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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大理院民事判決法源(四)：判決先例 

 

第一節、 判例的性質與效力 

 

法院對訴訟案件所為之判決，以後遇有相同或類似的案件，仍引用此

判決而為判決，則此判決，即成為判例(鄭玉波，1987：23)。在各種法源

中，判例所佔的位置，羅馬日爾曼法體系和普通法體系不同，與社會主義

法體系也有區別。查士丁尼大帝曾說﹕「審判不依判例而依法律。（Non 

exemplis,sed legibus,judicandum est）」這顯示了羅馬法系以來的傳統，此法

系的國家，判例的作用只有同法律的作用聯繫起來才能弄清楚。由於在這

些國家的傾向是總要依據著法律條文，判例的創造作用總是或幾乎總是隱

藏在法律解釋的外表背後(David，1990：133以下，137)。 

在大陸法系國家，由於早期受到絕對主權理論影響，立法權與司法權

必須清楚劃分開來，司法機關依照立法者所定的法律來予以審判，在此種

理論下，判例便無法成為法源，因為它並不是法律。法官並沒有立法的權

限，法官通常的作用只是在解釋與引用定義生硬的法律。而這在立憲主義

之後，有了些許的改變(Merryman，1978譯：24-29)。大陸法系國家，判例

通常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如果一個基層法院的法官認為高級法院在早

期先例中曲解了成文法的規定，那麼就是他也可以不遵守高級法院的判

決，除非該國法律賦予高級法院某種判決權威的效力。然而，應當注意的

是，法官對待早期判例的自由只能從理論上獲得，而不是從實踐上獲得，

因為一般來說，終審法院的見解是具有相當高的權威性，有著很強大的事

實上效力(Bodenheimer，1908/1990：484)。 

此外，判例在有些大陸法系國家亦扮演重要角色，在法國，法國民法

第五條規定著﹕「禁止法官對其審理的案件以一般性規則籠統條款進行判

決。」 (《法國民法典》：1)此條限制了司法權，同時也諭有禁止法官以判

例作為審判依據之意。然而自拿破崙法典編纂以後，法國判例從來不曾限

於應用法律條文。在整個十九世紀中，它對於法的發展貢獻並不為人所知。

十九世紀以後，當新的社會條件要求它有更大膽的主動精神時，對它的貢

獻就再也不可能掩蓋了(David，1990：105)。民初修訂法律館法籍顧問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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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嘉拉(Jean Escarra)  (1924：17)亦認為法國判例解釋法律之精神，注重在

社會之趨勢、風俗之變遷、學說及政治之潮流，而於法典規定之形式內容

仍無少變。故曰判例之功能，較民法典為有進(au dela du code civil)而仍不

離民法典(par le code civil)也。 

  在英國普通法系的傳統，則認為無系統的法條，司法判例和通行的習

慣構成了主要的法源(Merryman，1978譯：29)。特別是終審法院的法律見

解，更是法律的一般淵源與正式淵源。然而這種認為判決先例有權威性效

力的理論，是立基在法官也如同立法者一樣是有創設和制定法律權力的。

但是，這種遵守先例的原則是直到十九世紀才確定的 79。一些早期偉大的

普通法法官與學者便對判例有著與現在不同的看法。例如偉大的

Blackstone 爵士對於判決先例則表達了下述意見：「證明某個準則是普通法

規則的唯一方法，乃是通過表明遵守該準則以成了一種習慣。但是這裡產

生出非常自然與非常重要的問題：如何使人們得知這些習慣或准則，而誰

又決定它們的效力呢？關於此問題的解答便是，由幾家法院的法官來決

定。他們是法律的保管人、是活的明斷者，他們必須在各種疑問情形中做

出裁決，而且還受其按國內法進行裁決的誓言的約束⋯⋯。在證明構成普

通法組成部分的這種習慣是存在的方面，這些司法判決的確是所能夠列舉

出的最主要的和最權威的證據。」 

在英國，與此觀點類似的一派學說認為，並不是判決先例本身，而是

隱藏於其後或超越於其上的某種東西賦予了判例以權威性與效力。據此論

點，使司法判決具有法律效力的力量，並不是法官們的意志或命令，而是

原則的內在價值或是體現於判決中的習慣實在性 80。對於以上這種觀點，

Austin便予以嚴厲的批評，他把這種觀點稱之為「我國法官們所運用的幼

稚的虛構，即審判法或普通法不是它們制定的，而是一種非人制定的超自

然的東西，我猜想，它的存在是永恆的，而法官們只不過是在不時地陳述

                                                 
79 按英國的先例拘束性原則乃由三點所組成：(一)各法院對其上級法院之判決先例必須
遵從之，對同級法院之判決先例如無特別情形，亦應從之。(二)House of Lord必須遵
從其本身之判決先例。(三)Court of Appeal受到自己的先例及同一位階之舊法院之先
例所拘束。惟一九六六年後，先例拘束原則開始鬆動，因 House of Lord聲明：「改變
現在之慣行，在通常情形，本院先前之判決固以有拘束力而處理之，但脫離先前之判決
可認為正當時，則將脫離先例。」(黃東熊，1984：94；駱永家，1995：288以下)。 
80 此派認為「審判官無權宣言新法之成立，僅有維持或說明舊法之權限」，而習慣法才
是法之形式淵源，而判決例只是認識習慣法存在之證據而已(羅鼎，19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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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而已」。Gray 更是堅持認為，法官們通常都制定溯及既往的法律，而且

他們在判決中所規定的規則不僅是法律的淵源，而且就是法律本身

(Bodenheimer，1908/1990：477-481)。在當代，「依循判例」(stare decisis)

原則則可以說是被確立的。 

此外，如果依照 Kelsen的理論來說，他認為司法行為是具有創造法規

範的性質，它所為的是一種個別規範的創造。然而，在某些情形，司法判

決也有可能創造一般規範，判決可能不僅對本案而且還對法院所必須判決

的其他類似案件，都有拘束力。而判決只有在它並非適用既存的實體法一

般規範，法院作為立法者而行為時，才具有前例的性質。法院在一個具體

案件中的判決通過由這一個判決所創造的個別規範的一般化，才取得對所

有未來類似案件判決都有拘束力的那種前例的性質。所謂的前例的實質就

是這樣獲得的一般規範的拘束力(Kelsen，1949/1995：152，169)。因此，

在 Kelsen的理論中，判例也是一種有法律效力的法源，或者應該說，它根

本就是一個法律規範。 

德民法學者 Larenz則認為(1989/2003：17)法律淵源是指有拘束力規範

的產生原因，因而司法判例不屬於該意義上的「法律淵源」之列，司法判

例的結果是將時下事實上適用法律的結果表現出來，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推

定自己是正確的。因此，司法判例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法律認識淵源，但它

不是一個相當於成文法或習慣法的法律淵源。 

  以上是就西方法學理論關於判例性質及其效力的一些見解，至於中國

的判例概念又是怎樣呢？根據學者的研究，在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中，制定

法是最基本的法律形式，判例則居於從屬的、輔助的但不可缺少的地位，

同樣是一種重要的法律形式。在存在方式上，判例植根於律，起著補充律、

變通律，乃是於發展律、完善律的作用。司法實踐中，判例解釋了制定法

的含義，使之有效地適用於具體案件，判例創造了新的法律規則，彌補了

制定法的不足。明清時期的因案生例促進了判例所形成的規則的具體化。

定期修例則實現了判例的規範化、系統化，增強了操作性。以例入律，又

將經過實踐證明? 行之有效的判例館修入律，使其上升成為成文法規範，

賦予了其穩定性特徵(汪世榮，1997：前言，172)。 

到了大理院時期，判例的概念又是如何呢？首先，我們必須提到大理

院判例的形成與判例彙編的修訂。我們必須區分的是大理院判例要旨匯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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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的判例以及大理院判決文中所稱的判例，此二者在概念意義上並不相

同。現在一般所稱大理院判例乃是指大理院於民國八年及十三年發行的大

理院判例要旨匯覽正集和續集的判例而言 81；而大理院判決文中所指判

例，則並非一定指前述意義的判例，其「判例」應係指「判決先例」而言 82。 

就一般所指的大理院判例而言，並不是所有大理院的判決都是判例，

而係大理院的裁判當中，以具有創新意義，或為補充法律之不足，或為闡

明法律之真意，其見解具有抽象規範價值者，始予選輯。而大理院所選之

民事判例，皆採用統一的樣式加以彙編。根據《大理院編輯規則》規定，

民法判例依准大清民律草案的體例結構，以條為單位，按照編、章、節的

順序加以編排。收入彙編的判決例，略去具體的案例事實，只錄入具有普

遍性規範的部分，稱作「判例要旨」(黃源盛，2000：75，116)。因此，我

們今天所稱大理院判例，乃是經過篩選而成之具有代表性的大理院判決，

其足以代表著當時大理院的權威性法律見解。以下本文便將從一般所稱的

大理院判例中去尋找大理院自己對於判例的性質及效力的態度究竟是如

何？ 

 

第二節、 大理院對判例的態度  

 

  大理院究竟對於自己判例的效力究竟持如何之態度？判例是否為法源

呢？從以下的實例中，基本上可以得到肯定的結論。試看以下的例子：大

理院三年上字第九七號：「本院按買賣關係依債權法則無論口頭或書狀具得

成立⋯⋯此皆至當之條理,而本院已採為判例者也。」(《判例》第 5冊：

                                                 
81 《大理院判例要旨匯覽正集》〈例言〉中謂：「本匯覽係節取大理院自民國元年改組至
七年十二月底之裁判文先例，經曾與評議之推事再三審定認為確符原意」，又〈序〉中
亦謂：「震不敏，在庭長任始終與聞，戊午秋謬承二公之後，忝長院事，頗以改訂辦事
章程及編輯判例為急務。」由此可知，在民國八年編輯判例之前，已將先前之大理院裁
判稱為先例，至八年，始將先前大理院裁判重要者，收集編輯成判例，發行判例要旨匯
覽。而今日所見大理院判例，係指判例要旨匯覽正續集以及郭衛所編《大理院判決例全
書》當中的判例而言。 
82 關於大理院判例的編輯，至民國八年才有制度的形成，因此在民國八年以前，大理院
判決中所稱的「判例」可以說是「判決先例」之意。大理院民事判決三年上字第一八六
號即謂：「由是言之，獨子除兼祧外，不得過繼他房，洵可斷言，本院判例屢屢採用此
意見者以此(參照二年民事上字第一零三號第一七四號及三年民事上字第一四九號等判
決)。」大理院於判決文稱「本院判例」，而於括號中稱「等判決」，其「本院判例」之
意應指本院的判決先例。此外，根據本文推測，民國八年以前大理院應無正式的編輯判
例，亦即無今日所謂「判決」與「判例」之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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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三年上字第三七五號：「故凡因契約而移轉所有權者必須所有權人使

得為之，此一定不易之法則，而亦本院歷來判例所認許者也。」(《判例》

第 5冊：004) 四年上字第三二號：「本院按現行法例凡確定不動產所有權

歸屬之訴⋯⋯此至當之條理，而本院判例所屢經說明者⋯⋯。」(《判例》

第 4冊：418)四年上字第二零三號：「本院按我國法律，除關於公法方面及

商法公司等外，別無規定⋯⋯此本院判例已屢經採用者也。」(《判例》第

2冊：004)大理院四年上字第二一九一號：「按之本院歷來判例即應視為已

有捨棄之意思⋯⋯。」(《判例》第 6冊：183)五年上字第九四九號：「惟

因我國現時登記制度尚未施行，為保護善意無過失之第三人起見⋯⋯此經

本院著為判例者也。」(《判例》第 3冊頁：542)八年上字第七七五號：「⋯⋯

故本院歷來判決均認為施主對於寺廟及其財產於相當範圍內當然可以監

督。」(《判例》第 2冊：239)九年上字第七二六號：「⋯⋯亦自可對於該

債權人主張按額分配。（參觀四上一五零五號判例）」(《判例》第 6冊：598)

十一年上字第二四四號：「按債權人乘債務人危急訂立複利之預約者⋯⋯此

本院歷來判例所明認者也。（參照八年上字第九五六號及一三二八號判例）」

83(《判例》第 5冊：341)大理院十一年上字第二三八號：「依本院向來判例

凡以受寄業者受寄人對於其受寄物應用善良管良人之注意。（參觀八年上字

第九二七號判例）」(《判例》第 10冊：594) 

  從上述實例可知大理院對於判例可說是保持相當遵守的態度。大理院

在判決文中，時常運用「此經本院歷來判例所認許」，「按本院歷來之判例」，

「此本院已著為判例也」等等以為論據，這可充分證明大理院是直接以判

例作為審判依據，承認其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此點可拿來與民律草案作

對照，前面提及大理院並沒有認為民律草案具有法律效力，從而不在判決

文中出現草案某某條的文字，但是在以上實例中則可見到判決文中出現「參

                                                 
83 根據郭衛所編《大理院判決例全書》，當中並無八年上字第九五六號判例。另外，根
據〈大理院判例要旨匯覽正集例言〉(《郭衛判例》：848)第一點，凡援引院判先例者，
除將來續行新例，未經刊印者外，應專以此書為準。八年上字第九六五號乃是在《大理
院判例要旨匯覽正集》發行之後，因此屬於例言所謂未經刊行之續行新例。而十一年上
字第二四四號作成時間亦在《大理院判例要旨匯覽續集》之前，當時八年上字第九六五
號當然未經匯覽續集收錄，而且之後也未經匯覽續集收錄。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大理院
在民國八年之後，仍然認為大理院民國八年之後的判決具有判決先例的性質，但是民國
八年之前則以彙覽正集為準。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大理院判決在未刊行判例要旨匯覽
集之前，具有一般所謂判決先例之性質，但是當判例要旨匯覽集刊行之後，在刊行前的
判決如要稱作判例便應以判例要旨匯覽集為準。這可以說是一項非常特殊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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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判例某某號」的文字，顯見大理院在這裡把判例認為具有法律效力的意

圖，而這也就如同現代判決引用法條一樣，表明法院確實「依法審判」，並

非恣意判決。甚至我們可以發現在大理院三年的判例中就出現「判例」的

字眼 84，本文認為這裡所指的「判例」並非我們現在所指彙編當中的判例

而言，此「判例」所指者乃是一種「判決先例」的意義，大理院在這裡乃

是依循著過去的判決來作審判，可以說是形成一種「依循先例」的現象。 

    除了大理院早在民國三年的判決中便有「判例」文字的出現，民國元

年所刊行的《法政雜誌》中，當中有關於當時司法新聞的報導專欄，當中

便出現了「大理院關於報律之判例」以及「大理院關於妾之判例」等文字(《法

政雜誌》第二卷第八號，1912：99，101)，由此可證明早在民國元年，當

時法學界便認為稱大理院的判決為「判例」，而這顯示大理院判決在民國元

年時，便為法學界所重視，代表了大理院的見解值得當時從事法學的人予

以注意，所以才會在雜誌中予以報導，這便又是大理院判決先例作為獨立

法源的一項有利證明。 

  底下看一個有趣的例子，大理院七年上字一一五八號判例：「本院按外

國人在中國開業洋行，無論其洋行之設主按其本國法之制是否合於法人之

組織。但按中國現行法令既無認外國洋行為法人之明文，(而本院亦尚無認

外國洋行為法人之判例)。即原判於洋行之下加以東字，自無何等關係，又

安有違法之可言。」(《判例》第 1冊：434)上面括號中的文字在判決原本

中後來是被塗銷的，姑且不論是否因為不妥而塗去，若就原文來說，可見

判例具有相當的法律地位。大理院認為無法律明文，且又無判例，所以應

如何如何。依此反面推論，則有法律或判例就應該依其而作判決，這也再

次印證判例在大理院的崇高地位。 

  判例由於經常被大理院遵守著，而當事人為求勝訴，於是便會以大理

院過去之見解而為主張。如大理院五年上字第一零八九號判例文中便有：

「查鈞院三年上字二百三十一號及一千兩百七十二號判決立意之解釋，業

經捐助之財產不得歸還原主。」前面提及大理院對於當事人引用民律草案，

                                                 
84 其他例子如：三年上字一六九號：「又按私文書原本已經遺失，若果存有抄本，經證
明確係原本謄出者，亦得為證，此本院判例已予採用而認為至當者也。」三年上字二二
二號：「按現行法例合夥財產如不足清償合夥債務⋯⋯此本院歷來判例所認許者也。」
(《大理院民事判決彙覽》第 2冊：1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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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屢屢說明其並不得拘束法院，但是在這裡，可以發現大理院並沒有表

示大理院判例沒有拘束力，不得拿來拘束法院的見解，因此也可看出，判

例之地位與民律草案之地位有所不同。 

  此外，大理院有時如同解釋法條般地解釋判例，如大理院十四年上字

第五九八號：「本院按不動產買賣之預約當事人一造如有反悔，負擔相當責

任即可許其解除，在本院固以著為先例。惟習慣上所謂草契不能蓋認為預

約，如以將買賣標的物及其數量價額等已一一訂明，即與預約之僅生締結

正式預約之債務者顯有不同。」(《判例》第 3冊：422)大理院在此迴避了

判例中關於預約的規定，說明在此案件並不能適用此號判例。在這裡，顯

示了判例具有一定之效力。又如大理院十一年上字第九五六號：「本院六年

上字第九三五號判例，實就額實相差之兌換紙幣為消費借貸之標的時而

言，與期票之性質不可相提並論。」(《判例》第 5冊：347)從此兩號判例

也可看出判例具有一定之拘束力，否則大理院也不用多費唇舌說明為何在

具體案件中不適用某號判例。 

  法律並非完美，即使是設計再精良的法律體系也必然有漏洞，而有漏

洞就需要法的續造來加以填補，有時甚至需賦予法院創造法規範的功能

(Karl Larenz，1992/1996：227)。民國初年，民法典尚未公佈，各級審判

機關斷案無準據的情況下，大理院參照民律草案，審酌地方習慣，融合西

方法理，透過判決以至於判例創設出許多新的法規範，可說是以司法之名

行立法之實 85。大理院於實不但對體法規範予以創設，有時還對於程序法

規範以判例予以創設，例如大理院十二年上字第一二五號判例便是如此，

其謂：「⋯⋯提起附帶上訴係在民事訴訟條例施行以前，依本院判例自應予

以受理。」然而大理院並非處處皆顯現「積極造法」的態度，在一些個案

上仍是衡量具體利益，而對於法的創造採取一種自我約束的態度。例如大

理院三年上字第九一零號判例便謂：「本院按現時民法法典尚未頒布，關於

何種權利之取得消滅應有時效並時效期間應如何開始及完成，非有明文規

定，審判衙門自未便據以判例創定。」(《判例》第 4冊：380)此判例對於

時效制度的創設採取一種不便創設的態度，而這乃是因為時效制度影響當

事人權益至鉅，且若未使當事人事先有明文規定可以知悉而忽然創設時效

                                                 
85 民初朱學曾氏亦言(1924：33)：在我國，民商法典，多未頒布，創例之難，同於立法，
殆非僅僅解釋成文，所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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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則對債權人相當不公。大理院可能慮及此點，便有如此見解，也可

見其並非一蓋恣意地創設規範，而是持一種有守有為的態度。 

  大理院對於自己之判例可說相當尊重，在一個實例中，我們發現到大

理院解釋與判例衝突的情形，在大理院九年上字第七五七號判例文中上訴

人以「原判捨棄適宜之解釋反援用前項判例⋯⋯」來作為主張，希望大理

院能撤銷原判，但是大理院卻予以駁回，其理由中謂：「雖上告人引用本院

統字第九二零號之解釋文件謂銀行兌現時所發出之債券不得因停兌落價拒

絕債務人之依額面價格清償債務等情以為爭執，然查上海殖邊銀行所發行

之鈔票⋯⋯。(參看本院四上字六四六號判例)」(《判例》第 6冊：617)在

這裡或許一方面可以解釋為大理院認為解釋與判例並不衝突，在本案只是

應適用判例而已，但是從另一面來說也可見大理院對於判例是不輕易或者

幾乎不予否定的。 

  大理院判例除了發揮法的創造功能外，有時對於法律解釋也起著相當

大的作用。例如大理院八年上字第五六零號便謂：「殊不知現行律禁止重覆

典賣田宅之規定並不適用於租借關係。」(《判例》第 10冊：043)大理院

在此透過判例對於現行律予以統一解釋，認為其並不適用租借關係，這種

透過判例或司法解釋對於法律的解釋有時具有調控法律內涵的功能，甚至

能適度修正法律的不良或不足。在大理院的實務中，更可以發現以「例」

來破「律」的實例，如大理院七年上字第三八七號判例云：「且大理院二年

十八號判例有許字夫兄不能據認為婚姻撤銷之原因等語86，此項判例當然

優於現行律，自可援用。」(《判例》第 21冊：200)大理院於此明白且大

膽地宣稱判例優於現行律，或許這是個案性的考量，但是這裡顯見大理院

在某些方面仍是有著以判例創設規範來因應新社會的想法，希望透過判例

來修正現行律的一些規定。當然，大理院也並非都有如此大膽的做法，在

許多關於身分的案件上，大理院在有些時候仍是墨守成規，遵循著大清現

行律的規定。 

                                                 
86 按本文遍查郭衛所編《大理院判決例全書》，並無二年十八號此號判例。此外，七年
上字第三八七號判例又係民國八年以前所作成，故七上三八七號所言二年十八號「判
例」，此「判例」應屬「判決先例」之意。又民國八年以前的判決文中，若提及判例，
多未言正確之判例字號，民國八年以後之判決文，言及判例，始多有明示判例字號。此
亦可再度印證：民國八年以前大理院似乎並未有正式編輯之判例。故民國八年以前判決
文中所言之「判例」，應屬「判決先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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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根據白凱(Kathryn Bernhardt)氏的研究(2003：69-70)，其亦認為：

「大理院擁有極大的權力來修正成文法律和制定新法。它的裁決，不是附

加到現行律文中，而是成為單獨的法律。如果大理院裁決與成文法有任何

衝突，則以大理院裁決為準。」根據其研究，顯然認為大理院的判例在某

種程度可以修正成文法，且較成文法有優先效力，與上述本文之發現不謀

而合。 

 

第三節、 大理院民事判例的性質  

 

  大理院民事判例的性質究竟為何？是否與普通法系之判例相等同？自

民國初年以來，法學界對於大理院判例的性質主要有幾種不同觀點。其一，

認為大理院判例屬於「判例法」。民國時期法學家戴修瓚即持此種觀點。該

氏認為：「前大理院⋯⋯權衡折中以為判決，日積月累編成判例，各法原則

略具其中，一般國人亦視若法規，遵行已久。論其性質，實同判例法矣。」

87胡長清同樣認為：「縱謂我國自民元迄今，係採判例法制度，亦無不可。」

(胡長清，1998：36)其二，認為大理院判例為習慣法。持此種觀點者以俞

戟門最為代表，該氏略謂：「判例法乃廣義習慣法之一 88。其所以與一般之

習慣法異者，蓋一般之習慣法淵源於一般人民自己所為之慣行，而判決法

乃淵源於法院之判決。」(俞棨昌，1933：28)其三，有認大理院民事判例

不具有法源性，而認為判例要旨才具有法源性，同時認為把民事判例及其

要旨定性為判例法、條理或習慣法均不妥當，從而認為大理院民事判例要

旨為「司法解釋」，其理由一為民初三權分立，大理院只能司法解釋權，不

能行使立法權；二為大理院之解釋例為司法解釋，其刊行之判例要旨亦為

司法解釋。三為判例要旨具有系統的彙編方式，並公開發行為眾所週知。

採此說者為當代大陸學者張生(張生：2002，66-73)。 

  最後一說乃法史學者黃源盛先生的看法，黃氏認為大理院判例在理論

上屬於條理，而實際上判例視同立法。其認為大清民律草案第一條關於民

事法律適用順序之一項並無所謂判例，因此判例在理論上無拘束下級法院

                                                 
87 參閱郭衛編輯：《大理院判決例全書》，戴修瓚〈序言〉部分。 
88 日本學者美濃部達吉(1935/1992：143)也是將判例法視為慣習法之一種，我國採此說
者有無受其影響，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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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根據，而僅得作為條理以資參考。此外，黃源盛先生又舉出上海總商會

事件 89，用來證明判例似乎僅屬於條理。黃源盛先生更認為大理院判例有

別於英美的判例法，其理由謂：「第一，判例並不是民初法院唯一的法源，

當時所採取的是多元的樣式，既有成文法典，也有判例彙編，前者具有法

的效力，後者僅為補充的法源。第二，大理院的判例是成文法典補充形式，

僅為法院裁判時所表示的法律上見解，並非法規的本體，它一般不能與成

文法典的規定與原則相違背，否則無效⋯⋯而英美判例法由於是單一的法

律形式，具有不受限制和制約的法律效力。第三，⋯⋯民初在判例的適用

上，並不一昧地遵從先例拘束原則。」(黃源盛，2000：70-76，122以下) 

  以上為學者們對於大理院判例性質之論爭。其實，從本文前面對於大

理院判例的探究，對於上述問題已經可以得出相當清楚的結論，那就是大

理院的判例具有法源性，它是大理院審判的依據及理由，它具有法規範的

效力。本文認為大理院判例的法源性質應定位為「判例」，而非習慣、條理

等其它東西。事實上，1923 年民國調查法權委員會的主席鄭天錫(雲程)氏

亦曾表示：「在過去幾年中，有一個法律的實體正在逐漸成長，這個實體可

以說建構了一套民國的普通法。」(Chang Yao-Tseng，1923：Preface)這

個實體便是指大理院，而這也證明在當時，有人認為大理院法體系與普通

法體系相當，而普通法體系中，判例是可以作為獨立法源的，因此大理院

的判例似乎也應作相同之認定 90。 

而上述關於大理院判例性質諸說中，第二說乃是表示大理院判例乃是

習慣法性質的理論，此說並無法說明為何大理院的判例具有強大的直接拘

束力，因法官只須根據習慣法即可，不必依照判例。而且，若採此說，則

與當代習慣法的概念亦不能相符。上述第三說的司法解釋說，則是根據中

國現行法律體系的理論而為解釋，因為中國現行法律制度常有「司法解釋」

出現，從而其便成為當今中國獨特的一項法源。「司法解釋」的說法不僅不

夠明瞭，而且與判例區分開來似乎並無任何意義。司法解釋可以成為法源，

但判例卻不能成為法源，二者同樣都是司法權的行使，為何能作如此區分？

                                                 
89 此項事件主要為上海總商會提請大理院解釋某號判例與習慣法相違時應如何處理，大
理院對此並無明確回答，只說「條理並無強行性質」，應以習慣法為優先。 
90 前述白凱氏(2003)亦認為大理院判決例為單獨的法律，顯示其亦認為判例之性質為獨
立之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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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生氏所持三權分立之理由，其實是在邏輯上已屬矛盾。至於第三說認為

大理院判例不具法源性的觀點，從前文所舉之實例來看，在民國三年甚至

更早以前，已將判例當作判決之依據，當時並未有判例要旨之整理彙編，

認為判例不具法源性之思考，此種見解可以說是不攻自破。 

至於黃源盛先生的理論，本文贊同其部分見解，部分見解則認為似乎

有尚待商榷之處。首先，黃源盛先生認為大理院判例具有法源性，其實質

上視同立法這一點確實有所據，但是在理論上將判例定位為條理則似乎有

所誤會。民國初年，大清民律草案並非有效的法律，其作為條理之適用需

經大理院判決認可，從前文所述，亦可知大理院對於判例的尊重更是甚於

民律草案。雖然說民律草案第一條的條理經大理院判例承認而得適用，然

並非說大理院以此來束縛自己，認為除了成文法、習慣法與條理外，不能

根據判決先例來作審判。因為如果沒有判例承認，則沒有草案第一條條理，

沒有草案第一條條理，又何來草案第一條條理中所謂無習慣適用條理的「條

理」。再者，若將判例定位為條理，則不易將兩者性質區分開來。條理一般

而言雖然得為法源，但是其為不成文，具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而判例雖

然有時是條理的闡述，但是其具有成文性與明確性91，因此在制度功能上

與本質上可說與條理大異其趣 92。如果因為判例乃是將條理具體化便將判

例定位為條理，則法律多是由條理所具體而成，豈不是也應將法律定位為

條理不成？其次，就條理的意義與判例的意義做比較也可發現其具有相當

之差異，條理一般而言是指法律之通常原則，而當今因為有成文法，故條

理皆指法律條文間隱藏的法律精神與原理原則而言，而判例中所創設的原

理不只條文間之解釋與漏洞填補而已，有時更具有法官造法的意義，其與

                                                 
91 民初學者龍守榮氏亦同本文見解，龍氏認為我國關於上級審之判例拘束力，雖乏明文
規定，然就法院編制法等條文觀之，就法律上之根據而言，大理院之判例有拘束下級審
之效力，且就自身得以變更之點，與英國貴族院相異，而與美國聯邦法院相似。而民國
法典未備，雖曰法律無明文者可依習慣，無習慣者可依條理。然習慣常曖昧而不確定，
條理則原為主觀的，因人而異。非有大理院之判例示其準則，則判決必涉多歧，人民將
不知何所適從。而大理院之判例，名實上其權威幾與英美之判例法無異。(龍守榮，1923：
17)。 
92 大理院民事判決三年上字第二九三號：「本院按民律現未頒行，凡合夥員對於外部所
負之債務應負如何責任，尚無明文規定。惟查民事法條理及本院判例，凡合夥員對
於⋯⋯。」(《大理院民事判決彙覽》第 2冊：253)。由此號判決可見大理院對於「條
理」與「判例」的區別，否則只須言條理即可，何須多言判例。這顯示出對於大理院而
言，條理與判例的性質並不完全相同，所以在此舉出兩種法源依據，以增加判決的說服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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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第一條所稱之「條理」並非可以等同並論。至於黃源盛先生所舉上海

總商會事件之例，大理院只言「此項條理並無強行性質」，即有習慣時應先

適用習慣，其次才適用條理。大理院並非謂「判例並無強行性質」，且習慣

亦需經判決例承認才可適用，因此並無所謂判例與習慣衝突之問題。 

由上可知，對於大理院判例性質的探討，事實上與研究者所處的背景

有著極大的關聯。張生氏由於身在中國大陸，故其觀點受到了現行中國法

制之「司法解釋」的影響。在台灣，現行判例多半被否認有法律上之拘束

力，真正可為法源基礎的只是法理而已。黃源盛先生因身處台灣，因此在

思考上亦會受此觀點所浸染93。但是，我們觀察最接近大理院時代的民初

學者的說法，則會發現其反而認為判例是一種獨立的法源，甚至將其與普

通法並舉。雖然「當局者不一定清」，但是活在一個時代，一定對那個時代

感受最強烈，因此，大理院判例之性質依本文之看法，實應認為其性質就

是「判例」，是一種獨立的法源較為妥當。 

法國人愛斯嘉拉(1922)透過親身實際觀察，亦同本文之見解：「判例為

中國法之第三淵源，尤以大理院判例為最著。闡明習慣之建設功用，至為

詳密。吾人研究該法院之判例要旨匯覽，足以知之。其成績殆為習慣的建

設物，簡言之，即司法立法之成績。如鄭君天錫所云，是大理院判決，殆

採取盎格魯薩克遜判例之法術，雖言理處，不無差異，然其準備法律規條

之方法則一也。觀《大理院判例要旨匯覽》之法例，益足以信此說之不

謬。⋯⋯中國法成文法之淵源，既略如上述矣，因此可得兩種根據，即一

為習慣之建設作用，一為大理院判例之構造作用。自修訂法典方面觀之，

二者均須尊重，不可漠視。」愛氏所言，與本文不謀而合也。 

至於大理院判例的性質是否等於普通法系的判例法？本文在此持保留

的態度，因為雖然本文認為大理院判例屬於「判決先例」之性質，具有法

源性，但是非謂大理院判例體系與普通法系所謂的「判例法」相等同 94。

                                                 
93 雖然說 Gadamer認為詮釋學的理解是視域的融合，我們必須把我們自己安置在一個情
境中，但是他認為如果我們把自己安置在其他的情境，我們就要理解他人，我們將認識
他人，安置自己不是以我們自己的判準應用在他人身上(Habermas， 1967/1988，
151-152)。因此我們在理解歷史時，雖然會受限於自身現有視域的影響，但是若能認識
過去更多，透過視域的融合，所能得到理解必定更加真實。 
94 民國十一年曾來中國考察之日本司法省參事官三宅正太郎(1924)亦同此見解：「China 
Awakened書中謂此乃接近於英美法，但不能認為適當之言，此種企劃，因無法典不得已
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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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大理院的法體系是一個具有獨特風格的法體系，其並非等同於普

通法系或大陸法系。然而，大理院判例的性質與普通法系的判例性質有一

些類似之處。而黃源盛先生所言大理院判例有別於判例法之說，本文認為

就法體系而言，大理院法體系與普通法系並不等同，如果就大理院判例的

法源性質及其法規範的拘束力此一層面而言，則大理院判例與普通法系的

判例有雷同之點。而黃源盛先生所言之論點，似乎在論理上尚有需斟酌之

處。首先，普通法系並非只以判例作為法源，也有國會通過的法律作為成

文法，二者皆有法律的效力，大理院也是如此，大理院的判例不但是法源，

更是具有法律規範的效力。再者，民國初年並無成文的民法典，只有「現

行律」，而且大理院判例絕對不只對於現行律進行補充而已，其更具有創設

法規範的積極功能 95。民初傅文楷(1926)認為：「吾人必須承認判例一方演

述已有法律，而一方創造新的法律。」亦同此理。大理院判例所創設的規

範就是法律，就是法律規範本身，並不是隱藏於其後或超越於其上的某種

法理才是法律。最後，即使是在普通法系，「先例拘束原則」並非謂判決先

例絕對不可推翻，而民初大理院判決例雖然有可能衝突，但是大理院原則

上對於判例是抱持相當尊重的態度。總結前言，本文認為大理院的判例是

具有法規範效力的法源96，與後來最高法院判例的性質並不相同，而是民

國初年特殊時空背景下所生之產物。

                                                 
95 民初之陸鼎揆教授(1929)亦認為：「十餘年來，民法立法之樞紐乃遂寄之於司法機關，
大理院判例實為現行私法之惟一根據。」 
96 在民國八年直隸高等審判廳《德商威爾第與比商義品公司因債務糾葛一案判決書》中
有謂：「控訴審判衙門不能就未在第一審提出者以外而為判決，按之大理院亦迭有此項
判例也。」由此可證大理院判例在下級審中的地位及其法源性，下級法院直接以之作為
審判依據(《華洋訴訟判決錄》，1998：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