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反致 

 

 

 國際私法上所謂之反致1，其初始意義係指：甲國國際私法規定某一涉

外案件應準據乙國法。而乙國國際私法又認為應準據甲國法，因此甲國法

院即據以適用甲國法2。又，反致之發生，大抵上係起源於各國現行國際私

法就屬人法之原則，有採本國法主義者，有採住所地法主義者，兩者互相

對立所致。換言之，有關親屬繼承問題，大陸法系國家多依當事人之本國

法以為解決，而英美法系國家則多依當事人之住所地法以為解決，是以同

一事件，常因受訴法院之不同，而適用法律之結果亦隨之有異。此種不良

現象，雖說可藉國際條約避免，但事實上難以實現，故在採取本國法主義

之國家，乃常於內國國際私法中規定反致條款，藉以適用內國法3。 

 雖然反致條款是否採納，在學者以及各國立法例間，見解也多不一致，

至今仍為國際私法上爭論之難題，但目前採用反致之國家仍居多數，且隨

著國際私法發展，賦予反致更大的意義。影響所及，在各國立法例上之發

展趨勢上，一來，反致的種類已延伸至更廣之類型，而不再僅限於上述案

例中直接反致之情形；二來，其適用範圍亦有擴大之趨勢，而不僅以適用

屬人法之事項為限。惟本文主要在於探討反致條款與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

適用關係，因此，以下僅針對反致條款之作用做一說明，以期作為探討夫

妻財產制準據法有無反致適用之解釋方向。 

                                                 
1 反致一詞係翻譯自法語（renvoi），其原文係指『發回』、『回復』之意，目前學說多以『反致』

稱之，本文從之。 
2 馬漢寶，《國際私法總論》，臺北：自版，2002 年 10 月十三版，頁 215；劉鐵錚、陳榮傳，

《國際私法論》，三民書局，2003 年 1 月修訂二版，頁 564。 
3 馬漢寶，前揭書，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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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反致條款之作用 

 

 反致是否應被接受而運用於國際私法實務，因學者意見與各國立法不

一，至今仍為國際私法學一爭論之問題，反對說之論點主要是基於邏輯考

量，批評反致容易陷入循環論證之困境，然而如在反致之種類上排除重複

反致的情形，亦即，如轉引回到反致開始國時，應僅限於該國之實質法，

則此一循環不已之後果，自屬可以避免。至於贊成說之論點除了擴大內國

法之適用外，主要出於有利於判決一致，然而因各國對於反致之態度以及

立法主義不同，判決一致有條件限制，理想未必可以達成4。 

正反意見似各有利弊，惟鑑於採用反致已是國際私法之立法趨勢，費

心檢討是否接受已無實益，關鍵應在於如何妥當的適用反致，以及決定反

致之適用範圍與對象5。因此關於採取反致之理由，有學者認為不應再強調

判決一致之理想，而應由反致之功能以及判決追求公正並實現個案正義為

考量基礎。換言之，一方面因為轉引之規定，可以增加選擇適用最適切於

系爭事件之法律的機會，從而法院有更多方法與技巧，使判決符合公平與

正義。另一方面，藉由反致也可以擴大內國法適用之機會，使內國法院找

                                                 
4 例如，在甲國有住所之乙國人，關於行為能力事件，若於甲國法院起訴，而甲國採當事人之本

國法主義，則依甲國國際私法應適用乙國法；反之，若涉訟於乙國法院，而乙國採住所地法主義

時，則依乙國國際私法，應適用甲國法。此時，若甲乙兩國皆承認反致，則在甲國國法院起訴者，

最終將反致至甲國，在乙國起訴者，最終將反致至乙國，同一案件在兩國法院之判決，仍未能一

致。以上參照劉鐵錚、陳榮傳，前揭書，頁 574。又，除反致之外，其他可能影響判決一致之因

素尚有：定性標準、國籍與住所衝突解決方法等；參照王海南，《論國際私法中有關反致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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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 1 月初

版，頁 15 以下。 
5 曾陳明汝，《反致理論》，載於《國際私法原理（上集）---總論篇》，台北：曾宛如發行，2003

年 6 月改訂七版，頁 314；王海南，前揭書，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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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適用內國法之根據，此種基於『便於操作考量』

（Praktikabilitätserwägungen）論點之延伸，於因反致而適用內國法時，可

以便利法庭地法院運作而減少錯誤，即使因反致而適用外國法時，也不致

於因誤解外國法而使判決危害個案正義6。 

 

第二節 夫妻財產制準據法與反致問題 

 

第一項  我國現行法之規定暨相關適用問題 

 

 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二十九條規定：『依本法適用當事人本國法時，

如依其本國法就該法律關係須依其他法律而定者，應適用該其他法律。依

該其他法律更應適用其他法律者，亦同。但依該其他法律應適用中華民國

法律者，適用中華民國法律』。準此，我國法上之反致規定，僅在解決各

國關於屬人法規定之不同，因此，僅於準據法為當事人之本國法時，始有

反致規定之適用。 

關於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依同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原則上

應依結婚時夫所屬國之法律，故有同法第二十九條反致規定之適用。例

如，在我國有住所之美國籍夫妻，就其夫妻財產中之動產之歸屬，在我國

法院發生爭執，法院依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之規定，原應適用夫

之本國法，即美國法，惟因美國國際私法就此採住所地法主義，而依同法

第二十九條反致之規定，應適用其住所地法，即我國法決定夫妻財產之問

題7。至於同條第二項規定外國人為中華民國國民之贅夫者，其夫妻財產制

                                                 
6 王海南，《論國際私法中有關反致之適用》，前揭書，頁 17-18、頁 3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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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蘇遠成，《國際私法》，五南圖書出版，2002 年 10 月五版，頁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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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中華民國法律，以及同條第三項之規定，係適用不動產所在地法，則無

反致之適用。 

 夫妻財產制準據法與反致問題之關係，值得說明者有二。首先，雖然

反致問題主要是在調和屬人法主義之下，本國法主義與住所地法主義之衝

突，但在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中，由於有所謂變更主義與不變更主義之立法

主義，因此，在同樣以國籍為連繫因素者，因為決定時點不同，也可能會

出現反致之情形8。例如，甲男為日本籍，乙女為中華民國國籍，兩人結婚

後甲男歸化為中華民國國籍，此時關於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依我國涉外

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為結婚時夫之本國法，即日本法，

但日本法例第十五條關於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係採取變更主義，而以夫

妻最後共同之本國法為準據法，即應依中華民國法律。故此時夫妻財產制

之準據法，並非適用日本法，而應依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二十九條規

定，反致至我國法9。 

 其次，因內外國國際私法體系之差異，以致於外國國際私法對於某項

法律問題之定性有別於內國法時，亦可成為反致之原因10。換言之，一定

之法律關係於其本國之國際私法應如何定性，乃其本國國際私法上之問

題，但即使本國國際私法對於同一法律關係之定性與內國國際私法不一致

時，學說上認為仍不妨礙反致之適用。例如，日本人甲男與中華民國人乙

女結婚，甲男於結婚後歸化為中華民國國籍，之後兩人離婚，乙在中華民

國起訴主張財產分配請求權。我國關於離婚時之財產分配係定性為夫妻財

                                                 
8 王海南，《論國際私法中有關反致之適用》，前揭書，頁 1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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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本文案例係改編自該書，其原案例為：『結婚時有匈牙利國籍

之夫婦，結婚後一起歸化至聯邦共和國的情形，此時其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已經不是匈牙利法，

而應依反致規定，適用德國法。蓋依匈牙利之國際私法，夫妻財產制準據法是採取變更主義，因

此應依判斷當時之夫妻共同屬人法決定。』 
10 王海南，《論國際私法中有關反致之適用》，前揭書，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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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制問題，故依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應依結婚時夫

之本國法，即日本法，雖然日本關於離婚時之財產分與係定性為離婚效力

之問題，依其法例第十六條規定，準據法為夫妻共同之本國法，即中華民

國法律，此時，仍得依第二十九條反致之規定，反致至我國法11。 

 

第二項  外國立法例及我國修正草案 

 

 現行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以結婚時夫之本國法為準據法，因

而有反致之適用，並無疑問。惟修正草案第四十四條關於夫妻財產制之準

據法，採取當事人意思自主，以及階段的適用當事人共同之屬人法原則，

因此，如在當事人合意適用一方之本國法，或無合意時依夫妻共同之本國

法決定準據法之情形下，是否有反致規定之適用，不無探討餘地。本文以

下比較德、日兩國立法例，並對我國修正草案第六條提出建議。 

 

第一款  德國法規定 

 

德國於一八九六年頒佈而於一九００年施行之民法施行法第二十七條

規定，對於行為能力、婚姻、夫妻財產制、離婚及繼承等事項允許反致，

但學說和實務多數主張，此類事件僅係最重要者而已，故不應僅限於此，

至少可擴及至適用於侵權行為法方面。故一九八六年德國民法施行法配合

同一時間公布之『新定國際私法法』（Gesetz zur Neuregelung des 

                                                 
11 Henrich, Dieter著，佐藤文彥譯，前揭書，頁 94；溜池良夫，《国際私法講義》，有斐閣，1993

年 4 月初版，頁 160。值得注意者，溜池良夫於該書中謂：『例如，一定之法律關係在我國係定

性為繼承問題，依法例第二十六條規定依被繼承人之本國法，……如果其本國法定性為夫妻財產

制，依其規定，應依婚姻當時夫妻之住所地法，即第三國法時，則不成立反致。』此乃因為日本

只承認直接反致，並非指定性不一致即無反致之適用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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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en Privatrechts），修正反致之規定，對其適用範圍不再作限制，

並於第二項針對當事人合意選擇之法律規定不適用反致。亦即，依現行德

國民法施行法第四條規定：『轉引至其他國家之法律，於不違反轉引本意

之情形下，其國際私法亦有適用。該其他國家之法律轉引回德國法時，適

用德國之實質法（第一項）。當事人得選擇某國之法律時，僅得指引實質

法（第二項）。……』12。 

在夫妻財產制準據法方面，於當事人雙方依民法施行法第十五條第二

項，合意選擇準據法的情形，此時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並無反致之適用，

此乃由於所指向者乃該國之實質法，並不包括國際私法。至於當事人無合

意時，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乃是依結婚時婚姻之一般效力之準據法，

亦即，階段的適用夫妻結婚時共同之本國法、共同常居所地國之法、共同

關係最密切之法律。新法修正後，關於反致之規定並不限於依當事人本國

法之情形，故上述三種連結方式，依第四條第一項之文義，似均有反致之

適用13。惟德國學說上對此多持有不同見解。首先，多數說認為此種依據

階段的連結方式而被確定之準據法，依立法者之意思係實質法，而非衝突

規範。蓋此種關於階段選法之規定，本係藉由連繫因素之選擇，找尋與系

爭案件法律關係最為貼近之法律，如若需經由彈性選法過程已被確定之準

據法，還要反致到其他國家之法律，則原先歷經之選法過程等於浪費，立

法者欲確立準據法之初衷亦遭漠視，因此根據階段連繫因素所確定之準據

法，應僅指其實質法之規定14。其次，即使少數不同見解基於擴大選法之

範圍，主張除非違反反致之意旨，否則先不排斥適用反致15，惟在關於共

                                                 
12 王海南，《論國際私法中有關反致之適用》，前揭書，頁 31。 
13 Henrich, Dieter著，佐藤文彥譯，前揭書，頁 93。 
14 王海南，《論國際私法中有關反致之適用》，前揭書，頁 24-25。 
15 例如，英國籍夫妻在德國有共同常居所，就其夫妻財產之問題在德國起訴的情形，依德國民

法施行法第十五條規定，應以共同之本國法為連繫因素，即英國法，但依英國國際私法，則是以

共同之常居所地法為連繫因素，此時，仍不宜排斥反致之適用，得依反致之規定而適用德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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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密切關連性之連繫因素上，也應採取否定之見解。蓋此一最後階段的準

據法決定方式，與國籍或常居所等類型化的標準無關，而是綜合評價個別

事案之情況，選擇與具體事案具有最密切牽連關係之法，因此，如果還要

考慮所選擇準據法中之抵觸規範的話，在某些情況下，反而有損德國國際

私法對該具體個案所預設之評價，甚至是反致之原意16。 

雖然尚未出現相關判例，但在德國已有不少學者主張，依民法施行法

第十五條第一項所決定之準據法，適用反致會違背反致之原意，故應依同

法第四條第一項排斥反致之適用，至少在以夫妻共同關係最密切之法律為

準據法的情形，應該排除準據外國法的抵觸規範，而解釋為只有指定其實

質法。 

 

第二款  日本法規定 

 

日本法例第三十二條規定：『應依當事人之本國法者，如依其國之法律

應適用日本法，則依日本法。但依第十四條（包括依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

十六條之規定而準用之情形）或第二十一條之規定，應適用當事人之本國

法者，不在此限。』本條與修正前之法例第二十九條規定相當，所不同者，

乃本條以但書限制反致之適用。其理由有三：一、在此種情形下，係依階

段之連結方法定其準據法，亦即，乃考量兩性平等原則等諸般情事後，始

                                                                                                                                            
又如，甲男為德國籍，乙女為中華民國國籍，兩人婚後於中華民國有共同常居所，就夫妻財產問

題在德國起訴的情形，依德國法之規定，夫妻無共同國籍時應依共同之常居所地法，即中華民國

法律，但依我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卻應依結婚時夫之本國法，即德國法。此時如承

認反致，適用我國國際私法，反而有違德國基於男女平等設置階段連結之意旨，有違轉引之本意，

故應依民法施行法第四條第一項予以排斥。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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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王海南，《論國際私法

中有關反致之適用》，前揭書，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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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精選當事人雙方共同之法律為其準據法，因此，直接依該法律規定乃

屬適當。二、如於這種情形下承認反致，其結果或將適用非當事人雙方共

同之法律，有違階段連結之旨趣。例如，甲男為日本籍，與為中華民國國

籍之乙女結婚，婚後甲男歸化為中華民國國民，如雙方就夫妻財產制問題

在日本發生爭執之情形，依日本法例第十五條第一項前段準用第十四條規

定，其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為雙方之共同本國法，亦即中華民國法律，但

我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三條則係採取結婚時夫之本國法，即日本

法，此時如有承認反致規定，適用結果將反致至日本法，反而使兩性平等

之目的落空。三、如所指定之法與我國法相同，亦承認最密切關連地法之

指定，其認定上將產生困難17。 

因此，在夫妻財產制準據法與反致規定之關係上，如當事人無合意選

擇準據法時，依同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係準用第十四條婚姻效力準據

法之規定，此時依第三十二條但書規定，並無反致之適用。如當事人依第

十五條第一項但書第一款，選擇以夫妻一方有國籍之國之法，作為夫妻財

產制準據法之情形，雖然有學者認為此種情形，並不在第三十二條但書之

範圍內，因此，在文義上似仍應依第三十二條本文承認反致18，惟多數說

認為法例上併用『本國法』與『有國籍之國之法』，可見兩者並不相同，

因此，在選擇夫妻一方有國籍之國之法的情形，並非反致之適用對象19。 

 

第三款  我國修正草案之規定與檢討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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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5；

山田鐐一、早田芳郎，《法例改正について》，載於法學教室，第一一二號，1990 年 1 月，頁

51；溜池良夫，《国際私法講義》，有斐閣，1993 年 4 月初版，頁 157。 
18 石黑一憲，《国際私法【新版】》，有斐閣，1990 年 6 月新版，頁 179。儘管如此，該書仍認

為此一結論並不妥當。 
19 溜池良夫，前揭書，頁 159；櫻田嘉章，《国際私法【第二版】》，有斐閣，1998 年 7 月第二

版，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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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修正草案依本法適用第六條規定：『依本法適用當事人本國法時，如

依其本國法就該法律關係須依其他法律而定者，應適用該其他法律。依該

其他法律更應適用其他法律者，亦同。但依其本國法或該其他法律應適用

中華民國法律者，適用中華民國法律』。本條規定只是將現行條文第二十

九條移列為修正條文第六條，並增訂直接反致之明文。因此，倘若配合修

正草案第四十四條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解釋，例如，當事人合意適用一方

之本國法，或依法律規定應適用夫妻共同之本國法之情形，依其文義似乎

都有反致之適用。然而，此一結論是否妥當，不無疑問，以下分別而論。 

一、 依修正草案第四十四條第一項合意適用當事人一方之準據法 

按在當事人合意選擇法律的情形，應僅指實質法而言，不包括國際私

法，否則如認為其國際私法亦有適用，因而反致至其他國家之法律，反而

超出當事人之預見，有違其指定該法之意旨。因此，我國學說上，有認為

以國籍為連結點所指定之準據法時，始可適用反致，若當事人間所指定之

法律，縱偶與本國法一致時，亦不能適用反致20。亦有認為當事人依自治

原則選擇適用之法律，概係指實質法而不包括衝突法則在內，在此場合，

當不適用反致21。於當事人合意選擇一方之本國法時，所著重者毋寧是當

事人合意選擇法律的部分，其本國法之適用僅是為了限縮當事人得選擇之

法之範圍，與以國籍為連結點仍有所不同，故應排除反致之適用較為妥當。 

如上所述，德國對於當事人合意選擇法律的情形，明文規定排除反致

之適用，日本法雖無明文，但在關於夫妻財產制當事人得合意選擇準據法

之問題上，由於其條文文義為『當事人一方有國籍之國之法』，因而在解

釋上可與反致適用前提之『當事人之本國法』相區別，多數說並以此為由，

                                                 
20 蘇遠成，前揭書，頁 63；劉鐵錚、陳榮傳，前揭書，頁 583；曾陳明汝，《反致理論》，前

揭書，頁 317。 
21 曾陳明汝，《反致理論》，前揭書，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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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反致之適用。對此，我國修正草案第六條既無如德國法之明文規定，

又不能如日本法般做區隔解釋，解釋上易生滋擾，將來修正時有必要增設

例外規定排除。 

二、 依修正草案第四十四條第二項階段連結的情形 

依階段連結所決定的準據法，是否有反致之適用，從比較法觀之，如

上所述，日本明文規定採否定說，德國雖未明文排除，但可透過解釋『違

反反致之原意或精神』之概括規定予以全面或部分排除。我國修正草案第

六條並無如日本之明文規定，也缺乏德國之概括排除條款，因此解釋上不

無爭議。 

 現行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六條因法律行為發生債之關係時之準據

法，也是採取此一方式之立法，學者對於本條文是否有反致之適用的問

題，有不同見解，對於我國修正草案之解釋不無參考餘地。第六條第二項

規定：『當事人意思不明時，同國籍者依其本國法；國籍不同者依行為地

法；行為地不同者以發要約通知地為行為地；如相對人於承諾時不知其發

要約通知地者，以要約人之住所地視為行為地』，亦係採取階段連結適用

的立法方式，因此如就該涉外法律關係，當事人意思不明，而又有共同國

籍，我國法院即應以其本國法為準據法，唯此時應否有同法第二十九條之

適用，頗具爭議，茲就肯否兩說臚列於下22： 

（一）  肯定說： 

我國反致條款適用之條件，係以應適用之法律為準，與該涉外法律關

係之種類無關。因此凡適用以國籍為連結因素所成立之準據法—本國法，

即應有反致條款之適用。而且我國國際私法之目的，既在調和內外國關於

法律適用之衝突，以及參照外國之法律適用法則，對於系爭之法律關係，

選擇其最適當之準據法，因此，在法無明文禁止適用反致之情形下，自不

                                                 
22 劉鐵錚、陳榮傳，前揭書，頁 586-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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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遽加限制其適用範圍23。 

（二） 否定說： 

主張此說者，認為我國國際私法雖不以法律關係之種類，為決定適用

反致之條件，但綜觀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以本國法為準據法者，實以屬人

法事項為範疇，故契約準據法應不在反致之適用對象內。且在涉外民事法

律適用法第六條第二項列有準據法適用順序之情形，其在前順序之準據

法—當事人合意所選擇之法律，與在後順序之準據法—行為地法，均無反

致條款之適用，如僅在其中之準據法有反致之適用，似違立法原則，因其

均係就同一法律關係之同一事項所應適用之法律。再則，本法第六條第二

項，所以不依照一般立法例，在當事人意思不明時，逕行適用其行為地法，

乃認為單純適用行為地法，不免有窒礙之處，而難期公允，故儘先適用當

事人之本國法，此時若再採反致，勢必又依當事人本國國際私法適用行為

地法，顯然違背了立法意旨。故不如認為於此情形，無反致條款之適用為

妥。 

參酌上述反致條款之作用、外國立法例，以及我國學者對於現行涉外

民事法律適用法第六條之爭論，管見以為修正草案第四十四條第二項應有

反致之適用。其理由如下： 

1、 修正草案第四十四條第二項乃屬人法事項之範疇，為適用反致之

固有類型，且修正草案第六條關於反致之規定，並未對此另設排除

規定，基於文義解釋，應以肯定說為當。 

2、 從反致條款之作用觀之，反致旨在於增加選法之彈性與擴大內國

法之適用機會，並進而減少因適用外國法而導致判決錯誤的情況，

此一目的在修正草案第四十四條第二項之問題上，也有考量之必

                                                 
23 曾陳明汝、劉甲一教授就本問題認為有反致之適用，唯未列述其理由。參照劉甲一，《國際

私法》，三民書局，1988 年 10 月再修訂版再版，頁 132；曾陳明汝，《反致理論》，前揭書，

頁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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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例如，甲乙為 A 國籍夫妻，在我國有共同住所，A 國法規定夫

妻財產制準據法為夫妻共同之住所地法，今就夫妻財產制問題在我

國訴訟的情形，若依我國修正草案第四十四條第二項，應依夫妻共

同之本國法，即 A 國法，此時如適用反致，則反致至我國法，反

致之目的得以實現。 

3、 否定說認為依階段連結之方式決定準據法，乃嚴格精選當事人雙

方共同之法律為其準據法，因此，不適用反致，直接依該法律規定

較為適當。乍看之下，修正草案以階段連結之方式決定準據法似乎

較現行法為精細，惟此乃因為現行法制定當時之立法背景下，其國

籍法規定妻因結婚而取得夫之國籍，故夫之本國法多半也是妻之本

國法，但在基於兩性平等之觀點修改國籍法後，上述說法已不正

確，所以才有修正草案階段連結之規定。換言之，此乃立法時空背

景之不同，尚難謂修正草案所規定之準據法較現行法更為『嚴格精

選』24。 

4、 又，否定說認為如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適用反致，將有違內國國

際私法指定階段連結之旨趣。惟此一說法實應區分情形來看。首

先，如果只是在調和本國法主義與住所地法主義之衝突，例如夫妻

共同之本國法為A國法，但依A國國際私法，則應優先適用夫妻共

同之住所地法，即B國法之情形。雖然承認得反致至B國法，有違

我國修正草案以本國法主義為優先之立法原則，但以此為由否定反

致並不正確。蓋反致之意旨本來就在調和本國法主義與住所地法主

義之衝突，否則非但在階段連結之情形，即使是依現行法由夫之本

國法反致至住所地法，也會有違採行本國法主義之原則，不因改採

階段連結之立法方式而有所不同。因此，在上述情形，尚無須排斥

                                                 
24 橫山潤，《段階的連結と反致、公序》，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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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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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致之適用。其次，如準據法國對於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非依當事

人雙方共同之法律時，例如依雙方共同之本國法為A國法，但A國

之國際私法卻規定應依夫之住所地法。此種情形下承認反致，確實

有違我國修正草案基於男女平等原則，而設置階段連結之意旨。對

此部分，德國設有概括排除規定，此情形得認為係『違反轉引之本

意』，故應排斥反致之適用。然而，僅於此情形否定反致已足，如

外國法之國際私法規定並未違反男女平等原則，則無完全否定反致

之必要25。 

5、 最後，於與夫妻關係最切地之連繫因素上，由於所選定之法是立

法者期望之最貼近案件法律關係之法，如果還要轉引至其他法律，

亦有違反致之本意，且如準據法國亦採取階段的立法方式，而應適

用與夫妻關係最切地之法時，此時要如何認定不無困難。因此，在

適用與夫妻關係最切地之法時，得認為係『違反轉引之本意』，而

應排斥反致之適用。 

6、 綜上所述，修正草案第四十四條第二項階段的適用當事人共同之

屬人法，從調和本國法主義與住所地法主義之衝突，以達國際判決

調和之目的，以及增加選法之彈性與擴大內國法之適用機會來看，

原則上應肯定其適用反致之機會。但反致之適用如違背反致之本意

時，如所選之法有違男女平等之精神，或涉及與夫妻關係最切地之

法的判斷等等情事，則應增設例外規定予以排除，以維護內國國際

私法立法意旨之貫徹。 

  

第三項  結論暨立法建議 

 

                                                 
25 橫山潤，《段階的連結と反致、公序》，前揭書，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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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我國修正草案第六條之規定，在與夫妻財產制準據法相關之

問題上，首先，為杜絕爭議，於當事人合意選擇法律之情形，應明文規定

排斥反致之適用。其次，修正草案第六條規定，反致得以適用之範圍，侷

限於適用以國籍為連繫因素所成立之準據法，此乃基於我國國際私法關於

屬人法事項採取本國法主義。然而於修正草案基於男女平等考量，階段的

適用當事人共同屬人法原則後，反致之適用範圍似不應在限於當事人本國

法的情形，於夫妻共同之住所地也應肯定反致之適用26。最後，在適用反

致違背反致之本意或精神時，應予以排斥，故將來得仿效德國民法施行法

第四條規定，增設概括排除規定，於準據法國之國際私法違反男女平等原

則，或依密接關連地法判斷時，得以排除反致之適用。 

                                                 
26 王海南教授認為反致之適用範圍不應以屬人法為限，惟此屬於另一層次之問題，不在本文夫

妻財產制準據法所探討之範圍，茲不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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