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我國現行規定之檢討及未來立法方向 

 

第一節 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規定 

 

 我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為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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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國國際私法紛紛改弦更張之際，實有加以檢討之必要。 

 現行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規定：『夫妻財產制，依結婚時夫所

屬國之法。但依中華民國法律訂定財產制者，亦為有效（第一項）。外國

人為中華民國國民之贅夫者，其夫妻財產制依中華民國法律（第二項）。

前二項之規定，關於夫妻之不動產，如依其所在地法應從特別規定者，不

適用之（第三項）。』其中第一項本文採取本國法主義與不變更主義，第

一項但書則為其本文之修正，第二項係招贅婚之夫妻財產制，第三項則為

不動產所在地法優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規定。針對本條之規定，分析如

下。 

 

第一項  以本國法主義為原則 

 

 我國對於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係採當事人之屬人法，而關於具有屬

人法性質之身分、能力等問題，我國則是採本國法主義，此從涉外民事法

律適用法第一條之立法理由謂：『人之行為能力始於何時，及其限制、喪

失等問題，與當事人本國之社會情況相關最切，故應依本國法』，可知。

因此，夫妻財產制既被視為屬人法事項，自應以本國法為立法主義。又，

夫妻如具有相同國籍，其本國法之認定自無問題，但如夫妻之國籍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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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應以夫或妻之國籍為準，即有疑問。立法當初或許是基於夫妻國籍單一

主義，妻因結婚而取得夫之國籍1，夫之本國法即夫妻共通之本國法，因而

在此背景下，第十三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夫妻財產制，依結婚時夫所屬

國之法』，在當時時空背景下，即無不妥之處。 

 然而，近來提倡男女平等之觀念，國籍法也開始肯認夫妻國籍獨立原

則2，國際私法上採行夫之本國法主義，不免遭致男女不平等之批評，此在

以往同樣採取夫之本國法主義的德國及日本曾引起廣泛討論。認為不違反

男女平等者認為，男女平等之原則是指男女之實質平等，而非形式平等，

國際私法上關於準據法指定之男女平等只不過是後者而已，蓋國際私法只

不過是對於個別法律關係，指示應適用之準據法，男女實質上是否平等，

應依直接規範權利義務關係之實體法內容決定，故適用夫之本國法，未必

對妻不利，有時反而對妻較為有利3；又，採取夫之本國法主義者，對於夫

妻財產制準據法多採取不變更主義，以避免夫透過變更連繫因素之方式，

適用對其有利之準據法。對此，反對說則認為任何人對於自己之本國法最

為清楚的，也會覺得本國法比起其他法秩序更適合自己，並多少以之為其

行動之基準，因此適用自己的屬人法往往是對自己比較有利的；再者，國

際私法上之正義與實質法上之正義並不相同，國際私法上準據法之決定

上，必須與實質法的正義分離考量，僅就其本身符合男女平等原則來決定

4；又，適用夫之本國法雖然不一定對妻不利，但為何不適用妻之本國法，

                                                 
1 例如，依我國於民國 18 年 02 月 05 日公布之國籍法第二條第一款，為中國人妻者取得中華

民國國籍，但依其本國法保留國籍者，不在此限。 
2 以我國為例，國籍法於民國 89 年 02 月 09 日修正公布後，即刪除上述第二條第一款妻因結

婚而取得夫之國籍之規定。 
3 溜池良夫，《国際私法と兩性平等》，載於民商法雜誌，第三十七卷第二號，頁 3 以下；轉引

自鳥居淳子，《国際私法と兩性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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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4 溜池良夫，前揭文，頁 10；轉引自鳥居淳子，前揭文，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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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說卻難以自圓其說，此一不考慮妻之本國法之點，被批評為是承認家父

長制之國內實質私法的投影5。 

 上述爭論中，隨著認為違反男女平等者逐漸佔上風，德國國際私法與

日本法例於修正時即刪除以夫本國法為準據法之規定，而我國學者6對於涉

外民事法律適用法中採行夫之本國法之立法方式，亦多認為其違反男女平

等主義。又夫妻財產制同時具有財產法與身分法之雙重性質，依屬人法主

義下之本國法主義決定其準據法，僅偏重其身分法之性質，忽略其財產法

之面向，亦值商榷。因此，第十三條第一項前段在立法上實有必要予以檢

討、改進。 

 

第二項  不變更主義之採用 

 

為配合夫之本國法主義，避免夫於結婚後任意變更國籍，改變夫妻財

產關係，因而影響妻或其他利害關係人之法益，我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

第十三條規定：『夫妻財產制，依結婚時夫所屬國之法』，即採不變更主義。

然而，妻或第三人之利益會因夫任意變更國籍，而遭受侵害之缺點，嚴格

而言，不是採取變更主義所當然導出之結果，而是優先適用夫之本國法之

前提下的產物7，因此隨著夫之本國法主義受到批判，以之作為採取不變更

                                                 
5 溜池良夫，前揭文，頁 5-6；轉引自林秀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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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註 9。 
6 蘇遠成，《國際私法》，五南圖書出版，2002 年 10 月五版，頁 301-302；林秀雄，《涉外民事

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之研究》，前揭書，頁 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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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年 5 月初版，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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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7 林秀雄，《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之研究》，前揭書，頁 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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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之理由，亦有修正之必要。但是否即應採變更主義，則有疑問，從上

述各國立法之比較可知，雖然刪除以夫本國法為準據法之立法方式，但對

於應採取變更主義與不變更主義，各國規定並不一致。不論如何，以避免

夫任意變更連繫因素此一理由作為不變更主義之依據，已有重新檢討之必

要。 

 

第三項  得依中華民國法律訂立財產制之規定 

 

現行第十三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但依中華民國法律訂立財產制者，亦

為有效』。其立法理由謂：『按夫妻財產制，能否於婚後變更，各國立法例

原不一致，有認為結婚前所訂立之財產契約，嗣後絕不許變更者，有認為

當事人得於婚前或婚後，選定其財產制，並得依一定之方式變更或廢止之

者，我國民法係採後一立法例（見民法第一００四條以下）。依此原則，

倘有於結婚後，依中華民國法律訂立財產制者，就中國法之立場觀之，亦

難否認其效力，故現行法特增設但書，以期符合我國民法之精神』8。蓋夫

妻就夫妻財產制，得否以契約約定，其約定之時期及內容是否受限制等問

題，原應依結婚時夫所屬國之法，但依本條但書之規定，當事人如依中華

民國法律，約定夫妻財產制者，亦為有效。該項但書規定之意旨，係在貫

徹我國民法規定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以契約就民法所定之約定財產

制中，選擇其一，為其夫妻財產制之自由精神。換言之，現行法是以法庭

地法中有關夫妻財產制自由之規定，修正本國法主義與不變更主義之缺點

9。但法庭地法在涉外民事案件的適用基礎，通常是事涉內國公序良俗之保

護，而將夫妻財產制視為具有足以排除外國法適用的公序良俗之性質，學
                                                 
8 陸東亞，《國際私法》，頁 242；轉引自林秀雄，《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之研究》，

前揭書，頁 228。 
9 陳榮傳，《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研究》，前揭書，頁 26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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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多認為並不妥當10。 

或有學者將之與德國一八九六年修正前之民法施行法第十五條第二項

相比，依其規定：『夫於婚後取得德國國籍，或外國人夫妻於內國有住所

時，夫妻財產制，依結婚時夫之本國法。但，夫之本國法縱然禁止訂立夫

妻財產契約，夫妻亦可訂立之』，並主張我國雖未如德國般明顯的採取住

所地法主義，但通常會依中華民國法律訂立夫妻財產契約之夫妻，多與中

華民國有關係，其中又以於中華民國有住所之外國人夫妻與中華民國關係

最為密切，因此，仍隱約可以找出住所地法主義之色彩11。如此費心解釋

的目的，主要是基於住所地法主義比起本國法主義更能保障第三人之利益

與交易之安全，因此認為該項是藉由採取間接的住所地法主義及有限制的

變更主義，以保護內國交易之安全12。然而，從條文文義或立法理由並無

法看出保護交易安全之意旨，縱使肯定其保護之功能，但是否依中華民國

之夫妻財產制訂立，完全取決於夫妻之意思，如夫妻不願訂立，亦無法強

制之，對於保障交易安全仍有不足13。因此，第十三條第一項但書修正本

國法主義與不變更主義之規定，不論是基於配合民法夫妻財產契約之目的

或保護交易安全之目的，均有重新檢討之必要。 

 

第四項  招贅婚之夫妻財產制 

 

 我國民法將婚姻區分為兩類，即嫁娶婚與招贅婚，涉外民事法律適用

法第十三條第二項即是招贅婚之立法方式，其規定：『外國人為中華民國

國民之贅夫者，其夫妻財產制依中華民國法律』。本項僅規定外國人為中

                                                 
10 蘇遠成，前揭書，頁 308；陳榮傳，《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研究》，前揭書，頁 268。 
11 林秀雄，《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之研究》，前揭書，頁 227。 
12 林秀雄，《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之研究》，前揭書，頁 226、228。 
13 林秀雄，《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之研究》，前揭書，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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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國民之贅夫之情形，有學者認為對於未明文規定的中華民國國民為

外國人之贅夫，及外國人為外國人之贅夫之情形，解釋上應認為係法律漏

洞，而應類推適用同條第一項之規定，即原則上以妻結婚時所屬國之法為

準據法，但依中華民國訂立財產制者，亦為有效14。惟管見以為，第十三

條第一項既未區分招贅婚與嫁娶婚，則關於中華民國國民為外國人之贅

夫，及外國人為外國人之贅夫之情形，直接適用第一項即可。換言之，第

二項規定主要是基於保護中華民國人之利益，而設之例外規定，若不屬於

該項之情形，則回歸第一項之原則，並無法律漏洞的問題。 

 關於本項之規定，有學者認為其實際上隱含有住所地法主義之色彩，

蓋其立法理由謂：『外國人為中華民國國民之贅夫者，應以妻之住所為住

所（民國八十七年修正前民法第一千零二條規定），且其妻多未喪失中國

國籍，關於夫妻財產制，如適用中國法，則於其利益之保護，較能周密，

其理由與現行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二條之情形相同』。亦即，外國人

為中華民國國民之贅夫者，應以妻之住所為住所，則該夫妻於中華民國有

住所，故適用中華民國法律作為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即相當於夫妻之住所

地法，如此解釋之主要目的乃在透過住所地法主義，解釋本條具有保護交

易安全之功能15。但有認為贅夫以妻之住所為住所，乃是依妻之本國法，

即我國民法規定而得之結論（民國八十七年修正前民法第一千零二條規

定），並非即改採住所地法主義之徵兆16。且在外國人為中華民國國民之贅

夫之情形，依我國法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住所地之決定

與夫妻財產制準據法都是依中華民國法律，但並非因而得出夫妻財產制之

準據法即為住所地法之結論。例如，日本人A為中華民國國民B之贅夫，依

第十三條第二項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律，至於住所之決定依

                                                 
14 陳榮傳，《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研究》，前揭書，頁 270。 
15 林秀雄，《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之研究》，前揭書，頁 228。 
16 陳榮傳，《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研究》，前揭書，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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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後段規定應依中華民國法律，而依修正前之一千零二條規定以妻

之住所為住所，若B將住所設在日本，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即非住所地法。 

因此，本條並非為交易安全所設之例外，而是為維持嫁娶婚與招贅婚

之形式。然而，婚姻是兩人為共同生活、彼此扶持而設之制度，無庸有嫁

娶或招贅婚之分，贅夫婚姻制度之存在，徒然予以男女平等之假象及藉

口，民法已於民國八十七年修正時廢除此一觀念17。因此，涉外民事法律

適用法第十三條第二項亦有隨之修正之必要。 

 

第五項  不動產所在地之例外規定  

 

 我國關於夫妻財產制原則上是以夫之本國法作為單一之準據法，無論

是動產或不動產，亦不論其所在何處，一律依夫之本國法。然而，當夫妻

財產制準據法之內容與不動產所在地之法律不同時，是否需考量不動產所

在地之強制規定，則有不同見解。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第三項採

肯定見解，其規定：『前二項之規定，關於夫妻之不動產，如依其所在地

法應從特別之規定者，不適用之』。立法理由謂：『夫妻財產制，屬於婚姻

效力之一端，原則上固依屬人法則，從夫妻之本國法，惟財產制有關不動

產之部分，尚須顧及不動產所在地之強制規定，以免窒礙難行，故增設本

文』。此一規定，學理上稱之為『屈服條款』18。對此有學者認為其規定，

或是自覺本國國際私法之缺陷，或是顧慮不動產所在地之強制規定，於方

                                                 
17 參照民國八十七年民法第一千條及第一千零二條之修正理由。 
18 但有認為所謂的『屈服條款』，依早期波蘭、德國之立法例，是以不動產所在地國之國際私法

為優先，再依當地之國際私法之規定決定準據法。而依我國現行法規定，不動產所在地之所以被

適用，乃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所致，與不動產所在地之國際私法如何規定無

關。換言之，依該項規定適用不動產所在地法時，乃適用其實體法，而非國際私法。因此本條項

之性質，近似英美法上之動產不動產區別主義，而與『屈服條款』相去較遠；參照陳榮傳，《夫

妻財產制準據法之研究》，前揭書，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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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上，才設置屈服條款，並非合理主義下之產物。就前者而言，毋寧應於

國際私法之立法上作全盤的檢討與改革19；就後者而言，以下區分三種情

形討論之。 

一是關於判決之實效性問題，原本夫妻財產制所準據之法律，如何於

不動產所在地實現，乃是外國判決之承認與執行的問題。例如，依我國民

事訴訟法第四百零二條及強制執行法第四條之一的規定，除非該判決之內

容或訴訟程序違反公序良俗，否則無庸再進行實質審查，因而即使外國判

決所適用之準據法違反我國國際私法準據法則之規定者，仍無礙於判決之

承認與執行20。但在不動產情形時，依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十條，物之所在

地國對於其領土內之物權，有專屬管轄之規定，則在他國依其內國國際私

法所為之判決，即有不被承認之可能（民事訴訟法第四百零二條第一項第

一款），因此有認為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第三項之設，是基於所

在地法對於其領土內之物權有專屬管轄之故，如不承認所在地法之權威，

貿然以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規定，予以判定，對於判決之承認與執行會有

困難21。固然，準據法問題、國際裁判管轄問題與外國判決的承認問題係

三位一體，必須整體觀察，始能正確的保握研究重點22，但其中的連繫關

係並不妨礙其區別的認識，國際裁判管轄權之問題與準據法之決定問題並

不相同，上述說法無異是以法庭地之選定作為準據法之依據，並不妥當23。

                                                 
19 林秀雄，《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之研究》，前揭書，頁 231。 
20 劉鐵錚、陳榮傳，《國際私法論》，前揭書，頁 725-72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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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年出版，

頁 89。 

22 石黑一憲，《國際私法と國際民事訴訟法との交錯》，有信堂高文社，1988 年 7 月初版，頁

185；轉引自郭豫珍，《國際管轄權與準據法研究體系的區別與連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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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23 誠如學者所云，管轄權之確定與準據法之選擇在法律邏輯上係屬完全不同的步驟。前者係所謂

『司法管轄』，其政策考量乃在於由何國法院審理該涉外案件，始具有『合理基礎』，能使裁判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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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透過判決之承認與執行，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相關規定仍可能於不

動產所在地實現。 

二是關於登記制度之問題，例如夫妻於不動產上設定某種不為所在地

法所承認之物權，或設定僅該夫妻財產制中特有的物權等是，其物權即無

法為所在地法所承認。惟對於不動產可否設立某種物權，應定性為物權關

係，依物權之準據法即物之所在地法決定，如此在登記制度上當不致有所

扞格。 

最後，若夫妻財產制準據法與不動產所在地法之衝突，無法透過上述

二種方法解決時，也有見解認為可以依適應問題，對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

所規定之物權，於不動產所在地上加以承認24。此部分將另於第六章再做

說明。 

是以在外國立法例上，本來設有屈服條款之捷克及波蘭之國際私法，

已於一九六四年及一九六六年修正時刪除25，目前只剩下德國仍保留該規

定。但與我國不同者，德國之屈服條款於新法修正後，移至第三條第三項，

適用於所有親屬及繼承事件，蓋如繼承問題，也會發生繼承準據法與不動

產所在地法衝突之問題，我國為何單獨只就夫妻財產制準據法設置屈服條

款，立法理由上並無明白說明。因此，在立法論上，我國是否有必要採取

此一立法，又即使採之，是否只限於夫妻財產制之問題，均有全盤考量之

餘地。 

 再者，雖然立法理由並未提及，但一般認為不動產所在地法之適用具

                                                                                                                                            
平而有效率，其不僅要考慮到良好的審判，在很大的程度上也需兼顧訴訟當事人，尤其是被告的

方便；反之，準據法的選擇則指『立法管轄』，其政策考量則在於適用何國之實體法，才能圓滿

的解決該涉外事件的生活關係，其所考量的因素係較普遍而一般性；參見郭豫珍，前揭文，第

112-113 頁。因此有管轄權之法院未必即為準據法所指向應適用準據法之國家的法院，反面言之，

無管轄權之法院也未必不能作為準據法所指向之準據法國。 

24 溜池良夫，前揭書，頁 318。 
25 林秀雄，《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之研究》，前揭書，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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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護交易安全之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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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最

能保障第三人之利益26。惟若夫妻之財產關係，僅止於夫妻之間，而與第

三人無涉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之結果，由幾個不同的法律來規律夫妻之

財產關係，對夫妻而言，既不方便且不符實際。因此，在立法上似可考量，

涉及第三人之法律關係或物權變動時，始應依不動產所在地法，僅存於夫

妻間之法律關係，仍應以夫妻之本國法為準27。換言之，倘認為不動產依

所在地法之目的在於保護交易安全，應將之限於涉及第三人時之財產關

係，較為妥當。 

 

第六項  保護交易安全之相關規定 

 

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往往牽涉第三人之權利關係，我國涉外民事法律

適用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前段，以結婚時夫之本國法主義為準據法，對於與

之交易之第三人而言，必須先知悉夫妻結婚時夫之本國法為何，及該國法

律關於夫妻財產制之實質內容後，方能充分保障自己的權益，然而此等調

查義務對第三人過於繁重，因此，設置保護規定誠屬必要。對此，我國涉

外民事法律適用法可謂無任何明文規定，或有學者將第十三條第一項但書

及第二項規定解釋為含有住所地法主義之意義，因而具有保護交易安全之

功能，然而其不當之處，已如上述。另外，同法第十三條第三項依不動產

所在地法之特別規定，一般認為此主義乃最具有保護交易安全之功能，但

我國之立法理由卻未提及，且其未將夫妻之間的財產關係，及涉及第三人

時之財產關係作區別，固然適用結果有利於第三人時，但學說上仍稱之為
                                                 
26 林秀雄，《夫妻財產制統一之必要性》，前揭書，頁 74。 

27 陳榮傳，《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研究》，前揭書，頁 274；林秀雄，《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

十三條之研究》，前揭書，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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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服條款』，並非保障交易安全之規定。 

因此，我國有學者將夫妻財產制保護交易安全之規定，求之於民法第

一千零七條：『夫妻財產制契約之訂立、變更或廢止，應以書面為之』，以

及同法第一千零八條第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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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並認為解釋上宜認為，除我國民

法所規定之法定夫妻財產制外，其他夫妻財產制在未經登記前，均不得對

抗第三人28。然而，上述說法誠有疑問，蓋我國民法之適用，乃以夫妻財

產制之準據法為我國法作為前提，換言之，如所指定之準據法非我國法，

而是依外國法之夫妻財產制或夫妻財產契約，即無上開規定適用之餘地。

另外，實體法上保護交易安全之規定是否能適用於涉外關係亦不無疑問。

例如，夫妻均為甲國國民，兩者於結婚時締結夫妻財產契約，約定夫妻間

所有財產均為共有，並依其內國法登記，之後夫獨自就位於我國之財產與

我國人民交易，就其夫妻財產之歸屬發生爭執的情形。此問題之準據法依

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前段規定乃為甲國法，如以該甲國法

規定夫妻財產契約經登記得對抗第三人，因而認為在甲國之登記得對抗我

國人民，對於交易安全甚為不利，蓋該夫妻財產契約之登記，在內國查閱

已有困難，更何況在外國之情形。因此，關於夫妻財產制保障交易安全之

規定，有必要在國際私法之立法上另設規定。 

 

第二節 修正草案與未來之立法方向 

 

 綜上所述，我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前段就夫妻財產

制之準據法，以夫之本國法主義為原則，且為避免夫任意變更國籍而影響

妻或第三人之權益，故同時採行不變更主義；另外，為配合我國民法之夫

                                                 
28 陳榮傳，《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研究》，前揭書，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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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財產契約及八十七年修正前招贅婚之規定，而有第一項但書及第二項之

規定；最後，為顧及不動產所在地之強制規定，針對夫妻之不動產在他國

之情形，於第三項設有屈服條款。然而，其規定之不當之處，已如上節所

述，民國九十二年十一月十一日司法院公告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修正草

案，對於該條即有若干修正。以下就相關條文及修正之要點分別說明之29。 

 

★第四十四條 

夫妻財產制，夫妻以書面合意適用其一方之本國法或住所地法者，依其合

意定其應適用之法律。 

夫妻無前項之合意或其合意依前項應適用之法律無效時，其夫妻財產制依

夫妻共同之本國法，無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

所地法時，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切地之法律。 

前二項之規定，關於夫妻之不動產，如依其所在地法，應從特別規定者，

不適用之30。 

★第四十五條 

夫妻財產制應適用外國法，而夫妻就其在中華民國之財產與善意第三人為

法律行為者，關於其夫妻財產制對該善意第三人之效力，依中華民國法律

                                                 
29 本草案係摘自九十二年十月二十八日司法院公告版本。 
30 修正理由：一、現行條文關於夫妻財產制應適用之法律，未能平衡兼顧夫妻雙方之屬人法，

有違當前男女平等之世界潮流，爰參考一九七八年海牙夫妻財產制準據法公約、德國民法施行法

第十五條、日本法例第十五條、義大利國際私法第三十條、瑞士國際私法第五十二條等立法例之

精神，兼顧夫妻財產制對於夫妻及交易第三人之重要性及影響，合併現行條文第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夫妻財產制得由夫妻合意定其應適用之法律，但以由夫妻以書面合意適用其一方之本國法或

住所地法之情形為限。二、夫妻無前項之合意或其合意依前項應適用之法律無效時，其夫妻財產

制應適用之法律，仍應與夫妻之婚姻關係具有密切關係，爰規定其應依夫妻共同之本國法，無共

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切地之法律。三、

現行條文第三項不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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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第一項  承認當事人合意選擇法律 

 

第一款  採取當事人意思自主之理論根據 

 

於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導入當事人自主，綜合學者見解，其理由大致

如下。亦即，一、夫妻財產制也具有財產法之性質，基於當事人有自由形

成其財產關係之權利，承認當事人自主是適當的；二、準用關於婚姻一般

效力之規定時，修正草案第四十三條採取階段的連結，但未必與當事人有

最密切關係，此外，於階段連結之最後一階，即最密切關連之法的認定，

判斷上並不容易，會造成夫妻財產關係之準據法不明確之問題，希望透過

當事人自主的方式，以資明確；三、就夫妻財產制準據法應採變更主義或

不變更主義，學說上迭有爭論，各國立法上亦各有擅場，本於尊重當事人

之意思，在立法上委由當事人決定是否變更準據法，可克服變更主義與不

變更主義之缺點。換言之，於變更主義下，變更客觀連繫因素所導致準據

法之變更，可能違反當事人對於財產關係固定性之期待；不變更主義下，

只有與過去有關連性之準據法，卻依然持續規範夫妻財產關係，可能導致

其財產關係無法適應新的環境。因此，容許當事人選擇準據法，可以滿足

其不同之需求；四、緩和夫妻財產制客觀連繫因素中本國法主義與住所地

                                                 
31 修正理由：一、本條新增。二、夫妻財產制應適用之法律，原應適用於夫妻之所有財產，但

如該法律為外國法時，其內容未必為與夫妻為法律行為之第三人所明知，故宜適度限制其對第三

人之適用範圍，以保護交易安全。夫妻財產制應適用外國法時，如夫妻就其在中華民國之財產與

善意第三人為法律行為，關於其夫妻財產制對該善意第三人之效力，即善意第三人與夫妻財產制

間之關係，因與內國之交易秩序關係密切，爰規定其應適用中華民國法律，以維護內國之交易秩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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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主義之對立；五、一九七八年海牙關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公約及各國

之立法，關於夫妻財產制有承認當事人自主之傾向，從國際私法統一的觀

點，我國宜跟隨此一立法趨勢，以達到國際判決一致之理想32。 

不過對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採取當事人意思自主，仍有如下之批評：

一、即使夫妻財產制具有財產法之性質，但仍屬於家族法的領域，允許當

事人選擇準據法並不妥當；二、若承認法選擇，婚姻之身分上效力準據法

與財產上效力準據法將無法一致；三、夫妻財產制是以夫妻間之物權變動

等處分權限之限制做為對象，婚姻財產上效力之當事人自治，必須以當事

人得於物權法之領域自治為前提。且若承認法選擇，將更加深總括準據法

與個別準據法間之衝突；四、第三人（包括子女與契約當事人）的利益也

必須考慮；五、所準據之實質法若廣泛的承認夫妻財產契約之可能性，就

可以回應夫妻財產關係自由形成的要求，從而並無容許當事人選擇準據法

之必要33。 

對於上述批評，肯定法選擇者則認為：一、夫妻財產制雖然是身分法

上的事項，但若只有婚姻關係的財產面成為問題時，貫徹客觀連結之理由

為何不無疑問；二、與婚姻身分上效力之準據法一致的要求也非絕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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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若擴大婚姻身分上效力準據法之法選擇，兩者不一致的情形也可能減

少；三、前述第三點以物權法之領域必須承認當事人自治為前提，方可承

認夫妻財產制之當事人意思自主，然此一論點是否可導出夫妻財產制法選

                                                 
32 南敏文，《法例の一部改正について》，前揭書，頁 39；溜池良夫，《国際私法講義》，有

斐閣，1993 年 4 月初版，頁 426；橫山潤，《国際家族法の研究》，有斐閣，1997 年 6 月初版，

頁 10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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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33 橫山潤，前揭書，頁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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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之否認，容有疑問。且與個別準據法之間的抵觸，可以說與法選擇的範

圍如何息息相關；四、關於第三人利益保護之問題，以外國法為準據法之

夫妻財產契約，各國多設有登記制度，故承認法選擇毋寧較能保護交易安

全與第三人之利益；五、即使夫妻財產制所準據之實質法允許當事人訂立

夫妻財產契約，但實質法在規範夫妻財產契約時，多未考量其涉外性，解

釋上亦無從期待之。例如，實體法規定締結夫妻財產契約限於結婚前，即

無法適用於某些涉外關係的案例。因此，以實質法上關於夫妻財產契約之

規定為依據，期待夫妻間財產關係的自由形成，確有困難34。 

因此，我國修正草案第四十四條第一項承認當事人得合意選擇法律之

規定，儘管修正理由僅提及參考外國立法例此一理由，但從上述正反意見

之思辨，上述法選擇制度應值得肯定。 

 

第二款  法選擇之對象 

 

一、量的限制說與無限制說： 

 

允許當事人合意選擇法律後，下一個問題即為是否對於所選擇之法律

附加量的限制。其考量之因素如下：一、容許法選擇規定之主要目的，在

於承認當事人有財產關係之形成自由，還是保障當事人對於財產關係的預

見可能性；二、考量當事人利益與第三人之保護，是否應該採取恣意的法

選擇；三、是否應該考慮財產關係清算時，有可能為法庭地國之國際私法

對於夫妻財產制所採用的連繫因素；四、是否應該考慮與繼承準據法間的

調和。惟一般而言，當事人會選擇的法律，除了其本國法、常居所地法或

不動產所在地法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可能性，不無疑問。再者，承認當事

                                                 
34 橫山潤，前揭書，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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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指定沒有客觀關連性的法秩序，其理由為何也必須說明。對此，學說

上認為左右立法最關鍵的因素，在於立法國的實質法對於夫妻財產契約承

認多大程度的自由，以奧地利國際私法為例，其國際私法第十九條之所以

對於當事人法選擇之範圍不設限制，實乃該國之實體法上對於夫妻財產契

約未設限制之故35。 

在我國法部分，首先，我國民法之夫妻財產制雖允許當事人得訂立夫

妻財產契約，但只容許在本法所定之約定財產制中選擇其一（民法第一千

零四條），此一實體法之規定反映在國際私法上，對於當事人法選擇的範

圍也應設有限制。此外，由於夫妻財產與通常之財產關係仍屬有間，可謂

與婚姻生活息息相關，且為避免合意選擇範圍漫無限制，影響交易安全。

故修正草案第四十四條第一項對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設有量的限制，誠值

贊同。 

 

二、當事人得選擇之準據法 

 

除了奧地利國際私法以外，多數國家對於當事人得選擇之法，均限於

與夫妻有關連性之法秩序，雖然各國立法例略有不同，但一般而言，不脫

夫妻一方之本國法、住所地法或常居所地法，以及不動產所在地法三種情

形。 

A、 夫妻一方之本國法 

一般而言，以本國法主義作為屬人法基準之國家，允許當事人選擇一

方之本國法作為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乃極為自然之事。即使是就屬人法

事項採住所地法主義之瑞士，也規定當事人得選擇一方之本國法，其理由

在於即使住所地法與本國法不同，當事人將來也可能有回到本國的意思。

                                                 
35 橫山潤，前揭書，頁 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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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考量當事人一方之本國有可能成為結婚後生活的重心，或夫妻可能

於結婚前已經在其本國累積相當之財產，從而允許當事人選擇一方之本國

法為準據法有其合理性36。 

又，所謂一方之本國法，於當事人具有雙重國籍的情形，應如何處理，

不無疑問。外國立法例上，如前章第二節所述，瑞士、日本等國均認為當

事人所有國籍所屬國之法，皆得成為法選擇之對象。至於德國民法施行法

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無明文規定，在學說上固然不無爭議，但基於同法

第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在解釋上得認為具有雙重國籍之一方，得於結婚

時選擇其一作為本國法（但以配偶亦為該國國民為限）作為婚姻效力之準

據法，並依第十五條第一項作為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 

相比之下，在我國法方面，由於我國修正草案第四十四條第一項，並

無如瑞士法之明文排除確認本國法之程序，且其文義係規定夫妻一方之

『本國法』，而非『有國籍之國之法』，也不能採取如日本法般之解釋，亦

無法如德國法般，透過選擇所屬國籍之一為婚姻效力之準據法，以間接決

定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因此，依我國修正草案第四十四條第一項選擇夫

妻一方之本國法，於當事人有多重國籍時，依文義解釋，仍必須先依修正

草案第二條判定其本國法為何。惟從立法論上而言，由於實務上認定何者

為當事人之實效國籍，往往不無困難，因此，基於避免認定上之困難，以

及尊重當事人之意思，是否擴大雙重國籍當事人得選擇之本國法的範圍，

不無探究餘地。然而，即使採取否定說，對於夫妻本國法之選擇，在解釋

上也多半不會有影響，蓋夫或妻得以該法選擇為由，同時承認與該國有最

密切牽連。換言之，以當事人所選擇之法作為法院判斷關係最切之國籍時

的依據，也可導出與肯定說相同之結論。 

B、 夫妻一方之住所地法或常居所地法 

                                                 
36 橫山潤，前揭書，頁 109。 

 80



即使就屬人法事項採取本國法主義之國家，也承認夫妻一方住所地法

或常居所地法之法選擇，其理由在於夫妻財產關係的問題，不能無視於當

事人生活環境的法律。我國修正草案第四十四條第一項允許選擇當事人一

方之住所地法作為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意即在此。然而，自從海牙國際

會議提倡以常居所地作為連繫因素後，各國立法例逐漸有以之取代住所地

之傾向，儘管其定義尚未統一，然而相較於住所，由於常居所地僅需客觀

上相當期間居住之事實，不需要認定當事人之主觀意思，認定上較為明

確、便利。因此，我國是否跟隨此一立法潮流，以常居所地取代住所地，

不無探討之空間。 

C、 不動產所在地法 

一九七八年海牙關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公約第三條及第六條、德國民

法施行法第十五條，以及日本法例第十五條等，均允許當事人選擇不動產

所在地法，其理由如下：一、依據德國法律委員會的提案，主要是考量外

國人夫妻取得位於德國之不動產時，其法律適用更為容易。若夫妻選擇德

國法，就沒有必要去審理外國夫妻財產制之各規定，例如是否有限制其中

一方之處分權，或該不動產是否依外國法成為財產共同制的要素37；二、

不動產可以說是夫妻財產重要的構成部分，容許國籍與常居所不同的夫妻

選擇不動產所在地法，尤其具有合理性；三、以英美法系為主之各國，對

於夫妻財產中之不動產，係依不動產所在地法，故即使欲使夫妻財產制適

用單一準據法，也不能無視於不動產所在地法之規定。然而，若如英美法

系國家般，以不動產所在地法作為客觀連結，往往會產生違反當事人的預

測的結果。蓋夫妻在不同國家擁有不動產的情形，通常無欲以複數的法律

規範財產關係。例如，個別財產制下生活的夫妻，單獨在國外取得不動產

的情形，若因為該外國法恰巧是採取共同財產制，該不動產即因而成為夫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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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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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的共同財產，此一結果未必是夫妻雙方所渴望的。又，與上舉之例相反，

共同財產制下生活之夫妻一方，在採行個別財產制之國家以共同財產取得

不動產的情形，若該不動產作為買主即夫妻一方的特有財產，卻可能對於

他方配偶遭受不測之損害。因此，上述客觀連結所帶來的問題，改為由當

事人決定是否選擇不動產所在地法，似乎較為妥當。換言之，夫妻財產關

係因不動產所在地之不同而依不同法秩序的結果，不外乎是當事人同意這

樣的規範，且也可以認為是當事人基於自己的判斷而接受的危險38。 

然而，與海牙公約、德國或日本立法例不同，我國修正草案第四十四

條第一項規定得選擇之法，並不包括不動產所在地法。此或許是因為修正

草案同條第三項設有屈服條款，若再承認當事人不動產所在地之法選擇，

也可能只是具文而已。蓋不動產所在地法之適用只有在與所指定之準據法

不同時才有意義，但此時依屈服條款乃強制的適用不動產所在地法，並不

因當事人是否選擇不動產所在地法而有所不同。又，不動產所在地法之法

選擇，一方面無法避免夫妻財產制準據法割裂適用之批評，且若準據法相

互間發生矛盾，婚姻關係解消時之清算恐怕會有困難39，此已非透過當事

人同意就可以克服之缺點。另一方面，是否依不動產所在地法係取決於當

事人之選擇，對於確保不動產權利關係之實效性，又能有多少期待？甚至

不如採取屈服條款。雖然本文亦不贊同屈服條款，但以法選擇之方式取

代，反而更不妥當。綜上所述，本文較贊成我國修正草案之見解。 

 

第三款  合意選擇之方式與實質要件 

 

關於合意選擇之方式，由於夫妻財產制往往於婚姻相當期間經過後才

會成為問題，準據法選擇之有無實有明確之必要，故各國多設有一定之方

                                                 
38 橫山潤，前揭書，頁 110-111。 
39 此為瑞士國際私法未納入不動產所在地之法選擇的理由；參照橫山潤，前揭書，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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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規定，我國修正草案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合意應

以書面為之，值得贊同。 

關於合意選擇之實質要件而言，依同條第二項規定：『當事人無前項之

合意或其合意依前項應適用之法律無效時……』之反面推論，本項之合意

應限於合意有效的情況。然而，修正草案第四十四條第一項僅規定合意之

方式，未規定其實質要件，因此，就夫妻間之合意是否有效的問題，應依

何一準據法，不無疑問。在解釋上可能有國際私法自體說與準據法說兩種

不同的見解。各國立法例中，如海牙公約第十條規定：『關於指定準據法

之夫妻合意之要件依所指定之法律』，以及瑞士國際私法第五十三條第一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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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採準據法說，學說上該說亦不乏支持者
40，惟此一見解實具有理論上之

矛盾，例如，當事人合意選擇某國法律為準據法，但當事人是否有合意以

及合意之有效與否發生爭議時，此時應由何國之法律決定？如適用該合意

選擇之法律為準據法，但該法律是否即為應適用之法律尚未確定，由其決

定合意有效與否，難免會發生循環論證。因此，有學者認為當事人準據法

指定行為之有效性不是依該國之實質法決定，而應依國際私法本身決定

41。亦即，指定準據法的意思表示有無瑕疵及其效果等等問題，應作為法

庭地國際私法之解釋問題而為合理的決定。至於在解釋上，則有學者認為

於準據法指定行為有重大錯誤時為無效，於有詐欺或脅迫情形時為得撤銷

42。 

 

                                                 
40 南敏文，《法例の一部改正について》，載於ジュリスト，第九四三號，1989 年 10 月，頁 39；

陳榮傳，《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研究》，前揭書，頁 269。 

41 劉鐵錚、陳榮傳，前揭書，頁 125；蘇遠成，前揭書，頁 221。 

42 溜池良夫，前揭書，頁 427、頁 33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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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法選擇之時間點與溯及效 

 

 修正草案並未限制法選擇之時間點，因此，夫妻得於結婚前或婚姻中，

隨時選擇或變更原來的準據法。又，即使所選擇之準據法與婚姻關係喪失

關連性，也不影響法選擇之效力，此乃採取變更主義下，基於尊重當事人

對財產關係之明確性與固定性之期望，所不得不為之解釋。於結婚後選擇

準據法的情形，其選擇之效力如何，不無疑問。從準據法之指定是依當事

人之意思來看，委由當事人決定新準據法是否溯及既往，不無其合理性。

然而若當事人無合意時，則應以溯及效較為妥當。此部分已於第二章第三

節第二項說明，茲不贅述。 

 

第五款  默示指定之容許與否 

 

又，當事人之指定是否包括默示指定的情形，修正草案雖未明文規定，

但管見以為應不包含默示指定的情形，其理由有三：一、默示合意與法院

推定當事人之意思難以分別，如承認之，可能導致修正草案第四十四條第

二項之規定，形同具文；二、夫妻財產制往往於婚姻相當期間經過後才會

發生問題，因此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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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修正草案

第四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合意應以書面為之來看，

其嚴格方式之要求，應解為不包括默示指定較為妥當。 

 

第六款  小結 

 

綜上所述，夫妻財產制與債之關係之準據法，雖都承認依當事人之意

思指定準據法者。但是兩者間仍有幾點不同。亦即：一、與涉外民事法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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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法第六條債之關係之準據法，以無限制說為通說43不同，當事人合意

指定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依修正草案第四十四條第一項則設有量的限

制，只能選擇夫妻一方之本國法或住所地法為準據法；二、於第六條之情

形，當事人之合意不需要特別之方式，但修正草案第四十四條第一項則規

定當事人之合意應以書面為之；三、於第六條之當事人自主，多數說承認

默示的指定，而修正草案第第四十四條第一項準據法的指定，應解為不承

認默示的指定為當；四、關於是否承認一部指定之問題，在第六條的情形，

我國甚少學者討論，於外國立法例或學說似以肯定說為有力說44。於夫妻

財產制準據法之情形，如一九七八年之海牙關於夫妻財產制公約第三條第

二項及第三項及第六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明文肯定得指定不動產之全部或

一部，適用不動產所在地法。德、日立法例未明文規定，雖然得否為一般

性之一部指定不無爭議，但至少就不動產之情形，肯定得為一部指定。然

而我國修正草案並不承認不動產所在地之法選擇，且基於夫妻財產一體之

和諧關係，故管見以為應採否定說為當。 

值得注意者，修正草案刪除現行法第十三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但依中

華民國法律訂立財產制者，亦為有效』之規定，蓋既然承認當事人之法選

擇，當事人得合意選擇我國法為準據法，並進而依我國法之法定財產制或

選擇夫妻財產契約，此一規定已無必要，且相較於現行規定，修正草案不

限於選擇中華民國之夫妻財產制，可避免過於重視法庭地法之批評。 

 

第二項  無合意或合意無效時之準據法 

                                                 
43 劉鐵錚、陳榮傳，前揭書，頁 126。 
44 海牙國際動產買賣準據法條約採取否定見解，但如EC契約債務準據法條約第三條第一項、德

國民法施行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則肯定當事人得就契約之全部或一部選擇準據法。日本學說亦以

肯定說為多數說。溜池良夫，前揭書，頁 344；出口耕自，《基本論点国際私法》，法学書院，

1996 年 4 月初版，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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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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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依屬人法主義，且採取夫之本國法主義，但此一夫之本國法主義，

被認為有違反男女平等之問題。因此，修正草案一方面於第四十四條第一

項規定當事人自主原則，以兼顧夫妻財產制之財產面向，另一方面於當事

人無合意或其合意無效時之情形，與婚姻一般效力之準據法相同，於第四

十四條第二項中，採取階段的適用夫妻共同之本國法、共同之住所地法及

與夫妻婚姻關係最切地之法律，以符合男女平等之要求。本文以下就其階

段連結之連繫因素，以及此一連繫因素變更時，對於準據法之影響等問

題，分別探討之。 

 

第一款  階段連結之連繫因素 

 

首先，依修正草案第四十四條第二項，客觀連繫因素決定之準據法，

第一順位為夫妻共同之本國法，關於共同本國法之判斷，於夫妻一方或雙

方具有雙重國籍的情形下，仍應先依國籍之『積極衝突』，即修正草案第

二條規定，判斷出當事人之本國法後，再判斷夫妻之本國法是否同一。第

二順位為夫妻共同之住所地，如前所述，是否有必要以常居所地取代，排

除當事人主觀意思認定之困難性，在立法論上值得探討。第三順位為與夫

妻婚姻關係最切地之法律，此一關係最切地之判斷，或可參考修正草案第

四十三條之修正理由，由法院依與夫妻婚姻攸關之各項因素，包括居所、

工作地、財產所在地及家庭成員生活地等因素，以其中關係最切地之法

律，為應適用之法律。然而，值得注意者，夫妻財產制之關係最切地，與

婚姻身分上效力之關係最切地，在判斷上卻不一定一致。換言之，就前者

之判斷，毋寧應更著重財產所在地之重要性。此外，例如夫妻從前共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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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法或住所地法，也可以作為判斷與夫妻關係最切地之法律45。再者，

於有雙重國籍的情形，被排除之非實效性國籍，仍可以作為具體個案中判

斷最密切牽連關係之標準。例如，夫甲同時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與日本國

籍，妻乙則為日本籍，兩人並無共同住所地，就其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而

言，首先，需先判斷甲之本國法為何，依修正草案第二條但書，採取內國

國籍優先主義，故應依中華民國法律，準此，甲、乙之本國法並非同一，

且兩者又無共同之住所地，從而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應依第三順位，即與

夫妻婚姻關係最切地之法律判斷，此時雖然夫之日本國籍在判斷本國法時

被排除，但仍不妨以日本法作為夫妻最密切牽連關係之判斷。 

 

第二款  變更主義之採用 

 

當上述連繫因素有所變動時，是否影響夫妻財產制準據法，向來有變

更主義與不變更主義二說。我國現行條文第十三條第一項：『夫妻財產制

依結婚時夫所屬國之法』，係採不變更主義，其之所以採取不變更主義，

主要理由有二：一、採夫之本國法主義時，避免夫任意變更國籍，選擇對

其有利之準據法，而侵害妻或第三人之權益；二、基於夫妻財產應具備固

定恆久之性質之要求，避免本已固定之夫妻財產制，突然因夫之國籍的變

更，由另一種夫妻財產制來規律夫妻財產關係，因而引起適用上的混亂與

困難46。在各國基於男女平等而修正夫之本國法主義後，第一個理由已不

存在，但對於應採變更主義或不變更主義，仍見解分歧，如海牙公約、德

國等立法例，認為第二個理由仍然存在，因此仍維持不變更主義，但瑞士、

日本之立法例，則係認為夫妻財產關係與現在之婚姻生活有較密切之關

係，因而採取變更主義。 
                                                 
45 南敏文，前揭文，頁 39；溜池良夫，前揭書，頁 419。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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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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主義與不變更主義各有其優缺點，變更主義之優點為不變更主義

之缺點，而不變更主義之優點亦為變更主義之缺點。我國修正草案第四十

四條第二項規定，未限制以結婚時作為判斷準據法之時點，故係採取變更

主義。雖然修正理由並未說明其理由，但參考日本學者之見解，主要是基

於變更主義較能適用與當事人有密接關連性之法律，亦即，在不變更主義

下，由於準據法只依結婚當時有關連之地判斷，故如當事人之後完全切斷

與該地之關連性，仍維持原準據法之適格性，並不妥當。尤其是採取不變

更主義，往往與『夫妻共同住所地』或『夫妻婚姻關係最切地之法律』在

判斷上無法配合47。因此，本文亦贊同採取變更主義之見解，詳細理由另

參照第二章第三節第一項所述。 

 

第三款  新準據法之適用是否溯及既往 

 

修正草案採取變更主義後，勢必面臨適用上之困擾，亦即變更後新準

據法之適用是否溯及既往之難題。若採取不溯及主義，一來會造成夫妻財

產關係複雜化，二來由於財產（尤其是動產）於何時取得，認定上不容易，

實際運作上會有困難。反之，若採取溯及主義，卻可能違反夫妻當初因為

預見往後的生活，因而決定財產關係之意思。兩說均有所不足，即使是採

取變更主義之瑞士及日本，對於該問題之見解也不一致。我國修正草案未

設規定，因此修正後應如何處理，實有賴學說之解釋。管見以為是否違反

當事人當初安排其財產關係之意思，不妨委由其決定，因此，為了避免認

定其取得時點之困難，原則上宜先採取溯及效，但如當事人當初對該財產

關係有所預見，且不欲新準據法之適用侵害其既得權，則得合意排除該溯

及效。 

                                                 
47 橫山潤，前揭書，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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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締結夫妻財產契約時之例外規定 

 

在變更主義下，當事人依客觀連繫因素所決定之準據法，締結夫妻財

產契約的情形，若準據法發生變更，該契約的命運似乎是依新準據法決

定。然而從當事人意欲財產關係固定化的觀點來看，應與法選擇的情形一

樣，不隨著準據法變更而變更。換言之，依客觀連繫因素所決定之準據法

下締結夫妻財產契約，可以說夫妻已經確認（即使不是選擇）該法為準據

法。此一見解在立法例上不乏明文規定，如瑞士國際私法第五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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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48。

我國修正草案雖然沒有對此明文規定，但從尊重當事人訂立夫妻財產契約

之意思，似也應如此解釋較為妥當。 

 

最後，應附帶一提的是，為了配合民法刪除招贅婚之規定，修正草案

刪除現行法第十二條但書及第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因此，將來準用婚姻

一般效力之準據法時，不區分是否為嫁娶婚或招贅婚，一律依相同之準據

法決定。 

 

第三項  不動產所在地之優先適用 

 

 現行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第三項：『前二項之規定，關於夫妻

之不動產，如依其所在地法，應從特別規定者，不適用之』，修正草案第

四十四條第三項，仍維持原條文，並未作任何修正。 

                                                 
48 橫山潤，前揭書，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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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項之規定，依立法理由及我國學者見解，主要是顧及不動產所在地

之強制規定，避免權利關係之實現窒礙難行。然而，從理論上而言，夫妻

財產制準據法與不動產所在地法間之衝突問題，或應將該問題本身定性為

物權關係，無適用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餘地，或屬於判決之承認與執行之

問題，由於所在地法通常不再進行實質審查，因而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規

定，於不動產之所在地也可以獲得承認。甚或無法透過上述二方式解決

者，也有見解認為可依適應問題，對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所規定之物權，

於不動產所在地也有承認之必要。 

從學者所舉之例觀之，設如夫妻一方之財產在外國( 婚姻成立當時夫

之本國以外之第三國) ，而依夫之本國法該財產應屬夫妻財產，然依該財

產所在地法，則非經一定手續，如登記等程序，該財產不得認為是夫妻財

產，例如，有A國籍夫妻之一方於結婚前，在B國取得土地者，依結婚時夫

所屬國之A國法，婚姻一旦成立，該土地即開始視屬夫妻二人之共有財產。

但依土地所在地之B國法則不然，非經讓與手續，該土地不得視為夫妻二

人之共有財產，仍屬於該一方配偶之單獨所有。若就該土地之所有權歸屬

在我國提起訴訟，仍需經依該財產所在地法( B國法 )具備一定手續，該財

產始得認為是夫妻財產，否則，依夫之本國法( A國法 )雖屬夫妻財產，仍

等於無。職此之故，德國國際私法學者齊特爾曼( Zitelmann) 乃謂：「財產

準據法，需經特別準據法之承認，始得存在」
49。換言之，依學者之見，

有必要一併斟酌個別財產之準據法，否則該權利關係之實現，勢將窒礙難

行。然而，若該不動產之問題，僅於夫妻之間發生問題時，依判決之承認

與執行不得為實質審查之原則，所在地國B國承認我國之判決，認為該財

產為夫妻共有，並無不妥，但若涉及第三人時，此時則應依所在地法50。

                                                 
49 蘇遠成，前揭書，頁 309-310。 
50 另舉一類似之案例，如依夫妻之本國法，夫妻之所有財產，均推定為夫所有，一方之處分行

為須得他方之承認，始生效力；但不動產所在地為了保護交易安全，規定一切均以登記之狀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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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此時所在地法之適用，乃是基於保護交易安全之理由，且限於該財產涉

及第三人時始有適用，與本項之立法目的在於確保權利關係之實現，且其

範圍不限於涉及第三人始有適用，已經所不同，故於修正草案第四十五條

新增保護交易安全之規定後，透過本項規定保護交易安全，更屬不必要了。 

 

第四項  保護交易安全之規定 

 

現行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對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保護交易安全之規定

付之闕如，此在修正草案關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修正，採取了包含密切

關連法之階段性連結方法，且也承認準據法的選擇制度之下，準據法對於

與夫妻交易的第三人益發不明確，對於第三人之保護也就更屬必要。因

此，修正草案第四十五條：『夫妻財產制除應適用中華民國法律，或夫妻

財產制契約在中華民國登記者外，關於在中華民國所為之法律行為及在中

華民國之財產，不得對抗善意第三人。前項不得對抗之行為與財產，依中

華民國法律』，新增保護交易安全之立法，值得贊同。但仍有幾點疑慮，

以下分別說明。 

首先，依修正草案之規定，保護之對象乃是第三人為善意之情形，如

第三人為惡意，則無予以保護之必要。但對於夫妻財產契約而言，本草案

則是採取登記對抗制度，亦即透過登記制度，第三人既處於可得而知之狀

態，乃推定第三人會事先檢查登記制度，可以認為是以法律推定第三人為

惡意。惟學者多認為所謂使一般大眾得知夫妻財產之內容及效力之登記制

度，在目前，非惟尚未普遍於國際社會，且此一公示方法易流於形式，而

                                                                                                                                            
準，未經登記者，無對抗第三人之效力，此時夫妻之本國法即對該不動產之交易，不可能發生規

範作用。就此問題，陳榮傳教授也認為應區分僅存於夫妻間之法律關係或涉及第三人時之法律關

係而定，前者應以夫妻之本國法為準，後者則應依不動產所在地法。參照陳榮傳，《夫妻財產制

準據法之研究》，前揭書，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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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者，亦屬不多，實際功能不彰51，對於第三人之保護仍不周到。此乃

涉及登記制度之根本問題，然而，基於夫妻間利益與第三人利益之平衡兼

顧，在尚未出現其他使第三人更容易知悉的公示方法之前，登記制度仍有

存在之必要性。 

另外，得以登記對抗第三人者，限於夫妻財產制契約在我國登記者，

至於依外國法之法定財產制，則無法依登記而對抗第三人。我國修正理由

對此雖未明白表示原因，但此一規定係仿效日本法例第十五條第三項，參

酌日本之修正理由，乃是因為登記外國法之法定財產制，會產生理論及實

務上的困難。亦即，在登記外國之法定財產制的情形，如果只有登記該外

國名，則第三人對於外國之法定財產制仍不易知悉，但如果連外國法定財

產制的內容都要登記的話，在該外國是判例法國的情形，確認該內容為何

實有困難，即使是在成文法國家，遇到法律修正時之處理或該登記的外國

法內容不正確時之效果等等，應如何解決，都會產生理論上及實務上的困

難52。因此，當事人如欲使該外國之法定財產制能夠一般性的對抗第三人，

需透過締結與該外國法定財產制內容相同之夫妻財產契約。 

本條規定乃是著重在『內國』交易安全之保護，因此，保護之標的限

於在中華民國所為之法律行為及在中華民國之財產。就前者而言，因法律

行為而生之債之關係，有單獨行為與契約行為二者，在單獨行為只需有單

獨之意思表示，即告成立，不致於有行為地不同之情形，至於契約，必須

雙方意思表示趨於一致，才能成立，因此，如雙方當事人訂約時不在同一

國家境內，即隔地的法律行為時，其行為地之判斷，依涉外民事法律適用

法第六條第二項規定，應以發要約通知地為行為地，如相對人於承諾時不

知其要約通知地者，則以要約人之住所地視為行為地。換言之，從我國對

                                                 
51 蘇遠成，前揭書，頁 310-311；陳榮傳，前揭書，頁 271，註 31。 
52 溜池良夫，前揭書，頁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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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居住在外國的第三者『發出要約之通知』，即有本條項之適用53。就後者

而言，由於財產所在地法最容易為第三人所知悉，對於在中華民國之財

產，依中華民國法律，實為保障交易安全之最佳手段。又所謂之財產，應

包括動產與不動產，且基於本條規定乃在保障交易安全，雖然未明文規

定，但管見以為財產是否位於中華民國，應以交易時點作為判斷標準，不

考慮之後所在地之變動。此在具有容易移動之特性的動產尤有實益，換言

之，在動產之情形，若交易時並非位於我國，雖然事後遷移至我國，準據

法仍非依我國法律，以免使第三人受到突襲。又，只要交易當時位於我國，

即使事後不斷變更所在地，善意第三人仍得主張依中華民國法律，也不致

於有無所適從之問題。 

然而，從立法論上言，我國係採取德、日之立法例，只有保護『內國』

之交易安全，因此，得排除外國法之適用者，只限於善意第三人在中華民

國所為之法律行為及在中華民國之財產，且排除後，應依中華民國法律。

對此，管見以為夫妻財產制在涉及第三人之問題時，仍應依衝突法則決定

準據法，否則對於在外國所為之法律行為或在外國之財產，但在我國起訴

之情形，仍不足以保障交易安全，已如前第二章第四節所述。因此，參酌

瑞士之立法例，我國修正草案第四十五條似可改為：『夫妻財產制中，一

方配偶與第三人之法律關係，應依行為地法，或法律關係發生時，該物之

所在地法定其效力（第一項）。但法律關係發生時，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

知其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者，不在此限（第二項）』。 

 

第三節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五十四條規

                                                 
53 但在日本學說上，似有不同見解，有認為在隔地法律行為之情形，日本是否為行為地，應依

法例第九條判斷；參照石黑一憲，《国際私法【新版】》，有斐閣，1990 年 6 月新版，頁 388。

但也有認為此時只需考慮到現實上在內國之法律行為即可，不適用關於隔地法律行為之法例第九

條；參照櫻田嘉章，《国際私法【第二版】》，有斐閣，1998 年 7 月第二版，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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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第一項  區際法律衝突概述 

 

在一般國家只有一種法律制度，即是統一的法律制度，但有些國家因

為歷史因素或政治現實，內在或外在原因，其法律制度是不統一的，因而

若一個國家之內，同時存在兩個以上不同法律制度之區域者，則會產生區

際法律之衝突（Interregional conflict of laws）54。關於中國大陸與臺灣間的

法律衝突，如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及香港澳門關係條例，國

內學者即多界定為區際法律衝突。其理由如下：（一）臺灣採取『一國兩

區』之概念：一九九一年四月臺灣地區憲法增修條文首次將『一國兩區』

之概念明定於憲法中，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即由此而生，以

解決一國兩區法律衝突之適用問題55。（二）大陸提出『一國兩制』之主張：

一國兩制為內地處理臺灣、香港及澳門統一問題的策略方針，在一國兩制

下，將來臺灣統一後為其轄下之特別行政特區，故學者均將兩岸法律衝突

定位為『區際法律衝突』56。亦有學者認為分裂國家在兩個法域意義的地

區間的法律衝突，由於在憲法上缺乏承認此種區域法律衝突問題之空間，

其法律適用問題充分顯示區域法律衝突與國際法律衝突間之界線之浮動

與不確定性，性質上似屬於介在二者的固有意義之間的新類型。我國臺灣

地區與大陸地區間的法律衝突問題在這種認知下，要鑑定究屬區際或國際

                                                 
54 賴來焜，《國際私法中區際法律衝突之研究》，載於法律哲理與制度—國際私法，馬漢寶教授

六秩華誕祝壽論文集，元照出版，二００六年一月初版，頁 430。 

55 吳天明，《兩岸法律衝突與區際衝突法之研究—兼論港澳關係》，東吳大學碩士論文，1999 年，

頁 34；轉引自賴來焜，前揭文，頁 430。 
56 黃進，《區際衝突法》，臺北：永然，1996 年，頁 317 以下，轉引自賴來焜，前揭文，頁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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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不僅有其難以克服之困難，從國際私法源於區際私法，而區際私法借

用國際私法上的規則之精神的角度來看，可能也是多餘的。惟在『一個中

國』之原則下，既係一個國家境內二個獨立法域間之法律衝突，即應界定

其為區際法律衝突57。 

 對於區際法律衝突，各國主要是經由衝突法規範解決，此部分與國際

私法相同，但仍存有許多差異性，例如國際私法中『國籍』是屬人法是非

常重要的連繫因素，但在區際私法中，國籍完全起不了作用與影響力，反

而較可能引用住所或慣居地為連繫因素58。原則上以國籍為屬人事項之連

繫因素之我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在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

亦捨棄此一原則，而以設籍地為連繫因素，以『戶籍地區地法』為準據法

（同法第五十五條至第五十九條）。位於身分法與財產法交錯領域之夫妻

財產關係，我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原則上是以身分法之角度確

定準據法，採取夫之本國法主義，惟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五十四條卻非對應的採取戶籍地區地法，而是採取獨特之結婚地法，且以

單面法則規範，因而產生諸多疑問，以下就該條探討之。 

 

第二項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夫妻財產關係之準據法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五十四條規定：『臺灣地區人民與

大陸地區人民在大陸地區結婚，其夫妻財產制，依該地區之規定。但在臺

灣地區之財產，適用臺灣地區之法律』。對此，值得探討者有三：一、以

結婚之行為地法作為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是否妥當？二、涉及臺灣地區

之財產，一律依臺灣地區之法律，並未區分是否涉及第三人，是否妥當？

                                                 
57 劉鐵錚、陳榮傳，前揭書，第 750 頁。 
58 賴來焜，前揭文，第 435-4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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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條例第五十四條以外之情形，例如：1、臺灣地區人民與大陸地區

人民在台灣地區結婚；2、大陸地區人民結婚，就其在臺灣地區之財產；3、

臺灣地區人民結婚，財產位於大陸地區，上述情形應如何處理，是否為法

律漏洞，也留下難解之疑問59。以下分別探討之。 

 

第一款  結婚地大陸地區適用準據法之檢討 

  

關於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在國際私法之立法主義上，可分為動產不

動產區別主義、意思主義、本國法主義與住所地法主義四大主義，除了採

取本國法主義者，在區際私法中多以住所、慣居地或戶籍地區法代之外，

其餘應可適用於區域私法之概念。然而，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

例第五十四條卻以結婚地法為準據法，可謂是相當罕見之立法，其有何特

殊考量，而規定與國際私法一般立法相左，頗費思量。蓋結婚地僅係雙方

偶然、一時性之所在地，往往與其結婚後之住所、婚姻中之財產及生活領

域全然無關，一律以結婚地之大陸地區為準據法，亦可能出乎夫妻雙方及

交易第三人意料之外，非但與當事人明示或默示之意思不合，更不免對交

易安全有所危害，是否妥當，有待進一步檢討60。 

 

第二款  以財產所在地在臺灣地區適用準據法之檢討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五十四條但書規定：『但在臺灣地

區之財產，適用臺灣地區之法律』，係以財產所在地法為準據法，但與所

                                                 
59 劉鐵錚、陳榮傳，前揭書，頁 773；郭欽銘，《論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夫妻財產制之比較與準

據法適用之研析》，載於軍法專刊第五十一卷第二期，2005 年 2 月，頁 53-54。 

60 郭欽銘，前揭文，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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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不動產所在地法主義或屈服條款並不相同，不論是動產或不動產，只

要是夫妻財產位在臺灣地區，即應適用臺灣地區之法律，然而，在動產的

情形，因為動產之容易移動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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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所在地法實有商榷餘地61。

再者，此一規定並非考慮夫妻與第三人交易時所涉及之交易安全，而是統

一的適用於所有的夫妻財產關係，據此規定，倘夫妻財產並未涉及交易第

三人，而僅止於夫妻間之財產紛爭，對於在臺灣地區之財產，適用臺灣地

區法律為準據法，其他則仍依大陸地區法律，將使得夫妻財產關係割裂適

用，是否妥適，亦有待商榷62。 

 

第三款  其他情形之處理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五十四條採取單面法則，該條前

段只規定臺灣地區人民與大陸地區人民在大陸地區結婚時之夫妻財產制

準據法，而同條但書規定：『但在臺灣地區之財產，適用臺灣地區之法律』，

則是以前段臺灣地區人民與大陸地區人民在大陸地區結婚作為前提，對於

其在臺灣地區之財產所設之例外規定。因此，對於臺灣地區人民與大陸地

區人民在臺灣地區或第三地結婚、大陸地區人民在大陸地區結婚者，其在

臺灣地區之財產，以及臺灣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結婚者，就其在大陸地區

之夫妻財產之情形，均未設規定，應如何解決，不無疑問。 

首先，就臺灣地區人民與大陸地區人民結婚，但結婚地非在大陸地區

而言，例如，我國地區男子之甲，與大陸地區女子乙在臺灣地區或日本結

婚。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五十四條對此未設規定，學說上

有認為我國民法親屬編第二章『婚姻』之第三節係『婚姻之普通效力』，

                                                 
61 林秀雄，《夫妻財產制統一之必要性》，前揭書，頁 70。 
62 郭欽銘，前揭文，頁 55。 

 97



而緊接第四節為『夫妻財產制』，得將夫妻財產制視為婚姻特別效力之一

環，且學說上亦認『我國民法親屬編於婚姻之效力上，即參酌瑞士、德國

之立法例，制定夫妻財產制』63，故就體系解釋而言，夫妻財產制既屬婚

姻效力之一環，同條例未規定之部分，在法理上似應類推適用同條例第五

十三條『夫妻之一方為臺灣地區人民，一方為大陸地區人民者，其結婚或

離婚之效力，依臺灣地區之法律』之規定64。惟類推適用之前提必須是法

規欠缺，本條例第五十四條雖未明文規定此種情形，但依同條例第四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間之民事事件，除本條例另有

規定外，適用臺灣地區之法律』，可知臺灣地區人民與大陸地區人民結婚，

但結婚地在臺灣地區或其他第三地時，仍應依臺灣地區之法律，並無法規

欠缺之問題。 

 其次，第五十四條乃是就臺灣地區人民與大陸地區人民之夫妻財產制

而言，若僅涉及大陸地區人民之間，依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大陸地

區人民相互間及其與外國人間之民事事件，除本條例另有規定外，適用大

陸地區之規定』，換言之，在夫妻財產制問題上，不再區分結婚地是否在

台灣，一律適用大陸地區法律，並無疑問。又，第四十一條第二項並未就

財產所在地位於臺灣地區者，另設例外規定，因此，如夫妻均為大陸地區

人民，而於外國或臺灣地區有財產之情形，依其文義解釋，仍應適用大陸

地區法律。管見以為如僅涉及大陸地區人民夫妻間之財產關係，不論財產

於何地，統一適用大陸地區法律，誠屬妥當，但如涉及第三人時，基於交

易安全，似應以物之所在地法較為妥當。因此，就立法論而言，第四十一

條第二項就大陸地區人民夫妻間之財產關係涉及第三人情形，應再增加例

外適用物之所在地之但書規定以求周全。退萬步言，就大陸地區人民夫妻

                                                 
63 陳棋炎、黃宗樂、郭振恭，《民法親屬新論》，三民書局，2003 年 9 月增訂三版，頁 151。 

64 郭欽銘，前揭文，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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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在臺灣之財產，考量本條例第五十四條但書含有對於在臺灣地區之財

產，限制大陸地區法律適用之立法意旨，大陸地區人民結婚，就其在臺灣

地區之財產，不宜依本法例第四十一條第二項之概括規定，毋寧應視為一

立法漏洞，而類推適用第五十四條但書之規定，依臺灣地區法律較為妥當。 

又，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結婚，或夫妻均為臺灣地區

人民，其在大陸地區之財產之情形，應依何地之法律，亦不無疑問。就前

者而言，如前所述，依本條例第四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適用臺灣地區法

律時，並不區分其財產位於臺灣地區或大陸地區，一律依臺灣地區法律。

就後者而言，法雖無明文規定，若就同條例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完全

以臺灣地區為優先的立法精神以觀，依「舉重明輕」法理，僅夫妻一方為

臺灣地區人民即優先適用臺灣地區之法律，則雙方皆為臺灣地區人民，當

應依循此項法則，而以臺灣地區對法律為準據法，但此項結論，明顯忽略

財產位於大陸地區之事實，無視大陸地區第三人之交易安全保護，是否妥

當，容有疑問。 

 再者，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五十四條此一單面衝突法

則之立法模式，姑且不論其無法就特定之法律關係，全面解決準據法之問

題，容易造成法律漏洞，並被認為是較不妥當之立法方式；一般單面法則

之重點，通常是在說明法庭地法的適用範圍，因此僅規定在何種情況下，

應適用法庭地法而已，然而該條規定卻是規定大陸地區法律之適用範圍，

即以臺灣地區之法律規定大陸地區法律之適用範圍，在體例上亟待重新檢

討65。 

 

第三項  修法建議 — 代結論 

 

                                                 
65 劉鐵錚、陳榮傳，前揭書，頁 758-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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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在實務上，尚未見兩岸夫妻通婚後，因夫妻財產關係，而在夫妻

間或夫妻與第三人間發生爭議之判決或判例，但在兩岸往來日漸頻繁的今

日，結婚情形勢必日益增多，涉及夫妻財產制之問題也會越來越多，現行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五十四條之缺失已如上所述，實有加

以檢討、改進之必要。將來在立法修正時，除了在以『國籍』為連繫因素，

無法適用於兩岸條例外，其餘均不妨仿效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之修正草

案，納入當事人自主原則，於當事人無合意時，基於男女平等原則之考量，

階段的地適用當事人設籍地區之規定、住所地法及關係最密切地之法，並

增列保護交易安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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