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隨著國際間各國往來頻繁，表現在身分關係上，異國婚姻也逐漸增多

1，其中規範夫妻間財產關係之夫妻財產制，不論是在結婚時、婚姻關係持

續中、離婚或配偶一方死亡時，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各國實體法關

於夫妻財產制之規定頗不一致，首先，在夫妻財產制之內容上，大抵上可

分為分別財產制、管理共通制、一般共有制、所得分配制、動產共有制、

剩餘共同制等等立法例2，不同立法例之規定也大異其趣。其次，各國就是

否承認夫妻財產制契約有不同規定，甚至在允許訂立夫妻財產契約的國

家，其承認之範圍也不相同3。又，夫妻財產制之適用範圍，其與扶養、繼

承關係為何，各國依其立法政策亦有廣狹之不同。因此，在各國實體法規

定不一致之情形下，關於夫妻財產之涉外案件，如何決定準據法，也就格

外重要，蓋若國際私法上所指定之準據法不同，往往可能有截然不同之結

論，不僅在夫妻間，甚至對於與之交易之第三人均有所影響。然而就國際

私法本身而言，因受下列特色影響，相較於實體法，其錯綜複雜程度亦不

遑多讓。 

                                                 
1 根據內政部就國人結婚之外籍與大陸配偶人數之統計資料指出，至九十四年底我國外籍與大陸

配偶人數約達 36.5 萬人，其中外籍配偶（含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佔 35.9％，大陸與港澳地區

配偶佔 64.1％，詳細內容請參照http://www.moi.gov.tw/stat/。 
2 詳細內容請參照林秀雄，《夫妻財產制之多樣性與共通性》，收錄於《家族法論文集（一）—

夫妻財產制之研究—》，輔仁大學法學叢書，1986 年 5 月初版，頁 108-138；郭欽銘，《我國通

常法定夫妻財產制之變革與展望》，政治大學碩士論文，2003 年，頁 32-92。 
3 關於各國就夫妻財產制契約承認與否及承認範圍為何，請參照林秀雄，《夫妻財產制契約之性

質與機能》，收錄於《家族法論文集（二）》，輔仁大學法學叢書，1987 年 3 月初版，頁 18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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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夫妻財產制兼具有身分法與財產法之性質 

 

按涉及身分關係應該依據屬人法主義決定準據法，乃國際私法上所廣

泛承認的原則，但在不單只有身分法性質，另外還具有財產法性質的法律

關係，其準據法的決定是否也能一樣的適用？國際私法上之夫妻財產制即

為其典型之代表。從比較法的角度觀察，各國關於夫妻財產制之衝突法

則，有著重其財產法之性質，而採意思主義或動產、不動產區別主義者；

也有著重身分法之性質而採屬人法主義，而屬人法主義中又有本國法主義

與住所地法主義之對立。上述各主義之林立，不僅不符合國際私法統一之

目標，若再配合各國實體法之南轅北轍，將使得涉外之夫妻財產關係為何

更加難以預料。隨著近幾年來各國國際私法之改革，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

之立法趨勢上，雖仍有些微差異，大致上係併用當事人意思自主與屬人法

主義4，兼顧了夫妻財產制之財產法與身分法之雙重性質，對於將來我國涉

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之修正不無參考性。 

併用當事人意思自主與屬人法主義，固可兼顧夫妻財產制之財產性質

與身分性質，但也因為其兼具上述兩種性質，在準據法決定上，即可能發

生如下問題。例如，依當事人之意思決定夫妻財產制準據法時，是否能如

契約之當事人自治般，廣泛的承認當事人法選擇，即不無疑問。依屬人法

主義決定準據法時，也因為夫妻財產制同時具有繼續性財產關係之性質，

故如與身分上效力準據法一樣，於客觀連繫因素變更時採取變更主義，可

能會造成夫妻財產制之複雜化。因此，不論是依當事人意思自主，或依屬

人法主義，都可能與國際私法上其他準據法決定之原則有所不同。 

                                                 
4 如日本一九八九年法例第十五條；德國一九八六年民法施行法第十五條；瑞士一九八九年國際

私法典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四條；一九七八年海牙關於夫妻財產制之國際私法公約第三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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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夫妻財產制之身分法與財產法性質，也表現在其他問題上，例

如在夫妻財產制契約之訂立、家庭生活費用之約定、自由處分金之協議

時，其行為能力如何認定之問題上。亦即，著重夫妻財產制之財產法性質

者，關於其行為能力，認為應依行為能力之準據法，反之，著重其身分法

性質者，則認為應依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又該問題與我國涉外民事法律

適用法第一條第三項如何解釋適用息息相關，而有一併探討之必要。 

綜上所述，由於夫妻財產制位於身分法與財產法之交錯點上，相較於

其他純粹身分法或財產法之問題，夫妻財產制之問題更顯複雜。 

 

第二項  夫妻財產制之實體法對於國際私法範圍之影響 

  

 為避免同一涉外案件在不同法院起訴會有不同的結果，國際私法學者

莫不致力於國際私法之統一。惟各國之法律各有其屬類，也各有其特質，

是同一法律名詞，在各國的意義不同，同一系爭事實，在各國其法律性質

有異，因此即使各國國際私法之適用條文（衝突法則）相同，但由於各自

對名詞之意義及法律關係之性質，見解未能一致。則同一案件涉訟於不同

法院時，仍會適用不同法律，致發生判決歧異之結果5。 

此問題在夫妻財產制之涉外關係上尤為嚴重。各國實體法之夫妻財產

制度隨著地域之不同、歷史之演進及風俗民情之差異，而具有多樣性，已

如前述，反映在國際私法，即為其定性上之困難。若將夫妻財產制作最廣

義解釋，則應包含夫妻間所有之財產關係，但實際上各國規定卻有廣狹不

同。例如，夫妻一方死亡，他方就其遺產爭訟的情形6，根據該事實，生存

他方之請求權，有將之定性為夫妻財產制之問題，有定性為繼承問題，亦
                                                 
5 劉鐵錚、陳榮傳，《國際私法論》，三民書局，2003 年 1 月修訂二版，頁 596。 
6 一九八八年法國名案Anton v. Bartolus即涉及這方面的問題，學者間討論定性問題，即係以此案

為始。馬漢寶，《國際私法總論》，台北：自版，2002 年 10 月十三版，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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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認為夫妻財產制與繼承皆可請求。上述事實中，該生存他方之請求權為

何應先為確定，否則本案國際私法之適用法則，將無從決定。 

因此，例如可否約定財產制、夫妻財產契約的締結能力、夫妻財產契

約之方式、夫妻財產之歸屬與支配關係、家庭生活費用負擔、日常家事債

務之代理權與連帶責任等等之法律關係是否屬於國際私法上夫妻財產制

之範圍？另外，如夫妻間扶養、婚姻無效或撤銷、離婚、繼承等等亦與夫

妻財產制均有密切關係，兩者發生牽連時，應如何適用法律？均不無疑

問，故有加以檢討之必要。 

 

第三項  夫妻財產制準據法與交易安全之關係 

 

夫妻財產制不僅涉及夫妻之間的問題，對於與之交易之第三人也會有

影響，因此其雖與交易法無直接關係，卻間接的影響交易之安全7。我國民

法第一００七條：『夫妻財產制契約之訂立、變更或廢止，應以書面為之』，

以及同法第一００八條第一項：『夫妻財產制契約之訂立、變更或廢止，

非經登記，不得以之對抗第三人』，即為夫妻財產制保障交易安全之著例。

惟上述規定只限於純國內法律關係，在涉外案件中，如夫妻財產制之準據

法為外國法時，倘不限制該外國法規定之效力，恐有害於內國交易安全。

因此如何在承認外國法所規定之夫妻財產制時，兼顧善意第三人利益之保

護，乃成為國際私法上重要課題。例如，夫妻均為甲國國民，並居住於我

國，妻未經其夫之允許，在我國擅將夫妻財產之一部分，出售與我國國民，

並移轉所有權。倘甲國法律規定，本例中妻之處分行為應得夫之承認，否

則不生效力，妻或其夫即得依其本國法之規定，否認買受人之取得該財產

                                                 
7 林秀雄，《夫妻財產統一之可能性》，前揭註 2 書，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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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有權8。 

上述問題伴隨著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立法主義，更顯其複雜性。例

如，以往以夫之本國法為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立法例，為了避免夫任意變

更國籍以適用對其有利之準據法，而損害妻或第三人之利益，多採取不變

更主義。然而，此種主義使與夫或妻交易之第三人，需先調查結婚時之本

國法（或其他連結因素），並認識其本國法之內容，始能正確評估風險，

不僅增加交易成本，亦有害於交易安全。然而，近幾年來各國國際私法之

改革，對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採取階段之連結方式，並承認準據法選擇制

度，卻也只是使得交易相對人對於應適用之準據法更發不明瞭而已。例

如，在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下，準據法之選定乃是依據當事人之意思為

之，交易之第三人實難以預測。倘係依階段之連結方式決定準據法，姑且

不論在準據法之變更上，是否仍應維持不變更主義，即使採取變更主義，

如當事人無共同本國法或共同常居所地法，因而在準據法之決定上應依

『密接關連地法』時，此一判斷對於交易第三人也是一沈重的負擔。 

 因此，上述問題所引發之交易安全之疑慮，已非透過夫妻財產制準據

法之立法主義，即能完善的解決，實有必要在立法上增設保護第三人之規

定。另外，在保護交易安全之大前提下，所採取之方式及保護之範圍如何，

也都有詳加探討之必要。 

 

國際私法之理想，在於達成『判決之一致』(harmony of decision)9，然

而實際上各國實體法上之差異、衝突規範之差異甚至是定性上的不同，均

可能使各國間之判決無法達成一致。夫妻財產制不論是實體法或國際私

法，在各國立法上均有重大歧異，故基於上述特色，在國際私法上，具有

                                                 
8 陳榮傳，《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研究》，載於《國際私法各論集》，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

年 9 月初版，頁 271。 
9 馬漢寶，前揭書，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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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上與實務上研究之重要性，一直以來廣為學者所討論，亦為本文撰寫

之動機。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本篇論文主要是以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立法主義與適用範圍為核心，

並兼及與此相關之反致問題與適應問題。以下分別而論。 

 

第一項  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立法主義 

 

就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立法主義而言，我國乃是規定於涉外民事法律

適用法第十三條，惟該法自民國四十二年公布施行以來，無任何更動，與

現今國際私法潮流相去甚遠，在各國國際私法立法活動風起雲湧之際，實

有加以檢討之必要。 

 因此，在研究方法方面，首重比較法之研究。蓋比較法學對於法律學

術研究甚至是實務運作均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尤其是在大量繼受外國法

制之我國（以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為例，主要是繼受日本法），比較方法

論更是不容忽視。比較法之觀察，可供發現問題之所在，並進而汲取各國

立法例之智慧與經驗，一方面視具體個案，作為我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

第三十條之『法理』予以適用，另一方面也可作為我國立法論之參考與借

鏡，並有助於我國與他國先進立法例接軌，以達成國際私法統一之理想。

在比較法方法上，本論文主要是參考德國、瑞士、日本等國關於國際私法

上夫妻財產制之規定。另外，為能實現國際私法統一之理想，於十九世紀

後末葉，各國政府頻開國際會議，並制訂諸多國際公約，企望能達成此一

目標。其中與夫妻財產制相關者有一九四０年蒙地維地奧國際民法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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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eviedo Treaty）、一九五一年比、荷、盧國際私法公約（Benelux 

Convention)、一九三一年斯堪地內維雅公約（Scandinavian Treaty），以及

一九０五年海牙關於婚姻對身分及財產關係效力之國際私法公約，以及一

九七八年之海牙關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公約10。其中又以一九七八年之

海牙公約影響最廣，本文限於篇幅，僅以一九七八年之海牙公約作為研究

對象。 

 又，除了研究比較法外，本文最終將以我國法制之角度出發，針對我

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台灣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五十四

條及相關規定，透過解釋論，探討其缺失，並提供立法論上之建議，供作

立法者未來修法之參考。 

 

第二項  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適用範圍 

 

 關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適用範圍，由於各國實體法之差異，反映在

國際私法上，即為其定性之困難。關於定性的學說，現今各國之實證法或

判例仍多採法庭地法說11，認為其涵義範圍應依內國法之概念。因此國際

私法上夫妻財產制之範圍如何，以我國為例，則以其是否規定於民法親屬

編第二章第四節之夫妻財產制中為斷，如此一來，該問題在國際私法上似

無詳加討論之必要。惟法庭地法說之存在，不外為實際上之便利，並非基

於任何『邏輯上之必要』（Logical necessity）12，尤其絕對的適用法庭地法，

若各國對於訟爭事實定性不同，而適用不同準據法，不僅判決一致之理想

無法實現，也可能導致諸多失平之結果。 

按法律關係之定性，屬抵觸法—國際私法上的解釋問題，從而在定性
                                                 
10 李健，《國際私法上夫妻財產制度之研究》，台灣大學碩士論文，1984 年出版，頁 71-75。 
11 劉鐵錚、陳榮傳，前揭書，頁 602。 
12 劉鐵錚、陳榮傳，前揭書，頁 602；馬漢寶，前揭書，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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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上，應跳脫內國實體法之思考，從國際私法的角度，依照比較及分析

法學予以解決，此一方式比起法庭地法說，較能達到判決一致之理想。然

而，就實際面而言，欲對各國法制上之概念與制度，作精密而有系統之比

較，然後決定其法律名詞之定義，仍有不少困難。 

因此，本論文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採法庭地法說，從我國民法關於

夫妻財產制之規定探討國際私法上之定性外，也試從比較分析外國法制之

方式，以決定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適用範圍，使定性程序保持彈性。 

 

第三項  反致問題與適應問題 

 

 反致條款是否有存在之必要，一直以來為國際私法爭論不休之議題。

我國現行法採取肯定見解，因此以夫之本國法為夫妻財產制準據法者，肯

定其有反致之適用，並無疑問。然而隨著各國立法例及我國修正草案併用

當事人意思自主，以及採取階段的連結方法後，是否仍適用反致，不無重

新商榷之必要。因此，本論文試從比較法學之角度，探討反致條款之作用，

並針對夫妻財產制準據法問題，從各國立法例，以及學者對於我國現行法

第六條債之關係準據法所為之解釋為借鏡，探討如當事人合意適用一方之

本國法，或無合意時依階段連結方式決定準據法情形時，是否有反致規定

之適用，俾對我國修正草案第六條提出檢討。 

 夫妻財產制由於各國實體法規定頗不一致，反映在國際私法上，即為

其定性之困難，因定性不一致在具體個案中造成不適當之結果，也就更容

易發生，例如，離婚時剩餘財產分配，以及夫妻財產制準據法與繼承準據

法間，在準據法適用上往往容易引起不協調之結果，上述問題應如何解

決，不無疑問。另外，我國不論是現行法或修正草案，均有屈服條款之規

定，惟本文持否定見解，因此在夫妻財產制準據法與物權準據法間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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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不協調，也有予以調整之必要。由於適應問題之解決並無一定之規則可

循，故在研究方法上，本論文乃針對與夫妻財產制準據法相關之適應問

題，依個案提出解決之道。 

 

最後，從訴訟程序進行之角度而言，法院適用國際私法解決涉外法律

糾紛，乃以其就具體個案有裁判管轄權為前提，因此有論者認為國際私法

裁判管轄權之問題，與法律衝突規則實屬國際私法生活上之一車兩輪，相

輔相成13。惟在夫妻財產制之問題上，或許是因為夫妻財產問題多伴隨離

婚、繼承而發生，並無單獨規定之必要，故學說上甚少討論。就國際裁判

管轄設有規定者，如瑞士國際私法第五十一條，乃將夫妻財產制之訴訟區

分為死亡、因裁判解消婚姻或別居、及其他情形三種情形，分別依繼承管

轄權、離婚或別居之管轄權，以及婚姻一般效力之管轄權，以期使上述情

事之夫妻財產制問題，由各該情事之管轄機關管轄，使所為之判決或措施

得為一貫，不相齟齬14。至於在我國之情形，由於我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

法並未就國際裁判管轄權設立明文規定，因此關於其管轄權之決定基準，

實務及通說多採逆推知說，亦即由民事訴訟法之特別管轄權逆推知國際私

法之一般管轄權15，但我國民事訴訟法也未規定夫妻財產制之管轄，在解

釋上似應如上述瑞士國際私法，依其發生夫妻財產制之原因，分別依繼

承、判決離婚及婚姻效力之管轄權決定。 

                                                 
13 劉鐵錚、陳榮傳，前揭書，頁 687；蘇遠成，《國際私法》，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5 年 10

月五版，頁 123。 
14 瑞士國際私法第五十一條規定：『關於夫妻財產制之訴訟或措施，由下列機關為之：一、因一

方配偶死亡致夫妻財產制消滅者，瑞士有權清理繼承之司法或行政主管機關（第八十六條—第八

十九條）；二、因裁判解消婚姻契約或別居，致使夫妻財產制消滅者，瑞士有權管轄婚姻解消或

別居效果之司法或行政機關（第五十九條、第六十條、第六十三條、第六十四條）；三、其他情

形，瑞士有管轄婚姻效果之司法或行政機關（第四十六條、第四十七條）；參照劉鐵錚，（等著），

《瑞士新國際私法之研究》，三民書局，1990 年 10 月初版，頁 73。 
15 蘇遠成，前揭書，頁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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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關於夫妻財產制國際裁判管轄之問題，雖與本文密切相關，但

實際上卻涉及繼承、判決離婚及婚姻效力之管轄權，限於篇幅，本文將不

予探討。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文共分為七章： 

第一章以本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範圍、研究架構作為緒

論。 

第二章探討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決定。此乃學說爭議最多的地方。本

文先檢討夫妻財產制準據法決定之立法主義。另外，各國之立法例為何，

尤其是海牙關於夫妻財產制公約的締結，以及各國國際私法之修法後，於

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決定上均有重大變革，本文將予以說明。再者，於客

觀連繫因素變更時，準據法是否隨同變更，有變更主義與不變更主義兩種

不同立法例，兩者各有利弊，本文將說明之。又，為了保護內國交易安全，

若指定之準據法為外國法時，應有適當之限制，本文將討論於何種範圍內

應限制外國法之適用，排除外國法適用後是否以內國法代之，抑或依其他

衝突法則決定，另外第三人之範圍如何，本文將做一說明。 

第三章則是延續前章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立法主義與各國立法論，進

而點出我國法之問題所在。首先，在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方面，

對於我國現行之相關規定提出檢討。其次，參酌修正草案，對於上述法律

之修正提供拙見，以期作為將來立法之參考。最後，台灣與大陸地區人民

關係條例第五十四條之規定，不僅與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大異其

趣，其內容亦有檢討必要，本文將一併說明。 

第四章說明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適用範圍。首先，對於國際私法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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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定性問題的學說及解決方法作一說明。在認為定性不應僅由內國法角度

出發的前提下，對於契約財產制與法定財產制、夫妻財產的歸屬及支配關

係、家庭生活費用的負擔、日常家事債務之代理權與連帶責任，以及因婚

姻的無效或撤銷、離婚、繼承所發生之財產關係，進一步探討其是否為夫

妻財產制準據法之適用範圍。 

第五章探討夫妻財產制準據法是否有反致之適用。雖然反致條款是否

採納，在學者以及各國立法例間，見解多不一致，至今仍為國際私法上爭

論之難題。本文先探討採取反致條款之正反意見，並試圖賦予反致新的作

用。並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與反致之關連上，對於現行法適用反致所可能

產生的問題，以及修正草案就夫妻財產制準據法採取限定的當事人自治

下，合意選擇夫妻一方之本國法，以及採取階段性連結方法時，是否仍有

反致之適用，做一進一步說明。 

第六章則是延續第四章，探討因為定性不一致而產生之適應問題。關

於適應問題的對象，雖然學者間見解並不一致，夫妻財產制準據法與繼承

準據法間，因為定性問題，在特殊情況下產生法規欠缺的問題，則是適應

問題的典型。又，因為各國實體法關於夫妻財產制之規定不一，離婚時之

財產分配應如何定性也就有所不同，因此所引發之適應問題，以及如否定

屈服條款之存在，在夫妻財產制準據法間與物權準據法間所造成之不協

調，也有予以調整之必要。本章將針對上述各種類型逐一說明，並提出解

決方法。 

第七章為本文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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