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法學期刊」中的民法學史 I：題材 

花去兩章的篇幅介紹並初步分析地史料後，以下三章將分別從民法學論文的

題材與法律詮釋兩方面，分析此時期的民法學論文，最後綜合地描繪其圖像。本

章首先探討民法學論文的取材，同時從時序與影響取材的因素，分析法學期刊上

的民法學論文，看看在 1949 年到 1971 年之間，它們涵蓋了哪些題材。我的分析

分為兩個層次，第一個層次，係不分法域地，大致說明期刊論文整體的取材傾向，

第二個層次，則是以總體的傾向為背景，進一步分析民法學論文的取材。 

第一節 反覆出現的題材：法條註釋 

基於「戰後第一代法學期刊生於實務需求與法律人的使命感」的印象，當代

的研究者可能預期，對實務見解的回應、批評與檢討，在翻開期刊時爭先恐後地

湧出，法學史的先行者亦稱「戰後台灣法學期刊中可以迅速地做出對於實務重要

判解的評析，彰顯出戰後台灣法學界與實務意見交流仍頻的特色，已漸漸養成與

實務對話的風氣。」1但令人驚訝的是，在近四千篇的總論文數中，以回應實務

見解為題材的期刊論文，約僅一百篇出頭，只能以稀稀落落形容。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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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94。 
2 我根據論著內容是否將焦點置於實務見解中的論證為標準，判斷是否以回應實務見解為題材，

亦即，不問動機，端視以何種形式呈現。光是在法條註釋後引述相關判決、判例或決議，或雖為

解決實務上的疑難，而以法條註釋的形式呈獻者，都還算不上回應實務見解。 

法學上的判決評釋，與社會科學中的個案或小樣本(small-N)研究的相同點在於，它們同樣有助

於理論建構與檢驗：當既有理論無法確切掌握個案中的現象，就必須調整或廢棄理論。不同的是，

個案或小樣本研究必須對各種現象提出因果解釋，法學則試圖檢驗其合法性與正當性；而且，由

於法律的規範性，哪些現象應被排除在研究範圍之外，不只取決於研究方法，有時也取決於同屬

研究對象的法學理論，從而，法學者能夠直接了當地判定某些現象「錯了」，這是絕大多數社會

科學研究者無從分享的特權。關於社會科學個案與小樣本研究的理論貢獻、方法與侷限，見

Dietrich Rueschemeyer, ‘Can One or a Few Cases Yield Theoretical Gains?’, in James Ma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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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戰前中國法學傳統與日本法學的遺緒，註釋法學在戰後十餘年的台灣仍

是主流，在民法學特別明顯。1950 年代以下的民法學論文，或者探討民法的基本

概念，或者按照民法典的章節體系切割題材，對那不按法條或體系發生的議題或

事件則敬而遠之。從期刊論文的標題也可見端倪：前者如〈法律關係論〉、〈債務

與責任〉、〈法律行為之標的及目的〉、〈權利義務的意義與種類〉與〈論自然債務〉，

後者如〈論民法第三百八十條分期給付或緩期清償〉、〈地上權之研究〉、〈和解淺

說〉與〈論不動產物權之相鄰關係〉等等。 

這樣的標題，加上法條註釋的內容，使民法學論文宛如民法教科書抽印本。

實際上，還真的有些期刊論文就是教科書初稿。梅仲協發表於《法令月刊》第三

卷第四期的〈商事法之特徵〉就是氏著《商事法要義》的序，同書中「評新公司

法關於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與「評新公司法關於有限公司之規定」兩節，也曾

分別以相同標題發表於《法學雜誌》第二卷第四期與《法令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史尚寬發表在「法學期刊」上的七十七篇民法學論文，有五十三篇後來被收入教

科書：自《法令月刊》創刊號開始連載的〈民法上不當得利之研究〉，成了《債

法總論（上）》裡的「不當得利」一章，《法學叢刊》第四卷第二期的〈行紀之研

究〉，全文搬進《債法各論（下）》；在《軍法專刊》上一系列論文，比較民刑法

上相似而又相異的概念，其民法部分也在收錄之列。3

學者曾謂「史尚寬在民國四十五年發表於法學叢刊的『論物權行為之獨立性

與無因性』與王澤鑑十九年後發表的『物權行為無因性理論之檢討』相比，無論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05-336. 

我只將立足於此理論制高點者，算入以回應實務見解為題材者，這種標準也使被算入的期刊論

文大半屬於判決評釋，且對所回應的實務見解持保留或反對立場。當然，形式上的理論制高點，

不等於實質上的理論深度。 
3 這也是為什麼在 1954 年之前，史尚寬的期刊論文大半討論債編總論的課題，1954 年後轉向物

權法，之後又依序偏重於債法各論、身份法與民法總則上：其教科書撰寫、出版的順序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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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切入問題、處理問題的方法和形式上都可以看出兩代法學風格上的不同。」4現

在我們知道，風格不同不只是世代差異，也因為著作的定調根本不同：前者兼為

教科書初稿與期刊論文，後者就只是期刊論文。然而，不論是不是教科書初稿，

1950 至 1960 年代中期，絕大多數民法學論文均如此切割題材。 

同樣的題材時見於當代法學期刊。為了服務考生，《月旦法學雜誌》、《月旦

法學教室》、《台灣本土法學》與《法學講座》等等國考取向的期刊，有計劃、有

體系地邀請法學者，就國考科目連載介紹其基礎理論的論著。5雖然各自類似所

屬時代的教科書，「法學期刊」中的教科書式論文卻非為服務考生而刊載。從外

在環境來看，「國考產業」尚未成形，參照期刊內容，也看不出此種傾向。這些

期刊論文毋寧顯示出，此時期民法學研究者6主觀的認知中，期刊論文的任務與

教科書相同，均是交代基礎理論；在客觀上，它們的功能也重疊了。 

第二節 對實務見解的檢討 

第一項 期刊論文取材與司法實務的關係 

不消說，在其他法域，例如刑法學，法條註釋型的論著同樣汗牛充棟。不同

的是，刑法學者很早就開始在取材上做不同的嘗試。檢視司法實務、法規動態、

外國法與公共議題等因素對期刊論文取材的影響，將更顯民法學論文題材單調。 

《軍法專刊》自第一卷起就有「判解研究」專欄，早期多刊載譯自日本法學

雜誌的判決評釋──如同此時期許多譯著，它們常常沒有標注出處與原作者──

僅偶而由洪福增主筆（有時署名洪復青或洪谷青，蔡墩銘教授在《刑事法雜誌》

                                                 
4 蘇永欽，〈台灣的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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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 
5 國考取向還表現在其他方面上，如「實例演練」單元。詳見楊智傑，《千萬別來唸法律》，台北：

三文印書館，2002 年，頁 187-193。 
6 本文中，「民法學研究者」一詞，指所有在法學期刊上發表民法學論文者，「民法學者」則專指

出身法學界，以法學研究為專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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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後才加入判決評釋作者的行列），以所翻譯的日文著作為範本，試圖與最高

法院刑事庭對話，至 1957 年暫時停刊，共發表五篇，分佈在前三卷各期中。它

們通常不只討論一個案件，而是同時剖析數個見解前後見解不一的裁判，宛如只

有在法院改變見解時，才有檢討的必要。《刑事法雜誌》自創刊起幾乎每期均有

判決評釋專欄，《軍法專刊》復刊後也不定期刊載，其體裁與日本法上的範本相

當，也越來越接近今日習見的判決評釋，日文譯著退居其次，繼而消失。71949

年至 1971 年間，《軍法專刊》與《刑事法雜誌》上，總計各刊載二十六篇與六十

篇判決評釋。 

民事判決評釋直到 1962 年才出現在《法律評論》上，8同一位作者至 1966

年又斷斷續續地發表了十篇，加上未以判決評釋的格式寫成的，不過十餘篇（見

附錄五）；對大法官解釋與行政法院裁判的評釋，更是稀少。至少在 1970 年代之

前，對實務判解的迅速評析只存在於《刑事法雜誌》與《軍法專刊》上，這些判

決評釋又出於幾位刑法學者之手──其中兩位主要作者為洪福增與蔡墩銘教授

──判決評釋幾乎成了少數刑法學者的專利。 

雖各法域有異，惟總體而言，此時期的法學期刊論文不常檢討實務見解，原

因在於，保守的教育政策，使高等教育中的法學部門既小且弱，外於司法實務的

學術社群過小，難與實務界平行對話。9但若因而斷定當時的法學者均自外於實

務，就是以今非古了。期刊論文對實務的關切，在當代體現為判決評釋一類的著

作，在此時期則非檢討裁判的正當性與合法性，而是為實務工作者提出法規操作

                                                 
7 洪福增翻譯的日本刑法判例評釋，後來集結為：洪福增，《日本刑法判例評釋選集》，台北：漢

林，1977 年。 
8 林榮耀，〈情勢變更原則之理論與實際〉，《法律評論》，29:6，1963.6，頁 18-22；林榮耀，〈情

勢變更原則之理論與實際（續）〉，《法律評論》，29:7，1963.7，頁 19-23。 
9 國民黨政府在中國被學潮搞怕了，轉進台灣初期就打定緊縮高等教育的主意。1954 年，張其

昀任教育部長時，受人力資本理論影響而略微鬆綁，原本在中國的名校就各憑本事，靠著各自的

黨政關係復校。詳見劉恆妏，前註 1 揭書，第二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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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指引，既有實務見解的整理是其中一環，10下述對法規動態的評釋亦然。11

值得注意的是，雖大半民法學論文不將目光放在實務上，仍有部分敏於實務

見解之變更的論著。這類論著不多，卻相當顯眼，它們的作者都是實務工作者，

都對實務見解的變更採取反對立場，力促改回原來的見解。時任司法官的詹世元

先生，12當最高法院於 1964 年對不動產物權登記之效力的闡釋，與先前的見解相

抵觸時，作〈論不動產物權登記之效力〉，13又在最高法院對物上請求權有消滅時

效之適用的一貫見解，被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七號解釋推翻後，作〈消

滅時效與物上請求權問題〉。14違約金之額度是否受第二百○五條15對約定利率之

限制，1963 年最高法院變更見解，改採肯定說後，時任法官的陳世榮教授寫了〈最

高法院民刑庭總會有關違約金決議之商榷〉；16一年後，最高法院就同一問題違約

金再度變更見解，任職法官的趙公茂先生也寫了〈關於違約金之研究〉，闡述其

前後見解之流變。17

第二項 論戰 

在這種環境下，環繞實務見解之正誤的爭執，應是特例中的特例。有趣的是，

                                                 
10 見第五章第三節。 
11 前註 1 引劉恒妏女士文，從前後文脈絡，看不出究竟指戰爭結束以至當代的六十年間，或這

六十年間的某個特定時期，只能從「戰後」的文義上認定為前者，但她指為特色的現象，在 1970

年代才漸漸成為整體法學期刊論文的特色。 
12 詹世元先生曾在 1987 年謂：「筆者現在執業律師，亦曾服務法界，前後達十餘年之久，轉業

現職，亦已瞬十五載」，見詹世元，〈對如何提昇裁判品質之商榷〉，《實踐》，767，1987.5，頁

19。以之推算，1965 年時應係任職司法官。 
13 詹世元，〈論不動產物權登記之效力〉，《法律評論》，31:7，1965.7，頁 6-9。 
14 詹世元，〈消滅時效與物上請求權問題〉，《法律評論》，31:9，1965.9，頁 2-7。 
15 以下若未說明，均指民法條文。 
16 陳世榮，〈最高法院民刑庭總會有關違約金決議之商榷〉，《法令月刊》，15:4，1964.4，頁 8-9、

13。採此見解的裁判早已有之，但因五十一年度臺上字第二九一四號判決刊載於司法院公報，

引起各方的討論與批評。最高法院民刑庭總會五十二年度第四次會議更重為決議，改採此說。 
17 趙公茂，〈關於違約金之研究〉，《法令月刊》，16.1，1965.1，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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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年至 1971 年間，法學期刊上唯一那次論戰，正起因於一篇批判最高法院刑

事裁判的論著。18

爭議圍繞著最高法院四十二臺非字第四十六號判決，該案件涉及強制性交罪

（當時稱為強姦罪），本生父親指控養父性侵害其出養女兒，最高法院以「養子

女於收養關係存續中，與本生父母已無何若關係」，欠缺血親獨立告訴權為由，

駁回上訴。時任檢察總長的趙琛發難批判，19接著又有四篇文章交相詰難。20

就本文研究目的而言，其法理推論無須深究，僅須注意文中激烈的措辭。趙

琛分析養子女、養父母與本生父母之間的法律關係，在得到本生父母亦有告訴權

的結論後，又從情理、倫理批評，四十二年臺非字四十六號判決的後果將是： 

重人倫，重禮法，為我國五千年來之立國精神。尊卑失序，法所嚴禁。

果如臺非字第四十六號判決所云……摧毀吾國固有之民族道德，直陷

人類於禽獸而不如，此項見解是否違背倫常，固值檢討，然足以影響

世道人心，無可諱言。21

陳綱先生則在文章開頭說道，對於趙琛的著作，「余細讀一遍，固深佩其行

文佈局之技巧，然其籌張為幻之情狀，亦為稍明邏輯學及法理學者所易察出也。」

                                                 
18 就祭祀公業是否為非法人團體，圍繞著最高法院三十八年臺上字第一四四號判決與三十九年

度台上字第三六四號裁定所採否定說，律師黃錞與法官徐超在《法令月刊》上先後有兩篇各持正

反見解的文章，措辭針鋒相對，但未擴大為論戰。見黃錞，〈論非法人團體及其準代理人〉，《法

令月刊》，2:6，1951.6，頁 13-14；徐超，〈關於祭祀公業非法人之團體之探討〉，《法令月刊》，

2:7，1951.7，頁 7-8。 
19 趙琛，〈論出養子女與本生父母之血親關係〉，《軍法專刊》，2:1，1953.1，頁 10-11。 
20 陳綱，〈論血親之獨立告訴權〉，《軍法專刊》，2:2，1954.2，頁 10-11；葛邦任，〈論本生父母

之獨立告訴權〉，《軍法專刊》，2:3，1954.3，頁 14-15；林拔，〈血親獨立告訴權平議〉，《軍法

專刊》，2:5，1954.5，頁 5；范韻珩，〈對於血親獨立告訴權之研究〉，《軍法專刊》，2:6，1954.6，

頁 7。趙琛時任檢察總長，陳綱身為最高法院推事，接著加入討論的法律人也是檢、審交錯，這

場論戰似乎也在實務的場域外體現了院、檢雙方的對立。 
21 前註 19 揭文，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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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談到趙琛為反駁最高法院而假設的案例，陳綱先生指出最高法院根本未曾提出

趙琛所反駁的見解，接著批評「此種捏造事實加人罪名之伎倆，正共匪所優為，

不意以維護紀綱倫常高談反共為己任者，亦得其精髓也。悲夫。」23

這幾近人身攻擊。《軍法專刊》編輯委員會在文後附註，欲蓋彌彰地打圓場： 

本刊為討論軍法與刑事法令有關之學術起見，特闢論著一欄，自創刊

以來，承蒙法學硯碩，屢賜鴻文，闢明卓見，使讀者獲益良多，本刊

與讀者同深感激。上期承趙琛先生惠賜「論出養子女與本生父母之血

親關係」一文，本期復承陳綱先生惠寄「論血親之獨立告訴權」一文，

均係學術上之專題研究，陳先生且鄭重聲明文則自負，不願刪改，事

關學術討論，特併說明如上。 

由此可見，法學者溝通的意願與能力稍嫌薄弱，其實冰凍三 

尺，非一日之寒。 

圖 4-1 《軍法專刊》

編委會啟事 

後來的判決評釋，其遣詞用字嚴守法學論著半文半白，

且又冰冷不帶情緒的文字風格，兩位主要作者（洪福增律師

與蔡墩銘教授）在刑法學界的輩分，也附帶地為對實務的批

評增加不少份量。它們沒有再引發類似論戰。 

第三節 對法規動態的闡釋24 

先前提到的「期待」，其實基於對「實務取向」的當代

理解，史料使之落空，正顯示出不同世代法律人之間的認知

差異。戰後第一代法學期刊對司法實務的關切，不在於檢討 來源：筆者攝自《軍

法專刊》第二期第

四卷第 16 頁。 
                                                 
22 陳綱，前註 20 揭文，頁 10。 
23 陳綱，前註 20 揭文，頁 11。 
24 歸入此類的論文，乃以說明法規制定、修改、廢止的前因後果，或處理法規變動後的法律解

釋問題者，若是借題發揮地討論其他相關議題，則不列入。順道一提，《刑事法雜誌》中能歸入

此類的論文很少，正因為許多論著不從法釋義學，而自犯罪學或刑罰學探討系爭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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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的正當性與合法性，而是為實務工作者提出法規操作上 

的指引，這體現在實務見解在法律論證中的作用，25期刊論文緊盯著法規動態，

也出於同樣的關切。 

這類論文及其回應對象表列如附錄三。以回應法規動態為題材的期刊論文，

在篇數上佔整體期刊論文一成出頭，各刊之間因取向不同而比例有異。《法律評

論》比例最高，約為一成五，《法令月刊》與《軍法專刊》各在平均值上下，《法

學叢刊》與《刑事法雜誌》遠低於平均值，前者只有百分之三左右，則有百分之

五。這反映了第二章所指出各刊自我定位上的差異；以內容而言，《軍法專刊》

與《刑事法雜誌》著重刑事法，其他各刊則沒有明顯取向。 

這些期刊論文檢討的法規動態，不限於修法或立法，更擴及草案之提出與審

議，以及（較罕見的）法規的廢止或失效。它們在兩個層面上表現出實務取向：

首先，大體而言，與司法實務關係越直接者，期刊論文也相對地有越大的反應；

其次，許多回應法規動態的論文，其主要關切在於，修法或新法制定後，既有的

判例與決議能否沿用。 

在這方面，民商法學論著甚少，它們大半討論商法與其他民事特別法的修

訂，只有幾篇倡議修訂身份法的論文。26民事法的立法與修法原本就有限，對法

規動態的評析偏重行政法與刑法，只不過反映立法機關的動向。 

即使立法機關毫無動靜，期刊論文有時也會提議修法，修正民法的提議卻也

屈指可數。民法學研究者不是不知道這部民法典有許多缺失，至少他們曾在比較

法觀點下，體會繼受時遺漏了什麼，他們也以外國法律、裁判與學說為標準，檢

驗本國法未規定之事項，往往也接著探討本國法可否做相同解釋。27外國法提供

                                                 
25 見第五章第三節。 
26 陳棋炎，〈待婚期間之商榷〉，《法律評論》，24:1，1958.1，頁 8-15；劉鴻坤，〈「血親之配偶

之血親」在民法上應否列為姻親〉，《法學叢刊》，9:11，1959.11，頁 9-10；林咏榮，〈民法親屬

與繼承兩篇修訂芻案〉，《法學叢刊》，14:1，1969.1，頁 26-32。 
27 詳見第五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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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取之不盡、用之不竭的材料，這些缺失也就仍在可得以「解釋」妥善處理的範

圍內。這也同時說明了，何以修改民法的提議，多半指向那充斥強行規定的身份

法：外國法的填補功能在此極受限制，修法以外，常別無適當的補救方法。 

第四節 對外國法28的介紹 

專以引介外國法為題材的期刊論文約有五百篇，佔總體期刊論文一成出頭。

以國別論，介紹美國法的篇數最多，其次依序為日本、德國、英國與法國。光是

介紹這五國的期刊論文，在五百篇中就占掉六成有餘，而後四國相加的總數，才

與美國不相上下，足見美國法壓倒性的強勢；就內容而言，它們大多從制度面介

紹外國法，又特別偏重司法機關與犯罪處遇措施，應是對公共議題那充滿政治意

味的態度所致。法釋義學的介紹約佔其中五分之一弱，法律思想的介紹更是有

限。29對外國法的介紹亦非民法學的主要題材。以介紹外國民商法為主題的期刊

論文共有三十九篇，其中十六篇介紹英美法系的私法，二十三篇分別介紹德國、

日本、瑞士法。 

乍看之下，美國法的強勢與「我國繼受歐陸法，學者亦多引述德、日等國學

說」的印象抵觸。不過，本類期刊論文多半介紹司法制度與犯罪處遇制度，它們

與法系本來就沒有絕對的關連性；儘管單就法釋義學的論文而言，美國法仍占優

勢，但這正是法學者將本國法律體系自我定位為「歐陸法系」的結果：在比較法

觀點的支配下，德、日等國的法律與學說已被揉合為本國法學的一部分，須以專

文介紹者，就屬英美法。 

對外國法的介紹或多或少都著眼於「與本國法的異同」，而「異同」有層次

之別，有時又只是認知上的問題。在 1950 年代，以介紹外國法為主題的民法學

                                                 
28 為求行文簡便，此處外國法同時包括外國法律、學說與裁判。 
29 此時期最常被談到的──當然，除孫中山、蔣介石外（話說回來，他們是法律思想家嗎？）──

兩位法律思想家，是Léon Duguit與Roscoe Pound，介紹這兩位思想家的文章，幾乎均分別出於

梅仲協與張文伯筆下，這兩位法學巨擘所受關注，似乎只是這兩位學者個人的研究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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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所欲介紹者，多是同樣存在於本國法與外國法，但具體內容有異的制度；到

了 1960 年代，私法的研究者將目光轉向外國法上特有，不存在於本國法的制度。

例如，民法學者在 1956 年對〈美國離婚法述要〉泛泛而論，30在 1963 年，另一

位學者就類似題材下了〈論日本民法之相對的離婚原因〉的標題。31這是否表示

民法學者對外國法的介紹漸趨細緻？看似如此，但因樣本過少，無法驟下判斷。 

第五節 關於公共議題的討論 

第三章曾指出，法學期刊反映的、對公共議題的態度，帶有法律至上與秩序

至上的意味，期刊論文的撰稿者帶著政治的眼鏡看待法律與社會的關係，他們理

解的「政治」又限於國家權力之運作與政治秩序之維持，這使得法學期刊上各類

文稿的撰寫者所探討的公共議題，多半屬於憲法和刑法──與國家權力運作關係

密切的兩個法域──規範的對象，公共議題的私法面向被略而不談，單與私法相

關的社會現象，也不太可能被認定為公共議題。 

刑法學者長期討論的少年犯罪，或者期刊上不時出現的「戰時」、「戒嚴」與

「動員戡亂」，大半扯不上私法。除了前章提到的「戰時民事立法」，32就只有〈論

配偶陷於匪區者的再婚問題〉33與〈談戡亂時期軍人婚姻保障問題〉34這兩篇婚

姻法論著，前者多談程序法問題，後者則以建議制定特別法為主旨，僅勉強沾上

邊。 

在 1960 年代中末期，外國法學界對公共議題之私法面向的探討，也跟著對

外國法的介紹進入台灣，其原因在於法學界的世代交替。35雖然教科書抽印本式

                                                 
30 陳棋炎，〈美國離婚法述要〉，《法學叢刊》，1:4，1956.9，頁 100-106。 
31 温汶科，〈論日本民法之相對的離婚原因〉，《法律評論》，29:7，1963.7，頁 12-15；温汶科，

〈論日本民法之相對的離婚原因（續）〉，《法律評論》，29:8，1963.8，頁 19-22。 
32 楊灝，〈論戰時民事立法及其相關問題〉，《法律評論》，32 卷 1 期，1966.1，頁 15。 
33 汪褘成，〈論配偶陷於匪區者的再婚問題〉，《軍法專刊》，2:3，1953.3，頁 9-11。 
34 安之，〈談戡亂時期軍人婚姻保障問題〉，《軍法專刊》，5:6，1956.6，頁 8-9。 
35 光就取材的改變，還無法確切斷言其因果關係，畢竟，這批期刊論文的作者，仍是戰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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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論著仍佔優勢，1960 年代中後期的民法學論文已略朝議題式論著小幅轉向。

361965 年前後，首先帶頭的，是經濟發展及相連的「經濟法」浪潮。「經濟法」

議題隨著美援終止興起時，其主題仍是經濟管制法規，但私法也浮現於這波浪潮

的邊緣，又多涉及商法、動產擔保交易法等等民事特別法，只有蘇俊雄教授〈從

經濟發展觀察契約自由之限制〉37一文，在相當抽象的層次上，觸及作為私法基

本規範的民法。 

接著，在 1970 年前後，另一批公共議題取向的民法學論文，帶著豐富的題

材，在經濟法議題退潮之際湧入。生物科技38、商品製造人責任39、醫療糾紛40、

                                                                                                                                            
代與第二代的民法學者夾雜出現。然而，如第五章將指出的，新世代的法學者不只帶入新研究途

徑，更帶來新的觀點與方法，取材方式改變只是世代交替整體現象的一部份而已。 

另外，在台灣法律史的研究裡，對於法學者的世代區分，唯一的共識是，所謂「戰後第一代」

指日治時期受日本教育，在戰後任教於法學院的法學者，以及隨國民黨政府轉進台灣的法學者，

「戰後第二代」以下的界定則尚無共識。在本文中，「戰後第二代」指 1965 年至 1970 年代初期，

這五、六年間進入台灣法學界的學者──其中的民法學者，如温汶科、曾世雄、劉得寬等等。「戰

後第三代」則指 1970 年代中期至 1980 年代中期進入台灣法學界的學者──其中的民法學者，

如王澤鑑、黃茂榮。我區分的標準在於法學論著的風格──我盡量避免使用「典範」這個字，以

遠離 Thomas Samuel Kuhn 惱人的典範移轉說。如本章與第五章所示，戰後第二代法學者與第

一代的差異是，在取材上引入議題式的觀點，在論證上開始著重利益衡量，第三代法學者則強調

具體個案的研究，並自覺地從方法論上考量法律問題。 
36 在這波轉向之前，不是沒有議題取向的民法學論文，只是數量甚少，且由於方法論的侷限，

其論述也不夠深入，沒有真正地超越法條與體系。見第五章第一節。 
37 蘇俊雄，〈從經濟發展觀察契約自由之限制〉，《法學叢刊》，12:2，1967.4，頁 30-38。 
38 温汶科，〈人工授精在民法上諸問題〉，《法學叢刊》，7:3，1968.2，頁 112-117；史尚寬，〈人

工授精在民刑法上之問題〉，《軍法專刊》，14:2，1968.2，頁 2-7；史尚寬，〈人體器官移植在民

刑法上之問題〉，《軍法專刊》，15:1，1969.1，頁 3-8。 
39 王祖寵，〈商品製造責任論（上）〉，《法學叢刊》，15:4，1970.10，頁 18-31；王祖寵，〈商品

製造者責任論（中）〉，《法學叢刊》，16:1，1971.1，頁 94-102；王祖寵，〈商品製造者責任論（下）〉，

《法學叢刊》，16:2，1971.4，頁 105-112。 
40 王祖寵，〈醫師之民事過失責任〉，《法令月刊》，21:1，1970.1，頁 6-10；周定宇，〈美國醫療

糾紛與訴訟〉，《法律評論》，37:1，1971.1，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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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害41──以四個延續至 1970 年代的議題為例──等等多樣的議題有兩個共同點：

它們都是社會變遷拋出的議題，更重要的是，它們能夠進入法學期刊、進入法律

人的話語，都是透過法學者對外國法學既有研究成果的介紹。 

史尚寬那篇討論人體器官移植之法律問題的論文，在台灣首次完成腎臟移植

手術42後寫成，其他各篇都是系爭公共議題在國外發生後許久，並進入審判、立

法，加上外國法學者的討論後，島內的民法學研究者才意識到它們。公害議題來

自日本，導源於熊本、新潟水俣病43、四日市喘44與痛痛病45這四大公害病與四大

公害訴訟，但水俣病在 1950 年代末已見於日本社會輿論，其公害病認定與補償

交涉始自 1968 年，最早起訴者更早在 1967 年；461970 年那篇試圖建構本國法上

商品製造者責任的重要論文，則以 1960 年代美、德、日三國法界在這個議題上

                                                 
41 鄭玉波，〈公害與民事責任〉，《法令月刊》，22:3，1971.3，頁 7-9。 
42 該項手術之目的為治療尿毒症，於 1968 年 5 月 26 日上午在台大醫院進行。見〈臺大醫院完

成腎臟移植手術 吳祥振新腎臟工作良好〉，中央日報，5-27-1968，第四版。 
43 水俣病即有機水銀中毒，因最早發生在日本熊本縣水俣市而得名，患者有視線狹窄、運動失

調、狂躁、言語與知覺多重障礙等等極端複雜的症狀。熊本縣水俣病起因於日本氮氣公司設置於

水俣市的水俣氮氣工廠，排放含水銀的污水至海灣內，並在魚貝類體內合成為有機水銀，居民食

用後中毒。新潟水俣病又稱為第二水俣病，症狀與熊本水俣病相似而較輕微，起因為昭和電工公

司長期排放含汞合金的污水，污染新潟縣阿賀野河流域，導致居民接觸後中毒發病。見劉毓卿，

《公害法新理念及實例論集》，台中：大學圖書供應社，1984 年，頁 44、47-49；原田正純著，

謝旺全譯，《水俣病──日本公業廢水所引發的公害病例》，台北：行政院環境保護署，1984 年，

頁 3－13-3－18。 
44 四日市喘因發生於日本三重縣四日市而得名，病因為二氧化硫中毒，症狀為咳嗽、喘息、呼

吸困難。起因為昭和四日市石油、三菱油化、三菱化成、三菱化成工業、中部電力、石原產業六

家公司在三重縣四日市磯津、鹽濱排放含有硫化氫的廢氣，導致空氣二氧化硫濃度上升，從而使

居民中毒。見劉毓卿，上註揭書，頁 45-46。 
45 痛痛病之病因為鎘中毒，患者關節作痛，稍加外力就會骨折，故名為痛痛病。起因為三井金

屬礦業公司排放含鎘廢水污染神通河，富山地區居民引之為飲用水與灌溉用水，因而中毒。見劉

毓卿，前註 43 揭書，頁 41-42。 
46 見劉毓卿，前註 43 揭書，頁 44；原田正純著，謝旺全譯，前註 43 揭書，頁 7 1─ -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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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血結晶，作為其立論基礎，47就時空脈絡而言，似是在 1968 年 11 月 26 日德

國聯邦法院判決(BGHZ 51,91)48與日本森永砒素奶粉等等事件的啟發下寫作49；人

工授精的法律問題，在國外已經進入立法階段，如史尚寬在文章中引用的瑞典

1947 年人工授精法草案與德國修改刑法委員會在 1958 年的討論；50醫療糾紛在

1950 年代的日本與美國，已是層出不窮。 

民法學研究者在 1970 年前後著手這些領域，非似批判者所謂，先是社會變

遷產生新遊戲規則、社會制度，接著這些遊戲規則、社會制度穿上法律的外衣，

最後法學者指地為王，稱其為「法學研究的新領域」，卻又「頂多是介紹外國的

制度」。51他們毋寧先看到國外法學界的討論，將外國既有研究成果編譯為期刊論

文後，回頭看到島內存在著相同的現象；上述分析也顯示，法學者們注意著外國

                                                 
47 見註 37 揭王祖寵，〈商品製造責任論（上）〉，頁 19，以及〈商品製造者責任論（中）〉，頁 95、

101。 
48 該案原告為養雞業者A，雇用獸醫H為其所養雞隻注射雞瘟疫苗，後原告所有雞隻均患雞瘟，

經查為疫苗製造人D藥廠製造疫苗不潔，A遂以D為被告，請求損害賠償。德國聯邦最高法院為避

免債務人之責任無限擴大，限制「附第三人保護作用契約」之適用，並另在侵權行為上倒置舉證

責任，推定被告有過失。見王澤鑑，〈德國最高法院民事判例研究（二）〉，《臺灣大學法學論叢》，

2:1，1972，頁 233。 
49 1950 年代，日本森永牛奶公司德島加工廠於製造奶粉時，以第二磷酸蘇打作為穩定劑加入牛

奶。實際製造第二磷酸素蘇打的松野公司，卻將一批含有大量砷元素的貨品賣給森永公司，森永

公司德島加工廠沒有發現，製造並販賣了含砷的奶粉，致使在 1955 年間，西日本一帶許多嬰、

幼兒食用後中毒，受害人達一萬兩千三百四十四人，並有一百三十人死亡。見陳建旭，《論產品

上之刑事責任》，國立成功大學法律學研究所，八十九年度碩士學位論文，頁 31-34。 
50 史尚寬，前註 38〈人工授精在民刑法上之問題〉，頁 4-5。 
51 楊智傑，前註 5 揭書，頁 214-216。楊智傑先生這項批評，乍看之下鏗鏘有力，細看之下也

有曖昧不明。比方說，在外國制度的介紹之外，法學者如何進一步影響，甚至親身參與本國相關

的法制建設？這似乎不是單看期刊論文就能評斷的；此外，從前後文脈絡，也看不出他所批評的

對象在時代上如何界定。 

無論如何，從該書引起的共鳴而言，他確實表達了許多習法者的感想，就算反對者也必須承認，

他至少精確地掌握了法學界的某些表象，單就這點而言，其見解尚非不值一晒，儘管實像如何，

仍有待釐清。我的反駁僅僅是要指出，曾經有一個時期，法學者不只是介紹外國法上的制度，更

藉之發現島內的社會問題與法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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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界討論些什麼，而未能顧及外國法背後的社會動向，畢竟影響他們的，不是

那在外國法院、國會與法學者加入之前，就已沸沸揚揚的社會輿論。 

至此僅是這波轉向的開頭。在 1970 年代，法學期刊論文繼續討論著公害、

商品製造人責任、器官移植與醫療糾紛，更把觸角伸向消費者保護52、試管嬰兒

53、核子事故54等等議題，並將視野轉向島內，對社會議題的關注，正式躋身民

法研究不可或缺的問題意識。 

                                                 
52 如鄭玉波，〈廣告企業之民事責任與消費者之保護〉，《法令月刊》，27:4，1976.4，頁 4-6。 
53 劉得寬，〈就「試管嬰兒」探討「人工授精」之法律問題〉，《法令月刊》，29:9，1978.9，頁

17-19。 
54 楊建華，〈簡介核子事故之損害賠償〉，《法令月刊》，23:4，1972.4，頁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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