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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大理院民事判決法源(二)：前清法令的沿用與轉化 
 

第一節、前清法令的繼續沿用 

 

辛亥革命後，大清帝國覆亡，新中國誕生，舊有的法律秩序瓦解，新

的法律秩序正待建立。然而，民國建國之初，百廢待舉，新政府無法在短

時間內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法律體系，於是便必須依靠適用前清的法律以

為過渡之用，使得政府與人民得以遵守一定的規範而行。由於民國元年二

月清帝遜位之後，臨時參議院於二月十四日選舉袁世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

統，袁世凱在北方組成北京政府，而在南方的南京臨時政府則繼續存在，

孫文仍擔任臨時大總統處理公務，而臨時參議院仍在南京開會，故此時在

中華民國內可以說存在兩個中央政府，各自都頒行有效的法律命令。 

首先須說明的是南京臨時政府關於沿用前清法令的過程。民國元年三

月，司法總長伍廷芳呈文請孫文大總統適用民刑訴訟法案與民刑訴訟法，

該文內載：「竊自光復以來，前清政府之法規既失效力，中華民國之法律尚

未頒行，而各省暫行規約，尤不一致。當此新舊? 擅之際，必有補救方法，

使足以昭劃一而示標準。本部現擬就前清制定之民律草案、第一次刑律草

案、刑事民事訴訟法、法院編制法、商律、破產律、違警律中，除第一次

刑律草案，關於帝室之罪全章及關於內亂罪之死刑，礙難適用外，餘皆由

民國政府聲明繼續有效，以為臨時適用之法律，俾司法者有所根據。謹將

所擬呈請大總統咨由參議院承認，然後以命令公佈，通飭全國一律遵行，

俟中華民國法律頒布，即行廢止。是否有當，尚乞鈞裁施行。」(丁賢俊，

喻作風編，1993：510-511)而孫文關於伍氏此一呈文在交給參議院的咨文

中則指出：「查編纂法典，事體重大，非聚中外碩學，積多年之研究調查，

不易告成。而現在民國統一，司法機關並將次第成立，民刑各律及訴訟法，

均關緊要。該部長所請，自是切要之圖，合咨貴院，請煩查照前情議決見

復。」(張希坡，1999：427)參議院於三月二十五日對此法案開始審議，至

四月三日正式通過《新法律未頒行前暫適用舊有法律案》。在參議院回復大

總統的咨文中指出：「檢以現在國體既更，所有前清之各種法規，已歸無效，

但中華民國之法律未能倉猝一時規定頒行，而當此新舊? 嬗之交，又不可

不設補救之法，以為臨時適用之。此次政府交議當法律未經規定頒行以前，

暫酌用舊有法律，自屬可行。所有前清時規定之《法院編制法》、《商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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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警律》及宣統三年頒布之《新刑律》，《民事刑事訴訟律草案》，並先後

頒布之《禁? 條例》、《國籍條例》等，除與民國國體牴觸之處，應行廢止

外，其餘均准暫時適用。惟《民律草案》前清時並未宣布，無從援用。嗣

後凡關於民事案件，應仍照前清現行律中規定各條辦理。惟一面仍須由政

府飭下法制局，將各種法律中與民主國體牴觸各條，簽注或簽改後，交由

本院議決公佈施行。應即咨請查照辦理。」(張希坡，1999：428)然而，孫

文於四月一日正式解職，參議院於四月六日最後一次會議之後即準備遷往

北京，因此關於此一立法程序未能最終完成。 

而在北京政府方面，則由民國元年三月十日當天就任臨時大總統的袁

世凱，以大總統令頒布令文：「現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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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法部為了落實此一命令，擬制了《法部呈請刪除新

刑律與國體牴觸各章等並刪除暫行章程文》，於三月三十日經袁世凱批准，

四月三日正式對外發布，通行各司法衙門遵照(張希坡，1999：428)。而臨

時參議院於四月二十九日在北京重新開會，通過了《暫行新刑律》的決議，

於是四月三十日正式公佈《暫行新刑律》並開始施行(黃源盛，2000：197)。 

由此而言，在北京政府方面，於元年三月十日時即透過大總統令的方

式使得前清有效頒行的法令在民國得以繼續有效沿用。而在南京政府方

面，則試圖將前清的一些法律草案透過國會立法的承認而將其適用於民

國，可惜因故未能完成立法程序。而在中央政府正式統一之後，則由國會

以立法方式通過了延襲《大清新刑律》而來的《暫行新刑律》。因此，由中

央政府統一之後而言，關於刑事實體法部分，主要乃是適用《暫行新刑律》。

在民事實體法部分，由於《大清民律草案》並非清朝有效頒布施行的法律，

在民事部分清朝有效施行的法律乃是《大清現行刑律》民事部分的條文，

因此以三月十日的大總統令必須是「從前施行」的法令而言，民國時期繼

續沿用的便是《大清現行刑律》的民事部份。 

在這裡我們必須注意的是雖然民國政府繼續沿用了《大清現行刑律》

及其他法令，但是民國的《大清現行刑律》與清帝國的《大清現行刑律》

二者乃是不一樣的規範，雖然其規範內容並無多大差異，然就法規範的效

力理由而言，則是有相當大的區別。當我們說《大清現行刑律》民事部份

繼續有效的時候，這時其效力的理由乃是乃自於新憲法之下的民國政府法

律規範的承認，而基於舊憲法下大清帝國所頒布的那個《大清現行刑律》

已經失去效力。這種現象乃是基於接受(reception)，而接受乃是創造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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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略程序，即新的法律秩序透過承認使得與舊秩序規範一樣內容的規範得

以在新法律秩序中得以有效。這種現象在革命的場合是相當普遍的，對於

一個新的政權而言，通常只廢除憲法或某些最富有政治意義的法律，代之

以其他規範，而在其他規範上則延續前一政權的法律，以維持政權與社會

秩序的穩定(Kelsen，1949/1995：133)。關於這種現象，在中國法制的歷

史上亦是相當常見，例如唐朝延續隋律，清朝延續大明律等。關於民國沿

用前清法令的作法，除了前述原因外，另一方面也因為是法制未及完備的

暫時性妥協措施。事實上，雖然大總統令明文宣稱與國體牴觸的前清法令

並非繼續有效，但是以傳統封建價值作為基礎而訂定的前清法令，在立法

精神上與民國宣示的自由平等理念是有所背駁的。然而，在新舊過渡期間，

舊有法律規範的繼續沿用可以說在新的國家社會的轉型上扮演了關鍵的角

色。 

本節以下即是要探討前清法令在大理院的司法實務上如何的被適用

與解釋？並且研究大理院運用這些前清法令有何特色與原則？以及這些前

清法令對於民國時期的法律體系扮演著怎樣的功能？ 

 

第二節、大理院民事判決對大清現行律的適用實態 

 

第一項、大清現行律作為民事法源的基礎 

 

    民國元年三月十日袁世凱頒布的大總統令使得前清的法令除與國體牴

觸外皆在民國繼續有效，於是這使得在前清具有效力的《大清現行刑律》

的民事部份成為民國時期重要民事實體法的規範。在談論現行律民事有效

部分在民國貝適用的情形之前，我們必須先對《大清現行刑律》的由來約

略說明。 

    自光緒二十八年清廷下詔變法修律以後，清末修訂律例的內容可以分

成兩個方向，一是刪改舊律，一是制訂新律，而這兩方面的工作事實上是

同時並進而行的。光緒三十一年三月，沈家本與伍廷芳二人聯銜向清廷上

奏《刪除律例內重法摺》，建議廢除《大清律例》中的凌遲、梟首、戮尸及

緣坐、刺字這三種傳統刑律中最野蠻、最殘酷的刑法。同年又上《議復江

督等會奏恤刑獄摺》，縮小並改革了刑訊制度。光緒三十二年，沈家本又上

《虛擬死罪改為流徒摺》，將具有死罪罪名而實務並不執行的死刑條目改為

流刑、徒刑。同年，沈氏又上《禁革買賣人口變通舊例議》和《刪除奴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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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例議》，而後來這些改革都被納入《現行刑律》當中(田小梅，1999：

272-273)。 

    關於刪改舊律的工作最重要者乃是關於《大清現行刑律》的編訂工作。

光緒三十一年首先完成刪除《大清律例》條文的工作，綜計三百四十五條。

而修改、修併及續纂的工作則因官制變革而未竟全功。而沈家本在光緒三

十四年鑒於新律頒布尚須時日舊律之刪訂萬難再緩之故，向朝廷上奏繼續

修訂《大清律例》的工作。沈家本在奏摺列了四項原則：一是總目宜刪除，

即刪除原本按六部分職的總目。二是刑名宜釐正，即將原本笞杖徒流死及

外遣充軍的刑名刪改，重新釐定為罰金、徒刑、流刑、遣刑與死刑五種。

三是新章宜節取，即將不合時宜的罪名除去，而將新興的犯罪類型加入，

例如毀壞電杆、私鑄銀圓等。四是例文宜簡易，即將律例的形式加以修訂

完備，使律文不致互有出入或淘汰已成虛設之條文(《大清現行刑律》：奏

疏 2-4)。同時並將律例名稱定之為現行刑律。 

    而經過反覆的修改之後，《大清現行刑律》終於完成，於宣統二年四月

初七頒行。共三十六卷，律文三百八十九條、條例一千三百二十七條，後

附《禁煙條例》十二條，《秋審條例》一百六十五條。卷首除奏疏外，有律

目、服制圖、服制。主文一共分成分為三十門，分別為名例、職制、公式、

戶役、田宅、婚姻、倉庫、課程、錢債、市厘、祭祀、禮制、宮衛、軍政、

關津、廄牧、郵驛、盜賊、人命、鬥毆、罵、訴訟、受贓、詐偽、犯姦、

雜犯、補亡、斷獄、營造、河防(《大清現行刑律》：律目 1-22)。 

    整體而言，《大清現行刑律》的基本精神仍維持了傳統律例的基本價

值，例如維護專制皇權與綱常禮教等。而在體例上，則仍然是屬於傳統的

諸法合體的法典形式(田小梅，1999：275)。因此《大清現行刑律》可以說

是中國固有法系下所產生的最後一部法典，堪稱是邁入夕陽之傳統中國法

的最後一道光輝。 

    而在《大清現行刑律》的內容當中，由於是諸法合體，所以當中有不

少是屬於民事方面的規定。在其奏摺的附片中便曾聲明：「現行律戶役內承

繼分產、婚姻、田宅、錢債各條應屬於民事者，毋再科刑，仰蒙俞允通行

在案。此本為折衷新舊，係指純粹之屬於民事者言之，若婚姻內之搶奪、

姦占及背於禮教違律嫁娶，田宅內之盜賣強占，錢債內之費用受寄，雖隸

於戶役，揆諸新律俱屬形式範圍之內，凡此之類均應照現行刑律科罪，不

得諉為民事案件致涉輕縱，合併聲明。」(《大清現行刑律》：奏疏 18)基本

上，在《大清現行刑律》中存在著關於民事方面的規定，且就條文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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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而言，其亦不再附屬於刑罰的規範底下，而是獨立作為單一的民事條

文。當然，這樣的現象並非從《大清現行刑律》才開始出現，在《大清律

例》的條文中已有無刑罰效果的單獨民事條文出現，不過《大清現行刑律》

可以說擴大了這方面的趨勢。 

    《大清現行刑律》於宣統二年正式頒布施行，然不到數月的時間，大

清帝國即又頒行《大清新刑律》，關於此二法之間的關係，是否為後法廢止

了前法?以現今的史料而言，實在難以斷定。在清朝時代，並無類似今日非

常嚴謹的法律體系之規定，因此在具有多數法律存在的時候，後法的頒布

並不一定代表廢止前法，這從大清律及其條例之間的複雜關係即可得知，

兩者在某種程度上是並行不悖的。因此在《大清新刑律》頒布之後，《大清

現行刑律》應未完全失去其法律效力，至少就其戶婚田土錢債等民事部份

的規定而言，應仍具有法律的效力，否則在《大清民律草案》未正式頒布

之前，豈不是會產生民事法規的空窗期。《大清現行刑律》的民事部份既然

在清帝國仍為有效的法律條文，則依照民國元年的大總統令，則現行律之

民事部份當然在民國繼續有效。 

那麼此一繼續適用的現行律民事部份究竟包含哪些內容呢?根據謝振

民的說法(1999：742-743)，包含了服制圖、服制、名例門的給沒贓物條、

稱期親祖父母條、稱日者以百日刻條、稱道士女冠條，戶役門的立嫡子違

法條、收留迷失子女條、別籍異財條、卑幼私擅用財條，田宅門的欺隱田

糧條、盜賣田宅條、典賣田宅條、棄毀器物稼牆條，婚姻門的男女婚姻條、

典雇妻女條、妻妾失序條、逐婿嫁女條、居喪嫁娶條、父母囚禁嫁娶條、

尊卑為婚條、娶親屬妻妾、取部民婦女為妻妾條、取逃走婦女條、強占良

家婦女條、僧道娶妻條、出妻條、嫁娶違律主婚媒人條，犯姦門的犯姦條、

親屬相姦律註條、縱容妻妾犯姦條、買良為娼條，鬥毆門的妻妾毆夫條、

毆祖父母父母條，錢債門的違禁取利條、費用受寄財產條、得遺失物條及

戶部則例的一些條文45。 

事實上，若以大理院的民事判決例來看，便可發現在民國繼續有效適

用的現行律民事條文不只上述所列舉者，例如現行律河防門的條文便有被

大理院認為繼續有效而適用。筆者認為所謂的現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並非指

《大清現行律》的純粹民事條文部分而言，以大總統令的內容而言，只要

                                                 
45 張生氏之見解(2002：38-39)亦是如此，張氏所列舉的民事有效部分亦未包括河防門，
顯然是受到謝振民說法之影響，並未實際考察大理院判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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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與國體或嗣後頒布之法令牴觸者即可作為民國時期的法律規範，依此則

《大清現行刑律》的所有條文都有可能成為作為民國民事案件審判的依

據，因為《大清現行律》的刑事部份條文是屬於強行禁止的規定，而依民

事的法理，法律行為違反了強行規定，可能形成無效或得撤銷的法律效果，

因此這些原本看似屬於刑事規範的條文，便有可能轉化成民事的規定而加

以適用。換言之，在民國初年，若民事法律行為屬於《大清現行刑律》禁

止的行為，則其法律行為便可能無效或得撤銷。事實上，大理院便是採取

這樣的見解，大理院八年上字第八三二號便指出：「民國民律未頒布以前，

現行律關於民事規定，除與國體有牴觸者外，當然繼續有效，及其制裁部

份，如民事各款之處罰規定，亦僅不能據以處罰，關於處罰行為之效力仍

應適用，以斷定其為無效或得撤銷。故若引用該律文以判斷行為之效力，

而不復據以制裁當事人，則其適用法律即不得謂為錯誤。」(《判例》第 1

冊：191)大理院這樣的看法，乃是將歐陸法學中關於法律行為生效要件的

理論套用到《大清現行刑律》上，因此使得現行律獲得了一個新的生命。 

    在立法上，以大總統令的方式使得前清的現行律可以在民國繼續沿

用，雖然就現代法學的標準而言，並不符合憲法秩序的法律保留原則。但

是在民國初年的司法實務運作中，對這個命令的內容則是予以承認。在大

理院民國三年上字三零四號判例中可以看到大清現行律被大理院承認為法

源基礎，判例文謂：「前清現行律，關於民事各件除與國體及嗣後頒行成文

法相牴觸之部分外，仍應認為繼續有效。至前清現行律雖名為《現行刑律》，

而除刑事部分外，關於民商事之規定，仍屬不少，自不能以名稱為刑律之

故，即誤會其已廢。」而從大理院其他的判決例當中，也可找出與此類似

的判決內容，都一再確認《大清現行刑律》民事部份在民國仍然繼續有效。

因此無論就立法者、行政者、與司法者而言，都承認「大清現行刑律民事

部份在民國繼續有效」這一規則並接受其效力，因此若以 Hart的理論來比

擬，此一規則乃是民國初年的一項「承認規則」，使得大清現行律民事部份

具有法的效力。 

 

第二項、大理院民事判決適用現行律民事部份各條之分析 

 

    《大清現行刑律》基本上是中國傳統法律的延續，其涉及民事方面的

規定，無論是涉及財產關係的條款，還是與身分相聯繫的規定，均是對傳

統社會秩序和傳統社會關係的維持。然而就民國的政治、經濟或法制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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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制度而言，? 大多數是模仿自西方國家，而其基本理念與中國傳統價值

不免有所扞格，因此大清現行律如何在新式的法律制度下運作，則有賴於

司法機關在具體的實踐中予以調和與轉化。大清現行律許多條文在民國法

院的詮釋之下，事實上已經與原來條文的規範目的大不相同。當然，有些

條文所代表的中國傳統價值，則是繼續受到保留。本段主要便以有關《大

清現行刑律》的大理院民事判決例為討論主軸46，就各種類型的民事案件(主

要是依據所適用的現行律條文)，去探究大理院如何適用並如何詮釋大清現

行律的條文。 

 

一、《服制圖》 

    傳統中國律法的特點之一乃是以家族倫理主義為本位，忽視個人的權

利面(黃源盛，1998：251-252)，而家族乃是政治法律的基本單位，法律的

眾多規範皆是以家族作為規範對象，因此法律便必須對家族的範圍作一定

義。因此大清現行律在其開端便是服制圖與服制的規定，用以定親族的範

圍，同時服制輕重也是測定親族間親疏遠近的標準(瞿同祖，1944/1984：

2)。當然，親族間服制的差異也影響了犯罪的成立或輕重。大理院七年上

字第一一二零號判例便適用服制圖來決定親屬關係，其謂：「現行律所載服

圖，子於出嫁母期衰杖期，尋繹律意，蓋以夫故改嫁，雖絕於夫家而子無

絕母之理，故母子關係終不因改嫁之故歸於消滅。」(《郭衛判例》：242)

雖然現行律規定，子為出嫁母所服者已經比子為母所服之斬衰三年降成了

齊衰杖期，但是子與出嫁母而言，仍是具有親屬關係。大理院在此適用了

服制圖的規定，但是有所不同者，大理院乃是表明母子關係不因母改嫁而

消滅，故就其法律關係言仍是母子關係，而非如現行律有所區分。在此例

中，顯示出大理院適用大清現行律時並非完全適用全部條文，而是擇其一

部有所修正的適用。 

 

二、《戶役門》 

(一)《脫漏戶口》 

律文載：「若曾立
有戶隱漏自己成丁

十六歲
以 上，人口不附籍及增減年狀妄作老幼殘

                                                 
46 所選判決例主要是依據大清現行律的條文順序來做編排，由筆者選擇重要且有意義的
條文與判決例予以討論，儘量能夠每一條律文與條例都有相關判決例(過於難尋的條文
相關判決例從缺)。由於本文主要目的在探討大清現行律在大理院的適用過程與其意
義，因此所選判決例之內容主要在於法院確認大前提(即法規範)的論述，至於案例事實
的因素則不在討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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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以免差役者，一口至三口家長處六等罰，每三口加一等罪，只十等罰，

不成丁三口至五口處四等罰，每五口加一等罪，止七等罰。所隱
人口入籍，

成丁
者 當

差。」按此條規定主要目的乃在確保戶籍之正確性，使得國家的賦役制度

不因脫漏戶口而產生問題。乍看之下，主要乃行政方面的規定，然而，此

條文卻被大理院用來處理民法上行為能力的問題。三年上字第七九七號

謂：「現行律上的十六歲為成丁，成丁之人自應認為有完全行為能力，故其

行為如別無無效或撤銷之原因，當然應認為完全有效。」(《判例》第 1冊：

259)法律行為能力乃歐陸民法中相當重要的一項概念，用來決定個人是否

可以單獨有效地行使權利負擔義務，而其決定標準之一便是以年齡來作區

分。脫漏戶口條律文的小註有「十六歲以上 (為成丁)」的文字，因此便被

大理院用來作為決定是否為完全行為能力人的標準，然而現行律的本意則

是作為決定是否服差役的標準，此兩者的本質是完全不相同。但是透過大

理院的巧妙運用，卻將此一規定與歐陸法學相結合，經過「十六歲為成丁」、

「成丁為完全行為能力人」的邏輯推演，使得脫漏戶口條律文得以作為行

為能力是否具備的一個標準。 

 

(二)《立嫡子違法》 

(1)律文 

律文載：「凡立嫡子違法者，處八等罰。其嫡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

立庶長子，不立長子者，罪亦同俱改
正 。若養同宗之人為子，所養父母無子

所生父
母有子

而捨去者，處十等罰，發付所養父母收管。若所養
父母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

欲還者，聽。其乞養異姓義子以亂宗族者，處六等罰。若以子與異姓人為

嗣者，罪同，其子歸宗。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仍聽收養，即從

其姓但不得以無
子遂立為嗣。若立嗣雖係同宗而尊卑失序者，罪亦如之，其子亦歸宗改立

應繼之人。若庶民之家存養良家男
女 為奴婢者，處十等罰，即放從良。」 

按清代承襲唐宋以來的傳統，在繼承法制上分為身分性繼承與財產性

繼承兩種。身分性繼承包括宗祧繼承與封爵繼承。所謂宗祧繼承，乃指根

據宗法制度，一家之中，每一世系只能有一個男性嫡子或嫡孫享有宗祧繼

承權，以使祖宗血食不斷，而宗祧繼承是不能分割也不容分割的(張晉藩，

1998：222)。宗祧繼承主要著重在祭祀方面的意義，與現代民法繼承著重

在財產分配大異其趣。 

本條律文主要在規定宗祧繼承，防止立嗣違法的情形發生。依條文，

立嗣主要有三要件：一為原則上是嫡長子，二為禁止立異姓為嗣，三為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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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尊卑失序。由於律文相當明白，所以大理院的判決例基本上是遵循著律

文的規定而行。例如八年上字第二一九號便謂：「按現行律例無子立嗣紊亂

昭穆倫序之規定，原為保護公益而設，應屬強行法規，其與此項法規相反

之習慣，當然對不能有法之效力。」(《判例》第 1冊：169)四年上字第一

二七一號亦云：「現行律例有異姓不得亂宗之明文，故從前舊譜若將異姓之

子與血統之子顯為區別者，自不得輕改其例，以紊亂血統。」(《判例》第

20冊：009)這兩號判例雖然只是大理院關於立嫡子違法條律文的單純適用

而已，但是就另一層面的意義而言，顯示出大理院乃是承認宗祧制度。關

於這點，其原因或許有二種可能，一為由於律文具有法律效力，大理院只

是單純地適用條文而已；一為大理院對於宗祧繼承制度乃是認同並認為適

合於當時的社會。事實上，若考慮到大清民律草案採取宗祧繼承制度來說，

以上兩種原因都可能成立。宗祧繼承制度涉及了傳統禮教中核心的孝道思

想，因此大清民律草案繼承編根據「求最適於中國民情之法」此一原則而

延續之，即使連民國十四年的民國民法草案更是設專章規定宗祧繼承(潘維

和，1982b：538)，由此也顯示出大理院承認宗祧繼承基本上是符合當時時

代的潮流與民情風俗的。 

關於此律文，還有一判例值得注意，四年上字第六一零號謂：「律載養

同宗之人為子若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者聽等語，尋繹律意，凡養

同宗之人為子者，若所養父母有親生子或本生父母無子，則所養之子得與

所養父母離異，且依此條例，離異非要式行為，又非雙方行為，祇以所養

子明示或默示之意思表示而生效力，毋庸所養父母之承諾，觀律文聽字之

義自屬明瞭。」 (《郭衛判例》：244)以結果而言，此號判例雖然只是肯定

律文所規範的內容，但是就過程而言，大理院則導入歐陸法學的概念，將

法律行為與意思表示的理論融入律文當中，使得「聽」變成單方意思表示

的意涵 47。 

 

(2)條例第一 

例文規定：「無子者，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父周親次及

大功小功緦麻，如俱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為嗣，若立嗣之後卻生子，

其家產與原立子均分。」此條例主要在規定無子立嗣應遵守由親而疏由近

                                                 
47 張晉藩氏所著《清代民法綜論》一書認為(1998：224)繼親生子後，生身父母願將其
領回者，須經雙方同意，才可撤消立嗣關係，此論點與大理院判例所採取之立場並不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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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遠的原則，若立嗣後生子，則家產應予均分。 

大理院六年上字第一一三三號：「無子立嗣，茍無同族之人，雖擇立同

姓亦為法所允許。」(《郭衛判例》：275)此號判例只是單純適用此條例而

已，無須贅述。三年上字第五六八號：「現行律載無子者許令同宗昭穆相當

之姪承繼，若立嗣之後卻生子，其家產與原立子均分等語，是故凡無子而

依法擇立嗣子後卻又生子者，茍非依法表示廢繼之意思或就其財產為特別

之處分，則其原立嗣子並不退繼，而所有財產亦應均分。」此號判例亦是

單純依條例之意而適用之。 

 

(3)條例第二 

例文規定：「無子立嗣，除依律外，若繼子不得於所後之親聽其告官別

立，其或擇立賢能及所親愛者，若於昭穆倫序不失，不許宗族指以次序告

爭并官司受理。若義男女婿為所後之親喜悅者，聽其相為依倚，不許繼子

并本生父母用計逼逐，仍酌分給財產。若無子之人家貧，聽其賣產自贍。」 

適用此一條例的大理院判例，例如二年上字第三十五號：「查現行有效

之前清律例無子立嗣除依律外，若繼子不得於其所後之親，聽其告官別立，

細核立法精神，本為保持家庭之和諧，繼子若不得於其所後之親，自難令

其強為嗣。」(《判例》第 1冊：253)又十五年上字第五七四號：「按現行

律例義子酌分財產，應以所後親喜悅並相為依倚為條件，且既稱酌分自應

許養親或法院自由裁量。」(《判例》第 5冊：391)此號判例運用了「條件」

此一法律概念，然而若以現代法學眼光檢驗之，單方所可決定者並非所謂

「條件」，大理院於此有所誤用。 

 

(4)條例第三 

例文規定：「無子立嗣，若應繼之人平日先有嫌隙，則於昭穆相當親族

內擇賢擇愛聽從其便。如族中希圖財產勒令承繼或慫恿擇繼以致涉訟者，

地方官立即懲治，仍將所擇賢愛之人斷令立繼。其有子婚而故，婦能孀守；

己聘未娶，媳能以女身守志；及已婚而故，婦雖未能孀守，但所故之人業

已成立；或子雖未娶，而因出兵陣亡者；俱應為其子立後。若支屬內實無

昭穆相當為其子立後之人，而其父又無別子者，應為其父立繼，待生孫以

嗣。應為立後之子其尋常夭亡未婚之人不得概為立後。若獨子夭亡，而族

中實無昭穆相當可為其父立繼者，亦准為未婚之子立繼。如可繼之人亦係

獨子，而情屬同父周親兩相情願者，取具闔族甘結，亦准其承繼兩房宗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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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後段主要乃關於特殊立繼的之規定。 

    適用本條之大理院判例例如三年上字第一八六號：「現行律認許虛名待

繼之範圍，應以現行律中立嫡子違法條例內第一條(即無子者許令同宗昭穆

相當之姪承繼云云之例)所謂如俱無三字及第三條中第四段(即若支屬內實

無昭穆相當可為其子立後之人云云之例)所謂實無二字之解釋如何為斷定

之標準，通觀該二條例之意，現行律惟對於父有別子者准為虛名待繼，即

依條例第一條，無論立繼者何人，得於其父有別子時為應為立後之子虛名

待繼，其在最先之承繼順位人茍於事實上尤有希望在可以出生之狀況時(如

其父健在時)自可虛立為繼。反是其父並無別子時則應以現實之人(胎兒同

論)為嗣，方始合法。故最先位次之人非已出生即為胎兒，否則則應由次位

之人承繼，不得以最先位次應擬之人待繼。簡言之，第一條如俱無三字除

有第三條第四段情形外，當然解釋為可照上開說明聽其虛名待繼。第三條

第四段中實無二字，則無論何時必為現實之人與胎兒也。不過立繼之人如

為已故，宗祧承繼人之父可以自由意思懸待，所欲立之人出生後始為立繼

行為(參照後段說明)，實不受法文拘束耳。此項斷定其理由有二：(一)通觀

現行律例之精神，凡父無別子者，不欲其宗祧有中絕之虞致與宗祧承繼根

本存在之本意相背(祀祖主義)，故不得不採以上之解釋。(二)最近親間能發

生過繼關係，尤於家族和平可臻圓滿，此在條例第一例先親後疏之規定亦

已表示法意，故除有特別理由應加限制外，斷無禁絕虛名待繼之理，法律

縱無明文，當然可本於法意為條理上至當之解釋，故對於條例第一條之真

意更不能不為以上之解釋。」(《郭衛判例》：256) 

 

(5)條例第四 

例文規定：「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須憑族長擇昭穆相當之

人繼嗣。其改嫁者，夫家財產及原有妝奩並聽前夫之家為主。」由於寡婦

守志，擇人立嗣，是社會中較為常見的現象，因此本條條例適用廣泛，其

重點在於合承夫分，而合承夫分的前提是守志。立嗣之後，嗣子繼承宗祧

和財產，妻實際上是中間繼承人(張晉藩，1998：224)。若未守志而改嫁者，

則夫之財產及原有妝奩則不能帶走。 

    由於本條乃是處理夫死後，關於財產如何繼承的規定，因此在大理院

時代適用的情形相當多。不過，大理院對本條例的見解並非統一，在適用

與解釋上多所歧異。二年上字第二零八號謂：「按現行法上，嫁女妝奩無論

攜自母家亦由夫給予，均應權歸女所有，其有因故離異，無論何種原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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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者，自應准其取去，夫家不得阻留之。」(《判例》第 22冊：125)此判

例可以看出大理院否決了現行律的看法，而認為離婚之時，妝奩等物的所

有權是屬於妻子的。然而在四年上字第八八六號判例中，則有相反的見解，

其中指出：「現行律載：『婦人夫亡改嫁者，夫家財產及原有妝奩，聽前夫

之家為主。』等語，繹釋律意，是夫家財產與原有妝奩，改嫁之婦不得擅

行攜去，但前夫之家允許其攜去者，則當然不在禁止之列。」(《判例》第

22冊：139)此號判例依舊是維持了現行刑律的規定。然而此判例與上述判

例則具有衝突性，雖然此判例言夫死之後，上一判例言離異之後，然而實

際上死亡與離異應該沒有什麼區別，因為都是屬於婚姻關係的解消。如果

因為死亡和離異而分別適用上述二判例，而導出不同之結果的話，實非妥

適的法律見解。由這兩矛盾的見解，反映出了在新舊法觀念轉型的時期，

大理院對同一問題見解的歧異。這是時代所必然產生的現象，在蛻變的過

程中，必然會有較新潮激進的看法，也必然會有守舊安穩的想法，也唯有

在此種新舊互相激盪交流的過程中，蛻變的過程才會更為順利，而蛻變的

結果也才會更加完美成熟。 

    在稍晚的七年上字第一四七號判例中，則對上述衝突的見解作了處

理。其中指出：「本院按現行律載婦人改嫁，夫家財產聽前夫之家為主等語，

係概括為人妻者，由其夫家承受之財產而言，故無論其形式出於贈與或其

他之權利設定行為，均應一體援用，妾於家長故後改嫁，自應一體準用該

條。原判見解尚非違法，此項上告論旨自屬無可採用。」又說：「本院按上

開律載婦人改嫁，夫家財產，聽前夫之家為主等語，其立法之精神，在使

改嫁之婦不能繼續享有夫家之財產，藉以杜絕弊端而獎勵守志。故其正當

之解釋，凡婦人由其夫家承受之贈與及遺贈財產，若於生活上有必要時，

固無論其將來是否改嫁，得於其必要限度內自由處分，無須得承繼人之同

意。反是，如並無生活上之需要，或則超過限度處分此項財產，嗣後即行

改嫁者，當然應准承繼人向其訴追全價或超過部分之價額，若係始終守志

並無改嫁事實，則此項財產自可完全聽其處分，毫無限制之必要，此與養

贍財產不同之點也。原判未為區別，判令上告人處分財產無論何時，統應

得被上告人同意，自未盡洽。故本院即予依法糾正，該李王淑榮上告論旨

此點尚非全無理由。」(《判例》第 22冊：188-189) 

大理院的此號判例可以說是解決了上述二判例的矛盾情形，而做出了

折衷的看法。首先，其認為無論是贈與或是遺贈，皆是屬於夫家財產，應

該適用現行刑律的規定。接著又區分出是否為生活上所必要，此乃在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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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奩的問題，因為妝奩大都為日常必需品，是故妝奩無論改嫁與否，皆可

取走為自由處分。那麼剩下的夫家財產，就區分為守志與否而決定其是否

有權使用了。從這個判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大理院解決問題的精密性，可

以看到大理院如何在兼顧法律條文和情理的情況下，運用類型化的法學思

維，來解決實際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大理院在此判例中所表現的已經相

當進步而現代，已經不是粗糙率斷的法律判斷，也不是守舊保守的迂腐見

解，而足以和現代法院相媲美。然而美中不足者，其仍舊維持傳統貞節守

寡的觀念，若許這是為了折衷現行律律文與婦女權利的緣故吧，可見若如

此號判例處理如此細膩圓滑，總要失掉一些理想性。 

    至於夫之財產，大理院則未能突破現行律的明文，只能完全照律文之

規定為審判。例如十二年上字第四四八號：「合承夫分之權，在現行法上惟

夫亡守志之婦有之，若既另行招夫，即不得謂為守志之婦，根本上已與夫

家斷絕關係，自無對於財產仍許其容喙之理。」(《郭衛判例》：207) 

    此外，三年上字第二二六號則謂：「現行律載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合

承夫分，須憑族長擇昭穆相當之人為嗣等語，就此條文義解釋，則擇嗣之

權專在守志之婦，如有尊長在，則事實上卑幼擇嗣自應得尊長之同意始可，

然法律上尊長決不能代守志之婦擇嗣之權。」(《郭衛判例》：261)本號判

例見解則與現行律的文義有違，將擇嗣之權受予守志之婦，而尊長只有否

決權而已。 

 

(6)條例第五 

例文載：「凡乞養異姓義子有情願歸宗者，不許將分得財產攜回本宗，

其收養三歲以下遺棄之小兒，仍依律即從其姓，但不得以無子遂立為嗣，

仍酌分給財產，俱不必勒令歸宗。如有希圖資材冒認歸宗者，照例治罪。」

此例為姦徒圖產冒認，及義子懷私負恩而設(《讀例存疑》第 2冊：247)。 

    適用此一例文的大理院判決例如三年上字第一二五五號：「現行律載凡

乞養異姓義子有情願歸宗者，不許將分得財產攜回本宗等語，是義子歸宗

者，原則上所分得義父母之財產不許攜回。惟義子與其義父夥置產業而以

共有人之資格分得共有財產之一部，自與律載義子之分得財產不同，不應

適用不許攜回之規定。」按現行律此條乃在防止姦徒圖產冒認，義子與義

父合夥而分得合夥財產之一部，自無上述圖產之事可言，本判例見解堪稱

正確。 

又如四年上字第二七零號：「現行律載義男女婿為所後之親喜悅者，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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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為依倚並得酌給財產。又載凡乞養異姓義子有情願歸宗者，不許將分

得財產攜回本宗，其收養三歲以下遺棄之小兒，仍依律即從其姓，但不得

以無子遂立為嗣，仍酌分給財產俱不必勒令歸宗等語，尋繹律意，異姓亂

宗固為法所不許，而對於遺產未嘗無酌分之權，且生前既許相為依倚，則

殯葬之事自應得以與聞。」(《郭衛判例》：243)現行律所處罰者，乃是異

姓亂宗，對於不立嗣的異姓收養，並不禁止，故對於養家財產有酌分之權。

本判例亦遵守現行律的旨意，認為異姓收養之子，亦得請求酌分遺產。 

再如八年上字一三六八號：「現行律立嫡子違法條例載凡乞養異姓義子

(中略)如有希圖資材冒認歸宗者，照律治罪等語，未歸宗之義子既不得冒

認為業經歸宗，而希圖承繼得? 之故而於承繼開始後臨時主張歸宗者，依

該條例之類推解釋，自在不應許可之列，故以為異姓義子及其子孫，除事

前已合法歸宗者外，於其本家之承繼即不能有爭執之權。」(《郭衛判例》：

246)按本號判例亦引用條例第五而認異姓義子對於其本家除於繼承開始前

已歸宗外，對於本家財產並無繼承之權。此見解與現行民法相近似，即養

子女對其本生父母無繼承權。 

 

(三)《別籍異財》 

(1)律文 

律文載：「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處十等罰須祖
父母

父母親
告乃作。若居父母喪，而兄弟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處八等罰

須期親以上尊長親告乃
作或奉遺命不在此律。」

禮記內則上說：「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禁止子孫私有財產乃是傳統中國法歷代以來的要求，而別籍異財不僅有虧

侍養之道，且大傷慈親之心，較私擅用財的罪更大，所以法律上列為十惡

之不孝罪名。由此可見，傳統律法對於父權在這方面的支持以及對家族團

體經濟基礎的維持，其力量是不可忽視的(瞿同祖，1944/1984：16)。這在

一家一戶為經濟單位的條件下，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隨著清代商品經濟的

迅速發展，與人們生活需求水平的不斷提高，分居蓄財的現象十分普遍。

乾隆年間，江蘇沛縣「兄弟相鬩，什家而九」。故法律不得不作出修改，「其

父母許令分析者，聽。」(張晉藩，1998：214)事實上，大清現行刑律於修

訂本條律文時，本應對不合時宜的此律加以刪除，然其或許因「祖宗之法

不可廢」之故，而未廢此條。 

適用此律之大理院判例如六年上字第二五九號：「為人妻者有與其夫同

居之義務，至同居之處所，依現行律別籍異財門載：『祖父母、父母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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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孫不許分財異居，其父母許令分析者，聽。』等語，祖父母、父母在者，

當然應遵從其祖父母、父母之意思定之。故其夫亦不能有決定之自由，即

或於訂婚之初，與女家約定同居地點，亦惟於得有祖父母、父母之同意，

或祖父母、父母不在時，其夫始有守約之義務。」(《判例》第 22冊：181) 

本例中，大理院認為關於同居義務的履行地，也就是住所的決定權，在祖

父母父母在時或得其同意時，縱使婚前有所約定，亦不生約定之效力，妻

不得擅作主張。從此例中可看出，傳統中國法中關於同居共財及尊長權的

舊有觀念，仍深深影響到民初大理院的見解。由於民初政潮迭佚，法制未

竟完備，使得大清現行刑律的民事部分，在民初仍然繼續有效，而這個判

例就是最好的例證。在此可以了解，即使在婚前有所約定，但是新興的西

來的契約自由原則依舊敵不過古老的傳統的以綱常名教為據的律文，而必

須退居備位的位置。在法律文化的蛻變與繼受過程中，這種現象是必然的，

傳統的觀念依舊深植在法律人員與廣大人民的心目中，而新興的法制又在

摸索著實踐著，新舊融合混雜的法律文化油然而生，民初的法制有許多現

象正是這樣的寫照。此外四年上字第一八三七號亦同此見解：「子孫當祖父

母父母在日，尚不許別籍異財，子孫之妻妾自不能出於此例之外。」(《郭

衛判例》：208) 

又九年上字第九零三號：「本院按子孫全體同意砍賣塋樹，固非現行律

例之所禁然，必子孫全體同意方得砍賣，若係私自砍賣，即為現行律例所

不許。」(《判例》第 16冊：333)本例中所謂非現行律例所禁然，應指父

母死後，子孫得處分財產，現行刑律對此並未禁止，然而私自砍賣則為現

行律例所禁。此處現行律例禁止私自砍賣所指為何？則不無疑問。若指別

籍異財律文，則父母死，子孫可分析財產，當可私自砍賣才是。故本處之

解釋，大理院應是認為塋樹為全體子孫共有，未得共有人同意不可處分，

只不過在此假律文之名而已。 

 

(2)條例第一 

例文載：「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不許分財異居，此謂異居尚未別立戶籍

分財者，有犯意處十等罰，其父母許令分析者聽。」此例如前所述，係為

社會經濟的形勢而放寬律文的限制，如薛允升所云：「律不許分居異財，例

又以父母許令分析者聽，所以補律之未備也。」(《讀例存疑》第 2冊：259)

另外，依蘇亦工之分類(1999：237)，此二律例關係應指重複調整的關係，

亦即有相斥之關係。 



第三章、前清法令的沿用與轉化 

 68 

本條例原在補律之未備，到了民國時期，由於經濟情勢的不同與家庭

結構的變化，使得例文已不足以應付社會的現實需要，故大理院對於子孫

的分析財產作了更進一步的放寬。三年上字第六一六號即謂：「現行律載祖

父母父母在者，子孫不許分財異居，其父母許令分析者聽等語，是子孫之

分財異居，非經父母許可即為枉法。然人情長有所偏，父母每多愛憎，若

孤子之於繼母、庶子之於嫡母、或孀媳之於舅姑，其情同陌路而勢難復合，

猶故意不許令分析者，則審判衙門斟酌兩造之情形，自可依請求用判決以

代母若姑之許可而聽其分析。」(《郭衛判例》：207)依照例文，若子孫要

分析財產，須得父母同意，然本則判例超越了這樣的規定，允許子孫可以

以訴訟獲得法院判決的方式來代替父母的同意。這樣的見解，顯然是為了

加強經濟的流通性所作，因為財產共有在使用收益上甚不便利，鼓勵分析

財產則有助於物品的充分利用。 

 

(四)《卑幼私擅用財》 

(1)律文 

律文載：「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長，私擅用本家財物者，十兩處二等罰。

每十兩加一等，罪止十等罰。若同居尊長應分財物不均平者，罪亦如之。」

如前所述，在傳統中國法制，對於卑幼擁有財產是禁止的，家庭經濟的掌

控權依照法律的規定是掌握在尊長的手中。到了民國時期，此條例在適用

上便產生了許多的問題。因為本條等於限制了卑幼處分財產的能力，如果

完全依照例文的規定，則許多法律行為可能因此而無效，會對交易安全形

成嚴重的侵害，故大理院對本例在適用範圍作了相當程度的限縮。 

大理院在適用本條例文時，將本條私擅用財限制在家庭共有的財物或

是尊長的財物，至於卑幼本身所有之財產，則可自行處分，不受本條之限

制。例如四年上字第一四五九號：「現行律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長私擅用本家

財物者處罰等語，是卑幼私擅用本家財物，固為法所不許。惟細繹律意，

此項規定本所以維持家庭共同生活之關係，故其所禁止者，本係指卑幼與

外人之處分行為，足使家財外溢者而言，若家屬中之一人以自己私有之產

讓與他人者，其所處分既非家財，即不在應禁之列。又或一家之中，遺產

共同承繼人就應受分配之財物互相讓與其受分權利者，雖經處分而財不外

溢，亦與卑幼私擅用本家財物有別，除別有法律上原因外，不得即指為無

效。」(《郭衛判例》：208) 

又如五年上字第四七五號：「特有財產之制，本為法律所不禁，凡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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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己名義所得之財產，即為特有財產，除經當事人同意外，不得歸入公

產一並均分。」(《郭衛判例》：209)以上兩則判例放寬了例文的限制，實

際上承認了與尊長同居的卑幼仍然得擁有私財，而條例所適用的範圍僅在

於尊長或家庭共有的財產，例如五年上字第一二八一號所云：「現行律卑幼

私擅用財條，所謂同居乃對於分財異居者而言，並非僅以同居者為限，故

凡不與尊長同一居所之卑幼，茍非為法律所許已經分財異居，則其關於處

分本家財物，仍應受此項規定之制限。」(《郭衛判例》：209)。此外，大

理院判例也有例外允許卑幼可以處分家庭共有的財物，例如五年上字第三

一零號：「卑幼固不能私擅處分家財，但管理家務之卑幼與尋常卑幼不同，

其處分財產當可推定其已得尊長之同意。」(《郭衛判例》：209) 

    此外，大理院在適用此條例時，則是卑幼違反條例的行為認為是屬無

權處分，而將其法律效果認為是效力未定，這顯然將歐陸法學中法律行為

的概念引進傳統的現行刑律之中。例如八年上字第一四八號：「本家財產本

非卑幼所有，若不得尊長同意私擅處分，其處分行為乃無權行為，依法非

經尊長之追認不生效力。」(《郭衛判例》：211)七年上字第一零二二號：「本

院按現行律載同居卑幼不由尊長私擅用本家財物者處罰等語，除處罰一節

不適用外，其在民法上之法意，則以本家財產本非卑幼所有，若不得尊長

同意擅行處分，其處分行為，乃無權行為，依法不生效力。」(《判例》第

1冊：289)此外，對於卑幼擅自處分財產，大理院認為其處分行為雖然不

生效力，但是其債權行為仍然生效，卑幼本身仍須負責，此顯然清楚劃分

了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如三年上字第一七八號：「本院查現行法例為人子

者，不能專擅處分其父未給與繼承之財產及尊長之贍產，故無論其為典當

或賣絕之行為，斷無生物權法上效力之理由，債權人亦僅能向其相對人自

身請求返還債務，其尊長及其父亦無代為負擔之理。」(《判例》第 2冊：

391) 

 

(2)條例第一 

例文載：「嫡庶子男分析家財田產，不問妻妾所生，止以子數均分，姦

生之子依子量與半分，如別無子，立應繼之人為嗣，與姦生子均分，無應

繼之人方許承繼全分。」此例來自於明令，反映了傳統社會後期財產關係

的發展，推動了繼承關係的進步，使「大功同財」的觀念得到具體的落實。

但民間習慣，嫡庶仍然有別，嫡子所分得的財產繼承，較庶子為多，而且

長子、長孫於均分之外，有權酌提若干以供祭祀之用(張晉藩，199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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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由於地方村社早已形成解決分家過程中的可能爭端的一系列習

俗，人們很少為這些糾紛打官司。總的來說，抵有當業主沒有親生子的時

候，才會發生問題(黃宗智，1998：97)。 

本條乃是關於財產繼承一個非常重要的條文，涉及到財產應如何分配

的問題。大理院基本上是遵守例文的規定，使得法律關係有明確的依據，

避免糾紛的產生。例如三年上字第一一九八號便謂：「又查現行律例載有嫡

庶子男分析家財田產不問妻妾所生，止以子數均分等語。不知適用習慣必

須法律無明文規定者而後可，關於分析家祩現行律例既有明文，致無主張

習慣之餘地。」(《判例》第 1冊：086)事實上，如果大理院在繼承問題上

承認習慣的話，則可能會造成相當大的困擾，也就是習慣認定不易的問題。

當然，法律規定是如此，若當事人的糾紛並未選擇走上法院這一途時，當

事人仍會依照其習慣來解決紛爭而分配財產。 

當然，在一些特殊的情形，大理院仍然會斟酌情形予以判斷。例如四

年上字第四八號：「上告人上告旨略稱分析家產例應平均，原判以勞力多寡

定分析標準，殊有未合等語。本院按現行律卑幼私擅用財條例，嫡庶子男

分析家產，無論妻妾所生，應按子數平分，此項規定本係就祖父遺產之分

析而言，若祖父故時，遺產無多，而因諸子中一人或數人之特別勤勞致遺

產顯然增加者，則當分析之際，自可斟酌情形，從優分給。」(《判例》第

16冊：185，186)以今日民法來看這則判例，公同共有的遺產在未分割之

前，即使因其中一人之特別勤勞而使遺產增加，亦屬共有人全體所有，除

有約定，並無法享有特別優惠。大理院在此於例文之外創設了一個新的規

範，可以說是基於情理的考量。 

此外，五年上字第一八九號判例則謂：「現行律載姦生之子依子量與半

分，如別無子，立應繼之人為嗣，與姦生子均分，無應繼之人方許承繼全

分，又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不許分財異居各等語，是姦生子之認知，法律

雖無明文規定，然既許姦生子得承繼財產，則條理上自應認認知制度以確

定其關係，惟姦生子一經本人認知，即與本人發生父子關係，既有父子關

係，則依照前示祖父母父母在子孫不許分財異居之例文，雖姦生子亦應與

認知之父同居與嫡庶子男無異，自不待言。」(《郭衛判例》：243)在此判

例中，大理院從本條例關於姦生子亦得繼承遺產的規定中，推導出姦生子

一經認知後即有法律上父子關係。雖然說這樣的推論稍微迂迴，但由此可

見大理院在有限律文中使得各種制度有法律依據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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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條例第二 

例文載：「戶絕財產，果無同宗應繼之人，所有親女承受，無女者聽地

方官詳明上司，酌撥充公。」如前所述，在傳統中國法律，原則上不允許

婦女有私財，於是女兒便不得擁有財產繼承權。但是當戶絕之時，則不得

不例外得由婦女繼承。 

    到了民國時期，大理院對於婦女是否有繼承權的見解則仍遵守例文的

規定，否定婦女有遺產的繼承權，繼續延續了傳統社會歧視女性的思想。

例如三年上字第一一六七號：「無子立嗣者，其所遺財產應由嗣子承受，若

生前雖未立嗣，而死後尚有可為立嗣之人者，仍應依現行律立嫡子違法各

條例，由有擇繼權人立嗣承受，若無人行使擇繼權，則應由親屬會議代為

立嗣，必同宗無應繼之人，使得依現行律卑幼私擅用財條例使親女承受(《郭

衛判例》：286)。」四年上字第八四三號亦同此見解：「已經出嫁之女，除

其母家為絕戶外，在法無承繼母家遺產之權」(《郭衛判例》：287)。 

 

三、《田宅門》 

(一)《檢踏災傷田糧》 

(1)條例第十五 

例文載：「凡沿河沙洲地畝被沖坍塌，即令業戶報官勘明註冊，遇有淤

漲亦即報官查丈，照原報之數撥補，此外多餘漲地不許霸占，如從前未經

報坍，不准撥給，至隔江遠戶，果係報坍有案，即將多餘漲地，秉公撥補，

若坍戶數多，按照報坍先後以次照撥，倘補足之外，尚有餘地，許召無業

窮民認墾，官給印照，其報坍報漲在兩縣接壤之處者，委員會同兩邑地方

官據實勘驗，秉公撥補，如有私行霸占，將淤洲入官。」本條例乃規範河

岸兩旁土地所有權的法律關係。 

適用此一條例的判例例如二年上字第八六號：「本院查民國民律現在尚

未頒布，前清現行律關於民事各條例自應繼續有效，例載凡沿河沙洲地畝

被沖坍塌，即令業戶報官勘明註冊，遇有淤漲亦即報官查丈，照原報之數

撥補，此外多餘漲地不許霸占，如從前未經報坍，不准撥給，至隔江遠戶，

果係報坍有案，即將多餘漲地，秉公撥補，若坍戶數多，按照報坍先後以

次照撥，倘補足之外，尚有餘地，許召無業窮民認墾，官給印照，其報坍

報漲在兩縣接壤之處者，委員會同兩邑地方官據實勘驗，秉公撥補，如有

私行霸占，將淤洲入官等語，尋繹法意，凡有河淤先儘撥補坍戶，餘悉由

官召墾，果係報坍有案，雖隔江遠戶亦得以多餘漲地抵撥，此外尚有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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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仍聽官處分，不許自由佔據。故在現行法上，沿河各地之業主不能以淤

漲之原因，遂謂子母相生當然為子地之取得。」(《判例》第 15冊：279) 

又如四年上字第八四六號：「現行律例田宅門稱凡沿河沙洲地畝被沖坍

塌，即令業戶報官勘明註冊，遇有淤漲亦即報官查丈，照原報之數撥補，

此外多餘漲地不許霸占，如從前未經報坍不准撥給等語，按照律文，沖沒

沙洲應由原業戶報官方准回覆，惟依本院解釋及判例如確有不能報官情

由，或與報官有同一切效之動作者，亦得准其回復管業之權。」(《判例》

第 15冊：378) 

 

(二)《典賣田宅》 

(1)律文 

律文載：「凡典賣田宅，不稅契者，處五等罰。仍
追契內田宅價錢一半入

官。不過割者，一畝至五畝處四等罰，每五畝加一等罪，罪止十等罰。其不過
割之

田入官。若將已典賣與人田宅朦朧重復典賣者，以所得重典
賣之價錢立贓，准竊

盜論，追價還後典
買之主，田宅從原典買主為業。若重復典買之人及牙保知

其重典
賣 之情

者，與犯人同罪，追價入官，不知者不作。其所典田宅園林碾磨等物，年

限已滿，業主備價取贖，若典主託故不肯放贖者，處四等罰。限外遞年所

得多
餘花利，追徵給主。

仍
聽依原價取贖。其年限雖滿，業主無力取贖者，不拘

此律。」本條乃關於典賣田宅的基本規定。就典權制度而言，早在唐宋時

期已經開始確立，並且出現了典賣物業之法。但在當時條件下，典與賣的

界線尚不清晰，往往典與賣並提。至明律則明確區分二者之界限，明律規

定：「蓋以田宅質人，而取其財者曰典；以田宅與人，而取其財者曰賣。典

可贖也，而賣不可贖也。」到了清代，通過支付典價，占有他人的不動產，

從而獲取使用收益的行為，已經極為普遍(張晉藩，1998：119)，清朝立法

者對於典權的相關規範也就更加詳細。本條律文及以下各條例便是對典權

的各種規定。 

按清帝國時代，對於土地的登記制度並不發達，故土地權利的移轉仰

賴於契字以作為證明依據。在典賣田宅的契字當中，通常會記載並無重複

交易的文字48。然而官府為保障交易安全杜絕糾紛，有效防止重複典賣田

宅之詐欺犯罪，故於律例中明文以刑罰禁止之，同時規定田宅應屬前手所

                                                 
48 例如順治七年《修寧縣吳啟祐賣地契》中寫明：「未賣之先，不曾與他人重複交易。」
乾隆三十二年《修寧縣孫廷秀賣田契》亦明注：「未賣之先，並無典當交易以及不明等
情，如有此情，僅是身一力承擔，不涉買人之事。」(張晉藩，1998：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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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而後手則可取回典賣之價金。這樣的規定到了民國大理院，依舊承襲

這樣的見解，然而其法學推論的過程則有極大的差異。例如四年上字第二

二五號便謂：「本院按前清現行律關於民事部分現仍繼續有效，該律內載若

將已典賣與人田宅朦朧重覆典賣者，已所得重覆典賣之價錢追價還主，田

宅從原典買主為業等語。是在現行法上不動產之所有人以一不動產為二重

買賣者，僅最初之買主取得其不動產之所有權，其嗣後所締結之買賣契約

無論其買主是否善意，要皆不過發生債法上之關係，而不能取得其不動產

之所有權者，此定則也。」(《判例》第 4冊：244)又四年上字一二八三號

亦謂：「按現行律典賣田宅例載若將已典賣之田宅朦朧重復典賣者 (中略)

追價還主，田宅從原典買主為業等語，今上告人等既明知被上告人等已出

賣該地在前，竟將該地變賣於後，依上開律例自不能合法移轉所有權，而

由後買之上告參加人管業，故毋論上告參加人於買受此地之當時曾否知有

前賣情事(即是否善意買受)，除向上告人請求還償外，對於該地自不得主

張所有權已經移轉。」(《判例》第 16冊：266，267) 

由此可知大理院係將現行律中禁止重複典賣田宅之條文，認為後手之

物權行為不生移轉所有權之效力，但是其債權行為仍然有效，此顯然清楚

區分了物權行為與債權行為是兩種不同的概念，此乃受到德國民法學之影

響。而且因為民國初年登記制度尚並不發達，故典賣田宅並不以登記為生

效要件，而係採意思生效主義，由此可知賣主重複典賣之行為，對於前手

而言，顯係無權處分，並不生所有權移轉於後手之效力。大理院這樣的見

解，顯然對於物權行為與債權行為的區分相當清晰明瞭，而其後之最高法

院關於此只能望其項背。例如八年上字第五六零號便表示：「原審乃謂該基

地已由僧福禪先借給同岑小學校使用，不能就該地為二回之租賃，遂改判

福禪與救火會訂立該基地之租約准予解除，殊不知現行律禁止重複典賣田

產之規定，並不適用於租借關係。」(《判例》第 10冊：043)由此可知大

理院係將禁止重複典賣之律文解釋成物權行為無效之規定，債權行為則無

此條規定之適用因而無效，此種看法與我國當代的民法學見解事實上並無

太大差異，顯見當時大理院對於德國民法學的素養已達相當進步之程度。 

    此外，大理院五年上字第八八七號則表示：「本院按二人在同一目的物

上先後取得擔保物權者，若後之擔保物權人係善意且無過失，則因登記之

制迄未施行，權衡於利弊之輕重而保全交易之安全固應使其就目的物之賣

價得以按照比例受同等之清償，然其先後設定之擔保物權若均為不動產典

權則依現行律中禁止重複典賣田宅之明文(戶律典賣田宅門第二款)，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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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認其後之典約為無效，此屢經本院判例說明者也。」(《判例》第 17

冊：096)大理院在此則是遵守現行律律文的嚴格的文義解釋，認為在同一

不動產上不能存在多數典權。基本上，以今日民法的眼光檢視，典權乃是

兼具用益物權與擔保物權的性質，同一種類之用益物權原則上無法並存，

擔保物權則原則上可以共同並存，大理院在此認為典權雖然具備擔保物權

性質，但是基於律文明文排除一田重覆典賣，故不允許多數典權並存於一

不動產上，此似乎也是因為典權具用益物權性質而具排他性之故。 

    再者，三年上字第七六二號則表示：「現行律載其所典田宅園林碾磨等

物，年限已滿，業主備價取贖，若典主托故不肯放贖者處罰，限外遞年所

得花利追繳給主，依原價取贖，其年限雖滿，業主無力取贖者不拘此律等

語，是民間取贖，田畝雙方均須遵守約定之期限，若典主不依期限放贖，

於法固有一定制裁，其典主依限催贖者，自無獨許業主不遵期限取贖之理

(典賣田宅條)。」(《判例》第 16冊：617)基本上，現行律上所謂「年限未

滿，業主無力取贖者，不拘此律」，應是指典主此時不算托故不肯放贖，不

予處罰。為了避免將律文誤解成業主不拘此律所以不必遵期取贖，進而造

成典期無法確定所有權不安定的情形，大理院在此特別作了宣示，即業主

須負遵照典期回贖之義務，否則便有一定之法律效果。 

 

(2)條例第一 

    例文載：「告爭家財田產，但係五年以上並雖未及五年，驗有親族寫立

分書，已定出賣文約是實者，斷令照舊管業不許重分，再贖告詞立案不行。」 

關於於本條相關的判例有九年上字第一零五號：「又按現行律例載告爭

家財，但係五年之上並雖未及五年，驗有親族寫立分書已定者不許重分等

語。」(《判例》第 2冊：267) 

 

(3)條例第二 

例文載：「賣產立有絕賣文契，並未註有找貼字樣者，概不准貼贖。如

契未載絕賣字樣，或註定年限回贖者，並聽回贖。若賣主無力回贖，許憑

中公估找貼一次，另立絕賣契紙。若買主不願找貼，聽其別賣歸還原價。

倘已經賣絕，契載確鑿，復行告找、告贖、及執產動歸原先儘親鄰之說，

藉端肯勒希圖短價，並典限未滿而業主強贖者，俱照不應重律治罪。」由

於清朝前期的典契中，有些未規定典期，而是「錢到即贖」，這顯然不利於

典權人經營典賣的田產，而更多的民間典契，對回贖期是沒有限制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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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福建省有「一賣百休」、「一典九盡」的習俗，而湖北更有「一典千年活」

之說。由於這樣的情形，造成典與賣區分不易，同時土地產權的歸屬也長

期不確定。因此國家便必須對此有所規範，乾隆十八年便於律例中規定：「凡

自乾隆十八年定例以前，典賣契載不明之?，如在三十年以內，契無絕賣

字樣者，聽其照例，分別找贖。若遠在三十年以外，契內雖無絕賣字樣，

但未注名回贖者，即以絕產論，概不許找贖。」此定例肯定了出典人交付

典價，即享有回贖典物和找貼的權利，並且不付利息。這對於澄清典與賣

的不同，保護產權人的利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張晉藩，1998：120)。嘉

慶六年，更通過修訂《戶部則例》明確規定了回贖期限：「活契典當年限不

得超過十年，違者治罪。」以上種種皆在釐清典與賣的不同，避免產權紛

爭。而本條例之規定主要目的亦是如此，將契載絕賣且無找貼字樣者，歸

類為賣，不准找貼。而契未載絕賣字樣或註定年限回贖者，則認定為典，

可以回贖，同時只允許找貼一次，避免賣主重覆要求找貼，使得土地產權

長期無法安定。 

關於本條的判例例如：四年上字一九五零號判例便很清楚地針對例文

作了解釋：「本院查現行律例載賣產立有絕賣文契，並未註有找貼字樣者，

蓋不准贖，如契未載絕賣字樣或註定年限回贖者，並聽回贖等語，尋繹律

意，是賣產雖立有絕賣文契而註有找貼字樣者，及契未載絕賣字樣，或契

內雖載有絕賣字樣而經註定年限回贖者，均准回贖，律文雖簡略，而其意

則至為明晰。」(《判例》第 17冊：053)這號判例主要是肯定例文的見解，

認為只有契約載絕賣字樣且無找貼回贖字樣者才可認為是絕賣契約，否則

便可能是活賣或典契約。然而，大理院在解釋絕賣字樣的時候，則採取了

寬鬆的態度。三年上字第七五一號判例認為：「現行律內載賣產立有絕賣文

契並未註有找貼字樣者，概不准貼贖。如契未載絕賣字樣或註定年限回贖

者，並聽回贖，如賣主無力回贖，許憑中公估找貼一次，另立絕賣契紙。

若買主不願找貼，聽其別賣歸還原價等語。是文契茍未載絕賣字樣，並聽

回贖，不問其為典為賣，惟所謂絕賣字樣，亦不得拘泥於文字，蓋即永久

讓與斷絕關係之意義，茍契內未註明回贖，而實表示有永久讓與之意思者，

即應作為絕賣論，若其契內文義讓與之久暫未能明晰，自應審就當時立契

情形，以解釋當事人之意思，如當事人原有回贖之意思者，則雖契內有買

賣字樣，仍須聽其回贖。」(《判例》第 16冊：615)由於當事人為契約文

字時，並不一定會遵照法條用語而註有「絕賣」二字，於是在契內沒有註

明「絕賣」二字時，大理院便認為應該先就契約文字之文義先作解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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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為探究當事人立契的真意。當契約文字表示出永久讓與斷絕關係之意思

時，此時就應該認為是絕賣。 

基本上，典權人取得典物之後，便可對典物進行使用收益，當然也必

須負保管修繕的責任。這時，典權人所取得並非所有權，所有權必須等到

出典人無力回贖，經找貼後，才得另立絕賣契約移轉予典權人。由於典價

與買價通常有所差距，所以需要經過找貼。但是典契亦含有擔保功能之價

值，所以當典契約主要目的在供借貸之擔保時，此時當事人在計算利益之

後，便可能在典期到期後，為所有權移轉之約定。例如四年上字二四五零

號判例便謂：「查閱契內所印文句有「自賣之後任憑過戶投契辦糧管業」等

語，可知收苗過戶為活賣應有之效力，不能即指為作絕之據，依現行律典

賣田宅條例之規定，凡絕賣之產均須註明作絕字樣(或與作絕有同一效力之

字樣)，其不註明者，自應以活賣論。本案兩造原立契據既係作押，契內並

無作絕字樣，而所載逾期本利不付任憑收苗過戶等語，又不能釋為作絕之

意，自僅能於到期不償時生活賣之效力，不能據作絕賣。」(《判例》第

17冊：076)本號判例便是這種情形，這裡的活賣契約實具有濃厚的擔保性

質，也就是到期不能清償時，則買主便可就擔保物取得所有權，此情形類

似流押契約。現行民法是禁止流押的，大理院在此則是承認流押契約的。 

一般來說，若是絕賣契約，所有權應該是買賣當時便已移轉，然而七

年上字五七六號判例的情形則認為：「至現行律例賣產立有絕賣文契並未註

有找貼字樣者不准貼贖之規定，原為保護買主之利益，而設若買主自願拋

棄此項利益，而與賣主訂立找貼契約，自非法所不許，該契約如果屬實，

即應發生法律上之效力，亦屬無疑。」(《判例》第 17冊：190)這裡大理

院認為若買主自願拋棄此項利益，而與賣主訂立找貼契約，自非法所不許。

大理院是基於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肯認當事人能再自行訂立找貼契約，

然而這裡的所有權移轉應認為在立有絕賣文契時便已移轉，否則將使得絕

賣與活賣(典)之區分產生問題。 

在典契約中，出典人通常具有別售權，當典權人不願找絕，出典人可

以別售他人，當然，為了保護典權人的使用收益權，禁止出典人一物兩典(張

晉藩，1998：124)。這在清代便是如此，而民國大理院則是承繼了這樣的

規範，七年上字第一零零六號判例謂：「本院按現行律典賣田宅例載，典限

未滿業主強贖者，照不應重律治罪等語，除關於治罪一節不適用外，依照

律文典產自不許業主於典限未滿之前強行告贖，又按典限遠近該律例並未

時有限制，則在清理不動產典當辦法施行以前所設定之典當關係，其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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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超過該辦法第八條所定十年之限度，依法律不溯既往之原則，亦不得謂

為無效。至典限未滿業主請求找貼作絕原與典主之權利毫無損失，自為法

所不禁。若典主不願找貼則業主別賣，但使其原設之典當關係買主情願繼

受則於典主之權利仍毫無影響典主自亦不得加以阻止，此至當之條理

也。⋯⋯明謂典限至少須二十年至多不得過三十年，依文義及論理之解釋

皆屬毫無疑義。」(《判例》第 17冊：197，198)由此可知，一物不可以兩

典，但是在典之後，仍然是可以再賣給他人，故典賣可以並存。大理院在

此除了延續清代的規範外，其見解亦與現行民法的規定相同。 

典契約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國人認為子孫變賣祖宗遺產有

損孝道的觀念(梁治平，1996：99)，所以除了出典人保有日後可以贖回的

權利外，還有親房攔產的習慣出現，也就是在出典人無力回贖時，讓親房

可以有先買權，防止祖產外落到旁人之手，這可以說是對祖產的雙重保護。

大清現行律則是禁止這樣的習慣，禁止藉此習慣之說藉端肯勒希圖短價。

大理院亦反對這樣的習慣，六年上字第一零一四號判例便謂：「本院按現行

律典賣田宅條例載，倘已經賣絕契載確鑿復行告找告贖及執產動歸原先儘

親鄰之說，藉端肯勒希圖短價者皆在禁止之列。故關於田宅之處分，除依

各地方合法之習慣，而有先買權(如佃戶有先買權及共有人就他共有人應有

部分有先買權之類)者得主張先買外，雖在親鄰亦不得擅行阻止。⋯⋯上告

人在原審雖主張平涼地方有親房攔產之習慣，然習慣法之成立以並無法律

規定及不害公益為其一要件。此項習慣既經法律明示禁止，且僅足長親房

把持肯勒之風，於社會經濟殊無實益，自難認其有法之效力。」(《判例》

第 17冊：333，334)八年上字第一二八九號亦謂：「然查前清現行律內載倘

已經賣絕契載確鑿，復行告找告贖及執產動歸原之說藉端肯勒者俱治罪等

語，是原業主之先買權無論習慣均為律所明禁。⋯⋯至本院二年上字第一

七七號之判決認買主有權收贖，係因契內載有秋收回贖之字樣，自與本案

印照內載永遠管業之情形不同，即其妄相援引本院舊例尤為不當。」(《判

例》第 17冊：401，402)大理院在此將現行律上的規定引作禁止先買權的

基礎，此亦屬傳統律例的歐陸法化。 

 

四、《婚姻門》 

(一)《男女婚姻》 

(1)律文 

律文載：「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或有殘廢
或疾病老幼庶出過房同

宗乞養
異
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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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要兩家明白通知各從所願。不願即止，
願者同媒妁寫立婚書，依禮聘嫁。若許嫁女已報

婚書，及有私約，謂先已知夫身殘
疾老幼庶養之類而輒毀者，

女家主
婚 人處五等罰，

其女歸
本 夫，雖無婚書，但

曾受聘財者，亦是。若再許他人未成婚者，女家主
婚 人處七等罰，已成婚者處八

等罰，後定娶者男
家知情，

主婚
人 與

女
家同罪，財禮入官，不知者不作，追還財禮

給後定
娶之人，

女歸前夫，前夫不願者，倍追財禮給還，其女仍從後夫，男家悔而再
聘 者，罪

亦如之，仍令娶前女，
後聘聽其別嫁，不追財禮。」本條主要是關於婚姻要件的種種規定。 

    依照現行律之規定，婚書與聘財是定婚的必備要件，而且定婚對雙方

是有強制履行之拘束力，不可以隨意反悔的，這與現行民法婚約無強制結

婚的規定是不同的49。到了民國，大理院也是遵循現行律的規定，二年上

字第二一五號判例便表示：「現行律載，定婚之形式要件有二：(一)有婚書，

即謂有媒妁通報寫立者，無論報官有案或僅係私約皆可。(二)聘財。此二

要件茍具備其一即發生定婚之效力。」大理院在此將現行律婚書與聘財的

規定解釋成形式要件，顯然亦屬傳統中國法的歐陸法化。按形式要件乃是

契約成立所必須具備的條件，若一旦欠缺此等條件，則契約便無法成立。

七年上字第八八八號判例更是明白表示：「未經訂立婚書及受過聘財之婚

約，既欠缺法定要件，則雖經同意追認，亦不能有效。」(《郭衛判例》：

221)大理院這樣的見解乃是理所當然，因為前面既已認婚書或聘財為定婚

的形式要件，則後面自然會導出欠缺形式要件，契約不生效力的結論。由

於要求聘財，不僅敗壞了社會的風氣，也常常使貧苦之家難以婚嫁，清代

童養媳與入贅的盛行50，與此不無關係，在清代時即時遭時人批評(張晉藩，

1998：193)。然而民國大理院仍延續著聘財婚的規定，或許是因為必須遵

照現行律的規定所不得不然，但某種程度上亦顯示大理院的保守性格，未

能透過司法解釋的空間突破藩籬。 

    傳統上婚約係保障納吉納徵之效力而設，且女子許嫁，依禮即有從人

之端，著之以纓，明其有繫，故不許其反悔，更不能再與他人定婚或成婚(陳

                                                 
49 大理院四年上字第八四四號判例及規定：「婚約成立後，除雙方合議解除或具備法律
准許解除之原因外，不能由一造任意毀約。」由此顯示婚約具有強制履行的效力。(《郭
衛判例》：214) 
50 通常來說，如果男家貧窮，負擔不起聘財，則常會入贅女家成為贅婿。例如清代台灣
贅婿契字便有「因父母雙亡，家計困乏，無力娶妻」的記載(《台灣私法人事編》，456)。
由於在律例上規定必須有聘財才能結婚的關係，使得婚姻具有買賣婚的意味。而贅婿如
果要回復正常到正常的婚姻形式的話，他就必須備妥聘銀或身價銀給女方家來「贖」回
自己，使自己能夠擺脫這「不得已」的情形。我們也可看到台灣契字有記載「係乃古今
流傳所有，或有孫，及無聘禮，此無二理」(《台灣私法人事編》，442)，這更是具有買
賣的性質，也就是招婿除了要犧牲他的地位外，還必須使自己所生兒子給女方家承嗣，
如果不想要如此的話，那只有拿出一筆錢來作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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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遠，1936：157)。故現行律上對於重複訂立婚約是禁止且予以處罰的。

到了民國時期，大理院亦是依照現行律的精神來作審判，六年上字第八四

五號判例表示：「現行律載若再許他人處罰，已成婚者處罰，後娶者知情與

同罪，財禮入官，不知者不坐，追還財禮。女歸前夫，前夫不願者，倍追

財禮給還，其女仍從後夫男家，悔者罪亦如之等語，是就該律類推解釋男

家悔約另聘已成婚者，如前女仍願與為婚姻，自應另娶前女，而後聘者令

其別嫁，如不願與為婚姻，自應准其解除婚約，自不待言。」(《判例》第

21冊：101)本號判例大理院乃是運用類推適用的方法而推導出判決的理由
51。因為在現行律上規定女子若重複定婚且已成婚，女子應該歸先定婚之

夫，但因為考量到女子已經失身，故讓先定婚之夫擁有選擇權，若其不要，

則女歸後定婚之夫。而現行律卻對男子重複定婚且已成婚的情形漏未規定

(現行律只對男家悔而再聘未成婚之情形有規定 )，故形成法規範上的漏

洞，這時大理院便運用類推適用的方法，將男子重複定婚且已成婚之事實

類推適用到相類似之女子重複定婚且已成婚之規範上，而得出女子對重複

定婚之男子有選擇權之結論。雖然說類推適用與傳統中國法上之比附援引

相類似 52，大理院法官們可能不陌生，但能夠用「類推解釋」之用語，顯

示其對歐陸法學法學方法已有相當程度之了解。不過，基本上大理院此號

判例所導出之結論，與傳統之處理已有差異，蓋傳統上考量女子有失身之

問題，故允許男子有選擇之權。然男子重複定婚且已成婚，並無失身問題，

此時應直接令娶前聘之女，而後聘之女既已失身，無所歸著，惟有聽原聘

者另嫁(陳顧遠，1936：158)。 

由於婚姻的締結即具有成婚之義務，故締結婚約若有所瑕疵，則應使

其有撤銷之機會。古代婚姻的締結很重視媒妁，唐律甚至將媒妁定為婚姻

的法定要件(陳顧遠，1936：150)，清代雖然不認媒妁為必要要件，但仍課

予結婚雙方對於結婚對象之身家狀況有通知義務，若有所隱瞞，則此時婚

約之效力便產生問題，定婚者無履行之義務。然而若雙方通知明白，且訂

立婚書，此時「願者同媒妁」，雙方即有履行婚約之義務，不可以反悔。到

了民國，大理院則是打破這樣的見解，將瑕疵之原因發生在定婚後及離婚

後之情形，認為可解除婚約及請求離婚。四年上字二三五七號判例即謂：「現

                                                 
51 大理院判例上之用語雖然為「類推解釋」，但以當代民法學理論更準確之用語，應為
「類推適用」才是。蓋在法規範義涵範圍內者為「解釋」，超出範圍外應為「類推適用」。 
52 根據學者的研究，在清代刑事案件中，類推適用的情形便已非常廣泛(Bodde&Morris，
1973/1998：423-434)。雖然在刑事案件使用類推適用違反現代基本人權的觀念，但是
顯見中國官吏對類推適用之方法並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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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律內載，其男女定婚之初，若有殘疾者，務要兩家明白通知，各從所願

等語，原認為男女有殘疾在定婚之後者，無變更婚約之效力。惟茲經詳釋

律意，男女一造之殘疾，在定婚之初既明認為重要，必須通知相對人為所

甘願始可有效訂立婚約，則殘疾之生於定婚後者，亦須通知相對人為所甘

願始可使婚約繼續有效。蓋為婚約重要內容之當事人，其身體上嗣後既有

重大變動，即與訂約時當事人之意思不能符合，故亦更須明白通知，若為

相對人所不願，亦許解除婚約，不得以無故輒悔之例相繩。」(《郭衛判例》：

216) 九年上字第二九一號判例則表示：「現行律載男女定婚若有殘疾務須

明白通知各從所願，則定婚當時未經通知身有殘疾，至結婚後男女之一造

發現對造身有殘疾者，自可為請求離異之原因。」(《郭衛判例》：238)大

理院在此可以說運用法學解釋的方法(詳釋律意)，打破現行律的規定，將

其範圍擴大適用，可算是相當進步的判決，蓋殘疾雖發生在定婚後，但仍

令其強為婚姻，則有違人道，且亦可能徒增不圓滿的婚姻。雖然說大理院

在身分法方面大多遵循現行律而為判決，但在此則顯示出在部分案例時，

若依現行律而得出之判決結果不符合情理時，大理院會運用解釋方法去規

避律文的適用，而為不同結果的判決。 

然而大理院在進行對現行律的文義為解釋時，有時表現出寬鬆的態

度，有時卻又錙銖計較而採取嚴格的解釋。前者例如四年上字第一二二三

號：「現行律男女婚姻條所謂疾病云者，當然別乎殘疾言之，凡依現在醫術

其程度達於不易療治，而於生活上有礙或為恆情所厭惡之疾病，皆應包括

在內。」(《郭衛判例》：214)後者例如六年上字第一三八四號：「現行律縱

規定未成婚男子有犯姦盜聽女別嫁，女子有犯聽男別娶，然因吸食鴉片煙

及施打嗎啡等犯罪者，律例並無准許對造解除婚約之明文。」(《郭衛》：

219)在此，大理院認為吸食毒品屬姦盜以外的犯罪行為，不適用現行律的

規定而不准解除婚約，這裡則顯示大理院表現嚴格遵守文義意涵態度的一

面53。 

 

(2)條例第一： 

例文載：「男女婚姻，各有其時，或有指腹割衫襟為親者，並行禁止。」

                                                 
53 事實上，從六年上字第七三五號判例則更可顯現出對於文字意涵解釋的嚴謹態度，其
認為現行律所謂道當然指竊盜而言，而暫行新刑律同居親屬竊盜罪雖然可免除其刑，但
仍不失為犯罪，自應許其請求撤銷婚約(《郭衛判例》：218)。由此顯示出大理院對「盜」
字之解釋可說相當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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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主要在禁止指腹為婚。指腹為婚，係指子女於母胎中，即由父母為其

締結婚約，或預定將來一方生男，一方生女而如此者亦同。南北朝時，此

風特盛。而金人舊俗亦多指腹為婚，既長雖貴賤殊隔，亦不可渝。至元代

之後，法律則以明文規定禁止指腹為婚(陳顧遠，1936：124)。然而，雖然

法律明文禁止，不過這樣的習俗仍未革除。到了民國，當然亦繼續存在。 

而大理院四年上字第五三六號則依現行律規定禁止指腹為婚：「現行律

載男女婚姻各以其時或有指腹割衫襟為親者並行禁止等語，依律文所種可

知男女約婚雖於年齡上並無限制，而當男女未出生前之婚約則自屬根本無

效。」(《郭衛判例》：214)大理院在此將現行律之規定當作強制規定，違

反此項強制規定之婚約，其效力為無效。 

 

(3)條例第二： 

例文載：「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無者，從餘親主婚。

其夫亡攜女適人者，其女從母主婚。若已定婚未及成婚，而男女或有身故

者，不追財禮。」在傳統中國社會，婚姻的目的係以傳宗接代為中心，其

目的不涉及男女本人，所以男女的結合而須顧到夫妻本人的意志實是不可

想像的事。婚姻所以合二姓之好，只要二姓的家長同意於其子女的結合，

經過一定的儀式，婚事便成立。直系尊親屬，尤其是男性的直系尊親屬，

有絕對的主婚權。他的意志可以命令他的子女與任何一定的人結婚，社會

法律都承認他在這方面的權威，予以強有力的支持，不容子女違抗(瞿同

祖，1944/1984：127)。而本條規定係從明洪武二年令承襲而來，此處之主

婚實包括實質及儀式兩方面而言，蓋餘親主婚不必盡關婚姻意志者也。 

到了民國，大理院則是繼續將此條當作是婚姻要件的規定。二年私訴

上字第二號判例表示：「現行律載嫁娶應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

無者，從餘親主婚，是婚姻不備此條件者，當然在可以撤銷之列。」(《郭

衛判例》：212)這裡大理院將現行律的規定解釋成婚姻的法律要件，也就是

若欠缺合法的主婚人同意，該主婚人可以行使撤銷權。這裡大理院導入了

歐陸法學中撤銷權的概念，而其效果使得民國時期在法律上婚姻仍然維持

必須得到父母的同意始能生效，男女雙方無法自行自由地決定婚姻的對

象，這無疑是對民國時期婚姻自由的一項限制。 

事實上，根據研究(羅檢秋：1996：36)指出在民國初年，自由結婚和

自由離婚的事例常常見諸報端。不顧父母反對，堅持解除婚約的有之。女

青年衝破家長阻力，終於與意中人結成婚姻的有之。男女青年敢於衝破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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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同姓不婚的觀念亦有之。民國初，婚姻觀念已悄悄發生變化，自由戀愛，

自主結婚已在少數地區出現。當時有些記載民國初社會風氣的詩描述結婚

女青年為：「無媒婚嫁始文明，奠雁牽羊禮早更，最愛萬人齊著眼，看伊親

手挽郎行。」雖然說，當時真正實行自由戀愛結婚的只是極為少數，但是

大理院維持婚姻須父母同意的見解，無疑是嚴重地扼殺了婚姻自由。在父

母反對的情形下，男女雙方便不能如願地結為婚姻。根據研究(羅檢秋，

1996：37)表示在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這兩年閒，輿論大量報導了自由戀

愛、自由結婚或離婚的情況。然而在一九一三年秋二次革命失敗和民主革

命思潮的消退，民初婚姻習俗的變革顯然是停滯不前，甚至倒退。事實上，

筆者認為這樣的情況與大理院的判例見解存有一定的牽連性，也就是大理

院的見解從法律上一部分地否定了婚姻自由的發展可能。 

雖然大理院限制了婚姻自由，但是並非全部限制，也就是大理院基本

上承認婚姻必須是基於男女雙方合意，若男女並無意願，他人也無法強迫

其結婚。例如，五年抗字第六九號判例便謂：「父母雖有主婚之權，至於已

成之婚約，經當事人雙方和意解除，或一方於法律上有可以解除之事由者，

斷無反乎婚姻當事人之意思可以強其不准解除。」(《郭衛判例》：216)因

此，大理院在結婚的消極自由方面是予以肯定的。而七年上字第九七二號

判例則表示：「婚姻之當事人本為男女兩造，若有主婚權人之許婚，已在男

女本人成年之後得其同意者，此後該婚約自不得反於本人之意思由主婚權

人任意解除。」(《郭衛判例》：221)由此，可見大理院承認婚姻乃是由男

女兩造所締結，而非像過去是合兩姓之好。只是大理院為德不卒，仍然賦

予父母尊長(主婚人)婚姻同意權，是其遺憾之處。 

 

(4)條例第三： 

例文載：「招婿須憑媒妁，明立婚書，開寫養老或出舍年限，只有一子

者不許出贅。其召婿養老者，仍立同宗應繼者一人，承奉祭祀家產均分，

如未立繼身死，從族長依例議立。」本條乃有關招婿的規定。招婿和招夫

乃是屬於所謂的招入婚姻，指稱男進入女家的婚姻型態。家女在本家迎夫

者為招婿，寡婦在夫家迎後夫者為招夫。招婿又有稱做「贅婚」、「就婚」。

招婿在中國的來由已久，早在史記滑稽列傳即有淳于者，齊之贅婿也之記

載(法務部：1984，109)。而招婿通常有分有一定年限和沒有一定年限，有

一定年限者須遵守其期限住在女家，若欲違反，則須需要付聘金來作補償

(通常情形招婿入贅時不用納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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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民國，大理院則是承認招婿的存在，三年上字第九四八號判例表

示：「律載招婿須憑媒妁，明立婚書，開寫養老或出舍年限，只有一子者不

准出贅等語，可見入贅之法定要件一須憑媒妁，二須經明立婚書，三須將

養老或出舍年限明白開寫，非將此項要件一切具備，不能認為合法。若出

贅人之父母止有一子，則雖具備前開要件仍不得認為有效。」(《郭衛》：

213)本號判例乃是將現行律的規定說的更清楚一點，也就是將其規定轉化

成贅婚有效成立的法律要件。 

 

(二)《典雇妻女》 

律文載：「凡將妻妾受財立約
出 典

驗日
暫 雇與人為妻者，

本
夫處八等罰。典雇女者

父處六等罰，婦女不作。若將妻妾妄作姊妹嫁人者，處十等罰，妻妾處八

等罰。知而典娶者，各與同罪，並離異，女給親妻
妾 歸 宗，財禮入官，不知者不坐，

追還財禮，仍離
異 。」本條乃禁止典雇妻妾的條文。根據研究(陳顧遠：1936，

111)指出，典雇妻妾之風始於宋元之際，觀元世祖時，王朝對於南方典雇

妻女風俗之請牒云云可以知矣。不特王朝視此為風薄俗敗，元亦有禁令禁

止之。明清律對此同設禁止之條，惟清律輯註云：「必立契受財典雇與人為

妻妾者，方作此律，今之貧民將妻女典雇與人服役者甚多，不在此限。」

然禁之自禁，此一陋習仍未見其盡絕。 

到了民國時期，此種風俗仍然有之，從八年上字第四一一號判例便可

知：「現行律載，凡將妻妾受財典雇與人為妻者處罰，婦女不作，知而典娶

者，各與同罪並離異等語，原謂婦女被夫典雇得據為離異之原因，並非一

有典雇事實即當然視為業經離異。」(《郭衛判例》：236)基本上，本號判

例主要表示現行律之禁止典雇妻女的規定只是可以請求離婚的原因，並非

是一有典雇事實，該婚姻便要解消。這號判例乍看之下只是單純適用現行

律，然而事實上與清代有了很明顯的差異。按律文小註中表示：「女給親，

妻妾歸宗。」這樣官府在遇到這類案件時，便必須依照這樣的規定來判決，

因為這等於是附隨在刑罰效果後的官府強制處分，也就是強制其離異歸

宗。然而，大理院則是將「並離異」解釋成請求離婚的原因，也就是將其

認作是一種法律上請求離婚的形成權，這帶有賦予權利的意涵，而非只是

傳統上官府依規定必須作的強制處分。 

 

(三)《妻妾失序》 

律文載：「凡以妻為妾者，處十等罰，妻在以妾為妻者，處九等罰，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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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若有妻更娶妻者，亦處九等罰，後娶
之妻離異

歸
宗。」本條為主要為禁止重

複娶妻的規定。在宗法社會中，因為重視嫡庶，所以不得多妻。是故中國

傳統上即採行名義上一夫一妻制。而歷代律例亦多禁止有妻更娶妻的重婚

罪之規定。 

到了民國，暫行新刑律第二九一條亦有重婚罪之規定：「凡有配偶而重

為婚姻者，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其知為有配偶之人，而與為婚姻

者亦同。」而在民事法的方面，重婚之效力又是如何呢？大理院五年上字

第一一六七號判例表示：「查現行有效之前清現行律妻妾失序門內載若有妻

更娶妻者，後娶之妻離異歸宗等語，是已有妻室之人，如果欺飾另娶，其

後娶之妻自在應行離異之列。若在許婚當時已明白通知有妻室在應，則其

後之妻在法律上僅為妾之身分，即不得謂為欺飾而據令離異。」(《判例》

第 21冊：061)由此可知，重婚之法律效果原則上可分兩種情形，若是欺飾

另娶，則後娶之妻應行離異，若是明白通知另娶，則後娶之妻只能取得妾

之身分。在這裡，有問題的是這裡的「應行離異」該作何解釋？按以大理

院判決用語慣例，離異為離婚之意思，那應行離異便可能指涉「可請求離

婚」之意，然而這樣便會形成若當事人未請求離婚，那這重婚之效力究竟

如何？以現行民法來說，重婚的效力是無效，而七十四年修正前的現行民

法則規定重婚的效力為得撤銷，而大理院所謂的「應行離異」與此皆有所

差異，因此便有很奇怪的情形發生。 

八年上字第一零三六號判例便是這種情形，其謂：「依前清現行律，有

妻更娶妻者，後娶之妻雖應離異歸宗，但茍未經離異，亦未合意改認為妾，

則自前妻亡故時起，應認其有其妻之身分(即無效之法律行為認為後經採

認)。」(《郭衛》：226)依照此號判例，大理院似乎認為重婚之效力為無效

之法律行為。但是以現代法學概念，無效乃是自始當然無效，並無所謂無

效之法律行為後經採認這樣的情形。因此，筆者認為大理院對於重婚的效

力所採的立場乃是一個特殊的概念，可以名之曰「暫時不生效力」。「暫時

不生效力」是指重婚時，後婚暫時不生效力，但若前妻死亡時，則後婚便

開始生效。這也解釋了為何需要「應行離異」，按離異乃是婚姻成立後予以

解消的概念，而重婚只是「暫時不生效力」，因此應該要「離異」才能使其

永久解消，否則便可能再度復活而成為有效。我們可以看到大理院在此可

以說是創造了一個特殊的法律概念，這顯示出大理院法官將所學的歐陸法

律概念予以吸收後，為了配合現行律上的規定，而自行融合創造特殊的概

念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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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居喪嫁娶》 

(1)律文 

    律文載：「⋯⋯其夫喪服滿妻妾果願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

祖父母父母強嫁之者，處八等罰，期親加一等，大功以下又加一等，婦人

及娶者，俱不作。未成婚者，未成婚者追歸前夫之家，聽從守志，追還財

禮，已成婚者，給與完聚，財禮入官。」本條乃是禁止強嫁孀婦之規定。

由此可見，寡婦或再婚，或守志由自己決定，尊長沒有主導的權利。這與

唐律「婦人夫喪服除，誓心守志，唯祖父母父母得奪而嫁之」是不同的(張

晉藩：1998，187)。 

    但是，若尊長強嫁之，該如何處理呢？大理院五年上字第一一一七號

判例表示：「按現行律載，婦人夫喪服滿果願守志，而其祖父母父母及夫家

之祖父母父母強嫁之者，如未成婚追歸前夫之家，聽從守志，如已成婚給

與完聚等語，是凡有主婚權人強嫁孀婦，其婚姻關係究能成立與否，應視

事實上已未成婚為斷。」 (《郭衛判例》：217)本號判例主要是依照現行律

的規定來作判決。但是九年上字第一五二號則有不太一樣的見解：「現行律

居喪嫁娶門載，婦人夫喪服滿妻妾果願守志，而女家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

之祖父母父母強嫁之者， (中略)已成婚者給與完聚等語，原以該女始雖被

迫改嫁而嗣後既已願意成婚，即係業經追認，實與許婚之時即表同意無異，

故仍應聽其完聚。如僅因被迫與所嫁人同居，而並無願與為婚之意思，即

不得以成婚論。」(《郭衛判例》：226)按現行律之規定，若已成婚，則雖

然是強嫁，也是有效的婚姻。但是這裡大理院考慮到婚姻應該是基於男女

雙方合意而結合，若係強迫為之，不應使之有效，於是在此便作解釋，將

強嫁之情形解釋成當事人實質上並無結婚之意思 54。由此可以看出大理院

對於維護婚姻的消極自由仍然是持堅定的立場，敢於作出與現行律結論不

同的判決。 

 

(2)條例第二 

例文載：「孀婦自願改嫁，由夫家祖父母父母主婚，如夫家無祖父母父

母但有餘親，即由母家祖父母父母主婚，如母家亦無祖父母父母，仍由夫

                                                 
54 由大清現行刑律《居喪嫁娶》條例第一之規定來看，所謂成婚或未成婚主要以是否被
姦污為標準，雖舉行婚儀，但未被姦污，仍以未成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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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餘親主婚。倘夫家主婚受財而母家統眾強奪及夫家並無例應主婚之人，

母家主婚改嫁而夫家疏遠親屬強奪者，均處八等罰。」雖然孀婦改嫁必須

是出於自願，但不准其擅自主婚，因此有本條之設，規定主婚人之順序。 

到了民國，大理院將主婚當作是婚姻的同意權，因此本條便成了規定

孀婦改嫁時，須得何人同意之規定。六年上字第九六九號判例便謂：「現行

律內載，孀婦自願改嫁，由夫家祖父母父母主婚，如夫家無祖父母但有餘

親，即由母家祖父母父母主婚，如母家亦無祖父母父母，仍由夫家餘親主

婚等語，是孀婦當自願改嫁時，其主婚權人之順位應以夫家祖父母父母為

先，業有明白之規定。」 (《郭衛判例》：219)本號判例主要認為同意權之

順位應以夫家祖父母父母為第一順位。但是在例外的情形，則不必依照此

項規定。四年上字五三六號判例表示：「現行律雖有孀婦改嫁先儘夫家祖父

母父母主婚之規定，但有特別情形(例如孀婦平日與其夫家祖父母父母已有

嫌隙)，其夫家祖父母父母難望其適當行使主婚權者，則審判衙門判令由其

母家祖父母父母主婚，或令其自行嫁亦不得謂為違法。」(《郭衛判例》：

213)事實上，本號判例之見解與現行律之規定已有所扞格。在此，大理院

可以說是考量情理而作出違背現行律的判決，在現行律之外創造了另一規

範。 

    此外，若是孀婦自願改嫁的情形，且得到主婚人之同意後，則婚姻便

無瑕疵存在，因此大理院認為此時便不可撤銷婚姻。四年上字第一九零七

號判例便謂：「孀婦改嫁或童養媳出嫁，未經有主婚權人主婚者，除有主婚

權人得請求撤銷婚姻外，並准孀婦或童養媳撤銷。但當事人於改嫁締婚時，

如達於成年而表示情願者，則不得自行主張撤銷。蓋主婚之制本為尊重尊

長權，並保護當事人之利益而設，自尊長權言之，如未經其主婚應認其有

撤銷之權，自不待言。而自當事人之利益言之，主婚之人概係關係較為親

密之人，主婚既有一定，自可藉以杜絕希圖分產者之干預嫁事，而得保全

其孀守或擇良改嫁之志願，故當然應認主婚人能有撤銷之權。惟當事人如

果已達成年，改嫁締婚確係出自情願，並無受人誘脅之事實，而主婚之人

又並未主張撤銷，固無准當事人撤銷之必要。」(《郭衛判例》：225) 

 

(五)《娶親屬妻妾》 

律文載：「凡娶同宗無服姑姪
姊妹之親

同宗謂同宗共姓不論支派
之遠近籍貫之同異皆是及無服親之妻者，

男
女各處

十等罰。若同
宗娶緦麻親之妻及舅甥妻，各徒一年，小功以上

之
妻及收父祖妾者，

各以姦論自徒三
年至絞。曾被出及已改嫁而娶為妻妾者

無服之親及伯叔
母 兄 弟 妻 不 與，各處八等罰。妾

父祖妾
不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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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減妻兩等彼出嫁者遞減之若原係妻而娶為妾當
從妻論原係妾而娶為妻仍從妾減科。若娶同宗緦麻以上姑姪姊妹者亦各以姦

論。除應
死外並離異。」本條主要是禁止娶親屬妻妾之規定。按雖然親屬妻妾並

不存有血統關係上的禁忌，但中國是一極端注重倫常的社會，親屬的妻妾

與其夫家親屬之間的性關係是絕對不容許的。在她的丈夫生時而有犯姦行

為固須加重治罪，便是她的丈夫已死，也只能改嫁外姓，而不能與夫家親

屬結婚。否則是要按其丈夫與後娶者的親屬關係治罪的，即已成婚亦強制

離異(瞿同祖：1944/1984，120)。 

到了民國，大理院則仍然遵循此條規定而為判決。四年上字第二四零

一號判例表示：「本院按前清現行律除制裁及與嗣後頒行成文法相牴觸之部

分外，當然繼續有效。該律內載凡娶同宗無服之親及無服親之妻者，各處

十等罰，若娶緦麻親之妻及舅甥，各徒一年；小功以上，各以姦論；其曾

被出及已改嫁而娶為妻妾者，各處罰等語，是同宗親之妻依法均不許娶，

至曾否被出及有無改嫁情事，原非所問，明文規定意極顯然。」(《判例》

第 21冊：012)三年上字第五九六號亦謂：「現行律載，凡娶同宗無服之親

或無服親之妻者各處罰等語，律意所在蓋無非重倫序而防血系之紊亂，故

同宗無服之解釋，不拘於支派之遠近、籍貫之同異，但使有譜系可考其尊

卑長幼之名分者，於法即不能不謂為同宗，而禁其相互間婚姻之成立。」(《郭

衛判例》：212)由這兩號判例來看，禁止婚姻的對象是滿廣泛的，可以說同

宗親屬之妻妾幾乎都在此範圍內，而且不論其尊卑輩分是如何，即使是同

輩亦不得結婚。這顯示出在此類個案上，大理院對於綱常禮教的觀念仍然

相當注重，因此便完全依照現行律的規定來走，而不敢有絲毫的突破。 

 

(六)《僧道娶妻》 

律文載：「凡僧道娶妻妾者，處八等罰，還俗。女家主婚
人 同罪，離異

財禮
入官。

寺觀住持知情與同罪以因人連累不
在 還 俗 之 限，不知者不坐。若僧道假託親屬或僕童為名求

娶而僧道自占者，以姦論以僧道犯姦加凡人和姦罪兩等論婦
女還親財禮入官係強者以強姦論。」按本條乃是禁止僧道娶妻

之規定，基本上可說是國家法律介入宗教之領域，以國家法來維護加強宗

教法的控制力。 

到了民國，仍然是有僧道娶妻這樣的事情發生，而十三年上字第二三

六九號判例便屬於這種情形，其謂：「查現行律載，凡僧道娶妻妾者還俗離

異等語，推闡律意原在厲行僧道之教規，而關於僧道之一切教規，依管理

寺廟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除有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外，仍應從其習慣。

現僧道不許娶妻之教規既尚未更改，且徵諸現時之公序良俗亦不相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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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上開律文自應認為有法之效力，而有強行之性質。故僧道於未還俗前而

娶妻者，不問所娶之妻是否知其為僧道，均判令離異。」(《郭衛判例》：

239)本號判例主要是認為現行律禁止僧道娶妻此一條文並未違背公序良

俗，所以肯定此條仍具有法律的效力。基本上，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並非

所有現行律的條文即屬當然有效，若是在司法實踐過程中經大理院予以確

認不再適用者，則該條文便沒有效力。因為依照大總統令的內容來說，必

須是未違背國體的前清法律才屬繼續有效，而「有無違背國體」事實上賦

予了司法者解釋的空間，司法者可以以此項理由來排除不合宜的條文繼續

適用。不過，實際上大理院極少直接認為現行律民事方面之條文不生效力，

通常情形只是以法律解釋規避適用而已。 

 

(七)《出妻》 

(1)律文 

律文載：「凡妻於七
出 無應出

之
條及

於夫
無 義絕之狀而擅出之者，處八等罰。雖犯

七出無子淫佚不事舅姑
多言盜竊妒忌惡疾有三不去

與更三年喪前貧賤後
富 貴 有 所 娶 無 所 歸而出之者減二等，追還完聚。  若犯義

絕應離而不離者，亦處八等罰。若夫妻不相和諧而兩願離者，不作情既已離
難強其合。  

若夫無願
離之情妻輒背夫在逃者，徒兩年，聽其離異。其

妻因逃而
輒
自改嫁者，加二等。其

因夫棄
妻逃亡三年之內不告官司而逃去者，處八等罰。擅自改嫁者，處十等罰，

妾各減兩等有主婚媒人有財禮乃坐無主婚
人不成婚禮者以和姦刁姦論。  若

立契議
雇 之使女背家長在逃者，處八等罰，給

還家長，因而嫁人者，處十等罰追繳未滿工
值免其離異。  窩主及知情娶者，各與

妻妾
使女同罪

財禮
入官，

不知情者主娶
者言，俱不坐

財禮
給還。  若由

婦女
之 期親以上尊長主婚改嫁者，罪坐主婚，

妻妾止得在逃之罪，餘親主婚者餘親謂期親卑幼及大功以
下尊長卑幼主婚改嫁者，事由主婚，主婚為首，男

女為從，事由男女，男女為首，主婚為從。」本條主要是對於離婚的規範。

按離婚者，夫妻解除其婚姻關係之謂也。以離婚之性質而論，往昔之所謂

離婚，以絕兩姓之好為主，因此在夫婦一方死亡而仍然離婚或出妻者仍有

之，與現代法之概念不甚相同。(陳顧遠：1935，236，237)而清代關於離

婚之法，基本上沿襲前代七出、三不去和義絕之制度。而本條關於離婚之

原因，大約可分為七出、義絕以及兩願離三種。七出基本上是夫單方面所

得行使的離婚，不過有其法律上的限制而已，也就是要符合七出的積極要

件與三不去的消極要件便可片面出妻。而義絕基本上則是屬於強制離婚的

類型，也就是若符合應離的義絕情狀55，則會遭法律強制離婚，當事人是

                                                 
55 按《大清律例增修統籌集成》出妻條注：「義絕者，謂于夫妻之恩情禮義乖離違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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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選擇的餘地。而兩願離則是賦予夫妻雙方可以合意離婚，是當事人雙

方共同的行為。雖然婚姻是合兩姓兩好，但在兩願離的場合，夫妻便可以

依照自己的意志決定婚姻是否繼續存在，這與結婚通常是由尊長具有主婚

權來決定是不一樣的。 

到了民國，本條便成為離婚的主要規範依據。四年上字第一七九三號

判例便表示：「現行律載，凡妻於七出無應出之條及於夫無義絕之狀而擅出

之者，處八等罰。雖犯七出(無子淫佚不事舅姑多言盜竊妒忌惡疾)有三不

去(與更三年喪前貧賤後富貴有所娶無所歸)而出之者減二等，追還完聚等

語，是出妻有一定之條件，與條件不相合者，即不容擅出。」(《郭衛判例》：

232)在這裡大理院是將本條文認為是離婚的要件規定，也就是要丈夫若要

單方面與妻子離婚，其離婚之原因必須符合現行律所示之要件。然而，即

使不符合現行律所規定的離婚要件，事實上仍然可以以其他原因訴請離婚

的。五年上字第一零七三號判例表示：「夫妻之一造因受他造重大侮辱而提

起離婚之訴者，一經查明實有重大侮辱之情形，自應准其離異。」(《郭衛

判例》：234)此號判例所謂的重大侮辱便是現行律所未規定之要件，此項離

婚原因應是大理院自行透過條理而創設出來的。而在大理院時期，訴請離

婚所得根據之原因並不只限於現行律上七出與義絕之情形，而是有數種根

據條理所創設出來離婚原因。例如四年上字第一四三三號判例便謂：「現行

律夫妻除不相和諧兩願離異者外，非有合法條件不能離異，遺妻不養雖合

法定離異之條件，惟其夫係因赴京應試而離家並非無故遺棄者，亦自不足

為請求離婚之根據」(《郭衛判例》：232)本號判例中所謂的遺妻不養，便

是屬於大理院透過條理所創設的法定離異條件。而六年上字第一零一二號

判例則表示：「夫於妻如有誣姦告官之事實，則形同義絕，並非輕微口角及

無關緊要之罵責，可比應認為有重大侮辱准其妻請求離異。」(《郭衛判例》：

235)由此號判例顯示出，雖然大理院是依照條理創設出的「重大侮辱」來

作為准許離婚的請求，但是它在論證上為了加強法律上的說服力，特別使

用「形同義絕」這樣的表述文字，試圖把重大侮辱與義絕作某種程度的關

聯。 

此外，大理院在解釋七出或義絕等現行律上的要件時，則與清代官吏

                                                                                                                                        
其義已絕也。律中未曾詳備其事，而散見於各條之中，其所指義絕者，亦復不同，有于
法應離，不許復合者，如所云離異歸宗，仍兩離之類，即本條應離不離之類，亦是也。
其有可離，猶許復合者，如所云願留者聽，願離者聽之類，即本條從夫嫁賣亦是也。」
(張晉藩：1998，207) 



第三章、前清法令的沿用與轉化 

 90 

的處理有所差異。基本上來說，對於七出或義絕的情形解釋得較為狹窄，

也就是離婚較不容易成立。這可能是因為傳統上七出或某些類型之義絕對

於妻子而言太無保障，失之寬鬆，而大理院便作了一些調整。例如六年上

字第九四七號便表示：「按現行律七出之條雖列有不事舅姑一項，然細繹律

意，所謂不事舅姑係指對於舅姑確有不孝之事實，並經訓誡怙惡不悛者而

言，若因家庭細故負氣歸家，其夫家遂拒而不納致不得事舅姑者，尚不在

應出之列。(《郭衛判例》：235)本號判例對於不事舅姑之解釋可算是滿嚴

格的。然而在傳統上所謂不事舅姑，與其說是客觀行為，不如說是繫於舅

姑的主觀態度。不事舅姑有時即不得舅姑之歡之謂。例如蒸梨不熟，姑前

叱狗，姜詩妻之汲水未即還，劉讞妻之緣璧掛履，皆屬此類。此外，妻子

因為惹舅姑生氣，而導致舅姑忿激自盡者，在傳統中國亦屢見不顯，而且

這種子孫不孝導致父母自盡之罪是相當重的(瞿同祖，1944/1984：150，

163，164)。如果按照傳統的觀念來判斷，本號判例之案件事實，其實是有

很大可能是會構成不事舅姑之條件的。 

    至於在兩願離婚方面，大理院則是予以承認。五年上字第一四七號判

例便謂：「協議離婚為現行律所准許。」(《郭衛判例》：233)這裡便是將協

議離婚的法源基礎從現行律導出。此外，六年上字第八九六號判例表示：「按

現行律例夫婦有義絕之狀請求離異者，准其離異，依此類推解釋，凡定婚

當事人彼此有義絕之狀者，當然可以準用該律規定准其解除婚約。」(《郭

衛判例》：219)這裡則再度運用了類推適用的法學方法，將原本屬於婚姻離

異事由的義絕，類推到婚約的事實上，使其得以解除。而大理院的考量，

應該是顧慮到輕重公平的問題，因為有義絕事由，既然都可離婚，沒理由

不讓其解除婚約。而強其結婚，到時又發生義絕事由而離婚，倒不如在婚

約階段就允許其解除。 

 

(2)條例第一： 

例文載：「妻犯七出之狀有三不去之理不得輒絕，犯姦者不在此限。」

按姦淫足以紊亂血統，神不歆非類，自更不為夫家所容，所以構成重大的

離婚罪，唐、清、明律其他七出條件有三不去皆不去，惟姦罪不能援用此

例(瞿同祖，1944/1984：163)。由此可見傳統上對於妻子犯姦是相當嚴厲

對待的。 

然而，到了民國，大理院則是對於犯姦的情形持較寬鬆的態度。五年

上字第八七二號判例謂：「有夫之婦因犯姦義絕於夫，依現行律之規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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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由其夫請求離異，惟若夫無願離之情，而其舅姑私擅賣之者當然不能生

效。」(《郭衛判例》：233)四年上字第三三一號謂：「現行律載妻犯七出之

狀有三不去之理不得輒絕，但犯姦者不在此限。是妻對於其夫有不貞潔之

行為者當然可為離異之原因，惟對於此類行為其夫實已故縱在前(並非僅因

保全名譽為事後之掩飾)者，則妻之責任即已解除，夫不得以業已故縱之行

為請求與其妻離異。」(《郭衛判例》：232)由這兩個判例，可知大理院認

為妻子犯姦，只是丈夫得訴請離婚而已，而非必須強制其離婚。同時，若

妻子犯姦而丈夫故縱，則丈夫便喪失此項訴請離婚的權利。這兩號判例對

七出當中犯姦行為的態度與清代的觀念有所不同。按在清代，丈夫故縱妻

子與人通姦，可是會觸犯律例當中的《縱容妻妾犯姦》的條文56。因為，

雖然這是家庭內的事情，但國家不允許此種違反禮教傷風敗俗的事情發

生，因此即使丈夫默許，國家也要介入家庭，禁止此類事情。然而，這裡

大理院則是認為丈夫故縱妻子犯姦，反而會喪失請求離婚的權利。雖然同

樣是對丈夫予以處罰，但對於妻子來說，則較有保障。因為在清代，即使

丈夫縱容妻子犯姦，仍然是可以與妻子離異的。因此，大理院對於妻子在

離婚方面，較清代有保障。同時，也可以看出大理院在遇到傳統七出類型

的個案時，的確是較傾向維持婚姻。 

 

(3)條例第二： 

例文載：「期約已至五年，無過不娶及夫逃亡三年不還者，並聽官告給

執照別行改嫁，亦不追財禮。」本條主要是規定兩點，第一是關於解除婚

約另行改嫁，第二則是夫逃亡妻另行改嫁之規定。在傳統上，通常是只有

丈夫才能片面的與妻子離婚，而妻子則不能對丈夫如此。然而本條則是例

外，乃是允許妻片面與夫離婚的規定。不過，這種情形的要件則較為嚴格，

必須妻子告官給執照後才能離異，而不像夫發給妻休書那樣地容易。 

關於本條之大理院判例，例如四年上字第八一零號：「本院按前清現行

律出妻條例載期約已至五年無過不娶等語，尋繹律意，期約二字，係指所

定成婚之日期而言，參觀男女婚姻律載其應為婚者，雖已納聘財，期約未

                                                 
56 事實上，縱容妻妾與他人通姦之事，通常男家會獲取錢財，而這等於是讓妻子賣淫敗
壞風俗的事，國家自然禁止。在清代的寶坻縣便有這麼一個例子：「貧販孫克勇夥同岳
父母縱容克勇之妻與富戶張福勾搭，以便得到他的好處。這樣持續三年之久，最後張福
拒絕他們的勒索，激怒了他們。孫克勇因此控告張福與其妻通姦。知縣在查實後判決張
福因犯姦杖三十，孫克勇及其岳父母因縱容犯姦掌責四十，該女子本人亦因犯姦掌責四
十。」(黃宗智，1998：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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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而男家強娶，及期約已至，而女家故違期者等語，其意自明。故律載

五年無過不娶，聽告官改嫁者，必其定有成婚日期者始能適用，不能據以

定婚之日起算。」(《判例》第 20冊：531)」本號判例主要在解釋例文上

的「期約」二字究竟是何意義？這是因為當事人主張「期約」二字應指定

婚之日，然而大理院予以反駁，認為應屬約定成婚之日期。大理院在此運

用了體系解釋來論證其觀點，也就是拿其他條文規定，來說明在「期約」

二字應作相同之解釋，故本條「期約」應作約定成婚日期之解釋。基本上

大理院這樣的見解是正確的，因為如果是認為從定婚便開始起算，那兒童

時所定之婚約通常須長久時間後才會成婚，遇到這種情形便解釋不通了。

而且，就清代律文之意思，確實也是指約定成婚之日期(張晉藩，1998：

192)。 

此外，關於夫逃亡妻子請求離異的判例則有三年上字第三二九號：「若

其夫因貧赴外謀生，常有銀信寄家者，與現行律所載夫逃亡三年准妻告官

別嫁之條不合。」(《郭衛判例》：230)三年上字第一一六七號：「現行律載，

若再許他人已成婚者，女歸前夫，前夫不願者倍追財禮給還，其女仍從後

夫，又例載夫逃亡三年不還者，並經聽官告給執照，別行改嫁等語，尋繹

立法本旨，女子本以不許重複婚嫁為原則，但夫若逃亡多年不知下落，使

女久待亦非人情，故以許其改嫁為例外，其必經官告給執照者，無非令官

署得以調查其逃亡不還之事實是否真實，及其年限是否合法，以憑准駁，

而防後日之爭議。故女子如實因夫逃亡三年以上不還而始改嫁，雖當時未

經告官領有執照，而事後因此爭執，經審判衙門認其逃亡屬實而年限又屬

合法者，其改嫁仍屬有效，不容利害關係人更有異議。」(《郭衛判例》：

231)前一號判例主要是說明夫赴外謀生，並不構成逃亡之情。而後一判例

主要在說明，雖然例文規定妻須告官取得執照後才能與丈夫離異，但是大

理院在此認為雖未告官而先離異，只要經審判衙門查明確屬真實，其離異

仍為有效。基本上這樣的見解可以說與現行律規定意旨相違背，因為依此

見解，便形成不需要告官也能夠離婚有效，這就使得例文「告官取得執照」

之規定等於形同虛設。不過，由此也顯示大理院的進步之處，因為規定妻

須告官才能離異是一種對女性不平等的歧視，而大理院破除必須先告官的

規範，或許當中也隱含男女平等觀念的考量。 

 

五、《鬥毆門》 

(一)《妻妾毆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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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文載：「凡妻毆夫者但毆
即坐處十等罰，願離者聽

須夫自
告乃坐。至折傷以上，各

驗其傷
之重輕

加凡? 傷三等。至篤疾者絞候入於秋
審 情 實，死者絞，故殺者斬

兼魘魅蠱
毒 在 內。⋯⋯其夫毆妻

非折傷勿論，至折傷以上，減凡人二等 須妻自
告乃坐。先行審問夫婦，如願離者，

斷罪離異，不願離異者，驗所傷應
坐 之罪收贖

仍聽
完聚，至死者絞

監候故
殺亦絞。⋯⋯」

57本條主

要規定夫妻鬥毆時之罪刑，與離異之處理。由本條可看出傳統因身分差等

而異其罪刑之情形。 

適用本條作為法源基礎的判例，例如三年上字第八六六號：「現行律

載，有為婚而女家妄冒者處罰，追還財禮，男家妄冒者加一等，不追財禮，

未成婚者仍依原定已成婚者離異。又載夫毆妻至折傷以上先行審問夫婦，

如願離異者斷罪離異。又載抑勒妻妾與人通姦者，婦女不坐並離異歸宗等

語，是離婚之制本為現行律所認許，不過須具備一定之條件而已。」(《郭

衛判例》：231)九年上字第五三七號：「現行律妻妾毆夫條載，凡妻毆夫者

處十等罰夫願離者聽等語，是妻茍有毆夫情事夫，即得據以請求離婚，並

無須至折傷之程度。」(《郭衛判例》：238)由這兩號判例見解來看，似乎

是認為妻只要毆夫，夫便可請求離婚，而夫毆妻則須到折傷以上始可，這

樣的見解與現行律規定是相同的。這顯然是對於男女待遇不平等，雖然妻

子在夫毆打時，有可能依照「不堪同居之虐待」來請求離婚58，但是這樣

的要件比起妻毆夫夫便可離婚仍然要嚴格許多，家庭暴力固然是糟糕的行

為，妻毆夫亦不可取，但大理院將妻毆夫與夫毆妻作不同的對待，顯然有

違男女平等之原則。 

 

(二)《毆祖父母父母》 

    律文載：「⋯⋯其子孫違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不依法決罰
而橫加毆打非理毆殺者，處十

等罰，故殺者無違犯教令
之罪為故殺，徒一年。嫡繼慈養母殺者

終與親母有
閒毆殺故殺各加一等，致令絕嗣

者毆殺
故殺，絞

監
候。若

祖父母父母
嫡繼慈養母非理毆子孫之婦

此婦子乞
養 者 同及乞養異姓子孫

折傷以
下無論致令廢疾

者，處八等罰，篤疾者加一等，子孫之婦及
乞養之子孫並令歸宗，子孫之婦

篤疾
者 追還

初
歸嫁妝，

乞養子孫篤疾
者 撥付合得

所
分財產贍養⋯⋯。」本條主要規定子孫與尊長鬥毆之

罪刑。 

                                                 
57 清律總註云：「蓋夫為妻綱，妻當從夫，妻毆夫則妻應作罪，離合聽夫可也。夫毆妻
至折傷，夫雖犯義絕而妻無自絕於夫之理，故必先審問夫婦俱願乃聽離異，如夫願而妻
不願，妻願而夫不願，皆不許離異也。」此將本條夫為妻綱的精神說明得極為明白(瞿
同祖，1944/1984，137)。 
58 從這一點來說是比清代進步之處，因為在清代夫毆妻雖至折傷以上，妻子亦不當然可
以與丈夫離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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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民國，六年上字第十八號判例表示：「現行律妻毆夫條載，夫毆妻

(中略)至輒傷以上(中略)先行審問，夫婦如願離異者斷罪離異等語，又毆祖

父母父母條載，若非理毆子孫之婦致令廢疾(中略)篤疾者(中略)，並令歸宗

等語，是妻為其夫或祖父母父母所毆者，如按其情形不能認為不堪同居之

虐待，則非至折傷或廢篤疾不得請求離異。」(《郭衛判例》：234)這與前

面九年上字第五三七號一樣，都是維持了對於妻子不平等的對待。 

 

六、《錢債門》 

(一)《違禁取利》 

(1)律文 

律文載：「凡私放錢債及典當財物每月取利並不得過三分，年月雖多不

過一本一利，違者處四等罰，以餘利計贓，重於四
等罰者罪止十等罰。⋯⋯若豪

勢之人於違約
負債者不告官司，以私債強奪去人孳畜、產業者，處八等罰

無多取餘利
聽 贖 不 追；若

估所奪畜
產 之價過本利者，計多餘之物

罪有重於
八等罰者作贓論

罪止徒
三 年，依

多餘
之 數追還主。」本條主

要乃是清代對於利率的管制規定。這裡的月息三分，是利率上限，一本一

利則是利息總量，過此即犯法。按律例之解釋即是「如借銀一兩，按每月

三分取利，積至三十三個月以外則利錢已滿一兩，與本相等，是謂一本一

利，年月雖多，不得復照三分算利，及五年十年亦止還一本一利，此債當

取利之禁限也」(劉秋根，2000：219)。由此可見，清代的國家政策，對於

利息的限制主要是以年利率百分之三十六作為最高限制，而且當利息累積

到與本金相等時，則利息不能再增加。除了國家正式的法律外，地方官府

? 了維護地方穩定，保護小農、小手工業者，限制高利利貸的過度剝削，

常在這一律例的基礎上再推行減利政策(劉秋根，2000：221)。而且，根據

黃宗智(2003：116-119)的研究，在清代官府的判決中，通常會秉持著同情

窮人的精神，而對於所欠之利息予以減免，以減輕債務人的負擔。由上可

知，清代對於每月三分利的限制，以現代眼光而言，似乎利率仍然過高，

但是其對於利息總量的限制，則顯示出對於資本的節制。 

到了民國，本條律例又是如何被大理院所適用呢？八年上字第二七三

號表示：「每月取利不得過三分，本屬一種強行法規，故於取利超過三分者，

無論債務人是否同意，均不能謂非法。」(《郭衛判例》：62)由此可看出大

理院是延續現行律的規定，認為每月利息上限為三分，且認為其乃強行法

規，不容當事人合意變更。至於違反此項強行法規的效果，大理院於六年

上字第七零零號表示：「兩造原立借約既定為五分利率，按諸現行律月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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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超過三分之規定，固有不合，惟原約所不合法者，僅以其超過三分，則

在三分之限度內，自不能不認原約之效力。」(《郭衛判例》：60)因此，大

理院認為超過月息三分的契約並非無效，其法律效果僅為超過三分之利息

部份不生約定效力而已。在前述八年第八三二號判例大理院曾有「關於處

罰行為之效力仍應適用，以斷定其為無效或得撤銷」之說明，而這裡，大

理院顯然在無效及得撤銷外，創造了其他種類的法律效果。 

至於利息總額的限制，大理院亦遵照現行律之規定，七年上字第二二

七號判例便表示：「金錢債權之利息，依照現行通例，故應以清償之日為計

算終結之期，但計算結果如利息之額數(除已付之利息而言)實已超過原

本，則因私放債不過一本一利，現行律有規定明文，即應受其限制。」(《郭

衛判例》：61)然而這裡將已付之利息排除在計算總額之中，顯然是受到了

四年上字第一四六四號判例之影響，四年之判例認為：「現行律載一本一利

之規定其已經償還之利息不得合併計算。」(《郭衛判例》：58)此種將已經

償還之利息不合併計算的見解實際上已經違背了現行律限制利息總額的精

神，蓋因當事人通常都會定期繳交利息，已避免因違約而致本金返還期馬

上屆至，故如認為已交之利息不算入總額，則貸與人所獲取利息所得很有

可能超過本金，這與現行律規定是有所出入的。 

    此外，大理院在某些情形，對於複利則是允許的，四上第九三零號判

例便謂：「本案按現行律載，凡私放錢債及典當財物，每月取利並不得過三

分，又載放債之徒用短票折扣違例巧取重利者治罪(治罪之規定失效)等

語，尋繹律意，是凡利用其他方法實係違禁取利者，亦均在禁止之列。故

就滾利言之，如當事人預為滾利之約(豫約)，或債權人方任意滾利入本藉

收重利者，均違法所不許。惟已至付利之期，經當事人在後明晰約定以利

作本，或依地方商事習慣法則，其利息積至稍久之程期，經兩造同意或債

權人通知債務人以利作本，而其債權係已往之帳款者，則仍應認為有效，

此本院認為至當之解釋，迭經判例採行者也。」(《判例》第 8冊：131)而

七年上字第一四三八號更謂：「前清現行律雖有年月雖多不得過一本一利之

條，要非謂商人拖欠之利息，雖逾營業上結帳之時期，亦尚不得滾本計息。」

(《判例》第 1冊：153)由此可知，大理院對於商事行為方面，例外地允許

在每期利息到期後，允許當事人得約定滾利作本，而滾利作本之後，便不

受到一本一利的限制。當然，放寬這樣的限制，有促進商業資本借貸的功

能，因為這樣對於借貸的利潤不再只有一本一利而已。 

    而現行律所謂的一本一利，大理院認為只限於借貸錢財與典當財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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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七年上字第一四三二號判例表示：「本院按佃戶於租種田地時，曾與

業主約定每年限期交納租谷之數者，當然負依約履行之義務，此項義務並

不因業主怠於行使權利而減輕，則佃戶違約積欠之租谷，不論年份遠近，

斷無可歸責於業主之不及早追償而逕予免除其全部或一部之理，若現行律

年月雖多不過一本一利之規定，乃指私放錢債及典當財物 (動產質權 )而

言，典當田地(不動產質權)之當主本於其應有之使用收益權所收於佃戶之

租谷自不受其限制。」(《判例》第 10冊：156)這裡大理院認為債務必須

清償，不能有免除一部之理，與前述清代官府判決會免除一部債務是不太

一樣，大理院在此應是基於債權人權利的考量，亦即擁有權利者便可主張

其全部權利。 

    本條律文除了關於利率之限制外，還有禁止了為了私債而強取人財物

的規定。但是大理院三年上字第八四二號判例表示：「按現行律違禁取利門

內規定若豪勢之人不告官司，以私債強奪去人孳畜、產業者，處罰；若估

價過本利者，計多餘之物作贓論，依數追還等語，循繹立法本意，債權人

恃強奪人財產，於法雖應嚴禁，然使債務人違約不為清償，而債權人竟不

能藉自力以救濟之，亦非情理之所應有。故凡債權人奪取債務人財產，而

曾經將其事告於官司，即為適法行為。推而廣之，則其時、其地在實際上

已無官司可告，為保全債權起見，又不能不以自力救濟者，雖債權人以私

債取人財產，亦不得謂為違法。」(《判例》第 4冊：403)此號判例乃是放

寬律文的限制，允許當事人得在特定情形自力救濟。大理院顯然是受到了

現代民法學中自助行為觀念的影響，因此透過解釋去限制現行律的適用範

圍。 

 

(2)條例第四 

例文載：「放債之徒用短票折扣違例巧取重利者，嚴拏治罪。其銀照例

入官，受害之人許其自首免罪並免追息。」本條乃是禁止在借貸時，將利

息先行折扣，藉以規避三分利的限制而巧取重利之行為。 

以本條作為判決法源的案例，例如四年上字第一八三五號：「本院按放

債之徒用短票折扣違例巧取重利，雖為現行律例之所禁然，依訴訟規例當

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須負立證之責，而證據之取捨則由審判衙門於法

定範圍內衡情認定之。」(《判例》第 10冊：189)又如四年上字第九三零

號：「現行律例載：「凡私放錢債及典當財物，每月取利並不過三分。」又

載：「放債之徒用短票扣折，違例巧取重利者治罪。」等語。尋繹律意，凡



 

 97 

利用其他方法，實係違例取利者，均在禁止之列。故就滾利言之，如當事

人預為滾利之約，或債權人一方任意滾利入本籍收受重利者，均為該律所

不許。」(《判例》第 5冊：081) 

 

(二)《費用受寄財產》 

律文載：「凡受寄他人財物畜產而輒費用者，作贓論以作贓
致罪律減一等

罪止徒
二年半。詐

言死失者準竊盜論減一等罪止徒
三 年並追物還主。其被水火盜賊費失及畜產並死

有顯跡者勿論若受寄財物而隱匿不認依誆騙律如以產業轉
寄他人戶下而為所賣失自有詭寄盜賣本條。」本條主要乃規定寄託契約當中，

受寄人所應負之責任範圍。 

到了民國，七年上字第九一號判例表示：「又查現行律例載凡受寄人財

物畜產其被水火盜賊費失，顯有形跡者勿論云者，係指費失之原因，確能

證實其非人力所能抵抗者而言。若雖遭水火盜賊，而受寄之人力足抵抗，

因其怠為相當之注意以致費失者，仍應負賠償之責。」(《判例》第 10冊：

579)大理院這裡的見解是相當正確的，蓋此條「水火盜賊費失及畜產並死

有顯跡」本來便是指受寄人無法控制而不可歸責之事由，大理院在此認為

若因受寄人之過失而致費失仍然要負責，與現行律所要規範的精神是相一

致的。 

 

(三)《得遺失物》 

律文載：「凡得遺失之物，限五日內送官，官物盡
數還官，私物招人識認，

於內一半給與得物人充賞，一半給還失物人。如三十日內無人識認者，全

給。五
日限外不送官者，官物坐贓論

罪止徒三年
追 物 還 官，私物減

坐
贓二等，其物一半入官，

一半給主若無主
全入官。若於官私地內掘得埋藏

無
主之物者，並聽收用，若有古器鐘鼎

符印異常之物非民間所
宜 有 者，限三十日內送官，違者處八等罰，其物入官。」本條

主要是規範拾得遺失物時該如何處理的問題。 

以本條作為判決法源的案例，例如三年上字第二九二號判例：「本院按

判斷民事案件應先適用成文法，無成文法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條理通例，

所在不容假借。查現行律得遺失物門規定，凡拾得遺失之物限五日送官，

若係私物應招人認識，於內一半給與得物人充賞，一半給還失物人，如三

十日內無人識認者全給，若於官私地內掘得埋藏無主之物者並聽收用等

語，此項規定依本院歷來判例自應適用，是故本案藏銀，若係埋藏無主之

物，被上告人既未在場發現，自係無權受領，若果為被上告人先人所窖藏

而一時滅失所在，則現在既經上告人與許文等發現，自不得不準用遺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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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與以判斷。」(《判例》第 15冊：592) 

 

七、《河防門》 

《失時不修堤防》 

    律文載：「若不先事修築圩岸及雖修而失時者，處三等罰，其因而淹沒

田禾者，處五等罰。」 

以本條作為判決法源的案例例如三年上字第五四零號：「查現行有效之

前清律例關於河防內載，若不先事修築圩岸及雖修而失時者，處三等罰，

其因而淹沒田禾者，處五等罰等語，尋繹律意，自係強制人民以修堤之義

務無疑，現行律關堤防之修築既有強行規定，即不容上告人有主張習慣之

餘地。」(《判例》第 15冊：297) 

 

第三項、現行律適用的相關問題 

 

前段說明了大清現行律在大理院被適用的實況，然而關於大清現行律

作為民事法源的問題並非單純的適用涵攝法條而已。現行律的效力在大理

院時期的效力乃是與法律效力等同，然而現行律與其他法源衝突時，其該

如何適用及該如何解釋律文，這些問題在下文中將一一釐清。 

  首先，在法律與習慣衝突之問題上，依照現行民法第一條之規定當然

是優先適用法律，法律所無者再適用習慣。然而在大理院時期並無成文的

民法條文如此規定，只有未生效的大清民律草案第一條規定：「民事本律所

謂規定者，依習慣法，無習慣法者，依法理。」 59大理院對此一問題的態

度可說是秉持著有法律者即排除習慣的態度，對於訴訟當事人藉口習慣而

欲規避現行律之適用者，幾皆一律予以否定，這從前面所舉大理院三年上

字第一一九八號、七年上字一四三八號、八年上字第二一九號、八年上字

三九四號等等判例中可以得到證明。姑且不論大理院這種見解在某些案例

上是否會導致守舊而過於迂腐，就法學方法上，大理院此項見解仍是符合

現代法學思想的。畢竟習慣雖為古老而廣泛的法源，然而其是否具有法的

確信力則屬認定不易，故為求法之安定性而言，毋寧以適用明文的法律為

優先。 

                                                 
59 請參閱潘維和(1982a：155)所著《中國歷次民律草案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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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乃是規範人類之社會生活，社會生活包羅萬象，法律無法巨細靡

與予以詳盡規定，難免挂一漏萬，因此便需依靠法律的解釋與補充。大清

現行律以刑事規範為主，民事案件要予以法條轉換，有時需要透過解釋才

能予以適用。大理院三年上字第一零七一號判例便涉及到解釋的問題，其

中謂：「本院按現行有效之前清現行律關於獨子出繼雖無禁止之明文，然而

自現行律之沿革及律文之精意審究，實以獨子不得出繼為原則，此乃本院

所屢經採用之判例。」(《判例》第 2冊：441)通常來說，法律有許多屬於

禁止規範，如果法律所未禁止者，基本上是法律所允許的行為。但是有時

條文當中並未明文禁止規定者，但是依照當然解釋之理，則仍在禁止之列。

例如假如只有「汝不可傷害」的規範，我們並不能說殺人就是不被禁止的，

依舉輕以明重的法理，殺人行為仍是規範所禁止的。在上面的判例中雖然

大理院並沒有運用當然解釋，但是其運用了現行律沿革的歷史解釋，以及

律文精意的體系與目的解釋，從而衍生創造出了獨子不得出繼的規範，也

因此填補了現行律法規範的不足，由此可見大理院在法規範飢渴的情況

下，猶能在有限規範內實現法的自我創造。 

接著看一個有趣的例子，大理院八年上字第一三二八號中指出：「現行

律規定，私放錢債每月取利不得過三分。繹其法意，原在防止放債之人乘

人窘迫以重利盤剝，故於債權發生之始，即約定每月滾利作本者，因其結

果必致超過月息三分，依該律例之類推解釋，自在不應准許之列。惟法律

既未絕對禁止利息不得改作原本，則為經濟流通計，如具備一定條件，不

礙其律例防止重利盤剝之精神，即非不可將利息滾做母金。例如債務人於

協定或習慣所認定之結算期屆滿，應行付還本息，不及付還而臨時與債權

人約定滾利作本者，其滾利之約既非成立於債權發生之始，而承諾滾利與

否，在債務人於結算期到來又尚有酌量之自由，則放債之人縱或有意盤剝，

亦即無機可乘，此種契約於律例防止重利盤剝之旨並不相背，自不得即指

為違法。」(《判例》第 5冊：285)在這個判例中，我們可見大理院運用法

學方法之純熟，在這裡大理院先運用類推解釋，將每月取利不過三分的規

定認為亦屬於禁止債權發生之時利息滾做原本的約定，但是又從律例中法

律背後的精神予以推演，認為在特定的情形，法律亦不禁止利息滾作原本。

大理院在這裡運用了類型化的法學思維，將原本簡單的規範概念經過類型

化的處理，使其在不同情境上予不同處理，可謂既兼顧到社會生活的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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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又能不脫既有法規範的範圍。 

  以現代法學而言，大抵上法律的位階效力是高於行政命令的。然而，

在民國初年，政局動盪，兵馬倥傯，國會時常不能正常運作，以現代意義

能認為法律的民事法規範恐怕難以形成。因此在大理院時期，其是否有法

律與命令的位階概念，則值得探討。大理院十一年上字第二九一號云：「本

院按此項縣諭係督促倒號清理債務之辦法，即依前清舊制，亦不能謂有法

律上之效力。」(《判例》第 7冊：018)由此可見，並非前清之法規範，皆

與法律具有同一效力而得拘束大理院。三年上字第五九五號則曰：「又況內

務部公布之寺院管理規則第四條雖有住持及其他關係人，非經行政長官許

可，不得將寺廟財產變賣抵押之規定。然此項規則係為行政上便利起見，

對於行政長官明定其應有之職權，而非對於住持及其他關係人畀以處分廟

產之權利，故該條所稱住持及其他關係人自應以習慣法則及條理上可認為

有處分權者為限。」(《判例》第 1冊：534)因此大理院在這裡可說區分了

法律與命令的不同，認為在私法效果上，行政命令不但沒有拘束法院的效

力，對於當事人而言亦無拘束力。 

  法史學者黃源盛先生曾云(2000：106)：「因此，如果說大清現行刑律

民事有效部分為民初大理院時期的「實質民法」，也有幾分道理在。」從以

上所舉實例來看，果然印證黃氏此言之正確性。確實，在上文當中我們屢

屢見到大理院運用現行律的實例，而現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幾乎每一門每一

條皆有被大理院適用，且有些條文還是常用的條文，顯見現行律之重要性
60。不但如此，大理院還能夠將傳統的律文，透過法學解釋的方法，同時

與法學新理論相結合，將律文「舊瓶新裝」，以解決新時代的問題。而且，

對於現行律等法律之效力與習慣命令的位階有明確區分，也屬難得。而大

清現行律的民事有效部分則是一直被大理院與法院一直運用，直到民國十

八年民法公佈施行方止。 

 

第三節、大理院民事判決對其他前清法令的適用實態 

 

                                                 
60 《大清現行刑律》乃是清末法律改革中的過渡法典，主要作為《大清律例》與《大清
新刑律》的折衝，對於沈家本而言，或許其生前作夢都沒想到這部過渡法典會在大清帝
國滅亡後十幾年間發生重要的影響力，若沈家本親身目睹此景，或有「憲法消逝，現行
律常存」的無限感慨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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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清現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的繼續援用外，前清的一些法律在未

牴觸國體的情形下，仍然是有效的法律。由於民事法乃是規範私人間權利

義務的法律，與國體較無深層的牽連，是故在大理院判例中，我們仍可看

到不少清朝的一些法律繼續被援用著。以下便舉出適用的實例： 

《戶部則例》： 

  戶部則例又稱欽定戶部則例，乃清代單行法規，乾隆四十一年編成。

主要內容是關於戶口、田賦、庫藏、漕運、參課、錢法、關稅、廩祿、兵

餉、雜支等方面的規定，帶有經濟法規的色彩，後又多次修訂(武樹臣，

1999：101)。大理院運用戶部則例作為審判依據的例如大理院四年上字第

二一七號：「清律典賣田宅門內載有旗地旗房不淮民人典買違者處罰之條

例，此項條例為嘉慶十王年所纂入，至咸豐年間始淮旗民交產，同治五年

編入戶部則例，光緒十五年又由戶部奏淮規復不淮旗民交產舊制，至光緒

三十三年始由度支部奏淮刪除，故人民在禁止交產時期內抵受旗地者，不

能生移轉土地所有權之效力。」(《判例》第 2冊：741)大理院六年上字第

一一八九號：「戶部則例繼嗣門所載，子雖未婚娶，業已成立當差，年逾二

十三身故者，亦准予立繼之舊例，見於同治十二年修纂之本，既未經現行

律草案錄，自不得再行援用。」第一則判例乃是關於法律時的效力的問題，

大理院在這裡認為物權移轉的效力是應該依照移轉當時之法律決定，基本

上民事法變動的效力一般多是不朔及既往的，大理院此種見解可說正確。

而第二則判例情形則認應適用新法，由於其發生適用在新法之時，大理院

便認為戶部則例關於立繼條文與現行律和民律草案內容不符，認為其不應

適用。 

《宗人府則例》﹕ 

  宗人府乃明清官署，掌管皇室宗族事務，始設於明朝，清朝沿置，凡

宗室、覺羅犯罪，必須由宗人府會同刑部審理，徒刑案件由宗人府監禁，

死刑案件由宗人府進黃冊(武樹臣，1999：225)。宗人府則例乃是關於處理

皇室宗族的單行法規。大理院九年上字第六零四號中謂：「是宗室王公貝子

貝勒自不能與民國平民相提並論，如有疑難問題發生，仍應遵照其特別法

令解決，而有宗人府則例可資依據。」(《判例》第 1冊：196)此一判例乍

看似乎殘有封建色彩的遺跡，然而或許正是清帝遜位時民國政府給予清室

的優待條件，使皇室成員得到一定的保障。 

《禁革買賣人口條例》： 

  禁革買賣人口條例係沈家本清末變法時為求廢除奴婢制度，維護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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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嚴而立。大理院適用禁革買賣人口條例的例子如大理院九年上字第八四

六號：「查現行律例私買良良家婦女為娼者子歸宗 61，是良家子女有以為娼

目的買受者，其買賣契約當然無效，即或原係為娼復行轉買為娼者，依民

事部分繼續有效之禁革買賣人口條例，其契約亦不能認為有效。」(《判例》

第 3冊：195)又如大理院七年上字第七七六號：「查現行有效之禁革買賣人

口條例，內載嗣後貧民子女不能存活者，准其議定年限立據作為雇工，先

給雇值多少彼此面訂，雇定之時不問，男女長幼總以扣至本人二十五歲為

限，其限滿後，女子如母家無人並無至近親屬者，由主家為之擇配等語，

是雇女限滿擇配，除其母家有人或有至近親族外，應由主家為之 62。」(《判

例》第 10冊：219) 

 

第四節、大理院沿用前清法令的特色  

 

一、前清法令羅馬法化  

 

    《大清現行刑律》基本上仍是一部延續傳統精神的法典，可說是中華

法系的最後一部法典。然而，在民國創建的朝陽時期，這部中華法系最後

餘暉的法典，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清現行律》之所以能夠延續它的生

命，大理院的司法實踐可以說居於關鍵的地位。 

    從前面的研究可以發現，民國初年的大理院時期，我們從判決中發現

大理院的整個法學思考可以說都是屬於歐陸法學概念的體系，這樣的現象

當然不是一夕之間所造成。從清末以來，學習西方各種制度，以求變法改

革，達到國富民強的希望即絡繹不絕。根據研究指出：1880年便有同文館

化學教習畢利干翻譯的《法國律例》，其中《民律》一部，就是法國民法典，

可以說中國接觸西方民法學的萌芽。戊戌變法以後，留日學潮大興，其中

學習法政的留日生，成為將近代民法學引入中國的主要媒介。他們白天上

課，晚上或翻譯法政書籍，或把講義整理編輯成冊，將法學知識帶回國內。

1902 至 1911 年間西方民法學通過日本的媒介在中國傳播，來華的日本學

者、各種公私法政學堂學生與留日學生以及民間機構，通過編譯和創辦法

                                                 
61 此句所指條文為現行律犯姦門買良為娼條律文：凡娼優買良人子女為娼優及娶為妻妾
或乞養為子女者，處十等罰，知情嫁賣者同罪，媒合人減一等，財禮入官，子女歸宗。 
62 此段律文為自沈家本光緒三十二年上奏《禁革買賣人口變通舊例議》中之意見所修訂
而成(李貴連，198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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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育引進日本民法學，中國學者在這個時期基本完成了吸收、消化和創

立自己的法學概念體系的過程(俞江，2000：140-142)。 

    特別是大理院法官，有很多都具有留學外國的背景，不論是長期留學

或是短期留學，其對於西方法學的概念自然耳濡目染。又由於民法學多半

由日本輸入，而日本無論早期的學習法國法或晚期的學習德國法63，都是

屬於羅馬法傳統下的法律體系，因此民國時期大理院整個法學概念的思考

幾乎都是為歐陸法系所籠罩。我們從前面大理院判決例中發現，大理院所

謂意思表示、法律行為、物權行為、債權行為、撤銷權、同意權等概念，

對於今日的我們而言，都相當地熟悉，而這些概念在傳統中國法律體系中，

卻是絕然陌生的詞語。非常弔詭的是，這些歐陸法學概念卻經常被用來解

釋傳統中華法系下《大清現行律》當中的條文，而且看起來似乎運作地相

當順暢。 

    在大理院時期，《大清現行律》雖然未隨著清帝國而覆亡，而延續了其

生命，然而這個生命就像是基督徒所獲得的重生一般，是一個全新的生命。

而大理院就如同耶穌，《大清現行律》通過大理院的洗禮，有了全新的面貌。

雖然在某些案件中，就適用結果的形式面來看，經過歐陸法學概念的解釋，

與傳統審判並無太大不同，然而，在法學思考與推論過程，實質內容上卻

是截然相異。 

日本統治台灣早期時，亦將民間既存的習慣，當做處理台灣人民事事

項的準則，形成歐陸法系國家所謂的「習慣法」。然論者認為，此處的習慣

法既屬於國家法的一部份，則所謂「習慣」之具體內容，係由國家司法或

行政機關來認定，已有別於清治法中的民間習慣與情理。最大的差異在於：

日本國家權威帶進了近代歐陸法系的法學概念與術語，以及個人主義民法

的法律價值。日治時期的國家機關，運用源自羅馬法之以「權利」為核心

的各種歐陸法概念，詮釋原以中華帝國法概念表達的台灣民間習慣，已不

免有所失真或扭曲(王泰升，2001：323-325)。 

上述大理院將《大清現行律》羅馬法化與日本政府將台灣習慣羅馬法

化可以說非常類似，都是屬於一種用西方法概念來解釋傳統中國法規範的

現象。然而筆者認為，大理院將《大清現行律》羅馬法化不應強調其將《大

                                                 
63 日本學者志田鉀太郎(1907)便曾指出：「舊法典起草者為法人，故大體多根據於法蘭
西民法學說，祇人事編與財產取得編第十三章以下屬於例外而已。現行法典起草者為邦
人，故比較參照各國之民法學說，除親族相續二編外，大多採用德意志民法學說為多，
而稍會通於法蘭西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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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現行律》予以失真或扭曲，反而應該著重的其對於中西法律文化的融合。

其實在法律繼受的過程中，不同法律文化時常造成衝突，根據研究指出，

非洲國家在採用西方國家的法律時，該法律實際上並不適合解決非洲原始

居民的衝突。而土耳其繼受西方法律，所繼受的法律，其實際效力則不高(陳

添輝，1989)。然而令我們很驚奇的是，大理院在運用歐陸法體系的概念去

解釋傳統的現行律時，似乎看起來在融合二者時，似乎不著痕跡，一切看

起來都很理所當然。這顯示大理院對於現行律的解釋已經自成一套特殊的

體系，雖然在一些案例中，現行律與歐陸法律思想有所衝突，但是大理院

仍能透過解釋，自圓其說，形成一套法律見解。 

    大理院用歐陸法概念去解釋《大清現行律》，雖然是民法典頒布前不得

已的措施，但是實際上卻造成了一個過渡時期的良好效果。在民國初期，

使得西方的民法制度未能直接適用於中國，對於人民的整體衝擊也具有緩

和的作用。透過大理院以類似普通法的方式來規範民事事件，也較直接頒

布民法典較有彈性空間。以法律繼受而言，就上層結構這一部分，大理院

是相當成功的，對於後來國民政府頒布民法典與最高法院的運行都奠定了

基礎，至於下層人民實際生活的影響，則屬另一問題，非本文研究所能顧

及。 

 

二、權利觀念的引進  

 

    根據研究指出，在清代的法制中，地方官受理人民的訴訟，並不是按

照某種客觀的規範來判定當事者誰是誰非，而是提示一定的解決方案來平

息爭執，進而謀求雙方的互惠以及和平相處。當時人經常高唱的「情理」

這一用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代表了協調當事者人際關係的重視和一種

平衡的感覺，而非強調遵循某種預先存在的嚴格規則。其實，在針對圍繞

民事利益而發生的爭執進行裁決時，能夠作為一整套具有具體內容，且在

程序上得到了實定的規則而被予以適用的實體規範本身，無論在國家還是

在民間都是不存在的(寺田浩明，1997/1998：194)。 

    黃宗智的研究則指出：清代法典總的結構不允許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利

或社會總體權利之間的任何對立，而那樣的對立正是大多數現代民法典的

基礎概念。政府被比作父母(有全部權力)，屬民被比作孩子。這一政治意

識形態來自和睦家庭的道德理想。對清代法官而言，說國家與公民社會間

的對抗就像說父母與孩子間的對抗一樣不可思議。因而在理論和正式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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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我們當然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清代法律中沒有權利這樣的東西
64(黃宗智，1998：第 7、第 8章)。 

    然而，到了大理院時期，我們可以清楚地在大理院的判決中發現權利

觀念的引入 65。雖然《大清現行刑律》是一部傳統的法典，然而透過大理

院以歐陸法概念來解釋之，結果造成權利觀念得以蘊含於法律條文中。如

前所述，我們可以從大理院判決中發現其將尊長主婚制裁之規定，轉化成

婚姻的同意權；將承嗣如何處理的規定，轉化成擇繼權；將離異的事由，

轉化成離婚權等等案例，顯示出大理院從原本一部沒有權利觀念的法典導

出一系列當事人所得主張的權利。 

    大理院對於權利觀念的引進，除了表現在實體法方面，一方面也與程

序制度的變革有關。根據黃源盛先生的研究，中國在法律現代化的過程中，

很重要的一點便是從父母官型競技訴訟到競技型訴訟 (黃源盛，1998：

264)。因為在競技型的訴訟當中，透過在程序中彼此間反覆不斷抗爭的思

考模式中，權利的觀念無形中便彰顯出來，德國法儒耶林曾謂? 權利而鬥

爭，事實上也只有在鬥爭中才能使權利的價值展現。 

    在大理院的判決形式中，通常會將上告人所主張的上告理由與被上告

人所為之答辯陳述更自羅列，這顯示出一種攻擊與防禦的競技模式。大理

院則在判決的後面，表達自己為判決的法律判斷，這就像是裁判員對於雙

方勝負作出判斷一樣。此外，當事人在為主張時，常常會引用法律上的規

定，甚至是習慣或者判例來作為主張的理由。而大理院對於這些主張，便

必須判斷其是否合法。由這樣的訴訟模式可以發現，當事人在訴訟主張的

過程，便是在? 自己的權利而奮鬥，而大理院便是依法來審核當事人是否

擁有其所主張的權利。 

    藉由競技型訴訟的實施以及大理院引入歐陸民事法的權利概念，《大清

現行律》搖身一變，成了保護人民私法權利的成文法規範，這是一個非常

                                                 
64 然而黃宗智認為(2003：26)在實際層面，法庭的態度雖然不是要維護權利，而是要執
行規章，然而從涉入糾紛者的立場來看，兩者的實際結果相同：法庭乃是人們要求保護
和執行合法要求或「權利」所憑藉的法律手段。清代法典中儘管缺乏現代「權利」的明
確概念，仍然有許多訴訟當事人憑藉法律系統而得到對違法行為的保護，實際結果就像
現代訴訟當事人尋求維護他們的權利一樣。 
65 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於 1862年開始翻譯亨利‧惠頓所著的《國際法原理》，也即《萬國
公法》，這是首次用漢語來對應英語 right一詞。事實上，權利話語在中國思想傳統中
視相當陌生的，尤其是權利話語所蘊含的精神實質，精神理念確實難與中國的政治法律
文化傳統相契合，彼此之間存在著隔膜和不易溝通之處。因此在翻譯 right一詞時，便
遭到一些困難(趙明，2003：103-104)。然而到了大理院時期，其判決所引含的權利概
念則變得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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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特的現象。傳統中國被認為沒有西方意義的民法，便是由於在律例中，

縱使有民事事項的規定，亦無權利的觀念，因此與西方民法概念相去甚遠。

傳統律例的功能不在於保障人民的私權利，反而是在追求矛盾與紛爭的平

息，因此便要盡力勸息雙方當事人放棄自己的權利(黃源盛，1998：252)。

然而到了大理院時期，同樣的一部法典卻能夠被當事人用來作為保障私權

的依據，這可以說歷史的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