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序論 

第一節 問題意識 

本文以法學期刊為素材，探索台灣 1949 年至 1973 年間的民法學史。在戰後

台灣特有的環境下，民法學者討論了哪些議題？他們如何認知、界定並運用民法

上種種概念與論據？法學界與實務界之互動如何？法學期刊如何反映相關史

實？這些問題處在無人墾殖的學術荒地。本文的任務還算不上開疆闢土，頂多只

是地形地物的勘查，其問題意識，則源自於我1進入法學院以來，對法學研究與

裁判實務在法律論證上的兩項疑惑。 

剛進入研究所時，偶然翻閱陳自強教授〈民法上和解之效力〉一文。該文分

析和解契約「創設效」與「確認效」，以及「反於真實之和解」的老問題，文中

指出，相關爭議來自日本學界，日本學界的討論又受法國學說影響，但日本民法

與法國民法關於和解的規定，立法精神及內容均與現行民法大異，「在此等背景

下，就此等爭議，在我國也開闢同樣的戰場，未免略嫌囫圇吞棗」。2  

陳自強教授所披露的，已非法學的血肉（法律論證），而是深及其骨髓（體

                                                 
1 中文世界的學術論著中，往往以「筆者」、「作者」等等詞彙指涉寫作者自身，或改採省略主詞

的句法，以營造出超然於讀者與研究對象之外的、第三人稱的視角，從而製造出「客觀」的印

象與氛圍。在這本論文裡，這些詞彙原則上將以第一人稱代名詞──我──替換，以示「凡我

所寫，必係信其為真」，當然，這不是免於批評或修正的執照。既然歷史敘述與歷史詮釋無法分

離，歷史學的客觀只能是有尺度的客觀。人是萬物的尺度，而在歷史敘述中，「人」首先是敘事

者，其次才是閱讀者（至少時序如此）。試圖假裝自己立場與史料相離，不是誠實的史家該做的

事。 

不是每個運用「筆者」、「作者」等等詞彙的人，都懷著相同的意圖，我猜想大半的寫作者

乃出於不自覺的習慣，或者為表示謙卑（你是什麼東西！），或因只有一個音節的「我」語氣

過弱。無論如何，既然我意識到這層問題，繼續使用那些詞彙指涉自己，就有違學術良心了。

不過，在語氣上單用「我」過弱之處，仍將沿用「筆者」。 
2 陳自強，〈民法上和解之效力〉，《政大法學評論》，第 61 期，1999 年 6 月，頁 272-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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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結構）。不論法域，外國立法、裁判或學說，均充斥於島內各種法學論著。在

課堂上，在教科書或期刊論文裡，法學者一邊強調外國法在法律繼受國的重要

性，也一邊警告著，要謹防外國法的誤用。所謂「誤用」，通常指引述外國法以

解決特定問題時，論證上的缺漏。以往法學者對比較解釋的反思，多質疑所引見

解的適切性，前揭引文則直指問題的正當性。 

這篇文章帶給我莫大的震撼。我們的法學吞下了多少無法消化的材料？法學

者老是談著「德國／日本學界通說」，學生也慣於問同樣的問題，彷彿台灣是德

國或日本的領土，這是不是學說的暴飲暴食？不從歷史中耙梳出幾條理路，不檢

視法學的消化器官，就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相對於學術界，實務判解的法律論證亦有其慣見的缺失。我曾在整理最高法

院早期關於名譽權的裁判時發現，1974 年之前，論及名譽人格權的期刊論文屈指

可數，但法院裡已充滿相關案件，最常見的案例類型，是原告之配偶通姦，以名

譽受損請求相姦人賠償。這類案件仍不斷出現，原告仍不斷以名譽權受侵害請求

損害賠償，法院也一概駁回其請求。 

現在法律系二年級的學生也知道，「乙與甲妻通姦非侵害甲之名譽權，僅係

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後段所謂故意與背於善良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

人，甲因此與其妻離婚，如受有損害，自得請求乙損害賠償。」3最高法院一貫

地判定其非名譽權侵害，4它沒有明白指出名譽權「是」什麼，只是引用既有的

判決、判例、決議，反覆說著名譽權「不是」什麼。這種現象也出現在其他領域，

堪稱實務見解的永劫輪迴。 

更令人疑惑的，是學界的沈默：在那二十餘年間，幾乎沒有任何期刊論文提

到這個問題。5我用以解釋此種現象的假說是，那個──暫時無法精確界定的─

                                                 
3 最高法院 41 年度民庭庭長會議決議（二）。 
4 雖也有少數採肯定說的判決，如六十年度臺上字第八十六號判決。 
5 我後來在瀏覽史料時發現，1959 年有篇期刊論文討論過這個問題，儘管只是一句話帶過。見

張龍文，〈論損害賠償之方法〉，《法學叢刊》，4:2，1959.4，頁 48。只是時代過早，電子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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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學者，似乎不太關心實務，「判決評釋」型的法學論文也初現於晚近。

如果法學者不回應實務上的疑難雜症，原因何在？他們又關切著哪些課題？為了

檢驗我的假說，並回答衍生的問題，我從 1947 年在南京復刊的《法律評論》開

始，瀏覽過去的法學期刊，除初步驗證我的假說外，還發現許多有趣的現象；我

也發現，為它們提出歷史詮釋，會是個有趣的工作。 

第二節 研究課題：法學期刊中的民法學史 

法史學從外在觀點研究法律，它試圖解釋，何以在特定時空與環境下，發展

出某種法規範，而非如法釋義學，試圖從內在觀點尋求實踐所需的法規範。這兩

種觀點的區別導源於法律實踐的論證性：只有在實踐中運用、論辯法律命題，才

能確定法律允許或要求什麼，而實踐的參與者（如法官、律師與一般的公民）與

參觀者（史學家、社會學家與人類學家），各自以從內在觀點與外在觀點面對法

律。論證性也使這兩個觀點不可相互背離，特別是法史學，儘管史家是法律實踐

的參觀者，但「直到歷史學者有著參與者的共鳴為止、直到他自己體認到『在論

證性社會實踐中什麼算是好的或壞的論證為止』，他才能夠把法律理解為論證性

社會實踐」6，只有在這樣的體認下，以法學為對象的史學研究，才能掌握法學

的變遷，又不流於學說的整理與記述。 

據此，我的研究對象，不只是法學者「說了什麼」，更須擴及法學者自身，

以及「說」這個動作的歷史意義。法學史除了紀錄過去的學說見解，更要解釋法

學者發展出此種見解的原因，包括法律論證本身的考量，與論證之外的原因。論

證之外的原因之所以存在，乃由於各種可能的話語中，被說出的話語（法文：

énoncé）總是有限，它受制於──獨立於語意與文法之外的──話語規則。7法

                                                                                                                                            
裡找不到這篇文章。 
6 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86, p13-14. 因而，法律

史 的 研 究 者 必 須 在 雙 重 意 義 上 「 參 與 」 他 ／ 她 研 究 的 歷 史 ： 想 像 地 理 解 (imaginative 

understanding)其研究對象所處的時空背景，並從內在觀點參與並解讀歷史上的法律實踐。 
7 Michel Foucault著，王德威譯，《知識的考掘》，台北：麥田，民 82，頁 233-237。在此譯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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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上各種話語亦然，比方說，學者可能礙於情面不批評某些──她／他認為值得

商榷的──見解；礙於政治環境無法探究某些課題；為了對實務界產生特定影

響，而強烈地主張某種自己並不真心相信的理論；或因不願受到批評，而未將自

己的想法和盤托出。 

這些是我目擊或耳聞的例子，我不知道它們有多普遍，也還無法評價它們，

我的研究目的也不是提出法學聲明的話語規則清單，在此提到它們，是要以之界

定民法學史的內容。民法學史的核心是民法學，既然法學的發展亦受非學術因素

的影響，它也應連帶研究學說所由形成的、制度面與文化面的種種因素。民法學

可供為歷史研究的面向相當豐富，它是法學機構、民法學者、民法研究以及民法

學說的歷史，從而，也是法律文化史的一部份。 

這樣龐大、豐富的課題，我將從兩方面更具體地限縮。首先，出於個人研究

興趣，我將側重於期刊論文的題材與論證上，相對忽略制度與人的因素，只把它

們當成歷史背景；其次，我主要的焦點仍是研究狹義民法──以民法為名的法典

──的狹義民法學上。商法（以公司法、海商法、票據法、保險法為核心的那組

民事特別法），以及土地法、動產擔保交易法等等民事特別法的研究則不在列，

它們涉及戰後政治史、經濟史以及經濟政策等等，牽連廣泛，在此難以顧及，只

能暫時割捨。 

第三節 時代界定：1949 年至 1971 年 

我將研究範圍界定於 1949 年至 1971 年之間，本論文中，若未另做說明，「此

時期」即指 1949 年至 1971 年間。中華民國的統治在 1945 年及於台灣，1949 年

起只及於台灣，該年的政治變局，客觀上使海內外的局勢大變，國民黨政府的主

                                                                                                                                            
原文裡的énoncé被譯為「聲明」。從法語的構詞法來看，énoncé既是動詞énoncer的過去分詞

(passé participle)，亦是其轉化而成的名詞，énoncer的意思是「陳述」(state)或「表達」(express)，

énoncé應對應地譯為「被陳述者」或「被表達者」(英語或可譯為the stated)，即「被說出來的

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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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心態也大不相同，這反映在法律制度與法學上。由於其間複雜的變化，1945

年至 1949 年在台灣史上應獨立成為一個時期，1949 年之後則是另一個時期。 

我以 1971 年為研究範圍的終點，原因有四。第一，1970 年代的種種現象與

事件，如台北的中華民國政府退出聯合國、老政治強人死去、新政治強人接手、

中美建交──或稱斷交，這得視個人品味而定──美麗島事件等等都顯示，劇烈

變動是這個時期的本質；第二，1949 年以下的法學社群，呈穩定而緩慢的發展，

在 1970 年代則「供過於求」為由，政策改變，大學法律系所停止增設；第三，

前司法行政部自 1974 年 7 月起，著手研究修正──作為民法學研究對象的──

民法，8之後法學期刊上討論民法修正的論文，應另以一本論文的篇幅處理；第

四，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法學社群與法學期刊本身的轉變。 

戰後第一代法學期刊始於 1950 年。在 1950 年代，除台大考古學系發行的《臺

灣大學考古人類學刊》，幾乎沒有以系、所為發行單位的學報。法學界亦然，1969

年《政大法學評論》創刊，隔年本屬系學會刊物的《中興法學》轉型為學報，1971

年《台灣大學法學論叢》創刊，昭示了法學期刊新世代──學報性質的法學期刊

──的來臨。它們的誕生反映了法學社群結構的轉變：1960 年代中末期，戰後第

二代法學者出現在法學社群中，他們從國外拿到學位，並以學術研究為專業，而

有別於以多半出身實務界的第一代法學者。此外，1970 年代中期，出現許多綜合

性法政評論刊物，如《法律世界》、《法律文摘》，它們也屬於另一個時代了。9

                                                 
8 行政院，〈行政院對民法總則部分修正草案總說明〉，轉引自立法院秘書處編輯，《立法院公報 法

律案專輯 第五十六輯 司法（二） 民法總則及民法總則施行法修正案》，台北：立法院秘書處，

民 73，頁 2。 
9 眼尖的讀者可能感到疑惑，戰後第二代法學者在 1960 年代中末期就已經出現，他們的影響怎

會始於 1971 年？況且，我以世代交替解釋民法學取材、論證上的改變，這些現象又存在於戰後

第一代法學期刊裡；甚至，世代交替若非漫長，至少也是耗時的過程，其影響亦屬於「長因長

果」式的因果關係，不只是「果」，連原因本身都存在於此斷代之外，以法學期刊的分期斷代，

就是「被史料牽著走」了。 

這樣的批評不無道理。在前提預設上，我的研究途徑，是將戰後第一代法學期刊當成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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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1970 年代是台灣當代史「變動的年代」，法學也因環境的影響而改變，

在這個實驗性的研究中，我將研究範圍限縮在此劇烈變動之前，始於 1949 年，

終於 1971 年。 

第四節 取材：法學期刊 

「作為史料的法學期刊」是研究課題設定上的另一個重點。法學期刊不只承

載法律的無權解釋，更體現相當的法意識與法文化，乃至於政治社會背景。法學

期刊上的廣告、轉載的法令與實務判解、法學界的新聞、政治宣傳等等，莫不是

法學史的史料。沒有或只有法學論文的法學期刊是無法想像的，而法學論文之外

的內容，即從外在觀點考察法學時，不可忽視的材料。 

以現在的詞彙描述過去的事實，是歷史敘述的常態，如何避免時空間隔造成

扭曲，也是歷史敘述的基本課題。所幸，「法學期刊」的意義在這半個世紀來所

差無幾，須補充的是，既然我把焦點放在法律論證上，採為史料者，就該應限於

以法學者的法律論述為主要內容者；就問題意識與研究方法上的考量，在合乎這

個標準的法學期刊之間，仍須進一步取捨。 

首先，我將挑出《法令月刊》、《法律評論》、《軍法專刊》、《法學叢刊》與《刑

事法雜誌》五份刊物做為核心史料。其他法學期刊，如《中國憲法學會年刊》（《憲

政思潮》的前身）與《中國國際法學會年報》分別是中國憲法學會與中國國際法

學會的機關刊物，它們對話的對象相對受限；《法學雜誌》、《法言》、《法律》與

《法律知識》存續期間太短，無法反映時代的變動。我只在第二章交代時空背景

與史料性質時參酌之，以更佳地理解那五份期刊的歷史意義。以下未加以說明，

法學期刊一詞指稱 1949 年至 1971 年間出版的所有法學期刊，加了引號的「法學

                                                                                                                                            
史料，我的研究主題，是這批法學期刊裡的民法學史，我的研究目的，就是搞清楚這批史料裡

有些什麼。這些預設，若未偏離學術界普遍認可的史學方法過遠，前舉批評就只是後設地指出

其侷限。之所以是「後設」，因為非得在本文的預設上得到相當的成果，這樣的批評才有可能，

也因此，它僅僅指出，我的結論不是最終的，尚有從其他研究途徑繼續延伸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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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則指選為核心史料的五份法學期刊。10

其次，系學會出版的學刊，如台大法律學會出版的《法律學刊》、政大法律

學會的《法學春秋》、東吳大學法律系學會的《法聲》等等，不在討論範圍內。

編輯者與發行者的身份，使它們承載的法學論述、體現的法意識，隸屬於不同範

疇，根據先前的定義，它們是不是法學期刊，存有判斷餘地。雖然將它們列為研

究範圍，將得到更豐富的歷史敘述，這兩個範疇的比較也是有趣的課題，但在時

間、能力、資料蒐集困難等等考量下，只能暫存而不論。 

此外，史料來源以台灣大學圖書館法社分館、政治大學圖書館綜合分館、師

範大學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的館藏為主。其中，《法學雜誌》、《法律》與《法律

知識》三份期刊，僅台大圖書館有館藏而部分佚失，原因大概就如左圖所示。幸

好現存者足供為這本論文所用，較棘手的是，

某些期刊既無停刊號，亦無停刊公告，無法確

知停刊日期，就算在國家圖書館的〈中華民國

出版期刊指南系統〉 11上查詢，停刊日期也打

上問號，以示未知。對此，只能大略推估。 

圖 1-1 台大圖書館法社分館公告 

第五節 文獻回顧 

在台灣法律史的學術版圖上，法學史只是 

個逐漸成形的孤島，更別說部門法學的歷史。不 
來源：筆者攝 

                                                 
10 讀者或許感到奇怪，《社會科學論叢》何以未被列為法學期刊。在形式上，它同樣刊載法學論

文，且在法學界享有相當地位，但它同時是政治、經濟等系所共享的園地，算不上法學期刊；

實質上，前舉法學期刊「法律人主持、法律人撰寫、法律人閱讀」（of the lawyers, by the lawyers, 

and for the lawyers）的性質，使它們有獲獨立考察的價值。 

《刑事法雜誌》並無民法學論文，但它是同一個時代下，同一套法律文化的產物，因而我將

之納入史料，儘管它在民法學史的考察上，僅係對照組。 
11 國家圖書館，〈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系統〉，http://readopac1.ncl.edu.tw/ncl9/index.jsp，

2006/09/30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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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體制下的台灣民法學史(1949-1971) 

過，雖然沒有直接探討戰後民法學史的論著，在周邊的關連議題上，仍有不少可

資參照的研究成果。 

首先，就法學史而言，目前既有的研究成果，研究途徑多著眼於制度面，也

因而與法學教育史多有重疊，相對忽視法學研究本身，更未觸及法律論證。如台

大法律系王泰升教授撰寫的《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院院史(1928-2000)：臺大法學

敎育的回顧》12、台大政治系朱浤源教授的研討會論文〈光復初期台大法學院的

建立〉13，以及劉恆妏女士的博士論文《從知識繼受與學科定位 論百年來台灣

法學教育之變遷》14等等。就本論文而言，這些資料主要的價值，除了提供制度

性背景的相關資訊外，研究途徑的不同更創造了相互對照與對話的空間。 

其次，戰後台灣的法學期刊研究，依發表順序，有葉俊榮教授等學者合著的

〈臺灣法學期刊評比〉15、蘇永欽教授等學者所寫〈從美、日、德的法學期刊看

我國法學期刊的問題與出路〉16，以及李鎨澂教授的〈法國法學期刊──暨其對

我國法學期刊之省思〉17。它們或者從社會科學的角度，或者對照外國的經驗，

詳細地評析台灣法學期刊當前的生態與困境。然而，它們也一致地欠缺歷史面

向，參考價值相當有限。 

                                                 
12 王泰升，《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院院史(1928-2000)：臺大法學敎育的回顧》，台北：國立臺灣

大學法律學院，2002 年。 
13 朱浤源，〈光復初期台大法學院的建立〉，發表於台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玄奘大學主辦，「東

亞教育與法制研究的新視野」研討會，2004 年 5 月 22-23 日。 
14 劉恆妏，《從知識繼受與學科定位論百年來台灣法學教育之變遷》，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研究

所，九十四年度博士論文。 
15 葉俊榮、法治斌、陳素芬、趙晏玲，〈臺灣法學期刊評比〉，《國立臺灣大學法學論叢》，28:1，

1998.10，頁 259-295。 
16 蘇永欽、李茂生、宋燕輝、楊宏暉、楊坤樵，〈從美、日、德的法學期刊看我國法學期刊的問

題與出路〉，《政大法學評論》，79 期，2004.6，頁 313-390。 
17 李鎨澂，〈法國法學期刊──暨其對我國法學期刊之省思（上）〉，《輔仁法學》，27，2004.6，

頁 1-50；李鎨澂，〈法國法學期刊──暨其對我國法學期刊之省思（下）〉，《輔仁法學》，28，

2004.12，頁 17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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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論 

最後，尚有在法史學之外，對台灣戰後的法學做社會學式觀察，而又兼及於

歷史縱深的論著，如王澤鑑教授的〈民法五十年〉18，與蘇永欽教授的〈台灣社

會的變遷與法律學的發展〉19。前者從立法、司法、學說這三個各以不同方式形

塑法規範的部門，辯證地檢驗民事審判與民法學的關係：後者從政治、文化、經

濟、社會等層面，點出日治時期以來台灣法學研究的取材、途徑與風格。這兩篇

論著提出許多相當深刻的論點，但也由於研究途徑的差異，仍須輔以更詳細的歷

史敘述，補強或汰換其論述。 

第六節 研究方法 

文本分析是我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我的史料不是「期刊論文」，而是「法學

期刊」，它提供性質各異的材料，我的分析與詮釋也必須是多層面的。依其資訊

是否透過說理呈現，可分為論證性與非論證性兩類；20依其內容可分為與法學相

關者及與法學無關者。兩者綜合分出四個範疇，其外延可表解如下： 

表 1-1 法學期刊中的資訊分類 

 論證性 非論證性 

與法學相關 法學論文 法令、裁判21

與法學無關 政治宣傳22 出版項、目錄、題字、

廣告、標語 

                                                 
18 王澤鑑，〈民法五十年〉，收錄於氏著《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 第五冊》，台北：作者自刊，1998

年，頁 1-39。 
19 蘇永欽，〈台灣社會的變遷與法律學的發展〉，收錄於施茂林編，《當代法學名家論文集:慶祝

法學叢刊創刊四十週年》，台北：法學叢刊社，1996 年，頁 551-577。 
20 以語用學的術語說，乃以「是否含有『以論證說服』的非表意行為(illocutionary act)」區別。 
21 裁判的內容大抵具論證性，但做為法學期刊的內容，其作用不在說服讀者贊同其見解，而是

傳達「法院做了這樣的裁判」的資訊，故屬非論證性資訊。 
22 政治宣傳有時帶著公法學的包裝，有時公法的法學論文也帶有政治宣傳的意味，此際它兼具

兩種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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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不同方式提出，內容也各自不同的資訊，我以論證性且法學相關的資

訊為核心，分別從三個層次，分析其歷史意涵： 

首先，在最普遍的層次上，探討誰在寫、為什麼寫、寫給誰看。例如，為什

麼《法令月刊》上有工礦廠、菸酒公賣局以及歌舞團的廣告？《法學叢刊》為何

長期徵求經濟法論著？這個層次的分析，旨在說明法學期刊的性質，以之描繪法

學研究的外在環境。 

其次，針對所有的論證性資訊，探討其取材與論證──法律人在法學期刊上

討論了什麼，論證形式與論據如何。這個層次的課題是，解析法學期刊呈現的，

當時的法律人對公共議題的態度。這個層次的考掘，將限於解讀法學期刊論文的

題材與論證所需。 

最後，則是與法學相關的論證性資訊，在這個層次上，焦點將集中在民法學

的期刊論文上。雖亦是探討其取材與論證，但法學論證的方法與對象，使之與上

個層次有異。這個層次的分析，將圍繞著民法學與成文法、判決判例、外國實務

與學說見解（其他社群的法學）等等素材的關係。 

第七節 章節架構 

本論文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份為問題意識與研究方法，亦即本章；第二章

至第三章為第二部分，交代史料的時代背景；第三部分為第四章至第六章，依序

分析期刊論文的取材與論證，並嘗試勾勒出民法學的歷史圖像。最後，第四部分

為第七章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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