在本書中除了分

析民法親屬編的體系與結構外，並運用司法院網站及法源、元照等法律網，說明台

灣各級法院的審判實務並呈現民法親屬編對於台灣社會中婚姻與家庭的意義。 

 

 

(二)、 期刊論文 

 
在進行科技部補助之「民法親屬編修改後的實務運作研究」中計畫主持人發表

下面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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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親屬法的理論與實務〉，《月旦法學雜誌》第 233 期，2014，頁 21-41，元照出

版。 

 

本文係研究計畫主持人在執行計畫第一年的研究成果，內容主要分析臺灣民法

五編結構來源及近十年實務判決趨勢。論文運用司法院司法統計說明十年來民法在

法院實務運作情形，並著重民法親屬編審判統計分析。論文對於九十六年民法第九

八八與九八八條之一有關一夫一妻制度及民法第一○六七條第二項有關生父死後認

領規定在實務情形加以分析，尤其對於最高法院一○二年度台上字第二三○一號判

決進行分析。本論文主要呈現民法親屬編目前部分實務圖像。 

 

2、〈從明清法律文書看社會、法律制度的變與不變〉，《法制史研究》第 26 期，2014，  

   頁 45-70，中國法制史學會。 

 

本論文是計畫主持人延續2010年到2013年有關清代法制研究計畫的研究成果。

這原來是香港中文大學研討會邀請發表之論文。後來改寫在中國法制史學會出版之

《法制史研究》出版。 

 

本文透過《大明律》、《大清律》及《戶部則例》有關人口相關規定，分析明末

清初之際的法律與社會制度的變與不變。法制史學界有關清朝法制的研究向來著重

於《大清律》；但，清朝在有關戶口的規範除了《大清律》之外，在乾隆朝還透過《戶

部則例》規範旗人與直省人民戶口相關事務。本論文除了比較《大明律》、《大清律》

有關人口制度規定外並將分析《戶部則例》，說明清朝在入主中原，統治中國之際，

如何運用既有明朝法律結構，統治多數漢人並透過《戶部則例》回應社會變遷。 

 

本文首先著重比較分析《大明律》與《大清律》〈戶律篇〉戶役門規定；尤其著

重「人戶以籍為定」律文與條例規定比較，藉此說明清朝統治者如何運用法律處理

明末清初的社會變遷，並分析清朝統治中國之初決定法律規範變與不變的考量因素。

另外將探討乾隆時期《欽定戶部則例》有關戶口規定，用以說明清朝統治者，一方

面延續明朝法規範模式，在《大清律集解附例》〈戶律篇〉規範清朝戶口問題外，更

以《戶部則例》〈戶口門〉處理旗人與直省人民戶口相關事項；最後分析清朝光緒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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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關滿漢畛域奏摺內容，藉以說明清朝末年之際法律與社會變遷關係。 

 

3、〈清代與現代審判實務中的父母子女關係〉，《復旦大學法律評論》第 3 輯，2016，

頁 217-236，法律出版社。 

 

本論文是計畫主持人進行「民法親屬編修改後的實務運作研究」計畫第二年之

研究成果。在這個論文中計畫主持人結合前面有關清代法制研究及本研究計畫之研

究，探討華人社會法規範制度與審判實務中之父母子女關係。論文討論的法規範包

括清朝《大清律例》與 1930 年代在中國大陸訂定現在在台灣繼續有效之《民法親屬

編》；論文討論的審判實務則包括清朝《刑案匯覽》相關案件以及台灣目前地方法院

相關案件。 

 

在本論文中，分析清朝《大清律例》透過十惡制度有關「惡逆」、「不孝」等概

念建構父母子女關係；並分析相關審判案件：《刑案匯覽》跟《大清律例》〈名例律〉

有關「常赦所不原」，「犯罪存留養親」條以及〈刑律‧人命門〉有關「謀殺祖父母、

父母」及「逼迫人致死」及〈刑律‧訴訟門〉「干名犯義」、「子孫違反教令」等律例

標題下收錄之案件。 

 

在當代法規範部分則是以本研究計畫所研究之當代臺灣民法親屬編。這部民法

親屬編是中國大陸於 1930 年代學習自德國與日本之民法親屬編。其內容主要從父母

與未成年子女關係出發規範父母子女關係；已經成年子女與父母的關係則僅在扶養

章以及成年人監護制度中加以規範。目前台灣各地方法院有關父母子女關係常見之

案件則主要與子女身分確定有關之案件主，例如婚生子女否認之訴，非婚生子女認

領之訴，收養關係是否成立或撤銷訴訟以及父母離婚後，未成年子女應該由父或母

或父母雙方共同取得保護教養未成年子女之訴訟為主。近幾年來，台灣立法院修改

民法親屬編有關成年人監護制度及子女扶養父母相關規定。 

 

研究計畫主持人在進行作「民法親屬編修改後的實務運作研究」過程中發現，

目前臺灣各地方法院出現數量甚多關於宣告年紀大父母（約 80 歲左右）為受監護人

或者年老父母要求子女扶養的案件。本論文比較《大清律例》與 1930 年代在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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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訂定民法親屬編並分析其等有關父母子女關係法規範設計與法院審判制度，藉此

說明傳統中國文化與社會變遷之關係。 

 

二、 培養親屬法研究人才 

 

過去三年本計畫主持人執行科技部補助之「民法親屬編修改後的實務運作研究」，

除了完成《民法親屬編-理論與實務》一書及親屬法相關之多篇論文外；另外重要研

究成果是兩個協助計畫主持人進行三年計畫的助理：侑儒與孟如同學在學術研究能

力上的培養。 

 

在這三年中，他們兩人協助計畫主持人搜尋臺灣民法親屬編在法院相關之司法

審判資料並分別協助計畫主持人蒐集日本、美國及中國大陸與婚姻、家庭相關之法

規範與司法實務相關判決。在計畫主持人完成計畫之同時，他們也完成碩士論文；

例如林侑儒之碩士論文《大清律例「妻妾毆夫」條之規範分析與司法實踐》以及劉

孟如之《清代科舉鄉會試官員管理規範—以《欽定禮部則例》為中心》。雖然他們的

論文主要是清代法律制度的研究並非以當代民法親屬編為研究對象。但透過他們參

與本研究計畫之執行，他們都取得非常良好的研究能力，相信他們未來有能力進行

民法親屬編或婚姻、家庭相關法律的研究工作。除了他們兩人之外，計畫過程中也

有其他助理例如江蘊生碩士生、黃婉容碩士生、林卉薰碩士及博士後陳郁如博士等

也都因為參與本計畫之執行而對於民法親屬編的理論與實務有所研究。 

 

附件一、第一年出國報告書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心得報告 2014 年 7 月 10 日 

 

計畫名稱：民法親屬編修改後的實務運作研究（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family 

law after the amendments）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102-2410-H-004-112-MY3  

執行期間：民國 102 年 8 月 01 日至 105 年 0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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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為執行計畫第一年期間：102 年 08 月 1 日至 103 年 07 月 31 日 

出國時間：2014 年 6 月 21 日到 7 月 3 日  

報告人：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陳惠馨教授 （2014 年 7 月 10 日） 

 

報告內容 

 

一、 出國目的之說明： 

 

計畫主持人於 2014 年 6 月 21 日到 7 月 3 日主要前往日本大阪大學法學

院及九州大學法學院進行移地研究並同時拜訪福岡大學法學院教授林弘子教授所成

立的由女性律師共同成立的「女同協同法律事務所」（福岡市中央区天神２－１４－

８天神センタービル４Ｆ）瞭解日本民法親 族編的實務施行狀況，並在移地研究時

前往日本民間非營利組織「公益社団 法人家庭問題情報センター」（公益社團法人

家庭問題資訊中心）進行訪談。 

 

計畫主持人選擇前往大阪大學法學院及九州大學法學院進行移地研究主要希望

透過與上述兩間學校教授親族法課程的教授對話，瞭解日本親族法的理論與實務。

在日本大阪大學法學院的移地研究主要由該學院教授親屬法（日本稱為親族法）與

繼承法（日本稱為相続法）的松川正義教授的協助。 

 

計畫主持人與松川正義教授主要在民國 102 年（2013 年）政治大學法學院暑

假台日夏日學院課程認識。當時日本大阪大學法學院松川正義教授前來教授日本親

族法諸問題的課程；計畫主持人在松川正義教授在政大授課期間前往課程參與並跟

他有關於民法親屬編（當時主要是人工生殖法律問題與代理孕母議題）在台灣與日

本的發展的討論；因此這次移地研究選擇大阪大學法學院進行。前往九州大學法學

院進行移地研究主要是因為九州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制史課程的西英昭教授的協

助，透過他訪問到九州大學法學院教授親族法的小池泰教授進行對話，瞭解日本民

法親族編的發展。 

 

此次移地研究，計畫主持人也拜訪福岡「女同協同法律事務所」，了解日本親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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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實踐狀況。此一事務所係由 12 位女性律師組成的弁護士法人事務所。其創始

人為目前在日本九州宮崎公立大學擔任教授的林宏子教授成立。此一法律事務所在 

90 年代因為協助女性當事人提起工作場所性騷擾訴訟成為日本重要的法律事務所。

目前此一事務所也接受許多與民法親屬編有關的訴訟案件或法律咨詢服務。另外，

在松川正義教授的安排下，計畫主持人也前往日本近二十年來成立的民間非營利組

織「公益社団法人家庭問題情報 センター」（公益社團法人家庭問題資訊中心）拜

會，這個公益法人主要由曾在日本家事法院任職的法官、調查官及社會工作人士所

組成的公益組織，主要希望藉由有家事審判經驗的熱心人士協助處理婚姻與家庭的

糾紛或衝突。根據其發行的通訊指出，其主要的工作在於協助夫妻在關係發生緊張

或別居期間以及夫妻離婚條件的討論、夫妻離婚時，有關子女養育費用的分擔，子

女與沒有取得親權的父母一方的會面交往等事項的調解。（以上取自該中心的網頁：

http://www1.odn.ne.jp/fpic/，上網日期：2014 年 7 月 9 日）。2014 年 6 月 23 日

計畫主持人在松川教授及兩位台灣留學日本的法學院學生陳書蔓同學及陳美樺同學

的陪伴下跟「公益社団法人家庭問題情報センター」的負責人與志工進行座談，才

瞭解由於日本民法第 819 條規定：夫妻離婚後，對於共同未成年子女的親權行使，

原則上由夫妻之一方負擔，因此，在日本的實務上，夫妻離婚後，往往由父母之一

方擔任未成年子女的親權行使者，而由於夫妻離婚後，可能產生沒有拿到親權的父

母一方與該未成年子女的會面交流可能機會被剝奪，因此，目前在「公益社団法人

家庭問題情報センター」的主要工作在於協助有這種困擾的離婚父母協調讓沒有取

得親權的父母一方有跟其未成年子女會面交流的可能機會。 

 

二、移地研究的進行與成果 

 

（一）、在大阪大學法學院的移地研究情形與成果 

在大阪大學期間，松川正義教授請其助理 Mizobuchi 博士協助入住學校宿舍與

圖 書館使用諸多事宜。計畫主持人在 Mizobuchi masaaki 博士協助下，順利使用大

阪 大學綜合圖書館瞭解圖書館與法科大學院的圖書館。大阪大學綜合圖書館的親族

法相關書籍相對老舊，而在法科大學院的圖書室的親族法相關書籍主要是教科書，

都是最新的版本。版本多樣，許多都是 2000 年以後的新出版書籍。透過利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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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大學綜合圖書館與法科大學院的圖書館；計畫主持人對於日本現有民法親族編

與繼承編（通稱家族法）最近相關出版與研究情形有較為整體的瞭解。 

 

除了利用圖書館瞭解日本親族法的相關出版情形與內容外，並在松川正義教授

安排下，與松川正義教授一起前往日本的民間非營利組織「公益社団法人家庭問題

情報センター」（公益社團法人家庭問題資訊中心）拜訪並座談，透過討論，瞭解目

前日本親族法的實務運作情形。在訪談中主要由目前在日本立命館大學法學院跟二

宮周平教授進行日本親族法研究的台灣學生陳書蔓同學與在大阪大學交換學生陳美

樺同學協助翻譯。在座談過程才瞭解該「公益社団法人家庭問題情報 センター」的

志工目前最常接受的輔導案件為關於夫妻離婚後，沒有拿到對於未成年子女親權的

父或母一方跟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的案件。由於臺灣民法第 1055 條第一項規定父

母可以一方或雙方共同在離婚後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的保護與 教養的權利與義務。

這跟日本民法親族編第四章親権的第八百十九條規定（夫妻 離婚又は認知の場合の

親権者）：「父母が協議上の離婚をするときは、その協議 で、その一方を親権者と

定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２ 裁判上の離婚の場合に は、裁判所は、父母の一方

を親権者と定める。 ３子の出生前に父母が離婚した場合には、親権は、母が行う。

ただし、子の出生後に、父母の協議で、父を親権者と定めることができる。 ４

 父が認知した子に対する親権は、父母の協議で父を親権者と定めたときに限

り、父が行う。５ 第一項、第三項又は前項の協議が調わないとき、又は協議

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きは、家庭裁判所は、父又は母の請求によって、協議に

代わる審判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6、 子の利益のため必要があると認めるときは、

家庭裁判所は、子の親族の請求によって、親権者を他の一方に変更することがで

きる。」有所不同。因此日本實務上在夫妻離婚時，往往將未成年子女的親權僅給父

或母之一方。也因此在實務上要解決的問題跟臺灣有所不同。目前在社會上關心的

議題是沒有取得親權的父或母跟未成年子女的會面交往問題。 

 

（二）、在九州大學法學院的移地研究情形與成果 

 

在日本九州大學法學院的移地研究主要是透過在該校進行法制史研究與教學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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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昭教授協助。除了訪問書寫親族法與繼承法民法演習書籍的小池泰教授進行訪談

之外，並與該院院長田中教授進行短暫的拜訪。由於田中教授曾經在德國慕尼黑大

學留學，因此我們可以以德文交談。至於與小池泰教授的訪談則是由熟悉中文的西

英昭教授協助翻譯。透過跟小池泰老師的討論瞭解目前日本親族法出版，不再以比

較法為重點，尤其在給法科大學院學生的教科書往往著重於日本法的運作與解釋。

計畫主持人對於日本在高齡化社會下，發展出來的「後見制度」（成年人監護制度）

或者任意後見制度特別感興趣。小池泰教授表示目前他們在實務上對於目前後見制

度的實踐並不滿意，目前正在參考德國的修法與實踐情形，未來有可能有新一波的

修法或透過法院解釋改變目前並不是非常理想的後見制度。 

 

計畫主持人利用在九州大學移地訪問之際，在其法科大學院圖書室進行閱讀。

在專屬於法科大學院學生利用的圖書館中，發現親族法的書籍相對不多，但是卻有

許多因應法科大學院成立後出版的法學雜誌，透過閱讀這些雜誌內容可以了解在日

本法科大學院成立後，教授課程的主要內容是各種法律科目的實務運作與法條的解

釋與運用。相對的有關外國法比較的部份及法理的論述部份較為減少。 

  

（三）、與福岡「女同協同法律事務所」律師的對話，了解日本親族法的實踐狀

況以及日本法律事務所的結構與組織型態。在訪談過程中林弘子教授全程參與並協

助翻譯（訪談過程的主要語言為英文）。在「女同協同法律事務所」除了瞭解日本律

師親族法業務的種類與可能之外，並有機會閱讀各種親族法相關的實務手冊與出版。

在訪談過程中，主要以英文跟福岡「女同協同法律事務所」律師們進行對話。當他

們瞭解目前在台灣夫妻離婚時，根據民法第 1055 條規定由可能由夫妻共同負擔對

於未成年子女的保護教養義務時，都充滿了好奇，並詢問在臺灣如何在判決中落實

夫妻在離婚後共同行使或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的權利與義務。或許未來臺

灣與日本的法學研究者與實務者可以針對此一議題有更深刻的交流。 

 

三、出國進行日本親屬法（親族法）理論與實務研究的心得 

 

計畫主持人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民法親屬編修改後的

實務運作研究（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family law after the amendments）」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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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下前往日本大阪大學與九州大學法學院進行移地研究有重要意義。 

 

首先透過這次移地研究計畫主持人有機會與日本進行親族法的研究與教學的教

授有初步深入的對話與認識。計畫主持人原來留學德國，因此過去進行研究交流的

學者主要是德國的親屬法研究學者、法制史研究學者與刑法研究學者，幾乎沒有與

日本學者進行學術交流的機會。透過這次的移地研究，計畫主持人一方面瞭解日本

目前親族法的實踐與研究內容，並因此奠定未來與日本親族法學者進一步交流的各

種可能機會。另外，透過直接到日本進行將近兩星期的移地研究，讓計畫主持人得

以實地瞭解日本社會生活與親族法的關係。在移地研究過程中，對於日本民法親族

編的實務有下面重要發現： 

 

（一）、日本目前法院訴訟實務非常重視夫妻離婚後如何維繫父母與未成年子女間的

會面交流可能 

 

前面提到，由於根據日本民法親族編第 819 條規定，在夫妻離婚時，主要由夫

或妻之一方單獨取得照顧子女的親權，因此沒有拿到對於未成年子女親權的父親或

母親有可能因為取得親權的父或母的關係，無法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流。目前，日

本乃有由退休法官或家事裁判所調查官成立的非營利組織，協助離婚的夫妻與其未

成年子女會面交流可能。未來台灣民法第 1055 條、1055 條之 1 與 1055 條之 2

在法院的實踐經驗可以跟日本學界與實務界有更深刻的交流。 

 

（二）、日本民法夫妻財產制規定雖然沒有修改，但透過法院的判決使得夫妻在

離婚時，沒有工作的一方可以分享有工作一方的年金。在這一次移地研究過程中，

由於林弘子教授的專業在勞動法，他特別找到一個擔任家事調查工作四十一年的退

休家事調查官與計畫主持人對談，在談話過程中，計畫主持人瞭解，日本民法有關

夫妻財產制的規定雖然沒有修改，但是透過法院的判決以及年金法規範的修改，目

前離婚的夫妻必需彼此分享年金，年金分配的計算主要根據結婚時間，婚姻中的彼

此貢獻與子女等事項加以考量。 

 

（三）、面對高齡社會的來臨，日本有非常多關於成年人監護（日文後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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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討論與制度設計及實踐。計畫主持人所訪談的福岡「女同協同法律事務所」就有

擔任高齡者的監護人的案件。透過這次移地研究，可以了解，由於日本進入高齡化

社會已經很久，老年人口佔社會人口非常高的比例，也因此他們面對老年人需要被

監護或者老年人應該如何在沒有子女的照顧下，利用自己的財產規劃老年以後的照

護制度，有許多新的法制設計，希望解決老年人照顧與經濟問題及老年人財產管理

問題，因此他們在此一方面的實踐經驗可以讓臺灣面對未來高齡化社會的參考。在

圖書館及書店中，可以看到各種關於後見制度（成年人監護制度）的手冊與書籍。

關於此一部份計畫主持人希望未來可以透過第二度到日本的移地研究，有更深入的

理解，希望研究成果可以成為臺灣面對老年社會法制設計的參考。 

 

 

附件二：第二年移地研究報告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國心得報告 

 

2014 年 11 月 10 日 

計畫名稱：民法親屬編修改後的實務運作研究（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family 

law after the amendments）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102-2410-H-004-112-MY3  

執行期間：民國 102 年 8 月 01 日至 105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計畫第二年期間移地研究：103 年 08 月 1 日至 104 年 07 月 31 日 

出國時間：2014 年 10 月 31 日到 11 月 8 日  

報告人：基礎法學中心陳惠馨教授 （2014 年 11 月 10 日） 

 

報告內容 

 

一、出國移地研究目的說明 

 

主要希望透過與大陸地區(以北京為主)研究婚姻與家庭法以及性別與法律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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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家學者進行交流，針對國科會補助研究者陳惠馨教授進行之研究計畫：民法親

屬編修改後的實務運作研究（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family law after the 

amendments）(第二年)進行比較研究。主要的研究主題包括下面三個重點： 

(一)、跟婚姻有關的法律實務運作情形內容包括結婚的效力：婚姻的普通效力、夫妻

間家庭生活費用分擔問題及夫妻財產關係、離婚制度、離婚後原來的夫妻關係及父

母子女關係法律如何處理等議題進行比較性的理解。  

 

(二) 、跟離婚有關的相關問題內容包括離婚夫妻間的及夫妻與未成年子女關係的問

題及其他可能重要的議題，例如扶養問題(子女對於父母或者父母要求子女)。 

 

(三)、有關成年人監護制度問題希望透過移地研究了解目前兩岸間有關婚姻家庭的相

關法律，尤其以成年人監護制度進行兩岸比較研究。目前不管是台灣或中國大陸都

逐漸進入老年化社會，有關老人照顧問題開始成為重要議題。目前日本與美國對於

老年照顧問題或者發展新的法規，例如在美國以信託制度為中心，在日本發展成年

人監護制度與介護制度分開處理的機制。這次到北京希望可以了解在中國大陸有關

老年照顧與黬護相關制度的考量或規劃。希望了解在當代全球化社會發展下，華人

社會對於照顧老年人的考量為何？如果要發展類似西方由老人院照顧老年人或失能

老人的機制時，在華人社會有哪些需要克服的機制或者可能有甚麼樣的制度修正可

以讓需要被照顧的老人在年老階段受到較好的照顧。而成年監護制度需要經費與財

產支持，因此，如何規劃在華人社會(台灣或中國大陸)的老年人盡早規畫自己財產或

子女如何規劃自己的財產或運用公共財富，照顧老年人。此次的移地研究希望可以

做到相關法律與實務運作得理解。 

 

二、在北京移地研究的進行與成果 

 

(一)、與來自北京各大學法學院婚姻法學者以及上海高等法院學者進行交流 

 

此次在北京移地研究主要跟北京大學法學院馬憶南教授及中華女子學院劉明輝

教授及但淑華教授進行交流與接觸。在北京期間首先跟但淑華教授及馬憶南教授見

面並確認此次計畫執行人陳惠馨教授在北京的移地研究的目地與行程。並在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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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在但淑華教授的規劃下計畫主持人前往中華女子學院與多位研究者及實務工作

者進行交流。例如由中華女子学院法学院林建軍教授分享其研究團隊正在進行北京

市海淀區(約三百多萬人口)從 2001 年到 2010 年有關離婚案件分析研究成果。 

 

另外北京科技大學法學院王竹青教授分析有關老年人間互制度的研究及調查情 

形，由於王竹青教授曾前往美國喬治亞大學進行有關成年人監護制度的研究，因此

也在會後分享起所翻譯與收集的美國地區有關老年人監護制度的相關法令。 

 

但淑華教授並邀請兩位在上海高等法院進行審判實務工作的法官前來分享他們

在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民四庭的婚姻家庭案件的審理。從張曉琴副庭長的辦案分

享可以了解上海人民法院在諸多婚姻家庭案件審判的發展。 

 

(二)、與性別與法律研究學者及民法研究學者對話與交流 

 

在北京期間透過中華女子學院的劉明輝教授的安排，計畫主持人於十一月四日

與中華女子學院的學生進行交流針對婚姻中的外遇以及性別主流化諸多議題與學生

及教授們進行學術交流。因此可以了解到民法親屬編與婚姻法之外影響婚姻與家庭

關係的其他相關法律規範。  

 

除了與中華女子學院的並透過曾經到政大參訪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于晶教授

安排下與多位民法學者吳用院長、陳鑫教授及金晶教授等進行交流，對於中國在民

法與婚姻家庭法的實際適用上有更深入的了解；尤其對於中國大陸人民有關夫妻財

產制的期待與法律規定間的落差有更具體的理解。 

 

(三) 、與關心婦女權益的民間團體專家學者進行交流 

 

由中華女子學院的劉明輝教授安排下，計畫主持人於十一月六日在北京大學馬

憶南教授與中國政法大學李祝環教授及中華女子學院的劉明輝教授陪同下，前往位 

於北京市朝陽區北環東路的千鶴家園的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進行參訪與交流。此

一律師事務所原來為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下屬的公益性婦女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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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目前由北京大學法學院獨立出來並在 2005 年成立婦女觀察電子報。在交流過

程中除了了解此一民間公益性婦女組織的例行工作之外，並透過對話了解目前在中

國有關家庭暴力與夫妻財產的問題。目前中國大陸由於都市更新或者農村土地的重

新規劃產生許多家庭財產糾紛事件。這些糾紛事件往往跟傳統社會如何看待已婚女

性在原生家庭以及結婚後配偶家庭的地位的看法有關。有關中國婚姻或家庭中的婦

女財產權益問題跟台灣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在於城鄉差距或者農村發展

的差距以及中國廣大的區域下各種地區不同的發展趨勢使然。 

 

三、在北京進行婚姻法的移地研究心得 

 

此次移地研究最大的收穫在於跟北京及中國大陸其他地區有關婚姻與家庭研究

的專家及學者的認識與交流。這樣的交流將有助於本研究計畫主持人在執行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民法親屬編修改後的實務運作研究（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family law after the amendments）」時有一個更深入的兩岸婚

姻家庭法規範設計與執行成果的比較可能。由於兩岸在語言、文字與傳統文化上有

許多的相類似之處，進行學術交流時沒有語言溝通的障礙，因此此次北京的交流相

對於計畫主持人於第一年計畫前往日本大阪大學與九州大學法學院與民法親屬編學

者的移地研究有更多的研究成果。 

 

首先透過這次移地研究計畫主持人有機會更深入了解目前在中國大陸婚姻與家

庭法的研究與法規範實際運作的情形。另外透過跟中華女子學院林建軍教授與但淑

華教授深入的對話與交流，發現在中國大陸多數婚姻與家庭法的研究學者對於台灣

過去二十年來民法親屬編與繼承編的發展與實務運作的理解非常有限，透過這次交

流使得兩岸婚姻與家庭研究學者有機會透過對話了解過去 20 年來在兩岸相關法規

範與學術研究及實務落實情形有了初步的了解。 

  

透過這次移地研究本研究計畫主持人對於北京中華女子學院所進行的從 2001 

年到 2010 年北京海淀區人民法院有關離婚案件的調查研究成果有較為深入的理解。

研究主持人發現該研究團隊所進行的離婚案件判決分析，嘗試建立三十八項指標了

解在中國過去十年來有關離婚案件的變遷，另外該研究團隊也針對所收集的一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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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案件判決內容的分析，說明北京婚姻與家庭現況的變遷。基於這樣的理解，本

計畫主持人乃於十一月七日與但淑樺教授進行進一步的交流並思考未來是否有可能

進行北京是與台北市有關離婚案件的比較分析工作，並進而建立一個兩岸婚姻與家

庭法規範與實務落實的比較研究方法。 

 

在本次研究過程中計畫主持人對於兩岸婚姻家庭法的研究有下面重要發現： 

 

（一）、兩岸的婚姻及家庭法規範中對於夫妻財產關係的規劃有所不同 

 

台灣的民法親屬編在 2002 年所訂的夫妻法定財產制採取的是夫妻財產分別所

有，僅於夫妻離婚之際或者訂定約定財產之計產生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而中國大

陸的婚姻法原則上採取夫妻婚後財產共有制度，人民在觀念上認為夫妻一旦結婚財

產原則上共有，因此離婚之後要進行財產分割。但在 2011 年中國大陸的最高人民

法院作出司法解釋三 引起人民非常大的反響與討論。 

 

在這次移地研究討論中，計畫主持人發現台灣關於夫妻財產關係的討論在 1990

年代發生激烈討論之後，從夫妻法定財產制為聯合財產制改為 2002 年的夫妻財產

原則上分別所有僅有婚後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制度之後，台灣民眾對於婚姻的關係

尤其在夫妻財產關係的看法傾向於個人人格獨立，夫妻不因為結婚因此個人財產產

生劇烈變化；僅在民法第 1003 之 1 條規定：夫妻家庭生活費用，除法律或契約另

有約定外，由夫妻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勞動或其他情事分擔之。因前項費用所生

之債務，由夫妻負連帶責任。 

 

而在中國大陸民眾認為婚姻的意義在於夫妻財產間的關係有別於一般人之間的

財產關係，在婚姻中的人或許還期待因為結婚而與對方的財產產生特定的關聯。(此

一觀點主要在跟中華女子學院林建軍教授溝通時得到的看法)未來如果可以透過兩

岸法院中有關婚姻或離婚的相關判決進行比較將可以了解傳統文化對於夫妻關係與

婚姻制度在兩岸的相同與相異之處。 

 

（二）兩岸對於成年人監護制度的發展可以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與分析比較 



23 
 

23 

 

在這次移地研究過程中，透過王竹青教授的研究分享，了解到中國大陸的婚姻

法並未規範成年人監護制度。有關成年人監護制度的規定主要在民法通則中加以規

定。而台灣在 2008 年透過修改原來的成年人監護制度與增加輔助制度對於因為年

齡因素需要被監護或者輔助的老年人在法律上有較完整的保護。或許未來透過兩岸

在監護制度相關法規範與實務判決的比較，可以發展出較適合華人社會的監護制度

或老人照顧制度。透過這次移地研究，計畫主持人才了解有關監護制度在中國大陸

主要規範在民法通則第十六到到第十九條。有關未成年人監護制度與成年人監護制

度的規定如下: 

 

1 民法通則第 16 條規定： 

 

[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監護人。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經死亡或者沒有監護能

力的，由下列人員中有監護能力的人擔任監護人﹕ 

（一）祖父母、外祖父母﹔ 

（二）兄、姐﹔ 

（三）關係密切的其他親屬、朋友願意承擔監護責任，經未成年人的父、母 的所在

單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同意的。 

對擔任監護人有爭議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單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 地的居

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在近親屬中指定。對指定不服提起訴訟的，由人民 法院裁決。 

沒有第一款、第二款規定的監護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單位或者 未成年

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或者民政部門擔任監護人。] 

 

2 民法通則第 17 條規定： 

 [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下列人員擔任監護人﹕ 

（一）配偶﹔ 

（二）父母﹔ 

（三）成年子女﹔ 

（四）其他近親屬﹔ 

（五）關係密切的其他親屬、朋友願意承擔監護責任，經精神病人的所在單位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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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同意的。 

對擔任監護人有爭議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單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

員會在近親屬中指定。對指定不服提起訴訟的，由人民法院裁決。 

沒有第一款規定的監護人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單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

民委員會或者民政部門擔任監護人。] 

 

3 民法通則第 18 條規定： [監護人應當履行監護職責，保護被監護人的人身、財

產及其他合法權益，除為被監護人的利益外，不得處理被監護人的財產。 

監護人依法履行監護的權利，受法律保護。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被監護

人的合法權益的，應當承擔責任；給被監護人造成財產損失的，應當賠償損失。人

民法院可以根據有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的申請，撤銷監護人的資格。] 

 

4 民法通則第 19 條規定： [精神病人的利害關係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精

神病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被人民法院宣告為無民事行

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根據他健康恢複的狀況，經本人或者利害關

係人申請，人民法院可以宣告他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 

 

從上面的規定可以了解中國大陸民法通則有關成年人監護制度比較是針對無民

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加以規定。對於因為年老需要人照顧

的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而沒有精神病者如何處理並未有特別規定。 

 

 在台灣於 2008 年 5 月修改民法第 14 條及 15 條並增訂 15 條之一及 15 

條之二以及修改民法第 1110 條到 1113 條規定，修改了成年人監護制度並增訂輔

助制度，對於因為年老而需要受到監護或輔助的老年人保護比較周全。但整體而言

台灣目前的法律依舊有所不足。如果參考日本或者美國的制度，可以發現兩個國家

近年來均發展新的制度希望解決老年人照顧與經濟問題及老年人財產管理問題。台

灣及 中國大陸跟日本或美國相同，面對社會中老年人口佔社會人口比例越來越高的

情 境如何透過法制設計加以解決與面對值得進行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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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第二年參與國際會議報告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心得報告  

2015 年 7 月 21 日 

計畫名稱：民法親屬編修改後的實務運作研究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family law after the amendments）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102-2410-H-004-112-MY3 執行期間：民國 102 

年 8 月 01 日至 105 年 07 月 31 日 

出國為執行計畫第二年期間：103 年 08 月 1 日至 104 年 07 月 31 日 

出國時間：2014 年 7 月 9 日到 7 月 16 日 報告人：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陳惠馨

教授 （2015 年 7 月 21 日） 

 

報告內容 

 

一、 出國目的之說明： 

 

計畫主持人於 2015 年 7 月 9 日到 7 月 16 日主要前往上海參加中國法律

與歷史國際學會與上海復旦大學共同舉辦之「中國法律與歷史國際研討會」發表論

文並在 2015 年 7 月 13 日前往南京大學瞭解南京大學民法相關學科研究之情形

並利用機會與華東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等進行學術交流。 

 

計畫主持人選擇前往上海復旦大學所舉辦的「中國法律與歷史國際研討會」，主

要這個會議是由來自美國、加拿大、日本、臺灣及中國大陸各地研究中國法與歷史

的學者共同參與的國際學術會議。 

 

計畫主持人在會議中所發表的論文題目為「法庭上的父母子女關係—《大清律

例》與 1930 年代在中國訂定的《民法親屬編》之比較」（Titl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 court—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Great Qing-code and the family 

law of 1930）本論文是過去五年來報告人接受國科會補助兩個研究計畫結合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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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這兩個計畫為：《民法親屬編修改後的實務運作研究》（2013-2016）及《研究

清代法制史之方法--一個比較研究觀點》（2010-2013）。 在會議結束後，2015 年 7 月 

12 日主要留在上海與華東政法大學王沛教授、姚遠教授、陳靈海教授及來自廣州的

杜金教授進行參與國際會議後觀察與心得的交流。報告人在 2015 年 7 月 13 日前

往南京，7 月 14 日在南京與南京大學法學院李友根院長以及南京大學法學院中德法

律研究所所長進行交流並藉此瞭解南京的歷史發展。7 月 15 日回到上海並再度與

上海華東政法大學王沛教授進行有關法制史比較研究與學術狀況的交流討論。7 月 

16 日回到台灣。  

 

二、出國參與會議與移地研究成果 

 

此次前往上海復旦大學發表論文並在上海與南京地區與來自世界各國研究中國

法與歷史的各國學者進行學術研究交流並瞭解目前世界各國對於中國法與歷史的研

究狀況。會議主要語言為英語與中文，其中以英文為主。報告人完成一份會議論文，

內容包括中文版與英文版。論文發表使得報告人之研究可以被注意並得到交流機

會。 

 

三、出國發表論文之心得 

 

計畫主持人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民法親屬編修改後的

實務運作研究（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family law after the amendments）」經費

支持下前往上海復旦大學所舉辦的「中國法律與歷史國際研討會」將過去兩年來有

關民法親屬編修改後法院實務的發展與法規範的變遷研究成果加以發表。透過這個

發表不僅讓來自美國、加拿大、日本、臺灣及中國大陸各地研究中國法與歷史的學

者瞭解目前台灣民法親屬編的理論與實務發展情形；另外並透過共同參與的國際學

術會議學者的提問及研究分享得到未來發展此一研究計畫的多元可能面向。此次大

會並未印出書面紙本論文集，多數學者是透過電子檔瞭解發表者的論文內容。這樣

的會議舉辦方式減少會務的工作且環保值得未來台灣舉辦相關會議參考。 

 

計畫主持人希望未來可以持續跟此次會議的國際學者們繼續維持聯繫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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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希望研究成果可以更豐富且具有理論與實用之價值。 

 

附件四：第三年移地研究報告 

（德國法蘭克福歐洲法制史研究中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第三年移地研究出國報告書 

 

2016 年 7 月 14 日 

計畫名稱：民法親屬編修改後的實務運作研究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family law after the amendments）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102-2410-H-004-112-MY3 

 

執行期間：民國 102 年 8 月 01 日至 105 年 07 月 31 日 

 

出國為執行計畫第三年期間：104 年 08 月 01 日至 105 年 07 月 31 日 

 

出國時間：2014 年 6 月 26 日到 7 月 10 日 

 

報告人：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陳惠馨教授 （2016 年 7 月 12 日） 

 

 

報告內容 

 

1. 出國目的之說明： 

 

  計畫主持人於 2016 年 6 月 26 日到 7 月 10 日前往德國法蘭克福歐洲法制史研究

中心，進行德國十九世紀以來親屬法發展的研究。這次的移地研究主要目的在於進

一步了解影響臺灣民法親屬編法律規範深遠之德國民法家庭法（Familienrecht）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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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的發展歷程。 這個移地研究主要在於深化科技部所支持的

「民法親屬編修改後的實務運作研究」（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family law after 

the amendments）研究計畫之研究成果。 

 

  計畫主持人選擇以德國法蘭克福馬普所歐洲法制史研究中心作為移地研究之單

位，主要在於目前這個研究中心與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關係密切，且此一研究中心關

於當代德國民法發展相關書籍藏書豐富，且其圖書館研究設備現代化且使用方便；

足以提供報告人有關德國民法家庭編的立法歷程與立法討論的各種資料。另外，德

國法蘭克福馬普所歐洲法制史研究中心目前所長之一 Thomas Duve 教授及其研究團

隊，從 2012 年開始跟報告人在有關東西法制史比較研究部分有所合作，為了支持報

告人的研究計畫進行，主動提供使用該研究中心圖書設備並給予參與該機構各種學

術活動。 

 

2、 移地研究成果 

 

  報告人在 6 月 26 日晚上出發前往德國法蘭克福並在 6 月 27 日清晨抵達。當天

就前往德國馬普所歐洲法制史研究中心（Das Max-Planck-Institut für europäische 

Rechtsgeschichte）報到並取得使用該中心圖書館的權限。由於要借書需要使用圖書

館提供給我的電腦申請借書，因此第一天花費很多時間在熟悉圖書館的電腦設備、

認識研究中心研究人員、瞭解掃描、影印設備與借書方法。 

 

  本次移地研究，報告人將研究重心放在臺、德親屬法有關成年子女與父母法律

關係之比較。主要希望深入了解德國當年設計民法有關家庭編制度時，如何處理子

女與父母之關係，尤其著重在關於子女成年後與父母子女關係的制度設計，尤其著

重瞭解德國有關成年制度（Volljaehrigkeit）。 

 

  選擇這個重點，主要基於過去三年進行「民法親屬編修改後的實務運作研究」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family law after the amendments）研究計畫的體會。

在我執行本計畫並完成《民法親屬編-理論與實務》一書的出版之後（2016 年 3 月出

版，元照出版社），注意到臺灣現行的親屬法規範，有關婚姻制度或監護制度跟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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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律規範逐漸趨近；例如夫妻法定財產制度部分目前臺灣的規定與德國的規定

相當類似，另外，離婚父母跟他們未成年子女的關係之規定以及非婚生子女的婚生

性規定，雖然臺灣目前民法親屬編的具體、詳細規定跟德國不完全相類似，但基本

上，法律的重要核心都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考量的重點。當然臺灣目前還沒有

如德國般訂定同性伴侶法，但民間團體目前已經有多個相類似的立法草案提出於立

法院。或許在不久的未來，同性伴侶法或者同性婚姻法甚至多元家庭相關法律將會

在立法院通過。 

 

  除此之外，臺灣在 2009 年開始施行之新修正監護制度與新增加輔佐制度也與德

國現有制度相類似。那麼在繼受德國民法多年之後，究竟臺灣跟德國在親屬、婚姻

與家庭制度有何差異，是此次報告人所設定的移地研究目標。 

 

  根據過去幾年報告人在民法親屬編--理論與實務的研究歷程，報告人注意到德國

之民法家庭編有關成年子女與父母間的關係之所以沒有詳細加以規定，主要與德國

民法總則編有關人的成年制度設計有關。 

 

  德國民法第 2 條規定，成年在滿 18 歲之日起（Die Volljährigkeit tritt mit der 

Vollendung des 18. Lebensjahres ein.）。究竟何謂成年，在德國民法中不再討論。倒是

多數德國人在滿 18 歲開始或滿 18 歲以前開始會考量根據民法第 7 條規定，替自己

選擇住所；並且在經濟許可情況下，18 歲以後就搬離父母住所，自行訂定住所。（德

國民法第 7 條規定：Wer sich an einem Orte ständig niederlässt, begründet an diesem 

Ort seinen Wohnsitz.(2) Der Wohnsitz kann gleichzeitig an mehreren Orten bestehen.(3) 

Der Wohnsitz wird aufgehoben, wenn die Niederlassung mit dem Willen aufgehoben 

wird, sie aufzugeben.）。而，反觀在臺灣，多數人縱使成年（滿 20 歲），如果不是因

為結婚或者求學或就業而離家，僅在特殊狀況會另行選定住所，搬離父母的住所。

因為文化中並不鼓勵子女在成年後，沒有結婚或者就學，就搬離父母家中。 

 

  這次移地研究，報告人為了瞭解德國民法有關成年制度的設計，尤其是成年子

女與父母關係的設計，報告人在德國馬普所歐洲法制史研究中心，於兩星期移地研

究期間，主要收集德國民法典訂定前後相關討論。從目前收集到的資料顯示，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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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法典訂定前後，對於成年子女與父母之關係及成年制度的討論非常深入。 

 

  另外，透過比較德國民法典訂定之前與訂定之後相關親屬法的教科書或專題書

籍中，有關成年制度，也就是子女成年後就是個獨立人格，自行訂定住所，自己為

自己的法律行為負全部責任，僅在精神障礙之狀況才為之設定監護人等相關制度討

論有所差異。在民法典訂定前針對這樣立法的目的討論較多，通過民法典之後，相

關討論，尤其關於立法背後的歷史淵源討論相對少。 

 

3  移地研究的心得與成果 

 

  計畫主持人在行政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民法親屬編修改後的實務運作研

究（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family law after the amendments）」經費支持下，前

往德國馬普所歐洲法制史研究中心進行移地研究。在這次的移地研究中，不僅收集

到原來移地研究設定之目的相關書籍，更重要的有機會在法蘭克福大學參與各種法

學與法社會學學術相關活動。對於德國目前法學或學術發展有更深入的理解。在我

於 14 日移地研究參與的演講活動中，有一半以上是用英文發表，一半以上用德文發

表。這顯示德國人更努力透過英文與世界接軌，但不可否認的在用英文演講時，德

國演講者演講的內容相對不如用母語時深入。或許這是值得在深思的地方。 

 

  透過這次移地研究，報告人還有機會與法蘭克福大學兩位進行性別研究的學者

接觸，分別是目前法蘭克福大學法學院院長 Prof. Uta Sacksofsky 教授，他是一位公

法與法律比較學的教授（Professur für Ö ffentliches Recht und Rechtsvergleichung），由

於曾經到臺灣旅遊因此對於臺灣充滿好奇與興趣。尤其對於臺灣在性別相關立法與

研究深感興趣。另外一位教授則是法蘭克福大學進行有關工業經濟及財政市場研究

的 Prof. Dr. Christine Zulehner。他從經濟學的觀點研究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狀況，我們

在碰面時也交換臺灣相關研究成果。 

 

  除此之外，透過政大法學院畢業生許嘉偉同學的聯繫，報告人跟法蘭克福大學

法學院研究民法與經濟法的 Prof. Dr. Andreas Cahn 教授以及他的法與財政研究中心

的工作人員交流。Prof. Dr. Andreas Cahn 目前負責法蘭克福法律與財政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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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for Law and Finance）希望吸引來自世界各國的留學生在此中心進行相關

學習。在我拜訪之後幾天該研究中心網頁就顯示我的拜訪報導。（請參考下面網頁

http://www.ilf-frankfurt.de/gain-the-competitive-advantage/）透過交流可以看到這個

研究中心非常多元的課程與活動。總之這次移地研究對於報告人而言不僅在研究主

題上收集相關資料，另外，也擴張了許多學術交流的範圍。報告人期待未來持續跟

這次移地研究認識之相關學者繼續保持深入的學術交流。 

http://www.ilf-frankfurt.de/gain-the-competitive-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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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第三年移地研究出國報告書 

 

2016 年 7 月 14 日 

 

 

計畫名稱：民法親屬編修改後的實務運作研究（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family law after the amendments）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102-2410-H-004-112-MY3 

 

執行期間：民國 102 年 8 月 01 日至 105 年 07 月 31 日 

 

出國為執行計畫第三年期間：104 年 08 月 01 日至 105 年 07 月 31 日 

 

出國時間：2014 年 6 月 26 日到 7 月 10 日 

 

報告人：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陳惠馨教授 （2016 年 7 月 12 日） 

 

 

報告內容 

 

1. 出國目的之說明： 

 

  計畫主持人於 2016 年 6 月 26 日到 7 月 10 日前往德國法蘭克福歐洲法制史

研究中心，進行德國十九世紀以來親屬法發展的研究。這次的移地研究主要目的

在於進一步了解影響臺灣民法親屬編法律規範深遠之德國民法家庭法

（Familienrecht）體制，在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的發展歷程。 這個移地研究主

要在於深化科技部所支持的「民法親屬編修改後的實務運作研究」（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family law after the amendments）研究計畫之研究成果。 

 

  計畫主持人選擇以德國法蘭克福馬普所歐洲法制史研究中心作為移地研究

之單位，主要在於目前這個研究中心與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關係密切，且此一研究

中心關於當代德國民法發展相關書籍藏書豐富，且其圖書館研究設備現代化且使

用方便；足以提供報告人有關德國民法家庭編的立法歷程與立法討論的各種資料。

另外，德國法蘭克福馬普所歐洲法制史研究中心目前所長之一 Thomas Duve 教授

及其研究團隊，從 2012 年開始跟報告人在有關東西法制史比較研究部分有所合

作，為了支持報告人的研究計畫進行，主動提供使用該研究中心圖書設備並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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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該機構各種學術活動。 

 

2、 移地研究成果 

 

  報告人在 6 月 26 日晚上出發前往德國法蘭克福並在 6 月 27 日清晨抵達。當

天就前往德國馬普所歐洲法制史研究中心（Das Max-Planck-Institut für 

europäische Rechtsgeschichte）報到並取得使用該中心圖書館的權限。由於要借

書需要使用圖書館提供給我的電腦申請借書，因此第一天花費很多時間在熟悉圖

書館的電腦設備、認識研究中心研究人員、瞭解掃描、影印設備與借書方法。 

 

  本次移地研究，報告人將研究重心放在臺、德親屬法有關成年子女與父母法

律關係之比較。主要希望深入了解德國當年設計民法有關家庭編制度時，如何處

理子女與父母之關係，尤其著重在關於子女成年後與父母子女關係的制度設計，

尤其著重瞭解德國有關成年制度（Volljaehrigkeit）。 

 

  選擇這個重點，主要基於過去三年進行「民法親屬編修改後的實務運作研究」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family law after the amendments）研究計畫的體   

會。在我執行本計畫並完成《民法親屬編-理論與實務》一書的出版之後（2016   

年 3 月出版，元照出版社），注意到臺灣現行的親屬法規範，有關婚姻制度或監

護制度跟德國相關法律規範逐漸趨近；例如夫妻法定財產制度部分目前臺灣的規

定與德國的規定相當類似，另外，離婚父母跟他們未成年子女的關係之規定以及

非婚生子女的婚生性規定，雖然臺灣目前民法親屬編的具體、詳細規定跟德國不

完全相類似，但基本上，法律的重要核心都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考量的重點。

當然臺灣目前還沒有如德國般訂定同性伴侶法，但民間團體目前已經有多個相類

似的立法草案提出於立法院。或許在不久的未來，同性伴侶法或者同性婚姻法甚

至多元家庭相關法律將會在立法院通過。 

 

  除此之外，臺灣在 2009 年開始施行之新修正監護制度與新增加輔佐制度也

與德國現有制度相類似。那麼在繼受德國民法多年之後，究竟臺灣跟德國在親屬、

婚姻與家庭制度有何差異，是此次報告人所設定的移地研究目標。 

 

  根據過去幾年報告人在民法親屬編--理論與實務的研究歷程，報告人注意到

德國之民法家庭編有關成年子女與父母間的關係之所以沒有詳細加以規定，主要

與德國民法總則編有關人的成年制度設計有關。 

 

  德國民法第 2 條規定，成年在滿 18 歲之日起（Die Volljährigkeit tritt mit der 

Vollendung des 18. Lebensjahres ein.）。究竟何謂成年，在德國民法中不再討論。

倒是多數德國人在滿 18歲開始或滿 18歲以前開始會考量根據民法第 7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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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自己選擇住所；並且在經濟許可情況下，18 歲以後就搬離父母住所，自行訂

定住所。（德國民法第 7 條規定：Wer sich an einem Orte ständig niederlässt, 

begründet an diesem Ort seinen Wohnsitz.(2) Der Wohnsitz kann gleichzeitig an 

mehreren Orten bestehen.(3) Der Wohnsitz wird aufgehoben, wenn die 

Niederlassung mit dem Willen aufgehoben wird, sie aufzugeben.）。而，反觀在臺灣，

多數人縱使成年（滿 20 歲），如果不是因為結婚或者求學或就業而離家，僅在特

殊狀況會另行選定住所，搬離父母的住所。因為文化中並不鼓勵子女在成年後，

沒有結婚或者就學，就搬離父母家中。 

 

  這次移地研究，報告人為了瞭解德國民法有關成年制度的設計，尤其是成年

子女與父母關係的設計，報告人在德國馬普所歐洲法制史研究中心，於兩星期移

地研究期間，主要收集德國民法典訂定前後相關討論。從目前收集到的資料顯示，

德國在民法典訂定前後，對於成年子女與父母之關係及成年制度的討論非常深

入。 

 

  另外，透過比較德國民法典訂定之前與訂定之後相關親屬法的教科書或專題

書籍中，有關成年制度，也就是子女成年後就是個獨立人格，自行訂定住所，自

己為自己的法律行為負全部責任，僅在精神障礙之狀況才為之設定監護人等相關

制度討論有所差異。在民法典訂定前針對這樣立法的目的討論較多，通過民法典

之後，相關討論，尤其關於立法背後的歷史淵源討論相對少。 

 

3  移地研究的心得與成果 

 

  計畫主持人在行政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民法親屬編修改後的實務運作

研究（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family law after the amendments）」經費支持

下，前往德國馬普所歐洲法制史研究中心進行移地研究。在這次的移地研究中，

不僅收集到原來移地研究設定之目的相關書籍，更重要的有機會在法蘭克福大學

參與各種法學與法社會學學術相關活動。對於德國目前法學或學術發展有更深入

的理解。在我於 14 日移地研究參與的演講活動中，有一半以上是用英文發表，

一半以上用德文發表。這顯示德國人更努力透過英文與世界接軌，但不可否認的

在用英文演講時，德國演講者演講的內容相對不如用母語時深入。或許這是值得

在深思的地方。 

 

  透過這次移地研究，報告人還有機會與法蘭克福大學兩位進行性別研究的學

者接觸，分別是目前法蘭克福大學法學院院長 Prof. Uta Sacksofsky 教授，他是一

位公法與法律比較學的教授（Professur für Ö ffentliches Recht und 

Rechtsvergleichung），由於曾經到臺灣旅遊因此對於臺灣充滿好奇與興趣。尤其

對於臺灣在性別相關立法與研究深感興趣。另外一位教授則是法蘭克福大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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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工業經濟及財政市場研究的 Prof. Dr. Christine Zulehner。他從經濟學的觀點

研究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狀況，我們在碰面時也交換臺灣相關研究成果。 

 

  除此之外，透過政大法學院畢業生許嘉偉同學的聯繫，報告人跟法蘭克福大

學法學院研究民法與經濟法的 Prof. Dr. Andreas Cahn 教授以及他的法與財政研

究中心的工作人員交流。Prof. Dr. Andreas Cahn 目前負責法蘭克福法律與財政研

究中心（Institute for Law and Finance）希望吸引來自世界各國的留學生在此中心

進行相關學習。在我拜訪之後幾天該研究中心網頁就顯示我的拜訪報導。（請參

考下面網頁 http://www.ilf-frankfurt.de/gain-the-competitive-advantage/）透過交流

可以看到這個研究中心非常多元的課程與活動。總之這次移地研究對於報告人而

言不僅在研究主題上收集相關資料，另外，也擴張了許多學術交流的範圍。報告

人期待未來持續跟這次移地研究認識之相關學者繼續保持深入的學術交流。 

http://www.ilf-frankfurt.de/gain-the-competitive-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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