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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一項、問題意識 

 

在任何國家的法制史研究中，關於法律淵源的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

或者毋寧說，法制史的研究首先是從對法律淵源的論述開始的。關於法律

淵源的研究，有著一條不可缺少的途徑，這就是著眼於現實的訴訟場景，

通過分析審判事例，來揭視什麼被作為審判依據(滋賀秀三，1998：19)。

本文便是嘗試從民國初年大理院民事判決中，針對其判決之法源作一整體

研究。本文主要來自於對下列問題的一些思索：在立法功能不彰及成文法

不足的時代，大理院如何去探尋民事法的法源？從大理院之判決例中，去

了解大理院所建立的民事法規範的淵源到底是從何而來？其審判究竟根據

哪些種類的法源？大理院對這些法源的態度為何？法源衝突時，規範的效

力問題又該如何解決？ 

    

第二項、問題提出的動機 

 

    一九零二年，可以說是中國法制近代化的一個起點。光緒皇帝在這一

年下詔決心變革法制，修訂律例(李貴連，1991：110)。在張之洞等人的保

奏下，沈家本與伍廷芳擔任這項「務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變法」運動

的領導者。一九零四年，「修訂法律館」成立，開始展開修法的工作(李貴

連，1991：116)。一九零五年，隨著日俄戰爭日本戰勝的結果，中國鑒於

日本立憲而強，因此中外遂有立憲之議。此開啟了官制改革的契機，而垂

諸以久的司法審判制度變革終於正式啟動(黃源盛，2000：15)。 

    一九零六年，光緒皇帝下詔將刑部改為法部，專任司法；大理寺改為

大理院，專掌審判(黃源盛，2000：16)，此乃近代大理院之開端。自此之

後，更分別奏請議定頒行《法院編制法》《大理院審判編制法》與《各級審

判廳試辦章程》等各項法律，對於新式的法院制度，提出一個基本的藍圖。

依照這幾項法規，清廷所籌劃的司法審判廳制度，基本上是仿效日本裁判

所的設置，建立一個四級三審的審判制度。在地方州縣設立初級審判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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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府設地方審判廳，在省設高級審判廳，在京師則為大理院，為全國最

高審判機構，並有權解釋法律與監督各級地方審判機構(歐陽正，2001：

380)。民國建立之後，基本上是沿襲了清末法制改革的方向。 

    實體法方面，一九一一年由沈家本主持，朱獻文、高種及日本人松崗

義正所起草的《大清民律草案》正式完成(黃源盛，1998：304)，然因清廷

的覆亡而未及頒布實行。辛亥革命成功，民國肇建，正是法制未備之際，

民國元年就任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便下令：「現在民國法律未經議定頒布，

所有從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與民國國體牴觸各條應失效力外，餘均暫

行援用，以資遵守，此令。」(楊幼炯，1936：101以下)由此令文可知民國

政府基本上沿用了前清的法律，在刑事部分，適用《大清新刑律》修改而

來的《暫行新刑律》。然而在民事部分，由於《大清民律草案》並非清朝有

效頒布施行的法律，所以清朝有效施行的民事規範就只有《大清現行刑律》

民事部分的條文及其他民事個別法規，因此民國時期便繼續沿用。從民國

元年直到民國十八年國民政府頒布民法典的這段期間，《大清民律草案》及

《民國民法草案》始終都停留於「草案」的位置，而中國的社會及各級法

院則是處於一個「前法典化」的時代。 

    在這樣一個「前法典化」的時代，身為當時審判龍頭的大理院，面對

著的情勢是大清民律草案尚未頒布施行，只有傳統中國法的《大清現行律》

是成文有效的法律，而社會又隨著新時代的開展不斷前進發達，私人間的

生活事務日趨複雜化，許多紛爭必定應勢而起。因此如何形成一套制度規

則使得人民得以遵循，便成了重要的任務。在成文法規範飢渴的狀態下，

作為最高審判機構的大理院勢必要尋找一些規範來作為審判的依據。而在

法治主義的要求下，法院審判必定根據法律，那麼什麼是可以作為審判依

據的法源？如何去探尋法源呢？這是大理院面對的難題。關於「法律是什

麼？它從何而來？如何形成？」這樣的一個問題，從古希臘到現代人們對

於這樣的問題有著千百種的答案，在多數的時空中，這或許只是一種法律

的形上學思索而已。但是對於民國初期中國大理院的法官而言，這卻是一

個實踐層面的真正問題，他們必須在判決當中去確定並建構一套法律體

系。這對於處於法典時代的我們，是難以想像並體會大理院所面對的情境

的。 

現在我們的社會正是處於一個法典的時代，我們日常生活相關的私法

規範，都被規定在一部統一的體系的民法典之內。我們的法院在適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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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乃是從民法典中的規定開始尋找法條與解釋法條 1。對於現代的我們，

如果有一天突然沒有法典，那麼要如何適用法律，要如何做審判？這樣的

問題便可能產生。事實上，我們今天的時代也可能碰到這樣的問題，特別

是在資訊化社會的時代，各種新型態的交易行為與糾紛不斷產生，在民法

典中找不到相關的合適的規範來適用，在面對這些問題時，不就與沒有民

法典是相同的嗎？由於社會快速發展與變遷，我們民法典的功能必定逐漸

式微，而進入一個「後法典化」時代，我們在面對問題的處境，可能與「前

法典化」時代相類似，因此思索大理院在沒有法典的時代，如何適用法律

及探尋法源便可能能夠啟發我們對於現代的一些思考，這便是本文提出問

題的動機。  

 

第二節、 研究的目的與觀點 

 

    本節主要分成三個部分。第一節說明本篇論文的研究目的所在，在這

裡主要指透過本文的研究成果，筆者所欲達到的實踐目的，也就是研究行

動的目的。第二節則交代本文的歷史觀點，說明本篇論文與台灣法律史研

究的關係，以及表達本文對主體意識的一些看法，這對理解本文所作的研

究是相當重要的。第三節主要檢討以往關於一些法史學研究目的的看法，

並提出本文所採取的立場。關於此一部分應該與第一節合併觀察，兩部分

主要說明本文研究的整體目的所在，而本文正文所作的實質研究，便是緊

緊環扣著這一整體目的而來。 

 

第一項、本文的研究目的 

 

這一節說明本篇論文的研究目的，或者說，藉由本篇論文的撰寫，筆

者所欲達到的目的為何。美國法律學派有所謂的「批判法學派」(Critical 

Legal Studies)，對於此一學派的研究來說，其背後都有其主要目的，並且

帶有行動色彩，而其主要乃是對於主流思想的一種反動或批判  (Robert 

Gordo，1987：197)。筆者並非批判法學派，但是本文的研究背後乃是帶有

                                                 
1 學者指出：隨著法典化，法律基本上變成了主要是制定法，而且法典變成私法制定法
的標準典範。所謂的「制定」包括了政府和行政的命令。沒有其他獨立的法源需要被承
認，假如有的話，便只有習慣而已，而且順位次於制定法，只扮演了很微小的角色
(Watson，1981：168)。因此，在法典化的時代我們，很自然會以法律便是制定法，從
而忽視其他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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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層面的目的。現今，台灣民法學的發展以德國的評價法學派為主流，

法學方法論上也是以德國法律解釋學為主。而在大學的法學教育，國家司

法人員的考試，甚至是法官的司法實務，都深深被同一股力量所牽引著。

對於受法學教育的學生來說，這樣的現象容易導致思考的僵化，使得對於

法律的看法呈現一種單一的面向(在某種意義層面上，台灣的法律系學生可

能變成馬庫塞所謂「單向度的人」)。 

而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便是去對此現象予以批判並深刻反省，本文研

究的主要問題意識乃是針對處於「未法典化」時代的大理院，去研究其民

事法源如何形成？如何建構出一套嚴密的法律體系？如何在新舊交替時代

中創造出獨特的法律文化？而這樣的研究，正可以與現代的法律文化作一

比較，讓我們了解大理院的法官們是如何去思考法律的問題，進而使我們

去思考我們現在的法律文化是否應該檢討。舉例而言，我們對於現行最高

法院判例的性質，多數立場認為並不是法律規範，然而現在隨著司法院組

織的調整，未來可能有所改變。當我們回顧大理院時期判例的效力與性質

時，我們可能會對現行判例制度的看法有不一樣的想法，或者可以使我們

在規劃未來的判例制度時多點思考。因此本文的研究便是試圖透過對大理

院法源的研究，來開啟一種多元化的觀點，主要目的則是去促使台灣的民

法學教育在認識論上能夠有所反省，進而能夠使法律與法學的發展適合台

灣社會的環境。 

 

第二項、本文的史觀  

 

過去一段時間，台灣的法史學研究主要是傳統中國法制史的研究，近

來，台灣法律史的研究則逐漸成為一股主流。法史學者王泰升著有《台灣

法律史的建立》一書提倡以台灣為主體性的法史學研究。王氏認為台灣法

史學的研究向來具有濃厚的中國本位色彩，此乃導因於兩個因素。第一為

歷史教育充斥著大中國的意識形態，這樣的史觀使得法史研究以中國大陸

的歷史與法律變遷為研究對象，但在一九四九年卻直接跳到台灣，擬制台

灣的法律發展為中國的法律發展。第二則為法典本身的特性，因為現行法

典本身就是大中國的法典，因此自然便會以中國的法律歷史脈絡為主。隨

著兩岸的接觸，台灣逐漸遇到了所謂「真正的中國」，因此對於台灣本身自

己的主體性便開始反省。王氏認為法律應該是為人民需要所存在，法史學

研究應該以台灣為主體並以它為研究對象(王泰升，1997：36-38)。根據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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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的見解，台灣法律發展受到包括原住民部落法系，傳統中國法系，歐陸

化的日本法系，歐陸化的中華民國法系，以及現代歐美法系的影響，因此

若以台灣觀點而言，上述各個法系研究便只是以台灣為主體的法律史研究

的一個分支而已。以王氏的見解來說，本文關於大理院的法史研究乃是「近

代中國法律西方化」或「中華民國法律史」的研究，所研究的乃是一九零

二至一九四五在中國所發生法律歷史。當然隨著一九四五年中國民國法制

在台灣的實行，中國西方化的法律歷史在一九四五年後對於台灣產生重大

的影響，站在台灣的立場，也是應該予以重視(王泰升，1997：47-48)。 

    由於近來法史學研究有這樣的觀點，因此本文有必要交代本文所採取

的歷史觀點。因為從不同的觀點來看歷史，所描寫出的歷史便可能不相同。

對於本文來說，法史學的研究目的乃是為了認識過去法律歷史而反省現在

的法律制度，而我們乃是生活在台灣這片土地，我們現行的法制乃是屬於

台灣自己的法制，因此法史學的研究必定以台灣的立場作為出發點。然而，

如前文所述，本文認為法史學的研究主要在開啟多元化的觀點，因此本文

並不過度強調以台灣為主體意識的觀點。蘇格拉底說：「我不是雅典公民，

不是希臘公民，我是世界公民。」因此本文的觀點希望跳脫意識形態的觀

點，從一個世界的角度去看待中國與台灣的法律歷史。大理院的法律史研

究確實是屬於中華民國法律史的研究，現在的台灣所實行的法律體制乃是

中華民國的法律體系，不論這套法律體制是否是人民所被迫接受的，對於

現行這套法體制的過去，我們是應該予以回顧與檢視的。當然，所有研究

成果都是為了現代台灣社會的需要而出發的，然而是否應完全以台灣為主

體觀點來作法史學研究則尚待斟酌，因為對於台灣而言，採取外部的觀點

來研究法律史也是必要的，透過多元觀點的研究，也使得法史學研究較具

全面性與批判性。 

 

第三項、本文對法史學研究目的的立場 

 

    「為什麼要學法史學？學法史學的目的何在？對我們有什麼用處？」

這是一個對於研究法律史學者而言常遇到的一個疑問。特別是對於研究法

史學的法律人來說，這樣的問題經常是難以回答的。誠如霍姆斯(Oliver W. 

Holmes)(1987：457)所言：「當我們學習法律的時候，我們不是在學習玄學

(mystery)；如眾所週知的，是在學習一種職業。」對於法律人而言，法學

的本身乃是帶有實用性的一門學問。而法史學的研究目的何在？其是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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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實用性？便是身為研究法史學的人所必須回答的一項課題。 

    首先，必須回答的是什麼是法律史學？向來，有關法律的歷史研究人

們最為熟悉的名詞乃是「中國法制史」這門學科，此外，還有所謂的「中

國法律思想史」，「西洋法制史」，「西洋法律思想史」等學科名詞。關於這

些學科之間的區別與關聯，有相當不少的研究論述。光以「法制」一詞的

釋義，便有所爭論，而此也牽涉到了研究範圍的問題。法史學者陳顧遠氏

對於「中國法制史」便下了這麼一個定義：「為社會生活之軌範，經國家權

力之認定，並具有強制之性質者曰法；為社會生活之形象，經國家公眾之

維持，並具有規律之基礎者曰制。條其本末，系其終始，闡明其因襲變革

之關係者，是為中國法制之史的觀察。」(陳顧遠，1964：5)依陳氏之說，

其對於「法制」的見解乃是屬於廣義說。與之相同有林永榮、李甲孚等學

者，其均認為所謂「法制」包含「法律」與「制度」 (林?榮，1963：1；

李甲孚，1988：5)。與之相對的乃程樹德氏，其認為法制即刑罰，法制史

即法律史，所涉範圍，抵以法律上的制度為限，凡與訟獄律例無關之制度，

皆在排除之列(林?榮，1963：1)。基本上，以上的見解差異主要在於一為

將「法制」連用，解為「法律的制度史」，一為將「法制」區分，解為「法

律與制度史」。近來，法史學者王泰升則提倡以「法律史」一詞代替「法制

史」的用語，因為「法制史」易被等同於僅以「法制度」為研究對象的制

度史(王泰升：1997，12)。對於王氏而言，法律史的研究對象主要為「形

成法律的原因」、「法律的規範內容」、「法律的社會效應」以及三者之間的

相聯關係。我們可以在這裡發現有趣的一點，同樣是對於使用「法律史」

這個用語，程樹德氏與王泰升氏卻有各自不同的語義內涵。 

由此可知，想要以一個名詞定義想要精確說明法律的歷史研究的範圍

是相當困難的。事實上，這樣的問題來自於對於「法律」這一名詞概念的

掌握，顏厥安氏便曾經反省檢討了向來法制史研究中對於「法律」概念的

不夠清晰(顏厥安，1993：184)。對於本文而言，由於本文並非在寫法制史

的教科書，因此「法制史」或「法律史」的學科研究對象究竟為何？並不

是本文所關切的重點，也非本文所要回答的問題。然而，對於本文的研究

性質而言，筆者乃是將之定位於「法史學」的研究。對於本文而言，法史

學的研究至少可以指稱所有「與法律有關」的「歷史性研究」，不論是法制

度、法思想、或法社會等層面。本文認為法史學研究的對象範圍應該取決

於其研究目的，亦即法史學的研究目的將決定了哪些對象是法史學所應該

予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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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史學的研究目的究竟為何？關於這一問題，人們有著許許多多不同

的回答。一種最常見的回答不外乎是所謂的「鑑往知來」，歷史可以當作一

面鏡子，使我們可以記取過去的教訓，保留過去的優點。中國法史學者張

晉藩氏著有「法史鑒略」一書，便可以看出這種見解。當中有謂「對於中

國古代剝削階級的法律，總的態度是揚棄，也要從現實的需要出發加以借

鑒，並在科學的批判中總結吸收，這對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制

是有所裨益的。」(張晉藩，1988：1)陳顧遠氏亦有相同看法：「過去法制

不特為現行法制之直接淵源，且為現行法制之有效鑑鏡⋯⋯蓋吾人之釐定

現行法制，非僅以新為貴，實有革新之道，此即舊之不能用而非革之不可

也。或已有之成法久廢，而與時代需要漸相接近，亦可視其為新而回復之。

至於舊制之成效昭著者，自當保留之，往例之弊端顯明者，自當避免之。」

(陳顧遠，1964：8)與此類似看法的上有林?榮氏「考其沿革，衡其得失，

並求其因果關係，俾資現代治其事者之考鑑」(林?榮，1963：2)；李甲孚

氏「研究中國法制史，就在對古代法制的優缺點加以了解，並把現代法制

的缺點發掘出來，加以改進」(李甲孚，1988：10)；那思陸氏「知古所以

鑑今，從事中國傳統法制的研究，目的即在於此⋯⋯即使是作為失敗的借

鑑，也仍有其價值」(那斯陸，2001：14)。王泰升氏「法律史學亦可藉由

史學鑑往知來的作用，預測某種法律的施行結果」(王泰升：1997，14)。 

對於上述的觀點，我們不禁要質疑：對於過往法律的研究真的能帶給

現行法制什麼樣的借鑑嗎？我們真的能從過去的法制經驗中吸取到歷史的

教訓嗎？過去的法制經驗真的可以區分出所謂好壞或優缺嗎？我們生活的

社會是「六法全書」的時代，我們對於「唐律」「明律」是那麼遙遠而陌生，

現代與傳統所行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法律體系。雖然文化可能是延續的，但

是法制卻是斷裂的。雖然過去所面對問題可能與現在的問題是相似的，但

是我們並不是同一時代的人，過去解決問題的方法並不一定能作為我們「直

接」的借鏡。以唐律而言，雖然「諸犯罪者，以造意為首，隨從者減一等」

與現代刑法學的共犯有「類似」的關聯，但這永遠只是「類似」而已，只

能拿來給我們做「間接」的「啟發」。況且，歷史是否能探究出因果關係，

尚且是個疑問，而所謂好壞優缺必然是一種由結果來評價原因的立場，既

然原因與結果並不必然存在著關聯性，那麼去分辨優缺以作為借鑑的目的

便產生了質疑。本文認為以「鑑往知來」並無法作為法史學的主要研究目

的，至多只是次要的目的而已，因為其無法充分說服現代法律人以及滿足

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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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法史學的研究目的，也有這樣的說法，那就是法史學的研究目的

乃在追求知識上的真理，目的在呈現出歷史上法制的真實面貌。這樣的見

解例如那斯陸氏之「重現中國歷史上的司法制度」(那斯陸，2001：11)，

島田正郎氏之「究明過去法的事實加以探究記述」(島田正郎，1979：1)，

韓延龍及劉海年氏之「以大量的實證材料揭示歷史上不同類型法律制度的

本來面貌，闡明法律制度發展變化的具體規律」(韓延龍、劉海年，1981：

10)，這些見解都承認我們可以去重現歷史上法制的真實。然而，我們不禁

要疑問，歷史的真實真的有可能可以重現嗎？我們對於過於的法制，現在

只能透過遺留下來的史料去加以認識，我們就如同在拼圖一樣，即使史料

再怎麼豐富，我們所能建構的永遠都只是一張破碎的畫面，拼圖中有太多

的斷裂是我們所無法填補的。而這個破碎的圖像是否是歷史上那幅所謂「真

實的圖畫」，是令人懷疑的，這樣的圖畫只是歷史學家運用其想像所創造了

另一幅圖畫罷了。即使採取可能「重現真實」的立場，我們依然要繼續問，

我們去重現歷史的法制面貌，對我們有什麼用呢？如果只是純粹基於人類

對於真理的知識探索，這樣的說法並無法說服我們，特別是就法學/法律人

為出發點的法史學研究而言。法學乃是一門實踐的學問，法學永遠不是理

論上的探討而已，法學必須判斷，必須作決定，甚至必須行動。馬克思曾

說：「哲學家們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對於

筆者而言，任何理論的研究必須帶有實踐的層面，因此本文認為法史學的

研究不可能以「追求知識，重現真實」作為主要的研究目的。 

    前面提到，有論者認為法史學乃在重現過去關於法的事實，對於某些

人來說，這個法的事實乃是具有延續性，傳承性的。這樣的見解認為法制

的現象乃是有一定的規則可循，而我們乃是試圖去探究其發展規律，去明

瞭其起源、變遷與消亡。這樣的見解例如陳顧遠氏的「法制之以史稱者，

無非述其變，探源索流而以」(陳顧遠，1964：19)，李甲孚的「現代社會

次從以往社會蛻變過來的，現代與傳統沒有截然劃分的必要，因而在研究

現代法制時，不能不研究古代法制」(李甲孚，1988：9)，島田正郎氏「不

應將法視為當然存在的事實，而應自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加以考察，視之為

逐漸成長的事態」(島田正郎，1979：2)，韓延龍氏的「以法律制度的產生、

發展、變化和消亡為主線，探討歷史上不同類型的法律制度的實質、特點、

主要內容及其歷史發展規律的科學」(韓延龍、劉海年，1981：3)，義大利

羅馬法史學者的「歷史呈現一種連續性⋯⋯法學家研究政治組織的特點，

追尋他們的變遷，揭示統一性、多元性、演變、混合、消滅和繼承」(朱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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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格羅索，1994：3)。 

而這樣的見解容易忽略了歷史的偶然性、斷裂性。追尋歷史規律的見

解，在某些時候，容易武斷地將某些事物相連起來，將其某制度視為某制

度之起源或受到其影響。在探究傳統中國法制的時候，我們常常將某種傳

統法制視為現代某種制度的源頭(例如談共犯理論就談唐律的諸造意分首

從條)，然後去探究它們之間的相連關係，這樣的作法有時是相當危險的。

哈佛法史學程的學者就曾經這樣批評：「法制史研究的傳統做法，總是偏好

探討當代法律信條（doctrines）與制度的諸種起源。這種做法有優有劣：

上焉者，是透過對法制史材料的仔細考究，針對相關的觀念與制度，看看

他們在我們當代法律體系能夠辨識之前，究竟是延著何種軌跡而有著明顯

的變異形態；至於下焉者，則是不顧過去法律觀念與制度具體存在的歷史

脈絡，老是輕率地導出一種概念：所有做為我們當代法律體系的老祖宗，

總是努力地想變成我們現今（進步）法律體系的形態。第二，抱著找尋當

代法律觀念與制度諸種起源的心態來修習法制史課程，雖然也沒什麼大

錯，但是藉由我們法制史課程的訓練，學生們將會發現：一些當代法制史

學家已經傾向於消減過去法律體系與我們當代體系之間的連續性，轉而強

調其與當時社會、政治、經濟脈絡之間的互動關係；我們提供的法制史課

程，是要探究不同歷史時空具體脈絡下的法律與變遷，進而對現今與過去

的法律，激發出種種新的思考方式。」2本文認為這樣的見解似乎是較為妥

當的，因為對於我們來說，傳統法制已經遠離的我們，嘗試去為現代法制

與傳統法制坐脈絡連結的作法，並無法使我們得到什麼樣對於現代法制的

反省，重要的反而是認真去研究每個時代下的法制及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那麼，究竟什麼是法史學的主要研究目的呢？有論者認為法史學的價

值在人文關懷方面的價值越來越顯得重要。法史學者張偉仁氏便從人類文

化命運與法制歷史關係的觀點，認為傳統中國文化及法制與西方文化及法

制有著不同相異點。對於傳統法制的研究，可以使我們跳脫西方法制的觀

點，回頭看一看過去，看看先前的人所走過的路徑，然後看看我們現在的

處境和將來可能的方面(張偉仁，1966：序言 )。張氏這樣的看法，似乎帶

有點文化反省的意味。事實上，法律制度與文化脫離不了關係，對於法律

制度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認識過去人們的法律生活狀況，去理解他們的

                                                 
2 參 閱 2000年九月修正刊布的美國哈佛大學法律學院 「法制史 」學程網頁：
Http://www.law.harvard.edu/students/catalog/cgrougs/history.shtml，惟該網頁
現已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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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與文化。本文認為法史學的主要研究目的在於透過對於過去法律

文化的認識來達到現代法律文化的反省與批判。對於過去法律文化的了

解，使我們能擴展我們的法律觀點，並且以多元化的角度去對待我們現有

的法律制度與文化，進而反省與批判現有的法律制度，思考我們現在所面

對的處境與問題，從而去建構我們未來所可能的方向。當然，這絕對不是

單純所謂的歷史借鏡，因為我們不是要把過去法制的成與敗給現在法制做

教訓，而是帶給我們一種反省的觀點。如果我們只以現代法制的觀點去看

待法律，我們時常會產生盲點，例如我們可能以為我們所引進的歐陸法制

便是如我們想像的那樣美好。但是法史學的研究使得我們能夠去理解過去

的法律，理解他們的法律思想及法律行為，進而去「重新理解」我們現有

的法律。例如，透過法史研究，我們可能了解到過去歐陸法制與中國法制

的發展，從而消除對於歐陸法制的圖騰崇拜，重而以多元的角度去研究法

律。陳顧遠氏說過法制史研究可以產生經驗法學的法律專家，法哲學研究

可以產生理論法學的法律學家，而二者之合則為法律通家，法制史研究目

的有一即在求綜合法學的法學通家之產生(陳顧遠，1964：6)。我們不求法

律通家的產生，只希望能夠以法史學的研究來顛覆權威，創造多元思考的

法律人。 

 

第三節、 研究文獻的成果回顧  

 

    本篇論文乃是有關大理院民事法源的研究，關於此一方面的研究，過

去由於受限於文獻資料的緣故，所以專門的研究相當缺乏。在過去，台灣

關於大理院的裁判資料，主要是根據郭衛 (1972)所編《大理院判決例全

書》，然而由於其只是判決書當中的一部分內容，因此所能得到的研究成果

相當有限，大部分多是關於個別實體法上法律見解的研究，很難對大理院

法律體系的全貌及其法社會學上的意義作深入研究。一直到一九九九年，

法史學者黃源盛先生由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帶回來的大理院司法判決

檔案，經過整理分類之後，終於完成了《大理院民事判例全文彙編》、《大

理院民事判決彙覽》、《大理院刑事判例全文彙編》、《大理院刑事判決彙覽》
3等套書，其中《大理院刑事判例全文彙編》已經打印成鉛字匯成五冊，其

                                                 
3 這些書籍現收藏於國家科學委員會與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基礎法學研究中心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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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多數仍是原始的手寫毛筆字體4。由於這些書籍當中，所收錄的乃是大理

院司法判決的全文資料，因此使得關於大理院的研究能夠有所突破，能夠

進行更佳精緻的學術探索5。 

    關於大理院方面的研究，首先是歐陽正氏(1993)在美國哈佛大學法學

院所撰寫的博士論文《民國初期中國法律的現代化(1912-1927)》6，其內

容主要是研究法官如何創造法律，論文當中對大理院的判例進行分析，特

別是在婚姻與家庭方面的判例，然而由於當時並沒有完整的判決全文公開

問世，因此此論文只能見到大理院的判例要旨，而無法對大理院判決例全

文所衍生的問題進行研究。 

    此外，現在關於大理院研究最為豐富的首推法史學者黃源盛先生，由

於其親自整理大理院司法判決的全文資料，因此可說是最能掌握大理院法

律制度的學者。黃氏所著的論文集《民初法律變遷與裁判》當中對於民國

的法律體制與大理院的裁判有著相當深入的研究，其中包括了對於大理院

制度與裁判書的介紹、平政院制度的介紹、刑事立法及其草案的變遷、刑

事訴訟制度的開展、供包含了大理院民事審判與民事習慣以及大理院誠實

信用原則運用的研究。此書可以說對未來大理院相關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穩

固的基石，當中對於大理院制度更是研究深入，為後世所難以突破。其中

〈大理院民事審判與民事習慣〉一文更是與本文的研究範圍有著直接的關

聯，乃是關於大理院如何去運用習慣法的問題。然而，由於本書大多著重

在制度與刑事方面的介紹，使得我們無法對大理院民事法律體系，以及其

法律的細部運用過程與司法的社會功能更為了解，而這也是本文所欲研究

的範圍。但是，本文所有的研究也是無可避免地要立基於此書的研究基礎

上。 

    而郭欽銘氏(2001)的〈民初大理院夫妻財產制判例之研究〉一文，則

是對於民事專門領域的研究。當中對於民國初年夫妻財產制相關的法律和

草案，以及大理院關於夫妻財產制的判例有著深入的頗析，特別是判例剖

析，由於其以掌握到案例事實部份，因此能對判例的社會意義予以說明，

                                                 
4 《大理院民事判例全文彙編》目前正在打印校正之中，在不久將來亦有鉛字版本，對
於大理院方面的研究發展將更有助益。 
5 關於大理院司法判決檔案，請參閱黃源盛著：〈大理院司法檔案的典藏整理與研究〉一
文(黃源盛，2000)。 
6 論文名稱全文為：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aw during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1912-1927) :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family law by 
the Supreme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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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此文也能夠與現行法制作比較。惟由於此文並未對大理院民事法律體

系作全面的觀察，使得當中一些見解不免有些誤解。例如將判例文中「現

行法例」與「現行法」解釋為第一次民律草案的看法則尚待斟酌。 

    此外，在學位論文上，則有梁弘孟氏(2000)《論清末民初以迄當代我

國刑法上姦淫罪的立法與司法變遷》，當中對於大理院關於強姦罪與猥褻罪

的判例有作探討，當中對於大理院刑事訴訟的歷史意義也有所說明，可惜

未能更為深入。而李玉璽氏(2001)的《從傳統孝道思想論殺直系血親尊親

屬罪的演變》一文則深入研究大理院判例中關於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的案

件，當中並對案例事實的社會意義予以說明。陳怡如(2000)《司法院大法

官之憲政定位與功能》一文則主要針對司法權的功能與違憲審查及釋憲權

作探討，然而當中也對大理院時期的法律解釋權限作說明。而以上的學位

論文的主要特色都是在於其只是將大理院作為其論文研究中的一部分，針

對民國初年時期的部分作說明，並未能單就大理院時期的法律作全面的探

討。 

    另外，在學術研討會的文章則有周伯峰氏在 2001 年在台灣大學基礎法

學復活節中關於買空賣空行為的文章，當中對於大理院判例與民國經濟的

關係有所說明。而本文筆者在中國法制史學會研究生論文研討會上則有〈大

理院民事法源初探〉一文 7，當中對於大理院判決所適用的法源有著全面的

探討，有助於釐清大理院的法律適用問題，可惜此文多為法律規範層面的

分析，未能近一步探討大理院法律與民國社會經濟等外部因素的關係。 

    而在中國大陸，關於期刊文章方面，張生(1998)所著〈民國初期的大

理院：最高司法機關兼行民事立法職能〉，此文與本文之研究範圍有著密切

關係，當中認為在缺乏民法典的歷史條件下，大理院延續了中國古代司法

機關兼行立法職能的傳統，通過判例與解釋例來創造統一的民事法律準

據，實質上兼行了民事立法權。可惜此文未能掌握判決例的全文，因此無

法作更細緻的分析，不能對判例的運用情形與司法立法的社會功能作清楚

的呈現。而韓秀桃(2000)〈清末官制改革中的大理院〉則主要敘述了大理

院的籌設過程與籌設中的問題與不足，考察了司法權限劃分中的權限之

爭，並說明中國法制近代化的困難。此文主要是對於清末大理院的研究，

未能對民國大理院的運作再予說明。此外，李勝渝(2000)的〈北洋政府票

                                                 
7 本篇文章發表於由 2001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由中國法制史學會主辦的「法史學研究生論
文研討會」，地點位於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北棟十三樓法學院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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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立法論略〉當中對於大理院關於票據法上的判例有所探討。郭興蓮(1997)

〈論民國初期的選舉訴訟〉則探討了大理院處理選舉訴訟的相關問題。另

外，與本文研究範圍有著密切關聯性的尚有胡旭晟(1999)的〈二十世紀前

期中國之民商事習慣調查及其意義〉、武乾(2001)〈中國近代判例制度及其

特徵〉、李超(2001)〈近代民事立法對固有民法資源的吸收與整合〉、張生

(2001)〈略論民事習慣在民初司法中的作用〉。 

關於專論書籍方面，張生於 2002 年所著的《民國初期民法的近代化：

以固有法與繼受法的整合為中心》一書，則是中國大陸有關於大理院研究

的傑出著作，當中論述了民國初期民法近代化的發展進程，主要在描述民

國初期的法律家超越了清末以來仿求西方與固守傳統難以相容的兩難困

境，對固有法與繼受法採相容並蓄的態度，以實證的標準來檢驗固有法和

繼受法，通過司法經驗的積累來建構近代民法，以司法和立法行為來描述

民事法律規則的創制過程，在具體的政治、經濟背景中說明民事法律規則

的社會意義。惟張生氏受限於其所得之大理院判決例全文的數量限制，因

此在某些問題的觀點上值得商榷，特別是在法源問題上。 

近來，黃宗智(2003)著有《法典、習俗與司法實踐：清代與民國的比

較》，當中主要是從判決檔案比較清代與民國民法上的差異，惟其所使用之

民國檔案資料多偏重在 1928 年之後，也就是所謂國民黨政府時代的資料，

對於大理院方面的論述較少。黃氏因其並非法學背景出身，因此在一些法

律理論的觀點上，不免產生一些誤解。而白凱氏亦著有《中國的婦女與財

產：960-1949年》一書，當中對於大理院的研究較為注重，惟主要著重在

繼承制度與婦女的財產方面，未對大理民事法有整體性論述。 

從以上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至今尚未有對大理院民事法法源問題作

深入之考察，因此本文乃嘗試針對此一領域進行學術成果的填補工作。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文乃是有關於法史學方面的研究，關於法史學的研究方法，一般的

見解多認為法史學既屬於法學又屬於史學，因此法史學的研究方法兼採法

學方法與史學方法8。由於本文並非方法論的論文，因此法學方法與史學方

法的詳細內容並非本文關注的焦點。在這一節中，主要探討的是有關於法

                                                 
8 採取這樣的見解例如黃源盛氏(1993：22)、那思陸氏(2001：15)與王泰升氏(199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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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認識論的幾個問題，以表達本文的一些立場，而這些觀點當然也影響

到本文實質內容的研究，所以在此必須交代清楚。 

法史學的研究對象多半乃是針對過去的法律，然而如何去詮釋過去的

法律，對於現在與過去關係理解的差異便會影響到所得出的意義。按對於

歷史學者而言，現在所能接觸者大多為眾多史料，然而再多的史料也只是

歷史所遺留下的一小部分而已，因此如何在破碎的史料中去建構歷史事

實，這時便需要史學家的歷史想像。按所謂的歷史想像乃是將自己放入歷

史之中，進入歷史的情況，進入歷史的時間，進入歷史的空間，然後由此

想像當時可能發生的一切，此也就是所謂「設身易地以求其實」(杜維運，

1999：212)。那麼史學家又非過去的人，如何能夠體會古人的心境呢？依

照柯林伍德(R.G. Collingwood)的說法是有可能的，因為歷史乃是研究人的

行為，人的行為不能不在相當程度內受時間的限制，因此在相同的情境下

常會做相似的活動。而由於人性的共通點，因此我們可以運用歷史想像來

發現歷史事實(余英時，1976：231)。就如同狄爾泰(W. Dilthey)的見解，對

於人類歷史不能要求客觀的真實性，而應該依靠感情的體驗，依靠內省和

直觀。「理解」是研究歷史的主要方法，即通過感情的體驗將歷史學家與歷

史人物聯繫起來。「理解」包括內省與直觀，在無法直觀的地方，需要創造

性的想像(王晴佳，1998：263)。另外的一種見解則是將現在與過去的門關

閉起來，認為過去乃是一個陌生的文化客體，其與我們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我們對理解的感覺與心理投射沒有什麼區別，我們不能接觸到與我們現實

真正不同的另一種現實的陌生性與抵抗性(Jameson，1994：48)。上述第一

種見解忽略了現在與過去文化的差異性，使得我們在理解時可能產生問

題，因為我們必須先去了解過去，才能將自己置於歷史情境中，然而了解

歷史情境的可能性便產生問題。第二種見解則是將過去與現在的大門關起

來，使得我們完全無法認識與我們異己的陌生文化。 

而本文所採取的見解則認為歷史客體就是對曾經存在過的人與事物所

作的「表述」。表述的實體，是保留下來的紀錄與文件。歷史客體，即曾經

存在過的東西，只存在於作為表述的現在模式中。歷史知識不自於表面的

歷史客體，卻來自於對文本的閱讀。文本由於被閱讀而成為文本，因此文

本的定義取決於閱讀(Jameson，1994：77)。而這樣的閱讀並非將將過去當

成某種靜止和無生命的客體，而是過去在閱讀過程變成活躍因素，以全然

相異的生活模式質疑我們的生活模式，這時過去開始批判著我們。就如同

詹明信(F. Jameson)所言：「只要我們在對過去進行闡釋時牢牢地保持著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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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對未來的理想，使激進和烏托邦的改革栩栩如生，我們就可以掌握過去

作為歷史的現在。」(Jameson，1994：84，86)由於閱讀者乃是存在於現在，

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將會使用現在的理論去詮釋過去的法律制度。而使

用這些理論乃是使我們去理解過去的法律變得可能，因為如果不使用這些

語言，我們很難清楚地了解其對現在的意義究竟何在。舉例而言，哈特

(H.L.A. Hart)所提出的「承認規則」理論相對於大理院法律體制而言乃是

現代的理論，在大理院當時尚未有這項理論，然而我們仍可以使用這項理

論去判決大理院時期何種規範具有法律的效力。這乃是因為我們乃是對於

過去的大理院在進行敘事性重構，因此在回溯性的建構過程中，現在的理

論分析模式便有其必要性。 

然而，這樣是否會導致歷史變成各說各話，而失去了其客觀性呢？在

台灣的史學界，由於受到傅斯年先生的影響，使得蘭克(Ranke)這樣的實證

史學派思想形成主流，如此便產生下列結果：第一，歷史研究最重要的是

材料，材料完備就可以得到完善的歷史。第二，因為材料要越多越好，所

以講史學一定要淵博(余英時，1976：251)。此外，此派的想法重視歷史事

實真相的探尋，認為歷史研究要盡量避免主觀的見解。史學家應該透過史

料讓歷史事實顯現出來，這就如同古朗治(F. de Coulanges)所認為是歷史本

身透過史學家在說話一樣(王晴佳，1998：221)。事實上，這樣的看法可能

有所偏差，忽略了歷史的主觀層面。就如同李科特(H. Rickert)所說歷史學

乃是關於特殊性而涉及價值的學問(余英時，1976：254)，因此既然涉及到

價值問題，便無法完全擺脫人的主觀意識的影響。而本文認為歷史知識乃

是來自於文本的閱讀，因此便可能因閱讀主體的差異而得出不同的歷史。

然而，歷史並非可以隨意捏造，而漫無一定準則，至少歷史仍舊來自於文

本的閱讀，如果連文本都不存在，憑空想像出來的歷史便無所據，只能算

是小說而已。此外，文本乃是與語言息息相關，而語言有一定的規則，因

此其所呈現出來的意義也無法恣意解讀。本文關於大理院的研究，最主要

乃是以黃源盛先生所編《大理院民事判例全文》彙編作為基礎文本，透過

閱讀嘗試去理解判決語言文字中所呈現的關於民事法形成的歷史意義。因

此，本文的研究必定受到主觀見解的影響，然而在方法論上筆者將採取嚴

謹的態度，有多少文本說多少話，避免恣意與過度的想像。 

關於本文的主要研究途徑乃是採取詮釋學的研究方式，以大理院的判

決文作為理解的對象，同時以法學方法論、法社會學、民國歷史學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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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知識來作為「先前理解」的準備工作 9，使得其意義得以透過筆者的詮

釋而呈現出來。這樣便使得本文有著這樣的一種模式：即先從理論的敘述

開始著手，再以大理院判決例作為實際的例證。此外，歸納的方法也是本

文所採取的重要方法，在檢驗假設的問題時，透過大理院判決案例的整理

歸納，便得以一定的規則，以驗證假設是否具有正確性。例如民律草案是

否具有法律效力這一問題，便可以透過為數不少的判決印證而得到否定的

答案。比較的方法也是一項重要的方法，透過比較可以使事物的某些意義

加以明顯。例如透過大理院判例與普通法系判例的比較，便可以了解兩者

之間的異同，對於大理院法體系的定位也更易明瞭。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本文乃是關於大理院的研究，而主要的研究範圍則是限縮在民事法源

的探討上。本文所謂的「民事法」主要是從大陸法系的觀點而言，與其相

對的乃是刑事法的觀念。在傳統中國法制的研究中，如果使用「民事法」

這樣的名詞可能必須做一番解釋以免使人產生概念上的誤解。但是把這個

觀念用在民國大理院的研究中，則不需多費文墨，因為大理院本身在訴訟

程序與判決形式中也是有著「民事法」這個概念。本文之所以選擇民事而

非刑事，除了研究成果的空間外，很重要的一個因素乃是此時期乃是「民

事法」的轉型期，也就是由傳統民事法律/審判轉型到現代民事法律 /審判

的時期。而且，民事法律事項與人民的生活較有密切的關聯，因此這樣的

研究可以有助於了解在傳統現代的轉型期中，法律文化的變遷與人民生活

之間的關係。對於大理院刑事法研究而言，則較不易觀察到這個層面的意

義。 

此外，尚須說明的則是本文所謂的「民事法」原則上並不包含所謂的

「商事法」，由於大理院判例編輯的關係，使得大理院「民事判例」乃是依

造「民法草案」的條文編輯排列，因此民事判例多不涉及到商法事項。而

本文所根據的檔案資料主要是黃源盛先生編輯的《大理院民事判例全文彙

編》，其又依據郭衛《大理院判決例全書》的編法，因此將民商法事件的判

例予以分開，所以本文由於資料的緣故，也將研究範圍限縮於「民事法」

                                                 
9 所謂先前理解乃是理解的前階段，理解通常是從意義期待開始，而解釋者帶著「先前
理解」來面對文字，惟有藉助先前理解才能獲得意義期待，因此這樣的理解必定是循環
性，同時帶有預設性(Karl Larenz，19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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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及於「商事法」。 

    當然，如果要對大理院民事法作整體性的研究，則遠非一篇碩士學位

論文所能深入處理，因此本文主要限縮在民事法源方面(關於大理院民事法

源此一概念範圍將在第六節中討論)。因此，本文除了首章序論與末章結論

之外，主要的研究架構分為四章，以下分別說明每章所欲探討的主題及重

點。 

    第二章主要乃是去呈現民國初年所頒布之民事成文法律的一個實況，

並且探討大理院如何適用這些成文法律，而其適用的特色為何？本章主要

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節主要內容為憲法的解釋與憲法的適用、第二節為條

約的適用，第三節介紹民事特別法令與其適用。 

第三章主要研究前清所制定的成文法繼續在民國時期有效以及被適用

的情形。由於大總統令的關係，使得前清法令除了違背國體或牴觸民國法

令外得以被繼續適用，這就使得屬於傳統法制的《大清現行刑律》民事有

效部分繼續在民國適用，現代形式的大理院如何去運用與解釋現行律民事

有效部分，便是值得探究的一項課題。 

    第四章則探討大理院民事法源關於不成文民事法源的部分。在此章

中，主要是研究習慣法與條理兩種法源在大理院運用的實態。第一節是關

於習慣法的探尋與運用，在這一節將探討習慣法在大理院法體系的意義，

習慣法的要件與效力，以及何種情形承認習慣法的相關問題。第二節則是

關於條理的探尋與運用，在大理院時期，由於法規範極度缺乏的缺乏，因

此有很大一部份的規範依據乃是條理，因此研究大理院運用條理的情形便

相當重要。本節的研究課題主要在於大理院運用條理的形式、民事草案與

條理的關係、條理與其他規範的關係、法律原則的運用、以及適用條理的

特色等問題。而本章最後一節則主要探討其他不成文法法源的運用問題，

特別是關於外國立法例、法學學說等問題。 

    第五章主要在探討大理院判例作為法源的問題，主要研究大理院透過

對於判決先例作為獨立法規範的承認，透過判例創造法規範的相關問題。

此一部分可以說是司法造法當中最核心的領域，因為在法建構過程中，法

規範的創造毋寧是相當重要的部分。本章主要分為三部分，第一部份乃是

關於大理院判決先例的形成，判決先例的理論與特性、大理院判例的產生、

以及「判例」與「判決先例」之區別等重要問題。第二部分則在探討大理

院運用判例的實際情形，主要重點在於判例是否為獨立的法源、判例的效

力、判例的解釋、以及判例與其他規範的關係等等。第三部分則研究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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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例在大理院法律體系其性質究竟為何？ 

本文以上各章的研究，主要是以黃源盛先生編輯的《大理院民事判例

全文彙編》為主要檔案資料，同時搭配法學理論與歷史研究去解讀大理院

判例的內容，而從去呈現關於大理院民事法源的面貌。本文力求在歷史資

料上能夠搜羅豐富，避免法學者好議論而無所據的弊病，同時以來法學理

論來檢驗這些歷史資料，避免史學者經常對於法律規範誤解而產生錯誤。

希望本文之研究，能對未來大理院研究提供一個關於民事法源的基本認識。 

 

第六節、 大理民事判決法源的意義 

 

第一項、法源的意義  

 

本文所欲探討者為大理院的民事法源，故需先對法源的意義及其內容

約略說明，本節將先對法源的相關理論做一簡單介紹，並且在下個段落提

出本文所採用的大理院民事法源概念。 

在國內對於法源的討論，多半集中於法學緒論的教科書，鄭玉波氏對

於法源的定義為﹕「法律之淵源簡稱法源，其意義約有四種，有指為法律

權力之根據者，有指為法律存在之形式者，有指為法律演進之源流者，有

指為法律資料之組成者。最後者為通說。」 (鄭玉波，1987：17)以上鄭氏

所舉四義，第一義較偏向哲學或政治學討論的範圍，第三義較偏向歷史學

方式的考察，皆非本文所欲探討者，至於第二義與第四義究竟有無差異，

更見國內學說對此一概念的模糊。林紀東氏對法源的說明有助於了解法源

的意義，其謂﹕「法律的淵源，指法律的構成材料言，即哪些規範是法律？

在構成規範的各種規範之中，又以哪種規範最為重要？」(林紀東，1989：

48)由此可見法源此一概念的主要意義乃是在於說明「法律是什麼」這個

古老的法律問題，同時如果這些材料都是法律，其衝突時效力問題該如何

解決？ 

法的淵源的語源乃是來自羅馬法的 fontes juris，亦即法的泉源，法的

來源。英國著名學者奧斯丁在 1863 年出版的《法理學》中第一次以 sources 

of law 表示法的淵源。1883 年英國法學者克拉克提出法的淵源一詞有兩個

重要用法，並把由法的內容所產生的淵源與認識法所提供的資料加以區

別，給後者以法的形式的名稱(高其才，1998：21)。 

在德語世界，A.Ross 很早就將法源區分為三種語義：1 取其為法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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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認識上的素材。2 取其為法律事實上的發生原因。3 取其為法律倫理上的

根據。而這三種語義則是分別和法律史學、法律社會學與法律哲學相對應。

而一般所指的法源乃是法釋義學的概念：即法規範形式效力的來源。而所

謂規範的形式效力，乃是指被規範的對象（司法及行政機關及人民）產生

遵從義務的效力，不論實際上是否被遵從，也不管是否為符合法律理念的

正當規範。這些規範的效力淵源，便是法源(蘇永欽，1982：179)。 

著名的美國法理學家 J.C.Gray 曾對法源有清晰明白的解釋，他將法律

與法律淵源作了嚴格區分，認為法律乃是由法院以權威性的方式在其判決

中加以規定的規則所組成的。而關於法律淵源，他認為應當從法官們在制

定構成法律的規則時所通常訴諸的某些法律資料與非法律資料中去尋找

(Bodenheimer，1908/1990：458)。倡議純粹法學的奧國人 Hans.Kelsen 便

反對上述 Gray的見解，其認為法律的淵源是一個比喻性並且極端模糊不明

的說法，它常被用來指習慣與立法等創造法律的方法，而且也被用來說明

法律效力的理由，尤其是最終的理由。因此他認為「基礎規範」是法律的

淵源。在廣義上來說，他認為每一個法律規範就是它所調整其創造的那另

一個規範的淵源，亦即任何高級法律規範就是低級法律規範的淵源。因此

他認為法源並不是一個獨立於法律之外存在的本體，法律的淵源始終是法

律本身。他反對法源被用來指所有那些實際上影響法律創造機關的觀念，

例如道德規範、政治原則、法律學說、法學專家意見等等，因為這些淵源

本身並無任何拘束力，只有是法律規範才能夠是法律的淵源 (Kelsen，

1949/1995：149，172)。當然，此理論乃是 Kelsen就其純粹法學的立場所

致。 

 

第二項、本文大理院民事判決法源的意義與範圍 

 

前一段乃是對法源意義的理論做一概說，而一般所謂法源，通常指涉

以下幾個概念，有所謂成文法法源者，包括憲法、立法(包括法律與授權命

令等)、條約等，有不成文法源者，包括習慣、判決先例、條理等，甚至法

源可以包括學說、普遍原則、正義之標準、理性與事物之本質、公共政策

與道德信念等(Bodenheimer，1908/1990：485以下)。而以上所包括的內容，

對於不同的法系及同一法系中不同成員之間賦予這些法源的重要性卻明顯

不同。儘管一般地說來文化的差異是這種偏重的決定性因素，但是歷史發

展情形、國家的穩定或動盪、緩慢的經濟轉變或者一種技術上的突破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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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促使人們援用某種而非另一種法源(Ehrmann，1990：42)。而大理院對於

民事各種法源的承認態度，顯然也是受到民國初年政治經濟文化背景的影

響。 

一般而言，憲法和立法在絕大多數的國家是被承認為正式的法源的，

至於其它的內容則尚有爭議，甚至該國實務與學者間的見解也會有所不

同。如條約的問題，則往往會因所認同的國際法理論不同而有出入，而對

判決先例的承認與否，也常因法系的歸屬而有所差異，至於學說、普遍原

則、道德信念等則牽涉到法實證主義與非法實證主義的理論之爭。因此本

文談到大理院的民事法源，勢必要對於本文法源的定義採取一個立場，以

便定其意義與劃其範圍。首先我們必須思考的是大理院的民事法源應該包

含哪些？而這一個問題的先決問題便是法源這一個概念所指為何？我們創

設或使用這個概念有何功用，能幫助我們釐清些什麼事情？ 

首先，筆者在這裡要先借用 Hart 對於法律淵源的看法，他說：「在一

種意義上（即在事實和歷史的意義上），淵源只是說明一個特定的法律規則

在某一特定的時間和地方而存在的那些英國的和歷史的影響：在這個意義

上，某些當代英國法律規則的淵源可能是羅馬法和教會法的規則，甚至是

流行的道德原則。但是當人們把法規說成是法律的一個淵源時，淵源這個

詞就不在指純粹歷史和因果的影響，而是指所談的法律制度中被人們所接

受的法律效力的一個標準了。作為一個法規，由一個有權能的立法機構頒

布，這是一個特定法律規則成為有效法律的理由，而不僅僅使他存在的原

因。人們只有在某些地方才能在歷史的原因和一個特定法律規則之所以有

效的理由之間作出區分。在那裏，制度包含著一個承認規則，根據該承認

規則，某些東西（如立法機構的法規、慣例和判例）被接受為有效法的標

誌。 

但是，歷史的和英國的淵源於法定或正式的淵源之間，這種斷然的區

分，在現實實踐中可能是模糊的。正是由於這一點導致愛倫那樣的作者批

評該區分。在法規是正式的或法定的法律淵源的制度中，一個正在審理案

件的法院應當注意有關的法規，儘管毫無疑問它給法院留下了解釋法規語

言之含意的廣泛自由。但有時比解釋自由更大的自由留給了法官，在他認

為沒有法規和其他正式的法律淵源可用來裁決其眼前案件時，他可能依據

例如《學說匯纂》那樣的文本或某一法國法學家的作品來做判決。雖然該

法律制度未要求法官借用這些淵源，但他應該這樣做，這被認為是完全適

當的。這樣一來，這些淵源就不再僅僅是歷史的和因果的影響了，因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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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作品被認可為判決的正當理由。也許我們可以把這些淵源說成是「許可

的」法律淵源，以把它們與法規之類具有強制性的法定的或正式的淵源以

及歷史的和事實的淵源相區別開來。」(Hart，1996：258以下) 

  本文所採取的法源意義類似於 Hart 所說的「認可的法律淵源」，這裡

所要探討的大理院民事法源主要是指大理院根據了哪些規範素材來作為它

審判的依據，也就是指大理院在判決文中以之為判決的正當理由10。大理

院乃是處於一個新舊交雜，中華法系傾圮，西方法系入侵的時代，在這個

特殊的時空背景下，在大理院這一個獨特的法律體系中，司法及法律工作

人員所認為的法律規範究竟是什麼呢？根據他們的「承認規則」究竟把哪

些規範素材認為是具有法律效力而得作為判決依據呢？ 

  本文以為法源的問題不僅僅只是抽象的法哲學問題，應更傾向於其操

作意義以及實踐價值，在歷史的經驗基礎上尋找其脈絡。在極度缺乏制定

法的大理院時期，法官們仍然必須作判決，而判決是不可能沒有理由的，

因此勢必尋找一些規範素材來作為判決的依據11，而這些規範素材正是本

文所指的法源12。或許也有人會質疑，如果大理院根據自我的道德信念作

為判決理由，那這道德信念是否是法律？這牽涉到審判依據的法源是否與

法律相等同的問題。本文認為大理院所為的判決乃是法律規範 13，而其為

判決依據的法源，如果依照大理院的「承認規則」可認為具有法律效力的

話，自然亦屬法律規範。 

  而在大理院判例中，根據本文考察，其以之為判決理由的法源可分為

以下幾類，包括憲法、立法、條約、習慣法、條理、外國立法例、一般法

                                                 
10 在英美法的判決中，有所謂本論(ratio decidendi)與傍論(obiter dictum)之區分。
判決通常只有本論才有先例拘束性，本論乃是指在該事件之具體事實下，到達該判決之
結論所必要不可或缺之法則。(田中和夫，昭和 46年：165以下；駱永家，1995：294)。
若以此種方法來區分，本文以下所舉大理院判決文中的理由，幾乎皆屬於本論，亦即其
判決所不可缺少之理由。大理院判決理由中，通常會有「本院按⋯」或「本院查⋯」等
文字，然後再論述案件的事實，而在「本院按」後所論述者，可以說是屬於大理院判決
的本論部分。在本論中，大理院經常表明了作為審判依據的法源，而本文所稱的民事法
源，即是此作為判決理由的規範來源。 
11 臨時約法第四九條：「法院依法律審判民事訴訟及刑事訴訟。」袁氏約法第四五條：「法
院依法律獨立審判民事訴訟刑事訴訟。」此處所謂「法律」在民事訴訟中應解為廣義的
法律，指法院不能恣意隨己見判決，必須依照具有法效力的規範為判決，但非僅指狹義
的國會通過的法律而言。 
12 民初羅鼎氏(1923：17)亦認為法源乃判決規範所抽出之資料之謂也，而法源論上主要
之爭點，在何物有法之效力，從而審判官為所拘束耳。 
13 德國學者 Wolfgang Fikentscher提倡所謂「個案規範」理論，肯認判決的法律規範
拘束力，本文在此採納其見解(Larenz，1992/1996：23以下)。又依 Kelsen的見解，司
法判決亦屬於「個別規範」的創造，與「一般規範」都是屬於法律規範。(Kelsen，
1949/1995：152以下)。 



第一章、序論 

 22 

律原則、義理道德、判決先例等。以下四章便以大理院的判決例為基本素

材，針對各種法源一一分析說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