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決定 

 

第一節 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立法主義 

 

準據法之決定原則於身分法與財產法中，往往大相逕庭。夫妻財產制

乃是規律夫妻因結婚而生之財產關係，可說是處於身分法與財產法交錯點

上，因而因其著重的是身分法或財產法之性質，發展出意思主義、本國法

主義、住所地法主義、動產不動產區別主義等不同立法主義之對立。再者，

夫妻財產制不僅直接影響夫妻間之權利義務關係，對於與之交易之第三人

也會有所影響，因此在準據法之決定上除了考量夫妻利益外，也必須考量

交易安全。故夫妻財產制因為上述之特性，在準據法之決定上，一直以來

都是國際私法上有名的難題，茲分項各別討論之。 

 

第一項  意思主義 

 

意思主義乃是著重夫妻財產制財產法之性質，並進而將夫妻財產制視

為一種契約，從而適用與一般契約相同之原則。尤其是近代各國關於夫妻

財產制之立法上，多承認夫妻得訂立有別於法定財產制之夫妻財產契約，

既允許當事人約定夫妻財產制，依當事人之合意選擇準據法亦無不許之

理。 

 該主義乃是濫觴於十六世紀初法國國際私法學者杜姆蘭（Dumoulin）

的提倡，並為法國學說及判例所接受。在當時，法國法院是依屬地法則解

決夫妻財產制之問題，但此種解決方法，往往因夫妻財產散佈各地，而必

須適用不同的制度。杜氏在一次對於加納（Ganey）夫妻之財產制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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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上，主張當事人將住所設於巴黎，即默示合意適用該住所地之習慣1。

意思主義認為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應以夫妻明示或默示之意思為連繫因

素，然而，在當事人未指定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或意思不明確時，對於

欲知之人，除了提起訴訟之外別無他法，且在法院判決推斷當事人默示之

意思前，仍處於不安定的狀態2，又由於基於柔性及現實主義之考量，法官

之判斷往往可能超乎當事人預見之範圍，甚至與夫婦之意思完全無關。為

了解決這個問題，法國大體上於一八九０年至一九一五年，係以本國法推

定當事人之真意，之後則以婚姻住所地法推定3，並維持至今4。 

 關於意思主義之優點，首先，意思主義主要是基於避免動產不動產區

別主義下，夫妻常因財產分散而必須適用不同準據法之困擾而生。採用意

思主義，可以統一適用某種夫妻財產制，進而避免該向困擾5。其次，意思

主義最主要的優點，在於夫妻有選擇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自由，在交通便

利、移民頻繁之今日，順應世界潮流，給予當事人選擇法律之自由，不失

為對當事人之一種尊重，亦可避免法律強制適用而可能造成之僵化結果6。

又，若各國都採行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就同一案件，較各國均採其他相

同準據法之立法主義，更容易達到判決一致之理想7。 
                                                 
1 亨利、巴迪福著，曾陳明汝譯，《國際私法各論集》，正中書局，1985 年 6 月臺出版，頁 357。 
2 丸岡松雄，《国際私法における夫婦財産制》，丸岡松雄国際私法著作集第二卷，木鐸社，1997

年 7 月第一版，頁 79。  
3 或有認為此一推定，足以排除反證，雖然不為大部分學者所接受，但這裡的推定，已非事實之

單純推定，而得解釋為屬於法律之推定，蓋法官適用住所地法時，並未稱之為一般的推定，甚至

有判決放棄推定的觀念，並謂：夫妻住所地之考慮，既非排他亦非優勢，而係因該事件，無其他

更正確之推定；參照亨利、巴迪福著，曾陳明汝譯，前揭書，頁 363。 
4 丸岡松雄，前揭書，頁 81。 
5 亨利、巴迪福著，曾陳明汝譯，前揭書，頁 356。 

6 李健，《國際私法上夫妻財產制度之研究》，臺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1984 年出版，

頁 40。 

7 劉鐵錚、陳榮傳，《國際私法論》，三民書局，二００三年一月修訂二版，頁 341。又該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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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意思主義並非毫無缺失。持不同意見之學者，攻擊甚烈，其主

要理由如下： 

一、 夫妻財產制不僅規律夫妻間財產上之權利義務關係，對於與之交

易之第三人也會有所影響，因此在準據法之決定上，若採取意思主義

允許婚姻當事人得依其意思選擇準據法，與之交易之第三人往往難以

知悉，實有害於交易安全。 

二、 意思主義認為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應受當事人明示或默示意思

之拘束。然而，實際上明示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婚姻當事人極為少數，

因此，關於未明示之當事人之意思如何，只好委之於法院依其所表示

之各種外在因素，尋求當事人可能之真意，據以判斷何國之法定財產

制為其準據法。可是默示之意思並不明確，尤其夫妻間會發生夫妻財

產制問題時，往往已經距離結婚當時有一段很長之時間，探究以往之

意思在實際上也相當困難。況且由法院判斷當事人默示之意思，也往

往只是法官本身之想像，是否為當事人之真意，頗有疑問8。 

三、 又，由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適用，有待法官探究當事人之意思

後始能確定，因此，判決確定前，夫妻間之財產關係乃呈現不確定之

狀況。從而，婚姻關係存續中，與夫或妻所為之交易，將隨著不確定

之夫妻財產關係，而陷於不安定之狀態中，與夫或妻為交易之第三人

的利益無法受到保障。換言之，採取意思主義時，欲知明確的夫妻財

                                                                                                                                            
雖置於契約準據法之當事人自治，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亦有適用。例如，即使是均以夫之本國法

為連繫因素，也可能因為各國有無反致規定之不同，而適用不同之準據法。反之，若採當事人自

治主義，因通說認為當事人所選擇之法為該國之實質法，故無再適用反致之餘地（此部分於第五

章再予說明），判決一致之理想較易實現。 

8 林秀雄，《夫妻財產制統一之必要性》，載於《家族法論文集（一）—夫妻財產制之研究—》，

輔仁大學法學叢書，一九八六年五月初版，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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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關係，除了起訴之外，別無他法9。 

四、 即使為求明確，而限定以當事人之本國法或婚姻住所地法推定當

事人之默示意思，於適用結果上，尤其是現實上很少夫妻會明確選定

夫妻財產制的情況下，造成形式上採取當事人自治為原則，但實質上

則與本國法主義或住所地法主義無異10。 

五、 意思主義之立論根據，乃是將夫妻財產制視為契約，並以當事人

得約定夫妻財產制，作為承認當事人選擇準據法之理由。然而，夫妻

財產制與一般契約仍屬有別，雖然大部分國家均已承認夫妻財產契

約，但其承認之限度並不盡相同11。表現在國際私法上，當事人指定

適用之法律，能否與一般契約之當事人自治般享有相同的自由12，實

不無疑問。 

 

第二項  本國法主義   

 

 本說側重夫妻財產制身分上之效果。蓋夫妻財產制因結婚而開始，亦

惟有在婚姻存續中才有其效用，顯示夫妻財產制係因婚姻而產生效力，又

夫妻財產制所規律者並非一般人的財產關係，而是具有夫妻此一身分地位

的財產關係，因此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應適用屬人法主義13，此說並進

                                                 
9 林秀雄，《夫妻財產制統一之必要性》，前揭書，頁 71-72。 
10 丸岡松雄，前揭書，頁 81；林秀雄，《夫妻財產制統一之必要性》，前揭書，頁 68。 
11 林秀雄，《夫妻財產制契約之性質與機能》，家族法論文集（二），輔仁大學法學叢書，1987

年 3 月初版，頁 188-190。 
12 一般契約之當事人自治雖有限制說與自由說之爭，但基於契約法多為任意法之性質，以自由

說為通說；參照劉鐵錚、陳榮傳，前揭書，頁 342-34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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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年 9

月初版，頁 258；溜池良夫，《婚姻の效果》，載於《國際私法講座（二）》，國際法學會，一

九五五年十月初版，頁 548；轉引自李健，前揭書，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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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認為依屬人法主義下之本國法主義最為恰當。 

 自一八０四年法國統一民法—拿破崙法典—問世以後，個人之屬人法

應依國籍而定之原則，初見建立。之後，由義大利愛國學者曼錫尼（Mancini）

為激發民族意識及鼓吹法域統一而極力倡導並發揚光大，本國法主義遂為

多數大陸法系國家所採納14。在這股思潮下，一九０五年七月十七日海牙

關於夫妻身分上及財產上之婚姻效力的公約，其第二條第一項規定：『夫

妻沒有締結夫妻財產契約時，夫妻財產法上之婚姻效力，不問為動產或不

動產，依結婚時夫之本國法』，即是以本國法主義為原則。 

以法國為例，雖然當時在關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的問題上仍採取意思

主義，然而實質上卻相當於本國法主義，蓋婚姻當事人普遍未訂立契約，

於此情形下，當時的通說強調本國法的適用對於夫妻之意思是最相符且最

合理的，因而有認為應將其理解為實質上是採本國法主義15。反映在立法

上，如法國也曾為上述海牙公約之簽署國之一，並進而於一九０九年立法

研究協會，對法國民法一三九三條的附加條項，選擇採用『在法國結婚的

外國人及在外國結婚之法國人夫妻，其財產制於沒有締結夫妻財產契約

時，依夫本國法之法定財產制』這樣的草案16。 

                                                 
14 馬漢寶，《國際私法總論》，臺北：自版，2002 年 10 月第十三版， 頁 61；曾陳明汝，《屬

人法在國際私法上之地位》，載於《國際私法原理（續集）---各論篇》，台北：曾宛如發行，2003

年 6 月改訂七版，頁 5。 

15 但有認為法院適用本國法，乃係真正婚姻住所之指示，亦即當事人為了獲得本國法之適用，必

須證明其保有返回原始住所（祖國）之意旨，該證明得以婚姻舉行地及其方式、回歸祖國之意思、

婚後所發生的其他情況等加以分析，故還是屬於住所地法之傳統推定之範圍；參照亨利、巴迪福

著，曾陳明汝譯，前揭書，第 370 頁。但在丸岡松雄之前揭書中，則認為法國法院在適用本國法

的判決中，一般而言，僅將重點置於夫妻的國籍而直接適用本國法，對於上述之情況多半完全沒

有考慮，或只有考慮極少數；參照丸岡松雄，前揭書，頁 88。 

16 丸岡松雄，前揭書，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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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財產制準據法採取本國法主義，其理由如下17： 

一、 因身分關係與一國之傳統、習慣或宗教信仰有密切的關係，故適

用本國法最能保障夫妻之利益18。 

二、 身分關係之準據法應具有永續之性質，尤其夫妻財產制乃是決定

夫妻一生之財產關係，更應具備不易變更之特性19。就此點而言，國

籍遠較住所不易變動，蓋住所得隨著當事人之意思而改變，但國籍的

變更則需符合嚴格的控制要件，而具有永久固定性之特性。 

三、 國籍之概念較住所容易確定，且國籍為國家所授與，其證明較住

所容易。 

然而，本國法主義亦非毫無缺失。在當事人國籍相同的情況下，適用

共通之本國法固無問題，但如夫妻之國籍不同，究應以夫之本國法或妻之

本國法為準據法，會發生問題。採本國法主義之立法例者，多以夫之本國

法為準據法，此一立法方式在以前或許並無不妥，因一八八八年國際法學

院接受了曼錫尼所提出之『夫之本國法統籌支配人之行為能力、親屬關係

及繼承等。妻則因結婚取得夫之國籍』的概念，因此，在當時並無所謂不

同國籍之問題20，但隨著國籍法開始肯認夫妻國籍獨立原則後21，國際私

法上所採行之夫的本國法主義，逐漸彰顯出其『家長之法』的性格，顯然

與男女平等之原則相違。 

再者，本國法主義只重視夫妻之共同利益，但隨著國際貿易之日漸發

                                                 
17 曾陳明汝，《屬人法在國際私法上之地位》，前揭書，頁 7。 
18 林秀雄，《夫妻財產制統一之必要性》，前揭書，頁 69。 
19 末弘嚴太郎編著，《現代法全集》，國際私法部分由山田三良執筆，第三十九卷，日本評論

社，昭和六年八月出版，頁 178；轉引自李健，前揭書，頁 43。 

20 曾陳明汝，《不同國籍男女結婚及離婚之準據法》，載於《國際私法原理（續集）---各論篇》，

前揭書，頁 219。 

21 關於已婚婦女的國籍問題，其相關公約參照張沐芝，《以男女平等角度論國際婚姻法之修正》，

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出版，頁 36，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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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若與之交易之第三人必須調查夫妻之本國法為何，往往有害於交易安

全，此一缺點並進而導致住所地法主義之興起，本文於下節中說明。 

 

第三項  住所地法主義 

 

本說主張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應依住所地法主義。按本國法主義及住

所地法主義之對立，其相互間從過去到今日經歷了好幾次的盛衰，特別是

以歐洲大陸各國為中心，從十九世紀末期至二十世紀初期，隨著新義大利

學派的發展，本國法主義取代了至當時為止所被支持的住所地法主義，然

而自第一次世界大戰或至遲於一九三五年之後，住所地法主義又再一次受

到重視，其發展在今日越來越居重要性，反之，本國法主義卻正在快速地

沒落22。以下就夫妻財產制準據法，採取住所地法之理由，說明如下： 

一、 住所為當事人生活之重心地，其法律關係發生於其周圍，自與當

事人有最密切之關係，為了保護個人之利益，應以與當事人有最密切

關係之住所地法為其屬人法23。 

二、 住所地法主義對於當事人而言。較符合平等原則。蓋採取住所地

法主義之國家中，多以夫妻之婚姻住所地為準據法，可以免去本國法

主義下，以夫之本國法為連繫因素，所造成之男女不平等之缺點24。 

三、 住所地法主義復甦之最重要理由厥為交易安全之保障。對於與之

交易之第三者而言，夫妻財產制一律依場所地法規範乃最簡明的原

理。尤其在今日，移居外國之情形甚為普遍，若在外僑較多的國家採

本國法主義，則與外國人交易時，要調查該外國人之本國為何，並進

                                                 
22 丸岡松雄，前揭書，頁 12。 
23 曾陳明汝，《屬人法在國際私法上之地位》，前揭書，頁 7。 
24 曾陳明汝，《屬人法在國際私法上之地位》，前揭書，頁 8；林秀雄，《夫妻財產制統一之必

要性》，前揭書，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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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調查該國夫妻財產制之規定，將不利於交易安全25。 

上述第三個理由，顯然重視夫妻財產對於交易安全之影響，而偏重夫

妻財產制之財產法性質，可說是超出屬人法之固有範疇，而為屬地法主義

之範圍。甚至有認為交易安全之保障，乃是住所地法主義取代本國法主義

而崛起之最重要理由，換言之，其是由屬人法之本國法轉換至屬地法之住

所地法26。誠如Wolff教授所言：『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應依本國法或婚姻

住所地法之問題，與決定人的屬人法要依其住所地法或國籍決定之問題，

並不一致27』。因而以住所地法主義作為決定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主義，可

認為兼具屬人法及屬地法主義的特質。 

然而，住所地法主義果真能保障交易安全，不無疑問。夫妻之住所地

通常是夫妻財產之所在地，但不能謂其一定就是如此。因而如夫妻之一方

就住所地國以外之財產為交易行為時，其相對人仍必須查明其住所地國為

何，同時調查該國之夫妻財產制規定，讓第三人負調查義務之缺點不亞於

本國法主義28。再加上住所之定義甚為分歧，不若國籍確定，更加重了第

三人調查之負擔。 

又，若撇開住所地法主義保障交易安全之功能不論，僅從屬人法主義

之角度來看。屬人法主義認為，關於人的身分、能力等事項，應受與個人

有恆久關係之國之法律所支配，而何者與當事人有永固關係，則有本國法

主義與住所地法主義之對立。本國法主義以國籍為連結點，雖然較為固定

且容易確定，但是卻可能遭致男女不平等之批評；反之，住所地法主義雖

然有定義不夠明確，以及容易變動的缺點，但在外僑移入眾多之國家，以

                                                 
25 丸岡松雄，前揭書，頁 45-46；曾陳明汝，《屬人法在國際私法上之地位》，前揭書，頁 7-8；

林秀雄，《夫妻財產制統一之必要性》，前揭書，頁 73。 
26 丸岡松雄，前揭書，頁 78。 
27 Wolff, Das internationale Privatrecht Deutschlands, 1954, S. 200；轉引自丸岡松雄，前揭書，頁

71。 
28 林秀雄，《夫妻財產制統一之必要性》，前揭書，頁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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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法域未統一之國，採取住所地法主義仍有其必要性。故本國法主義與住

所地法主義各有其利弊，且深受傳統與政策之影響，現今各國立法例似乎

有將兩者折衷調和之趨勢，另外，一九七八年海牙關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

之國際公約，捨棄本國法主義與住所地法主義，而以『常居所地』此一新

興連繫因素代之，亦係一值得注意之發展。本文於第二節夫妻財產制準據

法之立法例，再予進一步說明。 

 

第四項  動產不動產區別主義 

 

 此項主義又稱為分割主義或不統一主義。該說主張夫妻對其財產之權

利，應區分為動產與不動產，而個別決定其準據法，即不動產依其所在地

法，動產依當事人之住所地法。動產與不動產區別主義在十六世紀以前即

已被法國的習慣法所採用，並受到法國學者D’Argentre’大力提倡，然而隨

著杜姆蘭（Dumoulin）所提倡之意思主義之興起，該主義在法國逐漸沒落，

但卻影響到如英國、美國等英美法系國家。值得注意者，由於英國及美國

仍承認當事人自治原則，因而只有在未締結夫妻財產契約的情形，才是採

用動產不動產區別主義29。 

 首先就不動產所在地法而言，雖有見解批評若夫妻之不動產散在數國

時，其夫妻財產制不能依單一的法律，將使得夫妻財產關係複雜化。然而

該說支持者卻認為無視於所在地法，將無法確保權利關係之實效性，例如

Wolff學者即謂：『夫妻財產制分割主義產生的困難，並非不能克服。大體

上，判定在一國土地上何種對物的權利是可以被設定的或是否已經設定，

依該國的法律是最有效而基本的』30。因而，從現實面考量，不動產依所

                                                 
29 丸岡松雄，前揭書，第 142、184 頁。 

30 丸岡松雄，前揭書，第 1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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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法主義乃當然之理，即使是採取統一主義之立法例者，亦不乏於所在

地法有特別規定時設有屈服條款，如德國民法施行法第三條第三項31，及

我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第三項即為適例。再者，透過所在地法

保障交易安全是最為週延的，蓋第三人多半具有屬地之性質，相較於本國

法主義或住所地法主義，物之所在地法是最容易為第三人所知悉之法律32。 

因此，雖然不動產所在地法主義之基礎，係源自於古日耳曼時期，將

個個不動產視作單獨之物，以其本身所在地作為連繫因素之封建觀念。但

在今日，所在地法主義之理論基礎，則多從確保不動產權利關係之實效性

及保障交易安全這兩方面予以肯定。即使如此，採取統一主義者還是批評

該主義以屬物法則規律夫妻間之不動產，完全漠視夫妻之身分關係，且其

破壞了夫妻財產一體的和諧關係，使得夫妻財產關係因所在地之規定的不

同，而變得複雜33。 

其次，就動產採取住所地法主義而言，其理論基礎乃是因為動產容易

移動之特性，若與不動產一樣，以物之所在地法為準據法，準據法容易隨

著動產之移動而時常變化，與夫或妻交易之第三人將會感到無所適從，而

生混亂，反而有害交易安全。且夫妻之動產通常隨著人而移動，因而多位

於夫妻之住所地，故適用住所地法主義，既符實際且可維持法的安定性34。

固然於夫妻財產制之動產部分，係採取統一主義，而得以依單一的法解

決，然而採取住所地法主義，仍無法避免如同上述第三項中關於住所地法

主義之批評。 

                                                 
31 Henrich, Dieter著，佐藤文彥譯，《国際家族法 Internationales Familienrecht》，日本加除出版株

式会社，1992 年 10 月初版，頁 94-95。 

32 丸岡松雄，前揭書，頁 177-178；林秀雄，《夫妻財產制統一之必要性》，前揭書，頁 74。 

33 林秀雄，《夫妻財產制統一之必要性》，前揭書，頁 74；陳榮傳，《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研

究》，前揭書，頁 255-256。 

34 林秀雄，《夫妻財產制統一之必要性》，前揭書，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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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小結 

 

 夫妻財產制不僅具有身分法與財產法之雙重性質，且涉及夫妻間利益

與第三人利益之均衡35，上述立法主義各有利弊，在準據法決定上，應如

何取捨或兼顧，實為一重要問題。 

首先就夫妻財產制涉及到夫妻間利益與第三人利益來看，意思主義與

本國法主義都只偏重於夫妻間利益；動產不動產區別主義雖然是各主義中

最能保障交易安全者，但卻可能因適用數種不同之準據法，導致夫妻財產

關係之複雜化，因而有害於夫妻間之利益；至於住所地法主義，一方面適

用統一之準據法，以維護夫妻間之利益，另一方面住所地法主義屬地法之

性質，亦有助於保障交易安全，但若夫妻財產分散於住所地以外之國家，

其保障交易安全之機能仍有所不足。儘管在國際貿易日益發達之今日，為

了保障交易安全，促進國際經濟的發展，與其重視夫妻間之共同利益，寧

可重視第三人之利益，但夫妻財產制不一定會牽涉第三人之利害關係，於

不涉及第三人時，自無須顧慮交易安全，而僅需考慮夫妻間之平等問題。

因此，與其顧此失彼的偏重一方，不如將夫妻本身之財產關係與涉及第三

人時之財產關係分別處理36，亦即關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決定，原則上

僅考慮夫妻間之問題，於涉及第三人時，始設例外規定以保障交易安全，

關於交易安全之部分，本文另於第四節再作詳細討論。 

                                                 
35 固然以保障第三人利益為理由，可認為是偏重夫妻財產制之財產法性質，但其財產法性質，

不一定就能保障第三人利益。例如意思主義固然是偏重其財產性質，但是尊重夫妻選擇準據法之

自由，第三人往往難以預料，因而反而有害於交易安全。因此，夫妻財產制係偏重身分性質或財

產性質，與其係保障夫妻間利益或第三人之利益並無因果關係。 
36 林秀雄，《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之研究》，載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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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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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就夫妻財產制兼具有財產法與身分法之性質來看，似乎無法只依

一個主義滿足其雙重性質，因此近年隨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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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不拘泥於其中一個主義，兼採各項主義

並階段的適用準據法，謀求一較佳之平衡點，乃成為一新的立法趨勢，本

文另於本章第二節再就各國之立法例做一比較、研究。 

 

第二節 外國立法例 

 

自十六世紀以來，意思主義只在法國、英、美等少數國家採用，但隨

著一九七八年海牙關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公約採用後，以當事人之意思決

定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立法例，逐漸被各國立法所採納。但在當事人無合

意時，倘由法院認定當事人默示之意思，對於夫妻或第三人會有欠缺穩定

性及可預測性之問題，而本國法主義、住所地法主義或動產不動產主義也

各有優劣，因此不管是海牙公約或是各國國際私法之修正，多採取階段的

適用當事人之本國法與住所地法，並增加了常居所地或最密切牽連關係37

等新興的連繫因素，又某些國家對於不動產設有屈服條款，因此與動產不

動產區別主義實已相去不遠。換言之，以往壁壘分明之立法已逐漸鬆動，

取而代之者乃一調和各主義之全新立法方式。 

然而，即使在上述之大方向下，各國關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立法仍

若干差異。首先是意思主義範圍如何，是否與一般契約下之意思主義相

同？例如，除了明示合意外，是否包括當事人之默示合意，以及對於當事

人之意思是否附加限制等等，存在著不同的見解。其次，於當事人無合意

時，受到國際公約多為各國妥協之成果，而各國立法亦往往受其政策影

                                                 
37 Habitual residence，翻譯上有譯為常居所地、慣常居所地、習慣居所地或常居所地。本文以下

通稱常居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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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其階段連結的連繫因素或順序，也有些微差異。以下分別就海牙公約、

奧地利、德國、瑞士及日本之立法例作一比較說明。 

 

第一項  海牙關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公約 

 

 海牙國際私法會議於一九０五年第四次會議，曾通過『海牙關於婚姻

對身分及財產關係效力之國際私法公約』，原則上係採夫之本國法主義，

但實際上不能完全滿足各國之需求，截至一九七六年，九國中已有多國宣

布退出該公約。是以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又於一九七八年第十三次會議中，

通過關於夫妻財產制之公約。此次與會國，乃集合法國、英國、德國、日

本、美國等立法例相互衝突之國家，共同研究而得之結果。雖然該公約最

後締約國不多，但對於之後各國之立法例帶來深遠的影響。其相關條文如

下38： 

★第三條 

當事人得於結婚前指定其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 

但其指定，以下列法律為限： 

一、 指定時，配偶一方之本國法； 

二、 指定時，配偶一方之常居所地法； 

三、 配偶之一方於結婚後最初常居所地國法。 

當事人指定之法，適用於夫妻財產之全部。 

配偶雙方，無論有無依前述規定指定準據法，得指定不動產之全部或一

部，適用不動產所在地法，並得指定將來得取得之任何不動產，適用其所

在地法。 

                                                 
38 原文參照http://hcch.e-vision.nl/index_en.php?act=conventions.text&cid=87（最後點閱日期：95

年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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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當事人未指定準據法時，夫妻財產制依結婚後最初常居所地國法。 

但下列情形應依當事人之本國法： 

一、 當事人共同本國法，依第五條規定，宣告適用其本國法者，但第

五條第二項之情形，不在此限。 

二、 夫妻共同之本國非締約國，而依該國國際私法，應適用其內國法，

且 

（一） 當事人婚後最初常居所地國，業已依第五條宣告，或 

（二） 其婚後最初常居所地國非締約國，其國際私法亦以當事人共

同本國法為準據法者 

三、 當事人婚後最初常居所地國，非屬同一國者。 

倘夫妻之常居所地或國籍均非屬同一國，則依關係最切國之法律。 

★第五條 

任何國家得於簽訂、接受、同意、加入本公約前，依本公約第四條第二項

第依款規定，宣示適用其內國法。 

前項之宣示，於當事人結婚時，已共同慣居一國五年以上者除外，但該共

同慣居國，業已依前項規定宣示，或其雖非締約國，但其國際私法以當事

人之本國法為準據法者，仍適用當事人之本國法。 

★第六條 

當事人得於婚姻關係中，指定其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但以下列法律為限 

一、 指定時，配偶一方之本國法； 

二、 指定時，配偶一方之常居所地法 

當事人指定之法，適用於夫妻財產之全部 

配偶雙方，無論有無依前述規定指定準據法，得指定不動產之全部或一

部，適用不動產所在地法，並得指定將來得取得之任何不動產，適用其所

在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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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公約第三條及第六條之規定可知，其原則上尊重當事人意思自主，

允許當事人在結婚前或婚姻關係存續中，合意指定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

惟對於得選擇之範圍，則設有量的限制，在結婚前指定時，限於指定時夫

妻一方之本國法、常居所地國法或結婚後夫妻一方最初常居所地國法，於

婚姻關係存續中指定時，限於指定時夫妻一方之本國法或常居所地國法。

倘當事人未指定準據法時，依第四條規定，原則上係依結婚後最初常居所

地國法作為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例外情形則依當事人之共同本國法，但

若共同常居所地之連繫因素作用較強時，依第五條規定，則回復以當事人

之共同常居所地為準據法，而此例外又有例外，即常居所地國本身係適用

當事人之本國法時，此時又回復適用當事人之本國法。又若夫妻無共同之

常居所地國或本國法，則依夫妻關係最切國之法律。綜上所述，本公約是

採取複數的連繫因素，而各連繫因素間次序優劣之關係，以當事人意思最

優，當事人共同常居所地次之，當事人共同本國法再次之，最後始為關係

最密切國，並於常居所地與本國之間的次序優劣設有若干例外。以下，就

該公約之特色擇其要說明如下： 

 

第一款  採用限定的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 

 

依當事人之意思決定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顯示出夫妻財產制財產面

之性格，但其仍與一般契約仍屬有間，此可從兩方面言之。首先，本公約

對於當事人得選擇之法設有量的限制，而以本國法或常居所地國法為限，

其理由除了在於強調夫妻共同體的關係39，也可以認為是意思主義與本國

                                                 
39 山田鐐一、早田芳郎，《法例改正について》，載於法學教室，第 112 號，1990 年 1 月，頁

44；南敏文，《法例の一部改正について》，載於ジュリスト，第 943 號，1989 年 10 月，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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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主義、住所地法主義妥協折衷之結果40。因此，依公約第三條第一項及

第六條第一項規定，在婚前指定時，限於指定時夫妻一方之本國法、常居

所地法或結婚後夫妻一方之最初常居所地法；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指定時，

限於指定時夫妻一方之本國法或常居所地法。 

又為避免夫妻財產之不當分割，原則上當事人所指定之準據法，應適

用夫妻財產制之全部（第三條第二項、第六條第二項），但在不動產所在

地之法選擇方面，則得指定不動產之全部或一部，適用不動產所在地法（本

公約第三條第三項、第六條第三項）。 

最後，關於當事人得否默示指定的問題，於一般契約下之當事人自治

雖然有爭議，但大多承認默示指定41，本公約雖然未明確規定，但如上章

關於意思主義部分所述，承認當事人默示之意思，將使得夫妻財產關係於

法院判斷前處於不明確的狀態，有害於夫妻與第三人間之利益，且參酌之

後各國修正之立法例，應認為只承認當事人明示合意為當。 
                                                 
40 Aleean Philip, “Hague Draft Convention on Matrimonial Property”, 24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309 (1976). 轉引自陳榮傳，《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研究》，前揭書，頁 257。 

41 各國或國際公約之實定法，僅土耳其、秘魯、尼日及中國大陸等少數國家採行只承認『明示

選擇』之立法例，大部分外國之立法例、學說或國際公約多承認當事人之『默示選擇』；參照賴

來焜，《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選擇法律之方式》，載於法學講座，第十一卷，2002 年 11 月。至

於我國法部分，實務上最高法院判決多認為包括當事人之意思包含明示或默示之合意（如八十四

年台上字第二二一三號判決、八十九年台上一七八八號判決），學說上則有兩說並陳，通說採包

含默示意思說；參照馬漢寶，前揭書，頁 140；曾陳明汝，《國際性契約之準據法》，載於《國

際私法原理（續集）---各論篇》，前揭書，頁 130；林益山，《國際私法各論》，國立中興大學

法學叢書，1996 年 6 月出版，頁 23。賴來焜教授則係採明示意思說者；參照賴來焜，《當代國

際私法學之基礎理論》，台北：自版，2001 年 1 月初版，頁 360-361。又劉鐵錚、陳榮傳原採明

示意思說，但新版已變更見解，承認默示意思；參照劉鐵錚、陳榮傳，《國際私法論》，三民書

局，2006 年 6 月修訂三版，頁 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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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無合意時之準據法 

 

於欠缺當事人之指定時，本公約以當事人之常居所地（Habitual 

residence）為第一順位優先。關於常居所地之用語，首次出現於一八九六

年海牙民事訴訟公約中，一九五五年『海牙關於規律本國法與住所地法衝

突之公約』 （Hague Convention to Regulate Conflicts between the Law of 

Nationality and the Law of Domicile）第五條，將住所（Domicil）定義為『個

人常居所地』（the place where a person habitually resides）後，海牙公約就

常以『常居所地』作為屬人法之連繫因素，並為許多國家所採用。然而海

牙國際私法會議迄今未曾對常居所地下過明確定義，有認為其理由主要是

避免僵硬之定義，與各國法制不能相容，致難以獲得各國之接受42，因此

多由各國內國法界定。一般而言，各國對於常居所地之概念，係指具有相

當期間居住之事實，可藉由外觀上客觀地加以認定，至於主觀上是否要有

永久居住之意思，則有疑問，多數見解認為常居所地乃一事實概念，其確

定不以主觀因素存在為要件43。因此，常居所地之概念係介於居所與住所

之間，與居所不同者，乃在於常居所地需具有較長時間之居住，以避免連

繫因素恆常變動；相較於住所，又不需要認定當事人之主觀意思，而可直

接自外部跡象予以判定，認定上較為明確、便利。 

海牙國際會議提倡以常居所地作為連繫因素，除了調和本國法主義與

住所地法主義長久以來之對峙外，亦開啟了個別化、柔軟化之選法規則之

方向，按現今社會生活複雜性增加，關於屬人法中如婚姻、親子等事項，

                                                 
42 陳隆修，《比較國際私法》，五南圖書出版，1989 年 10 月出版，頁 91。 
43 各國實定法或學者對於常居所地之解釋，參照林凱，《論屬人法之新連結因素—習慣居所》，

國際私法理論與實踐（二），劉鐵錚教授六秩華誕祝壽論文集，學林文化出版，1998 年 9 月一

版，頁 30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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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量現實家族生活之社會環境，以常居所地作為連繫因素，較可獲致個

別妥當性44。然而或許是常居所地之定義尚未統一，認定標準亦不明確，

儘管各國新修正之國際私法多已採用常居所地作為新興連繫因素，但仍未

放棄原來之立法原則，僅以常居所地作為輔助之連繫因素，距離海牙國際

私法會議希冀藉之取代國籍、住所，以達統一國際私法之目標，仍有一段

差距。關於各國立法例之詳細內容說明於後。 

其次，雖然本國法位居第二順位，但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五條設有若干

例外，且例外中又有例外，『常居所地』與『本國』二連繫因素之拉鉅，

可謂錯綜複雜，不僅徒增適用上之困難，且並無強力之理論根據，毋寧只

是各國妥協下之產物，因此並未為後來各國的立法所採取。 

最後，若夫妻無共同常居所地或共同本國法時，則依關係最切國之法

律。公約把最密切牽連關係作為最後手段，以這樣任意性的連結點構成的

衝突規範，在當時被一些人稱為是『無規範的規範』（the rule of Non-Rule），

德國出席本屆會議的代表拜兹克（Güther Beitzke）在分析這一規定時指出，

公約之所以這樣規定，只是為了讓公約不要在準據法的規定上留有缺口。

但是，亦有主張應該認為海牙公約採用這一任意性的連繫因素，從而使複

雜的問題在實踐中根據其具體的情況得以適當的解決，是合理可行的45。

蓋若夫妻無共同的常居所地或本國時，僅適用一方之常居所地或本國法，

會產生男女不平等之批評。因而，最密切牽連關係的採用，在消極面上可

避免無法可用的窘境，在積極面上則兼顧了具體妥當性。 

綜上所述，本公約在立法技術上，是以『預制法律』之選法規則為主，

最密切牽連關係僅係作為最後救濟手段之輔助性質，蓋不論是國籍、住所

                                                 
44 石黑一憲，《現代國際私法『上』》，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 年 10 月 5 日初版，頁 90-91。 
45 李雙元，《中國與國際私法統一化進程（修訂版）》，武漢大學出版社，武昌，1998 年 1 月第

一次修訂版，頁 534：轉引自賴來焜，《國際私法中—『最重要牽連關係原則』之研究》，載於

法學叢刊，第四十七卷第三期，2002 年 7 月，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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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常居所地，都可以認為是與當事人有密切關係，以之作為最密切牽連關

係之立法推定，並於無上述所舉之共通關連時，才由法官依具體個案判斷

其他最密切牽連關係之法律，於確保法律適用之安定性、明確性與可預測

性的同時，也可增進法律選擇的靈活性，因而為往後大陸法系國家之立法

所接受。 

 

第三款  屈服條款之採用？ 

 

早在海牙關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公約之前，已有不少國家對於不動產

採取屈服條款，如德國舊民法施行法第二十八條46、我國現行涉外民事法

律適用法第十三條第三項。本公約第三條第四項及第六條第三項關於不動

產所在地之法選擇模式，即有學者將之視為屈服條款，並認為是否依不動

產所在地法，悉由當事人決定，而不論不動產所在地法是否有特別規定，

實無法確保交易安全及不動產權利關係之實效性，比較法上不若我國或德

國之立法例47。然而從該條文觀之，毋寧應視為當事人自主原則下，承認

當事人得選擇有關連性之法律為其準據法，與屈服條款並無關係。再者，

此一不動產所在地之法選擇模式，可以想像的是來自統一主義之批評，亦

即若當事人指定適用數個準據法，將導致夫妻財產關係的複雜化，惟是否

依不動產所在地法悉由夫妻雙方選擇，由夫妻承受此一不利結果，並無不

妥。準此，此一法選擇之立法模式仍為往後各國所採。 

 

                                                 
46 德國舊民法施行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第十五條…之規定，於標的物不存在於應適用其規定之

國家境內，且依其所在地國之法律，應從特別規定者，不適用之』；轉引自陳榮傳，《夫妻財產

制準據法之研究》，前揭書，頁 275，註 36。 
47 伍偉華，《海牙國際私法公約之研究—以一九七八年海牙關於夫妻財產制之國際私法公約為

中心》，載於政大法學評論，第七十期，2002 年 6 月，頁 23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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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德國 

 

德國舊民法施行法第十五條關於夫妻財產制係採夫之本國法主義，但

一直以來受到男女不平等的批評，於一九八六年修正時，參酌海牙公約，

兼採當事人自主原則與屬人法主義。其次，將屈服條款之規定移至總則第

三條第三項。修正後之相關規定如下48： 

★民法施行法第三條第三項： 

依第三節與第四節規定，個人財產應依某國法律者，不在該國之標的物，

仍應依其所在地國之特別規定。 

★民法施行法第十四條： 

婚姻之身分上效力，依下列規定定之： 

一、 雙方配偶之本國法或其雙方於婚姻關係中最後之共同本國法。但

以配偶之一方尚為該國國民為限。 

二、 不能依前款規定定其效力時，依雙方配偶之常居所地國之法，或

其雙方於婚姻關係中最後之共同常居所地國之法，但以配偶之一方在

該國尚有常居所者為限。 

三、 不能依前二款規定定其效力時，依配偶雙方因其他方式而共同關

係最密切之法。 

配偶之一方有多數國籍時，雙方配偶得不受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選

擇其中一國之法律，但以他方配偶亦為該國國民者為限。 

第一項第一款所定要件不存在者，配偶雙方於有下列情事時，得選擇配偶

一方之本國法： 

一、 雙方配偶均非其共同常居所地之國之國民，或 

二、 配偶雙方非於同一國家有其常居所。 

                                                 
48 劉初枝，《西德一九八六年新國際私法》，劉鐵錚等著，國際私法論文集，國際私法研究會

叢書（二），慶祝馬教授漢寶六秩華誕，1989 年，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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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選擇之效力於配偶雙方取得同一國籍時結束。 

選擇法律應經公證人以文書公證之。但法律選擇非於德國境內為之者，如

其依所選擇之法律或符合該法律選擇地所定之夫妻財產契約之方式要件

時，不在此限。 

★民法施行法第十五條 

夫妻財產制之效力，依結婚時婚姻之一般效力之準據法。 

配偶雙方得選擇下列規定之法律，為其結婚之夫妻財產法上效力之準據

法： 

一、 配偶一方之本國法， 

二、 配偶一方之常居所地國法， 

三、 關於不動產事項，其所在地國法。 

第十四條第四項之規定準用之。 

本法之規定，於被驅逐出境者或難民之夫妻財產制無影響。 

 德國法關於夫妻財產制之問題，雖係參考一九七八年海牙關於夫妻財

產制之公約，但仍有若干不同，就其特色說明如下。 

 

第一款  採用限定的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 

 

就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德國法亦引進當事人自主原則，允許當事人

得合意指定準據法，其方式有兩種，一為間接的依民法典施行法第十四條

第二項或第三項，選擇婚姻效力之準據法，其所為之選擇，將延伸成為夫

妻財產制之準據法，另一則為直接的依同法第十五條第二項選擇。 

首先，與海牙公約不同，德國法承認當事人可以間接透過第十四條第

二項或第三項，選擇婚姻效力準據法之方式，作為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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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原則上，即使夫妻有共同國籍，但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49之規定判斷後，

得出該共同國籍就夫妻之一方而言，並非實效國籍或德國國籍之結果時，

則應認為夫妻並無共同國籍，然而第十四條第二項卻容許夫妻得選擇該國

之法作為身分效力之準據法，而不受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50。其目的

旨在放寬夫妻自主權，增加國籍此一連繫因素選擇之彈性。而第十四條第

三項則允許夫妻得選擇配偶一方之本國法，其要件有二，一為該夫妻無共

同國籍，二為夫妻有共同常居所，但雙方均非該國國民（第一款），或是

夫妻無共同常居所（第二款）。然而，本項所承認之法選擇，乃夫妻無共

同國籍時之一時性措施，故如夫妻已取得同一國籍時，即喪失其選擇之效

力，而回到本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依共同本國法決定。該條規定顯現出

立法者對於國籍優於常居所的立法政策，尤其是以夫妻選擇為要件，可避

免舊法下僅以夫之本國法為準據法，所產生男女不平等之缺點。但應注意

者的是，上開規定均只是賦予夫妻選擇之權利，仍必須經過夫妻之選擇，

並非使本國之法律恆常優先於共同常居所之法律而為身分效力之準據法。 

再者。第十五條第二項與海牙公約相同，對於當事人合意指定之範圍

採取量的限制，限於配偶一方之本國法、配偶一方之常居所地國法或不動

產所在地法。然而，民法典施行法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之法選擇於二重

國籍的情形，究只能選擇其實效的本國法，抑或如第十四條第二項般，非

實效之本國法也可以作為決定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有不同見解。肯定二

重國籍者非實效的本國法也可以選擇作為夫妻財產制準據法，其優點在於

實務上之必要性，亦即不需依第五條第一項確認何者為當事人之實效國

籍，而得以免除其認定上困難。否定說則是基於法律文義，蓋立法者容許

選擇非實效的本國法的幾種情形（民法典施行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同

                                                 
49 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指定適用一人所屬國之法律，而其人同屬數國者，適用與其人尤因有經

常居所或因生活歷程而有最密切關連之國之法律。但如該人亦為德國人者，優先適用德國法。』 
50 Henrich, Dieter著，佐藤文彥譯，前揭書，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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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五項第一款、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二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都有明

示排除第五條第一項，而在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卻未有這樣的規定。即

使以第十四條第二項為理由，而主張本款規定乃為立法疏漏，也不足採，

蓋第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限於該非實效的本國法同時也是配偶的本國法

的情形，至於同法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則無這樣的限制，故若採肯定說

的話，其選擇可能性將會比同法第十四條第二項更為擴大51。管見以為否

定說固然可採，但即使如肯定說，於數國籍中選擇其一為本國法，也不會

有影響，蓋夫或妻得以該法選擇為由，同時的承認與該國有密切牽連。至

於在不動產所在地法的選擇方面，是否只能包括的選擇，亦或是可以針對

個別的不動產為選擇，德國學者間不無爭議。倘依文義解釋（不動產前並

無加上定冠詞），恐怕是指第二種情形，如此一來，即使是同樣位於他國

之不動產，也可能適用不同的準據法。但此舉將使得夫妻財產制準據法更

為分裂，甚至連在不動產所在地國，各不動產所適用之準據法都無法統

一，因而學者間不乏反對見解52。 

最後，不論是依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三項或第十五條第二項所為之法

選擇，依第十四條第四項或第十五條第三項之準用，其合意應以公證人之

文書公證之，或符合該法律選擇地所定之夫妻財產契約之方式要件，可知

其應限於當事人明示合意，而不包含默示合意的情況。 

 

第二款  無合意時之準據法 

 

 由於德國於一九八六年修正民法施行法時，採行統一家族準據法之概

                                                 
51 Henrich, Dieter著，佐藤文彥譯，前揭書，頁 88-89。 
52 アンドレアス ヘルドリッヒ著，河野俊行訳，《ドイツ国際私法の新たな規制と実務にお

けるその評價》，載於国際外交法雑誌，第八十九卷，第 6 號，頁 620-621；Henrich, Dieter著，

佐藤文彥譯，前揭書，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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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是以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乃準用身分效力準據法之規定。依民法施行法

第十四條規定，婚姻身分上效力之準據法共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雙

方配偶之共同本國法；第二階段為婚姻關係存續中之最後共同本國法，但

以配偶一方尚為該國國民者為限；第三階段是依夫妻之共同常居所地國

法；第四階段則是婚姻關係中之最後共同常居所地，但以配偶之一方在該

國尚有常居所者為限；第五階段為配偶雙方關係最密切之法律。雖然上述

五階段之連結方式，往往被學者批評過於複雜而不必要53，儘管如此，同

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是依結婚時婚姻之一般效

力，因此準用第十四條第一項時，應該是準用『結婚時』婚姻效力之準據

法，而排除了夫妻雙方於『婚姻關係中』最後之共同本國法，及『婚姻關

係中』最後之共同常居所地國法。換言之，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仍係採取

三階段之連結方式，其順位如下：一、夫妻結婚時共同之本國法；二、夫

妻結婚時共同常居所地國之法；三、共同關係最密切之法律54。因此，德

國法與海牙公約所不同者，只有在國籍與常居所間之優先順位，亦即德國

受到傳統與政策之影響，連繫因素上以國籍優先於常居所地。 

在適用上，國籍的概念較無疑問，而所謂之常居所地國，德國通說與實

務見解，多認為以當事人持續在某地居住一段時間為已足，不以當事人視

其為習慣居所之主觀意思為必要55。關於最密切牽連關係，在民法典施行

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的法律委員會記錄中，曾舉出如下之類型供作參

                                                 
53 關於其批判或肯定之之見解，參照張惠瓊，《日本一九八九年國際私法之部分修正法》，國際

私法理論與實踐（二），劉鐵錚教授六秩華誕祝壽論文集，學林文化出版，1998 年 9 月一版 

，頁 328-329。 

54 Henrich, Dieter著，佐藤文彥譯，前揭書，頁 82。 
55 惟德國學者Mann認為常居所概念，與德國民法施行法第七條之住所意義相同，均需有心素、

體素二要件，純粹外觀、客觀的過程無從創設或廢止常居所。但該主張在歐陸學者引起不少爭議，

且為通說與實務所不採。林凱，前揭文，頁 30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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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1、與某國有共同的社會的牽連。（例如，夫於結婚時在配偶的本國有

常居所，不論配偶是否已經不在其本國生活的情形；法國籍與德國籍之夫

妻都在瑞士成長，但結婚時又回到各自的本國生活的情形；義大利歌劇男

歌手與德國歌劇女歌手結婚，雖然夫於結婚時在義大利有常居所，而妻在

慕尼黑生活，但雙方均與維也納國家歌劇團有契約的情形）。2、夫妻共同

單一的滯留在某國（不限於只有非常短暫的停留）（例如：在聯邦共和國

內有常居所的德國男性，於美國留學的一年中，認識同樣在美國留學一年

的荷蘭女性。雙方後來在美國的婚姻，但並不打算於留學結束後繼續在美

國生活的情形），3、可以客觀的確定夫妻將來計畫中的共同牽連。此類型

具有最重要的意義，蓋於結婚時以何地作為夫妻最初的婚姻住所地多半是

確定的吧，這種情形即可以依據最初的婚姻住所地法56。 

 

第三款  屈服條款之採用 

 

一九八六年修正前，德國法即於第二十八條設有屈服條款，但該規定

僅限於夫妻財產制，新法修正後移至第三條第三項，適用於所有親屬及繼

承事件。因而夫妻之不動產若不在其準據法國內，仍應依其所在地國之特

別規定。 

有問題的是依民法施行法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款，當事人得選擇物之

所在地法，作為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其與屈服條款之關係如何，不無疑

問。就立法目的而言，兩者並不相同，前者是基於當事人自主原則，不動

產與其所在地具有密切關連，故承認其得選擇不動產所在地法為準據法，

後者則是在於兼顧不動產所在地法之強制規定，以免窒礙難行。就適用上

而言，當事人依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款選擇物之所在地法，雖有不同見

                                                 
56 Henrich, Dieter著，佐藤文彥譯，前揭書，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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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但多數說認為是指選擇該地之實質法而言，不包含國際私法。而所謂

之屈服條款，乃是為了解決國際私法之積極衝突而設，故應適用不動產所

在地之『國際私法』，再依當地之國際私法規定決定準據法。理論上兩者

雖有不同，但德國民法施行法第三條第三項實際運用上，最後往往適用所

在地之實質法，甚至有學者認為該條所謂之『特別規定』，應兼指實體規

定及衝突規則57。如此一來，第三條第三項與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款所指

的都是適用不動產所在地法之夫妻財產制，兩者適用範圍不無重疊之處，

且因第三條第三項屬強制適用，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款當事人之合意似乎

無多大意義。換言之，如果不動產所在地的夫妻財產制與準據法國的相同

的話，雖然沒有第三條第三項的適用，可是這時候依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

款選擇也沒有意義；又如果不動產所在地的夫妻財產制與準據法國的不同

時，那麼依第三條第三項是強制的適用所在地法，夫妻不管有沒有作法選

擇都沒有差別。 

準此，管見以為不動產所在地法之法選擇模式，儘管與屈服條款不同，

但在同時設有屈服條款之規定下，恐有淪為具文之虞，因而立法上不如直

接以屈服條款規範已足。 

 

第三項  瑞士 

 

瑞士受其地理位置影響，眾多外僑移入，關於屬人事項之決定往往採

取住所地法主義，一八九一年之瑞士聯邦國際私法法就定居者及滯留者民

事法律關係，即規定夫妻財產制應依住所地定之58。一九八八年修正後，

亦區分為當事人合意與無合意之部分，其相關條文如下： 

                                                 
57 陳榮傳，《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研究》，前揭書，頁 275，註 36。 
58 丸岡松雄，前揭書，頁 15。 

 37



★第五十二條 

夫妻財產制，應適用夫妻所合意選擇之法律。 

夫妻得選擇其共同住所地法或將來婚姻成立後之住所地法或夫妻之本國

法，為其夫妻財產制所應適用之法律，第二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不適用之。 

★第五十三條 

合意選擇夫妻財產制所應適用的法律時，應以書面為之或由夫妻財產契約

得以明顯推定者為限，其餘方面應適用夫妻所合意選擇之法律。 

夫妻得隨時選擇或變更應適用之法律，在無相反約定時，當事人於婚姻成

立後，就其夫妻財產制所選擇應適用之法律，乃溯及至婚姻成立時起生效。 

夫妻未變更或撤銷其所選擇之法律前，該法律仍得有效適用。 

★第五十四條 

夫妻未合意選擇準據法時，其財產制應適用 

一、 夫妻共同住所地法，如無共同住所地者， 

二、 依夫妻最後共同住所地法 

夫妻未有共同住所地，依其共同之本國法 

夫妻未有共同至所地且無共同國籍者，依個別財產所在地之瑞士法律。 

 

第一款  採用限定的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 

 

 本法對於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承認得委由當事人決定，並採取所謂

量的限制，限於共同住所地、婚姻成立後之住所地及夫妻一方之本國法。

然其限制之範圍與海牙公約或德國立法例仍有不同，亦即本法並未接受海

牙公約常居所之概念，而是以住所地法為連繫因素，並限於共同之住所地

或將來婚姻成立後之住所地法，另外，本法也未如海牙公約及德國立法例

般承認不動產所在地之法選擇。關於夫妻之本國法方面，本條第二項後段

排除了第二十三條第二項之適用。依該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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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二以上之國籍，則決定準據法時，僅考慮與其個人關係最密切之國

籍』，故當夫妻一方為雙重國籍時，各該本國法都可選為夫妻財產制之準

據法，不以與其個人關係最密切之本國法為限，以增加選擇彈性。在當事

人合意方面，依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合意選擇夫妻財產制所應適

用的法律時，應以書面為之或由婚姻契約得以明顯推定者為限，雖承認默

示合意，但以得明顯推定者為限，旨在使適用關係明確，並昭慎重59。 

 

第二款  無合意時之準據法 

 

 當事人未合意，且無法從婚姻契約明顯推定時，本法並未準用婚姻效

力之規定60，而是另於第五十四條中規定，此時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依序

為夫妻之共同住所地法、最後共同住所地法、共同本國法及個別財產所在

地之瑞士法律。瑞士聯邦國際私法上關於屬人法主義，原則上是採取住所

地法主義，此也表現在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順序優劣上，而以共同住所地

法優先於共同本國法。至於以個別財產所在地之瑞士法律作為第四階段之

連繫因素，乃有別於上述海牙公約作為當事人法選擇之立法模式，亦與屈

服條款或動產不動產區別主義不同，是否妥當，誠值研究。若無上述諸連

繫因素致無法決定準據法時，有學者認為似可以共同居所地（最後共同居

所地）為應適用之法律，因婚姻生活與居所地關係密切，且夫妻營婚姻共

同生活，幾乎不可能未嘗有過共同居所地61。但應注意的是，本法於第十

五條第一項規定：『依本法指定適用之法律，如從周遭環境觀察，很顯然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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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60 關於婚姻之效力，規定於該法第四十八條：『婚姻之效力，依夫妻之住所地法（第一項）。如

夫妻之住所不在同一國，則婚姻之效力，依與該案例有最密切關係之一方住所地法（第二項）。

當依第四十七條，本籍地所在之瑞士司法或行政當局有管轄權時，則適用瑞士法（第三項）。』 
61 劉鐵錚（等著），《瑞士新國際私法之研究》，前揭書，頁 76-77。 

 39



地此特殊案件與該法律僅有些微不足之牽連，而與另一法域之法律，卻有

更密切牽連關係時，則例外的不予適用。』，亦即賦予法官裁量權，於具

體案件中得以最重要牽連關係原則取代法定連結因素。管見以為，最密切

牽連關係原則除了得以排除第五十四條之連繫因素外，於無法依第五十四

條之連繫因素決定準據法時，解釋上亦應依該原則判斷較為妥當。 

 

第四項  日本 

 

 日本舊法例第十五條原係採取夫之本國法主義，於平成元年（一九八

九年）法例修正時，立法方式與德國類似，修正後之規定如下： 

★法例第十四條 

婚姻之效力，依夫妻共同之本國法，夫妻無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其共同之

常居所地法，無共同之常居所地法時，依與夫妻有最密切關係地之法。 

★法例第十五條 

前項之規定，於夫妻財產制準用之。但夫妻已經其署名並附有日期之書面

選擇左列法律之一者，其夫妻財產制依其所選擇之法律。 

一、 夫妻一方有國籍之國之法； 

二、 夫妻一方之常居所地法； 

三、 關於不動產之夫妻財產制，其不動產所在地法。 

依外國法之夫妻財產制，關於在日本作成之法律行為及在日本之財產，不

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就此情形，與該第三人間之關係，其夫妻財產制

依日本法。 

依外國法所定之夫妻財產契約，經於日本登記者，得以之對抗第三人，不

受前項規定之拘束。 

 法例關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指定，與婚姻之身分上效力相同，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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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階段之指定方式。第一階段為雙方之共同本國法；第二階段為共同常居

所地國法；第三階段則為關係最密切之法律（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一

項）。此外，其亦允許當事人合意指定準據法，並採取量的限制，限於夫

妻一方之本國法、常居所地或不動產所在地。以下分別而論。 

 

第一款  採用限定的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 

 

日本法例第十五條第一項但書就夫妻財產制導入當事人自主，並對其

得選擇之法則採取量的限制，首先，就夫妻一方有國籍之國之法而言，雖

然未如德國或瑞士般明示排除該法關於國籍積極衝突之規定，但從該條文

義係規定『有國籍之國』，而非『本國法』來看，因而有學者認為於一方

為雙重國籍者時，各該本國法都可選為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62。至於不動

產所在地之法選擇，與屈服條款有異，其缺失已如海牙公約所述。 

又，夫妻之合意必須依夫妻署名並附有日期的書面，理由是夫妻財產

制往往於婚姻相當期間經過後才會成為問題，準據法選擇之有無有明確之

必要63，因此解釋上只限於夫妻之明示合意，而不包括默示合意。 

關於當事人合意之時期，雖然依日本民法第七百五十五條及第七百五

十八條規定，夫妻財產契約只能於結婚前或結婚時締結，且不得變更或廢

止，亦即，不承認結婚後所締結之夫妻財產契約，也不允許變更結婚前所

締結之夫妻財產契約64。但在國際私法上，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合意不限

於結婚前，亦得於婚姻關係存續中為之，且結婚前合意之準據法也可以事

                                                 
62 溜池良夫，《国際私法講義》，有斐閣，1993 年 4 月初版，頁 426。 
63 溜池良夫，前揭書，頁 426-427。 
64 日本民法第七百五十五條規定：『夫妻於婚姻申報時，其財產未訂立特別契約者，其財產關係，

依下列規定之』；第七百五十八條：『夫妻之財產關係，於婚姻申報後，不得變更之（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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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變更65。 

最後，關於當事人得否就夫妻財產之一部指定不同準據法之問題（即

分割指定或部分指定），由於日本法例並無明文規定，學說見解分歧。有

認為法例既無如海牙公約般明文否定，且又承認不動產得適用所在地法，

因而採取肯定說的見解66，但亦有認為不動產之情形毋寧為例外，而於一

般情形下應採取否定說的見解67。基於一般均肯定債之關係準據法可以部

分指定，因此，多數說對於夫妻財產制得否分割指定之問題上亦採取肯定

說。但是，若重視夫妻財產制之身分性格，亦即永續婚姻生活共同體之面

向，關於法例第十五條之法選擇制度，應該與海牙公約一樣，依夫妻財產

制統一性的原則，除了不動產的情形外，否定分割指定，較為妥當吧68。 

 

第二款  無合意時之準據法 

 

與德國關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相同，日本法例亦採取三階段之連結方

式。在第一階段『共同之本國法』，解釋上與『有國籍之國之法』並不相

同，於夫妻一方或雙方有雙重國籍時，應依同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先判斷

雙重國籍者之本國法為何，再判斷夫妻之本國法是否同一，而非逕認夫妻

所共同擁有之國籍，即為其本國法。 

其次，第二階段為『共同之常居所』，日本關於常居所之概念，大致與

                                                 
65 溜池良夫，前揭書，頁 427；木棚照一、松岡博、渡邊惺之，《国際私法概論（新版）》有斐

閣，2001 年 7 月出版，頁 178；櫻田嘉章，前揭書，頁 247。 
66 溜池良夫，前揭書，頁 428；山田鐐一，《国際私法》，有斐閣，1993 年 9 月初版，頁 374，

木棚照一、松岡博、渡邊惺之，前揭書，頁 178。 
67 櫻田嘉章，前揭書，頁 247；南敏文，《改正法例の解說》，法曹會，1992 年 5 月，頁 77。 
68 野村美明，《夫婦財産制と当事者による準拠法の指定》，載於《国際私法の争点（新版），

ジュリスト増刊----法律学の争点シリーズ８》，澤木敬郎、あき場準一編，有斐閣，1996 年 7

月，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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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牙公約或德國通說相同，而認為是指當事人在一定時間有安定的居住狀

態之事實，尤其是當事人與場所密接關係之形成，如僅有短時間的居住，

並不足夠，至於有無相當時間居住之主觀意思，並非決定要件69。另外，

日本法務省為統一常居所地之認定標準，避免判決結果發生歧異，於平成

二年（西元一九九０年）五月一日通過基本通達，公告常居所地具體的認

定標準及認定方法，除了就個案考量當事人及關係人居住年數、居住目

的、居住狀況等要素外，更以書面之戶籍等資料，作為事實之基礎，並就

在日本與外國有常居所之情形，依照日本人與外國人予以區別70。 

最後之階段為『最密切牽連關係』，係依具體個案判斷何一法律與夫妻

有最密切關係，在認定標準上，有賴案例的累積予以明確化。但應注意的

是，有學者認為由於該原則係規定於婚姻效力，並準用於夫妻財產制及離

婚，亦即第十五條及第十六條文義並非規定『依』婚姻效力準據法，而係

規定『準用』，因此，依該問題之定性不同，與該夫妻之最密切牽連關係

之地也會不同。換言之，在第十五條最密切牽連關係之適用上，應只針對

夫妻財產制之最密切牽連關係地法判斷71。例如，在認定夫妻財產制準據

法之『最密切牽連關係』上，應肯定財產所在地所具有之重要性72。 

 

第三節 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變更 

 
                                                 
69 あき場準一，《法例の改正規定と常居所基準說の論拠について》，載於國際外交法雑誌，

第九十卷第二號，1991 年 6 月，頁 129，註 36。 
70 關於其規定，參照林凱，前揭文，頁 312-313。 

71 青木清，《婚姻の効力と最密接関係地法》，載於《国際私法の争点（新版），ジュリスト増

刊----法律学の争点シリーズ８》，有斐閣，澤木敬郎、あき場準一編，1996 年 7 月，頁 162；溜

池良夫，前揭書，頁 425。 

72 橫山潤，《国際家族法の研究》，有斐閣，1997 年 6 月初版，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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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住所等客觀連繫因素之變更是否影響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決

定，向來有所謂的變更主義與不變更主義。準據法隨著連繫因素之變更而

有所更迭，稱為『變更主義』，反之，若不受其變動之拘束，固定於一定

之時點決定準據法者稱為『不變更主義』。以往以夫之本國法為連繫因素

之國家，如一九０五年海牙關於夫妻身分與財產關係之公約第二條第一

項、一九八六年修正前之德國民法施行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一九八九年修

正前之日本法例第十五條等，為避免夫恣意的變更國籍而損害妻或第三人

之利益，因而往往採取不變更主義。但於海牙公約及各國立法例修正後，

就客觀連繫因素多以共同屬人法為階段之連結，因而關於上述問題，不無

重新檢討之必要。另外，上述各國立法例於修正後，就夫妻財產制準據法

納入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故於當事人為法選擇的情形，對於準據法有何

影響，亦不無疑問。本文以下茲區分客觀連繫因素變更對於準據法之影

響，以及當事人意思變更對於準據法之影響，並就各國立法例作一說明。 

應注意的是，此處所探討的乃是國際私法上夫妻財產制準據法是否變

更的問題。應與之區別者乃準據法本身內容的變更，由於其係內國實質法

之變更，自應依現行之實質法，而非依結婚當時之實質法決定。換言之，

適用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乃適用準據法所屬國之現行夫妻財產制。此由

我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夫妻財產制，依結婚時

夫所屬國之法』，以『夫所屬國之法』取代『夫之本國法』，可見其重點係

在結婚時夫之『國籍』，而不在『其時』之法律。故該國法律於嗣後已有

變更者，應即適用變更後之現行法73。 

 

第一項  變更客觀連繫因素對於準據法之影響 

 

                                                 
73 李健，前揭書，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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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未選擇準據法時，一九七八年海牙關於夫妻財產制之公約及各

國立法係依屬人法主義決定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但屬人法主義之連繫因

素—國籍、住所、常居所地，並非一成不變，因此當這些客觀連繫因素變

更時，對於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有何影響，則產生疑問。 

 

第一款  變更主義 

 

所謂的變更主義，是指準據法隨著連繫因素變更而有所更迭。日本及

瑞士等立法例係採取該主義，其理由如下： 

 

一、 以往因避免夫恣意的變更國籍，必須採取不變更主義的理由，已

因共同屬人法等階段連結的採用，而沒有考慮的必要了。 

二、 從國際私法體系而言，婚姻之一般效力採行變更主義，同為因婚

姻而生之夫妻財產關係亦應採變更主義，以避免婚姻效力因身分關係

與財產關係之不同而產生割裂現象74，並進而迴避法律關係之定性問

題75。另外，夫妻財產制問題與繼承問題有密切關係，且往往難以明

確區分，關於繼承是採變更主義，為避免定性的困擾及其他法律適用

的齟齬，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立法上有必要採取相同主義76 

三、 夫妻財產制係與夫妻現在的生活有直接關連之法律關係，因此應

依與夫妻現在有密接關係之法律77。蓋從當事人的觀點來看，不能說

                                                 
74 溜池良夫，前揭書，頁 425；林秀雄，《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之研究》，前揭書，頁

223。 
75 橫山潤，前揭書，頁 100。 
76 林秀雄，《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之研究》，前揭書，頁 224；陳榮傳，《夫妻財產制

準據法之研究》，前揭書，頁 266。 

77 溜池良夫，前揭書，頁 425；野村美明，前揭文，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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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通常都會期待其財產關係恆常不變，在其生活中心地完全移動

的情形，當事人毋寧更希望依據新生活中心地之法。且從以共同常居

所或密接關聯地作為連繫因素的觀點來看，婚姻當時之共同常居所或

密接關聯地法，也必須經過全部婚姻生活期間之認定才會成為準據

法。如果又考慮此一基準的容易變動性，根本無法期待準據法的固定

性78。換言之，共同常居所或密接關連地與不變更主義之間似有無法

配合之虞。 

四、 不變更主義下，只有依結婚時之連繫因素判斷準據法，故即使當

事人之後完全與該連繫因素切斷關係，仍必須適用此一喪失準據法適

格性之法。不僅如此，如採用階段連結的立法模式，依照夫妻之類型

而階段的設置各種連繫因素之旨趣，很可能會被不變更主義所忽視。

例如，婚姻當時於丙國有共同常居所之甲國夫與乙國妻，之後，夫妻

於甲國設有常居所，妻並取得甲國國籍。依甲國之國際私法，關於夫

妻財產制係依夫妻之共同本國法，無共同本國法時，依共同常居所地

法。此種情形下，如採取不變更主義，準據法為婚姻當時共同常居所

地法，即丙國法，而非依共同國籍指向甲國法。換言之，儘管已有得

以更適切評價的連繫因素（同一國籍），還是要固守結婚當時的基準（共

同常居所地）79。 

五、 當事人締結夫妻財產契約，對該財產關係有明確的意思，故即使

移往生活重心地之他國，也不會影響財產關係。關於這點，在採取變

更主義之情形也應例外許可。反之，如未締結夫妻財產契約，不能認

為當事人之間有採用某依法定財產制之默示合意，毋寧應認為在大多

數的情況，當事人對於這點未預設考量，而沒有這樣的意思80。 

                                                 
78 橫山潤，前揭書，頁 100。 
79 橫山潤，前揭書，頁 100-101。 
80 橫山潤，前揭書，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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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採取不變更主義較無法保障交易安全。蓋如前所述，夫妻財產制

不僅規範夫妻財產關係，若夫妻一方與第三人為交易時，同時又會牽

涉到第三人之利害關係，因此如採不變更主義，與之交易之第三人必

須探查結婚當時夫妻之共同屬人法為何，實有害於交易迅速與安全81。 

 

第二款  不變更主義 

 

 所謂不變更主義，是指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係依結婚當時之屬人法決

定，結婚後屬人法連繫因素之變更，不會影響其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以

往採夫之本國法主義者，幾乎皆採此一主義，以避免因夫恣意變更國籍，

損害妻或與之交易之第三人的利益，雖然在基於兩性平等之要求而改以共

同屬人法後已無該顧慮存在，但諸如一九七八年海牙關於夫妻財產制之國

際私法公約82及德國等立法例，仍維持不變更主義，其主要理由如下： 

一、 為了迴避定性的困難，而與婚姻身分上效力之準據法一致，並非

那麼重要。例如，本來應為婚姻身分上效力但向來都定性為扶養的事

項，在許多國家之實定法上，也是與婚姻身分上效力之準據法不同，

而依個別獨立的連結。且於婚姻之身分上效力採取變更主義，尚不至

影響當事人之權利變動，但關於婚姻財產效力之夫妻財產制，若採變

更主義，卻會影響當事人權利之消長83，因此，將兩者拖鈎以適用不
                                                 
81 林秀雄，《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之研究》，前揭書，頁 224。 
82 本公約第四條規定：『當事人未指定準據法者，夫妻財產制依結婚後最初慣居地國法（第一

項）….』，第七條：『…..。倘當事人未指定準據法，下列情形改為適用其慣居地國法：一、當事

人開始慣居在同一國，且該國為當事人共同之本國，或當事人取得共同慣居地之國籍時。二、當

事人結婚後，已慣居同一國十年以上。當事人雖有共同國籍，但開始慣居於同一國時（第二項）』，

第八條：『關於本公約第七條第二項之情事變更，導致準據法之變更，其效力不溯及既往（第一

項）….』。由此可知於當事人未選擇準據法時，本公約原則上仍係採取不變更主義，但於因情事

變更而導致準據法變更時，則例外採取變更主義，且對於變更之效力採取不溯及既往原則。 
83 林秀雄，《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之研究》，前揭書，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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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主義並不為過。更何況在各國立法例上，夫妻財產制準據法多半承

認當事人之法選擇，而婚姻身分上效力之準據法則多半不承認，或即

使承認其範圍也限縮在極小的範圍84，因此，即使夫妻財產制準據法

採取變更主義，在當事人為法選擇的情形，與婚姻身分上效力之準據

法不一致的情況也可能出現。 

二、 要求夫妻財產制與繼承適用同一主義，乃是避免因定性不同而造

成不同判決結果，並非論理上之必然。蓋若因定性不一致，而致其權

益受損時，毋寧應透過適應問題來解決。更何況繼承準據法是以被繼

承人之本國法為準據法，僅考量被繼承人本身之連繫因素已足，但夫

妻財產制準據法則是階段的適用夫妻共同之屬人法，須考量夫妻共同

之連繫因素，故即使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配合繼承之準據法，而採取

變更主義，兩者在適用上也可能無法一致。例如，甲夫乙妻均為 A 國

人，兩人於 A 國有共同常居所，婚後甲歸化為 B 國人後死亡，乙就甲

之遺產主張權利之情形，此時若定性為繼承問題，依被繼承人死亡時

之本國法，為 B 國法，若定性為夫妻財產制問題，即使採變更主義，

依共同常居所地法，也是為 A 國法，而非 B 國法。由此可見，即使於

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採取變更主義，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與繼承之準

據法也不一定相同。 

三、 夫妻財產制乃決定夫妻一生之財產關係，應具備不易變更之特性

85。此亦為在連繫因素上主張國籍應優先於住所之理由之一，因此若

在準據法之變更上採取變更主義，似有不能配合之虞86。 
                                                 
84 參照德國民法施行法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三項。 
85 溜池良夫，前揭書，頁 425。 
86 國籍較諸住所或常居所，具備較不易變動之之特性，因此有論者認為不變更主義通常與本國

法主義結合，變更主義亦常是住所地法主義的產物，故變更主義與不變更主義之論爭，往往無法

與本國法主義與住所地法主義之論爭劃清界限；參照陳榮傳，《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研究》，前

揭書，頁 265，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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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於國籍或常居所的等客觀連繫因素的變更，會產生夫妻財產制

之變更，當事人多不知情。因此，財產關係之自動變更乃違反當事人

之意思。關於這點，在締結夫妻財產契約的情形，採取變更主義之論

者也例外的認為連繫因素之變更不影響其財產關係。但是，對於考量

該國法定財產制之妥當，而因此沒有締結夫妻財產契約之當事人而

言，夫妻財產契約是阻止財產制自動變更的唯一手段並不適當。不知

道國籍或常居所之變更會影響其財產關係之當事人，應該也不知道締

結夫妻財產契約之必要性。又，也有準據法不容許於婚姻關係中締結

夫妻財產契約，或如夫妻之一方拒絕締結夫妻財產契約，也就不能採

取這個手段了87。 

五、 按夫妻財產制為一繼續性之法律關係，在變更主義下，勢必面臨

新準據法之適用是否溯及既往的問題。若採取不溯及效，於婚姻解消

時夫妻財產之清算，各時點之準據法即不相同，不僅使得夫妻財產關

係複雜化，且當事人之財產—尤其是動產部分—究於何時點取得難以

確定，徒增實際運作上的困難。採取溯及效固然可以克服其缺點，但

卻有害於法安定性及對於既得權之保障。蓋『既得權不受法律變更之

影響』不僅是實質法上之原則，在國際私法上亦有適用88。故如採取

溯及效，有違夫妻當初因為預見往後的生活，因而決定財產關係之意

思89。 

六、 即使是變更主義，第三人必須先調查夫妻目前之共同屬人法，然

後再調查其實質法之夫妻財產制，也是需負相當之注意義務。尤其在

                                                 
87 橫山潤，前揭書，頁 101。 
88 如Rappe, Komentar s. 304，另外Pillet 與Nyboyet亦如此主張，參見久保岩太郎，《国際私法構

造論》，有斐閣，1976 年 9 月初版，頁 315-316，齋藤武生，《国際私法上における夫婦財産制

について》，載於法學論叢第二十二卷第一號，頁 73-74；轉引自李健，前揭書，頁 57，註 18。 

89 野村美明，前揭文，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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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常居所地或密切關連地之判斷上，對於第三人更是沈重的負擔。

因此，對於交易安全之保護，實無法透過變更主義予以完善的解決，

對於第三人保護之問題毋寧應另設規定，此部分本文另於第四節再做

說明。 

 

第三款  分析檢討 

 

 上述變更主義與不變更主義各有優缺，變更主義的優點是不變更主義

的缺點，而不變更主義的缺點則是變更主義的優點，在立法論上，也各有

其支持的立法例。因此，變更主義與不變更主義何者為當，不無疑問。 

就當事人之意思而言，於婚姻生活中心地完全移至他國的情形，很難

認為當事人仍然期待其財產關係之規定不會改變，且婚姻生活經營地既然

重新且最終的設定在新的地方，依該新地之法規範毋寧較符合當事人之期

待。但是另一方面，於不特定期間遠赴外國的人，多半不欲變更目前的財

產關係。因此，以當事人之意思，不管是作為採取變更主義之根據，或作

為不變更主義之根據，都有其不妥之處，蓋不管貫徹變更主義或不變更主

義，都可能無法完全符合所有當事人的期待。換言之，在變更主義下，對

於期待不變更財產關係規範的當事人，會變成強迫其自動變更，而不變更

主義下，於當事人將婚姻生活之中心地完全移至他國的情形，仍須適用已

經喪失準據法適格性之法，亦可能非當事人所願90。 

 就客觀連繫因素而言，雖然就屬人法事項以本國法主義為優先者，乃

著眼於其國籍之固定性，但不能以此就贊成「不要去變動連繫因素」這個

不變更主義之論點，否則即無法說明在婚姻身分上效力或繼承之問題上，

為何是採取變更主義。因此，以本國法主義作為採取不變更主義之根據並

                                                 
90 橫山潤，前揭書，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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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足採。另外，在夫妻共同住所地（常居所地）或密接關連地之認定上，

必須客觀上經過相當時間始得判斷，與以『結婚當時』為判斷基準之不變

更主義，相互間似乎不能配合。且考量住所地（常居所地）或密接關連地

之容易變動性，當事人結婚後與該地完全脫離關係之可能性更大。此亦為

採取不變更主義最大之缺點。 

然而，採取變更主義者，不可避免的必須面臨準據法是否溯及適用的

問題91。採取不溯及效者，不僅會造成夫妻財產關係複雜化，且實際運作

上會有困難，惟採取溯及效，卻可能會侵害當事人之既得權，即違反夫妻

當初因為預見往後的生活，因而決定財產關係之意思，已如前所述。因此，

即使在同樣採取變更主義之瑞士及日本，對於該問題也有不同見解。瑞士

國際私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如夫妻變更其住所地，由一國移至他國時，

依新的住所地法並溯自婚姻成立之日起發生效力，但夫妻得依書面協議排

除該溯及效力（第一項）。….』，可知其係採取溯及效，但承認當事人得合

意排除溯及效力。日本雖未明文規定，但通說多認為基於保障夫妻之既得

權，準據法之效力係向將來發生，即係採取不溯及效92。在學說上，則有

論者主張不溯及效較為妥當，蓋對於價值高的財產，其取得時點、場所的

確定較為容易，而價值低的財產，其取得時點之爭論不甚重要，因此實際

上仍並不太會發生問題93。一般而言，認定上會有困難者多半以動產居多，

                                                 
91 在用語上，有將之區分為變更主義與折衷主義。亦即新準據法得溯及既往的適用於以往之財

產制時，稱為完全變更主義或絕對變更主義（full mutability），若變動後之準據法僅適用其後取

得之夫妻財產，之前取得之財產仍適用舊準據法，則稱為部分變更主義或折衷主義（partial 

mutability）；參照陳榮傳，《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研究》，前揭書，頁 266-267。本文以下則以

變更主義下之溯及效與不溯及效稱之。 
92 通說似認為變更前的財產仍應適用舊準據法；參照木棚照一、松岡博、渡邊惺之，前揭書，

頁 177；櫻田嘉章，《国際私法【第二版】》，有斐閣，1998 年 7 月第二版，頁 246。但亦有學

者認為準據法變更前已確定之夫妻財產關係是否發生變更，乃是依新準據法的內容決定；參照溜

池良夫，前揭書，頁 425。關於此一問題，本文另於下述第二項再做詳細說明。 
93 橫山潤，前揭書，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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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由於不動產多會有登記制度，在取得時點上較無問題，至於動產則多以

交付為要件，故其取得時點較難認定，故上述說法似乎是將不動產認為價

值較高，而動產認為價值較低。倘若做此解釋，則上述見解頗有疑問，蓋

現今社會中，動產價值未必比不動產價值低。尤其動產在夫妻財產中所占

之比例往往高於不動產，反而造成大部分的財產關係處於無法確定財產制

的狀況。如果又配合常居所地等容易變動之連繫因素，婚姻關係中往往容

易依數個不同的法規範，更加劇此一問題之嚴重性。 

 綜上所述，不變更主義與共同住所地（常居所地）或密接關連地等連

繫因素之間，往往不能配合，而變更主義下之不溯及效就財產時點取得之

認定又有困難，滋生實務上之困難性。因此，管見以為應仿效瑞士立法例，

以變更主義之溯及效為原則，例外承認夫妻得合意排除其溯及效力。除了

上述採取其他主義不當之消極理由外，對於採取溯及效可能會侵害夫妻既

得權之問題上，管見以為除非締結夫妻財產契約，或合意選擇準據法，否

則在一般情形下，夫妻對於現在財產關係所適用之準據法為何，多半無任

何想法，對於其財產為共有或個別所有也多無認識，因此不會有既得權的

問題。即使夫妻對於所適用之財產制有所信賴，因而若採取溯及效，可能

侵害其既得權，即信賴原準據法而安排之財產關係時，瑞士法也例外承認

夫妻可以合意排除新準據法適用之溯及效。此時雖然也會發生不溯及效之

下財產關係不明確之危險，但既然是依夫妻的意思決定排除，由其承擔該

風險也較具合理性。 

 

第二項  當事人意思變更對於準據法之影響 

 

第一款  法選擇之時間點與得否變更之問題 

 

 52



意思主義濫觴於法國，以往該國在此問題的處理上眾說紛紜，最後最

高法院認為應依所選定之夫妻財產制準據法決定，理由在於是否具有可變

動性乃夫妻財產制之主要特色，自宜納入支配該制度之法律範圍94。然而，

依準據法只能決定該法律所規定之另一財產制，配偶是否得採取另一法律

支配下的新財產制，誠有疑問。且倘新準據法不承認夫妻財產制之可變動

性，則難於實施。此外，此一見解恐有混淆實質法與國際私法之虞，蓋其

並非單純財產制之變更，而是變更夫妻財產制準據法95。因此，當事人得

否選擇準據法既由內國之國際私法決定，則關於法選擇的時間點及得否變

更問題，亦應為內國國際私法之任務。 

隨著海牙關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公約簽訂後，當事人意思自主遂為

各國立法所仿效，也更確立了法選擇之時間點與得否變更的問題，應由內

國國際私法決定之見解。例如，一九七八年海牙關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

公約第三條及第六條，允許當事人得於結婚前或婚姻關係存續中，指定夫

妻財產制之準據法，準此，無論是依客觀連結或當事人意思所選擇之準據

法，當事人均得隨時選擇其他準據法而變更之。瑞士國際私法第五十三條

第二項前段亦規定夫妻得隨時選擇或變更應適用之法律。至於德國或日

本，條文對於合意指定準據法之時期並未限制，但解釋上也應認為夫妻得

於結婚前或婚姻關係存續中，隨時選擇或變更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 

值得一提的是，法選擇之時間點與得否變更之問題不僅非實質法上之

問題，而應由內國國際私法決定，且在立法政策上也往往與其實質法之限

制無關。例如以日本為例，其實質法雖然將夫妻財產契約的締結時點限於

結婚前，且規定結婚前締結之夫妻財產契約不得事後變更之96，但在國際

私法上則無跟隨實質法之必要，換言之，法選擇之時間點不須限於婚前為

                                                 
94 亨利、巴迪福著，曾陳明汝譯，前揭書，頁 386。 
95 亨利、巴迪福著，曾陳明汝譯，前揭書，頁 386-387。 
96 例如日本民法第七百五十八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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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且合意之準據法也可以事後變更97。蓋在純國內之關係上，即使禁止

婚後為法選擇，但例如結婚後夫妻變更國籍為外國籍，而導致該婚姻生活

具有涉外性的情形，此時拒絕當事人為法選擇並無理由。確實，如果容許

婚姻後的法選擇，也可能發生如下之問題，即依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在

婚姻中禁止變更夫妻財產契約，但之後依抵觸法為法選擇，選擇婚姻中容

許變更的法秩序，該契約也因此變的可以變更了。然而考量婚姻生活的涉

外性，這樣的結果也未必不當98。 

 

第二款  所選擇之準據法喪失客觀關連性 

 

進行法選擇的情形，直到有新的法選擇為止，所指定之法仍持續的規

範夫妻財產關係，換言之，即使因國籍或常居所變更，而與所指定之法秩

序間喪失客觀關連性，仍不影響法選擇的效力。海牙關於夫妻財產制準據

法之公約第七條第一項及瑞士國際私法第五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對此均設

有明文規定99。此乃因為以變更主義為前提之下，法選擇之目的在於尊重

夫妻意欲財產關係固定化的意思。至於不變更主義下之法選擇，既然將是

否適應新環境的問題委由當事人之判斷，如當事人不欲適應新的環境，法

選擇之效力原則上仍應維持100。因此，諸如德國民法施行法第十五條規定

或日本法例第十五條規定等雖未明文，但也應作如此解釋。奧地利國際私

法第十九條規定對於法選擇的範圍並無限制，因此，於法選擇之後有無客

觀關連性，並不會成為問題。 
                                                 
97 溜池良夫，前揭書，頁 427。 
98 橫山潤，前揭書，頁 113。 
99 海牙關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公約第七條第一項：『在當事人指定新準據法前，本公約所規定

之準據法持續適用，而不受其國籍或慣居地變更之影響』。瑞士國際私法第五十三條第三項：『夫

妻未變更或撤銷其所選擇之法律前，該法律仍得有效適用』。 
100 橫山潤，前揭書，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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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變更主義下，依客觀連繫因素決定之準據法締結夫妻財產契約的

情形，若準據法發生變更，該契約的命運似乎應依新準據法決定。但是從

當事人意欲財產關係固定的觀點來看，毋寧應認為在締結夫妻財產契約之

情形下，夫妻有確認該法秩序之意思存在，故應與法選擇的情形一樣，繼

續維持該夫妻財產契約較為妥當。因此，如瑞士國際私法第五十五條第二

項即規定締結夫妻財產契約的情形，客觀連繫因素之住所地法發生變更，

對於準據法不生影響。波蘭國際私法第十七條第二項也有類似規定101。 

 

第三款  法選擇應否賦予溯及效？ 

 

與法選擇密切相關者乃溯及效的問題，亦即依當事人之意思變更準據

法後，新準據法之適用應溯及至結婚時發生效力，或從選擇之時點向將來

發生效力？此在各國立法例上，容有不同見解。例如，一九七八年海牙關

於夫妻財產制之公約第八條第二項，對於當事人新選擇的準據法，於不損

害第三人權利的限度內，原則上適用於夫妻之全部財產102；瑞士國際私法

第五十三條第二項也規定選擇或變更之準據法溯及至結婚時生效，但承認

當事人得合意排除溯及效；德國或日本對此並未明文規定，學說上似有不

同見解。有認為變更前之財產仍應適用舊準據法之規定103，例如，原本依

夫妻共同之本國法，其夫妻財產制係採取共同管理制，但夫妻之一方後來

變更國籍，故依新準據法，即夫妻共同常居所地，對於夫妻財產制則係採

取個別財產制的情況下，只有準據法變更後取得之財產依個別財產制處

                                                 
101 橫山潤，前揭書，頁 113-114。 
102 該公約第八條：『…..。當事人關於本公約第七條第一項之指定，不得侵害第三人之既得權利

（第二項）』。 
103 南敏文，《改正法例の解說》，前揭書，頁 74；櫻田家章，前揭書，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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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在此以前所取得之財產仍應依共同管理制104。惟另有認為準據法變更

前已確定的夫妻財產關係能否發生變更，是依新準據法的內容決定105，換

言之，倘依其規定並無溯及效，變更前的財產也非適用舊準據法，而應依

所選擇之法調整，例如，夫妻當初依德國之法定夫妻財產制，之後選擇外

國法為準據法，若該外國法為個別財產制時，個別財產制是否溯及於結婚

時，還是從該時點才發生效力，原則上是由該外國法判斷。又若夫妻原本

依個別財產制，之後選擇德國法為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時，剩餘共同制（德

國之法定財產制）從法選擇之日開始適用，之前取得之財產則視為婚前財

產（Anfangsvermogen）106。 

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選擇或變更，既係基於當事人自主原則，且夫妻

對其財產關係最為瞭解，故變更後是否溯及既往，委由其自行決定亦屬恰

當107。然而若當事人無合意時，應如何處理，則不無疑問。倘認為此乃新

準據法上的問題，而應由所選擇之準據法決定，似有混淆實質法與國際私

法之虞，實則準據法變更之效力是否溯及既往與單純財產制之變更不同，

仍應依國際私法之原則而由內國國際私法決定。因此，如同客觀連繫因素

變更時應如何處理之問題上，本文認為應依變更主義下之溯及效，基於前

後一貫之理由，在依當事人之意思變更準據法的問題上，新準據法之適用

也應採取溯及效較為妥當。 

 

第四節 交易安全對於準據法決定之影響  

 

夫妻財產制不僅是處理夫妻間之財產，也會牽涉到第三人之權利義

                                                 
104 木棚照一、松岡博、渡邊惺之，《国際私法概論（新版）》有斐閣，2001 年 7 月出版，頁 177。 
105 Henrich, Dieter著，佐藤文彥譯，前揭書，頁 92；溜池良夫，前揭書，頁 425。 
106 Henrich, Dieter著，佐藤文彥譯，前揭書，頁 92。 
107 橫山潤，前揭書，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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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夫、妻與第三人之間，構成複雜的財產關係，若著重夫妻之利益，則

往往有礙於交易安全，反之亦然。正因為夫妻財產制位於身分法與財產法

之交錯點上，要就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樹立一妥當而正確之原則，可謂

難上加難，因此，不如將夫妻本身之財產關係與涉及第三人時之財產關係

分別處理，亦即關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決定，原則上僅考慮夫妻間之利

益，於涉及第三人時，始設例外規定以保障交易安全。 

又，僅以夫妻利益為中心而決定之夫妻財產制準據法，隨著一九七八

年海牙關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公約之訂立及各國國際私法之修正，不僅採

階段之連結方式，並承認準據法選擇制度，使得交易之相對人對於應適用

之準據法亦發不明瞭，因此對於交易安全另外增設保護規定著實有其必要

性。本文以下分別就一九七八年海牙關於夫妻財產制之公約及各國相關規

定作一說明。又，第三人之範圍如何，是否限於『善意』，如是的話，善

意之範圍又如何，不無探討之必要。以下分別論之。 

 

第一項  立法例之比較研究 

 

第一款 海牙關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公約 

 

本公約第九條第二項規定：『配偶之一方或第三人，在締約國內有常居

所者，該國得宣告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不適用於當事人與第三人間之法

律關係，但該準據法已公示或登記，或利害關係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該

準據法者，該準據法仍應適用於當事人與第三人間之法律關係』，同條第

三項規定：『夫妻財產之不動產所在地國，準用前項之規定』。透過限制準

據法之適用，以期保障交易安全。締約國或不動產所在地國排除該夫妻財

產制準據法後，應以內國法代之，抑或依其他衝突法則決定，本公約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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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解釋上由該國自行決定。又，能排除該公約之適用者，限於第三人

善意之情況，因此若利害關係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該準據法者，該準據

法仍應適用於當事人與第三人間之法律關係。另外，在準據法已公示或登

記之情況，乃是法律推定交易者會事先檢查登記制度，可認為是法律推定

第三人為惡意，因而仍應依該準據法。 

 

第二款 德國 

 

德國民法施行法第十六條為夫妻財產制保護交易安全之規定，依其規

定：『配偶一方在德國有常居所，或在德國營業者，如其夫妻財產制適用

他國家之法律時，民法第一千四百十二條規定準用之；該外國之法定夫妻

財產制，視同約定之夫妻財產契約（第一項）。民法第一千三百五十七條

於在德國所為之法律行為，民法第一千三百六十二條於位在德國之不動

產，民法第一千四百三十一條、第一千四百五十六條於在德國所為之營業

行為，依其情形適用之，但以其規定較外國法有利於善意之第三者為限（第

二項）』108。德國民法典第一千四百十二條之適用，是以該夫妻依德國法

                                                 
108 德國民法第一千四百十二條規定：『配偶雙方排除或變更其法定財產制者，就其一方與第三人

所為之法律行為，以該行為作成之時其約定財產契約已於該管區法院之夫妻財產登記處登記，或

該契約已為第三人所已知者為限，得以之向第三人主張對抗該法律行為；就配偶之一方與第三人

間之確定判決，以訴訟繫屬當時，其約定財產契約已登記或為第三人所已知者為限，得對抗該確

定判決（第一項）。配偶雙方以約定財產契約廢止或變更其於夫妻財產登記處所登記之關於夫妻

財產關係之規定者，亦同（第二項）』。第一千三百五十七條規定：『夫妻之任何一方，為適當滿

足其家庭之日常需要，得為其效力及於他方配偶之行為。夫妻雙方因該行為而取得權利並負擔義

務，但依其狀況，另有其他情形者，不在此限（第一項）。一方配偶得為其效力及於他方配偶之

行為之權限，該他方配偶得限制或排除之；其限制或排除欠缺充分之理由者，監護法院應依請求

廢止之。其限制或排除，僅於第一千四百十二條規定之限度內，有對抗第三人之效力（第二項）』。

第一千三百六十二條規定：『為夫之債權人或妻之債權人之利益，推定夫妻之一方或雙方占有之

動產屬於債務人所有。夫妻分居而該物在非為債務人之一方配偶占有中者，不適用此項規定。無

記名證券及經空白背書之指示證券，視為動產（第一項）。專供配偶一方個人使用之物，就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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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財產制為前提，民法典施行法第十六條第一項擴張該交易保護，及於依

他國之夫妻財產制。因此，配偶一方在德國有常居所、而其夫妻財產制應

適用他國法律時，除其夫妻財產制已登記或為第三人所已知者外，不得對

抗善意第三人。此時該準據法對第三人而言，乃是抗辯事由，換言之，若

適用外國法較為有利，第三人亦得不予排除。又，排除該準據法之適用後，

與第三人之關係應依德國之法定財產制。 

 

第三款 瑞士 

 

依瑞士國際私法第五十七條規定：『夫妻財產制中，一方配偶與第三人

之法律關係，應依其法律關係發生時，該配偶住所地之法律定其效力（第

一項）。但如在法律關係發生時，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其夫妻財產制之

準據法者，應依該法律定其效力（第二項）』。本條規定在於保護交易安全，

以客觀上明確易知之住所地法定其效力，只有在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其

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時，依該準據法之效力。 

 

第四款 日本 

 

 日本在法例改正前關於保障交易安全之規定，係求之於該國民法第七
                                                                                                                                            
相互間及其與債權人之關係，推定為屬於該一方配偶之所有（第二項）』。第一千四百三十一條：

『管理共同財產之一方配偶，允許他方配偶得獨立營業者，就該營業所生之法律行為及法律爭

議，無須得該一方配偶之同意。與該營業有關之單方法律行為，應向該營業之配偶為之（第一項）。

管理共同財產之一方配偶，知他方配偶營業之情事而未異議者，視為允許其營業（第二項）。異

議及允許之撤回，僅於第一千四百十二條規定之限度內，對於第三人發生效力（第三項）』。第一

千四百五十六條：『配偶之一方允許他方配偶得獨立營業者，就該營業所生之法律行為及法律爭

議，無須得該一方配偶之同意。與該營業有關之單方法律行為，應向該營業之配偶為之（第一項）。

配偶之一方知他方配偶營業之情事而未異議者，視為允許其營業（第二項）。異議及允許之撤回，

僅於第一千四百十二條規定之限度內，對於第三人發生效力（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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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條規定，即：『外國人締結與夫本國之法定財產制不同之約定財產制，

於婚姻後取得日本國籍或在日本定其住所，若於一年內未登記該契約，在

日本不能對抗該夫妻之繼承人及第三者』。但該規定卻極為簡陋，特別是

將交易安全限於與夫本國法定財產制相異之財產契約的情形，倘依夫本國

之法定財產制或與夫本國法定財產制內容相同的財產契約，則非交易安全

保護的對象。但是和夫妻交易的第三人，並不容易知悉外國的法定財產

制，因此對於交易安全保護並不周到。另外，依該條規定，如尚未登記是

在一年內，能否對抗的問題，解釋上有分歧。再者，外國法之夫妻財產契

約因未登記而不能對抗的情形，應主張日本之法定財產制或夫本國之法定

財產制，學者也有不同見解109。 

 法例修正時，刪除民法第七五七條，由新法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

取代，即：『依外國法之夫妻財產制，關於在日本作成之法律行為及在日

本之財產，不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就此情形，與該第三人間之關係，

其夫妻財產制依日本法（第二項）。依外國法所定之夫妻財產契約，經於

日本登記者，得以之對抗第三人，不受前項規定之拘束（第三項）』。其規

定之旨趣如下。若夫妻財產制適用外國法，關於在日本之法律行為或在日

本之財產，對於以日本法為前提而交易之第三人恐有突襲之虞，因此為了

保護交易安全，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此種情形下，依外國法之夫妻財產制

不能對抗善意第三人。在日本有無財產之判斷，是以該交易當時的時點為

考量，不考慮之後所在地國的變動，至於日本是否為行為地之判斷，則由

法例第九條決定110。再者，日本人夫妻締結與法定財產制內容相異之夫妻

財產契約，則其在日本之法律行為，若依民法第七百五十六條規定登記，

得以對抗夫妻之繼承人及第三人，故依第十五條第三項，基於外國法所締

結之夫妻財產契約的情形，若預先在日本登記，也能對抗第三者。但該項

                                                 
109 溜池良夫，前揭書，頁 432。 
110 石黑一憲，《国際私法【新版】》，有斐閣，1990 年 6 月新版，頁 388。 

 60



只限於夫妻財產制契約，至於外國法上之法定財產制即使登記也不能對抗

第三人，此乃因為在登記簿上記載包含判例法之外國法內容是有困難的，

且可能有法律修正（包含判例變更）之情形，因此，要經常反映最新的外

國法內容，在技術上實有困難之故也111。 

 

第五款  分析檢討 

 

 不管是上述客觀連繫因素變更時，應採取變更主義或不變更主義之問

題，或依當事人之意思變更準據法，新準據法之適用是否溯及既往之問題

上，都只限於夫妻內部之財產關係。至於涉及第三人時，由於所保障者乃

是交易當時之交易安全，故在認定準據法時，應一律以交易時點作為認定

基準。此在瑞士國際私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有明文規定，日本法例第十五

條雖無明文規定，但該條所謂『在日本所為之法律行為』，解釋上依交易

時點判斷並無疑問，至於所謂『在日本之財產』，學說上也認為應就交易

時點位於日本之財產判斷之，而不論之後所在地之變動。德國民法施行法

第十六條也應作如此解釋。 

再者，關於上述立法例之比較，最值得探討的是基於交易安全而排除

適用外國法後，究應直接適用內國法，還是另依衝突法則決定準據法，各

國立法例上容有不同見解，前者為德、日所採，後者則受到瑞士法的支持。

然而，內國法或法庭地法之適用應作為窮極之策，倘一有疑問，即依法庭

地法，實不符合國際私法之主要方針，且德國與日本之規定，只拘泥於保

障『內國』之交易安全，因而不乏學者批評112。以日本法為例，如夫妻財

                                                 
111 道垣內正人，《ポイント国際私法各論》，有斐閣，2000 年 11 月初版，頁 143-144；溜池良

夫，前揭書，頁 433。 

112 石黑一憲，前揭書，頁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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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制之準據法並非日本法時，在其與善意第三人之交易關係中，只因行為

地碰巧是日本，身為法庭地國的日本直接以日本的夫妻財產制作為依據，

是否合理，不無疑問。更甚者，若非關於在日本作成之法律行為或在日本

之財產，而在日本訴訟的情形，第三人仍無法受到保護。 

因此，比起於德、日只拘泥於保護『內國』之交易安全，瑞士國際私

法第五十七條規定夫妻一方與第三人之法律關係，應依其法律關係發生

時，該配偶住所地之法律定其效力，著實為一較佳之立法方式。另外，有

學者認為應將夫妻視為一體，並區分為內部關係與外部關係，與第三者的

關係為外部關係（與代理的外部關係同），而應依交易行為之準據法。亦

即，在個別案例涉及夫妻財產制的問題時，並非直接地與其他爭點分開（準

據法選擇上事實的分開），而另外決定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毋寧應該認

為包含這些爭點在內，一起由外部關係之準據法規範。雖然如此，由於交

易關係的準據法大概不會有明示的指定，故也要透過充分的觀察夫妻生活

狀況等，決定所謂外部關係的準據法，因而主張者也認為其見解實與瑞士

的規定相去不遠113。綜上所述，從保障交易安全之全面性來看，應以瑞士

立法例較為妥當。  

 

第二項  第三人之範圍 

 

上述所舉之立法例，均將交易安全保護之對象應限於善意之第三人，

乃是基於夫妻間之利益及第三人利益之平衡兼顧。然而善意之範圍為何，

是否包含所有不知情之情況？以下舉出三種可能情形。第一，不知道是外

國人或在外國有常居所之事實，或不知道該夫妻有指定夫妻財產制之準據

法。第二，雖然知道是外國人或在外國有常居所之事實，或知道該夫妻有

                                                 
113 石黑一憲，前揭書，頁 38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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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但是不知道該夫妻財產關係應適用外國法之夫

妻財產制。第三、雖然知道該夫婦適用外國法之夫妻財產制，但卻不知道

該外國法具體的內容。 

 對此，有學者114認為應適用何一準據法或該準據法之內容為何，相對

人並不容易知悉，因此這裡所謂的善意，除了不知道連結點或準據法選擇

之事實外，例如，即使知道夫婦為外國人，但不知道準據法為外國法或不

知道該外國法之內容時，也不能認為是善意。倘依此一見解，則上述之三

種情形，第三人均得認為是善意。 

然而，多數學者115仍認為善意的對象應只限於不知道連結點或準據法

之事實，至於不知道外國法的內容（法的不知）則不包含在『善意』之內。

亦即，如果知道夫妻的國籍、常居所這些連結點或準據法選擇的事實，視

為知道國際私法上應適用之準據法，及該準據外國法的內容。因此，上述

第二個及第三個情形是惡意，只有第一個情形是善意。蓋雖然依一般常

識，不知道國際私法之規定甚至是外國法的內容是很正常的，但正面肯定

這種法的不知，則對於以各國法律地域性的適用關係作為決定國際私法法

則之國際私法秩序，其結構的基礎卻會被否定，且以交易者會事先檢查登

記制度作為前提，而在已登記之情況下以法律上推定第三人為惡意之規定

（如日本法例第十五條第三項），也會失其正當化依據。準此，應以多數

說為可採。 

                                                 
114 澤木敬郎、道垣內正人，《國際私法入門》，頁 108；轉引自道垣內正人，前揭書，頁 147。 
115 南敏文，《改正法例の解說》，前揭書，頁 84；左野寬．《基本法コンメンタール国際私法》，

頁 100；轉引自道垣內正人，前揭書，頁 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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